得獎人介紹—科技類—張豐志

張 豐 志

先生
FENG-CHIH CHANG

69 歲（1941 年 9 月）

r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 學士
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U.S.A）化學碩士
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U.S.A）化學博士

r 曾 任：
美國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研究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客座專家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 院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分子學門 召集人

相信自己也信任別人

r 現 任：
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教授

評審評語
長期致力於化工及高分子科技研究，發表三百餘篇國際期刊論
文，並獲多項專利。曾獲國內外多項傑出學術獎項，對國內化工
及高分子學術與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得獎感言
東元獎提供國內學者一項極高
榮譽獎項，對學者努力成果給予肯
定。除了頒獎外，又成立「東元獎
得獎人聯誼會」每年舉辦活動，是
很有意義的規劃。我十分感謝本屆
評審委員給我機會得到此殊譽，鼓
勵我在今後研究上須更加努力以期
能更上一層。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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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高分子研究攀登國際卓越，促進材料工業
生活用品舉凡塑膠、橡膠、纖維、塗料、黏合劑，都屬於高分子材料，
但不同成分的高分子是很難相容的，張豐志教授從基礎學理著手，率先提出
大幅增加高分子反應型相容性的方法，使工業界可運
用他提出的學理發展新型工程塑膠，每年因此增加數
以億計的產值，而他領導的「高分子領域」研究團隊，
已在國際上成為「高分子間作用力」領域三大主要卓越
團隊之首。

當年謀職困難，如今指導學生超搶手
高分子在化工業應用廣泛，張豐志指導的學生畢
業後，就有台塑、南亞等大廠排隊搶著要人，連介紹
信都不用寫。「比起我當年差點找不到工作，真是不可
1967 年 UH 實驗室
同日而語。」張豐志回憶，當年大學聯考競爭激烈，
他考上台大化工的成績，差兩分就能進台大電機系、差四分便可進台大土木
系。1960 年代初期台灣還沒什麼工業，化工畢業生就業很困難，高達八、九
成的同學都出國繼續深造，退伍的他也在當完台大化學系助教一年後跟進。
「當年我念書時台大化工系只有一位老教授兼系主任有博士學位，對未來
還很迷惘的我只想先拿到博士學位再說。」張豐志表示，他申請到美國休士
頓大學念無機化學，博士頭銜一到手卻遇到 1970 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美國
面臨戰後第一次經濟大蕭條，滿街都是被裁員的工程師，甚至連「博士後研
究」的缺都找不到。為了讓「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能錄取
自己，張豐志應徵時根本不敢說自己是無機化學博士，甘願屈就大學畢業生
的職位與薪水，等經濟情勢穩定後才敢坦承不諱，以博士身分進階研究員。

太太鼓勵回國，獨身在台當 7-7-11 教授
張豐志在陶氏化學一待就是 16 年，絕大部分都在作化工領域的產品研
究，最後三年才在公司調整職位的機會下，接觸到高分子相關領域研究，從
此跟這門學問結下不解之緣，並靠自修苦讀，
成為不輸給高分子系所本科畢業的專家。1987
年台灣工業界觸媒中心要開發聚碳酸脂（PC）遇
到瓶頸，想找位對 PC 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協助，
透過清大馬振基教授（第十五屆東元獎得主）利
用赴美開會順便延攬，張豐志考量「未來職位不
便與服務公司有利益衝突問題」，希望國內代為
安排教職，再至產業界擔任顧問。
「在美國工作很穩定又已經 46 歲的我，本
來對回國一事沒想太多，只是想對方幫我買機票就回來看看，結果到交大跟
郭南宏校長談，才發現他是我五哥的台大電機系同班同學，越聊越投機，他
便大力勸說我回台接任交大應用化學所的所長，而且兩週內就要決定。」張豐
志說，從台灣回到美國跟太太商量此事，他輾轉難眠了一週，天秤的一邊是
2004 年行政院科技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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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孩子才在讀小學和初中、台灣的薪水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另一邊則是
從產業界轉學術界回台服務的最後一次機會，最後終於在太太說「孩子有我
照顧，萬一在台灣做不好，回來我會養你」的貼心鼓勵下，獨身回台。
當時交大應化所教授人數雖不多但卻內鬥很嚴重，研究風氣則嫌散漫，
為了以身作則，張豐志每週七天、早上七點就到學校、晚上十一點以後才離
開，被暱稱為「7-7-11 教授」，太太得知後則跟他說：「乾脆把床搬到實驗室算
了！」張豐志強調：「我希望自己能起帶頭作用，效果還真是不錯，五年後整
個所就很上軌道了。」

充分信任與授權，讓學生發揮最大潛力
張豐志收研究生有個最大特色：「別的教授都不要的學生，我最喜歡
收。」他認為，教育家的理念就是要給學生機會，學生在走投無路下突然看到
你給的機會，反而會更珍惜。「事實證明，這些曾被別的教授踢出來的學生，
後來平均表現真的比一般學生還好。16 年前有個這樣的學生跟我修習碩士學
位，現在已經是中國最大八吋晶圓廠的廠長，
今年九月初我到上海開會，他還特地開了幾個
小時的車來看我，並幫我提早過驚喜生日。」
曾在產業界任職多年的張豐志，從公司主
管身上學到企業化管理，對實驗室採取「分層
負責制」，培植一個「大師兄」和兩、三個「小組
長」，隨後以充分信任和授權的態度，將其他
研究生交給他們負責帶領，遇到大問題才來找
老師商量。張豐志 20 多年來從沒狠罵過學生，
1997 年第二屆兩岸高分子交流於北大
學生提出任何創新想法，他都鼓勵學生去試試
看。「科技變化很快，老師就是要找資源讓有想像力的年輕人放手去衝！」
只要努力作得好，跟隨張豐志作研究從大學直升博士班最快四年就可以
畢業。被視為高分子及超分子材料界明日之星的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系
助理教授郭紹偉，之前便是張豐志旗下實驗室的大師兄，30 歲出頭就已有超
過 120 篇論文掛著他的名字，且他大學畢業後跟張豐志做研究，到取得博士
只花不到三年時間，締造非常難得的紀錄。張豐志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質量
均優，以美國空軍十年前研發出的最小無機含矽單體「POSS」為例，以此製
造的高分子複材被視為最具發展潛力的奈米複材，預計是下一代光電材料的
主力，而最近六、七年間此領域的國際期刊論文，將近 7% 都出自張豐志團
隊，數量在同領域團隊位居榜首。

自掏腰包 20 萬，在生日宴發獎金
張豐志的啟發式教學，讓年輕人有盡情發揮想像力的自由空間，培養出
很多信心和自主性極強的人才，分別服務於國內產學研界。現任大師兄嚴英
傑說，張老師沒有一般教授的架子，跟學生就像朋友，看到任何新奇發展就
會立刻跟學生分享，總是鼓勵學生多方嘗試，即使嘗試錯誤也是寶貴經驗。
為提升學生國際交流能力，張豐志多年來一直出資聘請美加籍英文會話
老師，每週到校教他的學生英語會話，最近幾年才改為補助學生到坊間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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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上課。張豐志跟學生建立的深厚情誼，讓學生幫
他辦的生日宴一年比一年盛大，最近三年為鼓勵處在低
迷經濟情勢的研究生，張豐志年年自掏腰包，按照過去
一年的研究表現，在生日宴一一發放紅包獎金，今年發
出總額高達 20 萬元。比起在一流期刊發表的多篇論文
和多項專利，看到他指導的碩博士生在學術界和產業界
開枝散葉，才是張豐志自認最大的成就。
第一次出席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

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望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舉辦的「東元獎」與「東元獎得獎人聯
誼會」將永久辦下去。獎金也能適度提升。因得獎者大多是已有成就的
LKK，期望能增設青年獎以鼓勵年紀四十以下年青學者。

成就歷程
一般人對一位教授的成就度大多以他在專業研究成果來評斷，如發表
多少期刊論文、得過多少學術榮譽獎…等。以本人目前研究成果加上己獲得
各種學術獎項在常人眼裡確實也算是有相當成就，然而本人自認為有成就之
處在於利用啟發式教導學生自動自發進而發揮最大潛能。甚多我指導出的學
生原本相當平凡，一旦他們經由啟發後充滿自信及想像力而做成傑出研究成
果。多年經驗讓我體會到年青人天生具有的潛力，若能有效去啟發他們的潛
力這才是最成功的教育。讓整個研究團隊像個大家庭，互相合作也互相競
爭。利用這套管理模式似乎每位學生（尤其
是博士生）全都努力於創新研究工作而達成
高水平成果。我要求博士生必須自己撰寫英
文論文，對於他們是一種訓練對我也輕鬆
些。發展出一套有愛心有人性化指導學生的
方法是因，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成就並獲得眾
多學術獎是果。二十多年來指導出約百位碩
博士生服務於社會，才是我認為最大成就。
2005 年第九屆國家講座

具體貢獻事蹟
■

人才栽培
二十年來培育出近百位碩博士畢業生（其中約有 40 位博士）服務於產學研
各界，表現均十分傑出。有七位任教於國內大專院校，二十位博士任職於
工研院材化所。

■

研究成果
因研究領域甚廣，列舉三項如下：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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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分子反應型增容摻合研究：
大部分不同高分子間是不相容的，因而導致其摻合物性能不佳，為提
昇高分子間的相容性，加入增容劑為解決之道。多年來研究利用環氧
官能基作為反應摻合增容方面為目前國際權威，進一步提出利用偶合
劑作為反應型增容劑為國際首創，效能甚佳，廣為國際學術界與產業
界採用。
(B) POSS 奈米 Organic/Inorganic Hybrids：
POSS 是美國空軍約十年前研發出的最小無機含矽單體，直徑在
2-3nm，依此製得的高分子複材擁有「最小」無機顆粒與最佳效果。在
台灣，我們不僅合成了帶各種官能基的 POSS 單體，也利用這些單體聚
合出多種 POSS/Polymer 奈米複材。這是最先進也是最具潛力的未來奈
米複材，將可在光電材料上應用。在最近六七年期間在此領域發表過
約 6% 國際期刊論文也受邀撰寫複米複
材專書的 reviewing chapter。張豐志教
授研究團隊目前在此領域研究成果應
是領先於國際。
(C) 高分子間作用力研究：

2008 年實驗室大家族合照

■

高分子間作用力研究著重在高分子間
相互作用力與相容性之關係，為高分
子重要領域之一。在此領域，張豐志
教授研究群有甚為深入的研究，特別
在於利用氫鍵的形成，並且首先提出一基礎原理「在相容高分子摻合系
統中，若採用相對共聚物相較於單純摻合會有更強的相容性，而導致
更高的玻璃轉移溫度。」運用此一基礎原理可發展出一系列高玻璃轉移
溫度的工程塑膠。更進一步開發出高 Tg 之 PMMA 光學材用應用於可射
出級 LED 材料，張豐志教授研究群為目前國際間此領域的三大研究群
之一。

研究成果獎項：
• 1985：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Dow Chemical Company USA
• 199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分子優等獎（連續三次）
• 199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分子傑出獎（連續三次）
• 200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
• 2003：教育部第四十七屆學術獎工程及應用科學類
• 2003：侯金堆材料科學領域傑出榮譽獎
• 2004：行政院九十三年傑出科技榮譽獎
• 2005：教育部第九屆國家講座
• 2007：國科會九十六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 2008：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九十七年度終身成就獎
• 2009：教育部第十三屆國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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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創作展望
藉由互補性核甘酸鹼基對作用力製備超分子型高分子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Formed Through Complementary NucleobasePair Interactions:
生物體中的 DNA 或 RNA 之分子自組裝（self-assemble）行為是自然界特
殊之物理特性，近年來我們一直著重在此領域的發展，探索操控奈米生物
分子自組裝的型態。從我們研究的上的發現，無庸置疑的「探索自然，學習
自然」，儼然成為下世代的研究主軸。現今唯有徹底探討生物體之間有序排
列的機制，才能有助於現今 Bottom Up 奈米技術的突破及成長。杜邦工程師
Dr.Carothers 發表縮合聚合理論至今己 78 年，超分子科學與縮合聚合理論結合
極有可能是建立下一世代的新高分子材料。藉由近年來本實驗室在生物互補
性氫鍵作用力的基礎，我們也發展出一個生物
自身互補型六點氫健作用力的官能基，力常數
（association constant，Ka）超過 10-7 M-1，互補
性作用力幾乎不受溫度變化而影響，一個高 Ka
且易控制的作用力官能基，我們正積極開發在
不同高分子上，操控高分子的特性，極探索非
共價聚合（non-covalent polymerization）的基礎
2000 年實驗室出遊
理論，和下一世代材料與技術的接軌。

Acknowledgements
TECO Award provides local scholars with honorable reward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Specially worthy to men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TECO Membership
Association to provide annual activity and let all TECO members have opportunity
to know each others.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year evaluation committee granting
me this award to encourage myself to work even harder to achieve higher
accomplishment.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1) The TECO Award and the Membership Associate activity will continue forever.
(2) The scale of the TECO award is recommended to properly raise.
(3) A young scholar TECO award is recommended to those with age below 40.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awards are usually employed to evaluat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 professor. I have been recognized to possess certain
accomplishments based on my prior publications and numerous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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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s. However, I feel that my main achievement in my academic career is to
direct students developing their own inherent and potential talent. Many of my
students were considered average talent but turned out to be excellent in research
performance. My experience convinces me that every young student has his own
inherent talent that he may not realize himself, as a professor, my most important
role is to encourage and guide him to be confident, believe in himself, in all
aspects. This approach has been the reason why they can perform so well with
numerous new ideas and result in excellent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thus I am
able to gain so many academic awards, Those student graduated with such training
are all well-prepared for their future jobs and this is what I consider as my best
achievement.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Hi-Tech Personnel Training
Approximately 100 students graduated under my supervising during past 20
years and have performed well in many areas. Seven are currently teaching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About 20 Ph.D graduates are working for itri.
■

I have very broad research areas, here
I list three major accomplishments:

(A) Reactive Compatibilization of Polymers：

2008 年聖誕晚宴

I have been a well known scholar in the area
of reactive compatiblized polyblends since
mid-90s. I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coupling
type reactive compatibilizer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academy and industry.
(B) POSS Organic/Inorganic Hybrids：
POSS moiety is the smallest silicon-containing inorganic cubic particle
which was developed in 90s by US Air force with dimension of 2-3nm.
Polymer/POSS nanocomposites result in unusual property improvements
in essentially all areas of applications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 during last few years. We have extensively involved in this field
and published nearly 50 related journal articles and have contributed
approximately 10% of papers in the world during last 10 years.
(C) Polymer-Polymer Interactions through Hydrogen Bonding：
We are currently probably the most active research team in the world in
this important area. We have published about 70 journal article (about 20
in Macromolecules, the highest ranking in polymer sc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fundamental studies, we extend its applications in LED applic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has transferred to a local company to be used as injection
molding type LED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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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s:
• 1985：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Dow Chemical Company, Texas, USA.
• 1992：Polymer Excellent Research Award 3 tim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1995：Polymer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3
tim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2001：Special Researcher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2003：47th Scholarship Excellence Award,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3：Outstanding Honorary Award of Ho C.T,
Ho C.T. Education Foundation.
• 2004：Outstanding Achivement Awar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ecutive Yuan.

1972 年
博士畢業
典禮

• 2005：9th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7：Excellent Special Researcher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2008：Life Achievement Award, Polymer Society, Taipei
• 2009：PRC Professor Hsin-Der Fong Best Paper Award
• 2009：13th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Formed Through Complementary
Nucleobase-Pair Interactions:
Bio-complementary Polymers: This is currently one the hottest field in
the world academic community to combine polymer and bio-science involving
multiple hydrogen bonding interaction, numerous world famous research groups
are involved. We entered this ﬁeld relatively late, only recently, after accumulating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onventional polymer hydrogen bonding interaction. All
agree that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develop polymer-like (in term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materials through bio-complemental interactions from relative small
molecules or oligomers. The key in this ﬁeld is to develop high effective multiple
bio-like functional groups to possess high Ka value. Currently I have placed my
greatest effort in this chanllenging
ﬁeld and we have developed a system
possessing polymer-like properties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literature
yet) and a unique multiple functional
system possessing extreme high Ka
value, higher than current literature
have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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