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黃炳照

照

先生
wang

54 歲（1958 年 10 月）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 學士

 曾 任：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系主任
美國電化學台灣分會 會長
中華台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 理事長

 現 任：

高懷見物理；和氣得天真

台灣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永續能源發展中心 主任
國科會工程處化工學門 召集人
台灣氫能暨燃料電池學會 理事長

評審評語
致力於界面分析方法建立與電化學能源材料研究。結合理論與實
驗技術，探討鋰離子電池陰極材料之應用，在 3C 鋰離子及動力電
池研究及應用方面，有卓越貢獻。

得獎感言
本人在享受學術研究樂趣時，深深了解學習與創新永無止境，
如今獲東元獎肯定，除倍感欣慰外，亦了解未來應持續努力，增進
兼具科技與藝術的涵養，發揚東元關懷科技產業與人文社會的精
神。此次獲獎，除了必須
感謝雙親之培育及內人王
秀慧女士長期無條件的支
持與付出外，亦感謝啟蒙
及引導我的老師、共同合
作的伙伴以及與我共同研
究學習的學生們。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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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特約記者郭怡君

破解電化學光譜機制，樹立長壽命環保電池里程碑
無論是消費性電子產品或電動汽機車，電
力來源都講究「長效電池」，過去鋰離子電池
（簡稱鋰電池）的充放電在黑盒子裡運作，人類
很難知曉居中變化，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黃炳照建立的「臨場 X 光吸收光譜技術」，就像
機場安檢的 X 光機能把封閉的箱子內容看得一
清二楚，實驗結合理論計算後，他的研究團隊
採用「鋰、鎳、鈷、錳」合成新型陰極材料，
研究成果不但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且於該領
域取得全球領先地位，用此材料所做的鋰電池

第八屆有庠科技頒獎典禮

也已正式應用筆記型電腦等 3C 產品及電動車中，除待機時間可延長外，更可
除待機時間可延長外 更可
降低電池成本。黃炳照所指導的研究生畢業後，多位任職於順達科技公司，
運用實驗室開發的分析技術，找出知名品牌蘋果手機在中國製造電池品質不
佳的問題，協助順達科技公司取得蘋果公司電池組的長期訂單。

感懷早逝母親的鼓勵教育，國中轉學體驗城鄉差距
身為家中老大的黃炳照，母親在他小學三年級時，就因操勞過度罹患
肝病而辭世，到國一阿嬤往生前，他和兩個妹妹都住在彰化縣溪洲鄉農村老
家。雖然這輩子跟媽媽相處的時光很短，黃炳照仍非常感謝她的教育，「我父
親和阿嬤都是嚴厲管教型的，只有媽媽大部分會採用正面鼓勵的方式，例如
我只是幫忙掃地，媽媽就會稱讚我很懂事，滿足每個人都需要的榮譽心」。黃
炳照語帶懷念地說。
童年除了協助種植稻米和洋菇的忙碌外，鄉村的空曠，常常讓好動的黃
炳照，玩得不亦樂乎，阿嬤雖然疼孫子，玩得太過火，還是會修理他，「要被
打屁股前，我都會把木板藏在褲子裡。」黃炳照回憶，阿嬤肺活量很大，每當
他玩得不見人影，就會聽到她在家門前用閩南語大喊：「阿牟炳照！你係走去
兜尾？（喂∼炳照！你是跑到哪裡去了？）」聲音一口氣從庄頭傳到庄尾，無
論他在哪裡玩，就會有旁邊的大人提醒：「你阿嬤在叫了，快點回家吧！」
少了阿嬤的照顧，黃炳照在國一下
和兩個妹妹搬到高雄，與在高雄開計程車
賺錢的爸爸住。從彰化轉學到奉行升學主
義的高雄五福國中，他深刻體驗到城鄉差
距：「彰化鄉下和高雄市的學校教的進度
差很多，剛開始聽課很多根本不知道老師
教到哪裡，老師便覺得你很笨，怎麼什麼
都不會。」黃炳照說，他個子矮坐在講桌
前的第一排，數學老師的籐條往前一伸便
能打到他的頭，三天兩頭就被修理。

第四屆全國氫能與燃料電池學術研討會合影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37

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黃炳照

一度賭博學壞，鄰居大哥哥一言警醒重新振作
初轉學的挫折感很重，又沒有大人會鼓勵他，黃炳照開始自暴自棄，跟
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混在一起賭博。「爸爸開計程車沒空照顧我們，定期
放些錢在我這裡，要我們自己煮飯吃，我都拿去賭錢輸光，害兩個妹妹常常
沒飯吃，如今回想起來實在很愧咎，不過她們
也一直沒告我的狀，讓爸爸始終蒙在鼓裡。」
國一升國二前夕，老師調查平均分數把
黃炳照分配到「放牛班」。有回黃炳照又再跟
同學賭錢，鄰居大哥站在旁邊看，事後跟他
說：「那些同學都串通起來騙你，你才會一直
輸錢。」黃炳照恍然大悟，從此遠離壞同學戒
賭，並發憤圖強，「我也不知道為何他一句話
就讓我覺醒，但我的個性是只要下定決心就
2009 年謝師宴

會很堅持。」開始用功念書的他，有次數學考
100 分
分，老師因懷疑其中可能有舞弊，之後便常叫他到黑板寫給全班看，
老師因懷疑其中 能有
「增
加我很多練習的機會，我的成績得以逐漸進步，國三就轉到資優班了」。
國三模擬考每次都考到第一志願（高雄中學）水準的黃炳照，聯考總分卻
差了 0.5 分而考上鳳山高中，在鳳中過著愜意的日子，最後以全校第一名畢
業。「高中有位年紀很大的歷史老師，因為看講桌前的我會自動協助老師，有
次當全班同學的面稱讚我，讓我感覺受到很大的肯定，也影響我當老師後對
待學生的方式，就是要多讚美多鼓勵他們。當教授以後我沒有挑過研究生，
只要有名額、學生表達願意跟我，我都給他們機會。」

有時落後反而是轉機，成大化工俊彥互相砥礪
高中模擬考總是遙遙領先第二名，老師們都看好會考上台大的黃炳照，
大學聯考再度失常，成績單一出來，「周遭人都很失望，但我沒有。」黃炳照
認為：「有時看起來好像是跌倒或退步，卻有可能是生命更好的轉機。」進入
成功大學化工系，由於父親賺的錢總是不夠家用，到註冊還不知註冊費在哪
的黃炳照，只有設法多兼家教和爭取獎學金，在課業上讀得比高中更用功。
「化工當年在工學院是僅次於電機的熱門科系，我們那班同學又很特別，
大二有很多別系第一名的學生轉來，全班讀書風氣很盛，例如老師教一個
版本的教科書，很多同學會看完兩、三個
版本，老師出作業要我們從二十題中挑三
題來做，我們是全班分工把二十題都解出
來。」黃炳照回憶，他們班有九個同學考上
台大、十三個考上清大研究所，締造歷屆
成大化工畢業班考研究所最優秀的紀錄。
台大、清大、成大化工研究所都榜上
有名的黃炳照，考量經濟因素而留在成大
第四屆亞洲電化學能源科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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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微笑地說，從大學作專題研究開始，讀碩士、博士班他都跟隨著成大周澤
川教授（第十屆東元獎得主），前後共九年多，受到影響最深的是教授「絕不
懈怠的學習態度」。學生常笑稱周教授就像是「人形核能發電廠」一樣，永不
斷電，跟學生在實驗室開會討論到午夜，黃炳照從沒看過周教授打過一次瞌
睡。今年他已經 72 歲了，「活到老學到老」的態度仍非常積極，回成大見到黃
炳照還拿著最新的學術期刊問他「這篇你看過沒有？」

研究熱忱一脈相承，大師成就越高越是謙和
澤川教授師承成大化工系的傳奇人物賴再得教授，這位師祖的銅像終
年佇立在成大化工館大廳左側，紀念碑文上寫著：「在艱困的時代裡，他以前
瞻的眼光，蓽路藍縷的精神，開
創研究風氣，論作蜚聲中外。他
畢生不辭辛勞獻身教育、執著於
學術而不計功利、提掖後進而不
分親疏、且在功成名就後依然虛
懷若谷，是後輩們永恆的楷模。」
如此一脈相承的精神，深深
影響黃炳照的研究座右銘：「高懷
近 物 理 ， 和 氣 得 天 真 」，意 思 是
「做任何研究要懷抱崇高的理想，

太陽光電產業說明會

才不會被眼前的事物遮蔽，跟任何人相處要抱持和氣的態度，才不會節外生
相處 抱持和氣 態度 才 會節外
枝而能純真過活。」黃炳照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真正的大師是非常謙和的，
研究生時期他目睹一位受周老師，邀請前來成大訪問的日本重量級 Honda 教
授，討論時對初出茅廬的學生們循循善誘，一點都沒有權威的架子，讓他深
深景仰大師的風範。
1987 年 11 月取得博士學位後，在尋找學界教職的過渡期間，黃炳照先
到「中技社能源服務團」擔任專案工程師半年，查看第一線工廠使用能源的情
況，隔年 8 月順利到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台灣科技大學前身）任職，積極投入
界面分析方法的建立與電化學能源材料的研究，20 多年來成效斐然。在台灣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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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同步輻射中心」後，1996 年黃炳照以國科會補助他到德國 Heirich-Heine
大學研習的「臨場 X-ray 吸收光譜技術」為基礎，發展出電化學專用的光譜分
析技術，其後在 2002 年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Ceder 教授研
究室研習「第一守則理論計算」，找出「效果可能會更佳」的鋰電池陰極合成材
料，省卻嘗試錯誤實驗的時間和經費。在完全不會產生污染的「燃料電池」方
面，他也運用光譜技術，建立領先國際的奈米材料鑑定技術。

期盼東元獎邁向國際，擴大台灣影響力
「能得到東元獎，讓我感覺到過去的努力
受到肯定，真正到了具社會貢獻的階段。」黃
炳照認為，東元獎給獎的「標的」很清楚，重
視的是得獎人對社會的實質整體貢獻，能有
今日的成就，他要特別感謝太太辛苦持家，
讓他能夠無憂無慮地埋首在學術研究之中，
也要感謝所有跟他一起做研究的學生，大部
分的成果都是團隊共同幫忙努力才有所獲得。
與葡萄牙及俄國訪問學者合照

談到得獎後的未來，黃炳照強調自己的

責任更重了，目前台灣石化業等能源主力產業，仍停留在買進國外技術的層
責任更重了
目前台灣石化業等
次，缺乏核心能力，很難跟日本、韓國等亞洲強國競爭，他希望在退休前能
對「台灣綠色永續能源的發展」做出更突破的貢獻，也呼籲台灣資金雄厚的大
財團，能多投入經費作自主研發，才能讓台灣擁有從基礎建立核心能力的能
源產業。
黃炳照也建議，在「科技沒有國界」的趨勢下，東元獎不妨考慮設置「世
界性的獎項」，頒給在全球科技和人文領域貢獻卓越的人士，不但能更加提昇
東元獎的地位，也能促進台灣與國際重量人士的交流，擴大東元獎和台灣的
國際影響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獎項涵括「科技」與「人文」兩大領
域，呼應『科文共裕』的精神。設立十八年
來，已表揚過許多「科技」與「人文」界之先
進菁英，對創造「永續科技」
、「藝術內涵」
及「人文關懷」之社會，深受肯定且極具
貢獻。鑑於人文與科技並無國界，本人
期望「東元獎」能設置世界性的獎項，給
在世界各領域表現傑出的人士，能以得到
台灣「東元獎」為榮，此舉除了可促進台灣與
國際人文科技之交流外，讓東元獎的精神更
發揚光大，亦可提昇台灣之國際地位。
參加第四屆亞洲電化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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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黃炳照教授於 1987 年獲得成大化工博士學位後，於中技社能源服務團任
專案工程師，負責產業製程節能之工作，雖然只 服務半年，卻深刻了解「能
源」之重要，並與「能源」結下不解之緣。由
對研究的熱愛，旋即於 1988 年 8 月至台灣工
技術學院任教（台灣科技大學之前身），貢獻所
學，積極投入界面分析方法之建立與電化學能
源材料之研究，至今二十餘年，以台灣科大
奈米電化學研究室為研究基地，努力不懈，
從不間斷。
1994 年自費至美國普渡大學化學系，
在 M. We
W aver 教授研究室研習臨場增強拉曼
光譜技術（in-situ Surface-enhanced Raman

於日本

Spring-8

同步輻射

中心與研

Spectroscopy, SERS），後續又利用 in-situ SER

究夥伴合
影

探討電化學界面反應之研究，並發表系列之期刊文章，奠立了其研究室
期刊文章，奠立了其研究室
以光譜技術探討電化學界面反應之基礎。
1996 年受國科會補助，至德國 Heirich-Heine 大學物理－電化學所 H.
Strehblow 教授研究室，研習臨場 X-ray 吸收光譜技術（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而國內同步輻射光源也正式啟用，研究室也因此得以建
立臨場 X-ray 吸收光譜技術，探討能源材料之電化學反應界面現象，並發展出
創新之 X-ray 吸收光譜分析技術。
2002 年黃炳照教授利用休假期間，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
系 G. Ceder 教授研究室，研習第一守則理論計算，並將其應用於鋰離子電池
陰極材料（LiNi1/3Co1/3Mn1/3O2）之研究上。而後，更率先發表結合理論與實驗
技術探討 LiNi1/3Co1/3Mn1/3O2 陰極材料，此材料目前已正式應用於 3C 鋰離子電
池上，其在動力電池之應用，亦極具潛力。
黃炳照教授研究室並利用此技術探討觸媒反應及鋰電池充放電的反應機
構與輔助材料之開發與設計，期望對國內綠色能源科技有所貢獻。

具體貢獻事蹟
黃炳照教授曾指導博士後研究員
超過 15 位、獲得博士學位之學生有
20 位（含 4 位外籍生）及超過 100 位之
碩士學生，畢業學生服務於國內學術
界、研究單位與業界，博士生有 6 位
在學術界服務，6 位在研究單位，7 位
在能源產業，1 位服役中。近年來，
大部分畢業之碩士生均在電池、燃料

與實驗室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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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或太陽能電池相關產業服務，受業界肯定。黃炳照教授研究主軸以各種
光譜分析技術探討電化學能源元件之界面反應現象，致力於研發燃料電池奈
米結構材料及鋰離子電池材料。目前已發表期刊論文 230 篇、會議論文超過
200 篇、專章 4 篇、專利 9 篇及申請中之專利約 30 件，技轉金額約 470 萬元，
無論於學術或產學之研究均表現優異，尤其以臨場光譜技術深入研究能源奈
米材料之形成機構及結構轉變現象，更是居國際領先地位。
黃教授極具研究計畫之整合及推動
能力，曾為教育部卓越計畫－分子模版感
測晶片計畫之副總主持人，亦曾擔任兩次
國家型奈米計畫－燃料電池計畫之總主持
人，目前為能源國家型計畫－鋰離子電池
計畫之總主持人。黃教授曾任中華台灣感
測科技協會理事長、美國電化學會台灣分
會會長，目前為台灣氫能暨燃料電池學會
理事長，積極參與化工、化學、材料等學
出訪日本與代表團成員合照

會之學術性活動，經常在國內外電化學、

燃料電池、材料學術研討會受邀擔任主題演講，在專業領域具卓越表現。黃
燃料電池
材料學術研討會受邀擔
教授亦長期參與政府有關綠色能源之研發規劃及計畫審查工作，整合國內能
源相關之研究，積極推動燃料電池、鋰離子電池、太陽能電池等跨領域整合
研究，對於綠色能源科技研究之提昇，貢獻良多。

其獲得之重要國內外榮譽包括：
 葡萄牙里斯本科學院外籍院士（2011）
 第 54 屆教育部學術獎（工程及應用
科學類）（2010）
 第八屆有庠綠色科技講座（2010）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國科會三次傑出研究獎
 國科會傑出學者計畫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
 台灣科技大學教學優良獎（2006）
 中華台灣化學感測科技協會學術
傑出獎（2005）

第八屆有庠科技頒獎典禮

研究或創作展望
黃炳照教授整合國內鋰電池與燃料電池相關產業之專家學者，積極透過
先進的基礎研究，進行鋰電池與燃料電池關鍵材料及零組件之創新研發，以
期為國內綠色能源產業奠立良好之基礎。學習與研究創新永無止境，它是快
樂的泉源，希望在研究的路上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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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g and a
comfo
f rt to be recognized by the TECO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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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my eff
fforts and cultivate myself both in scientiÀc and art education, as
well a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 humane society, as the mission pursued by the
TECO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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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and eff
fforts.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TECO award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prizes covering the areas of
“technology”and“humanity”
, echoing the spirit“technology for humanity;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 For eighteen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ECO has been awarded many laureates in the“technology”
and“human”categories, and has been well recognized by its profo
f und inÁuence
and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sustainable technology”
,“artistic education”
and“humane care”fo
f r society. In view of the borderless nature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 hope that the“TECO Aw
A ard”could become a global award for
people with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all catego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us
make the Aw
A ard a matter of national or
global pride. This will greatly enhance
the cultural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lso help the“Te
T co Aw
A ard”to fl
f ourish,
as well as promoting Ta
T iwan'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實驗室旅遊－2008 綠島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
f ssor Bing-Joe Hwang received his PhD fr
f om the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1987. He entered China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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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nical Consultants, Inc. (Now CTCI Foundation) and
rkked in the energy services division as a proj
o ect engineer,
pponsible fo
f r developing industrial energy-saving processes.
ltthough the work experience lasted only fo
f r six months, the
ea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left
f a lasting impact.
Due to his enthusiasm in research, Prof. Hwang has devoted
hhimself to the Àeld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and materials
eever since.
I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Prof. Hwang has worked
in his laboratory restlessly. In 1994, he went to Purdue
會
科技研討
化學能源
電
洲
亞
四屆

第

University in the US at his own expense and studied in
situ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 in

Prof. M
Prof
M. We
W aver's
aver s gro
group. Aft
f er this, he successfu
f lly applied the technique to the
study of phenomena in electrochemical interfaces and published several journal
papers and established the fo
f undation of his research laboratory.
In 1996,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Prof. Hwang
went to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Chemistry and Electrochemistry at HeinrichHeine University in Germany to study in situ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with Prof. H. Strehblow. With the inauguration of National Synchrotron
T iwan, Prof. Hwang was able to develop innovative
Radiation Research Center in Ta
XAS analytic techniques. During his tenure in 2002, he went to study the fi
f rst
principle theory in calculation with Prof. G. Ceder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 chnology. He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Te
experiments to develop a novel cathode material f r the lithium ion batteries. The
LiNi1/3Co1/3Mn1/3O2 fo
material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the batteries of
common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also shows potential
in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batteries.
Prof. Hwang is developing related techniques fo
f r
exploring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s and mechanisms
in the charging/discharging cycles of lithium batteries,
as well a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auxiliary materials with the hope of benefi
f ting local
與韓國訪問學者合照

green energy industrie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 Hwang has advised 15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20 PhD candidates
(including 4 overseas students) and more than one hundred master's graduates. His
graduates now work i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n industry.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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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 PhD graduates, there are 6 working in academia, 6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7 in energy related industries and 1 is doing military service. Most of the master's
graduates pursue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in the battery, fu
f el cell or solar
cell industr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
is well recognized. Employ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gether with
various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Prof.
Hwang has explored the‘nanoscience’
that underpins crucial reactions
and interfacial phenomena: he has
additionall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fuel

旅遊花蓮與實驗室學生合照

cells and lithium ion battery materials. Prof.
f H
Hwang hhas published
bli h d more than
h 230
journal papers, 200 confe
f rence papers, 4 book chapters, 9 international patents and
has 30 patent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he has also accumulated a NT$ 4.7 million
technology transfe
f r fu
f nd. Prof. Hwang is well-known fo
f r his research outcomes
in fu
f el cells and lithium batteries and he is especially recognized fo
f r his worldleading achievements in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in situ X ray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related
structural transfo
f rmations of nanomaterials employed fo
f r energy storage and use.
Prof. Hwang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integrating and managing research projects.
Therefo
f re, he is also fr
f equently contracted to be
the government councilor fo
f r aff
ffairs of science
and energy. He was the vice coordinator of the
Excellence Program – Molecular Imprinting
Micro-sensing Chip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was chief coordinator of
the Fuel Cell Project under the National
Nanoscience Program twice. Currently, Prof.
Hwang is the chief coordinator of Lithium
Ion Battery Proj
o ect under the National Energy

第四屆亞洲電化學能源科技研討會

Program. In addition, Prof. Hwang has also joinedd llocall associations
i i
andd societies
i i
to promote public education with respect to energy awareness. He is also active i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f. Hwang is a past president of both the Taiwan Chemical Sensors
Association, and the Electrochemistry Society Ta
T iwan Chapter and is 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 Society. Prof. Hwang also
cooperates closely with severa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as been
f equently invited fo
fr
f r academic visits and speeches.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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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wang also participates actively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has organiz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
and confe
f rences to increase Taiwan's academic
exposure and impact worldwide. Prof. Hwang is
actively promot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gration among fuel cells, lithium
ion batteries, solar cell, etc. He contributes
substantial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reen
於衣索匹亞訪問與當地學者及出家人合照

technology based industries.

During his profe
f ssional career, Prof. Hwang has won several
international awards, including
 Foreign academician of Lisbon Academy of Science, Portugal (2011)
 54th National Academic Aw
A ard i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0)
 The 8th Y. Z. Hsu ScientiÀc Chair Profe
f ssor Aw
A ard in Green Te
T chnology
T chnology Memorial Foundation
by Far Eastern Y. Z. Hsu Science and Te
(2010)
 Chair profe
f ssor, National Ta
T 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
T chnology
 Excellence in Research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3 times)
 Excellent Scholar Program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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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Fellow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cellence in Te
T aching, National Ta
T 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 chnology (2006)
Te
 Outstanding Research by Chinese Ta
T iwan Chemical Sensor Te
T chnology
Association (2005)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Prof. Bing-Joe Hwang hopes to‘teamwork’with local battery and fu
f el
cell researchers and profe
f ssionals. With advanced research in key components
and technologies, it is hoped to provide innovative power to local green energy
in d u s tr ies . Lear n in g an d
innovation must always be
continuous ongoing activities.
They are also sources of
enjoyment. Prof. Hwang
clearly commits to continuing
down the path of enjoying
th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f uits of his ground-breaking
fr

第四屆亞洲電化學能源科技研討會合影

research.

於伊朗訪問與當地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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