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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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林財富

先生

Tsair-Fuh Lin．57 歲（1963 年 1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有害藻類監測與水處理研究，技術應用於亞、美

很榮幸得到東元獎評審委員們的肯定，今天能與這麼多先

及澳洲等地，居世界領先地位，對台灣環工教育與科研、

進們一起領獎。我很感激自己在求學過程當中碰到許多位

產業發展、水質安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貢

教學認真、充滿愛心的老師，從桃源國中導師黃棲凰老

獻卓著。

師、詹智瑩老師，到成大環工系、臺大環工所及加州柏克

Dedicated to research on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萊大學的老師們，都是我教學研究的好榜樣。當然，我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系環工組

博士

harmful algae in drinking water systems, with cutting-

慶幸是在成功大學任教，成功大學及環工系同仁們的支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持，提供我一個可以發揮專長的工作。謝謝很多支持我們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學士

edge technologie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Asia, US, and
Australia. Contributed greatly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ter quality and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所長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safety,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echnology export.

科研的機關及優秀公務員，包括科技部、環保署、水利署、
水公司等，願意相信我們的研究是有用的！我也感激我的
學生及助理們，尤其是洪瑋濃、邱宜亭博士，我們一起野
外採樣、實驗、討論、寫文章，身為科研人員，我們沒辦
法做到宋朝張載橫渠四句中的「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
平」，但某一個角度上，我們可以部分達到「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謝謝你們願意一起努力！教學與研究需

曾任

要投入很多的時間，感激我在台北的家人，天上的父母，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系主任

以及哥哥嫂嫂及姐姐們的支持與諒解，讓我從事我喜愛的

澳洲水質中心

訪問教授

工作。最後，我也要感謝我的另一半邱鳳梓及兩個小孩悅

科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發展研究司永續發展學門

召集人

國際水協會水環境臭味專家委員會及湖泊水庫管理專家委員會

主席

台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學會

理事長

迪、安迪，你們的支持與愛，是我努力的最大原動力，謹
以此獎與同是老師的另一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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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到湖毒，快篩護水源—樂於分享的解謎者
首善之都台北也有「窮鄉僻壤」。傾聽成功大學環境
工程系特聘教授林財富細說童年往事，讓人對「天龍國居
民」完全改觀。也因為童年的刻苦環境，堅定了他投入冷
門的水質研究的決心，過去二十四年足跡遍及全台水庫。
近幾年更與研究團隊開著移動式實驗車，哪個水庫通報有
問題，馬上緊急出動趕到現場採樣，短短幾個小時就可以
檢測出水質藻類毒素是否超標。儘管困難度形同大海撈
針，卻完全難不倒這位有著「虎鼻師」般靈敏嗅覺的環境
工程科學家。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栽培，家人對林財富更是呵護備至，「還記得念高中時有個

憶起往事總是歷歷在目。「國中的時候，班導師黃棲凰為獎

颱風很大，放學後所有公車都停開，二哥不顧危險頂著強風

勵佈置教室的學生幹部，邀請學生到家裡吃火鍋，那是我生

暴雨騎摩托車載我回家！」

平第一次吃到火鍋，對一個鄉下國中生意義重大。」林財富

1995 年，林財富頂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環境

說，以前家裡沒有機會吃火鍋，老師請學生吃火鍋，就像現

工程博士光環回到台灣，但國內各大學開出的環工教職缺額，

在老師請學生吃飯店 buﬀet 一樣，不僅是學生難得享受的美

在他返台前幾乎都已聘滿，因為僧多粥少，向幾所大學投遞

味，「最讓我感動的是，老師把我們當做自己的孩子。」林

履歷都石沈大海，最後驚險錄取成大環工系副教授，羨煞他

財富忍不住哽咽，久久無法言語。

人。到學校報到後，才知道自己從一百多封履歷中脫穎而出，
有些教授還開玩笑說「林財富家裡不曉得燒了什麼好香！」

國三畢業那年，因為家裡沒錢讓他參加畢業旅行，黃棲
凰主動打電話到家裡希望爸媽能夠讓他參加，「財富的成績
這麼好，沒參加畢業旅行很可惜！」每每談到這段往事，林

家人是堅強後盾 兄姊無條件「支持」
出生於台北關渡，家裡原本務農維生，因興建淡水河堤
防，土地被政府徵收，父母親改做小生意，開著三輪車出去
賣水果、南北雜貨。「當時的關渡其實就是中南部的鄉下！」
林財富回憶念小學時，下課後雖不用跟著父母跑攤，但印象
很深刻的是，在那個沒有自來水的年代，家裡井水受鹽化影
響，他必須每天騎腳踏車到鄰居家載水回家用，「就這樣跟
水結下不解之緣」。
排行老么的林財富，上面有四個哥哥姊姊，跟年紀最小
的二哥差九歲，也讓他自嘲從小就享有老么的福利，家境雖
然艱辛，但隨著兄姊陸續出社會、工作賺錢，逐漸改善家中
經濟，讓他可以專心讀書，從師大附中考上成功大學，不但
是家裡唯一讀大學的孩子，還出國赴美攻讀博士。除了傾囊

國中恩師的一通電話，讓他講到哽咽
求學謀職看似順遂，背後其實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財富總是熱淚盈眶，「打個電話對黃老師可能只是舉手之勞，
但老師都親自打電話來了，做父母的怎麼會不讓小孩去。」
• 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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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財富因為這通電話，如願跟著全班同學到台南畢業旅行。
也因為黃棲凰的關愛和教導，林財富國中時期締造兩大

國求學都還有維持打籃球的習慣，也是他研究之餘最熱衷的

祟，林財富帶領研究團隊調查並公布監測報告，屏東有間水

貴人阿德萊德大學兼任教授 Michael D. Burch（邁克．伯奇），

休閒活動。

廠因無法改善被迫關門大吉。研究團隊又陸續檢測出國內水

展開跨領域合作，結合物理化學與生物學，研發出檢測速度

庫含有微囊藻毒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管制標準的兩倍，而醫學

比傳統顯微鏡快三十倍的 DNA 檢測方式，把檢測時間從三天

研究長期飲用含有微囊藻毒的自來水可能誘發肝癌。調查結

縮短到三個小時，不但順利突破瓶頸，林財富也因此聞名國
際。

紀錄，當屆唯一考上前三志願；參加台北市作文比賽，榮獲
全北市第五名佳績。幕後推手都是黃棲凰，「老師總是不吝

揪出臭水有害藻毒第一人 守護全台水質安全

於把他知道的和自己擁有的分享給我們！」恩師的典範也讓

在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攻讀碩士時，原本是追隨指

果經媒體大篇幅報導，終於喚醒社會大眾關注水庫水質優養

林財富見賢思齊，決定要當個熱血教師，歷年指導碩博士生

導教授蔣本基投入空氣汙染控制的研究領域，到美國攻讀博

化問題，政府也積極興建汙水下水道、管制農牧廢水排放，

「 人 生 真 的 很 奇 妙！ 我 跟 伯 奇 是 陰 錯 陽 差 的 湊 在 一

超過百人。「我也喜歡帶學生去吃好吃的。」林財富雖用玩

士轉向土壤與地下水研究。「回台灣後，因蔣老師協助規劃

透過源頭管制解決水庫水質優養化，「因為優養化會使臭味

起。」林財富到澳洲原本預定合作對象並不是伯奇，但因原

笑般口吻這麼說，其實是想複製當年吃火鍋的師生溫馨。

環保署飲用水研究，當時中南部的自來水喝起來是有些怪怪

物質和毒素產生及釋出機率大增，危害飲用水的安全。」

定合作教授突然沒空，不得不另尋合作對象，陰錯陽差的遇

身材高人一等的林財富，從小就喜歡打籃球，高中和大

的味道，學界卻一直無法揪出造成臭味的元凶。」林財富回

林財富更率領研究團隊研發新技術，快速辨識出水源中

到伯奇。「我跟他頻率還是比較接近！」林財富在澳洲期間，

學都是校隊。「在師大附中讀三年的書沒拿到半張跟成績有

憶當年開始鑽研水源有害藻類的緣起。國內雖早有學者投入

有害藻類及毒素，把整套監測設備整合在實驗車上，巡迴全

伯奇常邀他去家裡吃飯烤肉、看球賽，兩人亦師亦友，不僅

關獎狀，唯獨拿到一張籃球體育獎。」他笑稱，小時候家裡

相關研究，但受限當時的分析技術遲遲無法找到答案。直到

台水庫採樣，「台灣每座水庫都有我們的蹤跡！」但林財富

是跨領域研究的好夥伴，也變成知交好友，彼此家人更是互

沒錢買籃球，都是在學校借球自學，打得還不錯，高中打新

林財富跟他指導的第一個研究生，踏遍南台灣水庫採樣分析

透露，研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早期利用傳統顯微鏡檢測曠

動頻繁。兩人還在澳洲水質研究中心合作創立研究群，號召

生盃就被選進校隊。有一年參加台北市分齡賽，還差點打敗

水源臭味，終於「藻」到兇手！

日廢時，加上不了解藻類的特性，研究就被瓶頸「卡住」。

更多年輕學者投入水資源研究與保護。

公賣局籃球隊（當時最有名的籃球隊）的「幼隊」。直到美

原來造成臭味是因水質優養化助長有害藻類大量繁殖作

直至 2006 年到澳洲水質研究中心進修，遇到他生命中另一位
• 移動式監測車及研究人員
( 邱宜亭博士 ( 中 )、陳以瑄先生 (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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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大海撈針 他是湖裡撈藻

研究所時互許終身，婚後更是愛相隨出國一起讀書，兩個兒

隨著歐美和澳洲、亞洲地區的南韓、中國大陸與菲律賓

子都在美國出生。回國之後，林財富為了體貼愛妻，假日要

等國，也陸續發生水庫或湖泊藻類毒素汙染危機，林財富除

到研究室做研究，也帶著兒子同行，讓他們研究室做功課。

了踏遍國內大小水庫，足跡也逐漸擴及其他國家。2016 年協

也許是從小耳濡目染，兩個兒子，一個化工博士，一個專攻

助菲律賓檢測出當地最大湖泊「貝湖」藻類毒素超標兩百倍，

環境工程。有子繼承衣缽，讓林財富似有若無的流露出「教

把當地學者都嚇壞了，不敢再吃湖裡的魚。長期研究水中藻

導有方」的為父之道。

類毒素，更讓林財富練就「虎鼻師」（台語，嗅覺很靈敏的人）

林財富在訪談過程，雖然數度提到自己「神經很大條」，

好本事。有次到加拿大開會，他洗澡時就聞到水裡的土臭味，

但在談到恩師黃棲凰和父母兄姐對他的關愛時，卻又數度哽

水廠現場採樣分析果然超標，且跟他預估的差不到百分之十，

咽，不能自已，隱隱透露出在他被形容為大條的神經裡面，

讓同行學者驚嘆到下巴差點掉下來。

潛藏著豐沛而細膩的感性。「神經大條應該是遺傳自父親。

然而藻類毒素檢測不易，在國內外都是冷門研究，但林

爸爸是很樂觀的人，我們比較不會記得那些壞的事情。以前

財富認為「德不孤必有鄰」，國際間已有許多研究同好，「這

家裡環境雖然不好，有時候親戚來借錢，我們也知道是有去

個領域冷門卻不寂寞」，希望可以進一步結合 AI（人工智慧）

無回，爸媽還是會三五百的借，他們讓我知道什麼是分享，

和分子生物學等創新技術，開發即時回饋數據監測系統，除

對事情不要太計較。」林財富強調，「爸媽都不太會說話，

了讓台灣持續維持領先地位，也確保各國民眾飲用水品質與

他們都是用身教讓我累積成人生最美好的財富！」

安全。

因為不期而遇的機緣，意外跟伯奇激盪出的研究成果，

林財富在學術研究獨樹一幟，出席正式場合的穿著也

也讓林財富常用「君子不器」四個字鼓勵學生，勇於嘗試跟

有獨到風格。有別於學者習慣穿西裝打領帶，林財富喜歡穿

不同研究單位做跨領域合作，不要自我設限，就有無限發展

有設計感的唐裝當外套。原來他的另一半邱鳳梓畢業於輔仁

的機會和空間。原有的領域遇到挫折和瓶頸，只要勇敢跨出

大學織品系，不但是服裝設計師，也在大學任教，曾教出第

去，嘗試從不同領域尋找解決方法，必會激盪出更多火花與

一位本土大學生在紐約榮獲國際前衛時裝設計獎的「台灣之

收穫。

光」。「太太都虧我說理工科系出身的穿衣哲學，實在是 『朽
木不可雕！』後來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幫忙打理。」經過另一
半貼心巧手改造，身材高䠷的林財富成功變身「型男教授」。
邱鳳梓因跨校合辦大學畢業旅行認識林財富，並在他念

• 林教授與合作夥伴 Mike Burch 教授 ( 右 ) 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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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東元獎成立至今邁入第二十六年，由獎項之評選過

個人在 1995 年自美國完成學業回到台灣之後，很感恩

程、評審委員的規格、獲獎人的資歷、以及頒獎典禮之用

有機會進入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任教，與一流的同事及同學

心等面向看起來，真是一項非常令人敬重的獎項，可以稱

一起教學研究及成長。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重點為有機污染物

做台灣最重要的科技人文大獎之一。因此能獲得東元獎，

在多孔性介質 ( 土壤、地下水、活性碳等 ) 中之傳輸，但剛回

對任何一位科研人員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榮耀。

到台灣時，台大蔣本基教授鑒於水環境臭味是重要水質問題，

近年來，台灣科研界面臨許多國際上的競爭，其中在

邀請我研究此議題，讓我有跨入此領域之機會；成大葉宣顯、

引進國際級人才、尤其是年輕學者在台灣從事科技研究，

張祖恩教授在高雄自來水及相關地下水研究中，讓我負責臭

以及如何將台灣研發技術往國際上推廣，更是面臨嚴重挑

味及汙染物監測，提供我更進一步接觸水研究機會。其後在

戰，均攸關台灣未來科技發展及國家競爭力。東元獎創立

與國內外學界、科技部、環保署、水利署、水事業、及環保

迄今達四分之一世紀，已樹立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重要科技

媽媽等眾多專家及團體接觸後，更確認以水領域為研究重點。

人文獎項口碑，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此期盼東元基金會

目前我的研究室主要從事兩領域的研究：有害藻類及毒

能一本支持台灣學術的初衷，持續在創造學者、尤其是年

素與臭味物質之監測、處理、及模式模擬，以及地下水中污

輕學者的優質研發環境，以及協助國內發展出的技術在國

染物監測與處理技術開發。尤其在水中藻毒素及臭味監測與

際推廣上，持續發揮影響力、扮演引領角色，並提供適度

處理，有許多機會與國際 ( 包括澳洲、美國、法國、加拿大、

鼓勵，以提升台灣的科研環境及國際學術及技術競爭力。

南韓、菲律賓、及中國大陸 ) 及國內一流團隊交流，在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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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協助與競爭下，讓我們團隊在此領域的研究持續進步，

量，後學近年來也將亞洲數個國家納入研究標的，期盼能使

具體貢獻事蹟

測、處理、及管理技術的學術研究，以及產業應用的國際競

並能維持在國際領先群中。我原本研究是以工程及處理技術

發展的技術，除應用於國內水庫及水廠外，能更推廣到國外

一、認真投入教學，連續十年榮獲成功大學教學優良及特優

爭力，持續為台灣及國際社會的教學、研究及產業應用做出

為主，但是 2006 年到澳洲水質中心生物組休假研究後，在相

水庫及水廠監測及處理技術改善、以及協助國內外專業人才

互學習下，進一步將藻類生物與工程技術結合，讓我的研究

培訓。希望能在幾年內，除協助國內水質改善外，也能幫助

二、長期耕耘水中有害藻及代謝物之監測、處理技術及相關

更為跨領域、及跨國際。由於亞洲許多國家 ( 如菲律賓、泰國、

發展中國家建立相關技術，改善飲用水水質，達到學術外交、

模擬應用研究領域，帶領世界一流學者出版國際級學術

南韓、澳洲、印尼 ) 水源污染相對較嚴重，藻毒素及臭味問

人道精神、與技術輸出等使命。

專書，出版超過 110 篇一流期刊論文。

題發生頻繁，基於學術外交、人道考量、及技術國際應用考

獎項，指導海內外學碩博士生超過百名。

三、協助國內外公私部門確認及改善水廠水質問題，擁有
十四項專利、十三項技術轉移、十一項國際經費計畫，
工程應用約五億元台幣。水庫藻毒、產毒與產臭藻、及
相關微生物快速監測技術領先亞洲，並輸出海外。
四、帶領成大環工系及水工試驗所團隊，積極展現台灣水領
域的研究能量，成功促成海外台商選擇成大為研發基地。
五、研究廣獲國內外單位肯定，包括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侯
金堆傑出榮譽獎、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中華民國環
境工程學會工程獎章、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學術特殊功
績獎、國際水協會會士、美國環境工學與科學院榮譽會
員；領導多個國際及國內學術組織；擔任國際期刊如
Chemosphere、Water Supply、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earch、Heliyon主編副主編。

研究展望
潔淨用水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一，也是台灣及世界
持續面臨的環境挑戰，尤其近年到東南亞諸國研究及交流，
更深深了解優質的水環境，是許多人不易達到的願望。個人
期待，在現有研究基礎上，能持續在快速精準的水質監測方
法、低成本有效的水處理技術、以及模式與大數據的智慧回
饋管理研究方向上，及三者之整合應用上，持續有所突破。
• 藻毒素分析儀器及研究人員陳逸廷博士

期盼能貢獻團隊研究成果，提升台灣在水處理及水回收的監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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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TECO Award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26 years. The award
commands great respec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processes,

in NCKU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chose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and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drinking water as my research focu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qualiﬁcation of awardees, and preparation of award ceremonies! In

In drinking water research, I focused my studies on

fact, I feel personally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wards

monitoring, treatment, and modeling of cyanobacteria,

to recognize the achievements for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It is

cyanotoxins, and taste and odor (T&O) compounds in source

indeed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receive this award.

and drinking water for the last 24 years. My research group

Researchers in Taiwan are facing strong competitions

has many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share, and jointly study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attracting

cyanobacteria and metabolites with many leading researchers and

talented young researchers to stay in Taiwan and promoting

teams in Asia and the world. The important transition point for

Taiwan's research outcomes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very

my research came when I did my sabbatical in Biology Group,

challenging issues. TECO Award has established its reputation

Australian Water Quality Centre (AWQC) in 2006. My research

and social impact. It is my great hope that the TECO Foundation

partners in AWQC, Prof. Michael Burch and his team, and I

continues its leading role in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both

learned and shared diﬀerent expertise on cyanobacteria research.

leading scholars and young talents on conducting high quality

The sabbatical made my research more inter-disciplinary, with

research, and on transferring their research outcomes and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chemistry and biology, and more

technologies to indust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keeping

internationalized. Cyanobacteria, cyanotoxins, and T&O are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mportant drinking water problems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development.

due primarily to improper source water protection and lack of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o focusing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on Taiwan, my group has also expanded our research locations to

I came back to Taiwan to teach in the Department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for co-inves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nv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issues of source water quality and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and

University (NCKU) in 1995 after finishing my study in the US.

for building capacity of water quality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This is like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est decisions I

Through thes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we are hoping to

made in my life; I am fortunat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excellent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of Taiw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 DEnvE, NCKU. My doctoral study

and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y for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focused on transport and sorption of organic contaminants in

applications for Taiwan water industry teams in Asia.

soil and porous media. Encouraged by several senior professors

• 研究室花東 180 公里自由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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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n Taiwan, Fellow of International Water

1. Professor Lin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educators and

Asso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Honorary Member Award from

researchers in Taiwan in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merica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He has supervised more than 100 undergraduate, master and

Prof. Lin also serves as editor /associate editor of several

PhD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from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Water Supply, Sustainable

11 other countries. He has received NCKU Excellent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Chemosphere and Heliyon.

Outstanding Teaching Awards for 10 consecutive years (20072016).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2. Long-term research on cyanobacteria, cyanotoxins, and taste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is one of United Nation's

and odor compounds in drinking water. Leading a tea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is one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experts to publish a high impact book on T&O in

challenges Taiwan and the world are facing. In recent collaboration

source and drinking water. Published more than 110 technical

with scientist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 deeply feel that

papers in l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s.

good water quality remains a distant future for many communities

3. Developed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in the world. I hope that my research group can continue on

cyanobacteria and metabolites. Assisted many national and

developing faster and more precise monitoring techniques, lower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water utilities to diagnose and

cost and more eﬃcient treatment processes, better model and big

improve water quality problems, with many patents, technical

data schemes fo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ransfer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monitoring,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I hope

4. Led NCKU teams to become a top choice in water research and

that our research outcomes continue to contribute water quali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overseas Taiwanese enterprises.

research communities and water industries, and continue to be

5. His research is well-recognized by many national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ies for water

international agencies, including Outstanding Researche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Award and Future Tech Award from Taiwa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Chin-Tsui Outstanding Award,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from Chinese

• 東南亞自來水技術培訓學員與講師 ( 工研院梁德明組長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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