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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C O AWA R D

「科文共裕」的設獎精神

會，並於 1993 年成立之初，即設置「東元科技獎」，希望獎

歷二十八屆獎勵 162 位社會標竿

文類獎在同一個領域中，因面向廣泛，默默耕耘不求聞達者

基金會成立的九○年代，適值國際間高科技競速發展時期，

勵對臺灣科技研發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喚起社會各界重視科

「東元獎」初期甄選表揚電機、機械、資訊三大領域的一流

眾，形成申請推薦數量品質不易確保、評審共識不易達成等

先進各國政府及大企業均投入龐大經費支持科技研發，但當

技創新之於社會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其後有鑑於人文精神在

科技人才，每獎項頒發新臺幣五十萬元。第六屆起增設「其

困境，因此第十三屆起，將人文類獎從公告推薦改以成立遴

時臺灣中小企業偏重製造的經濟型態，使臺灣企業投入研發

科技發展的洪流中日益式微，為倡導科技人文均衡發展，促

他科技類」及「人文類」獎，並將獎金提高為六十萬元。第

選委員會的方式，遴選長期致力於文化藝術、社會服務、國

的經費遠不如歐美及日韓，而政府給予研發人才的獎勵，又

進人文生活的調適，從第六屆起，以增設「人文類獎」的行

十九屆起科技領域整合為「電機／資訊／通訊、機械／能源

土保育、能源耗竭、生態復育、地球永續等領域，具有特殊

偏重於學術論文的發表，從事與產業息息相關的應用研究者，

動，呼籲各界重視科技人文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觀念，並以

／環境、化工／材料、生醫／農業」四大類，亦即以十個項

貢獻的人士，歷二十三屆，獲得獎勵與肯定的人士達三十三

較不易獲得學術榮譽的青睞。因此，東元集團以「培育科技

建構「科文共裕」的進步社會為願景，經過董事會多次的研

目，含括所有的科技研究領域，讓所有科研人士皆有機會獲

人，累計頒發獎金 1,610 萬元整。

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捐助設立東

討辯論後，在第十一屆正式更名為「東元獎」。

得肯定與獎勵。二十八年來，獲頒「東元獎」榮耀的科技領

每獎項五十萬元獎金，在二十八年前創下臺灣企業提供科技

域人士達一百二十九人，頒發獎金達 7,020 萬元。另外，人

研發獎項的最高獎金紀錄，董事會在訂定獎金額度時曾有不

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邀請關心社會發展的專業人士組成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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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獎精神的延伸－
東元「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賽
「東元獎」因定位為「終身成就獎」，獲獎人均為資深研究
者，為獎勵年輕科研人才，基金會另於 2006 年起，採納「東
元獎」評審委員會的建議，針對大學青年以競賽形式設立「東
元科技創意競賽」，設置元年，以「機器人」為競賽主題，
2008 年起著眼於能源耗竭、全球暖化及人類永續的問題，改
以「Green Tech」為主題，首開國內大學及技職師生節能減碳
的科研風氣，並受到國際學術與教育界的重視，2010 年起增
設「國際賽」，邀請國際頂尖大學師生組隊參賽，截至去年

積極成功的為臺灣建立了科技與學術教育的國際交流平臺。

(2020) 參賽的國家含美國、德國、英國、瑞典、日本、俄羅

以競賽推動節能減碳，關注人類福祉的活動規畫精神，一直

斯、新加坡、中國等國家，舉凡加州大學、慕尼黑工業大學、

都是基金會掌握科技脈動精準的選擇，也是「東元獎」科文

東京大學、京都大學、莫斯科大學、新加坡大學、香港科技

共裕服務社會人群等設獎精神的延伸。

同意見，但「認真投入研發者要做出具體貢獻，需要經過長

緻隆重，除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最高研究機關首長或國家元

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 等，皆在校園裡先進行選拔後，

Green Tech 國際創意競賽截至 2020 年，已舉辦十二年，累計

期夜以繼日的努力，忍受無數挫折與寂寞，常常無法兼顧家

首擔綱頒獎人之外，並接受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的建議，

再赴臺灣參加國際競賽，可以說都是國際最頂尖的節能減碳

參賽人數超過一萬人，獲獎作品國內外累計亦達四百件以上，

庭，設定高額度的獎金是我們的心意，能讓研發者的家人覺

安排得獎人伉儷聯袂上臺受獎。每屆頒獎典禮進行前夕至少進

研究團隊 ; 決賽現場的簡報、技術實作等皆開放觀摩切磋，

2020 年因 COVID-19 全球疫情嚴峻而暫停舉辦。

得特別高興也好」等單純的心意，讓董事會達成共識而拍板

行三次沙盤推演，工作人員及嚴選的專業司儀皆必需參與工

定案。並且於 2012 年起獎金提高為每獎項新臺幣八十萬元

作協調，從進場音樂、燈光、典禮架構、程序、內容、頒獎

整，每年頒發總獎金為新臺幣四百萬元整。「東元獎」從

樂樂團伴奏、影片製作播放和節奏控制等，皆以最嚴謹的原

1994 至 2021 年共舉辦二十八屆，得獎人共計一百六十二位，

則要求，務求典禮流程順暢、氣氛愉悅、深刻感動。第十五

每年三月至七月中旬受理申請推薦，七月底聘請學者專家擔

屆起，安排專業的文字工作者與攝影師進行專訪與拍攝，務

任評審委員，九月確定得獎名單，十一月舉行頒獎典禮。

以最嚴謹的精神，報導得獎人精彩的人生經驗、成就歷程與

二十八年來的持續設獎，科技與人文領域頒發總獎金累計超

研究成果，讓得獎人的典範與影響力可以最大化。頒獎之外，

過新臺幣 8,630 萬元，評審委員會 2017 年起由總召集人徐爵

結合人文類得獎人的作品，或是為豐富人文生活，舉辦音樂

民先生領軍，公平、公正、公開、專業的堅強陣容，以及歷

會、歌仔戲、兒童劇、電影、戲劇欣賞、演講會等，基金會

屆備受尊崇的得獎人名單，不僅榮耀「東元獎」，且為本獎

的標竿計畫「驚嘆號」長期支持的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團隊，

建立崇高的專業形象，堪為國內科技菁英努力及科技人文獎

也數度在典禮中精彩演出，讓原本較冷調的科技獎頒獎典禮，

項的標竿。

增添濃厚溫馨的人文氛圍，也成功的吸引社會大眾爭取入場
全程參與。「科文共裕」的設獎精神，也在典禮中充分體現。

追求精緻隆重的頒獎典禮

歷屆有多位得獎人都肯定說：「東元獎頒獎典禮是我參加過

為讓「東元獎」得主倍感榮耀，基金會辦理頒獎典禮力求精

最隆重、最榮耀、最感動、也最回味無窮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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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心研究．再創新猷
寫在東元獎第二十八屆頒獎典禮

2020 年台灣在各界的努力下，成功地防堵 COVID-19 對全球

練達文字，歌聲來自深山喟嘆，節奏似大海掀濤洶湧或拍浪

社」的人道視野與對全世界的影響。來自台灣土生土長的終

的肆虐，全民安居樂業經濟繁榮讓世人稱羨；但是今年（2021）

擊石呼喚，對天地雨水敬慕心思化為祭祀、舞蹈、歌聲。原

身會員張乾琦先生，其作品充分體現東元獎「科文共裕」的

五月至八月的三級緊戒、疫苗恐慌，加上久旱缺水，及初夏的無

住民歌頌自然、崇敬天地的歌舞及音樂演奏，呈現最原始的

精神意涵，馬格蘭攝影社全球會員僅 42 位，不僅稀少而且稀

預警斷電等多重的問題，造成人心的惶惑與不安；為了避免感染

意境」的評語，肯定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傳統樂舞的獨

有。張乾琦先生對各種人道議題不僅專注與潛心探究，其透

自保而衍生出各行各業的消長，正告訴我們後疫情時代已經悄悄

特與重要性；也見證本基金會在文化藝術活動的策劃執行方

過鏡頭展現問題全貌的獨到見解與創意，為社會帶來深度思

的來臨，人們的消費行為正在翻轉，我們的生活正在進行內容與

面的專業、實力與貢獻。

考與改變，甚且讓台灣以攝影藝術的面向展現在國際舞台，
且屢獲國際高度肯定。人文類獎可以頒發給這樣一位值得尊

型態上的改變，舉凡經濟、科學、醫療、貿易、教育、工作與生
活，無所不變。而曾幾何時，台北市的夜景竟然可以夜夜澄澈明

潛心研究 化腐朽為神奇

敬推崇的專業工作者，與有榮焉。

亮，疫情竟然稍稍拉住了空氣與生活環境惡化的速度，這樣的小

「驚嘆號」之外，每年在此時頒發的「東元獎」，在疫

確幸令人雀躍。這半年對國人是一種試煉，惶惑是對人性的考驗，

情最嚴峻的七－八月間完成評審作業，科技類獎每位得獎人皆

也讓國人深深體會平安、和諧與團結，在國難當頭的時刻是多麼

潛心於學術研究，並以國際標準作為追求卓越的準則，在產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的得獎人順利出爐，特別向徐爵

的珍貴。身為非營利事業工作者，我們很欣慰台灣可以平安的過

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產業方面，皆有驚人的豐碩成果。三位「國

民總召集人致上謝忱，綜觀本屆得獎人，其實都與義大利文

渡到此時此刻，萬業再度欣欣向榮的景象，令人歡欣鼓舞。

產學者」並未受限於國內環境，走出象牙塔與舒適圈，積極向

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李奧納多·達文西一般，皆是

外爭取機會且潛心研究，諸如五度蟬聯「高被引學者」的陳維

有著「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極其活躍的創造性想像力」

新教授、讓二氧化碳搖身一變為石化原料的新碳源的陳志勇教

的特質，既是科學家也是藝術家，跨領域的研究成果與人文

基金會今年邁入第二十八年，方案規模龐大，每個方案的服

授，領域獨創與化腐朽為神奇的潛心研究成果，其在國際影響

思維厚實、充滿創意且造福人群。本屆頒獎典禮以「鍊」為

務人數動輒數千人，疫情警戒期間，工作重點著重在制度的修正

力方面絕對與「海歸學者」無分軒輊，也足見再專業的研究與

核心設計，並邀請張乾琦先生以「鍊，不思量，自難忘」為題，

與強固，深蹲潛藏之後的羚羊跳躍，讓我們在疫情趨緩之初就能

學習，也已經完全沒有國界的藩籬；而疫情產生的各種困境，

與與會人士一起思量「馬格蘭攝影社」的人文精神與圖像意

夠馬上展開大型活動的執行，所有因疫情中斷的服務方案，正在

也竟在一夕之內，讓數位時代已經不再是願景，而是生活。

義。我們特別感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李世光先生擔任

傳藝金曲獎 實力見證

頒獎人，為得獎人獻上最高的敬意與賀忱，也為邁入六十五

快速的推展中，且在質量上完全不打折。最值得欣慰的是持續推
動近二十年，每年支持近兩千位族人傳習傳統文化藝術的「驚嘆

「鍊，不思量，自難忘」 致上最高敬意

以「紀錄影像」彰顯科文共裕的精神

號－台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其數位典藏工作，今年五

決定人文類獎的設獎領域，是每年年初董事會最重要的

度入圍，且終於在數百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傳藝金曲獎」

任務，感謝接受委託擔任遴選委員會召集人的石守謙董事，

的殊榮。評審委員以「出版品和節目冊以優美簡潔、如詩沉吟的

以「紀錄影像」為遴選領域，讓本獎得以一窺「馬格蘭攝影

周年的東元電機，獻上我們最誠摯的感謝與祝福。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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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質研究 深孚國際眾望
2021 的五月，疫情讓全民恐慌到自動封城，國內數千家基金

本屆得獎人產學合作與技轉紀錄，也是歷年之最，六位得獎

會幾乎全數進入休眠狀態，所有公益活動，也全數停擺；但隨著

人成就了 313 件的產學合作計畫，金額超過六億元；技轉為

近年來科技逐漸回歸貼近人的需求而思考，成功地擺脫

九月的逐步解封，各界有報復性的旅遊，而基金會卻有「報復性

140 件，技術移轉金超過兩億元，專利總數則計有 487 件。

冰冷的意象，東元獎中的生醫類獎，雖然是科技領域，卻是

活動」，尤其是郭董事長領導的東元基金會，從八月底的東元獎

這些研究不僅含金量極高，每位得獎人豐碩的技轉成果，且

救人濟世的科學研究，李國賓教授在晶片上完成生醫檢測之

總評審會議，就開始恢復活動的辦理，十一月份且來到活動的高

皆成就新創公司，正可謂金質研究令人稱羨。其中陳志勇教

自動化技術，是解決臨床醫療瓶頸，甚至是搶救醫療時機的

峰，「2021 驚嘆樂舞」再度以 5000 人進場觀賞的規模辦理，同

授捕捉二氧化碳純化的技術，正在為產業苦思不得其解的減

利器。這個顯微鏡下的生命視野，呼應攝影大師張乾琦先生

時間還籌辦這個頒獎典禮；甚且本著服務的精神，計畫在三個月

碳課題，開了一扇希望的窗。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研究生涯分

從鏡頭裡，洞見生命困境的情懷，正是相同的道理，我們很

內完成一年間所有必需但尚未執行的活動，小小的團隊，本著大

別從虎尾科技大學與中原大學起步，但現階段皆受聘於台灣

榮幸可以在本屆擁有以科學精神探究人文議題的得獎人。而

大的決心，活動能量確實令人嘆為觀止，甚至在第五次入圍的今

大學任教的覺文郁與童國倫兩位教授，心心念念要把得獎“榮

這是我在董事長任內第七次受邀出席頒獎典禮，可以持續支

年，獲頒「第三十二屆影音類的傳藝金曲獎」，得獎率僅僅只有

歸故里＂，飲水思源大師風範更值得推崇。

持基金會設獎，感到榮幸與欣慰。而在疫情覆蓋全球且所有

百分之 2.5，在主流且專業的傳藝類表演藝術團體中卻能頭角崢
嶸，讓同獎項戲曲領域的競爭者大呼意外，所以這個榮耀的特殊
性與難得的程度，尤其值得喝采。

科學精神 人文情懷

活動都停擺的 2021 年，我們有幸可以在今天共聚一堂為七位

高被引學者 深孚國際眾望

得獎人喝采，深深覺得一年的辛勞，在心靈上也跟得獎人一

全球領先的專業資訊服務提供者科睿唯安 (Clarivate，

樣獲得滿滿的祝福與鼓舞。在此也特別謝謝國際級的攝影大

NYSE：CCC)，每年都會選出對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研

師張乾琦先生願意忍受 21 天防疫隔離的不便，從奧地利回來

究人員，獲選者皆是在過去十年曾發表多篇高被引論文（在

台北出席頒獎典禮，我們祝福「鍊，不思量，自難忘」的演

基金會的業務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延伸與實踐，當我們還在探

Web of Science 引文平台中的被引用次數在同學科文章中排名

講會精彩成功，也祝福所有得獎人，持續在自己專屬的研究

究「元宇宙」、「醣經濟」等科技新名詞時，「2050 年淨零排

前 1%），2020 年入選 6167 名，來自近 60 多個國家或地區，

領域中大放異彩。

放 (Net zero)」已經是全球的共識與目標，綠色製造相關的技術，

台灣入選十二位，其中楊志新、劉如熹、張嘉修及陳維新等

正是產業界必須積極採取的行動。而本屆東元獎科技類獎的六位

四位教授，皆是東元獎得獎人，顯見評審委員會之眼光獨到，

得獎人中，不僅大多是國際上節能減碳的翹楚，研究成果涵蓋計

且預見每一位得獎人研究能量之爆發力與影響力；而事實上，

算可靠度、減少成本、提升效率、精度、物聯網、智慧製造、節

得獎人在相關的領域中，在國際上不僅深具影響力，且具領

能與潔能等，既是國際領導地位的科技專家，同時是以關鍵核心

導地位，我們衷心祝福未來有更多得獎人成為高被引學者，

技術促進傳統產業在面對全球智慧製造浪潮挑戰的前導者。翻開

以大師之風采，持續引領各個領域的研究趨勢。

飲水思源 值得推崇

東元電機（股）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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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看見台灣

本屆東元獎評審委員名錄如列：

領域

職務

姓名

召集人

吳誠文

國立成功大學 副校長

許健平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張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評審結果報告
電機 / 資訊 / 通訊領域
委

員

隨著國際上 COVID-19 疫情逐漸趨緩，各領域的科研工作也隨著經濟上的逐步復甦正加速推展著。東元獎的評審們透過線上
審查與視訊等科技方案，在疫情嚴峻的七月仍一本初衷的進行審查，透過公正嚴謹的初審、複審、決審程序，從眾多候選人中評

召集人

翼

現職

張耀文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李世光

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長

蔡明祺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魏國彥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系 兼任教授

胡竹生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所長

彭裕民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陳夏宗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賴志煌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院長

陳文章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 院長

張文昌

臺北醫學大學 董事長

江伯倫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楊志新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院長

羅竹芳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講座教授

石守謙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院士

孫松榮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 教授

黃惠偵

紀錄片導演

徐蘊康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節目部 製作人

選出科技類四個領域六位、人文類一位，共七位得獎人。東元獎二十八年來累計得獎人科技領域 132 位、人文領域 30 位，都是對
國內外的科技產業與人文領域有卓著貢獻的傑出學者，也是社會標竿。

機械 / 能源 / 環境領域
委

員

召集人
化工 / 材料

領域
委

員

召集人
生醫 / 農業

領域
委

員

召集人

人 文 類 《紀錄影像》
委

員

014

015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

評審結果報告

頒 獎 典 禮

評審結果如下：

「化工 / 材料」科技領域（兩位得獎）

人文類獎（以「紀錄影像」為遴選領域）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領域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陳志勇特聘教授：

國際馬格蘭攝影社 張乾琦終身會員：

為循環經濟之實踐先驅，開發出國際領先之超臨界可回收發

從事報導攝影三十餘年，作品具備人文關懷深度、格局思考

泡材技術，並打造台灣首座碳循環再利用示範工廠、成立國

廣度與獨創美學，屢獲國際高度肯定。近十多年來，更在攝

內首創化工產業高值化交流平台。

影的基礎上開展對錄像與聲音的探索，為紀錄影像開拓了嶄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郭斯彥特聘教授：
致力於高可靠度與容錯計算系統、影像辨識與還原技術、量
子計算，對學術研究和產業發展具關鍵影響。

新格局。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領域（兩位得獎）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覺文郁特聘教授：
在虎尾科技大學校長任內，帶領團隊致力於工具機產業之智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童國倫特聘教授：
致力於化工高效分離技術研發，發展以薄膜技術為基礎的綠

以上七位得獎人在各自領域的長期耕耘、成果貢獻與精神，

色製程，開發出國際首創之無機膜，並成功商品化，貢獻於

是非常豐盛與精采的人文心，為社會之楷模。在這個秋收的

水資源與環境永續上。

季節，謹以恭賀與期勉的心情，除向評審委員們表達十二萬

慧製造技術，所研發的智慧機械引擎管理平台系統、工具機
零組件物聯網技術及智能化多軸工具機檢測裝置等，促進了
國內工具機產業與精密機械產業之智慧化。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陳維新特聘教授：
致力於綠色能源與燃料研發，引領國際生質物培燒及生物炭
製造之研發、並提升了業界開發潔能與節能之創新能量。

分的謝忱外，也祝福得獎人持續引領創新、貢獻社會，讓台

「生醫 / 農業」科技領域

灣永遠以您為傲。

國立清華大學醫工所 /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李國賓講座教授：
致力於微奈米流體生醫晶片之研發，應用在疾病檢體和人工
抗體篩選；並首創陣列式金屬針的腫瘤熱消融技術的應用，
可局部加熱腫瘤但不傷害正常組織，以微創手術之方式治療
寵物癌症。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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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東元獎．得獎人名錄
領 域．Category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姓 名 / 現職．Name

郭斯彥
Dr.Sy-Yen Kuo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覺文郁
Dr.Wen-Yuh Chueh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ergy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陳維新
Dr.Wei-Hsin Chen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評 語．Description
致力於計算可靠度的研究，對學術教育和產業發展具有關鍵影響，
且領航IEEE及IEEE Computer Society頂尖國際社群發展，對提升台
灣相關領域的國際影響力，貢獻卓著。
Prof. Kuo is a world-renowned researcher in the area of dependable
computing. He has mad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dustry. H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nd served as the IEEE Fellow
Committee Judge and Computer Society Vice President. These efforts
have contributed signiﬁcantly to Taiwan's visibility and impact on the
related ﬁelds.
深耕於工具機與精密量測領域的研究，整合並帶領產學研的跨領域
團隊，以卓越的研發成果與技術人才培育，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對
我國機械與製造業發展，貢獻卓著。
Deeply cultivating research in the ﬁeld of machine tools and precision
measurement, integrating and leading a cross-field team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with outstanding R&D results and technical
talent cultiv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致力於綠色能源與燃料研究，引領國際生質物焙燒研發，積極提升
業界開發潔能與節能創新能量，對於國內能源與環境人才培育、永
續技術開發應用等，貢獻卓著。
He devotes himself to green energy and fuel research, leads
international biomass torrefa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energy-saving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make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領 域．Category

姓 名 / 現職．Name
陳志勇
Dr.Chih-Yung Chen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匯智綠色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化工 / 材料科技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童國倫
Dr.Kuo-Lun Tung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生醫 / 農業科技
Biomedical Scienc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人文類
藝術與文化《紀錄影像》
Humanities
Art and Culture
Documentary Images

李國賓
Dr.Gwo-Bin Lee
國立清華大學醫工所
/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張乾琦
Mr.Chien-Chi Chang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Magnum Photos）
終身會員

評 語．Description
循環經濟的實踐先驅，開發出全球領先之超臨界可回收發泡材技
術，並打造台灣首座碳循環再利用示範工廠；成立新創公司，達成
產學鏈結，在環境永續發展上貢獻卓越。
Professor Chen is a pioneer and doer in circular economy technology,
developed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critical recyclable foam material,
and built Taiwan's first carbon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pilot plant;
established two start-up company to provide innovation energy to
the industry. He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ﬁeld.
致力化工高效分離技術研發，獲致全球首創之破壞式創新無機膜，
學術聲望享譽國際，並成功商品化成立新創公司，落實產業績效顯
著，在水資源與環境永續上貢獻卓著。
Dr. Tung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R & D of high-efﬁciency separation
technology for two decades, the world's first destructive innovative
inorganic membrane is obtained. Thus earning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also successfully commercialized
the established start-up companies. With the significant industrial
performance, this technology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建立微奈米流體生醫晶片的創新技術，應用在疾病檢體和人工抗體
篩選；並首創陣列式金屬針的腫瘤熱消融技術的應用，相關技術轉
移多家公司，對生醫產業有重大貢獻。
Prof. Lee invented nano- and micro-fluidic biochip techniques for
fast diagnoses of seasonal and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automatic screening of artificial antibodies (aptamers and peptides).
He also developed a new electromagnetic thermos-therapeutic device
using electromagnetically heated stainless-steel needle arrays to treat
tumors. His works on these subject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several
companies and contributed signiﬁcantly to local biotech industry.
從事報導攝影三十餘年，屢獲國際高度肯定。近十多年來，更在攝
影的基礎上開展對錄像與聲音的探索，作品深具人道關懷與獨特美
學，為紀錄影像開拓不凡的格局。
Chien-chi Chang is an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reportage
photographer with a career spanning over three decades. About
ten years ago, Chang began to explore photographyinspired videorecording and acoustic possibilities. His works are richly characterized
by a profound human touch and a unique aesthetic, lending an
extraordinary vision to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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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李世光 董事長
Chih-Kung (C.K.) Lee

李世光博士為臺大土木系學士、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博士。
李 博 士 取 得 博 士 學 位 後， 於 美 國 矽 谷 的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擔任研究員七年，主要從事磁碟機、光電系統、量測系統

disk drives, optoelectronic systems, metrology systems, and

Affairs (MOEA). After stepping down as Minister in 2017, he

piezoelectric systems.

became Chairman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94,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TRI) and 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II),

(NTU) at its Institute of Applied Mechanics (IAM). His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his NTU faculty position. His vision for the two

1994 年，李博士返國任教於臺大應用力學研究所，其在模態

work on distributed piezoelectric sensors and actuators has made

research institutes (ITRI with its 8,000+ employees and III with its

感應子與致動器的研究成果，使他成為柔性結構控制、衝擊感測、

him a well-recognized expert in the areas of flexible structure

2,000+ employees) is to help Taiwan's industries be prepared for

感測器發展等領域的國際知名專家。李博士共同創立「臺大奈米

control, shock sensing, and sensor development. He co-founded

the next stage to transform Taiwan from a manufacturing-based

生醫微機電系統研究群」。他目前合聘為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no-Bio-MEMS research group.

economy into an innovation/system-based economy.

系、電子工程學研究所之終身特聘教授。李博士亦為英國物理學

He is concurrently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he Dept. of

His past experience includes positions as President of III,

會會士 (IoP Fellow)、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會士 (ASME Fellow)。

Engineering Science & Ocean Engineering as well as the Graduate

Vice-President of ITRI, Director-General of Engineering & Applied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ciences a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ow part of Ministry of

He is an Institute of Physics (IoP) Fellow and ASME Fellow.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CEO &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及壓電系統等的跨領域研發工作。

李博士為前任經濟部部長，自 2017 年 10 月起，除臺大教授
之本職外，同時兼任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暨資訊工業策進
會（資策會）董事長（工研院員工約 8000 人，資策會則約 2000
人），持續推動我國產業從以製造／代工為主的生產模式，轉型
為以創新體系為基礎的經濟模式。
李博士過去亦曾擔任包含：資策會執行長、工研院副院長、
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技術發展處（現為科技部工程司）處長、第
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共同主持人暨執行長。
Chih-Kung (C.K.) Lee received his B.S. degree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is M.S. and Ph.D. degrees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He worked for 7 years at IBM's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s a Research Staff Member where his R&D
work was primarily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reas related to magnetic

He was previously a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Phase II of Taiwan's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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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郭斯彥

先生

Kuo, Sy-Yen．64 歲（1957 年 8 月）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計算可靠度的研究，對學術教育和產業發展具有

從事學術研究不是為了得獎，但獲獎絕對是對研究人員最大的鼓勵。感謝我太太對我們家全力的照顧，使我能全心投入在教
學與研究工作上。同時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Prof.W.Kent Fuchs，他現為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校長，帶領我進入研究道路。還
有謝謝我的研究同仁，我的學生及所有曾幫助過我及與我合作的朋友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 300 位碩
博士從我的實驗室畢業，在各大學任教及科技業任職皆有很好的成就，是我感到最驕傲及欣慰的。臺大校園優良的研究風氣
與措施，電機系完善的設備與支援，讓教授潛心於學術研究，並以國際標準作為追求卓越的準則，衷心感謝。

關鍵影響，且領航 IEEE 及 IEEE Computer Society 頂
尖國際社群發展，對提升台灣相關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貢獻卓著。
Prof. Kuo is a world-renowned researcher in the area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計算機科學

博士

of dependable computing. He has made pioneering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電機與計算機工程 碩士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dustry. He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學士

community and served as the IEEE Fellow Committee Judge

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終身特聘教授

and Computer Society Vice President. These efforts have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常務監事

contributed signiﬁcantly to Taiwan's visibility and impact on

國立臺灣大學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

the related ﬁelds.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

審議委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榮譽講座教授

曾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

主任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電機與計算機工程系

助理教授

IEEE Computer Society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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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線洞燭機先，掌握潮流順勢而為，領航國際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用

聽到採訪團隊轉述評審團的讚譽推崇，郭斯彥陌然淺

流露。」陳科宏透過貼身觀察，言簡意賅精準描述恩師的處

這兩句話形容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郭斯彥最是

笑，「這都是當選 IEEE 會士的副作用啦。」然而從 2001 年

世與治學態度。而這樣的特質或許是因郭斯彥求學過程總是

貼切。順應社會潮流發展，卻又淡泊自處，凡事無爭的個

當選到今年已屆滿二十年，當年雖以四十四歲成為國內最年

隨著潮流順勢而為形塑而成。

性，心無旁騖專注於研究，在山頭林立的國內外學術社群

輕的 IEEE 會士，後續的研究實驗如果沒有持續精進突破，又

乘風而起，屢屢被賦予重任，甚至成為研究領域全球掌舵

怎能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接連榮膺美國伊利諾

者。從隨波逐流到引領風潮，郭斯彥的學思歷程就像白毫

大學學術傑出校友獎與 IEEE 計算機學會「金質核心會員」，

出生在新竹教師家庭的郭斯彥，從小名列前茅。新竹市

銀針清淡回甘，值得細思品味。

拾階立足國際舞臺。郭斯彥淡然的把成就歸諸 IEEE 會士的光

立育賢國中畢業，越區報考臺北區公立高中聯考，成為全校

環，事實卻是全靠硬底子真功夫。

唯二考取建國中學的畢業生；建中畢業以第一志願錄取臺灣

實事求是水到渠成 從無到有開創新局

來來來，來臺大 去去去，去美國

「老師的人生哲學就是這樣。他總是告訴我們在實驗室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我的聯考成績是那年建中甲組前 10 名，

學術成就能夠獲得同儕普遍且高度認同，除了治學嚴

做研究實事求是，一定就會有好結果；做任何事都要無所求，

還回學校領獎。」郭斯彥直言，自己是很標準的「來來來，

謹，處世涵養同樣不能偏廢。「我認識很多電機領域的教授

實事求是，所有事情就會水到渠成。」郭斯彥得意門生陽明

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就是跟著潮流走，「很多事情

都非常認同郭教授的學術成就，這絕對不是表面工夫能夠做

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陳科宏透露，「老師做事情

時間到了，那時候的社會潮流趨勢是怎樣，我就跟著做，考

得來的。」陽明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講座教授張翼

比較務實，也比較淡然，讓大家覺得很和氣，大師風範自然

上臺大電機也是一樣。」

在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總評審會議，談到評審過程對郭斯彥最
深刻的印象，「郭教授做很多國際領航，所有研究資源都是
從零開始，整個研究內涵也是獨立完成，自己建立一片江山，
這是最值得稱許的地方。」
郭斯彥不僅在國內深孚眾望，更是全球電機領域研究潮
流領航者，2020 年被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的計算機學會 (Computer Society) 副理事長 (Vice President)。
IEEE 是全世界會員數最多的研究組織，超過四十二萬會員遍
布各國，計算機學會更是其中最大的學會，由此可見郭斯彥
在國際學術社群的影響力。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兼東
元獎評審張耀文說，「簡單的講就是國際領航，他要帶領整
個領域的走向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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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斯彥原本完全不知道電機系要讀些

職場初體驗遇波折 重返校園嶄露頭角

題目，而且快速做出研究成果。第一篇研究論文探討 IC 設計

什麼？「念了後，覺得有些課好像不是我

求學過程萬般順遂的郭斯彥，沒想到畢業後首次謀職

可靠度，1986 年在第 二十三 屆 ACM（電腦協會）/IEEE 設

想讀的東西，不是很喜歡。還好後來分組

就碰到波折。「因為是第一次找工作，身處國外，太太又已

計自動化會議發表，就獲得最佳論文獎。郭斯彥在福克斯的

有計算機組，看起來比較有趣，就去讀計

經懷孕，面試幾家公司都沒下文，難免擔心如果再找不到怎

指導下，僅用三年就拿到博士學位，並順利在亞利桑那大學

算機組。」這個選擇若是要硬說，勉強算

麼辦？感到有點挫折！」不過相對於有些留學生半年才找到

申請到教職，擔任電機暨計算機工程系助理教授。

是郭斯彥求學過程僅有的反叛經驗。「我

工作，郭斯彥兩個多月就被喻為矽谷人才搖籃的半導體公司

們那屆一百多位同學，僅 20 個左右選計算

Fairchild 聘為軟體工程師，算相當幸運。「很感謝當時決定

機組，其他都是念電機工程組。因為那時

聘我的主管 Linda，讓我有第一個工作，穩定下來。她是很溫

「我們那個系主任是從業界來的，他的要求主要就是爭

候計算機應用剛開始，很多人還不太知道

和友善的主管，我太太生小孩，她還到家裡探望，很照顧我

取計畫，希望每個教授每年要從外界帶進至少十萬美元研究

未來發展。但是畢業到美國以後，不少人

們。」

經費，否則升等會較困難。」郭斯彥雖然第一年就拿到美國

都改念跟計算機有關的領域。」

然而英特爾和 AMD 創辦人雖都出自 Fairchild，卻也因

服完兩年預官役，郭斯彥順利申請到

人才流失在 1980 年代逐漸式微。「Fairchild 給我的感覺就是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入學許可，攻讀

缺乏挑戰性，不是可以久待的公司，而我去美國的目標原本

電機暨計算機工程碩士，每個月還有 800

就是要念博士，所以就決定回學校念書，剛好我也拿到伊利

多 美 元 的 助 教 獎 學 金。「 我 們 全 班 超 過

諾大學香檳校區的入學許可。」郭斯彥當時已在 Fairchild 工

80% 都出國，到美國念書，對我是自然而

作三年，年薪達四萬美元，「回學校要放棄很多東西，要有

然。不過那時候要拿到助教獎學金較難，

很大決心。我們同學到矽谷工作的很多，但最後下定決心回

同時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只有少

學校繼續念博士的相當少。」

數拿得到。」

郭斯彥的毅然決然，也讓他遇到學術生涯最重要的導航

1981 年 8 月乍到聖塔芭芭拉，郭斯彥

者。1985 年到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郭斯彥選擇剛拿到博士

立即被教授震撼教育。剛到美國 1 個多月，

學位的年輕教授韋斯利．肯特．福克斯 (Wesley Kent Fuchs)

就要上臺用英文授課，還要回答學生提問。

當指導教授，「我是福克斯教授收的前兩個學生，他比我大

「出國前根本沒有講過英文，真的很緊張；

3 歲而已。」郭斯彥說，學校都會提供兩個研究助理名額給

還要修課，壓力很大，簡直是空前震撼的

新教授，「因他面試我時相當誠懇，且認為我的學經歷與英

體驗。」但郭斯彥還是很快駕輕就熟，如

文能力都相當好，他願意給我機會，我就投到他門下。其實

期在隔年取得碩士學位。「那時候臺灣留

大家對選年輕教授都有點猶豫，他們有升等壓力，對學生要

學生又有股風氣形成，碩士畢業之後，大

求比較多，所以都比較喜歡找資深教授。」

家都想要到矽谷工作，我就隨著潮流跟著

伊利諾是美國頂尖名校，福克斯學識涵養當然不在話

大家去工作。只是那時候經濟不景氣，工

下，而郭斯彥又擁有三年產業實務經驗，很清楚業界在做什

作不是那麼好找。」

麼？有什麼問題亟待解決？這對年輕的師生檔很快找到研究

拒絕向錢看 舉家返臺 無人秘境 引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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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啟動獎研究經費獎助，卻難以接受系主

1971 年召開，距離我開始研究的年代僅有十幾年，還在剛起

麼？也覺得自己的學術應該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但看過其

任「錢比研究重要」領導風格，1990 年經過幾番深思決定舉

步的階段，比較有機會看到有哪些東西沒有人做，相對比較

他申請者學經歷資料的福克斯告訴郭斯彥，「你的學術成就

家返臺。「當時有很多大學跟我接觸，包含臺灣大學、交通

容易找到很多研究創意。現在每個領域都是客滿狀態，要找

與資歷跟他們差不多，可以試試看。」郭斯彥就姑且一試，

大學、中正大學與幾所新設大學要我回來。」

到可以第一個開始做的題目越來越困難！我們只是剛好發現

沒想到會順利當選，「那個都是我的指導教授幫忙啦，還有

旅美專攻可靠度研究的郭斯彥，返臺後逐漸把研究領域

那些題目沒有人做，但最重要的不是第一個做，而是把結果

我們這個領域的歐美和日本學者也有幫忙寫推薦。」

延伸到資訊安全，帶領團隊屢創新猷，領先全球針對記憶體

做出來，做到那個時候最好。因為任何研究不可能永遠都是

當選 IEEE 會士突顯郭斯彥廣結善緣的個性，但自我調

晶片容錯提出正式理論模式與分析；開創記憶體晶片容錯新

最好，後面可能會有學者根據你的成果繼續研究，做出更好

侃的「副作用」隨即接踵而至。電機系資深教授看到會士光

基礎研究，從不同電路與架構提出連串創新容錯機制等，研

的東西。」

環加持，就推舉他當系主任；卸任後，又接連被延攬借調到

究成果技轉開發產品，更被英特爾等國內外大廠應用在 IC 製
程驗證。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執行長兼東元獎評審吳誠文
形容，郭斯彥在相關領域傑出研究貢獻，就像是代表臺灣的
奧運金牌選手，獨領全球風騷。
但郭斯彥卻謙稱，「我們這個領域第一個國際會議是

海洋大學和臺灣科技大學接掌電機資訊學院；再被請回臺灣

恩師提攜 IEEE 光環加持 學海驚異奇航

大學接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就變成要花比較多時間在學

郭斯彥在臺灣的傑出表現，遠在美國的恩師福克斯全看

術行政工作。」IEEE 更邀請他擔任國際學術獎項評審，2016

在眼裡，2001 年就鼓勵並推薦他角逐 IEEE 會士。「其實我

年突然有人問他要不要參選 IEEE 計算機學會理監事？「我就

那時候對 IEEE 會士沒有什麼概念，完全不知道到底要做什

把資料給他們，然後就選上了。」
「我想他們可能需要有個代表亞洲區的理事，而會員有
很多是伊利諾校友，他們看到我是伊利諾畢業的，就把票投
給我。」其實郭斯彥到現在還不很確定自己為何會被提名並
當選理事。更沒想到在理事三年任期屆滿前，理事長又問他
要不要參選下屆副理事長？「我說好啊，可以試試看。下屆
副理事長是由現任理事長提名 2 位，經全體會員投票，高票
者當選。我感覺他們是找我陪榜的，沒想到我竟然當選了，
大家都很驚訝。」

教學相長 與時俱進 樂見學生開枝散葉

有時候偏離遠一點，只要合理，就可以讓他繼續發展下去。

不過郭斯彥並未因此荒廢實驗室研究，甚至還把研究領

「影像辨識原不是我的專長，有個學生對自駕車影像辨

域拓展到影像辨識與量子計算。「這些都是因為學生有興趣，

識有興趣跟我討論。我想影像辨識如果把紅燈看成綠燈，就

我就跟著他們學習。尤其是博士生，跟老師是共同工作夥伴，

會有安全問題，也是資訊安全範疇，跟影像處理可靠度有關，

老師有些想法可以請學生幫忙一起做；學生也可以主動提出

就從幾年前開始做，也做得不錯，陸續有博士生加入。」郭

自己興趣題目請教授幫忙。」郭斯彥以自己為例，指導教授

斯彥又說，「量子計算對我更是全新的東西，10 年前有學生

福克斯原本也不是做 IC 可靠度研究，「因為我有興趣就開了

想做這個研究，我就從零開始跟著他學，讓他帶著往前走。

這條路」。指導教授只是給大方向，讓學生從裡面找題目，

在原有的領域做這麼久，能夠不斷有新的研究產生，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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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很多學生持續帶著我做新的嘗試，得到新的知識。」
長期兼顧研究和學術行政，蠟燭兩頭燒，郭斯彥坦言

於各種國內外頭銜，郭斯彥還是最喜歡當「老師」，跟學生

會強求，就像去年推薦我選臺灣科技大學校長，有人就挖出

根本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幾年級，他卻還記得有我這個學生，

一起做研究。

我到大陸學術交流的往事，跟媒體爆料。十年前那時候是政

叮囑我要好好把研究做完，寫好論文。」陳科宏說，「老師

府鼓勵兩岸學術交流，教育部也說沒問題，我還是主動退出，

對學生是發自內心的關懷，雖然他認為我比較合適在業界發

這就是我的個性，那些頭銜沒有必要強求，看到學生有成就

展，但我想試試有沒有機會在大學任教，他就幫忙找機會、

還比較快樂。」

寫推薦信，與其說他幫助我們學術增進，不如說他是我們更

確實很辛苦，「有時候學生要找我，也會有些困難，他們要
很獨立。但我也鼓勵他們有什麼問題就儘量找我討論，不用

不忮不求 淡泊虛名 授業解惑 引路人

怕。」談到學生，郭斯彥就如數家珍，「陳科宏剛從陽明交

「無論是 IEEE 計算機學會副理事長，或是當系主任、

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卸任，陳英一是台北科技大學能

院長也是一樣，都是學界前輩鼓勵，比較不去主動爭取，所

郭斯彥對學生念茲在茲，陳科宏最是深刻體會。「我因

源研究院院長 ...，我們在學校做研究的最大目標，是教育英

以我才會說這些都是副作用。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專注

為家庭經濟狀況，念到博三就出去工作。博五的時候，老師

才培育學生。說真的，很多時候都是學生在成就我。」相較

把研究做好。」郭斯彥雲淡風輕的說，「我對任何事情都不

打電話跟我講時間快到了，好好把學業完成。現在很多老師

重要的人生指引。」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獎勵在科技、創意及人文方面對社會有具體之
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者，對平日默默耕耘的各領域人士，
具有相當大的鼓勵作用，特別是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
因經常須處於一個較孤單的環境中從事長時間的工作，才
能獲得一些創新突破，因此需要極大的耐心及毅力。如能
獲得一些外在的肯定，相信是ㄧ個很大的動力，促使他更
進ㄧ步，期能對社會做出更大貢獻。除了科技類與人文類，
希望東元獎在未來能夠更擴大，以涵蓋更多的領域，尤其
是在基礎科學，如物理、化學等，以及社會科學，如經濟、
法律等，讓它成為台灣的諾貝爾獎。
成就歷程
郭教授於 1981 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碩士學位
後，進入美國矽谷工作，在當時世界著名的 Fairchild 半導體
公司從事設計自動化的研發工作。在擔任了三年的工程師後，
深深覺得學有所不足，於 1985 年進入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的
計算機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開始了這段超過 35 年的研究過
程。
畢業後由於對學術研究的高度熱忱，因此進入美國亞歷
桑那大學電機暨電腦系任教，並獲得美國國科會研究啟動獎。
3 年後由於國家正蓬勃發展並積極延攬人才，即決定舉家返
國任教母系臺灣大學電機系，貢獻所學於自己的社會。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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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學 術 組 織， 曾 擔 任 IEEE Computer Society (IEEE 內 最

生在該公司擔任要職，產品已成功開發並獲國內外大廠採用

且成功的將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給宏碁科技、奇美電子和華碩

大 Society) 的 Vice President 與 Board of Governors member，

（如 Intel），營運狀況相當良好。另外郭教授多年來每年皆

電腦等國際大型電子公司，技術移轉經費超過 300 萬，幫助

同 時 也 擔 任 IEEE Fellow Committee、IEEE Computer Society

獲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補助，開設無線通訊長期進階人才培訓

臺灣企業創造相當高的產品價值，對於臺灣企業的產業升級

Fellow Committee 與 Education Award Committee 的 委 員。 未

計畫－通訊軟體班及晶片系統產業發展計畫－積體電路佈局

有實質的效益。我們也在多媒體技術領域申請多項專利，共

來除了繼續在高可信度計算及軟體可靠度上持續從事國際水

人才培訓班，並協助媒合學員至業界任職，發揮其所學，協

獲得美國發明專利 10 件與臺灣發明專利 4 件，專利技術移轉

準的深入研究外，並將針對未來有極大發展潛力之量子計算

助業界人才不足問題。

超過 10 件，對於臺灣多媒體產業的專利布局與攻防戰有實質

做先導性研究，開國內風氣之先，期能對國家社會有更大的
貢獻。

近幾年在影像處理與多媒體系統也有非常豐富的成果，
我們的研究在於理論與實務並行，我們將尖端的多媒體系統
學術研究成功的導入實際產品應用，主要有五類主題「高品

具體貢獻事蹟

且重要的貢獻。

研究展望

質的多媒體無線網路傳輸系統」、「自動化視訊監控系統」、

近幾年之研究主要在資訊安全及影像辨識與還原，基於

郭教授在學術研究之重要成果橫跨下面三個主題：(1)

「數位多媒體壓縮技術」、「多媒體多點觸控技術」與「高

深度學習以及機器學習的方法，得到優異的成果，陸續發表

高可信與容錯計算系統，(2) 影像辨識與還原，及 (3) 量子計

畫質數位影像增強技術用於顯示器智能背光控制」。已執行

在頂尖期刊與國際會議上，並與業界產學合作。未來將繼續

算。高可信與容錯計算之定義包含高可靠度 (RELIABILITY)、

多個多媒體系統技術產學計畫，除了研究成果論文豐碩，並

朝此方向努力，期待對學術與產業有更多貢獻。

在亞歷桑那大學僅有短短三年，但也培養了二位博士及十幾

高 可 用 性 (AVAILABILITY) 及 高 安 全 性 (SAFETY and

位碩士。回國至今已 30 年，指導了 300 位以上之碩士班及博

SECURITY)。

士班研究生，其中包括已畢業了 58 位博士生，在學術界或

郭教授持續有重要的成果發表在國際一流的會議及期

產業界都有很好的發展。在從事研究中的一貫信念是質重於

刊，除了連續三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獎並成為國科會特約研

量，研究的品質要達到世界的水準，研究的成果要發表在該

究 員 以 及 傑 出 特 約 研 究 員， 更 在 2001 年 以 在 Dependable

領域國際上最好的期刊及會議上，多年來秉持這個原則，獲

System and Softwar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上 的 貢 獻 榮 膺

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包含期刊論文 158 篇（90 篇為 IEEE

IEEE Fellow，在當時是國內最年輕的 IEEE Fellow。近年來

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 4 篇，研討會論文 311 篇，中

更 數 次 獲 邀 擔 任 IEEE Computer Society Fellows Committee

華民國發明專利 23 項，美國發明專利 24 項，其他國家發明

委員及 IEEE Fellow Committee。目前亦擔任 IEEE Computer

專利 10 項。並獲得多項國內外獎勵肯定，包括從 1997 年起

Society Board of Governors member，並於 2020 年升任為 Vice

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科技部特約研究計

President。郭教授對產業界亦有相當的貢獻，每年皆執行業

畫，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

界、法人機構、中科院等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達 9 千萬

獎，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有庠科技講座，中國電機工程學

元，並擁有 24 個美國發明專利及 23 個臺灣發明專利。其中

會電機工程獎章等，並於 2019 年獲母校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美國專利 "Power Supply Apparatus" 被國際引證次數名列全

區計算機科學系頒發傑出學術校友獎 (Distinguished Academic

球同領域前 5%，獲工業技術研究院頒發優質專利獎。更與

Achievement Alumni Award)。 在 國 際 上 於 2001 年 榮 膺 國 際

某 CAD 軟體公司有連續超過 20 年之合作關係，公司創立時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FELLOW。近幾年更積極參與

其研發團隊皆由郭教授的實驗室支援，目前已有多位畢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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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and quantum computing. I approach research problems through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 is established to recognize the

the principled and innovative use of analysis, measurement,

people with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or achievements. This

abstractions, and algorithms. I strive to understand and tackle

recogni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encouraging to those hard-

problems in a rigorous fashion, and validate the comprehension

working scholars in every field. Research needs patience and

through measurements, design, artifact implementation, and

creativity to overcome the loneliness and failures. The potential

system evaluation. Over the years, he has published 158 journal

of receiving the TECO award is a huge motivation for researchers

papers and 311 conference papers, and holds 24 US patents,

to continue devoting his efforts in making more contributions.

23 Taiwan patents, and 10 patents in other countries. He also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award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and

collaborates with industry extensively with a total funding of

Humanities-Social Service, maybe other ﬁelds can be included in

about 3 million US dollars. He was the 2020 Vice President

the award, such as basic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make the
TECO award the Nobel Prize of Taiwa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fter getting the MS degree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at 1981, Prof. Kuo went to Silicon Valley and
worked a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Division. After 3 years as
an IC Design Automation Engineer, he decided to obtain a PhD
degree and entered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The PhD thesis was focused
on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memory systems and processors
by means of redundancy, diagnosis, and repair. After earning the
doctorate degree, he joined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University of Arizona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Three year
later, since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was expanding rapidly,
He returned home ant taught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ependable and secur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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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EEE Computer Society and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For the atmospheric phenomena removal, there are two

both color fidelity and recovered quality can be retained in the

Governors. He is also a judge on the IEEE Fellow committee.

main strategies, that is, traditional prior-based and learning based

recovered images. This pap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2019

He receive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from the Ministry

methods. Although traditional prior and learning based imag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restoration algorithms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for a long period,

Recognition (CVPR). This conference is the top conference in

Foundation's Research Initiation Award, and the Distinguished

these two strategies still exist some weaknesses when compa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vision Moreover, the paper

Academic Achievement Alumni Awar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o each other. We proposed a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these two

has been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detailed results and published in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strategies and makes them compensate the weaknesses of each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He has received best paper awards from several top international

other. This method has been written to the paper "PMS-Net:

conferences. He is an IEEE Fellow.

Robust Haze Removal Based on Patch Map for Single Images".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In this paper, a new feature called the patch map which can select

Our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cybersecurity and

architectures that include interleaved memory systems with repair,

the patch size adaptively during estimating the Dark Channel

image processing and restoration. Learning based methods will

Dr. Kuo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expert in the area of

reconﬁgurable logic, defect tolerant hierarchical sorting networks,

is proposed. Moreover, to predict the patch map accurately, a

be employed to attack important problems. We will continue

dependable computing. Among computer engineering researchers

reliable real-time systolic sorting arrays, fault tolerant parallel

network called "PMS-Net" is designed. This algorithm can achieve

publishing research results in top journal and conferences, as well

in Taiwan, he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has made

architectures, etc. For these architectures, he also developed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haze removal on the public dataset and

as collaborating with industry to have practical impact.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bo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 His most

repair algorithms to efficiently tolerate faults and maintain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re in the area of dependable

system integrity. (3) Dr. Kuo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VHDL

computing which include reliability, safety, and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s to perform computer-aided modeling and evaluation

first work has been on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memory

of reconﬁgurable processor arrays. His results have been proven to

systems and processors by means of redundancy, diagnosis, and

be valuable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numerous

repair,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Dr. Kuo was the first

fault-tolerant parallel architecture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o introduce the formal for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mory

The 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s on image processing

repair problem. This work resulted in over 100 subsequent papers

and restoration. Image restor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which

on memory and processor array repair. He developed the first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clear image from damaged image with

formal proof of the complexity of memory repair with redundant

limited information. This appli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ows and columns. He further solved the complexity analysis

the autonomous car industry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because

problems for reconﬁguration of degradable processor arrays under

the atmospheric phenomena (i.e. rain, haze, snow and smoke)

various constraints. (2) Based on these fundamental results, he

interfer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on severely, which generates the

introduced a number of novel fault tolerant and defect tolerant

safety concern in other applications.

04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滿足產業需求，率先士卒、樂於承擔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Take the lead as a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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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文郁

先生

Chueh,Wen-Yuh．59 歲（1962 年 9 月）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深耕於工具機與精密量測領域的研究，整合並帶領產學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獎】評審委員的肯定，本人長期深耕於國內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產業，積極開發各項產業界所

研的跨領域團隊，以卓越的研發成果與技術人才培育，

迫切需求之技術，此次獲獎同時也表示與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獲得認可，相信此舉將鼓勵更多研究學者投入相關產業所需技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對我國機械與製造業發展，貢獻卓

術研究與開發。未來本人更將持續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與產業共進，讓自己有更多能力去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成為快樂的

著。

東元精神推手。

Deeply cultivating research in the ﬁeld of machine tools and

學歷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機械製造

博士

precision measurement, integrating and leading a cross-ﬁeld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機械製造

碩士

team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with outstanding
R&D results and technical talent cultivation, promoting

台北工專機械工程科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現任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終身特聘教授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曾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校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講座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院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心主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覺教授與中心聘任資深顧問 ( 前日本大廠資深經理人 ) 進行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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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搏病毒逆轉勝 文武雙全 精準挑戰產學雙峰
三十歲，卻要面臨人生倒數計時，那種感覺若未親身
遭遇，難以筆墨。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覺文郁
腦海瞬間浮現的是「完蛋了！」正當他在三十年前背負著
家族光耀門楣的期待，從英國拿到博士學位返臺，意氣風
發準備到國立雲林工業專科學校任教時，卻被診斷出罹患
當時無藥可醫的 C 型肝炎，鋪天蓋地襲捲而來的感覺，就
是簡單的三個字，卻無比的殘酷。他開始計算自己還有多
少時間可以為家人打拚，卻又不甘就此向命運低頭，不但
轉念正面迎戰病毒，更專注鑽研精密機械研究，精彩逆轉
黑白人生。
庄腳囝仔常被改名換姓 讀書拚出頭天
「根據族譜記載，我的祖先本姓『陳』，是福建省南安
人，明末清初因為反清復明遭到追殺，就搭船越過黑水溝逃
到臺灣，落腳在雲林縣口湖鄉，隱姓埋名改姓『覺』，我是
第六代 ...」每每跟訪客初次見面，看到大家總是很好奇他的
姓氏由來，覺文郁就像錄音機般的自動播放，最後還不忘打
趣說，可能祖先認為不能再搞革命，應該要「覺」醒了吧！
祖籍是福建，但覺文郁總說自己是道地的臺灣庄腳囝
仔，「口湖是偏鄉中的偏鄉，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汪洋中的
破船》作者鄭豐喜。」談到祖先逃難到臺灣開枝散葉的過程，
學者的特質更展現無遺，「覺姓家族傳到第四代，有族人講
臺語登記戶籍，『覺』跟一角兩角的『角』同音，就被誤植
『角』，從此一分為二，『覺』是大覺，『角』是小覺。大
覺主要分布在口湖，小覺在臺西東勢厝等。」
因為姓氏相當罕見，高中聯考放榜那年，覺文郁在榜單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遍尋不著自己的名字，心情當場盪到谷底。他就是不死心，

是常常被改名換姓為「郁文覺」，頻繁到讓他見怪不怪。

仔細翻找看到眼睛快「脫窗」，終於看到自己的准考證號碼，

「家族跟我同輩有出脫（臺語）的相對不多，大部分是

但姓名被倒寫成「郁文覺」，讓他飽受虛驚。經常被誤植姓

做工的人！」覺文郁深深體會庄腳所在，讀書是唯一翻身的

名的覺文郁，即便後來當到國立大學校長，橫式書寫公文還

機會。國小畢業拿到縣長獎後，從事教職的父親便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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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送到當時以升學聞名的臺南縣私立鳳和中學就讀。從小

讀了臺北工專機械工程科。覺文郁發現每班學期成績前三名

決定出國同時，也開始加強外語。當預官還帶著英語字

是乖乖牌的他，不負眾望名列前茅，國中畢業同時錄取臺南

能夠減免學雜費，就發揮「鳳和精神」K 書，順利拿到第一名，

典入伍，每天撕一、兩頁塞在彈夾，背完就丟掉，當兵兩年

一中、臺北師專（現改制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與臺北工專

平均成績超過九十八分。

剛好背完整本字典，順利申請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機械製造

（現改制為臺北科技大學），「那時候滿分是七百分，我師

二年級看到班上同學跳舞玩樂很開心，跟著「耳濡目染」

研究所。「很多學長都是英國曼徹斯特校友，個個表現亮眼，

的結果，成績滑落到八十分。直到專四猛然發現，當年鳳和

幾乎都是第一名畢業。」覺文郁透露，「學長認為五專畢業

同學們個個都在讀大學，臺大醫學院、法律系和會計系比比

比大學少兩年，英國唸碩士只要一年，博士班再唸快點的話，

皆是，「他們在鳳和的成績都跟我接近，自己竟然在臺北工

拿到學位回國，同輩唸大學的剛當完兵，我們就能搶得就業

考取跟臺北建國中學齊名的臺南一中，為何「棄文從武」

專虛度光陰，就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對！」受到昔日同窗刺激，

先機。我想想也對，就追隨學長腳步到英國唸書。」

選擇臺北工專？覺文郁笑稱，「因為庄腳囝仔傻乎乎！」原

覺文郁似夢驚醒，主動告訴父親要出國留學，否則日後鐵定

但背負光宗耀祖的重擔，覺文郁給自己很大的壓力，「到

來當時五專比高中還早報到，舅舅提醒他要不要先登記五專

無法跟同儕競爭。在五專的最後兩年發憤圖強，以前三名優

英國就是要拿個博士學位，讓全家以我為榮。我告訴自己，

看看？殊不知登記就要繳交國中畢業證書，就這麼陰錯陽差

異成績畢業。

沒有畢業，就不要回來！」儘管家裡頻頻勸說寒暑假返鄉探

專考六百七十分，應該是接近榜首。」

陰錯陽差棄文從武 出國留學光宗耀祖

親，但從碩士班到完成博士班畢業，覺文郁僅回臺灣一次，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目標被我鎖定以後，沒有達到就不會
放棄。所以我在英國跟老師互動、做研究，幾乎是無所不用
其極。」

課堂初體驗鴨子聽雷

憨膽撞出自我價值

覺文郁記得在嘗試開發放電加工器系統時，碰到困難
問老師還是不懂，就大膽寫信回臺灣問相關產業的老闆，

全聽不懂，怎麼辦？」

「啊 ... 我這個問題怎樣、怎樣，請問要怎麼解決？沒想到他

「我就纏著老師不放！」覺文郁還記得那個教授滿頭白

根本不認識我，還親自給我回信，我滿開心的。這個老闆就

髮，下課就快閃回研究室，「我就追到那邊去，比手畫腳說

是現在的慶鴻機電工業公司董事長王武雄。」首次感覺到自

我都聽不懂。教授實在受不了，第二堂課下課，就帶著我殺

己做的研究有人重視，也為日後積極投入產學合作研究預埋

到圖書館，抓了五、六本書，告訴我下次要講那個部分，叫

伏筆。

我先讀。」覺文郁就這樣靠著每次上課前事先預習，從此不

回憶負笈英國的點點滴滴，雖然學校提供課程可選不
多，「同學選課都是挑自己想考的內容，但我盡量把每一門

2019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參展

忍不住心慌意亂，「慘了，爸爸花這麼多錢送我到這裡，完

再鴨子聽雷，那門課幾乎拿到全班最高分，「臺灣人就是這
樣，肯拚就會有收穫。」

課都修好修滿。」覺文郁笑說自己是個宅男，留學那段歲月

獨在異鄉為異客，碰到病痛更難熬。覺文郁從臺北工專

就是埋首苦讀，剛開始語言溝通就有問題，「英文讀跟寫還

四年級開始有胃潰瘍毛病，到英國就學期間因壓力更加嚴重，

好，講的也還可以，聽的完全不行，滿可憐的。」當時有門

胃乳喝到噁心。胃潰瘍要飲食正常少量多餐，對經常要熬夜

課 metal forming（金屬型成），沒想到第一堂課完全聽不懂，

寫程式的覺文郁，卻是苛求。尤其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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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胃痛，因燒開水緩不濟急，只好含口冰水，在嘴裡回溫後，

人（國際大廠）打仗。」

再配口奶粉，克難安撫那個躁動不安的胃。到中國城吃叉燒

覺文郁帶領團隊研發的五軸光學式精度量測系統，是全

飯算是難得的奢侈，「有時候心情好或是老師給我鼓勵幾句，

球目前唯一非接觸式的工具機精度檢測儀器，使用廠商已超

我就自己放個假到中國城犒賞自己，就這樣撐到博士畢業。」

過百家；在英國留學研發的 Ball Bar 機床量測系統，更成功
賣到全世界，因此榮膺教育部第三屆國家產學大師獎。

研以致用目標明確 產學大師榮耀加身
學成歸國為了就近照顧父母，覺文郁選擇留在家鄉，到

偏鄉宿命罹患 C 肝 挺身試藥對抗病毒

國立雲林工專（現改制為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科任教，

別看覺文郁現在學術界表現亮眼，怎知正當他在 1992 年

平步青雲從副教授、教授、科主任、系主任當到工程學院院

欣喜回鄉，應聘到雲林工專，準備開展身手之際，人生卻出

長。1999 年不到四十歲就出任主任秘書，2013 年更成為虎尾

現天翻地覆的變化，配合學校健康檢查發現罹患 C 型肝炎，

科技大學首位經由校內選舉產生的校長。長期鑽研工具機與

妻子也驗出 B 型肝炎，當時 C 肝還沒有根治藥物，彷彿晴天

精密量測研究的他，更把在英國留學期間跟著指導教授，到

霹靂。「我就說完蛋了，從此我們兩個生活變得戰戰兢兢，

處為業界把脈解決各種疑難雜症的經驗，從無到有把虎尾科

就是在倒數 C 肝還有幾年，所以我人生策略的目標就是積極

大發展成為臺灣精密機械與工具機量測系統產學合作重鎮。

表現。因為我有兩個孩子要養，就開始算要賺多少錢才能夠

「在曼徹斯特四年半，前面三年其實懵懵懂懂的。我知

讓他們衣食無虞。」

道自己做的東西很有用，但是怎麼用，用到那裡，卻不是很

「C 肝是慢性疾病，到最後都會變成肝癌。我們家周邊

明確。直到最後一、兩年，指導教授把我研發的系統賣到臺

每隔一段時間就聽說有人走了，庄腳都說得到癌症，其實都

灣，才開始發覺自己做的東西，真的像老師說的很有商業價

是 C 肝作祟。」臺灣 C 肝盛行率最高的地區，就是雲林沿海

值，從此改變我對研究價值的認知，明確知道自己的發展，

的口湖和四湖一帶。「以前鄉下生病都是找赤腳醫生打針，

跟著老師到蘇格蘭和荷蘭等地，幫業界解決問題。」覺文郁

普遍共用針頭，很多人因此感染 C 肝，我們家族多人都有 C

從指導教授的身教體認到做研究必須有明確的目標，「換句

肝！」但覺文郁並未因此屈服命運，反而更積極面對，「只

話講就是客戶在那裡，獲得客戶認同，才有存在的價值。」

要有臨床試驗的藥，我就自願去當白老鼠試藥。」

縱使接任校長，也沒放棄原有的產學研究，更積極培養

回憶對抗病毒近三十年的歷程，「干擾素副作用很強很

跨領域研發團隊，開發產業界迫切需求的技術，比照公司制

傷身，每次打下去，完全就癱在那裡！」為避免影響日常教

度建立營運模式，取之於產業，用之於產業。「業界對我們

學，覺文郁後來就專挑在週五接受治療，「星期五打，週末

而言，不僅是提供研發經費的金主，更是我們培育畢業生就

假日就躺平。星期一還稍微病懨懨，二、三、四就是我的精

業的市場，學校跟業者雙贏。」覺文郁強調，這個平臺透過

華期可以工作。」每個療程吃藥打針就要一年，打到沒有地

「客製化」研發產業界需要的技術，同時培養符合產業需求

方可以打。每次打完，因為白血球和紅血球都下降、血小板

參觀日本 Jimtof 國際工具機展覽

的人才，我們是跨校與跨機構合作的開放平台，用最到位的

也偏低，就全身癱軟，嘔吐，甚至呼吸急促，「我記得好幾

- 合作廠商展示研究成果

服務保證讓業界滿意，整合產學界組成國家隊，跟世界的巨

次到臺北開會，幾乎下不了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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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C 肝雖無法治癒，但從肝硬化發展到肝癌進程卻已
能預期掌握，覺文郁每十年做一次療程，「那一年是修復期，
延緩肝硬化速度。我就在腦袋裡計算自己還有多少天可以活，
好好利用每天的時間。不然哪天肝硬化就走了，我就告訴自
己要積極面對未來！」每次接受治療就像化療會嚴重掉髮，
尤其是當校長的第一年，頭髮掉光只好戴假髮，讓他吃盡苦
頭，但覺文郁還是滿心期待能夠恢復健康。
然而老天爺卻很愛作弄他，前兩次療程結束初期經追蹤
發現病毒不見了，當自己歡喜以為徹底擺脫 C 肝糾纏，沒想
到半年後追蹤檢查，狡猾病毒再度現蹤，兩度讓覺文郁跌落
絕望谷底。看到參加臨床試驗病友三分之一沒能撐完療程就
撒手人寰，覺文郁坦言，常常忍不住會有「不如歸去」的慨
嘆。但還是不甘就此跟命運低頭，硬撐著接受第三次臨床試
驗，為保持體能完成療程，前前後後花一百五十萬補充血小
板、白血球與紅血球增生劑等。

戰勝病毒人生重開機 前輩提攜研究步坦途
五年前完成第三次療程，終於徹底根治，C 肝治療藥
物隔年正式問世，「我大哥吃一個月的藥就完全康復，而且
還有健保給付。」覺文郁笑說：「呵呵，其實我對 C 肝新藥
研發也有貢獻啦。」經過二十幾年長期抗戰，原本滿頭白髮
在治療期間全部掉光後，重新長出竟全是黑髮，「就像重新
開機一樣，我很珍惜人生重新開始，更積極把握每分每秒接
受各種挑戰，更戰戰兢兢爭取所有可能的機會。」
兩個兒子看到覺文郁堅毅對抗病魔，自然而然更加成熟
懂事。「他們全程陪著我，有著革命感情。」擔心肝癌遲早
報到，覺文郁總是跟兒子耳提面命，「哪天爸爸真的離開了，
你們要自求多福，好好用功、好好活下去！ 」或許是憂患意
識，兄弟倆學業成績都很優異，「他們出國唸書沒花我半毛
錢。老大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機械工程博士；小兒子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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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資訊工程碩士，兩個都是拿全額獎學

覺文郁鼓勵雲林工專學生畢業後，繼續攻讀二技或報考

金，每個月還有零用金。」言談之間溢滿有子萬事足的幸福。

研究所，爭取跟陳朝光合作指導研究生，「我拚命找業界爭

面對 C 肝凌遲卻奮戰不懈，展現覺文郁不輕易向命運與

取經費做產學合作，也申請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計畫，主

環境屈服的本性。初任教職後明顯感受到，雲林工專實務重

動跟陳老師提出業界有興趣的題目，共同指導學生做研究。

於研究，很難爭取到政府科研計畫與經費補助，「我發現自

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這樣慢慢起步做研究。」其實覺文郁

己想做研究，包括升等可能都會有問題，我就發出求救訊號。

跟陳朝光僅在英國有過一面之緣，「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他是

我真的很感謝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國家講座教授陳朝光跟

這麼有名的教授。」

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范光照給我很多幫助。」

「陳老師知道我回國後碰到瓶頸，就馬上伸出援手，能
夠跟他合作研究是我的榮幸。」覺文郁感佩說：「我生病的
時候，陳老師還四處幫忙打聽醫生。」范光照則是覺文郁在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集團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
會進步】為宗旨，成立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並設置【東元
獎】，該獎項主要希望獎勵對科技創新與人文發展具有特
殊貢獻的人士，喚起社會各界對相關科技與人文議題的重
視，如此重要之涵義，也是一位科技人應該追求之目標。
【東元獎】至今已進入第二十八屆，歷屆得獎人都是各領
域值得效法的菁英楷模，得獎人相關成果更讓臺灣在國際
上發光發熱，期許未來本獎項能持續鼓勵各領域傑出人
士，發揮其社會影響力，成為臺灣科文共裕、服務社會人
群精神延伸的搖籃。

曼徹斯特的學長，兩人不但出自同間實驗室，指導教授也是
同一個人，「他經常跟我說：『小老弟，你一定要拿到東元
獎。』這次得獎，他比我還高興！真的感謝他！」

成就歷程
覺文郁教授出生於雲林縣口湖鄉，深受身為國小教師的
父親影響，自小對念書就有一種自發性的執著，做事也是條

拒絕安逸 軟硬兼施挑戰更高峰
勇於接受挑戰的覺文郁，今年 7 月 31 日卸任虎尾科技

件物聯網、生產履歷、奈米平台等多項工具機與精密機械
產業迫切需求模組，技術影響逐步遍及國內外產業。

理分明，並培養了獨立的性格。國中畢業後即踏入國立台北
工專開始與機械為伍，爾後更隻身前往英國深造。迄今主要

具體貢獻事蹟

大學校長，立即被臺灣大學聘為機械系特聘教授，橫跨高教

成就歷程可以分為三階段：

與技職體系「文武雙全」。然而被學界視為虎尾科大「看板

1. 國 外 求 學 期 間 (1987-1992) 就 讀 於 英 國 曼 徹 斯 特 大 學

極開發各項產業界所迫切需求之技術。近年來因應全球製造

人物」，為何在卸任後無縫接軌跳槽？「其實卸任校長之後，

(UMIST) 機械製造所，主要專長為精密量測系統技術開發。

業發展趨勢透過執行多項政府指標性計畫，致力於工具機產

我也可以在虎尾科大養尊處優，不需要再到臺大打拚。但這

學成歸國後，隨即全力投入精密機械方面研究，而當時在

業鏈智慧製造落實應用技術開發三項代表性研究成果開發，

麼做會很寂寞，我總認為人生，不能停下腳步，上天給予的

求學期間即因應產業需求，開發完成工具機球桿量測系統

包含：

生命，就要珍惜。我要求自己要做，就要努力，要盡力。」

(Ball Bar System)，目前已行銷於全世界。

1. 智慧機械引擎管理平台系統 (Smart Machine Engine, SME)：

覺文郁教授長期深耕於國內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產業，積

「我們這幾年在虎尾把精密量測系統技術做得還算不

2. 任教初期 (1992-2002) 主要以精密量測基礎研究為研究方

錯，也是我們的強項。但做的都是產業 OT 端（操作）的硬

向，針對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產業進行相關量具開發及誤差

體設備，面對全球激烈競爭，我們必須邁向跨領域整合，把

評估。而後積極建立研究團隊，並陸續與產業界進行合作；

2. 工具機零組件物聯網技術 (i-Node)：用於解決零組件產品

AI 及 ICT（資訊與通訊科技）拉進來，而這方面正是臺大的

於期間發表多篇國際期刊論文及專利，為日後研究奠定重

資訊蒐集問題，搭載智能化模組增加新產品附加價值。

強項。」覺文郁語重心長的說：「如果 OT 是產業最基礎且

要基石。

用於解決產線資訊透明化需求問題，透過建立管理應用服
務，提升效率與良率。

3. 智能化多軸工具機檢測裝置 (Laser R-Test, LRT)：用於解決

堅實的地端，AI 及 ICT 就是攸關未來發展願景的雲端，我們

3. 產業接軌階段 (2002- 迄今 ) 主要以產業需求為導向，藉由

廠商無共通性檢測儀器問題，協助廠商達成 ISO 出機標準。

希望從地端延伸到雲端讓兩邊產生交集，帶領臺灣精密機械

整合研究團隊能量進行關鍵技術開發。期間透過執行多項

透過實體端以 Bottom-Up 方式積極協助國內工具機產業

產業攀登另一座高峰。」

政府指標性計畫，開發機聯網平台、多軸機具校正、零組

與精密機械產業朝智慧機械 ( 智機產業化 ) 與智慧製造 (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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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智機化 ) 轉型。期間代表性研究成果受委託、技術移轉及應

地維修或國外出差等因素，侵蝕大部分智慧功能利潤，限制

用廠商至少 50 家廠商及法人單位，並成功獲得國內各大廠肯

智慧設備機械的普及化與推廣性。目前全球先進製造國家與

With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scientiﬁc and technological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定，相關技術影響遍及國內外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產業。

工具機大廠已率先積極運用 5G 三大特性（大連結、低延遲、

talents, advocating forward-think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Manchester (former UMIST) in the United Kingdom. His

高頻寬）進行新世代產業布局，目前歐、美、日與大陸等製

progress, TECO Group established the TECO Technology

main expertise was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asurement

造大國主要布局應用範圍在於擴增實境 / 虛擬實境售服維修、

Foundation and set up the TECO Award. This award mainly

system technology. After returning from the U.K., he

臺灣近年各部會積極投入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發展，已

工業物聯網技術打造新世代的智慧化設備、遠距操作、產線

hopes to reward people who hav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s

影像辨識等。因應全球產業競爭趨勢，未來研究當以協助臺

immediate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search of precision

補足了臺灣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產業機聯網能力，並且推出了

灣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產業應用 5G 技術特性，補足產業技術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istic development,

許多智慧機械功能如：稼動率管理、參數自動補償、智慧切

mechanics. During his studies, he developed the Ball Bar

削等功能，但由於售服維修有經驗的專業技師日漸凋零、異

口、發展差異化特色為研究重點。

and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related

System for machine tool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echnological and humanistic issues,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ustry. It has been sold all over the world.

研究展望

goal that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 should pursue.
The past winners are all elites who are worthy of emulation in
various fields.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of the winners have
made Taiwan shin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hope that
this award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people in
various ﬁelds, who exert their social inﬂuence, extend the spirit of
Taiwan's science and culture, and serve the community.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Wen-Yuh Jywe was born in Kouhu Township,
Yunlin County, and was deeply inﬂuenced by his father who was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He has a spontaneous persistence
with studying since childhood, and is also organized in his work,
which has cultivated an independent charact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he entered th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ormer Provincial Taip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began to work with machinery, and then went to the UK to
receive his further studi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so fa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 While studying abroad (1987-1992), he studied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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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the early stage of teaching (1992-2002), he focused on basic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carried out related

machine tool industry chain's appl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tool development and error evaluation for th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cluding:

machine tool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industry. Afterwards, he

1. Smart Machine Engine Management Platform System

actively established a research team and continued to cooperate

(SME): Us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ransparency demand for

with the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he published a number of

production line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efﬁciency and y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papers and patents, laying an importa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agement application services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2.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ode) for Machine

3.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tage (2002-present) is mainly

Tool Components: Us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ecting

oriented by industrial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ey

information on components and products, equip with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s carried out by integrating the energy of the

modules to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new products

machin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business trips, etc., most of the profits of smart functions

research team. During the perio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3. Intelligent multi-axis machine tool calibration device (Laser

smart machine). During the perio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are declined, an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smart

of a number of government indicator projects, includes the

R-Test, LRT): us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nufacturers' no

were commissione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applied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are restricted. At present, the world's

development of machine networking platforms, multi-axis

commonality detecting instruments and assist manufacturers to

to manufacturers were at least 50 manufacturers and legal entiti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and major machine tool

machine tool calibration system, component Internet of things,

reach ISO standards

and were successfully afﬁrmed by major domestic manufacturers.

manufacturers have taken the lead in actively using the three

The relevant technology inﬂuences all over the machine tool and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5G (more connectivity, low latency,

precision machinery industries at domestic and abroad.

and big bandwidth) for the new-generation industrial layout.

production history, nano-platforms and many other urgently

Through the physical end's bottom-Up method, the domestic

needed modules in the machine tool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machine tool industry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industry are

industries, the technological impact gradually spreads both at

actively assisted to transform into smart machinery (smart

Currently, the main layout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major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domestic and abroad industry.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departments in Taiwan will

and the Mainland China are to expand augmented reality/virtual

actively inv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machinery and

reality to do after-sales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and to use

Professor Wen-Yuh Jywe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mart manufacturing, which has supplemented the networking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to create a new generation

domestic machine tool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industry for a

capabilities of Taiwan's machine tools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remote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line

long time, and actively develops technologies that are urgently

industry, and has introduced many smart machine functions

image recognition, etc. In response to global industry competition

needed by various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in response to

such as utilization rate management, automatic parameter

trends,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assisting Taiwan's mach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pensation, smart cutting and other functions, however, due

tool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industries in applying 5G technical

an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umber of government

to the decline of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in after-

features, complementing the industry's technology imports, and

sales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remote maintenance or overseas

developing differentiated feature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dicator plan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2020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參訪實驗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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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is suffering repeated failures without abating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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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陳維新

先生

Chen, Wei-Hsin．56 歲（1965 年 10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綠色能源與燃料研究，引領國際生質物焙燒研發，

感謝「東元獎」評審委員的肯定，及對於個人及研究團隊的

積極提升業界開發潔能與節能創新能量，對於國內能源與

鼓勵。自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多致力於學術研究，過程中雖

環境人才培育、永續技術開發應用等，貢獻卓著。

然有許多挫折，慶幸有許多前輩與同儕的鼓舞，也有諸多優

He devotes himself to green energy and fuel research, leads

秀學生的參與，因此在綠色能源與燃料領域之研究逐漸開花

international biomass torrefa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結果。八年前回到成功大學任教，感謝學校許多資源與航太
系同仁們的支援，使得我的研究想法與做法能全面展開。如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

博士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

直攻博士

energy-saving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makes

私立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學士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福的一件事。近年來本實驗室與國際上其他研究團隊有諸多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交流及協力研究，對於視野提升與主題方向激盪受益良多，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並能深化實驗室的研究內涵。本次獲獎給予本人更多的努力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

航太系

特聘教授

今因為地球環境日漸惡化及資源日漸減少，在教學與研究中
帶領實驗室學生與研究成員為地球永續努力，是相當值得惜

動力，希望未來能為環境永續奉獻更多心力。事業成功並須

科技部

特約研究員

以家人支持為基底，因此，獲得此獎同時，感謝母親、內人

亞洲液體霧化及噴霧學會

副理事長

和一對兒女無盡的愛與支持，同時謹將此份喜悅與榮耀獻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 兼任 )

過世的父親。

私立東海大學

機械系

工學院

榮譽講座教授 ( 兼任 )

曾任
國立臺南大學

綠能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輪機系

環工系

安鋒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部

教授
教授
教授
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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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棘路上屢次華麗轉身2020年五度蟬聯「高被引學者」
現在全世界都在研發潔淨能源的技術，除了氫能之外，
生質物焙燒也是一個前景看好的新興技術。其利用改質的固
態生質燃料，提升燃料效能，可以取代煤炭，降低空氣污染
和溫室氣體排放。在台灣，成功大學航太系特聘教授陳維新
教授，在這個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根據科睿唯安資料，在
生質物焙燒領域所發表 SCI 期刊論文之品質與數量高居全球
第一名，陳維新積極在能源系統上應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
析，建立並優化綠色循環能源系統，在生質能技術及研究
更是引領世界，被稱為「焙燒界的權威」，所發表約 370 篇
SCI 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達 12500 次，其 h-index 為 62 (Web
of Science)，2020 年五度蟬聯「高被引學者」。
從放牛班到升學班 一張獎狀改變人生
「我不聰明，所以我很努力。」訪談過程中，陳維新
好幾次這麼說。儘管已經是成大航太系特聘教授，在學術
界有一定的份量，他還是不斷強調這一點。從他的經歷看
來，一路上的確不是一直順風滿帆，但也因此造就了他虛
心、感恩與惜福的價值觀。
陳維新的父親原是軍人，後來轉調台南安平的聯勤製
鞋廠做文書工作，父親雖然有很好的閱讀習慣，但眷村長
大的陳維新笑說，小時候「就是很野」。不愛讀書的他，
國中自然被分到放牛班。沒想到國中第一次月考，因為同
學都沒讀書，他不小心考了第三名，拿到一張獎狀，這張
紙從此改變了他。人生第一次嚐到成就感的滋味，於是第
二次月考就再多用功一點點，真的進步到第二名。第三次
月考又再加一點油，直接衝到了第一名。

田徑場上體悟人生 直球對決全力以赴
成績優異的陳維新升上國二，被編到升學班，也面臨

他耗盡體力，每天晚上早早就累得趴在書桌上睡著了，想
熬夜苦讀，著實力不從心。

真正的考驗，因為其實小學基礎沒打好，要加倍努力才能

每天早上上課前和下午放學後，田徑隊都要練習 200

跟上進度。另一方面，他第一次參加學校的越野賽跑，拿

公尺、300 公尺、一直到 5000 公尺等不同距離的跑步，還

下第三名後，被要求加入田徑隊，每天早晚都要練習，讓

有各種重量或體能訓練，放假日自主練習時，甚至起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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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還早」。當時非常辛苦，事後卻覺得這個經驗非常寶貴，

系上參觀，看到航太系的建築與設備、校園的環境，立刻

與失敗，常常遭遇挫折。陳維新在博士一年級時，要寫出

苦讀爭取來的。雖然有宿舍，不過陳維新卻在研究室足足

因為他從中體悟到：運動沒有僥倖，不努力就不可能成功；

愛上了這裡。於是開學以後，積極著手準備考航太研究所。

一個程式，計算流體快速流過一顆球形成渦旋時的渦旋大

睡了三年半，且樂在其中。

唯有累積實力全力以赴，別無他法。陳維新最擅長的距離

苦讀一年考上了，而且入學後彷彿開了竅，讀得非常有興

小。陳維新自認不聰明，數學或寫程式都是他的罩門，為

是 1500 公尺，它需要兼具持久力和爆發力，速度和耐力都

趣，一年後決定直攻博士。

此苦惱了非常久；卻也因為不斷修改程式的過程中，領悟

要夠，這和往後學術研究要求的能力，也不謀而合。

通過資格考、成為博士候選人，但身邊都是佼佼者，

出「蝸牛哲學」。

因緣際會成功轉型 研究橫跨四大領域
拿到博士後，陳維新原本以為自己領中山科學研究院

受限於體力，基礎又沒打好，國二之後，陳維新再怎

讓他自嘆弗如；而且當年成大有許多剛學成歸國的年輕老

「很多同學把所有程式一次寫完，丟進電腦，可能馬

獎學金，畢業後自然能到該機構上班，沒想到中山科學研

麼努力，在班上的成績也只能維持中等，感謝當時的國文

師，帶學生做研究也還在摸索的階段，師生雙方都在嘗試

上就跑出答案，快速達成目標；但如果跑不出來，因為程

究院停止研發 IDF 經國號戰機，不需要這些領獎學金的畢

老師李瀛老師「嫌棄我的作文」，「讓我痛定思痛，且聽

式很多，反而要花很多時間去找到錯誤。我的作法是按部

業生，對他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一時之間工作完全沒著

從老師的指導，開始寫日記；並且每天利用騎腳踏車上下

就班，一次跑十行程式，扎扎實實地分很多次跑，最後再

落。因此，在朋友推薦下，試著參加當時正夯的環工技師

學的各三十分鐘路程，在心裡寫作文。」

把這些程式串在一起。速度雖然慢，但一旦卡住，容易釐

考試。考試科目包括空污、廢棄物處理、污水、給水、水

清問題所在。事實證明，我的速度其實不比別人慢。」

文、環保法規等，都是完全陌生的環工領域。儘管錄取率

「看到河邊菩提樹的秋葉飄落，我就試著對自己描述
這樣的美麗景致；有時候背一些古文，或對自己說今天在

遇到困難絕不輕言放棄，畢竟能在成大做研究，他內

低於 10%，但從小就很會背書的他，一次就考到環工執照。

學校發生的事。」兩年下來，高中聯考他居然拿下全校作

心充滿了感恩並且惜福，因為他真的很愛這個環境，也是

之後在 1994 年進入安鋒鋼鐵公司擔任生產部高級工程師，

文第一名。由此可以看出，陳維新遇到問題絕不閃避，直
球對決，一心一意想出最好的解決之道。
作文成績彌補了英文的不足，讓他考上南二中。儘管
不用早晚練田徑，陳維新還是很難熬夜，因為每天都騎腳
踏車約半小時上下學，而且速度飛快，其實很耗體力。但
也拜這段路之賜，可以「健身兼補腦」，訓練體力的同時，
還常常默背教科書的內容。

蝸牛哲學解方程式 最慢反而最快
考上東海大學化工系，陳維新形容大學生活較為「平
淡無奇」，最大的收獲是在圖書館發現心儀的工讀生，還
頗富心機地在她排班的時段去上圖書館，也幸運的博得芳
心牽手一生。陳維新求學不曾鬆懈，甚至為了強迫自己改
善英文程度堅持不走參照中文翻譯的捷徑，而是務實的看
原文教科書。只是成績一直維持在中上程度，在化工領域
中似乎無法找到成就感。升上大四前，又迎來轉機。那一
年暑假陳維新回台南，隨著考上成大航太系的高中同學到

University of Lorrain, Professor Anelie Pétrissans 至本實驗室進行學術交流並與研究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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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何有效降低加熱爐的燃油消耗。因為擁有環工執照，

是世界各大名校諸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澳洲新南威爾斯

就，而是做到五好。」所謂五好，指的是把家庭顧好、把

體會到，做人的重要性不亞於做事。

因此有機會在 1995 年轉到輔英科技大學（當時為輔英護專）

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及法國

身體練好、把研究做好、把學生帶好、把書教好。

擔任環境工程衛生科副教授，在服務十年的任內升等教授。

洛林大學等，都有他擔任訪問教授及邀請講座教授的合作

陳維新花非常多心思經營自己的家，他感謝在小學任

語能力。剛入學時可以用中文簡報，但畢業時，必須用全

雖不是環工科班出身，陳維新努力尋找突破點。他發

足跡；也與超過 30 國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合作，以建立實

教的太太，把家庭照顧得很好，直說「娶到這個老婆是我

英文報告。他鼓勵同學和外籍生多用英語交談，自己也儘

現專攻不同，反而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想問題。「當時酸

質之國際研究合作，積極拓展國際視野，在國際交流方面

的福氣。」他自己也花很多時間陪伴一雙兒女，甚至幫女

量帶學生出國參加研討會，讓他們吸收新知的同時，也和

雨、酸霧的問題嚴重，被稱為綠色瘟疫。環工專家的強項

亦成果豐碩。

兒綁辮子也難不倒他！

外國專家交朋友，對日後的研究幫助會很大。

學術研究不可能不用英文，因此他也要求學生提高英

是分析，把酸雨酸霧收集起來進行分析，我利用航太領域

2004 年他有機會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訪問教授，於

中熱流的理論，研究大氣氣膠傳輸現象，了解酸雨與酸霧

是帶著太太和讀小學的一雙兒女，舉家赴美，這對他和全家

學生是零件，實驗室是組裝工廠，畢業的時候，你就是一

二十位碩博士生面談，短短的十分鐘也好。他說：「我是

形成的機制與動力行為。」

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年。在研究方面，他拜訪的是燃燒界的

支精美的 iPhone

doctor，是博士、也是醫生。我不是要給學生壓力，而是要

不 論 再 忙， 陳 維 新 每 個 禮 拜 都 在 固 定 時 間 和 將 近

廢棄物也是如此，環工專家在意的是廢棄物燒了以後

大師，在普林斯頓大學讓他見識到全世界第一流的實驗室在

在成大教書，讓他有把學生帶好的使命感。他告訴學

會排放什麼，把它們蒐集起來，分析戴奧辛及重金屬等成

做什麼，也有很多優秀的研究者，對往後的研究獲益良多。

生：「你們來讀書就是零件，我這裡是組裝工廠，兩年或

份；但陳維新著眼的是燃燒的機制，藉此降低廢棄物燃燒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陳維新想到國立大學任教的念頭也愈來

四年後你們畢業的時候，就是一支 iPhone 了。」不過陳維

不斷說自己不聰明的陳維新，其實在他的指導教授的

時的環境汙染。這兩項研究讓他再次成功轉型，研究橫跨

愈強烈，因為那裡才有充足的學生和資源。回國後，他到台

新對學生最在意的不是勤學，而是禮貌，例如對老師要尊

眼中「非常聰明」。或許不盡完美的大小事，迫使他不斷

了化工、航太機械、能源和環工四個領域。

灣海洋大學輪機系任教兩年，期間主要研究是開發淨煤技

稱、收到電子郵件、訊息要回覆等，雖是小事，卻攸關別

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屢次順利地絕處逢生。人生每一次

術，以降低消耗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環境負荷。

人對你的觀感。在外面遇到過大大小小的挫折，讓他深刻

轉彎，都讓他過得更有智慧。

時時想練好英文 出國拓展新視野
學生時期，陳維新沒錢出國，英文也不好，但他一直
逼自己努力，扭轉這項弱勢。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博士，但

焙燒技術享譽全球 成就感來自五好
2007 年他轉到台南大學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任教，也進
入「焙燒」的領域，研究生涯開啟了一個新里程。

於法國洛林大學 IUT 校長 Mathieu Pétrissans 家中聚餐合影

陳維新研發生質物焙燒技術，以生質燃料取代煤炭，
他在這個剛萌芽的新興領域，掌握了知識和技術，不斷向下
鑽研，奠定基礎。不過陳維新並不以此為滿足，永遠追求卓
越的他，希望有更多研究生和資源。2013 年終於如願以償，
回到成功大學航太系，這個當年他一心嚮往的學校和科系。
目前他主持成大航太系綠色能源與燃料實驗室，開發
生質能、氫能等綠能相關技術，也陸續得到科技部傑出研
究獎等各種獎項。他的實驗室也已經是全球焙燒最具代表
性的實驗室，一位法國學者還稱他為「焙燒權威 (pope)」。
為了讓自己的研究廣泛又深入，陳維新多次轉換跑道。
但是他認為，「如果我有值得驕傲的事，不是學術上的成

了解他們是否遇到了什麼問題，除了告訴他們失敗沒什麼，
也可以動用自己的人脈或資源，給予協助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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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能源與燃料之使用，並增進環境之永續性。上述服務間，

具體貢獻事蹟

東元獎為國內表彰科技與人文菁英的重要獎項，過去

曾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英國愛丁

(1) 引領全球生質物培燒及生物炭製造之研發

以來對於優秀科技與人文人才的鼓勵不遺餘力。感謝東元獎

堡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及法國洛林大學擔任訪

過去數年來本人致力於生質物培燒技術

對於本人過去努力與研發成果的高度肯定，期望東元獎能秉

問教授及邀請講座教授，以增進國際視野並促進國際交流。

研發，以改質固態生質燃料，提升燃料效

持過去優良傳統，為國舉才，甚至發揚光大，拓展更多科技

也與超過 30 國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合作，以建立實質之國

能並應用於工業，以替代煤炭使用，並

與人文面向，以使臺灣正向能量及優質文化更加提升。

際研究合作。研究過程曾與中鋼、台塑、中油、台糖、工

降低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引

研院、核研所、金屬中心等機構合作，開發再生能源及綠

領全球生質物培燒及生物炭製造研究之

色燃料，並獲得專利 23 項，應用於實際工業製程，以使研

研究團隊。本實驗室在生質物焙燒領域

本人自 1993 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安鋒鋼鐵公司研究

究成果具有實際產業貢獻。由於在國際上關於綠色能源與

所發表 SCI 期刊論文之品質與數量高居

加熱爐能源最佳化研究。於輔英科大環工系從事大氣氣膠

燃料具有卓越的表現，因此自 2015 年連續 5 次獲得 Web of

全球第一名，而自 2010 年以來所發表之

傳輸現象及廢棄物焚化研究。於臺灣海洋大學輪機系發展

Science 高被引學者、2 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中國工程師

「焙燒」期刊論文數約占全球總數 4.3%，

淨煤技術以降低消耗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環境負荷。在臺南

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李國鼎金質獎、李國鼎榮譽學者等

被引用總次數已超過次 5878 以上，佔全

大學綠能系期間，研究領域移至綠色能源。目前主持成功

多項獎項，並廣泛受到國際研討會邀請進行演講，受聘為

球 焙 燒 引 用 論 文 之 11%，H-index=42，

大學航太系綠色能源與燃料實驗室，研究生質能、氫能、

許多國際知名期刊之主編、副主編及編輯委員，在國際學

具有 15 篇高被引用論文，佔全球焙燒高

潔能及前瞻能源相關技術，以開發創新性技術，促進綠色

術間受到高度肯定。

被引用論文 47 篇之 32%。

成就歷程

(2) 成為協助業界研發綠色燃料與潔淨能源之
重要實驗室
本人研究重心除了生質物焙燒外，也包
含 生 質 物 氣 化、 裂 解、 液 化、 燃 料 乳 化
技術之開發及纖維酒精製造。曾與中鋼、
金 屬 中 心、 核 能 研 究 所、 台 糖 研 究 所、
中 油 公 司、 工 研 院、 台 塑 公 司 等 合 作，
分別發展高爐粉煤噴吹技術、生質油與
柴油乳化技術、液化生質廢棄物產生生
質油技術、焙燒工業廢棄物之燃料化技
術、纖維酒精之製造與生產技術、熱電
系統及模組技術。相關研發成果與技術
已取得 6 項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並成功
應用於馬來西亞生質煤製造廠、核能研
參訪菲律賓德拉薩大學 (2018/02)

究所電漿氣化爐、工研院夾帶床氣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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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流體化床氣化爐、台塑公司廢塑料的燃料化、

研究展望

輪引擎、內燃機、及燃料電池，氫燃料的運用可有效降低

本 人 主 持 成 功 大 學 航 太 系「 綠 色 能 源 與 燃 料 實 驗 室

空氣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潔淨能源則發展淨煤技術、粉

(Green Energy and Fuel Laboratory)」， 主 要 探 討 及 開 發 :

煤噴吹技術、熱電發電、二氧化碳捕捉與再利用等關鍵技

（1） 生 質 能、（2） 氫 能、 及（3） 潔 淨 能 源、 及（4） 能

術。能源系統則運用各種最佳化工具，甚而結合人工智慧

本人於氫能研究之重點包含氫氣製造、分離與純化，並

源系統相關技術。生質能研究目標為以各種熱轉化及化學

中的演化計算法及機械學習法則，建立前瞻性能源系統分

以實驗、動力式建模、數值模擬及理論推導方式進行相

方式開發生質燃料，以替代化石燃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析、設計及預測方法。整體而言，本人以促進綠色能源與

關技術之建立及現象分析。在設備方面，完成多項創新

氫能研究目標為熱化學方式將碳氫化合物轉化成合成氣，

燃料之使用，並增進環境之永續性為努力目標，希望為地

型製氫反應器之設計、製造與開發，包含微波反應器、

進而探討鈀薄膜純化氫氣之機制，以製造純氫，用於氣渦

狹人稠且缺乏資源的台灣，建立永續與環保之家園。

及中鋼粉煤噴吹替代燃料之評估等，以達成循環經濟之
目標。
(3) 建立氫能先進科技研發實驗室及人才培育的搖籃

超重力反應器、瑞士捲反應器、機械式噴霧反應器、超
音波噴霧反應器、富氫與純氫製造之整合裝置等，並開
發出先進之氫氣分離薄膜測量系統。在技術方面，已成
功利用蒸汽重組、催化部分氧化、自熱重組、水氣轉移、
甲烷熱分解反應進行氫氣之製造，並成功建立各式反應
之反應動力模型及模擬工具，預測氫氣生成反應現象。
相關設備與技術已取得 12 項美國及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氫能研究成果對於燃料資源永續利用，綠色能源技術開
發，及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具有重要貢獻。
(4) 前瞻能源系統之設計與開發
本人利用田口法、變異數分析及反應曲面法進行前瞻能
源系統之設計與開發，除了找出反應程序最佳的燃料產
率及能源系統最高功率輸出外，更進一步結合人工智
慧中的演化計算法則，完成能源系統之設計。近期更積
極開發機器學習及大數據分析於能源領域之運用，包
含多元適應性雲形迴歸 (multivariat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MARS)、 類 神 經 網 路 (Neural Network，
NN)、 決 策 樹 (decision tree) 及 案 例 推 論 (Case-Basing
Reasoning，CBR)，分析能源系統的執行特性，預測能
源系統的走向及趨勢，以更有效的建立先進能源系統，
上述技術已成功應用於生物炭、生質酒精、及氫氣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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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2004 to 2005,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in

The "TECO" Award breaks the social norms by awarding

2007,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 UK, in 2009, the University of

and recognizing outstanding people. The TECO Award is a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from 2012 to 2013, and the University

important award that commends domestic elites in technology

of Lorraine, France, in 2017,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I was also

and humanities. In the past, it has encouraged many outstanding

invited as an Invited Lecturer of the University of Lorrain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talents. I am grateful for the TECO

in 2019 and 2020. I have worked together with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its high recognition of my past efforts and research

academic unit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to

and development results. I hope that the TECO Award can uphold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operation. To have contributions

this excellent tradition to find more latents who hav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is society and expand more technological and
humanistic aspects, so as to enhance Taiwan's positive energy and
high-quality culture.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fter receiving my Ph.D. degree in 1993, I worked at An
Feng Steel Corporation for fuel optimization of heating furnace
energy. Then, I mov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f Fooyin University and wa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atmospheric aerosol transport phenomena and waste
incineration. Thereafter, I worked at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nd focused on clean coal technology for reduc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fossil fuels.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my research field moved to
green energy. Currently, I serve a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th attention paid to bioenergy, hydrogen energy, clean energy,
and other advanced energy technologies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 visited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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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industry, I have cooperated with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全家在普林斯頓大學燃燒實驗室合影 (2005/06)

pulverized coal injection technology, bio-oil and diesel

Formosa Plastics, CPC, Taisugar,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emuls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biomass liquefaction,

Institute,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Research, Metal Industries

biochar production from biomass waste torrefac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and other institutes to develop

and lignocellulosic bioethanol production, as well

renewable energy and green fuel technologies, and obtained 23

as thermoelectric system and module technology. 6

patents,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actual industrial processes. Due to

invention patents were obtained from these studies,

thes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green energy and fuel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ed technologi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recently I won the Web of Science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for

applied to the Malaysian biochar manufacturing plant,

5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2015,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the plasma gasifier of the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wice,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the entrained-bed gasifier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of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producti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CI journal article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fluidized bed

and Li Guo-Ding Gold Medal Award and Honorary Scholar

concerning biomass torrefaction published by our laboratory

gasification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ward, etc. I have been widely invited by many international

rank ﬁrst in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torrefaction articles of

Formosa Plastics' plastic wastes as fuels, and China

conferences to deliver speeches. I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our group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4.3% of the global total,

Steel Corporation's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fuels for

editor-in-chief, associate editor,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has exceeded more than 5878

pulverized coal injec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many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journals, and have been highly

times, accounting for 11% of the global total citations with

circular economy.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an H-index of 42. Our team has 15 highly cited papers, which

(3) Establishing an advanced hydrogen energy

accounts for 32% of the 47 high-cited torrefaction papers in

techn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world.

center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Leading the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iomass
torrefaction and biochar production
In the last decade, I devoted myself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iomass torrefaction technology to upgrade
solid biomass fuels for improving their efﬁciency applied in
industry. The torrefied biomass can replace coal and reduce
air pollutant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ur team
has become the top group in the world leading the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iomass torrefaction and biochar

(2) Becoming an important laboratory to assist the industry in

The aspects of hydrogen energy research include

developing green fuels and clean energy

hydrogen production,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In addition to biomass torrefaction, we also focus on th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 of biomass gasiﬁcation, pyrolysis, hydrothermal

phenomenon analysis through experiments, dynamic

liquefaction, emulsiﬁcation, and lignocellulosic bioethanol. We

model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collaborated with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Metal Industries

derivation. Many innovative hydrogen produc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reactors, including microwave reactors, high-gravity

Research, Taisugar, CPC,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reactors, Swiss-roll reactors, mechanical spray reactors,

Institute, Formosa Plastics, etc., to investigate blast furnace

ultrasonic spray reactors, integrated equip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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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gen-rich and pure hydrogen production, advanced

systems more effectively. The abov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hydrogen separation membrane measurement system, etc.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production of biochar, bioethanol,

have been conducted. Meanwhile, a variety of thermochemical

and hydrogen.

methods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such as steam reforming,
catalytic partial oxidation, authothermal reforming, water gas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shift reaction, and methane thermal decomposition reactions

I preside over the "Green Energy and Fuel Laboratory"

have been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Various reaction kinetic

of the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tional

models and simulation tools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to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inly developing: (1) biomass

predict the phenomenon of hydrogen generation reactions. 12

energy, (2) hydrogen energy, (3) clean energy, and (4) energy

invention patents have been obtained from these developed

system. The goal of bioenergy research is to develop biofuels

technologies. Overall, these developed hydrogen technologies

through various thermochemical conversion methods to replace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able use of

fossil fuels an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goal of

fue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hydrogen energy research is to convert hydrocarbons into syngas

and reducing emissions of air pollutants.

by thermochemical methods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4)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nergy systems

palladium membranes to purify hydrogen for producing pure

In our research, the Taguchi method, analysis of variance

hydrogen which can be used in gas turbine engines, internal

(ANOVA), an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 are

combustion engines, and fuel cells. The use of hydrogen fuel can

employed to design and develop emerging and advanced

effectively reduce air 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nergy systems. In addition to ﬁnding the best fuel yield from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s include clean coal technology,

the reaction process and the highest power output of the energy

pulverized coal injection technology,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the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in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reuse, etc. The energy system uses

is utilized to optimize the energy system. In recent years, we

various optimization tools such as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and

also attempted to develop the applic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stablish advanced

and big data analysis in the energy ﬁeld, including multivariate

energy system analysis, design, and prediction methods. On th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 (MARS), neural network (NN),

whole, I aim to promote the use of green energy and fuels and

decision tree, and case-basing reasoning (CBR), to analyze

increas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ergy system, predict
the trend of the energy system, and establish advanced energy

07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堅持對人類社會有貢獻的事做到極致
Do our best to contribute to human beings.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82

化工 / 材料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陳志勇

先生

Chen, Chih-Yung．68 歲（1953 年 1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循環經濟的實踐先驅，開發出全球領先之超

本人期許作為循環經濟的實踐者，數十年苦心研究終於開

臨界可回收發泡材技術，並打造台灣首座碳

花結果，不僅開發出全球首創超臨界發泡之可回收鞋材，

循環再利用示範工廠；成立新創公司，達成

廣受全球知名運動品牌企業爭相投入合作；今年更打造台

產學鏈結，在環境永續發展上貢獻卓越。

灣首座負碳排示範工廠，建構鋼煉化一體的負排碳技術，

Professor Chen is a pioneer and doer in circular

解決產業迫切減碳需求。期間要感謝前輩大老的厚愛與提
攜、政府經費的支持、企業對產學合作的付出，以及本人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

國家工學博士

economy technology, developed the world's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

碩士

leading supercritical recyclable foam material,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

學士

and built Taiwan's first carbon capture and

成果能為產業界投入創新量能，共同創造台灣永續循環、

utilization pilot plant; established two start-up

綠色製造的競爭優勢。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company to provide innovation energy to the

國立成功大學匯智綠色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industry. He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投資評估審議委員會「化學與材料產業」 技術審議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計畫

主審委員

經濟部技術處 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主審委員

曾任
行政院科技會報

首席評議專家兼循環經濟、綠能、智慧機械類組召集人

經濟部工業局

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小組委員會推動委員（學界代表）

台灣中油（股）

獨立董事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

奇美電子（股）

獨立董事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ﬁeld.

實驗室長期努力奮鬥與堅持不懈的學生們。最重要的是，
必須感謝我內人多年來無怨的付出與關懷。希望此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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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象牙塔 產學合作直球對決「2050年淨零排放」
2050 年淨零排放 (Net zero) 是全球氣候行動的共識，副
總統賴清德 2021 年受邀對哈佛學生會演說，在演講的最後，
再度強調台灣宣誓 2050 淨零轉型的目標，並且以親自參加全
台第一座負碳排示範工廠的落成啟用典禮的行動，展現政府的
重視，與全世界一起面對這個挑戰的決心。而這座示範工廠的
總主持人，正是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陳志勇，他投

「牽豬哥」「架橋」成就破億的產學合作成果、首創「匯
智俱樂部」
學者多半給人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在象牙塔內追求
學術上的卓越表現，但陳志勇不固守在塔內。在化學領域，
有一種「架橋作用」，指的是高分子經過架橋作用後，會

入化工領域約半世紀，並且一心一意要拯救人類免於浩劫。近

互相鏈結，並交織成網狀，變得密不可分。陳志勇也一直

半世紀的潛心研究，56 件產學合作計畫及 20 件技研成果技轉

在化工界架橋，為學校和企業架起橋樑，互助互惠創造雙

產業，不僅成果豐碩，且直球對決淨零排放的全球目標。

贏。他總是笑說自己在「牽豬哥」，但是把學術理論應用

註 : 根據 IPCC，淨零排放 (Net Zero) 指的是在特定的一
段時間內，全球人為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扣除人為移除的
量等於零。
化腐朽為神奇，讓 CO2 搖身一變為石化原料的新碳源
「氣候異常，人類面臨浩劫，不計成本都應該要想辦
法節能減碳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陳志勇，不
論對政府官員、企業領袖，都如此苦口婆心地提醒。不只坐
而言，陳志勇更積極遊說相關人士，且善用自己的專業研究
推動循環經濟，期盼投入一己之力而捲動更多力量促進環境
永續的可能性。2021 年 9 月 24 日台灣首座負碳排示範工廠
在成功大學落成啟用，這座工廠捕捉二氧化碳純化之外，純
化後的二氧化碳烷化後再利用，讓二氧化碳搖身一變為石化
原料的新碳源，因此是石化界的大事。這座工廠由陳志勇主
持，落成啟用當天，國家元首副總統賴清德親自出席之外，
產官學研各界皆踴躍出席冠蓋雲集，足見各界對純化二氧化
碳讓 CO2 資源化技術之重視，且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在實際需求上，對人類的進步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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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其過人之處，只是你沒發現而已。」
陳 志 勇 還 有 一 個 好 習 慣， 就 是「 超 前 部
署」。例如考上成大化工系後，因為沒事做也沒
錢，他就利用還沒上大學的暑假，預習大一要上
課的內容，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畫起來，日後上
課時認真聽老師說明，「所以我的書都畫得紅通
通的，寫一大堆註記。」
他認為預習比複習更重要，因為知道自己哪
裡不懂，聽到解答的印象會特別深刻。陳志勇大
二就把大四的高分子學看過一遍，「而且上課坐
陳志勇深知「架橋」之於研究與技術發展、產學應用

祖父一起在嘉義東市場賣網紗肉捲，媽媽也在市場做小生

的重要性，積極四處奔走媒合，這十年來，研究團隊共有

意貼補家用，養育八個小孩。陳志勇說：「所以我現在每

為了賺生活費，陳志勇大學兼了家教。大

56 件產學合作計畫，總合作金額上億元，技術移轉 20 項，

到一個地方，一定會去當地的菜市場走走，回味一下童年

二教到幾位當時就讀嘉南藥專的學生，「我白天

技術移轉金超過 4000 萬，科技部的 42 個計畫和經濟部 3

的記憶 ...。」因為菜市場對他來說是兒時一家人免於飢寒、

在大學上有機化學的課，晚上教有機化學的課，

個大型計畫，總計畫金額 4.5 億元以上。在成大，這樣的紀

恐懼，且重新起步安頓下來的地方。

除了預習和認真聽講外，我還好好消化了這些內

錄很難被打破。他曾任中油和奇美電子的獨立董事，以及
台肥等處的諮詢顧問，也是科技會報的首席評議專家、國

到老師前面，後來老師都很怕我。」

容，再講解給別人聽。能教別人「學以致用」，

唯有讀書穩賺不賠 超前部署預習更甚復習

才表示所學內容真正內化成自己的學問，所以家

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投資評估審議委員會中「化學與材料產

五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的最高學歷只到高中，早早就出

業」的技術審議委員，並為經濟部技術處與工業局之協助

社會賺錢，他小時候也看過家中被債主丟酒瓶討債。陳志

陳志勇不但大學在班上是第一名，考試前也

企業產業升級和創新計畫的主審委員，同時也擔任經濟部

勇很小就知道，要脫貧，只能靠教育，所以非常認真讀書，

非常搶手。他笑說：「因為我上課認真做筆記，

石化高值化的推動委員。

靠獎學金來繳學費。讀嘉義中學時，晚上還自備日光燈到

不論從商機、社會責任等各方面來看，石化業者都要

班上插電、讀到十點以後才騎腳踏車回家。放假日或寒暑

轉型，走「精品」路線。為了讓更多有心人共襄盛舉，擅

假也一大早就去圖書館卡位，讀到圖書館關門為止，「圖

長「架橋」的他登高一呼，成立了「匯智俱樂部」，做為

書館不用花錢，而且那麼多人陪你一起讀書，讓你不會胡

化工產業高值化的交流平台，互相腦力激盪，讓產官學研

思亂想，效果比自己在家讀書好太多了。」

共同為石化產業的加值而努力。

不論高中或大學，陳志勇常泡在圖書館內，除了本科

陳志勇努力替研究室爭取經費，同時也積極為企業和

系的書之外，他也看各種不同領域的書。「世界上很多工

政府解決問題，原因之一是，他從小就知道錢很重要。陳

作都像賭博，有輸有贏，例如你看到一場很爛的電影，花

志勇的父親原在嘉義從事木材買賣，在他幼稚園時被倒帳，

了錢又浪費時間；但唯有讀書穩賺不賠，或許你看到一本

家裡經濟陷入困境，被上門討債的記憶猶新。於是父親跟

覺得難看的書，大不了換一本來讀。而且作者能出書，一

教對我打好學術基礎也有幫助。」

而且自己當家教，知道課程的重點在哪裡，並且
了解老師在想什麼，所以考題命中率很高。例如
老師上課沒提到的，表示他自己應該也不熟，十
之八九不會考；老師上課強調的，一定是他拿手
的內容，考的機率就很高。」要不是大三腎結石
開刀，陳志勇就能拿下全勤紀錄。勤學加上超前
部署，他在學生時期，就善於站在雙方的立場思
考，所以能事半功倍，這個能力之後也一直沿用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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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顧問奠定高分子基礎 結合學術與實務

之憂地全力衝事業。

由於家庭經濟狀況不許可，父親又生病，陳志勇大學
畢業後，繼續攻讀成大化工碩士和博士，並且在久榮樹脂

感謝施明德提攜 眼界更高更廣

復工審查委員、高雄石化地下管路爆炸調查委員等。而且

趨之若鶩，原因是他們很會說「愛地球」的故事，而且台

他不斷提出呼籲，石化業者乃是世界環境污染的始作俑者，

灣的供應鏈都要配合國際企業零碳排的政策，於是陳志勇

製造了許多汙染，犧牲巨大的社會成本，現在責無旁貸，

開發出非架橋式的鞋材。

公司當顧問。時至今日，他還是對那家公司充滿了感謝。

在成大努力教學和研究，也有了回報，陳志勇曾獲得

需要回饋社會，應不計代價全力投入降低碳排放量渡過氣

市面上很多鞋子號稱是環保材質，絕大多數其實無法

第一個原因是，奠定了他在高分子方面的基礎。在學校學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金質獎章、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

候異常的危機拯救人類浩劫，並推動循環經濟讓全球資源

再利用，因為橡膠經過硫化架橋後，不能回收再製。但陳

的都是理論，不懂實務，但是久榮的董事長很有心，當時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等。另一方面，他和業界溝通的管道也

能生生不息。

志勇開發出的鞋材，採用超臨界氮氣發泡材質，兼具舒適、

就注重研發，借重多位研究助理的力量，讓產品精益求精。

一直很暢通。學校認為他聽得懂業界的語言，於是當時校

陳志勇自己的研究先從最基本的石化業無害做起。例

這位董事長的做法是，一座工廠聘請 6 位研究員，每

長翁政義請他協助校方推動產學合作，1997 年成大即成立

如台灣溼氣重、鹽份高，石化工廠管線容易因生鏽腐蝕而

個人一天顧 3 個反應器，一個禮拜 5 天，就有 90 個實驗數

了育成中心，和交通大學同樣是大學設立育成中心的先驅。

破裂，造成氣爆，必須定期塗防蝕塗料。防蝕塗料要加一

據。陳志勇一個禮拜去一天晚上，把這 90 個數據寫在黑板

在大學服務的過程中，陳志勇感謝指導教授郭人鳳的

些添加劑，但塗料會因此變得黏稠；為了容易塗刷，又要

上，然後一起討論、思考這些數據的意義。「數據結果一

教導之外，也特別感謝施明德。施明德 1992 年到台南競選

摻入溶劑，但這種溶劑在塗刷的過程中會在空氣中揮發，

已經 68 歲的陳志勇，年輕時一直為台灣石化產業的教

定有好壞，我就要想下一步要怎麼做，不好的數據如何改

立法委員，1993 年擔任民進黨黨主席，邀請陳志勇擔任台

有害環境和人體。陳志勇的團隊於是開發出無溶劑的防蝕

育、研究到處奔走，沒太多時間陪孩子，讓他一直覺得虧

善、數據好的實驗結果要如何更精進。我不能丟成大化工

灣 400 年來第一戰陳定南省長選舉之台南市競選總部的執

塗料，不但對環境無害，也讓石化廠大幅降低蝕銹的風險

欠太太和小孩，連女兒要嫁給自己的學生，他居然是最後

的臉，所以拚命做出好成績。」 第二個原因，則是在那裡

行總幹事。陳志勇內舉不避親，廣邀成大教授（如賴清德

減少氣爆之虞。安全之外，資源還應該要回收、並且再利

一個知道的。現在當了阿公，加上為退休生活預做準備，

他看到當時擔任會計的女生很漂亮，就請董事長介紹，後

醫師、林易煌醫師、吳慶年教授、王振華教授、康信鴻教

用，才真正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他當過鞋業大廠的顧問

他再度超前部署，這兩、三年來，試著放慢生活步調腳步。

來順利成婚，生了兩個女兒，這位賢內助也讓他毫無後顧

授等）加入輔選陣容。之後施明德向林信義部長推薦陳志

數十年，知道歐美知名品牌運動鞋售價那麼高，消費者仍

現在他有空就走路，每天 3 萬步起跳，走路時聽音樂（手

勇到經濟部工業局，審查一些科技業的專案。習慣超前部
署的陳志勇，在專案中看到業界遇到某些問題時，就會從
自己的角度出發，先思考其解決之道，因此能比別人更早
一步掌握商機。
陳志勇不只走出象牙塔，而且走得更遠，接觸到全球
的熱門焦點議題，甚至能加上政策論述，高度比一般學者
高出許多。他說：「我在學校教書，也當過很多企業的顧問，
不過內容受到侷限。直到替政府機構審查一些案子以後，
我涉獵的領域才整個打開，視野更寬闊。」

石化業者責無旁貸 重安全也要重循環經濟
化工產業製造出許多產品讓人類過著更便利舒適的生
活，卻也不時傳出一些危害安全的事件。陳志勇善用他的
化工專業，為人民安全把關，擔任過高雄日月光污染事件

吸震、輕量、無毒、成本較低等特點，重點是可以真正做
到循環再利用。

退休也以每天 3 萬步超前部署 牽手鶼鰈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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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設備全由國內製造，其效率可媲美歐盟

一、對台灣懷抱理想，永保信心

國家示範計畫之先導工廠，在經濟發展

社會運動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約莫 30 年前，受民進黨施

的前提下，工業上仍急切需要負碳排來

明德主席邀請，擔任陳定南省長台南市競選總部之執行

除掉不得不排放的 CO2，期許此示範工

總幹事，進而廣邀成大教授（如林易煌醫師、賴清德醫

廠能為碳中和目標所需之碳、氫產業鏈

師等）加入輔選陣容。由於曾參與社會運動，啟發本人

貢獻一份心力，在保護環境的同時，共

具有理想性、使命感與強烈實踐力，進而促使長期以來

同創造出綠色的碳循環經濟商機。

特別關心台灣的產業永續發展、工安與環境保護等議題。
二、深信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可以共存
經歷社會運動的洗禮，相信渺小的個人也是改變社會的
機裡存了上千首各種曲風的樂曲）、講電話（交辦事項或
提供企業減碳諮詢）、想研究方法，既健康又有高工作效
率。
如果明年疫情緩和、可以出國，他就打算退休，帶著
「牽手」出國遊山玩水，多陪陪三個可愛的外孫子女。「我
在外面不會牽太太的手，可是晚上睡覺一定會牽太太的手，
牽到她的手，才有回到家的感覺。」鐵漢柔情，說這句話
的時候，他的語氣充滿了疼惜。基於使命感，相信他守護
這個家的同時，即使退休後，仍舊會為台灣更美好的明天
繼續努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新冠疫情爆發、氣候變遷加劇，在在顯示人類與大自
然的關係已嚴重失衡。個人認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應藉此科技 / 人文獎項的頒發，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重
新喚起科學研發者對這塊土地的責任、對自然環境的道德
良知，鼓勵國內學界開發關鍵技術，並協助所發展出的技
術在國際推廣。喚起社會各界共同建立綠色工業革命所需
的關鍵核心技術，創造產業加值，致力環境永續發展，讓
台灣能站在新時代的浪頭上。

具體貢獻事蹟
一、協助規劃、推動我國產業科技的發展

關鍵力量。本人研究團隊打造台灣首座負碳排示範工

承蒙政府首長厚愛及工業界肯定，鼓勵

廠，以碳捕捉結合再生能源產氫技術，產製高值的綠色

本人一路參與石化產業國家政策的規劃

化學品（乙丙烷）及能源化學品（甲烷天然氣），關鍵

推動，從「石化高值化」（擔任經濟部

核心技術 100% 專利自主（衍生 24 項多國發明專利）、

石化高值化推動委員、麥寮六輕之環評
技術專家）、「循環經濟 / 材料」（擔
任 5+2 創新產業中循環經濟∕材料之政
策執行績效的主審委員、行政院科技會
報循環經濟∕材料組評議專家、行政院
環保署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
高雄市高端材料研發 / 認證中心籌備委
員），以及「碳循環再利用」（推動化
學固碳納入能源國家型計畫項目、協助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設納入碳循
環關鍵技術），每一階段皆提供相當多
的紮實建言，藉以協助規劃我國產業科
技發展策略與競爭力。
二、打造國內首座負碳排示範工廠 & 建構
碳 資 源 化 國 家 隊 － 實 現 台 灣 永 續、 減
碳、減汙染之循環經濟產業鏈（碳、氫
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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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130 國、527 個城市宣示 2050 碳中和氣候願景。
本人與王振乾教授共同組織研究團隊，打造成大負碳排
示範工廠，藉由負碳排工廠的解決方案，讓我國的鋼鐵
廠、石化工廠及發電廠的碳源廢棄物，結合再生的風光
綠能，建立碳循環再利用的技術，生產高值的綠色化學
品、農作關鍵尿素肥料物資及能源化學品。此外，由本
人擔任發起人建構一永續碳資源化國家隊，協同政府、
企業、法人、學界四方攜手，共同落實 CO2/CO 資源
化技術產業應用，創造負碳排效益，建構新興綠色碳循
環產業，推動經濟成長。
三、成立國內首創化工產業高值化交流平台－匯智俱樂部
鑑於長期來學界之研究成果（供給端）與業界所需之技
術（需求端）有相當的落差，致使產學合作之績效不易
落實貢獻於國家的經濟發展，相當可惜。因此由本人擔

化成有價值的資源，讓台灣的循環經濟實踐、具體化，

任執行長於 102 年 5 月 11 日成立國內首創之「匯智俱

真正為提升綠色循環材料產業盡一份心力。

樂部」，建構一國內首創的大型石化高值化的技術交流
平台，匯集超過兆元產值的產業鏈，做為產、學、研之
技術交流平台，經由研發資源的整合，推動真正的產、
學、研合作，早日將技術落實於量產上。
四、學研成果衍生 2 家新創公司，為產業界投入創新量能

研究展望
人類已面臨氣候異常的危機，全球各國莫不傾全力投
入解決此危機。碳中和乃是解決此危機唯一全世界共識的
對策。在此關鍵時機各產業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勢必興起

本人致力循環經濟的實踐，這些年來將「海洋垃圾回收

一波破壞式創新的轉型。比爾蓋茲於 2021 新書《如何避免

材、可回收發泡（鞋）材」以及「碳捕捉烷化再利用」

氣候災難》提到，「有能力建立起成功的零碳公司和零碳

技術，分別以千萬價格技轉成立 2 家學界衍生新創公

產業的國家，將會在未來幾 10 年中領導全球的經濟」。未

司，從基礎的技術研究、專利佈局、產業合作進行技術

來本人研究團隊將持續在技術研發與創新繼續努力外，更

商業化開發、商業可行性驗證 (pilot plant)、衍生新創

加注重與國內企業的聯盟合作，藉由綠色科技創新的驅動，

事業，達到研究成果到商品化一條龍之最大價值，使國

將科學知識與技術轉為勞動力，藉此銜接學術界與企業界，

家整體資源做最有效益之運用。其中開發出全球首創超

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來落實永續環境目標，共同為全人類

臨界發泡之可回收中底發泡鞋材，共衍生 16 項多國發

創造一個零碳世界。

明專利，此材料已廣被歐美、中國知名運動品牌企業所
採用。期望此材料能為產業注入創新能量，將廢棄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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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environment, and build the key technologies required for the green

2. Faith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 intensiﬁ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creat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strive for

Protection Coexist

climate change are showing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ki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so that Taiwan can stand

Experiencing the social movements, I believe that

and nature has been seriously out of balance. I personally

on the wave of the new era.

small individuals are the key force in changing society.

think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y research team built Taiwan's first negative-carbon

"TECO Award" should re-awak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ﬁc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emission demonstration plant, using carbon capture

researchers to our land and the moral conscience of the natural

1. Believe in Taiwan and Always Maintain Conﬁdence

combined with renewable energy hydrogen production

Social movement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progress. About

technology to produce high-value green chemicals

30 years ago, I was invited by DPP Chairman to serve as the

(ethylene propane) and energy chemicals (methane natural

Executiv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Tainan City Campaign

gas). We hope that this demonstration plant can contribute

Headquarters of Governor Chen Dingnan, and then invited

to the carbon and hydrogen industry chain required by the

Che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to join the team selection. As

carbon neutral goal, whil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 result of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ovements, it inspired my

and jointly creating a green carbon recycling economy

idealism, mission, 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which has

business opportunity.

prompted me to pay attention to issues such as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tection in Taiwan for a long time.

1. Assist in Plann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ndustrial Technology
Thanks to the love of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ndustry, I have encouraged 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lann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cy o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from "petrochemical
high-value promotion", "Circular Economy/Materials"
to "carbon recycling", each stage provides a lot of solid
advi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2. Build the First Negative Carbon Emission Pilot Plant
130 countries and 527 cities have declared the 2050
carbon neutral climate vision. With the sol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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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lot plant, the carbon source waste of steel plants,

2013, to build a domestic ﬁrst large-scale petrochemical high-

petrochemical plants and power plants can be combined

value technology exchange platform, and to gather an industrial

with renewable energy to establish carbon recycling and

chain with an output value of more than one trillion yuan as a

reuse technologies to produce high-value green chemicals,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key urea fertilizer materials and energy chemicals.
In addition.
3. Established the High-Value Exchange Platform of Chemical

4. Academic Research Derive Two Start-Up Companies
Over the years, I have transferred the technologies of "marine
garbage recycling materials, recyclable foam (shoes) materials"

Industry

and "carbon capture alkylation and reuse" technology to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establish two companies at a price of tens of millions. Among

(supply side) and industry (demand side). I acted as the CEO

them, the world's ﬁrst supercritical foamed recyclable midsole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domestic "Huizhi Club" on May 11,

foamed shoe material was developed, and a total of 16 multi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have been derived. This material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well-known sports brands in Europe,
America and China.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Mankind is already facing an abnormal climate crisis, and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fully committed to solving this
crisis. Carbon neutrality is the only global consensus solution to
this crisis. Bill Gates mentioned in his new book "How to Avoid
Climate Disaster" in 2021 that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ability to
build successful zero-carbon companies and zero-carbon industries
will lead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In the
future, my research team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rd on technology
R&D and innov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lliances
and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goals with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jointly create a zero-carbon world for the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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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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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童國倫

先生

Tung, Kuo-Lun．53 歲（1968 年 1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化工高效分離技術研發，獲致全球首創之破

有人說研究路漫漫、要耐得住寂寞，但我和團隊一路走

壞式創新無機膜，學術聲望享譽國際，並成功商

來，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研究過程充實且充滿歡

品化成立新創公司，落實產業績效顯著，在水資

喜，讓我團隊的研究成果發光發熱。個人獲得了東元獎，

源與環境永續上貢獻卓著。

就好比燈泡被點亮了，這背後有許多貴人和學術界前輩給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

Dr. Tung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R & D of

我能量，我才有動力，才能產生電流，讓燈泡發亮；感謝

碩士

high-efficiency separation technology for two

的人有許多，其中最感謝的是我的啟蒙恩師呂維明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學士

decades, the world's first destructive innovative
inorganic membrane is obtained. Thus earning

現任

他讓曾經在傳統過濾領域猶豫不前的我，義無反顧勇往直
前，如今過濾技術不僅在化工產業、更在電子與生技產業
中扮演關鍵角色，呂老師的治學、為人、處世更是我終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學習的典範；而在我進入中原大學的學術生涯開端，將我

國立臺灣大學水科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究中心

副主任

also successfully commercialized the established

薄膜化（membranized）的薄膜領域前輩賴君義國家講座

國際水協會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

會士 (Fellow)

start-up companies. With the significant industrial

教授，引領我進入薄膜領域得以一窺薄膜殿堂，更是激起

國際水協會 (IWA) 薄膜技術委員會

副主席

performance, this technology made outstanding

我研究熱情的重要推手，而賴教授的感染力，讓我持續培

Elsevier 出版 Separation & Puriﬁcation
Technology 期刊 (2020 影響指數 7.312)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編輯 (Editor)

曾任

and the environment.

育薄膜科技人才、嘉惠學子。有人說燈泡要亮，是因為裡
面有電阻，那些助力必須克服電阻的阻力，才能將電流轉
成光和熱；感謝實驗室從創設到現在的所有學生和夥伴，
不辭辛勞日夜溫馨相伴，陪我一起克服許多阻力和困難，

國立臺灣大學

副國際長

英國過濾學會

理事 (Council Member)

台灣化工學會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

能專注於我熱愛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工作。更感謝科技

中國工程學刊化工組

召集人

部、經濟部、教育部、中原大學、臺灣大學和業界夥伴在

中原大學薄膜技術研發中心

主任 / 副主任

研究路上給予我和團隊的資源挹注與長期支持。

才讓這些電流能轉成光亮。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親、
家人以及童語和童言兩個寶貝，有他們的默默支持，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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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務實的基因創新，帶臺灣到世界，領世界到臺灣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對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童國倫而言，

成為首位獲邀出任英國過濾學會理事的亞洲學者，更在 2017

鑽研過濾分析科學是因緣際會，更似命中注定。大學

年 10 月到 2021 年 9 月擔任國際水協會（IWA）薄膜技術委

四年級因為想轉考 MBA，又想用最少的付出探究化工研

員會副會長。但在全球過濾分離學界舉足輕重的童國倫，31

究，因此選擇最傳統的粉粒體過濾分離做專題研究，

年前就讀臺大化工系 3 年級時，曾決心要當「逃兵」。

誤打誤撞意外啟發興趣；而今回想卻發現，從小就對

「我從臺北市立復興高中畢業，不是敦化南路上的的明

家裡所有粉狀物很好奇，喜歡用手去摸玉蜀黍粉、太

星私中復興中學。補習重考錄取臺大，已經算是奇蹟了。但

白粉 ...，還有頭痛必吃的「腦新」粉、胃痛吃的「正

念到 3 年級，總覺得自己拚不過明星高中畢業的同學，念得

露丸」，不小心打破溫度計而「滾出來的水銀」，甚

很累。」童國倫決定考研究所轉攻 MBA（企業管理碩士），

至是舊式廁所排水溝裡的「便便」，被那種莫名的顆

「1990 年代 MBA 很熱門，畢業就有百萬年薪。我發現自己

粒感深深吸引，想摸看看裡面有什麼顆粒？原來當年

還滿適合做生意的，就把經濟、會計和統計學全修了，也都

嬴弱多病的小男孩，多年後蛻變成為國際頂尖過濾分

念得不錯，做好換領域的準備。」

析科學家，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但千算萬算，不如天一劃。雖然決定轉行，童國倫想著
這趟不能白走，就跟著同學拜師選實驗室做大四專題，認識

從古老的領域出發 差點成為化工逃兵

什麼叫化工研究。「同組 6 個同學除了我以外，每個都要出

「過濾分離在化學工程是很古老的領域，被全世

國進修。呂維明老師剛好從國科會工程處長卸任，他的推薦

界認為是成熟的科學，好像沒有什麼需要再著墨的了。

信出國很好用，大家都要選他，我就跟著選。」呂老師的專

也因為大家都忽略了，就給了我這個機會。」童國倫為

長就是過濾分離，比起當年回國年輕教授的材料與生物科技

大家解釋什麼是「過濾與分離」的專注神情，就如同

等領域，過濾分離是當時冷門的研究主題，「有些同學的目

TEDxTaipei 邀請他在《未來脈動》系列講座講演「用心

的是推薦信，我讀完就要走人了，不想跟其他同學搶熱門的

治水，好山好水」時，在引言的精闢描述「雖然所從事

老師。」

的研究非主流領域，仍堅守自己想做的事，相信每項研
發都可以是臺灣的未來優勢。」

專題論文躍登國際期刊 驚喜展開研究旅程

童國倫浸淫冷僻的化工研究逾 20 年，研發出獨步全

童國倫清楚記得跟著同學到實驗室拜師的情景，呂維明

球的高效能無機薄膜，能夠過濾分離強酸強鹼溶液與高溫

淡淡的對大家說，「過濾分離很傳統，幾乎沒有人要選。這

工業廢水回收再利用，被譽為過濾分離科學破壞式創新，

個東西任何地方都用得到；跟微積分在數學領域同樣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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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也不難學。」幾句話就讓童國倫更加篤定，「那時候臺

即引薦到和泰工業，手把手帶著他做活性碳製程研究。當時

你就趕快畢業吧，趕快工作賺錢。我看好你到業界發展；不

是觀葉植物，卻想要跟人家比花艷！」童國倫當時很篤定自

灣環保意識逐漸抬頭，我想走跟環境有關的商業管理，過濾

食品業過濾用的活性碳，都是用化學藥劑腐蝕製作，潛藏食

要到學校教書。」童國倫拚了 4 年拿到博士，又跟著呂維明

己就是要做過濾分析，「當時大家競相朝生物化學和高分子

分離應用廣泛又跟環保有關，就決定跟著呂老師做完專題馬

安風險。呂維明帶領童國倫參考日本經驗，利用水蒸氣當活

做 1 年博士後研究，還到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短期研究交流，

材料發展，但我認為高分子無法承受高溫強酸強鹼，我要想

上走人。」沒想到竟會意外做出興趣，研究成果還在國際期

化劑，研發物理碳製程與設備。

返國後卻意外懇請恩師諒解，「您給我 1 年時間，如果申請

辦法做出耐高溫強酸強鹼的過濾材料，才能夠跟全世界的科

不到學校，我就到業界衝了！」

學家拚高低。」

刊《CES》（化學工程科學）發表論文。

「我們在那年成功翻轉臺灣所有的活性碳製法。」和泰

「我做的是做粒子碰撞運動物理原理實驗。」童國倫神

的研究又被童國倫發表論文，對他日後學術生涯影響深遠。

童國倫想在大學教書，繼續到補習班兼課，儘早還清家

采奕奕談起往事，從書櫃找出 2 張圖卡，「這是我畫的實驗

大學畢業前後接連發表國際期刊論文，在那個年代是鳳毛麟

裡債務。沒想到向國內 5 所「中字輩」大學申請教職，4 所

圖稿，粒子經過濾直往下堆積，越底部顏色越深；上面就比

角，呂維明打鐵趁熱鼓勵他考研究所。「那年錄取 40 個，給

國立全部摃龜，僅私立中原大學看上他曾到新南威爾斯大學

以實務為導向的中原大學，校友遍佈產業界，提供產學

較清澈，過去沒有人這樣看粒子的堆積。」論文發表後，呂

我矇到最後 1 個，碩士班學號 40 號。」沒想到童國倫整個脫

學習薄膜技術的資歷。「那個年代不是洋博士，要進臺成清

合作計畫讓童國倫應接不暇，到補習班兼課自然無法如願。

維明對童國倫說，「這個題目給外校來的第一名學生都做不

胎換骨，第 2 年就通過博士班資格考，拿到國科會每月 2 萬

交想都別想。」童國倫徵詢呂維明意見後，決定接受中原聘

也因曾在呂維明創辦臺大創辦粉粒體實驗室過程幫忙跑腿打

出來，竟然被你這個成績中上的做出來！」期刊編輯更評論

元獎學金，死心塌地跟著呂維明做過濾分析研究，徹底打消

書，因為中原是國內 4 所最早有化工系的大專院校，很多畢

雜，中原決定在 2000 年創辦薄膜技術研發中心，被化工系教

說，「this paper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an old subject matter.

轉行 MBA 的念頭。

業校友在產業界都很優秀。

授賴君義欽點參與籌設規劃，剛進中原 2 年就被賦予重任，

...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literature。」第一次收到這樣
的審查評語，呂老師對童國倫說「這是你前世修的」。

困境遇良師引路 沈潛中原劍指世界

「顛覆古老的領域，賦予它新生命！哈哈哈 ... 我是誰

然而看到同學競相出國進修，童國倫也不是沒心動過，

啊？原來我對化工還有些天分。」這篇論文讓童國倫如夢初

卻因父親生意失敗負債千萬，讓他不得不放棄。「家裡每個

醒。呂維明悄悄囑咐研究所博士生黃國楨，「無論怎麼拐，

月要扛 10 幾萬的債，我到處申請獎學金，還瞞著呂老師到補

都要把這個小子留下來！」確定童國倫畢業後不用當兵，隨

習班兼課。」童國倫歉疚的說，「我違背了老師的期許。他

攀頂登峰卻猛撞牆 火山野岩忽現明燈

呂維明告訴童國倫，「植物要放在對的土壤才能夠成長

與阮若屈等多位化工系教授共同策劃。童國倫任勞任怨又專

茁壯，中原是可以孕育你的土地。但是要想清楚自己是什麼

注於研究，很快在 2006 年升等教授，更被拔擢出任薄膜技術

植物，木科、草本，還是花？不要去了，強出頭，明明自己

研發中心副主任， 3 年後直接扶正。

幫我爭取很多獎學金，希望我專心做研究。我都有做，也做
得很好，白天在實驗室做研究，晚上到補習班，每天睡 3 個
小時，假日都沒休息，就是不敢跟老師講。」
果然紙包不住火！ 1994 年童國倫協助呂維明負責籌辦
國際研討會，印刷廠老闆因周末連絡不到他，隔兩天直奔呂
維明研究室見面就喊：「童國倫！我禮拜六整天都找不你，
學弟說你去補習班上課 ...」呂維明聞言當場請老闆暫時迴避，
指著童國倫的鼻子怒斥，「你不老實，拿了學校獎學金又去
外面兼職！你出去。」整整 1 個星期不跟他說話。隔了 1 個
星期再問他，「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瞭解來龍去脈之後，呂維明心疼的說，「為什麼不早點
1998 年 6 月於呂維明教授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

講？」原想金援他，卻因金額過於龐大，僅能無奈說，「那

中原大學薄膜中心創始成員 20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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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意氣風發的童國倫在當家作主前，其實曾陷入

童國倫沒想到困擾 3 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竟似「眾

事，而且還是講英國腔英文。」為彌補沒有出國留學的英語

長達 3 年的研究撞牆期。2006 年薄膜技術研發中心被評選為

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藏在最

溝通弱點，童國倫到中原第 2 年就延聘外籍家教，苦學兩年

教育部 5 年 500 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對象，「賴老

熟悉的高中母校附近的地熱谷，「我們高中 3 年常去那裡，

會議英語，意外成為躍登國際學術舞臺的利器。連續 4 年擔

師就問我想要什麼？我說想要乙臺粉體塗佈的電漿設備。他

總是看到很多水蒸汽冒出來。」更豁然開朗想到，當年用蒸

任英國過濾學會理事，逐漸在全球過濾分離領域嶄露頭角，

說沒有問題，多少錢？我講 600 萬。他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就

氣當活化劑製造活性碳，不就是同樣的原理，「我們就師法

終於讓母系師長注意到這位年輕系友的傑出表現。。

說好！」童國倫描述當年兩人對話情景，感謝之情溢於言表，

大自然跟火山爆發的概念，透過控制水量和出水速度，利用

面對臺灣最高學府又是大學母校師長的肯定與鼓勵，童

「我就是靠這臺設備研發出高效能無機薄膜。不過是賴老師

水蒸汽在熱熔陶瓷均勻的衝出孔洞，開發出全球獨創的高效

國倫起了回母校的念頭但卻也有些躊躇。「學術生涯最重要

買給我之後，經過 3 年失敗才做出來的。」

能無機薄膜。」

的成果都是在中原做的，也因為傳承中原『研究必須為產業
所用』的務實基因，讓我做出世界領先、臺灣優先的研究成

高分子塑膠熔點是攝氏 100 度，陶瓷無機材料熔點高達
1200 度，童國倫想在在金屬上面塗佈陶瓷取代高分子塑膠當

無機薄膜驚艷國際 引領世界看見臺灣

過濾材料，「這個全世界都做不到！剛好我有粉粒體實驗室

研究成果發表後，各國演講邀約不斷，英國過濾學會理

的經驗，也用無機材料幫業界做過塗佈滾輪，我就想或許能

事主動邀請童國倫出任理事，「以前從沒有亞洲學者當過理

夠用這個方法做無機薄膜。沒想到屢試屢敗，做出的薄膜都
是裂縫，沒有孔。」童國倫忍不住苦笑，「賴老師每天問我，
600 萬現在是生出什麼？我僅能回答什麼都沒有。」
直到有天實驗室辦旅遊活動，童國倫帶著團隊到陽明山
踏青，有個研究生看到地熱谷岩石，開玩笑說：「哈哈哈，
學長，你那個裂縫在這裡！」童國倫定睛細看，「真的欸！

果。大家都說我是中原培養的，問我為什麼要走？」但童國
倫很清楚自己若想要做更深更難更頂尖的研究，回母校是必
須且最佳的選擇；也因此同儕難免竊竊私語說他無情無義。
對童國倫萬般提攜的賴君義則是語重心長，「有能力發
揮的人，應該到不同的地方歷練。你想做更多的研究，我不

大地質系請益，「原來差別就在有水跟沒有水，底下有地下
水的岩石就會有孔洞。」

下一個童國倫！」

會勉強挽留；如果繼續留在這裡，我們就一起努力。」又說

轉換跑道到臺大的童國倫 2013 年透過英國過濾學會推

「沒上，就回來當（工學院）院長！」甚至幫忙寫推薦信。

薦，受邀在德國 FILTECH（全球最具規模的過濾與分離學術

中原化工系主任鍾財王（現任副校長）更在歡送茶會力挺，

研討會與技術展）國際學術會議演講，對著現場逾千名學者

「他都已經 41 歲了，人生最精華的 10 年都給了中原，跟著

專家侃侃而談，吸引歐洲媒體大篇幅報導，出口轉內銷意外

賴老師與所有團隊成員共同把薄膜技術研發中心打造到這個

可是同樣是石頭，為什麼麥飯石一堆洞，這個就只有裂縫？」
研究生一句玩笑話，瞬間在童國倫心裡百轉千迴，還跑到臺

地步，夠了。我們要讓人家看到中原的肚量，我們一定會有

紅回臺灣，成為外交部和 Discovery 頻道共同製作《臺灣無比
精彩》的新創科技典範。2017 年當選 IWA 薄膜技術委員會副

2009 英國過濾學會理事會

會長，國際學術聲望更上層樓，各國過濾分離學界都知道臺
灣有個「Allan」很有料。
站在聚光燈下的童國倫，更希望能夠帶臺灣到世界，領
世界到臺灣。2015 年與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教
授黃國楨共同創辦臺灣過濾與分離學會，2016 年促成 4 年一
度的世界過濾會議首度移師臺北舉辦，又爭取到 2020 國際無
機薄膜會議主辦權（因新冠疫情延到 2022 年）。「國內過濾
產業有很多隱形冠軍，從台積電到可口可樂都不能沒有他們。
我們把國際會議帶到臺灣，就是要讓大家認識臺灣的研發能
量，也認識臺灣文化、城市、土地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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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活動．這些活動都在在強調深耕多元教育、深耕科

以來的管末處理的概念，轉換為回收再利用的循環經濟技術

技研發、深耕科文共裕，但是在未來強調跨領域與多元專

開發，致力發展以薄膜技術為基的綠色製程；2021 年於臺

長的環境，有一個正在熱絡發展的領域為「創新教學法」。

灣大學工學院，共同發起創設創新水科技與環境研究中心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教學工具的多元，世界各國為了培

WInnER (Water Innovation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育下世代兼俱人文素養的專業科技人才，教學方法正逐漸

打造台灣新興水科技研發重鎮 。過去二十餘年的學術生涯，

長子童語

改變、即將大幅翻轉中。建議「東元獎」能參酌世界教學

研發秉持的信念為「技術世界領先、應用台灣優先」；並積

歐洲法雅杯小提琴賽亞軍 2020年3月

方法正快速翻轉的現況，設獎鼓勵投入「創新教學法」、

極的進行產學交流與國際合作，秉持的信念為「帶台灣到世

「開發創新教學工具」有成的學術研究者，讓這一群經

界、領世界到台灣」。

授，「回到臺大以後，就有學長姐在聚會聊天的時候說，你

常是默默耕耘奉獻的創新教學教師能「被看見」。相信可

( 一 )、以「技術世界領先」的信念，致力開發我國循環經濟

看著童國倫總是神采飛揚站在不同的講臺，暢談自己

們知道誰回到系上當老師嗎？以前在地下室打橋牌說要考

以激勵台灣的學術研究不只做前瞻研究、不僅做務實的研

的學思歷程，分享國際交流經驗，難以想像他國小畢業只有

MBA 那個！聽到這樣的話，我很高興！因為我被肯定了。」

發、更能引領世界潮流開發創新的教學方法與工具，更能

138 公分，全班最矮。「我媽媽被人家撞到早產，我出生時

但童國倫並不因停下腳步，隨著研究持續創新突破，更

夠為我國的科技發展從教學方法的根本翻轉，而激勵學子

才 1000 多克，屁股打了 1 分多鐘，醫師說，怎麼不哭？這個

積極跟業界合作，加速把研究成果落實在產業應用與市場驗

有破壞式的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更有機會讓

( 三 )、以「帶台灣到世界」的信念，打造產學合作平台，組

小孩子缺氧過久，你們要注意觀察長大以後如果腦子沒問題，

證，「不管我做的研究多深多難，我都想要讓他們最後能夠

台灣的創新科技教育能向我國這次的防疫有成，成為世界

團參展、參加國際會議與參訪國際大公司，協助國內

其他器官也可能會有問題。」果不其然，童國倫從小體弱多

量產變成商品上市，這是臺大和中原灌輸在我體內的基因。」

的創新科技教育楷模。

過濾與環保產業技術升級；

病，動不動就氣喘吁吁，天氣稍有變化就生病，遍訪名醫甚

其實童國倫還有個夢想，兒時有次跟著同學到教會，看到小

至求神問卜，都找不到病因。

提琴就很有興趣，有空就到教會學琴；卻因家裡買不起琴，

嬴弱娃兒奇妙際遇 務實創新不忘初衷

產業所需的高效環保技術；
( 二 )、以「應用台灣優先」的信念，成立新創公司，以破壞
式創新的前瞻技術創造價值；

( 四 )、以「領世界到台灣」的信念，爭取世界級大型國際會

成就歷程

議來台舉辦，提升台灣國際學術地位與影響力，讓世

直到 14 歲到臺大醫院求診，被國內心臟內科權威連文

音樂夢被迫中斷，看著兒子童語成為民權國小弦樂團副首席：

童教授自 1998 年於臺大化工所以過濾分離領域之研究取

彬聽出心臟雜音，確診是開放性動脈導管 (PDA)，經臺灣心

「兒子不但幫我圓夢了，也證實我應該有音樂天分，而且很

得博士學位，自此即此專長從事化工高效分離技術的基礎與

MAGIC 研究平台的產業合作夥伴包含：李長榮化工公

臟外科第一人洪啟仁親自操刀治療，終於擺脫纏身病魔。「真

可能是臺灣經濟起飛當年被錯過小提琴家，哈哈哈 ...」爽朗

應用研究迄今 20 餘年。研究團隊成立以來，依循著這個永續

司、長春集團、台塑集團、台積電公司、中鋼公司、達興材料、

的很感謝兩位名醫！」痼疾奇蹟似痊癒，童國倫開始轉骨長

笑聲展現出童式幽默。

發展的目標，與政府推展的 5+2 重點新興產業中的循環經濟

建大輪胎、集盛實業集團、康那香集團、美商英特格 (Entegris)

產業 (circular economy) 不謀而合。由於本身專長為化學工程，

公司 ...... 等，共同以循環經濟的概念創造價值；研究過程更

更可以透過從上游的循環材料開發、中游的製程設計與調整，

重視國際人才培育及台灣國際學術地位的提升，秉持著「帶

高，拋開「誰都比我高」的自卑，學習慾望爆發，「開完刀後，
哇 ... 什麼都想學。」成績雖不是頂好，對數學卻很有興趣。

對「東元獎」的期望

界看見台灣。

「1983 年台北區高中聯考數學題目超難，50 分就能進建中數

「東元獎」突破企業回饋社會只頒贈獎金與榮譽的窠

減少下游廢棄物的產生、甚而循環再利用，正所謂循環經濟

台灣到世界、領世界到台灣」的信念，除了培育學生獲得數

學資優班，我竟然跌破老師眼鏡，維持平常表現拿到 53 分。」

臼，更展現積極的引領科技研發之學術研究者朝向「世界

的概念，從源頭解決環保問題。2001 年於中原大學參與創

項國際大賽冠軍與獎項外，更與國內知名學者共同爭取得世

際遇就是這麼奇妙！「我原本考不上市立高中，若不是

領先、台灣優先」的長期投入實務研究，給予至高的榮譽

設薄膜技術研發中心 (R&D Center for Membrane Technology,

界會議來台舉辦，包含四十年來首次在台灣舉行的 2016 年

那年數學特別難，讓我矇到復興高中，我可能會去念五專，

肯定。多年的與時俱進，衍生了更多元化的獎勵、競賽與

CYCU)，學習團隊的經營與研究資源的整合，並建立薄膜

第 12 世界過濾會議（2016 the 12th World Filtration Congress,

或許能在工業界做到不錯的位置，但是不可能有全球性的技

教育的活動，已經包含了肯定學術研究者的「科文共裕─

材料開發技術能力；2012 年於臺灣大學化工系創設 MAGIC

WFC12） 以 及 三 十 年 來 將 首 次 在 台 灣 舉 行 的 2020 年 第 16

術創新和國際學術地位，跟現在的我完全不同吧。」就像童

東元獎」、獎勵學子的東元「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賽、

processes (Membrane- Assisted Green and Innovative Chemical

屆 世 界 無 機 膜 會 議 (2020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國倫從未想過自己竟能考上臺大，還在若干年後成為臺大教

偏鄉人文藝術賞析、傳習師資成長計畫 ...... 等等回饋

processes) 研究室，透過薄膜過濾與分離技術，將產業長久

Inorganic Membranes, ICIM16)，領世界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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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及省能與低階熱能回收再利用等技術開發。該團隊即依

合與密封的問題。此革新型陶瓷複合膜可以應用於工業

期 刊 Separation and Puriﬁcation Technology (S&PT) ( 影

( 一 ) 破壞式創新技術成功商品化、創造市場價值

此目標，發展革新型無機複合膜及其應用程序，因應

的廢液、製程液、高溫氣體處理，此技術已商品化並以

響指數 7.312) 編輯 (Editor)，為該期刊創 30 年來台灣首

研究團隊以「革新型之多孔覆合無機膜」技術成功技轉

資源再利用的需求。展望未來五年無機膜的市場成長率

自動化連續生產，達工業級規模，並已獲國內大型石化

位。此亦為童教授繼 2020 年 8 月獲邀擔任 Elsevier 出

以及衍生新創公司成功商品化銷售應用，獲科技部 109

11.7% 高於總分離膜市場的 9.47%，顯示無機膜及無機

公司與電子廠上線於製程使用。實現了當年中原薄膜中

版 SCI 期 刊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JMS) ( 影 響

年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肯定，該技術除技轉金外，並已

複合膜漸成為市場的關注焦點，主要是工業製程環境不

心團隊的誓言：要開發領先全球的薄膜材料技術，開創

指數 8.742)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member) 後，再度

連續三年繳付衍生權利金。由於循環經濟為世界潮流，

是高溫、就是強酸、強鹼或強溶劑，要真正達到循環經

新的產業榮景，以達到「增加上游產值、創造中游產業、

獲得國際學界肯定。另外，童教授還擔任國際 SCI 期

正逐漸成為新一波工業革命與價值創新，以製造業為重

濟的資源再利用之目標，唯有高抗化性及高環境承受力

降低下游成本」的理想境界。目前童教授的國內外專利

刊 Membranes (IF: 4.106)、ChemBioEng Reviews, Wiley-

的臺灣，在循環經濟中的機會就在於資源的有效使用與

的材料才能因應。一但有革新性的無機膜產品問世，則

超過三十件、技轉件數二十餘件、衍生技轉與權利金已

VCH, Weinheim, Germany (SCI, IF: 2.927) 、Desalination

循環再利用。因此，全球循環經濟趨勢在於建立製程回

市場將會更加樂觀。該團隊領先全球成功首創以電漿熔

超過新台幣七仟萬、產學合作之國內外廠商超過五十

and Water Treatment, Taylor & Francis (SCI, IF: 1.254)、

用技術，以減低或免除管末處理的負擔。臺灣若要在此

射覆膜製備出超高效能多孔性無機膜，此破壞式創新的

家、產學合作金額超過一億、促進產業投資超過三億。

Membrane Water Treatment, Techno-Press (SCI, IF: 0.975)

產業技術上領先全球，必須發展製程用之高效分離與純

技術成功克服了傳統燒結製程耗能且耗時的缺點，製做

化技術及材料，從源頭解決，並著眼水回收、資源回收

過程能耗僅傳統燒結製程的 1/6，同時解決了模組的接

( 二 ) 經營世界薄膜過濾領域有成，讓世界看見台灣

等 期 刊 之 編 輯 委 員 (Editorial Board)， 亦 受 邀 擔 任 過

童教授長期深耕國際薄膜過濾與分離學術領域，其研究

Desalination, Elsevier (SCI, IF: 9.501)、Bioresources

備受國際薄膜過濾與分離學界高度矚目，受邀擔任重要

Technology, Elsevier (SCI, IF: 9.642)、Separation Science

國際學術會議之大會應邀講席超過 60 次、大會學術 / 籌

and Technology, Taylor & Francis (SCI, IF: 1.718) 之客座

備委員 / 會議主持人超過 100 場。過去曾於 2008-2011

編輯 (Guest Editor)，顯見其國際學術影響力，並且讓國

年獲選擔任英國過濾學會 (The Filtration Society, UK) 理

際看見台灣該領域的實力。

事 (council member)，為該學會首位亞洲理事；童教授
目前亦為國際水協會 (IWA) 之薄膜技術委員會副主席
(Vice Chair)， 且 於 2019 年 獲 選 為 IWA 會 士 (fellow)，
為我國第五位。去年底於倫敦舉辦之三年一次的國際
薄膜會議 (ICOM) 中，童教授更受邀擔任世界級薄膜
會議之學術委員會委員 (scientiﬁc committee member) 的
台灣唯一代表，童教授同時為 2020 年國際無機膜會議
(ICIM) 之大會主席，此會議係童教授於 2016 年在美國
喬治亞舉行的 ICIM 會議中為臺灣爭取之世界級國際會
議，是該世界會議創會 30 多年來首次由臺灣取得主辦
權，因疫情影響將展延至 2022 年 6 月於臺北舉辦。更
重要的學術影響力展現是，童教授幾乎囊括了國際薄膜
2017 國家產業新創獎－學研新創首獎

過濾分離領域期刊的編輯 (Editor) 與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擔任 Elsevier 出版之 SCI

陳建仁副總統與陳良基部長肯定我們的破壞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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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望

仿生 (biomimetic) 的設計概念，希望能應用於化工製程的分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methods and tools". With these eminent teaching methods, it

我們團隊致力於化工高效分離技術研發二十餘年，自勉

離程序中，對水資源與環境永續有所貢獻。下一個十年規劃

The "TECO" Award breaks the social norms by awarding

will promp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our

每十年深耕一個研發主題，前一個十年以無機膜為主軸，以

仿動物、昆蟲、植物等之生物體微結構，設計新型紡大自然

and recognizing academic researchers who are actively engaged

country, thus inspiring our new talents with disruptive innovation.

來自於火山爆發中所觀察到的靈感開發出仿地質 (geomimetic)

功能之分離膜。針對更棘手，無法從製程解決的問題，尋求

and lead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of science and

This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will indeed make Taiwan's

的多孔分離材料，並成功商品化與技轉及新創。從那時開始，

與自然科學領域專長的專家學者共同合作，共同打造更省能、

technology towards "World-Leading, Taiwan-First" researches.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another success to the world

我們深信科學其實和大自然密不可分，因此近幾年開始轉往

更環保以及更符合經濟效的高效分離程序，期能達成人類所

Years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have resulted in more

similar to the impressive victory against the spread of COVID-19.

大自然啟發 (nature-inspired) 之濾材設計開發，返璞歸真回歸

共同期盼之零排放 (zero-discharge) 的終極目標。

diversified rewards, competition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Corelative - TECO Awar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which affirms academic researchers, the TECO "Green Tech"

Professor Kuo-Lun Tung earned his Ph.D. in the field

which rewards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reative competitions,

of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ppreciation of local humanities and arts, and teaching reformation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1998. Since then,

growth plans as part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he has cultivated in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se activities emphasize on deep cultivation of not only

i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over 20 years,

diversified education but als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eveloping inorganic composite membranes which can recycle

at the meantime correlate science and culture. This hopes to

and reuse wastewater and solvents through the membrane. The

bring about positive impacts on society as well as highlighting

research team aim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ttaining environment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per the circular economy in the 5+2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diversified expertise, as per TECO's

key emerging industrie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Prof.

vis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ung who specialize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es stated

and having various teaching tools, in order to cultivate next

that circular economy is the world tre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generations becoming scientific professionals with humanistic

and value innovation. Taiwan, which focuses on manufacturing,

literacy, teaching methods ar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and even

has opportunitie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effectively use

about to be substantially reversed. I look forward that the "TECO"

and recycle resources whereby the main focus will be reducing

Award ma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urrent transforming

the generation of downstream wast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including awards that encourage professors

of recycled materials from the upstream and the redesign and

that are committed i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adjustment of the processes in the midstream. With this goal in

as "developing innovative teaching tools", so that their effort

mind, in the year 2001,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ill be affirmed and acknowledged. It is believed that with the

R&D Center for Membrane Technology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acknowledgment given, it will again spur the academic research

University (R&D CMT, CYCU) whereby with the integration

ﬁeld as more researchers will be motivated to be involved not only

of the team's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resources, the center

in R&D but also in developing world-leading "innovative teaching

endowed the capability of developing thin film and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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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used in the process must be developed

developing world-leading eco-friendly technologies needed in

(1) Disruptive Innovation Brings About Commercialization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from the source, and then focus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es;

Creating Market Valu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covery, resource recycling, energy-saving,

(1) With the belief of "Technology- World Leading", dedicated to

materials technology. After 11 years, he established the MAGIC
processes (Membrane-Assisted Green and Innovative Chemical
processes) laboratory which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membrane technology-base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rough membrane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technology, the
concept of industry's long-standing concept of end-of-pipe
treatment i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technology through recycling. This year, Prof. Tung and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intly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InnER (Water Innovation

(2) With the belief of "Application- Taiwan First", establish

The research team "NTU MAGIC Processes (Membrane-

startup company and creating value with disruptive innovation

Assisted Green and Innovative Chemical Processes)" led by Prof.

With this goal in mind, the NTU MAGIC team develops

technology;

Kuo-Lun Tung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as achieved successful

innovative inorganic composite membran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3) With the belief of "Bringing Taiwan to the World", creat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mercialized sales application in start-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ource reuse, expecting the world market

a platform for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organize

up company by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ve porous composite

growth rate of inorganic membranes to be 11.7%, higher than

exhibitions,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visit to

inorganic membrane, which is awarded the 2020 Excellence in

9.47% of the total separation membrane market in the next 5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ssist in the technological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MOST. In addition to technology

years, showing that inorganic membranes and inorganic composite

upgradation of local ﬁltration and eco-friendly industries;

transfer funds,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paid derivative royalty

membran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market. As

(4) With the belief of " Leading the World to Taiwan", aspire

incom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which is a successful model

the industrial process environment is either high temperature,

to host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Taiwan,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Prof. Tung stated that circular economy

strong acid, alkali or solvents, only materials with high chemical

is the world tre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value innovation.

resistance and high environmental endurance can truly achieve

Taiwan, which focuses on manufacturing, has opportunities in

the goal of recycling resource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Once the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effectively use and recycle resources.

innovative inorganic membrane products are produced, the market

Therefore, the global circular economy trend is to establish the

will be more optimistic.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aiwan, thus making Taiwan seen.
The industrial partners of the MAGIC research platform
including LCY Chemical Corporation, Chang Chun Group,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 TSMC, Sinosteel, Daxin Materials,
Kenda Tire, Zig Sheng Ind. Co., Ltd., KNH Enterprise Co., Ltd.,
and Entegris, Inc., to mention a few, are together creating value
by upholding the concept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With the belief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 an innovative water

of "Bringing Taiwan to the World, Leading the World to Taiwa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which has a vision

Prof. Tung guided incredible young talents to win several

of realizing Taiwan as an emerging water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s and awards as well as collaborated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of his academic

with local scholars to win in world-class conferences held in

career, Prof. Tung's research has upheld the belief of "Technology-

Taiwan, including the 12th World Filtration Congress (WFC12)

World Leading, Application- Taiwan First"; as well as actively

in the year 2016 and also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ngaged in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organic Membranes (ICIM16), which will be held in Taiwan for

collaboration, and upheld the perspective of "Bringing Taiwan to

the ﬁrst time in 30 years in the year 2022, indeed lead the world to

the World, Leading the World to Taiwan".

Taiwan.

and low-grade heat recovery technology.

process of recycling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end-

The NTU MAGIC team has successfully created a super

of-pipe treatment. If we want to make Taiwan the leader in this

high-performance porous inorganic composite membrane by

industrial technology, high-efﬁciency separation and puriﬁcation

plasma spray coating, which overcomes the time-consuming and

老師講解給學生聽，如何打造一個 Self-support
的 Eco-system，也就是循環經濟概念的極致。

energy-intensiv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sintering proces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s only 1/6
of the traditional sintering proc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solves
the problems of module bonding and sealing. This innovative
ceramic composite membrane can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dustrial waste liquid, process liquid, and high-temperature
gas.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commercialized and continuously
produced automatically, reaching an industrial scale, and has
been launch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by large domestic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and electronics factories. It had ﬁnally
fulﬁlled the pledge made at the R&D CMT at CYCU: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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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embrane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SCI journals, to mention a few: Membranes (IF:

In the previous decade, our main research axis was inorganic

for a long time, and his resear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4.106), ChemBioEng Reviews, Wiley-VCH, Weinheim, Germany

membrane whereby we developed geo-mimetic porous separation

international membrane ﬁltration and separation academia. In this

(SCI, IF: 2.927),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Taylor &

materials which are inspired by the eruption of a volcano, which

particular ﬁeld, Prof. Tung is not praised with the honor to be the

Francis (SCI, IF: 1.254), and Membrane Water Treatment, Techno-

later on successfully commercialized and underwent technology

editor of Journal Separation and Puriﬁcation Technology (S&PT),

Press (SCI, IF: 0.975). Besides, he was also invited as the Guest

transfer. Since then, we have believed that science and nature are

he has also been elected as the first Asian council member of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Desalination, Elsevier

inseparable,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why we currently focus on

The Filtration Society, UK in 2008-2011. Prof. Tung is now the

(SCI, IF: 9.501), Bioresources Technology, Elsevier (SCI, IF: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inspired filter materials and in-depth

Vice-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 and

9.642), and Sepa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ylor & Francis

study of the design of biomimetic materials. In the next decade,

elected as an IWA fellow in 2019. In the International Membrane

(SCI, IF: 1.718), which indeed portrayed Prof. Tung's signiﬁcant

nature-inspired materials including mimicking the microstructure

Conference (ICOM) held in London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2020),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of organisms such as animals, insects, and plants, design of

Prof. Tung was even invited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scientific

recognize Taiwan's strength in this ﬁeld.

biomimetic membranes are believed to be applied in chemical

committee member from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Prof. Tung
is the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organic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With

Membranes (ICIM) in 2020, which he has fought for Taiwan in

Our research team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the cooperation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2016 ICIM in Georgia, USA to host the world conference for

development of high-efficiency chemical separation technology

sciences, our team aimed to create energy-efﬁcient, environment

the first tim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here we are dedicated to cultivating

friendly, and economically efficient separation processes which

epidemic, this event has been postponed to June 2022 in Taipei,

ne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themes every ten years.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zero waste discharge.

Taiwan.
world-leading membrane technology, initiated new industry boom,

Another important recognition of Prof. Tung's academic

which in turn achieving the ideal state of "increasing upstream

influence included his appointment as the Editor and Editorial

values, creating midstream industries, and reducing downstream

board member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costs". To date, Prof. Tung copyrighted more than 30 domestic

membrane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technology. Starting from

and foreign patents, involved in more than 20 technical transfers,

January 1, 2021, Prof. Tung has been invited to be the Editor of

obtained derivative technical transfers and royalties of more than

Journal S&PT a prestigious journal published by Elsevier with

NTD 70 million, handled more than 50 domestic and foreign

an impact factor of 7.312, being the ﬁrst editor of the journal in

manufacturer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which amounted

Taiwan in the past 30 years.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Prof.

to more than NTD 100 million, thus creating industrial investment

Ting is praised by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his academic

which cost more than NTD 300 million.

performance since he began serving as an Editorial board

(2) Successful involvement in the ﬁeld of membrane ﬁltration in

member of the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JMS) published by

the world, let Taiwan be seen.

Elsevier in August 2020 (impact factor 8.742). In addition, Prof.

Prof. Tung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networking of

engineering as well as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ung served as on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of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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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李國賓

先生

Lee, Gwo-Bin．54 歲（1967 年 3 月）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建立微奈米流體生醫晶片的創新技術，應用在疾病檢體

這屆評審委員的眼光果然不凡！認真研究的學者也需要肯定及鼓勵。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能做一流的研究，也能讓研究產生真

和人工抗體篩選；並首創陣列式金屬針的腫瘤熱消融技

正貢獻，很高興評審也認同我的想法。我感謝家人的無私支持，也感謝研究夥伴們的協助、實驗室學生的努力研究及學校同

術的應用，相關技術轉移多家公司，對生醫產業有重大

仁的支持，我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在追求真善美，我會繼續努力，做出更多具體奉獻。

貢獻。
Prof. Lee invented nano- and micro-fluidic biochip

學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機械及航空工程研究所

博士

techniques for fast diagnoses of seasonal and epidemic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碩士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automatic screening of artificial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

antibodies (aptamers and peptides). He also developed
a new electromagnetic thermos-therapeutic device

現任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using electromagnetically heated stainless-steel needle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arrays to treat tumors. His works on these subjects have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講座教授

been transferred to several companies and contributed

俄羅斯國際工程院

通訊院士

signiﬁcantly to local biotech industry.

美國醫工學會

會士

曾任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所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醫療器材中心

副主任

Microﬂuidics & Nanoﬂuidics (Springer Nature)

Editor-in-chief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部會計畫聯絡及人才培育分項

召集人

國科會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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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工程與生醫領域 藉微流體晶片追求學術研究的真善美
COVID-19 在全球肆虐，同時也讓世人注意到生醫檢測
的重要性，因為在第一時間精準地找出確診者，才能阻止
疫情擴散。如果使用微流體晶片來檢測，就能做到又快又
準，重點是還能降低成本。清華大學醫工所 / 動力機械工
程學系講座教授李國賓，即是這個領域世界級的佼佼者。
他善用微機電系統的專長，跨足生醫領域，致力於研發各
種解決臨床醫學上的痛點，造福人群。

因為不想造成父母的負擔，他甚至大學以前也不曾參加過
畢業旅行。
升上國中，李國賓依舊好學不倦，也維持第一名。另
外他還參加了辯論社，一直持續到高中。辯論不只要有好
的口才，還需要邏輯力，思慮縝密，反應要快，同時也要
傾聽對方的發言。日後他也在自己的研究上，將這些能力
發揮得淋漓盡致。

把實驗室縮小到晶片上 醫工研究要求專業和聆聽

讀書不忘助人 奉獻收入十分之一

不少人都有發燒就醫的經驗。醫師面對患者，需要知
為了不想每天多花兩小時通車，務實的他選擇就讀羅

道他是細菌感染還是病毒感染？如果是細菌感染，又是哪

東高中、而不是當時更有名的宜蘭高中。事後回想起來，

一種細菌、有沒有抗藥性？傳統檢測往往需要兩、三天才

這是個正確的決定。除了時間能更有效率運用之外，因為

知道結果，家屬心急如焚，看著病人痛苦地和時間賽跑。

學校新成立，當時的老師也都很年輕，充滿教學熱忱，當

緊急狀況下，多數醫師只好憑經驗，先給予廣效型的抗生

時的班導李有金老師影響他很大。

素。如果病人康復就謝天謝地，但萬一無效，不但無法挽

「他是數學老師，儘管當年補習的風氣盛行，很多老

回生命，還培養出另一種超級細菌在醫院流竄。
這二十年來微流體技術的演進，能大幅縮短檢測時間，

師上課都留一手，補習的時候再教。可是李老師毫不藏私，

減少這樣的憾事發生。簡單來說，微流體技術就是把一連

不要我們補習―事實上我也沒錢補習。」老師傾囊相授，

串繁複的實驗流程整合到幾公分大的晶片上，只要極少量

讓他學習到老師為學生全心奉獻的態度。

的檢體或試劑，不必在實驗室操作，數十分鐘內就能完成
檢測，而且已經可以量產。把實驗室縮小到掌心之上的技

靠著每天讀到三更半夜的拚勁，從小就喜歡把東西拆

父母身教重於言教 辯論訓練邏輯思考和傾聽

掉再組裝的他，高中畢業後順利考上第一志願台大機械工

李國賓出生在宜蘭縣五結鄉，國小搬到羅東，父母親

程系。上大學之後，李國賓自己賺生活費，一個禮拜有四

李國賓大學讀的是機械工程，研究卻跨足生醫領域。

平常忙著生意，沒時間盯小孩唸書。但他從不讓父母操心，

天晚上教家教，但仍抽出時間隨著服務性質的社團，到育

隔行如隔山，跨域需要不斷補強不同科別的專業知識，還

國小六年十二個學期都是第一名，也當了十二個學期的班

幼院等地方陪小朋友。

要聆聽臨床醫師的想法，抽絲剝繭，找出痛點和解決之道；

長和模範生。他說：「我父母沒受什麼教育，靠勞力維生，

此外，還要有一顆善心和企圖心，打從心底想貢獻社會。

但是他們用自由、開放的教育方式，身教更重於言教。」

術，重要推手是清華大學醫工所講座教授李國賓。

以上沒有一件事容易，不過李國賓的成長過程，讓他同時
具備了這些特質。

他在宜蘭看到一些貧困的孩子，在家也看到父母親儘
管手頭也不寬裕，明知道帳可能收不回來，還是會借錢給有

家裡四個小孩，經濟狀況只是能溫飽而已，善體人意

需要的人。耳濡目染之下，他很自然地會盡一己之力幫助別

的李國賓從來不曾用零用錢買玩具，有錢就會拿去買書；

人，雖然不是基督教徒，仍保持捐出收入十分之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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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工領域合作愉快 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1998 年 8 月到 2011 年 2 月的十二年半之間，李國賓在
成大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成大醫學院就在工學院對面，
醫師年輕又有研究熱忱，他們在臨床上遇到問題，過一條
街就能到工學院討論；實驗室的研究生去拿檢體做實驗，
也非常方便，他認為「成大醫工領域合作的環境是全台灣
最好的，那段時間我很愉快。」
成大一位老師曾用「九塊磚」來比喻專注研究的重要
性。意思是每個人的能力就是九塊磚，專注的人心無旁騖，
不斷在同一領域堆疊自己的磚塊，愈來愈高，能力愈來愈
強。但是不專注的人三心二意，今天做 A 領域，明天做 B
領域，結果疊了三堆，每堆都只有三塊磚的高度，自然不
如九塊磚的人傑出。
為了專注研究，他平均每天工作 14 小時，除了吃飯睡
覺以外，滿腦子想的都是研究這檔子事。所謂「十年磨一
劍」，他將近十年的努力，也慢慢開花結果。在成大服務
期間，2006 年李國賓第一次得到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10 年得到第二次；2007 年並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赴美深造改攻微機電系統 學成返台執教鞭
由於家裡經濟狀況不許可，李國賓拿到台大機械工程

在美國三年三個月即拿到博士後回台灣，李國賓沒有
太多猶豫，因為「出國前，我曾經答應媽媽畢業後一定要

碩士後入伍，不敢奢望出國深造。但台大賴君亮教授鼓勵他

回台灣」；而且當時一起出國的太太有孕在身，「我不要

出國，學雜費可以靠獎學金支應。服兵役時，正好學弟陳傑

當美國人的爸爸。」於是 1998 年 8 月回國，到成功大學工

住隔壁寢室，把讀完的英語留學考試用書留給他。抱著姑

程科學系任教。

實驗室重視團隊合作 找研究生先嚇跑八成
不過父母年事漸高。以前李國賓在美國，每年回台灣
一次，一次兩個禮拜；回到台灣以後，因為從台南到宜蘭
路途遙遠又攜家帶眷，每年也只回宜蘭老家兩次，一次一
個禮拜。人在台灣，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居然和在美國一樣！

且一試的心情，順利申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微機電系統當時是熱門的領域，台灣一些企業願意高

選擇 UCLA 除了是因為有全額獎學金，另一個原因是

薪聘雇，也有到學校教書的機會，於是他找指導教授諮詢。

追隨中央研究院院士何志明。何志明院士畢業於台大機械

何志明院士根據自己的經驗建議：「你如果到產業界，做

室。目前微流體生醫晶片實驗室有四大研究領域，分別是

系，1974 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取得力學博士後，任教於

一輩子，有再好的成果，人家只會記得公司的名字。如果

癌症、傳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由於微機電系

南 加 州 大 學 航 空 工 程 系， 但 是 1992 年 成 功 轉 換 領 域， 到

你當教授，做出成績來，人家會記得你是誰。進學界一開

統、生醫晶片等都是跨領域，實驗室裡包括光罩機、薄膜

UCLA 從事微機電研究。李國賓出國前聽了何志明院士的

始辛苦，但會像倒吃甘蔗漸入佳境，因為實驗室建置完成，

製程等各種設備一應俱全。不過相較於硬體，李國賓更在

一場演講，認為微機電系統很有趣，而且是新興領域，如

你愈來愈容易做自己想做的事。」於是他選擇到成大，研

乎的是使用者之間互相合作。他說：「實驗室裡每一種設

果把自己原先專攻的機械力學應用在微機電系統上，會很

究領域包括微機電系統、微流體系統、生醫晶片、奈米生

備都有一個最熟的操作者，遇到其他人不會操作時，這位

有競爭力，於是到 UCLA，請何志明當博士指導教授。

物技術等，他說：「我現在的確有倒吃甘蔗的感覺。」

操作者就要義務把你教會。」

孝順的他，決定轉到清華大學。
和剛回國時一樣，李國賓在清大又重新建立一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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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裡有人做試劑、有人做晶片、有人做設備，如
果今天有一位新生去實驗室參觀，一旦他提問：你在做什

李國賓明確列出自己指導學生需要四種特質：願意跨領域

就畫兩個圈，重要的事畫一個圈，不重要的事畫叉，做完

的而不擇手段，偽造或操縱數據；「善」是指行善，或許

研究、能團隊合作、能獨立進行研究、有高度企圖心。

的事打勾。「列出待辦事項清單，就不會忘東忘西，並分

一開始是基於好奇，但尤其是醫工領域，最終還是要貢獻

出輕重緩急。今天只做今天做得完的事，需要幫手協助的

社會；「美」則是優化，證明可行性後，要設法找到最好

就提早交辦，所有的事都在掌控之中，晚上就能安心入睡，

的條件或環境，做出最佳結果。

麼？為什要做？它有什麼臨床意義？即使正在做實驗，被
問到的研究生就要停下來花 20 分鐘說明。每個人都要能團

嚴謹但不嚴苛 成就感來自學生成材

隊合作，因為合作才會成功，這是他的實驗室文化。
「有些人能力很強，但不擅長和別人打交道或喜歡獨
享光環，這種人或許也會成功，但不適合進我的實驗室。」
也因此，這個實驗室不只會選出年度最佳論文獎和最佳口
頭報告獎，還會由全體成員發表年度感謝的 3 個人，統計
出被感謝最多的前 3 名。

他說自己是「嚴謹」（有別於「嚴格」或「嚴苛」）
的指導教授，要求研究生加入實驗室前務必要審慎評估，
但他也享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樂趣，並承諾會「教
之而成天下英才」。身為一位教授，他認為最有成就感的
事，就是看到學生成材，進到實驗室幾年後，變成一個不
一樣的人。

重視效率的李國賓，為了不浪費彼此的時間和訓練的
成本，制訂出一套挑選研究生的流程。他先用一封公開信
嚇跑 80% 的研究生，信中歸納出研究生想知道的 12 件事，

學生成材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們為業界所用。李國賓
為台灣訓練了跨領域的二十多位博士和上百位碩士，並且
協助多項技轉和成立三家新創公司。

例如研究生的要求、畢業的標準、每週工作時數、師生互動
情形、是否有助學金、英文是否重要、能否更換指導教授
等。除了畢業於生醫、醫工、生化、生物、工程相關領域外，

在清大服務時期，2013 年李國賓第三次得到行政院科
技部傑出研究獎，並且在 2017 年得到教育部學術獎。沉浸
在這個領域 27 年，成績斐然，但他認為「顯譽成於師友」，
其實是學生造就了自己今天的成就。「研究最難的是找出
好題目，有時我有了想法，請學生去試，一個月後他真的
試出來了，那是我們最大的成就來源。」
教書之外，李國賓還擔任很多國際期刊的主編及編輯，
並且花很多時間做計畫審查、企業輔導等社會服務的工作。
他早上三點多起床開始工作，每天大約要回二百封電子郵
件，接下來有各種會議要參加，還要改論文、想研究主題
等。能做這麼多事卻不慌不亂不拖延，原因是善於管理時
間。

列出待辦事項清單就能安穩入睡 人生正如倒吃甘蔗
訪談中不難看出李國賓處事有條不紊，記性也好。從
小愛看歷史傳記等人文書籍，自己過去的歷史也像大事記
一樣在腦中展開，哪一年幾月、和哪一位、一起做了什麼
事，他都能如行雲流水般娓娓道來。
他也在紙上列出所有待辦事項和期限，非常重要的事

不會因為突然想到什麼事還沒做而驚醒。」

研究上小有成就，李國賓最感謝太太全心照顧自己和

學術界只有第一名，晚一步發表論文，就失去先機。

兩個孩子。研究卡關時，和太太到處走走、聊聊，就能放

但李國賓認為科學研究必須符合「真善美」，無論如何都

鬆心情。不論研究和人生，多年以來的辛苦逐漸有了收獲，

不能違背這個原則。「真」指的是真實，不能為了達到目

正在倒吃甘蔗中。

127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28

生醫 / 農業科技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李教授期望未來「東元獎」不僅能激勵得獎人更積極
在科技人文研究發展之外，並且能積極投入基金會所辦理
之各項公益活動，提供在科技研究方面之經驗及體驗，為
倡導科技與人文升級、科技人才培育及創造力教育方面貢
獻心力。本乎「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讓整合社會資源
甚至是參與規劃或執行創造力教育活動方面，注入專業的
創新課程，如此，更能將彰顯「東元獎」設置之宗旨。
成就歷程
李教授畢業後即返國任教，從無至有一點一滴地建立
起自己的實驗室，至今已是國內此領域數一數二的研究團
隊。李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在微流體系統 (Microfluidics)、生
醫 晶 片 (Biochips)、 奈 米 生 物 技 術 (Nano-biotechnology) 與
醫療器材之研發。李教授之代表作品為「整合型微流體晶
片系統」，過去近 30 年我們透過跨領域之合作，已建立世
界一流研究成果，可以在晶片上完成生醫檢測之自動化，
結合了生物技術與先進的微機電與奈米技術，研究主題皆
由臨床應用出發並與臨床醫師密切結合，團隊以微流體技
術建立人工抗體自動化篩選平台，已篩選出針對心血管疾
病、癌症、糖尿病、傳染性疾病（細菌、流感病毒）等重
要疾病之高專一性親和性人工抗體，並架構實驗室之人工
抗體資料庫。李教授進一步協同各研究團隊使用篩選之親
和性試劑發展出各式檢測平台與新型診斷技術，已組成多
個團隊領域研究並建立國際聲望。
李 教 授 在 國 內 曾 得 到 多 項 學 術 榮 譽， 如 教 育 部 第 61
屆 學 術 獎、 俄 羅 斯 國 際 工 程 院 通 訊 院 士 (Corresponding
Member)、2006/2010/2013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共 3 次）、
國 家 新 創 獎（ 共 5 次 ）、 國 際 電 機 電 子 學 會 會 士 (IEEE
Fellow)、 美 國 醫 工 學 會 會 士 (AIMBE Fellow)、 英 國 皇 家
化學學會會士 (RSC Fellow)、英國工程科技學會會士 (IET
Fellow)、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美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129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30

生醫 / 農業科技

(ASME Fellow)、力學學會會士、國際傑出發明學術終身成

導電線圈產生聚焦電磁場來局部加熱插入腫瘤之金屬針，

就獎、清華大學工學院及校傑出產學研究獎、李國鼎榮譽

藉由高溫殺死腫瘤細胞。此器材可局部加熱腫瘤但不傷

學者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中國電機工程

害正常組織，可以用微創手術之方式進行寵物癌症之有

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中華民國第四十五屆十大傑出

效治療。

青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傑出工程教
授獎、中華民國 95 年青年獎章及李國鼎研究獎等。

研究展望
李教授長久以來致力於創新微流體生醫晶片及醫療器

具體貢獻事蹟
李教授在以下三項研究領域有特殊的貢獻：
1. 生物標記篩選：
李 教 授 以 奈 米 科 學 為 基 礎， 首 創 利 用 微 型 流 體 系 統 篩
選 親 和 性 優 於 傳 統 抗 體 近 百 倍 之 適 體 (aptamer) 及 胜 肽
(peptide)。針對重要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
及傳染性疾病，均可利用此技術快速篩選出具高親和性
及高專一性之適體及胜 肽，變成體外合成之人工抗體。
此微流體系統平台技術可利用不同資料庫（單股 DNA 資
料庫或嗜菌體展示庫），精確控制篩選條件（如溫度、
酸鹼值、離子種類及濃度、剪力等）。相關之技術可應
用在蛋白質、癌細胞、病毒、細菌、組織切片等檢體，
具有快速、穩定、價廉、減少樣品 / 試劑及高成功率等優
點。
2. 傳染性疾病快速檢測：
李教授已將繁複的分子診斷流程成功整合在單一微流體
晶片，並可同時應用於多種傳染性疾病（細菌或病毒）
的快速檢測。李教授在數公分大小的微流體晶片上，設
計出具多重功能之微流體元件及系統；李教授利用多種
生化表面處理技術及多功能探針（蛋白質、適體、胜肽、
核酸或抗生素探針等），可進行微流體晶片高效率之樣
品前處理功能。此外，李教授克服了晶片大量生產之障
礙，成功在台灣進行量產與產業推廣。
3. 電磁熱療醫療器材：
李教授首創將特殊材料製成之陣列式金屬針應用在電磁
熱療系統，並轉化為全新的「腫瘤熱消融」技術。利用

材之開發，未來將繼續努力於相關方向之研究，更將繼續
努力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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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efﬁcient screening of biomarkers (afﬁnity reagents), fast diagnosis

eliminated. For examples, this new

Receiving the "TECO Award" is a great honor. It encourag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electromagnetic thermotherapy of

technology has been substantiated for in

me to contribute continuously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umors. He also organized several leading groups in Taiwan and

vitro screening of aptamers and peptides tha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awardees should

has been one of world-renowned researchers in this ﬁeld.

have an afﬁnity 100 times higher than natural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promotion of public awareness on how

Prof. Lee have received prestigious awards in the past

antibodies, resulting in a shortened scree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They

30 years includ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ic Award,

time (down to ~10%), reduced reagent/

should also actively get involved in the related promotion

Excellence Research Awards from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sample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d efﬁcacy

activities such that they can convey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2006, 2010,

of aptamer and peptide screening. The most

2013),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2008, 2010, 2012, 2013,

direct applications of this technology are

2017), He was a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diagno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Prof. Lee has built up his research group from the scratch

of Engineering, an elected ASME Fellow,an elected RSC Fellow,

cancers, diabet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since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UCLA. He has been leading

an elected IET Fellow, an elected IEEE Fellow and an elected

one of the best groups in this ﬁeld worldwide since then. He has

AIMBE Fellow. He also received Distinguished Mechanical

Prof. Lee pioneered various microdevices,

been working on development of microﬂuidics, nanoﬂuidics, and

Engineer Award from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such as pumps, valves, mixers and

medical devices. As a rare pioneer on biochips in Taiwan, Prof.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from Chinese

bioreactors, so that the entire bioprocesses

Lee has developed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and nanotechnology

Engineering Society, Distinguished Kuo-Ting Lee Researcher

for molecular diagnosis (including

systems capable of automating complicated bioprocesses on

Award from Kuo-Ting Lee Foundation, Outstanding Inventor

sample treatment, virus/bacteria isolation/

biochips for a variety of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Award, Young People of the Year,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urification, DNA/RNA extraction, nucleic

Professor from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acid amplification and optical detection)

Excellence Award on Transla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Tsing Hua

can be executed within a miniature

University etc.

integrated device with < 30 minutes an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2. Fast diagno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 a detection limit down to a single cell/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virus. This is enabled by using specially

Prof. Lee has contributed in the following ﬁelds.

conjugated magnetic beads (i.e., beads

1. Biomarker screening

with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high-

Prof. Lee invented a new method by fine-tuning microfluidic

afﬁnity capturing probes such as antibodies,

shear force during the biomolecular screening so that non-

aptamers, peptides, nucleic acids and

specific binding between biomolecules could be greatly

antibiotics on the beads) so that the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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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rgeted bacteria/viruses or biomolecules could be achieved
even in complicated biosamples with efficient mixing. This
technology has already been transferred to local Taiwan
industries for commercialization.
3. Electromagnetic thermotheraputic devices for cancer treatment
Pro. Lee's group has developed a new electromagnetic thermostherapeutic (EMT) device using electromagnetically heated
stainless-steel needle arrays. Under a specially designed highfrequency alternating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 minimally
invasive device could be precisely heated to treat tumors. It
features fast and efficient heating using both eddy currents
and magnetic hysteresis. A spin-off company from his lab has
commercialized this technology. As an official product, his
EMT device has been routinely used in pets without damaging
normal tissue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Prof. Lee will continue his effort to push these technologies
to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and commercialize them in the near
future.

134

135

人文類獎
Humanities AWARD
設獎緣起
「人文類獎」在「東元獎」第六屆起設置，設獎領域是本基金會長期對於臺灣社
會發展的觀察，並經過董事會嚴謹的探討、專業的思考而擬定。其最重要的精神，
在於倡議該項議題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並呼籲全民重視與行動。歷年來皆順利
的遴選出最具代表性，且對相關領域具有貢獻事蹟，對臺灣社會影響深遠的人士。
本年度的人文類獎，以「紀錄影像」為遴選領域，針對「以紀實為本的影像工作，
且長年關注人文、社會、藝術、歷史、政治、經濟、生態環境或其他議題；以具
創造性的表現形式或跨域探索的視野，傳達普世價值的人類關懷；以影像作為媒
介，為社會帶來深度思考與改變的可能」之具有具體貢獻事蹟者，進行遴選作業。
張乾琦超過三十年的攝影生涯，出版過以龍發堂精神病患為主題的《The Chain
鍊》、反諷台灣婚紗攝影生態的《I do I do I do 我願意》、揭露台灣仲介越南
新娘真相的《Double Happiness 囍》、思索跨國移動時空轉換的《Jet Lag 時
差》等四本攝影集，完美主義性格所打造的攝影集均是攝影行家珍惜收藏的夢幻
逸品之作。已逝的知名戰地攝影家 Philip Jones Griffiths 曾讚譽：「張乾
琦的作品帶著一種特質。他會為身旁的新發現所喜。他是個帶著相機的詩人。」
在 Philip Jones Griffiths 的引薦下，張乾琦於 1995 年成為紀實攝影界公認為
地位最高組織「馬格蘭攝影社（Magnum Photos）」的提名會員（Nominee），
並於 2001 年獲選為終身會員（full member）。作品《鍊》喚醒台灣對精神病
患權益的正視、與非法移工同住拍出美國紐約唐人街內幕、冒著入獄風險拍攝脫
北者的五千公里大逃亡 ... 等作品，不僅是纖細又嚴謹的當代影像藝術家，更是
充分體現東元獎「科文共裕」精神意涵的人道關懷勇士。

HUMANITIES AWARD

Art and Culture
Documentary Images

靜態影像可以是流動的，
動態影像可能是沉靜的。
兩者相融於音景之中。
Still images can be moving
and moving images can be still.
Both meet within sou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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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Award
Art and Culture Documentary Images

張乾琦

評審評語

先生

Chang, Chien-Chi．60 歲（1961 年 1 月）

從事報導攝影三十餘年，屢獲國際高度肯定。近十多年
來，更在攝影的基礎上開展對錄像與聲音的探索，作品
深具人道關懷與獨特美學，為紀錄影像開拓不凡的格
局。
Chien-chi Chang is an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reportage

學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教育系

碩士

photographer with a career spanning over three decades.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學士

About ten years ago, Chang began to explore photographyinspired video-recording and acoustic possibilities. His
works are richly characterized by a profound human touch

現任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終身會員

and a unique aesthetic, lending an extraordinary vision to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曾任
西雅圖時報

攝影記者

巴爾的摩太陽報

攝影記者

得獎感言
倍感榮幸，願能貢獻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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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觀點站上世界頂尖舞台的攝影詩人─張乾琦

採訪撰稿 / 郭怡君

位最高組織「馬格蘭攝影社（Magnum Photos）」的提名會員
（Nominee），並於 2001 年獲選為終身會員（full member）。
由四位世界頂級攝影大師在二次大戰後合創的馬格蘭攝
影社，要成為終身會員，其攝影主題的人文關懷深度、格局
思考廣度和獨創美學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的既有終身會員之認
可，才能成為提名會員，經過四到六年的作品後續觀察，再
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會員票選同意才能成為終身會員，截至
2021 年九月底止，在世的終身會員僅存 42 位，全亞洲至今只
出過兩位終身會員，唯一來自台灣的就是張乾琦。美國《時
代雜誌》、英國《泰晤士報》、法國《費加洛報》等世界重
要新聞媒體均刊過他的作品，並獲全球各大美術館及攝影節
爭相邀展和典藏，得過美國年度新聞攝影獎、荷蘭世界新聞
攝影日常生活類首獎、尤金史密斯人道攝影等獎項的肯定，
讓台灣觀點得以在世界頂尖舞台佔有一席之地。

高中，並開始對英語產生興趣，在導師的允可下，到學校英
語名師張修容的英語課旁聽，開啟更寬廣的視野，受惠於張
老師的鼓勵與引導，會主動去找課外的英語雜誌閱讀和收聽
英語廣播，考大學時更把英語相關科系列為最優先的志願。
豐原高中還是張乾琦初窺攝影奧妙的契機，某次跟著高二的
同班同學去學校暗房洗照片，「在紅色安全燈下，從水裡看
顯影劑在相片紙上移過來移過去，影像從無到有 ...... 感覺怎
麼會有這麼神奇的事？」就此對攝影產生高度的興趣，而當
年埋下的攝影種子，歷經多年長成參天大樹。
考進東吳英語系後，張乾琦大二跟表姊借兩萬元買單眼
相機，本想日後打工慢慢還，未料媽媽得知後很生氣地去銀
行提款要他立刻還錢給表姊，「她不喜歡欠別人錢。」儘管

出身貧困養成堅毅個性，高中初窺攝影奧妙
1961 年在台中烏日鄉的貧困村落出生，張乾琦是家中長
子兼長孫，底下有四個妹妹。由於父親胃出血的手術用掉家
中所有的積蓄，媽媽沒錢買菜是常有的事。「在我的記憶中，
父母就是一直在工作，不管再怎麼辛苦，為了養大五個孩子

被譽為攝影詩人的張乾琦，從高二首次發現暗房顯影的奇妙就愛上了攝影，東吳大學畢業後在美國攻讀碩士期間為了攝影廢
寢忘食，無時無刻都在想著「攝影」，著迷到連畢業典禮都忘了參加，徹底的「為攝影而活」。1996 年為了深入了解紐約唐人街
非法移民的真實生活面貌，張乾琦決定搬進生活條件惡劣的公寓裡跟他們一起生活，系列作品在 1998 年以英文、日文、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與希伯來文等五種語言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與《時代雜誌》而造成極大的轟動，美國勞工部因此展開查緝長期存
在的雇主苛待偷渡客勞工的事實，進而有效改善了非法移民的工作與生活困境。
張乾琦超過三十年的攝影生涯出版過四本攝影集，包括以龍發堂精神病患為主題的《The Chain 鍊》、反諷台灣婚紗攝影生態
的《I do I do I do 我願意》、揭露台灣仲介越南新娘真相的《Double Happiness 囍》、思索跨國移動時空轉換的《Jet Lag 時差》，
均是攝影行家珍惜收藏的名作。已逝的知名戰地攝影家 Philip Jones Griffiths 曾讚譽：「張乾琦的作品帶著一種特質。他會為
身旁的新發現所喜。他是個帶著相機的詩人。」在 Philip Jones Griffiths 的引薦下，張乾琦於 1995 年成為紀實攝影界公認為地

拼命地工作。我六歲的時候家裏才有電，在台灣人口集中都
市的五零年代，我十歲時也搬到台中市區，家境都稱不上寬
裕。」張乾琦認為，正因經歷過年少時期的貧苦日子，所以
每次得在很差的物質條件下維持長期的拍攝工作時，也能甘
之如飴，父母努力生活的精神，則深深影響他「不管遇到再
多困難，都要堅持把事情做好。」
國中畢業首次考高中時不理想，張乾琦重考才考上豐原

挨了老媽一頓罵，張乾琦拿到生平第一台屬於自己的相機還
是寶貝到形影不離，務求對機器的每個零件和功能掌握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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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擔綱講師，工作資歷加起來超過兩百年，講師們對成員

住三個月，正式展開對唐人街的主題拍攝，但「新鮮感一過，

們每天交回來的作品一一指教，犀利程度宛如批鬥大會。透

剩下的都是挫折。」當地居民對外人素有戒心，人生地不熟

過當地報社的介紹，張乾琦選定拍攝一個剛從日本移民到美

的張乾琦不會講廣東話根本無法做進一步的溝通，封閉的社

國的小家庭，完全聽不懂英語的十歲小女孩要怎麼適應新環

區猶如層層包起的洋蔥，他連要從哪裡剝起都看不見下手處，

境，他細膩地捕捉小女孩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在學校的隔閡，與

不少日子都只按了一兩張快門就拍不下去，極度沮喪時只能

因此展現的東西文化衝撞，以此系列贏得 1990 年美國年度大

在街道邊走動邊寫筆記。

專院校傑出攝影家首獎和到國家地理雜誌實習三個月的機會。
拍攝過程讓張乾琦首度深思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當
他從觀景窗發現自己的鏡頭對小女孩造成額外壓力時，他選擇
放下相機，等情況轉好再回來。「這影響我之後的攝影生涯，
同時期總有兩、三個主題在進行拍攝，當一個主題拍到需要留
給被拍攝者和自己空間，就先休息轉到另一個主題。」
在國家地理雜誌實習時，張乾琦有很多機會看到頂尖攝
肉都能留下記憶」的地步。除了到圖書館翻遍跟攝影有關的
書，日常生活對攝影兩字特別敏感，「有次在中國時報標題
瞄到『攝』，連忙打開來看，才發現是講『攝護腺的預防與
治療』。」1985 年以報導攝影特色著稱的《人間》雜誌創刊，
也成為他汲取紀實攝影工作態度的養分。
退伍後回到系上當助教存了一年錢，在學姊介紹下，張
乾琦 1988 年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學位，原是衝
著該校的多媒體教育學程而去，卻因為對攝影的濃厚興趣身
兼了三份學校的攝影工作，包括學校對外發行的報紙、年刊
與為全校服務的暗房，過起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跟攝影結合的
癡迷生活，也因此結識一群攝影同好。「看攝影集比較像在
仰望大師，但學校都是同輩，能邊喝啤酒邊自由自在地分享
對彼此作品的看法，包括直接提出批評。」

參加大師攝影工作坊拓展攝影生涯視野

影工作者的原作和拍照的過程。「當年一個報導故事平均要
用一千卷底片，沖洗成三萬六千張幻燈片，編輯要從中選出
十到十五張，我特別喜歡看印樣，可以觀察攝影師在現場是
怎麼移動和猜測他們是怎麼思考的，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其後張乾琦獲聘為西雅圖時報的攝影記者，期間自費參加他
最欣賞的攝影大師尤金．理查斯 (Eugene Richards) 指導的工
作坊，短短五天的課程卻受用一輩子。「以前就看過很多他
的作品，但在工作坊能聽到他本人講拍攝主題背後的故事，
包括怎麼構圖與他專注到只做自己覺得重要的事，可以感受
到他是用心和整個身體在拍攝，這對我影響很大。」張乾琦
對理察斯的作品著迷到半夜睡不著，便跑到教室把留在轉盤
上的幻燈片再放一遍，老師隔天得知後對小夥子的學習熱忱
忍不住嘴角上揚，聊天時特別講到自己看過眾多攝影主題，
卻沒看過拍得夠深入的唐人街，成為日後張乾琦以唐人街為
終身拍攝主題的契機。

畢業前張乾琦報名參加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主辦為期五

1992 年張乾琦在以培植攝影新秀聞名的 Eddie Adams 工

天的攝影工作坊，由 12 位來自報紙和雜誌的資深攝影記者和

作坊贏得首獎和五千美元，便跟報社申請留職停薪飛到紐約

與非法移工同住拍出唐人街內幕，促成美國勞動部調查
但張乾琦沒有放棄。1994 年轉到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
後，每兩個月他都會排年休日坐單趟就要五小時的巴士到紐
約，逐步牽起唐人街內部的線，過程中他也確認自己真正想
拍攝的是能長期經營的專題，而非報社攝影「今天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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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拍那個」的即時新聞型態，1995 年決心離職，從此成為
自由攝影工作者。1996 年在國家地理雜誌的支助和紐約社工
的介紹下，張乾琦在擠滿福州偷渡客的唐人街公寓租到了床
位，毫無隔音可言的薄板隔出 32 個小隔間，將近百人共用三
個洗手台，房東為規避消防法規不允許裝空調，偷渡客們只
有把防火逃生梯當通風的陽台用。
為了混熟到能讓對方接受拍攝且自己覺得拍得夠深入的
程度，張乾琦在 1996、1998、1999 年到該公寓居住總共 14 週，
從 92 年起算的所有焦慮和挫折終究轉化為破繭而出的力量，
讓他拍出了前所未有的唐人街內幕，僅著內褲的非法移工坐

達到治療效果。張乾琦說，他從報導得知台灣還有這樣的地

在逃生梯吃飯對應著車水馬龍的紐約街頭畫面，成為標誌張

方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從 1993 年起到 1999 年只要回台灣就

乾琦作品的代表作，也促成美國勞工部對唐人街勞工權益進

一定會去拜訪龍發堂，十幾趟的拜訪每次待幾天到幾個禮拜

行關鍵的司法調查。至今他持續關注拍攝這些移工家庭的生

不等，熟到對方願意讓他借住內部客房，「他們對外來報導

活變化將近三十年，包括多次到福州了解他們離鄉背井的經

者戒心很重，雖然對我這個美國來的攝影記者似乎有不同的

過和被留在老家的父母孩子，及紀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結婚

期待，但仍會派員全程監視我，我只能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

生子到培育出第三代的歷程。

拍攝，也不能直接跟病患談話。」

他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是以高雄龍發堂精神病患為
主角的《鍊》。以寺廟起家的龍發堂長期非法收容大量精神

《鍊》喚醒台灣對精神病患權益的正視

病患，用堂主稱為「感情鍊」的鐵鍊把病況較輕與較重的病

頭幾年的拍攝張乾琦並不急於發表，那些養雞念經乃至

患繫在一起，共同工作洗澡睡覺，認為如此能促進互相扶持

洗澡的生活照雖有可看之處，卻非他理想中述說龍發堂主題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英語：Magnum Photos，又名馬格蘭圖片社）是一家跨國攝影合作社，成立於 1947 年，最初是為了忠實呈現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影像紀實而組成，創辦者都是當時知名的新聞攝影師，如羅伯特·卡帕，亨利．布列松，喬治．羅傑 ，大衛·西蒙。
「馬格蘭」一詞是一種大瓶的香檳酒名，當時戰地記者常在生還之後，喝這種酒與朋友慶祝，羅伯特．卡帕以此酒為攝影社命名。
現今在紐約、巴黎和倫敦設有據點。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是第一個全由攝影師經營和管理的攝影經紀公司，該社讓攝影師擁有自己相片的版權，而非發行的雜誌或是媒體
擁有版權，此外，也直接提供攝影師需要的幫助。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旗下的攝影師和新聞攝影師，許多都已具有相當的世界知名度
和獨特的攝影語言，從廣泛的主題，如家庭、毒品、宗教、戰爭、歷史、犯罪、政府、慶典、藝術等，都有相當經典而且重要的紀
實攝影作品。

147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藝術與文化〈紀錄影像獎〉

148

149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150

藝術與文化〈紀錄影像獎〉

的方式，他想讓觀者能跟那些被感情鍊繫著的病患在視覺上

的開關，準備一看到不對就立刻關掉 ...... 例如為了 0.1 公分

正面對決，歷經六年建立的關係，管理人員總算同意讓他每

的留白在印刷時容易出現誤差，已經進入試印階段的《鍊》

組單獨正面拍攝。張乾琦不是第一個拍到龍發堂感情鍊畫面

全部作廢重來，為把 0.1 公分改成 0.2 公分，他特地買了幾百

的攝影師，卻是首位能將感情鍊作為系列主題，讓觀者必須

朵玫瑰去跟比利時籍的設計師道歉。「展覽總會謝幕，但攝

直視每對被鍊住的患者是何種表情、肢體語言展現的交互關

影書是會流傳的，我不想留下遺憾。」2002 年出版的《鍊》

係，從而深思背後隱藏的問題。系列 1998 年在攝影家雜誌發

以連頁設計，正面打開是 48 張人像串成的紙練，看似全黑的

表後，引發的震撼與迴響促成政府重新檢視龍發堂的病患權

背面則有一條以 95% 灰階呈現的細鍊隱喻世間的人際關係，

益，龍發堂隔年便把張乾琦列為拒絕往來戶。

已絕版而成為攝影集收藏界的夢幻逸品。

2001 年張乾琦首次在台灣開個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

至今出版的四本個人攝影專書中，2001 的《我願意》

展出雖涵蓋美國唐人街、台灣婚紗攝影另類生態等主題，最

和 2005 的《囍》都是結婚主題，張乾琦回憶，90 年代末期

受矚目的還是《鍊》。張乾琦和長期合作的師傅試了好幾種

他常被親朋好友委託拍婚禮，又看到台灣流行婚紗攝影的現

放大尺寸，最後決定將展出照片放大到跟真人尺寸一樣，「一

象，他很不願意照既定模式拍，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

天只能做一張，頂多兩張，光是放大照片的步驟就花了兩個

結婚過程的不同面向，於是在《我願意》集結了諸如新娘和

月。」為了找出最適合的擺放方式和角度，張乾琦在佈展的

新郎在禮車裡累到昏睡的黑色幽默。《囍》則源於他對 2003-

兩個月期間幾乎天天都到北美館展場走察，對牆面顏色和打

2004 年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人娶越南新娘的社會現象感到不可

光角度斤斤計較。「我想把空間運用到極致，不想照片只是

思議，於是跟著仲介去越南六到七趟，捕捉到眾多越南新娘

掛在那邊，想要有某種穩定在牆面上的感覺，觀眾走到跟照

的茫然，令人深思跨國婚姻淪為買賣的問題。「當地仲介婚

片有一定距離時會變成微微仰視。」之後《鍊》在巴西聖保

姻是一條龍作業，會發生什麼事宛如生產線一樣都可以預期，

羅雙年展和新加坡展出時，考量展場空間和當地人種的平均

上百個年輕女孩被台灣人用難聽的話品頭論足，五天內要把

高度，他靠走察找出的理想高度分別是離地 52.5 公分和 47.5

所有證件辦好 ...... 我從中看到很多無奈。」

公分，每組人像的順序也會依照空間作調整，《鍊》系列至

2015 出版的《時差》是以各國機場和酒店為主的照片，

今在世界各地展出已超過二十次，每次布展方式都不同，卻

呈現張乾琦多年來需到世界各地進行拍攝的空中飛人生活：

無一例外激發出高度震撼和人道思考。

「飛機、床舖和閃爍的電視屏幕，給予了生活中唯一的連續，
而所能感受到的溫度，除了臨座乘客擦身即過的體溫外，只

完美主義性格打造攝影集夢幻逸品

剩下隔壁房間穿牆而過的聲響。」被美國時代雜誌列為當年

張乾琦對於作品呈現的完美主義性格，在製作攝影集時

度特別推薦的攝影集之一。在兩個孩子出生前，張乾琦對攝

用吹毛求疵都不足以形容，自行作好幾種打樣來找出對的尺

影的堅持是不把照片拍好就不回家，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直

寸和編排方式只是基本的，除了反覆跟設計師確認各種細節，

在天空飛，2012 年有了第一個孩子後在奧地利的家就像條無

他每本攝影集都會到現場監印，他笑稱自己會先去找印刷廠

形的線，在特別重要的日子把他拉回，但主要生活型態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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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裡聚少離多。
2014 年他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環境音，剪成
自傳式紀錄短片《在路上》(On the Road)，內含他特地收集
來自 15 個國家的母親所哼唱的搖籃曲，當成是給兒女的禮
物。2019 年他整年搭的國際航班總數高達 70 趟，2020 年因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而銳減成全年只有七趟，能待在家中陪兒
女的時間大幅增加，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幾乎不會帶相機，
也讓他有感而發用英文寫下父親的心聲：「I used to think that
I am nothing without photography. Until I had kids and realized
that without love, I am less than nothing. （過去我總認為，沒有
攝影，我根本一無是處。直到有孩子後才了解，若沒有愛，
我會比一無是處還要虛無。）」

的地點，真的很難！」儘管風聲鶴唳處處受限，最後仍有驚
無險完成拍攝，而他們是負責牽線的仲介經手的第 50 趟生
意，仲介在第 51 趟就被抓了。
2009 年在美國維吉尼亞攝影展的邀請下，張乾琦嘗試將
此系列加上聲音製作成多媒體短片「逃離北韓 (Escape from
North Korea)」，為此特別自費到中國北京和韓國首爾錄製他
想要的現場聲音，補拍他覺得能讓作品更豐富的訪問與畫面，
透過暗夜狗吠聲、脫北者獨白、手機訊息音、樹林風聲、北
京車站的廣播與牧師帶著脫北者禱告等音景設計，讓原本靜
止的照片更有臨場感和流動的時間感，在跟牧師一起說完阿
門後，全家皆已逃離北韓的女孩面對鏡頭張開了眼睛，是全
片唯一使用的動態影像，帶來畫龍點睛的效果。這種結合聲

冒著入獄風險拍攝脫北者的五千公里大逃亡
在張乾琦攝影生涯中難度特別高的主題，是 2007 年接

音、動態與靜態影像的多媒體形式，也成為張乾琦後期創作
的一大特色。

受國家地理雜誌委託拍攝逃離北韓的人，儘管「不一定拍得
成、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萬一被抓到就可能被關到監獄」，

纖細又嚴謹的當代影像藝術家

但在對北韓獨特性有難以言述的感受下，張乾琦還是抱著興

「複多與張力：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的作者臺北教育

奮的心情承諾接案。為了避人耳目，他必須從中國南方繞道

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林志明 2000 年剛從法國回台灣

前往中國東北的北韓邊界與脫北者會合，再花九週時間與他

時，為＜文化研究＞期刊和交大教授劉紀蕙共同專訪張乾琦，

們共同展開長達五千公里的逃亡，從中國東北到雲南、寮國，

觀察他的創作生涯超過二十年，林志明評價張乾琦這些年來

最後逃至脫北者只要自首服完非法入境徒刑後就能被遣送到

累積的影像創作探索和耕耘，早已超越優秀攝影家的範疇，

南韓的泰國 ...... 張乾琦描述，逃亡期間要換乘各種交通工具，

稱他是台灣重要的「當代影像藝術家」也實至名歸。

包括麵包車和船，因彼此語言不通只能用眼睛溝通，跟仲介

林志明指出，從張乾琦早期的作品《我願意》《鍊》和

聯絡只能透過手機簡訊，照片慢慢累積後就更擔心被捕，「一

唐人街系列即可看出，他對於攝影「觀看」和「被觀看」權

旦被抓到，怕沿路國家的當局就能根據這些照片去回溯，讓

力角度的思考著墨甚深，除了謹守報導攝影「對同一主題長

整個逃亡路線曝光，構圖要能成立又不能透露身分和太清楚

期蹲點觀察、不是單方恣意獵取影像而是跟被拍攝者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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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攝影社』的唯一台灣會員，近年來也擔綱培育後進的幹部
角色，對於挖掘攝影更多元獨特的視野有相當大的貢獻。」

對今年滿六十歲的張乾琦而言，攝影不是工作而是生
活，「從來沒有考慮過退休。」從 1992 年起拍攝的紐約唐人
街移工家庭是他想花一輩子經營的主題，也沒有拍完的時候。

開設攝影工作坊激發年輕人的潛力
當年受惠於大師攝影工作坊指導的張乾琦，從 2007 年起
開始主持個人攝影工作坊，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後輩，「攝影

至今他跟大約二十個移工家庭保持朋友關係的長期聯繫，在
觀光客只能看表象熱鬧的街道上，他走在其中偶爾就會遇到
認識的居民上前打招呼閒話家常。儘管早已熟門熟路，張乾
琦每次走進唐人街，仍感覺得到心裡有隻蝴蝶在上下翻飛，

不能教但可以學，學員有強烈自主學習的意願才是更重要的，
我只是盡量提供方法激發出他們的可能性，看到對的時候推一
把，必要的時候提醒他們別一直埋頭苦幹，偶爾要抬頭確認自
己進行的方向是不是正確的，讓更好的部分能凸顯出來。」張
乾琦建議年輕人要勇於多方嘗試，沒做好、犯錯都是必經的過
程，「但要努力讓錯誤慢慢減少，不然就會留下後悔了。」

主題計畫介紹短片所言：「實際上一直會很緊張，我認為這
很好，如果來拍攝時心情太興奮或太舒服，反而不是一個好
兆頭。我不想重複自己，不想拍攝已拍攝過的照片，那有甚
麼意義？我要繼續挑戰自己。」
由馬格蘭攝影師互挑代表作而集結成「馬格蘭眼中的馬

2012 年張乾琦在光鹽紀實工房執行長蕭嘉慶的邀請下首

格蘭」一書中，負責挑選張乾琦作品的布魯斯大衛森 (Bruce

次回台開課，透過事前繳交作品和拍攝計畫的報名機制精選

Davidson) 如此註解：「張乾琦的內心之眼超越了現今媒體的

出 12 名學員，名列其中之一的鏡週刊技術長簡信昌回憶，張

約束，我們不會在他的作品看到輕薄短小、速食式的影像，

老師的工作坊不是單純講攝影這件事，而是以攝影為創作概念

他選擇常被人忽略的細膩、困難的主題，用具有熱情、穿透

時需要做哪些思考，「他不會告訴你構圖光線要怎麼拍，而是

力與深刻的眼光來呈現。可以確定的是，他有值得我們所有

要用照片講一件事情的時候它會長什麼樣子，帶給觀看者的感
受會是甚麼，脈絡越來越清楚後，你就會有意識地去釐清自己
在拍的東西。張老師說過『創作最困難的是誠實』，創作必須
誠實地面對自己，當我對創作有比較多思考時，就能看出有些
任關係後才按下快門」的人道傳統，對於攝影的每個層面要

開個展所要求的種種細節，包括牆壁應該用什麼顏色、照片尺

創作是為了市場，作品就沒有那麼純粹。他讓我深刻理解要怎

求也都很高，包括如何用多張照片構築一個主題、如何讓構

寸和懸掛高度要讓觀者是以剛剛好的角度些微仰視等，可以看

麼讓自己的作品講話，作展覽不是把東西作完放上去就好，你

圖包容多層次的圖像意義，乃至以展覽或攝影書等不同媒介

出他對於整個空間的感知和理解非常敏感又深入。「張乾琦

要清楚這個創作本身到底要講什麼，怎樣的媒材要用怎樣的形

呈現時，要如何善用布置安排、整個空間和聲音讓攝影圖像

是個既纖細又嚴謹的藝術家，他的要求很高，也因此達到了很

式，作品本身是最重要的，媒材和展現形式都應該配合作品。」

達到最佳效果。

高的境界。他的作品對拍攝主題有各方面的反省性，包括對

簡信昌透過工作坊將先前拍攝的《機車台北》主題延伸得更完

攝影藝術本質的反省。而他不只是全球最高報導攝影組織『馬

善，贏得 2012 年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類榮譽獎。

2001 年林志明親眼目睹張乾琦對首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

如同他在 2017 年馬格蘭與日本富士軟片公司合作《HOME》

人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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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仔埔也敢去】
「東元獎」以「科技」與「人文」兼容並蓄的原則設獎，為
彰顯東元獎「科文共裕」的精神，每屆頒獎典禮皆就基金會
所關心或是推動的議題規劃人文活動。本屆人文類獎針對「紀
錄影像」的專業工作者設獎，得獎人張乾琦先生是「馬格蘭
攝影通訊社」的終身會員。
由於「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在新聞界擁有最崇高的地位，目
前全球僅有四十二位終身會員，而且皆是具有「獨特的視野、
穿透性的洞察力、偉大的創意、過人的勇氣與無與倫比的耐
力」之攝影大師，從其稀有中即知馬格蘭出品必屬至為宏偉、
深刻偉大，甚至是振聾發聵之作。
張乾琦先生說：「不去做，覺得自己會窒息！」有形無形的
「鍊」讓這個擁有紀錄影像的靈魂，即使出生入死也要精確
的按下凝視數個月甚至是數十年的快門。
在頒發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的此刻，特別邀請這位成就傳奇與經
典的攝影大師，以「鍊、不思量、自難忘」為題，與與會貴賓
分享其「鍊」的凝斂與「馬格蘭攝影社張乾琦的圖像意義」。

The 28th TECO AWARD

「鍊，不思量，自難忘」
－馬格蘭攝影社張乾琦的圖像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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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張乾琦
In his work, Chien-Chi Chang makes manifest the abstract concepts of
alienation and connection. "The Chain," a collection of portraits made in a
mental asylum in Taiwan, caused a sensation when it was shown at La Biennale
di Venezia (2001) and the Bienal de Sao Paolo (2002). The shocking, nearly
life-sized photographs of pairs of patients literally chained together resonate
with Chang's jaundiced look at the less visible bonds of marriage. He has
treated marital ties in two books － I do I do I do (2001), a collection of images
depicting alienated grooms and brides in Taiwan, and in Double Happiness
(2005), a brutal depiction of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brides in Vietnam.
Chang's investigation of the ties that bind one person to another was drawn
on his own deeply divided immigrant experience ﬁr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in Austria.
The ties of family and of culture are also the themes of an ambitious
project begun in 1992. For 29 years, Chang has photographed the bifurcated
liv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York's Chinatown, along with those of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back home in Fujian. A work in progress, "China Town" was
hung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in 2008 as part of a one-man show,
"Doubleness." Chang's investigation of the ties that bind one person to another
draws on his own deeply divided immigrant experience.
Utilizing audio, stills and moving images have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Chang's practice. He is a firm believer of "still images can be moving and
moving images can be still. Both meet within soundscape."
Born in Taiwan in 1961, Chang studied at Soochow University (B.A.
1984) and at Indiana University (M.S. 1990). He joined Magnum in 1995 and
now lives Graz,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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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典禮音樂
演奏家│嚴俊傑
嚴俊傑自 1997 年十三歲獲第三屆國際柴科夫斯基青少年音樂大賽第三獎
起，便活躍於國內外樂壇，其演奏足跡遍及歐、亞、非、南北美世界五大
洲；並以獨奏家身份與多位指揮名家及著名樂團合作演出並受邀在世界各
地舉行演奏。

創舉如列：
於台灣首演柴科夫斯基《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跨界與導演張艾嘉於上海世博合作演出，號召數萬觀眾
與台灣愛樂 (NSO) 於 NAXOS 世界首錄陳其鋼的鋼琴協奏曲《二黃》
於 2016 年開創世界創舉一日三饗音樂節，於一天內演奏三場不同獨奏會，
備受佳評。

目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歷年來多位學生於國際比賽
榮獲大獎，並受邀至國際各大音樂節講學及演出，如 Music Fest Perugia，
Colburn Piano Festival 及 Almalﬁ Coast Music Festival 等。於 2008 年獲第
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古典演奏獎」，並於 2017 年創辦國際大師鋼琴藝術
節暨鋼琴大賽迄今第四屆，致力於音樂藝術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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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設置辦法

東元獎人文類獎遴選辦法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 申請及推薦作業說明

「104488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6-2 號 9 樓 財團法

第 一 條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

第一條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第四
屆第四次董事會議決議「東元科技獎」於第十一屆起更名
為「東元獎」，下設「科技類」及「人文類」等兩類獎項，
其中「人文類獎」特成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遴委
會），負責「人文類獎」候選人之推舉及遴選。
第二條 本獎以「喚起社會提升人文關懷的精神及促進人文生活之
調適」為目的，獎勵對於國內人文發展有特殊成就及貢獻
的傑出人士。
第三條 本遴委會設委員若干人，並設召集人一人，由東元獎評審
委員會總召集人聘任。遴選委員名單由總召集人擬定，必
要時，得請召集人推薦遴選委員名單。整體遴選工作由召
集人綜理之。總召集人、召集人、委員皆由本會董事會每
年一聘，為無給職，但酌發評審津貼及交通費。
第四條 本遴委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遴選委員，並就下列原則舉薦
候選人：
（一）在學術或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或貢獻，並且有益人
類福祉者。
（二）有重要創作或著作，裨益社會，貢獻卓越者。
（三）對文化發展、提升、學術交流或國際地位有重大貢
獻者。
（四）舉薦候選人時，需尊重當事人之意願。
第五條 本遴委會就下列方式舉薦候選人：
（一）每位遴選委員就當屆人文類設獎領域推舉候選人一
至五位。
（二）針對民間團體及相關領域組織所推薦之名單進行遴
選。
（三）由召集人召集遴選委員進行初審及複審，其審查過
程由本遴委會商議之。
（四）以無記名方式投票，決定得獎推薦名單一至三名，
交付東元獎總評審會議表決。
（五）表決結果連同相關資料，提請本會董事會核定。
第六條 本遴委會遴選會議由召集人召開，總召集人列席。
第七條 本遴委會開會時以委員過半數出席為法定人數，並以出席
委員過半數為法定之決議。
第八條 本遴委會掌握主動遴選的精神，在當年指定之人文類領域
中，衡量候選人之成就事蹟是否具有重大創作性，及對國
家社會是否具有重要影響性為遴選原則。
第九條 本遴選作業於七月開始進行，遴委會必須於九月初以前審
定得獎人推薦名單；本會秘書處於七月初提供推薦書格式，
裨利遴選作業進行。
第十條 本遴委會之文書工作，由本基金會秘書處處理。
第十
一 條 本遴選作業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主辦單位

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第一款設置東元獎（以下簡稱本
獎），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獎為喚起社會提升科技創新之風氣，並促進人文生活之
調適，獎勵在國內對科技與人文發展有特殊貢獻之傑出人
才，以創造前瞻且具有人文關懷之進步社會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獎分科技類及人文類：針對國內下列領域中具有具體之
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事蹟者予以獎勵。
一、科技類：
（一）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二）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三）化工 / 材料科技
（四）生醫 / 農業科技
※ 上列領域每年甄選乙名予以獎勵。
二、人文類：
（一）藝術 （二）文化 （三）社會服務 （四）其他
※ 上列領域每年由董事會決議乙類，遴選乙名予以獎勵。
第 四 條 本獎每年頒贈之獎項及獎金金額由董事會決議後公佈，並
公開徵求推薦及受理申請；但人文類獎由遴選委員主動遴
選或由民間團體或相關領域組織推薦，其遴選辦法另訂。
第 五 條 本獎以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對臺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
獻或成就事蹟者為獎勵對象。
第 六 條 本獎除致贈獎金外，並致贈獎座乙座予以獎勵。決審成績
如無法分出高下，每獎項最多可由兩位候選人共得，獎金
平分；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必須由一人代表申請，
決審結果並呈董事會核定之。
第 七 條 本獎設評審委員會公開評審，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 八 條 本獎申請人由相關領域專業人士或組織機構推薦提名。在
徵件結束經初審、複審及決審後，由評審委員會將得獎人
名單提請董事會核定。
第 九 條 本獎評審結果如無適當候選人時得從缺。
第 十 條 本獎於每年配合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廠慶活動擇期辦理
頒獎典禮（國曆十至十一月底）公開表揚。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收」。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四）推薦注意事項：

二、 獎勵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在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化工 / 材料科技、生醫 / 農業科技、人
文類等五大領域中，對臺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獻或成就事

1. 推薦人必須對申請人之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事蹟，有
具體之認識。
2. 推薦人須就申請人對社會之影響及對國家之貢獻，以
具體事實及資料加以說明（非推斷或估計）。

蹟者為獎勵對象。

3. 推薦人限相關領域之專業從業人員（須由兩位推薦人

三、 名額：計五名

聯名推薦）或團體推薦。

（一）甄選（公開受理推薦或申請）
科技類：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領域 乙名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領域 乙名

4.「推薦書」格式可於「申請專區」下載。
七、 評審步驟

化工 / 材料科技領域

乙名

主辦單位於每年七月底前邀請專家與學者組成「東元獎評審委

生醫 / 農業科技領域

乙名

員會」，並於七月底起展開評審作業，決審成績如被推薦案無

（二）遴選（由遴選委員會主動遴選，不受理推薦及申請）
人文類：藝術與文化 < 紀錄影像 >

乙名

法分出高下時，每獎項最多得由兩位候選人共得，獎金平分；
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必須由一人代表申請；決審結果並
呈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核定之。

四、 獎勵
（一）每領域各頒發獎金新臺幣捌拾萬元整。

八、 權利義務
本會對得獎人代表作經得獎人同意後得轉載於東元科技文教基

（二）獎座乙座。

金會出版之相關文集。

五、 表揚方式：
（一）謹訂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假誠品表演廳舉辦頒獎典禮公
開表揚。
（二）邀請專業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進行人物側寫。
（三）提供得獎人及其相關資料予國內各媒體發佈刊登。
六、 科技類申請辦法：
（一）申請時間：110 年 03 月 02 日起至 07 月 15 日止。
（二）設獎領域：

1.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3. 化工 / 材料科技

2.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4. 生醫 / 農業科技

（三）申請方式：

1. 僅受理線上申請。
2. 請逕上 www.tecofound.org.tw/teco-award/2021
「申請專區」申請。須填寫的「申請資料」包括：
（1）簡歷表
（2）從事研究或創作歷程（約 600 字）。

九、 設獎類別分類說明：
科技類

電力電子、半導體、機器人、人工智慧、大數
電機 / 資訊 / 通訊 據、影像處理、有線 / 無線 / 光通訊、網際網路、
資訊安全、物聯網、其他
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自動駕駛、機器人、電
機械 / 能源 / 環境 動車、環境工程、潔淨能源、節能科技、微機
電系統、3D 列印、其他
化工 / 材料

石化工程、高分子、化學材料、複合材料、奈
米材料、陶瓷材料、磁性材料、金屬材料、生
醫材料、其他

生醫 / 農業

農業生物技術及食品、醫藥生物技術、生物資
訊、基因體、精準醫療、醫學工程、其他

人文類

內容

藝術與文化
< 紀錄影像 >

獎勵以紀實為本的影像工作，且長年關注人文、
社會、藝術、歷史、政治、經濟、生態環境或
其他議題；以具創造性的表現形式或跨域探索
的視野，傳達普世價值的人類關懷；以影像作
為媒介，為社會帶來深度思考與改變的可能。

（3）重要研究或創作成果（請提出代表性著作或創作

1-3 件）。
（4）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
（5）簡述對東元獎的期望（約 500 字）。

3. 完 成 線 上 申 請 後， 檢 附「 推 薦 書 」 正 本， 郵 寄 至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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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評審委員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依照姓氏排列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總召集人

屆別

第一 ～ 三屆

第四 ～ 八屆

第九 ～ 十三屆

第十四 ～ 二十三屆

第二十四屆 ～二十八屆

李遠 哲

王松茂

翁政義

史欽泰

徐爵民

評審委員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梁志堅

汽電共生協會創會理事長

肯定其致力推動台電系統調度自動化與推廣汽車共生系統
等有卓著貢獻。

王明經

電機月刊總編輯

肯定其個人長期致力於開發超高壓大容量變壓器之生產技
術研究有卓著貢獻，促進變壓器工業技術發展。

鄭建炎

已故

肯定其於冷凍空調、污水處理、廢熱之利用等領域有突破
性之發明，貢獻卓越，期許其應用促進產業科技之提昇。

資訊類

廖明進

天和資訊 ( 股 ) 公司
董事長

倚天中文系統推出十年以來，以為國內廣泛使用，對電腦
中文化及企業電腦化影響深遠，貢獻卓越。使國人以中文
和電腦順暢溝通，提昇產業競爭力。

電機類

從缺

機械類

從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靜宜大學
榮譽教授

在 學 術 貢 獻 方 面： 早 期 李 校 長 有 關 人 工 智 慧 的 著 作
"Symbolic Logic and Mechanical Theorem Proving" 一書，為
著名之經典，被多國採用而有多種語言譯本。他長期在計
算理論上面的研究成就非凡，得有 IEEE Fellow 的榮譽，
並得過教育部工科學術獎。在作育英才方面：李校長 1975
年回國執教，當時國內資訊界荒蕪一片，而今無論學術界
或產業界，資訊方面的人才濟濟，這些人才中，直接或間
接為李校長門生者，不計其數。其對資訊學界與產業發展
之影響有不可磨滅之貢獻。在產業推動研發方面：李校長
籌劃推動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劃，並擔任該計
劃技術審查委員會主席，對推動產業研發不只資訊類，還
包括電機類、機械類等不遺餘力，經由此計劃所推動之產
業界研發成果具體，廣受重視，新產品之件數已有 116 件，
預估未來五年產值約二千餘億元，對國內學術界及工業界
之貢獻相當傑出。

電機類

于國華

吳金洌

林一平

馬水龍

蔣本基

陳夏宗

楊國賜

鄭家鐘

傅立成

于重元

吳重雨

林一鵬

馬哲儒

郭大維

歐陽嶠暉

楊萬發

鄭瑞雨

邱坤良

井迎瑞

吳誠文

林曼麗

馬振基

郭瓊瑩

喻肇青

楊肇福

顏鴻森

邱錦榮

王中元

吳靜雄

林瑞明

馬以工

郭瑞嵩

曾永義

楊濬中

蕭玉煌

彭裕民

王汎森

呂正惠

林寶樹

張子文

陳力俊

曾志朗

楊平世

蕭美玲

王宏仁

呂秀雄

林俊義

張文昌

陳士魁

曾俊元

顧鈞豪

賴德和

王明經

呂學錦

果

芸

張石麟

陳小紅

曾煜棋

葛煥彰

賴志煌

王維仁

呂心純

范揚坤

張長義

陳文村

曾憲雄

詹火生

錢善華

王德威

何榮幸

侯錦雄

張俊彥

陳文華

程一麟

潘犀靈

薛承泰

王璦玲

李

施顏祥

張苙雲

陳文章

費宗澄

漢寶德

薛保瑕

王櫻芬

李公哲

洪

蘭

張祖恩

陳仲瑄

黃春明

劉仲明

薛富盛

王

鑫

李世光

洪敏雄

張進福

陳全木

黃昭淵

劉兆漢

謝曉星

白

瑾

李如儀

胡幼圃

張隆盛

陳杰良

黃得瑞

劉克襄

鍾乾癸

石守謙

李家同

胡錦標

張漢璧

陳金燕

黃博治

劉邦富

闕志克

石靜文

李祖添

胡竹生

張慶瑞

陳郁秀

黃惠良

劉群章

簡春安

伍焜玉

李雪津

孫得雄

張

翼

陳保基

黃漢邦

劉軍廷

簡立人

曲新生

李瑞騰

孫松榮

張耀文

陳垣崇

黃碧端

劉俊杰

魏耀揮

朱

炎

李鍾熙

徐立功

曹

正

陳陵援

黃興燦

蔡文祥

魏國彥

江安世

李曉蕾

徐佳銘

莊東漢

陳朝光

黃增泉

蔡忠杓

羅仁權

江伯倫

谷家恒

徐頌仁

莊國欽

陳義芝

黃炳照

蔡厚男

羅清水

余淑美

周更生

徐爵民

許千樹

陳萬益

黃惠偵

蔡新源

羅竹芳

余範英

周延鵬

徐蘊康

許博文

陳銘憲

馮展華

蔡明祺

蘇仲卿

吳中立

周昌弘

沈世宏

許源浴

陳龍吉

葉

明

鄧啟福

蘇炎坤

吳成文

周慧玲

藍崇文

許聞廉

陳鏡潭

楊志新

廖婉君

古名伸

吳妍華

周燦德

翁通楹

許健平

陳俊斌

楊泮池

鄭友仁

史欽泰

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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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 二十八屆 合計參與本獎評審之學者專家共計為 204 人

第
一
屆
機械類

第
二
屆
資訊類

李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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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電機類

第
三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電機類

第
四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姓名

洪銀樹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屆別

洪銀樹先生致力於無刷式直流風扇馬達之突破性發明，至
今已獲世界 26 國 30 項專利，其產品在此領域中成為世界
建準電腦與工業（股）公司
最小、最薄、耗電最省、品質最穩，產量高居世界第一，
董事長
具有領先世界未來之潛力，此卓越貢獻，堪為國內產業界
創新研發以提昇競爭力之典範。

黃秉鈞先生兼顧學術理論與產業技術，在冷凍空調與能源
技術領域有深遠之貢獻；其致力於冷凍空調與能源領域研
究二十年，具持續性之研究成就與貢獻。

黃秉鈞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林寶樹

林寶樹先生多年來帶領工研院電通所成功執行大型科技專
案計劃，在資訊、通訊網路及多媒體應用有重大成就，對
國立交通大學
產業界形成正面貢獻，厚增臺灣電子資訊業之國際競爭力。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主任 林君積極在專業著作之發表並活躍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
國內工協會，整合學研各界力量使資訊業成為全國第一大
科技產業。

吳重雨

晶神醫創公司
董事長兼技術長

吳重雨先生致力積體電路方面研發及推動 CIC 協助計劃南
科貢獻卓越，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
電機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楊冠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榮譽教授

楊冠雄先生致力於冷凍空調、通風排煙工程之研究，並將
科技研究落實於工程實務，貢獻卓著，經本屆評審委員會
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機械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林敏雄

林敏雄先生致力創新各種電腦週邊設備、光碟機等之研發，
亞太優勢微系統 ( 股 ) 公司 協助國內多方面工業創立，表現出色貢獻卓越，經本屆評
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審委員會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資訊類東元科技獎，
以玆表彰。

類別

電機類

第
五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電機類

第
六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姓名

潘晴財

范光照

陳

興

孫實慶

陳朝光

祁

甡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董事

潘晴財教授致力電力電子，電機控制研究多年，論著與創
新專利成績斐然，研究成果著重產業應用，如：自動式電
力濾波器應用於產業之諧波問題，如：三相功因改善之研
究有助能源節約。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
五屆電機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退休教授

范光照教授結合理論與實務，多年來從事工具精密加工之
研究及推廣，特別是在工具機精度及三次元量測相關領域，
貢獻卓著，主持臺大慶齡中心六年，該中心之成果亦廣獲
各界肯定。范教授在技術上有傑出之表現，且其本人及其
所領導之單位在產學合作上均有特殊之成就，經本屆評審
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五屆機械類東元科技獎，以資
表揚。

詮興開發科技 ( 股 ) 公司
董事長

陳興先生在白光 LED 及白光面光源之創新及應用，於能源
節省及環境保護方面，極具實用性，並已有廠商接受其技
術轉移並量產中，對國內光電工業發展及國際光電工業地
位之提昇，貢獻卓著。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
頒第五屆資訊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已故

致力於電子空調系統之安全、省能、殺菌及過濾零組件之
研發，獲得多項專利並實際應用於量產上，因其發明能善
用理論結合創意，對提升我國空調產業技術，貢獻卓著，
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電機類東元科
技獎，以資表揚。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從事熱流科技之研究，發表論文及專利達 200 件，造就國
內外項學術獎勵與榮譽，近年來致力於工程逆算、自動控
制及微分幾何，在機械、工程上之應用等，均有豐碩成果，
對產業機械設計與製造，貢獻良多，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
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機械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前 交通大學 副校長

致力於光纖光學、光固子通訊相關研究，成就卓越，發表
論文百餘篇，其中多篇為國際重要專著引用，榮獲國內外
多項榮譽，其理論多被應用於實際技術創新，對我國光電
及通訊網路產業之發展有傑出貢獻，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
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資訊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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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其他科技類
《環保科技》

第
六
屆

姓名

賴茂勝

瑪喜樂

現在任職

臺灣綠色希望中心
總經理

已故

人文類
《社會服務》

郭東曜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理事長

得獎評語
致力研究果菜廢棄物製作堆肥及高速發酵之技術，成果優
異，獲得多項發明專利，並研製高速發酵機、殘菜處理機
及生化截油器三項產品，結合成為整套有機堆肥處理機，
已在國內三百多所學校、工廠推廣使用。目前該產品已授
權國外公司銷售，對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貢獻卓著，經
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環保類東元科技
獎，以資表揚。

屆別

類別

其他科技類
《生物科技》

三十多年來以基督博愛的精神，自美國來臺從事社會服務
工作，從早期照顧肢障兒童及孤兒到關心失智老人及智障
者，貢獻自己並發揮博愛精神，把愛與關懷散播在本土，
目前已屆八十五歲高齡，仍始終如一的照顧弱勢族群，愛
心廣被。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社會
服務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人文類
《景觀設計》

長期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為兒童及老人提供創新服務如棄
嬰保護、認養、寄養等方案，以及開辦老人在宅服務、籌
組老人基金會，推廣志願服務。結合社會資源及推動服務
精神理念，三十五年來，始終如一，影響層面既廣且深，
貢獻良多。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社
會服務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電機類

電機類

第
七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蘇炎坤

蘇評揮

黃得瑞

經濟部技術處技術顧問

已故

蘇教授在紅光雷射二極體及藍綠光發光二極體等方面有重
大貢獻，並將成果商品化進入量產；發表論文二百餘篇、
專利九項，提高國內學術地位，培育眾多光電人才，貢獻
卓著。
蘇博士主持汽車共用引擎系統技術發展與開發計畫，由可
行性階段直到完成量產，使我國擁有完整的汽車工業，因
其領導團隊落實技術研發於產業界發展，貢獻良多。

黃博士在光碟機及 DVD 光學頭方面，有創新之研究並技轉
國內企業，奠定我國 DVD 產業之基礎，加入 DVD 之國際
決策委員會，展現我國的技術影響力，績效卓著。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白果能

已故

白博士在基因體研究有多項發明，其中以顏色分析法來偵
測微矩陣中反應的方法，有助於同時分析大量的基因特性
與功能，此項之技術已成功地技轉業界發展產品，貢獻卓
著。

郭中端

中冶環境造形顧 ( 股 ) 公司
負責人

郭女士具有景觀專業之素養，其作品富有獨特風格包涵人
文與自然之關懷，且能在實務上執著，堅持，不但在作品
上呈現專業的品質，且對國內景觀意識之提升，著有貢獻。

羅仁權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何宜慈講座教授
及終身特聘教授

長期致力智慧型機械人及自動化領域研究，成果卓越，深
為國際學術界肯定，其研究成果多項已技轉至產業界，現
致力推動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對輔助業界研發不遺餘力，
貢獻良多。

顏鴻森

大葉大學
代理校長

致力機構學研究，成果卓越，獲得多項專利，廣泛應用於
加工機等裝置，其學術成就傑出，尤其著一有關創意性設
計英文專書，深具教學參考價值，且多年來推動產學合作
成效優異，貢獻良多。

蔡文祥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

專注電腦視覺在自動化系統應用之研究，學術成就卓著，
培養科技人才無數，並能學以致用與研究機構合作落實於
視覺辨認與自動化產業，貢獻良多。

王輔卿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退休主任

長期投入資訊技術之研發工作，主持多項資訊產品開發之
專案，如 PC/XT、AT 工作站等，不斷創新成果卓著，將關
鍵技術適時轉移產業界，奠定我國資訊產品之世界地位，
貢獻良多。

第
七
屆

機械類
崑山科技大學
綠能科技研究中心 教授

姓名

第
八
屆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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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其他科技類
《高級材料》

第
八
屆

姓名

陳力俊

陳國城
（舞鶴）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系統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在半導體薄膜材料及電子顯微鏡學應用研究，特別在金屬
與矽的界面研究方面，成效卓著，獲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
的肯定，得到多項國際學術榮譽，提昇我國材料科技國際
地位，著有貢獻。

專業作家

舞鶴的小說有深刻的臺灣本土歷史及文化的關懷，而其表
現手法既有寫實的基礎，又有現代的技巧。代表作『餘生』
非常具體深刻地寫出部落姑娘的追尋祖靈之行，是極高的
成就，特就其近十年卓著貢獻給予表揚。

人文類
《臺灣小說》

資訊科技類

第
九
屆

廖偉竣
彰化縣福興國民中學
（宋澤萊） 老師、作家

宋先生創作有氣魄而具熱情，近年來新作如『廢墟臺灣』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和『熱帶魔界』等具有社會觀察
的深度與廣度；而其兼有寫實、魔幻和本土小說特質的嘗
試，也都頗有創意，值得肯定，特給予表揚。

張真誠

國立中正大學
終身榮譽教授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系
學術講座教授

致力於資訊科技研究，主要貢獻在於資訊安全，並擴及影
像偽裝等領域，著作豐富、成就卓越，為學術創新與人才
培育紮根，深受國際的肯定。

蔡忠杓

逢甲大學機電工程
學系講座教授

專精於齒輪研究，將各種齒輪理論和齒輪分析、設計與製
造技術有系統的發展，研究成果卓越；並對業界在齒輪與
傳動系統設計與製造能力的提升方面，貢獻良多。

屆別

王國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長期從事製造自動化研究，近十年更拓展至系統工程，並
發展出動態可靠度模型，極具理論創新與實務應用價值，
其成果已實際應用至十餘家廠商產品，貢獻良多。

姓名

生物科技類

陳垣崇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院士 / 通信研究員

致力於遺傳性疾病、醣類儲存症的研究，在第二型醣類儲
存症的發現原因方面，具有原創性的貢獻，並發展出診斷
及治療方法，目前已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成就斐然。

蔣本基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在自來水工程、空氣污染防治技術與管理研究、污水處理
廠、垃圾焚化廠輔導與評鑑制度建立、環保政策及國際合
作等皆具有創新成就，貢獻卓著。

人文類
《社會服務》

周碧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榮譽教授

長期致力於子宮頸抹片檢查觀念及醫療檢驗系統的建立，
並帶動學生深入偏遠地區，遠至金門服務。在防癌與預防
醫學的推動方面，對社會的影響既深且廣。

特別獎

蒲敏道

已故

遠渡重洋到異域七十一載，以超越地域、種族、疆界的博
愛精神，幫助弱勢族群，服務他人，並堅持到生命的最後
一刻，其熱情、堅持與活力，令人敬佩。

李祖添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長期致力於自動化控制、系統整合及智慧型傳輸系統之研
究與教學，堅持而深入，著作豐富，研究成果豐碩，作育
英才無數，深受國內外學術界之肯定，貢獻卓著。

劉容生

前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副校長

專精光電材料，鐳射元件及光通訊應用。帶領推動前瞻研
究，建立創新技術的世界水準，促進多項長期的國際合作，
大幅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及光電產業之國際市場佔有率。

環保科技類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九
屆

第
十
屆

機械科技類

類別

電機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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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姓名

陳

正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日紳精密機械 ( 股 ) 公司
董事長
旺矽科技 ( 股 ) 公司
副董事長

致力於製造技術之研究與推廣近三十年，領導團隊投入產
業機械與資訊電子業關鍵零組件開發，整合業界推動工具
機及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之創新開發，貢獻卓著。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長期專注於馬達控制在精密機械與自動化系統控制之研究
與推廣，論文與專利成果豐碩，與產業互動密切，創立馬
達研究中心與學習網站，對機電產業貢獻卓著。

屆別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陳良基

科技部 部長

在視訊壓縮編解碼領域學術論著豐碩、成就卓著，深獲國
際學術界肯定。所設計多項重要數位編解碼器專利廣為業
界採用，對我國視訊技術水準之提升極有貢獻。

曾俊元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陶瓷製程、奈米材料、電子陶瓷材料及相關被動元
件之前瞻研究，不但深具學術價值，對於國內相關產業發
展，亦具實質貢獻，曾獲國內外榮譽肯定。

曲新生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特聘專家

致力於節約能源、半導體傳熱、氫能及燃料電池相關技術
之研究，成果豐碩。近年帶領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完
成千瓦級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為國內新能源研究建立良好
基礎。

陳壽安

國立清華大學
多年從事高分子研究，早期致力於聚合反應，近年專注於
化學工程學系
共軛導電高分子，在電致發光共軛高分子分子設計、高分
終身榮譽國家講座 / 高分
子電晶體及可反覆充放電聚苯胺電池等方面有卓越貢獻。
子科學講座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鋼結構工程中心 主任

致力於鋼骨結構工程研究，以初削式鋼骨樑柱接頭之創新
方法，突破傳統接頭補強觀念，使耐震能力提高三倍，獲
國內外十項專利，已應用於六十餘棟大樓，極具創新性和
實用性。

創世紀詩刊 發行人

為臺灣文壇最具創意的詩人，作品皆足傳世，於現代文學
史具有崇高地位。論者稱其文學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體
會多樣，長期維持卓榮、優越、精緻的品味。

機械能源類
蔡明祺

化工材料類

第
十
屆

周澤川

楊泮池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前 國立臺灣大學 校長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專精胸腔超音波醫學影像之應用，以先進技術研究肺癌基
因，發現抑癌轉移分子；主持基因體計畫微陣列核心實驗
室，成果豐碩，對肺癌之預防，診斷、治療，貢獻卓著。

生物醫工類
謝仁俊

盧

炎

國立陽明大學 副校長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長期投入於電化學及觸媒化學，近年來從事微感測晶片之
研發，學術與實用成果豐碩；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主
持大型合作研究，充分展現其整合與領導能力。

以腦神經學基礎研究，對人腦功能及資訊科學領域有重要
創新性研究成果；領導研究小組應用先進儀器進行整合性
腦功能研究成果卓著，獲國際肯定。

第
十
一
屆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科技創意

陳生金

已故

創作與音樂教育逾四十年，培育後進無數。音樂作品數量
豐富，體裁與類型多元，內容兼具人文思想與開創性，其
創作成就及樂教貢獻均為樂界所肯定。

作曲家

以扎實純熟的技巧，從古典詩詞美學接軌到後現代文化氛
圍，譜寫既細膩又深刻的聲音，不僅為臺灣現代音樂開拓
嶄新視野，也為臺灣現代文化累積珍貴資產。

人文類
《文學創作》

王慶麟
（ 弦）

人文類
《音樂創作》
楊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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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第
十
二
屆

得獎評語

屆別

專注行動通訊及計算之研究，學術論述豐碩，成就卓著。
結合產學研之力量，發展多項電信軟體及網路規劃技術，
落實行動通訊系統應用，對我國電信服務水準極有貢獻。

第
十
二
屆

林一平

國立交通大學
終生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華邦電子講座教授

傅立成

國立台灣大學
致力於電控、機電整合、自動化、影像資訊技術之理論與
電機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實務研究，成就優異。不但論著豐碩，更應用於解決國防、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
3C 產業、生產自動化之實際問題，深獲肯定。
講座教授兼中心主任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現在任職

張石麟

黃登福

前 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毒研究室
終身特聘教授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蔡世峰

李如儀

國家衛生研究院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衍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專業及規劃設計溝通能力卓越，具整合協調專長，形塑臺
灣城鄉環境之典範；並力行政府推動「水與綠」政策，落
實國民城鄉生活環境品質提昇，其成就深具社會意義。

已故

長期推動臺灣大尺度景觀資源保育，開創國家公園、都會
公園系統之設立與經營；創立都市更新基金會，並推動東
亞地區自然保護區相關國際活動不遺餘力，足具景觀政策
典範。

人文類
《景觀類》
張隆盛

在基因體科技及遺傳疾病領域學術成就卓越，享譽國際，
協助國內多所學術機構建立基因體科技計劃，成果發表於
世界一流期刊，建立臺灣基因體醫學里程碑。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中原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中央大學
講座教授

這是一個不完美的社會，卻因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奉獻，
並且努力的讓這個社會迎向美好的境界。僅以「特別貢獻
獎」獻給用智慧與行動讓社會更好的洪蘭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榮譽退休教授 / 終身講座

致力於行動通訊系統無線資源管理分析設計，著述甚豐，
學術貢獻卓著。長期投注通訊產業技術研發、推動與輔導，
對我國行動通訊產業之蓬勃發展卓有貢獻。

陳銘憲

國立臺灣大學 副校長

專注於資訊勘測、資料庫系統及行動通訊計算，整體研究
成果豐碩。積極服務於國內外學術機構與活動，對於提升
我國通訊科技的國際地位，及資訊通訊產業發展，有具體
貢獻。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陳發林

專注於流體力學領域之研究，提出多項創新之理論，著述
國立臺灣大學
極豐，學術貢獻卓著。在結合學理應用於長隧道通風的設
應用力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 計、管控等方面，研究成果卓著，並對國內重大工程有卓
越之貢獻。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林河木

特別貢獻獎

洪

蘭

張仲儒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長期從事以 X 光精密量測單晶材料結構之新方法研究，以
及 X 光光學元件與繞射儀器之研製，成果特出。「X 光共
振腔」之成功研製尤增加了未來製造 X 光雷射之可能性。

二十餘年來從事水產食品安全研究對海洋生物毒、麻痺性
貝毒之分佈、來源及藻毒之機制深入研究，對國人及全人
類之食品安全貢獻甚大，是國內極為優秀的科學家。

類 別

第
十
三
屆

人文類
《社會服務》

黃春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黃大魚兒童劇團
團長

長期致力於熱力學性質量測、相平衡、超臨界流體技術等
化工熱力學相關之理論與實驗研究工作，其成果常應用於
石化工業之工程設計，在學術及實務方面貢獻卓著。

以關懷鄉土人文的精神，創新傳統藝術的價值，並以文學
藝術之造詣及對鄉土之熱愛，挹注人文精神推動社區總體
營造，對於歌仔戲劇之發揚、兒童藝術及生命教育等議題
之倡導，教化人心，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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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四
屆

黃惠良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退休教授

黃教授為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之國際知名學者，並創設多
家相關公司；另創設產業服務機構，培訓半導體高科技人
才無數，已為國際典範，對我國高科技產業卓有貢獻。

屆別

第
十
五
屆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江安世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腦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

江教授長期投入神經學研究，以創新方法做出突破性貢獻，
領先國際。他所創設的生物組織澄清技術及腦神經研究方
法，應用性極廣，在生物影像產業發展極具潛力。

人文類
《動態影像
藝術》

石昌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專任教授

國內資深動畫家，作品細膩嚴謹，且深富人文色彩，2006
年更以〈微笑的魚〉一片榮獲柏林影展兒童單元特別獎，
為臺灣動畫樹立新的里程碑。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吳東權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特聘專家

致力於超精密鏡面加工及微機電奈米製造領域之研究，開
發出多項創新技術，並獲發明專利，成果豐碩。長期投注
於機械產業之推動，對我國機械產業之發展卓有貢獻。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許千樹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講座教授

致力液晶高分子科技研發及應用，發表重要論文及專利，
為國際知名之光電材料專家，並移轉多項技術至產業界，
對臺灣影像顯示產業之發展貢獻卓著。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吳家麟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視訊壓縮及數位內容分析研究，榮獲國內外重要獎項肯定。
早期發明之 DVD 播放原型，是目前全球市場佔有率最高商
品。在電腦多媒體領域上貢獻卓越。

人文類
《靜態視覺藝
術》

阮義忠

攝影家出版社社長

用鏡頭帶著大部份人的眼睛，凝視臺灣即將逝去的人文價
值，在逐漸物化的環境中，重新喚醒寶貴的記憶。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張豐志

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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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淑美

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以創新基因工程科技改良水稻品種，廣為全球應用。領導
團隊建立含七萬個品系之水稻突變種原庫，成為國際水稻
基因功能研究重要的資源。提升國家農業生物科技的發展
及國際地位，貢獻卓著。

阮文雄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長期致力於解決外籍移工與婚姻移民的困境，協助陷入絕
外籍牧靈中心神父
望或受到非人道對待的新移民，其民胞物與的精神，對於
越南外勞配偶 辦公室主任 促進臺灣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
響。

夏曉鵑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教授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五
屆

姓名

許聞廉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特聘研究員

許教授從事中文自然語言及生物文獻探勘研究，學術卓越，
曾獲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獲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
學會會士，其所發明之「自然輸入法」，廣被使用，對電
腦普及化卓有貢獻。

馬振基

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
理事長

馬教授長期致力於材料 / 能源科技之研究及其產業應用，
獲得國內外多項獎項肯定。近年來應用奈米科技開發出新
的複合碳材，應用於能源產業，對產業發展貢獻巨大。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李世光

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長

李教授致力自動化科技、光電與壓電系統、微機電與生醫
科技研究，成果卓越，獲得多項獎項肯定。其中一項研發
成果可有效對抗 SARS 病毒，對我國未來防疫有相當貢獻。

第
十
六
屆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
《新住民服務》

以拓荒者的精神，長期關懷新移民女性，並以實際行動致
力於爭取、保障新移民權益，呼籲社會對於新移民的尊重。
其學術研究與實踐行動，促進各界服務及支援系統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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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姓名

吳誠文

鄭芳田

第
十
七
屆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人文類
《特殊教育》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洪上程

賴美智

程章林

第
十
八
屆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駱尚廉

現在任職

國立成功大學
副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講座教授

得獎評語

屆別

化工 /
材料科技

長期致力於晶片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領先國際開創全
新的晶片無線測試技術之研究領域，並帶領工研院團隊完
成多項前瞻晶片技術移轉產業界，貢獻卓著。

致力於製造領域自動化與 E 化的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成
果豐碩。虛擬量測技術更移轉多家半導體、面板及太陽能
廠商，對於學術研究及產業發展貢獻卓越。

生物 /
醫工科技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致力於微波誘發資材化、奈米光觸媒反應、資源回收處理、
重金屬固液界面反應，及環境系統等綠色科技研究，於產
業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上，貢獻卓著。

現在任職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九
屆

得獎評語

黃炳照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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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全木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院 院長

致力於分子胚胎及基因轉殖動物研究，建立乳腺表現型動
物平臺，並應用於蛋白質藥物及疫苗之生產，成功產出多
項高價值產品，論文和專利豐碩，並技轉生技製藥等廠商，
貢獻良多。

林益厚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理事長

服務公職四十餘年，主導與參與 921 震災重建，國家公園
規劃及生態保育、都市計畫、城鄉風貌、景觀專業制度建
立，卓越的貢獻，樹立產官學界景觀專業工作者的楷模。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
設計學院景觀所
所長兼系主任

歷經國內外景觀專業以及景觀教育、人才培育與研究發展
等之專業生涯，致力於景觀專業與教育之推動，對於環境
保育、國土規劃與公共政策，秉持崇高理想與熱誠，積極
實踐，貢獻卓著。

潘犀靈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系 講座教授

長期致力於光電科技研究與人才培育，開創「兆赫液晶光
學」領域，獲多項國內外重要獎項肯定。經由產學合作與
技轉，對國內國防科技及光電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鄭友仁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磨潤學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及技術開發，並將成果
應用於機械表面粗度量測、加工製造及磨潤性能提昇，對
於我國精密機械產業和半導體製程，貢獻卓著。

黃漢邦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系 終身特聘教授

致力於機械人及自動化領域，研究成果豐碩。除發表多篇
學術論著外，機械手臂、多手指機械手及機器人相關技術
更移轉多家業者，對自動化產業發展，貢獻卓越。

人文類
藝術類
《景觀與環境》

三十年前創辦第一所由特教專業人士成立的私立智障者服
務機構，又陸續增設十家福利機構、輔具服務中心、行為
工作室等，每月照護千名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已幫助上萬
個家庭，貢獻卓著。

致力於軟性主動顯示器製程技術及大面積軟性顯示電子紙
工業技術研究院
之節能連續式製程，績效卓越。另全球首度成功開發可彎
影像顯示科技中心 前主任 折軟性彩色 AMOLED 觸控面板技術，屢獲國際科技大獎
肯定。

姓名

第
十
八
屆

致力於碳水化合物的研究，首創「一鍋化」之寡醣合成，
中央研究院
受到國際高度肯定及重視。其研究應用於新藥開發並轉移
基因體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
產業，深具創新及社會效益，成果斐然。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創辦人

類別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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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第
十
九
屆

類別

姓名

化工 /
材料科技

黃志青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講座教授

長期從事金屬材料研究，在鋁合金、鋁鈦合金超塑性探討
及金屬玻璃研究方面有傑出成就，將金屬板材連續壓延等
研究成果落實於產業界，並受到國際重視。

林俊義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系
講座教授

長期投入農業科技研究，首創白木耳自動化栽培技術，並
育成彩色白木耳及杏鮑菇，創造廣大商機；培育出高產質
優的「超級蓬萊米」，提升臺灣農業競爭力，貢獻卓著。

吳興國

當代傳奇劇場 藝術總監

自 1986 年以《慾望城國》創團，帶領京劇走入現代並產生
質變，成為臺灣劇場跨文化改編的代表。既開啟臺灣京劇
發展的重大轉向，更帶動當代戲劇的「新型態」。

闕志克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所長

開發編譯器最快的資料物件記憶體，在偵測惡意程式攻擊
技術上有多項第一的紀錄。所發展全球第一套多維度儲存
裝置虛擬化管理系統，對於雲端作業系統具優異的貢獻。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人文類
藝術類
《戲劇藝術》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二
十
屆

曾煜棋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張祖恩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終身講座教授

致力於無線通訊及網路研究，成果豐碩，發表具關鍵性的
論文，引領相關領域的研究，並積極投入產學合作，充分
發揮產學合作效益。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 系教授

長期投入環境科技領域，是國內廢棄物處理教學研究開拓
者，也是帶領團隊從事產學合作的傑出學者，環保署署長
任內績效卓著，並榮獲多項學術與專業獎項的殊榮。

屆別

第
二
十
屆

類別

姓名

化工 /
材料科技

陳文章

國立臺灣大學
工學院 院長

長期致力於高分子奈米複合材料及光電材料研究，成功開
發高折射率塗膜、抗反射膜、透明封裝材等，學術研究表
現傑出、產業貢獻卓著。

謝興邦

中央研究院
生醫轉譯研究中心
副主任

致力抗癌、抗病毒及糖尿病新藥研發，取得 39 項專利，並
發表重要國際論文。其中已技轉藥廠之候選藥，為國內自
主研發全新抗癌藥物在國內進行一期臨床試驗的首例。

湯靜蓮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顧問

善行無界若水靜，牧民四時皆新蓮。
由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香港而臺灣，30 年來，始終
心繫不幸青少年，尤其不幸少女際遇；近年更延伸服務至
受虐新移民，其為弱勢者付出之胸懷，深值感佩與肯定。

廖婉君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系 特聘教授

為無線多媒體的專家，研究成果理論與實務並重，擔任
IEEE ComSoc 亞太區主席，致力人才培育，並協助政府在
智慧生活等應用服務方面之推動，貢獻卓著。

台積電 資深處長

在產業界曾帶領 1500 人的研發團隊開發多項領先日韓的平
面顯示器產品，並在工研院推動前瞻性軟性電子與 OLED
照明卷對卷 (Roll-to-Roll) 創新技術之大型國際研發計畫，
成就卓著。

中原大學智慧製造中心
主任 / 講座教授

長期深耕射出成型科技，建立薄件外殼技術，對國內外多
項產業之技術提昇有卓越貢獻，在科技發展與產業提昇方
面，榮獲經濟部大學產業貢獻獎及國家產學創新獎，績效
卓著。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

第
二
十
一
屆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劉軍廷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陳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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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化工 /
材料科技

第
二
十
一
屆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姓名

鄭建鴻

陳宗嶽

鄭榮興

現在任職

國立清華大學 副校長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特聘教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苗栗陳家北管八音團
藝術總監

得獎評語

設計開發紅色及綠色發光材料，成果豐碩，包括數十件專
利、高額技轉金及多篇高品質論文；在有機催化反應研究
方面，斐聲國際；曾擔任多項學術行政職務，績效卓著。

郭大維
第
二
十
二
屆

已故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長年投身客家音樂戲曲表演與研究保存事業，創設客家戲
曲學苑傳承發展在地藝術人文，推動基礎紮根，並致力深
化培育傳統八音與採茶戲專業表演人才，成就卓越。

2003 年起指導泰武國小學童，以口傳心授方式傳承排灣族
歌謠、進行人格教育、建立族群認同，結合傳統與創新，
廣獲國內外肯定，為原住民音樂復振樹立成功典範。

林智仁

致力於機器學習領域的研究，發表之 SVM 論文具學理與實
務價值，對該領域之發展貢獻重大。所開發之 LIBSVM 軟
體為國際廣泛使用，對該領域之研發有重要助益。

姓名

現在任職

第
二
十
二
屆

蔡克銓

致力於摩天大樓之結構抗震分析、多種可應用於建築結構
之鋼造制震構件，成果應用於「台北 101」等百棟建築工
程的挫屈束制支撐構件，並榮獲行政院傑科獎等國內外獎
項。

馮展華

國立中正大學
校長

致力於齒輪刀具開發、齒輪工具機開發、齒輪設計與模擬
軟體開發等，成果被產業廣泛應用，成功創造超過每年
五十億元的產值，並獲行政院傑科獎等獎項。

宋信文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兼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所長

致力於生物醫學工程研究，顯著提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
研發藥物釋放載體，突破現有技術水準，技轉成績卓越。
在學術服務方面，主動積極，績效卓著。

彭裕民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致力於電化學工程與材料的結合，提昇我國電解電容及鋰
電池產業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特別在抑制鋰電池內短
路的 STOBA 材料，領先國際突破現有技術水準，成效卓
著。

楊志新

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癌醫中心分院 院長
台大醫學院
腫瘤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教育部 國家講座

對於第二代肺癌標靶治療藥物的開發有顯著貢獻，並證明
臺灣在臨床藥物開發，已可和歐美平行發展，甚至超前，
對臺灣生技業意義重大，且在肺癌臨床研究領域深獲國際
肯定。

化工 /
材料科技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得獎評語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系 教授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長期進行非揮發性記憶體之軟體與系統設計及嵌入式作業
系統設計研究，領先國際，擔任學術期刊主編，大幅提升
臺灣於 CPS 領域之國際知名度。積極協助政府與業界，提
供研發規劃服務，有具體貢獻。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類別

運用免疫抑制技術，提高水產畜產養殖效率，大幅降低飼
料成本，技轉國內外廠商量產。並開發石斑魚育種及檢測
技術奠定臺灣品牌，對全球糧食短缺問題，貢獻卓著。

人文類
文化類
《音樂類》
查馬克．
法拉屋樂

屆別

致力種樹 30 年，全係自力勵行。能配合因應氣候變遷減緩
及調適策略，強化國土自然資本建設。森林復育種樹面積
可觀，能鼓勵全社會行動，社會教育意義重大。

賴倍元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森林復育》
黃瑞祥

雲山水植物（股）公司
顧問

專注對本土珍貴物種復育有卓越貢獻。對亞泥礦場綠化投
入大量心力，並催生關渡自然公園。前後服務民間機構及
政府單位，利用個人時間，全力復育牛樟，甚有典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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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廖弘源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廖博士致力於多媒體訊號處理研究，發展的人臉辨識、數
位浮水印等理論成就卓著，所推出的雞尾酒浮水印系統，
不僅技轉業界，對當前數位內容保護提供防護機制。

楊鏡堂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致力能源及流體力學之跨領域研發，成果引領創新思維與
優化工程應用價值，領導國家能源政策，積極持續推動綠
能產業，在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方面均卓有成效。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講座教授兼任工學院院長

致力微藻固碳再利用，微藻生物精煉及生質能源技術開發，
擁有世界領先之微藻固碳及厭氧氮氫技術。建立展場技術
平臺，創立衍生公司，具國際知名度及學術影響力。

屆別

第
二
十
三
屆

化工 /
材料科技

藍崇文

江伯倫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陳虹樺

人文類
《臺灣關懷
報導》

張光斗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結合理論及實驗發展小晶粒及鈍化技術，大幅提升多晶矽
電池的效率由 16.5% 至 19.5%，對太陽能電池產業貢獻卓
著，研究成果並獲國際晶體生長組織之最高榮譽 Laudise
Prize 之肯定。

致力於兒童免疫疾病機制及臨床治療之研究，研發褪黑激
台大醫學院
素治療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睡眠品質和症狀、過敏黑眼圈的
臨床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創新測定、過敏性紫斑的生物標記等成果，皆已在臨床應
用。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財團法人點燈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

研究蘭花發育關鍵基因，參與國際合作，完成姬蝴蝶蘭基
因解碼，建立全球第一個蘭花基因資料庫，發表高水準論
文，提供重要蘭花研究資源，並積極推展蘭花生技產業。

近三十年長期以點燈節目報導關懷臺灣社會各角落，並持
續以巡迴活動、演唱會及出版等形式，深入民間，讓弱勢
者點燃生命的希望，倡議臺灣社會真善美面貌的形式。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張耀文

致 力 於 電 子 設 計 自 動 化 (EDA) 及 可 製 造 性 設 計， 成 果
國立臺灣大學
NTUplace4 獲得 EDA 三大國際競賽冠軍，並發展出最佳平
電機資訊學院 教授兼院長 面規劃方法，且被廣泛應用於相關設計工具，對產業影響
非常重大。

高志明

致力於先進綠色整治技術，透過產業化推動污染場址的整
國立中山大學
治與復育；編撰中英文環境工程書籍，在環境工程教育、
環境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活化土地、人類健康風險管理等方面，在國內外皆貢獻卓
著。

趙怡欽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致力於節能減碳與精密航太推進之研發，突破國外輸出管
制關鍵技術，建立自主價值鏈，在提升國家自主太空科技
與產業能量，及高精準國防自主與彈性，均有卓越成效。

化工 /
材料科技

莊東漢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長期耕耘高性能合金材料及電子封裝的應用，首創量產退
火孿晶銀合金線，解決封裝線材在加工性、可靠度及價格
上長期的產業瓶頸，已逐漸成為高性能電子封裝之主流。

生醫 /
農業科技

謝清河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致力於心肌及血管再生研究，整合生物、醫學與工程等領
域，運用幹細胞探討心肌修復的分子機制，再用奈米科技
促進心肌及血管新生，研究成果已在全球早期臨床試驗中。

國際自由舞蹈表演者
編創者

在表演及創作領域皆引領風騷，風格獨特，作品試圖回歸
動作的純粹意涵，表演能量收放自如，深獲歐陸舞蹈界肯
定，持續受邀與各國知名舞團合作演出，堪稱臺灣當代舞
蹈的新星翹楚。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張嘉修

類別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四
屆

人文類
《舞蹈藝術》

李貞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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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屆別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簡禎富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講座教授

深耕智慧製造和多目標決策問題為導向之理論和技術多
年，發展出紫式決策架構、大數據分析、資源調度優化演
算法及其數位決策系統，並積極技轉臺灣產業，貢獻卓越。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姓名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五
屆

化工 /
材料科技

周至宏

陳三元

楊長賢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特聘教授

長年鑽研積體電路靜電放電防護與可靠度設計技術，協助
國內多家著名半導體製造公司與積體電路設計公司克服相
關技術問題，貢獻卓著。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長期致力於進化優化演算法與人工智慧應用技術研究，成
果具學術前瞻性並獲國際肯定。積極協助國內傳統產業與
中小企業建構智慧製造生產技術，對競爭力的提升有卓著
貢獻。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
講座教授

長期耕耘新型藥物載體之研發，首創新劑型磁性奈米抗癌
藥物載體的技術平臺，並授權專利及技術移轉給多家生技
公司，是以生醫材料及奈米科技跨領域賦予新藥發展的典
範。

許健平

長期深耕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研究，協助國內企業開發關
鍵性技術，榮獲多項學術及產學合作獎項，對於網路廣播
及網路傳輸效能提升，貢獻卓著。

賴炎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節能應用之高效率能源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動器
研究逾三十年，藉由技術諮詢、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協
助國內外企業解決實務問題，學術成就享譽國際，貢獻卓
著。

林財富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致力於有害藻類監測與水處理研究，技術應用於亞、美及
澳洲等地，居世界領先地位，對臺灣環工教育與科研、產
業發展、水質安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貢獻卓
著。

賴志煌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
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長期投入薄膜材料研究，融合材料與製程之研發，在高密
度磁性記憶體、磁感測器及薄膜太陽電池的論文與專利皆
領先國際，成果技轉國內外領導廠商，績效卓著。

劉如熹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特聘教授

以合成、配方、分析之核心技術，應用於高效率發光二極
體、鋰電池與能源領域，研究之論文、專利與產業合作皆
有豐碩成果，是國內外學術與實務皆傑出之知名無機材料
化學家。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暨副校長

領先國際「花被密碼」突破性理論，解析蘭花特有花型發
育機制，獲頂尖期刊選為封面及「研究亮點」報導。創造
新穎特殊「鳳凰蘭」，提升花卉產值，具重要社會貢獻。

徐善慧

國立臺灣大學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兼所長

將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醫材應用到神經修復、幹細胞的幹性
與 3D 列印組織工程上。多項專利都已經成功技轉，研究
團隊成立新創生技公司，對生技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傑出的免疫方法建立全球第一個抗聚乙二醇 (PEG) 抗體，
應用到蛋白和胜肽等藥物的聚合體合成，已經有多家生技
製藥公司生產蛋白藥物之臨床應用，貢獻良多。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
退休副教授

八○年代起參與臺灣當代戲劇迄今不輟，為臺灣現代戲劇
發展的開創者。編導作品跨越傳統與現代，立下新典範，
另以精湛演技橫跨影視，為當代華人表演藝術代表性人物。

生醫 /
農業科技
Steve
Rofﬂer
( 羅傅倫 )

羅竹芳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講座教授

在蝦類白點病 (WSD) 及急性肝腺壞死症 (AHPND) 之發病
機制研究表現傑出。亦將白點病毒及引起 AHPND 的弧菌
檢測技術研究成果，成功技轉國內海洋科技業界，在蝦類
養殖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人文類
《戲劇藝術》

金士傑

田 園

國語日報自然科學班老師
科學大魔界推廣課程老師

以實際行動與奉獻的精神，長期耕耘偏鄉科學教育、帶動
偏鄉教師重視教學方法，及提振教師教學使命與熱忱，對
於普及臺灣偏鄉的科學教育貢獻卓著。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六
屆

化工 / 材料
科技

生醫 / 農業
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教育貢獻獎》

得獎評語

國立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柯明道

現在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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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別

姓名

得獎評語

翼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兼任副校長

致力於複合物半導體研究，發展世界最高頻率之 InAs 量子
電晶體、世界紀錄之 InGaAs 鰭魚式電晶體及 GaN 功率元
件。結合學理及應用，研究成果獲國內外肯定，貢獻卓著。

吳宗霖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特聘教授
兼任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

研發高速數位電路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
術，將解決電磁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並佈建關鍵
專利。對於提升臺灣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能見度，貢獻卓著。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長期鑽研熱傳與流力現象，將研究成果整合材料知識應用
於資通產品之熱管理，也整合生醫知識於快速核酸檢測機
臺並成功獲證，運用於新冠肺炎核酸檢測，貢獻卓著。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所長

深耕機械領域之機器人智慧製造及電動自駕車輛研究近
三十年，學術研發成就享譽國際；藉由機電整合研發授權
促成新創產研合作，對提升國內企業升級轉型貢獻卓著。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發明高熵合金及開創高熵材料新領域，顛覆合金的配方設
計並賦予週期表新生命，產生多元的組合，應用於航太、
高端機械等產業，領導國際，成為世界所追隨的新材料領
域，影響深遠且貢獻卓著。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陳炳煇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七
屆

胡竹生

化工 / 材料
科技

葉均蔚

鄭添祿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兼任研發長

研發抗體的創新技術，應用在抗體生物藥物，讓抗體在作
用部位具有最佳選擇性，且有效降低副作用。此項專利平
臺已取得高額技轉金，對生技產業的發展，貢獻卓著。

高嘉宏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終身特聘教授
兼任附設醫院副院長

專長病毒及肝臟疾病的研究，其中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系
統性的藥物治療研究成果領先全球，成功的預防慢性病毒
肝炎的併發症，在學術及臨床應用上貢獻卓著。

李家維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執行長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以保育全球熱帶植物為願景，在台泥集團支持下，於 2007
年成立「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迄今蒐集活體植物約
三萬四千種，為全球之冠，在物種保育與人才培育貢獻卓
著。

生醫 / 農業
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物種保育》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八屆）

現在任職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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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郭斯彥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特聘教授

致力於計算可靠度的研究，對學術教育和產業發展具有關
鍵影響，且領航 IEEE 及 IEEE Computer Society 頂尖國際
社群發展，對提升臺灣相關領域的國際影響力，貢獻卓著。

覺文郁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深耕於工具機與精密量測領域的研究，整合並帶領產學研
的跨領域團隊，以卓越的研發成果與技術人才培育，促進
產業轉型升級，對我國機械與製造業發展，貢獻卓著。

陳維新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致力於綠色能源與燃料研究，引領國際生質物焙燒研發，
積極提升業界開發潔能與節能創新能量，對於國內能源與
環境人才培育、永續技術開發應用等，貢獻卓著。

陳志勇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匯智綠色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循環經濟的實踐先驅，開發出全球領先之超臨界可回收發
泡材技術，並打造臺灣首座碳循環再利用示範工廠；成立
新創公司，達成產學鏈結，在環境永續發展上貢獻卓越。

童國倫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致力化工高效分離技術研發，獲致全球首創之破壞式創新
無機膜，學術聲望享譽國際，並成功商品化成立新創公司，
落實產業績效顯著，在水資源與環境永續上貢獻卓著。

生醫 / 農業
科技

李國賓

國立清華大學
建立微奈米流體生醫晶片的創新技術，應用在疾病檢體和
醫工所 /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人工抗體篩選；並首創陣列式金屬針的腫瘤熱消融技術的
講座教授
應用，相關技術轉移多家公司，對生醫產業有重大貢獻。

人文類
藝術與文化
《紀錄影像》

張乾琦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Magnum Photos)
終身會員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八
屆

化工 / 材料
科技

從事報導攝影三十餘年，屢獲國際高度肯定。近十多年來，
更在攝影的基礎上開展對錄像與聲音的探索，作品深具人
道關懷與獨特美學，為紀錄影像開拓不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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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主持人．瞿德淵
臺北市忠孝、吳興、金華國小校長。曾當選教育部91年度全國優秀學生事務工作人員，亦曾獲臺灣區國語文
競賽小學教師演說組第一名。先後擔任過教育部全國師鐸獎、教學卓越獎暨校長領導卓越獎、友善校園獎、
世界書香日表揚活動、第十三～二十八屆東元獎、2009～2012年東元原住民兒童之夜等重要典禮及活動主持

東元獎獎座設計建築師－黃兟發＆劉國泉先生

黃兟發教授

家們，共同創造山地偏鄉孩子們的幸福。

自由攝影工作者。

年，見識廣博，是

『東元獎獎盃』造型的意義

良師益友，我們經

．如磐石般堅固的基座－

論， 啟 發 設 計 靈
感。而設計是一項快樂的工作，我們很難忍受不夠美好的作
品，也經常享受我們完成作品的成就感及業主給予的肯定。
郭董事長暨夫人是我們敬愛的業主及好朋友，長期的合
作，讓我非常珍惜這個知遇之恩。感謝郭董事長的青睞，有
機會能為頒給對國家與社會有貢獻的學者專家的「東元獎」

特約攝影師．李健維
自1994年起曾任職於TVBS、大普傳播、中天新聞、大愛電視台、壹電視、擔任攝影工作投入至今！ 現職為

與我相識二十多

常在工作中互相討

人，現任頭城農場永續教育推廣中心執行長。

作品與FB網址：https://www.ﬂickr.com/people/bigwei6699
http://www.facebook.com/proﬁle.php?id=100003851270110

象徵基金會的創立，並獎勵優秀人才
．不銹鋼方尖形探針－
象徵著得獎人持續的研究發展
．鏤空立體的金屬球體－

特約攝影師．陳偉熙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畢，自2000年迄今從事策展、平面設計、繪畫、攝影與教學。擔任《FA 電影欣
賞》雜誌視覺設計與美術編輯有十七年，並成立個人工作室，長年與各縣市文化單位、藝文團體、舞團、國

光亮的外表象徵人類社會的文明與生活科技的發展。

家交響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等國家級團體合作；金穗獎、國際動畫影展、台北國際藝

粗糙的球體內部象徵宇宙中等待創新開發的未知。

術村、台北電影節等視覺設計；並從事短片與紀錄片拍攝。

向下傾斜的球體象徵思考與謙卑。

設計獎盃，是我們無限的榮耀。頒獎典禮中頒獎人與所有得
獎人之間的互動，讓我感受到「有志之士」的付出，對於社
會進步的重要性。東元在設置「東元獎」之外，更積極網羅
各方英雄豪傑與企業商賈，協力支持偏遠山區部落的傳習教

期望『獎盃』意義，能讓得獎人感受到至高無上的榮耀

專訪撰稿．李宗祐
臺灣海洋學院（現臺灣海洋大學）造船工程學系畢業。1989-1992年中國廣播公司台東台記者，1992-2013年

與社會使命，讓每個人在時代潮流中，更能發揮所長，為人

中時報系科技記者，主跑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國科會（現科技部）、原子能委員會、工業技術

類社會的幸福謀福利！

研究院和中央氣象局等單位。2002年與中時採訪團隊以《核安何時能安：核四工程弊案追追追》獲得第一屆

育，讓原住民的傳統音樂、舞蹈可以發揚光大並傳播於海內

卓越新聞獎「報紙與通訊社類」即時新聞採訪獎。目前為獨立記者，國語日報兼任主筆。

外，甚至美青姊都在百忙中，為原住民孩子們的生活學習，
默默的幫忙，常常在深夜還收到 Theresa 聯絡各方的信件，讓
無限的愛流傳在人間。看到基金會稀少的工作人員，卻要上

專訪撰稿．郭怡君

山下海，完成無窮盡的工作，我們深深的感動！感動之外，

臺灣大學地質系學士、臺大新聞研究所碩士。1996-2007年間任職於自由時報，主跑國科會及中研院，負責採

只能略盡薄棉，幫他們做一些擅長的設計工作，除此之外，

訪科學及學術研究相關新聞。2006年與同事合撰的「離島水泥化系列報導」榮獲臺灣三大新聞獎之一的「曾
虛白新聞獎」，並入圍同年「卓越新聞獎」，與同事合寫的「客語教學危機與展望」系列報導榮獲首屆「客

笑談之間，也羨慕基金會同事可以有機會以行善為喜樂，雖
然任務辛苦卻可以有機會親近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及藝術

永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家新聞獎」。曾策畫及主撰「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15周年專刊」，擔綱多屆東元人文獎得主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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