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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就是不斷歷經失敗仍不改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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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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