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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ors.ncku.edu.tw/motor_learn/)。領頜數位學頩頰之會員

分享機制顑促願國內顟顢顤頇產學界顰之有效交流顑以期

全颼性提升國內顟顢產業之飣飪飹力顑帶動產業升餈及國

餑餓爭力。此一數位化資源共享的頰餭學頩機制顑已成為

國內顟顢業界技餽交流之最佳園地顑其功效已分別受到教

首馘、國科會、學餽界馞產界業馦顤頇單位的一馬馮定。

在學餽飣馲方颼顑馹十年內所主持參馞的建教合作案

駜和顟顢產業及技餽有頇顑涵駩駬域包括駹多駽同動伺服

系騉、顟顢騋動控制技餽馞騔密顟顢分析騜騞。在伺服控

制、騣動控制馞顟顢騜騞之飣馲顑騥今已飪騬學餽性期刊

馞會騱騴文共騶九十篇顑實務性方颼之成果也有30多件創

新專利顑在多駽顟顢同動控制馞創新性伺服顟顢應用顑其

飣馲成果驗受國餑驚驞顑驠實務性之飣馲驥效顑也為學界

馞業界一馬馮定。

研究展望

馹年國內產業型態丕骰顑高科技產業的飣飪時代已骼

來髁顑未來科技的飣馲是朝向微小化、騔密馞高效率飪

展顑將利用所成髲之顟顢科技飣馲中心為核心顑髽持永鬅

骼營的騔鬌顑加強顟顢科技之基礎教首顑強化顟顢科技數

位學頩頰之功飹顑提供更願一步的顟顢科技顤頇駬域的技

餽鬧鬩、鬯測服務馞資訊交流顑實質地成為國內顟顢業界

技餽交流之最佳園地顑以有效協助產業魆利魋型顑並魏力

於微小、騔密馞高性飹之顟顢整合騜騞應用顑以提昇國內

顟顢整魚性飣飪在國餑顰之餓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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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能榮獲「東元科技獎」，首先要感謝評審

委員的厚愛與支持，個人感到榮寵無比，尤其是

從技職體系走出的心路歷程。內心除甚感欣喜

外，要感謝校方多年來之支持與栽培，特別是本

系貥政義教授於72年的聘任始有任教成大機械系

的機會。此外，國科會的公費出國補助及年度研

究計畫之補助，亦功不可沒，有這些補助的激勵

方有今日之研究成果。也要感謝過去曾經指導過

我的師長、成大同事們、馬達科技研究中心之研究團

隊及北區馬達聯誼會的協助。最後要感謝的是成功大

學蘇炎坤教務長與中正大學羅仁權校長的推薦，得以

順利獲得評審委員的肯定螸同時感謝家人的鼎力支

持，使得能心無旁鶩地致力於研究工作。

「東元科技獎」之設立宗旨是為回饋社會，培育及

獎勵國家學豐菁英投入學豐研究，發展人文、科學與

技豐研究之貢獻所設之獎項。如此有意義的獎項，在

此除了表達衷心的感謝之意外，也將永遠珍惜。未來

仍將秉持同樣的回饋精蟤，繼續為馬達科技產業之發

展貢獻所能。

,-./&')0123

「東元科技獎」多年來，持續獎勵科技與人文創

作，並在覹文活動與弱勢團體的關懷與推動上不遺餘

力，其秉持回饋社會的精蟤，長久以來一直受到社會

大眾與公益團體之肯定。而對於國內科技人才之培

育，東元科技文教基蟢會亦有卓越的貢獻，至今已獎

助鐫多優秀研究人員，且在經濟不景氣時，仍不減對

科技人才的獎勵，對於台灣科技之用心可見一斑，亦

令人深感欽佩。

本人成立國內第一個馬達科技研究中心，主持教

育部「機電設計與整合」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建立馬達

科技數位學習網，義務性提供馬達科技相關領域的諮

詢、量測服務、人才培育與資訊交流，在回饋社會與

人才培育的宗旨與東元科技文教基蟢會是不謀而合

的。未來將秉持永續服務的經營態度，更投入於馬達

科技研究及數位學習園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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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周澤川先生顑台灣省桃園鮐人顑現任國髲成功大學鮢座

教授兼國科會工鮶科技推展中心主任。小學畢業於坑子國

小顑初中馞高中均畢業於桃園中學顑在成大獲得化學工鮶學

士馞鰔士學位。

1975年獲得普渡大學化工博士後顑即刻鰔國任教顑鰔獻

所學顑鰔極投入鰔化學馞鰔媒反應之鰔子魋鰔現鰔、鰔為馞

應用之飣馲顑以成大為教學馞飣馲基地顑騥今已二十七鰔顑

努力不懈顑從不顰斷。前十五年魏驚於有機鰔合成、鰔對鰔

鰔、鰔媒馞反應工鮶之飣馲。在鰔由基反應、導引火鰔流魚

化床固魚氣化之成果顑受日本工業界馦馮定。由丙烯鰔合成

環氧丙環顑獲鰔國ARCO公司驚驞馞工業化中。鰔對鰔鰔鰔

創鰔鰔極同時願鰔氧化反應顑使氧氣在鰔極接授鰔子鰔原成

頜氧化氫、氧化有機物顑成果鰔飪騬學餽騴文外顑數篇騴文

鰔鰔入K. Scott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91)及Kyriacou “ Modern Electro

89:;<<=>?@

周 澤 川 先生

!學  歷
美國普渡大學化工所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所　碩士

!曾  任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　教授/主任/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　副院長

元智大學　客座教授兼訓導長

東京工業大學　客員研究員

美國任色麗理工學院(RPI)　客座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WRU)　客座教授

The 2000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gress

of Pacific Basin  Co-organizer

The 1st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Microsensors

and Microsystems (IMμ2),  Chairman

!現  任
國立成功大學　講座教授

國科會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主任

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重點研究類

“分子模版微感測晶片”　總主持人

��

62歲 （194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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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Chemistry”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994)馦兩

本教科書馞科技專書。 後十二年魏驚於鰔合成、鰔分鰔、

鰔聚合、鰔感測(包括分子模版微感測晶片)馞光鰔化學。成

果受國內外學餽界馞業界驚驞顑馘分成果在工業化中。

在國內持鬅教學飣馲外顑1981年擔任鰔騶任鰔麗理工

學鰔客座教授顑1983年受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以一鰔鰔元日

幣鰔鰔請訪問二個月顑由東京騥大阪顑在大學馞飣馲機構

作七場演鮢。2000年擔任CWRU客座教授顑規畫馞撰寫教

首馘卓鰔騞畫「分子模版微感測晶片」。

主持多鰔鰔駬域整合及大型飣馲騞

畫顑參馞飣馲的有十多所大學。鰔備馞主

持國餑學餽會騱顑並擔任大型國餑學餽會

騱之鰔備委員馦。曾獲中國工鮶師學會最

佳騴文獎四次顑國科會傑出飣馲獎四次共

八年顑特騶飣馲員獎二次共六年顑鰔團法人傑出人才飪展

基鰔會之傑出人才鮢座教授顑中國化學工鮶學會化學工鮶

獎鰔顑中國工鮶師學會傑出工鮶教授獎馦。民國91年鰔始

鰔主持教首馘大學學餽鰔求卓鰔騞畫「分子模版微感測晶

片」。本人之學餽成就馞構思、整合鰔系鰔校之鰔駬域飣馲

團鰔均受馮定。

馹年來指導博士後飣馲員馞飣馲生顑數次駬導鰔校飣

馲團鰔外顑並擔任國內外數家大公司顧問顑指導飣馲。飣

馲頜鮶由實鰔室擴展到國內外業界。主持鰔校馞鰔國飣馲

團鰔顑並建髲鰔己之學餽飣馲基礎、騔鬌馞鰔格。

今後仍將髽持頜去作鰔在鰔子魋鰔現鰔、鰔為馞其應

用方颼鰔鬅努力顑鰔飹持鬅對科技提昇馞學餽飪展有所鰔

獻。本人鰔高中時期騥今顑以「天鰔健顑人人鰔強不息」勉

勵鰔己。將古人的 「君子鰔強不息」改為「人人鰔強不息」顑

僅鰔本人馞所有人鰔飹鰔強不息顑鰔會便會鰔榮安康顑國

家更具餓爭力。

具體貢獻事蹟

一、周教授頜去的飣馲範鰔主鰔屬於鰔化學馞化學反應之

鰔子魋鰔現鰔顑鰔為及其應用。鰔前已飪騬期刊騴文

162篇、會騱騴文192篇、回顧騴文8篇顑並獲得國內外

專利14鰔顑另申請中16鰔顑具創意之學餽飣馲共騞378

篇顑在此駬域有創見顑並將學餽成果推展到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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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飣馲成果鰔鰔入流鰔極廣之大學教科

書及科技專書K. Scott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91)鰔D. Kyriacou “ Modern

Electro organic Chemistry” Springer-

Verlag, New York (1994)顑提供成千上

鰔之學子飣鰔及飣馲鰔參鰔。

三、鰔主持大型飣馲騞畫顑參馞鰔有清鰔大學、師範大學、台灣大

學、台灣科技大學、鰔甲大學、東海大學馞成功大學數位教

授顑整合及駬導國內鰔駬域學餽飣馲團鰔顑增強我國學餽飣馲

飹力。

四、指導畢業博士21位顑鰔士82位顑畢業生服務於國內外學餽界馞

業界。前後指導博士後飣馲員六位(其中一位來鰔鰔國UEA顑

一位來鰔鰔國CWRU顑一位來鰔鰔國Columbia U馦)顑鰔前博

士生10位顑鰔士生6位顑大學馘專鰔生4位顑另有數位鰔士、學

士畢業飣馲助理。培首高科技人才顑鰔獻鰔多。

五、鰔極參馞國餑學餽活動顑受鰔騥日本鮢學顑擔任大會plenary

lecture , 鰔備委員馦顑並鰔辦馞主持國餑學餽會騱(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Microsensors and Microsystems)顑及

將會騱騴文在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飪鰔特刊。

六、鰔主持教首馘卓鰔騞畫「分子模版微感測晶片」

研究展望

本人願鰔感測器馦鰔子魋鰔之飣馲騶二十多年顑馹年來有感於

生物科技馞高科技之飪展顑即於數年前鰔極飪展整合生物科技馞高

科技之技餽顑因此孕首出教首馘卓鰔騞畫「分子模版微感測晶片」之

飣馲鰔鰔顑整合了數校及不同駬域專家學鰔顑願鰔可鰔控之無鰔傳

鰔信鰔之居家照顧晶片(homecare or remote homecare chip)。此鰔

飣馲成果將改骰人鰔的鰔鰔馞保健方式顑也將是產業中的明日之

星顑具有極大的學餽飣馲鰔顰馞商機鰔歐、鰔、日各國之學餽界馞

業界均鰔極投入大鬯資鰔、人力馞物力願鰔飣馲鰔飪顑為願一步鰔

鰔先願國家飣馲實餑狀況顑以求知己知彼鰔戰鰔勝顑本人鰔極參加

有頇之學餽會騱顑得知先願國家對此鰔飣馲仍在啟鰔時期。使本人

感到台灣有很大機會可在此駬域佔一席之地。最馹本人主持之分子

模版微感測晶片之馘分成果顑可傲驞世界顑使我們更具信心顑在團

鰔的努力下顑將有衝擊力很大的創作成果出現顑提昇我國學餽地

位顑並將對國內產業有所助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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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能得到「東元科技獎」，感謝東元鑇團設立此項獎蟢，

獎勵勤勉不休又有智慧的研究專家與學者，本人能得獎自覺是項至

高的榮蜨。也感謝各位評審委員的肯定，在競爭劇烈下，能獲此大

獎是對我們的團隊（包括教授、學生與本人）的努力極大的肯定。因

本人主持多項大型研究計畫，整合了多所大學的教授與學生、研究

員等長期的合作研究，今天除了本人與所指導的學生受到肯定外，

參與大型研究計畫的各校教授與學生們也受肯定。

在知齝經濟時代，科技是經濟發展成敗盛衰的關鍵。科技的泉

源是研究，台灣的研究主力在150多所大學、中央研究院、工研院

及中山科學院等。「東元科技獎」激勵這些研究機構的研發人員，對

國內研究已產生遻勵作用，此獎項是國內研究的推動者之一，使我

們的科技研究更具活力，並促使我們的經濟更具競爭力，社會祥和

繁榮。

跨領域與跨校研究團

隊，因各校校風、文化背景

不一，整合困難，各領域所

學不同，整合不易，本人感

謝參與團隊研究的教授與學

生們，也感謝各校的支持，

使本研究團隊能順利整合，

團結合作並能靈活運作猶如

單一型的研究，並見到初步的整合成果。本人將持續盡最大努力

整合如微電池、微感測、微流體、微信號谾理與無線傳輸等各領

域，使台灣在居家照顧的產品與學豐研究方面皆能在世界上佔一

席之地。

,-./&')0123

「東元科技獎」遻勵學者鑽研科技，提昇我國學豐水準，訓練高

級科技人才，增強我國競爭力，厚植國力，感恩「東元科技獎」這個

獎項。任何一項工作都要追求成為全國第一，全世界最佳。希望

「東元科技獎」有一天能成為台灣的諾貝爾獎，獎蟢最高，獲得此獎

是全國最大學豐或科技研究榮蜨螸並期鐫有朝一日，「東元科技獎」

能成為台灣第一個國際化的獎項，是世界科技大獎項之一。

得獎人—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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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肺癌為國人非常嚴驚之健康問鰔顑楊泮池先生馹年來鰔極

投入肺癌之基礎馞髁床飣馲顑魏驚於國人肺癌分子流鰔鰔學特

徵、鰔後因子及治鰔方法之改願馞探鰔顑飪現鰔液鰔鰔鰔在國

內肺鰔癌之髁床驚鰔性顑飣馲肺癌鰔鰔新生因子馞肺癌魋鰔之

顤頇性。建髲偵測及定鬯周邊鰔液中之癌鰔鰔之方法顑可早期

偵測癌魋鰔之存在顑可用於鰔估癌治鰔之效果。並建髲肺癌之

魚外魋鰔模式顑利用cDNA微鰔列方法飣馲癌魋鰔之分子機制

及癌魋鰔顤頇基因圖鰔鰔gene expression profile鰔顑並利用此基

因圖鰔鰔作癌魋鰔鰔斷晶片顑可應用於鰔估肺癌鰔人餽後飪生

魋鰔危鰔性顑鰔前也擔任國家基因魚騞畫微

鰔列核心實鰔室主持人顑鰔極推動微鰔列之

顤頇飣馲。

最馹幾年之驚鰔飣馲成果為利用

cDNA微鰔列方法及肺癌魋鰔模式飪現一

新抑癌魋鰔分子顑鰔為CRMP-1顑此鰔鰔

馞癌鰔鰔之侵鰔魋鰔有頇顑並為肺癌鰔人

鰔後及手餽切鰔後飪生魋鰔之驚鰔指標。

A<B1CDEFGHIJ

楊 泮 池 先生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曾  任
台大醫院內科　主治醫師/總醫師/副主任

沙烏地霍埠法德國王醫院內科　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綜合診療部呼吸治療科　主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　合聘研究員

台灣醫學會　秘書長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超音波醫學會　秘書長

!現  任
台大醫學院內科　教授

台大醫院內科部/醫學院教務分處　主任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理事長

��

■ 在病房之胸部X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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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鰔人癌鰔鰔中CRMP-1騬現鰔低鰔顑餽後飪生魋鰔之機

率高顑存活也鰔顑鰔前此一分子也鰔實馞癌鰔鰔分鰔頜鮶

染鰔魚之分鰔有頇顑顤頇飣馲中也飪現其他幾個馞癌魋鰔

有頇之新基因顑包括Slug, HLJ1及neuropilin馦顑鰔前正鰔

極飣馲鰔些基因鰔控癌魋鰔之機制。

今年3月鰔SARS在台灣飪生嚴驚鰔

情顑受命擔任台大SARS飣馲團鰔之召鰔

人顑鰔鰔協助整合台大鰔學鰔及台大鰔

鰔基礎及髁床飣馲顑並有不罋之飣馲成

果顑在鰔鰔一個月內顑完成鰔毒培鰔顑

並骼核甘鰔序列對比和鰔子鰔微鰔鰔

實顑同時也建髲高敏感度之RT-PCR檢測

方法顑可在鰔人呼吸鰔分泌物及鰔清中

鰔明有SARS鰔毒基因存在顑5月5日我們也成功的完成SARS

鰔毒全馘基因魚29714核甘鰔之定序顑馞鰔前已飪騬的資料

比對飪現共有3-12個鹼基有所骰鰔。在鰔患鰔清及肺鰔檢魚

檢查顑本團鰔也鰔實SARS是一鰔鰔毒感染引鰔宿主之鰔鰔

激鰔鰔暴鰔cytokine storm鰔顑並鰔度飪現SARS可以飪生鰔球

吞噬現鰔鰔hemophagocytosis鰔顑鰔鰔鰔果佐鰔了本鰔使用鰔

注免鰔球鰔鰔鰔IVIG鰔及鰔固鰔之妥鰔性。利用鰔患復原之鰔

清及我們所培鰔之鰔毒顑本團鰔已飣飪成功免鰔鰔光檢測方

法顑可用以檢查鰔患是否出現抗SARS鰔毒抗魚顑此方法馞

RT-PCR互鰔顑可提高SARS鰔鰔之鰔斷率顑並可應用於

SARS流鰔鰔學鰔測。本團鰔已完成十幾篇騴文顑有一篇已

鰔Emerg Inf Disease接受顑將於今年9月刊鰔。

從民國七十三年鰔顑在台灣飪展鰔鰔鰔音波鰔學之影

像鰔斷及髁床應用顑此鰔飣馲是在台灣鰔創之特殊髁床飣

馲顑鰔前此飣馲已居世界駬導地位顑並飪騬顤頇騴文四十

鰔篇於鰔鰔科魏名鰔鰔顑包括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

tory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horax, Chest, Radiology,

AJR……馦顑很多文鰔鰔收錄於Year Book of Pulmonary

Medicine, Year Book of Radiology, Year Book of Ultrasound顑

並獲鰔寫鰔騴於魏

名鰔鰔。包括Radiol

Clin North Am及

Current Opinion in

Pulm Med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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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基因微陣列研究團隊。

■ 台大基因微陣列研究團隊。

鰔甘

鰔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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馹五年之驚鰔飣馲成果顑鰔述

如下駹

一、以cDNA基因微鰔列及肺

癌魋鰔模式顑完成肺癌魋

鰔顤頇之基因圖鰔鰔gene

profile鰔顑並以此基因圖

鰔鰔作癌魋鰔晶片顑可用

於鰔估肺癌鰔患癌魋鰔之

機率及鰔後。

二、飪現新抑癌魋鰔鰔鰔CRMP-1顑剖析其鰔控癌魋鰔分子

機制顑可用於肺癌鰔人癌魋鰔之鰔斷及治鰔顑並已建

髲鰔物鰔禎方法顑找出可以鰔控CRMP-1之鰔物顑抑制

癌魋鰔之飪生。

三、協助整合台大SARS飣馲團鰔顑在SARS鰔情流鰔期顰

騬現優鰔顑有助於了鰔SARS感染之鰔然史顑並協助完

成鰔毒培鰔、鰔毒定序、建髲快鰔鰔斷方法顑並提出

合理之治鰔及呼吸照顧指引顑供全國鰔鰔同仁參鰔。

四、建髲周邊鰔液腫鰔鰔鰔高敏感度之偵測方法顑可用於

早期偵測癌魋鰔及鰔估腫鰔治鰔效果。

五、飪現肺癌鰔鰔新生馞肺癌鰔後及魋鰔之驚鰔性顑並了

鰔肺癌鰔鰔新生autocrine及paracrine鰔我鰔控機制顑有

助於肺癌鰔因之了鰔及飣馲治鰔方向。

六、鰔創鰔鰔鰔音波鰔斷方法顑居世界駬導地位顑改骰傳

騉鰔鰔鰔鰔鰔斷及治鰔方式顑鰔鰔鰔患甚鰔。

研究展望

個人從事生物鰔學顤頇科技飣馲鰔十幾年來顑一鰔髽

持的理念是「環境是鰔己創鰔的」、「餭是人鰔出來的」顑凡

事盡其在我顑應鰔是沒有鰔對無法顢成之鰔標。個人鰔

為顑不鰔在髁床及基礎飣馲顑台灣已有鰔夠的客鰔條件顑

只鰔努力顑加上創意之思鰔顑也飹在各飣馲駬域鰔出鰔己

的特鰔顑顢到一流水準。鰔心期望鰔己飹在未來幾年的飣

馲歷鮶中顑在台灣生物科技駬域顑盡一分心力顑完成鰔己

的鰔任顑也飹多培首一些年鰔的同好顑一鰔投入此駬域之

飣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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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房床邊教學情形。

■ 榮獲教育部第四十五屆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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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能獲獎，首先代表我們研究團隊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蟢會及評審委員對我

們團隊努力的肯定，這絕對不是個人研究

的成就。一個研究團隊是否能夠成功，團

隊的主持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團隊

中的每一份子，沒有他們的付出及努力，

這個研究團隊絕對不可能有一些小成果。

我很幸運的在台大有一個非常優秀的臨床研究團隊協助，同時在中

央研究院生醫所也有群極有向心力又和諧的同伴一起努力。這些年

來因為有國科會、台大醫院、台大醫學院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鼎力

幫忙，才能有此研究成果。

此次獲獎覺得責任更為重大，總覺得在各個研究領域都鷽有鐫

多提升的空間，希望未來幾年可以與我們的研究伙伴一起努力，得

到更好的研究成果，也能多吸引一些年輕的同好，一起從事生醫科

技領域的相關研究。

,-./&')0123

有『創意』及『臨床意義』並能解決病人問題為醫療科技研究之重

要目標。在目前之醫療環境下，臨床醫師投入基礎研究愈來愈少，

實在是我們醫療科技及生物科技發展之最大說憂，因為臨床醫師實

際接觸病患，最能了解那些問題最為切身重要，那些醫療問題對國

家社會最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也較能找出可能解決之方向，再利用

新的生物科技做為研究切入之平台，設計方法、找出解決之方法，

才能做出有創意且具臨床意義之研究，並能將這些新的觀念及方法

付諸實行，發展成新的診斷或治療方法，能更有效解決國家社會之

重要健康問題，同時所創造之智慧財產權及

衍生之鏄加價值也有助於生物科技之發展，

達到創造知齝經濟之目標，並提升國家之競

爭力。衷心期望「東元科技獎」在醫療及生物

科技領域能繼續遻勵，並多多培育有臨床背

景並能積極投入基礎研究之年輕學子，期待

在不久之將來，台灣也能在生物科技領域達

世界一流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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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科技類

■ 國際學者訪台，參觀台大醫院胸腔超音波。

■ 赴德國參加歐洲呼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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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瘽癃獻事癓

作曲家真正的成就或顃獻應顊是一顑在顓下顛不易顢

察顩顫卻顲顴由其個人持颺不斷地創作所飌飣的文化資

產。楊教授的音樂是以內斂餞省的態度刻畫餞我的生命感

懷顫餿饈熟扎實的饔方寫作技巧和深刻的馘現力是其語馨

的一大特馰顫同時他對文學駋駍廣泛的駓趣和頇懷也充分

馘露在其音樂創作之中。

楊教授駬十年來的音樂創作別駻地將本土音樂資產融入

現代音樂語法顫騎顑個人化手法騖他為現今台灣作曲界提供

一個極為特別的騱向。尤其是最駬幾年來的作品中顫多採非

驆驉性式驐展且不刻意營驞高潮的思驩顫反餿以一顑模骳

的、多焦骼的時骿髁作為其創作上的髏學基礎。騎些髁骼是

他融合了東饔方各餞的古典傳髹髻現代性顫並鬃予文化上深

刻的反思所得。餿其中古典鬌詞的鬑徵、比擬、並鬢、用典

鬧手法顫接鬯到後現代的文化氛圍裡顫更展現了寬魍的創作

魏魒。 如此對於本土文化的反思顫並不完全魧同於魯常惠、

史惟亮鬧前鮇作曲家所彰鮒的民族主鮥。 但是騎樣的差鮶並

不意味鰔楊教授的作品中揚棄了民族性顫毋寧鰔民族性的馘

鰔並沒有成為他創作時所鰔鰔的十字架。在他最新的作品

《如果在冬夜顫一個歌鰔……》裡顫楊教授使南鰔音樂鰔鰔鰔

鰔地鰔梭在時餿引用鰔性音樂的現代語法中顫並在樂曲鰔了

時以恆春民謠”思想鰔”呼應之前魯多的暗喻顫鰔餿形成一鰔

鰔實交替且具鰔富意鬑的後現代作品。

鰔了為台灣現代音樂驐展提供新魏

魒髻新想法外顫楊教授對於推展台灣現

代音樂的國鰔交流更是不鰔鰔力顫多次

以作曲家及交換學鰔鰔分應鰔前往髏

國、鰔國鬧地驐馘作品或鰔辦演鰔顫介

鰔台灣的音樂驐展以及鰔勃鰔鰔多元的

文化現況。

創作展望

鰔前楊教授正完成幾件委鰔創作顫之後將鰔鰔一系列

鰔鰔樂作品的寫作顫同時並鰔手整理一鰔以台灣原住民為

鰔材的歌劇之劇本。期望在未來的數年裡顲夠鰔由騎些不

同媒介的寫作顫焠鰔出更鰔富的鰔鰔性髻深沉度顫且顲鰔

餿促使它們成為具有深遠影鰔的台灣文化資產之一鰔分。

!"#$

■ 2003年冬與學生於北大武山下
魯凱舊好茶的部落校訂作品之

出版。

■ 1996年於台北市立國樂在金山
所舉辦的作曲研習營中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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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人文類

■ 2000年與英國Exeter大學音樂系教授們合攝。

%&'(

首先，我要向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致上感謝。因

為，身為音樂創作者被頒與一個知名科技獎，顯然

是我未曾預期的一種榮譽；而能夠和我所敬仰的前

輩作曲家共同分享這份榮譽更是無上的光榮。這一

份榮譽不僅止於我個人，更應屬於整個台灣的作曲

界。

在這個經濟與科技被極端崇尚的時代裡，「東元科

技獎」於今年的人文類中設置音樂創作獎項隱然是一

聲來自曠野中的孤寂呼喊，而其對現階段的台灣社會

必然含帶有意義深遠的宣示性。此宣示性意義在於它

展現出今日的台灣科技界裡依然有著對人文藝術的關

懷—一種不僅止於友善的尊重，更需要被提升到科技

和藝術兩者間彼此對等互賞的關懷。科技界要能展現

出如此的胸懷與眼光必然需要具有傾聽的能力，因為

在這個充滿科技喧囂的世代中，藝文界的聲音是極其

微弱而遙遠的。「東元科技獎」具有令人喝采且值得整

個科技界欽羨的聆聽能力。

其次，在我近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特別是回國之

後的十二年裡)，有幸得以結識許多能夠仔細聆聽別

人的音樂家，其中有些曾經是我的師長，有些是我教

過的學生，大多數則是我在音樂界的前輩。這些人都

願意在我那與他們極為不同風格的音樂中傾聽我的聲

音並且給予無數的鼓勵。今天在座的諸位評審委員以

及盧　炎教授便是其中的典範。此外，我的父母以及

家人更是我永遠的

聆聽(賞)者，如果

沒有他們長期耐心

的傾聽，我是發不

出任何聲音的。

最後，作為音

樂創作領域的得獎

者，我想在此提醒

全體台灣人，〝聆聽〞是我們這個社會急需去學習的

一種藝術。

■ 學生李思嫻獲得1998年音樂台北
作曲比鏞之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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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作品於盧森堡的世界音樂節中演出。

)*+,-.&/012

「對藝術持續關懷」：藝術與

其他領域(包括人文類中的非藝

術學門)最基本的差異在於它對

事物所採取的是一種“多焦點”的

觀看角度。在這個基本差異下，

藝術的存在不只提供一個多元社

會的樣貌，更重要的是提供這個

社會一種超然觀照的心靈。當台

灣正因為所謂主流趨勢的成形而逐漸僵化成一個單一且缺乏反思能

力的社會時，如此 “多焦點”的靈活度是極其珍貴的。「東元科技

獎」在這一點上的持續堅持將具有絕對的關鍵性。

「彰顯藝術的底層價值」：對藝術類的真正關懷並不僅只意味著

珍惜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去肯定其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在經濟

正急速發展的台灣，這些價值往往因其既不媚俗且不實用，而被譏

為不合潮流與缺乏經濟效益。「東元科技獎」在其人文類獎項中除了

表彰獲獎藝術家的成就之外，更應該揭示這些藝術家背後所代表的

價值觀使其成為普世所認同。

「推動科技界與藝術界之間的良性互動及密切合作」：二十一世

紀的藝術在其表達的廣度上將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一世紀，其主要原

因乃在於快速發展的科技已然成為提供藝術家許多前所未有之表達

手法的重要來源。然而如此跨領域的藝術創作絕非藝術家們所能獨

立進行，唯有透過與科技界組成良性的合作團隊，藝術家們方能在

未來的創作上達到深遠並廣闊的局面。

■「台灣作曲家樂展」赴美作曲家代靃。

前排左起裺潘皇龍、洪崇焜、楊聰賢。

後排左起裺溫隆信、馬水龍、許常德、盧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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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石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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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921鰔鰔大地鰔在深夜中鰔鰔鰔生顫也鰔鰔了南投

鰔偏遠地區原住民的顴濟命脈。災後顫顓各界捐鰔物資源源

不鰔的鰔到災區時顫奇鰔山下的鰔德克朋友卻猶如顢鰔忘一

鰔顫在山巒鰔鰔的濁水溪上游的深谷中獨力承受受創之鰔。

事鰔一年顫基鰔會的同仁鰔鰔南投市區來到騎個名為"德

鰔固"的鰔鰔顫對於沒有屋瓦及鰔滿鰔鰔的鰔鰔屋教室髻南投

市區鰔建後漂亮新鰔的校鰔的強烈對比顫騖我們心生感慨顫

也激勵鰔本基鰔會成鰔偏遠地區服務志工團的信念顫並以推

動創驞力教鰔的專長顫每年為鰔德克的兒鰔辦理「科學創意鰔

鰔營」。截鰔今年顫在原住民鰔鰔共已辦理六個梯鰔顫創驞了

鰔500位原住民及偏遠地區兒鰔的歡樂鰔年顫餿此地平鰔國小

教室的鰔馰屋瓦也是東元人對災區原住民的頇懷。

駬幾年來基鰔會並將原住民的教室拉到北鰔顫安排鰔鰔

兒鰔參訪高科技廠區及科學教鰔鰔施顫為鰔鰔城鰔教鰔資源

做出顃獻。去年的冬天顫並為每一位鰔鰔兒鰔鰔上溫暖的鰔

鰔鰔鰔。

每一次活動鰔束

後顫志工的心裡一定

鰔是滿心的歡喜顫騎

份溫暖來餞鰔德克的

族人的熱情髻支持。

我們也在營鰔活動中

的驐現顫原來他們鰔

是森林中的鰔鰔家顫健康活潑餞信快活的鰔步顫原住民的文

化特質在他們的鰔鰔中生動演出顫鰔上鰔德克族傳髹服鰔的

小朋友顫所展現的餞信髻鰔傲顫對我們騎一鰔台北來的30位

志工可以鰔是一次強烈的鰔撼顫猶如四年前921的深夜。

我們何其榮幸今天顲獲得仁愛鰔合作國小全校師生的鰔

鰔顫在「鰔十屆東元科技獎鰔獎典鰔」中演出顫合作國小全校

學生五十六名顫均屬泰鰔族鰔德克亞系顫擅長傳髹生活技駋

及歌唱鰔鰔。鰔鰔團鰔學生45人顫駬幾年來由鰔鰔昇校長及

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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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鰔主任帶鰔顫參加全國學生鰔鰔比鰔顫屢創佳

鰔顫鰔鰔中將鰔德克族男性剽悍鰔曠、女性溫柔鰔淑

的民族特性充分展現顫也呈現了原住民的文化之髏。

;<=>

本鰔曲演述族鰔來源及生活鰔情顫泰鰔族人尊崇

鰔鰔顫鰔守Gaya鰔典範鰔─男打獵、女鰔布。全場以"泰鰔族民謠"及"德鰔

固鰔曲"為鰔鬢歌曲。本校以此鰔鰔代馘南投鰔參加九十二年度全國學生

鰔鰔比鰔榮獲優鬧!

;<FG

聖鰔傳鰔鰔本族聖鰔位於中央山脈鰔鰔山之牡丹岩鰔

;<HI

前馨鰔泰鰔族鰔德克人居住於廣大奇鰔山區顫平日男人勤奮打獵、女人染

布鰔鰔顫鰔暇則歡樂歌唱顫鰔情鰔顑。遇有外族入侵即奮勇抵抗。

"鰔天地、泣鰔鰔"的鰔鰔事件就是族人對日本暴政的壯烈抗爭。

JKLMNOP

傳鰔中顫在鰔鰔山的牡丹岩顫忽然爆出一位

男性始鰔族人顫餿牡丹岩上的巨大鰔木也化

出女子及各顑動物………。頭鰔骼燃聖鰔之

火顫鰔人鰔鰔鰔鰔祭鰔歌顫鰔求庇鰔。鰔鰔

成型、祭鰔團、獵團也已建鰔……。

頭鰔鰔勇士們顫打獵去吧！

鰔人鰔"烏哇"呼擁。

QKRSTKUVWXYZ[\]^P

女子們在鰔鰔裡擣小鰔、染布、鰔鰔。

歡唱鰔可愛的德鰔固鰔鰔顫鰔景多鰔的髏啊！

鰔鰔庇鰔顫男健壯、女鰔麗顫大家鰔勤奮啊！

泰鰔勇士去打獵顫我們來擣鰔鰔布顫大家鰔很高駓啊！

男子的獵團從深山中傳來捷報顫捕獲一鰔大魒鰔顫鰔鰔抬回鰔鰔"大

家快來共享吧"！

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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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熟鰔了鰔布的十二鰔鰔鰔顫會

在兩鰔鰔騱顫代馘已成年鰔男子學

會狩獵及獵有鰔鰔之獵物即可鰔

騱顫馘鰔已成年。顓男子遇見心儀

的女子會鰔一根鰔毛鰔女子插在頭

上顫女子鰔一件披鰔鰔男子。

cKHdef

鰔德克族男子向女子求婚顫鰔一位先鰔上一鰔飛鼠顫鰔女搖頭鰔鰔"

太小了"顫鰔二位鰔上一鰔小山鰔顫鰔女搖頭鰔鰔"太小了"顫最後一位

鰔上一鰔大魒鰔顫鰔女鰔鰔"太好了"！於是兩人情投意合顫互鰔勾鰔

鰔鰔。接鰔顫全鰔鰔鰔動員顫女人們接鰔水鰔取水染布、鰔作新鰔顫

男人們燒烤獵物、分鰔小鰔鰔顫大家共享歡欣慶鰔……。

ghi

一、 合作國小三年鰔以上學生共三十七位顫其中二十五位參髻此次演出。

為了在八分鰔內完整呈現鰔富的文化內容顫鰔形鰔化的鰔度髻展演動

作的力髻髏是演出鰔所勤鰔的鰔標。

二、 獸鰔狩獵鰔及鰔鰔底加驉鰔鰔是根據傳髹所鰔鰔。全場25公尺的布

景顫描鰔仁愛鰔干卓鰔山、顲高山、奇鰔山、合歡山鬧山鰔鰔峰是本

校鰔鰔昇校長所鰔鰔。

jkil

◆民國90年

10月 鰔德克族兒鰔科學創意鰔鰔營

◆民國91年

  9月 鰔德克族兒鰔科學創意鰔鰔營

10月 鰔德克兒鰔參訪高科技廠區及三天兩夜城鰔交流

12月 捐鰔鰔德克鰔鰔全鰔師生鰔鰔鰔鰔

◆民國92年

  6月 鰔德克族兒鰔科學創意鰔鰔營

10月　「東元鰔團47鰔年廠慶

園鰔會」鮥鰔及三天兩夜

城鰔交流。

11月 鰔請在「鰔十屆東元科技

獎鰔獎典鰔」中馘演泰鰔

族鰔鰔及三天兩夜城鰔

交流。

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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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十週年
紀念音樂會
基金會十週年
紀念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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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藝術互補融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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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領　偉大的數學家和理顈物理學家額堪顑為另一顝型另一顢格的

顩然顰人額他們如同颯颲家在大顩然颺的颼前額沒有狂熱和激情從內心餃

出養嘆餓敬畏的感情額也就無法激出想像力的火餳額並尋找到顩然規律的

颺餓和饔的宇宙饛序。馘對顈創始人愛因斯坦及馴子顈創始人普朗克兩位

理顈物理大師的心駓中額科學的颺餓颯颲的颺是馘駙的、互駤的額是人顝

駩駬世界最高最颺的兩個境界。

欣騂東元科技文教基騉會十騔年額承 基騉會騜董事長和科技獎騬騮召

騴人之吩咐額在「東元科技獎」驂獎典驆中額特別規劃驐場別具意驚的音樂

會共襄驩驫額啟骳東元企業的新骿元額髁科技餓人文颯颲融合額共創人顝

更和饔更颺好的未來額驐是我們共同的期待餓髲髶！

髻水龍  白鬊
200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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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文藝術融合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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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顝文明演鬑的歷鬗中額文化颯颲始鬢扮演鬧深化人文鬯鬲的鬺鬼

元鬯額魂人文駩駬式微且高科技魍魏餃展的今天額科技的土壤如果痘乏文

化颯颲的滋潤額科技的餃展將失去在世界鮅台上永鮚鮠營餓魍爭的實力額

本基騉會十年來鮯鮶「東元科技獎」的鰔鰔額鰔極倡導以「人」為本的核心價

值鰔為慶髲倡導科技人文融合餃展十騔年額鰔請國內知名音樂家髻水龍教

授在「鰔十屆東元科技獎」驂獎典驆中額規劃一別具意驚的「基騉會十騔年骿

念音樂會」額本屆音樂創作顝鰔 炎及楊鰔鰔兩位得獎人的作品額亦將在音

樂會中深刻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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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　駓 　　演 出 鰔

髻水龍 弦樂四鬺奏 亞太弦樂四鬺奏

鰔善鰔 樂下獨鰔 鰔榮鰔、李鰔旭

徐鰔仁
鰔琴三鬺奏

台北鰔琴三鬺奏
鰔四樂鰔

鰔　炎 四手鰔彈鰔琴曲 鰔世鰔、鰔欣鰔

楊鰔鰔 奏鰔曲鰔一樂鰔 林暉鈞、鰔鰔鰔

鰔德和
擊樂四鬺奏

台北打擊樂團
—幻想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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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樂四重奏

作曲/馬水龍

演出/亞太弦樂四重奏

0123

驐鰔鰔樂鰔鰔式的四鬺奏額共可分為鰔生氣鰔勃的快板、吟顰鰔的慢

板、如歌的鰔板、以及生動活潑的鬢曲驐四鰔份。在音樂的鬑鰔上額樂鰔

餓樂鰔之鰔是馘鰔下去的額一鰔的鰔束是下一鰔的骳始。在鰔延餓鰔鰔之

鰔額樂念流暢的餃展下去。

鰔一樂鰔是以強魂有力的撥奏來揭骳序幕額並且比中國傳鰔的鰔鰔鰔

奏來鬑鰔鰔之後額主鰔由大提琴導入。鰔二樂鰔是整鰔作品最大的對比餓

張力磄額驐個樂鰔是以「吟顰」的樂念來餃展的。鰔三樂鰔整合了鰔一、鰔

二樂鰔之後額餃展到鰔四樂鰔。整曲在內容上額鰔一、鰔三餓鰔四樂鰔的

頇係是非常密切的。其鰔不同之鰔額只是由於鮠鮶各鰔手法的鰔化所鰔。

音樂的內容就是一鰔顢格。作曲鰔在形式的侷鰔之下額鰔用新的理念

及手法額呈現了四鬺奏的另一鰔境界。本曲於1983年完成於台北。

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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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鰔人。1964年畢業於國鰔颯颲專科學

校額主修作曲鰔師事鰔魂化教授。1972年獲鰔德鰔

根斯堡音樂學鰔全鰔獎學騉鰔德留學額師事席格鰔

博士額1975年以最優鰔成鰔畢業。曾兩度獲得騉鰔

獎額並曾獲中山文颯創作獎、吳三鰔文颯創作獎及

國家文颯獎鰔額作品包括鰔弦樂、室內樂、鰔琴

曲、鰔樂曲餓合唱曲鰔八十鰔件鰔鰔曾餃秶於國

內、歐颺、南非及東南亞鰔國家。其作品「梆鰔協奏曲」於1983年由鰔斯卓

波鰔奇指揮颺國國家交鰔樂團於台北國父骿念鰔演出額並以鰔星實況鰔播

鰔颺國PBS公共鰔鰔鰔額深獲中外人士好鰔。1986年榮獲颺國國務鰔傅爾

布鰔特學颲獎鰔颺鬑鰔鰔鰔額並於鰔鰔林鰔中心驫鰔四場個人作品餃秶

會額得到鰔鰔時報及其他地區極高的鰔價。他是鰔一人於颺國鰔鰔林鰔中

心做整場個人作品餃秶會的台灣作曲家。1991年鰔列入「世界名人錄」及

「五鰔名人錄」。1994年獲文建會獎助鰔颺國鬑鰔學颲鰔鰔額並於北伊大、

鰔鰔、哈佛鰔大學做專鰔演鰔。1999年額榮獲鰔三屆國家文化颯颲基騉會

文颯獎—音樂顝得主。2000年榮獲騮鰔府特授予二鰔景星勳鰔。他曾任國

鰔颯颲學鰔 (現為國鰔台北颯颲大學) 音樂系創系主任、教務長、校長餓

中鰔音樂鬧作權人鰔合騮會董事長鰔現任鰔團法人國家文化颯颲基騉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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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亞洲作曲家頰頸中顅民國額會暨中顅民國作曲家協會理事長、顝團法

人顤再顫文教基顴會執颭長、國颯交颺大學音樂飌飣所飹座教授、以及國

颯台北餓餕大學音樂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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餞八十八年成颯以來餯以推廣餽餿音樂為執志餯

饐饒於國家音樂廳餯更饛及全省各馜馞文化中心餯馬

歐馰、大馲地區。亞太弦樂四駍奏團駑由餽心駕駗的

曲駜深入淺出地介駱本土駻駽方的音樂餓餕餯引騄大

騆騉入餽餿室內樂的殿堂。更期待欣騣音樂從小做

騮餯騱常在國中、國小騶颭音樂會騸亦曾多次馬驄

獄餯用馰好音樂感動受刑人。以亞太作為四駍奏的名驚也是源於四個人希

望以台灣作為推展亞太音樂文化為中心的共同信念餯演奏古典樂曲外餯以

弦樂四駍奏的形式餯接受作曲家委髭髯髲餯髶演奏為音樂家之髻髽餯為時

代作見鬌。已成三年的亞太成員為歐馰留學歸國之實力派音樂家餯團員包

含小提琴家鬼魂明、徐魋魍餯中提琴家魏瑞魕及大提琴家魏建安餯駜前魡

任教於師範大學、國颯餓餕學魵、東吳大學、交颺大學魻多所音樂科系。

並持鮇音樂會的演出餯每年定期騶辦音樂會餯或接受各界鮥請不斷。

./01234

出生於台北餯就鰔光仁小學及中學音樂班時餯曾師事潘鰔、鰔鰔明、

柯尼希 (Wolfram Konig)及鰔丁科魻教授。 1973 年鰔奧地利騉修於國颯

魂也鰔音樂學魵小提琴演奏科餯師事 Eduard  Melkus及 Ernst  Kovacic教

授。 1982 年畢業餯為鰔魵鰔一位獲得小提琴演奏科文憑之中國人。 1983

年鰔馰師事名教授Ms. Dorothy DeLay餯同年榮獲Aspen騶颭的 Dorothy

Starling 小提琴國鰔公鰔鰔冠鰔餯並獲Cincinnati大學音樂飌飣所四年獎學

顴及獎顴。1982-84年參加鰔代大師 Nathan Milstein 在瑞士鰔鰔士親餞指

導之 Master  class餯並榮獲全鰔獎學顴。 1987 年畢業於馰國Cincinnati大

學音樂飌飣所餯獲得餓餕家文憑。

鬼魂明餞小在各鰔音樂比鰔及國內外演出中均獲得好鰔。 19 歲即成

為奧地利國家廣播交鰔樂團鰔ORF - Symphonie Orchester鰔的副鰔席

鰔Stimmfuhrer 1Violin鰔。在奧地利深鰔其鰔餯先後鰔騉魂也鰔餓餕家室內樂

團鰔Vienna  Arts  Chamber  Orchestra鰔餯下奧省餓餕家室內樂團鰔Nied

erosterreich Tonkunstler Chamber Orchestra鰔餯下奧省室內樂團鰔Niederos

terreich  Chamber Orchestra鰔魻知名樂團餯並在丹鰔、瑞士、鰔鰔、比利時、

德國、法國、南斯拉夫、鰔大利、奧地利、鰔頰魻國餯每年巡鰔演出五六

十場之多。 1985 年加入馰國哥倫布交鰔樂團鰔Columbus Symphony Orchestra鰔

擔任協理鰔席及鰔席鰔Associate Concertmaster  and  Concertmaster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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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1月騶颭個人獨奏會【浪漫的旋律】餯3月指揮鰔鰔室內樂團【孟德爾

鰔之夜】並擔任孟德爾鰔d-小鰔小提琴協奏曲之獨奏。4月底在國家音樂廳

騶辦的東吳大學【鰔溪樂鰔】音樂會餯擔任沙拉撒特【流浪鰔之歌】 小提琴

獨奏餯 6 月底駻台北市市颯交鰔樂團合作孟德爾鰔小提琴協奏曲e-小鰔餯

9月鰔台灣鰔樂四駍奏參加台灣傑出青年訪問團前往鰔港、北京、上海巡

鰔演出。 11 月上旬騶颭【布拉姆斯之夜】個人獨奏會。1997年3在國家音

樂廳騶辦的東吳大學【鰔溪樂鰔】音樂會餯擔任梁鰔小提琴協奏曲獨奏鰔

份。1998年 5 月鰔駻台北人室內樂團合作Vivaldi四季小提琴協奏曲。11

月底在國家音樂廳騶辦【我最喜歡的小提琴餽鰔】獨奏會。12月鰔駻國家音

樂廳交鰔樂團在高鰔演奏布鰔鰔 g- 小鰔小提琴協奏曲。千鰔年九月騶颭

【鰔利格之夜】個人獨奏會。2001年1月在新鰔台指揮榮星鰔樂團並擔任

Vivaldi 四季小提琴協奏曲獨奏。2月在國家音樂廳駻市民交鰔樂團擔任

Tschaikovsky小提琴協奏曲獨奏。 3 月在國家音樂廳騶辦的東吳大學【鰔

溪樂鰔】音樂會餯擔任梁鰔小提琴協奏曲獨奏鰔份。　　　　

駜前為東吳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另任教於國颯師範大學音樂系及

光仁中、小學音樂班餯【亞太鰔樂四駍奏】小提琴及音樂額驄、YWCA青

少年鰔鰔樂團及榮星鰔樂團指揮。

5671234

畢業於台中光復國小、鰔十國中音樂班、台北國颯師範大學鰔屬高

中音樂實鰔班餯主修小提琴餯曾師事於趙永男、鰔明時、張文魕、鰔正

鰔鰔師。東吳大學音樂系畢業餯德國國颯斯圖佳特音樂魵餓餕家文憑。

現任教於仁愛國中、師大鰔中音樂班及東吳大學音樂系。樂享室內樂團

團長、亞太弦樂四駍奏成員。　　　　　　　　　　　　

❖ 1991年鰔入德國國颯司圖加特音樂學魵餯主修小提琴餯師事奧得鰔波鰔

夫教授鰔Prof. Ricardo Odnopo-soff鰔飌鰔琴餓。

❖ 1993年6月獲德國教鰔鰔鰔「餓餕家演奏文憑」畢業。同年8月學成回國餯

並成颯樂享室內樂團餯鰔始從事弦樂教鰔及室內樂演奏工作。

❖ 1994年9月餯假鰔栗及台北鰔颯文化中心暨台北國家音樂廳騶颭個人小

提琴巡鰔獨奏會。

❖ 1996年2月餯由張文魕教授指揮餯駻台北室內鰔弦樂團合作演出孟德爾

鰔d小鰔小提琴協奏曲。同年九月中旬餯應台北「沈春池文教基顴會」之

鮥餯鰔國內音樂界鰔鰔餯列鰔為「傑出青年音樂訪問團」團員餯鰔鰔

港、北京、上海魻地作巡鰔公演餯並展鰔音樂交流。

❖ 1997年11月受文建會鮥請鰔法演出。

❖ 1998年3月於國家音樂廳演出「新原始三駍奏之夜」。同年3月參駻東吳

大學騶辦音樂會擔任梁鰔小提琴協奏曲獨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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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受鮥擔任新鰔鰔城世鰔交鰔樂團鰔席。

❖ 2000年騮每年年初定期駻亞太弦樂四駍奏推出系列室內樂演出及個人獨

奏會受鮥音樂會演出不斷餯深獲好鰔。3月假新鰔文化中心及10月於新

鰔餓餕文化中心、桃園鰔颯文化中心、國家演奏廳駻樂享室內樂團共同

演出『歡鰔千鰔』。駻樂享室內樂團演出—鰔瓦鰔/四季餯擔任獨奏演出。

❖ 2002年徐魋魍獨奏會2月、3月分別於新鰔市颯演餓廳、台北國家演奏

廳、新鰔文餓中心演餓廳。　　　　　　　　　　　　　　　

:;<1=34

台南人餯出生於音樂世家餯曾嬴得全國音樂比鰔中提琴兒鰔及少年鰔

鰔一、河合之友全國鰔琴比鰔額冠鰔。1983年颺鰔教鰔鰔音樂資鰔優鰔出

國甄試餯同年鰔取國颯魂也鰔音樂魵中提琴駻鰔琴演奏科。曾獲鰔為國家

音樂廳之「樂壇新鰔」餯並獲鰔奧地利C. M. Ziehrer基顴會、奧地利教鰔鰔

優鰔學生獎學顴、國內奇馰企業和兩屆 I. C. R. T. 國外最高獎學顴。為H.

Beyerle、M. Rostal 及知名 Albang  Berg 四駍奏團之入室弟子。 1989 年畢

業成為鰔校鰔一位取得中提琴演奏文憑之顅人。

【主髻演出】

◆ 日本—奧地利文化暨騱濟交流協會主辦個人獨奏會

◆ 國家音樂廳主辦之台北國鰔餓餕鰔、台北國鰔樂展

◆ 鰔一屆台北愛樂鰔

◆ 國颯中正文化中心之室內樂名家之夜

◆ 中信鰔團之全球顅人髲演餓餕家系列

◆ 鰔五屆土鰔其安卡拉音樂鰔

◆ 德國 Schleswig-Holstein 音樂鰔

◆ 鰔三屆哥斯大鰔加國鰔音樂季鰔文建會鰔派鰔

◆ 鰔港、上海、北京音樂廳演出鰔海基顴鰔派鰔

◆ 日本別府大學演出鰔代髲台灣文化大學鰔

【騱歷】

◆ 德　國Schleswig-Holstein 鰔慶樂團

◆ 鰔大利RYIO 樂團鰔任鰔席鰔

◆ 魂也鰔Ensemble  Punct'Arco 樂團鰔任鰔席鰔

◆ 奧地利國家廣播鰔台交鰔樂團

【協奏演出】

◆ 魂也鰔 Philharmonic  Collegium

◆ 魂也鰔 Ensemble  Punct'Arco

◆ 國內東吳、文化大學魻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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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教於國颯台北餓餕大學、高鰔師範大學、東吳大學魻校餯並和國

內音樂家合鰔「亞太弦樂四駍奏」。

:>?1@34

大提琴家魏建安餯出生於台灣新鰔餯在音樂世家的鰔鰔下餯受其父魏

鰔颺先生啟鰔餯七歲時鰔髯現其音樂天鰔餯應鮥在先額鰔鰔公前演奏餯並

受鮥馬鰔髶台做全國髲演騸九歲鰔馬台北市就鰔鰔颯光仁小學音樂班餯鰔

張寬容教授學鰔大提琴餯1970年同時獲得台灣省及台北市音樂比鰔大提琴

鰔冠鰔餯次年鰔取教鰔鰔甄鰔之「天才兒鰔」餯保鰔馬日本深鰔餯鰔鰔日本

大提琴泰斗鰔鰔鰔鰔騸並鰔東京鰔名之音樂騱鰔人本鰔鰔一所鰔鰔餯十四

歲時以最年鰔資格鰔鰔騉入桐朋音樂大學餯專師事青木十鰔教授餯專攻演

奏家文憑餯 1980年鰔往馰國東鰔餯獲琵琶鰔音樂學魵鰔Peabody  Institute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鰔最高全鰔獎學顴餯師事 Stephen  Kates餯之後

在德州鰔斯大學鰔Shepherd  School  of  Music  of  Rice  University鰔鰔 Shirley

Trepel 騉修餯擔任鰔校樂團鰔席大提琴餯獲得協奏曲比鰔鰔獎餯並受聘鰔

成弦樂四駍奏在全國各地演出騸 1986 年參加鰔斯本國鰔音樂鰔鰔Aspen

Music  Festival鰔餯鰔鰔代最富鰔望的大提琴大師 Gabor  Rejto 所騣鰔餯受

鮥馬南加州大學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任助教餯為其在世最

後一位得意門生餯並於 1990 年取得演奏家文憑。

魏建安曾任教於密駽根 Interlochen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餯1986

年鰔鰔為全馰五位年鰔優鰔大提琴家之一餯參加在鰔拉斯由 Msitslov

Rostropowitch所主持的大師飹書會餯魏建安也受鰔於 Pierre  Fournier 、

Janos  Starker、LynnHarrell魻大師之指導。魏建安騱常活鰔於室內樂的

演出餯合作演出鰔包括鰔名小提琴家Kyoko Takezawa、Lynn Chang、

中提琴家Heichiro Ohyama。

1992 年駻小提琴家鰔明峰和鰔琴家魍信真鰔成鰔琴三駍奏餯並應鮥

由颭政魵文建會所主辦之「傑出顅鰔音樂家系列」位鰔鰔市「鰔文中心台北

劇場」鰔幕鰔演餯深受鰔鰔。在鰔鰔台灣二十鰔年後餯 1995 年受傳大餓

餕騱鰔公司之鮥請餯鰔次鰔回國門餯在台北國家音樂廳、台中市中顫堂、

台南市文化中心餯騶颭個人獨奏會。 2000 年魏建安鰔回台灣餯先後駻

YWCA青少年鰔弦樂團協奏演出餯成颯〝優〞三駍奏餯M.I.T.三駍奏餯並

加入亞太弦樂四駍奏餯現任教於國颯交颺大學音樂飌飣所。

【魏建安在各地演奏佳鰔如潮】鰔　　　　　　　

◆ 技巧餞然鰔熟 日本朝日新鰔

◆ 如馰麗的鰔、畫令人鰔鰔 新加坡南洋商報

◆ 具高度的餓餕品質 馰國顅府鰔報

◆ 音鰔優馰感人肺鰔 馰國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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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樂下獨酌

作曲/錢善華

演出/陳榮貴•李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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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下獨酌

李鰔鰔

花間一壺酒 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 對飲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 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飲 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凌亂

醒時同交歡 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 相期邈雲漢

D8E)*

FGH

1972年入師大音樂系就鰔餯在學期鰔從戴序倫、鰔鰔

玲教授鰔鰔樂餯並從劉德鰔教授鰔作曲騸畢業後鰔鰔嶼服

務餯在鰔嶼期鰔餯曾鰔力於搜鰔、保存即將消失的鰔馰族音

樂文化。1978年鰔馰深鰔餯就鰔於加州大學餯從休斯鰔教授

鰔J. Huszti鰔鰔合唱指揮餯奧德卡教授鰔P. Odegard鰔鰔作曲餯及

鰔森巴哈教授鰔M. Schazenbach鰔鰔鰔樂餯修得鰔士學位後鰔

國餯任教於母校師範大學音樂系。1984年鰔奧地利魂也鰔國颯音樂魵騉修餯從

大鰔教授鰔T. C. David鰔及博特教授鰔F. Burt鰔專攻作曲餯1986年畢業餯得作曲家

文憑。　　

作品有獨唱、合唱、室內樂及鰔弦樂曲多鰔餯曾獲得鰔爾格基顴會

鰔Alban Berg Stiftung鰔作曲獎學顴餯及二度獲得文建會音樂創作甄鰔獎。

曾任台大、顴鰔、音契及師大音樂系魻合唱團指揮。現任國颯台灣師範大

學音樂系教授兼系主任餯中顅民國音樂教鰔學會理事長、現代音樂協會理

事長及中顅民國作曲家協會秘書長。

&'()*

:IJ

台灣屏東鰔人餯國颯屏東師範學魵劉天林教授為其啟鰔鰔師餯於國颯台

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就鰔時餯鰔魏明律及戴序倫教授學鰔餯畢業後曾鰔及海外

深鰔餯先在馰國博爾大學取得鰔樂鰔士學位餯鰔後即獲得印鰔安鰔大學助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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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顴鰔鰔校飌飣餯接鰔又在奧地利政府獎學顴的資助下騉入國颯魂也鰔音

樂魵騉修餯並曾在法國浦浪克音樂學魵國鰔法國餓餕歌曲中心飌鰔。1990年

馬1991年餯應馰國愛鰔顅州颯大學聘請在鰔校音樂系飹學一年。

魏榮鰔的演唱饐饒饛及歐洲、馰國、加拿大及亞洲各大城市。曾駻世

鰔女高音Mirella  Freni 以及世界鰔名指揮John Giordano同台演出餯獲得

鰔騆熱烈鰔鰔餯並先後演唱鰔三十多鰔中外歌劇裡的主髻男中音鰔鰔。鰔

鰔樂鰔家鰔為「男中音的一塊瑰寶餯鰔如洪鰔完全是屬於大歌劇魵裡的歌

手」。他曾參駻鰔劇的演唱餯鰔國樂鰔家形容他的演出「不只兼具活力和音

樂天份餯鰔且鰔完全融入鰔鰔裡」。此外餯魏榮鰔也鰔飌鰔馰歌曲、鰔大

利歌曲、德國餓餕歌曲以及法國餓餕歌曲魻室內樂演唱餯馰國樂鰔家推崇

他「馰麗的鰔音不只具有情感餯並且充滿鰔彩」。

魏榮鰔曾髯髲「威爾鰔歌劇『弄鰔』的飌飣」、「男中音鰔嘆鰔的演唱鰔

鰔」餯及榮獲國科會鰔作飌飣獎的「威爾鰔歌劇『鰔唱鰔人』的飌飣」魻專

書餯駜前是國颯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

KLM

1977年生於台灣斗六餯六歲時鰔鰔琴。2000年畢業於東吳大學音樂系

作曲鰔餯2003年畢業於國颯台灣師範大學音樂飌飣所作曲鰔餯作曲師事顴

希文教授。

1999年鰔寫的作品《鰔樂四駍奏》鰔String Quartet鰔餯以最年鰔的得獎鰔

姿態獲得國颯台灣交鰔樂團2001年徵曲比鰔鰔一名。2002年餯作品《擊樂

四駍奏》鰔Percussion Quartet鰔餯獲得中顅民國鰔二屆青年作曲家打擊樂作

曲比鰔鰔一名餯由台北打擊樂團於台北國家音樂廳鰔演。

2001年參加鰔一屆加台夏季音樂鰔音樂營餯接受加拿大卡格利大學

鰔University of Calgary鰔作曲教授Allan Gordon Bell駻Laurie Radford指導餯並

於鰔音樂鰔系列音樂會中餯於台北國家演奏廳髯髲鰔琴三駍奏作品《牛犁歌》

鰔Plowing Song for Violin, Cello and Piano鰔。為小提琴駻鰔琴的《幻想曲》

鰔Phantasy for Violin and Piano鰔入鰔國颯中正文化中心主辦之徵曲活動「啟

動台灣的鰔音」餯並於其系列音樂會鰔三場中餯於台北國家演奏廳鰔演。

鰔了作曲以外餯時常以鰔琴演奏的鰔份餯多次參駻

室內樂演出及髯髲餞己的作品。駜前也擔任鰔樂家魏榮

鰔之鰔琴伴奏餯於鰔仁大學懷仁廳和台灣鰔學魵教堂演

出鰔馰、法國餓餕歌曲魻餯也曾受鮥參駻中顅民國鰔樂

家協會及中顅民國現代音樂協會演出。

2003年獲鰔為颭政魵文化建駕委員會作曲培植人

才餯同年髯髲鰔士鰔文《從馰國新浪漫主鰔探鰔音樂創作的理念》。現為台

北市颯南港高中實鰔音樂鰔師餯並馲鮇接受文建會、長榮交鰔樂團、音契

合唱鰔鰔樂團、鰔鰔文打擊樂教學系鰔魻魻的團鰔委髭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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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三重奏第四樂章

作曲/徐頌仁

演出/台北鋼琴三重奏

89)*

鰔琴三駍奏餯從它的形成、曲式及鰔器鰔來是典型的古典形式。在浪

漫樂派的作曲家手中餯它慢慢擴大成極富髲現力又有特鰔的寫作方式餯鰔

且鰔帶鰔強烈的民族樂鰔鰔彩餯鰔如德弗札克的「悲歌」三駍奏。

本鰔三駍奏是嘗試將台灣的民謠鰔材餯用現代的音樂語鰔髲鰔出來。

所鰔「民謠」餯從它最原始的型態到各鰔的鰔化唱法餯基本上鰔是很鰔樸

的。但是餯它卻髲鰔出人們的共同心鰔餯鰔不是個人主鰔的感情。

台灣民謠大鰔上是建颯在五鰔音鰔的鰔構上餯甚馬有時只用三個音鰔

已餯就如同鰔鰔三駍奏前三樂鰔的中鰔段所用的主鰔。五鰔音鰔構成的旋

律餯由於沒有半音的音鰔餯所以鰔騮來駻大、小鰔構成的旋律很不一樣。

因此在作曲的技巧上應加以特殊的鰔鰔駻鰔理。

鰔鰔三駍奏的四個樂鰔分別描寫出台灣民謠的不同特鰔鰔

鰔一樂鰔　以鰔嚴有力的前奏帶出充滿冥想鰔彩的「思想騮」主鰔。

鰔二樂鰔　主鰔富於哀怨的性格餯但是也帶有鰔刺、鰔鰔的氣息。小提琴

駻大提琴是以古鰔的鰔音音樂手法寫成餯可鰔是一鰔幻想曲鰔

的樂鰔。

鰔三樂鰔　是一鰔客家山歌作為基礎餯以大提琴的低音奏出餯再以小提琴

駻鰔琴的對位形成一鰔鰔似巴洛克時代的「聖鰔前奏曲」

鰔Choralvor-spiel鰔。在鰔格上帶有一鰔民俗傳奇的鰔味。

鰔四樂鰔　是鰔束的鰔旋曲餯利用客家平板中的樂器鰔奏作為主鰔。它描

寫人們聚在一鰔熱鰔、生動的場鰔。

D8E)*

5RS

餞幼鰔毛克鰔夫人及顴保鰔女士學鰔鰔琴餯後鰔鰔鰔化教

授學鰔作曲, 畢業於台大哲學系。在校時曾騶颭多次鰔琴演奏餯

1968年鰔駽德餯先在鰔根斯堡及波昂修宗教音樂及音樂學餯後

獲駽德國家獎學顴餯就鰔於科魍國颯音樂魵。在校期鰔就以演

奏指揮及髯髲作品鰔受鰔鰔家之推崇。1974年以最優鰔成鰔畢

業餯並在多特鰔及卡斯鰔歌劇魵服務。1976年回國任教於東吳大學餯並

擔任台北市颯交鰔樂團指揮。1983年馬今餯任教於國颯鰔北餓餕大學音

樂系並擔任鰔校鰔弦樂團指揮。1993年馬1996年鰔餯擔任國颯鰔北餓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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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音樂系主任。 曾騱髯髲的作品有多鰔鰔琴曲、小提琴奏鰔曲、餓餕

歌曲及鰔弦樂「鰔想鰔奏曲」、「鰔琴協奏曲」、鰔琴三駍奏”民謠”。駍髻

鰔作有「音樂馰學」、「歐洲樂團之形成駻鰔器之髯展」及「音樂演奏之實鰔

探鰔」。

&'()*

TUV1N4

先後畢業於東吳大學音樂飌飣所及巴鰔師範音樂

學魵餯取得鰔琴演奏鰔士駻最高鰔室內樂演奏家文憑

鰔Diplome Superieur de Concertist de Musique de

Chambre鰔並獲全鰔鰔判一鰔颺鰔獎。就學期鰔鰔王馰

鰔、魏泰成、鰔大明、鰔鰔慈及科特鰔J e a n - M a r i e

Cottet鰔魻教授鰔琴餯並鰔瑪蒂妮鰔Genieve Martigny鰔

修鰔室內樂騸旅法期鰔曾於鰔八屆Vula ines -Sur -

Seine鰔琴比鰔中獲獎。2003年鰔取國颯台北餓餕大學博士班。現任教

於政戰學校餓餕系音樂鰔、實鰔大學音樂系及光武技餕學魵魻。

餞1993年獲鰔愛樂新人系列於國家演奏廳騶颭獨奏會後餯便以獨奏、

室內樂及鰔樂伴奏活鰔於音樂圈騸另外也以獨奏家鰔份出現於樂團餯合作

鰔的指揮包括亨利•梅哲( Henry Mazer )、侯宇彪、鰔頰昌、鰔克•鰔瑞

森(Mark Graveson)、李子鰔以及張鴻宇魻。1999年應颭政魵僑務委員會

之鮥以鰔琴獨奏駻鰔樂伴奏巡鰔演出於亞非九國十六個城市。

在室內樂方鰔餯駻徐鰔慧合作鰔鰔琴並駻小提琴家魏幼媛及大提琴家

鰔智鰔鰔成台北鰔琴三駍奏餯魡有多年演出騱鰔騸1999年更演出鰔多鰔之

鰔琴駻小提琴奏鰔曲全鰔。由於其獨特、優鰔之技巧駻鰔富的演奏騱鰔餯

使其有機會駻鰔多音樂家合作騸如男中音鰔玉璽、女高音柴寶琳、呂麗

鰔、鍾曼琳、何康婷、法鰔長鰔家伊鰔•亞鰔鰔Yves Artaud鰔、法鰔鰔鰔

家吉•東剛鰔Guy Dongain鰔、鬼鰔屏、法國鰔演奏家魏彥鰔、加拿大鰔長

鰔演奏家樊德生(John van Derson)魻。

:WX1234

六歲鰔始學琴餯曾師事魏主鰔、鰔昌國、李淑德、魏秋鰔、鰔中平、

鬼魂明魻教授餯取得東吳大學音樂飌飣所小提琴演奏鰔士。鰔法騉修期

鰔餯小提琴師承G. Poulet及R. Daugareil餯並鰔G. Martigny學鰔室內樂餯

獲法國巴鰔師範音樂魵室內樂最高鰔演奏家文憑餯並獲全鰔鰔判一鰔颺鰔

獎餯是國內極為活鰔的女小提琴家。

魏幼媛曾騱擔任台北市颯交鰔樂團客座鰔席餯台北國家音樂廳交鰔

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及鰔鰔樂團鰔二小提琴鰔席餯並為台北鰔琴三駍奏、

新古典弦樂四駍奏、台北獨奏家室內樂團、台灣鰔樂團之創始團員餯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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鰔團鰔歐馰演出。

魏幼媛每年定期於台北國家演奏廳騶颭個人獨奏會餯1999年駻鰔琴家

鰔世鰔演出鰔多鰔小提琴奏鰔曲全鰔系列音樂會餯之後兩人定期於台北國

家演奏廳騶颭『對鰔』系列音樂會。此外餯魏幼媛所熱鰔的室內樂演出也是

非常的多樣化鰔包括於台北國家演奏廳演出鰔駻吉他的『帕格尼尼室內樂

騱典』餯駻鰔琴的『小提琴駻鰔琴法國印鰔』餯駻打擊樂的『鰔小提琴遇到打

擊樂』餯並駻小提琴家鬼魂明鰔成『琴鰔鰔鰔』二駍奏餯演出的曲駜幾乎涵

鰔了小提琴二駍奏各時期的駍髻作品。鰔此之外餯在協奏曲方鰔餯魏幼媛

曾受鮥駻交鰔樂團演出鰔巴鰔、鰔瓦弟、鰔他利、鰔札特、孟德爾鰔、聖

桑及梁鰔魻作品餯亦騱常受鮥髯髲鰔代國人創作。

2000-2001年騱教鰔鰔甄鰔鰔巴鰔國鰔餓餕村任鰔村餓餕家一年餯受

鮥駻各國音樂家騶颭多場交流性的音樂會以及個人獨奏會。駜前任教於東

吳大學音樂系。

YZ[1@34

投注於大提琴演奏生涯的青年演奏家鰔智鰔餯十歲鰔琴以來餯便於各

鰔音樂比鰔中嶄露頭鰔。1992年獲ICRT「青春之星」獎學顴及台北市颯交

鰔樂團協奏曲比鰔鰔一名餯並於國家音樂廳演出鰔曼大提琴協奏曲騸1997

年榮獲頰合報「王惕吾先生獎學顴」餯並於次年再度鰔鰔。

於國颯餓餕學魵音樂系畢業後餯於1994年鰔取德國國颯漢堡音樂學魵

主修大提琴餯師事Prof.. Peter Buck及Prof. Young-Chang Cho大師班飌修

大提琴演奏餯並鰔騉巴伐利亞廣播交鰔樂團青少年團。1998年假德國漢堡

市音樂廳騶颭大提琴獨奏會餯並以最優鰔成鰔取得德國國颯漢堡音樂魵鰔

士學位餯歸國鰔今颺鰔國家音樂廳「樂壇新鰔」甄鰔餯於1997年騶颭個人獨

奏會餯駜前擔任國家交鰔樂團大提琴演奏員、台北鰔琴三駍奏大提琴手餯

並任教於實鰔大學音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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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盧  炎

演出/蔡世豪•謝欣蓉

89)*

鰔 炎鰔師在旅馰期鰔餯於姐姐家鰔庫裡的小小鰔子琴

上完成了鰔鰔鰔琴小品餯同時鰔鰔樂曲也在民國七十七年

獲顴鰔獎。鰔 炎在鰔鰔作品中用了一鰔無鰔音鰔餯再由其

鰔鰔出幾個音湊成五鰔音鰔餯就鰔成此曲髲鰔上鰔騮來的

主髻動機。同時再從五鰔音鰔一鰔餯很容易又成為無鰔性

音樂餯最後一段五鰔音鰔則有仿古琴的意味。鰔 炎驚鰔鰔

作品「鰔騮來很鰔餯彈騮來很容易」。

D8E)*

_``a

1930年生。曾鰔馰多年餯鰔威廉鰔駽德曼、喬治鰔克

倫姆魻音樂大師學作曲。作品內涵極具鰔創性餯鰔鰔鰔型

多元餯語鰔鰔格有前鰔、有鰔制餯且鰔呈現中國人文情操

及個人之澹泊氣質餯在馰學思想上涵鰔東駽文化之餽鰔餯

有極高的餓餕成就。作品數鰔鰔富餯代髲性作品有「浪淘

沙」、「鰔琴前奏曲四鰔」、「撫劍吟」、「十方五駍奏」及「家

具音樂」魻。潛心教學、孜孜不倦、對培鰔國內音樂人才及

提昇音樂創作水準餯極具鰔獻。1993年餯獲鰔十八屆國家

文餓獎。1 9 9 8年餯獲鰔二屆「國家文化餓餕基顴會文餓

獎」。

鰔 炎從小對古典音樂就有濃厚的喜好餯就在數十年之

後餯少年的夢想實現時餯台灣20世鰔新音樂鰔格的音域

裡餯也因此多了一抹鰔默深鰔餯卻又鰔麗動人餯如鰔一鰔

的語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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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大曲」協奏曲擊樂主奏顈現任教於國願戲曲專科學校音樂科擊樂指導

教師及師大顴中、敦化國中颺國樂颼擊樂分飀教師飂並任飣中廣國樂團打

擊樂手。

!"#

於2002年7月加入台北打擊樂團飂是餞餤有活力、餭吐幽默的青年飂

在音樂上的呈現飂也餞對地由其個性的特質飂馘引馞出一馬青春力馰熱情

的馹馻駂格顈擅長曲駑有Joseph Schwantner(Velocities)、Takoyoshi

Yoshioka (三駕駗曲)、Jovan Nebojsa Zivkovic(Ultimatum Ⅰ)颺。畢業於

永駩國小、大成國中、台南女中音樂班飂由駻駽文駿師啟騄飂曾師事騋振

騔、騖吉宏、騞正信、騪德騮、騱恩騶颺騸位駿師飂現就驀於國願台北馹

馻大學音樂系四年驆飂師事驉　儼駿師。於國內飂曾獲台灣省願交驞樂

團、台南市願室內樂團、驧動打擊樂團颺單位之骳演飂骹期飂2002年5月

中飂於國願台北馹馻大學音樂系骿髁個人駕次擊樂獨奏會飂5月底髕德國

司圖加市參加The 3rd World Marimba Competition 比髲。

$%&

於2003年1月加入台北打擊樂團。髶驀她的名

字飂如同鬊見鬎麗的伊甸園飂您將馞現騋鬎伊的

個人特質飂含有現代新鬲人的性格飂一馬堅毅、

砳接馰婉魋的魍合飂其音樂的魒理飂傾向魟魋馰

個人魡魧的騋述飂魱然剛魻入演奏駗魽飂但是飂

卻擁有新生代餞餤傑出的駗魽形鮢鮥力。打擊樂

曾師事騋振騔駿師、騖吉宏駿師飂現師事Sarah Barnes Tsai騱恩騶駿師。畢

業於信鮪國小、新鮭國中、國願鮯新高中音樂班飂2001年參加國願台中師範

學鰔推鰔甄鰔獲錄取飂現就驀國願台北馹馻大學音樂學系二年驆。曾多次馰

台中聖鰔團、台北愛樂合唱團、音契合唱鰔鰔樂團合作演出。

!'(

2003年1月加入台北打擊樂團飂喜歡鰔驀各鰔型小鰔飂鰔常以書店為

家飂鰔驀鰔予林昀珊一個鰔鰔的世界飂其八歲始學鰔鰔琴飂畢業於鰔和國

小、漳和國中音樂班、中正高中音樂班。林昀珊是屬於非常非常鰔鰔的鰔

格飂卻有特殊的鰔力馰毅力飂來完成騞多任務或是實現鰔己夢想飂擁有獨

生女的獨願馰鰔鰔性情飂喜歡戲劇性的外放音樂鰔現飂也有印鮢派音樂的

內心騪作特質飂現就驀國願台北師範學鰔音樂教鰔學系二年

驆飂主修打擊。啟騄於吳昭鰔駿師飂曾師事吳佩鰔駿師、凌

國周駿師飂現師事騋振騔駿師。曾參加鰔和颼區鰔樂團、

YWCA青少年鰔鰔樂團(1996~1998)、1999及2000年台北國

鰔打擊夏令鰔鰔營飂2001年鰔中正高中鰔鰔樂團於國家音樂

廳颼教盈演出飂2002年參加台北市願交驞樂團顴屬鰔樂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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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科技獎設置辦法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九日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五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第四次修訂

第一條：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第一款

設置東元科技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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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分科技類獎及人文類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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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二)、機械/能源科技

(三)、化工/材料科技 (四)、生物/醫工科技

※上列領域每年各甄選乙名予以獎勵。

二、人文類：

(一)、文化 (二)藝術

(三)、社會服務 (四)企業管理

(五)、其他

※上列領域每年由董事會議決議指定一項甄選乙名予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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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公黤徵求推薦。

第五條：本獎除致贈獎金外，並致贈獎牌乙面予以獎勵。決審成績如釋推薦案無法分出高下，

每獎項最多可由兩件候選人共得，獎金平分賳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可由共同

創作人共同獲得，申請案件不限人數，或可由一人代軾申請，決審結果並呈董事會

核定之。

第六條：本獎以「具中華民國國籍，以往未曾得過其他公私機關或非營利事業所設立之獎項者，

或曾得獎但其獎金金額未超過本獎獎金，且五年內另有創新事蹟者」為參選限制。

第七條：本獎設評審委員會公黤評審，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八條：本獎申請人由社會人士或團體推薦提名，亦可自行申請。在徵件結束經初審及複審

後，由評審委員會提得獎人名單送董事會核定。

第九條：本獎評審結果如無適軩候選人時得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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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黤軾揚。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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籩十屆東元科技獎推薦作業說明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二、獎勵對象：

1.獎勵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在電機/資訊科技、機械/能源科

技、化工/材料科技、生物/醫工科技、音樂創作等五大領域中，在國

內有具體之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事蹟者。

2.參選限制－以往未曾得過其他公私機關或非營利事業所設立之獎項者，或曾得獎

但其獎金金額未超過本獎獎金，且五年內另有創新事蹟者。

三、名額：每獎項錄取乙名，共5名。

四、獎項：

1.每獎各頒發獎金新台幣陸拾萬元正。

2.獎牌乙座。

五、頒獎：

擇期舉辦頒獎典禮公黤接受軾揚。

恭請總統或政府首長頒獎。

受邀媒體採訪。

六、推薦辦法：

1.推薦時間：九十二年六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受理推薦。

2.推薦方式：

(1)、推薦書以A4尺寸之17元回郵信封向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索取或

上 www.tecofound.org.tw下載。

(2)、以通信方式推薦，檢鏃推薦資料以掛號郵寄「104台北市松江路156-2號9樓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第十屆東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收」。

※服務專線：02-25422338-15

※傳　　真：02-25422570

※e-mail：foundation@teco.com.tw

3.提出文件：請填妥本基金會所備推薦書五份，內容包括：

(1)、簡歷軾及從事研究或創作過程。

(2)、重要研究或創作成果(並請提出代軾性著作或創作作品三∼五件)。

(3)、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

(4)、請鏃服務單位推薦鄤明或經兩位推薦人聯名之推薦書。

(5)、簡述對「東元科技獎」的期望。

※上列資料連同鏃件恕不退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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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

(1)、推薦人必須對釋推薦者之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事蹟具有具體之認識。

(2)、對社會之影響及對國家之貢獻請以具體事實及資料加以說明（非推斷或估計）。

(3)、推薦人僅限於相關領域中之專業從業人員或團體。

7.評審步驟：

主辦單位於每年六月底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東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並於八月底起

展黤評審作業，決審成績如釋推薦案無法分出高下時，每獎項最多得由兩件候選人共

得，獎金平分賳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可由共同創作人共同獲得，申請案件不限人

數，或可由一人代軾申請，決審結果並呈主辦單位董事會核定之。

8.表揚方式：

每年十一月底前舉行頒獎典禮公黤軾揚，得獎人及其相關資料提供國內媒體發佈。

9.權利義務：

本會對得獎人代軾作經得獎人同意後得轉載於本基金會出版之相關文集。

10.設獎類別分類說明：

內　　容

電力工程、半導體、電子元件、電子材料、自動控

制、光電、顯示器、電雩軟硬體、通訊、網路技術

及應用、其他

產業機械、動力機械、熱流機械、自動化系統、精

密機械及控制、運輸機械、精密鬨測、新興能源技

術、潔淨能源技術、微機電系統、其他

石化工程、高分子工程、複合材料、電子有機材

料、陶瓷材料、磁性材料、金屬材料、生醫材料、

生態保育技術、廢棄物釿理、資源回收技術、其他

農業生物技術及食品、醫藥生物技術、生物資訊、

基因體技術及醫療、醫療儀器、醫學工程、其他

演唱曲、樂器演奏曲、管絃樂曲、傳統戲曲、舞台

劇音樂、電影音樂、現代音樂

類 別

科技類

人文類

領　域（獎項）

電機∕資訊科技

機械∕能源科技

化工∕材料科技

生物∕醫工科技

音樂創作

./0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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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科技獎歷屆評審委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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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域 姓　名 　　　　　時　　　任

總召集人（第一∼三屆） 李 遠 哲 中央科學研究院院長

　　　　（第四∼九屆） 王 松 茂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

　　　　（第九∼十屆） 翁 政 義 工研院董事長

電機／資訊科技 黃 昭 淵 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科技虹） 蝮 源 浴 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劉 蠾 蘣 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王 明 螤 亞力電機公司副總螤理

黃 得 瑞 磁性技術學會秘書長

劉 兆 漢 中央大學校長

鄧 啟 福 交通大學電信系教授

蝮 博 文 台灣大學電資學院院長

史 欽 泰 工研院院長

張 紁 福 國科會副主委

吳 蒜 雄 台灣大學副校長/台大電機學院教授

吳 重 雨 交通大學電子系教授

黃 興 燦 清華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教授

楊 濬 中 逢甲大學校長

蔡 文 祥 交通大學副校長/交大資訊科學系教授

李 家 同 蒜宜大學校長

林 寶 樹 工研院電通所所長

陳 文 村 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鄭 瑞 雨 工研院電通所所長

曾 憲 雄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主任

果 　 芸 資策會執行長

鍾 乾 癸 交通大學資訊系教授

林 一 鵬 台灣大學計算機暨網路中心主任

張 俊 彥 交通大學校長

呂 學 錦 中華電信總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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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姓　名 　　　　　時　　　任

機械/能源科技 蔡 新 源 工研院機械所所長

（科技虹） 陳 文 華 清華大學副校長

莊 國 欽 遠東機械公司董事長

顏 鴻 森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稅稅長

谷 家 恆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

翁 通 楹 長庚大學籌備蠲顧問

楊 旺 欉

胡 錦 標 國科會副主委

楊 肇 福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教授兼主任

呂 秀 雄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徐 佳 銘 建國技術學院校長

黃 博 治 東穎惠而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翁 政 義 工研院董事長

陳 朝 光 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

蔡 忠 杓 國科會工程蠲蠲長

化工/材料科技 施 顏 祥 螤濟部工業局局長

（科技虹） 劉 仲 明 工研院材料所所長

顧 鈞 豪 台灣大學材料研究所教授

曾 俊 元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所長

馬 哲 儒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成功大學前校長

陳 力 俊 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

周 更 生 清大化工系教授

程 一 麟 美梭科技公司董事長

生物/醫工科技 吳 成 文 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

（科技虹） 張 子 文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執行長

胡 幼 圃 衛生署藥政蠲蠲長

周 昌 弘 屏東科技大學校長

魏 耀 揮 國科會生物蠲蠲長、陽明大學生化所教授

蕭 美 玲 衛生署技監

蘇 仲 卿 台灣大學農化系教授

吳 妍 華 陽明大學校長

李 鍾 熙 工研院院長

黃 煥 常 國衛院醫工組主任

453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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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域 姓　名 　　　　　時　　　任

環保科技 歐陽嶠暉 中央大學環工所教授

（科技虹） 楊 萬 發 台灣大學環工所教授

陳 陵 援 工研院能資所所長

沈 世 宏 台北市環保局局長

張 祖 恩 環保署副署長

陳 龍 吉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

李 公 哲 台灣大學環工所教授

李 鍾 熙 工研院副院長

社會服務 楊 國 賜 教育部次長

（人文虹） 劉 邦 富 內政部社會司司長

吳 中 立 文建會副主委

余 範 英 中國時報副董事長

陳 鏡 潭 台灣省政府委員

曾 志 朗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孫 得 雄 前研考會主委

李 雪 津 新聞局副局長

蕭 玉 煌 內政部社會司司長

景觀設計 漢 寶 德 前台南藝術學院院長

白 　 瑾 森海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總監

王 維 仁 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郭 瓊 瑩 文化大學景觀建築系主任

台灣小說 朱 　 炎 逢甲大學文學院院長

（人文虹） 陳 萬 益 前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呂 正 惠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 瑞 騰 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音樂創作 馬 水 龍 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人文虹） 徐 頌 仁 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賴 德 和 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錢 善 華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

◆ 一∼十屆合計九大領域，參與本獎評審之學者專家共計為 90人。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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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別　領域 姓 名 　　　當時任職

科技虹 電機 梁志堅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王明螤 亞力電機公司副總螤理

科技虹 機械 鄭建炎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科技虹 資訊 廖明紁 倚天及天漢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科技虹 電機 (從缺)

科技虹 機械 (從缺)

科技虹 資訊 李家同 蒜宜大學校長

　　　　　具體貢獻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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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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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紁變壓器工業技術發展。

肯定其於冷凍空調、污水蠲理、廢熱之利

用等領域有突破性之發明，貢獻卓越，期

蝮其應用促紁產業科技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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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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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名之螤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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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作育英才方面：李校長1975年回國執

教，當時國內資訊界荒藀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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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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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還包括電機

虹、機械虹等不遺餘力，螤由此計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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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屆
　
　
　
　
　
　
　
　
　
　
　
　
　
　
　
　
　
　
　
　
　
　
　
　
　
　
第
二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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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屆
　
　
　
　
　
　
　
　
　
　
　
　
　
　
　
　
　
　
　
　
　
　
　
　
　
　
第
四
屆

　　　　　具體貢獻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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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最薄、耗

電最省、品質最穩，產量高居世界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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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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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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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業界形成正

面貢獻，厚增台灣電子資訊業之國際競

爭力。林君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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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學研各界力量始資訊業成為全國第

一大科技產業。

致力蘇體電路方面研發及推動CIC協助

計劃南科貢獻卓越，螤本屆評審委員評

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電機虹東元科

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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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會評議一致通

過，特頒第四屆機械虹東元科技獎，以

資表揚。

致力創新各種電腦週邊設備、光碟機等

之研發，協助國內多方面工業創立，表

現出色貢獻卓越，螤本屆評審委員會評

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資訊虹東元科

屆別   類 別 領域 姓　名 　　 當時任職

科技虹  電機 洪銀樹 建準電機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科技虹  機械 黃秉鈞 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科技虹  資訊 林寶樹 飛利浦研發創新中心

總螤理

科技虹  電機 吳重雨 交通大學研發長

兼電子系教授

科技虹  機械 楊冠雄 中山大學機械工程

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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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領域 姓 名 　　當時任職

科技虹  電機 潘晴財 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

科技虹  機械 范光照 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科技虹  資訊 陳   興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所

研究員

科技虹  電機 孫實慶 唐威電子公司總螤理

科技虹  機械 陳朝光 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

科技  資訊 祈   甡 交通大學副校長

　　　　　　具體貢獻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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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

第五屆電機虹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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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台大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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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

五屆機械虹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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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

頒第五屆資訊虹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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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

頒第六屆電機虹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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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

第六屆機械虹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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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螤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

第六屆資訊虹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第
五
屆
　
　
　
　
　
　
　
　
　
　
　
　
　
　
　
　
　
　
　
　
　
　
　
　
　
　
　
　
　
　
　
　
第
六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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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領　域  姓名 　　 當時任職

科技類  環保科技 賴茂勝 示益企業公司

副總經理

人文類  社會服務 瑪喜樂 彰化縣基督教喜樂

保育院董事長

郭東曜 弘道老人福利

基金會執行長

　　　　具體貢獻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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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來以基督博愛的精神，自

美國來台從事社會服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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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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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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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貢獻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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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汽車共用引擎系統技術發展與開發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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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V D之國際決策委員

會，展現我國的技術影響力，績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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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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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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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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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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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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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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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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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領域  姓名 　 當時任職

科技類   電機 蘇炎坤 國科會工程處處長、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

科技類   機械 蘇評揮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所副所長

科技類   資 訊 黃得瑞 工業技術研究院

光電所副所長

科技類   生物科技 離果能 中央研究院生物

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人文類   景觀設ｘ 郭中端 中冶環境造形顧問

有限公司代表

科技類   電機 羅仁權 中正大學校長

科技類   機械 顏鴻森 教育部顧問室主任、

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

科技類   資訊 蔡文祥 交通大學副校長

王輔卿 工業技術研究院

電通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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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領域  姓名 　 當時任職

科技類  高級材料 陳力俊 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

材料系教授

人文類 台灣小說 陳國城 專業作家

(舞  鶴)

廖偉竣 彰化縣福興國民中學

(宋澤萊) 老師 作家

　　　　具體貢獻事蹟

在半導體薄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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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鶴的小說有深刻的台灣本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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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先生創作有氣魄而具熱情，近年

來新作如『廢墟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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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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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領　域 姓　名 　 當時任職

科技類 資訊科技 張真誠 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科技類  機械科技 蔡忠杓 國科會工程處處長

王國雄 中央大學機械系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科技類  生物科技 陳垣崇 中央研究院生醫所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科技類  環保科技 蔣本基 台大環境工程學

研究所教授

人文類  社會服務 周碧瑟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

研究所教授

特別獎 故　蒲敏道 前財團法人聖心

教養院院長

　　　　具體貢獻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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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於齒輪研究，將各種齒輪理論和

齒輪分析、設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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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與製造能力的提升

方面，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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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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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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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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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蒝防醫學的推動方面，對社會的影響

既深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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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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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2) 2542-2338
FAX: (02) 2542-2570

www.tecofo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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