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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正確理論」的學科
 ──數學，學什麼？
                ─專訪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李瑩英主任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當研究與信仰碰撞－張敬民以科學尋覓內心安定
 ─專訪第24屆教育部國家講座得主張敬民教授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成大研究團隊雕塑石墨烯結構  發現零磁場之霍爾效應
｜化學｜促進分子導電性的雙金屬電極  以單一分子作為電子元件的
        IC新開局
｜地球科學｜準確偵測境外空污長程傳送  提供臺灣空氣品質改善新
            目標
｜數學｜代數幾何與不規則霍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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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正確理論」的學科──數學，學什麼？ ／許逸如
專訪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李瑩英主任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成大研究團隊雕塑石墨烯結構  發現零磁場之霍爾效應 ／張鳳吟

｜化學｜促進分子導電性的雙金屬電極  以單一分子作為電子元件的
        IC新開局 ／Stella Y.T. Sun

｜地球科學｜準確偵測境外空污長程傳送  提供臺灣空氣品質改善新
            目標 ／黃曉君

｜數學｜代數幾何與不規則霍奇理論 ／魏健安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當研究與信仰碰撞－張敬民以科學尋覓內心安定
專訪第24屆教育部國家講座得主張敬民教授

成就臺灣地震預警系統的推手—吳逸民的學思歷程
專訪第64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吳逸民教授

首位獲頒IUPAC傑出女性獎的臺灣教授！邱美虹科教成果豐碩
專訪2021年IUPAC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得主邱美虹教授

  學術研討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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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自然司第2次召集人聯席會議

科技部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會

數學及物理中心圖書館推廣教育訓練 (中部場次－中興大學)

Chemical Bonding化學整合型研究成果交流研討會

臺灣海洋科學技術策略發展討論會議

2021年海洋科學年會暨科技部海洋學門成果發表

國際數學日活動

第一屆統計傳薪學術研討會

  專題報導

「100%正確理論」的學科──數學，學什麼？
專訪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李瑩英主任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成大研究團隊雕塑石墨烯結構發現零磁場之霍爾效應

｜化學｜促進分子結合的雙金屬電極  純金不再是王道？

｜地球科學｜新冠肺炎如何影響台灣的空氣品質？

｜數學｜不規則霍奇結構的基礎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當研究與信仰碰撞—張敬民以科學尋覓內心安定 ／林品婕
專訪第24屆教育部國家講座得主張敬民教授

成就臺灣地震預警系統的推手—吳逸民的學思歷程 ／陳睿純
專訪第64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吳逸民教授

首位獲頒IUPAC傑出女性獎的臺灣教授！邱美虹科教成果豐碩 ／鄭凱菱
專訪2021年IUPAC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得主邱美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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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會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科技部為強化國內的前瞻研究，並且培養具國際頂

尖研究實力之人才，推動了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攻頂」需要結合眾人的努力，科學研究跨領域的

互動與合作，即成為現今全球化的多元內涵與挑戰

下，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因此科技部規劃辦理了

首次的「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會」，於

2021年4月23日及24日兩天，在淡水將捷金鬱金

香酒店登場。

這次活動計有「生命科學」、「數學及自然科

學」、「工程及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

共13個學術攻頂計畫團隊進行報告，此外還包含

相關領域學者、科技部各層級人員、並邀請多位中

研院院士參與交流。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開場致

詞時，點出了從成果發表中找出連結、交流及共享

的重要性。與會的學術攻頂計畫團隊在計畫主持人

帶領下，透過口頭發表及壁報展示之方式進行成果

分享，同時也把握難得的機會，與其他團隊彼此交

流切磋。

兩天的口頭發表，由各計畫主持人親自上陣。首先

活動報導

人造雙層石磨烯皺褶結構示意圖，其中灰色部分為氮化硼基
板，雙層石墨烯在上方隨著基板形變形成皺褶結構。
(陳則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2021.4.23-24

分享團隊豐碩成果的，為甫獲頒國家講座主持人的

中研院院士、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江安世教

授，其團隊透過果蠅全腦神經結構網絡圖譜的繪

製，來理解腦部之運作及訊息動態變化。同樣研究

神經機制的，還有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阮

啟弘教授所領導的團隊，運用「全息頻譜分析法」

(HHSA)釐清人類視覺系統的非線性特徵與處理特

質，以試圖建構認知控制的腦神經活動機制，為神

經相關疾病提供更好、更精確的治療方式。

解析完交織細密的大腦神經，人體疾病的治療同樣

值得關注，來自中研院的幾個團隊在其他疾病的診

斷和治療研究上，也有所斬獲。生化所的陳瑞華特

聘研究員經由了蛋白質泛素化研究，瞭解細胞自

噬、蛋白品管、如脂肪肝等代謝相關肝臟疾病的細

胞命運和生理功能。原分所的王玉麟特聘研究員則

是將「表面增強拉曼散射光譜」(SERS)運用在細菌

學上，能快速鑑定細菌並對症下藥。基因體研究中

心洪上程特聘研究員的團隊，觀察細胞表面醣體如

何與病毒、細菌等外來物質作用，其成果則有助於

未來的藥物開發、抓取癌症訊號等工作。

往外拓及到自然科學研究，清華大學物理系的余怡

德教授聚焦於飛行量子位元之製造與操控，期望實

現更快速且安全的量子通訊。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

學系李遠鵬教授團隊則跨足了化學及地球科學，分

別就大氣化學與天文化學的關鍵分子進行研究，做

為往後發展更尖端技術的基礎。第一天的發表活動

後，第二天也有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的鍾孫霖特聘研

究員，更率團隊遠從西藏開始，以地球化學視角一

步步解析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構造。

同樣於第二天登場的工程及應用科學計畫，包括了

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林麗瓊特聘研究員，

其團隊將光催化二氧化碳產生的碳氫化合物燃料做

人工光合作用，開發更完善的二維奈米材料。臺灣

大學化學系的周必泰教授則從光物理化學的分子組

裝基礎改良，製造出亮度比以往更高的顯示器材

料。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黃炳照教授團隊則由

控制不同電解質中金屬的溶解與沉積，精進高性能

金屬電池的開發。而遠從日本而來的清華大學奈米

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北森武彥講座教授，其背後由

清華大學、東京大學及隆德大學所組成的跨國際學

術研究團隊，已逐步建置一套解決單細胞蛋白質研

究挑戰的系統，以有效對抗腫瘤異質性的發生。

唯一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的是中研院院士、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朱雲漢教授，所率領的學術攻頂計畫團

隊。團隊中擁有「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和

「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BS)兩個由臺灣主導區域

及全球所執行的項目，測量人們對政治價值、民主

和治理等議題的公眾意見。尤其在當前COVID-19

正為民主政治帶來可能的危機下，此一調查研究的

重要性更不容忽視。

活動首日晚間的壁報展示交流，所有團隊的成員們

也透過面對面的解說、討論，交換意見，氣氛熱

絡。兩天一夜的活動，讓臺灣各領域頂尖的學術計

畫團隊能夠針對不同領域的問題，一同腦力激盪，

尋找彼此間的連結，以形塑一個更大的、跨領域的

共識，林政務次長認為這相當難能可貴！次長進一

步指出，一個好的政策、策略必定經過由下而上討

論與合作的機制來形成。期待藉著這樣的跨域對

話，在深化研究能量之外，更讓外部資源得以順利

挹注，達到學術「攻頂」的目標，且增加臺灣的國

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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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為強化國內的前瞻研究，並且培養具國際頂

尖研究實力之人才，推動了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攻頂」需要結合眾人的努力，科學研究跨領域的

互動與合作，即成為現今全球化的多元內涵與挑戰

下，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因此科技部規劃辦理了

首次的「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會」，於

2021年4月23日及24日兩天，在淡水將捷金鬱金

香酒店登場。

這次活動計有「生命科學」、「數學及自然科

學」、「工程及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

共13個學術攻頂計畫團隊進行報告，此外還包含

相關領域學者、科技部各層級人員、並邀請多位中

研院院士參與交流。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開場致

詞時，點出了從成果發表中找出連結、交流及共享

的重要性。與會的學術攻頂計畫團隊在計畫主持人

帶領下，透過口頭發表及壁報展示之方式進行成果

分享，同時也把握難得的機會，與其他團隊彼此交

流切磋。

兩天的口頭發表，由各計畫主持人親自上陣。首先

分享團隊豐碩成果的，為甫獲頒國家講座主持人的

中研院院士、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江安世教

授，其團隊透過果蠅全腦神經結構網絡圖譜的繪

製，來理解腦部之運作及訊息動態變化。同樣研究

神經機制的，還有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阮

啟弘教授所領導的團隊，運用「全息頻譜分析法」

(HHSA)釐清人類視覺系統的非線性特徵與處理特

質，以試圖建構認知控制的腦神經活動機制，為神

經相關疾病提供更好、更精確的治療方式。

解析完交織細密的大腦神經，人體疾病的治療同樣

值得關注，來自中研院的幾個團隊在其他疾病的診

斷和治療研究上，也有所斬獲。生化所的陳瑞華特

聘研究員經由了蛋白質泛素化研究，瞭解細胞自

噬、蛋白品管、如脂肪肝等代謝相關肝臟疾病的細

胞命運和生理功能。原分所的王玉麟特聘研究員則

是將「表面增強拉曼散射光譜」(SERS)運用在細菌

學上，能快速鑑定細菌並對症下藥。基因體研究中

心洪上程特聘研究員的團隊，觀察細胞表面醣體如

何與病毒、細菌等外來物質作用，其成果則有助於

未來的藥物開發、抓取癌症訊號等工作。

往外拓及到自然科學研究，清華大學物理系的余怡

德教授聚焦於飛行量子位元之製造與操控，期望實

現更快速且安全的量子通訊。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

學系李遠鵬教授團隊則跨足了化學及地球科學，分

別就大氣化學與天文化學的關鍵分子進行研究，做

為往後發展更尖端技術的基礎。第一天的發表活動

後，第二天也有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的鍾孫霖特聘研

究員，更率團隊遠從西藏開始，以地球化學視角一

步步解析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構造。

同樣於第二天登場的工程及應用科學計畫，包括了

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林麗瓊特聘研究員，

其團隊將光催化二氧化碳產生的碳氫化合物燃料做

人工光合作用，開發更完善的二維奈米材料。臺灣

大學化學系的周必泰教授則從光物理化學的分子組

裝基礎改良，製造出亮度比以往更高的顯示器材

料。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黃炳照教授團隊則由

控制不同電解質中金屬的溶解與沉積，精進高性能

金屬電池的開發。而遠從日本而來的清華大學奈米

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北森武彥講座教授，其背後由

清華大學、東京大學及隆德大學所組成的跨國際學

術研究團隊，已逐步建置一套解決單細胞蛋白質研

究挑戰的系統，以有效對抗腫瘤異質性的發生。

唯一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的是中研院院士、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朱雲漢教授，所率領的學術攻頂計畫團

隊。團隊中擁有「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和

「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BS)兩個由臺灣主導區域

及全球所執行的項目，測量人們對政治價值、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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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Bonding整合型計畫
成果發表會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國內化學學術研究的領域廣泛，為鼓勵、活化化學

領域內各學門及學術小組之發展及交流，科學推展

中心化學組於5月1日在輔仁大學濟時樓辦理了

「110年Chemical Bonding整合型計畫成果發表

會」。此次成果發表會邀請跨域整合型計畫執行團

隊、以及申請中計畫之主持人參與，與會的也包括

各團隊實驗室的學生。會中除口頭發表外，也以壁

報展示團隊成果，場內外的互動相當熱絡。

化學學門召集人之一的臺大化學系李弘文教授，開

場主持時強調：「怎麼樣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

間點，共同將研究成果往前推進。」透過學門的推

動與協助，期望看到各研究團隊藉著現階段成果的

分享，「由下而上」尋求其他研究團隊的互補，凝

聚出一個跨領域的議題。

發表會的首場報告，由輔大化學系呂光烈教授來談

先進金屬有機骨架聚合物混成材料之設計、製備與

應用，此一計畫在其下四個子計畫的合作與專長互

補下，致力於達成「化學鍵結」的跨領域研究目

標。東吳大學化學系的王志傑教授接著報告配位聚

合物在電化學感測器的應用，同樣也聚焦於材料的

製備與應用，探討金屬有機骨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 MOF)材料的特徵及相關作用機制。

而中研院化學所的王朝諺研究員所屬的計畫，則由

臺大化學系、中研院化學所、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的跨單位合作，透過化學方式探究奈米籠、金屬

奈米粒和有機配基在界面處之協同相互作用。

在上午的口頭發表之後，下午的報告則從生物化學

領域出發。臺師大化學系的杜玲嫻副教授在輔大化

學系、成大藥理學系團隊的協助下，進行以胰島類

人造雙層石磨烯皺褶結構示意圖，其中灰色部分為氮化硼基
板，雙層石墨烯在上方隨著基板形變形成皺褶結構。
(陳則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2021.5.1

澱粉蛋白寡聚體(IAPP)為目標的相關研究。隨後登

場的中研院生化所林曉青副研究員，則探討了含炔

萜類天然物(alkyne-containing terpenoids)之生

合成途徑，以及其在酶工程當中可能的應用。最後

一場報告則由中研院原分所的郭哲來研究員，整合

理論與計算技術，分享了連結實驗光譜與新穎材料

物性之計算工具開發的現階段成果。

此次會中，特別邀請了部分團隊分享研究團隊的整

合經驗。呂光烈教授認為，團隊的整合與計畫得以

成功執行，研究主題應具備精彩性，同時團隊之間

必須有實質上的互補性，才能與化學鍵般創造出新

的分子、新的技術。杜玲嫻教授則從其團隊的形成

談起，彼此的對談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瞭解彼此

研究的現況與方向後，進而發想出可進行的新研

究，接著再尋求合作的可能對象。

秉著活化學門內各個學術小組的目標，化學學門另

一位召集人、中央大學化學系的吳春桂教授最後強

調，跨領域、甚至跨學科的研究能量與人才通力合

作，或是統整單一系所內的不同研究方向以發展出

系所特色，皆在促成學術的新進展，這種新的價值

得以開創生生不息的研發生態。期待計畫團隊們未

來能夠更上層樓，參與科技部「卓越領航研究計

畫」乃至「學術攻頂計畫」，進而提升能見度，以

更亮眼的成果造福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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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科學技術策略發展討論會議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豐沛的海洋資源及競爭優勢，

海洋科學的研究與推展值得關注。科技部自然司為

此舉辦了「臺灣海洋科學技術策略發展討論會

議」，行政院海洋委員會的蔡清標副主任委員在致

詞時，特別提到蔡英文總統於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成

立揭牌時所說的：「海洋是臺灣最重要的出路！」

期許國內產官學界能共同促進海洋領域的繁榮發

展。

此次會議邀集海委會、國海院、海軍、氣象局、台

船廠等涉海部會組織，以及中研院、各大專院校海

洋相關單位，近80位國內專家學者齊聚一堂。林

敏聰政務次長開場時強調，海洋是臺灣跨領域之重

要研究項目及場域，其中包含科學、政策、人文、

生態層面等議題，但臺灣海洋領域的技術發展似乎

未獲太多社會資源的挹注，既有的研究能量長期以

來則未能有效整合。

海委會蔡副主委也提到全面性海洋基礎調查不足的

問題，而會議主持人、也是海洋科學學門召集人蔣

國平教授進一步指出，除建立海洋政策、前瞻布局

之外，為使泛海洋科學技術具備以科學為基礎之整

合，跨域人才的參與更是重要一環。因此，在官方

機構之外，有必要組織一個非官方的平台，促進跨

領域對話及研究合作，凝聚共識，並為政府提出具

體建言。

2021.4.10

在對話及合作的前提下，每位與會者透過手中的便

條紙，寫下個人認為具衝擊性或急迫性之海洋科學

研究議題，會中就「學術型研究」、「政策任務型

計畫」兩大面向，將議題的想法進行整合。在前緣

創新探索性質的學術型研究當中，舉凡海洋保育、

生物多樣性、海洋地質、氣候變遷、能源、碳中和

等議題領域，以及政策、資料庫、技術發展等相關

硬體建設及配套策略，是大多數與會者所關注的，

政策任務型計畫則聚焦在基礎調查、能源開發、資

料庫、儀器等需要長期投入資源，以因應政策需求

的重點任務上。

透過各層面的海洋議題，與會者們不但釐清自身的

需求，也瞭解到其他單位的需求；有著許多跨單

位、跨領域的合作機會，同樣也有不少技術或觀念

上的歧異必須磨合。如精進內波預報以確保海軍潛

艦航行安全、海岸線穩定性與國土資源規劃之關

連、在具政策及戰略重要價值的澎湖與東沙進行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海洋基因庫與海洋空間規劃資料

庫的完善建置等議題。經由討論交流，相信已為成

立「臺灣海洋科學聯盟(Taiwan Ocean Union)」

的構想打下基礎，對於未來就整體海洋科學願景、

海洋科學發展重點研擬策略，也有了更實質的進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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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洋科學年會暨科技部
海洋學門成果發表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海洋科學年會為臺灣海洋科學界每年一度的盛會，

2020年因武漢疫情因素暫停辦理一次，2021年4

月28日至4月30日規劃於澎湖科技大學舉辦。本次

年會舉辦方式由海洋學界相關領域教授、研究人

員、博士後研究人員、學生及助理於海洋科學年會

中報告最新的研究進展與成果，預計約有450人與

會。內容涵括物理海洋、海洋地質和地球物理、海

洋化學及生物海洋四大專業領域，以求更廣泛的學

術交流。

本次年會內容涵蓋議程分組演講、海報展示及海報

競賽；如同以往將舉辦青年論壇，評選出優秀學生

報告，頒發獎項以茲鼓勵。會議首日將邀請新海研

一號、海研二號、海研三號、貴儀中心及資料庫，

以口頭報告方式發表科技部海洋學門成果。與會者

除了可以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進展外，於會議中

的交流更有助於學者間相互瞭解與溝通，並提供年

輕海洋學子們一個學習分享的平台，也能為推廣海

洋科學研究及教育紮下厚實的根基。

海洋科學年會是科技部自然司海洋學門每年例行舉

辦之會議，是展現海洋學門補助計畫研究成果與績

效考核的重要會議，也是台灣海洋學界的年度重大

會議，藉此機會可培養及發掘優秀下一代海洋人

才，並希望能夠提供海洋學界一個交換彼此研究心

得的時段與場所，鼓勵年輕海洋學者，並邀請國內

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年會，促進學術交流，

增進在科學研究，教育等方面的合作，維繫台灣海

洋科學研究與發展的基石。

此次年會各位熱情與踴躍的參與今年「海洋科學年

會暨科技部海洋學門成果發表會」，讓本次大會圓

滿落幕。來自全臺各地不同學校與單位的與會者替

年會増輝不少，初步統計：年會總參與人數共計

400人，口頭報告計有98場，青年論壇報告45

場，海報展示張貼約為82幅，海報競賽55幅，顯

示在各位老師及研究人員的努力不倦下，國內海洋

學界仍維持著豐沛的研究能量。年輕學子們在海報

競賽、青年論壇的優秀表現，讓人對海洋界的未來

充滿期待。

2021.4.28-30

為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首次共同協辦海外學術交

流活動，其目的為善用海外之科技社團與學會的網

絡及人脈推廣臺灣地球科學及永續發展，並促進台

灣與全球各國地球科學與永續發展相關領域的雙向

交流。目前規劃辦理方式以臺灣大地科領域內之重

點研究及研究亮點主題為主要範疇之一，並由海外

單位選定研討主題辦理。

留歐臺灣地球科學會(Taiwanese Geoscientists in 

Europe)，在社團成立之初，即希望能夠串連歐洲

各地地球科學的科研人員們，能夠交流彼此研究並

共同激發各研究間橫向的發展可能。尤其去年因為

疫情之關係，許多成員都因封城而待在家中，更促

成了這類跨國活動的可行性。在2020至2021年

間，本社團共舉辦了17場視訊學術交流會，其中

包含2場留美學生學術交流，平均參與人數介於

10-15人之間。另外2020年11月也協助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舉辦的歐美留學講座，與臺灣在校生分

享留學的資訊。秉持本社團創立之精神，幹部們在

社團成立的週年之際，舉辦了一場約三小時的視訊

交流活動。

本次視訊活動參與人數達22人，其中第一次參加

的成員共5人，參與的成員分布在英國、德國、法

國、奧地利、芬蘭等國家留學或工作，其人數超過

過去平均參與人數。可以預估接下來一年的例行性

科學交流可以順利進行，也可以探索新的交流主題

與方式，繼續維持旅外青年學子之間的橫向交流。

在疫情尚未嚴峻前，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自

2017年開始起，每年赴奧地利維也納設攤參展於

歐洲地球物理聯盟聯合國際學術會議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簡稱EGU），展示我國地球

科學學界各項具體研究成果及介紹國內相關地科研

究單位，以促進國外學者來台交流發展。其進而規

畫於EGU會議期間舉辦一場臺灣之夜「Taiwan 

Night」，以加強擴展我國與歐洲科技界之交流及

宣揚臺灣地科研究之成果，提昇臺灣在歐洲的國際

能見度及展現研究能量。藉由本次與「留歐臺灣地

球科學會(TaiGE)」共同舉辦該活動，其活動中參

加成員不論是與報告來賓或成員之間皆互動熱絡，

這顯示未來疫情結束後於EGU會議期間舉辦臺灣

之夜「Taiwan Night」應可達到預期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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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單位，以促進國外學者來台交流發展。其進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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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首次共同協辦海外學術交

流活動，其目的為善用海外之科技社團與學會的網

絡及人脈推廣臺灣地球科學及永續發展，並促進台

灣與全球各國地球科學與永續發展相關領域的雙向

交流。目前規劃辦理方式以臺灣大地科領域內之重

點研究及研究亮點主題為主要範疇之一，並由海外

單位選定研討主題辦理。

留歐臺灣地球科學會(Taiwanese Geoscientists in 

Europe)，在社團成立之初，即希望能夠串連歐洲

各地地球科學的科研人員們，能夠交流彼此研究並

共同激發各研究間橫向的發展可能。尤其去年因為

疫情之關係，許多成員都因封城而待在家中，更促

成了這類跨國活動的可行性。在2020至2021年

間，本社團共舉辦了17場視訊學術交流會，其中

包含2場留美學生學術交流，平均參與人數介於

10-15人之間。另外2020年11月也協助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舉辦的歐美留學講座，與臺灣在校生分

享留學的資訊。秉持本社團創立之精神，幹部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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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球物理聯盟聯合國際學術會議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簡稱EGU），展示我國地球

科學學界各項具體研究成果及介紹國內相關地科研

究單位，以促進國外學者來台交流發展。其進而規

畫於EGU會議期間舉辦一場臺灣之夜「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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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未來疫情結束後於EGU會議期間舉辦臺灣

之夜「Taiwan Night」應可達到預期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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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學日活動

授權轉載│中華民國數學會

3月14日是聯合國正式制定的國際數學日。中華民

國數學會、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家理論科學研

究中心數學組與中華機率統計學會，於3月13-14

日在台北市士林科教館共同舉辦2021年《國際數

學日》慶祝活動。

活動包含兩場科普演講、《科普劇：費布納西與露

比兔》、施放數學風箏、國人自創數學舞台劇《玫

瑰的數字》-關於南丁格爾的音樂劇以及數學魔術

表演，現場還有許多有趣的數學攤位:面積儀操作

與數學泡泡，以及數學歷史與圓周率歷史的介紹，

顛覆一般對數學的固定印象。在3月14日下午三點

十四分的布豐投針儀式，邀請貴賓與現場所有觀眾

一起在超大型地貼海報上作數學投針實驗－只要把

竹籤拋向空中，等它落下就能計算出圓周率的逼近

值。這種計算方法在應用科學中相當有用，在過去

曾被用來評估原子彈的核連鎖反應。 

林敏聰政務次長談到感謝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能夠

把數學做得這麼有趣吸引人，也希望ㄧ般民眾多多

親近數學，覺得數學是平易近人的生活元素，而不

是課本裡的冷硬知識。

本會李瑩英理事長則先對所有協助這場活動的單位

表達深深的感謝，並表示今天的活動展示了數學不

只pi而已，還有很多有趣的知識，當然數學日也不

2021.3.13-14

只有3月14日這一天，期待大家日常可以多多接觸

數學，天天都是數學日。

今年全台共有152家學校超過一萬名師生參與布豐

投針實驗，規模龐大到讓國際數學聯盟印象深刻，

並邀請台灣開放國外民眾共同參與投針實驗，而且

統一將全世界的實驗數據傳回台灣網頁，一起挑戰

逼近圓周率。今年的最終結果為3.1418033，非常

逼近理論值3.14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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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理論值3.14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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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針實驗，規模龐大到讓國際數學聯盟印象深刻，

並邀請台灣開放國外民眾共同參與投針實驗，而且

統一將全世界的實驗數據傳回台灣網頁，一起挑戰

逼近圓周率。今年的最終結果為3.1418033，非常

逼近理論值3.14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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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統計傳薪學術研討會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為提供年輕統計學者們一個互動交流的平台，由國

立中央大學主辦「第一屆統計傳薪學術研討會」。

並由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科技部數學研究推動中

心、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科技部自然司統

計學門、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及台灣量化交易協會

共同協辦。

年輕統計學者們是統計的新苗與新秀，且為後繼者

與接棒者，為強調世代傳承，會議中安排資深或有

經驗的統計學者們傳承相關經驗，以彰顯「傳薪」

深意。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成立於民國68年，為國

內最早的獨立統計研究所，因此主辦「第一屆統計

傳薪學術研討會」別具意義。本次大會安排主講學

者分享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歷程與經驗，各場次邀

請新進統計教師與博士後研究員，同時亦邀請各統

計相關學術單位的主管、師長與同學們參與，期望

藉由會議的過程給予年輕統計學者們各方面的協助

與諮詢，使統計傳薪學術研討會發揮最大的功效，

順利進行傳薪，永續統計人才。

2021.3.20



「100%正確理論」的學科
 ──數學，學什麼？

專訪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李瑩英主任

採訪‧撰稿│許逸如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蝴蝶為什麼五彩繽紛？中大樂透頭彩機率有多高？
AI人工智慧為什麼可以讀懂我們的話？臺灣的疫情
狀況要如何防止傳播？這些看似分散、從生物學跨
到公共衛生的議題並非平行線，它們所共同匯聚的
焦點就是──「數學」。
───────────────────────────────

數學≠算術，數學的初心=追根究柢的好奇心

被稱為「科學之母」的數學，卻也是許多人不拿手

的學科。數學系到底在研究什麼？臺灣的數學研

究、教育發展得如何？本篇專訪臺大數學系教授、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主任李瑩英，請她替

我們開箱臺灣數學研究的現況與秘密。

「數學不等於算術。」李瑩英提出很多人以為研究

數學要成天與數字為伍；然而許多學生進入數學系

後才發現，怎麼和想像的差這麼多？少了許多數字

的計算，反倒多了許多抽象思考。原來比起數字，

數學更強調思考及邏輯推論，探究理論運作的機

制。相較之下，他們花更多時間在思考，她笑著

說，「比起很多學科要做實驗，我們不太受疫情影

響，因為數學研究的好處就是──不受時間場域的

限制。」

數學領域大致可分為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發想

的起點不同，使用的工具、研究方法及屬性也略有

差異。前者著重數學本身，後者則是為了解決實際

的問題，但兩者都發源於追根究柢的好奇心──無

論是一則簡單的數學公式或是賭博的勝率，都可以

引發數學家想一探究竟的心情。

打好根基，心態開放，跨領域合作是發展的重點

「雖然應用數學從出發點看起來更實際，但純數學

理論也常常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李瑩英補充，

很多數學的研究初衷只是純粹基於好奇，「但研究

成果後來卻被廣泛應用到超乎原先想像的範圍

外！」數學的理論常常可以套用在各種不同學科

上，滲透性很高，也因此國外很多數學家並非從事

教職，而是進入業界服務，另外物理、電資通訊、

工程、醫學與生命科學、經濟與金融，甚至建築與

政治學等學科也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所以我

們很希望能夠多和其他領域交流，單純聊聊各研究

的困境與問題，或許中間就可以擦出很多火花。」

李瑩英相信，數學必定能夠在不同領域造成影響

力。舉例來說，「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都

是知名與物理研究結合的例子；「人工智能之父」

艾倫‧圖靈（Alan Turing）就是一位數學家；臺灣

的數學界也開始與醫學界合作，希望透過交流討

論，共同研究解決及分析醫學上的各式複雜問題。

也因此，李瑩英建議數學系的學生能在求學時接觸

其他領域的內容，延伸研究的視野，「但務必先打

好根基，才能真正達到結合與應用。」

100%正確的理論也成為高牆──數學界的困境：
人才數少、研究困難

「經過數學推理出來的理論，100%是對的。」這

句話是數學研究者最引以為傲的事。數學研究需要

深厚的理論基礎與嚴謹的推理論證，非常注重突破

及完整性，僅處理特殊情況或推廣通常不會得到肯

定，沒有確切結論的工作不可能發表，這樣的特性

也成為研究的高牆，耗時卻不一定有成果，很容易

產生挫折感。耗時長、產能少是數學研究的普遍現

象，放在強調引用量、發表量的政策框架來說，成

為一大劣勢──相較其他學科，能獲得的資源與獎

勵少非常多。此外，培育數學人才耗時長，卻又因

臺灣少子化及過於強調文章數及與業界結合的社會

氛圍，數學博士在臺灣非常困難找到正式教職，李

瑩英憂心地說：「這將產生惡性循環，讓人才流失

更為嚴重。我和一些臺灣數學界同仁對此有很大的

危機感，當整代數學人才嚴重不足及空洞化後，也

將影響到臺灣整體科技的發展及人才培育。」根據

中華民國數學會的統計，相較於十年前，現今臺灣

數學系博士生的人數減少將近50%。

遇上這樣的困境，總要有人跳出來協助與規畫。本

來李瑩英很希望能夠專心於研究上，但因為熱愛數

學領域的社群，她仍然接了許多研究以外的職位。

她笑著說：「我猜想我多寫一篇paper對臺灣能產

生的貢獻及影響，可能還不及把學術環境做好

吧！」她表示，雖然這些職位不同，但大家都在努

力讓臺灣的數學環境變得更好。舉例來說，中華民

國數學會是集合臺灣數學界的學術社群，關注的焦

點包括教育，各數學系面臨的挑戰及以「科普」角

度向社會大眾來推廣數學等；科技部自然司數學學

門著重國內學術界的研究量能、領域發展及人才培

育等面向；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旨在追求卓越，

專注於發展前沿研究、培育頂尖人才及與國際進行

學術交流和合作。

透過不同單位的努力，即使臺灣的數學研究歷史不

如歐美悠久、人數也較少，也有了不少的成效。過

去擔心學生訓練量不足的問題，便以次領域為單

位，集合各校學生一起訓練，並加入與東亞其他國

家的跨國合作，製造更多交流、合作的機會與環

境。針對前述數學領域研究的困難，各單位也以不

同方式給予更多支持，例如拉長通過計畫的年限讓

研究時間更為寬裕，減少新進研究者的教學時數，

使他們能更為專注於研究，以及增加海外交流的經

費申請、推動數學學門重點整合計畫鼓勵進行具挑

戰性的關鍵研究、開展「研究夥伴計畫」以維持稍

微停滯之研究者的量能等。種種措施與努力，都是

期待學生與研究者有更多成長的空間。

綜觀臺灣數學研究的未來，她提出幾個要點。首

先，品質的要求絕對是第一要件，因為「『im-

portant』的東西才能產生『impact』。」再者，

專題報導

研究者自身應該要有紮實的訓練，但同時也要有開

放的思維和心態，促成數學新的發展及可能性。最

後，則是連結與合作，「人是有限的，但可以透過

合作來做出更大的可能性。」以數學領域而言，國

內各大專院校可以集中人力來一起訓練學生，國際

間也可以互助合作開設課程或辦活動，以解決人力

不足的問題；以跨領域而言，也可以定時與其他系

所合作，談談各學科目前遇到的問題。談起數學界

的願景，李瑩英話語裡充滿期待：「很多科學的問

題都與數學有關。希望數學界能有所貢獻，一起讓

臺灣的學術領域發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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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為什麼五彩繽紛？中大樂透頭彩機率有多高？
AI人工智慧為什麼可以讀懂我們的話？臺灣的疫情
狀況要如何防止傳播？這些看似分散、從生物學跨
到公共衛生的議題並非平行線，它們所共同匯聚的
焦點就是──「數學」。
───────────────────────────────

數學≠算術，數學的初心=追根究柢的好奇心

被稱為「科學之母」的數學，卻也是許多人不拿手

的學科。數學系到底在研究什麼？臺灣的數學研

究、教育發展得如何？本篇專訪臺大數學系教授、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主任李瑩英，請她替

我們開箱臺灣數學研究的現況與秘密。

「數學不等於算術。」李瑩英提出很多人以為研究

數學要成天與數字為伍；然而許多學生進入數學系

後才發現，怎麼和想像的差這麼多？少了許多數字

的計算，反倒多了許多抽象思考。原來比起數字，

數學更強調思考及邏輯推論，探究理論運作的機

制。相較之下，他們花更多時間在思考，她笑著

說，「比起很多學科要做實驗，我們不太受疫情影

響，因為數學研究的好處就是──不受時間場域的

限制。」

數學領域大致可分為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發想

的起點不同，使用的工具、研究方法及屬性也略有

差異。前者著重數學本身，後者則是為了解決實際

的問題，但兩者都發源於追根究柢的好奇心──無

論是一則簡單的數學公式或是賭博的勝率，都可以

引發數學家想一探究竟的心情。

打好根基，心態開放，跨領域合作是發展的重點

「雖然應用數學從出發點看起來更實際，但純數學

理論也常常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李瑩英補充，

很多數學的研究初衷只是純粹基於好奇，「但研究

成果後來卻被廣泛應用到超乎原先想像的範圍

外！」數學的理論常常可以套用在各種不同學科

上，滲透性很高，也因此國外很多數學家並非從事

教職，而是進入業界服務，另外物理、電資通訊、

工程、醫學與生命科學、經濟與金融，甚至建築與

政治學等學科也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所以我

們很希望能夠多和其他領域交流，單純聊聊各研究

的困境與問題，或許中間就可以擦出很多火花。」

李瑩英相信，數學必定能夠在不同領域造成影響

力。舉例來說，「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都

是知名與物理研究結合的例子；「人工智能之父」

艾倫‧圖靈（Alan Turing）就是一位數學家；臺灣

的數學界也開始與醫學界合作，希望透過交流討

論，共同研究解決及分析醫學上的各式複雜問題。

也因此，李瑩英建議數學系的學生能在求學時接觸

其他領域的內容，延伸研究的視野，「但務必先打

好根基，才能真正達到結合與應用。」

100%正確的理論也成為高牆──數學界的困境：
人才數少、研究困難

「經過數學推理出來的理論，100%是對的。」這

句話是數學研究者最引以為傲的事。數學研究需要

深厚的理論基礎與嚴謹的推理論證，非常注重突破

及完整性，僅處理特殊情況或推廣通常不會得到肯

定，沒有確切結論的工作不可能發表，這樣的特性

也成為研究的高牆，耗時卻不一定有成果，很容易

產生挫折感。耗時長、產能少是數學研究的普遍現

象，放在強調引用量、發表量的政策框架來說，成

為一大劣勢──相較其他學科，能獲得的資源與獎

勵少非常多。此外，培育數學人才耗時長，卻又因

臺灣少子化及過於強調文章數及與業界結合的社會

氛圍，數學博士在臺灣非常困難找到正式教職，李

瑩英憂心地說：「這將產生惡性循環，讓人才流失

更為嚴重。我和一些臺灣數學界同仁對此有很大的

危機感，當整代數學人才嚴重不足及空洞化後，也

將影響到臺灣整體科技的發展及人才培育。」根據

中華民國數學會的統計，相較於十年前，現今臺灣

數學系博士生的人數減少將近50%。

遇上這樣的困境，總要有人跳出來協助與規畫。本

來李瑩英很希望能夠專心於研究上，但因為熱愛數

學領域的社群，她仍然接了許多研究以外的職位。

她笑著說：「我猜想我多寫一篇paper對臺灣能產

生的貢獻及影響，可能還不及把學術環境做好

吧！」她表示，雖然這些職位不同，但大家都在努

力讓臺灣的數學環境變得更好。舉例來說，中華民

國數學會是集合臺灣數學界的學術社群，關注的焦

點包括教育，各數學系面臨的挑戰及以「科普」角

度向社會大眾來推廣數學等；科技部自然司數學學

門著重國內學術界的研究量能、領域發展及人才培

育等面向；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旨在追求卓越，

專注於發展前沿研究、培育頂尖人才及與國際進行

學術交流和合作。

透過不同單位的努力，即使臺灣的數學研究歷史不

如歐美悠久、人數也較少，也有了不少的成效。過

去擔心學生訓練量不足的問題，便以次領域為單

位，集合各校學生一起訓練，並加入與東亞其他國

家的跨國合作，製造更多交流、合作的機會與環

境。針對前述數學領域研究的困難，各單位也以不

同方式給予更多支持，例如拉長通過計畫的年限讓

研究時間更為寬裕，減少新進研究者的教學時數，

使他們能更為專注於研究，以及增加海外交流的經

費申請、推動數學學門重點整合計畫鼓勵進行具挑

戰性的關鍵研究、開展「研究夥伴計畫」以維持稍

微停滯之研究者的量能等。種種措施與努力，都是

期待學生與研究者有更多成長的空間。

綜觀臺灣數學研究的未來，她提出幾個要點。首

先，品質的要求絕對是第一要件，因為「『im-

portant』的東西才能產生『impact』。」再者，

研究者自身應該要有紮實的訓練，但同時也要有開

放的思維和心態，促成數學新的發展及可能性。最

後，則是連結與合作，「人是有限的，但可以透過

合作來做出更大的可能性。」以數學領域而言，國

內各大專院校可以集中人力來一起訓練學生，國際

間也可以互助合作開設課程或辦活動，以解決人力

不足的問題；以跨領域而言，也可以定時與其他系

所合作，談談各學科目前遇到的問題。談起數學界

的願景，李瑩英話語裡充滿期待：「很多科學的問

題都與數學有關。希望數學界能有所貢獻，一起讓

臺灣的學術領域發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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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為什麼五彩繽紛？中大樂透頭彩機率有多高？
AI人工智慧為什麼可以讀懂我們的話？臺灣的疫情
狀況要如何防止傳播？這些看似分散、從生物學跨
到公共衛生的議題並非平行線，它們所共同匯聚的
焦點就是──「數學」。
───────────────────────────────

數學≠算術，數學的初心=追根究柢的好奇心

被稱為「科學之母」的數學，卻也是許多人不拿手

的學科。數學系到底在研究什麼？臺灣的數學研

究、教育發展得如何？本篇專訪臺大數學系教授、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主任李瑩英，請她替

我們開箱臺灣數學研究的現況與秘密。

「數學不等於算術。」李瑩英提出很多人以為研究

數學要成天與數字為伍；然而許多學生進入數學系

後才發現，怎麼和想像的差這麼多？少了許多數字

的計算，反倒多了許多抽象思考。原來比起數字，

數學更強調思考及邏輯推論，探究理論運作的機

制。相較之下，他們花更多時間在思考，她笑著

說，「比起很多學科要做實驗，我們不太受疫情影

響，因為數學研究的好處就是──不受時間場域的

限制。」

數學領域大致可分為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發想

的起點不同，使用的工具、研究方法及屬性也略有

差異。前者著重數學本身，後者則是為了解決實際

的問題，但兩者都發源於追根究柢的好奇心──無

論是一則簡單的數學公式或是賭博的勝率，都可以

引發數學家想一探究竟的心情。

打好根基，心態開放，跨領域合作是發展的重點

「雖然應用數學從出發點看起來更實際，但純數學

理論也常常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李瑩英補充，

很多數學的研究初衷只是純粹基於好奇，「但研究

成果後來卻被廣泛應用到超乎原先想像的範圍

外！」數學的理論常常可以套用在各種不同學科

上，滲透性很高，也因此國外很多數學家並非從事

教職，而是進入業界服務，另外物理、電資通訊、

工程、醫學與生命科學、經濟與金融，甚至建築與

政治學等學科也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所以我

們很希望能夠多和其他領域交流，單純聊聊各研究

的困境與問題，或許中間就可以擦出很多火花。」

李瑩英相信，數學必定能夠在不同領域造成影響

力。舉例來說，「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都

是知名與物理研究結合的例子；「人工智能之父」

艾倫‧圖靈（Alan Turing）就是一位數學家；臺灣

的數學界也開始與醫學界合作，希望透過交流討

論，共同研究解決及分析醫學上的各式複雜問題。

也因此，李瑩英建議數學系的學生能在求學時接觸

其他領域的內容，延伸研究的視野，「但務必先打

好根基，才能真正達到結合與應用。」

100%正確的理論也成為高牆──數學界的困境：
人才數少、研究困難

「經過數學推理出來的理論，100%是對的。」這

句話是數學研究者最引以為傲的事。數學研究需要

深厚的理論基礎與嚴謹的推理論證，非常注重突破

及完整性，僅處理特殊情況或推廣通常不會得到肯

定，沒有確切結論的工作不可能發表，這樣的特性

也成為研究的高牆，耗時卻不一定有成果，很容易

產生挫折感。耗時長、產能少是數學研究的普遍現

象，放在強調引用量、發表量的政策框架來說，成

為一大劣勢──相較其他學科，能獲得的資源與獎

勵少非常多。此外，培育數學人才耗時長，卻又因

臺灣少子化及過於強調文章數及與業界結合的社會

氛圍，數學博士在臺灣非常困難找到正式教職，李

瑩英憂心地說：「這將產生惡性循環，讓人才流失

更為嚴重。我和一些臺灣數學界同仁對此有很大的

危機感，當整代數學人才嚴重不足及空洞化後，也

將影響到臺灣整體科技的發展及人才培育。」根據

中華民國數學會的統計，相較於十年前，現今臺灣

數學系博士生的人數減少將近50%。

遇上這樣的困境，總要有人跳出來協助與規畫。本

來李瑩英很希望能夠專心於研究上，但因為熱愛數

學領域的社群，她仍然接了許多研究以外的職位。

她笑著說：「我猜想我多寫一篇paper對臺灣能產

生的貢獻及影響，可能還不及把學術環境做好

吧！」她表示，雖然這些職位不同，但大家都在努

力讓臺灣的數學環境變得更好。舉例來說，中華民

國數學會是集合臺灣數學界的學術社群，關注的焦

點包括教育，各數學系面臨的挑戰及以「科普」角

度向社會大眾來推廣數學等；科技部自然司數學學

門著重國內學術界的研究量能、領域發展及人才培

育等面向；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旨在追求卓越，

專注於發展前沿研究、培育頂尖人才及與國際進行

學術交流和合作。

透過不同單位的努力，即使臺灣的數學研究歷史不

如歐美悠久、人數也較少，也有了不少的成效。過

去擔心學生訓練量不足的問題，便以次領域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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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性的關鍵研究、開展「研究夥伴計畫」以維持稍

微停滯之研究者的量能等。種種措施與努力，都是

期待學生與研究者有更多成長的空間。

綜觀臺灣數學研究的未來，她提出幾個要點。首

先，品質的要求絕對是第一要件，因為「『im-

portant』的東西才能產生『impact』。」再者，

15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研究者自身應該要有紮實的訓練，但同時也要有開

放的思維和心態，促成數學新的發展及可能性。最

後，則是連結與合作，「人是有限的，但可以透過

合作來做出更大的可能性。」以數學領域而言，國

內各大專院校可以集中人力來一起訓練學生，國際

間也可以互助合作開設課程或辦活動，以解決人力

不足的問題；以跨領域而言，也可以定時與其他系

所合作，談談各學科目前遇到的問題。談起數學界

的願景，李瑩英話語裡充滿期待：「很多科學的問

題都與數學有關。希望數學界能有所貢獻，一起讓

臺灣的學術領域發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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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研究團隊雕塑石墨烯結構
發現零磁場之霍爾效應

撰稿│張鳳吟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人類是否能藉由人造方式調整物質材料的原子間距

離與排列，進而賦予它全新的物理特性呢？由成功

大學物理系暨前沿量子科技研究中心張景皓助理教

授與陳則銘教授組成的研究團隊(圖2)，成功利用

半導體產業常用的蝕刻技術來調控原子排列，將原

本單純的石墨烯轉變為擁有奇異量子特性的嶄新電

子元件，不僅有助於探索量子傳輸的基礎物理科學

問題，未來將有機會應用在量子科技之中。卓越的

研究成果刊登於今年2月的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自

然電子》（Nature Electronics）上。

石墨烯(graphene)是碳的一種特殊形式，僅有一

層原子厚，在2004年以機械撥離法被實現，成為

第一個天然二維材料。石墨烯每個碳原子連接三個

鄰邊原子，形成六邊形的平面蜂巢網格，由於其結

構，石墨烯展現出許多令人驚訝的性質，如絕佳的

導電性、透光性，以及機械強度等，使它被美名為

「神奇材料(wonder material)」，並被視為未來

電子設備、高科技產業應用的一個候選材料。

近年來科學家們常透過類似積木的概念，將石墨烯

以錯位或扭角的方式相互堆疊起來，藉此改變石墨

烯能帶結構，將石墨烯從零能隙半導體轉變成超導

體、絕緣體、或如磁鐵般具有鐵磁性。2018年的

一項實驗成果中發現，如果將兩層石墨烯以1.1°偏

轉夾角疊起來，會呈現超導性，後來這個角度被稱

為「魔角」。這個堆疊方法雖然看起來簡單，但由

於石墨烯只有單層原子厚，實際操作精確石墨烯間

夾角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對未來產業應用有著

不小的難度與挑戰。

何昇晉博士(第一作者)與陳則銘教授巧妙地避開這

個問題。有別於以往只是單純將二維材料一層一層

疊上去，他們另闢蹊徑。他們與謝予強等團隊成員

合作開發出能進行原子級尺度雕刻的新穎方法，利

用半導體蝕刻技術雕塑氮化硼基板表面，將雙層石

墨烯堆疊於基板上，使之產生三維結構的變化。陳

則銘教授解釋，想像把一個比較軟的物體(石墨烯)

放在凹凸不平的表面(氮化硼基板)上，軟的物體會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圖1│人造雙層石磨烯皺褶結構示意圖，其中灰色部分為氮化硼基板，雙層石墨烯在上方隨著基板形變形成皺褶結構。
(陳則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隨著表面上下起伏，轉角處就會有一些拉扯，藉此

讓原子間的距離產生改變。這個新技術能將二維材

料的晶格結構(原子排列)依照被雕刻之氮化硼人造

超晶格基板的構造進行拉伸或扭曲變形，改變了原

有的結構對稱性以及層間作用力，進而改變物質的

物理特性。這不僅意味著石墨烯電子能帶結構可透

過人工的方式改變，更宏觀來說，能以各種非自然

界存在的人造超晶格結構來操控各種二維材料的物

理性質。

建立於此製程技術上，研究團隊發現了一重要貢

獻，在於確立了兩種新型態霍爾效應的發現。霍爾

效應於1879年由美國物理學家霍爾(Edwin H. Hall)

所發現，當固體導體放入磁場中，電流通過時，電

荷載子會因羅倫茲力而偏折、堆積，進而產生所謂

的霍爾電壓。過去一百多年來，科學界普遍認為外

加磁場是霍爾效應生成的必要條件。研究團隊發

現，特殊的石墨烯結構，可存在實空間或動量空間

的等效偽磁場(pseudo-magnetic field)，以取代

真實磁場引發霍爾效應。研究團隊以具人造晶格結

構的石墨烯量子元件為底，結合實驗與理論，其中

理論模型建構與數值模擬為共同第一作者及玉山青

年學者張景皓助理教授負責，證明雙層石墨烯皺褶

(圖1)結構同時存在兩種(對應實空間與動量空間)零

磁場的霍爾效應。此突破跳出了原有框架，打破霍

爾效應需要磁場的論點，同時也擴展霍爾效應的應

用，對理解量子傳輸基礎科學問題與日後發展新穎

量子電子元件及晶片有著莫大的幫助。

成大研究團隊透過奈米蝕刻製程，經由設計堆疊石

墨烯等二維材料得到新穎的量子現象，不僅證明人

工調整晶格結構的可行性，後續也開啟幾何與拓樸

量子現象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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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這不僅意味著石墨烯電子能帶結構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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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存在的人造超晶格結構來操控各種二維材料的物

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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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霍爾電壓。過去一百多年來，科學界普遍認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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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特殊的石墨烯結構，可存在實空間或動量空間

的等效偽磁場(pseudo-magnetic field)，以取代

真實磁場引發霍爾效應。研究團隊以具人造晶格結

構的石墨烯量子元件為底，結合實驗與理論，其中

理論模型建構與數值模擬為共同第一作者及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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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成大研究團隊於科技部與科技部自然司司長合影。
左起為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謝予強同學、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電子物理系羅舜聰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
陳則銘教授、科技部自然司羅夢凡司長、國立成功大學物
理學系張景皓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黃柏慈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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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分子導電性的雙金屬電極
以單一分子作為電子元件的IC新開局

撰稿│Stella Y.T. Sun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由臺灣研究團隊操刀，藉著新型態電極材料驗證模
型，微觀世界的交通改革從這裡做起。
───────────────────────────────

敲敲你的手機，試著想想：與你朝夕相處的這位夥

伴「內在世界」是怎麼運作的？科學期刊《自然-

材料科學》於今(2021)年1月28日刊載了一則分子

電子學領域的研究報告，臺灣大學化學系博班生古

孟文、彭晧及陳俊顯教授與臺東大學應用科學系陳

以文教授的研究團隊通過實驗證明：應用了混合金

屬的新種類電極架構，能有效增強電極表面與分子

之間的作用力，更進一步提升導電值，為電子元件

帶來更高的傳輸效率。

分子電子學是將電子學縮小至分子尺度，結合了對

分子結構熟悉的化學領域與電子學相關的物理、工

程等領域，探討與設計單一分子運作機制的一門學

科。此概念於1974年首次由馬克・拉特納（Mark 

A. Ratner）提出，也因此被尊稱為分子電子學之父。

現代人的生活和3C產品密不可分，電子元件的生

產更是台灣引以為傲的實力產業之一，在大大小小

的電子元件中，不同材料的異質接面，它們的能帶

如何相接，決定了電子傳遞的行為。想像日常隨處

可見的電子裝置，例如你現在正拿來閱讀這篇文章

的電腦或是手機，若它們的內部是個微型世界，那

麽其中的電子元件便是一個個城市，這些城市以不

同特性的塊材細分為類似住、商等不同功能組成，

而導電則是穿梭於「電子元件城」的交通。分子電

子學旨將「單一分子或分子叢簇」稼接在塊材電極

上，也就是把社區住宅和商業大樓再詳細編排得一

戶、一間都能夠摸清楚的狀況，而這一戶、一間，

就是分子電子學的組成單元「分子」。由於化學分

子的可預測性和可合成性，我們可以針對它們的特

質及電性的綜合表現進行微調，進而找出最優質的

「交通方案」：像是如何最佳化交界點、降低電子

傳輸的瓶頸，這些正是研究人員力求突破的關鍵課

題。

圖1│原子力顯微術測量雙金屬電極間的單分子導電值
示意圖

電極-分子接點的導電性與金屬-分子之間耦合作用

的強度息息相關，而這個耦合作用可藉由調控電極

的表面電子結構加以強化。在分子電子學領域，

「金」是電極材料的首選，而此次研究團隊利用低

電位沈積法（underpotential deposition, UPD）

製作單一原子層的雙金屬電極系統，並以原子顯微

術（atomic force microscope-based break 

junction, AFM BJ）量測單分子導電值，在取得數

據後建立理論模型。研究發現在金電極表面鍍上一

層只有一個原子厚度的銀或銅，能有效調節電極能

帶結構和導電率：鍍銀後，電極表面的作用力增加

了30%至80%，單分子的導電值也提升為金電極

的40至60倍。

以往在這個領域多採用純金或是純鉑這類化學性質

穩定的單一元素作為電極，本次研究證實了雙金屬

的電極設計是有效的應用策略，並為此領域提供了

新的研究方向，未來將優化各類雙金屬組合，進一

步使電極材料多元化。屆時，微型世界的交通改革

將出現在你掌上的這台小方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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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單一元素作為電極，本次研究證實了雙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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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使電極材料多元化。屆時，微型世界的交通改革

將出現在你掌上的這台小方盒中。

圖2│以雙金屬電極增強單分子導電值的機制模型。 (圖片來源：Natur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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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偵測境外空污長程傳送  
提供臺灣空氣品質改善新目標

撰稿│黃曉君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外來的空氣污染

空氣的流動無分國界，因此臺灣所面對的空氣污染

問題，不只來自境內的污染物，還有漂洋過海的境

外懸浮粒子。在冬季，亞洲東部受東北季風影響，

空 氣 污 染 物 會 從 亞 洲 大 陸 經 由 長 程 傳 送

（Long-range transport，LRT）到韓國、日本以

及臺灣。

雖然臺灣的山脈可以擋住部分長程傳送而來的懸浮

微粒，但人口密集的臺灣西部仍然會受到影響，造

成空氣品質下降，因而影響人們的健康。要預防及

改善臺灣的空氣污染問題，就免不了要去研究LRT

的實際狀況，才可以有效地對症下藥。

在2020年，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林能暉教授研究

團隊谷邁世助理研究員(Dr. Stephen M. Griffith)發

表了一篇研究[1]，藉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特殊

情況，分析了中國的封城與工業減排措施，對臺灣

所接收的境外懸浮微粒濃度有甚麼影響，從而探討

未來改善空氣品質的新思維。

疫情下的農曆新年

過往的農曆新年期間，臺灣經常會碰上LRT現象，

其污染物濃度除了工廠運作，也受中國集體春運所

圖1│OMI-NO2衛星反演資料，中國中部從2017到2020年的農曆新年每週平均NO2通量，2020年的新年第三週開始陸續封城，
導致NO2通量比以前低。（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

影響。但2020年，新冠肺炎自武漢爆發，從1月

23日起，武漢及其他城市陸陸續續地落實了封城

的措施；本來大規模的回鄉也隨即停止，民眾在城

市之間的移動顯著減少，工廠的運作也受到嚴格限

制，為空氣污染物的濃度帶來了罕見的改變，位於

東北季風下風處的臺灣空氣品質也意外地受影響。

從OMI-NO2衛星反演資料(圖1)中可以發現，

2020年新年時，中國中部的空氣柱中的二氧化氮

（NO2）平均通量，在開始封城的第一跟第二週

（新年的第三及第四週）就分別比2017到2019年

同期低了24%和48%[1]。之後的幾星期，因為封

城措施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NO2通量的減少也更

顯著，在2月的通量更是比以前少了61.4%[2]。由

此可見，新冠肺炎令中國內地空氣污染顯著降低，

可以由此推測，從中國來到臺灣的污染物濃度也會

受到相對的影響。

 
中國封城措施竟改善了臺灣的空氣污染

在2020年的1月30日，空氣污染物隨著東北季風

來到臺灣，其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被用

作研究指標，來分析LRT到底有沒有被中國的封城

措施影響。

以2010到2017年的中國空氣污染物排放數據為基

礎來做外延推算，電腦數值模擬假設了兩個情境─

正常狀況（排放率100%）及疫情下封城、工廠停

工的狀況（排放量減少50%）下臺灣會接收到來

自境外的PM2.5濃度，分析哪一個情境較符合現實

中的觀察。在正常狀況的模擬中，來到北臺灣的

PM2.5濃度比現實中高超過兩倍，峰值的濃度更高

達現實中的三倍。兩者相較之下，在受疫情影響的

情境中，PM2.5的濃度則明顯比較貼近現實，證明

2020年1月底（1月30日至1月31日）在臺灣北部

觀察到的LRT PM2.5濃度與中國的封城及工廠停工

有密切相關。

 
因應LRT帶來的空氣污染

一項2005至2015年的研究數據指出，臺灣在每年

冬季都會受LRT事件影響平均約127小時[3]，而在

2020年，單是上述研究中的農曆新年LRT就影響臺

灣北部約60小時[1]，可見其重要性。如果沒有這

次疫情造成中國的封城與工廠停工，2020年的LRT

預期會從中國過來的污染物，是觀測的兩倍以上，

對臺灣的空氣品質及民眾的健康都會帶來更大的負

面影響。 

研究團隊的這項發現，或許讓我們更深入思考如何

改善臺灣空氣品質的目標。如果把這次因疫情而減

少的PM2.5的數量平均分佈在冬季12月到2月的

話，相當於每小時減少了每立方米0.5微克（μg 

m-3）。以此為指標，未來臺灣可以在LRT事件發

生前做出防範措施，暫時減少本土的污染物排放，

抵消掉從亞洲大陸隨風而來的污染物，使空氣品質

也可以達到如2020年疫情間接影響下的水平，減

少民眾的健康風險。

參考文獻
1. Griffith, S.M., et al., Long-range air pollution trans-

port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41: p. 140214.

2. Xu, K., et 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event on air 
quality in central China.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2020. 20(5): p. 915-929.

3. Hung, W. T., et al., Investigation of long-range trans-
ported PM2.5 events over Northern Taiwan during 
2005–2015 winter seasons. Atmospheric Environ-
ment, 2019. 217: p. 1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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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但2020年，新冠肺炎自武漢爆發，從1月

23日起，武漢及其他城市陸陸續續地落實了封城

的措施；本來大規模的回鄉也隨即停止，民眾在城

市之間的移動顯著減少，工廠的運作也受到嚴格限

制，為空氣污染物的濃度帶來了罕見的改變，位於

東北季風下風處的臺灣空氣品質也意外地受影響。

從OMI-NO2衛星反演資料(圖1)中可以發現，

2020年新年時，中國中部的空氣柱中的二氧化氮

（NO2）平均通量，在開始封城的第一跟第二週

（新年的第三及第四週）就分別比2017到2019年

同期低了24%和48%[1]。之後的幾星期，因為封

城措施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NO2通量的減少也更

顯著，在2月的通量更是比以前少了61.4%[2]。由

此可見，新冠肺炎令中國內地空氣污染顯著降低，

可以由此推測，從中國來到臺灣的污染物濃度也會

受到相對的影響。

 
中國封城措施竟改善了臺灣的空氣污染

在2020年的1月30日，空氣污染物隨著東北季風

來到臺灣，其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被用

作研究指標，來分析LRT到底有沒有被中國的封城

措施影響。

以2010到2017年的中國空氣污染物排放數據為基

礎來做外延推算，電腦數值模擬假設了兩個情境─

正常狀況（排放率100%）及疫情下封城、工廠停

工的狀況（排放量減少50%）下臺灣會接收到來

自境外的PM2.5濃度，分析哪一個情境較符合現實

中的觀察。在正常狀況的模擬中，來到北臺灣的

PM2.5濃度比現實中高超過兩倍，峰值的濃度更高

達現實中的三倍。兩者相較之下，在受疫情影響的

情境中，PM2.5的濃度則明顯比較貼近現實，證明

2020年1月底（1月30日至1月31日）在臺灣北部

觀察到的LRT PM2.5濃度與中國的封城及工廠停工

有密切相關。

 
因應LRT帶來的空氣污染

一項2005至2015年的研究數據指出，臺灣在每年

冬季都會受LRT事件影響平均約127小時[3]，而在

2020年，單是上述研究中的農曆新年LRT就影響臺

灣北部約60小時[1]，可見其重要性。如果沒有這

次疫情造成中國的封城與工廠停工，2020年的LRT

預期會從中國過來的污染物，是觀測的兩倍以上，

對臺灣的空氣品質及民眾的健康都會帶來更大的負

面影響。 

研究團隊的這項發現，或許讓我們更深入思考如何

改善臺灣空氣品質的目標。如果把這次因疫情而減

少的PM2.5的數量平均分佈在冬季12月到2月的

話，相當於每小時減少了每立方米0.5微克（μg 

m-3）。以此為指標，未來臺灣可以在LRT事件發

生前做出防範措施，暫時減少本土的污染物排放，

抵消掉從亞洲大陸隨風而來的污染物，使空氣品質

也可以達到如2020年疫情間接影響下的水平，減

少民眾的健康風險。

參考文獻
1. Griffith, S.M., et al., Long-range air pollution trans-

port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41: p. 140214.

2. Xu, K., et 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event on air 
quality in central China.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2020. 20(5): p. 915-929.

3. Hung, W. T., et al., Investigation of long-range trans-
ported PM2.5 events over Northern Taiwan during 
2005–2015 winter seasons. Atmospheric Environ-
ment, 2019. 217: p. 116920.

圖2│兩個模擬情境與現實中的PM2.5濃度變化的比較，模
擬疫情封城及工廠停工的情境更切合測量數據。紅線：測
量結果，灰色實線：正常情況模擬（排放率100%），灰
色虛線：疫情模擬（排放率50%）（圖片來源：參考文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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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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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平均通量，在開始封城的第一跟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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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低了24%和48%[1]。之後的幾星期，因為封

城措施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NO2通量的減少也更

顯著，在2月的通量更是比以前少了61.4%[2]。由

此可見，新冠肺炎令中國內地空氣污染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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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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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觀察。在正常狀況的模擬中，來到北臺灣的

PM2.5濃度比現實中高超過兩倍，峰值的濃度更高

達現實中的三倍。兩者相較之下，在受疫情影響的

情境中，PM2.5的濃度則明顯比較貼近現實，證明

2020年1月底（1月30日至1月31日）在臺灣北部

觀察到的LRT PM2.5濃度與中國的封城及工廠停工

有密切相關。

 
因應LRT帶來的空氣污染

一項2005至2015年的研究數據指出，臺灣在每年

冬季都會受LRT事件影響平均約127小時[3]，而在

2020年，單是上述研究中的農曆新年LRT就影響臺

灣北部約60小時[1]，可見其重要性。如果沒有這

次疫情造成中國的封城與工廠停工，2020年的LRT

預期會從中國過來的污染物，是觀測的兩倍以上，

對臺灣的空氣品質及民眾的健康都會帶來更大的負

面影響。 

研究團隊的這項發現，或許讓我們更深入思考如何

改善臺灣空氣品質的目標。如果把這次因疫情而減

少的PM2.5的數量平均分佈在冬季12月到2月的

話，相當於每小時減少了每立方米0.5微克（μg 

m-3）。以此為指標，未來臺灣可以在LRT事件發

生前做出防範措施，暫時減少本土的污染物排放，

抵消掉從亞洲大陸隨風而來的污染物，使空氣品質

也可以達到如2020年疫情間接影響下的水平，減

少民眾的健康風險。

參考文獻
1. Griffith, S.M., et al., Long-range air pollution trans-

port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41: p. 140214.

2. Xu, K., et 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event on air 
quality in central China.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2020. 20(5): p. 915-929.

3. Hung, W. T., et al., Investigation of long-range trans-
ported PM2.5 events over Northern Taiwan during 
2005–2015 winter seasons. Atmospheric Environ-
ment, 2019. 217: p. 116920.

22Vol.33 No. 1-2   June 2021｜

代數幾何與不規則霍奇理論
撰稿│魏健安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數學，如果簡單來分可以分為「代數」和「幾何」

兩個領域，代數就是小時候學過的方程式，而幾何

則是所有跟圖形有關的東西，這兩者看似被二分法

給區隔開來，但其實這兩者並不是如此勢不兩立。

數學中還有「代數幾何」這個領域，它試圖要用代

數的形式來描述一個圖形的幾何性質，想辦法把一

個幾何圖形寫成方程式的樣子，而臺大數學系余正

道 教 授 就 專 門 研 究 代 數 幾 何 中 的 「 霍 奇 理 論

（Hodge theory）」。

霍奇理論在代數幾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霍

奇理論是利用線性的結構，即所謂的霍奇結構，來

研究非線性的幾何或是算術問題。例如：黎曼曲面

（Riemann surface）的分類理論，只要它在幾何

上的「奇異同調群」（singular homology group）

這個拓樸不變量一樣，它就能用霍奇結構來表示這

個曲面，就能以代數的形式來描述這個幾何圖形。

同理，黎曼曲面的變動也可轉化為研究其所對應的

霍奇結構的變動，把幾何上的問題簡化為線性代數

來分析。

余正道教授近期的研究則是將上述的理論推廣至所

謂的「不規則霍奇理論」。不規則霍奇理論主要是

研究：一個任一維度的代數流形（algebra ic 

variety）加上一個位能函數（potential function）

是否都能找出有意義的霍奇結構。

假如這個位能函數是一個常數，則結果會跟原本的

霍奇結構一樣，因為常數不影響這個方程式。但如

果當位能不是常數時，就會進而影響原本的理論，

而這個不同於原本霍奇結構的新結果，就被稱為

「不規則霍奇理論」，這個理論最早是由比利時數

學家皮埃爾 · 德利涅（Pierre Deligne）所提出。

因為位能的出現，使得霍奇理論背後的微分方程產

生「不規則奇異點」，此現象在舊有理論裡面並不

會出現，是本次研究中重要且有趣的特點。

而這個「不規則霍奇理論」除了在這次研究中出

現，也可以在數學物理上的「鏡對稱」的研究中找

到這個新理論。因此可以預期的是不規則霍奇理論

將可能在鏡對稱研究中提供更多有用的資訊與不同

的觀點。

余正道教授在不規則霍奇理論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

以下兩個面向。第一個是建立此理論的存在性、構

造方式與重要的基本性質，主要是與克勞德 · 薩巴

（Claude Sabbah）教授的一系列合作研究。第二

個是在關於不規則霍奇理論在算術上的應用的研

究，是與哈維爾 ‧ 弗雷森（Javier Fresán）與克勞

德 · 薩巴（Claude Sabbah）兩位教授合作。他們

以不規則霍奇結構的觀點研究古典的克洛斯特曼和

（Kloosterman sums）的算術性質，並且得到相

當完整與精細的算術結構，這個成果提供了不規則

霍奇理論應用的重要突破，也開創了代數幾何新的

研究方向。



當研究與信仰碰撞—
張敬民以科學尋覓內心安定

專訪第24屆教育部國家講座得主張敬民教授

採訪‧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科學與宗教，一方講究實證，一方講究信仰，兩者
看似衝突，但對張敬民教授而言卻不然。透過信仰
支持研究、藉由研究映照信仰，兩者相互碰撞出的
成就與滿足，張敬民自謙皆是天主賜予的恩典。
───────────────────────────────

宇宙起源，如上帝造物之美

張敬民教授是清華大學物理系講座教授，為國內研

究粒子物理的重要學者之一。在香港長大的他，也

曾面臨填選科系的掙扎。雖然曾考慮過建築學與電

機工程，皆因現實考量而打消念頭。最後，張教授

選擇了物理系，除了喜愛物理之外，身為基督徒的

他更在物理中尋獲安定。張教授認為，探討物理定

律，就像在探討上帝創造萬物之美般令人著迷，

「物理定律其實非常漂亮。」他閃爍著堅定的眼

神，以溫柔的語氣說著。

信仰支持張教授走向物理研究，特別是粒子物理

學。粒子物理學（Particle Physics）是一門研究

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物理學分支，包括眾多子領

域，可謂自然科學的基礎。「粒子物理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為什麼宇宙現在是這個樣子。」張教授說，

宇宙大爆炸後的三分鐘，乃至一秒鐘內所發生的

事，皆屬粒子物理的範疇。

張教授坦承，目前粒子物理的社會應用性確實不

高，但他依舊樂觀的說，當年發現X射線時，也沒

人想到它在現在會被廣泛使用，說不定未來粒子物

理也能為社會帶來貢獻。或許張教授在追溯宇宙起

源的過程中，也能更親近上帝，愈是探究、內心愈

安定。以研究探照心中信仰，張教授在粒子物理領

域走得更加堅定。

成就無他，感謝天主的恩典

1993年，張教授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具備申請教

職的資格。然而，當時美國恰逢軟體工程興起，基

礎學術研究相對沒落，加上粒子物理的研究預算被

大幅刪減，要找到相關學術工作機會不多。所幸在

前輩的引薦與幫助下，張教授在2000年帶著家人

來到臺灣，於國家理論中心開啟研究之路，一待就

是二十一年，發表超過200篇論文、獲獎無數。

2007年，張教授與中研院阮自強博士、UIC姜偉

宜教授，共同發表一篇非粒子（unparticle）的文

章，刊登於物理界頂級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並在2011年獲得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

究獎（Thomson-Reuter Research Front Award）。

2 0 1 2 年 ， 科 學 家 發 現 希 格 斯 玻 色 子 （ H i g g s 

Boson），補足粒子物理學標模型中最後一粒未發

現的粒子，轟動物理界。「Higgs Boson是探討新

物理的重要途徑。」張教授笑著說。他針對希格斯

玻色子做了多方面的探討及研究，貢獻甚多，獲得

2013美國物理學會會士的榮譽、2014年傑出人才

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2017年教育部學術獎、

2018年亞洲成就獎、2019年美國物理學會傑出期

刊審稿人員獎，以及2021年教育部國家教育講座

主持人。

在分享研究成果時，張教授笑容滿面，強調這些都

是他最滿意的工作。他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開

心，認為自己很幸運，能朝著自己的興趣一直走到

現在，而這一切的幸運，都是來自天主的祝福。

不只推廣，更要留住人才

身兼研究員與教育者的張教授，認為物理研究與推

廣教育等同重要。當自己成為教授之後，會放更多

心力在學生身上，將課堂視為人才培育的場地，把

握每次與學生交流、互動的時候。張教授也說，有

機會也希望能接觸高中生培育計畫，因為中學生尚

未填選科系，選擇彈性較高，是最適合推廣基礎物

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的學習階段。

除了教育推廣，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也不容忽視。

張教授認為，臺灣經濟命脈主要是科技產業，自然

會獲得較多的關注。但是基礎科學（如基礎物理）

是一切根本，若能打好地基，多挹注資源、鞏固基

礎科學發展，不僅有助科技領域的發展，也能增進

臺灣的國際競爭力，降低被取代的可能。

然而，在談到物理研究人才培育時，張教授無奈表

示，臺灣的基本問題是教授們的薪資競爭性低於其

他亞洲國家，較難吸納人才。張教授來臺工作二十

餘年，直到去年才拿到臺灣身分證。在此之前，外

籍教授每兩年需要到勞工局、移民處申請公文換發

居留證，程序相對麻煩，加上有限的退休俸，都是

影響國際人才留在臺灣的潛在因素。除此之外，拿

到臺灣身分證還有什麼好處呢？「可以投票。」張

教授俏皮的說。

立足基礎、堅定信仰而前行

長期投身物理研究的張教授，認為學術研究最重要

的觀念為：「做研究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團隊共同

努力。」無論是國內或國際合作，身邊的前輩、同

事，甚至是學生都是研究夥伴。因每個人的經驗和

見識都不同，若能多向他人請教，必能有所收穫。

而正直與誠信則是做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有多少數

據、說多少話，不誇大也不造假，真實呈現研究結

果，才不會影響個人在研究領域的聲譽。

最後，張教授亦分享，自己在中學時期開始信耶

穌、時常祈禱，因相信天主為智慧的開端，他特別

常在考前祈禱。至今，祈禱已是張教授的日常，無

論是在研究上或是生活上遇到瓶頸，都能透過祈禱

都能讓內心更安定。在得知獲得「教育部國家教育

講座主持人」時，張教授只想感恩上帝，謙虛的說

這些榮耀都是天主的恩典與祝福。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總能深刻感受到教授的謙遜，

這份謙遜源自其內心信仰，待人如此，對待粒子物

理的研究亦是如此。若粒子物理係探究宇宙起源之

本，於粒子碰撞之間尋覓未知的知識寶庫，那麼信

仰便是張教授心靈之根，在信念與研究碰撞之際，

堅定信仰而持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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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教育部《高教創新》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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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宗教，一方講究實證，一方講究信仰，兩者
看似衝突，但對張敬民教授而言卻不然。透過信仰
支持研究、藉由研究映照信仰，兩者相互碰撞出的
成就與滿足，張敬民自謙皆是天主賜予的恩典。
───────────────────────────────

宇宙起源，如上帝造物之美

張敬民教授是清華大學物理系講座教授，為國內研

究粒子物理的重要學者之一。在香港長大的他，也

曾面臨填選科系的掙扎。雖然曾考慮過建築學與電

機工程，皆因現實考量而打消念頭。最後，張教授

選擇了物理系，除了喜愛物理之外，身為基督徒的

他更在物理中尋獲安定。張教授認為，探討物理定

律，就像在探討上帝創造萬物之美般令人著迷，

「物理定律其實非常漂亮。」他閃爍著堅定的眼

神，以溫柔的語氣說著。

信仰支持張教授走向物理研究，特別是粒子物理

學。粒子物理學（Particle Physics）是一門研究

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物理學分支，包括眾多子領

域，可謂自然科學的基礎。「粒子物理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為什麼宇宙現在是這個樣子。」張教授說，

宇宙大爆炸後的三分鐘，乃至一秒鐘內所發生的

事，皆屬粒子物理的範疇。

張教授坦承，目前粒子物理的社會應用性確實不

高，但他依舊樂觀的說，當年發現X射線時，也沒

人想到它在現在會被廣泛使用，說不定未來粒子物

理也能為社會帶來貢獻。或許張教授在追溯宇宙起

源的過程中，也能更親近上帝，愈是探究、內心愈

安定。以研究探照心中信仰，張教授在粒子物理領

域走得更加堅定。

成就無他，感謝天主的恩典

1993年，張教授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具備申請教

職的資格。然而，當時美國恰逢軟體工程興起，基

礎學術研究相對沒落，加上粒子物理的研究預算被

大幅刪減，要找到相關學術工作機會不多。所幸在

前輩的引薦與幫助下，張教授在2000年帶著家人

來到臺灣，於國家理論中心開啟研究之路，一待就

是二十一年，發表超過200篇論文、獲獎無數。

2007年，張教授與中研院阮自強博士、UIC姜偉

宜教授，共同發表一篇非粒子（unparticle）的文

章，刊登於物理界頂級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並在2011年獲得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

究獎（Thomson-Reuter Research Front Award）。

2 0 1 2 年 ， 科 學 家 發 現 希 格 斯 玻 色 子 （ H i g g s 

Boson），補足粒子物理學標模型中最後一粒未發

現的粒子，轟動物理界。「Higgs Boson是探討新

物理的重要途徑。」張教授笑著說。他針對希格斯

玻色子做了多方面的探討及研究，貢獻甚多，獲得

2013美國物理學會會士的榮譽、2014年傑出人才

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2017年教育部學術獎、

2018年亞洲成就獎、2019年美國物理學會傑出期

刊審稿人員獎，以及2021年教育部國家教育講座

主持人。

在分享研究成果時，張教授笑容滿面，強調這些都

是他最滿意的工作。他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開

心，認為自己很幸運，能朝著自己的興趣一直走到

現在，而這一切的幸運，都是來自天主的祝福。

不只推廣，更要留住人才

身兼研究員與教育者的張教授，認為物理研究與推

廣教育等同重要。當自己成為教授之後，會放更多

心力在學生身上，將課堂視為人才培育的場地，把

握每次與學生交流、互動的時候。張教授也說，有

機會也希望能接觸高中生培育計畫，因為中學生尚

未填選科系，選擇彈性較高，是最適合推廣基礎物

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的學習階段。

除了教育推廣，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也不容忽視。

張教授認為，臺灣經濟命脈主要是科技產業，自然

會獲得較多的關注。但是基礎科學（如基礎物理）

是一切根本，若能打好地基，多挹注資源、鞏固基

礎科學發展，不僅有助科技領域的發展，也能增進

臺灣的國際競爭力，降低被取代的可能。

然而，在談到物理研究人才培育時，張教授無奈表

示，臺灣的基本問題是教授們的薪資競爭性低於其

他亞洲國家，較難吸納人才。張教授來臺工作二十

餘年，直到去年才拿到臺灣身分證。在此之前，外

籍教授每兩年需要到勞工局、移民處申請公文換發

居留證，程序相對麻煩，加上有限的退休俸，都是

影響國際人才留在臺灣的潛在因素。除此之外，拿

到臺灣身分證還有什麼好處呢？「可以投票。」張

教授俏皮的說。

立足基礎、堅定信仰而前行

長期投身物理研究的張教授，認為學術研究最重要

的觀念為：「做研究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團隊共同

努力。」無論是國內或國際合作，身邊的前輩、同

事，甚至是學生都是研究夥伴。因每個人的經驗和

見識都不同，若能多向他人請教，必能有所收穫。

而正直與誠信則是做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有多少數

據、說多少話，不誇大也不造假，真實呈現研究結

果，才不會影響個人在研究領域的聲譽。

最後，張教授亦分享，自己在中學時期開始信耶

穌、時常祈禱，因相信天主為智慧的開端，他特別

常在考前祈禱。至今，祈禱已是張教授的日常，無

論是在研究上或是生活上遇到瓶頸，都能透過祈禱

都能讓內心更安定。在得知獲得「教育部國家教育

講座主持人」時，張教授只想感恩上帝，謙虛的說

這些榮耀都是天主的恩典與祝福。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總能深刻感受到教授的謙遜，

這份謙遜源自其內心信仰，待人如此，對待粒子物

理的研究亦是如此。若粒子物理係探究宇宙起源之

本，於粒子碰撞之間尋覓未知的知識寶庫，那麼信

仰便是張教授心靈之根，在信念與研究碰撞之際，

堅定信仰而持續前行。

24Vol.33 No. 1-2   June 2021｜



───────────────────────────────

科學與宗教，一方講究實證，一方講究信仰，兩者
看似衝突，但對張敬民教授而言卻不然。透過信仰
支持研究、藉由研究映照信仰，兩者相互碰撞出的
成就與滿足，張敬民自謙皆是天主賜予的恩典。
───────────────────────────────

宇宙起源，如上帝造物之美

張敬民教授是清華大學物理系講座教授，為國內研

究粒子物理的重要學者之一。在香港長大的他，也

曾面臨填選科系的掙扎。雖然曾考慮過建築學與電

機工程，皆因現實考量而打消念頭。最後，張教授

選擇了物理系，除了喜愛物理之外，身為基督徒的

他更在物理中尋獲安定。張教授認為，探討物理定

律，就像在探討上帝創造萬物之美般令人著迷，

「物理定律其實非常漂亮。」他閃爍著堅定的眼

神，以溫柔的語氣說著。

信仰支持張教授走向物理研究，特別是粒子物理

學。粒子物理學（Particle Physics）是一門研究

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物理學分支，包括眾多子領

域，可謂自然科學的基礎。「粒子物理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為什麼宇宙現在是這個樣子。」張教授說，

宇宙大爆炸後的三分鐘，乃至一秒鐘內所發生的

事，皆屬粒子物理的範疇。

張教授坦承，目前粒子物理的社會應用性確實不

高，但他依舊樂觀的說，當年發現X射線時，也沒

人想到它在現在會被廣泛使用，說不定未來粒子物

理也能為社會帶來貢獻。或許張教授在追溯宇宙起

源的過程中，也能更親近上帝，愈是探究、內心愈

安定。以研究探照心中信仰，張教授在粒子物理領

域走得更加堅定。

成就無他，感謝天主的恩典

1993年，張教授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具備申請教

職的資格。然而，當時美國恰逢軟體工程興起，基

礎學術研究相對沒落，加上粒子物理的研究預算被

大幅刪減，要找到相關學術工作機會不多。所幸在

前輩的引薦與幫助下，張教授在2000年帶著家人

來到臺灣，於國家理論中心開啟研究之路，一待就

是二十一年，發表超過200篇論文、獲獎無數。

2007年，張教授與中研院阮自強博士、UIC姜偉

宜教授，共同發表一篇非粒子（unparticle）的文

章，刊登於物理界頂級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並在2011年獲得湯森路透科學卓越研

究獎（Thomson-Reuter Research Front Award）。

2 0 1 2 年 ， 科 學 家 發 現 希 格 斯 玻 色 子 （ H i g g s 

Boson），補足粒子物理學標模型中最後一粒未發

現的粒子，轟動物理界。「Higgs Boson是探討新

物理的重要途徑。」張教授笑著說。他針對希格斯

玻色子做了多方面的探討及研究，貢獻甚多，獲得

2013美國物理學會會士的榮譽、2014年傑出人才

基金會之傑出人才講座、2017年教育部學術獎、

2018年亞洲成就獎、2019年美國物理學會傑出期

刊審稿人員獎，以及2021年教育部國家教育講座

主持人。

在分享研究成果時，張教授笑容滿面，強調這些都

是他最滿意的工作。他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開

心，認為自己很幸運，能朝著自己的興趣一直走到

現在，而這一切的幸運，都是來自天主的祝福。

不只推廣，更要留住人才

身兼研究員與教育者的張教授，認為物理研究與推

廣教育等同重要。當自己成為教授之後，會放更多

心力在學生身上，將課堂視為人才培育的場地，把

握每次與學生交流、互動的時候。張教授也說，有

機會也希望能接觸高中生培育計畫，因為中學生尚

未填選科系，選擇彈性較高，是最適合推廣基礎物

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的學習階段。

除了教育推廣，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也不容忽視。

張教授認為，臺灣經濟命脈主要是科技產業，自然

會獲得較多的關注。但是基礎科學（如基礎物理）

是一切根本，若能打好地基，多挹注資源、鞏固基

礎科學發展，不僅有助科技領域的發展，也能增進

臺灣的國際競爭力，降低被取代的可能。

然而，在談到物理研究人才培育時，張教授無奈表

示，臺灣的基本問題是教授們的薪資競爭性低於其

他亞洲國家，較難吸納人才。張教授來臺工作二十

餘年，直到去年才拿到臺灣身分證。在此之前，外

籍教授每兩年需要到勞工局、移民處申請公文換發

居留證，程序相對麻煩，加上有限的退休俸，都是

影響國際人才留在臺灣的潛在因素。除此之外，拿

到臺灣身分證還有什麼好處呢？「可以投票。」張

教授俏皮的說。

立足基礎、堅定信仰而前行

長期投身物理研究的張教授，認為學術研究最重要

的觀念為：「做研究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團隊共同

努力。」無論是國內或國際合作，身邊的前輩、同

事，甚至是學生都是研究夥伴。因每個人的經驗和

見識都不同，若能多向他人請教，必能有所收穫。

而正直與誠信則是做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有多少數

據、說多少話，不誇大也不造假，真實呈現研究結

果，才不會影響個人在研究領域的聲譽。

最後，張教授亦分享，自己在中學時期開始信耶

穌、時常祈禱，因相信天主為智慧的開端，他特別

常在考前祈禱。至今，祈禱已是張教授的日常，無

論是在研究上或是生活上遇到瓶頸，都能透過祈禱

都能讓內心更安定。在得知獲得「教育部國家教育

講座主持人」時，張教授只想感恩上帝，謙虛的說

這些榮耀都是天主的恩典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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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過程中，我們總能深刻感受到教授的謙遜，

這份謙遜源自其內心信仰，待人如此，對待粒子物

理的研究亦是如此。若粒子物理係探究宇宙起源之

本，於粒子碰撞之間尋覓未知的知識寶庫，那麼信

仰便是張教授心靈之根，在信念與研究碰撞之際，

堅定信仰而持續前行。



成就臺灣地震預警系統的推手—
吳逸民的學思歷程

專訪第64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吳逸民教授

採訪‧撰稿│陳睿純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出身於四面環山的南投縣魚池鄉，吳逸民教授在大
學時期秉持著對於海洋的嚮往來到了基隆的海洋大
學就讀海洋學系。大學時期的他興趣廣泛，對很多
東西都很有興趣，尤其喜歡看山、看海，也好奇背
後的物理現象。或許是這樣的人格特質使吳逸民教
授成為日後成為一名地球科學家，而在今年更是以
享譽世界的「地震Ｐ波警報器」獲得今年教育部第
六十四屆學術獎。
───────────────────────────────

從山到海洋、從工程到科學、從業界到學界

「每一個過程經驗都很重要。」大學雖然就讀海洋

學系，卻也因緣際會接觸到了工程地質，研究山坡

地的開發。研究所時期才慢慢地踏入了地球物理相

關的科學研究。畢業後，考入了中央氣象局地震測

報中心，當時他主要負責的是台灣剛起步的地震預

警系統。早期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做這個系統十分困

難，畢竟以當時的技術要在地震發生之後的短短幾

秒內就推測出地震的位置、規模、大小等等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先求有，再求精。」是吳逸民教

授秉持的一貫原則。在開發氣象局地震預警系統的

過程，他需要涉入更多更深的相關研究，也正是因

為這樣，開啟了他對科學研究的興趣，使他重新回

到學校，攻讀中央大學地球物理博士學位。而在氣

象局任務除了使吳逸民教授日後投身科學研究之

外，也培養了他遇到事情有辦法短時間應變的能

力。吳逸民教授回憶，當時值班室只有一、兩個人

在，地震來一堆電話就馬上響起，他們除了必須在

短時間內定位地震，還需處理大大小小的業務。這

樣的緊急應變能力使得他在日後不管是在辦公室內

做學術研究、或是出野外調查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吳逸民教授認為「做任何工作都要做到最好，並專

心的專研。」也正是因為這樣，每一段過程和經驗

都成為了他日後在學術領域發展的養分。在氣象局

工作的十年間更賦予了他『使命感』，使得他在

2008年和他的團隊與三聯科技公司合作，研發了

P-alert現地形地震Ｐ波感測儀，並於2010年開始

量產及設置。截至目前為止，全台灣已設置了761

個測站，形成一個密集且強大的地震預警觀測網。

從『區域型』到『現地型』

現今的地震預警系統可以分為『區域型預警系統』

和『現地型預警系統』。早期吳逸民教授在氣象局

做的工作便是區域型的地震預警。在某個地方發生

地震時，他們必須在幾十秒之內定位地震以及規

模，推算出各個地區的震度，並發出警報給這個地

方以外的人。然而在這幾十秒後，地震波往往已經

傳遞到了遠處，因此離震央方圓約50公里內的區

域會形成系統的『盲區』，將無法提供地震預警。

如何去解決這個系統的缺失？這個問題一直深埋在

吳逸民教授心中，使他日後有了開發『現地型預警

系統』的想法。

地震發生時會產生上下震動的Ｐ波和水平搖晃的Ｓ

波。由於地震斷層破裂的能量主要由S波所攜帶，

『現地型預警系統』因此可以從較先到達且破壞力

較小的P波來推斷隨後抵達的S波的波相及其致災

性。而正因為是直接針對P波進行分析，省略了由

數個測站交叉比對來定位地震的動作，使得這種預

警系統擁有在震央的周圍發布警報的能力。

吳逸民教授在台大和他的團隊分析了無數個全世界

的大地震，發現了Ｐ波的垂直位移與後面S波產生

之最大震動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並可以就此關聯

性去推算地震的規模大小和後續的震動特徵。利用

這種特性，他們僅需使用P波前三秒的波形去做計

算，大幅的降低了地震預警所需的時間。由於當時

的地震儀較貴，要在整個台灣普及化的難度較高、

成本也較大，吳逸民教授在2006年便結合較小且

便宜的微機電(MEMS)感應器以及他的研究成果，

成功地達到了『現地型』預警的效果。而後更在

2008年技轉給三聯科技公司，研發以及量產「地

震Ｐ波警報器」，並在台灣推廣。

從科學到科普，從台灣到世界

2020年曾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2021年再獲

得教育部學術獎，無疑是對吳逸民教授過去的研究

成果有著莫大的肯定。由於儀器在台灣密集的佈

放，P-alert觀測網除了可以提供更準確的震度資

訊之外，也可為學界提供了研究地震斷層破裂的方

向更高空間解析度的資料。而P-alert儀器因為多

數裝載在國小、國中校園，亦可引發小朋友的好奇

心，藉此達到科普的效果。吳逸民教授認為身為科

學家，他有義務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尤其是地

震這種容易造成嚴重傷亡及損失的災害，民眾更需

要正確的觀念及知識去應對。

在台灣觀測網的設置之外，這十年來，吳逸民教授

更將此地震Ｐ波警報器推廣至亞洲以及太平洋地震

災害頻繁的國家，不但幫助提升了當地的地震預警

技術，也默默地為台灣成就了技術外交。教授除了

推廣地震預警技術技術之外，他也致力於人才的培

育。除了台灣的學生之外，他也指導來自印尼、越

南的學生，期望他們之後對自己國家的地震防災能

有一些貢獻。然而吳逸民教授也提到了學界普遍人

才流失的問題。處理地震資料往往需要學習大量的

程式技術，在長時間辛苦培養了學生之後，往往會

偏向轉入科技產業直接就業，造成人才的損失，因

此學生的動機以及背景將會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因

素。吳逸民教授也強調學生『跨領域』的能力。他

認為當然不可能每個領域都專精，但若能針對自己

在研究領域之外有多方的涉略，將會更有機會找到

最適切的研究方法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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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譽世界的「地震Ｐ波警報器」獲得今年教育部第
六十四屆學術獎。
───────────────────────────────

從山到海洋、從工程到科學、從業界到學界

「每一個過程經驗都很重要。」大學雖然就讀海洋

學系，卻也因緣際會接觸到了工程地質，研究山坡

地的開發。研究所時期才慢慢地踏入了地球物理相

關的科學研究。畢業後，考入了中央氣象局地震測

報中心，當時他主要負責的是台灣剛起步的地震預

警系統。早期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做這個系統十分困

難，畢竟以當時的技術要在地震發生之後的短短幾

秒內就推測出地震的位置、規模、大小等等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先求有，再求精。」是吳逸民教

授秉持的一貫原則。在開發氣象局地震預警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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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他需要涉入更多更深的相關研究，也正是因

為這樣，開啟了他對科學研究的興趣，使他重新回

到學校，攻讀中央大學地球物理博士學位。而在氣

象局任務除了使吳逸民教授日後投身科學研究之

外，也培養了他遇到事情有辦法短時間應變的能

力。吳逸民教授回憶，當時值班室只有一、兩個人

在，地震來一堆電話就馬上響起，他們除了必須在

短時間內定位地震，還需處理大大小小的業務。這

樣的緊急應變能力使得他在日後不管是在辦公室內

做學術研究、或是出野外調查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吳逸民教授認為「做任何工作都要做到最好，並專

心的專研。」也正是因為這樣，每一段過程和經驗

都成為了他日後在學術領域發展的養分。在氣象局

工作的十年間更賦予了他『使命感』，使得他在

2008年和他的團隊與三聯科技公司合作，研發了

P-alert現地形地震Ｐ波感測儀，並於2010年開始

量產及設置。截至目前為止，全台灣已設置了761

個測站，形成一個密集且強大的地震預警觀測網。

從『區域型』到『現地型』

現今的地震預警系統可以分為『區域型預警系統』

和『現地型預警系統』。早期吳逸民教授在氣象局

做的工作便是區域型的地震預警。在某個地方發生

地震時，他們必須在幾十秒之內定位地震以及規

模，推算出各個地區的震度，並發出警報給這個地

方以外的人。然而在這幾十秒後，地震波往往已經

傳遞到了遠處，因此離震央方圓約50公里內的區

域會形成系統的『盲區』，將無法提供地震預警。

如何去解決這個系統的缺失？這個問題一直深埋在

吳逸民教授心中，使他日後有了開發『現地型預警

系統』的想法。

地震發生時會產生上下震動的Ｐ波和水平搖晃的Ｓ

波。由於地震斷層破裂的能量主要由S波所攜帶，

『現地型預警系統』因此可以從較先到達且破壞力

較小的P波來推斷隨後抵達的S波的波相及其致災

性。而正因為是直接針對P波進行分析，省略了由

數個測站交叉比對來定位地震的動作，使得這種預

警系統擁有在震央的周圍發布警報的能力。

吳逸民教授在台大和他的團隊分析了無數個全世界

的大地震，發現了Ｐ波的垂直位移與後面S波產生

之最大震動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並可以就此關聯

性去推算地震的規模大小和後續的震動特徵。利用

這種特性，他們僅需使用P波前三秒的波形去做計

算，大幅的降低了地震預警所需的時間。由於當時

的地震儀較貴，要在整個台灣普及化的難度較高、

成本也較大，吳逸民教授在2006年便結合較小且

便宜的微機電(MEMS)感應器以及他的研究成果，

成功地達到了『現地型』預警的效果。而後更在

2008年技轉給三聯科技公司，研發以及量產「地

震Ｐ波警報器」，並在台灣推廣。

從科學到科普，從台灣到世界

2020年曾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2021年再獲

得教育部學術獎，無疑是對吳逸民教授過去的研究

成果有著莫大的肯定。由於儀器在台灣密集的佈

放，P-alert觀測網除了可以提供更準確的震度資

訊之外，也可為學界提供了研究地震斷層破裂的方

向更高空間解析度的資料。而P-alert儀器因為多

數裝載在國小、國中校園，亦可引發小朋友的好奇

心，藉此達到科普的效果。吳逸民教授認為身為科

學家，他有義務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尤其是地

震這種容易造成嚴重傷亡及損失的災害，民眾更需

要正確的觀念及知識去應對。

在台灣觀測網的設置之外，這十年來，吳逸民教授

更將此地震Ｐ波警報器推廣至亞洲以及太平洋地震

災害頻繁的國家，不但幫助提升了當地的地震預警

技術，也默默地為台灣成就了技術外交。教授除了

推廣地震預警技術技術之外，他也致力於人才的培

育。除了台灣的學生之外，他也指導來自印尼、越

南的學生，期望他們之後對自己國家的地震防災能

有一些貢獻。然而吳逸民教授也提到了學界普遍人

才流失的問題。處理地震資料往往需要學習大量的

程式技術，在長時間辛苦培養了學生之後，往往會

偏向轉入科技產業直接就業，造成人才的損失，因

此學生的動機以及背景將會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因

素。吳逸民教授也強調學生『跨領域』的能力。他

認為當然不可能每個領域都專精，但若能針對自己

在研究領域之外有多方的涉略，將會更有機會找到

最適切的研究方法或工具。



首位獲頒IUPAC傑出女性獎的
臺灣教授！邱美虹科教成果豐碩

專訪2021年IUPAC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得主邱美虹教授

採訪‧撰稿│鄭凱菱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現任臺師大學科學教育所特聘教授的邱美虹，自臺
師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在中等教育系統服務的五年
間，她發現要讓學生認識科學，單靠自身的學科專
業仍有侷限，於是希望為學生們找到更為有效且具
科學意義的學習方法。因此，她暫時放下教職，遠
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並順利取得教育碩、博士，屬
於國內科學教育界的先驅人士之一。
───────────────────────────────

協助中學教師  推動科學教育

「邱教授表示：「『科學教育』絕非是科學加教

育，而是該被視為獨立且專門的學術領域。」學成

歸國後，她先是致力於學生對化學分子結構2D和

3D表徵轉換的科學學習研究，接著又投入國科會

（科技部前身）的另一項計畫，診斷國高中生對於

科學概念所持有的另有概念，並建立相關之資料庫

的研究，藉以開發有效的概念建構和概念重構的教

學策略。該計畫內容橫跨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

領域，而邱教授負責其中化學概念整合計畫的部

分。

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收穫，尤其是珍貴的友誼，每

一次她都感到獲得的遠比給出去的更多。或許正因

如此，才讓她即便已投入超過20年的義工活動，

仍無怨無悔，持續參與，內心盡是滿滿的感恩。

獲頒傑出女性獎  持續堅守初衷

2021年初時，邱教授獲頒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

聯合會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 (IUPAC 2021 Dis-

tinguished Women in Chemistry or Chemical 

Engineering)，她表示得獎是意料外的事，但對她

來說獲得此獎項確實是種肯定。她在IUPAC中執行

的計畫中還有一項便是針對女性在STEM領域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

ing─工程、Mathematics─數學）的相關研究。

當今女性在STEM領域中的參與研究的比例低於

30%，這也許和各地文化中女性被期待的角色相

關。她認為要解決此現況並不能單靠男性或女性某

一方面的努力，而是該由兩性透過溝通共同解決。

在邱教授的職涯中，也曾遇過貶低女性的情況，她

鼓勵所有人要有勇氣地為自己發聲，尤其是女性，

方有機會創造出相對友善的環境。

另一次，讓邱教授意外嶄露頭角的是全美最大科學

教育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她在2008年被選為

國際代表，負責推動國際的科學教育，並於幾年後

被推舉競選NARST的理事長。作為一個非英文母

語人士，當時她並不認為自己有機會當選，沒想到

結果出乎意料，讓邱教授成為了NARST第一位非

英語系國家出身的理事長。

回想這一路走來，她覺得自己的生命中充滿了貴

人，同時也認可自己不畏挑戰的精神；她提及美國

詩人Robert Frost的著名詩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最能表達

她選擇挑戰之路的心境。每當任務到來，她心中所

想的是如何達成，從不退縮。「我並不怕挑戰，只

怕沒有機會接受挑戰。」邱教授展開她一貫開朗的

笑容這麼說。

無論是推動國內計畫或是參與國外服務，邱美虹教

授關注的核心始終在於「讓科學教育研究在地化與

國際化，同時也讓科學更為普及化」。提及對國內

科學教育的期待，她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科學教育宣

誓性的活動或法案通過，例如訂定全國科學日、頒

布「科學教育法」等措施，以提升全民科學素養；

同時藉由公部門的力量強化「科學教育學門」的主

體性，相信透過此舉能對專業人士的培育有更為正

面與直接的影響，同時促進臺灣科學教育的國際競

爭力。

這項計畫執行的時間長達六年，不只是國內科學教

育界少見的大型計畫，更在2007年被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

tion》（國際科學教育期刊）前所未有地以專刊介

紹。專刊中除了介紹該項計畫的研究方法外，更聚

焦在臺灣學生對於科學的另有概念，專刊發行後引

起其他國家對於臺灣在科學教育研究與現場教學的

好奇心。2016年時，邱教授又編撰了《臺灣科學

教育研究與實踐：挑戰與機會》一書，從科學教育

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科學學習與評量、新興科技融

入科學教學、科學課程與教師專業成長等各面向切

入，討論臺灣的科學教育發展與願景，完整地涵蓋

了理論與實務的內容。此書出版後，亦成為當年國

際知名的「Springer」出版社教育類第一名暢銷

書，彰顯出臺灣的科學教育研究能量與成果，在國

際科學教育社群中是不容小覷的。

引進科學建模概念  導入人臉辨識系統

近年來，邱教授將科學建模的概念引進教學現場。

她表示要將科學知識融會貫通，學生必須建立起一

個概念連結的思考架構，才不會僅知其一不知其

二。建模便是一個從已知的模型出發，再透過假

設、實驗、驗證、應用，甚至到重建模型，這樣不

斷反覆的建構過程中，學生可以嘗試探究、蒐集資

料、評估並於實驗後建立似科學的模型。學生在這

種訓練中建立起的模型化思考模式，才是培養科學

素養的真諦。

在科學教育研究上，邱教授試著導入人臉辨識系統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在科學學習上，協助

教師們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她指出分析學生臉部

的表情將可以掌握他們的學習狀況。在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會先播放一段反直覺(counter-intu-

ition)的科學實驗影片讓受試者觀看，並請他們預

測該項實驗的結果。等到受試者回答後，實驗者便

播放完整的實驗影片，即該項實驗的真實結果，以

及動畫說明實驗原理。當受試者觀看到實驗結果的

影片和動畫時，將會出現有表情或無表情的反應，

而有表情的反應中又可再區分為帶有正面、負面或

驚訝的情緒反應。邱教授和其研究團隊發現有表情

變化者，較易產生概念改變。進一步分析發現，臉

部出現負面表情者，對實驗結果的解釋與理解程度

都較無表情者更佳，顛覆了教師們原有的認知；同

時，他們也發現動畫講解有助於科學微觀概念的理

解。邱教授和她的團隊在這過程中整理出一套有效

的科學教學策略，稱為POEVC，指的分別是「預

測(Predict)」、「觀察(Obser ve)」、「解釋

(Explain)」、「視覺化(Visualize)」和「比較

(Compare)」，其中第一個步驟「預測」尤其重

要，因為在該步驟將引起學習者的好奇心，並會提

取學習者既有的科學相關知識，使得該學習者可以

更投入在觀察與理解科學實驗的過程中。而透過

「比較」，也進一步讓學生檢視自己的理解與科學

解釋之間的關係。

參與國際組織  跨國培育科學教育人才

邱教授不只致力於國內人才培育，更將時間投入在

參與國際科學組織，藉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的科學教

育發展。從2002年起，她便因緣際會地成為「國

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化學教

育委員會的臺灣代表。IUPAC是全球最重要的化學

聯盟，由國際上50多個化學相關團體所共同組

成。邱教授曾協助IUPAC在臺灣推動「年輕化學大

使 (Young Ambassadors for Chemistry, YAC)」

計畫，培訓種子教師，以帶領學生和社會大眾一起

進行安全、有趣且具知識性的科普活動，進而推廣

生活中的化學，弭平社會對於化學的距離感與迷

思。

IUPAC化學教育委員會不定期透過邀請學者前往開

發中國家，協助當地教師提升科學教育相關的專業

知能。邱教授便因此曾赴菲律賓、斯里蘭卡、緬

甸、衣索比亞、克羅埃西亞、巴拿馬、墨西哥、蒙

古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在這些交流過程中，她觀

察：「當地資源有限，但教師們求知若渴，且窮則

變、變則通。」她回憶起有次在衣索比亞進行交流

活動時發現，在物質缺乏的當地，授課教授和技工

就地取材，設計出一個簡單的李必式冷凝管(Lieb-

ig condenser)的蒸餾裝置來進行實驗教學，顯得

創意無限；而在克羅埃西亞時，因為課程內容緊

湊，授課進行交流的組織成員接續從早上8點講到

傍晚近7點，然而現場沒有一位教師中途離席，自

始至終皆維持全神貫注聆聽內容的態度，也因此

「你會想毫無保留地與他們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

切知能。」邱教授如是說。在扮演協助的角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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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臺師大學科學教育所特聘教授的邱美虹，自臺
師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在中等教育系統服務的五年
間，她發現要讓學生認識科學，單靠自身的學科專
業仍有侷限，於是希望為學生們找到更為有效且具
科學意義的學習方法。因此，她暫時放下教職，遠
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並順利取得教育碩、博士，屬
於國內科學教育界的先驅人士之一。
───────────────────────────────

協助中學教師  推動科學教育

「邱教授表示：「『科學教育』絕非是科學加教

育，而是該被視為獨立且專門的學術領域。」學成

歸國後，她先是致力於學生對化學分子結構2D和

3D表徵轉換的科學學習研究，接著又投入國科會

（科技部前身）的另一項計畫，診斷國高中生對於

科學概念所持有的另有概念，並建立相關之資料庫

的研究，藉以開發有效的概念建構和概念重構的教

學策略。該計畫內容橫跨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

領域，而邱教授負責其中化學概念整合計畫的部

分。

29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收穫，尤其是珍貴的友誼，每

一次她都感到獲得的遠比給出去的更多。或許正因

如此，才讓她即便已投入超過20年的義工活動，

仍無怨無悔，持續參與，內心盡是滿滿的感恩。

獲頒傑出女性獎  持續堅守初衷

2021年初時，邱教授獲頒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

聯合會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 (IUPAC 2021 Dis-

tinguished Women in Chemistry or Chemical 

Engineering)，她表示得獎是意料外的事，但對她

來說獲得此獎項確實是種肯定。她在IUPAC中執行

的計畫中還有一項便是針對女性在STEM領域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

ing─工程、Mathematics─數學）的相關研究。

當今女性在STEM領域中的參與研究的比例低於

30%，這也許和各地文化中女性被期待的角色相

關。她認為要解決此現況並不能單靠男性或女性某

一方面的努力，而是該由兩性透過溝通共同解決。

在邱教授的職涯中，也曾遇過貶低女性的情況，她

鼓勵所有人要有勇氣地為自己發聲，尤其是女性，

方有機會創造出相對友善的環境。

另一次，讓邱教授意外嶄露頭角的是全美最大科學

教育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她在2008年被選為

國際代表，負責推動國際的科學教育，並於幾年後

被推舉競選NARST的理事長。作為一個非英文母

語人士，當時她並不認為自己有機會當選，沒想到

結果出乎意料，讓邱教授成為了NARST第一位非

英語系國家出身的理事長。

回想這一路走來，她覺得自己的生命中充滿了貴

人，同時也認可自己不畏挑戰的精神；她提及美國

詩人Robert Frost的著名詩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最能表達

她選擇挑戰之路的心境。每當任務到來，她心中所

想的是如何達成，從不退縮。「我並不怕挑戰，只

怕沒有機會接受挑戰。」邱教授展開她一貫開朗的

笑容這麼說。

無論是推動國內計畫或是參與國外服務，邱美虹教

授關注的核心始終在於「讓科學教育研究在地化與

國際化，同時也讓科學更為普及化」。提及對國內

科學教育的期待，她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科學教育宣

誓性的活動或法案通過，例如訂定全國科學日、頒

布「科學教育法」等措施，以提升全民科學素養；

同時藉由公部門的力量強化「科學教育學門」的主

體性，相信透過此舉能對專業人士的培育有更為正

面與直接的影響，同時促進臺灣科學教育的國際競

爭力。

這項計畫執行的時間長達六年，不只是國內科學教

育界少見的大型計畫，更在2007年被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

tion》（國際科學教育期刊）前所未有地以專刊介

紹。專刊中除了介紹該項計畫的研究方法外，更聚

焦在臺灣學生對於科學的另有概念，專刊發行後引

起其他國家對於臺灣在科學教育研究與現場教學的

好奇心。2016年時，邱教授又編撰了《臺灣科學

教育研究與實踐：挑戰與機會》一書，從科學教育

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科學學習與評量、新興科技融

入科學教學、科學課程與教師專業成長等各面向切

入，討論臺灣的科學教育發展與願景，完整地涵蓋

了理論與實務的內容。此書出版後，亦成為當年國

際知名的「Springer」出版社教育類第一名暢銷

書，彰顯出臺灣的科學教育研究能量與成果，在國

際科學教育社群中是不容小覷的。

引進科學建模概念  導入人臉辨識系統

近年來，邱教授將科學建模的概念引進教學現場。

她表示要將科學知識融會貫通，學生必須建立起一

個概念連結的思考架構，才不會僅知其一不知其

二。建模便是一個從已知的模型出發，再透過假

設、實驗、驗證、應用，甚至到重建模型，這樣不

斷反覆的建構過程中，學生可以嘗試探究、蒐集資

料、評估並於實驗後建立似科學的模型。學生在這

種訓練中建立起的模型化思考模式，才是培養科學

素養的真諦。

在科學教育研究上，邱教授試著導入人臉辨識系統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在科學學習上，協助

教師們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她指出分析學生臉部

的表情將可以掌握他們的學習狀況。在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會先播放一段反直覺(counter-intu-

ition)的科學實驗影片讓受試者觀看，並請他們預

測該項實驗的結果。等到受試者回答後，實驗者便

播放完整的實驗影片，即該項實驗的真實結果，以

及動畫說明實驗原理。當受試者觀看到實驗結果的

影片和動畫時，將會出現有表情或無表情的反應，

而有表情的反應中又可再區分為帶有正面、負面或

驚訝的情緒反應。邱教授和其研究團隊發現有表情

變化者，較易產生概念改變。進一步分析發現，臉

部出現負面表情者，對實驗結果的解釋與理解程度

都較無表情者更佳，顛覆了教師們原有的認知；同

時，他們也發現動畫講解有助於科學微觀概念的理

解。邱教授和她的團隊在這過程中整理出一套有效

的科學教學策略，稱為POEVC，指的分別是「預

測(Predict)」、「觀察(Obser ve)」、「解釋

(Explain)」、「視覺化(Visualize)」和「比較

(Compare)」，其中第一個步驟「預測」尤其重

要，因為在該步驟將引起學習者的好奇心，並會提

取學習者既有的科學相關知識，使得該學習者可以

更投入在觀察與理解科學實驗的過程中。而透過

「比較」，也進一步讓學生檢視自己的理解與科學

解釋之間的關係。

參與國際組織  跨國培育科學教育人才

邱教授不只致力於國內人才培育，更將時間投入在

參與國際科學組織，藉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的科學教

育發展。從2002年起，她便因緣際會地成為「國

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化學教

育委員會的臺灣代表。IUPAC是全球最重要的化學

聯盟，由國際上50多個化學相關團體所共同組

成。邱教授曾協助IUPAC在臺灣推動「年輕化學大

使 (Young Ambassadors for Chemistry, YAC)」

計畫，培訓種子教師，以帶領學生和社會大眾一起

進行安全、有趣且具知識性的科普活動，進而推廣

生活中的化學，弭平社會對於化學的距離感與迷

思。

IUPAC化學教育委員會不定期透過邀請學者前往開

發中國家，協助當地教師提升科學教育相關的專業

知能。邱教授便因此曾赴菲律賓、斯里蘭卡、緬

甸、衣索比亞、克羅埃西亞、巴拿馬、墨西哥、蒙

古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在這些交流過程中，她觀

察：「當地資源有限，但教師們求知若渴，且窮則

變、變則通。」她回憶起有次在衣索比亞進行交流

活動時發現，在物質缺乏的當地，授課教授和技工

就地取材，設計出一個簡單的李必式冷凝管(Lieb-

ig condenser)的蒸餾裝置來進行實驗教學，顯得

創意無限；而在克羅埃西亞時，因為課程內容緊

湊，授課進行交流的組織成員接續從早上8點講到

傍晚近7點，然而現場沒有一位教師中途離席，自

始至終皆維持全神貫注聆聽內容的態度，也因此

「你會想毫無保留地與他們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

切知能。」邱教授如是說。在扮演協助的角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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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臺師大學科學教育所特聘教授的邱美虹，自臺
師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在中等教育系統服務的五年
間，她發現要讓學生認識科學，單靠自身的學科專
業仍有侷限，於是希望為學生們找到更為有效且具
科學意義的學習方法。因此，她暫時放下教職，遠
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並順利取得教育碩、博士，屬
於國內科學教育界的先驅人士之一。
───────────────────────────────

協助中學教師  推動科學教育

「邱教授表示：「『科學教育』絕非是科學加教

育，而是該被視為獨立且專門的學術領域。」學成

歸國後，她先是致力於學生對化學分子結構2D和

3D表徵轉換的科學學習研究，接著又投入國科會

（科技部前身）的另一項計畫，診斷國高中生對於

科學概念所持有的另有概念，並建立相關之資料庫

的研究，藉以開發有效的概念建構和概念重構的教

學策略。該計畫內容橫跨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

領域，而邱教授負責其中化學概念整合計畫的部

分。

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收穫，尤其是珍貴的友誼，每

一次她都感到獲得的遠比給出去的更多。或許正因

如此，才讓她即便已投入超過20年的義工活動，

仍無怨無悔，持續參與，內心盡是滿滿的感恩。

獲頒傑出女性獎  持續堅守初衷

2021年初時，邱教授獲頒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

聯合會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 (IUPAC 2021 Dis-

tinguished Women in Chemistry or Chemical 

Engineering)，她表示得獎是意料外的事，但對她

來說獲得此獎項確實是種肯定。她在IUPAC中執行

的計畫中還有一項便是針對女性在STEM領域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

ing─工程、Mathematics─數學）的相關研究。

當今女性在STEM領域中的參與研究的比例低於

30%，這也許和各地文化中女性被期待的角色相

關。她認為要解決此現況並不能單靠男性或女性某

一方面的努力，而是該由兩性透過溝通共同解決。

在邱教授的職涯中，也曾遇過貶低女性的情況，她

鼓勵所有人要有勇氣地為自己發聲，尤其是女性，

方有機會創造出相對友善的環境。

另一次，讓邱教授意外嶄露頭角的是全美最大科學

教育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她在2008年被選為

國際代表，負責推動國際的科學教育，並於幾年後

被推舉競選NARST的理事長。作為一個非英文母

語人士，當時她並不認為自己有機會當選，沒想到

結果出乎意料，讓邱教授成為了NARST第一位非

英語系國家出身的理事長。

回想這一路走來，她覺得自己的生命中充滿了貴

人，同時也認可自己不畏挑戰的精神；她提及美國

詩人Robert Frost的著名詩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最能表達

她選擇挑戰之路的心境。每當任務到來，她心中所

想的是如何達成，從不退縮。「我並不怕挑戰，只

怕沒有機會接受挑戰。」邱教授展開她一貫開朗的

笑容這麼說。

無論是推動國內計畫或是參與國外服務，邱美虹教

授關注的核心始終在於「讓科學教育研究在地化與

國際化，同時也讓科學更為普及化」。提及對國內

科學教育的期待，她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科學教育宣

誓性的活動或法案通過，例如訂定全國科學日、頒

布「科學教育法」等措施，以提升全民科學素養；

同時藉由公部門的力量強化「科學教育學門」的主

體性，相信透過此舉能對專業人士的培育有更為正

面與直接的影響，同時促進臺灣科學教育的國際競

爭力。

這項計畫執行的時間長達六年，不只是國內科學教

育界少見的大型計畫，更在2007年被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

tion》（國際科學教育期刊）前所未有地以專刊介

紹。專刊中除了介紹該項計畫的研究方法外，更聚

焦在臺灣學生對於科學的另有概念，專刊發行後引

起其他國家對於臺灣在科學教育研究與現場教學的

好奇心。2016年時，邱教授又編撰了《臺灣科學

教育研究與實踐：挑戰與機會》一書，從科學教育

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科學學習與評量、新興科技融

入科學教學、科學課程與教師專業成長等各面向切

入，討論臺灣的科學教育發展與願景，完整地涵蓋

了理論與實務的內容。此書出版後，亦成為當年國

際知名的「Springer」出版社教育類第一名暢銷

書，彰顯出臺灣的科學教育研究能量與成果，在國

際科學教育社群中是不容小覷的。

引進科學建模概念  導入人臉辨識系統

近年來，邱教授將科學建模的概念引進教學現場。

她表示要將科學知識融會貫通，學生必須建立起一

個概念連結的思考架構，才不會僅知其一不知其

二。建模便是一個從已知的模型出發，再透過假

設、實驗、驗證、應用，甚至到重建模型，這樣不

斷反覆的建構過程中，學生可以嘗試探究、蒐集資

料、評估並於實驗後建立似科學的模型。學生在這

種訓練中建立起的模型化思考模式，才是培養科學

素養的真諦。

在科學教育研究上，邱教授試著導入人臉辨識系統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在科學學習上，協助

教師們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她指出分析學生臉部

的表情將可以掌握他們的學習狀況。在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會先播放一段反直覺(counter-intu-

ition)的科學實驗影片讓受試者觀看，並請他們預

測該項實驗的結果。等到受試者回答後，實驗者便

播放完整的實驗影片，即該項實驗的真實結果，以

及動畫說明實驗原理。當受試者觀看到實驗結果的

影片和動畫時，將會出現有表情或無表情的反應，

而有表情的反應中又可再區分為帶有正面、負面或

驚訝的情緒反應。邱教授和其研究團隊發現有表情

變化者，較易產生概念改變。進一步分析發現，臉

部出現負面表情者，對實驗結果的解釋與理解程度

都較無表情者更佳，顛覆了教師們原有的認知；同

時，他們也發現動畫講解有助於科學微觀概念的理

解。邱教授和她的團隊在這過程中整理出一套有效

的科學教學策略，稱為POEVC，指的分別是「預

測(Predict)」、「觀察(Obser ve)」、「解釋

(Explain)」、「視覺化(Visualize)」和「比較

(Compare)」，其中第一個步驟「預測」尤其重

要，因為在該步驟將引起學習者的好奇心，並會提

取學習者既有的科學相關知識，使得該學習者可以

更投入在觀察與理解科學實驗的過程中。而透過

「比較」，也進一步讓學生檢視自己的理解與科學

解釋之間的關係。

參與國際組織  跨國培育科學教育人才

邱教授不只致力於國內人才培育，更將時間投入在

參與國際科學組織，藉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的科學教

育發展。從2002年起，她便因緣際會地成為「國

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化學教

育委員會的臺灣代表。IUPAC是全球最重要的化學

聯盟，由國際上50多個化學相關團體所共同組

成。邱教授曾協助IUPAC在臺灣推動「年輕化學大

使 (Young Ambassadors for Chemistry, YAC)」

計畫，培訓種子教師，以帶領學生和社會大眾一起

進行安全、有趣且具知識性的科普活動，進而推廣

生活中的化學，弭平社會對於化學的距離感與迷

思。

IUPAC化學教育委員會不定期透過邀請學者前往開

發中國家，協助當地教師提升科學教育相關的專業

知能。邱教授便因此曾赴菲律賓、斯里蘭卡、緬

甸、衣索比亞、克羅埃西亞、巴拿馬、墨西哥、蒙

古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在這些交流過程中，她觀

察：「當地資源有限，但教師們求知若渴，且窮則

變、變則通。」她回憶起有次在衣索比亞進行交流

活動時發現，在物質缺乏的當地，授課教授和技工

就地取材，設計出一個簡單的李必式冷凝管(Lieb-

ig condenser)的蒸餾裝置來進行實驗教學，顯得

創意無限；而在克羅埃西亞時，因為課程內容緊

湊，授課進行交流的組織成員接續從早上8點講到

傍晚近7點，然而現場沒有一位教師中途離席，自

始至終皆維持全神貫注聆聽內容的態度，也因此

「你會想毫無保留地與他們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

切知能。」邱教授如是說。在扮演協助的角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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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7(六)
            -18(日) 地點│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VX9zk6

聯絡資訊│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 黃雅鳳助理
                    E-mail：math@nuk.edu.tw

2021年台灣磁性技術協會年會暨第三
十三屆磁學與磁性技術研討會

2021.7.20(二)
            -22(四)

地點│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台灣磁性技術協會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1tamt/

聯絡資訊│大會聯絡信箱：2015tamt@gmail.com
                    大會聯繫人 1：05-5342601#3665或3169 葉林秀老師
                    大會聯繫人 2：03-8903694 簡伶鈺小姐

數學及物理中心圖書館推廣教育訓練
【南部場次】－中山大學
地點│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數學推動中心、物理推動中心

協辦單位│中山大學物理學系、中山大學數學系

聯絡資訊│數學推動中心(中研院) 黃小姐：02-2368-5999#443
                    物理推動中心(清華大學) 馬先生：03-5742520

2021.8.10(二)

2021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2021.8.19(四)
            -21(六) 地點│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應用物理學系、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1physics

聯絡資訊│胡美娜          
                    電話：08-7663800 ext 33401          
                    E-mail：physics@mail.nptu.edu.tw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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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大氣科學學門成果發表會2021.8.27(六)
            -28(日)

第三十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暨2021中華
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2021.9.2(四)
            -3(五)

地點│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大樓及理學院大樓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研討會網站│http://www.stat.nuk.edu.tw/stsc30/index.html

聯絡資訊│吳蘭屏 助教 
                    TEL：07-5919362
                    E-mail：stat-act@nuk.edu.tw

2021生物醫學核磁共振新知研討會2021.9.3(五)
            -4(六) 地點│尚未確定

主辦單位│TMRS - 臺灣磁共振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www.tmrs.org.tw/

聯絡資訊│徐尚德教授
                    TEL：(02)2785-5696#5120
                    E-mail：sthsu@gate.sinica.edu.tw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司大氣科學學門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太空科學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gXi1xG

聯絡資訊│中華民國太空科學學會 
                    龔小姐：dorinda@jupiter.ss.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鄭小姐：yuning122@g.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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