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企劃

太陽能電池效率實驗
助臺灣產業更上層樓
─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吳春桂教授、陳家原助理教授專訪與成果報導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做對的事，把事情做對！」 劉如熹要做光轉化材料領域的「世界唯一」
 ─專訪教育部第64屆學術獎、科技部2021未來科技獎得主劉如熹教授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突破鈣鈦礦雷射瓶頸  邁向全光化積體電路新里程
｜化學｜以奈米技術善用「基因剪刀」  
        提升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遞送效率
｜地球科學｜利用有孔蟲分析水質  
            FI Index在珊瑚礁保育的應用
｜數學｜微分幾何數學突破瓶頸  
        均曲率流新發現

自然科學與
永續研究發展
簡訊 Natural Scie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sletter

Vol.33 No. 3
September 2021



目 錄

 活動報導

2021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 ／SPEC編輯部

機器學習跨領域議題交流會議 ／SPEC編輯部

農業趨勢論壇－水產養殖和化學的深度對話 ／SPEC化學組

2021年 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SPEC化學組

臺灣衛星科學計畫交流會 ／SPEC地科組

 專題企劃

｜太陽能電池效率實驗 助臺灣產業更上層樓｜

太陽能電池的轉換效率 誰說了算？ ／Stella Y.T. Sun
專訪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吳春桂教授、陳家原助理教授

有機太陽能電池微型模組 國際認證的新紀錄 ／Stella Y.T. Sun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突破鈣鈦礦雷射瓶頸  邁向全光化積體電路新里程 ／林品婕

｜化學｜以奈米技術善用「基因剪刀」  提升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
        遞送效率 ／張鳳吟

｜地球科學｜利用有孔蟲分析水質  FI Index在珊瑚礁保育的應用 ／黃曉君

｜數學｜微分幾何數學突破瓶頸  均曲率流新發現 ／陳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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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與
永續研究發展
簡訊 Natural Scie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sletter

Vol.33 No. 3
September 2021

 1
 3
 5
 6

 7
 

  

15
17

19
21

10

13



  活動成果報導

2021年自然司第1次召集人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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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颱風、全球暖化、跨領域研究與母職的碰撞及火花 ／陳睿純
專訪第14屆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得主林依依教授

「做對的事，把事情做對」 劉如熹要做光轉化材料領域的「世界唯一」 
／許逸如
專訪教育部第64屆學術獎、科技部2021未來科技獎得主劉如熹教授

 學術研討會訊息 ／SPEC編輯部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中華民國77年 (西元1988年) 4月創刊
出版者│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SPEC)
發行人│羅夢凡
聯絡人│鄭原忠
編輯顧問│張存續‧詹益慈‧鄭芳怡‧林正洪
執行編輯│趙揚光
特約編輯│王作城‧林品婕‧張鳳吟‧許逸如‧陳宣豪‧陳睿純‧黃愷翊‧黃曉君‧楊渝惠‧鄭凱菱‧
          Stella Y.T. Sun
排版設計│趙揚光

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地址│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電話│02-2737-8069    傳真│02-2737-7071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SPEC) 編輯部
地址│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臺灣大學積學館B266室
電話│02-3366-8662    E-mail│specmost.tw@gmail.com    網站│https://spec.ntu.edu.tw
@2020 - All Right Reserved.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SPEC

Vol.33 No. 3   September 2021

23

26

29



 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2021年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一個新的學年即將開始，除了邁向求學新階段的學

生以外，也是教學研究領域的新血正式進入學術職

場的時間。為了讓新進教師儘早熟悉學術環境、掌

握科技部各項研究資源，並促進來自不同領域背景

的新進人員相互認識與交流，拓展合作機會，科技

部自然司的四個學術領域在每年9月皆辦理了新進

人員研討會，而科學推展中心(SPEC)成立後，統

合四大領域的資源，於2021年9月10日首度承辦

「科技部自然司2021年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首次聯合研討會僅能透過

線上會議形式進行。即使如此，仍不減新進教師、

研究人員「求知若渴」參與會議的熱情，會議上午

的共同議程共有近200人同時在線上！自然司羅夢

凡司長於開場致詞後，向與會者們說明了當前的科

技部學術研究政策規劃、計畫撰寫及審查原則等各

項措施。羅司長強調自然科學研究的核心價值與願

景，在於「建構以永續發展為主的自然科學研究，

研發出良好的生態系，再走向跨界(transdisci-

plinary)研究，進而解決重大問題、邁入永續社

會。」而除了推動學術卓越外，人才培育及回應社

會需求同樣是有賴與新進人員在各學門組織下，由

下往上一同努力的目標。

近年臺灣的學術研究能量逐漸提升，但以論文數量

多寡衡量價值的迷思、侷限於單一領域研究等現象

仍存在。要讓研究具備真正的價值，應開拓視野、

進行跨領域的深度合作，方能創造不凡的成果。

SPEC的鄭原忠主任在會中接續分享了科學推展中

心的使命，即提供領域內及跨領域研究所需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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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0

源、軟硬體服務，促進基礎科學間的參與、連結與

溝通，在學術社群更蓬勃發展之餘，亦將國內豐碩

的學術研究成果傳播給社會大眾。

與會的新進人員對於未來的研究工作有著不少憧憬

及好奇，因此透過綜合座談的機會，一同針對相關

問題進行討論。如撰寫研究計畫書時，以提出特殊

的研究觀點、方法、並說明競爭力及預計成果等面

向著手，最為關鍵；結案報告的撰寫方向，也受到

不少新進人員關注。另外，像是基礎研究核心設施

的補助及預約、大型儀器的購置等設備問題，乃至

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的程序、女性工作小組設置等

人力與組織議題，皆曾在座談當中提及。

上午的共同議程過後，下午則分別由物理、化學、

地球科學、數統四組各自同時進行交流及分享。各

組除了說明領域中各學門研究資源，物理組還邀請

到成大物理系劉明豪副教授、臺大凝態中心的張玉

明研究員分享跨領域合作經驗；化學組則請中興大

學的侯明宏教授做跨領域化學研究歷程經驗談，也

請了臺大化學系徐丞志教授、成大化學系林弘萍教

授分別帶來兩場化學在各層面應用的演講；地科組

特別請到中央氣象局黃葳芃科長與蕭乃祺副主任、

經濟部地調所盧詩丁主任、以及經濟部水利署張廣

智副總工程司等官方機構來進行業務分享，期盼增

加官學兩界合作空間；數統組則由陽明交大應數系

黃信元教授、臺大數學系蔡忠潤教授、逢甲統計系

王婉倫教授、中研院統計所黃彥棕研究員等人進行

經驗的傳承。如此多元及紮實的會議安排，可說是

新進人員汲取師長先進們過往經驗的絕佳時機。

「資訊掌握」及「促進交流」是此次會議的主要宗

旨，期許甫踏入學術職場的新進人才得以茁壯，進

一步豐厚學術中堅實力，追求頂尖。透過縱向的經

驗分享、傳承，及橫向的跨域連結，相信更能建構

永續的學術生態，以回應並落實「我們的科學，我

們的永續社會！」的2030臺灣科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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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的陳志偉教授從微分幾何的角度去談論流形

學習演算法(Locally Linear Embedding)；臺大數

學系崔茂培教授則接續分析「黎曼流形(Rieman-

nian manifold)」與調和矩陣等議題。這些議題說

明機器學習技術背後，數學所扮演的角色。

會末的綜合討論時間，來自不同領域的與會者們在

意見交流之餘，亦思考著相互合作、互補其研究的

任何可能性，代表著此次會議跨出了成功的一步。

與會者們更認為，臺灣有如此多優秀的相關研究人

才，除了自然科學範疇的跨域合作，也要再增加對

資料科學應用的視野，尋求更多不同尺度研究的合

作。學門在會後也成立「Slack」討論群組，邀請

與會者參加。期望藉由更直接的對談，未來能找到

物理和數統領域在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分析議題的合

作可能。

機器學習跨領域議題交流會議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從學術角度來看，研究的邊界是不斷在變動的！跨

領域研究是近年來科學發展的主流。此次由物理及

數統學門發起，在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物理組以

及理論中心聯合舉辦的會議中，便匯集了物理及數

學領域的專家，來探討近年來逐漸發展的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及大數據等相關理論研究。

機器學習在國內外已經有不少成功開發及應用的例

子，包括演算法及模型的建構工具等。此次會議透

過「高維度資料分析」、「機器學習實踐」及「流

形學習與維度縮減」三個面向，進行國內各項研究

的機器學習相關實際應用分享，繼而探索新技術的

引用，彼此碰撞出更多想法，是會議最主要、也最

期望達成的目標。

在高維度資料分析(High-dimensional Data Anal-

ysis)的研究範疇議題中，從陽明交大統計所盧鴻

興教授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醫療的優勢開始談起，

臺大物理系的陳凱風教授講述高能物理研究的「希

格斯粒子(Higgs boson)」數據判讀，也必然得透

過機器學習。而清大天文所的賴詩萍教授在觀測星

空以找尋到更多星體和活躍星系核、成大統計系陳

瑞彬教授分析機器如何學習參數以運用於工程中等

案例分享上，大數據的分析與運算皆顯得相當重

要。

前述這些議題多為跨領域的研究嘗試，而在機器學

習實踐的探討面向裡，分享的案例則大多聚焦在領

域內的深度機器學習。中研院化學所許昭萍研究員

即分享了光電分子材料中電子耦合的機器學習，陽

明交大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的魏澤人教授探究了包

括影像學習功能在內的深度學習，中興大學物理系

張明強教授則從半監督學習、增強學習等種類談凝

態物理中的機器學習應用，中央大學數學系的胡偉

帆教授由自身的研究領域，利用機器學習應用於和

橢圓介面相關的微分方程問題。

最後探討的流形學習(Dimension Reduction)與維

度縮減(Manifold Learning)部分，更著重於數學

科學在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分析的重要性。中山大學

2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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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的陳志偉教授從微分幾何的角度去談論流形

學習演算法(Locally Linear Embedding)；臺大數

學系崔茂培教授則接續分析「黎曼流形(Rieman-

nian manifold)」與調和矩陣等議題。這些議題說

明機器學習技術背後，數學所扮演的角色。

會末的綜合討論時間，來自不同領域的與會者們在

意見交流之餘，亦思考著相互合作、互補其研究的

任何可能性，代表著此次會議跨出了成功的一步。

與會者們更認為，臺灣有如此多優秀的相關研究人

才，除了自然科學範疇的跨域合作，也要再增加對

資料科學應用的視野，尋求更多不同尺度研究的合

作。學門在會後也成立「Slack」討論群組，邀請

與會者參加。期望藉由更直接的對談，未來能找到

物理和數統領域在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分析議題的合

作可能。
從學術角度來看，研究的邊界是不斷在變動的！跨

領域研究是近年來科學發展的主流。此次由物理及

數統學門發起，在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物理組以

及理論中心聯合舉辦的會議中，便匯集了物理及數

學領域的專家，來探討近年來逐漸發展的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及大數據等相關理論研究。

機器學習在國內外已經有不少成功開發及應用的例

子，包括演算法及模型的建構工具等。此次會議透

過「高維度資料分析」、「機器學習實踐」及「流

形學習與維度縮減」三個面向，進行國內各項研究

的機器學習相關實際應用分享，繼而探索新技術的

引用，彼此碰撞出更多想法，是會議最主要、也最

期望達成的目標。

在高維度資料分析(High-dimensional Data Anal-

ysis)的研究範疇議題中，從陽明交大統計所盧鴻

興教授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醫療的優勢開始談起，

臺大物理系的陳凱風教授講述高能物理研究的「希

格斯粒子(Higgs boson)」數據判讀，也必然得透

過機器學習。而清大天文所的賴詩萍教授在觀測星

空以找尋到更多星體和活躍星系核、成大統計系陳

瑞彬教授分析機器如何學習參數以運用於工程中等

案例分享上，大數據的分析與運算皆顯得相當重

要。

前述這些議題多為跨領域的研究嘗試，而在機器學

習實踐的探討面向裡，分享的案例則大多聚焦在領

域內的深度機器學習。中研院化學所許昭萍研究員

即分享了光電分子材料中電子耦合的機器學習，陽

明交大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的魏澤人教授探究了包

括影像學習功能在內的深度學習，中興大學物理系

張明強教授則從半監督學習、增強學習等種類談凝

態物理中的機器學習應用，中央大學數學系的胡偉

帆教授由自身的研究領域，利用機器學習應用於和

橢圓介面相關的微分方程問題。

最後探討的流形學習(Dimension Reduction)與維

度縮減(Manifold Learning)部分，更著重於數學

科學在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分析的重要性。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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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轉載│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王雲銘教授

農業趨勢論壇－水產養殖和化學的深度對話會議於

110年4月16日在陽明交通大學博愛校區－賢齊館

舉辦，由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洪政雄教授進行開幕致

詞，本會議邀請9位專家學者進行演講，此次的研

討會報告了許多面向的研究，加上大家可能也從未

想過化學和水產養殖業能夠做如此多的連結，讓參

與的學者與廠商們十分感興趣並參與積極的討論與

交流。

在會議上，聽著學者們精彩的報告和熱烈的討論，

了解到台灣養殖業的現況與困境，還有許多製藥與

用藥對養殖業方面的研究及應用，以學術界的研究

能力與技術，幫助養殖業的升級，讓學界更能貼近

產業，一同提升台灣養殖業的競爭力，是個很創新

也很有趣的研討會。

有望未來，能於養殖漁業使用更多元的化學相關產

品，以及利用化學分析方法、化學物質抗病菌等化

學相關領域，去應用於養殖漁業中對魚類、蝦類的

抗病菌治療或作為疾病的診斷，或是利用各類化學

產品，達到優化養殖水質目的，進而提升養殖漁業

的蓬勃發展。

農業趨勢論壇－
水產養殖和化學的深度對話

2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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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轉載│淡江大學化學系 陳志欣教授

2021年「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5月1日於淡江大學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舉辦，由美國化學會臺灣分會主辦，中

國化學會及本校化學系陳志欣和潘伯申教授承辦。

這次會議吸引全台各大學一百多位學生參與交流與

分享，全場以全英文進行，此次舉辦之研討會為綜

合性的研究生研討會，沒有限定特定領域的研究，

好處是可以讓學生一次聽到多個領域的研究，對未

來新研究方向的探索更有幫助。在目前疫情的影響

之下無法出國，但我們長期的發展方向是利用美國

化學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會的資源，日後能舉辦

國際性的研究生研討會，邀請國外的研究生參加，

讓本地研究生在學習過程有更多科學與文化交流，

以刺激對化學研究的思考和判斷。

這次會議籌辦過程順利，報名踴躍，參加的研究生

比預期的多，相信日後此類以研究生為主的研討會

能吸引更多人報名，以達推動化學研究交流的目

的。建議以後能學生會議多些經費補助，以嘉惠更

多化學領域的研究生學習。

2021年 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20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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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地球科學延伸應；影像處理之關鍵技術研發；

影像之整合運用研發。

綜合討論時間，由主持人循本次交流會前及會議中

所彙整的12個提問開始，並轉由團隊一一進行回

應，包括如本次各團隊的分享，對於衛星資料處

理、校正、分析及各項加值應用的方式。交流會在

熱烈豐富又深入的分享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疫情警戒之下，科技部配合防疫暫時停止實體會

議，本次交流會特別以線上視訊搭配會前提供會議

資料，讓大家於線上瀏覽並以蒐集提問的方式進

行。另外，線上與會人數超過130位，也充分展現

大家對於未來衛星科學發展的期待。

科技部自然司羅夢凡司長表示，希望這次活動大家

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繼續舉辦各項交流活動，讓

所有關心臺灣衛星科學發展的朋友們能看到更多豐

碩的成果，亦期待疫情早日平息後，大家得以實體

見面的方式進行更豐富的交流。

臺灣衛星科學計畫交流會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配合全國防疫工作，科技部原訂6月22日舉辦「衛

星科學計畫交流會」，改採線上召開方式進行。本

次會議邀請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於線上說明臺灣

衛星科學計畫背景。次長特別提到，產官學研資源

能夠連結不同的團隊，進行跨領域交流與合作，將

人力、研究能力以及經費發揮到更大的效果。交流

會由科技部自然司羅夢凡司長主持，並邀請臺灣太

空科學聯盟與國家太空中心，參與討論與分享，促

進跨領域交流，共同為衛星科學發展努力。

交流會由主持人羅夢凡司長引言，介紹本次福衛衛

星科學應用加值計畫7組團隊與衛星科學跨學門

joint project 4組團隊，並報告應用加值服務之於

產業與社會需求的重要性，針對臺灣民眾關心的百

大議題，其中從環境、糧食、災害、能源、城鄉建

設跟資源等，都與衛星科學發展或是衛星服務計畫

有關，且這百分比加起來一定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所以有很大的空間來成長，且可直接解決社會

上需要處理的問題，而衛星科學發展能有效提供解

方。在衛星科學整體發展藍圖下，期許更多產官學

研合作、永續發展、國際合作。目前整個過程還在

起步中，自然司希望能有長期的投資，慢慢把這個

領域培養起來。

臺 灣 太 空 科 學 聯 盟 ( T S U ) 分 享 了 獵 風 者 、

F7-GNSS-RO、F8-多元衛星影像整合、F10-SAR

以及科學儀器技術研發計畫(TIDP)。太空中心則分

享三期衛星任務、福衛七號介紹與資料處理及應

用、建立國內衛星資料平台服務、提供福衛科學資

料至國際平台。福衛衛星科學應用加值計畫的7組

團隊，主要說明以太空計畫為槓桿，進行福衛衛星

發展、科技策略運用，透過建立福衛衛星資料加值

應用的介面，以現有硬體與資料為基礎，鏈結使用

者需求端與產業界，達成介接基礎科學至需求面之

目標，擴展與提升衛星資料應用產業價值鏈。衛星

科學跨學門joint project 4組團隊，分享衛星資料

應用於天氣預報、劇烈天氣、降水、氣候分析；以

及應用於太空天氣、電離層、GNSS 定位精度改

20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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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地球科學延伸應；影像處理之關鍵技術研發；

影像之整合運用研發。

綜合討論時間，由主持人循本次交流會前及會議中

所彙整的12個提問開始，並轉由團隊一一進行回

應，包括如本次各團隊的分享，對於衛星資料處

理、校正、分析及各項加值應用的方式。交流會在

熱烈豐富又深入的分享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疫情警戒之下，科技部配合防疫暫時停止實體會

議，本次交流會特別以線上視訊搭配會前提供會議

資料，讓大家於線上瀏覽並以蒐集提問的方式進

行。另外，線上與會人數超過130位，也充分展現

大家對於未來衛星科學發展的期待。

科技部自然司羅夢凡司長表示，希望這次活動大家

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繼續舉辦各項交流活動，讓

所有關心臺灣衛星科學發展的朋友們能看到更多豐

碩的成果，亦期待疫情早日平息後，大家得以實體

見面的方式進行更豐富的交流。

配合全國防疫工作，科技部原訂6月22日舉辦「衛

星科學計畫交流會」，改採線上召開方式進行。本

次會議邀請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於線上說明臺灣

衛星科學計畫背景。次長特別提到，產官學研資源

能夠連結不同的團隊，進行跨領域交流與合作，將

人力、研究能力以及經費發揮到更大的效果。交流

會由科技部自然司羅夢凡司長主持，並邀請臺灣太

空科學聯盟與國家太空中心，參與討論與分享，促

進跨領域交流，共同為衛星科學發展努力。

交流會由主持人羅夢凡司長引言，介紹本次福衛衛

星科學應用加值計畫7組團隊與衛星科學跨學門

joint project 4組團隊，並報告應用加值服務之於

產業與社會需求的重要性，針對臺灣民眾關心的百

大議題，其中從環境、糧食、災害、能源、城鄉建

設跟資源等，都與衛星科學發展或是衛星服務計畫

有關，且這百分比加起來一定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所以有很大的空間來成長，且可直接解決社會

上需要處理的問題，而衛星科學發展能有效提供解

方。在衛星科學整體發展藍圖下，期許更多產官學

研合作、永續發展、國際合作。目前整個過程還在

起步中，自然司希望能有長期的投資，慢慢把這個

領域培養起來。

臺 灣 太 空 科 學 聯 盟 ( T S U ) 分 享 了 獵 風 者 、

F7-GNSS-RO、F8-多元衛星影像整合、F10-SAR

以及科學儀器技術研發計畫(TIDP)。太空中心則分

享三期衛星任務、福衛七號介紹與資料處理及應

用、建立國內衛星資料平台服務、提供福衛科學資

料至國際平台。福衛衛星科學應用加值計畫的7組

團隊，主要說明以太空計畫為槓桿，進行福衛衛星

發展、科技策略運用，透過建立福衛衛星資料加值

應用的介面，以現有硬體與資料為基礎，鏈結使用

者需求端與產業界，達成介接基礎科學至需求面之

目標，擴展與提升衛星資料應用產業價值鏈。衛星

科學跨學門joint project 4組團隊，分享衛星資料

應用於天氣預報、劇烈天氣、降水、氣候分析；以

及應用於太空天氣、電離層、GNSS 定位精度改



太陽能電池效率實驗
助臺灣產業更上層樓

───────────────────────────────

他們是一組力爭上游的實驗室團隊，卻也是孤獨的
草根英雄。
───────────────────────────────

座落在國立中央大學科二館，一間寬敞而清涼的實

驗室獨自安坐在側。這裡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得

國際認證的PV校正實驗室－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

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RCNPV）麾下的太陽能電

池效率驗證實驗室。自2017年起，該實驗室依循

準確、公正和追求一致性的品質政策，取得了

ISO/IEC 17025認證，也被賦予了相當的使命：依

據國際標準提供高精準與高信賴度的太陽能電池及

微型模組性能參數校正評價結果予客戶，以及提高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國際知名度。然而，

這些生難字詞注定了這間實驗室獨自負重前行、鮮

少被外人理解的命運。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顧名思義，是可將光能轉換為

電能的裝置，坊間最在意的就是光轉換成電的效

率，而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存在，就是為了確認光電

轉換效率的準確性，一旦確認效率高於既有的紀

錄 ， 便 能 協 助 登 上 太 陽 能 電 池 技 術 領 域 雜 誌

《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Research and Appli-

cations》中的國際權威報導─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

緣起於2009年，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室

的規劃案第一次在國科會（現科技部）被提出，當

時的吳春桂教授－也就是現在的實驗室主任，因染

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相關研究做得出色，爭取到了這

個科技部大型專案計畫，三年後的 2012年，包含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PVEVL）的RCNPV

完成基礎設備建置，其中PVEVL核心設備包括高近

似型太陽光模擬器、光譜響應量測系統、由日本

AIST校正的一級標準電池、標準光源等，時至今

日整套系統仍是臺灣最好的設備。PVEVL實驗室在

2017年取得 ISO/IEC 17025 校正實驗室的國際認

證，目前已通過認證延展至2023年。當實驗室主

任吳春桂教授提起：「我們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

得 ISO/IEC 17025認證的太陽能電池校正實驗室，

要維護起來，真的不太容易。」雖然是甘苦談，臉

上卻掩藏不住笑意，像看著拉拔多年的孩子已成氣

候的慈祥母親。

在負責實驗室作業的陳家原助理教授努力之下，

PVEVL實驗室不止協助評測，也參與研發。2021年

五月，與位速科技（Ways Tech）聯合研發的有機太

陽能電池微型模組（OPV mini-module）創下國際

公認的新世界紀錄－光電轉換率高達13.6%－並登

上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這次登上權威報

導的微型模組，正是可以開始投入實際應用的尺

寸，接近大規模商業化的技術先有了，便能著手拓

展應用範疇，最後轉變為物美價廉的產品，其商業

價值不容小覷。近六、七年間，新世代光驅動電池

技術有突破性的進展，其中有機薄膜與鈣鈦礦微小

電池的最高轉換率已分別達到18.2%及25.5%，後

者已與傳統矽晶電池不相上下，因此願意投入新世

代光驅動電池模組技術的企業不在少數，國內外都

有，目前各國均朝著「同步提高光電轉換效率與面

積」的目標而努力。科技部正是在十多年前就看準

了這點，伸出了橄欖枝，希望國內各界技術能進一

步整合，因此設立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

室，中央大學也以實驗室為基礎，建立了研究中心

（RCNPV），希望經由服務學界及業界來促進新

世代光驅動電池的商業化。

回到PVEVL實驗室的重要任務－太陽能電池的效率

驗證，實驗室有對外開放量測服務，在有預約的狀

況下，委託人可以送樣品確認性能。實驗室負責人

陳家原助理教授表示：「設備之外也需要人才」。

由於執行面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驗證實驗室長期

以來都是陳教授孤身一人負責研發量測技術，與親

自著手驗證各單位委託的太陽能電池，陳教授解釋

道：做產品會需要很多人才，而驗證是個比較特別

的技術，相對不需要那麼多跨領域背景知識，但其

過程繁複，需要上很多的課、投入很多經費和時

間，也必須背負著不能出錯的壓力，光是培育一人

就很困難，因此，長期下來，實驗室的驗證技術開

發與服務一直處於只有一人執行，其他人協助文書

來維持這個組織的辛勞狀態。

回顧2015年，臺灣曾舉辦了首次大規模光驅動電

池的同儕比對活動，參與實驗室總數為22，執行

方式是將相同電池送至不同實驗室進行量測，以確

實了解各實驗室量測結果的偏差程度，在取得比對

結果後即可進一步分析量測結果偏差的主因，以提

出關於效率量測的建議，與提供訓練課程和驗證服

務，希望藉此能提高國內整體效率評價結果的準確

性；然而，當年的標準測試條件（STC）－也就是

在標準太陽光照射下，國內各間實驗室的光電轉換

效率量測比對最大偏差有54%，室內弱光條件

（T5；照度為600 lx）－也就是仿照使用螢光燈管

的室內環境，最大偏差更是達到了152%，顯示國

內技術不同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陳家原教授

解釋：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量測電池元件的操

作看似很簡單，卻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所以不同

實驗室才會出現很多差異，特別是新型的電池技術

的特性有別於傳統矽基電池，會需要因應其特性額

外調整量測方法，這也是為何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性

能量測的準確性會如此地重要，大家一起檢討偏差

程度、原因，就能一起進步。

跳脫國內的框架，國際上這個驗證領域被承認、指

定的頂尖實驗室目前共有九間，這幾間實驗室在新

型太陽能電池技術的產業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它們最常做的就是相互比對，將相同的樣品異

地驗證多次，以共同確保地表上量測結果的一致

性。2021年五月初，為加速驗證結果的審查以登

錄新世界紀錄，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聯合研發的有

機薄膜太陽能微型模組，於中央大學優先完成驗證

後，另送至位於義大利的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

驗室（JRC-ESTI）進行再次確認，雙方所得數據

幾乎完美重合，可見臺灣也能做到和世界上少數幾

間被國際承認的實驗室並駕齊驅。吳春桂主任與陳

家原助理教授共同表示：「我們正在努力成為世界

上第十間被承認與指定的實驗室。」

在樣品來往送驗、比對的途中，除了海內外手續繁

瑣，更有可能出現意外損壞，導致驗證結果失真，

甚至無法執行量測。疫情之前，派員親自運送肯定

是最妥善的方式，但疫情期間只能透過寄送傳遞樣

品，須承擔高度風險，若是未來能在臺灣即被承

認，便可免除在運送過程中產生的風險與加速頂尖

成果的發表。有著如此清晰的努力目標和為臺灣產

學研單位佈下的願景，相信這間力爭上游的實驗

室，未來將不再如此孤獨，成為人盡皆知的臺灣之

光。

 9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在全球暖化的隱憂之下，再生能源的開發與應用已箭在弦上。在臺灣，政府自
2020年推動再生能源當中的太陽能產業，並期許於2025年達到太陽能裝置累計
容量達2,000萬瓩。政策驅使著產業界開始研發相關技術，而織造這樣一張前瞻
性的網，跨界的重要性不可置否。

放眼全球太陽能產業幾個主導的國家，無非是在該國政府與民間的通力挹注
下，成立專業組織或法人，促使產、官、學三方更緊密配合。臺灣的學術界基
礎研究有一定實力，舉凡物理、光電、材料化學、能源、生態等自然科學研
究，透過跨領域的合作，亦在太陽能技術創造與實驗驗證上展現了亮眼成果，
輔佐臺灣的相關產業技術躋身世界頂尖舞台！透過這次的專題企劃報導，我們
盼望更多人看見學界在太陽能技術所付出的努力及積蓄的能量，共同協助、開
展這項遠大的能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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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電池的轉換效率
誰說了算？
專訪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吳春桂教授、陳家原助理教授

採訪‧撰稿│Stella Y.T. Sun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攝影│趙揚光

───────────────────────────────

他們是一組力爭上游的實驗室團隊，卻也是孤獨的
草根英雄。
───────────────────────────────

座落在國立中央大學科二館，一間寬敞而清涼的實

驗室獨自安坐在側。這裡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得

國際認證的PV校正實驗室－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

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RCNPV）麾下的太陽能電

池效率驗證實驗室。自2017年起，該實驗室依循

準確、公正和追求一致性的品質政策，取得了

ISO/IEC 17025認證，也被賦予了相當的使命：依

據國際標準提供高精準與高信賴度的太陽能電池及

微型模組性能參數校正評價結果予客戶，以及提高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國際知名度。然而，

這些生難字詞注定了這間實驗室獨自負重前行、鮮

少被外人理解的命運。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顧名思義，是可將光能轉換為

電能的裝置，坊間最在意的就是光轉換成電的效

率，而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存在，就是為了確認光電

轉換效率的準確性，一旦確認效率高於既有的紀

錄 ， 便 能 協 助 登 上 太 陽 能 電 池 技 術 領 域 雜 誌

《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Research and Appli-

cations》中的國際權威報導─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

緣起於2009年，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室

的規劃案第一次在國科會（現科技部）被提出，當

時的吳春桂教授－也就是現在的實驗室主任，因染

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相關研究做得出色，爭取到了這

個科技部大型專案計畫，三年後的 2012年，包含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PVEVL）的RCNPV

完成基礎設備建置，其中PVEVL核心設備包括高近

似型太陽光模擬器、光譜響應量測系統、由日本

AIST校正的一級標準電池、標準光源等，時至今

日整套系統仍是臺灣最好的設備。PVEVL實驗室在

2017年取得 ISO/IEC 17025 校正實驗室的國際認

證，目前已通過認證延展至2023年。當實驗室主

任吳春桂教授提起：「我們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

得 ISO/IEC 17025認證的太陽能電池校正實驗室，

要維護起來，真的不太容易。」雖然是甘苦談，臉

上卻掩藏不住笑意，像看著拉拔多年的孩子已成氣

候的慈祥母親。

在負責實驗室作業的陳家原助理教授努力之下，

PVEVL實驗室不止協助評測，也參與研發。2021年

五月，與位速科技（Ways Tech）聯合研發的有機太

陽能電池微型模組（OPV mini-module）創下國際

公認的新世界紀錄－光電轉換率高達13.6%－並登

上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這次登上權威報

導的微型模組，正是可以開始投入實際應用的尺

寸，接近大規模商業化的技術先有了，便能著手拓

展應用範疇，最後轉變為物美價廉的產品，其商業

價值不容小覷。近六、七年間，新世代光驅動電池

技術有突破性的進展，其中有機薄膜與鈣鈦礦微小

電池的最高轉換率已分別達到18.2%及25.5%，後

者已與傳統矽晶電池不相上下，因此願意投入新世

代光驅動電池模組技術的企業不在少數，國內外都

有，目前各國均朝著「同步提高光電轉換效率與面

積」的目標而努力。科技部正是在十多年前就看準

了這點，伸出了橄欖枝，希望國內各界技術能進一

步整合，因此設立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

室，中央大學也以實驗室為基礎，建立了研究中心

（RCNPV），希望經由服務學界及業界來促進新

世代光驅動電池的商業化。

回到PVEVL實驗室的重要任務－太陽能電池的效率

驗證，實驗室有對外開放量測服務，在有預約的狀

況下，委託人可以送樣品確認性能。實驗室負責人

陳家原助理教授表示：「設備之外也需要人才」。

由於執行面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驗證實驗室長期

以來都是陳教授孤身一人負責研發量測技術，與親

自著手驗證各單位委託的太陽能電池，陳教授解釋

道：做產品會需要很多人才，而驗證是個比較特別

的技術，相對不需要那麼多跨領域背景知識，但其

過程繁複，需要上很多的課、投入很多經費和時

間，也必須背負著不能出錯的壓力，光是培育一人

就很困難，因此，長期下來，實驗室的驗證技術開

發與服務一直處於只有一人執行，其他人協助文書

來維持這個組織的辛勞狀態。

回顧2015年，臺灣曾舉辦了首次大規模光驅動電

池的同儕比對活動，參與實驗室總數為22，執行

方式是將相同電池送至不同實驗室進行量測，以確

實了解各實驗室量測結果的偏差程度，在取得比對

結果後即可進一步分析量測結果偏差的主因，以提

出關於效率量測的建議，與提供訓練課程和驗證服

務，希望藉此能提高國內整體效率評價結果的準確

性；然而，當年的標準測試條件（STC）－也就是

在標準太陽光照射下，國內各間實驗室的光電轉換

效率量測比對最大偏差有54%，室內弱光條件

（T5；照度為600 lx）－也就是仿照使用螢光燈管

的室內環境，最大偏差更是達到了152%，顯示國

內技術不同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陳家原教授

解釋：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量測電池元件的操

作看似很簡單，卻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所以不同

實驗室才會出現很多差異，特別是新型的電池技術

的特性有別於傳統矽基電池，會需要因應其特性額

外調整量測方法，這也是為何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性

能量測的準確性會如此地重要，大家一起檢討偏差

程度、原因，就能一起進步。

跳脫國內的框架，國際上這個驗證領域被承認、指

定的頂尖實驗室目前共有九間，這幾間實驗室在新

型太陽能電池技術的產業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專題企劃報導

色，它們最常做的就是相互比對，將相同的樣品異

地驗證多次，以共同確保地表上量測結果的一致

性。2021年五月初，為加速驗證結果的審查以登

錄新世界紀錄，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聯合研發的有

機薄膜太陽能微型模組，於中央大學優先完成驗證

後，另送至位於義大利的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

驗室（JRC-ESTI）進行再次確認，雙方所得數據

幾乎完美重合，可見臺灣也能做到和世界上少數幾

間被國際承認的實驗室並駕齊驅。吳春桂主任與陳

家原助理教授共同表示：「我們正在努力成為世界

上第十間被承認與指定的實驗室。」

在樣品來往送驗、比對的途中，除了海內外手續繁

瑣，更有可能出現意外損壞，導致驗證結果失真，

甚至無法執行量測。疫情之前，派員親自運送肯定

是最妥善的方式，但疫情期間只能透過寄送傳遞樣

品，須承擔高度風險，若是未來能在臺灣即被承

認，便可免除在運送過程中產生的風險與加速頂尖

成果的發表。有著如此清晰的努力目標和為臺灣產

學研單位佈下的願景，相信這間力爭上游的實驗

室，未來將不再如此孤獨，成為人盡皆知的臺灣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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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主要成員─吳春桂教授(左)、陳家原助理教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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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一組力爭上游的實驗室團隊，卻也是孤獨的
草根英雄。
───────────────────────────────

座落在國立中央大學科二館，一間寬敞而清涼的實

驗室獨自安坐在側。這裡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得

國際認證的PV校正實驗室－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

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RCNPV）麾下的太陽能電

池效率驗證實驗室。自2017年起，該實驗室依循

準確、公正和追求一致性的品質政策，取得了

ISO/IEC 17025認證，也被賦予了相當的使命：依

據國際標準提供高精準與高信賴度的太陽能電池及

微型模組性能參數校正評價結果予客戶，以及提高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國際知名度。然而，

這些生難字詞注定了這間實驗室獨自負重前行、鮮

少被外人理解的命運。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顧名思義，是可將光能轉換為

電能的裝置，坊間最在意的就是光轉換成電的效

率，而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存在，就是為了確認光電

轉換效率的準確性，一旦確認效率高於既有的紀

錄 ， 便 能 協 助 登 上 太 陽 能 電 池 技 術 領 域 雜 誌

《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Research and Appli-

cations》中的國際權威報導─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

緣起於2009年，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室

的規劃案第一次在國科會（現科技部）被提出，當

時的吳春桂教授－也就是現在的實驗室主任，因染

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相關研究做得出色，爭取到了這

個科技部大型專案計畫，三年後的 2012年，包含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PVEVL）的RCNPV

完成基礎設備建置，其中PVEVL核心設備包括高近

似型太陽光模擬器、光譜響應量測系統、由日本

AIST校正的一級標準電池、標準光源等，時至今

日整套系統仍是臺灣最好的設備。PVEVL實驗室在

2017年取得 ISO/IEC 17025 校正實驗室的國際認

證，目前已通過認證延展至2023年。當實驗室主

任吳春桂教授提起：「我們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

得 ISO/IEC 17025認證的太陽能電池校正實驗室，

要維護起來，真的不太容易。」雖然是甘苦談，臉

上卻掩藏不住笑意，像看著拉拔多年的孩子已成氣

候的慈祥母親。

在負責實驗室作業的陳家原助理教授努力之下，

PVEVL實驗室不止協助評測，也參與研發。2021年

五月，與位速科技（Ways Tech）聯合研發的有機太

陽能電池微型模組（OPV mini-module）創下國際

公認的新世界紀錄－光電轉換率高達13.6%－並登

上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這次登上權威報

導的微型模組，正是可以開始投入實際應用的尺

寸，接近大規模商業化的技術先有了，便能著手拓

展應用範疇，最後轉變為物美價廉的產品，其商業

價值不容小覷。近六、七年間，新世代光驅動電池

技術有突破性的進展，其中有機薄膜與鈣鈦礦微小

電池的最高轉換率已分別達到18.2%及25.5%，後

者已與傳統矽晶電池不相上下，因此願意投入新世

代光驅動電池模組技術的企業不在少數，國內外都

有，目前各國均朝著「同步提高光電轉換效率與面

積」的目標而努力。科技部正是在十多年前就看準

了這點，伸出了橄欖枝，希望國內各界技術能進一

步整合，因此設立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

室，中央大學也以實驗室為基礎，建立了研究中心

（RCNPV），希望經由服務學界及業界來促進新

世代光驅動電池的商業化。

回到PVEVL實驗室的重要任務－太陽能電池的效率

驗證，實驗室有對外開放量測服務，在有預約的狀

況下，委託人可以送樣品確認性能。實驗室負責人

陳家原助理教授表示：「設備之外也需要人才」。

由於執行面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驗證實驗室長期

以來都是陳教授孤身一人負責研發量測技術，與親

自著手驗證各單位委託的太陽能電池，陳教授解釋

道：做產品會需要很多人才，而驗證是個比較特別

的技術，相對不需要那麼多跨領域背景知識，但其

過程繁複，需要上很多的課、投入很多經費和時

間，也必須背負著不能出錯的壓力，光是培育一人

就很困難，因此，長期下來，實驗室的驗證技術開

發與服務一直處於只有一人執行，其他人協助文書

來維持這個組織的辛勞狀態。

回顧2015年，臺灣曾舉辦了首次大規模光驅動電

池的同儕比對活動，參與實驗室總數為22，執行

方式是將相同電池送至不同實驗室進行量測，以確

實了解各實驗室量測結果的偏差程度，在取得比對

結果後即可進一步分析量測結果偏差的主因，以提

出關於效率量測的建議，與提供訓練課程和驗證服

務，希望藉此能提高國內整體效率評價結果的準確

性；然而，當年的標準測試條件（STC）－也就是

在標準太陽光照射下，國內各間實驗室的光電轉換

效率量測比對最大偏差有54%，室內弱光條件

（T5；照度為600 lx）－也就是仿照使用螢光燈管

的室內環境，最大偏差更是達到了152%，顯示國

內技術不同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陳家原教授

解釋：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量測電池元件的操

作看似很簡單，卻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所以不同

實驗室才會出現很多差異，特別是新型的電池技術

的特性有別於傳統矽基電池，會需要因應其特性額

外調整量測方法，這也是為何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性

能量測的準確性會如此地重要，大家一起檢討偏差

程度、原因，就能一起進步。

跳脫國內的框架，國際上這個驗證領域被承認、指

定的頂尖實驗室目前共有九間，這幾間實驗室在新

型太陽能電池技術的產業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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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它們最常做的就是相互比對，將相同的樣品異

地驗證多次，以共同確保地表上量測結果的一致

性。2021年五月初，為加速驗證結果的審查以登

錄新世界紀錄，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聯合研發的有

機薄膜太陽能微型模組，於中央大學優先完成驗證

後，另送至位於義大利的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

驗室（JRC-ESTI）進行再次確認，雙方所得數據

幾乎完美重合，可見臺灣也能做到和世界上少數幾

間被國際承認的實驗室並駕齊驅。吳春桂主任與陳

家原助理教授共同表示：「我們正在努力成為世界

上第十間被承認與指定的實驗室。」

在樣品來往送驗、比對的途中，除了海內外手續繁

瑣，更有可能出現意外損壞，導致驗證結果失真，

甚至無法執行量測。疫情之前，派員親自運送肯定

是最妥善的方式，但疫情期間只能透過寄送傳遞樣

品，須承擔高度風險，若是未來能在臺灣即被承

認，便可免除在運送過程中產生的風險與加速頂尖

成果的發表。有著如此清晰的努力目標和為臺灣產

學研單位佈下的願景，相信這間力爭上游的實驗

室，未來將不再如此孤獨，成為人盡皆知的臺灣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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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國立中央大學科二館，一間寬敞而清涼的實

驗室獨自安坐在側。這裡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得

國際認證的PV校正實驗室－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

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RCNPV）麾下的太陽能電

池效率驗證實驗室。自2017年起，該實驗室依循

準確、公正和追求一致性的品質政策，取得了

ISO/IEC 17025認證，也被賦予了相當的使命：依

據國際標準提供高精準與高信賴度的太陽能電池及

微型模組性能參數校正評價結果予客戶，以及提高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國際知名度。然而，

這些生難字詞注定了這間實驗室獨自負重前行、鮮

少被外人理解的命運。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顧名思義，是可將光能轉換為

電能的裝置，坊間最在意的就是光轉換成電的效

率，而效率驗證實驗室的存在，就是為了確認光電

轉換效率的準確性，一旦確認效率高於既有的紀

錄 ， 便 能 協 助 登 上 太 陽 能 電 池 技 術 領 域 雜 誌

《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Research and Appli-

cations》中的國際權威報導─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

緣起於2009年，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室

的規劃案第一次在國科會（現科技部）被提出，當

時的吳春桂教授－也就是現在的實驗室主任，因染

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相關研究做得出色，爭取到了這

個科技部大型專案計畫，三年後的 2012年，包含

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PVEVL）的RCNPV

完成基礎設備建置，其中PVEVL核心設備包括高近

似型太陽光模擬器、光譜響應量測系統、由日本

AIST校正的一級標準電池、標準光源等，時至今

日整套系統仍是臺灣最好的設備。PVEVL實驗室在

2017年取得 ISO/IEC 17025 校正實驗室的國際認

證，目前已通過認證延展至2023年。當實驗室主

任吳春桂教授提起：「我們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

得 ISO/IEC 17025認證的太陽能電池校正實驗室，

要維護起來，真的不太容易。」雖然是甘苦談，臉

上卻掩藏不住笑意，像看著拉拔多年的孩子已成氣

候的慈祥母親。

在負責實驗室作業的陳家原助理教授努力之下，

PVEVL實驗室不止協助評測，也參與研發。2021年

五月，與位速科技（Ways Tech）聯合研發的有機太

陽能電池微型模組（OPV mini-module）創下國際

公認的新世界紀錄－光電轉換率高達13.6%－並登

上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這次登上權威報

導的微型模組，正是可以開始投入實際應用的尺

寸，接近大規模商業化的技術先有了，便能著手拓

展應用範疇，最後轉變為物美價廉的產品，其商業

價值不容小覷。近六、七年間，新世代光驅動電池

技術有突破性的進展，其中有機薄膜與鈣鈦礦微小

電池的最高轉換率已分別達到18.2%及25.5%，後

者已與傳統矽晶電池不相上下，因此願意投入新世

代光驅動電池模組技術的企業不在少數，國內外都

有，目前各國均朝著「同步提高光電轉換效率與面

積」的目標而努力。科技部正是在十多年前就看準

了這點，伸出了橄欖枝，希望國內各界技術能進一

步整合，因此設立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實驗

室，中央大學也以實驗室為基礎，建立了研究中心

（RCNPV），希望經由服務學界及業界來促進新

世代光驅動電池的商業化。

回到PVEVL實驗室的重要任務－太陽能電池的效率

驗證，實驗室有對外開放量測服務，在有預約的狀

況下，委託人可以送樣品確認性能。實驗室負責人

陳家原助理教授表示：「設備之外也需要人才」。

由於執行面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驗證實驗室長期

以來都是陳教授孤身一人負責研發量測技術，與親

自著手驗證各單位委託的太陽能電池，陳教授解釋

道：做產品會需要很多人才，而驗證是個比較特別

的技術，相對不需要那麼多跨領域背景知識，但其

過程繁複，需要上很多的課、投入很多經費和時

間，也必須背負著不能出錯的壓力，光是培育一人

就很困難，因此，長期下來，實驗室的驗證技術開

發與服務一直處於只有一人執行，其他人協助文書

來維持這個組織的辛勞狀態。

回顧2015年，臺灣曾舉辦了首次大規模光驅動電

池的同儕比對活動，參與實驗室總數為22，執行

方式是將相同電池送至不同實驗室進行量測，以確

實了解各實驗室量測結果的偏差程度，在取得比對

結果後即可進一步分析量測結果偏差的主因，以提

出關於效率量測的建議，與提供訓練課程和驗證服

務，希望藉此能提高國內整體效率評價結果的準確

性；然而，當年的標準測試條件（STC）－也就是

在標準太陽光照射下，國內各間實驗室的光電轉換

效率量測比對最大偏差有54%，室內弱光條件

（T5；照度為600 lx）－也就是仿照使用螢光燈管

的室內環境，最大偏差更是達到了152%，顯示國

內技術不同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陳家原教授

解釋：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量測電池元件的操

作看似很簡單，卻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所以不同

實驗室才會出現很多差異，特別是新型的電池技術

的特性有別於傳統矽基電池，會需要因應其特性額

外調整量測方法，這也是為何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性

能量測的準確性會如此地重要，大家一起檢討偏差

程度、原因，就能一起進步。

跳脫國內的框架，國際上這個驗證領域被承認、指

定的頂尖實驗室目前共有九間，這幾間實驗室在新

型太陽能電池技術的產業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它們最常做的就是相互比對，將相同的樣品異

地驗證多次，以共同確保地表上量測結果的一致

性。2021年五月初，為加速驗證結果的審查以登

錄新世界紀錄，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聯合研發的有

機薄膜太陽能微型模組，於中央大學優先完成驗證

後，另送至位於義大利的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

驗室（JRC-ESTI）進行再次確認，雙方所得數據

幾乎完美重合，可見臺灣也能做到和世界上少數幾

間被國際承認的實驗室並駕齊驅。吳春桂主任與陳

家原助理教授共同表示：「我們正在努力成為世界

上第十間被承認與指定的實驗室。」

在樣品來往送驗、比對的途中，除了海內外手續繁

瑣，更有可能出現意外損壞，導致驗證結果失真，

甚至無法執行量測。疫情之前，派員親自運送肯定

是最妥善的方式，但疫情期間只能透過寄送傳遞樣

品，須承擔高度風險，若是未來能在臺灣即被承

認，便可免除在運送過程中產生的風險與加速頂尖

成果的發表。有著如此清晰的努力目標和為臺灣產

學研單位佈下的願景，相信這間力爭上游的實驗

室，未來將不再如此孤獨，成為人盡皆知的臺灣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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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實驗室使用的一級校正標準太陽能電池(例)



撰稿│Stella Y.T. Sun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中央大學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與位速科

技（Ways Tech）聯合研發的有機太陽能電池微型

模組（OPV mini-module）於2021年五月，創下

國際認證的新世界紀錄－光電轉換率高達13.6%－

並登上權威雜誌《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成為該雜誌創刊28年來，首個研發成果被收錄於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的臺灣產學聯合研究

團隊。

此次受到國際矚目的有機薄膜光伏技術（OPV, 

Organic Thin-Film Photovoltaics），與染料敏化

太陽能電池（DSC,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和鈣鈦礦太陽能電池（Perovskite Solar Cells）三

者被稱為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技術的代表，由於其製

程對比於傳統結晶矽太陽能電池而言十分節能減

碳，且電池能達到多彩性和可撓曲性，未來的民生

應用與商業價值，不可估量。以核心材料研發而

言，臺灣在上述三種技術領域皆有非常傑出的學術

研究成果，尤其是新技術代表中的染料敏化和有機

薄膜，其研發實際上從90年代就開始了，這也奠

定了臺灣發展鈣鈦礦新技術的基礎。依據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各類太陽能電池技術可依

作用面積的大小區分為微小裝置（Tiny device）、

元件（Cell）、微型模組（mini-module）、次模

組（sub-module）、模組（Module）；本次創

下光電轉換效率新世界紀錄的微型模組，正是可以

開始投入實際應用的尺寸，透過研發經驗的持續累

積與精進，未來更大尺寸的商業化成品令人期待。

中 央 大 學 新 世 代 光 驅 動 電 池 模 組 研 究 中 心

（RCNPV）麾下的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

（PVEVL）於2017年取得 ISO/IEC 17025 校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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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室的國際認證，並已通過認證延展至2023年，

是目前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得認證的PV校正實驗

室，且研究中心不單以實驗室來協助各產、學、研

單位驗證電池效能，所有研究人員也持續積極參與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的製程技術研發。現今已投

入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技術的企業包羅海內外，

各界都朝著同步提高光電轉換效率與面積的目標而

努力，科技部也正是在十多年前就看準了這點，伸

出了橄欖枝，希望國內的頂尖材料與製程技術研發

能進一步整合，因此設立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

測實驗室，中央大學也以實驗室為核心基礎，建立

了RCNPV，希望促進新世代光驅動電池的商業

化，十年耕耘，現已邁進關鍵一步。

2021年五月，為加速驗證結果的審查以登錄新世

界紀錄，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聯合研發的有機薄膜

太陽能微型模組，於中央大學優先完成驗證後，另

送至位於義大利的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驗室

（JRC-ESTI）進行再次確認，雙方所得數據高度

重合（見圖2），可見中央大學太陽能電池效率驗

證實驗室（PVEVL）的技術能力已近乎和世界上

少數幾間全球認可的權威實驗室並駕齊驅。展望未

來，實驗室也正朝著成為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認可指定實驗室的目標邁進，以提高研發

成果的國際能見度，如此不僅免除了國內PV研究

者在運送樣品過程中需承擔的風險和成本，更能造

福台灣、甚至鄰近國家的產學研單位，成為台灣科

技業接軌國際的橋樑。

有機太陽能電池微型模組
國際認證的新紀錄
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集團攜手改寫光電轉換效率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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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位速科技研發之有機太陽能電池微型模組 (陳家原助理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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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Ways Tech）聯合研發的有機太陽能電池微型

模組（OPV mini-module）於2021年五月，創下

國際認證的新世界紀錄－光電轉換率高達13.6%－

並登上權威雜誌《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成為該雜誌創刊28年來，首個研發成果被收錄於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的臺灣產學聯合研究

團隊。

此次受到國際矚目的有機薄膜光伏技術（OPV, 

Organic Thin-Film Photovoltaics），與染料敏化

太陽能電池（DSC,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和鈣鈦礦太陽能電池（Perovskite Solar Cells）三

者被稱為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技術的代表，由於其製

程對比於傳統結晶矽太陽能電池而言十分節能減

碳，且電池能達到多彩性和可撓曲性，未來的民生

應用與商業價值，不可估量。以核心材料研發而

言，臺灣在上述三種技術領域皆有非常傑出的學術

研究成果，尤其是新技術代表中的染料敏化和有機

薄膜，其研發實際上從90年代就開始了，這也奠

定了臺灣發展鈣鈦礦新技術的基礎。依據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各類太陽能電池技術可依

作用面積的大小區分為微小裝置（Tiny device）、

元件（Cell）、微型模組（mini-module）、次模

組（sub-module）、模組（Module）；本次創

下光電轉換效率新世界紀錄的微型模組，正是可以

開始投入實際應用的尺寸，透過研發經驗的持續累

積與精進，未來更大尺寸的商業化成品令人期待。

中 央 大 學 新 世 代 光 驅 動 電 池 模 組 研 究 中 心

（RCNPV）麾下的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

（PVEVL）於2017年取得 ISO/IEC 17025 校正實

驗室的國際認證，並已通過認證延展至2023年，

是目前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得認證的PV校正實驗

室，且研究中心不單以實驗室來協助各產、學、研

單位驗證電池效能，所有研究人員也持續積極參與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的製程技術研發。現今已投

入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技術的企業包羅海內外，

各界都朝著同步提高光電轉換效率與面積的目標而

努力，科技部也正是在十多年前就看準了這點，伸

出了橄欖枝，希望國內的頂尖材料與製程技術研發

能進一步整合，因此設立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量

測實驗室，中央大學也以實驗室為核心基礎，建立

了RCNPV，希望促進新世代光驅動電池的商業

化，十年耕耘，現已邁進關鍵一步。

2021年五月，為加速驗證結果的審查以登錄新世

界紀錄，中央大學與位速科技聯合研發的有機薄膜

太陽能微型模組，於中央大學優先完成驗證後，另

送至位於義大利的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驗室

（JRC-ESTI）進行再次確認，雙方所得數據高度

重合（見圖2），可見中央大學太陽能電池效率驗

證實驗室（PVEVL）的技術能力已近乎和世界上

少數幾間全球認可的權威實驗室並駕齊驅。展望未

來，實驗室也正朝著成為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認可指定實驗室的目標邁進，以提高研發

成果的國際能見度，如此不僅免除了國內PV研究

者在運送樣品過程中需承擔的風險和成本，更能造

福台灣、甚至鄰近國家的產學研單位，成為台灣科

技業接軌國際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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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央大學太陽能電池效率驗證實驗室（PVEVL）與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光伏實驗室（JRC-ESTI）驗證數據比較
圖 (陳家原助理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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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鈣鈦礦雷射瓶頸
邁向全光化積體電路新里程

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臺灣半導體及晶片設計技術舉世聞名，相關基礎研
究成果也不遑多讓。由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暨光電
系賴建智教授領銜主導，與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馬
遠榮教授、國立海洋大學光電系羅家堯教授、洛杉
磯加大（UCLA）電機系劉佳名教授組成的研究團
隊，首創以太陽能材料開發出低成本、極低耗能的
雷射元件，未來將有機會與半導體積體電路整合，
為台灣積體光學晶片帶來新的突破。
───────────────────────────────

積體「光」路－IC產業下一片藍海

即使你不認識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

也一定熟悉它的應用，從日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到快速發展的物聯網、人工智慧、5G

等，都與IC息息相關。目前IC多是運用電子來傳輸

訊號、進行運算，然而，電子傳輸速度與效能終有

極限，加上綠色能源意識抬頭，相關產業與學界紛

紛另闢「光」徑，轉向以能乘載頻寬更寬、傳輸速

度更快的「光路」，取代電路的可能。

鈣鈦礦，便是賴建智教授團隊所相中的太陽能材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圖1│由研究測得之結果 (a) 雷射輸出光譜；(b) 雷射輸出效率；(c) 雷射元件穩定度 顯示單晶光纖/鈣鈦礦雷射效能之突破。
（賴建智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料。鈣鈦礦是一種發光材料，具易合成、良好光電

特性、發光效率高且可調性佳等優點，為下世代全

光化積體電路發展的重要目標。然而，鈣鈦礦有許

多缺點尚待克服。例如：鈣鈦礦只要接觸水與空氣

（氧）就會劣化，相對不穩定；再者，使用鈣鈦礦

材料的雷射元件散熱性差，僅能在低溫運作、十分

耗能，且與室溫操作的全光化積體電路難以相容；

加上多數鈣鈦礦雷射都仰賴昂貴的脈衝雷射驅動，

雷射效能低落，若要與IC整合，成本亦十分可觀。

面對這些挑戰，賴建智教授團隊歷經兩年研究找到

關鍵技術，克服上述難題。

全球首創塗佈製程，突破科學瓶頸

為整合鈣鈦礦與光纖平台，研究團隊因應光纖圓柱

狀的特殊結構，以塗佈、浸潤製程，將奈米級鈣鈦

礦披覆在具原子級平整表面的單晶光纖，並解開單

晶光纖高導熱係數以及兼具微型共振腔等特性，非

但克服鈣鈦礦散路不佳的問題，更顛覆必要脈衝雷

射驅動的認知，突破科學界多年來的瓶頸，實現能

室溫下極低耗能的太陽能材料雷射，達到低成本、

易開發、可量產之目標。

儘管雷射體積縮小至比人類頭髮直徑還細小的單晶

光纖，效能卻不減反增。研究顯示，室溫下鈣鈦礦

雷射輸出轉換效率為3%，雷射元件穩定度也從以

往的數分鐘到1小時提升至3.5小時。該研究成果也

於今（110）年2月登上國際頂尖期刊《先進材

料》（Advance Materials）。

開創先機、放眼未來

達到像半導體雷射一樣用電激發，是全光化積體電

路的最終目標，該技術在研發階段的亮眼表現，是

目前全球最接近電激發的研究。賴建智信心表示，

未來透過調整鈣鈦礦材料的元素組成比例，便可輸

出不同波段的光纖雷射，具客製化彈性，提升跨領

域應用的可能性。該研究成果不僅彰顯臺灣基礎研

究能量豐沛、雷射技術領先全球，更具掌握時代趨

勢之遠見，滿足IC產業重視節能、微小化趨勢，加

速未來積體光學晶片的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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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半導體及晶片設計技術舉世聞名，相關基礎研
究成果也不遑多讓。由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暨光電
系賴建智教授領銜主導，與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馬
遠榮教授、國立海洋大學光電系羅家堯教授、洛杉
磯加大（UCLA）電機系劉佳名教授組成的研究團
隊，首創以太陽能材料開發出低成本、極低耗能的
雷射元件，未來將有機會與半導體積體電路整合，
為台灣積體光學晶片帶來新的突破。
───────────────────────────────

積體「光」路－IC產業下一片藍海

即使你不認識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

也一定熟悉它的應用，從日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到快速發展的物聯網、人工智慧、5G

等，都與IC息息相關。目前IC多是運用電子來傳輸

訊號、進行運算，然而，電子傳輸速度與效能終有

極限，加上綠色能源意識抬頭，相關產業與學界紛

紛另闢「光」徑，轉向以能乘載頻寬更寬、傳輸速

度更快的「光路」，取代電路的可能。

鈣鈦礦，便是賴建智教授團隊所相中的太陽能材

料。鈣鈦礦是一種發光材料，具易合成、良好光電

特性、發光效率高且可調性佳等優點，為下世代全

光化積體電路發展的重要目標。然而，鈣鈦礦有許

多缺點尚待克服。例如：鈣鈦礦只要接觸水與空氣

（氧）就會劣化，相對不穩定；再者，使用鈣鈦礦

材料的雷射元件散熱性差，僅能在低溫運作、十分

耗能，且與室溫操作的全光化積體電路難以相容；

加上多數鈣鈦礦雷射都仰賴昂貴的脈衝雷射驅動，

雷射效能低落，若要與IC整合，成本亦十分可觀。

面對這些挑戰，賴建智教授團隊歷經兩年研究找到

關鍵技術，克服上述難題。

全球首創塗佈製程，突破科學瓶頸

為整合鈣鈦礦與光纖平台，研究團隊因應光纖圓柱

狀的特殊結構，以塗佈、浸潤製程，將奈米級鈣鈦

礦披覆在具原子級平整表面的單晶光纖，並解開單

晶光纖高導熱係數以及兼具微型共振腔等特性，非

但克服鈣鈦礦散路不佳的問題，更顛覆必要脈衝雷

射驅動的認知，突破科學界多年來的瓶頸，實現能

室溫下極低耗能的太陽能材料雷射，達到低成本、

易開發、可量產之目標。

儘管雷射體積縮小至比人類頭髮直徑還細小的單晶

光纖，效能卻不減反增。研究顯示，室溫下鈣鈦礦

雷射輸出轉換效率為3%，雷射元件穩定度也從以

往的數分鐘到1小時提升至3.5小時。該研究成果也

於今（110）年2月登上國際頂尖期刊《先進材

料》（Advance Materials）。

開創先機、放眼未來

達到像半導體雷射一樣用電激發，是全光化積體電

路的最終目標，該技術在研發階段的亮眼表現，是

目前全球最接近電激發的研究。賴建智信心表示，

未來透過調整鈣鈦礦材料的元素組成比例，便可輸

出不同波段的光纖雷射，具客製化彈性，提升跨領

域應用的可能性。該研究成果不僅彰顯臺灣基礎研

究能量豐沛、雷射技術領先全球，更具掌握時代趨

勢之遠見，滿足IC產業重視節能、微小化趨勢，加

速未來積體光學晶片的發展與應用。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

臺灣半導體及晶片設計技術舉世聞名，相關基礎研
究成果也不遑多讓。由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暨光電
系賴建智教授領銜主導，與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馬
遠榮教授、國立海洋大學光電系羅家堯教授、洛杉
磯加大（UCLA）電機系劉佳名教授組成的研究團
隊，首創以太陽能材料開發出低成本、極低耗能的
雷射元件，未來將有機會與半導體積體電路整合，
為台灣積體光學晶片帶來新的突破。
───────────────────────────────

積體「光」路－IC產業下一片藍海

即使你不認識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

也一定熟悉它的應用，從日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到快速發展的物聯網、人工智慧、5G

等，都與IC息息相關。目前IC多是運用電子來傳輸

訊號、進行運算，然而，電子傳輸速度與效能終有

極限，加上綠色能源意識抬頭，相關產業與學界紛

紛另闢「光」徑，轉向以能乘載頻寬更寬、傳輸速

度更快的「光路」，取代電路的可能。

鈣鈦礦，便是賴建智教授團隊所相中的太陽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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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鈣鈦礦是一種發光材料，具易合成、良好光電

特性、發光效率高且可調性佳等優點，為下世代全

光化積體電路發展的重要目標。然而，鈣鈦礦有許

多缺點尚待克服。例如：鈣鈦礦只要接觸水與空氣

（氧）就會劣化，相對不穩定；再者，使用鈣鈦礦

材料的雷射元件散熱性差，僅能在低溫運作、十分

耗能，且與室溫操作的全光化積體電路難以相容；

加上多數鈣鈦礦雷射都仰賴昂貴的脈衝雷射驅動，

雷射效能低落，若要與IC整合，成本亦十分可觀。

面對這些挑戰，賴建智教授團隊歷經兩年研究找到

關鍵技術，克服上述難題。

全球首創塗佈製程，突破科學瓶頸

為整合鈣鈦礦與光纖平台，研究團隊因應光纖圓柱

狀的特殊結構，以塗佈、浸潤製程，將奈米級鈣鈦

礦披覆在具原子級平整表面的單晶光纖，並解開單

晶光纖高導熱係數以及兼具微型共振腔等特性，非

但克服鈣鈦礦散路不佳的問題，更顛覆必要脈衝雷

射驅動的認知，突破科學界多年來的瓶頸，實現能

室溫下極低耗能的太陽能材料雷射，達到低成本、

易開發、可量產之目標。

儘管雷射體積縮小至比人類頭髮直徑還細小的單晶

光纖，效能卻不減反增。研究顯示，室溫下鈣鈦礦

雷射輸出轉換效率為3%，雷射元件穩定度也從以

往的數分鐘到1小時提升至3.5小時。該研究成果也

於今（110）年2月登上國際頂尖期刊《先進材

料》（Advance Materials）。

開創先機、放眼未來

達到像半導體雷射一樣用電激發，是全光化積體電

路的最終目標，該技術在研發階段的亮眼表現，是

目前全球最接近電激發的研究。賴建智信心表示，

未來透過調整鈣鈦礦材料的元素組成比例，便可輸

出不同波段的光纖雷射，具客製化彈性，提升跨領

域應用的可能性。該研究成果不僅彰顯臺灣基礎研

究能量豐沛、雷射技術領先全球，更具掌握時代趨

勢之遠見，滿足IC產業重視節能、微小化趨勢，加

速未來積體光學晶片的發展與應用。

以奈米技術善用「基因剪刀」
提升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遞送效率

撰稿│張鳳吟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中興大學化學系李進發終身特聘教授兼系主任，與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前奈米中心(CNSI)

主任Paul S. Weiss教授、分子藥理所曾憲榮教授組

成 的 前 瞻 研 究 團 隊 ， 利 用 奈 米 技 術 大 幅 改 善

CRISPR / Cas9基因編輯系統對於標靶細胞的遞送

效率。該技術將提供遺傳疾病患者臨床治療的解決

方 案 ， 成 果 於 6 月 發 表 在 國 際 權 威 期 刊

《Small》。

 

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法籍微生物學家、生

化學家艾曼紐爾‧夏本提爾(Emmanuella Charpen-

tier)與美籍生化學家珍妮佛 ‧ 道納(Jennifer Doud-

na)，以表彰她們對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發

展的貢獻。CRISPR全名為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常間回

文重複序列叢集)，是存於細菌的一種基因，在

1987年由日本科學家從大腸桿菌的基因體中發

現。這組基因有某一小段DNA會一直重複，重複

片段間有一樣長的間隔(Spacer)，儲存曾經攻擊該

細菌的病毒DNA片段，當病毒再次入侵時，細菌

可以依此辨識病毒給予反擊。

細菌的反擊工具為一種可以切割病毒DNA的Cas9

內切酶，細菌以CRISPR的舊病毒DNA片段為模

板，打造一個互補的引導RNA(guide RNA，

gRNA)，Cas9透過gRNA辨識出曾入侵的病毒，

將其DNA切斷，因此它又稱為「基因剪刀」。

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即是受細菌這種免疫

圖1│超分子奈米基底遞送(supramolecular nanosubstrate-mediated delivery)策略應用於 (a)基因破壞(gene disruption) 與 (b) 基
因刪除(gene deletion) 兩種基因編輯示意圖。（李進發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機制所啟發：在實驗室打造特定gRNA，與Cas9

結合成Cas9 ‧ gRNA複合體，送進細胞，Cas9依據

gRNA便能在基因組對應的特定位置，將有問題的

DNA去除，DNA隨即啟動修復機制完成基因編

輯。

李進發教授表示，迅速有效的CRISPR / Cas9基因

編輯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基礎研究、生技產品開發及

醫學研究，然而脱靶(off target)效應及遞送工具的

選擇是此技術急需突破的主要關鍵。脫靶效應來自

於基因剪刀未必在正確的標的位置上裁切，一旦切

錯位置，將造成難以預測的副作用，影響CRISPR

技術在基因疾病治療臨床應用的發展。另外是遞送

工具的選擇，目前CRISPR / Cas9系統主要仰賴病

毒載體遞送至細胞，但病毒載體受限於包裝量能與

安全考量，讓一些科學家開始致力於非病毒載體的

開發(包含脂質、高分子與奈米粒子)，由於運載的

Cas9重量為160 kDa，因此發展高效遞送策略的

載體是該領域的重要前沿研究。

 

李進發教授與跨國團隊，受到已有的基底媒介遞送

(substrate-mediated delivery)方法的啟發，結合

之前發展的超分子奈米粒子自組裝(self-assem-

bled)技術，開發出一套超分子奈米基底媒介的遞

送策略(supramolecular nanosubstrate-mediat-

ed delivery)來增進超分子奈米粒子載體的遞送效

率。其中，Cas9 ‧ sgRNA(single-guide RNA)複合

體以自組裝包入奈米超分子內，奈米基底是由與超

分子具相同接枝(graft)材料的奈米線組成，透過分

子辨識與自組裝效應，超分子奈米顆粒聚集在奈米

線，細胞放在奈米基底上，細胞膜與奈米線接觸產

生瞬間的缺陷，增加了細胞內對超分子的攝取，達

到提升遞送效率的成效。由於非病毒載體Cas9 ‧ 

sgRNA複合體的遞送跳過基因轉譯的過程，具有

快速基因編輯的優勢，因此減少脫靶的行為。

研究團隊將這個策略成功應用在兩種基因編輯型

式：基因破壞(gene disruption)與基因刪除(gene 

deletion)(圖1)，其中後者利用遞送兩種sgRNA的

超分子奈米粒子，高效率剪輯一大段肌肉萎縮蛋白

(dystrophin)的基因，隨後DNA透過非同源性末端

接合途徑(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

修復，提供遺傳疾病裘馨式肌肉失養症(DMD)一

個臨床解方，這也是文獻中使用非病毒載體最長的

基因刪除紀錄。團隊未來的研究將專注在遞送包含

DNA質體與mRNA的CRISPR/Cas9系統，以修正

突變的基因，擴展能處理的疾病類型。團隊也計畫

開發可移植進入標靶組織的奈米基底，開拓活生物

體內應用的可能性。

此研究透過分子辨識技術，促進超分子奈米顆粒聚

集於奈米線，確保CRISPR / Cas9系統進行基因編

輯的效率，同時也降低脫靶效應。此一研究成果不

僅在為治療基因遺傳疾病提供革命性的新思路及新

希望外，由於在基礎醫學、藥理學、生物學、以及

農業科技等相關領域上均能被廣泛應用的潛力，備

受國際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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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半導體及晶片設計技術舉世聞名，相關基礎研
究成果也不遑多讓。由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暨光電
系賴建智教授領銜主導，與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馬
遠榮教授、國立海洋大學光電系羅家堯教授、洛杉
磯加大（UCLA）電機系劉佳名教授組成的研究團
隊，首創以太陽能材料開發出低成本、極低耗能的
雷射元件，未來將有機會與半導體積體電路整合，
為台灣積體光學晶片帶來新的突破。
───────────────────────────────

積體「光」路－IC產業下一片藍海

即使你不認識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

也一定熟悉它的應用，從日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到快速發展的物聯網、人工智慧、5G

等，都與IC息息相關。目前IC多是運用電子來傳輸

訊號、進行運算，然而，電子傳輸速度與效能終有

極限，加上綠色能源意識抬頭，相關產業與學界紛

紛另闢「光」徑，轉向以能乘載頻寬更寬、傳輸速

度更快的「光路」，取代電路的可能。

鈣鈦礦，便是賴建智教授團隊所相中的太陽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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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鈣鈦礦是一種發光材料，具易合成、良好光電

特性、發光效率高且可調性佳等優點，為下世代全

光化積體電路發展的重要目標。然而，鈣鈦礦有許

多缺點尚待克服。例如：鈣鈦礦只要接觸水與空氣

（氧）就會劣化，相對不穩定；再者，使用鈣鈦礦

材料的雷射元件散熱性差，僅能在低溫運作、十分

耗能，且與室溫操作的全光化積體電路難以相容；

加上多數鈣鈦礦雷射都仰賴昂貴的脈衝雷射驅動，

雷射效能低落，若要與IC整合，成本亦十分可觀。

面對這些挑戰，賴建智教授團隊歷經兩年研究找到

關鍵技術，克服上述難題。

全球首創塗佈製程，突破科學瓶頸

為整合鈣鈦礦與光纖平台，研究團隊因應光纖圓柱

狀的特殊結構，以塗佈、浸潤製程，將奈米級鈣鈦

礦披覆在具原子級平整表面的單晶光纖，並解開單

晶光纖高導熱係數以及兼具微型共振腔等特性，非

但克服鈣鈦礦散路不佳的問題，更顛覆必要脈衝雷

射驅動的認知，突破科學界多年來的瓶頸，實現能

室溫下極低耗能的太陽能材料雷射，達到低成本、

易開發、可量產之目標。

儘管雷射體積縮小至比人類頭髮直徑還細小的單晶

光纖，效能卻不減反增。研究顯示，室溫下鈣鈦礦

雷射輸出轉換效率為3%，雷射元件穩定度也從以

往的數分鐘到1小時提升至3.5小時。該研究成果也

於今（110）年2月登上國際頂尖期刊《先進材

料》（Advance Materials）。

開創先機、放眼未來

達到像半導體雷射一樣用電激發，是全光化積體電

路的最終目標，該技術在研發階段的亮眼表現，是

目前全球最接近電激發的研究。賴建智信心表示，

未來透過調整鈣鈦礦材料的元素組成比例，便可輸

出不同波段的光纖雷射，具客製化彈性，提升跨領

域應用的可能性。該研究成果不僅彰顯臺灣基礎研

究能量豐沛、雷射技術領先全球，更具掌握時代趨

勢之遠見，滿足IC產業重視節能、微小化趨勢，加

速未來積體光學晶片的發展與應用。

中興大學化學系李進發終身特聘教授兼系主任，與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前奈米中心(CNSI)

主任Paul S. Weiss教授、分子藥理所曾憲榮教授組

成 的 前 瞻 研 究 團 隊 ， 利 用 奈 米 技 術 大 幅 改 善

CRISPR / Cas9基因編輯系統對於標靶細胞的遞送

效率。該技術將提供遺傳疾病患者臨床治療的解決

方 案 ， 成 果 於 6 月 發 表 在 國 際 權 威 期 刊

《Small》。

 

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法籍微生物學家、生

化學家艾曼紐爾‧夏本提爾(Emmanuella Charpen-

tier)與美籍生化學家珍妮佛 ‧ 道納(Jennifer Doud-

na)，以表彰她們對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發

展的貢獻。CRISPR全名為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常間回

文重複序列叢集)，是存於細菌的一種基因，在

1987年由日本科學家從大腸桿菌的基因體中發

現。這組基因有某一小段DNA會一直重複，重複

片段間有一樣長的間隔(Spacer)，儲存曾經攻擊該

細菌的病毒DNA片段，當病毒再次入侵時，細菌

可以依此辨識病毒給予反擊。

細菌的反擊工具為一種可以切割病毒DNA的Cas9

內切酶，細菌以CRISPR的舊病毒DNA片段為模

板，打造一個互補的引導RNA(guide RNA，

gRNA)，Cas9透過gRNA辨識出曾入侵的病毒，

將其DNA切斷，因此它又稱為「基因剪刀」。

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即是受細菌這種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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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發教授與跨國團隊，受到已有的基底媒介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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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孔蟲分析水質
FI Index在珊瑚礁保育的應用

撰稿│黃曉君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珊瑚礁為海洋生物提供棲地及食物，支持多樣性高

的生態系統，因而非常珍貴。可是氣候變化和人類

活動讓珊瑚礁的數目一直減少；因此，追蹤珊瑚礁

的健康狀態，避免牠們的數量繼續減少至為重要。

甚麼是FI Index？

Foraminifera in Reef Assessment and Monitor-

ing (FORAM) Index (FI Index) 正是一個用來監測

珊瑚礁健康狀態的工具，它利用底棲有孔蟲的不同

分類群的分佈作為指標，來分析水質是否適合珊瑚

礁的生長及復原。有孔蟲對海洋沉積物、重金屬污

染物、有機物及水質都非常敏感，某些類群對水質

的要求跟珊瑚礁很相似，而且在珊瑚礁的生態系統

中多樣性高，數量也多，因此很適合用來監測珊瑚

礁的生長[1]。除此以外，這個指標可靠性高且測

量方法簡單便宜，已經在澳洲大堡礁和巴西等地廣

泛應用[2, 3]。

刁曼島（Pulau Tioman）海域的有孔蟲調查

在2021年，海洋大學地球所的潘惠娟助理研究員

與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地質研究團隊合作發表了一

篇研究，他們在馬來西亞東岸，刁曼島的周圍海域

進行了有孔蟲的樣本採集，以調查該處的有孔蟲分

佈是否可以用作水質及珊瑚礁成長的指標[4]。

他們在刁曼島的東西岸根據不同的人類活動和開發

程度一共挑選了10個採集地，一共採集了30個標

本。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採集地點的FI值都大於

5，表示水質條件適合珊瑚礁的成長和康復。可是

有3個地點的FI值分別是2.8、3.0和3.6，其中包括

圖1│研究團隊在刁曼島東西岸根據人類活動以及開發程度，設立了共10個有孔蟲樣本採集地。（圖片來源：參考文獻[4]）

在海洋國家公園及碼頭附近，和在浮潛和潛水的遊

客勝地Tekek Bay附近的採集點；這些地方的水質只

能勉強支持珊瑚礁的生長，但不適合牠們的復原。

有孔蟲與環境因素的關聯

在主成分分析中，FI Index被證實可以用作水質是

否適合珊瑚礁生長的指標。FI Index與溶氧的含

量、酸鹼度、含鹽度以及水溫有正相關，與有機物

含量、細沙粒及泥漿含量則呈負相關。在典型相關

分析中，也反映溶氧的濃度、酸鹼度、含鹽度和有

機物含量對刁曼島的底棲有孔蟲的分佈影響最大。

不同生態區位的有孔蟲的數量會在不一樣的水質中

增長：伺機性和對環境壓力耐受性高的有孔蟲分類

群，如Ammonia, Elphidium和Bolivina會在受污

染、有機物含量高而溶氧量低的地方大幅增加數

量；而有共生體的有孔蟲，如Calcarina的數量與

溶氧量、含鹽度以及酸鹼度是有正相關的，因此會

在水質良好的地方大量繁殖。而且，在Calcarina

數量較多的Salang Bay也發現有較大片的珊瑚礁

生長[5]，由此也可以證明有孔蟲的分佈與水質是

否適合珊瑚生存息息相關。

FI Index的應用

大部分在刁曼島的採集點的FI Index都高於4，反

映水質適合珊瑚生長與復原，在東岸的採集點的FI 

Index更是大於5，代表在未來的白化事件中，這

些珊瑚礁很可能存活下來並康復。

可是，在西岸測量到的FI Index比較低，死掉的珊

瑚的比例也比較高[5]，顯示刁曼島西面的水質受

到海岸的開發、旅遊業和水上交通的負面影響。3

個FI Index低於4的採集點都是著名的潛水地，可

見這些活動增加了水中的有機物含量，令環境不適

合有共生體的有孔蟲生存，而讓耐受性高的類群的

數量增加。

FI Index的分析結果反映旅遊業對於水質的影響深

遠，刁曼島海洋國家公園的管理人員需要密切監測

水質較差的地點，重新考慮生態系統可以承受的遊

客數目，以確保不會進一步損害到珊瑚礁的健康。

從這次的研究中也證實FI Index的應用便宜而且與

水質有明顯相關，有助於珊瑚礁生長區域的水質分

析，在未來可以跟珊瑚礁健康生態指標一起應用，

以持續監測刁曼島珊瑚礁的健康狀況。這些指標也

同樣可以用於其他在馬來西亞附近的珊瑚礁生態系

統，以有效地保護珊瑚礁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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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掃描電子顯微鏡下的有孔蟲，1.h及1.i為有共生體的
Calcarina有孔蟲，2.a、2.b及2.e分別為伺機性和耐受性
高的Ammonia、Elphidium及Bolivina有孔蟲。（圖片來
源：參考文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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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海洋大學地球所的潘惠娟助理研究員

與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地質研究團隊合作發表了一

篇研究，他們在馬來西亞東岸，刁曼島的周圍海域

進行了有孔蟲的樣本採集，以調查該處的有孔蟲分

佈是否可以用作水質及珊瑚礁成長的指標[4]。

他們在刁曼島的東西岸根據不同的人類活動和開發

程度一共挑選了10個採集地，一共採集了30個標

本。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採集地點的FI值都大於

5，表示水質條件適合珊瑚礁的成長和康復。可是

有3個地點的FI值分別是2.8、3.0和3.6，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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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國家公園及碼頭附近，和在浮潛和潛水的遊

客勝地Tekek Bay附近的採集點；這些地方的水質只

能勉強支持珊瑚礁的生長，但不適合牠們的復原。

有孔蟲與環境因素的關聯

在主成分分析中，FI Index被證實可以用作水質是

否適合珊瑚礁生長的指標。FI Index與溶氧的含

量、酸鹼度、含鹽度以及水溫有正相關，與有機物

含量、細沙粒及泥漿含量則呈負相關。在典型相關

分析中，也反映溶氧的濃度、酸鹼度、含鹽度和有

機物含量對刁曼島的底棲有孔蟲的分佈影響最大。

不同生態區位的有孔蟲的數量會在不一樣的水質中

增長：伺機性和對環境壓力耐受性高的有孔蟲分類

群，如Ammonia, Elphidium和Bolivina會在受污

染、有機物含量高而溶氧量低的地方大幅增加數

量；而有共生體的有孔蟲，如Calcarina的數量與

溶氧量、含鹽度以及酸鹼度是有正相關的，因此會

在水質良好的地方大量繁殖。而且，在Calcarina

數量較多的Salang Bay也發現有較大片的珊瑚礁

生長[5]，由此也可以證明有孔蟲的分佈與水質是

否適合珊瑚生存息息相關。

FI Index的應用

大部分在刁曼島的採集點的FI Index都高於4，反

映水質適合珊瑚生長與復原，在東岸的採集點的FI 

Index更是大於5，代表在未來的白化事件中，這

些珊瑚礁很可能存活下來並康復。

可是，在西岸測量到的FI Index比較低，死掉的珊

瑚的比例也比較高[5]，顯示刁曼島西面的水質受

到海岸的開發、旅遊業和水上交通的負面影響。3

個FI Index低於4的採集點都是著名的潛水地，可

見這些活動增加了水中的有機物含量，令環境不適

合有共生體的有孔蟲生存，而讓耐受性高的類群的

數量增加。

FI Index的分析結果反映旅遊業對於水質的影響深

遠，刁曼島海洋國家公園的管理人員需要密切監測

水質較差的地點，重新考慮生態系統可以承受的遊

客數目，以確保不會進一步損害到珊瑚礁的健康。

從這次的研究中也證實FI Index的應用便宜而且與

水質有明顯相關，有助於珊瑚礁生長區域的水質分

析，在未來可以跟珊瑚礁健康生態指標一起應用，

以持續監測刁曼島珊瑚礁的健康狀況。這些指標也

同樣可以用於其他在馬來西亞附近的珊瑚礁生態系

統，以有效地保護珊瑚礁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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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幾何數學突破瓶頸
均曲率流(mean curvature flow)新發現

撰稿│陳宣豪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現代數學眾多流派中，有一主流專注研究微分流形

的幾何性質，稱為微分幾何(Differential geome-

try)，其與拓撲學、代數幾何及理論物理之間關係

密切。而一個有距離和角度概念的流形(Rieman-

nian manifold，黎曼流形)，從一點所對應的空間

與另一點所對應的空間之間轉換的和樂(Holono-

my，又稱完整)現象，意指向量繞圈平行移動回到

起點時會與原先相異，換句話說，在一個流形上讓

一個向量沿著一條封閉曲線平行移動一圈，並不一

定會回到原本的向量，這樣具有特殊和樂群的流形

從古至今便一直是微分幾何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而

這種沿著一曲線的連續地變化的概念，可以進一步

用來研究纖維叢(fiber bundle)的幾何。

現代微分幾何數學研究瓶頸

西元1950年M. Berger曾用代數方式將和樂所有的

可能進行分類，不過最後產出是一個清單列表，並

無具體成果，而後W. Ambrose和I. Singer發現和

樂與流形曲率的連結，接著西元1978年丘成桐

(S.-T. Yau)作了重大突破，證明了卡拉比–丘流形

(Calabi–Yau manifold)定理，因此後續15年中有

越來越多的構造出現，但遲遲未發現一般性的存在

定理。

除此之外，另一關鍵研究課題，便是理解特殊的和

樂群的流形之幾何性質，例如研究表面上的最短路

徑，或是其中的「肥皂泡面」(Minimal submani-

fold，極小子流形)。特殊和樂群流形因為結構群

的特殊性，自然具備一些平行旋量，因此1982年

R. Harvey和B. Lawson發現這些旋量可以用來刻劃

極小子流形，並反應出特殊和樂群的幾何性質。而

一個構造極小子流形的自然想法，便是沿著體積泛

函的梯度反方向去變形子流形，我們稱其為「均曲

率流」(mean curvature flow)。

臺大數學系「均曲率流」(mean curvature flow)
突破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蔡忠潤副教授團隊和王慕道教

授一同合作研究特殊和樂群流形，對主要的經典構

造進行均曲率流研究，希望藉此瞭解其中的極小子

流形，再透過極小子流形來對特殊和樂群有更深刻

的認識。事實上，這些幾何物件也在數學物理上扮

演重要角色，包含鏡對稱、M理論等。

蔡忠潤副教授指出，這些經典案例中都有其自身的

重要性：它們被認為是特殊和樂群在某種極限狀況

下的漸進行為。團隊目前已證明這些經典的構造

中，其極小子流形具唯一性，亦即所謂的整體剛

性；主要突破便是觀察到其幾何的「整體凸性」。

在研究團隊突破之前，數學界只知道它們具有局部

剛性，但現在進一步發現當中的極小子流形在均曲

流之下是穩定狀態，表示在經典例子中使用均曲率

流去變形子流形，在一些自然的初始情況下，整個

幾何流方程有長時間存在性；並且當時間趨向無限

大時，子流形會收斂到極小子流形。蔡忠潤副教授

對此表示，這是第一個關於特殊和樂群內均曲流的

研究結果。

未來臺灣大學數學系研究團隊將針對結果進一步深

入研究，其中一課題是針對有奇異點的特殊和樂群

流形研究；另一課題則是應用上述工具，探討一般

均曲流的穩定性。團隊期望未來能對這些幾何物

件、和它們在幾何流下的行為能有更深刻的發現與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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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和樂(holonomy)，向量繞行一圈回到起點後會與原
先不同。

圖2│卡拉比-丘(Calabi-Yau)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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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為海洋生物提供棲地及食物，支持多樣性高

的生態系統，因而非常珍貴。可是氣候變化和人類

活動讓珊瑚礁的數目一直減少；因此，追蹤珊瑚礁

的健康狀態，避免牠們的數量繼續減少至為重要。

甚麼是FI Index？

Foraminifera in Reef Assessment and Monitor-

ing (FORAM) Index (FI Index) 正是一個用來監測

珊瑚礁健康狀態的工具，它利用底棲有孔蟲的不同

分類群的分佈作為指標，來分析水質是否適合珊瑚

礁的生長及復原。有孔蟲對海洋沉積物、重金屬污

染物、有機物及水質都非常敏感，某些類群對水質

的要求跟珊瑚礁很相似，而且在珊瑚礁的生態系統

中多樣性高，數量也多，因此很適合用來監測珊瑚

礁的生長[1]。除此以外，這個指標可靠性高且測

量方法簡單便宜，已經在澳洲大堡礁和巴西等地廣

泛應用[2, 3]。

刁曼島（Pulau Tioman）海域的有孔蟲調查

在2021年，海洋大學地球所的潘惠娟助理研究員

與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地質研究團隊合作發表了一

篇研究，他們在馬來西亞東岸，刁曼島的周圍海域

進行了有孔蟲的樣本採集，以調查該處的有孔蟲分

佈是否可以用作水質及珊瑚礁成長的指標[4]。

他們在刁曼島的東西岸根據不同的人類活動和開發

程度一共挑選了10個採集地，一共採集了30個標

本。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採集地點的FI值都大於

5，表示水質條件適合珊瑚礁的成長和康復。可是

有3個地點的FI值分別是2.8、3.0和3.6，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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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國家公園及碼頭附近，和在浮潛和潛水的遊

客勝地Tekek Bay附近的採集點；這些地方的水質只

能勉強支持珊瑚礁的生長，但不適合牠們的復原。

有孔蟲與環境因素的關聯

在主成分分析中，FI Index被證實可以用作水質是

否適合珊瑚礁生長的指標。FI Index與溶氧的含

量、酸鹼度、含鹽度以及水溫有正相關，與有機物

含量、細沙粒及泥漿含量則呈負相關。在典型相關

分析中，也反映溶氧的濃度、酸鹼度、含鹽度和有

機物含量對刁曼島的底棲有孔蟲的分佈影響最大。

不同生態區位的有孔蟲的數量會在不一樣的水質中

增長：伺機性和對環境壓力耐受性高的有孔蟲分類

群，如Ammonia, Elphidium和Bolivina會在受污

染、有機物含量高而溶氧量低的地方大幅增加數

量；而有共生體的有孔蟲，如Calcarina的數量與

溶氧量、含鹽度以及酸鹼度是有正相關的，因此會

在水質良好的地方大量繁殖。而且，在Calcarina

數量較多的Salang Bay也發現有較大片的珊瑚礁

生長[5]，由此也可以證明有孔蟲的分佈與水質是

否適合珊瑚生存息息相關。

FI Index的應用

大部分在刁曼島的採集點的FI Index都高於4，反

映水質適合珊瑚生長與復原，在東岸的採集點的FI 

Index更是大於5，代表在未來的白化事件中，這

些珊瑚礁很可能存活下來並康復。

可是，在西岸測量到的FI Index比較低，死掉的珊

瑚的比例也比較高[5]，顯示刁曼島西面的水質受

到海岸的開發、旅遊業和水上交通的負面影響。3

個FI Index低於4的採集點都是著名的潛水地，可

見這些活動增加了水中的有機物含量，令環境不適

合有共生體的有孔蟲生存，而讓耐受性高的類群的

數量增加。

FI Index的分析結果反映旅遊業對於水質的影響深

遠，刁曼島海洋國家公園的管理人員需要密切監測

水質較差的地點，重新考慮生態系統可以承受的遊

客數目，以確保不會進一步損害到珊瑚礁的健康。

從這次的研究中也證實FI Index的應用便宜而且與

水質有明顯相關，有助於珊瑚礁生長區域的水質分

析，在未來可以跟珊瑚礁健康生態指標一起應用，

以持續監測刁曼島珊瑚礁的健康狀況。這些指標也

同樣可以用於其他在馬來西亞附近的珊瑚礁生態系

統，以有效地保護珊瑚礁的生長。

參考文獻
1. Hallock, P., et al., Foraminifera as bioindicators in 

coral reef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the FORAM 
index.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03. 81(1): p. 221-238.

2. Schueth, J.D. and T.D. Frank, Reef foraminifera as 
bioindicators of coral reef health: Low Isles Reef, 
northern Great Barrier Reef, Australia. The Journal of 
Foraminiferal Research, 2008. 38(1): p. 11-22.

3. Barbosa, C.F., et al., Foraminiferal assemblage and 
reef check census in coral reef health monitoring of 
East Brazilian margin. Marine Micropaleontology, 
2009. 73(1-2): p. 62-69.

4.  A’ziz, A.N.A., et al., Reef foraminifera as bioindica-
tors of coral reef health in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Scientific reports, 2021. 11(1): p. 1-13.

5. Shahbudin, S., et al., Current status of coral reefs in 
Tioman Island, Peninsular Malaysia. Turkish Journal 
of Zoology, 2017. 41(2): p. 294-305.

現代數學眾多流派中，有一主流專注研究微分流形

的幾何性質，稱為微分幾何(Differential geome-

try)，其與拓撲學、代數幾何及理論物理之間關係

密切。而一個有距離和角度概念的流形(Rieman-

nian manifold，黎曼流形)，從一點所對應的空間

與另一點所對應的空間之間轉換的和樂(Holono-

my，又稱完整)現象，意指向量繞圈平行移動回到

起點時會與原先相異，換句話說，在一個流形上讓

一個向量沿著一條封閉曲線平行移動一圈，並不一

定會回到原本的向量，這樣具有特殊和樂群的流形

從古至今便一直是微分幾何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而

這種沿著一曲線的連續地變化的概念，可以進一步

用來研究纖維叢(fiber bundle)的幾何。

現代微分幾何數學研究瓶頸

西元1950年M. Berger曾用代數方式將和樂所有的

可能進行分類，不過最後產出是一個清單列表，並

無具體成果，而後W. Ambrose和I. Singer發現和

樂與流形曲率的連結，接著西元1978年丘成桐

(S.-T. Yau)作了重大突破，證明了卡拉比–丘流形

(Calabi–Yau manifold)定理，因此後續15年中有

越來越多的構造出現，但遲遲未發現一般性的存在

定理。

除此之外，另一關鍵研究課題，便是理解特殊的和

樂群的流形之幾何性質，例如研究表面上的最短路

徑，或是其中的「肥皂泡面」(Minimal submani-

fold，極小子流形)。特殊和樂群流形因為結構群

的特殊性，自然具備一些平行旋量，因此1982年

R. Harvey和B. Lawson發現這些旋量可以用來刻劃

極小子流形，並反應出特殊和樂群的幾何性質。而

一個構造極小子流形的自然想法，便是沿著體積泛

函的梯度反方向去變形子流形，我們稱其為「均曲

率流」(mean curvature flow)。

臺大數學系「均曲率流」(mean curvature flow)
突破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蔡忠潤副教授團隊和王慕道教

授一同合作研究特殊和樂群流形，對主要的經典構

造進行均曲率流研究，希望藉此瞭解其中的極小子

流形，再透過極小子流形來對特殊和樂群有更深刻

的認識。事實上，這些幾何物件也在數學物理上扮

演重要角色，包含鏡對稱、M理論等。

蔡忠潤副教授指出，這些經典案例中都有其自身的

重要性：它們被認為是特殊和樂群在某種極限狀況

下的漸進行為。團隊目前已證明這些經典的構造

中，其極小子流形具唯一性，亦即所謂的整體剛

性；主要突破便是觀察到其幾何的「整體凸性」。

在研究團隊突破之前，數學界只知道它們具有局部

剛性，但現在進一步發現當中的極小子流形在均曲

流之下是穩定狀態，表示在經典例子中使用均曲率

流去變形子流形，在一些自然的初始情況下，整個

幾何流方程有長時間存在性；並且當時間趨向無限

大時，子流形會收斂到極小子流形。蔡忠潤副教授

對此表示，這是第一個關於特殊和樂群內均曲流的

研究結果。

未來臺灣大學數學系研究團隊將針對結果進一步深

入研究，其中一課題是針對有奇異點的特殊和樂群

流形研究；另一課題則是應用上述工具，探討一般

均曲流的穩定性。團隊期望未來能對這些幾何物

件、和它們在幾何流下的行為能有更深刻的發現與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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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a0-
ceec73-648a-4e57-a0a7-59ae586ff699



超級颱風、全球暖化、
跨領域研究與母職的碰撞及火花

專訪第14屆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得主林依依教授

採訪‧撰稿│陳睿純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如同夢遊仙境的愛麗絲，對於林依依特聘教授來
說，自然是複雜、優雅而精準的(Complex Elegance 
with Precision)。每一次更深入的探索就像是從布
簾後窺探著其中的奧妙。教授說能從事科學研究是
非常幸運的，是一種崇高的追求（It’s a noble 
pursuit.）。這次能夠獲得臺灣傑出女性科學家的
獎項，對於教授來說除了是肯定之外，她也感恩自
己能有機會研究這樣有趣的地球系統，並對於人類
社會有一些小小的貢獻。同時她希望能夠藉由這個
獎項，讓更多人知道身兼母職的科學家所遭遇的困
難，改善現在的環境、幫助與她有相同際遇的母親
們。
───────────────────────────────

大氣科學與跨領域研究

林依依教授表示，自己並非所謂「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的那種資優生，高中時因為不喜歡背誦，相形

之下對數理較有興趣。大學聯考考取臺大大氣系，

因緣際會進入了大氣科學領域，她樂在其中，認為

這是命運的安排。大學畢業後，來到劍橋大學，林

依依教授利用衛星遙測研究格陵蘭冰原（Greenland 

Ice Sheet）的變化。畢業時，正值歐洲遙感衛星升空

（European Remote-Sensing Satellite，ERS-1），

當時微波波段的衛星技術（microwave satellite）為

衛星遙測領域開啟了新的一個篇章。為了要離家近

一點，她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遙測中心擔任研究

員，投入當地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er，SAR）技術在海洋科學研究上的應用。

回臺後，林依依教授研究跨衛星遙測、大氣與海洋

科學三個領域，從熱帶氣旋與海洋的交互作用、碳

循環，到氣候以及全球暖化都有相當大的貢獻。利

用最新發展的衛星，林依依教授得以用以往無法取

得的資料做出新的解釋與研究。

在天氣尺度下，教授用衛星資料研究當熱帶氣旋遇

到海面下的暖渦時爆發性成長（Explosive or Rapid 

Intensification）的現象。過去重要的熱帶氣旋系

統，例如：2019年重創日本的超級颱風哈吉貝、

2005年卡翠納颶風、2008年造成緬甸13萬人死亡

的納吉斯氣旋皆是如此。在氣候尺度下，她利用衛

星測高儀研究太平洋年代際震盪（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所造成的暖水堆積對於熱帶氣旋強度

的影響，例如2013年西北太平洋有史以來最強的

超級颱風海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的。而在全

球暖化的尺度下，則探討由於大氣輻射影響造成海

洋上下層溫度變暖的速率不同，對於估計未來颱風

強度所造成的可能過度高估現象。林教授的研究也

跨及地球的生地化系統，例如研究火山爆發所產生

的火山灰與大氣氣膠對於碳循環以及地球系統所可

能產生的影響。林依依教授的研究多次發表於國際

頂尖的期刊，並受到國內外著名機構的報導，使臺

灣的研究能在國際上發光發亮。

選擇與挑戰

人生總會經歷過很多的困難與挑戰，教授認為擁有

平靜而勇敢的心，才能使我們順利通過考驗。而大

學時期有幸能成為基督徒，也使得她擁有心靈上的

依靠，更能堅強的接受每一次的挑戰。像是在劍橋

博士口試第一次沒有通過，她被告知必須再留半年

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畢業。這對正準備畢業的博士

生來講，無疑是晴天霹靂。父親鼓勵她，説這是一

件好事，如此才能因此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她也藉

由禱告，讓心情逐漸恢復平靜，繼續往前走。

面對選擇，林依依教授最常使用刪去法，但對於結

果，總是順其自然、相信上帝的帶領。憶起當時在

新加坡同為母職的同事們，為了繼續工作勢必得請

保姆，然而卻也因為擔心幼兒的安全，不得已常常

得在家裝設隱藏式攝影機。權衡之下，她決定放棄

新加坡一倍以上的薪水回到台灣。引用聖經「你要

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發出（箴言4:23）」教授鼓勵我們，人能掌握的

東西有限，我們在面臨選擇時，要有一顆篤定的

心，並且不要害怕。

科學研究與母職

許多時候媽媽科學家是身不由己的，尤其在孩子小

時候，每天都與時間賽跑。林依依教授想起過去為

了參與國外的學術會議，如果在歐美，都用最短時

間來回，如果是在亞洲（如日本、韓國、中國大

陸、香港等）的話常常當天來回，各方面承受了極

大的壓力。在過去，許多女性科學家為了身兼母

職，常迫於無奈而無法參與許多國際學術會議；現

在拜疫情所賜，多數的學術會議得以線上舉行，反

而給了許多媽媽科學家參與的機會，也能節省寶貴

的時間，並做更多研究，這種高效率的運作模式實

在太重要了！她認為這是一個轉變的契機，也希望

這樣的模式可以持續的發展與改進。

林依依教授表示，年輕女性在博士畢業的同時，亦

正值組成家庭以及育兒的年齡，並肩負生育的主要

責任[註1]。許多非常優秀的年輕女博士在學術研

究的這條路上，往往會因為育兒或家庭，不得不選

擇放棄這條路，「這是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在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領域，要培養一位年輕學者，往往

需要投入十年或以上的大量時間及資源，而 STEM

又是國家未來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女性學者中途放

棄是非常可惜的。教授期許未來臺灣學術界能提供

身為母職的年輕女性科研學者（如剛畢業的博士

生）更彈性的工作制度，例如一份可在家工作的兼

職工作，同時有嚴謹的學術績效考核以避免浮濫。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林教授也感慨，其實許多時候真正需要幫助的是一

些看不到卻默默掙扎、甚至放棄的族群，而不一定

是已經浮上檯面的。女性在專業上承擔一樣全套的

教學研究服務責任，同時還要兼顧傳統上身為母親

需要扮演的角色，照顧小孩及家庭，幾乎沒有什麼

時間休息，許多身心上的煎熬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

那麼簡單。如果可以透過創新的制度，適時提供相

對應的措施與協助，便能達到雙贏，並增加國家競

爭力。因此，她呼籲政府、學術界以及社會能對於

這個議題有更多的關注。

「不論是從事研究或是在家裡換尿布，都要相信自

己的眼光。」林依依教授鼓勵所有從事科學研究的

年輕女性們要對自己與正在做的事有信心。即使眼

前是因育兒階段等緣故而難以全力衝刺，但可將其

視為一種蟄伏，切勿沮喪放棄，畢竟「孩子總有一

天會長大！」她並認為「有宏觀與制高點的思維，

清楚現在該做的事並且做出智慧的選擇，才能有辦

法以平靜的心情去面對挑戰。」並且保持心中那

小小的火苗，慢慢的累積的學術能量，未來將有

機會像颱風一樣「爆發性成長」（Explos ive 

Intensification）。

註1│根據美國中情局發表之2021年全球總合生育率預測
報告，台灣2021年的預測生育率為1.07%，全球排名倒數
第一；其次是韓國（1.09%）、新加坡（1.15%）。 ( 資料
來源：BBC News中文。台灣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 政
府推優惠措施 前景仍不樂觀。https://www.bbc.com/
zhongwen/trad/57638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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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夢遊仙境的愛麗絲，對於林依依特聘教授來
說，自然是複雜、優雅而精準的(Complex Elegance 
with Precision)。每一次更深入的探索就像是從布
簾後窺探著其中的奧妙。教授說能從事科學研究是
非常幸運的，是一種崇高的追求（It’s a noble 
pursuit.）。這次能夠獲得臺灣傑出女性科學家的
獎項，對於教授來說除了是肯定之外，她也感恩自
己能有機會研究這樣有趣的地球系統，並對於人類
社會有一些小小的貢獻。同時她希望能夠藉由這個
獎項，讓更多人知道身兼母職的科學家所遭遇的困
難，改善現在的環境、幫助與她有相同際遇的母親
們。
───────────────────────────────

大氣科學與跨領域研究

林依依教授表示，自己並非所謂「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的那種資優生，高中時因為不喜歡背誦，相形

之下對數理較有興趣。大學聯考考取臺大大氣系，

因緣際會進入了大氣科學領域，她樂在其中，認為

這是命運的安排。大學畢業後，來到劍橋大學，林

依依教授利用衛星遙測研究格陵蘭冰原（Greenland 

Ice Sheet）的變化。畢業時，正值歐洲遙感衛星升空

（European Remote-Sensing Satellite，ERS-1），

當時微波波段的衛星技術（microwave satellite）為

衛星遙測領域開啟了新的一個篇章。為了要離家近

一點，她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遙測中心擔任研究

員，投入當地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er，SAR）技術在海洋科學研究上的應用。

回臺後，林依依教授研究跨衛星遙測、大氣與海洋

科學三個領域，從熱帶氣旋與海洋的交互作用、碳

循環，到氣候以及全球暖化都有相當大的貢獻。利

用最新發展的衛星，林依依教授得以用以往無法取

得的資料做出新的解釋與研究。

在天氣尺度下，教授用衛星資料研究當熱帶氣旋遇

到海面下的暖渦時爆發性成長（Explosive or Rapid 

Intensification）的現象。過去重要的熱帶氣旋系

統，例如：2019年重創日本的超級颱風哈吉貝、

2005年卡翠納颶風、2008年造成緬甸13萬人死亡

的納吉斯氣旋皆是如此。在氣候尺度下，她利用衛

星測高儀研究太平洋年代際震盪（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所造成的暖水堆積對於熱帶氣旋強度

的影響，例如2013年西北太平洋有史以來最強的

超級颱風海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的。而在全

球暖化的尺度下，則探討由於大氣輻射影響造成海

洋上下層溫度變暖的速率不同，對於估計未來颱風

強度所造成的可能過度高估現象。林教授的研究也

跨及地球的生地化系統，例如研究火山爆發所產生

的火山灰與大氣氣膠對於碳循環以及地球系統所可

能產生的影響。林依依教授的研究多次發表於國際

頂尖的期刊，並受到國內外著名機構的報導，使臺

灣的研究能在國際上發光發亮。

選擇與挑戰

人生總會經歷過很多的困難與挑戰，教授認為擁有

平靜而勇敢的心，才能使我們順利通過考驗。而大

學時期有幸能成為基督徒，也使得她擁有心靈上的

依靠，更能堅強的接受每一次的挑戰。像是在劍橋

博士口試第一次沒有通過，她被告知必須再留半年

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畢業。這對正準備畢業的博士

生來講，無疑是晴天霹靂。父親鼓勵她，説這是一

件好事，如此才能因此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她也藉

由禱告，讓心情逐漸恢復平靜，繼續往前走。

面對選擇，林依依教授最常使用刪去法，但對於結

果，總是順其自然、相信上帝的帶領。憶起當時在

新加坡同為母職的同事們，為了繼續工作勢必得請

保姆，然而卻也因為擔心幼兒的安全，不得已常常

得在家裝設隱藏式攝影機。權衡之下，她決定放棄

新加坡一倍以上的薪水回到台灣。引用聖經「你要

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發出（箴言4:23）」教授鼓勵我們，人能掌握的

東西有限，我們在面臨選擇時，要有一顆篤定的

心，並且不要害怕。

科學研究與母職

許多時候媽媽科學家是身不由己的，尤其在孩子小

時候，每天都與時間賽跑。林依依教授想起過去為

了參與國外的學術會議，如果在歐美，都用最短時

間來回，如果是在亞洲（如日本、韓國、中國大

陸、香港等）的話常常當天來回，各方面承受了極

大的壓力。在過去，許多女性科學家為了身兼母

職，常迫於無奈而無法參與許多國際學術會議；現

在拜疫情所賜，多數的學術會議得以線上舉行，反

而給了許多媽媽科學家參與的機會，也能節省寶貴

的時間，並做更多研究，這種高效率的運作模式實

在太重要了！她認為這是一個轉變的契機，也希望

這樣的模式可以持續的發展與改進。

林依依教授表示，年輕女性在博士畢業的同時，亦

正值組成家庭以及育兒的年齡，並肩負生育的主要

責任[註1]。許多非常優秀的年輕女博士在學術研

究的這條路上，往往會因為育兒或家庭，不得不選

擇放棄這條路，「這是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在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領域，要培養一位年輕學者，往往

需要投入十年或以上的大量時間及資源，而 STEM

又是國家未來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女性學者中途放

棄是非常可惜的。教授期許未來臺灣學術界能提供

身為母職的年輕女性科研學者（如剛畢業的博士

生）更彈性的工作制度，例如一份可在家工作的兼

職工作，同時有嚴謹的學術績效考核以避免浮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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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也感慨，其實許多時候真正需要幫助的是一

些看不到卻默默掙扎、甚至放棄的族群，而不一定

是已經浮上檯面的。女性在專業上承擔一樣全套的

教學研究服務責任，同時還要兼顧傳統上身為母親

需要扮演的角色，照顧小孩及家庭，幾乎沒有什麼

時間休息，許多身心上的煎熬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

那麼簡單。如果可以透過創新的制度，適時提供相

對應的措施與協助，便能達到雙贏，並增加國家競

爭力。因此，她呼籲政府、學術界以及社會能對於

這個議題有更多的關注。

「不論是從事研究或是在家裡換尿布，都要相信自

己的眼光。」林依依教授鼓勵所有從事科學研究的

年輕女性們要對自己與正在做的事有信心。即使眼

前是因育兒階段等緣故而難以全力衝刺，但可將其

視為一種蟄伏，切勿沮喪放棄，畢竟「孩子總有一

天會長大！」她並認為「有宏觀與制高點的思維，

清楚現在該做的事並且做出智慧的選擇，才能有辦

法以平靜的心情去面對挑戰。」並且保持心中那

小小的火苗，慢慢的累積的學術能量，未來將有

機會像颱風一樣「爆發性成長」（Explos ive 

Intensification）。

註1│根據美國中情局發表之2021年全球總合生育率預測
報告，台灣2021年的預測生育率為1.07%，全球排名倒數
第一；其次是韓國（1.09%）、新加坡（1.15%）。 ( 資料
來源：BBC News中文。台灣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 政
府推優惠措施 前景仍不樂觀。https://www.bbc.com/
zhongwen/trad/57638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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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林依依教授在兒子小時候，與姪女合照。（照片提
供：林依依教授）



───────────────────────────────

如同夢遊仙境的愛麗絲，對於林依依特聘教授來
說，自然是複雜、優雅而精準的(Complex Elegance 
with Precision)。每一次更深入的探索就像是從布
簾後窺探著其中的奧妙。教授說能從事科學研究是
非常幸運的，是一種崇高的追求（It’s a noble 
pursuit.）。這次能夠獲得臺灣傑出女性科學家的
獎項，對於教授來說除了是肯定之外，她也感恩自
己能有機會研究這樣有趣的地球系統，並對於人類
社會有一些小小的貢獻。同時她希望能夠藉由這個
獎項，讓更多人知道身兼母職的科學家所遭遇的困
難，改善現在的環境、幫助與她有相同際遇的母親
們。
───────────────────────────────

大氣科學與跨領域研究

林依依教授表示，自己並非所謂「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的那種資優生，高中時因為不喜歡背誦，相形

之下對數理較有興趣。大學聯考考取臺大大氣系，

因緣際會進入了大氣科學領域，她樂在其中，認為

這是命運的安排。大學畢業後，來到劍橋大學，林

依依教授利用衛星遙測研究格陵蘭冰原（Greenland 

Ice Sheet）的變化。畢業時，正值歐洲遙感衛星升空

（European Remote-Sensing Satellite，ERS-1），

當時微波波段的衛星技術（microwave satellite）為

衛星遙測領域開啟了新的一個篇章。為了要離家近

一點，她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遙測中心擔任研究

員，投入當地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er，SAR）技術在海洋科學研究上的應用。

回臺後，林依依教授研究跨衛星遙測、大氣與海洋

科學三個領域，從熱帶氣旋與海洋的交互作用、碳

循環，到氣候以及全球暖化都有相當大的貢獻。利

用最新發展的衛星，林依依教授得以用以往無法取

得的資料做出新的解釋與研究。

在天氣尺度下，教授用衛星資料研究當熱帶氣旋遇

到海面下的暖渦時爆發性成長（Explosive or Rapid 

Intensification）的現象。過去重要的熱帶氣旋系

統，例如：2019年重創日本的超級颱風哈吉貝、

2005年卡翠納颶風、2008年造成緬甸13萬人死亡

的納吉斯氣旋皆是如此。在氣候尺度下，她利用衛

星測高儀研究太平洋年代際震盪（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所造成的暖水堆積對於熱帶氣旋強度

的影響，例如2013年西北太平洋有史以來最強的

超級颱風海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的。而在全

球暖化的尺度下，則探討由於大氣輻射影響造成海

洋上下層溫度變暖的速率不同，對於估計未來颱風

強度所造成的可能過度高估現象。林教授的研究也

跨及地球的生地化系統，例如研究火山爆發所產生

的火山灰與大氣氣膠對於碳循環以及地球系統所可

能產生的影響。林依依教授的研究多次發表於國際

頂尖的期刊，並受到國內外著名機構的報導，使臺

灣的研究能在國際上發光發亮。

選擇與挑戰

人生總會經歷過很多的困難與挑戰，教授認為擁有

平靜而勇敢的心，才能使我們順利通過考驗。而大

學時期有幸能成為基督徒，也使得她擁有心靈上的

依靠，更能堅強的接受每一次的挑戰。像是在劍橋

博士口試第一次沒有通過，她被告知必須再留半年

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畢業。這對正準備畢業的博士

生來講，無疑是晴天霹靂。父親鼓勵她，説這是一

件好事，如此才能因此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她也藉

由禱告，讓心情逐漸恢復平靜，繼續往前走。

面對選擇，林依依教授最常使用刪去法，但對於結

果，總是順其自然、相信上帝的帶領。憶起當時在

新加坡同為母職的同事們，為了繼續工作勢必得請

保姆，然而卻也因為擔心幼兒的安全，不得已常常

得在家裝設隱藏式攝影機。權衡之下，她決定放棄

新加坡一倍以上的薪水回到台灣。引用聖經「你要

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發出（箴言4:23）」教授鼓勵我們，人能掌握的

東西有限，我們在面臨選擇時，要有一顆篤定的

心，並且不要害怕。

科學研究與母職

許多時候媽媽科學家是身不由己的，尤其在孩子小

時候，每天都與時間賽跑。林依依教授想起過去為

了參與國外的學術會議，如果在歐美，都用最短時

間來回，如果是在亞洲（如日本、韓國、中國大

陸、香港等）的話常常當天來回，各方面承受了極

大的壓力。在過去，許多女性科學家為了身兼母

職，常迫於無奈而無法參與許多國際學術會議；現

在拜疫情所賜，多數的學術會議得以線上舉行，反

而給了許多媽媽科學家參與的機會，也能節省寶貴

的時間，並做更多研究，這種高效率的運作模式實

在太重要了！她認為這是一個轉變的契機，也希望

這樣的模式可以持續的發展與改進。

林依依教授表示，年輕女性在博士畢業的同時，亦

正值組成家庭以及育兒的年齡，並肩負生育的主要

責任[註1]。許多非常優秀的年輕女博士在學術研

究的這條路上，往往會因為育兒或家庭，不得不選

擇放棄這條路，「這是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在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領域，要培養一位年輕學者，往往

需要投入十年或以上的大量時間及資源，而 STEM

又是國家未來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女性學者中途放

棄是非常可惜的。教授期許未來臺灣學術界能提供

身為母職的年輕女性科研學者（如剛畢業的博士

生）更彈性的工作制度，例如一份可在家工作的兼

職工作，同時有嚴謹的學術績效考核以避免浮濫。

25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林教授也感慨，其實許多時候真正需要幫助的是一

些看不到卻默默掙扎、甚至放棄的族群，而不一定

是已經浮上檯面的。女性在專業上承擔一樣全套的

教學研究服務責任，同時還要兼顧傳統上身為母親

需要扮演的角色，照顧小孩及家庭，幾乎沒有什麼

時間休息，許多身心上的煎熬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

那麼簡單。如果可以透過創新的制度，適時提供相

對應的措施與協助，便能達到雙贏，並增加國家競

爭力。因此，她呼籲政府、學術界以及社會能對於

這個議題有更多的關注。

「不論是從事研究或是在家裡換尿布，都要相信自

己的眼光。」林依依教授鼓勵所有從事科學研究的

年輕女性們要對自己與正在做的事有信心。即使眼

前是因育兒階段等緣故而難以全力衝刺，但可將其

視為一種蟄伏，切勿沮喪放棄，畢竟「孩子總有一

天會長大！」她並認為「有宏觀與制高點的思維，

清楚現在該做的事並且做出智慧的選擇，才能有辦

法以平靜的心情去面對挑戰。」並且保持心中那

小小的火苗，慢慢的累積的學術能量，未來將有

機會像颱風一樣「爆發性成長」（Explos ive 

Intensification）。

註1│根據美國中情局發表之2021年全球總合生育率預測
報告，台灣2021年的預測生育率為1.07%，全球排名倒數
第一；其次是韓國（1.09%）、新加坡（1.15%）。 ( 資料
來源：BBC News中文。台灣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 政
府推優惠措施 前景仍不樂觀。https://www.bbc.com/
zhongwen/trad/57638398 )



「做對的事，把事情做對！」 
劉如熹要做光轉化材料領域的
「世界唯一」

專訪教育部第64屆學術獎、科技部2021未來科技獎得主劉如熹教授

採訪‧撰稿│許逸如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談到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劉如熹，總會聯想到他獲
得的獎項教育部學術獎、科技部未來科技獎、論文
「高被引」學者等，抑或是他每年固定產出多項專
利的學術成就；經過一個下午的採訪，我們對他的
關鍵字加上了「幽默風趣」和「不藏私」。
───────────────────────────────

跨越世代的獎狀牆，從「棍棒出孝子」到「讀書
是為了自己」

「就是棍棒出孝子嘛」，劉如熹風趣地描述求學時

期，「父親答應我，只要考了十個第一名就可以去

臺北玩，所以後來家裡牆上滿滿都是獎狀。」這個

可愛的傳統傳承至今，他們的實驗室總是貼滿了學

生的優秀成果。在化學領域鼎鼎有名的劉如熹當初

一度想讀文學；總是帶著笑瞇瞇的和煦微笑，國樂

用，也受到生醫領域的人關注。」光產生的紅外線

熱能殺死癌細胞，因此該技術推進了癌症治療的發

展。「我喜歡超前部署啦，」劉如熹笑著補充，

「像是『光生』就是很有發展性的研究。」例如目

前棘手的阿茲海默症，或許就可以從這方面去著

手。

從學術到推廣，做有興趣的事一點都不會累！

雖然研究被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關注，但談起近

年來熱門的「跨領域」，他直說「跨領域人才培育

真的很難」。與其刻意培育跨領域人才，劉如熹認

為「跨領域應該是自然發生的。」他以自己的研究

歷程為例，他與研究生的研究都是根基於堅實的材

料化學基礎，並非刻意培養，「所以打好基礎才是

最重要的。專注於本業的訓練，能否跨領域應該看

機緣。」

一路走來，劉如熹獲得許多專利與獎項，但他總是

謙遜地表示，「這都是獲得貴人相助。」或許也是

這樣，他總是希望能提拔新秀，在教職與研究之

餘，曾協助高中化學課本的編審，也投入化學科普

的推廣。「面對群眾真的很重要，要如何把專業知

識轉化成民眾都聽得懂的內容，是很大的挑戰。」

只要時間有空，劉如熹總會熱情參加科普的相關活

動。

訪談的尾聲，他又談起了Goodenough即使97歲

仍努力不懈，最終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一事。「我現

在60多歲了，好像也還很好，」劉如熹再次露出

那個適合當醫生的溫暖笑容，「做有興趣的事就是

不會累嘛。」

社老師也曾讚揚他適合從醫，「因為病人看到我會

很開心。」大學考試，劉如熹同步考上了國防醫醫

科，但身為軍醫、深知軍中辛勞的父親問了他「怕

不怕吃苦」、「怕不怕沒自由」，不怕吃苦卻無法

接受不自由的他最終放棄醫科，進入東吳化學系。

最初選擇化學領域沒有特別原因，後來卻發現自己

很適合讀化學。「我的記憶力很好，很多化學細項

的內容都很快可以記下來。」小時候讀書是為了

「獎勵」，直到某天他突然意識到讀書並不是為了

別人，而是為了「自己」，他改變了讀書的心態，

上課更踴躍發問，浸淫在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學問之

海。碩士畢業後，劉如熹運用國防研發替代役機會

順利地進入工研院工作。「我覺得真的是遇到了貴

人」，待在工研院十年，他利用在職進修的機會先

後在清華化學系、英國劍橋大學獲得雙博士，獲得

多項專利並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總歸一句，人

生是不可規劃的，但一定要努力。」

「Do the right things. Do things right.」 
先後次序很重要

被學生笑稱是「工作狂」，劉如熹連忙搖頭否認，

「我原本可不是工作狂，是被老闆養成的！」幾乎

不會在實驗室缺席的他，卻曾經忘了帶孩子去幼稚

園而害孩子缺席，更因為常拖到最後一刻才去接孩

子放學，成為幼稚園眼中的黑名單。如此全心投入

於學術，劉如熹的成功有部分與他認真負責的態度

與細心的特質有關。「我做事很精準，驗尿的燒杯

洗得特別地乾淨！」原來當時工研院在研究發光半

導體LED晶片，研究人員可能會在實驗過程中接觸

到有揮發性的毒性物質「砷」，因此需要每小時驗

尿，以確認研究人員的安全。這個洗燒杯的「才

華」被老闆倪國煙大力稱讚，後來工研院進行紅色

發光半導體磊晶材料的研究時，劉如熹也被選入研

究的團隊。

在工研院也當到了研究主任，在一次與諾貝爾化學

獎得主John Goodenough接觸的機緣下，劉如熹

從Goodenough由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轉成

教職的經驗意識到：進入到大學教書做研究，或許

能有更多學習的機會。因此，劉如熹便至臺灣大學

化學系任教。他教授材料化學等基礎科目，也結合

產業界的經驗兼做應用。我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

能有如此高的學術產量？劉如熹總結他的人生哲

理，「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他

更耳提面命地提醒，「先後次序很重要哦！一定要

選擇對的事情做，這樣把事情做好才有意義。」自

認選擇研究生時很嚴格，積極、負責以及創新的態

度是選學生的重點，這幾年他的人生哲理加上了另

一句，變成「找對的人，做對的事，把事情做

對。」

固定高產出專利與研究，「要做世界的唯一」

究竟要如何找到「對的事」？劉如熹無私地分享他

實 驗 室 的 核 心 技 術 ─ ─ 「 應 用 導 向 基 礎 學 術 研

究」。他們先去釐清產業界的需求，再便與他們合

作研究、拿專利，最後再根據專利內容發表學術論

文。「論文地圖」是整個流程必要的前置作業，必

先找到研究領域的缺口。「雖然是No pain, no 

gain」，劉如熹雖然微笑但眼神充滿自信，「但

我們既然要做，就要做世界的唯一。」

曾被批評研究內容太雜，劉如熹統整至今的研究領

域──「光轉化材料」，包含光轉光、光轉電及光

轉熱。光轉光領域中，劉如熹及其學生開發了許多

白光發光二極體用螢光材料的新材料與配方，「像

是常用的手機螢幕，就是光轉光的原理。」他們讓

臺灣能自製並量產螢光粉LED，躋身世界一流產業

大國。

光轉電的技術，又以「光解水作用」為主。他們把

太陽光分解水為「氫」和「氧」，將氫氣作為燃料

電池的能源；他們的研究成果寫下了以量子點敏化

光觸媒於無添加犧牲試劑下光解水產氫效率的世界

紀錄，更增加氫氣燃料電池實用的可能性。另外，

在電池的發明上，他們也用鈉取代鋰；由於鈉與溫

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等）可產生作用，更可進一步

達成節能減碳的效果。「這次的成果就是從專利地

圖找到的缺口！過去大多用液態來處理，我們就試

著改用固態來做，沒想到一試就成功了！」劉如熹

興奮地說，「這個電池在火星上面也能運作呢！」

光轉熱的研究則與奈米材料相關。他們製作出具微

米長度的金棒（Au-rod），並可以應用於生醫熱

療當中。「我有天發現獲選為『高被引學者』，原

來論文的高引用數是因為研究不只被材料化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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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劉如熹，總會聯想到他獲
得的獎項教育部學術獎、科技部未來科技獎、論文
「高被引」學者等，抑或是他每年固定產出多項專
利的學術成就；經過一個下午的採訪，我們對他的
關鍵字加上了「幽默風趣」和「不藏私」。
───────────────────────────────

跨越世代的獎狀牆，從「棍棒出孝子」到「讀書
是為了自己」

「就是棍棒出孝子嘛」，劉如熹風趣地描述求學時

期，「父親答應我，只要考了十個第一名就可以去

臺北玩，所以後來家裡牆上滿滿都是獎狀。」這個

可愛的傳統傳承至今，他們的實驗室總是貼滿了學

生的優秀成果。在化學領域鼎鼎有名的劉如熹當初

一度想讀文學；總是帶著笑瞇瞇的和煦微笑，國樂

27

用，也受到生醫領域的人關注。」光產生的紅外線

熱能殺死癌細胞，因此該技術推進了癌症治療的發

展。「我喜歡超前部署啦，」劉如熹笑著補充，

「像是『光生』就是很有發展性的研究。」例如目

前棘手的阿茲海默症，或許就可以從這方面去著

手。

從學術到推廣，做有興趣的事一點都不會累！

雖然研究被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關注，但談起近

年來熱門的「跨領域」，他直說「跨領域人才培育

真的很難」。與其刻意培育跨領域人才，劉如熹認

為「跨領域應該是自然發生的。」他以自己的研究

歷程為例，他與研究生的研究都是根基於堅實的材

料化學基礎，並非刻意培養，「所以打好基礎才是

最重要的。專注於本業的訓練，能否跨領域應該看

機緣。」

一路走來，劉如熹獲得許多專利與獎項，但他總是

謙遜地表示，「這都是獲得貴人相助。」或許也是

這樣，他總是希望能提拔新秀，在教職與研究之

餘，曾協助高中化學課本的編審，也投入化學科普

的推廣。「面對群眾真的很重要，要如何把專業知

識轉化成民眾都聽得懂的內容，是很大的挑戰。」

只要時間有空，劉如熹總會熱情參加科普的相關活

動。

訪談的尾聲，他又談起了Goodenough即使97歲

仍努力不懈，最終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一事。「我現

在60多歲了，好像也還很好，」劉如熹再次露出

那個適合當醫生的溫暖笑容，「做有興趣的事就是

不會累嘛。」

社老師也曾讚揚他適合從醫，「因為病人看到我會

很開心。」大學考試，劉如熹同步考上了國防醫醫

科，但身為軍醫、深知軍中辛勞的父親問了他「怕

不怕吃苦」、「怕不怕沒自由」，不怕吃苦卻無法

接受不自由的他最終放棄醫科，進入東吳化學系。

最初選擇化學領域沒有特別原因，後來卻發現自己

很適合讀化學。「我的記憶力很好，很多化學細項

的內容都很快可以記下來。」小時候讀書是為了

「獎勵」，直到某天他突然意識到讀書並不是為了

別人，而是為了「自己」，他改變了讀書的心態，

上課更踴躍發問，浸淫在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學問之

海。碩士畢業後，劉如熹運用國防研發替代役機會

順利地進入工研院工作。「我覺得真的是遇到了貴

人」，待在工研院十年，他利用在職進修的機會先

後在清華化學系、英國劍橋大學獲得雙博士，獲得

多項專利並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總歸一句，人

生是不可規劃的，但一定要努力。」

「Do the right things. Do things right.」 
先後次序很重要

被學生笑稱是「工作狂」，劉如熹連忙搖頭否認，

「我原本可不是工作狂，是被老闆養成的！」幾乎

不會在實驗室缺席的他，卻曾經忘了帶孩子去幼稚

園而害孩子缺席，更因為常拖到最後一刻才去接孩

子放學，成為幼稚園眼中的黑名單。如此全心投入

於學術，劉如熹的成功有部分與他認真負責的態度

與細心的特質有關。「我做事很精準，驗尿的燒杯

洗得特別地乾淨！」原來當時工研院在研究發光半

導體LED晶片，研究人員可能會在實驗過程中接觸

到有揮發性的毒性物質「砷」，因此需要每小時驗

尿，以確認研究人員的安全。這個洗燒杯的「才

華」被老闆倪國煙大力稱讚，後來工研院進行紅色

發光半導體磊晶材料的研究時，劉如熹也被選入研

究的團隊。

在工研院也當到了研究主任，在一次與諾貝爾化學

獎得主John Goodenough接觸的機緣下，劉如熹

從Goodenough由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轉成

教職的經驗意識到：進入到大學教書做研究，或許

能有更多學習的機會。因此，劉如熹便至臺灣大學

化學系任教。他教授材料化學等基礎科目，也結合

產業界的經驗兼做應用。我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

能有如此高的學術產量？劉如熹總結他的人生哲

理，「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他

更耳提面命地提醒，「先後次序很重要哦！一定要

選擇對的事情做，這樣把事情做好才有意義。」自

認選擇研究生時很嚴格，積極、負責以及創新的態

度是選學生的重點，這幾年他的人生哲理加上了另

一句，變成「找對的人，做對的事，把事情做

對。」

固定高產出專利與研究，「要做世界的唯一」

究竟要如何找到「對的事」？劉如熹無私地分享他

實 驗 室 的 核 心 技 術 ─ ─ 「 應 用 導 向 基 礎 學 術 研

究」。他們先去釐清產業界的需求，再便與他們合

作研究、拿專利，最後再根據專利內容發表學術論

文。「論文地圖」是整個流程必要的前置作業，必

先找到研究領域的缺口。「雖然是No pain, no 

gain」，劉如熹雖然微笑但眼神充滿自信，「但

我們既然要做，就要做世界的唯一。」

曾被批評研究內容太雜，劉如熹統整至今的研究領

域──「光轉化材料」，包含光轉光、光轉電及光

轉熱。光轉光領域中，劉如熹及其學生開發了許多

白光發光二極體用螢光材料的新材料與配方，「像

是常用的手機螢幕，就是光轉光的原理。」他們讓

臺灣能自製並量產螢光粉LED，躋身世界一流產業

大國。

光轉電的技術，又以「光解水作用」為主。他們把

太陽光分解水為「氫」和「氧」，將氫氣作為燃料

電池的能源；他們的研究成果寫下了以量子點敏化

光觸媒於無添加犧牲試劑下光解水產氫效率的世界

紀錄，更增加氫氣燃料電池實用的可能性。另外，

在電池的發明上，他們也用鈉取代鋰；由於鈉與溫

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等）可產生作用，更可進一步

達成節能減碳的效果。「這次的成果就是從專利地

圖找到的缺口！過去大多用液態來處理，我們就試

著改用固態來做，沒想到一試就成功了！」劉如熹

興奮地說，「這個電池在火星上面也能運作呢！」

光轉熱的研究則與奈米材料相關。他們製作出具微

米長度的金棒（Au-rod），並可以應用於生醫熱

療當中。「我有天發現獲選為『高被引學者』，原

來論文的高引用數是因為研究不只被材料化學引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

談到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劉如熹，總會聯想到他獲
得的獎項教育部學術獎、科技部未來科技獎、論文
「高被引」學者等，抑或是他每年固定產出多項專
利的學術成就；經過一個下午的採訪，我們對他的
關鍵字加上了「幽默風趣」和「不藏私」。
───────────────────────────────

跨越世代的獎狀牆，從「棍棒出孝子」到「讀書
是為了自己」

「就是棍棒出孝子嘛」，劉如熹風趣地描述求學時

期，「父親答應我，只要考了十個第一名就可以去

臺北玩，所以後來家裡牆上滿滿都是獎狀。」這個

可愛的傳統傳承至今，他們的實驗室總是貼滿了學

生的優秀成果。在化學領域鼎鼎有名的劉如熹當初

一度想讀文學；總是帶著笑瞇瞇的和煦微笑，國樂

用，也受到生醫領域的人關注。」光產生的紅外線

熱能殺死癌細胞，因此該技術推進了癌症治療的發

展。「我喜歡超前部署啦，」劉如熹笑著補充，

「像是『光生』就是很有發展性的研究。」例如目

前棘手的阿茲海默症，或許就可以從這方面去著

手。

從學術到推廣，做有興趣的事一點都不會累！

雖然研究被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關注，但談起近

年來熱門的「跨領域」，他直說「跨領域人才培育

真的很難」。與其刻意培育跨領域人才，劉如熹認

為「跨領域應該是自然發生的。」他以自己的研究

歷程為例，他與研究生的研究都是根基於堅實的材

料化學基礎，並非刻意培養，「所以打好基礎才是

最重要的。專注於本業的訓練，能否跨領域應該看

機緣。」

一路走來，劉如熹獲得許多專利與獎項，但他總是

謙遜地表示，「這都是獲得貴人相助。」或許也是

這樣，他總是希望能提拔新秀，在教職與研究之

餘，曾協助高中化學課本的編審，也投入化學科普

的推廣。「面對群眾真的很重要，要如何把專業知

識轉化成民眾都聽得懂的內容，是很大的挑戰。」

只要時間有空，劉如熹總會熱情參加科普的相關活

動。

訪談的尾聲，他又談起了Goodenough即使97歲

仍努力不懈，最終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一事。「我現

在60多歲了，好像也還很好，」劉如熹再次露出

那個適合當醫生的溫暖笑容，「做有興趣的事就是

不會累嘛。」

社老師也曾讚揚他適合從醫，「因為病人看到我會

很開心。」大學考試，劉如熹同步考上了國防醫醫

科，但身為軍醫、深知軍中辛勞的父親問了他「怕

不怕吃苦」、「怕不怕沒自由」，不怕吃苦卻無法

接受不自由的他最終放棄醫科，進入東吳化學系。

最初選擇化學領域沒有特別原因，後來卻發現自己

很適合讀化學。「我的記憶力很好，很多化學細項

的內容都很快可以記下來。」小時候讀書是為了

「獎勵」，直到某天他突然意識到讀書並不是為了

別人，而是為了「自己」，他改變了讀書的心態，

上課更踴躍發問，浸淫在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學問之

海。碩士畢業後，劉如熹運用國防研發替代役機會

順利地進入工研院工作。「我覺得真的是遇到了貴

人」，待在工研院十年，他利用在職進修的機會先

後在清華化學系、英國劍橋大學獲得雙博士，獲得

多項專利並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總歸一句，人

生是不可規劃的，但一定要努力。」

「Do the right things. Do things right.」 
先後次序很重要

被學生笑稱是「工作狂」，劉如熹連忙搖頭否認，

「我原本可不是工作狂，是被老闆養成的！」幾乎

不會在實驗室缺席的他，卻曾經忘了帶孩子去幼稚

園而害孩子缺席，更因為常拖到最後一刻才去接孩

子放學，成為幼稚園眼中的黑名單。如此全心投入

於學術，劉如熹的成功有部分與他認真負責的態度

與細心的特質有關。「我做事很精準，驗尿的燒杯

洗得特別地乾淨！」原來當時工研院在研究發光半

導體LED晶片，研究人員可能會在實驗過程中接觸

到有揮發性的毒性物質「砷」，因此需要每小時驗

尿，以確認研究人員的安全。這個洗燒杯的「才

華」被老闆倪國煙大力稱讚，後來工研院進行紅色

發光半導體磊晶材料的研究時，劉如熹也被選入研

究的團隊。

在工研院也當到了研究主任，在一次與諾貝爾化學

獎得主John Goodenough接觸的機緣下，劉如熹

從Goodenough由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轉成

教職的經驗意識到：進入到大學教書做研究，或許

能有更多學習的機會。因此，劉如熹便至臺灣大學

化學系任教。他教授材料化學等基礎科目，也結合

產業界的經驗兼做應用。我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

能有如此高的學術產量？劉如熹總結他的人生哲

理，「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他

更耳提面命地提醒，「先後次序很重要哦！一定要

選擇對的事情做，這樣把事情做好才有意義。」自

認選擇研究生時很嚴格，積極、負責以及創新的態

度是選學生的重點，這幾年他的人生哲理加上了另

一句，變成「找對的人，做對的事，把事情做

對。」

固定高產出專利與研究，「要做世界的唯一」

究竟要如何找到「對的事」？劉如熹無私地分享他

實 驗 室 的 核 心 技 術 ─ ─ 「 應 用 導 向 基 礎 學 術 研

究」。他們先去釐清產業界的需求，再便與他們合

作研究、拿專利，最後再根據專利內容發表學術論

文。「論文地圖」是整個流程必要的前置作業，必

先找到研究領域的缺口。「雖然是No pain, no 

gain」，劉如熹雖然微笑但眼神充滿自信，「但

我們既然要做，就要做世界的唯一。」

曾被批評研究內容太雜，劉如熹統整至今的研究領

域──「光轉化材料」，包含光轉光、光轉電及光

轉熱。光轉光領域中，劉如熹及其學生開發了許多

白光發光二極體用螢光材料的新材料與配方，「像

是常用的手機螢幕，就是光轉光的原理。」他們讓

臺灣能自製並量產螢光粉LED，躋身世界一流產業

大國。

光轉電的技術，又以「光解水作用」為主。他們把

太陽光分解水為「氫」和「氧」，將氫氣作為燃料

電池的能源；他們的研究成果寫下了以量子點敏化

光觸媒於無添加犧牲試劑下光解水產氫效率的世界

紀錄，更增加氫氣燃料電池實用的可能性。另外，

在電池的發明上，他們也用鈉取代鋰；由於鈉與溫

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等）可產生作用，更可進一步

達成節能減碳的效果。「這次的成果就是從專利地

圖找到的缺口！過去大多用液態來處理，我們就試

著改用固態來做，沒想到一試就成功了！」劉如熹

興奮地說，「這個電池在火星上面也能運作呢！」

光轉熱的研究則與奈米材料相關。他們製作出具微

米長度的金棒（Au-rod），並可以應用於生醫熱

療當中。「我有天發現獲選為『高被引學者』，原

來論文的高引用數是因為研究不只被材料化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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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5(二)
            地點│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科技部生科司生物科學學門

承辦單位│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0xDmRK

聯絡資訊│臺灣大學化學系 李弘文教授

                    E-mail：hwli@ntu.edu.tw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呂俊毅研究員

                    E-mail：jleu@gate.sinica.edu.tw

國家海洋研究院衛星平台服務講座暨
說明會

2021.10.14(四)
            

地點│高雄軟體科技園區A棟海景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海洋研究院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i59IQG

聯絡資訊│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產業及工程研究中心

                    電話：07-338-0931

「明日濕地—我們共同的希望」
2021國際濕地大會
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iwc-t.weebly.com/

聯絡資訊│籌備小組 黃小姐

                    電話：02-2543-1505 ext.16

2021.10.19(二)
              -20(三)

太空輻射環境驗測研討會2021.10.20(三)
            地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永慶尖端醫療園區 研究大樓綜合會議廳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立清華大學原
                                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長庚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kDkGOS

聯絡資訊│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電話：03-578-4208        E-mail：contact.nspo@narlabs.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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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

2021.10.20(三)
              -21(四)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110年年會暨中鋼
50鋼鐵論壇

2021.10.21(四)
              -22(五)

地點│年會會場：中鋼集團總部大樓國際會議廳

            論文會場：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堂地下室

主辦單位│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www.cimme.org.tw/zh-tw/

聯絡資訊│投稿系統操作：吳經理 / nuws.wu@gmail.com 

                    年會活動相關：service@cimme.org.tw

110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2021.10.26(二)
              -28(四) 地點│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研討會網站│http://conf.cwb.gov.tw/

聯絡資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陳專委(論文相關)：02-2349-1211 

                    陳先生(研討會相關)：02-2349-1091

2021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2021.10.29(五)
              -30(六) 地點│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spec.ntu.edu.tw/20211029-semi-spec/

聯絡資訊│呂冠樺小姐
                    電話：02-3366-8662
                    E-mail：khlu2021@ntu.edu.tw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台灣地理資訊學會　

承辦單位│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lQjZRR

聯絡資訊│陳小姐：dorinda@jupiter.ss.ncu.edu.tw 
                    電話：04-24516669轉817
                    E-mail：tgisfc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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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三屆衛星科學工作坊2021.11.5(五)
              -6(六) 地點│逢甲大學

主辦單位│臺灣太空科學聯盟、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ezsign.gis.tw/2021TSU/

聯絡資訊│臺灣太空科學聯盟 黃馨潔助理 

                    電話：03-4227151分機6595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hysicsand 
Applications of Laser Dynamics 2021

2021.11.16(二)
              -18(四)

地點│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Saitama university, Jap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研討會網站│http://ispald.web2.ncku.edu.tw

聯絡資訊│Sheng-Kwang Hw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E-mail：skhwang@mail.ncku.edu.tw

iCASE 2021國際太空探索研討會
地點│陽明交通大學電子資訊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太空中心、台灣太空產業發展協會(TSIDA)

研討會網站│https://www.nspo.narl.org.tw/activity/iCASE/2021/

聯絡資訊│Chen-Joe Fong

                    電話：03-578-4208 #9202

                    E-mail：iCASE2021@nspo.narl.org.tw

2021.11.16(二)
              -18(四)

2021物理化學小組第二次研討會2021.11.20(六)
地點│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清華大學化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AR8o28

聯絡資訊│清華大學化學系 朱立岡

                    電話：03-5715131#33396

                    E-mail：lkchu@mx.nt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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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中子散射研習營2021.12.14(二)

2021年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年會暨研討會2021.12.17(五)
地點│新竹北埔麻布山林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聯絡資訊│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陳皇銘副教授

                    電話：03-5712121ext.59243

                    E-mail：pchen@nycu.edu.tw

第二屆年輕天文學家交流會2021.12.18(六)
              -19(日) 地點│東華大學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聯絡資訊│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陳建州助研究員

                    電話：02-2366-5438

                    E-mail：ccchen_replace2@_asiaa.sinica.edu.tw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日月潭教師會館

主辦單位│中子科學學會、中原大學物理系

聯絡資訊│中原大學物理系 楊仲準教授

                    E-mail：chunchuenyang@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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