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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2021臺灣海洋聯盟大會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航向藍海，轉動船舵，由科技部會同海委會國家海

洋 研 究 院 共 同 主 辦 的 「 2 0 2 1 臺 灣 海 洋 聯 盟 大

會」，10月1日、2日兩天於西子灣畔的中山大學

召開。在聯合國為2021至2030年所訂定的「海洋

科學永續發展十年」背景下，藉著國內與海洋議題

相關的產官學界專家們齊聚一堂，共同參與及研擬

共識，臺灣海洋聯盟正式啟航。

早在2020年10月，科技部就已協助學術界開始建

立「臺灣海洋聯盟(Taiwan Ocean Union, TOU)」

雛型，並結合了海洋委員會的力量與資源，以跨部

會及跨領域的方式逐步推動。聯盟召集人、也是自

然司海洋學門召集人的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與生態研

究所蔣國平教授在開場致詞時，強調全球海洋正面

臨「海洋資源非永續開發利用」、「海岸及保護區

破壞」、「海洋汙染」及「氣候變遷衝擊」四大威

脅，亟需人類共商解決之道。兩天會議全程參與的

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則提到，聯盟成立主要目的

之一是推動跨域對話基礎，橫向連結起國內各涉海

組織，並能縱向地傾聽基層單位的聲音，由下而上

整合跨域科研能量；長遠而言，林政務次長期望從

臺灣的在地性與特殊性出發，實踐海洋減壓及永續

發展。

海洋委員會的蔡清標副主任委員、以及東道主中山

大學鄭英耀校長分別致詞後，會議重頭戲之聯盟啟

動儀式，特別邀請科技部、海委會、國海院、臺灣

大學、中山大學、海洋大學等單位長官，將海洋最

重要的元素─水，一同倒進特別打造的「Taiwan 

Ocean Union」字樣中，象徵著為聯盟正式注入

永續之活水！隨後，會議正式分為九個組別陸續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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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率先登場的「氣候變遷組」，從我們生活環境中具

急迫性的議題來審視與海洋之間的關聯。東亞沿岸

乃至西北太平洋的海洋大氣變遷、熱帶氣旋強度與

數量變異趨勢，顯示全球暖化的威脅，因而包括海

洋藍碳及臺灣預計2050年達到碳中和等目標，是

必須儘快思考執行策略的。同時段進行的「生態永

續組」，則從海洋生物資源調查談起，探究臺灣海

洋生物多樣性，在提出未來發展的機會之餘，也提

及面臨的人才缺乏、精準技術問題與困境。

我們通常經由報章雜誌、電視或網路媒體瞭解生存

環境中所遇到的問題與現象，大會的許多講題也試

著從與海洋相關的新聞事件出發，如海平面不斷上

升的威脅、離岸風力發電安排等報導資訊，在首日

下午「海洋地質組」及「海洋法政及教育組」當

中，皆成為探討的議題。此外，會中呼應聯合國海

洋科學十年規劃的海洋教育政策方向，與海洋地質

乃至水下文化資產的探勘，則充分展現了科學與教

育政策的跨域合作。首日最後展開的「海洋產業

組」，談論內容透過了許多跨領域技術的引援、使

用，像是低碳船舶的研發、再生能源的擴大、智慧

物聯網(AIoT)下的海洋各項監測，給予眾人更樂觀

的想像。

會議次日延續海洋科學的技術應用，「觀測技術

組」以遠在大氣層外的海洋衛星遙測，到水面下的

聲學研究、自主觀測儀應用，除期許達到永續使用

海洋之目的，更反映了氣候變遷危機與相關的災防

應對策略。「海洋工程技術組」除了提到浮式離岸

風機、洋流發電等技術與設備建置，也進一步突顯

現階段遭遇之阻礙，如找尋合適的場域便是一個難

題。然而藉著此次大會難得的共聚、討論，這些阻

礙及難題期待能尋求解決方案及彼此合作互補的機

會。

次日下午的「研究船發展策略組」，全面性地檢視

我國研究船之需求、營運挑戰與未來展望，並參考

各國的運作模式，提出科研船總體目標與進程之規

劃方向。「資料庫組」所談論的則由資訊領域出

發，輔助海洋科學的發展，講者們不僅分享了科技

部、氣象局、國海院等機構對海洋相關資料庫的建

構特色，也從使用者端探究海洋資料庫的服務需

求。

會後的海洋科學論壇當中，自然司羅夢凡司長與蔣

國平召集人共同指出，會議最主要的共識，乃以永

續發展為核心價值，強調跨領域合作與資料資源分

享。並擘劃「持續完善海洋基礎調查」、「躍升海

洋關鍵科技設施」、「跨域整合海洋永續研究」三

大發展面向，以科學為基礎逐步制定與實踐政策。

而在會議尾聲，林政務次長再次強調臺灣海洋聯盟

的主要目標，在於符合公共利益，著重其背後的社

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考量，如此一來方能完善產業

發展的基礎層面，真正達到「永續藍色國土」精

神。海洋對臺灣而言既親近卻又陌生，聯盟大會的

成功，為汲取和善用海洋的遼闊知識開創了一條

路，未來需要我們共同把這條航線走得更好、更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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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然而藉著此次大會難得的共聚、討論，這些阻

礙及難題期待能尋求解決方案及彼此合作互補的機

會。

次日下午的「研究船發展策略組」，全面性地檢視

我國研究船之需求、營運挑戰與未來展望，並參考

各國的運作模式，提出科研船總體目標與進程之規

劃方向。「資料庫組」所談論的則由資訊領域出

發，輔助海洋科學的發展，講者們不僅分享了科技

部、氣象局、國海院等機構對海洋相關資料庫的建

構特色，也從使用者端探究海洋資料庫的服務需

求。

會後的海洋科學論壇當中，自然司羅夢凡司長與蔣

國平召集人共同指出，會議最主要的共識，乃以永

續發展為核心價值，強調跨領域合作與資料資源分

享。並擘劃「持續完善海洋基礎調查」、「躍升海

洋關鍵科技設施」、「跨域整合海洋永續研究」三

大發展面向，以科學為基礎逐步制定與實踐政策。

而在會議尾聲，林政務次長再次強調臺灣海洋聯盟

的主要目標，在於符合公共利益，著重其背後的社

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考量，如此一來方能完善產業

發展的基礎層面，真正達到「永續藍色國土」精

神。海洋對臺灣而言既親近卻又陌生，聯盟大會的

成功，為汲取和善用海洋的遼闊知識開創了一條

路，未來需要我們共同把這條航線走得更好、更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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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量子的世界則更為奇妙，箱子尚未打開之前，貓

和藥瓶的關聯仍然存在，死活未定，只有量測當下

才會有定案。

將疊加態與糾纏機制應用於量子計算，就是有別於

古典電腦的量子計算機，它不是更快、更大或更新

版的古典電腦，而是另外一種計算機，使用了量子

力學波動的相干效應，適合處理多重路徑的問題。

今日雖然簡短地介紹了兩種量子計算機的基礎機

制，但將此機制應用於產品開發還有一段長遠的

路、充滿了學問，也該是解決它的時候了－量子電

腦－正等著各位前往探索深掘。

「如何打造一台量子電腦」講座

撰稿│Stella Y.T. Sun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量子電腦不是更快、更大或更新版的古典電腦，而
是另外一種計算機，適合處理多重路徑的問題。
───────────────────────────────

秋天，十月中的週末，正適合來一場科普講座。中

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啟東博士長年致力於

開發超導量子位元，研究興趣包含超導元件以及奈

米電子元件等多樣領域，此次受邀前往台中科博館

進行演講，主題正是圍繞著最近最夯的話題－量子

電腦，讓我們一起來瞧瞧陳博士所介紹的量子世

界。

什麼是好的科學題目？不管是學術論文，或者是業

餘研究，首先要有個好的構想，再來它得值得花時

間去研究，第三，它需要足夠有趣，也需要足夠困

難，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重點，這個題目還沒有

被解決，但是差不多可以被解決了。此番見解引用

自粒子物理學家薩瓦斯・季莫普洛斯，是陳博士對

打造一台量子電腦所下的一番註釋。

量子電腦的專長在於「少量的輸入和輸出資料，但

輸入和輸出之間有無窮的可能選項」，例如，尋找

從一個固定起點到一個固定終點之間可以走的路

線，我們可以直觀地認為某一條路線為正解，也就

是選擇那條路的機率為最高，但實際上存在多種可

能性，我們並不能證明其他的路線不存在。量子電

腦和古典電腦最大的差別在於：古典電腦一次處理

一種選項、一一確認它的正確性，而量子電腦可以

一次處理多種選項，在朦朧中尋找正確機率最大的

選項，並利用重疊態來同時計算。

再來談的是薛丁格的貓，在一個箱子中放一隻貓與

一瓶毒藥，毒藥上面有支被拉住的錘子，設計一套

系統，當放射性元素隨機跑出粒子的瞬間，鐵鎚就

會掉下，打破裝有毒藥的玻璃瓶，旁邊的貓就會死

去，在這個實驗之中，毒藥與貓有交互作用而產生

糾纏，古典的狀態是指瓶子沒有破、貓便活著，或

者瓶子破掉後、貓即死去，而量子糾纏的狀態則是

指貓活著或死去的機率，其最大的差別在於古典狀

態在量測前貓的死活已經確定，與量測與否無關，

202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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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雖然簡短地介紹了兩種量子計算機的基礎機

制，但將此機制應用於產品開發還有一段長遠的

路、充滿了學問，也該是解決它的時候了－量子電

腦－正等著各位前往探索深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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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外一種計算機，適合處理多重路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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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十月中的週末，正適合來一場科普講座。中

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啟東博士長年致力於

開發超導量子位元，研究興趣包含超導元件以及奈

米電子元件等多樣領域，此次受邀前往台中科博館

進行演講，主題正是圍繞著最近最夯的話題－量子

電腦，讓我們一起來瞧瞧陳博士所介紹的量子世

界。

什麼是好的科學題目？不管是學術論文，或者是業

餘研究，首先要有個好的構想，再來它得值得花時

間去研究，第三，它需要足夠有趣，也需要足夠困

難，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重點，這個題目還沒有

被解決，但是差不多可以被解決了。此番見解引用

自粒子物理學家薩瓦斯・季莫普洛斯，是陳博士對

打造一台量子電腦所下的一番註釋。

量子電腦的專長在於「少量的輸入和輸出資料，但

輸入和輸出之間有無窮的可能選項」，例如，尋找

從一個固定起點到一個固定終點之間可以走的路

線，我們可以直觀地認為某一條路線為正解，也就

是選擇那條路的機率為最高，但實際上存在多種可

能性，我們並不能證明其他的路線不存在。量子電

腦和古典電腦最大的差別在於：古典電腦一次處理

一種選項、一一確認它的正確性，而量子電腦可以

一次處理多種選項，在朦朧中尋找正確機率最大的

選項，並利用重疊態來同時計算。

再來談的是薛丁格的貓，在一個箱子中放一隻貓與

一瓶毒藥，毒藥上面有支被拉住的錘子，設計一套

系統，當放射性元素隨機跑出粒子的瞬間，鐵鎚就

會掉下，打破裝有毒藥的玻璃瓶，旁邊的貓就會死

去，在這個實驗之中，毒藥與貓有交互作用而產生

糾纏，古典的狀態是指瓶子沒有破、貓便活著，或

者瓶子破掉後、貓即死去，而量子糾纏的狀態則是

指貓活著或死去的機率，其最大的差別在於古典狀

態在量測前貓的死活已經確定，與量測與否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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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瑪麗‧居禮(Marie Curie)、吳健雄到羅莎琳 ‧ 富蘭

克林(Rosalind Franklin)，不少女性科學家們總在

科學界突破性別的藩籬，展現強大的力量；在臺灣

的學術界亦是如此。為了讓國內女性學者有一個暢

所欲言的成果分享、交流空間，科技部自然司串聯

自然科學的四大領域，在秋高氣爽的10月底辦理

了「2021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

會議的開場，由自然司羅夢凡司長進行自然司業務

報告。司內長期運作的女性工作會議，推動許多鼓

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的措施，以及

提升、保障女性科研人才兼顧工作與家庭的權益，

皆期望能為女性打造更友善的國內學術研究環境，

並無後顧之憂。也因此，促成了這次共同辦理的女

性學者研討會。

此次會議邀請了幾位在各領域有著優秀表現的學

者，除了分享他們的研究，更著眼他們之於女性權

利的關聯性。陽明交大統計學研究所的高竹嵐助理

教授首先來談科普與表演藝術的距離，他以南丁格

爾(Florence Nightingale)運用數學統計醫治病患

的故事編導而成數學音樂劇「玫瑰的數字」，希望

能消弭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壁壘，更重要之目的在於

增進女性對於數理學習的動機。從另一個角度看，

女性在數理層面的活躍度不若男性，在於刻板印象

的不平等，高教授便說：「當你覺得某一個人不應

該做什麼的時候，相關的平等就不會發生。」

不僅有過去刻板印象的束縛，臺師大學生輔導中心

的樊雪春諮商心理師透過了壓力檢測量表測驗，和

與會者互動，同時帶出女性學者們也可能遇到的生

命壓力課題。年輕學者進入婚姻的前後可能為了生

兒育女徬徨，工作上也得擔心管理實驗室的份量不

夠；中年時的工作和家庭壓力可能都還在，有些人

甚至遇到離婚的轉折波動；到了老年，面臨工作被

取代、退休規劃不夠完善等困境，還得看著身邊親

友一一逝去。這些壓力其實是能預估及預防的，樊

教授強調心態調整的重要，生命之中不妨偶爾按下

暫停鍵，放鬆自己、向未知學習。

真實面對自己，也要更積極面對社會。長年深入性

別議題的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特聘教授，

在會中就過去社會許多對女性並不合理的要求、規

定，以法律的角度談生活中的各項自主權。儘管近

年來，隨著婦女運動的演進、時代的變遷，我們已

逐漸自舊的觀念價值中走了出來，然而仍應持續性

別平權的實踐。如增加女性貢獻曝光機會的學術界

性別化創新、促進女性任職主管等職場性別平權行

動，皆是學術界努力之重點。

而年輕女性學者經由研究回應社會，並尋找自己在

社會上的定位。中國醫藥大學整合幹細胞中心的莊

造奇博士引用「牛排理論」(Steak Theory)來切分

整個研究的每項環節、架構，再一步步地解決問

題，使她更有信心及熱情地完成博士研究生涯，經

過淬鍊後，「尋找有熱忱的事物，做一輩子，並感

動人心。」莊博士如此道出自己的社會定位。中研

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許雅儒研究員同樣以自身研究

工作出發，分享到國外深造後心境的轉變，瞭解

「一山還有一山高」的概念，繼而要不斷地充實自

己、學習更多，奠定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

壓軸登場的臺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邱美虹特聘教

授，致力推廣科學教育，將所學貢獻給社會大眾。

她長期與國外學者交流，共同推動化學普及之餘，

也從中找到女性的位置，並認為推廣科學時給女性

帶來的影響亦相當重要。她的其中一項研究，即是

與跨國學術組織合作進行性別差距的研究，其結果

顯示在學術界中，女性受到的歧視、阻撓、性騷擾

比例皆高於男性，相形之下對研究之路有很大的影

響。因此邱教授強調：「科學本身並不是只為男性

而存在的，所以女性必須對自己有自信心！」方能

跨越障礙，大步前進。

此次會中特別安排了一個節目，由淡江大學高惠春

教授帶領大家緬懷今年辭世的淡江大學化學系吳嘉

麗教授。吳教授從1983年起隨著李元貞女士推動

台灣婦女運動，並將關注重點放在當初婦運較少著

墨的女科技人，接連創辦女科技人電子報、台灣女

科技人學會。近40年來，吳教授身兼科學家與女

權主義者，為推動學術界的性別平權不遺餘力。高

教授期勉與會的女性學者們能追隨吳教授的腳步，

持續替女科技人樹立標竿與發聲。

英 國 知 名 的 女 權 主 義 先 鋒 維 吉 尼 亞 ‧ 吳 爾 芙

(Virginia Woolf)曾說：「女人若要寫作，就要有

自己的房間。」在此次會議開闢的「大房間」下，

彼此經由交流拉近了距離，凝聚的「女力」不容小

覷，也更能傳承並展現女性在學術界亮麗的價值。

科技部自然司
2021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

2021.10.29-30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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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後顧之憂。也因此，促成了這次共同辦理的女

性學者研討會。

此次會議邀請了幾位在各領域有著優秀表現的學

者，除了分享他們的研究，更著眼他們之於女性權

利的關聯性。陽明交大統計學研究所的高竹嵐助理

教授首先來談科普與表演藝術的距離，他以南丁格

爾(Florence Nightingale)運用數學統計醫治病患

的故事編導而成數學音樂劇「玫瑰的數字」，希望

能消弭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壁壘，更重要之目的在於

增進女性對於數理學習的動機。從另一個角度看，

女性在數理層面的活躍度不若男性，在於刻板印象

的不平等，高教授便說：「當你覺得某一個人不應

該做什麼的時候，相關的平等就不會發生。」

不僅有過去刻板印象的束縛，臺師大學生輔導中心

的樊雪春諮商心理師透過了壓力檢測量表測驗，和

與會者互動，同時帶出女性學者們也可能遇到的生

命壓力課題。年輕學者進入婚姻的前後可能為了生

兒育女徬徨，工作上也得擔心管理實驗室的份量不

夠；中年時的工作和家庭壓力可能都還在，有些人

甚至遇到離婚的轉折波動；到了老年，面臨工作被

取代、退休規劃不夠完善等困境，還得看著身邊親

友一一逝去。這些壓力其實是能預估及預防的，樊

教授強調心態調整的重要，生命之中不妨偶爾按下

暫停鍵，放鬆自己、向未知學習。

真實面對自己，也要更積極面對社會。長年深入性

別議題的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特聘教授，

在會中就過去社會許多對女性並不合理的要求、規

定，以法律的角度談生活中的各項自主權。儘管近

年來，隨著婦女運動的演進、時代的變遷，我們已

逐漸自舊的觀念價值中走了出來，然而仍應持續性

別平權的實踐。如增加女性貢獻曝光機會的學術界

性別化創新、促進女性任職主管等職場性別平權行

動，皆是學術界努力之重點。

而年輕女性學者經由研究回應社會，並尋找自己在

社會上的定位。中國醫藥大學整合幹細胞中心的莊

造奇博士引用「牛排理論」(Steak Theory)來切分

整個研究的每項環節、架構，再一步步地解決問

題，使她更有信心及熱情地完成博士研究生涯，經

過淬鍊後，「尋找有熱忱的事物，做一輩子，並感

動人心。」莊博士如此道出自己的社會定位。中研

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許雅儒研究員同樣以自身研究

工作出發，分享到國外深造後心境的轉變，瞭解

「一山還有一山高」的概念，繼而要不斷地充實自

己、學習更多，奠定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

壓軸登場的臺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邱美虹特聘教

授，致力推廣科學教育，將所學貢獻給社會大眾。

她長期與國外學者交流，共同推動化學普及之餘，

也從中找到女性的位置，並認為推廣科學時給女性

帶來的影響亦相當重要。她的其中一項研究，即是

與跨國學術組織合作進行性別差距的研究，其結果

顯示在學術界中，女性受到的歧視、阻撓、性騷擾

比例皆高於男性，相形之下對研究之路有很大的影

響。因此邱教授強調：「科學本身並不是只為男性

而存在的，所以女性必須對自己有自信心！」方能

跨越障礙，大步前進。

此次會中特別安排了一個節目，由淡江大學高惠春

教授帶領大家緬懷今年辭世的淡江大學化學系吳嘉

麗教授。吳教授從1983年起隨著李元貞女士推動

台灣婦女運動，並將關注重點放在當初婦運較少著

墨的女科技人，接連創辦女科技人電子報、台灣女

科技人學會。近40年來，吳教授身兼科學家與女

權主義者，為推動學術界的性別平權不遺餘力。高

教授期勉與會的女性學者們能追隨吳教授的腳步，

持續替女科技人樹立標竿與發聲。

英 國 知 名 的 女 權 主 義 先 鋒 維 吉 尼 亞 ‧ 吳 爾 芙

(Virginia Woolf)曾說：「女人若要寫作，就要有

自己的房間。」在此次會議開闢的「大房間」下，

彼此經由交流拉近了距離，凝聚的「女力」不容小

覷，也更能傳承並展現女性在學術界亮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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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女科技人大會─科技女力進行式

以「科技女力進行式」為主軸的「2021女科技人大

會」，12月11日同時於台北與線上登場。本次會議

合計超過1100人報名，其中30%為學生，17%為

男性。參與者來自產政學研及多元專長領域。

大會主題演講及論壇，邀請來自光電、半導體、人

工智慧、金融、生技、工程、再生能源等領域的科

技女性，分享在科技典範建立、永續發展、領導開

創的成就與觀點。最後圓桌論壇則以科研界與大

型、小型企業分別支持女性的策略做法為例，邀請

參與者共同提出實踐方案，非常精彩。

剛於12月8日在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Forbes)

「世界百大最有有影響力女性」列為第37位的蔡英

文總統，也以錄影致詞。她特別指出台灣近年重視

產業轉型，女性人才的貢獻應該受到重視。例如研

發癌症新藥有卓越成就的葉常菁博士，11月獲工

業技術研究院頒為院士，也在今天會議「領導角色

與帶領前行」論壇擔任與談人。蔡英文總統期盼有

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科技領域展現長才，並以有性別

觀點的反省，促使科技知識更多元更創新。

科技部吳政忠部長與林敏聰次長均出席本大會，林

次長於友善職場論壇中分享科技部近年支持女性科

研人員的做法與決心。因為女性在大部份的科技領

域都為少數，女科技人近年來才開始積極地、正式

地 透 過 建 立 網 絡 ， 互 相 培 力 ， 壯 大 影 響 力 。

「2021女科技人大會」讚揚勇於提出新創見和可

能性的女性，並指出科技產業界、學術界引領方向

的女性，是台灣科技圖像重要的一部分。

「2021女科技人大會」由中國工程師學會、中華

民國光電學會、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國際電子電機

工程師學會中華民國分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聯合

主辦，由女科技人結合的網絡，密集籌備超過半

年。本次結合大型學會、國際性學會與長久來以來

致力於建立女科技人網絡，創立10年的台灣女科

技人學會，及創辦14年的《台灣女科技人電子

報》，並獲得科技部與50個科技與工程領域學

術、產業界團體支持；許多學術團體並提出未來支

持女性科技人才的行動方案。本次大會是台灣科技

界支持科技女性的一次重大里程碑。

會議現場亦邀請70位女高中生參加，希望為未來

的女性人才樹立標竿及典範，並鼓勵她們持續協力

前行。

2021.12.11

授權轉載│2021女科技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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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許樹坤院長接續分享觀測

到的海域火山地質特性。最後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

所許鶴瀚助理教授與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林玉詩副

教授分別分享對於海域地球物理探測與海底火山的

調查經驗與未來展望。

本次活動除了現場約超過百位積極參與的專家學者

外，也提供線上直播給予更多不便前來現場的人同

步參與。除了主、合辦與協辦單位的鼎力支持外，

感謝十一位來自於國內八個不同政府單位、財團法

人、學術單位的主持人與講者不吝分享。希望這次

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繼續秉持著支持大

地科各項活動，科研分享、產業應用互利成長的做

法，持續推廣相關領域的成果分享。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及災害潛勢研討會」於

110年12月1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該研討

會由臺灣大學海洋中心、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大屯火山觀測站、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共同

舉辦。研討會目的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針對臺灣

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潛在地質災害、及北部陸海

構造連接模式等議題進行學術交流與討論。本次會

議將呈現最新的海洋科學與地球科學研究成果，並

共同研討臺灣北部海陸域之火山系統、災害預警、

都會防災、地質環境與熱液礦床等重要議題。會中

邀請9位對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科學領域進行深入

研究的學者進行演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同步

於會場外展示臺灣首次於南沖繩海槽利用勵進研究

船線控無人載具(ROV)設備，進行海底金屬礦產調

查之探測影片。

本次研討會開幕由臺灣大學李百祺研發長(代表管

中閔校長)、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劉正倫副

院長以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王詠絢代理所長進

行致詞，說明政府與學界對於火山活動、地質災

害、資源開發的支持與重視。上午議程主題為北部

陸域火山活動，第一個專題演講由臺灣大學地質科

學系宋聖榮教授進行大會邀請演講開場，接續由大

屯火山觀測站賴雅娟副研究員與李曉芬副研究員分

別分享觀測成果，最後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陳

棋炫科長進行整體大屯火山地熱資源概念模型的探

討。

下午議程主題為北部海域火山活動，中央研究院黃

信樺副研究員分享由陸地往海域連接的地體構造研

究成果，接著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陳松春科長

介紹南沖繩海槽海底火山與金屬礦產資源的調查現

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及
災害潛勢研討會

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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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許樹坤院長接續分享觀測

到的海域火山地質特性。最後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

所許鶴瀚助理教授與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林玉詩副

教授分別分享對於海域地球物理探測與海底火山的

調查經驗與未來展望。

本次活動除了現場約超過百位積極參與的專家學者

外，也提供線上直播給予更多不便前來現場的人同

步參與。除了主、合辦與協辦單位的鼎力支持外，

感謝十一位來自於國內八個不同政府單位、財團法

人、學術單位的主持人與講者不吝分享。希望這次

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繼續秉持著支持大

地科各項活動，科研分享、產業應用互利成長的做

法，持續推廣相關領域的成果分享。

「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及災害潛勢研討會」於

110年12月1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該研討

會由臺灣大學海洋中心、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大屯火山觀測站、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共同

舉辦。研討會目的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針對臺灣

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潛在地質災害、及北部陸海

構造連接模式等議題進行學術交流與討論。本次會

議將呈現最新的海洋科學與地球科學研究成果，並

共同研討臺灣北部海陸域之火山系統、災害預警、

都會防災、地質環境與熱液礦床等重要議題。會中

邀請9位對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科學領域進行深入

研究的學者進行演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同步

於會場外展示臺灣首次於南沖繩海槽利用勵進研究

船線控無人載具(ROV)設備，進行海底金屬礦產調

查之探測影片。

本次研討會開幕由臺灣大學李百祺研發長(代表管

中閔校長)、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劉正倫副

院長以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王詠絢代理所長進

行致詞，說明政府與學界對於火山活動、地質災

害、資源開發的支持與重視。上午議程主題為北部

陸域火山活動，第一個專題演講由臺灣大學地質科

學系宋聖榮教授進行大會邀請演講開場，接續由大

屯火山觀測站賴雅娟副研究員與李曉芬副研究員分

別分享觀測成果，最後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陳

棋炫科長進行整體大屯火山地熱資源概念模型的探

討。

下午議程主題為北部海域火山活動，中央研究院黃

信樺副研究員分享由陸地往海域連接的地體構造研

究成果，接著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陳松春科長

介紹南沖繩海槽海底火山與金屬礦產資源的調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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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許樹坤院長接續分享觀測

到的海域火山地質特性。最後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

所許鶴瀚助理教授與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林玉詩副

教授分別分享對於海域地球物理探測與海底火山的

調查經驗與未來展望。

本次活動除了現場約超過百位積極參與的專家學者

外，也提供線上直播給予更多不便前來現場的人同

步參與。除了主、合辦與協辦單位的鼎力支持外，

感謝十一位來自於國內八個不同政府單位、財團法

人、學術單位的主持人與講者不吝分享。希望這次

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繼續秉持著支持大

地科各項活動，科研分享、產業應用互利成長的做

法，持續推廣相關領域的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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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南區統計研討會」為台灣統計學界年度盛事，今

年由國立高雄大學統計所主辦。

本屆會議進行多方面統計主題研討，涵蓋統計、數

據及資料科學的理論及應用，發表論文包括工業現

場、工業統計、生物統計、因果分析、貝氏統計、

社會/教育統計方法、空間統計、時間序列、財務

金融、高維度資料分析、統計方法與應用、統計與

AI、智慧醫療、實驗設計、維度縮減、影像分析與

應用、機器學習、應用機率、醫學統計等多達19

項主題，論文題目發表約120餘篇，成果相當豐

碩。

本屆中華機率統計學會頒贈「學會獎」予創始會

員、高大統計所退休教授黃文璋，表彰其貢獻。

2021.10.30-31

「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及災害潛勢研討會」於

110年12月1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該研討

會由臺灣大學海洋中心、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大屯火山觀測站、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共同

舉辦。研討會目的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針對臺灣

北部海陸域火山活動、潛在地質災害、及北部陸海

構造連接模式等議題進行學術交流與討論。本次會

議將呈現最新的海洋科學與地球科學研究成果，並

共同研討臺灣北部海陸域之火山系統、災害預警、

都會防災、地質環境與熱液礦床等重要議題。會中

邀請9位對臺灣北部海陸域火山科學領域進行深入

研究的學者進行演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同步

於會場外展示臺灣首次於南沖繩海槽利用勵進研究

船線控無人載具(ROV)設備，進行海底金屬礦產調

查之探測影片。

本次研討會開幕由臺灣大學李百祺研發長(代表管

中閔校長)、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劉正倫副

院長以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王詠絢代理所長進

行致詞，說明政府與學界對於火山活動、地質災

害、資源開發的支持與重視。上午議程主題為北部

陸域火山活動，第一個專題演講由臺灣大學地質科

學系宋聖榮教授進行大會邀請演講開場，接續由大

屯火山觀測站賴雅娟副研究員與李曉芬副研究員分

別分享觀測成果，最後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陳

棋炫科長進行整體大屯火山地熱資源概念模型的探

討。

下午議程主題為北部海域火山活動，中央研究院黃

信樺副研究員分享由陸地往海域連接的地體構造研

究成果，接著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陳松春科長

介紹南沖繩海槽海底火山與金屬礦產資源的調查現



讓學術生態永續─
不可忽視的新進人才
現代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認為，企業應將員工視為最珍貴
的資產，這個「以人為本」的概念在學術界亦然，人才的培育一向是學術生態
得以永續發展的關鍵。每年總會有許多新進研究人員投入學術研究，他們繼承
前人的腳步，應用並結合許多不斷問世的新技術，萌發出更新的枝芽，形成一
股不可忽視的嶄新力量。

在物理、化學、地球科學及數學等自然科學領域裡，有哪些優秀的新進人才？
而國內現階段提供了什麼樣的研究資源給他們？他們還需要哪些層面的協助？
我們透過本次的專題企劃，在各學科領域挑選了一位新進人員深入專訪。除了
瞭解他們新穎的研究成果，也要來談他們對學術研究生涯的滿滿憧憬與期許。
相信這些期許，都會是我們豐厚學術中堅實力、追求頂尖的原動力！

 專題企劃

在臺灣太空科學聯盟成立之前無法做到的事。

雖然組織規模受到國家政策與預算的影響，葉永烜

教授希望臺灣太空科學聯盟能夠成為永久的存在，

為臺灣太空科學注入穩定的力量。「過去各界都專

注在自己的研究，相同的領域較少團隊合作的精

神，也缺乏『Give and take』的文化：各方需要

有所付出才能有所收穫。」葉教授相信團結便是力

量，希望透過傳承合作精神，集結各方之力，使臺

灣的太空科學研究能在國際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不會拒絕的個性，促使葉永烜教授接下臺灣太

空科學聯盟主席一職外，還有他多年前的理想抱

負。三十年前，葉永烜教授曾擔任國家太空計畫籌

備處的首席科學家，但後來計畫朝工程研發導向發

展，因而缺少科學家的投入。而三十年後，葉教授

希望他所促成的臺灣太空科學聯盟能補齊過去台灣

太空科技與產業發展和太空科學界的所缺乏的合作

與溝通。

現況與展望：以立方衛星邁向新太空時代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的核心價值為「學術卓越」、

「產業增值」、「永續發展」與「人才培育」，而

這些核心價值分別由各任務小組相互支撐，其中包

括「資料分析及軟體研發組」、「任務工程和實驗

儀器研發組」、「前瞻規劃組」以及「國際合作

組」。

短期目標除了連結學界研究與國家太空中心的衛星

任務計劃之外，另一個更長遠的目標便是希望能透

過整合學界與社會各界的意見，以白皮書的方式向

政府提供長期國家太空科技發展的建議。葉教授認

為，TSU自成立以來的工作進度相當接近當初設立

聯盟的期望。目前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能夠以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TSU）的發起背景：邁向太
空的一大步

以NASA最為人稱道的太空任務，如從阿波羅以至

卡西尼計畫為例，科學技術與儀器的發展與科學家

的研究創新往往是相輔相成的，好的科學研究需要

有精良先進的技術與儀器才能得到高品質的資料，

而一流的工程師亦須將學術需求納入考量進行科學

目標與儀器的開發才能得到最高的成果。兩者間的

合作與交流是促進太空科技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而臺灣太空科學聯盟（Taiwan Space Union，

TSU）的成立宗旨。除了促進國家太空中心的衛星

任務與學界的資訊交流外，亦提供了政府與業界和

學界共同商討太空政策與重要議題的平台，希望能

藉此整合國家各界在太空科技的能力爭取臺灣在太

空領域的國際地位，同時藉由國家衛星技術的發展

提高臺灣太空產業的價值。

在臺灣太空科學聯盟成立之前，臺灣的太空科技計

畫多是發散式的發展，雖然各有所長，但缺乏統整

與跨界的合作，學界想參與衛星任務的科學定義及

任務設計和研發，然而國家太空中心卻沒有科學

家。葉教授比喻，太空科技的發展就像是蓋房子，

良好的硬體與軟裝亦得滿足居住者的需求，才能發

揮最大的效益。2019年在科技部自然司的推波助

瀾下，一系列的太空科學研討會加強了學界在國家

太空中心第三期衛星計畫的參與。2020年於成功

大學舉辦的首屆「衛星科學工作坊」中，更超過了

200位政府與學界和產業界人士的參與。葉永烜教

授回憶，由當時與會的成功大學林建宏教授提出整

合發想，經過了多次的商討會議。在達成多位專家

學者的共識下，以美國NASA在阿波羅太空計畫時

有效的組織管理與資源使聯盟能夠走得更遠，以成

就它更長遠的影響力？

近期臺灣太空科學聯盟致力於發展「立方衛星」。

立方衛星是一種用於太空研究的小型衛星，它的體

積非常小、單手就能掌握之外，又有「口袋衛星」

之稱，其成本低廉且製程與操作亦十分適合學生學

習。2014年科學（Sciences）期刊更是將「立方衛

星的崛起」列為當年十大科學突破之一，如今立方

衛星正以輕巧便宜的優勢突破傳統衛星體積龐大且

造價昂貴的缺點，可望開啟人類新的太空研究篇

章。葉教授希望能夠推動學界和產業界合作立方衛

星的科技和製造，以培養新一代的太空技術與科學

人才。現階段聯盟正在推動建立「立方衛星科技中

心（Space T）」，並且藉由聯盟的推力，分別在成

功大學、中央大學與逢甲大學設立了英語的太空遙

測學程，提供臺灣及亞洲各國大學修讀，提高國際

合作。未來更進一步的整合各學校的資源。促進國

內及國外的連接產學合作，使臺灣的太空科學與技

術快步邁入「新太空（New Space）」的時代。

期成立的大學太空研究協會（University Space 

Research Association，USRA）為範本，創建

了臺灣太空科學聯盟（TSU），期望作為臺灣太空

科學策略溝通平臺與智庫。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TSU）的成立與執行重點：
以團結邁向太空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TSU）的主要工作涵蓋推動短

期跨校間教育合作以及長期的尖端科學計畫，整合

產學官界並協助制定臺灣太空科學的發展方針。過

去兩年來，聯盟協助臺灣太空科學研究銜接國家太

空中心的衛星計畫，同時也藉由工作坊與討論會加

強大學間與不同機構間的合作並舉辦多次的科學研

討會以推廣月球與立方衛星科技的發展。這些都是

1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跨領域研究的「湧現」─結合生態學模型
施宏燕為湍流研究帶來新突破
專訪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施宏燕助研究員

採訪‧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學問要深，還要廣。專攻物理學的施宏燕助研究
員，在海外學習到跨領域研究的重要性，同時對生
物有興趣的她，發現將演化生態學的知識，與湍流
相變研究結合，有助於解開物理學百年懸而未解之
謎，不僅榮獲2019年美國物理學會統計與非線性物
理類博士論文獎，更藉此體現跨領域研究合作之重
要。
───────────────────────────────

研究之路，始於對自然現象的好奇

「走向物理研究，其實是個漸進的過程。」從小對

自然現象十分好奇的施宏燕，在就學期間慢慢被物

理吸引。她認為，人類可以建構理論，描述大自然

的運作和背後的法則，是很神奇的事情。如願進入

清大物理系後，施宏燕開始探索前沿物理研究的不

同可能性。

大學期間，施宏燕對於物理的喜愛更加聚焦，像是

熱物理學、統計力學裡，從微觀連結巨觀的現象和

規律等概念，都讓她深深著迷；此外，當時王道維

教授開設「前沿物理專題演講」課程，邀請系上教

授和學生分享自身研究題目，也帶領她認識凝聚態

物理與其當前研究方向。其中最吸引她的，便是

「湧現」的概念。

「湧現」（emergence）是指多個個體產生的群

集行為與特性，這些行為和特性並不見於單一個

體，只有在眾多個體群集、彼此產生交互作用才會

出現。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水的三相：相同的水分子

在不同條件下會產生不一樣的群集行為，因而展現

出相異的物理狀態與性質。例如雪花由水分子組

成，卻能聚集成各式各樣的雪花圖案，這些結構並

不能從單一水分子的行為得知，必須由多個水分子

聚在一起才能展現出的特性，便是湧現作用的概

念。

「生命系統本身就是一個湧現的現象。」儘管科學

家已經知道生物體是由細胞及更小物質所組成，卻

依然難以回答「生命」如何產生。施宏燕在大學期

間加入林秀豪教授的研究小組研究低維度電子系

統，林秀豪教授當時的研究題目之一正往生物相關

領域發展，開啟她走向生物物理及跨領域研究之大

門。

湍流之謎，從跨領域學科中尋解

因著對生物物理和跨領域研究之興趣，施宏燕選擇

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起初只是抱著了解國

外相關領域的發展，卻在湍流相變的研究中，因跨

領域知識的結合，而有突破性的發現。

「湍流」，又稱紊流，常見於日常中的流體，如搭

飛機遇到的亂流、杯中因快速攪拌而流動的咖啡、

血管中受擾動的血液，都是生活中常見的例子。物

理學家嘗試以物理規則和方程式來預測湍流的變化

與模式，但在多年的鑽研後依然未有一個完整的了

解，使湍流被公認為物理學至今尚未被解決的問題

之一。有趣的是，讓物理界頭痛的問題，卻在生物

領域找到一絲曙光。

研究團隊透過數值模擬結合統計模型發現，在湍流

漸漸產生時，系統會湧現一個大尺度的模態，並與

湍流裡小尺度的擾動產生交互作用，此作用呈現出

來的統計行為，竟然產生類似生態系裡掠食者-獵

物的生態動力學行為。換句話說，看似複雜的湍

流，卻能連結到一個簡單的生態統計模型，為湍流

研究帶來截然不同的研究視角。

施宏燕憶起當時的發現，難掩心中的激動。在傳統

觀念裡，生物物理被視為是以物理知識，來解決生

物或其他領域的問題，「這個例子剛好相反，是其

他領域的知識和方法，反過來幫助解決物理的問

題。」她說，因為當時在博士班也有研究演化生態

學題目的經驗，才能在不同領域找到產生相互呼應

的概念、發現如此突破性的研究結果。

學成回臺，鼓勵跨領域交流

跨領域合作，是未來的研究趨勢。由於從國外跨領

域研究環境中獲益良多，促使施宏燕決定回臺。在

博士後研究之後，她在 2019 年加入中研院物理所

生物與動態系統組。生物與動態系統組是一個以跨

領域研究為主的團隊，施宏燕希望貢獻所學於生物

物理與跨領域研究，期待國內學術圈能有更多元的

交流管道，提供領域內或領域外的研究員彼此認

識、互相交流的機會。

訪談最後，施宏燕不忘鼓勵學生多加利用寒暑假的

時間到研究組或到校外實習，並以開闊的心胸嘗試

不同領域的知識和研究，累積不同面向的經驗，並

從中挑戰自己、發掘興趣。「臺灣學生其實很有能

力，不需要妄自菲薄。」她堅定的說道。

專題企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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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海外學習到跨領域研究的重要性，同時對生
物有興趣的她，發現將演化生態學的知識，與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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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物理研究，其實是個漸進的過程。」從小對

自然現象十分好奇的施宏燕，在就學期間慢慢被物

理吸引。她認為，人類可以建構理論，描述大自然

的運作和背後的法則，是很神奇的事情。如願進入

清大物理系後，施宏燕開始探索前沿物理研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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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與其當前研究方向。其中最吸引她的，便是

「湧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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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異的物理狀態與性質。例如雪花由水分子組

成，卻能聚集成各式各樣的雪花圖案，這些結構並

不能從單一水分子的行為得知，必須由多個水分子

聚在一起才能展現出的特性，便是湧現作用的概

念。

「生命系統本身就是一個湧現的現象。」儘管科學

家已經知道生物體是由細胞及更小物質所組成，卻

依然難以回答「生命」如何產生。施宏燕在大學期

間加入林秀豪教授的研究小組研究低維度電子系

統，林秀豪教授當時的研究題目之一正往生物相關

領域發展，開啟她走向生物物理及跨領域研究之大

門。

湍流之謎，從跨領域學科中尋解

因著對生物物理和跨領域研究之興趣，施宏燕選擇

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起初只是抱著了解國

外相關領域的發展，卻在湍流相變的研究中，因跨

領域知識的結合，而有突破性的發現。

「湍流」，又稱紊流，常見於日常中的流體，如搭

飛機遇到的亂流、杯中因快速攪拌而流動的咖啡、

血管中受擾動的血液，都是生活中常見的例子。物

理學家嘗試以物理規則和方程式來預測湍流的變化

與模式，但在多年的鑽研後依然未有一個完整的了

解，使湍流被公認為物理學至今尚未被解決的問題

之一。有趣的是，讓物理界頭痛的問題，卻在生物

領域找到一絲曙光。

研究團隊透過數值模擬結合統計模型發現，在湍流

漸漸產生時，系統會湧現一個大尺度的模態，並與

湍流裡小尺度的擾動產生交互作用，此作用呈現出

來的統計行為，竟然產生類似生態系裡掠食者-獵

物的生態動力學行為。換句話說，看似複雜的湍

流，卻能連結到一個簡單的生態統計模型，為湍流

研究帶來截然不同的研究視角。

施宏燕憶起當時的發現，難掩心中的激動。在傳統

觀念裡，生物物理被視為是以物理知識，來解決生

物或其他領域的問題，「這個例子剛好相反，是其

他領域的知識和方法，反過來幫助解決物理的問

題。」她說，因為當時在博士班也有研究演化生態

學題目的經驗，才能在不同領域找到產生相互呼應

的概念、發現如此突破性的研究結果。

學成回臺，鼓勵跨領域交流

跨領域合作，是未來的研究趨勢。由於從國外跨領

域研究環境中獲益良多，促使施宏燕決定回臺。在

博士後研究之後，她在 2019 年加入中研院物理所

生物與動態系統組。生物與動態系統組是一個以跨

領域研究為主的團隊，施宏燕希望貢獻所學於生物

物理與跨領域研究，期待國內學術圈能有更多元的

交流管道，提供領域內或領域外的研究員彼此認

識、互相交流的機會。

訪談最後，施宏燕不忘鼓勵學生多加利用寒暑假的

時間到研究組或到校外實習，並以開闊的心胸嘗試

不同領域的知識和研究，累積不同面向的經驗，並

從中挑戰自己、發掘興趣。「臺灣學生其實很有能

力，不需要妄自菲薄。」她堅定的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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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研究人員，若成果能被跨領域地實際應用，自

然是一大肯定，這部分李珮甄也有所期待。不過她

維持一直以來的專注，表示希望先把自己的根基穩

定後，再展開跨領域合作，畢竟「跨領域合作」時

常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才開始；雙方都擁有足夠的

專業能力，合作才有意義。至於合作的領域，她並

沒有任何預設，只希望自己的成果能真正地解決別

人的困難。回溯她一路以來在學習、研究、教學的

歷程，倒可窺見其一以貫之的態度；並不特別規劃

未來要如何，只是在每個當下盡己之力，當合適的

機會出現，順其自然地接受引導，便知道該走上哪

條路。相信這番心無旁鶩的專注，將持續帶領她前

行，無論面對多低的成功率，都能有水到渠成、瓜

熟蒂落的突破。

───────────────────────────────

醣分子在生物體當中是很重要的元素，也是種可被
廣泛應用的重要材料。關於醣，科學家想了解的還
有太多了，因此，如何合成出醣分子以增加可研究
的樣本數，就成了幫助各領域專家的重要關鍵；而
這正是李珮甄助理教授這些年來致力鑽研的題目，
她希望能在三年內突破現有醣類合成方法的困境，
找到一個嶄新的方式幫助研究，甚至跨領域在醫學
等其他專業中有所應用。
───────────────────────────────

對「有機化學」有反應 展開研究生涯

李珮甄和化學之間的淵源，最早可回溯至她高中時

期，當時她對於化學課中的「化學反應」就特別有

興趣，也是因此選擇進入嘉義大學化學系就讀；不

料大學生活開始後，她才發現化學系課程教的東西

包山包海，而且其中大部分的項目都並非她興趣所

在。煎熬地捱過了大學一年級，直到升上大二，

「有機化學」這個科目再度點燃了她想深入鑽研化

學的熱情。於是在大學四年學業完成後，因老師陳

清玉的鼓勵與指點，她順利進入國立清華大學化學

系攻讀碩士班。

碩士班期間，指導教授林俊成老師是她日後研究之

路的重要奠基者，「老師幫助我建立跨領域的連

結，包括思考邏輯的轉換、研究設計，以及如何解

照片提供：李珮甄助理教授

決現有問題。」李珮甄說道。因為在清大建立了良

好的研究基礎，她才能在畢業後遠赴加拿大繼續博

士後研究生涯；該團隊由呂桐睿教授帶領，後來進

駐台灣中研院，李珮甄也跟著回到中研院。擁有這

段經驗，是否感覺國內外的研究環境有所差異？她

表示，中研院和國外的研究室其實有不少類似的地

方，例如都在設備上給予研究人員很大的自由與支

持，內部的研究人員也都對自己的題目帶著極大的

熱情，其實是相當適合研究的環境；不過，她仍是

勇敢地踏出生涯轉換的一步。

90%失敗率的生活 專注保有初心

2021年八月，李珮甄加入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

學系；在接受這份教職前，她的過往經歷幾乎是專

注在有機化學合成領域。但「有機化學合成」其實

是一門失敗率相當高的研究項目，「合成研究的過

程 中 有 9 0 % 的 時 候 都 在 失 敗 ， 挫 折 感 常 常 都

有。」李珮甄分享道。面對一件成功率只有10%

的事，如何堅定地持續？除了從每一次得來不易的

「成功」中累積成就感，跟身邊非專業領域的朋友

聊天所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她讓自己前進的方式。

「我有一些朋友是護理師，聽他們分享身邊生死攸

關的事件，就覺得自己遇到的問題也不大。而且我

也還沒有把所有的方法都試完啊！」李珮甄的樂觀

與執著表露無遺。當挫折成為生活中熟悉的訪客，

正需要這樣一份單純的專注，保護初心不被失敗打

擊。

延續初始熱情，目前她仍致力於醣類合成方法的開

發，希望結合酵素和有機合成方法，發展水上醣基

化反應，找到能更快合成醣類的方法解決現有困

境。這件事看似基礎，卻有著不易克服的難處，需

要大量的人力不斷嘗試、確認，因此「和學生一起

做實驗」反倒成為這番研究中推波助瀾的一環。

「我在教導學生的時候也會找到修正研究的方

向。」教學從來都是相長的關係。

期待跨領域合作 當下盡己深耕

雖然從研究人員到學校老師的身分轉換中，李珮甄

也有過磨合期，不過如今看來，她已逐漸找到新的

平衡。她計畫在兩年內完成研究的內容，並於第三

年進行發表。若能找出新方法讓醣分子開枝散葉，

不僅是化學領域的一大突破，對醫學等其他領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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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研究人員，若成果能被跨領域地實際應用，自

然是一大肯定，這部分李珮甄也有所期待。不過她

維持一直以來的專注，表示希望先把自己的根基穩

定後，再展開跨領域合作，畢竟「跨領域合作」時

常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才開始；雙方都擁有足夠的

專業能力，合作才有意義。至於合作的領域，她並

沒有任何預設，只希望自己的成果能真正地解決別

人的困難。回溯她一路以來在學習、研究、教學的

歷程，倒可窺見其一以貫之的態度；並不特別規劃

未來要如何，只是在每個當下盡己之力，當合適的

機會出現，順其自然地接受引導，便知道該走上哪

條路。相信這番心無旁鶩的專注，將持續帶領她前

行，無論面對多低的成功率，都能有水到渠成、瓜

熟蒂落的突破。

───────────────────────────────

醣分子在生物體當中是很重要的元素，也是種可被
廣泛應用的重要材料。關於醣，科學家想了解的還
有太多了，因此，如何合成出醣分子以增加可研究
的樣本數，就成了幫助各領域專家的重要關鍵；而
這正是李珮甄助理教授這些年來致力鑽研的題目，
她希望能在三年內突破現有醣類合成方法的困境，
找到一個嶄新的方式幫助研究，甚至跨領域在醫學
等其他專業中有所應用。
───────────────────────────────

對「有機化學」有反應 展開研究生涯

李珮甄和化學之間的淵源，最早可回溯至她高中時

期，當時她對於化學課中的「化學反應」就特別有

興趣，也是因此選擇進入嘉義大學化學系就讀；不

料大學生活開始後，她才發現化學系課程教的東西

包山包海，而且其中大部分的項目都並非她興趣所

在。煎熬地捱過了大學一年級，直到升上大二，

「有機化學」這個科目再度點燃了她想深入鑽研化

學的熱情。於是在大學四年學業完成後，因老師陳

清玉的鼓勵與指點，她順利進入國立清華大學化學

系攻讀碩士班。

碩士班期間，指導教授林俊成老師是她日後研究之

路的重要奠基者，「老師幫助我建立跨領域的連

結，包括思考邏輯的轉換、研究設計，以及如何解

決現有問題。」李珮甄說道。因為在清大建立了良

好的研究基礎，她才能在畢業後遠赴加拿大繼續博

士後研究生涯；該團隊由呂桐睿教授帶領，後來進

駐台灣中研院，李珮甄也跟著回到中研院。擁有這

段經驗，是否感覺國內外的研究環境有所差異？她

表示，中研院和國外的研究室其實有不少類似的地

方，例如都在設備上給予研究人員很大的自由與支

持，內部的研究人員也都對自己的題目帶著極大的

熱情，其實是相當適合研究的環境；不過，她仍是

勇敢地踏出生涯轉換的一步。

90%失敗率的生活 專注保有初心

2021年八月，李珮甄加入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

學系；在接受這份教職前，她的過往經歷幾乎是專

注在有機化學合成領域。但「有機化學合成」其實

是一門失敗率相當高的研究項目，「合成研究的過

程 中 有 9 0 % 的 時 候 都 在 失 敗 ， 挫 折 感 常 常 都

有。」李珮甄分享道。面對一件成功率只有10%

的事，如何堅定地持續？除了從每一次得來不易的

「成功」中累積成就感，跟身邊非專業領域的朋友

聊天所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她讓自己前進的方式。

「我有一些朋友是護理師，聽他們分享身邊生死攸

關的事件，就覺得自己遇到的問題也不大。而且我

也還沒有把所有的方法都試完啊！」李珮甄的樂觀

與執著表露無遺。當挫折成為生活中熟悉的訪客，

正需要這樣一份單純的專注，保護初心不被失敗打

擊。

延續初始熱情，目前她仍致力於醣類合成方法的開

發，希望結合酵素和有機合成方法，發展水上醣基

化反應，找到能更快合成醣類的方法解決現有困

境。這件事看似基礎，卻有著不易克服的難處，需

要大量的人力不斷嘗試、確認，因此「和學生一起

做實驗」反倒成為這番研究中推波助瀾的一環。

「我在教導學生的時候也會找到修正研究的方

向。」教學從來都是相長的關係。

期待跨領域合作 當下盡己深耕

雖然從研究人員到學校老師的身分轉換中，李珮甄

也有過磨合期，不過如今看來，她已逐漸找到新的

平衡。她計畫在兩年內完成研究的內容，並於第三

年進行發表。若能找出新方法讓醣分子開枝散葉，

不僅是化學領域的一大突破，對醫學等其他領域也



如洋流般遠赴地極、終至歸根
方盈智的海洋研究之旅
專訪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方盈智助理教授

採訪‧撰稿│鄭凱菱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走了再遠，終究要落葉歸根。「人還是要回家
的。」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卻彷彿召喚般，讓方
盈智助理教授飛越了9000多公里，離開在德國布萊
梅港的研究工作，回到最愛的家鄉─臺灣；也讓他
的研究範疇從極地海洋再度回到臺灣黑潮。過去幾
年，他從臺灣到阿拉斯加，再到布萊梅港，研究的
海域也隨著身處地點轉換再三，兜兜轉轉，如今看
似又回到起點，但他已從需要教授提點的研究生，
成為指導學生的教授，不變的是心中對物理海洋學
的熱愛。
───────────────────────────────

遇見物理海洋學 打開做研究的開關

方盈智在大學期間讀的是地球科學，但他坦白說，

自己並不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直到「物理海洋

學」這門課被劉正千老師帶進他的生命裡，他才像

在人生的藍海中找到了一方舵，自此有了航行的方

向。方教授回憶，當時學習物理海洋學的過程就比

其他科目更為順利，考試經常有不錯的成績，授課

老師劉正千因此鼓勵他報考海洋研究所，才讓他從

地科這片大陸轉為投入大海的懷抱裡。

在臺大海洋所讀完了碩士，又當了三年的研究助

理，方盈智獲益良多，卻也發現自己仍有許多不足

之處。「做研究就是腳踏實地就對了。」這個道理

是他在王冑老師身上學到的。當時很多資料都是靠

程式去讀，好像少了程式，研究就卡住；但王冑老

師卻親自示範從原始資料去探討，憑自己的力量把

資料讀出來。這件事打開了方盈智想做研究的開

關，他認真地投入時間，時間也回以等價報酬。後

來他前往阿拉斯加，面對完全不同的領域、龐大需

要自己解讀的資料時，腦中卻已經有過去的資料庫

支援。

北冰洋是夢想 黑潮是家鄉

從阿拉斯加到德國布萊梅港，方盈智研究的都是北

冰洋，除了各方機緣巧合促成外，也和他自己內心

的嚮往有關；極地攝影師星野道夫是他欣賞的對

象，北極探勘因而成為想追尋的遠星，過去幾年時

光對方教授而言，相當接近夢想。如今回到臺灣，

不再有極地環境可研究，但他已經找到新目標；東

部的黑潮海域一直是海洋學專家們觀測的重心，臺

灣海洋科技中心也有一組雷達測流系統長期記錄黑

潮，珍貴的資料擺在那，值得深入探討，而這，不

正是他的專長嗎？

 

其實這件事打從方盈智人在國外時就已心心念念，

早在他臺大擔任研究助理時就跟黑潮結下緣分，當

時除了觀測黑潮外，還協助海軍建置了第一組雷達

偵測系統。過往經驗影響現在的決定，脫離臺灣本

土海域這麼多年，一切都需要重新熟悉，黑潮作為

尋根的起點再適合不過，除了它本身對臺灣海域的

重要性，也因為它是全球大洋西邊都有的必然存

在；對他而言，現在回到黑潮的研究，就像是一塊

重要的拼圖，完整心裡頭那幅壯觀的全球大洋資料

庫。

教學相長 延續善的循環

目前方盈智除了持續研究手上極地和黑潮的資料

外，2021 年 2 月開始擔任中山大學海洋系教師的

他，也必須騰出一部分的心力指導學生；時間分配

可說是眼下最大的挑戰，但對他而言，教學和做研

究是相輔相成。指導的兩位研究生正好一位選擇極

地海洋、一位專注於黑潮流域，和學生一起複習舊

有資料，常讓他有新的發現。

因此雖然回到臺灣，但對極地海洋的研究短時間內

仍不會中斷，方盈智手上還有非常多過去的資料等

著他去消化；他表示自己相當看重觀測，無論新舊

資料都有其價值，與其不斷去挖新的，將現有資料

仔細地咀嚼，就像是練功前的紮馬步，更貼近他所

追求的腳踏實地。當年從臺大王冑老師身上學到的

研究精神，如今他延續這股善的循環，傳遞給自己

的學生。

做研究如同打棒球 學會謙卑和信任

從臺灣到阿拉斯加，再到德國布萊梅港，在地圖上

形成巨大三角形的這段旅程，也在方盈智和物理海

洋界之間劃下深刻的緣分；而今的他已不是就讀成

大地科時那位懵懂的學生，這些年來紮實地積累，

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就如海洋般深廣，但他卻仍舊謙

卑，且相信團隊的力量。他深信只要找到想研究的

方向，即便一開始只有自己，過程中會慢慢找到同

樣專注該領域的夥伴。

最後，方盈智以自己最愛的運動─「棒球」做為比

喻，「棒球是個充滿失敗的運動。它的得勝與否除

了自己的努力，也取決於隊友的幫忙。在棒球隊裡

的經驗讓我知道，一切結果都產自複雜的過程。失

誤了，大家會彼此打氣幫忙，九個人要團結一致才

能把比賽打完，取得勝利。但是你也會遇到不用練

習就有好表現的人，因為這樣，我知道人外有人，

並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謙卑。這一切，在海洋研

究裡，也是同樣適用的。」

16Vol.33 No. 4   December 2021｜

照片提供：方盈智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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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而言，現在回到黑潮的研究，就像是一塊

重要的拼圖，完整心裡頭那幅壯觀的全球大洋資料

庫。

教學相長 延續善的循環

目前方盈智除了持續研究手上極地和黑潮的資料

外，2021 年 2 月開始擔任中山大學海洋系教師的

他，也必須騰出一部分的心力指導學生；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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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相輔相成。指導的兩位研究生正好一位選擇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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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去消化；他表示自己相當看重觀測，無論新舊

資料都有其價值，與其不斷去挖新的，將現有資料

仔細地咀嚼，就像是練功前的紮馬步，更貼近他所

追求的腳踏實地。當年從臺大王冑老師身上學到的

研究精神，如今他延續這股善的循環，傳遞給自己

的學生。

做研究如同打棒球 學會謙卑和信任

從臺灣到阿拉斯加，再到德國布萊梅港，在地圖上

形成巨大三角形的這段旅程，也在方盈智和物理海

洋界之間劃下深刻的緣分；而今的他已不是就讀成

大地科時那位懵懂的學生，這些年來紮實地積累，

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就如海洋般深廣，但他卻仍舊謙

卑，且相信團隊的力量。他深信只要找到想研究的

方向，即便一開始只有自己，過程中會慢慢找到同

樣專注該領域的夥伴。

最後，方盈智以自己最愛的運動─「棒球」做為比

喻，「棒球是個充滿失敗的運動。它的得勝與否除

了自己的努力，也取決於隊友的幫忙。在棒球隊裡

的經驗讓我知道，一切結果都產自複雜的過程。失

誤了，大家會彼此打氣幫忙，九個人要團結一致才

能把比賽打完，取得勝利。但是你也會遇到不用練

習就有好表現的人，因為這樣，我知道人外有人，

並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謙卑。這一切，在海洋研

究裡，也是同樣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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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上的閱讀者－
鄭堯在書裡為數學動心
專訪淡江大學數學學系鄭堯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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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點，在學校處理教學事務，其他時候則專注於研

究。兩種身份偶爾也會相輔相成，像是為了備課，

在複習、說課的過程愈加熟悉基礎概念或理論，對

於研究幫助甚大。

此外，教授也很重視跨領域的交流，期待國內學術

圈能提供各領域研究員互相認識、合作的機會，他

認為，新的想法很難憑空想像，需要多去接觸、了

解不同領域的內容，才能碰撞新的火花。

儘管有遠大的願景，鄭堯卻不躁進，依循著對數學

的悸動與感受，一步步累積經驗與看見，腳踏實地

的走在研究路上。

───────────────────────────────

若以美麗、感動，與深刻形容一件事物，你會想到
什麼？這些詞彙，是淡江大學數學學系助理教授鄭
堯，用來描述他與數學產生連結的時刻。喜愛閱讀
的他，總以感性的態度面對理性的學科，數學之於
鄭堯，早已跳脫冰冷的式子，反而像是一篇篇動人
的小說，「式」裡行間激盪著豐富的感受。
───────────────────────────────

在閱讀間，感受數學之美

考試是每個人學生時期的共同記憶，因為考不好而

厭惡數學的故事，也時有所聞。然而，鄭堯卻不是

如此。他回想最初對數學萌生興趣的時刻，竟與數

學考試有關。印象中，那是國中的某一次數學段

考，班上大部分的同學都考不好，在一片哀鴻遍野

中只有一位同學拿下高分，那卓爾不群的模樣，讓

鄭堯教授覺得「好帥！」抱著不服輸的心情，他開

始大量練習課本與習作裡的習題，逐漸在解題過程

找到樂趣與成就感，為往後的數學研究之路埋下種

子。

除了同儕的刺激，鄭堯也受國中數學老師的影響。

當時的老師不僅教學清楚，也會在課堂中分享數學

家的故事，使數學變得有趣而不再抽象，原本就喜

愛閱讀古人故事的他，也對數學愈來愈有興趣。

「認識數學家，才知道原來數學家也是人，了解他

照片提供：鄭堯助理教授

背後的動機和脈絡，數學會親近許多。」鄭堯如此

說道。

閱讀，也是影響教授走向數學研究的原因之一。正

值高三的教授，恰好閱讀一本書籍，書裡提及無限

集合可以比大小之概念，打破他的既定印象，在自

己先思考可能的方法後，再翻閱書籍解答的瞬間，

鄭堯形容對於從未接觸過之概念的領悟，感覺彷彿

茅塞頓開，令他「很感動」。

當時種下的種子，有了閱讀與情感的澆灌，逐漸萌

芽。面對數學，鄭堯總滿懷感受。大二那年，當他

讀到伽羅瓦理論（Galois theory）訂定一個標準，

用以區分五次方程式是否有解，那種感動再次湧上

心頭，忍不住讚嘆：「太漂亮了」；研究所時期閱

讀的表現理論書籍，融合分析與代數之概念，同樣

令他感到心動。即便到現在分享這些事，鄭堯的雙

眼仍閃爍著光芒。

研究路上，以探索新現象自勉

一次次的感動，讓鄭堯的研究路更為堅定。在眾多

純數領域中，教授選擇專注在數論與表現理論，或

許也是這些讀物的啟發。儘管一般人很難理解純數

學，也不清楚該研究對於社會大眾的幫助，他卻抱

持樂觀的態度，分享諸多案例：量子力學剛被提出

之時，沒有人能料想到它與電腦的結合與應用；即

使是看似純數學領域的數論，也已經有透過橢圓曲

線理論進行加密的嘗試。現在社會變遷速度之快，

目前看起來與大眾很遙遠的理論，未來說不定會融

合在每個人的生活，成為日常的一部分。

被問到目前研究的重要成果，鄭堯則是靦腆一笑，

自謙都是小成果。語畢，他沈默了數秒，以一種篤

定的語氣說道：「對我而言，我想要找到大家都沒

想過的問題去研究，這是我的願景。」他語氣之肯

定，彷彿那年看著同學考高分、決定好好唸數學的

國中生鄭堯，對自己許下了承諾，便盡全力朝目標

前進，期待能成為拓荒者，在研究裡發現新的可能

與現象。

跨領域交流，創造更多機會

目前任職於淡江大學數學學系的鄭堯，時常在研究

與教學兩種身份上轉換，他以空間作為身份的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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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惡數學的故事，也時有所聞。然而，鄭堯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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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一位同學拿下高分，那卓爾不群的模樣，讓

鄭堯教授覺得「好帥！」抱著不服輸的心情，他開

始大量練習課本與習作裡的習題，逐漸在解題過程

找到樂趣與成就感，為往後的數學研究之路埋下種

子。

除了同儕的刺激，鄭堯也受國中數學老師的影響。

當時的老師不僅教學清楚，也會在課堂中分享數學

家的故事，使數學變得有趣而不再抽象，原本就喜

愛閱讀古人故事的他，也對數學愈來愈有興趣。

「認識數學家，才知道原來數學家也是人，了解他

背後的動機和脈絡，數學會親近許多。」鄭堯如此

說道。

閱讀，也是影響教授走向數學研究的原因之一。正

值高三的教授，恰好閱讀一本書籍，書裡提及無限

集合可以比大小之概念，打破他的既定印象，在自

己先思考可能的方法後，再翻閱書籍解答的瞬間，

鄭堯形容對於從未接觸過之概念的領悟，感覺彷彿

茅塞頓開，令他「很感動」。

當時種下的種子，有了閱讀與情感的澆灌，逐漸萌

芽。面對數學，鄭堯總滿懷感受。大二那年，當他

讀到伽羅瓦理論（Galois theory）訂定一個標準，

用以區分五次方程式是否有解，那種感動再次湧上

心頭，忍不住讚嘆：「太漂亮了」；研究所時期閱

讀的表現理論書籍，融合分析與代數之概念，同樣

令他感到心動。即便到現在分享這些事，鄭堯的雙

眼仍閃爍著光芒。

研究路上，以探索新現象自勉

一次次的感動，讓鄭堯的研究路更為堅定。在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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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交流，創造更多機會

目前任職於淡江大學數學學系的鄭堯，時常在研究

與教學兩種身份上轉換，他以空間作為身份的切換



帶著疑問出發，才是真正的跨領域！
林秀豪建立全球首創記憶體技術
專訪教育部110年師鐸獎得主林秀豪教授

採訪‧撰稿│鄭凱菱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

多年來各國團隊致力於讓MRAM整合於半導體製程
中，卻因技術上的困難無所進展；直到2019年，清
華大學物理系林秀豪教授與賴志煌教授合作成功地
將電子自旋流用於操控鐵磁、反鐵磁介面。該突破
可說是全球首創，在記憶體技術上的一大貢獻！並
於2019年獲材料領域最頂尖的國際期刊《Nature 
Materials》大篇幅報導。
───────────────────────────────

在電子資訊時代，磁性記憶體 MRAM 已成為半導

體大廠的兵家必爭之地，儼然是下一代記憶體的超

新星。眾研發團隊試圖擅用 MRAM 的優勢，擺脫

現有主流記憶體（SRAM 與 DRAM）的受限之處

，卻因磁性不容易操控，在技術上始終難以突破。

清華大學物理系林秀豪教授與材料系賴志煌教授跨

域合作，成功研發出透過電子自旋流操控磁性的技

術，自此讓磁性記憶體MRAM可和半導體製程接

軌，在記憶體技術上有了全球首創的一大突破。 

 
理論物理學家的跨領域之旅　始於「問題」

該團隊計畫初期便獲科技部支持，而今雖有成就，

不過林秀豪教授仍不緩向前的腳步，持續在材料與

物理跨域拓進。但翻開教授的背景，「理論物理學

家」才是他對外的身分，不禁讓人好奇，他是否有

預設自己要成為一個跨領域的科學家？他本身是怎

麼看待跨領域的人才呢？面對這個問題，林秀豪教

授顯得格外認真，他表示跨領域確實很重要，但目

前大部分的跨領域課程卻像是拼盤，透過拼湊專業

、計算比例分類的方式來規劃訓練學生的方式，卻

因此讓學生難以深入學習各專業領域。在他看來，

理想的跨領域人才，絕對仍需保有本身的專業，卻

同時須具備和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相互協調、溝通

的能力，正如他和MRAM技術研發團隊便像是一

曲由材料和物理交織出的跨領域奏鳴曲。

 

而最初讓林秀豪教授踏出自身專業領域的推力，其

實也不是「為跨而跨」，而是很單純地「想解決問

題」。「當今社會有很多重要的議題，譬如能源，

你能說他屬於物理還是化學嗎？其實很難清楚地分

界，這類重要的問題，沒有辦法在單一領域中被解

決，所以才需要組成跨領域團隊。」林秀豪教授分

享到。 

 
欣賞物理建構的極簡美世界

作為一個理論物理學家，小從生活瑣事、大到研究

題目，世界上萬物的現象似乎都是林秀豪教授好奇

想探究的目標。決定讓物理成為生命裡核心那時，

恰好是對生命充滿疑問的年紀，而最初帶領他選擇

走進物理懷抱的關鍵原因，正是物理帶給他的足夠

安全感。

物理具備可將一切複雜現象切割簡化的「簡約性」

，擁有廣泛可應用範圍的「普世性」，兩者交錯而

成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用黑白分明、單純與極簡

來形容物理為他建構的世界，林教授笑著說：「人

生事實上很複雜，但每次當我在紙上推導出一些結

論的時候，還是會被背後的單純跟美驚豔。」

 
好奇心是夢想成真的基石

「疑問」帶領林秀豪教授走進了物理領域，「解決

疑問的渴望」則帶著他步出了物理世界。量子科技

、統計物理都是林教授的研究專長，其實以他的好

奇程度，光是物理界能探索的項目就夠他忙了，卻

還是跨足材料、大腦等不同領域，因為他並不是自

己決定了一個研究題目，而是保守著作為一個物理

學家最根本的「好奇心」，從「問題」出發，尋找

解答。

 

「我常常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想解決自己的問題

，就有人願意付薪水給我。」他笑著說理論物理學

家根本是自己的 Dream Job！從最小到最大，或

者最簡單到最複雜的現象，物理學家都需要去解釋

。有時候是現象先被觀察到，卻不代表人們真的理

解了背後運行的道理，而這，便是理論物理學家存

在的價值。不過有的時候，理論物理學家也會像個

寂寞的先知，對現象做出了預測，卻必須等待理論

真的被證實的那天，譬如在2015年被觀測到的重

力波，事實上是愛因斯坦於1916年發出的預測，

中間相隔了100年才被證實。因此，對林秀豪教授

來說，若人生中真能有一個如此成就，恐怕是比夢

想成真還更加夢幻的美事。

 
從提問出發　讓人愛上物理

除了專注尋找對物理現象的解答，林秀豪教授的另

一個使命感則落在「引發大眾對物理的興趣」，這

件事同樣呼應著他本身的生命歷程，推己及人，期

待讓更多人認識物理的趣味性；但這份趣味性並不

是透過綜藝化來推廣，而是藉由「問對問題」來引

發好奇。

物理問題的答案其實可以也同時能解釋生活中的種

種現象，只是多數時候人們已經習慣對現象視而不

見，將一切視為一種「理所當然」，因而少了去思

考背後原理的好奇心。「為什麼10度的水跟12度

的水看起來差不多，零下1度的水卻跟1度的水狀

態差那麼多？」林教授認為，想勾起大眾對物理的

興趣，首要便是「提出一般人都會好奇的問題」，

解釋時則要跳脫公式的束縛，直接以圖像或其他方

式呈現背後的邏輯，讓所有人都能理解。

對他而言，物理的魅力便是在於這最單純地「回應

問題」的能力，就像在價值觀紛亂的世界中一個穩

定人心的錨點。「疑問」所帶來的並不是混亂，反

倒成為新風景的開張；而這或許就解答了，為什麼

身為一位物理學家，林秀豪教授卻能成為改寫半導

體材料技術的全球性要角，且仍持續挺進，偕同他

的跨領域團隊一起，前往尚無人抵達的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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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無他，唯堅持而已─
黃信元的橄欖球之道
專訪110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得主黃信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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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授以重量訓練比喻「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的差

別。在重量訓練裡有分健美和健力，兩者在外界看

起來差不多，背後所追求的事情卻不同，例如：健

美追求肌肉的最大化與肌肉線條的美感，強調身體

肌肉比例的勻稱性；而健力追求的是力量的極致，

肌肉線條雖不那麼明顯，卻很有力，一般熟悉的舉

重便屬於這類。

數學亦是如此。若以偏微分方程為例，面對同一個

方程式，「純數學」域追求一個解的結構與存在，

而「應用數學」則需要透過模型來得到參數，並透

過數值方法來預測可能的結果。例如在疫情期間，

科學家就是利用偏微分方程建立數學模型，並透過

相關物理定律和規則，試圖找出不同的參數進行預

測，模擬病毒的擴散與疫情的發展，從中尋覓控制

疫情的良策。由此可見數學對於疫情帶來的實質助

益。

 

「大家就像都說數學很重要，但國內有幾間學校的

應用數學系都改名了。」想起這十幾年在學術領域

的看見，黃信元教授忍不住感慨。他直言，國內數

學系的學生，除非未來走教職，否則很少有人會純

做數學研究，大部分的人都會往相關科系發展。不

過，黃信元教授認為，與其他科系結合，其實是數

學系機會點。教授說，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都是近

年熱門的主題，在機器學習的第一堂課教授的概

念，像是最小平方法、最速下降法等，其實都涵蓋

於數學系微積分課程之中。因此，數學如何連結其

他學科，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黃信元教授指出，其實很多領域都需要數學的參

與，像是剛才提到的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影像處

理技術，就連Google PageRank搜尋原理，都與

數學線性代數有關。「如果數學是重量訓練，其他

學科就像不同球類運動，需要透過重訓增強部分的

肌力訓練。」教授用他最擅長的比喻，描述數學爲

所有科學提供基礎工具之特質，清楚點出數學的優

勢。

身為數學系的老師，黃信元教授認為教學和研究等

同重要，他勉勵自己多去觀察其他學科的發展、了

解不同學科所需要的數學，進而提供服務之外，他

也強調將應用實例導入課程，透過數學研究與當今

───────────────────────────────

數學與橄欖球，是黃信元教授求學階段的兩大重
心，他因數學而認識橄欖球，也因橄欖球而走向研
究之路。體內住著一位運動員的他，喜歡以重訓、
運動做比喻，讓艱澀的概念變得有趣。在研究路
上，黃信元教授就像球場上運動員，專注而投入、
堅持而不放棄，享受過程帶來的一切經歷。
───────────────────────────────

因數學而與橄欖球結緣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剛開始滿挫折的。」聊到自

己的求學過程，黃信元教授如此回應。如同大部分

的高中生，教授因為數學還不錯，便將數學系列為

第一志願。直到進入臺大數學系後，他才驚覺大學

數學和高中數學截然不同，對於邏輯推導的重視遠

高於計算，加上一些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已接觸過大

學數學，自己的程度望塵莫及，換來滿滿的挫折

感。那時候的黃信元教授還不適應大學數學的領

域，更遑論以數學研究作為未來志業。

然而，卻也是數學系，讓他有機會接觸橄欖球，間

接走向數學研究之路。當時臺大數學系的張海潮教

授（現已退休），曾是臺大橄欖球隊的OB（註

一），常常在課堂分享橄欖球運動的好處，因此在

大二時，黃信元教授與幾位同學組成橄欖球系隊，

甚至後來加入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數次大專盃。橄

照片提供：黃信元教授

欖球幾乎成為教授大學生活的重心。

黃信元教授回想，當時系隊感情很好，一起上課、

一起比賽，在沒比賽時還會自組讀書會，窩在一起

讀書、專研數學。對尚未適應大學數學的黃信元教

授而言，有了讀書會與同儕的協助，也漸漸找到因

應學科的方法，甚至愈來愈有興趣。因此，大四的

他便決定繼續唸碩士班，在堅定踏上數學研究之路

的同時，持續在球場上用熱情澆灌他最愛的橄欖

球。

研究如球賽，堅持必有回報

研究這條路，黃信元教授坦承，大部分的嘗試都是

不成功的，因此，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是「不要放

棄」，一旦設定好目標，便朝目標前進。過程可能

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繞路，甚至需要換個方向，才

能達到目的，然而，無論路徑有多曲折，繼續堅持

前行而不言放棄，方為學術研究之真諦。

黃信元教授以他最愛的橄欖球為例，說明做研究就

如同參與一場十五人制的橄欖球比賽，目標是對方

球門，球員拿到球不可能只是往前衝就能得分，中

途可能會遇到一些「亂集團」（註二）而無法前

進，必須將球交給下一個人，換個路線再前進。

或許就是憑著這股堅毅不拔的運動家精神，黃信元

教授在數學研究領域的努力，也逐漸被看見。

2015年，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他，獲得國家理

論中心年輕理論學者獎，以及2016年中華民國數

學會青年數學家獎。今年，黃信元教授更榮獲110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這座被譽為是年輕學者的

最高榮譽獎項。他說，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年齡

為42歲，自己今年恰好滿42歲，自嘲是壓線獲

獎。教授更謙虛的說，自己在數學研究的路上並不

突出，優秀的人比比皆是，能獲得這份殊榮不僅是

對研究的肯定，背後的意義在於，「只要肯繼續堅

持下去，終有可能獲得回報」。教授補充，即使

42歲的他沒有得獎，那也不會怎樣，他還是會繼

續朝著目標前進。

數學如重訓，為學科打下基礎

數學，至少陪伴每個人走過小學到高中的求學歷

程，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這門領域。黃信元教

技術的結合，使學生了解數學的重要。在數學推廣

教育的場上，黃信元教授已看準目標，並以運動員

之姿，跨步向前邁進。

註1│OB為Old  Boy縮寫，在臺大橄欖球隊裡用以稱
呼已畢業的學長。
註2│亂集團指的是兩隊球員為了爭球，互相纏抱之現
象，又可細分為ruck和maul等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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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以重量訓練比喻「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的差

別。在重量訓練裡有分健美和健力，兩者在外界看

起來差不多，背後所追求的事情卻不同，例如：健

美追求肌肉的最大化與肌肉線條的美感，強調身體

肌肉比例的勻稱性；而健力追求的是力量的極致，

肌肉線條雖不那麼明顯，卻很有力，一般熟悉的舉

重便屬於這類。

數學亦是如此。若以偏微分方程為例，面對同一個

方程式，「純數學」域追求一個解的結構與存在，

而「應用數學」則需要透過模型來得到參數，並透

過數值方法來預測可能的結果。例如在疫情期間，

科學家就是利用偏微分方程建立數學模型，並透過

相關物理定律和規則，試圖找出不同的參數進行預

測，模擬病毒的擴散與疫情的發展，從中尋覓控制

疫情的良策。由此可見數學對於疫情帶來的實質助

益。

 

「大家就像都說數學很重要，但國內有幾間學校的

應用數學系都改名了。」想起這十幾年在學術領域

的看見，黃信元教授忍不住感慨。他直言，國內數

學系的學生，除非未來走教職，否則很少有人會純

做數學研究，大部分的人都會往相關科系發展。不

過，黃信元教授認為，與其他科系結合，其實是數

學系機會點。教授說，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都是近

年熱門的主題，在機器學習的第一堂課教授的概

念，像是最小平方法、最速下降法等，其實都涵蓋

於數學系微積分課程之中。因此，數學如何連結其

他學科，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黃信元教授指出，其實很多領域都需要數學的參

與，像是剛才提到的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影像處

理技術，就連Google PageRank搜尋原理，都與

數學線性代數有關。「如果數學是重量訓練，其他

學科就像不同球類運動，需要透過重訓增強部分的

肌力訓練。」教授用他最擅長的比喻，描述數學爲

所有科學提供基礎工具之特質，清楚點出數學的優

勢。

身為數學系的老師，黃信元教授認為教學和研究等

同重要，他勉勵自己多去觀察其他學科的發展、了

解不同學科所需要的數學，進而提供服務之外，他

也強調將應用實例導入課程，透過數學研究與當今

───────────────────────────────

數學與橄欖球，是黃信元教授求學階段的兩大重
心，他因數學而認識橄欖球，也因橄欖球而走向研
究之路。體內住著一位運動員的他，喜歡以重訓、
運動做比喻，讓艱澀的概念變得有趣。在研究路
上，黃信元教授就像球場上運動員，專注而投入、
堅持而不放棄，享受過程帶來的一切經歷。
───────────────────────────────

因數學而與橄欖球結緣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剛開始滿挫折的。」聊到自

己的求學過程，黃信元教授如此回應。如同大部分

的高中生，教授因為數學還不錯，便將數學系列為

第一志願。直到進入臺大數學系後，他才驚覺大學

數學和高中數學截然不同，對於邏輯推導的重視遠

高於計算，加上一些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已接觸過大

學數學，自己的程度望塵莫及，換來滿滿的挫折

感。那時候的黃信元教授還不適應大學數學的領

域，更遑論以數學研究作為未來志業。

然而，卻也是數學系，讓他有機會接觸橄欖球，間

接走向數學研究之路。當時臺大數學系的張海潮教

授（現已退休），曾是臺大橄欖球隊的OB（註

一），常常在課堂分享橄欖球運動的好處，因此在

大二時，黃信元教授與幾位同學組成橄欖球系隊，

甚至後來加入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數次大專盃。橄

欖球幾乎成為教授大學生活的重心。

黃信元教授回想，當時系隊感情很好，一起上課、

一起比賽，在沒比賽時還會自組讀書會，窩在一起

讀書、專研數學。對尚未適應大學數學的黃信元教

授而言，有了讀書會與同儕的協助，也漸漸找到因

應學科的方法，甚至愈來愈有興趣。因此，大四的

他便決定繼續唸碩士班，在堅定踏上數學研究之路

的同時，持續在球場上用熱情澆灌他最愛的橄欖

球。

研究如球賽，堅持必有回報

研究這條路，黃信元教授坦承，大部分的嘗試都是

不成功的，因此，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是「不要放

棄」，一旦設定好目標，便朝目標前進。過程可能

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繞路，甚至需要換個方向，才

能達到目的，然而，無論路徑有多曲折，繼續堅持

前行而不言放棄，方為學術研究之真諦。

黃信元教授以他最愛的橄欖球為例，說明做研究就

如同參與一場十五人制的橄欖球比賽，目標是對方

球門，球員拿到球不可能只是往前衝就能得分，中

途可能會遇到一些「亂集團」（註二）而無法前

進，必須將球交給下一個人，換個路線再前進。

或許就是憑著這股堅毅不拔的運動家精神，黃信元

教授在數學研究領域的努力，也逐漸被看見。

2015年，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他，獲得國家理

論中心年輕理論學者獎，以及2016年中華民國數

學會青年數學家獎。今年，黃信元教授更榮獲110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這座被譽為是年輕學者的

最高榮譽獎項。他說，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年齡

為42歲，自己今年恰好滿42歲，自嘲是壓線獲

獎。教授更謙虛的說，自己在數學研究的路上並不

突出，優秀的人比比皆是，能獲得這份殊榮不僅是

對研究的肯定，背後的意義在於，「只要肯繼續堅

持下去，終有可能獲得回報」。教授補充，即使

42歲的他沒有得獎，那也不會怎樣，他還是會繼

續朝著目標前進。

數學如重訓，為學科打下基礎

數學，至少陪伴每個人走過小學到高中的求學歷

程，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這門領域。黃信元教

技術的結合，使學生了解數學的重要。在數學推廣

教育的場上，黃信元教授已看準目標，並以運動員

之姿，跨步向前邁進。

註1│OB為Old  Boy縮寫，在臺大橄欖球隊裡用以稱
呼已畢業的學長。
註2│亂集團指的是兩隊球員為了爭球，互相纏抱之現
象，又可細分為ruck和maul等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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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以重量訓練比喻「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的差

別。在重量訓練裡有分健美和健力，兩者在外界看

起來差不多，背後所追求的事情卻不同，例如：健

美追求肌肉的最大化與肌肉線條的美感，強調身體

肌肉比例的勻稱性；而健力追求的是力量的極致，

肌肉線條雖不那麼明顯，卻很有力，一般熟悉的舉

重便屬於這類。

數學亦是如此。若以偏微分方程為例，面對同一個

方程式，「純數學」域追求一個解的結構與存在，

而「應用數學」則需要透過模型來得到參數，並透

過數值方法來預測可能的結果。例如在疫情期間，

科學家就是利用偏微分方程建立數學模型，並透過

相關物理定律和規則，試圖找出不同的參數進行預

測，模擬病毒的擴散與疫情的發展，從中尋覓控制

疫情的良策。由此可見數學對於疫情帶來的實質助

益。

 

「大家就像都說數學很重要，但國內有幾間學校的

應用數學系都改名了。」想起這十幾年在學術領域

的看見，黃信元教授忍不住感慨。他直言，國內數

學系的學生，除非未來走教職，否則很少有人會純

做數學研究，大部分的人都會往相關科系發展。不

過，黃信元教授認為，與其他科系結合，其實是數

學系機會點。教授說，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都是近

年熱門的主題，在機器學習的第一堂課教授的概

念，像是最小平方法、最速下降法等，其實都涵蓋

於數學系微積分課程之中。因此，數學如何連結其

他學科，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黃信元教授指出，其實很多領域都需要數學的參

與，像是剛才提到的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影像處

理技術，就連Google PageRank搜尋原理，都與

數學線性代數有關。「如果數學是重量訓練，其他

學科就像不同球類運動，需要透過重訓增強部分的

肌力訓練。」教授用他最擅長的比喻，描述數學爲

所有科學提供基礎工具之特質，清楚點出數學的優

勢。

身為數學系的老師，黃信元教授認為教學和研究等

同重要，他勉勵自己多去觀察其他學科的發展、了

解不同學科所需要的數學，進而提供服務之外，他

也強調將應用實例導入課程，透過數學研究與當今

───────────────────────────────

數學與橄欖球，是黃信元教授求學階段的兩大重
心，他因數學而認識橄欖球，也因橄欖球而走向研
究之路。體內住著一位運動員的他，喜歡以重訓、
運動做比喻，讓艱澀的概念變得有趣。在研究路
上，黃信元教授就像球場上運動員，專注而投入、
堅持而不放棄，享受過程帶來的一切經歷。
───────────────────────────────

因數學而與橄欖球結緣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剛開始滿挫折的。」聊到自

己的求學過程，黃信元教授如此回應。如同大部分

的高中生，教授因為數學還不錯，便將數學系列為

第一志願。直到進入臺大數學系後，他才驚覺大學

數學和高中數學截然不同，對於邏輯推導的重視遠

高於計算，加上一些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已接觸過大

學數學，自己的程度望塵莫及，換來滿滿的挫折

感。那時候的黃信元教授還不適應大學數學的領

域，更遑論以數學研究作為未來志業。

然而，卻也是數學系，讓他有機會接觸橄欖球，間

接走向數學研究之路。當時臺大數學系的張海潮教

授（現已退休），曾是臺大橄欖球隊的OB（註

一），常常在課堂分享橄欖球運動的好處，因此在

大二時，黃信元教授與幾位同學組成橄欖球系隊，

甚至後來加入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數次大專盃。橄

欖球幾乎成為教授大學生活的重心。

黃信元教授回想，當時系隊感情很好，一起上課、

一起比賽，在沒比賽時還會自組讀書會，窩在一起

讀書、專研數學。對尚未適應大學數學的黃信元教

授而言，有了讀書會與同儕的協助，也漸漸找到因

應學科的方法，甚至愈來愈有興趣。因此，大四的

他便決定繼續唸碩士班，在堅定踏上數學研究之路

的同時，持續在球場上用熱情澆灌他最愛的橄欖

球。

研究如球賽，堅持必有回報

研究這條路，黃信元教授坦承，大部分的嘗試都是

不成功的，因此，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是「不要放

棄」，一旦設定好目標，便朝目標前進。過程可能

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繞路，甚至需要換個方向，才

能達到目的，然而，無論路徑有多曲折，繼續堅持

前行而不言放棄，方為學術研究之真諦。

黃信元教授以他最愛的橄欖球為例，說明做研究就

如同參與一場十五人制的橄欖球比賽，目標是對方

球門，球員拿到球不可能只是往前衝就能得分，中

途可能會遇到一些「亂集團」（註二）而無法前

進，必須將球交給下一個人，換個路線再前進。

或許就是憑著這股堅毅不拔的運動家精神，黃信元

教授在數學研究領域的努力，也逐漸被看見。

2015年，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他，獲得國家理

論中心年輕理論學者獎，以及2016年中華民國數

學會青年數學家獎。今年，黃信元教授更榮獲110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這座被譽為是年輕學者的

最高榮譽獎項。他說，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年齡

為42歲，自己今年恰好滿42歲，自嘲是壓線獲

獎。教授更謙虛的說，自己在數學研究的路上並不

突出，優秀的人比比皆是，能獲得這份殊榮不僅是

對研究的肯定，背後的意義在於，「只要肯繼續堅

持下去，終有可能獲得回報」。教授補充，即使

42歲的他沒有得獎，那也不會怎樣，他還是會繼

續朝著目標前進。

數學如重訓，為學科打下基礎

數學，至少陪伴每個人走過小學到高中的求學歷

程，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這門領域。黃信元教

技術的結合，使學生了解數學的重要。在數學推廣

教育的場上，黃信元教授已看準目標，並以運動員

之姿，跨步向前邁進。

註1│OB為Old  Boy縮寫，在臺大橄欖球隊裡用以稱
呼已畢業的學長。
註2│亂集團指的是兩隊球員為了爭球，互相纏抱之現
象，又可細分為ruck和maul等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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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把兩粒葡萄放在廚房微波爐中，當葡萄靠得夠近

時，葡萄間會冒出火花。這是20多年來網路上一

直在談論的話題，但真正的原因一直沒深究，直到

2019年三位科學家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

發表一篇論文[1]，首次對這個現象提出科學解

釋。他們認為，這是兩個水球個別與微波共振，在

水球間形成一個「電磁熱點」所導致的(註1)。這

個解釋立刻成為全球性的話題，在大量媒體、刊物

上報導，甚至被PNAS期刊選為「2019年10大故

事」(註2)，兩年來已廣被接受與引用。這個研究

引起台灣大學物理系朱國瑞院士的興趣，他與其團

隊提出截然不同的物理解釋，認為這其實是「電場

熱點」導致對空氣放電，與微波共振無關，並以理

論模擬與實驗佐證，其成果發表在今年10月的

《電漿物理》(Physics of Plasma)期刊[2]。美國專

欄物理學家Ethan Siegel隨即以12頁的長文評述這

個有趣問題[3]，詳細說明為何先前之結論錯誤，

朱院士團隊之結論為正確的。

將葡萄簡化為一個水珠球體，從靜電學我們知道，

將介質球體放入均勻靜電場中，介質受電場影響電

子會有些微移動，在介質兩側產生正負極化的表面

電荷，這表面電荷會抵消部分介質內部的電場。進

一步將介質球體置於電磁波中，假使電磁波進入介

質後的波長遠大於介質球體尺寸，電磁波的電場可

近似為靜電場。不過，一個功率千瓦的微波爐電場

峰值約300-400V/cm，即使水的介電常數大到讓

內部的電場幾乎被表面極化電荷抵銷，表面電荷產

生的電場也是遠小於讓空氣產生放電現象的崩潰電

壓(一大氣壓下~3×104 V/cm)。然而，這種情形在

兩顆水球沿著電場方向排列靠近時大大的改變了：

第一，所感應的表面極化電荷不再完全純表面，會

有一點深入水球形成體電荷，但因深入的幅度很

小，仍可視為表面電荷；第二，兩水球間隙兩側的

極化電荷電性相反，在水球愈靠近時，間隙兩側正

負電荷吸引更多分子產生極化，兩側極化電荷累

積，增強了間隙內的電場。問題是，這個場夠強到

讓空氣發生放電現象嗎？

朱院士和團隊以理論模擬與實驗來研究兩水球在低

頻(27 MHz，用於工業、學術與醫療的頻率區間)

及高頻(2.45GHz，微波爐的頻率)環境下的情形：

(1) f = 27MHz

將水球半徑R固定為7mm，頻率27MHz的電磁波

在水中的波長約為124cm，因此電場可近似為靜

電場，而磁場可忽略不計。在理論模擬中，靜電場

由 兩 個 圓 盤 組 成 的 電 容 提 供 ， 瞬 間 電 場 設 為

400V/cm，相對應一個功率約千瓦的微波爐最大

場強。圖1為模擬的結果，顯示模型配置與水球周

圍的電場分布。水球間隙的電場由表面極化電荷產

生，當間隙變小，累積的極化電荷因相互強化而愈

多，產生的電場也愈大，圖1(c)與圖1(d)為間隙場

強與間隔d的關係，可看到電場隨d變小放大2-3個

數量級，當電場超過空氣崩潰電壓(圖1(d)中虛

線)，水球之間會發生空氣放電而冒出火花。

接著朱院士研究團隊設置實驗來驗證理論模型，他

們將水凝膠固定在樣品支架上，利用紅外線照相機

來拍攝熱影像，為了做比較，團隊也將水凝膠排列

與電場方向垂直來觀察，實驗結果如圖2。水凝膠

在間距d=0.2mm時開始冒出了火花，與圖1(d) 理

論結果中產生空氣放電的臨界間距結果一致。

d=0.2mm與d=0都有升溫的現象，代表空氣放電

加熱了間隙的兩側。而在兩個水凝膠排列與外加電

場垂直的例子裡，水凝膠間隙並無發生電荷累積、

電場增加的現象。

由結果可知，在幾無磁場的27MHz的環境中，兩

個靠近水球間隙的火花現象必然來自於電場。

(2) f = 2.45GHz

在高頻(不滿足近似靜電場的條件)，假使介質中電

磁 波 波 長 小 於 介 質 物 體 大 小 ( 例 如 頻 率 等 於

2.45GHz的電磁波，在水中的波長縮短為1.39cm 

<2R=1.4cm)，介質球體內會發生電磁共振(稱為

米式共振，Mie resonance)，此時間隙電場為極化

電場與電磁波共振邊緣電場的混合。研究團隊做了

10 MHz 至10 GHz頻率範圍內的探討，發現電磁

共振造成的邊緣電場對間隙電場影響甚小，而間隙

極化電場直到f=10GHz時才快速減弱。在此結果

基礎上，研究團隊以理論與實驗的方式，研究

f=2.45GHz環境下雙水球的間隙電場。

圖3為理論[圖3(a)]與實驗[圖3(b)]結果，由號角天

線產生線性偏振的行進波(波沿z方向行進，電場為

x方向)，水球(或水凝膠)置於天線前方。由結果可

知，在電磁場共振下，水球間隙的磁場仍然很小

[圖3(a)下]，間隙電場仍由極化電荷主導[圖3(a)

上]，因此類似低頻的情況造成空氣放電現象[圖3

(b) 上]。2019年的論文[1]將其熱影像的實驗結果

[有如圖3(b)上] ，誤為水球的個別微波共振在二球

間結合成一個電磁熱點，事實上，圖3(a) 的模擬結

果顯示，微波共振並未結合，而是經由間隙兩側的

極化電荷相互增強機制，在二球間另外形成了一個

電場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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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決定性的實驗證據是水球間的吸引力。2019

年的理論認為火花的原因來自電磁波熱點，若屬

實，則電磁波應在水球間隙產生輻射壓而造成排斥

力；反之，來自間隙兩側極化電荷的電場熱點，會

導致水球之間的吸引力。朱院士團隊拍攝水球初始

運動的影片[4]，證實水之間的吸引力，此一廚房

物理問題終獲答案。

註1│見影片：https : / /www.ny t imes . com/v ideo/
science/100000006374883/why-microwaved-grapes
-explode.html?playlistId=video/sciencetake
註2│見網站：https://www.pnas.org/page/topte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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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的科學把戲
破解微波爐中葡萄放電的秘密

圖1│理論模型的結果，其中(a)、(b)圖的顏色標示為場強 dB(E)=10×log(E(x)/Eext)。              (朱國瑞院士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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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5GHz環境下雙水球的間隙電場。

圖3為理論[圖3(a)]與實驗[圖3(b)]結果，由號角天

線產生線性偏振的行進波(波沿z方向行進，電場為

x方向)，水球(或水凝膠)置於天線前方。由結果可

知，在電磁場共振下，水球間隙的磁場仍然很小

[圖3(a)下]，間隙電場仍由極化電荷主導[圖3(a)

上]，因此類似低頻的情況造成空氣放電現象[圖3

(b) 上]。2019年的論文[1]將其熱影像的實驗結果

[有如圖3(b)上] ，誤為水球的個別微波共振在二球

間結合成一個電磁熱點，事實上，圖3(a) 的模擬結

果顯示，微波共振並未結合，而是經由間隙兩側的

極化電荷相互增強機制，在二球間另外形成了一個

電場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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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決定性的實驗證據是水球間的吸引力。2019

年的理論認為火花的原因來自電磁波熱點，若屬

實，則電磁波應在水球間隙產生輻射壓而造成排斥

力；反之，來自間隙兩側極化電荷的電場熱點，會

導致水球之間的吸引力。朱院士團隊拍攝水球初始

運動的影片[4]，證實水之間的吸引力，此一廚房

物理問題終獲答案。

註1│見影片：https : / /www.ny t imes . com/v ideo/
science/100000006374883/why-microwaved-grapes
-explode.html?playlistId=video/sciencetake
註2│見網站：https://www.pnas.org/page/topte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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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實驗配置與熱影像結果，上排為兩顆水凝膠排列與
電場方向平行，下排為水凝膠與電場方向垂直。   (朱國瑞
院士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3│(a) 理論模擬結果，外加電場鋒值為400V/cm，上圖
為電場，下圖為磁場。(b)水凝膠熱影像的實驗結果，因
功率限制，外加電場鋒值為100V/cm，上圖為與電場方向
平行，下圖與電場方向垂直。水凝膠熱影像的下方兩點為
支撐架。   (朱國瑞院士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把兩粒葡萄放在廚房微波爐中，當葡萄靠得夠近

時，葡萄間會冒出火花。這是20多年來網路上一

直在談論的話題，但真正的原因一直沒深究，直到

2019年三位科學家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

發表一篇論文[1]，首次對這個現象提出科學解

釋。他們認為，這是兩個水球個別與微波共振，在

水球間形成一個「電磁熱點」所導致的(註1)。這

個解釋立刻成為全球性的話題，在大量媒體、刊物

上報導，甚至被PNAS期刊選為「2019年10大故

事」(註2)，兩年來已廣被接受與引用。這個研究

引起台灣大學物理系朱國瑞院士的興趣，他與其團

隊提出截然不同的物理解釋，認為這其實是「電場

熱點」導致對空氣放電，與微波共振無關，並以理

論模擬與實驗佐證，其成果發表在今年10月的

《電漿物理》(Physics of Plasma)期刊[2]。美國專

欄物理學家Ethan Siegel隨即以12頁的長文評述這

個有趣問題[3]，詳細說明為何先前之結論錯誤，

朱院士團隊之結論為正確的。

將葡萄簡化為一個水珠球體，從靜電學我們知道，

將介質球體放入均勻靜電場中，介質受電場影響電

子會有些微移動，在介質兩側產生正負極化的表面

電荷，這表面電荷會抵消部分介質內部的電場。進

一步將介質球體置於電磁波中，假使電磁波進入介

質後的波長遠大於介質球體尺寸，電磁波的電場可

近似為靜電場。不過，一個功率千瓦的微波爐電場

峰值約300-400V/cm，即使水的介電常數大到讓

內部的電場幾乎被表面極化電荷抵銷，表面電荷產

生的電場也是遠小於讓空氣產生放電現象的崩潰電

壓(一大氣壓下~3×104 V/cm)。然而，這種情形在

兩顆水球沿著電場方向排列靠近時大大的改變了：

第一，所感應的表面極化電荷不再完全純表面，會

有一點深入水球形成體電荷，但因深入的幅度很

小，仍可視為表面電荷；第二，兩水球間隙兩側的

極化電荷電性相反，在水球愈靠近時，間隙兩側正

負電荷吸引更多分子產生極化，兩側極化電荷累

積，增強了間隙內的電場。問題是，這個場夠強到

讓空氣發生放電現象嗎？

朱院士和團隊以理論模擬與實驗來研究兩水球在低

頻(27 MHz，用於工業、學術與醫療的頻率區間)

及高頻(2.45GHz，微波爐的頻率)環境下的情形：

(1) f = 27MHz

將水球半徑R固定為7mm，頻率27MHz的電磁波

在水中的波長約為124cm，因此電場可近似為靜

電場，而磁場可忽略不計。在理論模擬中，靜電場

由 兩 個 圓 盤 組 成 的 電 容 提 供 ， 瞬 間 電 場 設 為

400V/cm，相對應一個功率約千瓦的微波爐最大

場強。圖1為模擬的結果，顯示模型配置與水球周

圍的電場分布。水球間隙的電場由表面極化電荷產

生，當間隙變小，累積的極化電荷因相互強化而愈

多，產生的電場也愈大，圖1(c)與圖1(d)為間隙場

強與間隔d的關係，可看到電場隨d變小放大2-3個

數量級，當電場超過空氣崩潰電壓(圖1(d)中虛

線)，水球之間會發生空氣放電而冒出火花。

接著朱院士研究團隊設置實驗來驗證理論模型，他

們將水凝膠固定在樣品支架上，利用紅外線照相機

來拍攝熱影像，為了做比較，團隊也將水凝膠排列

與電場方向垂直來觀察，實驗結果如圖2。水凝膠

在間距d=0.2mm時開始冒出了火花，與圖1(d) 理

論結果中產生空氣放電的臨界間距結果一致。

d=0.2mm與d=0都有升溫的現象，代表空氣放電

加熱了間隙的兩側。而在兩個水凝膠排列與外加電

場垂直的例子裡，水凝膠間隙並無發生電荷累積、

電場增加的現象。

由結果可知，在幾無磁場的27MHz的環境中，兩

個靠近水球間隙的火花現象必然來自於電場。

(2) f = 2.45GHz

在高頻(不滿足近似靜電場的條件)，假使介質中電

磁 波 波 長 小 於 介 質 物 體 大 小 ( 例 如 頻 率 等 於

2.45GHz的電磁波，在水中的波長縮短為1.39cm 

<2R=1.4cm)，介質球體內會發生電磁共振(稱為

米式共振，Mie resonance)，此時間隙電場為極化

電場與電磁波共振邊緣電場的混合。研究團隊做了

10 MHz 至10 GHz頻率範圍內的探討，發現電磁

共振造成的邊緣電場對間隙電場影響甚小，而間隙

極化電場直到f=10GHz時才快速減弱。在此結果

基礎上，研究團隊以理論與實驗的方式，研究

f=2.45GHz環境下雙水球的間隙電場。

圖3為理論[圖3(a)]與實驗[圖3(b)]結果，由號角天

線產生線性偏振的行進波(波沿z方向行進，電場為

x方向)，水球(或水凝膠)置於天線前方。由結果可

知，在電磁場共振下，水球間隙的磁場仍然很小

[圖3(a)下]，間隙電場仍由極化電荷主導[圖3(a)

上]，因此類似低頻的情況造成空氣放電現象[圖3

(b) 上]。2019年的論文[1]將其熱影像的實驗結果

[有如圖3(b)上] ，誤為水球的個別微波共振在二球

間結合成一個電磁熱點，事實上，圖3(a) 的模擬結

果顯示，微波共振並未結合，而是經由間隙兩側的

極化電荷相互增強機制，在二球間另外形成了一個

電場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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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決定性的實驗證據是水球間的吸引力。2019

年的理論認為火花的原因來自電磁波熱點，若屬

實，則電磁波應在水球間隙產生輻射壓而造成排斥

力；反之，來自間隙兩側極化電荷的電場熱點，會

導致水球之間的吸引力。朱院士團隊拍攝水球初始

運動的影片[4]，證實水之間的吸引力，此一廚房

物理問題終獲答案。

註1│見影片：https : / /www.ny t imes . com/v ideo/
science/100000006374883/why-microwaved-grapes
-explode.html?playlistId=video/sciencetake
註2│見網站：https://www.pnas.org/page/topte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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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黃愷翊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飛沫傳播（droplet transmission）及接觸傳播

（fomite transmission）長期以來被視作呼吸道

感染疾病的主要傳染途徑。然而這項論點隨著學

者近期對於新冠肺炎（COVID-19）傳播途徑的深

入研究而受到了挑戰。根據國立中山大學氣膠科學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王 家 蓁 與 跨 國 合 作 團 隊 針 對

COVID-19的最新研究證據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的

相關研究進行深入分析探究指出，比起飛沫與接觸

傳播，氣膠傳播（aerosol transmission），或稱

空氣傳播(airborne transmission)所造成的染病風

險更高。而這項研究成果日前也已經獲刊登於國際

權威期刊《科學》（Science）上。

氣膠是懸浮於空中的微細物質，平時香菸燃燒後產

生的煙霧、工廠或交通工具排放的PM2.5或是各種

呼氣動作(包括講話、唱歌、呼吸等)產生的呼氣氣

膠，都是典型的氣膠例子。氣膠以極細微的懸浮微

粒或液滴形式於空氣中散佈。透過分析發生於各國

之渡輪、唱詩班及肉類加工廠等室內場所的多起

COVID-19超級傳播感染事件，以及分析室內與室

外感染比例(有超過95%的感染發生在室內環境)，

皆指向氣膠傳播為主要傳播途徑。病毒假如只是透

過飛沫或接觸傳染，室內及室外空間的染病率不會

有如此懸殊的差異。唯有藉由空氣傳播，病毒才有

可能在有限時間內使龐大的人數染病。綜合以上研

究，輔以大量的流行病學統計、氣動力學模擬以及

動物實驗，種種最新證據皆一致指向氣膠傳播才是

新冠肺炎的主要傳染途徑。

氣膠主要經由呼吸或講話產生，比起有症狀感染者

咳嗽或打噴嚏生成的飛沫，更容易讓人掉以輕心。

不像飛沫傳播必須與眼睛、鼻子或嘴巴的黏膜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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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病毒、鼻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實際上

都有氣膠傳播的研究證據，應該被審慎地重新檢

視。我們必須盡早制定出對於氣膠傳播的預防措

施，才可以有效地控制新冠肺炎的傳播，及早脫離

現在的全球大流行，並防止未來類似的傳染病再次

發生。王家蓁最後亦提醒，食物、空氣、水是賴以

維生的三要素，雖然全球各國公共衛生體系對於食

物(foodborne)與水源(waterborne)所可能導致的

疾病都已建立起完善的防治規範，但對於空氣傳播

(airborne)所可能導致的疾病卻相對地大大忽視

了。經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病原體以氣膠形式

於空氣中傳播的重要性開始受到各國重視，如何改

善目前防護力不足的空氣品質規範，以確保未來潔

淨空氣品質，將是全球各國應共同努力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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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觸，對方只需吸入感染者所呼出仍保有傳染力

的 病 毒 氣 膠 ， 即 會 對 肺 部 造 成 感 染 。 不 只

COVID-19，一般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疾

病都有相當高比例的無症狀傳染。已有研究證實，

COVID-19無症狀感染者的病毒量實際上與有症狀

者相當。另外，回顧多項研究也發現呼氣氣膠大部

份來自肺部深處，顆粒雖小所攜帶的病毒量實際上

卻更高。相對於大於100微米飛沫往往會在數秒內

因為受重力主導而降落到地表或表面，直徑小至5

微米以下的氣膠可以在空氣中懸浮數十分鐘甚至數

小時之久，且在本身或週邊氣流的影響下往往可傳

播超過1公尺以上的距離。一旦被吸進入人體內，

這些小顆粒的氣膠有更高機率越過上呼吸道而到達

下呼吸道的細微支氣管以及肺泡區域並避過鼻咽篩

的檢測。整體來說，與感染者長時間正常對話，比

起短暫接觸到對方咳嗽時產生的飛沫危險更大。

王家蓁主任亦指出，傳統認知上往往誤以為氣膠傳

播只發生在長程傳輸，實際上氣膠傳播在近距離更

容易發生，因為離感染者距離愈近時，其呼出之病

毒氣膠的粒子濃度更高。現行的2公尺社交距離準

則由於是根據飛沫及接觸傳播所設計的，並無法有

效防範氣膠傳播。要能有效阻止氣膠傳播，除了原

本避免群聚、注意物體表面清潔及配戴口罩之防疫

準則之外，加強配戴口罩時的密合程度、強化室內

空氣的通風、過濾及空氣消毒，以及注意氣流流動

方向更是事關重要。除此之外，加裝配備有可過濾

氣膠微粒的高效能（HEPA）濾網之空氣清淨機及

使用能破壞病毒結構，抑制病毒活性的紫外光燈

（UVC）消毒，都可以更進一步降低病菌透過氣

膠的傳播。唯需注意紫外線裝置應避免照射皮膚或

眼睛，以免造成傷害。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於2021年4月將新冠

肺炎的主要傳播途徑更改為氣膠傳播(含長程及短

程)，而傳統上使用的基本傳染數（R0）也被證實

無法精確地反映病毒的傳染能力。王家蓁說，由於

過往測量氣膠的設備及技術不夠成熟，使得後來人

們對於氣膠傳播的認識及警覺性普遍不足，氣膠傳

播途徑長期以來受到忽視。新冠肺炎的爆發，使我

們不得不開始重視氣膠傳播的風險。不單是新冠肺

炎，許多以往被認為藉由飛沫傳播的呼吸道感染疾

病，如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CoV）、流行性

氣膠傳播為呼吸道感染疾病的
主要傳染途徑

圖1│氣膠大部份來自肺部深處，所攜帶的病毒量高。相對於5秒鐘內就因為重力影響而落地的飛沫(大於100微米)， 氣膠 (小於
100微米, 其中絕大部分為5微米以下) 可以在空氣中懸浮數小時並傳播超過1公尺以上的距離 [1]。 
(中山大學氣膠科學研究中心王家蓁主任授權提供)



飛沫傳播（droplet transmission）及接觸傳播

（fomite transmission）長期以來被視作呼吸道

感染疾病的主要傳染途徑。然而這項論點隨著學

者近期對於新冠肺炎（COVID-19）傳播途徑的深

入研究而受到了挑戰。根據國立中山大學氣膠科學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王 家 蓁 與 跨 國 合 作 團 隊 針 對

COVID-19的最新研究證據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的

相關研究進行深入分析探究指出，比起飛沫與接觸

傳播，氣膠傳播（aerosol transmission），或稱

空氣傳播(airborne transmission)所造成的染病風

險更高。而這項研究成果日前也已經獲刊登於國際

權威期刊《科學》（Science）上。

氣膠是懸浮於空中的微細物質，平時香菸燃燒後產

生的煙霧、工廠或交通工具排放的PM2.5或是各種

呼氣動作(包括講話、唱歌、呼吸等)產生的呼氣氣

膠，都是典型的氣膠例子。氣膠以極細微的懸浮微

粒或液滴形式於空氣中散佈。透過分析發生於各國

之渡輪、唱詩班及肉類加工廠等室內場所的多起

COVID-19超級傳播感染事件，以及分析室內與室

外感染比例(有超過95%的感染發生在室內環境)，

皆指向氣膠傳播為主要傳播途徑。病毒假如只是透

過飛沫或接觸傳染，室內及室外空間的染病率不會

有如此懸殊的差異。唯有藉由空氣傳播，病毒才有

可能在有限時間內使龐大的人數染病。綜合以上研

究，輔以大量的流行病學統計、氣動力學模擬以及

動物實驗，種種最新證據皆一致指向氣膠傳播才是

新冠肺炎的主要傳染途徑。

氣膠主要經由呼吸或講話產生，比起有症狀感染者

咳嗽或打噴嚏生成的飛沫，更容易讓人掉以輕心。

不像飛沫傳播必須與眼睛、鼻子或嘴巴的黏膜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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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病毒、鼻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實際上

都有氣膠傳播的研究證據，應該被審慎地重新檢

視。我們必須盡早制定出對於氣膠傳播的預防措

施，才可以有效地控制新冠肺炎的傳播，及早脫離

現在的全球大流行，並防止未來類似的傳染病再次

發生。王家蓁最後亦提醒，食物、空氣、水是賴以

維生的三要素，雖然全球各國公共衛生體系對於食

物(foodborne)與水源(waterborne)所可能導致的

疾病都已建立起完善的防治規範，但對於空氣傳播

(airborne)所可能導致的疾病卻相對地大大忽視

了。經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病原體以氣膠形式

於空氣中傳播的重要性開始受到各國重視，如何改

善目前防護力不足的空氣品質規範，以確保未來潔

淨空氣品質，將是全球各國應共同努力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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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觸，對方只需吸入感染者所呼出仍保有傳染力

的 病 毒 氣 膠 ， 即 會 對 肺 部 造 成 感 染 。 不 只

COVID-19，一般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疾

病都有相當高比例的無症狀傳染。已有研究證實，

COVID-19無症狀感染者的病毒量實際上與有症狀

者相當。另外，回顧多項研究也發現呼氣氣膠大部

份來自肺部深處，顆粒雖小所攜帶的病毒量實際上

卻更高。相對於大於100微米飛沫往往會在數秒內

因為受重力主導而降落到地表或表面，直徑小至5

微米以下的氣膠可以在空氣中懸浮數十分鐘甚至數

小時之久，且在本身或週邊氣流的影響下往往可傳

播超過1公尺以上的距離。一旦被吸進入人體內，

這些小顆粒的氣膠有更高機率越過上呼吸道而到達

下呼吸道的細微支氣管以及肺泡區域並避過鼻咽篩

的檢測。整體來說，與感染者長時間正常對話，比

起短暫接觸到對方咳嗽時產生的飛沫危險更大。

王家蓁主任亦指出，傳統認知上往往誤以為氣膠傳

播只發生在長程傳輸，實際上氣膠傳播在近距離更

容易發生，因為離感染者距離愈近時，其呼出之病

毒氣膠的粒子濃度更高。現行的2公尺社交距離準

則由於是根據飛沫及接觸傳播所設計的，並無法有

效防範氣膠傳播。要能有效阻止氣膠傳播，除了原

本避免群聚、注意物體表面清潔及配戴口罩之防疫

準則之外，加強配戴口罩時的密合程度、強化室內

空氣的通風、過濾及空氣消毒，以及注意氣流流動

方向更是事關重要。除此之外，加裝配備有可過濾

氣膠微粒的高效能（HEPA）濾網之空氣清淨機及

使用能破壞病毒結構，抑制病毒活性的紫外光燈

（UVC）消毒，都可以更進一步降低病菌透過氣

膠的傳播。唯需注意紫外線裝置應避免照射皮膚或

眼睛，以免造成傷害。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於2021年4月將新冠

肺炎的主要傳播途徑更改為氣膠傳播(含長程及短

程)，而傳統上使用的基本傳染數（R0）也被證實

無法精確地反映病毒的傳染能力。王家蓁說，由於

過往測量氣膠的設備及技術不夠成熟，使得後來人

們對於氣膠傳播的認識及警覺性普遍不足，氣膠傳

播途徑長期以來受到忽視。新冠肺炎的爆發，使我

們不得不開始重視氣膠傳播的風險。不單是新冠肺

炎，許多以往被認為藉由飛沫傳播的呼吸道感染疾

病，如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CoV）、流行性



撰稿│許芷辰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硝酸根(NO3
-)濃度為各種水體關鍵環境指標。一

方面是自然水體中浮游植物的主要限制性營養鹽，

其供應量決定了初級生產力；另一方面，在受人為

活動影響的水體，過高濃度將造成水體優養化而破

壞原有的生態系統。目前最主流的硝酸根測定方法

是先藉由鎘-銅還原管柱(Cd-Cu column)還原硝酸

根 為 亞 硝 酸 根 ， 之 後 再 以 格 瑞 氏 試 驗 ( G r i e s s 

assay)檢測亞硝酸鹽的濃度。然而其中鎘-銅還原

管柱毒性高、製備費時，還原效率亦難以維持穩

定，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尋找能替代鎘-銅還原

管柱的可行方案。

經過多年的鑽研與探尋，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白書禎教授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何東垣

教授研究團隊提出了以釩(III)還原法取代原有鎘-銅

還原管柱測定硝酸根的最佳化測定方法[1]，並發

表在美國化學學會(ACS)發行之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ter (ES&T Water)期

刊。

利用釩(III)還原法就能一「釩」風順？

用釩(III)加熱還原硝酸根的想法並非原創，但很多

學者嘗試的效果一直不如理想。主要原因是經過連

續反應，最後的產物會變成一氧化氮，增加了測定

的困難度。因此最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在反應過程

中，有效的捕捉其中間產物-亞硝酸根(圖2)。如果

只用SUL(sulfanilamide)去捕捉，回收率非常低，

但如將SUL與NED(N-1-naphthylethylenddiamine)

先行預混(premix)，經過雙重捕捉的亞硝酸，最後

產生的偶氮物(pink azo dye, PAD)就不再被還原成

一氧化氮。可是PAD的形成也受NED試劑自身的

干擾。除此之外，PAD加熱後容易褪色，造成的結

果是：如果一個樣本中同時含有硝酸根及亞硝酸

根，兩者呈色褪色反應不同步，因此會造成定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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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水或淡水，最後都可得到相同而穩定的吸光係

數(equal absorptivity)。用批次方式(batch)處理

大批樣本，比自動分析更快速更方便。研究團隊所

建議的測定步驟完成了兩項分析化學上的夢幻任

務：(1)無鹽度干擾效應 (2)還原率百分之百。

應用面廣 成效非「釩」

這個新方法為所有水體環境與工業農業相關研究

上，提供了一個不同於傳統鎘-銅還原管柱的方

式，將硝酸鹽還原為亞硝酸鹽，進而排除鎘元素對

環境帶來的傷害以及對於分析研究上的不穩定性，

提出更精準、安全、簡單、快速又經濟實惠的硝酸

根分析試驗方法。影響層面非常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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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Cheng Pai, Yu-Ting Su, Mei-Chen Lu, Yalan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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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atural Waters by Vanadium Reduc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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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淆。如何克服這些困難點即為這個還原方法的

成敗關鍵。

「釩」事知己知彼 勝乃不殆

在這篇論文中，研究團隊系統性的針對試劑強度

(reagent strengths)、加熱及退溫(heating/

cooling)以及基質效應(matrix effects)做了詳盡的

分析，探討在預混(premixed)試劑下PAD形成的

反應動力學(reaction kinetics)。意外的發現其中一

個試劑會產生試劑自身干擾(self-interference)，

也即提高NED的濃度反而會阻止PAD的形成。經

過模式推演，應該是反應中亞硝酸與NED另行生

成一個不可逆的未知複合物。同時也發現其干擾程

度與兩個試劑的莫耳比(S/N)有關，提高此莫耳比

就可避開大部分的干擾反應。至於溫度的控制則也

是重要因素。原因是這個反應需要加溫，最後生成

物(PAD)一邊生成一邊開始褪色，再者亞硝酸根的

反應速率，與硝酸根衍生出來的亞硝酸根反應速率

不同步。其速率在淡水中與受基質效應影響的海水

中也不相同。難怪以往科學家在嘗試釩還原法後，

無法訂定滿意的實驗條件，也無法得到正確的測定

結果。

化「釩」為簡 優化Protocol

最終研究團隊提出的優化方案提到：取SUL、NED

及釩(III)製作出[S]/[N]莫耳比率(molar ratio)為60

的預混試劑，在此狀況下可達最大的PAD莫耳吸光

度 (約為依序添加的94.7%)。接著將樣本與預混試

劑的混合物在水浴槽中逐漸加熱至50°C反應25-30

分鐘，最後快速降溫使PAD褪色反應中斷。如此不

論是樣水中含有的是亞硝酸根或硝酸根，不論基質

一「釩」風順？臺大與中研院團隊
建立水體硝酸根(NO3

-)最精準測定方法

圖1│釩還原法的特色為：不管樣水中所含為硝酸或亞硝酸基質為淡水或海水，最後都可得到相同而穩定的吸光係數 (equal 
absorptivity)。                                                                                         (白書禎教授與何東垣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硝酸根(NO3
-)濃度為各種水體關鍵環境指標。一

方面是自然水體中浮游植物的主要限制性營養鹽，

其供應量決定了初級生產力；另一方面，在受人為

活動影響的水體，過高濃度將造成水體優養化而破

壞原有的生態系統。目前最主流的硝酸根測定方法

是先藉由鎘-銅還原管柱(Cd-Cu column)還原硝酸

根 為 亞 硝 酸 根 ， 之 後 再 以 格 瑞 氏 試 驗 ( G r i e s s 

assay)檢測亞硝酸鹽的濃度。然而其中鎘-銅還原

管柱毒性高、製備費時，還原效率亦難以維持穩

定，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尋找能替代鎘-銅還原

管柱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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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研究團隊提出了以釩(III)還原法取代原有鎘-銅

還原管柱測定硝酸根的最佳化測定方法[1]，並發

表在美國化學學會(ACS)發行之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ter (ES&T Water)期

刊。

利用釩(III)還原法就能一「釩」風順？

用釩(III)加熱還原硝酸根的想法並非原創，但很多

學者嘗試的效果一直不如理想。主要原因是經過連

續反應，最後的產物會變成一氧化氮，增加了測定

的困難度。因此最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在反應過程

中，有效的捕捉其中間產物-亞硝酸根(圖2)。如果

只用SUL(sulfanilamide)去捕捉，回收率非常低，

但如將SUL與NED(N-1-naphthylethylenddiamine)

先行預混(premix)，經過雙重捕捉的亞硝酸，最後

產生的偶氮物(pink azo dye, PAD)就不再被還原成

一氧化氮。可是PAD的形成也受NED試劑自身的

干擾。除此之外，PAD加熱後容易褪色，造成的結

果是：如果一個樣本中同時含有硝酸根及亞硝酸

根，兩者呈色褪色反應不同步，因此會造成定量上

3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是海水或淡水，最後都可得到相同而穩定的吸光係

數(equal absorptivity)。用批次方式(batch)處理

大批樣本，比自動分析更快速更方便。研究團隊所

建議的測定步驟完成了兩項分析化學上的夢幻任

務：(1)無鹽度干擾效應 (2)還原率百分之百。

應用面廣 成效非「釩」

這個新方法為所有水體環境與工業農業相關研究

上，提供了一個不同於傳統鎘-銅還原管柱的方

式，將硝酸鹽還原為亞硝酸鹽，進而排除鎘元素對

環境帶來的傷害以及對於分析研究上的不穩定性，

提出更精準、安全、簡單、快速又經濟實惠的硝酸

根分析試驗方法。影響層面非常深遠。

參考文獻
1. Su-Cheng Pai, Yu-Ting Su, Mei-Chen Lu, Yalan Chou, 

and Tung-Yuan Ho (2021). Determination of Nitrate 
in Natural Waters by Vanadium Reduction and the 
Griess Assay: Re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ACS 
EST Water 2021, 1, 1524-1532. 

     https://doi.org/10.1021/acsestwater.1c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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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敗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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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論文中，研究團隊系統性的針對試劑強度

(reagent strengths)、加熱及退溫(heating/

cooling)以及基質效應(matrix effects)做了詳盡的

分析，探討在預混(premixed)試劑下PAD形成的

反應動力學(reaction kinetics)。意外的發現其中一

個試劑會產生試劑自身干擾(self-interference)，

也即提高NED的濃度反而會阻止PAD的形成。經

過模式推演，應該是反應中亞硝酸與NED另行生

成一個不可逆的未知複合物。同時也發現其干擾程

度與兩個試劑的莫耳比(S/N)有關，提高此莫耳比

就可避開大部分的干擾反應。至於溫度的控制則也

是重要因素。原因是這個反應需要加溫，最後生成

物(PAD)一邊生成一邊開始褪色，再者亞硝酸根的

反應速率，與硝酸根衍生出來的亞硝酸根反應速率

不同步。其速率在淡水中與受基質效應影響的海水

中也不相同。難怪以往科學家在嘗試釩還原法後，

無法訂定滿意的實驗條件，也無法得到正確的測定

結果。

化「釩」為簡 優化Protocol

最終研究團隊提出的優化方案提到：取SUL、NED

及釩(III)製作出[S]/[N]莫耳比率(molar ratio)為60

的預混試劑，在此狀況下可達最大的PAD莫耳吸光

度 (約為依序添加的94.7%)。接著將樣本與預混試

劑的混合物在水浴槽中逐漸加熱至50°C反應25-30

分鐘，最後快速降溫使PAD褪色反應中斷。如此不

論是樣水中含有的是亞硝酸根或硝酸根，不論基質

圖2│釩(III)還原法的原理。實線箭頭：硝酸根可被釩(III)
還原成一氧化氮。在反應過程中，以SUL+NED試劑雙重
捕捉中間產生的亞硝酸根，使其變成可偵測的偶氮物 
(PAD)。虛線箭頭：圖中至少有三種干擾反應會同步發
生，如何避免或控制這些不期待的反應，就是這個方法的
關鍵技術。 (白書禎教授與何東垣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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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中介模型(causal mediation model)為統計

學的新興領域，用來探討何種機制造成事件X與Y

之間的因果關係[1]，中研院統計所黃彥棕博士結

合因果中介模型與醫學統計常用的半競爭風險問

題，以因果中介模型為架構來詮釋半競爭風險，提

供另一個半競爭風險的分析方式，其優異的成果發

表在生物統計頂尖期刊《Biometrics》[2]，並編

選為當期討論文章[3]，廣邀該領域專家評論其研

究成果[4-7]，受國際矚目。

在醫學實務中，醫師通常會關心病人疾病的預後或

存活率的問題，當問題牽涉到追蹤時間的結果時，

例如某特殊疾病的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或是

疾 病 的 復 發 等 ， 主 流 的 分 析 方 法 為 存 活 分 析

(survival analysis)，也是現今被廣泛應用在生物

醫學研究上一個統計方式。這方法一般常將病人的

追蹤結果分為兩大類：(1) 發生研究興趣事件者(例

如：癌症復發)、(2) 沒發生興趣的事件，稱設限樣

本(censor)，或更口語地說，也可以稱為被蓋牌的

樣本。

但病人的追蹤期間，除了發生研究興趣的事件外，

也可能會遭遇到其他不同事件(例如：死亡、車

禍、手術等)，某些事情一旦先發生了，例如車禍

死亡、器官切除，導致病人未來不會有機會發生

研 究 的 興 趣 事 件 ， 這 類 事 件 就 稱 為 競 爭 風 險

(competing risks)，像是死亡為癌症復發的競爭

風險事件。當競爭風險為單向時，例如，死亡則無

法死而復生得到癌症，但得癌症仍會發生死亡，則

稱為半競爭風險(semi-competing risks)。當時任

教於威斯康辛大學的J. P. Fine等人在2001年提出了

半競爭風險模型。

傳統上競爭風險有興趣的研究事件為單一事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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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為模型估計式效能的數值實驗結果，樣本數為

500，前一半暴露(exposures，致病因子)設為1，

後一半設為2，資料產生遵循Weibull分佈。數值

實驗結果顯示，所提出的估計式即使在不同的時間

點，皆能無偏差地估計所定義的直接及間接效應。

黃彥棕博士將模型應用在調查B型肝炎經由肝癌中

介對整體死亡的效應，他集中分析4954個男性受

試者，年齡在50歲以下，沒有喝酒的習慣。分析

顯示B肝病人透過肝癌發生的間接效應增加了死亡

的累積發生率(圖2左紅色曲線)，或減少存活機率

(圖2右紅色曲線)；而B型肝炎對死亡的直接效應

(沒經過肝癌過程)只有稍微增加累積風險(圖2藍色

曲線)，不過它的信頼區間也包含了虛無(null)的

值。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50歲以下的男性，B型

肝炎造成死亡的風險主要是透過肝癌。

黃彥棕博士表示，B型肝炎在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公

衛負擔，為了減少B型肝炎病人的死亡率，一個可

能的辦法是利用抗病毒藥物消滅B型肝炎病毒，但

價格昂貴，且有停藥後B肝復發的問題。圖2的分

析結果揭示，既然大部份B肝造成的死亡皆透過肝

癌，對B型肝炎帶原者進行更積極的肝癌篩檢或許

能更有效地減少可預防的死亡。因果中介模型提供

了將暴露介入轉移到中介因子介入來預防結果發生

之不一樣的思考。

在此研究中，黃彥棕博士將因果中介模型連結到半

競爭風險現有的方法學上，打開後續研究的機會，

例如探討多狀態模型中轉變機率與直接和間接效應

的關係[7]，不僅為現有模型的統計參數提供更好

的解釋，也做為統一雙變量存活分析與因果中介分

析的關鍵。

競爭風險的興趣事件包括中間事件(例如：得到癌

症)與主要事件(例如：死亡)，可提供中間過程對於

病程的相關訊息。中間事件可能被主要事件設限

（或，蓋牌），反之，發生中間事件仍可進程至主

要事件。許多人類病史或病程都可被視為半競爭風

險的問題，例如病毒性肝炎進展到肝癌到死亡的關

係，這也是黃彥棕博士主要的研究動機。 

一般半競爭風險的資料研究集中在中間結果與主要

結果的聯合存活函數(joint survivor function，存

活函數代表事件發生時間大於某時間的機率)，一

個常用的方式是假設中間結果(時間T1)與主要結果

(時間T2)的存活函數遵循關聯結構模型(copula 

model，處理統計隨機變數關聯性問題)；另一種

為多狀態模型(multi-state model)，將半競爭風險

分為三個狀態，包括健康(狀態1)、生病(狀態2)、

死亡(狀態3)，這方式主要探討狀態之間的轉換機

率。雖然這些現有的方式都能表示肝炎狀態轉換的

風險，但對考慮因果關係的解釋仍嫌不足，為此，

黃彥棕博士引進因果中介模型，想了解B型肝炎直

接或間接(經由肝癌)造成死亡的影響，定義半競爭

風險估計量的科學解釋。

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最早由Baron與 

Kenny於1986年在社會科學文獻中提出[8]，中

介分析將兩個事件X對Y造成的作用分解成：透過

中介因子(mediator)所造成的間接效應(indirect 

effect)、及不透過中介造成的直接效應(direct 

ef fect )。後來1992年美國統計及流行病學家

James Robins與Sander Greeland[9]，與2001年

資訊科學及統計學家Judea Pearl[10]對其做嚴謹的

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為統計學與因果推論

確立了一門新興領域：因果中介模型。黃彥棕博士

將半競爭風險問題放入因果中介模型的框架中：將

半競爭風險的中間事件設為中介因子，主要事件設

為結果；並定義間接效應(IE, indirect effect)為「X

對主要結果(Y)透過中間事件的作用」，而直接效

應(DE, direct effect)為「X不經過中間的事件對主

要結果(Y)的作用」[3]。在此框架下，提出反事實

風險(counterfactual hazard)，定義出與中間事件

相關的主要結果的直接及間接效應：ΔIE及ΔDE，

進而提出其非參數的估計式(nonparametr ic 

estimators)，ΔIE及ΔDE。

 

參考文獻
1. 黃彥棕，〈因果中介模型〉，自然科學簡訊第31卷第1

期，p24
2.  V Theoharakis and M Skordia, ‘How do statisticians 

perceive statistics journals?’, The American Statisti-
cian (2003), 57, 115-123. 

3. YT Huang, ’Causal mediation of semicompeting 
risks (with discussion)’, Biometrics (2021), 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biom.13525. 

4.  KCG Chan, F Gao and F Xia, ’Discussion on “Causal 
mediation of semicompeting risks”’, Biometrics 
(2021), 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
biom.13520.

5. IR Fulcher, I Shpitser, V Didelez, K Zhou and DO 
Scharfstein, ’Discussion on “Causal mediation of 
semicompeting risks”’, Biometrics (2021), 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biom.13519.

6.  MJ  Stensrud,  JG  Young and T  Mar t inussen ,  
’Discussion on “Causal mediation of semicompeting 
risks”’, Biometrics (2021), 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biom.13523.

7. YT Huang, ‘Rejoinder to “Causal mediation of 
semicompeting risks”’, Biometrics (2021), 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biom.13518. 

8.  RM Baron and DA Kenny,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1173-1182. 

9. JM Robins and S Greenland, ‘Identifiability and 
exchangeability for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Epidemiology (1992), 3, 143-155.

10. J Pear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Proceed-
ings of the Seventeenth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n Francisco, CA: Morgan 
Kaufmann (2001), 411-420.

 

因果中介連結半競爭風險
醫學統計新發現受矚目

圖1│對立假設(alternative)下數值模擬結果，其中藍線代表移動平均，紅線代表真實的過程。 
(黃彥棕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因果中介模型(causal mediation model)為統計

學的新興領域，用來探討何種機制造成事件X與Y

之間的因果關係[1]，中研院統計所黃彥棕博士結

合因果中介模型與醫學統計常用的半競爭風險問

題，以因果中介模型為架構來詮釋半競爭風險，提

供另一個半競爭風險的分析方式，其優異的成果發

表在生物統計頂尖期刊《Biometrics》[2]，並編

選為當期討論文章[3]，廣邀該領域專家評論其研

究成果[4-7]，受國際矚目。

在醫學實務中，醫師通常會關心病人疾病的預後或

存活率的問題，當問題牽涉到追蹤時間的結果時，

例如某特殊疾病的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或是

疾 病 的 復 發 等 ， 主 流 的 分 析 方 法 為 存 活 分 析

(survival analysis)，也是現今被廣泛應用在生物

醫學研究上一個統計方式。這方法一般常將病人的

追蹤結果分為兩大類：(1) 發生研究興趣事件者(例

如：癌症復發)、(2) 沒發生興趣的事件，稱設限樣

本(censor)，或更口語地說，也可以稱為被蓋牌的

樣本。

但病人的追蹤期間，除了發生研究興趣的事件外，

也可能會遭遇到其他不同事件(例如：死亡、車

禍、手術等)，某些事情一旦先發生了，例如車禍

死亡、器官切除，導致病人未來不會有機會發生

研 究 的 興 趣 事 件 ， 這 類 事 件 就 稱 為 競 爭 風 險

(competing risks)，像是死亡為癌症復發的競爭

風險事件。當競爭風險為單向時，例如，死亡則無

法死而復生得到癌症，但得癌症仍會發生死亡，則

稱為半競爭風險(semi-competing risks)。當時任

教於威斯康辛大學的J. P. Fine等人在2001年提出了

半競爭風險模型。

傳統上競爭風險有興趣的研究事件為單一事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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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為模型估計式效能的數值實驗結果，樣本數為

500，前一半暴露(exposures，致病因子)設為1，

後一半設為2，資料產生遵循Weibull分佈。數值

實驗結果顯示，所提出的估計式即使在不同的時間

點，皆能無偏差地估計所定義的直接及間接效應。

黃彥棕博士將模型應用在調查B型肝炎經由肝癌中

介對整體死亡的效應，他集中分析4954個男性受

試者，年齡在50歲以下，沒有喝酒的習慣。分析

顯示B肝病人透過肝癌發生的間接效應增加了死亡

的累積發生率(圖2左紅色曲線)，或減少存活機率

(圖2右紅色曲線)；而B型肝炎對死亡的直接效應

(沒經過肝癌過程)只有稍微增加累積風險(圖2藍色

曲線)，不過它的信頼區間也包含了虛無(null)的

值。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50歲以下的男性，B型

肝炎造成死亡的風險主要是透過肝癌。

黃彥棕博士表示，B型肝炎在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公

衛負擔，為了減少B型肝炎病人的死亡率，一個可

能的辦法是利用抗病毒藥物消滅B型肝炎病毒，但

價格昂貴，且有停藥後B肝復發的問題。圖2的分

析結果揭示，既然大部份B肝造成的死亡皆透過肝

癌，對B型肝炎帶原者進行更積極的肝癌篩檢或許

能更有效地減少可預防的死亡。因果中介模型提供

了將暴露介入轉移到中介因子介入來預防結果發生

之不一樣的思考。

在此研究中，黃彥棕博士將因果中介模型連結到半

競爭風險現有的方法學上，打開後續研究的機會，

例如探討多狀態模型中轉變機率與直接和間接效應

的關係[7]，不僅為現有模型的統計參數提供更好

的解釋，也做為統一雙變量存活分析與因果中介分

析的關鍵。

競爭風險的興趣事件包括中間事件(例如：得到癌

症)與主要事件(例如：死亡)，可提供中間過程對於

病程的相關訊息。中間事件可能被主要事件設限

（或，蓋牌），反之，發生中間事件仍可進程至主

要事件。許多人類病史或病程都可被視為半競爭風

險的問題，例如病毒性肝炎進展到肝癌到死亡的關

係，這也是黃彥棕博士主要的研究動機。 

一般半競爭風險的資料研究集中在中間結果與主要

結果的聯合存活函數(joint survivor function，存

活函數代表事件發生時間大於某時間的機率)，一

個常用的方式是假設中間結果(時間T1)與主要結果

(時間T2)的存活函數遵循關聯結構模型(copula 

model，處理統計隨機變數關聯性問題)；另一種

為多狀態模型(multi-state model)，將半競爭風險

分為三個狀態，包括健康(狀態1)、生病(狀態2)、

死亡(狀態3)，這方式主要探討狀態之間的轉換機

率。雖然這些現有的方式都能表示肝炎狀態轉換的

風險，但對考慮因果關係的解釋仍嫌不足，為此，

黃彥棕博士引進因果中介模型，想了解B型肝炎直

接或間接(經由肝癌)造成死亡的影響，定義半競爭

風險估計量的科學解釋。

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最早由Baron與 

Kenny於1986年在社會科學文獻中提出[8]，中

介分析將兩個事件X對Y造成的作用分解成：透過

中介因子(mediator)所造成的間接效應(indirect 

effect)、及不透過中介造成的直接效應(direct 

ef fect )。後來1992年美國統計及流行病學家

James Robins與Sander Greeland[9]，與2001年

資訊科學及統計學家Judea Pearl[10]對其做嚴謹的

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為統計學與因果推論

確立了一門新興領域：因果中介模型。黃彥棕博士

將半競爭風險問題放入因果中介模型的框架中：將

半競爭風險的中間事件設為中介因子，主要事件設

為結果；並定義間接效應(IE, indirect effect)為「X

對主要結果(Y)透過中間事件的作用」，而直接效

應(DE, direct effect)為「X不經過中間的事件對主

要結果(Y)的作用」[3]。在此框架下，提出反事實

風險(counterfactual hazard)，定義出與中間事件

相關的主要結果的直接及間接效應：ΔIE及ΔDE，

進而提出其非參數的估計式(nonparametr ic 

estimators)，ΔIE及Δ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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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B型肝炎透過肝癌發生媒介對死亡的直接(不透過肝
癌)與間接(透過肝癌)效應。   (黃彥棕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
提供)



因果中介模型(causal mediation model)為統計

學的新興領域，用來探討何種機制造成事件X與Y

之間的因果關係[1]，中研院統計所黃彥棕博士結

合因果中介模型與醫學統計常用的半競爭風險問

題，以因果中介模型為架構來詮釋半競爭風險，提

供另一個半競爭風險的分析方式，其優異的成果發

表在生物統計頂尖期刊《Biometrics》[2]，並編

選為當期討論文章[3]，廣邀該領域專家評論其研

究成果[4-7]，受國際矚目。

在醫學實務中，醫師通常會關心病人疾病的預後或

存活率的問題，當問題牽涉到追蹤時間的結果時，

例如某特殊疾病的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或是

疾 病 的 復 發 等 ， 主 流 的 分 析 方 法 為 存 活 分 析

(survival analysis)，也是現今被廣泛應用在生物

醫學研究上一個統計方式。這方法一般常將病人的

追蹤結果分為兩大類：(1) 發生研究興趣事件者(例

如：癌症復發)、(2) 沒發生興趣的事件，稱設限樣

本(censor)，或更口語地說，也可以稱為被蓋牌的

樣本。

但病人的追蹤期間，除了發生研究興趣的事件外，

也可能會遭遇到其他不同事件(例如：死亡、車

禍、手術等)，某些事情一旦先發生了，例如車禍

死亡、器官切除，導致病人未來不會有機會發生

研 究 的 興 趣 事 件 ， 這 類 事 件 就 稱 為 競 爭 風 險

(competing risks)，像是死亡為癌症復發的競爭

風險事件。當競爭風險為單向時，例如，死亡則無

法死而復生得到癌症，但得癌症仍會發生死亡，則

稱為半競爭風險(semi-competing risks)。當時任

教於威斯康辛大學的J. P. Fine等人在2001年提出了

半競爭風險模型。

傳統上競爭風險有興趣的研究事件為單一事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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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為模型估計式效能的數值實驗結果，樣本數為

500，前一半暴露(exposures，致病因子)設為1，

後一半設為2，資料產生遵循Weibull分佈。數值

實驗結果顯示，所提出的估計式即使在不同的時間

點，皆能無偏差地估計所定義的直接及間接效應。

黃彥棕博士將模型應用在調查B型肝炎經由肝癌中

介對整體死亡的效應，他集中分析4954個男性受

試者，年齡在50歲以下，沒有喝酒的習慣。分析

顯示B肝病人透過肝癌發生的間接效應增加了死亡

的累積發生率(圖2左紅色曲線)，或減少存活機率

(圖2右紅色曲線)；而B型肝炎對死亡的直接效應

(沒經過肝癌過程)只有稍微增加累積風險(圖2藍色

曲線)，不過它的信頼區間也包含了虛無(null)的

值。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50歲以下的男性，B型

肝炎造成死亡的風險主要是透過肝癌。

黃彥棕博士表示，B型肝炎在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公

衛負擔，為了減少B型肝炎病人的死亡率，一個可

能的辦法是利用抗病毒藥物消滅B型肝炎病毒，但

價格昂貴，且有停藥後B肝復發的問題。圖2的分

析結果揭示，既然大部份B肝造成的死亡皆透過肝

癌，對B型肝炎帶原者進行更積極的肝癌篩檢或許

能更有效地減少可預防的死亡。因果中介模型提供

了將暴露介入轉移到中介因子介入來預防結果發生

之不一樣的思考。

在此研究中，黃彥棕博士將因果中介模型連結到半

競爭風險現有的方法學上，打開後續研究的機會，

例如探討多狀態模型中轉變機率與直接和間接效應

的關係[7]，不僅為現有模型的統計參數提供更好

的解釋，也做為統一雙變量存活分析與因果中介分

析的關鍵。

競爭風險的興趣事件包括中間事件(例如：得到癌

症)與主要事件(例如：死亡)，可提供中間過程對於

病程的相關訊息。中間事件可能被主要事件設限

（或，蓋牌），反之，發生中間事件仍可進程至主

要事件。許多人類病史或病程都可被視為半競爭風

險的問題，例如病毒性肝炎進展到肝癌到死亡的關

係，這也是黃彥棕博士主要的研究動機。 

一般半競爭風險的資料研究集中在中間結果與主要

結果的聯合存活函數(joint survivor function，存

活函數代表事件發生時間大於某時間的機率)，一

個常用的方式是假設中間結果(時間T1)與主要結果

(時間T2)的存活函數遵循關聯結構模型(copula 

model，處理統計隨機變數關聯性問題)；另一種

為多狀態模型(multi-state model)，將半競爭風險

分為三個狀態，包括健康(狀態1)、生病(狀態2)、

死亡(狀態3)，這方式主要探討狀態之間的轉換機

率。雖然這些現有的方式都能表示肝炎狀態轉換的

風險，但對考慮因果關係的解釋仍嫌不足，為此，

黃彥棕博士引進因果中介模型，想了解B型肝炎直

接或間接(經由肝癌)造成死亡的影響，定義半競爭

風險估計量的科學解釋。

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最早由Baron與 

Kenny於1986年在社會科學文獻中提出[8]，中

介分析將兩個事件X對Y造成的作用分解成：透過

中介因子(mediator)所造成的間接效應(indirect 

effect)、及不透過中介造成的直接效應(direct 

ef fect )。後來1992年美國統計及流行病學家

James Robins與Sander Greeland[9]，與2001年

資訊科學及統計學家Judea Pearl[10]對其做嚴謹的

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為統計學與因果推論

確立了一門新興領域：因果中介模型。黃彥棕博士

將半競爭風險問題放入因果中介模型的框架中：將

半競爭風險的中間事件設為中介因子，主要事件設

為結果；並定義間接效應(IE, indirect effect)為「X

對主要結果(Y)透過中間事件的作用」，而直接效

應(DE, direct effect)為「X不經過中間的事件對主

要結果(Y)的作用」[3]。在此框架下，提出反事實

風險(counterfactual hazard)，定義出與中間事件

相關的主要結果的直接及間接效應：ΔIE及ΔDE，

進而提出其非參數的估計式(nonparametr ic 

estimators)，ΔIE及Δ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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