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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2022科技部學術攻頂計畫
年度交流與研討會

2022.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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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繼去年首次成功辦理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
會後，科技部持續強化國內的前瞻研究，以研發關
鍵科學技術及建立人文社會典範為目標而努力。秉
著去年會議成功的學術交流形式，今年再次於3月
25日及26日兩天在臺中日月千禧酒店舉行攻頂計
畫年會，並且擴大規模，邀請多位年輕學者與會觀
摩；總計有近90位國內專家學者一同參與。
科技部吳政忠部長親臨會議致詞時，提到：「臺灣
已不再是一個用OEM(代工生產)、ODM(代工設

探究生命的延續

計)去創造價值的國家。」必須要透過眾人共同參

以生命科學的角度出發，看時常困擾人類的疾病，

與、跨領域合作，躋身國際學術頂尖之行列，而這

這是不少傑出科學研究中，亟欲尋求解答的。此次

其中「基礎科學就非常重要！」吳部長如此強調。

會議首位分享的中研院原分所王玉麟特聘研究員，

而今年共14個來自「生命科學」、「數學及自然

以「來自分子的聲音」形容「表面增強拉曼散射光

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及「社會科學」領域

譜」在細菌學上的應用，藉以快速鑑別具抗生素抗

的學術攻頂計畫團隊參與年會，透過成果亮點分

藥性的細菌，降低如敗血症等致命疾病發生的機

享，將國內學術能量向前推進，並活絡學術界彼此

率。此外，基因體研究中心的洪上程特聘研究員則

的交流合作。

聚焦細胞表面醣體的合成，其成果不僅能瞭解各種
蛋白質與合成結構的相互作用，更有助於未來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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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診斷及藥物開發等工作。

不同電解質中金屬的溶解與沉積，以加強低成本、
高性能金屬電池的開發，並朝永續能源的目標前

掀開蛋白質在人體當中的秘密，中研院生化所的陳

進。臺灣大學化學系的周必泰教授更賦予了「能量

瑞華特聘研究員，提到在蛋白質泛素化研究基礎

間隔定律」新的解釋！透過分子組裝基礎改良，製

上，進一步透過去泛素酶誘發抗腫瘤免疫反應。清

造出亮度比以往更高的近紅外有機電致發光元件，

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北森武彥講座教授

在顯示器應用材料進展方面是很大的突破。

所參與的跨國學術研究團隊，在計畫期間成功建構
基於微奈米流體之單細胞蛋白質體系統，這項技術

當科學與人文交會

對於癌症、免疫學等生物醫學研究來說頗為重要！

科學與人文的交會，是攻頂計畫年會的重要元素之
一。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的鍾孫霖特聘研究員，在疫

若進一步探究癌症的治療，中國醫藥大學的洪明奇

情籠罩下仍持續以地球化學視角，經由印尼的蘇門

校長所領導的團隊，針對乳腺癌進行實驗，開發以

答臘、緬甸再延伸到西藏，解析歐亞大陸之造山演

標靶治療對抗癌症之有效療法及藥物。除此之外，

化與板塊構造。同樣做跨地域觀察的是中研院院

清華大學化工系的宋信文特聘講座教授提出由腸道

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朱雲漢教授所率領的計畫團

淋巴傳送藥物至腦部的非侵入性口服給藥策略，這

隊，會中由團隊成員之一的張佑宗教授說明「亞洲

為治療癌症及因肥胖所引起的糖尿病提供了新方

民主動態調查」國家成員的拓展，以及搭配「全球

法。腦科學則是醫學研究的另一個重點，中央大學

民主動態調查」項目，測量人們對民主議題的公眾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阮啟弘講座教授以「全息頻

意見，並探究民主體制可能的危機所帶來之影響。

譜分析法」為基礎，透過圖像變換偵測腦部接收訊
息之變化，持續釐清腦神經活動機制，為神經相關

科學家的責任與傳承

疾病提供更精確的治療建議。

首日會後的焦點座談上，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談
到了「科學家的責任」，除跨域溝通、尋求相互理
解外，也要「儘量運用簡單的話語表達專業知識，
讓人更容易瞭解。」朝頂尖邁進之餘，亦需向下紮
根。座談當中，與會者就學術研究未來發展關鍵、
國際能見度提升、乃至學術結構與文化的調整精
進，皆做了一番積極的互動及討論。

自然科學的觀察與應用
從人類走向整個自然界，微觀到巨觀皆是科學家探
討的範圍。清華大學物理系余怡德講座教授所專注
研究的，乃透過精密的實驗控制，將糾纏態的光子
運用於訊息傳送上，達到更有效的量子通訊。臺灣
大學物理系侯維恕講座教授則期望透過「希格斯粒
子」的後續探究，為粒子現象學找出新方向，創造
物理學新時代。另一方面，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

各領域受邀的年輕學者，是此次會議的另一項特

系的李遠鵬教授團隊就大氣化學與天文化學的關鍵

點，也象徵著向下傳承的主要力量。他們透過計畫

分子研究，運用高解析度光譜技術，以期瞭解重要

團隊成果發表後廣泛的議題激盪，以及壁報交流中

大氣與天文化學反應，繼而解析生命起源之問題。

更深入地相關研究內容探討，不僅開展了新的跨領
域合作機會，相信這些不同領域、不同世代的學者

而在技術應用上，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黃炳照講座

們齊聚一堂，更為臺灣的學術永續發展增添了不少

教授便分享了電化學儲能系統相關研究，藉著控制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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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
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

2022.1.15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化學組
110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於

並邀請與化學相關跨領域研究傑出學者分享其豐碩

111年1月15日假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國際會議

研究經驗與研究成果。在此特別感謝化學學門召集

廳舉行。會議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揭開序

人李弘文教授、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黃志清教授、

幕，接著由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黃志清教授致詞，

及學門複審委員承辦人抽空參加本會議，並提供今

最後是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致辭勉勵，本次會議主

年度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最新資訊與座談分享，

要邀請牟中原院士向大家分享中孔洞二氧化矽薄膜

讓與會學長們對目前科技部政策或計畫撰寫審查評

的應用，109年榮獲化學青年獎章徐丞志教授跟大

比等最新政策，提供座談諮詢平台讓學者們直接面

家分享近年研究成果，並讓新進能學習如何快速讓

對面問答，在座談期間學者們紛紛提出多項議題，

研究步上軌道給予正向的教材和鼓勵，接下來是各

召集人同時給予最直接的回應，讓與會學者們更加

領域傑出的分析化學小組成員們各自分享其卓越的

了解科技部目前的審查重點和政策，這是大家非常

實驗研究成果，會議過程中有安排科技部座談，讓

關注的議題。最後再次謝謝所有的與會國內化學領

學者們清楚了解今年科技部的推動方向以及未來的

域專家學者讓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有機會舉辦

願景，藉由此實體會議促進自疫情後沉寂已久的的

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讓分析化學小組成員們得

學術交流。

以進行有效率的學術交流與相互學習的機會。

本次會議旨在增進化學學門分析小組彼此交流，邀
請化學界資深學者、優秀年輕學長以及新進人員來
分享其研究領域最新相關成果以及未來研究展望，

3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
永續社會》科普微電影成果發表會

2022.1.19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值為核心，而【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
「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科

永續社會-科普微電影】就是在這樣的期待下產

普微電影成果發表會」於111年1月19日下午在誠

生，該影片的計畫主持人為任教於臺師大地科系與

品信義店6樓視聽室舉行。會中除播放科技部自然

海環所的葉孟宛教授，共同計畫主持人為中央研究

科學與永續發展司主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

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何東垣研究員、中正大學通識

學系監製、東臺傳播製作，並邀請影片製作團隊以

教育中心黃俊儒教授團隊，在計畫執行團隊獲得

及影片中的科學家蒞臨會場共同分享參與時的心

13位科學家與國內14個頂尖研究單位大力協助，

得。同時希望透過《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及

費時兩年精心攝製而成。

《風與海，我們的科學》兩集科普影片，帶領民眾
認識本土地球科學相關領域科學家與其科研究成
果。
科普微電影緣起於科技部為鼓勵學界從事具創新
性、開拓性之研究，於108年試辦破壞性創新論文
的選拔，希望形塑科學新價值。自然司邀集不同領
域專家討論與思辨，於選拔過程中，有感於相較於
基礎科學，地球科學相關領域（地科、大氣、海
洋、永續、防災、空間）的研究更是以永續社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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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影片《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中，著
重於呈現大自然的脆弱、敏感。面對無情的天然災
害，人類渺小又無助，但有一群科學家上山下海，
努力從自然界找答案，為千千萬萬生活在島上的人
守護家園，透過科學讓我們了解如何與自然及災害
和平共處。透過科學家們投入研究的熱情以及對島
嶼、自然的熱愛，也更能讓我們體會敬畏我們的土
地、珍惜我們的島嶼。
第二部影片《風與海，我們的科學》，由臺灣壯麗
海岸線開始說起，藉由風與海的交錯，闡述臺灣洋
流與季風的特殊。季風與洋流的形成不但影響臺灣
的風向、風速，同時也決定了臺灣的降雨與氣候，
這些自然現象形成臺灣人習慣的生活日常、必須適
應的生態。科學家們利用科學方法，遙測、觀測、
進行分析，讓我們更了解我們所處的海洋環境，以
及未來可能的變化，向海致敬，向海學習，進而善
待海洋、珍惜海洋。

本次活動除了讓科普微電影正式啟航外，同時藉由
兩部影片的呈現，敘述科學如何讓我們更了解大自
然的敏感多變，希望讓居住在臺灣這塊風水寶地上
的人們都能更認識及珍愛這島嶼的自然環境，能長
久安居外，也能夠永遠享有風與海所帶來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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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屆微分方程年會

2022.1.14-15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微分方程年會為每年國內微分方程領域的重要活

分方程、動態系統、生物數學、科學計算等領域共

動，可以說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學術年會之一。

20位學者與會演講，今年因受到疫情影響，許多
與會者改成線上參與，但是反響還是相當熱烈。

本研究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了國內外從事微分方程
與其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或學生一個可以交流彼此
研究成果及心得的平台，以促進國內微分方程領域
的研究風氣與發展。

本次研討會邀請中研院劉太平院士及中研院數學所
尤釋賢特聘研究員擔任大會演講者，並邀請國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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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華民國數學年會
暨國際數學研討會

2022.1.17-18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數學年會一直是國內最大型的數學交流會議活動。

學所余家富研究員擔任大會演講者，10個數學領

為促進數學教育及研究，同時推動國內外交流合

域延伸、平行舉辦數十場演講；另有11場跨領域

作。本次活動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接受中華民

演講；同時還設立「公共議題論壇」，反應熱烈。

國數學會委託辦理，邀請國內外數學相關領域之專

本屆邀請新銳數學家拍攝短片，透過影片向與會來

家學者分享其研究結果。

賓介紹其研究歷程；期待以此促進全國數學研究人
員學術交流，亦提高學生們對數學的熱情與能力。

本次邀請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蕭美琪教授、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侯一釗教授及
2021 年中華民國數學會學術獎獲獎學者中研院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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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AI & Data Science Workshop

2022.1.24-26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近年來人工智慧(AI)在產官學界均引發熱潮，其實

「第一屆AI & Data Science Workshop」，原預

務應用範圍廣泛，例如醫療研發、經濟財金、工業

定於2021 年08 月辦理，恰逢Covid-19 疫情衝擊

製造、科技產業、教育心理…等均熱切需要此領域

延至2022 年01 月舉行。

的技術與人才。數學及統計科學為AI的基礎核心工
具，但大多數的數統學門的同仁對於AI領域仍然陌
生，對此領域的學術發展議題或實際應用層面仍有
隔閡。

為了提升數統學界的同仁們對此領域發展的認識、
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法的切入，國立東華大學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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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

學術策略聯盟 航向海洋
著名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說：
「團結，則無事不能。」(If we are together nothing
is impossible.) 當時的背景正需要同盟國之間團結起來，
往抵禦敵人的共同目標邁進。時至今日，也有許多事物需要
團結眾人之力來做得更好！這些人可以來自不同地方、不同
世代、擁有不同的專業背景，但他們有著一個廣泛的共同目
標。因此，為了解決臺灣社會發展與生活周遭所面臨的一些
問題，產、官、學、研界試著聯手組成了策略聯盟，迎接眼
前的挑戰和創造未來的願景。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可說是我們珍貴的寶藏，蘊藏著不少未知，
等待著我們攜手深潛發掘。2022年正式成立的「臺灣海洋聯盟」，號
召了國內與各種海洋議題相關的專家們一同參與，集思廣益，針對挑
戰尋求互補與合作。這一路走來的故事如海浪起伏，他們的願景亦如
無際海洋般廣闊，就讓我們跟著這艘團結眾人的大船，乘風破浪、航
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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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報導

T 系列聯盟是什麼？
國內學術策略聯盟介紹
學術策略聯盟
臺灣永續棧 (Taiwan
Sustainability Hub,
TSH)

緣起

成立時間

自然司無永續推展中心，應有不同

2019.08 宣示

於傳統學術研究並結合知識實踐的

2020.05 首場對外scoping

「跨界協作」。

2020.08 正式運作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
(Taiwan Space Union,
TSU)

建立產學研溝通平臺

臺灣海洋聯盟 (Taiwan
Ocean Union, TOU)

建立產學研溝通平臺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
站 (LTSER)

長期生態站轉型TDR

2020.01 建立雛型
2020.09 正式運作

2020.11 建立雛型
2022.02 正式運作

2021.03 建立雛型
2021.05 正式運作

表1│國內主要的學術策略聯盟一覽。

(科技部自然司整理提供)

資料提供│科技部自然司
整理│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

政策「由上到下（top-down）」具體落實。共識

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共識，需要透過工具理性來具

形成的關鍵在於整合社群、確立問題焦點與創造發

體落實，而工具理性的核心目的是價值理性的實

展特色，使其能順利回到政策程序裡，且避免一開

踐。這個雙面連結的具體成果不僅是對於一個絕對

始就觸及單純的資源分配難題。透過「Co-Design

價值的肯認，更重要的是可以連結價值–知識–行

（共同設計）」、「Co-Production（共同產

動（政策與治理）三個面向，作為一個社會永續發

出）」、「Co-Delivery（共同交付）」的「3C」

展能夠具體落實的三根支柱。

運作模式，眾人共同找出問題解方，使政策的制

───────────────────────────────

定、推出到落實都能更為順利。

從科技政策形成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模式是循民主

科技政策行成的文化開始擴散之後，科學家將不只

過程，讓學術社群與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議題

關注自身研究領域面臨的重要問題，或是國際上重

討論，經由對話溝通到理解，「由下而上（bot-

要的科學研究發展方向，更應走出自身熟悉的領

tom-up）」凝聚「共識」以制定政策，有助於讓

域，與不同領域進行連結、溝通及互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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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續棧（TSH）

2019年4月，國內聚集了30多位長期關心衛星科

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過去在擔任自然司司長時，

學發展的學者們，在當時自然司林敏聰司長與太空

面對司內豐富且具挑戰性的永續學門推動工作，充
分意識到一個不同於傳統學術研究、並結合知識實
踐的「跨界協作」，應逐步成形。因此經由自然司
與自然科學、生醫農、工程以及人文社會等不同領
域的眾多學界朋友們共同努力，進行超過一年的密
集 討 論 與 協 作 下 ， 「 臺 灣 永 續 棧 （ Ta i w a n
Sustainability Hub, TSH）」於焉而生。TSH以跨
界學術知識為基石，共同思考如何解決臺灣在永續
發展領域「迫切」、「重大」、「待解決」的複雜
議題。簡言之，TSH具有著強烈的問題導向，著重
將知識轉為行動，讓學術研究不只期刊發表，而是
能更進一步協助並達成社會責任實踐（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心林俊良主任共同主持下，進行了一場跨領域策
略會議；隨後，在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林建宏教
授、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陳炳志教授的積極協助
下，於2020年1月辦理了首次「衛星科學工作
坊」，有近200位的產、官、學者專家參與，是太
空界跨領域研究與策略研討的盛會。舉辦工作坊之
原義，乃希望能成立一個讓國家太空中心、各大學
研究團隊等產官學研各方能夠順暢溝通的平臺，然
而經由工作坊的熱烈參與及討論，加上工作坊後陸
續召開的幾次討論會，一個新的文化、甚至組成聯
盟的想法已逐漸萌芽。2020年11月，藉著在中央
大學舉辦第二屆「衛星科學工作坊」的機會，「臺
灣太空科學聯盟（Taiwan Space Union, TSU）」
正式揭牌運作。

TSH的中文名稱裡特別選用了「棧」這個字，主要
是希望大家能在這裡坐下來聊聊，交換彼此的想
法。TSH的成立，即是在面對永續價值實踐難題的
挑戰下，嘗試翻轉僵化的學術界線，透過建立跨領
域學術研究的知識與行動平台，來連結價值的實
踐。以「永續」為核心價值，TSH希望透過不同的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包括學界、NGO、
公部門及產業等角色對複雜問題的跨界解析，以共
同協作的方式，形成整體性的政策解方，從中尋找
永續轉型的路徑（transition pathways towards
sustainability）。科技部做為各領域學術基礎研
究最主要的支持單位，應責無旁貸地連結各領域研
究成果，擔負起落實「知識到行動」 (Knowledge

科技研發需更有效回應社會關鍵問題，除投注資源
於衛星製造外，衛星發射之資料應用須整合資源與

to Action) 的艱困任務。

力量，以展現衛星任務的重要性與優勢，並同時兼

臺灣亟需一個知識、政策、治理與推動臺灣永續轉

研究與應用，國家太空計畫發展多年，已有自主製

型的平台，這正是TSH被賦予的角色。而期許未來
的TSH，不僅是做一個「翻轉」傳統學術運作模式
的跨界協作實驗，同時也能密切地「連結實踐」，
提供一條從知識走向行動、回應永續價值的轉型路

顧健全的產業發展。而臺灣長期發展太空科學基礎
造衛星之技術，並有立基於半導體產業、精密機械
產業、金屬材料及加工技術之優勢，能在太空產業
製造鏈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更彰顯出TSU之重要
性。TSU的成立不僅讓科技部內跨司與跨領域學

徑—一種為體制內外協作的「知識公民運動」。

門、乃至跨政府部會能更有效且透明的對話，強化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TSU）

促使國內產業界的技術投入衛星任務，與專家學者

福衛7號於2019年發射升空，正式服役。當時進行

一起研究評估、資源配置整合等系統工程，如此便

事先準備工作及未來資料應用的考量過程中，國內
部分專家們體悟到臺灣的衛星任務需要更整體的佈
局，並考慮加強學術界在太空計畫中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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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能站在產業發展的角度，

能將不同技術與人才整合，打造更完善的太空產業
製造鏈。

臺灣海洋聯盟（TOU）

技術，為我國海洋永續發展擘畫藍圖，提供具體實

聯合國將2021至2030年訂為「海洋科學永續發展

踐路徑，並持續建構自主永續的研發生態系，一同

十年」，致力於深化海洋科學知識和保護海洋健

為臺灣海洋資源有效管理而努力。

康，各國也在2021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LTSER）

（UNFCCC）締約國大會（COP26）共同呼籲各
國應「加強海洋－氣候科學觀察、研究與分享」和
「蒐集、管理、共享海洋科學資料，以促進對海洋
－氣候交互作用之理解」（The Ocean For Climate
Declaration）。在臺灣，為因應國際海洋環境保
育、產業經濟、永續發展與法政教育等面向的挑
戰，在科技部協助下，國內海洋學界於2021年10
月發起推動成立「臺灣海洋聯盟（Taiwan Ocean
Union, TOU）」 。

因應全球變遷對社會生態系統的衝擊，有必要以新
的方式推動長期社會生態研究網。透過核心基礎設
施的概念在各地建立長期社會生態系統研究站，建
置基礎核心設施與監測，將能吸引更多學者、並槓
桿更多資源，投入臺灣長期社會生態系統研究。此
類長期監測資料不僅可以深入了解臺灣的人地互
動，更能提供環境生態議題與治理堅實的知識基
礎，幫助了解生態系統服務的特色以及脆弱性，以
在面臨挑戰時提供堅實的科學資料供評估，於科學
上或回應社會需求都有其必要性，有助引導社會邁
向永續。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LTSER）」自2020
年開始進行多次工作小組會議，並召集跨領域、跨
部會學者專家進行研商諮詢會議。LTSER從2021
年開始試行「臺灣西部海岸濕地農漁社會生態系統

圖2│2021臺灣海洋聯盟大會於中山大學召開。

TOU做為我國海洋「知識創新」、「永續環境」、
「行動支持」跨領域協作平台，期望藉由海洋科學
研究衍生之海洋知識、資料，達到「可預測海洋（A
predicted ocean）─有能力掌控與預測現在與未來
之海洋」、「易近性海洋（An accessible ocean）─
有公開使用與透明的資訊、數據及技術」及「參與
式海洋（An inspiring and engaging ocean）─社
群能了解並知曉海洋價值」等聯合國七大標準的理

監測」與「尋找森林-溪流-湖泊生態系的永續途
徑」兩案計畫，彰顯兩類不同的臺灣社會-生態系
統特色，即彰化芳苑沿海生態系與臺北坪林集水區
森林生態系。透過這兩項計畫，反應當前已有與潛
在社會需求/發展爭點對人文生態系統的影響及其
反饋，並具跨部會現有資訊共享及蒐整功能。
促成對話，理解不同領域互補的重要，並且經由
「參與式民主」形塑共識，此一組成聯盟的概念逐
漸擴及更多學術領域。這不僅對國內科技政策的推

想海洋目標。

動及精進，有很大的助益，跨界參與、合作的模

TOU以臺灣海洋大學為中心，串聯國內各相關學

了加深在地連結、實踐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外，未

術與研究機構，並橫向鏈結海保署、漁業署等涉海
單位，邀請海洋各領域的先進，依「海洋環境生態

式，也為臺灣學術研究及產業的發展注入活水。除
來藉著學術策略聯盟所產出的成果，相信亦會讓臺
灣更能被世界所看見。

永續」、「海洋觀測技術」、「海洋工程技術」、
「海洋資料庫與研究船」及「海洋法政及教育」等
工作小組，就不同海洋關鍵議題提出跨學門、跨部
門、實用且整合的解決方案或實務作法，持續凝聚
專家學者意見。另一方面，TOU也從科學領域擴
展至人文教育，強化了科研根基落實基礎研究的社
會影響力，盼能提前布局我國海洋前瞻科學與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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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就位 啟動眾人建造的嶄新船隻
專訪臺灣海洋聯盟召集人蔣國平教授

採訪‧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執行編輯)
攝影│孫愛欣 (科學推展中心多媒體企劃)
───────────────────────────────

經濟層面上的利用，其他研究之概念相當有限。

16世紀，歐洲船隊航行到遠東時，發現了這塊矗立

1980年代末期，臺灣才在國外學術界的推波助瀾

在海洋上的美麗之島─福爾摩沙，臺灣與海洋就是

下，開始從事海洋研究。當時的蔣教授輾轉自日本

這麼緊密相連！但儘管我們知道臺灣四面環海，對

東北大學取得海洋環境學博士，於1990年代初期

於海洋卻又有些陌生。如今，「臺灣海洋聯盟

回到海洋大學任教，並與其他陸續自國外回臺的海

(Taiwan Ocean Union, TOU)」蓄勢待航，國內海

洋相關研究學者，將「微生物循環圈(Microbial

洋的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將進入新篇章。擔起TOU

loop)」的研究概念帶進臺灣，生物海洋學領域逐

首任召集人重任的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與生態研

漸發展了起來。將近30年來，蔣教授長期進行東

究所蔣國平教授，回首過去自己踏進海洋生物研究

海觀測研究、臺灣東北部海域海洋生態觀察，且在

的大門，其實可說是無心插柳；而他投入海洋科學

因緣際會下揭開了馬祖「藍眼淚」之謎，這不斷探

研究的歷程，也映證了臺灣海洋科學發展的縮影。

究海洋的過程中，他也從中體會到了臺灣海洋研究

───────────────────────────────

與發展的窘境。

發現問題

過去臺灣除了相對忽視海洋外，像是海洋生物資源

重回海洋

早年，臺灣對於海洋領域的發展不及農業，僅只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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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利用、海洋環境保護等觀念及研究，皆慢了其

他國家一步。「海洋研究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在這樣的前提下，尋求各界的協助更具實質的方

蔣教授提到，海洋科學研究資源都掌握在先進國家

向。蔣教授舉例，以科學為基礎的管理架構中有幾

手中，加上臺灣長期以來海洋研究、海洋管理及海

個眼前的目標，一是生物多樣性之管理與保育落

洋教育等層面處在各自的平行線上，缺乏橫向的整

實，由於牽涉海域管轄權與國際協定的範疇，因此

合。全球海洋研究與發展碰到的最大瓶頸，是探測

便找上國內鑽研海洋法政的中山大學胡念祖教授協

數據不足及數據分享問題，臺灣除了也面臨這些困

助主導。另一個目標是制定淨零碳排計畫，尋找了

境，蔣教授進一步指出：「其實我們還不知道如何

具有管理背景的海洋大學曾筱君助理教授執行。這

解決環境保育與經濟開發衝突的問題。」政府或產

些亦皆可視為跨域合作的例子。

業在海洋開發的過程中，可能影響漁民謀生權益、
航運路線與航權，或是白海豚、海鳥等動物的棲息

蔣教授認為，TOU的核心價值乃是建立一個資訊

與其保育。這些問題並不容易立即且有效解決，需

分享的跨界交流、合作平台，而這個平台「能夠協

要透過科學數據，發展出問題導向的通盤處理流程

助政府解決問題、且可以預先看見問題，進而期望

與機制。

走在世界的前端去預想到一些問題，並可著手進行

整合資源

跨界合作

一系列跨領域的研究。」由於這樣一個新平台必須
整合各領域資源、技術與知識，起步階段難免會受

因此，蔣教授接下科技部自然司海洋學門召集人

到一些質疑。面對質疑，蔣教授強調現階段的執行

後，深感國內海洋議題推動與資源整合的急迫性；

重心在建立解決問題的流程，因此一切從頭開始、

另一方面也認為需要透過海洋相關研究來進一步實

並由做中學；另一方面，TOU推行的過程中，也

踐「讓社會有感的責任」，從而喚起大家對海洋的

累積了不少專業的回饋，這些回饋足以完善機制，

重視。在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的促成之下，參考

進而回應質疑。如今已有許多單位願意主動配合，

國內已有的臺灣永續棧(TSH)、臺灣太空科學聯盟

並樂於提供看法進行討論。

(TSU)等跨域學術聯盟，學術界有了TOU─臺灣海
洋聯盟的構想，並且請蔣教授來進行籌劃工作。籌

擴大參與

永續經營

劃階段匯集國內與海洋議題相關的產、官、學、研

海洋資源的永續是現代過度開發的社會裡，非常重

界人士與資源，如科技部、行政院海洋委員會及國

要的課題！臺灣預計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之目

家海洋研究院等單位，自籌劃階段即加入意見交

標，這是TOU因應永續發展政策的指標工作之

流。

一，目前相關研究已開始執行。蔣教授並分享了欲
推行的「海岸信託」概念，這是以「碳」為基準單

2020年起的幾次會議下來，與會眾人對於海洋領

位信託給企業，在企業產生碳排放的同時，也需投

域的發展有了初步共識；同時呼應聯合國宣布

入相當比例的經費維護海洋環境。除此之外，

2021年至2030年的「海洋科學永續發展十年」，

2022年是聯合國所訂定的「國際基礎科學促進永

更需要透過聯盟之組成來串聯整合各界的資料與資

續發展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Basic Sciences for

源。2021年10月，首次「臺灣海洋聯盟大會」在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YBSSD)」，TOU也

中山大學召開，邀集國內與海洋議題相關的各界專

積極響應此一即將到來的議題，對於相關推廣活動

家們研商共識，會後關於TOU未來走向的輪廓更

已有了初步構想。

為清晰。蔣教授說明TOU成立期間的構想，主要
特色在於環境與產業永續理念大於研究推廣的策

隨著TOU的成立，擴大了參與的廣度及深度，經

略，並且很明確地訂定了聯盟運作初期應達成的

驗的傳承也是TOU得以永續運作的關鍵，如邀集

「四大倡議」，分別為「建構整體規劃之海洋觀測

年輕學者共同參與、一同成長，便是一項重點。值

網」、「海洋調查採樣標準化」、「國家數據庫整

得一提的是，TOU近期也與一些非政府組織、公

理及分享機制」、及「擘畫以科學為基礎的管理方

民團體接觸，針對海洋相關問題做探討、或研擬進

向」。

一步合作，這些組織的理念或多或少突顯了科學結
合人文的重要性。而蔣教授對TOU未來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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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則賦予了不小的彈性空間，除了是一個提供
國家制定海洋政策建言的政府智庫外，TOU亦可
算是將成果回饋給社會的「半公民團體」，永續經
營的面向變得多元。
「科學家總是太理想化了！」蔣教授期望科學研究
應該跨越領域界限，考量現實面的問題，使研究成
果更有效地落實、運用在這個社會及環境之中，而
海洋對臺灣來說便是這未臻完備的場域。因此即使
頂著華髮，蔣教授心中依舊懷著遠大的憧憬，盡責
地做著TOU「船長」，肩負這艘船向前航行的使
命。在海洋大學的TOU總辦公室，迎著一旁由遠
洋吹向臺灣島上的海風，一陣陣奔放的湛藍氣味不
斷襲來，令人充滿無限想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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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在自己的領域專精追求卓越，努力
做到不可取代！」─陳浩銘教授專訪
專訪2021年光環論文獎、2022亞太催化傑出研究學者獎得主陳浩銘教授

採訪‧撰稿│顏伶芳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攝影│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執行編輯)
───────────────────────────────

試著培養格局與貼近生活地做研究吧！

學士、碩士、博士都在臺大完成，身為「土博士」

一提及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最重要的東西，陳教授直

一員的臺灣大學化學系陳浩銘教授，不僅在臺大任
職第四年就拿到科技部吳大猷獎，第六年帶走科技
部傑出獎的兩個指標性學術獎，近期帶領的研究團
隊也在國際研究舞臺上發光發熱。陳教授以他認為
的學思精神與態度、學術研究的想法，以及未來人
才培育與自我期許幾個面向，與我們分享他的所思
所想。
───────────────────────────────

指為「研究要接地氣、培養格局然後打開眼界。」
教授分享，影響他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最深的有2件
事：其一發生在大學時修習的書報討論課程，該課
程內容主要是報告已經發表的文獻，他當時所報告
之研究論文內容僅是呈現結果並未深入去研究其中
的科學內涵，因此被該堂課的老師訓斥。這也讓陳
教授下定決心，甚至後來自己執教後，總是告訴學
生，研究成果一定要夠深入、要明白使用的工具或
方式，發掘出來其他人所看不見的東西。這樣的態

Vol.34 No. 1 March 2022｜

16

度與精神，在他所專注的「臨場分析」，也就是研

秉持著一貫的立場，「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究在化學反應的當下，材料與催化劑到底發生了什

情」，他能做到的就是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想盡辦法

麼事情，被徹底的實踐。

做到頂尖，至於要把化學知識與教材，轉換成學子
能夠理解的內容，教授認為應該要有專職與專業的

第二則是陳教授在美國做研究時期，帶給他寬廣眼

人100%全力投入比較好。例如他常陪著兒子一起

界的體悟。「不要為了發paper，而發paper！」

看大愛電視的《Try科學》，他認為那就是一個很

陳教授認為這是他在美國的指導教授身上，學到最

棒的節目，把科學知識深入淺出的傳播，才真正能

有意義的事情。在臺灣，許多學術計畫想要做的事

對學子產生好的影響與提高興趣。

情並不是該研究領域學者感興趣的內容，更無法明
確解決什麼人類的困難。在研究方向不是解決關鍵

「我現階段應該還是會選擇走我擅長與熱愛的研究

問題的情況下，眼界跟格局太小，也不易累積學術

路線吧！」在研究與教學之間，陳教授毫不猶豫地

地位。陳教授認為，去研究那些「大家都想完成」

選擇了研究。陳教授指出，臺灣的考試與教育制

或「大家都想克服」的主題，抱持著想要對這個領

度，其實是在培養不專精的人。但就他的觀察，真

域有所貢獻，能夠帶給大家實用的收穫，才是真正

正在社會上有傑出成就的人，通常都是堅守在自己

有意義的研究。

的專業領域中，將自己的專業磨到最好。「想盡辦

回歸初心，先專精再談跨領域

法讓自己在你的領域裡面做到無可取代！」陳教授
再度強調關於做到領域頂尖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什

聊到教授對於國內學術發展的想法，教授語帶可惜

麼他選擇繼續走研究路線的原因。「當你努力朝著

地說，由於臺灣學術圈還是存在著現實面，研究學

無可取代的目標持續深入，就能逐漸發現，你在未

者的獎項連結到的是薪資水平，導致現今許多研究

來的某一天已經漸漸變得不可取代、到達了某個領

員以得獎為目標做研究。但陳教授認為，研究應該

域的頂尖。」至於是否曾考慮轉換跑道進行人才培

要回到最核心的價值，以他獲得的「2022亞太催

育，陳教授笑說：「也許吧！也許過個幾年，我的

化傑出研究學者獎」來說，他一開始的目標是抱持

目標就調整成在其他領域做到頂尖了。」

著想讓大家知道「水氧化、二氧化碳還原」，這兩
個核心反應，為什麼好、為什麼不好，而深入研

多元嘗試、親身實驗與通才識讀的重要性

究。也就是說，當你有了「把新事物告訴全世界」

聊到給學子進入化學領域的建議，陳教授笑著表

的想法，才有機會讓你的名字被連結到自己想要的

示，對國高中學生來說，化學大概就是一門學科，

那個地方！

但其實化學是相當生活化的，從塑膠材料合成、製
藥到半導體製程，通通都是化學，但這些東西也是

特別的是，教授對於「跨領域」並不是完全的認

自己跨入研究之後才了解的。陳教授提及，年輕時

同。陳教授強調，想要跨領域，你必須得先成為那

填志願只知道用排除法，也就是會不會討厭這個東

個領域的專家，並且要在該研究裡面做到國際領

西，再決定自己到底要不要繼續與其和平相處。

先。在這個前提下，當兩個領域的真正專家合力去
思考兩個領域的關鍵問題，發揮「1+1>2」的力

但如果就一個教授的立場，他認為對那些進入化學

量，這才叫做真正的跨領域。

領域前的學子來說，應該要積極嘗試所有領域的內

讓專業的人培育專業人才，謹記在自己領域做到
無可取代！

17

容，不論是物理、化學、電腦科學，多元嘗試才能
明白自己對哪個領域「不討厭」。如果不確定自己
對於化學是不是真正有興趣，陳教授非常推薦學子

陳教授謙虛的表示，自認不是個天才，聊到化學人

去參加科展。科展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研究，藉由執

才培育的想法時，他覺得同時要兼顧研究與教學，

行這個小型研究去感受自己到底對整個流程是否喜

是件困難的事情。就單指化學教材來說，要引起興

歡或討厭，是個很好辨認自己是否適合這條路的方

趣，或是傳達專業知識，兩者差距就非常的大。陳

式。教授進一步對已經在化學領域研讀的人才強

教授提及，他非常認同化學人才培育的重要性，但

調，要有大學是通才教育的認知，需要謹記培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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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識識讀的能力，舉例來說，要有能力去辨認電
視上名嘴說的話是對是錯。

讓研究不只是研究，商用普及造福更多人
談到對於自己未來的期許，陳教授眼神發亮的說：
「我希望把所有在做的研究，變成真正可用的東
西！」也就是說，希望能建立一套系統，用科學的
手段，讓研究不只是研究，而是能解決人類的問
題，甚至商用化變成實際的機器，進而普及造福更
多人。陳教授舉自己正在執行的「人工光合作用」
研究來說，現在全球暖化嚴重，2026年甚至要開
始課徵碳稅，大家全都在想方設法解決二氧化碳這
個影響全球暖化的元素之一。而「我當初就是想要
幫大家解決這個人人都想知道，但不知道怎麼處理
的問題。」陳教授這麼說。
陳教授進一步舉例，火力發電廠會排放高濃度二氧
化碳，以往處理排放，需要耗費許多材料進行封
存，成本相當高，並未直接解決二氧化碳問題。然
而，陳教授的研究團隊耗時多年做出類似光合作用
的行為，把二氧化碳重新轉回燃料，未來期待能落
地與碳排大戶合作，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真正進入
碳能源循環中，以減緩溫室效應。而希望有朝一
日，能將這套做法，實踐到所有研究系統中，這也
是陳教授對自己最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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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量的累積與迸發─
鄭弘泰以好奇心探索研究學海
專訪2021年Web of Science《高被引學者》鄭弘泰教授

採訪‧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執行編輯)

照片提供：鄭弘泰教授

攝影│孫愛欣 (科學推展中心多媒體企劃)
採訪‧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泰教授年幼的日常，也為他未來的研究之路，埋下

從喜歡拆解、組裝家電的男孩，到榮獲高被引學

一顆小小的種子。

者、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等學術界至高殊榮，清華
大學物理學系鄭弘泰教授在研究路上，始終抱持著

聊起小時候拆解家電的過程，鄭教授露出稚氣的微

正向積極的態度，以好奇而謙遜的眼光看待世界。

笑，他說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打開電視機背板的那

───────────────────────────────

一刻。早期的電視機屬於映像管電視機，體積厚

由好奇堆砌而成的研究之路

19

實，像背了殼的蝸牛，殼裡面裝有電子槍負責將電
子打至映像管螢幕上的發光塗料以成像，以及多個

試想一位孩子，在炎熱的午後獨自蹲坐在客廳，用

真空管處理電視訊號。「當時看到大大小小的真空

小巧的雙手把玩著家裡的電器，時而拆卸、時而組

管在閃閃發亮，好像燈泡在開趴，我到現在都還清

裝，他看著手中的零件，對於這些小東西組在一起

楚記得那畫面。」那時，對於生活現象的好奇，早

竟能自己動起來，感到無比好奇。這場景，是鄭弘

已在教授心底開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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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形容自己的求學階段還算平順，從學士、碩士

是超導體，其表面更有受拓樸性質保護的電子傳輸

一路到博士持續專研知識，不為什麼，「就是想繼

能帶特性，提供極佳的導電特性與「馬約拉納費米

續念，總覺得書還沒念完」。他始終深信，未知領

子」存在的可能性。這項發現不僅為量子電腦的研

域還有很多知識值得學習與探索，笑稱即便自己有

究往前推進一步，其研究成果更於 2016 年發表在

三輩子的時間，都不見得能研究完全。教授以「學

頂尖期刊 Science Advances，備受矚目。

海無涯」作為研究之路的註解，常保對周遭環境的
好奇，則是他不變的態度。

正向扎根，累積研究能量
在看似順遂的研究途中，依然有或大或小的石頭，
讓路途變得顛簸。在擔任博士後研究初期，一則來

教授表示，發現單一物質拓樸超導體絕非偶然，而
是先前已累積大量關於超導體材料及拓樸材料的研
究，憑著鍥而不捨與多方嘗試的研究精神，才能於
能量蓄積充足後迸發，得到如此珍貴的結果。

自投稿期刊的評審意見，曾讓教授受挫數月。評審

適性揚才，找回研究的初衷

意見裡除了提出研究方法的諸多不適外，最後更以

多年來穩健扎根的研究能量，更累積豐厚的學術

「這篇論文不能發表在任何科學期刊」作結，狠狠

影響力。2019年起，鄭弘泰教授接連獲選Web of

打擊教授的信心。教授形容自己行屍走肉了近乎三

Science「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個月，研究幾乎停擺，最後決心調整心態，以科學

說明其多篇論文被引用次數位於同學科之前1%，

的態度回應科學問題，至於那句「非科學論述」的

顯示該研究成果之重要性；美國史丹佛大學透過

評論，則理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被情緒所牽動。

Scopus論文資料庫的影響力數據，頒布「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World’
s Top 2% Scientists）

教授講的雲淡風輕，背後皆是累積多年經驗才能達

榜單，教授亦名列其中。

到的超然。教授認為，做學術研究最重要的精神有
三：一是正面迎接問題，勇敢面對他人的指教；二

獲此殊榮，教授謙遜表示，得獎固然是很大的鼓

是鍥而不捨，即使失敗多次仍不放棄；三是持續嘗

勵，但做研究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得獎，單純因為這

試不同的方法，即便看似不可能的辦法，也要嘗試

是他喜歡且感興趣的事情。他常提醒學生，不要為

過後才下定論。

了別人做研究，「而是要為自己做研究」，唯有做
自己覺得好玩、有趣的研究，動機才會強烈，也才

上述精神的實踐，皆是研究能量的累積，往前走才

能把事情做到完善。

能看見更巨大的結果。例如單一物質拓樸超導體的
發現，便是例子之一。

要讓學生對研究有興趣，前端的推廣也相當重要。
教授認為，研究與推廣兩者彼此間應相輔相成，透

拓樸超導體係指一材料兼具拓樸與超導兩種特性，

過推廣讓更多年輕學子產生興趣、進而投入研究，

前者能提供高效能且低耗能的電子傳輸能帶；後者

再經由學校與企業的研究訓練，提升台灣整體研究

則因無電阻特性，使電流流動幾乎不耗能。因此，

的質與量。當社會大眾重視科學推廣、產業願意培

拓樸超導體的結合不僅可有效傳遞電子，物理學家

育研究人才，未來台灣的「護國神山」便能愈來愈

推論拓樸超導體中存在的「馬約拉納費米子」

多，經濟與生活也能變得更好，帶來正向循環。

（Majorana Fermion），更是製造量子電腦的重
要基礎。

然而，在談及跨領域研究之必要性時，教授反而回
過頭來強調專精領域研究的重要性。「每個人的特

過去若要顯示拓樸超導體特性，需要以不同物質併

性不同，有人適合專精研究、有人適合跨領域，重

合而成，不僅製程困難，產量與品質也難以維持。

要的是如何讓兩方面的人互相流動。」教授深信，

然而，鄭教授研究團隊與中研院物理所莊天明博士

在適當的時機、適合個人的跨領域場域出現時，即

研究團隊合作，領先全球發現的單一物質拓樸超導

便是走專精研究者，也有機會開啟跨領域的嘗試，

體「二硒鉭鉛」（PbTaSe2），二硒鉭鉛本身除了

並不需要一開始就畫分楚河漢界，而是順應人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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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方能達到適性揚才之理想。
訪談期間，教授總是帶著輕快的語調，分享研究路
上的故事，他對研究的喜愛與熱情，毫不掩飾地掛
在嘴角上揚的弧度，充滿著能量。即便數十年過
去，他依然是那個當年打開映像管電視機背板的男
孩，持續對生活投以好奇的眼光，在閃爍燈火間，
探索未知領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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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為半導體產業持續加值的新興材料─
二維拓樸絕緣體 新穎材料Bi/Sb-SiC

圖1│自旋電流示意圖。

(莊豐權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撰稿│許芷辰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2016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物理學家David J. Thouless、

Kosterlitz和Duncan M. Haldane，可見奠基於此

J. Michael Kosterlitz和Duncan M. Haldane，以表揚他

的拓樸材料對世界的貢獻。

們在凝聚態物理學中拓樸相變理論研究之貢獻。奠
基於此，近十多年間各式拓樸物質相繼在實驗中被

二維拓樸絕緣體，也可稱作量子自旋霍爾(quantum

製造或預測出來，其中研究二維拓樸絕緣體儼然成

spin Hall，簡稱：QSH)絕緣體，其邊界上具有獨特

為新世代熱門課題。日前國立中山大學莊豐權教授

螺旋金屬性邊界態(spin-polarized gapless states)，

團隊以調控新穎二維材料的拓撲相之論文[1]獲得

進而形成自旋電流(如圖1)且足以對稱約束反向散

了《AAPPS Bulletin》研究亮點之肯定！

射(backscattering)，因此不會有能量損耗及自旋

二維拓樸絕緣體(2D topological insulators)

訊號的損失。非常適合做為能源傳輸及量子計算電
腦裡的自旋訊息傳遞。

「二維材料(two-dimensional material)」是指晶
格結構中，垂直方向只由一層分子所組成極為輕薄

其中半導體或是絕緣基板上的二維拓樸絕緣體很適

的材料。「拓樸材料(topological material)」指的

合用在低耗能自旋電子學之應用。但目前二維拓樸

是那些電子排列結構具有特殊拓樸性質的材料。

絕緣體僅限於小能隙的系統中且只存在於非室溫情

2016年諾貝爾物理獎就頒給了將拓樸概念帶入

況下，故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莊豐權教授團隊著手

凝聚態物理學的David J. Thouless、J. Michael

尋找研發新穎的二維拓樸材料，使其在室溫下依然

Vol.34 No. 1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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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拓樸性質。

新一代二維拓撲材料：鉍烯-碳化矽(0001)
為解決現有二維拓樸材料之問題，除了要確保新材
料具備拓樸性質之外，還要有著足夠能隙(energy
gap或稱band gap，能帶之間的能量差)，另外還
需能在室溫下與其他光電元件相互搭配，並且找到
所搭配之適合的半導體基板。莊教授研究團隊提出
以蜂巢結構的單層鉍烯(Bi planar honeycombs)設
置在寬能隙碳化矽(SiC)(0001)的基板上(圖2)，形
成大能隙二維拓撲絕緣體材料。其關鍵是藉由化學
鍵結得到的基板效應(substrate effect)。鉍烯藉由
跟基板的鍵結而得到兩個額外電子並使費米面平移
至較高的能級後，剛好落在自旋軌道耦合造成的能
帶反轉處，國立中山大學莊教授團隊的發現可視為
在二維拓撲材料設計上的極重要關鍵突破。
圖3│bismuthene ribbon放在SiC之上的能帶結構圖。
(莊豐權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2│Bi honeycombs放在SiC之上的示意圖。 (莊豐權教
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新穎二維拓樸絕緣材料，預測能隙高達0.56eV
使用量子力學理論中預測材料性質常用的第一原理
計算(first-principles computations)，預測出SiC
基板上的蜂窩狀Bi/Sb這種新穎的二維拓樸絕緣材
料，其能隙高達0.56eV(圖3)。之後也由德國團隊
成功合成出來並刊登於Science期刊[2]。
另外也研究了氫原子只放置在蜂窩平面的單一側或
兩側所造成的影響。發現氫化蜂窩表現出zigzag
與armchair邊緣的拓樸保護態，在Bi和Sb薄膜中
的能隙分别為1.03和0.41eV。莊教授研究團隊的

參考文獻
1. Chia-Hsiu Hsu, Zhi-Quan Huang, Feng-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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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n Bansil. The nontrivial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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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鉍烯搭配碳化矽(0001)基板，成為在室溫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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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日之星，使這些奈米尺度下的二維非矽材料有
機會進入光電材料、自旋電子元件、量子電腦，也
期待未來與半導體產業結合，替半導體產業開創未
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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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未來的好幫手
高電流鹼性水分解技術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授權轉載、陳軍互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撰稿│Stella Y.T. Sun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NSYSU-CHC-LAB, 以下簡稱CHC實驗室）致力

長年耕耘，中山大學化學系陳軍互教授攜其團隊，

於研發各種能應用於民生科技之奈米材料，並為產

橫掃多項國際發明獎！

學銜接培育專業人才，該實驗室突破大規模生產氫

───────────────────────────────

能與高解析電子導線技術，兩項創舉共獲2021年
ASIE美國科技暨發明展金、銀牌，2021-IWIS國際

地球的另一端，有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高舉著號誌

華沙發明展金、銀牌等，總計五項國際殊榮。

為降低碳排放請命，而我們這一端，小巧的台灣島
上出現了一次次反污染大遊行，眺望東西，我們的

氫能係將水分為氧氣與氫氣儲存，欲使用氫能時再

距離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在促進經濟和建設發展

將氫、氧結合，氫能雖然不會產生廢氣污染，但也

的道路上，都有個共同的目標–還給地球一個乾淨

面臨著大量製氫才能合乎成本效益的問題，陳軍互

的未來，從中我們尋出一個相應而生的方案：大幅

教授表示：在追求高電流、大規模地進行水電解產

降低碳排放的「氫能」。

生氫氣的同時，目前的技術卻大多停留在最高電流
密度0.5安培每平方公分（0.5A/cm2），其根本原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陳軍互老師奈米材料實驗室

因在高電流運作下，催化劑必須與基板有強大的附

Vol.34 No. 1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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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力，而一般粉體催化劑會因為反應時產生的氫、

了解套方案 – 在研究藉由基板表面形成非晶相多元

氧氣泡劇烈碰撞從基板上脫落，長時間使用下來便

金屬氫氧化物薄膜後所產出的催化劑能解決海水中

會讓整體系統的效率下降。

氯離子腐蝕的問題，可穩定於 0.5 M 氯化鈉 (為模
擬海水中氯離子濃度)之環境下運作，再次將水分

CHC實驗室開發的液相氧化還原沉積法（Aqueous

解系統推前一個檔次。

Redox Deposition, ARD）能在基板上鍍上一層
附著力非常強的薄膜催化劑，能夠克服高電流運

緣起於1970年代，當世界正面臨著第一次石油危

作下造成的催化劑剝離，搭配陰離子交換膜元件

機，化學家約翰・柏克里斯在美國通用汽車技術中

（Anion-Exchange Membrane, AEM）實測，於

心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了「氫經濟」的概念，在他可

攝氏40度、電流密度1安培每平方公分

預見的未來裡，以氫氣為主要能源的社會是理想且

（1A/cm2）下，產氫效率達到66%，功率約為

必然的，半個世紀後的今日，活在他的未來、仍然

4.5 kWh/Nm3，於攝氏80度條件下，效率可以達

面對著能源危機的各個國家的我們，跨越了時空，

到 71%，功率約為 4.2 kWh/Nm3。此水分解系統

正一步一步朝著這些先知的理想走去，該是一件多

目前最高電解量可達到 5 安培每平方公分並持續穩

浪漫的事，而我們當下的努力，又能讓之後的人們

定運作，相比於前面提及不到 0.5 安培每平方公分

收束到何種幸福的未來，是否光是想像都能提起幹

的固有技術，其優異的表現令人目光一亮。

勁，和對科研充滿了感激與敬畏的心 – 是的，我們
與正在進步的這個社會，距離一點都不遙遠。

此外，本質為酸性氧化還原輔助沉積法（Acidic
redox-assisted precipitation, ARP）製成之高附
著力析氧反應的催化劑，基於化學藥劑間自發性的
氧化還原反應，結合前面提及CHC實驗室團隊研
發的ARD技術，能使多元金屬間的參雜與成膜在
水相下一次完成，同時，以roll-to-roll的捲送方式
（如圖1）能實現在常溫、常壓、不需電力的情況
下進行製程，且不須添加額外高毒性藥劑，加上能
有效利用地殼高存量元素取代貴金屬催化劑，不僅
環保，更降低了廢棄物的處理成本，相較於目前已
知的鍍膜技術更為友善且獨步，種種條件顯示其已
適合大量生產。

圖1│Roll-to-roll 捲送製程實作。 (陳軍互教授研究團隊
授權提供)

此外，電解海水一直是水電解技術的極致挑戰之
一，從氯離子干擾到催化劑不堪腐蝕等系列難題都
有待突破精進，然針對這點，CHC實驗室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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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吃下肚的是什麼嗎？從黑鮪魚
看世界海洋的汞循環及全球污染趨勢

圖1│黑鮪魚以體型較小餌魚為食物來源，透過食物傳輸，
其體內積累的汞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 (插畫來源：曾恩
湛/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曾鈞懋教授與蕭仁傑教授研究團
隊授權提供)

撰稿│黃愷翊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你相信能從食物中看到環境污染的影子嗎？大自然

化。基於上述特性，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套全新衡量

中生物鏈息息相關，人類的活動是大自然中的一部

汞污染及食物傳輸之標準方法，定義「魚汞累積速

分，如同法國美食寫作和評論始主之一的Jean

率」為單位年齡之魚汞濃度的變化量。此方法能作

Anthelme Brillat-Savarin所說：「人如其食」

為全球污染指標，同時揭示全球海洋汞污染和生物

(You are what you eat)。因為人類活動造成的污

利用性的時空變異。

染排放到環境中，影響整個自然界的生物，最後又
回歸於人類所吃的食物。臺大海洋研究所曾鈞懋老

全球海洋大比拼，地中海「魚汞累積速率」最高

師和蕭仁傑老師所領導的國際研究團隊利用高階掠

研究團隊除提供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搜集過往的

食魚類的含「汞」累積速率，發現全球海洋中汞之

相關研究進行比對，估算並比較全球各大海域中黑

循環及污染的全球趨勢。

鮪魚的汞生物累積速率，進而推估全球各海域的汞

黑鮪魚不只具經濟價值，更能作為環境指標生物
研究團隊選擇以黑鮪魚（學名：藍鰭金槍魚，

污染程度。結果顯示，各海域黑鮪魚之汞生物累積
率差別很大，其中地中海的汞生物累積率最高，再
來依序是北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大西洋。

Bluefin Tuna）作為環境指標生物，探討全球海洋
的汞污染與循環。黑鮪魚是長壽的高階掠食魚類，

數據進一步顯示，各海域黑鮪魚的汞累積速率與存

迴游遷徙於世界各大海洋間，在不同海域中覓食，

在於海水和食物網底層浮游生物中的甲基汞濃度有

所以能推斷黑鮪魚體內汞含量的來源是來自迴游的

正比相關，正說明了黑鮪魚體內汞的累積速率取決

海域。此外，黑鮪魚體內積累的汞污染物-甲基汞

於牠們在各海域中所攝取的含汞餌食。透過食物鏈

（MeHg）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黑鮪魚的生存

的傳播，底層含有汞的浮游生物將汞毒物傳輸給高

年齡長，能夠顯現出體內汞累積量在時間上的變

階掠食魚類。由此可知，不論是含汞的浮游生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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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鮪魚體內殘留的汞累積率都能反映海水中甲基
汞的污染狀況。

圖2│黑鮪魚的汞積累速率反映了海水中甲基汞的污染狀
況。海洋中汞的來源可能為自然和人為排放或透過全球海
洋環流進入到各海洋盆地。（MeHg：甲基汞；MARS：
黑鮪魚汞累積速率；AD：大氣沉降；GE：海洋逸散）
(曾鈞懋教授與蕭仁傑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吃什麼像什麼，吃什麼有什麼
黑鮪魚為大眾耳熟能詳的食用魚種，長久以來具有
高經濟價值。隨著人類需求增加，造成黑鮪魚面臨
濫捕的危機；今作為指標生物來檢查世界海洋汞污
染的時空趨勢，回答了近五十年來常問的議題—
「海洋魚體內的汞含量與水中的甲基汞含量之間是
否有存在關係？」因此，本篇研究可謂是汞在「海
洋生物地球化學」領域的重要突破；亦證實自古以
來「吃什麼像什麼，吃什麼有什麼」的不變真理。
此研究以黑鮪魚體內的汞累積率作為全球污染的指
標，具體地顯示生物累積率的資訊並揭露了全球海
洋甲基汞污染的分布型態。此生物累積率更與來自
大自然和人為排放以及全球海洋環流進入到各海洋
盆地的總汞輸入量變異有一致性地吻合。其他和黑
鮪魚相同廣泛分佈的遠洋迴游魚類，其汞生物累積
方面的變化資訊，同樣可應用於食階傳輸探討、海
域污染評估、海洋漁業及食安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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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形學習
黑森局部線性嵌入之理論驗證

圖1│Original 3D data、TLLE、HLLE之比較

(陳志偉助理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撰稿│陳宣豪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由於資料儲取、運算速度、數據流通等因素的提

式儲存於高維歐氏空間，而數據可能會依某些特定

升，全球開啟大數據(big data)浪潮，可謂近年顯

的結構分佈，並非隨機散佈在高維空間，因此可以

學，然而大數據在數面向已與傳統數據截然不同，

合理假設當資料點在沒有雜訊(noise)的情況下會

需要新的方法與思維來處理，例如過往受限計算方

分佈在一個低維子流形(submanifold)裡。所以流

面的技術困難，許多問題只能抽樣處理，如今可直

形學習的目標就是讓機器有能力學習(learn)這個子

接分析母群體。不過這樣的進步，同時讓資料更為

流形，例如使用幾何、非線性、非監督式的統計學

混雜(hybridity)，包括資料維度、缺失、乾淨程

習方法，而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陳志偉助理教授便

度、類別等，以及這些數據也沒有明確的標籤

專注於研究「資料之非線性低維嵌入」，且將其收

(label)，即哪些變數可作為自變數、哪些可作為應

斂性、降噪、度量設計等都納入考慮。

變數來分析等，而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則適合處理這樣的挑戰。

常見低維嵌入法有主成分分析(PCA)、多維標度法
(MDS)，而新近流形學習法有等距映射

因此巨大資料量、資料混雜、數據無標籤等面向差

(Isomap)、局部線性嵌入(LLE)、黑森局部線性嵌

異，讓現今數據科學家無法直接從統計數據或圖表

入(Hessian LLE)、拉普拉斯特徵映射(Laplacian

來掌握全貌，必須使用更多降維(dimensionality

Eigenmap)、擴散映射(Diffusion Map)、t分布隨

reduction)的方式來處理，例如低維嵌入

機鄰域嵌入(t-SNE)，這些嵌入法都已廣泛應用於

(low-dimension embedding)。其次也需要更加

各領域。可惜的是，這些嵌入法多數未取得充足的

穩健的嵌入演算法，和數學理論來確保機器能自行

理論證明。目前已有許多實務問題必須要從理論上

發現重要的統計特徵(feature)。

來處理，若能將數據科學堅實地建立在數學理論
上，勢必將能把技術提升到另一層次，並為操作過

其中，流形學習(manifold learning)正是為了解決

程出現的問題提供解釋。

上述問題而誕生的領域，龐大的數據是以數位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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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被數據科學家最重視地則是「一致性問題
(consistency problem)」：把高維空間裡子流形
上的 n 個數據點嵌入低維空間後，若數據點愈取愈
密（在某個意義下讓 n 趨於無窮大），嵌入法是否
收斂？何時收斂？這些都會影響嵌入法的穩定、誤
差以及判斷準確度。
目前陳志偉助理教授已與美國杜克大學數學系暨統
計系吳浩榳教授合作，找到在離散資料點上定義黑
森(Hessian)矩陣的方式，並證明當數據點愈取愈
密時，矩陣會收斂到連續的黑森矩陣，解決了一般
資料於流形上的離散黑森矩陣之定義問題，並為黑
森局部線性嵌入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該研究是透
過設計一個最佳化問題並定義其解為函數f的離散
黑森矩陣，再計算它與連續黑森矩陣Ddf的差，最
後證明此誤差會隨著資料點的增加與估計範圍的縮
小而趨近於零。此外，陳教授與林立人博士也設計
了一個TLLE演算法，用來改善黑森局部線性嵌入
的不足之處。
除了這次理論的驗證，未來研究團隊也將繼續致力
於探討整體黑森能量( t o t a l H e s s i a n e n e r g y )
的極 小 值 問 題 ， 預 期 透 過 對 雙 拉 普 拉 斯 算 子
(bi-Laplacian)的研究來掌握其特徵函數的嵌入性
質。域污染評估、海洋漁業及食安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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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訊息
2022.4.14(四)

2022化學與生科跨領域
第三次交流研討會
地點│臺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生科司生物科學學門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GoYAVp
聯絡資訊│程方玫小姐
電話：02-3366-8208
蘇秀芳小姐
電話：02-3366-8207

2022.4.23(六)

E-mail：chfm@ntu.edu.tw
E-mail：hfsu1970@ntu.edu.tw

高頻電磁研討會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物理系高頻實驗室、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NZEqc5
聯絡資訊│呂逸雯
E-mail：ywlu@phys.nthu.edu.tw

2022.4.30(六)

2022 Chemical Bonding
整合型計畫成果發表會
地點│東吳大學普仁堂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joqni7
聯絡資訊│程方玫小姐
電話：02-3366-8208
蘇秀芳小姐
電話：02-3366-8207

2022.5.16(一)
-18(三)

E-mail：chfm@ntu.edu.tw
E-mail：hfsu1970@ntu.edu.tw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 2022
地點│線上會議
主辦單位│Korean Society of Remote Sensing (KSRS),
Chinese (Taipei)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CSPRS),
Remote Sensing Society of Japan (RSSJ),
Japan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JSPRS)
研討會網站│https://isrs2022.sciforum.net/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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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21(六)

第四屆碩士生統計研究成果研討會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2statpost/
聯絡資訊│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電話：07-5252000 #3801~3803
E-mail：www@math.nsysu.edu.tw

2022.5.27(五)
-29(日)

中華民國天文學會2022年會員大會
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www.asroc.org.tw/asroc2022/
聯絡資訊│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E-mail：secretariat@asroc.org.tw

2022.5.28(六)
-29(日)

第26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誠大樓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www.geo.ntnu.edu.tw/index.php/igct2022/
聯絡資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電話：(02)7749-1655

2022.6.10(五)

2022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
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葉森然廳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joulHw
聯絡資訊│張心霓助理
電話：02-2462-2192 #2010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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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24(五)
-25(六)

第31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暨2022中華
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地點│逢甲大學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統計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www.stsc31.info/
聯絡資訊│逢甲大學統計學系
電話：04-24517250 #4405
E-mail：fcu@stsc31.info

2022.6.25(六)

第十四屆城市學學術研討會─
「友善城市 健康永續」
地點│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微型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O5hRmj
聯絡資訊│薛小姐
電話：07-8012008 #1427
E-mail：rdd@ou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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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