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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2022卓越領航研究計畫
年度交流研討會

2022.6.10-11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科技部為了厚實中堅科學研究人才能量，從2011

研究成果的極致展現

年開始推動「卓越領航研究計畫」，將適當資源投

首日上午探討的是生物物理化學相關範疇之研究進

注於學術領先研究群，以鞏固優勢領域，發展特定
領域與關鍵技術，創造科學價值。辦理多年下來，
自然司期望進一步加強計畫執行成果之外溢效果，
因此於今年6月10日至11日在台南遠東香格里拉擴
大舉辦「2022卓越領航研究計畫年度交流研討
會」。

強化學術卓越與人才培育

展，由臺灣大學化學系陳俊顯教授從植物的光合作
用帶出自然界所需的電子傳輸，再談雙金屬電極如
何提高電子傳輸效率，中研院化學所的許昭萍研究
員進而分享了系統生物學和電荷傳輸動力學的跨領
域研究之路。此外，中正大學化生系周禮君特聘教
授以臨床醫療檢測等觀點出發，說明智慧化奈米生

發揮社會影響力

此次研討會乃是國內物理、化學、地球科學、以及
數學等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展現，計有近70位學
者及研究人員參與。自然司羅夢凡司長於會議開場
時談及擴大舉辦交流研討會的嘗試，旨在提供國內
自然科學領域研究菁英們「華山論劍」的場域。羅
司長更指出，將關鍵研究議題以由淺入深的形式進
行跨領域交流分享，乃期許達到「追求學術卓越、
深化人才培育、發揮社會影響力」之會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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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科學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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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測儀及其應用；中研院物理所胡宇光特聘研究
員亦著重於神經科學，透過高速X光三維成像重建
構全腦神經網路結構。

在物理領域，亦有其他傑出的研究成果。陽明交大

池，未來這些成果將更有效地應用於人們的生活當

應數系的林文偉講座教授鑑於光子晶體製造的難

中。而東華大學物理系的柯學初特聘教授則強調良

度，運用馬克斯威爾方程建立高效能的數學模型，

好自由基對人體的重要性，並以分子等級探討自由

以設計新型拓撲光子晶體材料；成大物理系陳岳男

基酵素的催化反應機制、結構與功能之關係。壓軸

特聘教授則致力尋找光子與原子系統中的量子優

登場的臺灣大學數學系陳榮凱講座教授，回歸「科

勢，並提出判定合格量子記憶體的新方向。同樣在

學之母」數學領域，分析三維度代數流形幾何及其

新興的拓撲和量子材料層面，臺大物理系黃斯衍副

不變量的分佈，來為兩天會議作結。

教授便專注於自旋電流與自旋三重態超導體材料的
研究。而在人類尚未解開的物理學謎題上，更有中
研院物理所的張元翰特聘研究員以量子技術，利用
粒子探測器尋找暗物質，清大光電工程所的李瑞光
教授則分享了先進重力波探測器的儀器與資料分析
研發現況。

掌握環境及應用成果

期盼人類生活更無虞

人類未能有效掌控、亟欲理解的還有氣候的變遷，
尤其是與我們生活周遭息息相關的臺灣天氣現象及

突顯研究重要性

引領臺灣航向未來

氣候變化。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吳俊傑講座教授就

對於首度擴大辦理此一計畫研討會，科技部林敏聰

以颱風活動的數值分析、未來趨勢來探討其與氣候

政務次長於次日會後的綜合座談當中強調，國內卓

變遷之關係；同為臺大大氣科學系的郭鴻基講座教

越的學術研究團隊齊聚一堂，除了突顯個別的研究

授則聚焦臺灣的山區雲氣候，說明山區亂流邊界層

成果與專業度之外，更要精準且精簡地表達研究之

之高解析觀測與模擬計畫。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

重要性。諸如執行研究計畫的困難度、以及為何成

心的許晃雄特聘研究員進一步以臺灣為名參與國際

果能得到登上國際學術期刊或學術獎項等的肯定，

計畫，深究全球近年的異常氣候及人為氣候變遷。

皆是展現研究重要性的方式。

而我們腳下所踩的土地，也蘊含著許多值得探索之
處，中研院地科所的郭本垣研究員便使用海底地震
儀及海底電磁儀，在太平洋以「陣列組」方式追溯
地球的演化過程；中央大學地科系許樹坤特聘教授
則從琉球隱沒帶西方邊界的地體構造，來看大地震
及火山活動；中央大學應用地質所的董家鈞特聘教
授以臺北盆地為對象，進行了地質與地層模型不確
定性量化及其應用之整合型研究。地球磁場研究是
會中另一個關注主題，臺灣大學地質系沈川洲特聘

而在各研究團隊的口頭成果分享外，壁報成果發表

教授經由古地磁的探勘與其他地球內外部因素，分

與交流也是此次會議的重頭戲之一。首日晚間在壁

析未來是否真的可能產生地磁倒轉。

報展示區的熱絡交流互動，加強了不同領域的合作
與連結，更為鞏固學術中堅的整體力量！展望未

會議次日分享的議題依舊精彩！清華大學物理系的

來，能有更多學術研究界人士主動規劃和組織不同

果尚志特聘講座教授就二維材料極化子物理進行研

層級的跨域交流或資源共享平台，並加上科技政策

究，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林麗瓊特聘研究

面的挹注，使國內科學研究能引領臺灣航向國際之

員亦分析了二維奈米材料作為人工光合作用的原子

巔。域合作機會，相信這些不同領域、不同世代的

級設計與表面機制；在材料科學範疇上，陽明交大

學者們齊聚一堂，更為臺灣的學術永續發展增添了

應化系刁維光特聘教授也研製無鉛鈣鈦礦太陽能電

不少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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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聯盟揭牌儀式

2022.7.6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3

7月的豔陽高照下，覆蓋於牌匾的紅綢布顯得十分

創立的幕後推手之一，他強調跨領域的互助交流，

閃亮耀眼；那即將揭開的，是臺灣海洋聯盟

是基於臺灣這片土地的共同利益，由下而上凝聚議

(Taiwan Ocean Union, TOU)總辦公室。歷經近兩

題的共識、形成政策，這也突顯出TOU的跨域協

年的策劃與籌備，TOU在今年7月6日於臺灣海洋

作智庫角色。而海委會海洋保育署黃向文署長受邀

大學舉辦揭牌儀式，並正式對外運作！也象徵著國

致詞時，則期盼科學家們能透過聯盟平台的合作，

內的海洋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向前邁進一大步。

協助解決當前海洋保育的問題。

臺灣海洋大學做為聯盟總辦公室的所在地，許泰文

在國內許多與海洋事務相關的產官學界的與會貴賓

校長在揭牌儀式前致詞便提到了臺灣四面環海的

見證下，TOU揭牌儀式順利成功。TOU召集人蔣

「海洋國家」特質；在這樣的特質下，國內海洋相

國平特聘教授除了對與會各界協助聯盟的成立表達

關組織的橫向連結、溝通極為重要，因而需要

謝意，進一步提出倡議，規劃「推動海洋觀測

TOU這樣的平台。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是TOU

網」、「建構以科學為基礎之海洋管理路徑」及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建置國家資料庫系統與資料分享體制」等三項當
前之重點策略，並期盼TOU依不同海洋關鍵議題
所設立的五個工作小組，能針對這些重點工作策略
協力執行。

而各組的今年度重點工作報告中，海洋環境永續組
的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湯森林研究員即說明
提高國內生物採樣工作質量、落實標準化採樣之必
要；海洋工程技術組的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
蕭士俊特聘教授提到現階段的任務，將是盤點臺灣
現有且具商業考量的技術；海洋資料庫與研究船組
則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魏志潾副教授，提出海
洋資料庫分散式集中管理平臺訂定、未來研究船精
進等策略；海洋法政及教育組分別由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王冠雄教授、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
與生態研究所曾筱君助理教授，講述了海洋相關公
約及碳權估算等應對工作；海洋觀測技術組則請臺
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詹森教授，談精進國內自主設
計關鍵海洋觀測儀器的具體方法。

從揭牌儀式到聯盟工作倡議報告，席間互動皆十分
熱絡，對於TOU規劃執行之任務內容、以及未來
可能碰到的問題，與會者亦提供了許多建議。可以
想見，TOU聚集了眾人的心血揚帆，不僅使海洋
科學知識整合、轉化為行動治理策略上，逐步建立
厚實的基礎，更為臺灣海洋永續發展，增添不少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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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
研究成果交流會暨審查會議

2022.5.6

授權轉載│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
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是以技術解決產業發展的關

人員與會報告及海報交流，盼持續強化國內的奈米

鍵問題，鼓勵學者跨領域合作，從事創新應用研

前瞻研究，以研發關鍵科學技術及建立人文社會典

究，並由「概念發展」推向「原型驗證」，鼓勵創

範為目標而努力。

新應用研究，滿足國內奈米產業的需求及增進產業
的競爭力，以因應未來臺灣社會環境的演變及產業
發展的轉型等種種挑戰，提供以基礎科學研究為基
石之解方。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聚焦在「奈米生
技醫療」、「奈米能源科技」、「奈米電子光
電」、「奈米檢測製程」，並鼓勵與該四項領域相
關的跨領域研究。
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畫研究成果交流會暨審查會
議，主要邀請目前執行科技部奈米科技創新應用計

無標記的藥物篩選平臺

畫的執行團隊，分享研究進度與成果，針對奈米科

過去幾年，政府積極推動5+2創新產業計劃，提升

技相關理論及實驗之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進行學

臺灣產業升級。在這些產業中，臺灣的生技製藥產

術交流與建構合作脈絡，為可預見的將來注入新元

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新藥開發和生物醫用材料領

素。

域。在2020年，臺灣民間企業在生物科技相關領
域的投資額超過500億新台幣，生物科技產業上市

5

今(111)年5月6日在臺北國泰萬怡酒店舉行年度計

公司市值超過一兆新台幣。生物科技產業將成為臺

畫研究成果交流會暨審查會議，邀請約90位研究

灣產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的陳培菱老師及團

碳平衡之新穎觸媒開發

隊，計畫目標係建構的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細胞吸

成果發表會上，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的蔡明剛教授

附力來偵測細胞狀態進而用來篩選藥物的平台。團
隊和大家分享了他們結合奈米製造技術與微流體，
構建一個無標記的藥物篩選平台的計畫進度。計畫
的主要內容是開發用於藥物篩選奈米力晶片，其偵
測機制與市場上現有藥物篩選平台的檢測機制完全
不同。
計畫的成果將可提供市場上一種全新的分析技術，
對增加癌症病人的存活率有很大的幫助，也可為臺
灣生技產業在競爭激烈市場中，提供一個新的切入
點，讓臺灣生技產業能在個體化治療及精準醫學市
領域有機會與全球生技大廠競爭，而不是追隨生技
大廠的發展方向。

及團隊和大家分享了他們正在努力的可商業運轉之
二氧化碳還原技術的計畫進度及突破。
為解決過多二氧化碳所造成的全球暖化危害，計畫
將致力於電催化二氧化碳還原以及析氧反應之催化
劑開發以及相關技術之應用以實現碳平衡之目標。
其中更著重於將此系統推向實驗性規模，甚至是朝
未來商業運轉的目標邁進。在放大規模的同時對反
應條件進行調整，降低系統所需輸入之能耗，從而
解決過往催化電解設備所面臨之反應成本過於龐大
的問題。
各大企業對ESG指標日益重視，此技術無疑是替其
找到最佳解方，更是協助政府能達到大規模、低耗
能、低花費之淨零排碳目標。

奈米創新材料開發給再生醫學產業帶來新面貌
再生醫學產業近年來持續增長，全球投入業者以每

未來仍然有夢

年10%發展速度增加中，亞洲區域尤以日本更是

會議中，與會者就學術研究未來發展關鍵、國際能

大 量 投 入 資 源 於 再 生 醫 療 發 展 ( 20 20年 55 億 台
幣)，臺灣於2018年實施特管法並於2021年8月通
過再生醫療發展法，並將特管法與再生醫療製劑管
理條例納入新法並於今年送行政院會審查，爭取立
院第一會期審議，我國日趨重視再生醫療的落地化
將快速與國際接軌。

見度提升、乃至學術結構與文化的調整精進，展開
了積極的互動及討論。透過計畫團隊成果發表後廣
泛的議題激盪，以及壁報交流，更深入地探討研究
相關內容，同時開展跨領域合作機會，相信這些不
同領域、不同世代的學者們齊聚一堂，一定會為為
臺灣的學術永續發展注入新的力量。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林欣杰教
授團隊和大家分享了他們研發的有別於目前市場上
的熱可逆材料，在計畫中團隊試著研發適合細胞治
療的熱可逆奈米材料，針對膠體穩定性、細胞增生
以及幹細胞分化等問題進行整合設計，並成功驗證
目前文獻中未有的熱可逆材料新機制，將對細胞治
療應用有新的突破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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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灣物理年會暨
科技部計畫成果發表會

2022.1.24-26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2022年「台灣物理年會暨科技部計畫成果發表

Lellouch博士、Michael Cates教授與包傑夫

會」在國立師範大學公館校區隆重登場，並已於1

(Geoffrey Bower)博士，四位講員在研究領域皆有

月24至26日圓滿落幕。今年度受到全球疫情的肆

非常出色的成果。

虐，為使所有與會者有更安全與便利的活動體驗，
特別採用「實體與線上並行」的方式舉辦，使用了

為了推廣物理科普並增加學生對於物理科學的興

Whova APP連接Teams舉辦線上會議，並將壁報

趣，在3月19日於師大另行舉辦「動手做物理教學

轉為全線上進行；除此之外，今年度的壁報競賽也

研討會」，持續推動進行並創新開發新課程，並有

採用了gather town的方式增加互動性。今年參與

200多位高中師生參與。今年公共論談的議題為

的人數超過了1900人，除了國內外學校之外，研

「物理人與產業的鏈結」，介紹了多項高教產學合

究學術單位與科技業界等相關公司也一同參與年度

作的經驗分享，著重於創新、創意與創業上，介紹

盛會，大家相聚一堂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並交換學習

物理領域相關的出路。此外，多項物理相關重要會

心得，年輕學者及學生們也在此互相認識並彼此勉

議，也於此年會中同步進行討論，像是台灣物理學

勵，相攜邁向前程。

會粒子與場學部會員大會、台灣物理學會凝態物理
學部成立大會、台灣物理學會生物物理學部討論會

今年會中總計發表了1259篇的學術論文報告，含

議…等。

708篇壁報發表與60篇講員演講報告．本次會議參

7

加人員之中，除了吸引眾多國內師生參加以外，約

本次發表會由國內外與會人士踴躍的共襄盛舉，見

有3%來自國外人士，展現了台灣物理學界走向國

證了幾十年來台灣物理學會的蓬勃茁壯，科技部計

際的初步可觀成果。在講員當中，除了特別邀請中

畫的豐富多元性，以及台灣物理領域在國內的重要

央研究院的魏金明研究員，亦特別邀請了Laurent

地位與未來國際化發展的重要趨勢。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物理生物與生物物理學者交流會
暨學部成立大會

2022.4.10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原訂於東華大學舉行的「物理生物與生物物理學者
交流會暨學部成立大會」，因疫情攪局緊急改為
4/10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舉辦，原定講員幾
乎全員到齊；在未特別邀請生物學家的情形下，由
生物物理、物理生物及相關研究領域研究人員自主
報名，並邀請物理學門召集人鄭嘉良老師、生物科
學學門召集人蘇怡璇老師分享各自領域的學門文
化，與會人員23人中1/4講員的講題從生物個體發
展，到細胞、層級、多生物體的互動，以及生物分
子、生物資訊等涵蓋領域非常廣泛，短短一天接
觸、學習到非常多新知。
許多講員分享過去缺乏同儕交流的孤單，深深覺得
能有這個學部的存在真的很好－讓大家能夠有分
享、交流的平台，促進更多的相互了解與合作。有
鑑於生物物理系統繁多，真正要達到理解的程度是
需要投入更多時間的，因此擬於年底舉行兩天一夜
的研討活動，幫助學部成員更進一步互動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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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高頻電磁研討會

2022.4.23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高頻電磁實驗室在1983年由朱國瑞教授創立，迄

後應持續每年辦理，讓大家有機會了解彼此研究工

今(2022)年總共培養了博、碩士畢業生154人次。

作的方向、進展以及趨勢。

這些人才中除有學術研究成績斐然者外，投入產業
界的系友亦有傑出表現，於111年4月23日(六)舉
辦的「高頻電磁研討會」邀請獲2022年理學院傑
出校友獎的陳漢穎博士進行分享，並邀集朱國瑞、
張存續、寇崇善、洪健倫、陳寬任、陳仕宏等多位
教授針對「高頻電磁在學術和產業上的應用，以及
如何讓高頻電磁研究繼續發光發熱」等議題進行研
討，另有多位研究人員如鄭復興、鄭有舜、劉偉
強、姜惟元、張隆海、楊滋德以及如蔡頤錦、曹明
雄、古昌文、范肇達、詹承軒等業界人士與會，寇
崇善與柳克強兩位老師亦以遠端連線方式參與；此
外，物理系大學部、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研究
員及助理研究學者共有27名學生參加。
此次研討會聚集了研究卓越的院士、從事高頻電磁
研究的資深及新進人員，大家針對各自的研究成
效、業界應用潮流進行交流，多位出席學者建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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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圖1│陳漢穎總經理(左)、朱國瑞院士(中)、張存續教授(右)

110學年度全國高中地球科學
教師研習─「地科廣角鏡」活動

2022.4.10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本次「地科廣角鏡」活動共舉辦兩場，主要是搭配

「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中化身為「山河間的

地科科普微電影並邀請影片內其中一位科學家現身

收音師」用心聆聽土地的聲音，藉此找出與災害和

分享進行主題的交流。第一場於3月24日舉行，主

平共存的方法的陽明交通大學土木系趙韋安副教

題「風與海‧我們的科學」；第二場於4月14日舉

授。經由趙教授在【山河動人的收音師：聽見崩塌

行，主題「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兩場的研

災害，防災於後至料敵於前】演講中說明於傳統地

習會由學科中心執行秘書蔡靜誼老師主持，並由地

震儀監測地震產生的振動訊號，要如何怎樣去收

科中心主任鄭芳怡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聽。降雨跟地震還有地質條件，複合性的觸發因子

開場引言介紹。

造成這種落實的災害頻率就會很高，但如果不是地
震像土石流山崩這些災害，如何透過地震儀去紀錄

「地科廣角鏡」第一場活動邀請在地科科普微電影

這些訊號以便能對防災做些緊急應變及可能的告

「風與海‧我們的科學」中說明關於【颱風與黑潮

警，且對於二次災害怎麼做預警和預防。同時也一

的互動】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直都很篤信，總有一天可以做出一個對這個社會有

鄭志文教授。本次活動透過鄭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介

很大的影響，把我們沒辦法克服的天然災害，但卻

紹數值模式與衛星遙測在颱風海洋交互作用上的運

可去降低它所造成損失這樣。

用，從颱風威脅到如何和平共處，同時也說明用衛
星觀測與數值模擬等。運用數值模擬，也發現透過

兩場的綜合討論時間，由主講者循活動中所提問開

海氣互動，北大西洋海水溫度的變動，也會影響太

始，一一進行回應，不論是第一場從說明颱風他不

平洋颱風的路徑，改變侵襲台灣的機率。同時，鄭

全然是搗蛋鬼，沒有颱風，台灣很有可能會缺水，

教授表示颱風是自然現象並不是災害，是我們對自

進而到科學研究如何利用數值模式與衛星遙測在颱

然現象了解還不夠，期待的是有更多應用層面，對

風海洋交互作用上的運用；到第二場則以野外裡刺

一些特定的現象有一些理解和認識。

骨寒風中揹起石塊負重前行，聆聽土地的聲音，試
著用這套概念去做到這種所謂的告警系統。科學家

「地科廣角鏡」第二場活動邀請在地科科普微電影

們一直在努力如何能找出跟災害和平共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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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研習活動在熱烈豐富又深入的分享與討論中畫
下完美的句點。

本次「地科廣角鏡」兩場視訊活動參與人數達
40~50人，也充分展現大家對於兩場研習活動的
期待，希望在這次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
繼續與學科中心共同舉辦相關研習活動，讓所有關
心地球科學及永續發展的高中教師們能看到更多豐
碩的成果，亦期待疫情早日平息後，大家得以實體
見面的方式進行更豐富的交流。

1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之科普講堂

2022.6.7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之科普講堂》是科普微電影
「我們的島嶼 ‧ 我們的科學 ‧ 我們的永續社會」的
延伸系列活動之一，從科普角度來瞭解臺灣防災工
作與永續發展，活動中邀請專家學者分別就臺灣防
災與永續發展兩個方面，分享發展現況、推動經驗
與建言，並和與會者交流討論。在會場的時間充分
跟與會人士交流互動，其中包含大專院校教授與研
究生、高中老師、各類研究單位的研究人員、相關
地科學會與工程探勘公司人員，以及對地球科學有
興趣了解的一般民眾，包含層面十分廣泛，從基礎

進行致詞，說明科技部對於臺灣防災工作與永續發

教育、科學普及到專業領域，從環境觀測到永續發

展科普推動的支持與重視。議程主題為臺灣防災科

展，透過實體與線上直播互動時的資訊交流，同時

普推動討論，第一個專題演講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傳達本活動的中心思想─「國土永續經營、保育防

中心張志新組長進行演講開場解讀防災科普的眉

災、環境變遷」給予來賓，並希望其能作為一顆種

角，接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尹孝元簡

子將資訊帶回去廣為流傳，開枝散葉，達到人人科

任正工程司分享並剖析台灣土石流迷思觀測，最後

普，理念扎根的效果。

由主持人鄭芳怡教授邀請現場與會人士與講者進行
交流互動的探討。接下來議程主題為永續社會科普

本次活動由主辦單位地科中心研究推動中心(科學

推動討論，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演

推展中心地科組)主任鄭芳怡教授擔任主持人，開

講分享永續價值驅動的氣候變遷調適，接著由國立

幕敬邀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羅夢凡司長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葉欣誠教授介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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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遷結合永續發展教育(CCESD)之推
動，最後由李明旭教授與葉欣誠教授採用對談的方
式與現場參與者互動分享。

現場活動因疫情關係加強防疫，約有30-40位積極
參與各方專家學者與對議題有興趣者外，也提供線
上直播給予更多不便前來現場的人同步參與共約
71位。也感謝四位來自於國內不同政府單位、學
術單位的主講者提供精采的演講，同時也在綜合討
論時不吝分享。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
中心地科組)未來也將秉持著深耕地球科學相關領
域（地科、大氣、海洋、永續、防災、空間）的研
究更是以永續社會價值為核心，須逐步建立科學與
社會的連結，彼此建立良好關係，期能強化參與此
類型活動的意願，持續推廣相關領域的成果分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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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2022TGA參展活動
2022.6.7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為能強化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影片，營造出強烈的

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地球科學

視覺感，在展會中樹立了獨特性，同時也請觀看者

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於2022年6月

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這樣參展方式

7日至9日參加「2022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

也是首例，相當吸睛，吸引許多與會者觀看，影片

會(TGA)」進行擺攤設展。該會議為每3年聯合舉

中的科學顧問也有來展位合影支持。

辦並結合國內外地球科學相關之學術研討會，為臺
灣最重要的大地科研討會議。且大會除了專業的學

透過參展「2022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術研究成果報告外，也有安排地球科學普及推廣的

(TGA)」的主要目標，一方面是藉由實際參展，推

展覽活動，希望經由潛移默化的方式，能有效提升

廣介紹科普微電影至各層面的人員，進而帶領一般

政府與民眾對國土利用、保育防災與環境變遷議題

民眾來認識本土地球科學相關領域的科學家與其科

的重視，達到臺灣寶島永續經營之目的。

學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希望透過設攤的互動，以地
科科普微電影推播分享為基礎，提升兩部影片於社
會各層面的知名度，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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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位設計了投影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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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

高能物理實驗
與國際一同偵測質量起源
19世紀末，物理學界進入了嶄新的紀元。英國物理學家約瑟夫‧湯姆森（J. J. Thomson）在1897
年發現了電子，是人類所發現的第一個基本粒子；隔年，他的學生歐尼斯特‧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透過實驗提出放射性元素具半衰期的概念，繼而劃分出α射線與β射線。此後百餘
年來，物理學家探究基本粒子、乃至追尋充滿物質與能量的宇宙起源，皆不曾間斷！2012年，透
過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實驗，被稱作「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
色子（Higgs boson）問世，證實了物理學家長期以來對質量所建構的初步理論，讓這趟探尋之
旅前進一大步。
這漫長的旅程中，也有臺灣留下的腳步。不僅參與包括LHC的實驗運作，臺灣的學者們也致力於
高能物理學的向下紮根，加強各項粒子探測設備的研發能力。從「臺灣高能物理聯合實驗室」再
到「臺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他們除了推行國內相關組織的合作和資源共享，更期盼著持續接
軌國際，追尋那萬物之源的夢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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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報導

臺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
碰撞出高能物理新高度
專訪臺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主持人呂榮祥副教授

圖1│臺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主持人─臺灣大學物理系呂榮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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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實驗室成立一年多來的現況、階段性成果與未

臺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原臺灣高能物理聯合實驗

來方向。

室，Taiwan Instrumentation and Detector Consortium，本文下稱TIDC)主要目的為設計及產製新

TIDC組成與背景

一代的矽偵測器，用以偵測大強子對撞機(Large

聯合實驗室自2020年成立，目前由臺灣大學、中

Hadron

Collider，本文下稱LHC)實驗中產生的基

央大學、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與成功大學高能物

本粒子，或是其他輻射粒子。矽偵測器就像是LHC

理相關的實驗室組成，由於高能物理領域屬於「大

的眼睛，若沒有它，高能物理的許多理論與假設，

科學」，因此，資源共享及分工合作，都是相當重

就沒有辦法得到確切的證據。

要且必要的。TIDC與「高能物理」研究領域的關

───────────────────────────────

係密不可分，而高能物理的研究核心，是用實驗方
法研究基本粒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呂教授領導的實

透過專訪，我們有幸邀請TIDC的團隊的一員，同

驗室強調利用硬體跟偵測器研發／建造的方式，來

時也在臺灣大學物理系任教的呂榮祥副教授，分享

運行實驗，取得好的數據，以了解物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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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教授說道，當初成立實驗室，是為了LHC的升級

觸，希望我方可以幫忙製造及生產BNL所需要的矽

計畫，起初聯合實驗室是為了緊湊型渺子螺線管探

偵測器，因此，從去年開始共同研發，並且為對方

測器(Compact Muon Solenoid, CMS)實驗而合

生產新一代的矽偵測器。其實，當初設立聯合實驗

作，規模也較小，僅有臺大與中大；之後，又因

室時，並沒有預期會有跨國的專題與聯繫，但從對

LHC升級計畫中的另一個超環面儀器(A Toroidal

方主動提出邀約，並產生新連結的過程，間接來

LHC Apparatus, ATLAS)實驗，需集合人力與資

說，也是對TIDC的一大肯定。

源，臺灣高能物理領域相關的實驗室就自然而然地
聯合在一起，中研院、清大、成大因而加入，五校

要找到基礎又尖端的人才加入團隊並不容易。呂教

一同合作，形成今日的TIDC。由於高能物理這樣

授說，目前團隊中研究人員的養成，多半來自各大

的研究領域，需要很多人力、資源，甚至是跨國際

學的物理系，尤其是研究所的階段，從中發掘對高

的合作，因此，儘管TIDC的各個研究室分散在臺

能實驗有興趣的人，方法相對保守；不過，最近也

灣各個縣市，但橫向溝通對於各位教授而言，並沒

開始積極向外推展，到各個大學演講，一方面讓更

有太大的問題。

多人知道高能物理實驗與偵測器的資訊，另一方
面，也期望吸引不同領域和背景的學生。今年

高能物理研究可粗略區分為硬體、實驗為主的主

(2022)夏天，TIDC更舉辦了暑期學校，且於網站

題，以及計算跟物理分析為主的課題；聯合實驗室

公告，期望為期6天、集結十餘位頂尖高能物理相

成立到現在為止，發展重點以前述的硬體，也就是

關學者，能帶給有興趣的學生更多刺激，進而系統

矽偵測器為主要目標。中央大學的郭家銘、林宗泰

性的了解問題與分析問題。

教授，以研發矽偵測器見長；中研院的張元翰、林
志勳博士，則專注於設計製具及精工廠的運作；而

學術研究未來展望

臺大的呂榮祥、裴思達教授，致力於偵測器模組的

TIDC成立初始，便以矽偵測器為首要目標，呂教

研發與製作。聯合實驗室的各個團隊各自具有偵測

授也坦言，未來仍會有70%的資源，專注在高能

器方面的頂尖技術，而這些合作，將可以研發出新

物理實驗的基礎學術研究。然而在基礎研究外，因

一代的偵測器與科技，帶領高能物理領域前進到下

為團隊具有偵測輻射粒子跟大數據的專長，所以，

一個階段。

像生醫、地質、晶體結構，或其他需要進行輻射粒

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TIDC成立一年多來，首要專注於高能實驗的研

子、質子、X光等實驗或監測的範疇，都是下一步
拓展跨域合作的機會，這也有助提升國內整體研究
實力，達到雙贏的榮景。

發，不過也不乏跨領域的接觸與合作。例如郭家銘
教授，與同為中大的地球科學系陳建志教授，合作

而對於學界和產業方面，長遠來說，TIDC也想銜

研發渺子成像新型探測器；臺大的裴思達教授，亦

接雙方的專長與資源。臺灣在半導體方面有很強大

參與中研院地震研究中，放射性氣體——氡氣偵

的背景，假若將臺灣的科學園區和研究單位加以整

測器的研發；本次訪問的呂榮祥教授，也跟臺大物

合，或可創造出一條龍式的偵測器聯合實驗室，從

理系王名儒老師合作，設計尖端晶體研究團隊所需

一開始的設計與模組開發，到製作最終成品，都能

要的晶體測試系統，以量測新研發晶體的表現。中

在臺灣完成。一旦這個框架建置完備，將具有國際

研院的林志勳博士，也協助長庚質子治療中心設計

層級的優勢與競爭力；未來，當世界上任何機構需

X光的校正系統，該機器現在固定放在長庚醫院，

要粒子偵測器的時候，會知道臺灣有足夠的量能和

用以校正質子束流的強度。

科技，進行完整的研發、設計和生產，帶領整個學
界與產業邁向下一階段的里程碑。

雖然實驗室一開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大強子對撞機

17

的升級實驗，但美國的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

最後，對於非高能物理領域的人，呂教授也鼓勵大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下文稱BNL )

眾多多了解粒子物理實驗或大科學在做些什麼，待

得知TIDC的成果與能力後，便積極向實驗室接

解決的問題有哪些。臺灣的應用科學相當受到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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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基礎學門相對關注較少，大學物理相關科系
中，著重凝態、電機方面的研究室比例也較高，然
而，像這樣的情形，卻與國外的物理研究恰恰相
反，這在呂教授的觀察中，是個相對奇特的現象，
而這個現象的背後，或許跟臺灣的學術風氣有所呼
應。
TIDC是一個集結高度專業與資源的團隊，於技術
上，擁有產製高品質矽偵測器的能力；於跨域研究
上，提供其他領域精準觀測粒子的支援；於人才培
育上，亦開辦暑期學校，拓廣接觸潛在研究人員的
機會。儘管臺灣的高能物理實驗已經準備多年，但
TIDC的整合，反映出臺灣在偵測器與高能物理實
驗的推展上，都還有更蓬勃發展的潛能，而未來，
這樣基礎的研究，可望帶領人們站上更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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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當高能物理實驗遇見地球科學：渺子
成像術透視隧道工程上方地質結構

圖1│渺子偵測器示意圖。左圖為一層的渺子偵測器，右圖為完整渺子偵測器配置，大小為20cm X 20cm X 4層，每一層包含
16個閃爍器+矽光電倍增晶片讀出單元模組。

(郭家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撰稿│張鳳吟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渺子(muon)是一種類似電子的基本粒子，擁有類

游離與激發。大氣渺子的動量分布峰值在4 GeV/c

似的性質，但質量約為電子的200倍。它最早於

(比較氫原子的游離能13.6 eV)，因此渺子具有高

1936年被Carl D. Anderson與他的學生 Seth Ned-

穿透力，可深入巨大結構中。綜合大氣渺子的豐度

dermeyer在雲霧室探測宇宙射線時發現。當時兩

與它的高穿透力，開始有科學家嘗試利用渺子，從

人觀察到，相同速度下(接近光速)，渺子經過外加

渺子通量的測量，透過反演算法回推前方渺子行經

磁場的雲霧室時偏折曲率比電子小，但比質子大，

物體的厚度或密度，藉以窺探目標物的內部結構，

顯示渺子的質量介於電子與質子之間。渺子起初被

渺子成像術(muography)因此而生。

稱為mesotron，「meso-」在希臘文有「中間」
的意思，當時被認為是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所假

雖然渺子成像術的實際應用最早可追溯回1950年

設的粒子，用以解釋有限範圍的原子核束縛力。不

代，Eric George利用蓋格計數器推估澳洲礦坑隧

過後續的研究發現，湯川粒子「另有其人」─渺子

道上方的岩層厚度，但初期的相關研究並不多，一

與原子核交互作用非常小，它事實上是強子如π介

直到這世紀初一些突破，大家對渺子成像術的興趣

子(meson)等衰變後的產物，而π介子正是湯川秀

日益俱增，成為近期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台灣科

樹所預測的粒子。

技部於2019年推出「沙克爾頓計畫」，旨在鼓勵
國內優秀學者透過跨領域合作，投入突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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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渺子無所不在，它主要來自大氣層。高能

作為沙克爾頓計畫的子計畫之一，中央大學物理系

宇宙射線射到地球進入大氣層後，與大氣分子碰撞

郭家銘教授與地科系陳建志教授合作，提出利用渺

產生π介子，帶電π介子隨後衰變成渺子與渺子微

子成像術來探測石門水庫正開挖的阿姆坪防淤隧

中子，這一連串產生次級粒子的過程稱為大氣簇射

道，這也是台灣第一個實驗高能物理與地球物理跨

(air showers)。渺子因質量為電子的200倍，與物

領域的研究計畫。阿姆坪防淤隧道於2018年4月動

質作用產生的能量損失機制和電子不同：電子主要

工，預計今年完工，屆時可發揮水庫防淤功能，延

經由煞車輻射(bremsstrahlung)損失能量，而渺

長水庫使用壽命。由於隧道開挖過程可能會遇到新

子在動量315 GeV/c以下主要能量損失來自原子的

店斷層，這地方有非常多的煤炭層，經常會聚集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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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在工程上有高度危險。團隊認為渺子成像術有
取代傳統探勘方式的潛力，可讓未來的隧道工程更
加安全。
郭家銘教授與中研院林志勳博士團隊在計畫中負責
硬體部分，而地科系陳建志教授負責反演算法的發
展。團隊成功研發出一種新型的渺子偵測器(如圖
1)，結合閃爍器(scintillator)與矽光電倍增晶片
(SiPM)。與傳統採用光電倍增管的偵測器相比，
新的偵測器具有操作電壓小(每SiPM約30V)、體積
小等優點。新型渺子偵測器大小為20cm X 20cm
X 4層，每一層包含16個5cm X 5cm的閃爍器。
經過軟硬體充分的測試，團隊在2021年3月中旬，
進行了第一次的實地實驗，為期7個月。圖2為團
隊的實驗場域，位於阿姆坪開挖中的隧道前，在右
圖上標示D1點。由於渺子通量隨著天頂角θ遞減
(∝ cos2 θ)，阿姆坪的地勢比預期還平，需要更長
的觀測時間才能得到足夠的數據。經過5個月數據
的收集，團隊紀錄了D1點量測的渺子通量，比較
在中央大學所測得的相同天頂角自由天空渺子通
量，其比值可繪成2維的分布圖，愈高的比值代表
愈低的密度，初步的分析結果已可顯示天空與山的

圖2│郭教授於阿姆坪防淤隧道的實驗場域(D1)，下圖中D2
與Temple為未來2022年的實驗地點。
(郭家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邊界。第一次的實驗僅在單點進行，只能繪製2維
密度圖，團隊預計2022年在額外兩個地點(D2點與
Temple)進行實驗，希望增加的測量能讓團隊製作
更好的3維密度圖。除此之外，團隊已完成建造另
一座更大的渺子偵測器(40cm X 40cm X 4層)探索
更大的區域。
郭教授希望他們能建造更多、更大型的渺子偵測
器。他們的目標是引領台灣地球科學研究的新世
紀，一旦分析技術成熟，他們將結合地磁、地電探
勘的測量結果，多訊息方法為地球科學開啟全新的
領域。而新型渺子偵測器的研發也能幫助郭教授擁
有這項技術參與未來的高能物理實驗，正所謂「一
石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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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斯玻色子發現十週年紀念活動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2012年7月4日，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在

長亦表示，國內團隊參與高能物理實驗及國際合作

物理界殷切期盼下被測量出來，為高能物理學展開

計畫已有近20年，科技部相當重視這項稱作「大

嶄新篇章。歷經了十年，科學家們不僅持續收集實

科學」的頂尖大型研究，是臺灣邁向國際的重要一

驗數據，同時改進研究方法，對希格斯玻色子的特

步！進而在國內發展出聯合實驗室的構想，與中研

性已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院及國內相關學術單位共同促成了TIDC。

(CERN)為紀念希格斯玻色子發現十週年，特別在
2022年的這個日子，串聯全球合作單位辦理紀念
活動。台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TIDC)則共襄盛舉，
在臺灣大學物理系舉辦相關演講，由國內相關領域
專家分享當初參與發現希格斯玻色子的過程、與現
今的實驗研究概況。
中研院周美吟副院長在百忙中透過視訊與會致詞，

21

她指出，希格斯玻色子得到驗證不僅是學術界的一

高能物理的研究核心乃組成物質最基本的粒子，以

項重大成就，更促使包括臺灣在內的研究人員持續

及粒子間的交互作用。早在1960年代，物理學家

於高能物理範疇精進研究。科技部自然司羅夢凡司

便推論出了「希格斯機制」，並冀望透過其理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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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起源，然而高能物理學領域的學者們數十年來

熱烈地分享或回顧他們的相關研究。而隨著LHC近

不斷探尋，一直未能真正量測到這個基本粒子的蹤

期開始進行第三輪的運作，科學家們也同樣專注著

跡。此次演講首段的臺灣大學物理系侯維恕教授，

溯及時間的源頭，深入探索我們的宇宙，下一個十

即從探討質量之源的歷史背景、希格斯機制的形

年，期望有更劃時代的發現。

成，談到其後建構大型強子對撞機(LHC)於2012年
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其中，LHC所屬的兩個偵測
器團隊─「超環面儀器(ATLAS)」和「緊湊緲子線
圈(CMS)」在當時實驗數據的共同證實，至為關
鍵。中研院物理研究所的王嵩銘研究員、中央大學
物理系郭家銘教授就分別對這兩個實驗室的發展，
和臺灣相關研究人員、團隊在其中的參與角色，進
行了脈絡性的介紹。

除了較專業的歷程回顧外，如何讓社會大眾回應這
項重大的科學發現，使更多人理解探索宇宙之基本
元素在人類知識進展的重要性，並且展望相關實驗
的未來，也是演講目的之一。《科學人》雜誌的張
孟媛內容總監從十年前響應希格斯玻色子問世所辦
理的一連串科普活動開始談起，強調科學文化塑造
與科學白話推行，是科學普及於大眾所刻不容緩
的。臺灣大學物理系的陳凱風教授也以較白話的方
式，說明高能物理實驗設施的升級規劃、全球各地
相關實驗探索的開展，以持續地耕耘和培育下一個
世代的研究實力。

演講活動的後半段，直接連線到了CERN的活動現
場。儘管隔著螢幕，不少前來參與演講的聽眾仍意
猶未盡地看著螢幕那端、來自歐洲的頂尖學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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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數學是種直覺！？林太家教授談數學
為生命創造更多可能性
專訪第65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林太家教授

照片提供：林太家教授
採訪‧撰稿│鄭凱菱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

「數學系教授」是兒時不曾想過的志願

榮獲第65屆教育部學術獎的台大數學系教授林太

這世界上分成兩種人：喜歡數學的跟不喜歡數學

家，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都自有一套邏輯與脈絡，細
細梳理發現源頭實指向「愛」。乍看以為是對數學
的「愛」，背後更大的卻是一股探究未知、尋求解
答的熱情，而這股熱情，或許正是林教授同時踩在
科學與宗教──彷彿信仰的天秤兩端，卻都能站穩
的原因。
───────────────────────────────

的。翻開林太家教授的求學歷程：交大應用數學
系、清大應用數學所，再到紐約大學攻讀數學科學
博士，任何人大概都會以為他一生下來就是熱愛數
學的那一方。「我小時候其實很討厭數學！」但林
教授卻拋出這句驚人之語。
他說起廣為人知的兒童數學題：『雞兔同籠，一共
有幾隻腳？』「邏輯清楚的人覺得這還要問嗎？國
小的時候我真的覺得這類算術題目很無聊。」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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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篤定的語氣，便可十足相信，他那句：「國小

純數與應數，恰如手背與手心

同學要是知道我現在教數學，應該都驚訝到下巴掉

林太家教授目前任教單位是台大數學系，屬於純數

下來。」並非誇張。

學的領域，與其過往就讀的應用數學，雖看似同

重新認識數學，發現課堂外的宇宙

門，內涵卻有著些許差異。他以手背、手心來比喻

升上國中，令許多人頭疼的未知數、函數計算，卻

手，用途卻略有不同。

是林教授愛上數學的契機。他發現自己喜歡數學當
中的未知，更陶醉於這份未知能幫助人類拓展已
知。舊時台北重慶南路的書店街，是林教授求學階
段的免費家教，但教給他的並非課本上的內容，而
是無邊際、不用來應付考試，遠超過一般同齡者會
接觸到的宇宙。因此，他很早就讀到關於黑洞、相
對論等看似遙遠的知識，且從中發現：數學無所不
在。
自此，林教授正式從不喜歡數學的那種人，倒戈加

純數學和應用數學的關係，兩者的本質雖然都是

林教授表示，「純數學」像是手背，是手部較常對
外、容易被看到的一面，是人們想起數學時的第一
印象；而「應用數學」則像是手心。手心是拿來用
的，要用的數學，就是「應用數學」。應用數學通
常會和科學發展有關，從數學領域往外延伸，幫助
科學家解決問題，如同林教授的專業──「生物離
子通道數學建模」，便是將數學應用於生醫領域的
典範。

入了另一邊。但大學填志願的時候他還是有迷惘

投入數學專業，幫助生醫困境

的，在應用數學與化學系之間有所踟躕，後來怎麼

林太家教授與生物離子通道的淵源可追溯至2008

選呢？是高中老師給了他建議；而在交大應用數學
系畢業後，他也同樣跟著大學教授的腳步，進入了
清大應數所。細數來時路，林教授表示自己深受曾
教導過自己的老師所影響；飲水思源下，即便後來
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他仍是選擇回到台灣任教。

年，當時他前往明尼蘇達大學參訪一年，認識了一
位研究離子通道的生物物理學者羅伯特‧艾森柏格
（Robert Eisenberg）。在交流後，林教授得知
離子通道建模的困境，從中看見自己作為一個數學
家能努力的部分；便在那一年，投入研究讓生物離

真正的「學會」，是理解之後成為直覺

子通道的「偏微分方程建模」更加可行，最終成功

「反求諸己」是林太家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上的中心

術文章發表。

思想，往下延伸，其執行方針則可以「學、做、
寫」三字囊括。「學」，指的便是學習；但卻不是
跟著老師或課本學而已，而是一種深入地理解，直
到所學成為身體自然。「數學的本質不是公式和計
算，」林教授說。在他眼中，數學的關鍵竟然是
「直覺」？他進一步解釋，所有的公式其實都是數
學家們觀察、歸納得出的結果，而非憑空捏造，若
能真正地理解脈絡，便能讓這份智慧成為自己的直
覺，再也不需要靠記憶背公式。

地讓離子通道的「選擇性」有所突破，並撰寫成學

所謂的「生物離子通道」看似抽象，卻存在於每個
人身上；任何離子要進入細胞膜，都是透過離子通
道。因此它也和藥物使用、神經傳導等密切相關，
在生醫領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一路走來看似
僅駐守在數學界的林太家教授，實則用行動演繹了
應用數學的內涵，也就是讓「數學」成為「科學發
展」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未來趨勢亟需數學專業，跨界前先扎根
掌握原理之後，下一步便是「做」研究。在教學
上，林教授會帶著學生從臨摹開始，直到他們可獨
立運作，「我會像是抓著他的手一樣，拉著他完整
地做一次。」林教授如此比喻；他希望學生能學會
自己捕魚。最後來到「寫」這一步，則是驗證
「學」與「做」的階段；透過書寫過程中的反思，
檢驗輸出內容，才能發現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存在。

「跨領域」是近幾年各界不斷強調的新方向，對於
以「應用數學」為研究專業的林太家教授來說，卻
像是理所當然的根本。雖然聽到數學家，一般人的
印象多認為他們「不食人間煙火」，翻開歷史仔細
端詳，卻發現人類的文明發展與數學息息相關；放
眼未來，在AI應用、大數據分析等科技發展中，數
學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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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注定要跨領域的應用數學家，林太家教授對數
學在未來科技中的應用相當樂觀，希望有更多跟他
一樣喜歡數學的人，以專業提供跨界協助。但他也
不免要提醒，在跨領域之前需先扎根穩當，擁有深
度足夠的核心，才有力量向外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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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也許不典型，但內心義無
反顧：張起維的太空科學家養成之路
專訪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得主張起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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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自己的太空科學家之路，什麼又是支持他探索

2021年，「飛鼠號」立方衛星於台灣時間1月24日

浩瀚宇宙的信念呢？

深夜，搭乘美國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獵鷹九號

───────────────────────────────

火箭（Falcon-9），順利從美國發射升空。飛鼠號
的發射，乘載著許許多多顆的心，縱使首次發射波

永不放棄的太空科學夢

折不斷，但在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張

張起維自幼全家人便隨父親負笈美國攻讀博士學

起維團隊不斷修正、改良之下，2022年，由台灣中

位，一直到了十歲，爸爸順利畢業，舉家回到台

央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及印度太空科

灣，當時的他們人生地不熟，其中最令張起維受挫

學與科技學院所共同合作開發的小型人造衛星

的莫過於台灣的升學體制，每次考完試，心裡懷著

「INSPIRESat-1」順利發射！讓人格外好奇，這兩

要被算帳修理的恐懼，鎮日提心吊膽，暫時擱置了

項立方衛星任務背後，台灣團隊的靈魂人物中大太

心中的夢。

空系特聘教授張起維的人生故事，他是如何看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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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讀的是升學學校，求學的動機，基本上就

要領域的人員皆一一到位，現場彷彿交織成一篇璀

是要通過模擬考，通過模擬考的動機，就是要通過

璨星際圖，看的張起維目不暇給，此時，有一股聲

高中聯考，通過高中聯考的動機，就是要考上好大

音在張起維的內心悄悄升起「對啊，我小時候不是

學，在那之後呢？就是問號。」張起維無奈的說。

對太空最有興趣嗎？」

台式震撼教育，受挫的求學之路

按捺不住一顆因汲取新知，躍動不已的心，回來

在沒有學習動力，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而做，張起維

後，張起維忐忑向學校註冊組寄出轉系申請，表明

國中的成績始終不見起色，他自述每次考試平均不

自己是明年秋季入學的資工系新生，不知道自己有

超過50分，高中聯考時，報考國內公、私立學校

沒有機會，直接轉系？可喜的是，校方竟欣然同

與公、私五專，幾乎全數落榜。好不容易在某私立

意，並沒有澆熄一名大一新生的滿腔熱情。就這

五專讀了半年書，卻越讀越茫然，此時，一位在美

樣，張起維在許多因緣際會之下，兜兜轉轉，走上

國工作的叔叔，再次向他提議，有沒有這個念頭，

了小時候所嚮往的太空夢。

借住他們家，回美國繼續攻讀高中？
對太空有興趣，為什麼不直接就讀航太相關科系？
這不是叔叔第一次向張起維提出邀請，國中時期的

張起維當時的想法很單純，物理系不管是天文物理

他，也不是不曾心動，只是一想到好不容易全家從

或者應用物理，兩者都跟太空有所關聯，加上高中

美國回來，一去就離家幾千公里遠，直到歷經求學

時期的他心儀物理的邏輯推導方式，可以從很簡單

的挫敗，讀了一年五專，表現仍不見起色，才讓他

的立基去推出更複雜、深奧的結果。「物理真的滿

對換個環境讀書，這個主意起心動念。

厲害！一方面可以讓人預測周遭的人事物，從難以
想像到原子以下的量子力學，或者速度非常快、質

重返美國，張起維必須重新適應高中校園文化，加

量非常大的相對論，都可以做出一些聽起來很神奇

上自己並不擅長社交，好一段適應期，慶幸的是，

的預測，但實際測試後發現居然管用！」對物理的

張起維訝異發現，自己在台灣課業表現雖不理想，

分析預測跟邏輯推理的概念，深深吸引著張起維，

但運算和解題等基本應用能力並不差！至少數學、

促使他做出了這項重要決定。

物理、化學，在美國時對他來說不再像孫悟空的緊
箍咒，一念書就心生絕望。

從學習建立自信，重拾兒時太空夢

踏上學術養成之路，重返台灣執教
大學四年下來，整體而言，張起維沉浸在物理系歡
愉的學習氣氛當中，不忘太空夢的他，同時跨系選

就這樣，張起維在老師的引領之下，開始在腦海

修航太系相關科目，直到畢業前夕，指導教授希望

中，串起理解學術的重要概念，一點一滴黏合過去

張起維理解，應用物理畢竟跟工程、科學觀測、推

曾被擊垮的自信心，同時願意挑戰越來越困難的進

理等現象的模擬跟分析，存在一些差距，在教授循

階課程。春去秋來，很快的，又到了升學時分，和

循引導之下，張起維順利申請科羅拉多大學航太工

上一次落榜經驗不同，張起維這一次申請大學和科

程研究所，正式向宇宙跨出了第一步。

系幾乎全數通過！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注重科學探索任務相關研發，整
這時候的他還渾然不知，一次物理老師的課堂提

合工程和自然科學與物理，兩者相輔相成，對張起

議，將徹底了改變他的人生方向。那是個普通的上

維來說，科學跟工程並不是一刀兩斷的兩門專業，

課日，老師鼓勵同學們利用週末參加太空博覽會，

有科學目標，團隊才能知道，提出什麼樣的太空探

回來撰寫心得報告就可獲得加分。來到博覽會現

索任務才能有競爭力，才能提供給使用者有用的資

場，不管是鑽研美國太空總署、相關的政府單位都

料，因而提升工程實現的能力，有更多新的發現，

來參加，南加州同時也好萊塢的重鎮，甚至還有一

能夠幫助定義下一個任務的方向和目標。

些好萊塢科幻片的演員，

以及劇組所有的工作人

員蒞臨參展，從科學技術到藝術人文，凡是太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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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碩一時，張起維心中已有返回台灣的念頭，一

方面與家人聚少離多，希望全家人團聚的心呼喚著

樣的態度來看待，我們鼓勵他前進、嘗試嗎？如果

自己做出改變，另一方面，每一年寒、暑假返台，

要實踐，需要什麼樣的工具？張起維希望自己所任

張起維對家鄉匆匆一瞥，看見的皆是台灣正面的改

教的科系，可以扮演讓學生敢於作夢、敢於想像，

變，張起維看見的是家鄉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與資

並在鼓勵學生不斷修正與精進，建立這個夢想所需

源，整體國民素質的大幅提升，令張起維認為在台

要的專業能力，正是這個科系的目標所在。

灣深耕生活，是一件值得努力的事。

接軌國際，讓世界看見台灣

加上研究所時期，張起維有機會到空軍實驗研究所

回台任教沒多久，2015年，張起維昔日的同窗捎

實習，週遭的科學家各個都是現役美軍軍官，每個

來了一份邀請，原來老同學留在科羅拉多大學繼續

人身兼數職，一邊攻讀物理、化學、工程高等學

工作，同時擔任計畫主持人，老同學想組織國際研

位，一邊面臨兩年一次的輪調，在研發單位待了兩

究教學衛星計畫（International Satellite Program

年之後，又要被調到伊拉克、阿富汗服役。和身邊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學術聯盟，企望招集

的科學家相比，回台當兵一年實在不是生死交關的

世界各地的學校，針對小型人造衛星設計科學任

大事，回憶起這件往事，張起維樂天的說「因為服

務，給世界各地的同學們有動手施作、操控人造衛

過兵役，在台灣要跟其他當過兵的男生的話有共同

星的機會。張起維聽到這個好消息，一口答應邀

話題，這也不錯啊！跟我之前求學之路一樣，也許

請，翌年，聯盟順利組成，開始有每年一次國際工

故事並不典型，但是我的內心同樣義無反顧」。

作坊的計畫。老友再次訊問他，是否有意願在中大
主持第一次國際工作坊？恰好同年七月份，張起維

當張起維決定了回台這個重要的決定後，之後的路

獲邀在台灣舉辦另一個國際研討會。他單純的想

途，彷彿上天自有安排一般，順利的開展。

「好啊，乾脆兩個一起辦！」那年暑假，張起維接
連兩週，分別在中央大學與中研院，舉辦國際性工

在美國時，當時已經很多台灣很多大氣研究相關專

作坊與研討會，透過這一次機會，正式開展台灣地

長，從台灣來美國留學或做移地研究的教授與學生

區小型衛星研發的計畫和能量建構和相關課程。這

來往，開始有機會，讓各界了解彼此的專業領域。

也是張起維一直想著手的項目，將自身動手實作衛

其中結識的一位前輩劉正彥教授，特別關心張起維

星系統概念，將課程上的理論學以致用，因此當有

未來的出路，一聽到這位後進有回台灣服兵役的打

這個機會時，他一心想的是好好把握，好好將自己

算，劉教授開口邀請「你回來到入伍之間，至少有

的研究經驗帶給學生。

三四個月時間，這段時間有沒有機會到中央大學了
解一下我們學校，到我們實驗室當博後，做一些研

十年不變太空夢

究？」就這樣，張起維回台後，利用那三、四個月

張起維的學術專長主要有大氣潮汐、行星波、中氣

時間，順利到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的

層、下層恆溫層、大氣-電離層耦合、衛星資料分

實驗室當博士後研究生，劉老師給予張起維的研究

析、衛星遙測等項目。人們日常所在乎的天氣現

自由度相當彈性，讓他在入伍之前，順利寫好論文

象，大多是20公里以下，大氣研究的範圍則是以

投稿，還沒退伍前SCI期刊論文就已經刊出，那一

上，舉例來說，高層大氣包含地球的電離層，高層

篇論文致謝詞還感謝了國軍呢！過去累積的豐厚科

大氣因為長期吸收太陽的紫外線所以容易成為電

研成果，以及自身攻讀的中層大氣專長，使張起維

漿，就成為我們地球大氣層跟太空之間的邊境介

順利申請上當時中大開出的教職缺。

面，早期人類在發展無限通訊科技，就發現說有某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些頻段，不知道為什麼傳播的距離就可以特別遠，
甚至可以超過地平線的距離，於是，這項技術，在

從歷經台灣挫敗的求學路，到進入大學學府執起教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經常運用在軍用和民用單

鞭，張起維認為，想像力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有的

位，另一方面，電離層的變化與結構，同時會影響

能力，台灣學生的想像力不會比國外學生差。只是

到GPS衛星定位導的準確度和可用性，以及衛星通

當學生提出某一種夢想或構想的話，我們是以什麼

訊的通用性。地球大氣最高可以延伸到一千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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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絕大多數的人造衛星都位在低地球軌道

行資料蒐集跟自主運作，團隊成員當時一步一步的

（大約在400~2000公里之間），今天人造衛星飛

學習，很幸運的是成員們都有堅持下來，真的如期

過很稀薄的流體，所產生空氣阻力，對低軌道的人

在三年內，做出一個通過當時功能測試的成品順利

造衛星來講，高層大氣的空氣阻力算是最大的軌道

發射，當然系統可能存在著潛在問題，或者有些還

擾動氣，除了衛星的軌道會變化，衛星自己本身的

沒有完全到位的地方，對於這些風險，團隊都有一

導航，還有就是我們在追蹤人造衛星的話都會造成

定的認知。當第三次順利發射時，有人問張起維

變數，因此高層大氣濃度化學成分和分布，對低軌

「你們有沒有在那邊歡呼？」他搖搖頭回答「沒有

的太空作業環境成為很關鍵的環節。

耶，因為大家都知道，明天早上八點，衛星就要飛
過我們的地面站，到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的衛

好比航海家要懂大海，身為一名太空科學家也要用

星，會不會跟百分之四十的大學立方衛星一樣，上

太空的奧秘。當今天要設計在這種高度長期飛行的

去就沒有訊號。」

人造衛星，就必須了解高層大氣層的變化和結構，
過去長達7、8年的時間，張起維所主責的研究團

事情一波三折，翌日，當全世界的地面站都收得到

隊在做的工作，正是，透過地面和衛星觀測，了解

飛鼠號的訊號，獨獨中央大學自己的地面站收不

與探索高層大氣，模擬背後的物理機制，同時期待

到，團隊判斷，由於地面站早在5年前架設完畢，

未來開發可攜帶科學儀器上去軌道上，好進行科學

經過風吹雨打，天線與纜線可能已退化，大夥兒趕

探查的人造衛星。

緊再花一個禮拜緊急搶修，這次總算順利收到衛星
回傳的資料。知道衛星在安全模式底運作，自動各

「所以我們不但要研究海洋，我們也要造船！」

自系統切換順利，只是當發現要發射指令，衛星卻
收不到，團隊花了將近一個多月發現，地面的放大

訪問過程中，張起維數度生動將太空科學與海洋科

器有問題，所幸經替換後，順利完成雙向的通聯，

學相互比擬，同樣是探索未知的境界，遠洋船艦很

順利命令衛星將儲存的資料回傳。

難依靠岸上的單位支援，很多地方都要自主運作，
就跟太空科學一樣，當所發射的人造衛星離地球遙

不平靜的元宵夜

遠的時候，將會長時間曝曬在太陽輻射底下，以熱

那年元宵節，實驗室裡並不平靜，衛星發射一個多

控來講會形成非常大的挑戰。「兩者都需要研發科

月後便失去通聯，張起維和團隊回到學校一直試各

學觀測平台和儀器，這些算是大家的共同點，只是

種方式，想跟衛星恢復通聯，但一直都沒有反應，

一般就所我所知，海洋科學同仁自己去造船的比例

一個半月後，飛鼠號有短暫幾天恢復通聯，進一步

還是少一點。」靦腆的笑了笑。

分析電力系統設計，發現裡面有個關鍵的電路，對

飛鼠號首次發射失利

於一種在軌道上出現的輻射異常的單離子鎖定，沒
有恢復機制，進入類短路的狀態，造成IC的壽命大

第一個完全自製的人造衛星就是3U立方衛星「飛

幅降低，遺憾的，飛鼠號衛星壽命沒有達到之前所

鼠號」！

預期的六個月，大概兩個半月到三個月時，進行最
後一次通訊。

2017年，中央大學承接國家太空中心計畫，希望
能設計一個可以攜帶我們系上趙吉光老師研發的微

六個月過去，團隊彙整所有開發和飛行資料做最後

型粒子探測儀（CIP）上軌道去探測電離層的組織

分析，同時進行會議審查，彙整並討論衛星的設計

和架構一顆小型衛星。雖然系上曾做過可以放在衛

如何改良與避免異常，從第一次飛行經驗記取教

星和太空火箭的科學儀器，但這是國內真的第一次

訓，今2022年，由台灣中央大學、美國科羅拉多

接觸到，要去設計、實現、操控一顆制式的人造衛

大學波德分校及印度太空科學與科技學院所共同合

星，所以很多東西對團講來講都是嶄新的學問，幾

作開發的小型人造衛星「INSPIRESat-1」，順利

乎從零開始學起，每一顆人造衛星的建造涉及許多

發射並進行雙向通訊。

不同領域的專業學門，從無到有，好確保衛星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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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合作尤其是跨國時，如何互相溝通很重要，

張起維由衷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和這一代，不要

張起維認為，夥伴們必須建立共同宏觀的認知，知

放棄與遺忘夢想，也不要抹煞我們的想像力，今

道自己的專長，對於任務起到什麼樣重要性的關

天，就算有某一項技術，或是某一個科學目標，暫

鍵，同時也知道，自己的進度會如何影響到他人，

時還看不出產品化的可能，但不代表它永遠就是那

張起維舉自己的實驗室為例，每一個禮拜都會固定

樣子，很多目前很前瞻、很熱門的產業，過去也都

開進度會議，不只是追蹤大家的進度，同時也讓彼

是從被人看衰開始。要相信，你正在實行的任務，

此了解，其他隊員的進度，會不會影響到自己，或

或科學研究題目是值得做，是值得花費你的時間與

者自己會不會影響到別人，眾人有一個共同目標，

心力。

良好且頻繁的溝通，並且要有能力與有意願妥協，
隨時做滾動性調整。

「如果今天，我們是為了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打
拼，那遇到要脫離自己的舒適圈時，我們會更願意

回憶起剛返台，在中央大學任教的那段期間，疲於

去面對它。」自始至終，張起維一次次跳脫舒適

教學、備課與研究等蠟燭多頭燒的狀況，一個工作

圈，勇於向未知挑戰，即將邁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忙完，忙下一個工作，平時時常處在煩惱的狀態，

的他，將在今年八月，成為新一名新手父親，相信

簡直要把自己燃燒殆盡，這時候的張起維會離開實

這名科學家，屆時將再次深入浩瀚宇宙，探索名為

驗室，邁開步伐，繞著學校跑一兩圈，這是他研究

愛的未知數。

所時期在美國養成的習慣，科羅拉多大學無論在學
術領域的成就和地理環境條件，都堪稱「最高」學
府，因此，培養出一批熱愛戶外運動的理工背景學
生。

年輕學者養成計畫的肯定與支持
好朋友們鼓勵他報名當地的年度馬拉松盛事，連帶
著影響張起維的運動習慣，但對他來說，跑完步，
在學校旁的啤酒屋，和三五好友大口暢飲才是人生
的醍醐味。在任教初期，張起維就靠跑步排解龐大
壓力，另一方面，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給
予，當時的張起維相當彈性的運用空間，當他有突
發想法時，得以使用這筆經費和資源帶動機會，像
是剛開始跟美國合作，執行小型衛星研究計畫，針
對衛星系統研發跟地面操控設施建構，當時相當仰
賴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所提供的資源，可見這項計畫
對年輕學者的莫大支持。
對張起維來說，生命歷程與其說是一次很大的契
機，更可能是很多小事件累加在一起而成。他以自
身的經歷，鼓勵台灣研究人員跟國際多保持聯絡、
多接軌，因為，只有了解整個國際的發展，才能掌
握自己的強項，可以如何對應到國際上的需求，有
機會可以協助召集國際研討會，或者當有國際合作
機會時要盡全力去把握，好比人造衛星一樣，多多
進行雙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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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調控鍺超穎介面
開發高吸收率之近紅外光偵測器

圖1│(a)鍺超穎介面光偵測器的示意圖，鍺超穎介面對齊金電極。(b)鍺超穎介面在電子顯微鏡下的俯視圖。
(陳國平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撰稿│張鳳吟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超穎材料(metamaterial)或超穎介面(metasurface)

了解決這個問題，一些研究人員嘗試透過磊晶成長

是近20年發展最快的領域之一，「超穎 (meta-)」

製作高品質的鍺薄膜，近年來鍺的PIN光偵測器成

一詞代表人工設計的某種週期性排列，因此具有一

為研究主流，但都面臨到低量子效率或低偵測效率

般天然材料沒有的特性。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學

的問題。

院陳國平教授與其跨國研究團隊以鍺奈米粒子組成
超穎介面，藉由調控其週期性排列而成功開發出近

為了克服這些挑戰，陳國平教授團隊將鍺奈米粒子

紅外光波段高吸收之鍺光偵測器，其吸收率為普通

週期性排列成2維的陣列，由於鍺是高折射率(高介

鍺薄膜的6倍。團隊優異的成果發表在著名的國際

電常數)的介質，在電磁波下，鍺奈米粒子容易被

期刊《ACS Nano》上[1]。

電磁場極化，產生電偶極共振與磁偶極共振。當陣
列有效電偶極與磁偶極相等時，電磁波的反射因破

半導體是目前人類科技發展中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壞性干涉而消失，這個現象稱為晶格Kerker效應

以矽為基礎的技術已被廣泛研究，而包含矽的光偵

(lattice Kerker effect)。Kerker效應最早在1983年

測器也是研究人員的熱門主題。不過，對於傳統光

由美國物理化學家Milton Kerker所提出[2]，原始想

通訊所使用的波段(如1550nm等近紅外光)，矽對

法是一種假想的磁球體(磁導率μ≠1)，在介電常數

它們是透明、吸收率低的，因此不適合做為此波段

ϵ=μ的特殊情況下，電磁波的向後散射(backward

的光偵測器。鍺因為能隙小，並與互補式金屬氧化

scattering)會完全消失，但由於當時磁球體並不存

物半導體(CMOS)技術相容，成為晶片光偵測器的

在，Kerker效應一直到近年超穎材料的快速發展才

一個理想候選材料。然而，鍺對電磁波的吸收率從

受到大家高度重視，並廣義化應用在材料的光學性

可見光到近紅外光明顯降低，代表其量子效率(光

質控制。

子轉換成電子的效率)會隨著波長增加而遞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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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中，有研究人員嘗試透過調整奈米圓盤直徑

下，和鍺薄膜光偵測器相比，鍺超穎介面元件的光

使內部的電偶極與磁偶極耦合，利用Kerker效應來

電流增高5倍。陳國平教授表示，這是因為奈米粒

展現鍺奈米元件的超吸收率。陳國平教授團隊採取

子的近場效應與半導體作用進一步將光能轉換成

不一樣的方式：由於奈米粒子之間的耦合作用，當

電。

排列週期與奈米粒子的共振波長匹配時，會引發晶
格共振(lattice resonance)，產生額外的窄頻共振

利用介電奈米結構，陳國平教授團隊的元件效能展

特徵。研究團隊藉由改變陣列的橫向週期(Py，假

示了選擇性窄頻超穎介面光偵測器在通訊上的應

設電場極化方向沿x軸)來調整電偶極晶格共振

用。當結合了晶格Kerker效應，在不久的將來，它

(electric dipole lattice resonance，EDLR)使之與

亦可提供有效率的應用在量子感測、非線性光學、

磁偶極共振重合，引發晶格Kerker效應，並因電偶

通訊與影像等技術上。

極與磁偶極耦合共振生成侷限的近場(near-field)
更加強了吸收率。
陳國平教授團隊從數值模擬與實驗來闡明鍺光吸收
元件在光通訊波長(1550nm)的光學特性。鍺超穎
介面光偵測器的設置如圖1，奈米粒子陣列放在玻
璃基板上，入射波長1550nm電磁波，研究團隊固
定縱向週期(Px，沿極化方向)，改變橫向週期Py到
EDLR與磁偶極共振重合，此時反射被抑制。
奈米粒子的折射率虛數項小時，向後散射的能量會
轉換成向前散射；而奈米粒子的折射率虛數項大
時，大部分向前散射的能量會儲存在粒子內，導致
低的穿透率(Transmittance)。鍺在1550nm波長
的折射率具有中等的虛數項，足夠產生窄頻的吸
收。接著，在滿足1550nm波長Kerker效應的P y
下，研究團隊測量鍺超穎介面對入射電磁波波長
400 nm至1700 nm的光學響應(結果如圖2)，電磁
波穿透率在1550nm時明顯下降，顯示高的吸收
度。和同厚度的一般鍺薄膜相比，鍺超穎介面在
1550nm波長的吸收率為其6倍(圖2(b))。

參考文獻
1. Zhong-Xing Zhou, Ming-Jyun Ye, Min-Wen Yu,
圖2│(a)在滿足Kerker效應的Py下，反射(黑)與穿透(紅)
頻譜的實驗與模擬結果。(b)鍺超穎介面(黑)與等厚度鍺薄
膜(紅)的吸收頻譜比較。 (陳國平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為了檢驗鍺超穎介面的量子效率，研究團隊測量元
件產生的光電流。團隊將鍺奈米陣列放置在二氧化
矽上，以矽為基板，實驗結果顯示，在+1V的偏壓

Jhen-Hong Yang, Kuan-Lin Su, Chung-Ching Yang,
Cheng-Yeh Lin, Viktoriia E. Babicheva, Ivan V. Timofeev, Kuo-Ping Chen*, “Germanium Metasurfaces
with Lattice Kerker Effect in Near-Infrared Photodetectors”, ACS Nano (2022)
2. Kerker, M.; Wang, D.-S.; Giles, C. L.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by magnetic spheres”.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73 (6): 765–767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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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微流體晶片遇上質譜儀─
一站完成單細胞蛋白質體分析

圖1│涂熊林與陳玉如博士研究團隊研發之一站式蛋白體檢驗平台

(涂熊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撰稿│蔡宜靜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蛋白質是生物體調控生命網路最重要的系統之一，

偵測方法，突破現代分析瓶頸，為蛋白質體的研究

透過解析細胞層級之表型與訊息路徑的蛋白質表現

向前邁出重要的步伐。

及修飾之差異性，我們可以探索在不同狀態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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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變化，從中尋找正常生化反應或異常的調控

蛋白質體—更勝遺傳譯碼，生化反應實際執行者

因子，以應用於疾病檢測或治療。蛋白質體是開發

隨著基因定序研究成果出爐，科學家揭開了基因結

新穎檢測或治療的關鍵，但現今的分析技術除了前

構中遺傳密碼的神秘面紗，也確立了基因遺傳密碼

置樣品處理繁瑣之外，分析過程也相當複雜，不僅

組與生命體間至關重要的聯結性。但相較於基因，

需要數以萬計以上的樣品細胞，從採樣到病理報告

蛋白質往往是真正參與生化反應及細胞功能的執行

出爐更需要長達一週以上的時間。涂熊林博士與陳

者，因此，蛋白質體學：研究生物體內所有蛋白質

玉如博士攜手中研院國際研究學程學生宋方寧

的學科，變成了生命科學領域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

(Sofani Gebreyesus)、史昂德(Asad Siyal)等團隊

一。然而蛋白質體不僅種類、數量龐大，還會經由

成員，利用創新的客製化微流體晶片(iProChip)簡

轉錄及轉譯反應作用，複雜程度遠遠高於基因體。

化樣品前處理流程，並結合高靈敏度及可靠的質譜

在蛋白質體的研究中，繁瑣的前置處理流程會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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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物造成大量的損耗，因此需要採集大量的細胞樣

PC-9實驗結果為例，研究團隊設計數量為10、

品，此外，數百萬計且濃度差異極大的胜肽片段對

50、100個捕捉槽的iProChip，單一細胞捕獲效率

檢測儀器靈敏度也存在嚴格要求，而涂熊林與陳玉

分別100%、92 ± 3%、89 ± 8%，當考慮細胞抓取

如博士帶領研究團隊研發的一站式蛋白質體工作

總量(包含2-3個/捕捉槽)時，其細胞捕獲效率則皆

站，成功降低蛋白質體研究對樣品數量的需求，且

可達100%，展現iProChip晶片充分的細胞層級樣

在具高可靠度條件下，提升檢測靈敏度。

品採集能力。

圖2│涂熊林與陳玉如博士研究團隊，結合客製化微流體
晶片與質譜儀分析技術開發精簡且高靈敏的單細胞蛋白

圖4│4a.捕捉槽與被捕獲PC-9肺癌細胞影像，4b.捕捉槽

質體分析平台。 (涂熊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數量10、50、100之細胞捕獲效率。
(涂熊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iProChip—樣品前置處理整合平台
精簡樣品前置處理流程及樣品損耗量，是一站式蛋

質譜儀檢測—非數據依賴擷取方法(DIA)與客製

白質體檢測的關鍵，涂熊林博士研究團隊利用微流

化譜資料庫

體晶片設計，針對不同的分析樣品，建構客製化晶

質譜儀在檢測過程中，可以對分析離子進行二次碰

片、通道閥門、晶片材質，在單一晶片上完成樣品

撞，使胜肽片段形成更小的碎片，並再次進行掃描

細胞捕獲、影像擷取、蛋白質及分析胜肽收集等複

以獲得更多樣品資訊。使用非數據依賴擷取法

雜處理流程，顯著改善單一細胞層級樣品製備效

(Data-Independent Acquisition，DIA) 質譜儀分

率、減少樣品損耗率，以利後續連接非數據依賴擷

析技術，藉由掃描指定質量範圍縮小目標碎片數

取質譜儀進行鑑定與定量。

量，並以連續區段偵測方式同時檢測多個離子碎
片，在質譜儀掃描能力的限制下，大幅增加分析目
標的偵測數量，獲取最詳盡的樣品資訊，此外，陳
玉如博士研究團隊除了優化儀器偵測感度，更為分
析物分門別類建構客製化圖譜資料庫，以提高質譜
儀對超微量蛋白質體的鑑別效率與定量可靠性。

圖5│非數據依賴擷取質譜鑑定及定量流程：1.質譜儀檢
測，2.圖譜資料庫比對，3.目標胜肽定量分析。
(涂熊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3│微流體新穎晶片iProChip功能設計：1.細胞捕獲，

iProChip-DIA蛋白質體研究的下一步

2.細胞裂解，3.蛋白質處理，4.除鹽，5.胜肽蒐集。

iProChip微流體晶片與非數據依賴擷取質譜儀檢

(涂熊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以肺癌細胞(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測方法，領先全球研究團隊，實現了「使用單一晶
片分析單一細胞蛋白質體」的成就。iProChip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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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樣品建構特製晶片，在單一晶片完成細胞捕獲、
蛋白質處理、目標胜肽蒐集等前置處理，更減少過
程中的損耗量，降低檢測方法對樣品數量的需求；
而DIA-MS則是利用建立客製化圖譜資料庫，進行
非依賴性數據圖譜比對與分析。
此一站式工作平台已經能由單一細胞鑑定出高達
1500種蛋白質，並可透過後續分析，將其置於訊
息網路進行相關的研究探討，且具高度可靠性與靈
敏度，展示出應用於癌症細胞檢測的潛力。目前研
究團隊正著手積極開發下一世代晶片，期望能將此
技術用來解決重要的生物問題，亦預期此平台將有
助於揭示在不同生理和病理中單一細胞調控的機
理。

參考文獻
1. T. Gebreyesusⴕ, A. A. Siyalⴕ, R. B. Kitata, E. S.-W. Chen,
B. Enkhbayar, T. Angata, K.-I Lin, Y.-J. Chen* and H.-L.
Tu*. Nature Communications 13, 37.(2022)
2. Chappell, L., Russell, A. J. C. & Voet, T. Single-cell
(multi)omics technologies. Annu. Rev. Genomics
Hum. Genet. 19, 15–41 (2018).
3. Kitata, R. B. et al. A data-independent acquisition-based

global

phosphoproteomics

system

enables deep profiling. Nat. Commun. 12, 2539
(2021).
4. How can systems biology test principles and tools
using immune cells as a model? Cell Syst. 6, 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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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達資料同化
提升臺灣PM2.5濃度預報準確度

圖1│PM2.5造成的污染，是近年全球重視的公共議題。

(圖片來源：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王聖翔教授)

撰稿│何郁庭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PM2.5造成的污染，是近年全球重視的公共議題，

P M 2.5濃 度 的 預 報 準 確 度 ， 此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於

政府也相當關注；若能增進PM2.5濃度預報的精準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度及預警時間長度，將有效增加政府示警的效能，
並提供人們更充足的應變時間。

資料同化及前置準備
氣象觀測資料能提供真實大氣狀況，數值模式預報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楊舒芝教授所領導的研究團

透過動熱力方程式能推估不同時間的大氣狀態。資

隊結合區域氣象預報模式(WRF)與局地系集轉換卡

料同化(Data assimilation)有效結合觀測資料及數

爾曼濾波器(LETKF)，發展區域系集資料同化系統

值模式，發揮兩者優勢。透過資料同化所得的分析

(NCU WRF-LETKF)，以此系統優化台灣劇烈天氣

場作為模式初始場，可進一步改進數值模式預報。

資料同化，了解台灣氣象預報的挑戰，提升氣象

資料同化目前已廣泛地應用於大氣科學領域包含數

預報準確度。今年(2022)，該研究團隊結合鄭芳

值天氣和氣候預報，並能發揮如氣象衛星和雷達資

怡教授所建置的WRF-CMAQ空品預報系統及王聖

料等不同觀測資料優勢等。

翔教授協助環保署建置維護的MPLNET(註1)的光
達資料，建立光達資料同化。在WRF-CMAQ預報

此研究利用MPLNET中央大學觀測站(NCU)及西屯

系統架構下，同化光達反演的高垂直解析度PM2.5

觀測站(Xitun)的光達資料，每75公尺反演出一筆

濃度值能改進大氣邊界層風速預報並進一步改善

PM 2.5濃度，並以此獲得大氣邊界層內PM 2.5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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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特性。接著透過NCU WRF-LETKF同化此PM2.5

三組數值模式預測比較

觀測，並提供氣象模式風場修正，再以此進行空品

三組實驗的PM 2.5預報皆有一定準確性（圖2），

模式的計算。
此研究進行三組數值實驗，BASE實驗進行單一預
報，利用四維度資料同化(FDDA, four-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將全球分析場資料加入WRF模
式中；於實驗時間(2018/12/19)前，從
2018/12/17日8時起，以輕推(nudge)的方式，將
風、溫度、水氣等資訊趨近NCEP FNL的資料，再
將此單一預報驅動CMAQ空品模式。而此亦為一
般空品模擬及預報常使用的方式。另兩組實驗使用
系集架構(ensemble framework)。兩組實驗的差
異在於，CTRL實驗未使用光達資料同化，而LDA
實驗同化光達資料，再進行氣象及空品預報。此研
究探討2018年12月18-20日之嚴重PM 2.5 污染事
件，此空污事件受穩定大氣結構、弱風，及背風渦
漩影響，通風擴散條件不佳導致污染物累積。

然而BASE組實驗所預報的背風渦漩結構，造成風
速高估，地表PM2.5濃度低估。使用系集架構有助
掌握臺灣西北外海背風渦漩特性，CTRL組實驗預
報風場較BASE更貼近觀測值，且PM 2.5 濃度預報
於竹苗、中臺灣地區，更接近觀測值。LDA組實
驗，同化光達資料進一步改善臺灣西北外海渦旋結
構，有效改進CTRL中部PM2.5濃度高估問題。比起
單一預報，系集預報有效掌握小尺度動力發展及其
不確定性，而同化光達資料則能有效改善近地面風
場，掌握近地層大氣動力特性。
綜合以上，光達資料同化可修正風場結構，主要是
因為PM2.5濃度誤差與風場誤差有高度相關性，此
相關性不僅具有流場相依特性，並隨高度、地形改
變。透過LDA預報結果，建構高污染傳輸路徑，而
掌握背風渦漩環流結構及大氣邊界層發展特性，以
及其與複雜地形之間的交互作用，為有效改善空品
預報之關鍵。

小結與展望
當進入秋冬空污季節，臺灣西半部受中央山脈地形
阻擋，呈現靜風穩定大氣結構，也導致嚴重空污事
件發生。而背風渦旋的生成，往往造成臺灣西半部
空污事件的加劇。面對此複雜環流結構，更需要精
準的空品預報技術，協助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機關，
提早因應空品預警應變措施。透過高垂直解析度大
圖2│上排：三組實驗預報於2018年12月19日15時之地面
PM 2.5 濃度與風場，圈圈為地面PM 2.5 濃度觀測值。下排

技術，結合觀測與數值模式，能更正確地掌握污染

為同時間模式預報的地面風速與流線場。

物傳輸與擴散過程，改善空品預報。此研究成果在

(楊舒芝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環保署空氣污染防治基金科技研究計畫的補助下，

在此一高污染事件期間，臺灣西北外海形成一背風
渦漩，造成北臺灣嚴重空氣污染事件（圖2）。一
方面此渦旋的環流結構，將污染物累積於北臺灣，
另一方面渦旋的逆時針環流結構，帶來西南風分
量，也將中部地區的污染物帶進北臺灣，造成空品
惡化。而背風渦漩受綜觀氣象風場與臺灣複雜地形
之間交互作用影響。氣象模式初始場誤差、物理過
程、熱動力機制皆可影響對此背風渦漩的模擬。其
中，氣象模式初始風場誤差影響背風渦漩位置及結
構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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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完成。
研究團隊群於現階段(2020-2023年)執行科技部
大氣學門研究計畫（Taiwan Atmospheric PBL
Obser vation, Modeling and Assimilation
Experiment, T-POMDA）（圖3），進一步利用剖
風儀、無人飛機、無線電聲波探測系統等垂直觀測
資料，納入資料同化系統，探討臺灣空氣污染問
題，期盼能更有效提升臺灣空氣品質預報的準確
度。

圖3│臺灣大氣邊界層觀測實驗計畫 (楊舒芝教授研究團隊
授權提供)

註1│Micro-Pulse Lidar Network，全球光達觀測網。
https://mplnet.gsfc.nasa.gov/

參考文獻
1. Shu-Chih Yang, Fang-Yi Cheng, Lian-Jie Wang,
Sheng-Hsiang Wang, Chia-Hua Hsu (2022). Impact
of lidar data assimilation on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wind and PM2.5 prediction in Taiw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77. https://doi.org/
10.1016/j.atmosenv.2022.11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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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統計所趙蓮菊教授運用生態統計
探討古文獻遺留數量

圖1│中古歐洲文化作品(多為羊皮手抄本)遺
留至今的諸多方式中的三種：(A)主教的皇
冠、(B)手抄本、(C)手抄本再利用作為綑綁邊
緣遺留。 (趙蓮菊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撰稿│王作城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我們現在看到的古代文獻，就如出土的古生物化石

作，登在《Science》上的論文[1]，才第一次有利

一般，當今見到的遠比實際上曾經存在過的少。背

用統計生態模型探討關於歐洲中古世紀文獻遺留的

後原因有很多，像是戰亂破壞、人為有意無意選擇

量化研究。趙蓮菊教授過去就是非常有名的生態統

捨棄，甚至是時間久遠而自然風化毀壞，都是古文

計學者，近三十年來，她曾經發表過許多估計物種

獻無法遺留至今的因素。

數的模型，被各學科眾多研究者認可，廣泛應用於
其他研究領域，其中兩種估計量被生態學界以她的

許多古籍裡都有類似的記載，例如《宋書．張茂度

姓氏Chao1、Chao2命名[2][3]。

傳》如此寫道：「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
散，百不存一。」意思就是當時剛經歷動亂，所以

Chao1估計量一開始是為了估計未在資料中發現

許多建築毀壞，造成文物無法留存至今，剩下的不

的物種數量才發展出來的，由於「物種」的定義可

到百分之一。

以非常彈性多元，只要是不同的類別都可視為「物
種」，因而此估計量在許多其他的學科也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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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現在留下的到底有多少呢？過去一直沒有

多年來，此估計量泛用於各類無法觀測全部類別的

以統計模型來研究量化文獻的遺留與毀損，直到今

樣本資料，包含人體腸道中的細菌種類數、河川撈

年二月，一篇清大統計所趙蓮菊教授與國外學者合

取之污染物數量、以及流行病學漏失病例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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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看到一次的物種平均豐富度和未被觀測到

由於這項跨領域研究成果，解決了歐洲中古文學研

的物種平均豐富度大約相同時，Chao1即為不偏

究中爭論不休並懸而未決的文獻數量遺留問題，全

估計量，若不能滿足此一條件，表示資料缺乏足夠

球至今已有超過110則相關科學新聞報導

的訊息推估不偏估計量，此時Chao1仍可提供是

計學者發展的統計模型與推論方法，若能應用並解

一個可靠的下界估計量[5]。

決其他領域學科的一些問題，才真正能拓展統計應

[7]。統

用的層面。而這次研究成果成為跨文學與理學領域
此一統計方法近期應用在中世紀騎士英雄文學，並

研究的一個典範，同時大眾也能對古代文獻保存有

由包括趙教授在內的跨領域研究團隊，收集六種語

更深一層的認識。

言（荷蘭語、英語、法語、德語、冰島語、愛爾蘭
語）遺留下來的相關文學作品資料(如圖1)。選擇
這一種文類是因為中世紀最流行的文學就是騎士文
學，像是亞瑟王圓桌武士的故事。歐洲又剛好是到
了中世紀末尾，也就是大約1450年代才開始大量
使用活版印刷，在此之前的書籍或是文章多是用手
抄本流傳。
手抄本的特性就是量少（因為抄起來費時又費
力）、容易損毀（大部分材質是羊皮紙上，很容易
遭蟲蛀或是因年代久遠損壞）。而研究方法是將這
些文學作品分別視為不同「物種」，這些作品若有
現存不同版本的手抄本文件，則視為這些作品的
「觀察次數」，或是「個體數」。由於中古歐洲文
學研究者都認為估計量不偏的條件應大致滿足，因
此運用Chao1即可精準推估文獻失落的數量，也
就是沒有遺留至今的數量。

參考文獻
1. Kestemont, M., F. Karsdorp, E. de Bruijn, M. Driscoll, K.
A. Kapitan, P. Ó Macháin, D. Sawyer, R. Sleiderink, and
A. Chao (2022). Forgotten books: The application of
unseen species models to the survival of culture.
Science 375, 765-769.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l7655

結果顯示，六種語言整體而言只保存了約9%的文
獻。因此開頭引文的「百不存一」，對歐洲中古世

2. Chao, A. (1984).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number of classes in a popul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11, 265-270.

紀文獻而言，應是「百不存十」。各語系文化遺留

3. Colwell, R.K. and J. A. Coddington (1994) Estimating

有顯著差異，最低的是英語，只有4.9%保存下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through extrapolation. Philo-

來，保存比例最高的則是愛爾蘭語，達到19.2%，
接近五分之一的文獻有流傳當世。

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45,
101-118.
4. Chao, A. (2005). Species estimation and applications.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此研究同時經由趙教授的統計均勻度分析[6]，顯

12, 7907-7916, (N. Balakrishnan, C. B. Read and B.

示島國文化遺留比例較內陸國家為高。作品流傳最

Vidakovic, Editors) Wiley, New York.

高的兩種語言都是島國語言，第一是愛爾蘭語，第
二是冰島語。研究人員推測，或許是像生態上因為
地理上與大陸的隔絕，孤島較乏掠食者，各物種豐
富度較均勻，因此孤島特有種相對較多。統計均勻
度分析套用在文獻上，就是島國各類作品其手抄本
數量較為均勻，另一方面，島國較少跟國外的征
戰，因此文獻較不容易人為損壞，而能保存較多古
代文獻。

5. Chao, A., C.-H. Chiu, R. K. Colwell, L. F. S. Magnago, R.
L. Chazdon, and N. J. Gotelli (2017). Deciphering the
enigma of undetected species, phylogenetic,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based on Good-Turing theory.
Ecology, 98, 2914-2929.
6. Chao, A. and Ricotta, C. (2019). Quantifying evenness
and linking it to diversity, beta diversity, and similarity. Ecology, 100(12), e02852.
7. 全球已有超過110則新聞報導
https://science.altmetric.com/details/12323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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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訊息
2022.8.7(日)
-11(四)

2022第八屆亞洲配位化學研討會
ACCC8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www.accc8.org/
聯絡資訊│大會秘書 梁聖媛小姐
電話：02-8785-1068 #123

E-mail：accc8@accc8.org

國立臺灣大學 劉美足小姐
電話：02-3366-8985 E-mail：michelleliu@ntu.edu.tw

2022.8.11(四)
-12(五)

2022年臺灣國際珊瑚礁研討會
地點│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主辦單位│台灣珊瑚礁學會、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itcrs/
聯絡資訊│張海瑨小姐
電話：02-33662883
E-mail：taicoralacagroup@gmail.com

2022.8.16(二)
-18(四)

第十八屆台灣質譜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本部誠、正大樓
主辦單位│台灣質譜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www.tsms.org.tw/index.asp?url=192&cid=12
聯絡資訊│王雪婷
電話：02-77496985
廖琬柔
電話：02-77496209

2022.8.17(三)

E-mail：Hsuehting@ntnu.edu.tw
E-mail：jocelyn99a@gmail.com

2022年衛星科學計畫交流會
地點│科技大樓2樓第13會議室 / 視訊會議
主辦單位│臺灣太空科學聯盟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yHcN0O
聯絡資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處 郭子仙博士
電話：02-2737-8011
E-mail：thkuo@nstc.gov.tw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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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18(四)
-20(六)

2022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地點│逢甲大學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工程與科學學院、逢甲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
學系暨物理教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物理學科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mail.fcu.edu.tw/2022physedu
聯絡資訊│王雅惠
電話：04-24517250 #5053
E-mail：yahwang@fcu.edu.tw

2022.8.20(六)
-21(日)

第29屆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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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comb/
聯絡資訊│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林晉宏助理教授
E-mail：jephianlin@gmail.com

2022.8.22(一)
-23(二)

2022無機錯鹽研討會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演議廳 (第一教學大樓地下一樓)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台灣生物無機化學協會、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VD3qzb
聯絡資訊│教師端：陳喧應教授
電話：07-3121101 #2585
學生端：張育綸博士
電話：07-3121101 #6984

2022.8.23(二)
-24(三)

E-mail：hchen@kmu.edu.tw
E-mail：alan.y.l.chang66@gmail.com

2022第3屆台灣熱電學會年會
地點│長榮礁溪鳳凰酒店
主辦單位│台灣熱電學會、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o8mQXP
聯絡資訊│吳杉洛
電話：02-2789-8938
E-mail：ttesiop@gate.sin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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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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24(三)
-26(五)

中華民國第十六屆結構工程研討會暨
第六屆地震工程研討會
地點│淡水將捷鬱金香酒店
主辦單位│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結構工程學會、地震工程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zhONTz
聯絡資訊│陳禹丞先生
電話：0956-530-488
E-mail：jason1999880216@gmail.com

2022.8.24(三)
-26(五)

2022台灣磁性技術協會年會暨
第三十四屆磁學與磁性技術研討會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主辦單位│台灣磁性技術協會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2tamt/
聯絡資訊│葉林秀
電話：05-5342601 #3665
E-mail：linxiu@yuntech.edu.tw

2022.9.2(五)
-3(六)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處
2022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
地點│臺中林酒店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spec.ntu.edu.tw/20220902-conf-spec/
聯絡資訊│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張君祺小姐
電話：02-33668665
E-mail：gigichang@ntu.edu.tw

2022.9.5(一)
-8(四)

JSS-KSS-CSA國際統計學術研討會
地點│日本
主辦單位│中國統計學社、日本統計學會、南韓統計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www.stat.org.tw/news.asp
聯絡資訊│楊小姐
電話：02-8674-1111 #67192
E-mail：jcsa39@mail.nt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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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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