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企劃

以科學對抗氣候變遷
用行動找出永續之路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中央研究院環變中心許晃雄特聘研究員專訪及IYBSSD活動報導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無用也是有用、失敗更是向前！
中研院新科院士林麗瓊走出性別框架，把握每次機會發光
─專訪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林麗瓊特聘研究員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探討二維極限下  磁性拓樸材料MnBi2Te4之磁振子與磁漲落行為
｜化學｜用「水」搞定材料科學中難搞的雙親液晶分子
｜地球科學｜宏觀生態環境條件改變下
            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環境間之因果關係網路
｜數學｜用Glicko評分模型來預測比賽結果─以網球大滿貫賽事為例

自然科學與
永續研究發展
簡訊 Natural Scie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sletter

Vol.34 No. 3
September 2022



目 錄

 活動報導

薪火相傳  新秀培力─2022年自然領域新進研究人員聯合研討會 ／SPEC編輯部

2022年臺美合作計畫年度審查暨研究成果研討會 ／SPEC編輯部

2022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SPEC物理組

第十一屆X光科學暑期學校─先進X光光譜學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活動 ／SPEC物理組

大災問─科教館防災科普市集活動 ／SPEC地科組

雲林科學節  全民一起玩科學 ／SPEC編輯部

 專題企劃

｜以科學對抗氣候變遷  用行動找出永續之路｜

做好調適  帶領臺灣迎戰氣候變遷 ／趙揚光
專訪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

氣候變遷並不遙遠，「行動」才能環境永續─許晃雄的氣候研究之路 ／陳欣
專訪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許晃雄特聘研究員

扎根科學．永續臺灣—臺灣響應聯合國「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IYBSSD」
臺灣系列推廣活動啟航典禮報導 ／SPEC編輯部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無用也是有用、失敗更是向前！
中研院新科院士林麗瓊走出性別框架，把握每次機會發光 ／邱璟綾
專訪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林麗瓊特聘研究員

在失敗中成長、於身教中學習─賴品光的研究之道：把事情做好 ／林品婕
專訪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得主賴品光副研究員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突破鈣鈦礦雷射瓶頸  邁向全光化積體電路新里程 ／林品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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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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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微分幾何數學突破瓶頸  均曲率流新發現 ／陳宣豪

專訪第24屆教育部國家講座得主張敬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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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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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討會訊息

自然科學與
永續研究發展
簡訊 Natural Scie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sletter

Vol.34 No. 3
September 2022

 1
 3
 4
 5
 7
 9

12

15

19

21

25



  活動成果報導

2021年自然司第1次召集人聯席會議

2021年自然司第2次召集人聯席會議

科技部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會

數學及物理中心圖書館推廣教育訓練 (中部場次－中興大學)

Chemical Bonding化學整合型研究成果交流研討會

臺灣海洋科學技術策略發展討論會議

2021年海洋科學年會暨科技部海洋學門成果發表

國際數學日活動

第一屆統計傳薪學術研討會

  專題報導

在失敗中成長、於身教中學習─賴品光的研究之道：把事情做好 ／林品婕
專訪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得主賴品光副研究員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探討二維極限下  磁性拓樸材料MnBi2Te4之磁振子與磁漲落行為 ／張鳳吟

｜化學｜用「水」搞定材料科學中難搞的雙親液晶分子 ／許芷辰

｜地球科學｜宏觀生態環境條件改變下
            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環境間之因果關係網路 ／黃愷翊

｜數學｜用Glicko評分模型來預測比賽結果─以網球大滿貫賽事為例 ／鄭淳澧

 學術研討會訊息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中華民國77年 (西元1988年) 4月創刊
出版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SPEC)
發行人│羅夢凡
聯絡人│鄭原忠
編輯顧問│陳柏中‧詹益慈‧鄭芳怡‧崔茂培
執行編輯│趙揚光
特約編輯│王作城‧何郁庭‧林品婕‧邱璟綾‧洪佳如‧張鳳吟‧許芷辰‧許逸如‧陳欣‧陳宣豪‧
          陳睿純‧黃愷翊‧楊渝惠‧蔡宜靜‧鄭淳澧‧鄭凱菱‧Stella Y.T. Sun
排版設計│趙揚光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地址│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電話│02-2737-8069    傳真│02-2737-7071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SPEC) 編輯部
地址│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臺灣大學積學館B266室
電話│02-3366-8664    E-mail│specmost.tw@gmail.com    網站│https://spec.ntu.edu.tw
@2020 - All Right Reserved.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SPEC

Vol.34 No. 3   September 2022

28
30
32

34

37 ／SPEC編輯部



 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活動報導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人才的培育與深耕是企業或組織得以永續的基礎，

學術職場上的新進研究人員也是不容忽視的新興力

量。為使自然領域新進研究人員儘早熟悉學術環

境，國科會自然處於今年9月2日及3日於臺中林酒

店舉辦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共有來自物理、化

學、地球科學、數統等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人員近

200人與會，經由資深人員分享經驗，與新進人員

相互交流，激盪出傳承火花。

自然處羅夢凡處長特別到場為新進研究人員們致詞

打氣，也說明此次會議目的，便是希望與會的「新

苗」都能「長成大樹」。羅處長提到，國科會相當

重視新進研究人力的支持，近年也推動友善生育環

境及學術倫理規範等各項措施，希望新進研究人員

更快步入職場軌道，有效運用各項研究設施及資

源。相對來說，亦期待新進研究人員得以學術研究

回應社會需求，同時也是讓研究得以永續的關鍵。

為了讓新進研究人員們瞭解在往後學術生涯中，可

透過科學推展中心(SPEC)提供的各項協助，會中

薪火相傳  新秀培力─2022年自然領域
新進研究人員聯合研討會

2022.9.2-3

也安排SPEC鄭原忠主任，分享中心業務。鄭主任

強調SPEC的核心價值：「推動」及「參與」，也

是秉持這樣的精神，中心建置支持所有自然科學研

究的平台。在這樣的平台中，除了透過文字、影音

等方式傳播國內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更提供領域

內及跨領域研究所需的資源、軟硬體服務，促進基

礎科學間的連結與溝通，協助新進人員逐步打造出

「自我研究品牌」。

面對未來漫長的研究生涯，先進們過往的經驗傳承

顯得相當珍貴。此次會議特別邀請今年甫獲選為中

研院院士的臺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林麗瓊特聘研究

員，分享她的研究與學術歷程。從在美國奇異公司

的工程師工作中得到的啟示，到毅然回臺組建凝態

科學研究團隊，林院士以老鷹與雁行理論的例子，

來向與會新進人員說明組織團隊的重要性，並勉勵

大家在研究之路上要「勇於探索」，方能「築夢踏

實」！

而組成一個研究團隊可能遇到的狀況，包括資源的

取得、如何突破限制等，也是與會者們熱切關注

的。藉著相關領域組織介紹、研究計畫書撰寫、研

究成果發表管道、產學合作歷程及學門座談討論等

議題安排，現場各分組討論相當熱烈，為新進研究

人員解惑。

冀許在這兩天一夜的會議交流互動、汲取經驗後，

學術界的新血們能順利地加入並共同建構國內完整

的研究生態系，厚實臺灣科學研究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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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轉載│臺美奈米材料基礎科學研發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團隊

國科會與美國空軍基礎科學研究中心（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ce Research, AFOSR）的合作始於

2002年，一直以來維持良好而密切的合作關係，

共同致力於奈米科技的發展，且取得傑出的研究成

果。2021年起雙方研議新的研究議題，聯合徵求

計畫，共同發展奈米材料之新應用。

今(2022)年8月9至11日於線上舉行2022年臺美合

作計畫年度審查暨研究成果研討會，8月12日在臺

北南港六福萬怡酒店進行實體與線上混合會議，研

究人員報告研究成果及海報交流，促進雙方交流，

了解各計畫之進展，希望促成團隊外之新的合作。

臺美雙邊奈米科技研討會除了透過分享雙方在奈米

科技領域方面的最新發展、激發新的想法，不同期

程計畫也規劃不同之研究主題，本期之研究議題聚

焦於Topological and Qubit Materials、Novel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s、Biocompatible 

Nanomaterials、Machine Learning Guided 

Materials Research，鼓勵年輕的研究學者積極

參與，並尋求具前瞻性與獨特性的研究新方向與潛

在應用。

臺灣推動發展奈米科技研究迄今，已形成了許多跨

領域的傑出研究團隊，學術研究或專利發明有創新

性的成果，在國際上有極高能見度。國科會持續推

動與美國、歐盟之奈米科技國際合作計畫，連結國

際趨勢，厚實臺灣在奈米科學的能量。

2022年臺美合作計畫年度審查
暨研究成果研討會

2022.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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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2022.8.18-20

新研究課題的引入

今年大會主題之一「資訊科技融入物理教育」，特

邀請德國 Dr. Sebastian Staacks (RWTH Aachen 

U n i v e r s i t y )  進 行 視 訊 大 會 演 講 ， 主 題 為

「Smartphone experiments with phyphox」，

並以視訊方式舉行論壇與交流分享。

工作坊、壁報論文展示及評審、教材教具邀請演示

活動，及針對物理「教材教法」、「教案教具」、 

「教學研究與課程發展」的口頭論文發表，都是本

次會議與會者熱烈參與的重點。另外也配合高中探

究實作競賽，邀請 10 組獲金獎隊伍前來進行平行

場次發表。豐富多元的內容，引發參與的師生熱烈

迴響！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2022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期間，辦理「物

理教育學刊編輯委員會議」、「高中探究實作競賽

委員會議」、「會員大會」及「數位化科學競賽、

雙龍搶珠對抗賽競賽委員會」。大會演講分別邀請

專家學者針對「科學媒體素養」、「科學史融入新

課綱教學」、「EMI 物理教學」、及「跨領域教

學」議題提出精闢論述與分享如何精進創新。並針

對「Covid-19疫情線上教學」、「雙語物理教

學」、「108新課綱課程與考招」等物理教育主

題，邀請與談者進行論壇，藉由論壇方式進行互動

交流，使所有參與者激盪教與學間的火花。

新合作的建立

歷年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約僅 2-3 家廠商蒞會商展，

此次逢甲大學及學會理事長力邀許多廠商商展給予

大會支持，因此共計 6 家廠商前來設立攤位，3 家

廠商於會議手冊內放入宣傳文宣，並於會場中場休

息時播放各公司 3 分鐘商業宣傳影片，同時於大會

第二天晚宴時，邀請廠商(每家 2 位)一同參與會議

晚宴，製造與會人員與廠商人員間的交流，藉此提

升學會在商展方面的經費挹注。



影像重建技術的基本觀念介紹。講師群分別在蛋白

質結構分析、仿生材料、奈米藥物、藥物設計（糖

尿病及抗癌藥物）、紅外影像技術在早期癌症檢測

與精準醫療上之應用、及結合Google的AI平台進

行深度學習及機器學習之三維斷層掃瞄影像重建技

術的程式撰寫課程。

本屆暑期學校建立了學研單位的專家、學者、工程

師、及領域廣泛的青年學員（包括生命科學、生物

科技、機械、電子工程、化學、化工、臨床醫學、

材料、及綠能）之交流平台，交換研究心得，分享

科學、及實驗技術的知識。暑期學校亦產生未來可

能的合作關係，如國衛院抗癌藥物研發專家對於同

步輻射紅外影像技術在癌症早期篩檢的技術應可結

合藥物研發過程中的藥物有效性測試、清大生命科

第十一屆X光科學暑期學校─先進X光
光譜學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活動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第十一屆X光科學暑期學校2022/8/23~26假南投

日月潭教師會館舉辦，邀請生物醫學領域的專家學

者包含三位有庠獎得主(葉晨聖教授、謝達斌醫

師、及鄭有舜博士)及一位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伍

素瑩博士)得主分享利用同步輻射的研究成果及技

術的研發。開幕當日邀請“追光之旅”作者之一的

許火順博士講述同步輻射從草創到出光的過程，讓

年輕學員更了解台灣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是歷經多少

專家的爭取與努力才能有如今的規模，以及同步輻

射光源對於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性。本屆暑期學校

亦贈送每堂課積極參與討論的學員一本追光之旅。

講師深入淺出的介紹同步輻射技術包括X光的吸

收、蛋白質繞射、小角度散射、斷層掃瞄、紅外影

像、低溫電顯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及人工智慧在

2022.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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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的教授提出紅外光譜技術可以用來分析細胞中

是否具有硫醇鍵的分析、以及硬X光斷層掃瞄進行

奈米藥物治療惡性腫瘤之活體動物實驗的可行性評

估等議題的合作。

X光暑期學校課程中學者專家提出在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設立動物房以更有利於進行抗癌藥物的試驗與

開發，討論過程中與會者建議動物房的建立除了需

符合法規之外，亦應將降低動物實驗的需求、優化

實驗程序、以及其他方式替代動物實驗等以符合動

物實驗4R的建議，過程中讓年輕學員了解從事科

學研究不只注重成果亦需有社會責任的承擔。



影像重建技術的基本觀念介紹。講師群分別在蛋白

質結構分析、仿生材料、奈米藥物、藥物設計（糖

尿病及抗癌藥物）、紅外影像技術在早期癌症檢測

與精準醫療上之應用、及結合Google的AI平台進

行深度學習及機器學習之三維斷層掃瞄影像重建技

術的程式撰寫課程。

本屆暑期學校建立了學研單位的專家、學者、工程

師、及領域廣泛的青年學員（包括生命科學、生物

科技、機械、電子工程、化學、化工、臨床醫學、

材料、及綠能）之交流平台，交換研究心得，分享

科學、及實驗技術的知識。暑期學校亦產生未來可

能的合作關係，如國衛院抗癌藥物研發專家對於同

步輻射紅外影像技術在癌症早期篩檢的技術應可結

合藥物研發過程中的藥物有效性測試、清大生命科

第十一屆X光科學暑期學校2022/8/23~26假南投

日月潭教師會館舉辦，邀請生物醫學領域的專家學

者包含三位有庠獎得主(葉晨聖教授、謝達斌醫

師、及鄭有舜博士)及一位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伍

素瑩博士)得主分享利用同步輻射的研究成果及技

術的研發。開幕當日邀請“追光之旅”作者之一的

許火順博士講述同步輻射從草創到出光的過程，讓

年輕學員更了解台灣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是歷經多少

專家的爭取與努力才能有如今的規模，以及同步輻

射光源對於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性。本屆暑期學校

亦贈送每堂課積極參與討論的學員一本追光之旅。

講師深入淺出的介紹同步輻射技術包括X光的吸

收、蛋白質繞射、小角度散射、斷層掃瞄、紅外影

像、低溫電顯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及人工智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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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的教授提出紅外光譜技術可以用來分析細胞中

是否具有硫醇鍵的分析、以及硬X光斷層掃瞄進行

奈米藥物治療惡性腫瘤之活體動物實驗的可行性評

估等議題的合作。

X光暑期學校課程中學者專家提出在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設立動物房以更有利於進行抗癌藥物的試驗與

開發，討論過程中與會者建議動物房的建立除了需

符合法規之外，亦應將降低動物實驗的需求、優化

實驗程序、以及其他方式替代動物實驗等以符合動

物實驗4R的建議，過程中讓年輕學員了解從事科

學研究不只注重成果亦需有社會責任的承擔。



大災問─科教館防災科普市集活動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為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

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地球科學

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於2022年9月

18參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大災問-科教館防災

科普市集」進行擺攤。該主辦單位有鑑於臺灣位於

地震帶上，地震災害更成為威脅臺灣最嚴重的天然

災害之一；除此之外更常面臨豪雨帶來的土石沖

刷、淹水、土石流等危機，特將最新的防災、減災

知識，包含居家防災宣導、火場逃生宣導、防救災

能量展示及體驗、防災互動遊戲、活力充沛的救難

犬英雄、科學秀提供分享給社會大眾。

本次活動除了參加市集設攤外，也在館內1樓大廳

參與節目活動，當天上午10點到11點的時段則安

排了地科中心帶來的【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科普講

堂】，本次主要是一起來科普的活動方式進行，介

紹科普微電影是由國科會推動規劃及由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葉孟宛教授團隊製作後，開始播放第

一部「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在播放完畢後進

行第一階段的影片心得回饋與有獎徵答，現在家長

帶領著孩子們給予心得回饋，也在「我問你答」的

有獎徵答中獲得影片中科學家所帶來的成果資訊；

緊接著繼續播放第二部「風與海，我們的科學」，

播映後第二階段的影片心得回饋與「我問你答」

中，現場的大人與小孩更加熱情的舉手搶答，就在

愉快且熱情的互動中結束本次【一起來科普】的活

動。

在市集攤位內投影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影片，同時也請來攤

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同

時也提供拍照立牌給現場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來照

相，吸引許多民眾來攤位了解並掃描QR Code進

行觀看微電影，此次共收集了183份意見調查表。

參與「大災問-科教館防災科普市集」的主要目

標，一方面是藉由與其他單位的合作，推廣介紹科

普微電影至社會大眾，進而帶領來認識本土地球科

學相關領域的科學家與其科學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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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地科中心也能進一步了解在科普活動的推動還有

哪些需要加以精進並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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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18



為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

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地球科學

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於2022年9月

18參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大災問-科教館防災

科普市集」進行擺攤。該主辦單位有鑑於臺灣位於

地震帶上，地震災害更成為威脅臺灣最嚴重的天然

災害之一；除此之外更常面臨豪雨帶來的土石沖

刷、淹水、土石流等危機，特將最新的防災、減災

知識，包含居家防災宣導、火場逃生宣導、防救災

能量展示及體驗、防災互動遊戲、活力充沛的救難

犬英雄、科學秀提供分享給社會大眾。

本次活動除了參加市集設攤外，也在館內1樓大廳

參與節目活動，當天上午10點到11點的時段則安

排了地科中心帶來的【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科普講

堂】，本次主要是一起來科普的活動方式進行，介

紹科普微電影是由國科會推動規劃及由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葉孟宛教授團隊製作後，開始播放第

一部「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在播放完畢後進

行第一階段的影片心得回饋與有獎徵答，現在家長

帶領著孩子們給予心得回饋，也在「我問你答」的

有獎徵答中獲得影片中科學家所帶來的成果資訊；

緊接著繼續播放第二部「風與海，我們的科學」，

播映後第二階段的影片心得回饋與「我問你答」

中，現場的大人與小孩更加熱情的舉手搶答，就在

愉快且熱情的互動中結束本次【一起來科普】的活

動。

在市集攤位內投影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影片，同時也請來攤

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同

時也提供拍照立牌給現場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來照

相，吸引許多民眾來攤位了解並掃描QR Code進

行觀看微電影，此次共收集了183份意見調查表。

參與「大災問-科教館防災科普市集」的主要目

標，一方面是藉由與其他單位的合作，推廣介紹科

普微電影至社會大眾，進而帶領來認識本土地球科

學相關領域的科學家與其科學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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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地科中心也能進一步了解在科普活動的推動還有

哪些需要加以精進並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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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科學節  全民一起玩科學

授權轉載│IYBSSD 2022 in Taiwan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Go科技，創意賽恩思」科學嘉年華於111

年9月25日上午9時至下午1時，在雲林縣政府與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攜手合作下，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

熱鬧展開，吸引了許多縣民及中小學師生到場參

與。現場設置51個科學遊戲攤位，涵蓋物理、化

學、生物、數學及新興科技等。此次科學園遊會由

虎尾國中王昇燦校長協助規畫，並由雲林縣內包含

安慶國小、元長國小、成功國小…等18所各級學

校、國立虎尾高級中學的10個攤位支援、雲林縣

內6所生活科技及自造中心、科教館和科博館。本

校的精密機械科五專部1-3年級學生共60員自願來

當志工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活動來訓練自己解說的敘

事的能力。雲林縣長張麗善非常感謝科教館、科博

館、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及財團法人豐

泰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臺北市立

大學科學學習中心、國立虎尾高級中學等單位的協

助與贊助，讓活動得以順利圓滿推動。

校長張信良教授指示，響應聯合國訂定2022年為

「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IYBSSD」，由虎

科大率先領導本校科普團隊一同為基礎科學推廣系

列活動揭開序幕，並以雲林科學節以「扎根科學，

永續台灣」使民眾瞭解基礎科學與永續發展密不可

分的關聯，並符合台灣系列四大核心主題包含科學

平權、科學啟蒙、全民參與和國際連結。

「雲林Go科技，創意賽恩思」科學嘉年華活動，

在安慶國小節令鼓表演、虎科大熱舞社表演及

Encore薩克斯風樂團曲風演奏下揭開序幕，現場

結合由臺北開下來的的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行動科

教館巡迴車及3D低碳行動電影院科學車。各攤位

關主均卯足全力精心設計各項闖關主題，透過生活

化動手操作，啟發全民對科學的嶄新看法、興趣及

創作精神。現場更有豐富的獎品，闖關者集滿20

關即可到服務台以摸彩方式領取獎品。成功國小利

用光柵的效應以仿生來介紹紫斑蝶及保育的概念。

誠正國小以科技的運用記錄了校園生物的多樣性，

提供學生認識校園中動植物。建國科技中心則以擴

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來走訪廟宇，走入朝天

2022.9.25

宮認識在地文化及現代智能科技。還有許多和機器

人感測器、康達效應、慣性、電子電路、電磁特

性、力學能守恆…等現象。活動的開幕式則由本校

吳添全老師所設計之空氣砲讓所有來賓一同敲擊出

眾多煙圈來開啟活動的序幕。

教育處邱孝文處長也表示，希望透過「雲林Go科

技，創意賽恩思」科學嘉年華系列活動，期待在透

過動手操作的科學遊戲闖關活動中，能啟發家長與

學校師生對科學的正確觀念、興趣及創作精神，不

再害怕科學領域的學科，讓生活科學教育可以更為

普及推廣，提升科學教育植根雲林中小學的目標，

也讓更多民眾、親子及學校師生藉由參觀、體驗實

作歷程，認識科教館與雲林縣在科學與科技教育的

推展情形及發展應用，啟發本縣中小學師生對科學

的探究興趣，讓科學與科技知識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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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Go科技，創意賽恩思」科學嘉年華於111

年9月25日上午9時至下午1時，在雲林縣政府與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攜手合作下，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

熱鬧展開，吸引了許多縣民及中小學師生到場參

與。現場設置51個科學遊戲攤位，涵蓋物理、化

學、生物、數學及新興科技等。此次科學園遊會由

虎尾國中王昇燦校長協助規畫，並由雲林縣內包含

安慶國小、元長國小、成功國小…等18所各級學

校、國立虎尾高級中學的10個攤位支援、雲林縣

內6所生活科技及自造中心、科教館和科博館。本

校的精密機械科五專部1-3年級學生共60員自願來

當志工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活動來訓練自己解說的敘

事的能力。雲林縣長張麗善非常感謝科教館、科博

館、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及財團法人豐

泰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臺北市立

大學科學學習中心、國立虎尾高級中學等單位的協

助與贊助，讓活動得以順利圓滿推動。

校長張信良教授指示，響應聯合國訂定2022年為

「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IYBSSD」，由虎

科大率先領導本校科普團隊一同為基礎科學推廣系

列活動揭開序幕，並以雲林科學節以「扎根科學，

永續台灣」使民眾瞭解基礎科學與永續發展密不可

分的關聯，並符合台灣系列四大核心主題包含科學

平權、科學啟蒙、全民參與和國際連結。

「雲林Go科技，創意賽恩思」科學嘉年華活動，

在安慶國小節令鼓表演、虎科大熱舞社表演及

Encore薩克斯風樂團曲風演奏下揭開序幕，現場

結合由臺北開下來的的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行動科

教館巡迴車及3D低碳行動電影院科學車。各攤位

關主均卯足全力精心設計各項闖關主題，透過生活

化動手操作，啟發全民對科學的嶄新看法、興趣及

創作精神。現場更有豐富的獎品，闖關者集滿20

關即可到服務台以摸彩方式領取獎品。成功國小利

用光柵的效應以仿生來介紹紫斑蝶及保育的概念。

誠正國小以科技的運用記錄了校園生物的多樣性，

提供學生認識校園中動植物。建國科技中心則以擴

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來走訪廟宇，走入朝天

宮認識在地文化及現代智能科技。還有許多和機器

人感測器、康達效應、慣性、電子電路、電磁特

性、力學能守恆…等現象。活動的開幕式則由本校

吳添全老師所設計之空氣砲讓所有來賓一同敲擊出

眾多煙圈來開啟活動的序幕。

教育處邱孝文處長也表示，希望透過「雲林Go科

技，創意賽恩思」科學嘉年華系列活動，期待在透

過動手操作的科學遊戲闖關活動中，能啟發家長與

學校師生對科學的正確觀念、興趣及創作精神，不

再害怕科學領域的學科，讓生活科學教育可以更為

普及推廣，提升科學教育植根雲林中小學的目標，

也讓更多民眾、親子及學校師生藉由參觀、體驗實

作歷程，認識科教館與雲林縣在科學與科技教育的

推展情形及發展應用，啟發本縣中小學師生對科學

的探究興趣，讓科學與科技知識紮根。



───────────────────────────────

臺灣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對於影響人類甚鉅的氣
候變遷不能置身事外。國內學界早年已有相關研
究，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們的影響，在國科會的支持
下，於2009年底開始推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計畫，由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擔任辦公室統籌運作。十多年下來，累積
了不少成果與應用服務。透過此次專訪TCCIP著力
甚多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林李耀副主任、以
及氣候變遷組的陳永明組長，我們期待更瞭解
TCCIP平台的使命與願景。
───────────────────────────────

組成氣候變遷科學跨域整合平台

身為TCCIP成立推手之一，以大氣科學及劇烈天氣

系統研究見長的林李耀副主任表示，臺灣所處的地

理位置，可說是一個氣候變遷的實驗場。國內長期

累積了許多氣候觀測資料，也與日本等鄰近國家合

作，獲取共同資料，不過早期對於氣候變遷的觀念

還不普及，資料不但缺乏整合，也缺少在地觀點。

因此設立平台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要更有系統地

整合來自國內外各界的資料；第二個目的則是未來

希望將這些資料能更有效地運用，並適用於臺灣。

陳永明組長進一步提到，過去所蒐集到的氣候數據

資料必須適度調整，將資料尺度由全球區域降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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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對抗氣候變遷
用行動找出永續之路
18世紀的工業革命，使人類社會與經濟迅速發展，然而也間接導致了氣候劇烈變化。近幾十
年，全球暖化幅度急遽升高，自然資源耗竭、糧食生產與分配不均，不少生物更瀕臨滅絕危
機！因此，人們開始反思如何拯救日漸「失控」的地球。在1987年的第42屆聯合國大會上，
《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揭櫫了「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此外，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也在1988年成立，並於1990年首度發表全球氣候變
化評估報告，為後續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氣候行動綱領訂立了基礎。而因應
氣候變遷的實際行動，正是永續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憑藉全球各國攜手為環境與社會永續努力、並逐步建構出的共識及基礎，聯合國將2022年訂
為「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IYBSSD)，期待進一步應用基礎科學成果，改善我們的
生活及環境。臺灣不僅響應IYBSSD而規劃及舉辦一系列推廣活動，也累積了不少基礎科學的
成就，氣候變遷的研究與調適行動乃是其中一環！國內學術研究領域在氣候變遷與永續等關
鍵議題中的長期耕耘，是值得我們深入回顧及展望的。

灣的範圍，方能妥善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當中。除

了科學面的資料整合應用，另一方面是配合政策面

的「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綱領」，支援國科

會進行使用者為導向的氣候變遷科學服務。

為了達成前述目的，TCCIP匯集了政府部門及學研

界的力量，如大氣與海洋相關系所院校、中研院、

氣象局等，以及在氣候變化下可能為領域內帶來影

響的農委會、水利署、疾管署等公部門，進行跨領

域的資料整合及技術合作，推估氣候及評估衝擊。

其次再針對不同的使用對象做成果的轉譯，推出各

項實務應用及推廣服務。陳組長說，藉著這整個

TCCIP團隊底下的分工與互助，已然縮短了產、

官、學、研界彼此的距離。

我們如何知道氣候真的在變化？

TCCIP主要的服務之一，是在包括中研院環境變遷

中心許晃雄研究員等人的指導下，彙整聯合國政府

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並加入臺灣的氣候現況資料，推出「臺灣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不僅掌握全球面對氣候變遷的適

應趨勢，也經由國內外氣候報告的推廣解讀，增加

各界與大眾關於氣候科學的知識，以冀強化社會對

氣候風險的調適、復原，並降低脆弱度。

近年來，企業在氣候議題下，也開始重視氣候變遷

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因此TCCIP的服務應用層面變

得更加廣泛。如企業減碳、氣候風險財務揭露等，

雖非TCCIP的主要任務，但基於協助產業的立場，

皆會提供相關資料數據讓企業分析與研判，做出風

險評估的相關決策。

TCCIP的服務對象除了政府、學研界、產業之外，

更包括一般社會大眾；林副主任強調：「我們必須

把資料送到對的人身上！」不過如何讓一般民眾對

氣候變遷有感？陳組長坦言是有難度的。因此在團

隊的腦力激盪下，TCCIP將氣候資料及研究成果加

值，服務內容不斷推陳出新，如推估民眾居住地

2050年環境變化的「未來明信片」、讓各行各業

因應氣候衝擊使用的「調適百寶箱」等。近期更推

出了Podcast節目《氣候搖滾同學會》，從貼近生

活的角度切入，分享關於氣候變遷的科普知識，使

民眾更深刻瞭解未來的影響。

做好氣候調適以讓環境永續發展

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乃是一系列應對的方法；訂定防災及

永續發展相關規範也逐漸成為國際趨勢。在臺灣，

氣候變遷已不再是個遙遠的概念，如季節降雨量稀

少帶來的缺水危機、夏季愈趨炎熱造成用電量大增

的缺電問題，或是衍生的能源分配、甚至社會正義

議題，近年來屢屢可見。專精於大氣科學及災害管

理的陳組長舉例，如單就防災的角度試著解決問

題，在海岸築起堤防雖能防止沿海地區的水患，但

以永續的角度而言是不當的。林副主任則因此強

調，氣候調適必須通盤考量。

當前政府已著手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法條中

特別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加入，而整

合研究資料後的TCCIP，從國科會科學團隊的角

度，協助政府各部會針對氣候變遷議題下的科學資

訊提供，協助部會與調適領域研擬「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TCCIP持續對政府、產業及民眾

等對象提供氣候科學與調適服務，以逐步落實氣候

韌性發展(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像

與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協助新竹縣新豐鄉的旱田直播

操作、或是曾文溪流域因應氣候極端事件之洪峰調

適實驗，都是過去已有成效的調適案例。現階段更

因應需求，朝著以小尺度的社區調適做為努力的方

向。

隨著臺灣各層面的氣候資料建構漸趨完善，臺灣在

國際上也開始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陳組長分

析，全球有許多國家、組織皆在進行氣候變遷模式

的研究與資料累積，但臺灣因所處的區域特性及豐

富的地形，一些可觀測到的氣候現象，如颱風的侵

襲過程與路徑變化、區域瞬間降雨量、乃至如莫拉

克風災的極端天氣事件等，不少國家的研究單位都

很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林副主任也提到，我們的成

果和技術輸出給其他國家、地區做參考，如東南亞

區域等，亦達到了區域共享的概念。

期望理念擴散後的關鍵「行動」

從2009年11月開始，到2022年7月的前面三期的

計畫執行完畢後，TCCIP豐碩的階段性整合及推廣

成果，曾獲得如「國家永續發展獎」等諸多肯定！

在執行平台計畫如此多年的時間，當然也遇到了不

少困難，尤其大尺度的氣候資料套進小尺度區域

時，其精確度也必須細緻化，這是需要不斷克服的

地方。另外，跨領域的溝通、轉譯和經驗的傳遞是

極為重要卻也極不容易的，因此資料轉譯的工作訓

練在這樣的組織裡，就如同身在「戰場」一般！

而談到相關人才培育，林副主任認為，由於TCCIP

的組成來自各界，背景相當多元，各領域的人才把

解決該領域問題的想法帶進TCCIP平台來，此時平

台的角色就類似「加速器」。經由平台提供資料、

工具與方法，這些人才再逆向式地將氣候調適等概

念與做法回饋至各個專業領域及單位，使構想得以

落實。這樣的理念擴散，也是TCCIP期望的方向之

一。

氣候變遷是一個逐漸變動的長期進程，進入第四期

計畫，並有專法的推動支持，「壓力反而更大！」

陳組長這麼說。TCCIP擔任跨介面整合的核心角

色，除了持續與國際同步，調整氣候風險之評估，

下一個階段則要讓國内的調適資料更加完備；其

次，是建立完整的氣候科學研究生態系。對談的尾

聲，陳組長特別介紹了一旁看板上的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吉祥物「Ready狗」，面對關乎人類存續

的氣候變遷，當一切已準備好，最重要的還是需要

有更多人一同響應，從「因應」變成刻不容緩的

「行動」！



做好調適
帶領臺灣迎戰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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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灣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對於影響人類甚鉅的氣
候變遷不能置身事外。國內學界早年已有相關研
究，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們的影響，在國科會的支持
下，於2009年底開始推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計畫，由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擔任辦公室統籌運作。十多年下來，累積
了不少成果與應用服務。透過此次專訪TCCIP著力
甚多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林李耀副主任、以
及氣候變遷組的陳永明組長，我們期待更瞭解
TCCIP平台的使命與願景。
───────────────────────────────

組成氣候變遷科學跨域整合平台

身為TCCIP成立推手之一，以大氣科學及劇烈天氣

系統研究見長的林李耀副主任表示，臺灣所處的地

理位置，可說是一個氣候變遷的實驗場。國內長期

累積了許多氣候觀測資料，也與日本等鄰近國家合

作，獲取共同資料，不過早期對於氣候變遷的觀念

還不普及，資料不但缺乏整合，也缺少在地觀點。

因此設立平台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要更有系統地

整合來自國內外各界的資料；第二個目的則是未來

希望將這些資料能更有效地運用，並適用於臺灣。

陳永明組長進一步提到，過去所蒐集到的氣候數據

資料必須適度調整，將資料尺度由全球區域降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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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範圍，方能妥善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當中。除

了科學面的資料整合應用，另一方面是配合政策面

的「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綱領」，支援國科

會進行使用者為導向的氣候變遷科學服務。

為了達成前述目的，TCCIP匯集了政府部門及學研

界的力量，如大氣與海洋相關系所院校、中研院、

氣象局等，以及在氣候變化下可能為領域內帶來影

響的農委會、水利署、疾管署等公部門，進行跨領

域的資料整合及技術合作，推估氣候及評估衝擊。

其次再針對不同的使用對象做成果的轉譯，推出各

項實務應用及推廣服務。陳組長說，藉著這整個

TCCIP團隊底下的分工與互助，已然縮短了產、

官、學、研界彼此的距離。

我們如何知道氣候真的在變化？

TCCIP主要的服務之一，是在包括中研院環境變遷

中心許晃雄研究員等人的指導下，彙整聯合國政府

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並加入臺灣的氣候現況資料，推出「臺灣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不僅掌握全球面對氣候變遷的適

應趨勢，也經由國內外氣候報告的推廣解讀，增加

各界與大眾關於氣候科學的知識，以冀強化社會對

氣候風險的調適、復原，並降低脆弱度。

近年來，企業在氣候議題下，也開始重視氣候變遷

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因此TCCIP的服務應用層面變

得更加廣泛。如企業減碳、氣候風險財務揭露等，

雖非TCCIP的主要任務，但基於協助產業的立場，

皆會提供相關資料數據讓企業分析與研判，做出風

險評估的相關決策。

TCCIP的服務對象除了政府、學研界、產業之外，

更包括一般社會大眾；林副主任強調：「我們必須

把資料送到對的人身上！」不過如何讓一般民眾對

氣候變遷有感？陳組長坦言是有難度的。因此在團

隊的腦力激盪下，TCCIP將氣候資料及研究成果加

值，服務內容不斷推陳出新，如推估民眾居住地

2050年環境變化的「未來明信片」、讓各行各業

因應氣候衝擊使用的「調適百寶箱」等。近期更推

出了Podcast節目《氣候搖滾同學會》，從貼近生

活的角度切入，分享關於氣候變遷的科普知識，使

民眾更深刻瞭解未來的影響。

做好氣候調適以讓環境永續發展

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乃是一系列應對的方法；訂定防災及

永續發展相關規範也逐漸成為國際趨勢。在臺灣，

氣候變遷已不再是個遙遠的概念，如季節降雨量稀

少帶來的缺水危機、夏季愈趨炎熱造成用電量大增

的缺電問題，或是衍生的能源分配、甚至社會正義

議題，近年來屢屢可見。專精於大氣科學及災害管

理的陳組長舉例，如單就防災的角度試著解決問

題，在海岸築起堤防雖能防止沿海地區的水患，但

以永續的角度而言是不當的。林副主任則因此強

調，氣候調適必須通盤考量。

當前政府已著手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法條中

特別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加入，而整

合研究資料後的TCCIP，從國科會科學團隊的角

度，協助政府各部會針對氣候變遷議題下的科學資

訊提供，協助部會與調適領域研擬「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TCCIP持續對政府、產業及民眾

等對象提供氣候科學與調適服務，以逐步落實氣候

韌性發展(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像

與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協助新竹縣新豐鄉的旱田直播

操作、或是曾文溪流域因應氣候極端事件之洪峰調

適實驗，都是過去已有成效的調適案例。現階段更

因應需求，朝著以小尺度的社區調適做為努力的方

向。

隨著臺灣各層面的氣候資料建構漸趨完善，臺灣在

國際上也開始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陳組長分

析，全球有許多國家、組織皆在進行氣候變遷模式

的研究與資料累積，但臺灣因所處的區域特性及豐

富的地形，一些可觀測到的氣候現象，如颱風的侵

襲過程與路徑變化、區域瞬間降雨量、乃至如莫拉

克風災的極端天氣事件等，不少國家的研究單位都

很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林副主任也提到，我們的成

果和技術輸出給其他國家、地區做參考，如東南亞

區域等，亦達到了區域共享的概念。

期望理念擴散後的關鍵「行動」

從2009年11月開始，到2022年7月的前面三期的

計畫執行完畢後，TCCIP豐碩的階段性整合及推廣

成果，曾獲得如「國家永續發展獎」等諸多肯定！

在執行平台計畫如此多年的時間，當然也遇到了不

少困難，尤其大尺度的氣候資料套進小尺度區域

時，其精確度也必須細緻化，這是需要不斷克服的

地方。另外，跨領域的溝通、轉譯和經驗的傳遞是

極為重要卻也極不容易的，因此資料轉譯的工作訓

練在這樣的組織裡，就如同身在「戰場」一般！

而談到相關人才培育，林副主任認為，由於TCCIP

的組成來自各界，背景相當多元，各領域的人才把

解決該領域問題的想法帶進TCCIP平台來，此時平

台的角色就類似「加速器」。經由平台提供資料、

工具與方法，這些人才再逆向式地將氣候調適等概

念與做法回饋至各個專業領域及單位，使構想得以

落實。這樣的理念擴散，也是TCCIP期望的方向之

一。

氣候變遷是一個逐漸變動的長期進程，進入第四期

計畫，並有專法的推動支持，「壓力反而更大！」

陳組長這麼說。TCCIP擔任跨介面整合的核心角

色，除了持續與國際同步，調整氣候風險之評估，

下一個階段則要讓國内的調適資料更加完備；其

次，是建立完整的氣候科學研究生態系。對談的尾

聲，陳組長特別介紹了一旁看板上的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吉祥物「Ready狗」，面對關乎人類存續

的氣候變遷，當一切已準備好，最重要的還是需要

有更多人一同響應，從「因應」變成刻不容緩的

「行動」！

圖1│著力TCCIP甚多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林李耀副主任(左)、氣候變遷組陳永明組長(右)。                                                                                                             

專訪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



───────────────────────────────

臺灣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對於影響人類甚鉅的氣
候變遷不能置身事外。國內學界早年已有相關研
究，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們的影響，在國科會的支持
下，於2009年底開始推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計畫，由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擔任辦公室統籌運作。十多年下來，累積
了不少成果與應用服務。透過此次專訪TCCIP著力
甚多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林李耀副主任、以
及氣候變遷組的陳永明組長，我們期待更瞭解
TCCIP平台的使命與願景。
───────────────────────────────

組成氣候變遷科學跨域整合平台

身為TCCIP成立推手之一，以大氣科學及劇烈天氣

系統研究見長的林李耀副主任表示，臺灣所處的地

理位置，可說是一個氣候變遷的實驗場。國內長期

累積了許多氣候觀測資料，也與日本等鄰近國家合

作，獲取共同資料，不過早期對於氣候變遷的觀念

還不普及，資料不但缺乏整合，也缺少在地觀點。

因此設立平台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要更有系統地

整合來自國內外各界的資料；第二個目的則是未來

希望將這些資料能更有效地運用，並適用於臺灣。

陳永明組長進一步提到，過去所蒐集到的氣候數據

資料必須適度調整，將資料尺度由全球區域降至臺

灣的範圍，方能妥善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當中。除

了科學面的資料整合應用，另一方面是配合政策面

的「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綱領」，支援國科

會進行使用者為導向的氣候變遷科學服務。

為了達成前述目的，TCCIP匯集了政府部門及學研

界的力量，如大氣與海洋相關系所院校、中研院、

氣象局等，以及在氣候變化下可能為領域內帶來影

響的農委會、水利署、疾管署等公部門，進行跨領

域的資料整合及技術合作，推估氣候及評估衝擊。

其次再針對不同的使用對象做成果的轉譯，推出各

項實務應用及推廣服務。陳組長說，藉著這整個

TCCIP團隊底下的分工與互助，已然縮短了產、

官、學、研界彼此的距離。

我們如何知道氣候真的在變化？

TCCIP主要的服務之一，是在包括中研院環境變遷

中心許晃雄研究員等人的指導下，彙整聯合國政府

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並加入臺灣的氣候現況資料，推出「臺灣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不僅掌握全球面對氣候變遷的適

應趨勢，也經由國內外氣候報告的推廣解讀，增加

各界與大眾關於氣候科學的知識，以冀強化社會對

氣候風險的調適、復原，並降低脆弱度。

近年來，企業在氣候議題下，也開始重視氣候變遷

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因此TCCIP的服務應用層面變

得更加廣泛。如企業減碳、氣候風險財務揭露等，

雖非TCCIP的主要任務，但基於協助產業的立場，

皆會提供相關資料數據讓企業分析與研判，做出風

險評估的相關決策。

TCCIP的服務對象除了政府、學研界、產業之外，

更包括一般社會大眾；林副主任強調：「我們必須

把資料送到對的人身上！」不過如何讓一般民眾對

氣候變遷有感？陳組長坦言是有難度的。因此在團

隊的腦力激盪下，TCCIP將氣候資料及研究成果加

值，服務內容不斷推陳出新，如推估民眾居住地

2050年環境變化的「未來明信片」、讓各行各業

因應氣候衝擊使用的「調適百寶箱」等。近期更推

出了Podcast節目《氣候搖滾同學會》，從貼近生

活的角度切入，分享關於氣候變遷的科普知識，使

民眾更深刻瞭解未來的影響。

做好氣候調適以讓環境永續發展

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乃是一系列應對的方法；訂定防災及

永續發展相關規範也逐漸成為國際趨勢。在臺灣，

氣候變遷已不再是個遙遠的概念，如季節降雨量稀

少帶來的缺水危機、夏季愈趨炎熱造成用電量大增

的缺電問題，或是衍生的能源分配、甚至社會正義

議題，近年來屢屢可見。專精於大氣科學及災害管

理的陳組長舉例，如單就防災的角度試著解決問

題，在海岸築起堤防雖能防止沿海地區的水患，但

以永續的角度而言是不當的。林副主任則因此強

調，氣候調適必須通盤考量。

當前政府已著手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法條中

特別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加入，而整

合研究資料後的TCCIP，從國科會科學團隊的角

度，協助政府各部會針對氣候變遷議題下的科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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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供，協助部會與調適領域研擬「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TCCIP持續對政府、產業及民眾

等對象提供氣候科學與調適服務，以逐步落實氣候

韌性發展(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像

與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協助新竹縣新豐鄉的旱田直播

操作、或是曾文溪流域因應氣候極端事件之洪峰調

適實驗，都是過去已有成效的調適案例。現階段更

因應需求，朝著以小尺度的社區調適做為努力的方

向。

隨著臺灣各層面的氣候資料建構漸趨完善，臺灣在

國際上也開始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陳組長分

析，全球有許多國家、組織皆在進行氣候變遷模式

的研究與資料累積，但臺灣因所處的區域特性及豐

富的地形，一些可觀測到的氣候現象，如颱風的侵

襲過程與路徑變化、區域瞬間降雨量、乃至如莫拉

克風災的極端天氣事件等，不少國家的研究單位都

很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林副主任也提到，我們的成

果和技術輸出給其他國家、地區做參考，如東南亞

區域等，亦達到了區域共享的概念。

期望理念擴散後的關鍵「行動」

從2009年11月開始，到2022年7月的前面三期的

計畫執行完畢後，TCCIP豐碩的階段性整合及推廣

成果，曾獲得如「國家永續發展獎」等諸多肯定！

在執行平台計畫如此多年的時間，當然也遇到了不

少困難，尤其大尺度的氣候資料套進小尺度區域

時，其精確度也必須細緻化，這是需要不斷克服的

地方。另外，跨領域的溝通、轉譯和經驗的傳遞是

極為重要卻也極不容易的，因此資料轉譯的工作訓

練在這樣的組織裡，就如同身在「戰場」一般！

而談到相關人才培育，林副主任認為，由於TCCIP

的組成來自各界，背景相當多元，各領域的人才把

解決該領域問題的想法帶進TCCIP平台來，此時平

台的角色就類似「加速器」。經由平台提供資料、

工具與方法，這些人才再逆向式地將氣候調適等概

念與做法回饋至各個專業領域及單位，使構想得以

落實。這樣的理念擴散，也是TCCIP期望的方向之

一。

氣候變遷是一個逐漸變動的長期進程，進入第四期

計畫，並有專法的推動支持，「壓力反而更大！」

陳組長這麼說。TCCIP擔任跨介面整合的核心角

色，除了持續與國際同步，調整氣候風險之評估，

下一個階段則要讓國内的調適資料更加完備；其

次，是建立完整的氣候科學研究生態系。對談的尾

聲，陳組長特別介紹了一旁看板上的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吉祥物「Ready狗」，面對關乎人類存續

的氣候變遷，當一切已準備好，最重要的還是需要

有更多人一同響應，從「因應」變成刻不容緩的

「行動」！

圖3│在線上音樂串流媒體平台刊播的「氣候搖滾同學會」
Podcast節目。

圖2│TCCIP網站中推出的「未來明信片」互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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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對於影響人類甚鉅的氣
候變遷不能置身事外。國內學界早年已有相關研
究，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們的影響，在國科會的支持
下，於2009年底開始推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計畫，由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擔任辦公室統籌運作。十多年下來，累積
了不少成果與應用服務。透過此次專訪TCCIP著力
甚多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林李耀副主任、以
及氣候變遷組的陳永明組長，我們期待更瞭解
TCCIP平台的使命與願景。
───────────────────────────────

組成氣候變遷科學跨域整合平台

身為TCCIP成立推手之一，以大氣科學及劇烈天氣

系統研究見長的林李耀副主任表示，臺灣所處的地

理位置，可說是一個氣候變遷的實驗場。國內長期

累積了許多氣候觀測資料，也與日本等鄰近國家合

作，獲取共同資料，不過早期對於氣候變遷的觀念

還不普及，資料不但缺乏整合，也缺少在地觀點。

因此設立平台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要更有系統地

整合來自國內外各界的資料；第二個目的則是未來

希望將這些資料能更有效地運用，並適用於臺灣。

陳永明組長進一步提到，過去所蒐集到的氣候數據

資料必須適度調整，將資料尺度由全球區域降至臺

灣的範圍，方能妥善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當中。除

了科學面的資料整合應用，另一方面是配合政策面

的「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綱領」，支援國科

會進行使用者為導向的氣候變遷科學服務。

為了達成前述目的，TCCIP匯集了政府部門及學研

界的力量，如大氣與海洋相關系所院校、中研院、

氣象局等，以及在氣候變化下可能為領域內帶來影

響的農委會、水利署、疾管署等公部門，進行跨領

域的資料整合及技術合作，推估氣候及評估衝擊。

其次再針對不同的使用對象做成果的轉譯，推出各

項實務應用及推廣服務。陳組長說，藉著這整個

TCCIP團隊底下的分工與互助，已然縮短了產、

官、學、研界彼此的距離。

我們如何知道氣候真的在變化？

TCCIP主要的服務之一，是在包括中研院環境變遷

中心許晃雄研究員等人的指導下，彙整聯合國政府

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並加入臺灣的氣候現況資料，推出「臺灣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不僅掌握全球面對氣候變遷的適

應趨勢，也經由國內外氣候報告的推廣解讀，增加

各界與大眾關於氣候科學的知識，以冀強化社會對

氣候風險的調適、復原，並降低脆弱度。

近年來，企業在氣候議題下，也開始重視氣候變遷

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因此TCCIP的服務應用層面變

得更加廣泛。如企業減碳、氣候風險財務揭露等，

雖非TCCIP的主要任務，但基於協助產業的立場，

皆會提供相關資料數據讓企業分析與研判，做出風

險評估的相關決策。

TCCIP的服務對象除了政府、學研界、產業之外，

更包括一般社會大眾；林副主任強調：「我們必須

把資料送到對的人身上！」不過如何讓一般民眾對

氣候變遷有感？陳組長坦言是有難度的。因此在團

隊的腦力激盪下，TCCIP將氣候資料及研究成果加

值，服務內容不斷推陳出新，如推估民眾居住地

2050年環境變化的「未來明信片」、讓各行各業

因應氣候衝擊使用的「調適百寶箱」等。近期更推

出了Podcast節目《氣候搖滾同學會》，從貼近生

活的角度切入，分享關於氣候變遷的科普知識，使

民眾更深刻瞭解未來的影響。

做好氣候調適以讓環境永續發展

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乃是一系列應對的方法；訂定防災及

永續發展相關規範也逐漸成為國際趨勢。在臺灣，

氣候變遷已不再是個遙遠的概念，如季節降雨量稀

少帶來的缺水危機、夏季愈趨炎熱造成用電量大增

的缺電問題，或是衍生的能源分配、甚至社會正義

議題，近年來屢屢可見。專精於大氣科學及災害管

理的陳組長舉例，如單就防災的角度試著解決問

題，在海岸築起堤防雖能防止沿海地區的水患，但

以永續的角度而言是不當的。林副主任則因此強

調，氣候調適必須通盤考量。

當前政府已著手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法條中

特別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加入，而整

合研究資料後的TCCIP，從國科會科學團隊的角

度，協助政府各部會針對氣候變遷議題下的科學資

訊提供，協助部會與調適領域研擬「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TCCIP持續對政府、產業及民眾

等對象提供氣候科學與調適服務，以逐步落實氣候

韌性發展(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像

與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協助新竹縣新豐鄉的旱田直播

操作、或是曾文溪流域因應氣候極端事件之洪峰調

適實驗，都是過去已有成效的調適案例。現階段更

因應需求，朝著以小尺度的社區調適做為努力的方

向。

隨著臺灣各層面的氣候資料建構漸趨完善，臺灣在

國際上也開始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陳組長分

析，全球有許多國家、組織皆在進行氣候變遷模式

的研究與資料累積，但臺灣因所處的區域特性及豐

富的地形，一些可觀測到的氣候現象，如颱風的侵

襲過程與路徑變化、區域瞬間降雨量、乃至如莫拉

克風災的極端天氣事件等，不少國家的研究單位都

很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林副主任也提到，我們的成

果和技術輸出給其他國家、地區做參考，如東南亞

區域等，亦達到了區域共享的概念。

期望理念擴散後的關鍵「行動」

從2009年11月開始，到2022年7月的前面三期的

計畫執行完畢後，TCCIP豐碩的階段性整合及推廣

成果，曾獲得如「國家永續發展獎」等諸多肯定！

在執行平台計畫如此多年的時間，當然也遇到了不

少困難，尤其大尺度的氣候資料套進小尺度區域

時，其精確度也必須細緻化，這是需要不斷克服的

地方。另外，跨領域的溝通、轉譯和經驗的傳遞是

極為重要卻也極不容易的，因此資料轉譯的工作訓

練在這樣的組織裡，就如同身在「戰場」一般！

而談到相關人才培育，林副主任認為，由於TCCIP

的組成來自各界，背景相當多元，各領域的人才把

解決該領域問題的想法帶進TCCIP平台來，此時平

台的角色就類似「加速器」。經由平台提供資料、

工具與方法，這些人才再逆向式地將氣候調適等概

念與做法回饋至各個專業領域及單位，使構想得以

落實。這樣的理念擴散，也是TCCIP期望的方向之

一。

氣候變遷是一個逐漸變動的長期進程，進入第四期

計畫，並有專法的推動支持，「壓力反而更大！」

陳組長這麼說。TCCIP擔任跨介面整合的核心角

色，除了持續與國際同步，調整氣候風險之評估，

下一個階段則要讓國内的調適資料更加完備；其

次，是建立完整的氣候科學研究生態系。對談的尾

聲，陳組長特別介紹了一旁看板上的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吉祥物「Ready狗」，面對關乎人類存續

的氣候變遷，當一切已準備好，最重要的還是需要

有更多人一同響應，從「因應」變成刻不容緩的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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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CESM1)為基礎，發展臺灣

地球系統模式(TaiESM1)，臺灣地球系統模式好比

一個模擬地球的電腦遊戲，也可以說是地球系統的

數位孿生，該模式針對多個部分進行修改，其中包

含了對流與雲量、雲微物理與氣膠、地表輻射、海

氣交互作用等等，模式在全球三十七個中排名第

八，到底是如何研究，用相較國外略少的人力與發

展時間，就有不錯的結果?許晃雄很直白的分享到

並非特意以某些角度切入，而是受限於人力的不

足，依照當時人員的研究專長，選擇可以著手的部

分。讓人感佩於在劣勢的狀況中，能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將侷限性轉化成對於重點的深入鑽研。

「十一年前，我們宣稱要造一部臺灣從來沒有的

車；如今，原型車製造完成，它的評比、效能，不

比其他差，在各國都在推陳出新的同時，我們也是

要讓我們的模式再更近一步的翻修，讓它變得更

好，現在大家有經驗了，可以將以前沒辦法抽換的

地方整個抽換掉。我們要將房車變成電動跑車，在

世界上能一拚高下。」

除了從一百公里解析度了解全球的變化，也有高解

析大氣模式(HiRAM)針對更小尺度的天氣系統的未

來推測，將資料提供給區域模式，降尺度到符合臺

灣的需求。許晃雄期望未來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解

析度能提升到二十五公里，面臨的挑戰非常艱鉅，

提升解析度後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模擬結果，在

硬體上，模式計算需要非常龐大的運算量，臺灣的

超級電腦是否能負荷也是一大難題。

在臺灣地球系統模式發展的同時，臺灣氣候變遷推

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也正將全球氣

候變遷資訊降尺度到臺灣，並整合資料提供給應

用端進行決策，提供衝擊的推測輔助調適策略的

規劃。

跨域學習，讓氣候變遷成為必修

85學年度臺灣大學有一門通識課程，「全球變遷

導論」，是許晃雄與臺大地質系魏國彥教授合授。

提起過往的這段經歷，許晃雄說他也不知道自己時

如何在短短一年間與魏教授完成講義的編寫，但看

到通識課的同學對於內容很感興趣，就覺得所有的

辛苦都值得。在課堂中同學的回饋更讓他感受到跨

領域學習的重要性，因此開授了理學院相關科系的

必修或必選課程。

面對氣候變遷的複雜的性質，學科的界線變得模

糊，許晃雄也提出國內應該開設相應的學院及課

程，目前此方面的規劃基於人力的考量，多是以學

程的形式，將現有的課程拼拼湊湊，而非增聘充足

專任教師，啟動新的研究領域，全新設計合適的課

程，例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

永續發展學院(The 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不論是淨零、調適、衝擊議題，

都需要速度夠快、規模夠大，臺灣的學界，需要更

多跨領域人才的引入，才能充分了解可能的風險與

規畫因應的策略；同時政府企業人民也應三位一

體，給予支持的力量。

跨圏層的影響力

跨領域、甚至跨世代的溝通，如果僅有研究報告，

很難跨出同溫層，將想法傳達出去。臺大風險中心

聖誕節特別企劃，邀請了各位學者以聖誕老人的立

場，用詼諧的語調、口語的表達，讓民眾都能將冷

硬的知識與日常連結。許晃雄在其中扮演氣候變遷

應對部部長，帶著聖誕帽的他看著自己，與聖誕老

人圓潤的形象呈現反差，這個念頭，誕生了《聖誕

老公公變瘦了！》繪本。該書以耳熟能詳的故事結

合科學議題，不論是小孩或是成人，都能從中獲得

強烈的共感，輕快的故事卻有著沉鬱的底色，細細

思索時流漏著希望與哀戚。

「說書人的角度比較容易被接受。」許晃雄這麼表

示，比起說教權威式的單方輸出想法，以有趣的故

事引人入勝，進而促進素養的養成。也期望未來相

關的報導，不要只是簡短而淺白的背景補充，而是

能深入而深刻的讓大家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要

如何實際的做出改變，讓氣候變遷議題能在社會上

擴散開來。

二零二二，我們行動了嗎？

二十年前的許晃雄，四處演講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有些人認同他的想法，但更多的是不理不睬。有次

分享時，在座的人員對於未來的變化抱持相較保守

的估計，認為核能能供給往後的需求。曾幾何時，

核能不是可以使用的選項，二氧化碳的排放也需要

快速地減少，現在的社會，正在上升的溫度線後

面追趕，想要努力改變，但似乎無法讓驟升的趨

勢減緩。

由於溫室氣體的生命週期長，對於我們的影響，不

只是現在，更是未來五十年、一百年。「現在是環

境意識提升與改革的關鍵時間點，需要年輕人行動

的力量。」許晃雄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培養自己的

專業性，如果有感興趣的議題，就算是以自主學習

方式，長時間的積累就能對議題有更充分的掌握，

也能讓倡議與行動不流於形式。

積累的點滴，就如同燃燒的薪柴，若只有高溫的熱

情，便會快速燃燒殆盡，唯有源源不絕的供給，才

能火源持續的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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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的評估，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之目標，於

12月簽訂《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2009

年第15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哥本哈根會議COP15，

對於2012往後的減量計畫未有進展，失敗而終；

如今，我們較常提及的是以「升溫上限」而非「溫

室氣體減量」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時至今日，氣候變遷的議題，不論在政府、企業或

學校，都逐漸成為基本認知以及未來方向。根據臉

書（Meta）的氣候變遷了解程度調查，臺灣在多

項題目為亞太最高，更是有高達92%的受訪者認

為氣候變遷正在發生。相較而言，早期氣候變遷的

討論，多於爭論氣候變遷是否與人為發展掛勾，質

疑其為危言聳聽的宣傳手法，讓人不禁思索許晃雄

1997年苦想如何落筆時，同時面對的是怎樣的社

會氛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踏上氣候變遷的研究。

以終為始，從死當到研究之路

隨著成績落點，降落於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的許晃

雄，大學一年級時也曾興起轉系的想法，與班上同

學相同，遞交了申請。他笑稱由於太過懶散，導致

成績不夠好，也就在大氣科學系待了下去。乍看之

下，似是被成績拖累而無法修習鍾愛的課程，但許

晃雄對於大氣科學的興趣於高中既能初見端倪。求

學時地球科學始納入課程，在升學主義尤為濃厚的

臺灣社會，並非考試科目的地球科學課，自成為學

生們休養生息的絕佳時段，但他卻是聽得津津有

味，而後大一的大氣科學概論，也讓他對於該領域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立定大氣科學研究的志向，則是從大學三年級開

始。大學二年級的許晃雄對於社團活動深深著迷，

長時間的投入，也導致成績跌宕起伏，必修課程之

一的大氣熱力學甚至被死當。在距離畢業只剩一半

時間時，他收心並認真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過去

的探索讓他興起了當教授的想法，以終為始，推導

一個個短期的目標，在後續的日子裡一步一腳印地

落實。課程中的優良表現與進步的學期曲線，也讓

他順利申請到當時最好的學校，美國華盛頓大學大

氣科學系。

清澈的思考，謹慎的做學問

大學時期，許晃雄修習曾忠一教授開授的地球物理

流體力學、高等應用數學等課，奠定了數學與流體

力學基礎。往後於美國進修時，John Mike Wallace

教授教學時以視覺式的角度說明大氣現象，在其中

習得如何將現象跟氣候動力機制的串聯與解釋。畢

業後在英國雷丁大學氣象系的博士後生涯，與

Brian Hoskins教授學習到另外一種的思考方式，

Brian Hoskins教授是鋒面、氣旋生成、羅士比波

的大師，帶領他使用大氣模式模擬，將其與理論、

觀測整合，描述大氣現象。三位大師以截然不同的

思維切入大氣科學，卻是同樣的思路清晰與順暢，

他們對於研究嚴謹的態度，也深深影響許晃雄。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及博士學位學程

(IPCS)的曾琬鈴助理教授，是許晃雄在臺大大氣科

學系任教時的學生，她與我們分享到，許晃雄在教

導學生時會將抽象的概念以形象化的方式描述給同

學聽，尤其是許多大氣系學生感到困難的大氣動

力，聽過老師的教學後忽然理解公式的意義，有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在研究的引導上，許晃雄對於大

氣科學的熱情在言談中流露，閃閃發光的樣子激勵

著學生，也如明燈一般指引著大家的方向。

氣候變遷研究在臺灣

全球的大氣、海洋、陸地有著相互關聯的關係，因

此地區的氣候，會造成幾千公里之外的變化。而暖

化的發生，許晃雄描述：「就像是巨人影響小毛

頭。」對於地球氣候系統整體的改變不容忽視，也

代表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對於過往的了解與未來

世界可能截然不同，我們必須考慮自然變異是否受

到全球暖化加強，以及要如何放入人為氣候變遷框

架下解釋。舉例來說，近期嚴重的反聖嬰現象，與

西北太平洋沒有颱風、臺灣氣候炎熱息息相關。這

樣的現象，是否是氣候變遷在影響自然變異？

這些複雜又充滿挑戰的氣候變遷議題，自八十、九

十年代逐漸引起關注，1998年，國科會啟動有系

統的氣候變遷研究計畫，許晃雄應當時中央大學劉

兆漢校長邀請共同討論，而後研究的領域從大尺度

環流研究、遙相關、氣候變異，擴及至氣候變遷之

議題，是為研究臺灣氣候變遷的開端，而後於中研

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直至今日。

近幾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以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

───────────────────────────────

1997年秋天，許晃雄於研究室寫下一段文字，作
為「全球環境變遷導論」一書的自述。「他們(地
球科學工作者)不再將大氣、海洋、陸地等視為互
不相干的系統，而且意識到大氣、海洋、陸地之
間的交互作用，甚至生物以及人類都參與塑造地
球的氣候。全球變遷探討人為影響對大自然變化
的衝擊，研究領域是如此的龐大無涯，只有跨領
域、跨國的合作，以及跨世代的人力與知識累
積，才能完成。」
───────────────────────────────

一九九七，氣候變遷了嗎？

我們回首二十多年的種種，窺探世界究竟發生什麼

變化。

1997年，二氧化碳的濃度尚未突破370ppm的關

卡；而今年(2022)年五月，夏威夷大島火山坡上的

莫納羅亞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的

資料顯示，如今的二氧化碳濃度為421ppm。

1 9 9 7 年 ， 各 國 依 據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研 究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採訪‧撰稿│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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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並不遙遠，「行動」才能
環境永續─許晃雄的氣候研究之路
專訪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許晃雄特聘研究員



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CESM1)為基礎，發展臺灣

地球系統模式(TaiESM1)，臺灣地球系統模式好比

一個模擬地球的電腦遊戲，也可以說是地球系統的

數位孿生，該模式針對多個部分進行修改，其中包

含了對流與雲量、雲微物理與氣膠、地表輻射、海

氣交互作用等等，模式在全球三十七個中排名第

八，到底是如何研究，用相較國外略少的人力與發

展時間，就有不錯的結果?許晃雄很直白的分享到

並非特意以某些角度切入，而是受限於人力的不

足，依照當時人員的研究專長，選擇可以著手的部

分。讓人感佩於在劣勢的狀況中，能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將侷限性轉化成對於重點的深入鑽研。

「十一年前，我們宣稱要造一部臺灣從來沒有的

車；如今，原型車製造完成，它的評比、效能，不

比其他差，在各國都在推陳出新的同時，我們也是

要讓我們的模式再更近一步的翻修，讓它變得更

好，現在大家有經驗了，可以將以前沒辦法抽換的

地方整個抽換掉。我們要將房車變成電動跑車，在

世界上能一拚高下。」

除了從一百公里解析度了解全球的變化，也有高解

析大氣模式(HiRAM)針對更小尺度的天氣系統的未

來推測，將資料提供給區域模式，降尺度到符合臺

灣的需求。許晃雄期望未來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解

析度能提升到二十五公里，面臨的挑戰非常艱鉅，

提升解析度後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模擬結果，在

硬體上，模式計算需要非常龐大的運算量，臺灣的

超級電腦是否能負荷也是一大難題。

在臺灣地球系統模式發展的同時，臺灣氣候變遷推

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也正將全球氣

候變遷資訊降尺度到臺灣，並整合資料提供給應

用端進行決策，提供衝擊的推測輔助調適策略的

規劃。

跨域學習，讓氣候變遷成為必修

85學年度臺灣大學有一門通識課程，「全球變遷

導論」，是許晃雄與臺大地質系魏國彥教授合授。

提起過往的這段經歷，許晃雄說他也不知道自己時

如何在短短一年間與魏教授完成講義的編寫，但看

到通識課的同學對於內容很感興趣，就覺得所有的

辛苦都值得。在課堂中同學的回饋更讓他感受到跨

領域學習的重要性，因此開授了理學院相關科系的

必修或必選課程。

面對氣候變遷的複雜的性質，學科的界線變得模

糊，許晃雄也提出國內應該開設相應的學院及課

程，目前此方面的規劃基於人力的考量，多是以學

程的形式，將現有的課程拼拼湊湊，而非增聘充足

專任教師，啟動新的研究領域，全新設計合適的課

程，例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

永續發展學院(The 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不論是淨零、調適、衝擊議題，

都需要速度夠快、規模夠大，臺灣的學界，需要更

多跨領域人才的引入，才能充分了解可能的風險與

規畫因應的策略；同時政府企業人民也應三位一

體，給予支持的力量。

跨圏層的影響力

跨領域、甚至跨世代的溝通，如果僅有研究報告，

很難跨出同溫層，將想法傳達出去。臺大風險中心

聖誕節特別企劃，邀請了各位學者以聖誕老人的立

場，用詼諧的語調、口語的表達，讓民眾都能將冷

硬的知識與日常連結。許晃雄在其中扮演氣候變遷

應對部部長，帶著聖誕帽的他看著自己，與聖誕老

人圓潤的形象呈現反差，這個念頭，誕生了《聖誕

老公公變瘦了！》繪本。該書以耳熟能詳的故事結

合科學議題，不論是小孩或是成人，都能從中獲得

強烈的共感，輕快的故事卻有著沉鬱的底色，細細

思索時流漏著希望與哀戚。

「說書人的角度比較容易被接受。」許晃雄這麼表

示，比起說教權威式的單方輸出想法，以有趣的故

事引人入勝，進而促進素養的養成。也期望未來相

關的報導，不要只是簡短而淺白的背景補充，而是

能深入而深刻的讓大家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要

如何實際的做出改變，讓氣候變遷議題能在社會上

擴散開來。

二零二二，我們行動了嗎？

二十年前的許晃雄，四處演講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有些人認同他的想法，但更多的是不理不睬。有次

分享時，在座的人員對於未來的變化抱持相較保守

的估計，認為核能能供給往後的需求。曾幾何時，

核能不是可以使用的選項，二氧化碳的排放也需要

快速地減少，現在的社會，正在上升的溫度線後

面追趕，想要努力改變，但似乎無法讓驟升的趨

勢減緩。

由於溫室氣體的生命週期長，對於我們的影響，不

只是現在，更是未來五十年、一百年。「現在是環

境意識提升與改革的關鍵時間點，需要年輕人行動

的力量。」許晃雄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培養自己的

專業性，如果有感興趣的議題，就算是以自主學習

方式，長時間的積累就能對議題有更充分的掌握，

也能讓倡議與行動不流於形式。

積累的點滴，就如同燃燒的薪柴，若只有高溫的熱

情，便會快速燃燒殆盡，唯有源源不絕的供給，才

能火源持續的發光。

IPCC）的評估，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之目標，於

12月簽訂《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2009

年第15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哥本哈根會議COP15，

對於2012往後的減量計畫未有進展，失敗而終；

如今，我們較常提及的是以「升溫上限」而非「溫

室氣體減量」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時至今日，氣候變遷的議題，不論在政府、企業或

學校，都逐漸成為基本認知以及未來方向。根據臉

書（Meta）的氣候變遷了解程度調查，臺灣在多

項題目為亞太最高，更是有高達92%的受訪者認

為氣候變遷正在發生。相較而言，早期氣候變遷的

討論，多於爭論氣候變遷是否與人為發展掛勾，質

疑其為危言聳聽的宣傳手法，讓人不禁思索許晃雄

1997年苦想如何落筆時，同時面對的是怎樣的社

會氛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踏上氣候變遷的研究。

以終為始，從死當到研究之路

隨著成績落點，降落於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的許晃

雄，大學一年級時也曾興起轉系的想法，與班上同

學相同，遞交了申請。他笑稱由於太過懶散，導致

成績不夠好，也就在大氣科學系待了下去。乍看之

下，似是被成績拖累而無法修習鍾愛的課程，但許

晃雄對於大氣科學的興趣於高中既能初見端倪。求

學時地球科學始納入課程，在升學主義尤為濃厚的

臺灣社會，並非考試科目的地球科學課，自成為學

生們休養生息的絕佳時段，但他卻是聽得津津有

味，而後大一的大氣科學概論，也讓他對於該領域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立定大氣科學研究的志向，則是從大學三年級開

始。大學二年級的許晃雄對於社團活動深深著迷，

長時間的投入，也導致成績跌宕起伏，必修課程之

一的大氣熱力學甚至被死當。在距離畢業只剩一半

時間時，他收心並認真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過去

的探索讓他興起了當教授的想法，以終為始，推導

一個個短期的目標，在後續的日子裡一步一腳印地

落實。課程中的優良表現與進步的學期曲線，也讓

他順利申請到當時最好的學校，美國華盛頓大學大

氣科學系。

清澈的思考，謹慎的做學問

大學時期，許晃雄修習曾忠一教授開授的地球物理

流體力學、高等應用數學等課，奠定了數學與流體

力學基礎。往後於美國進修時，John Mike Wallace

教授教學時以視覺式的角度說明大氣現象，在其中

習得如何將現象跟氣候動力機制的串聯與解釋。畢

業後在英國雷丁大學氣象系的博士後生涯，與

Brian Hoskins教授學習到另外一種的思考方式，

Brian Hoskins教授是鋒面、氣旋生成、羅士比波

的大師，帶領他使用大氣模式模擬，將其與理論、

觀測整合，描述大氣現象。三位大師以截然不同的

思維切入大氣科學，卻是同樣的思路清晰與順暢，

他們對於研究嚴謹的態度，也深深影響許晃雄。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及博士學位學程

(IPCS)的曾琬鈴助理教授，是許晃雄在臺大大氣科

學系任教時的學生，她與我們分享到，許晃雄在教

導學生時會將抽象的概念以形象化的方式描述給同

學聽，尤其是許多大氣系學生感到困難的大氣動

力，聽過老師的教學後忽然理解公式的意義，有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在研究的引導上，許晃雄對於大

氣科學的熱情在言談中流露，閃閃發光的樣子激勵

著學生，也如明燈一般指引著大家的方向。

氣候變遷研究在臺灣

全球的大氣、海洋、陸地有著相互關聯的關係，因

此地區的氣候，會造成幾千公里之外的變化。而暖

化的發生，許晃雄描述：「就像是巨人影響小毛

頭。」對於地球氣候系統整體的改變不容忽視，也

代表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對於過往的了解與未來

世界可能截然不同，我們必須考慮自然變異是否受

到全球暖化加強，以及要如何放入人為氣候變遷框

架下解釋。舉例來說，近期嚴重的反聖嬰現象，與

西北太平洋沒有颱風、臺灣氣候炎熱息息相關。這

樣的現象，是否是氣候變遷在影響自然變異？

這些複雜又充滿挑戰的氣候變遷議題，自八十、九

十年代逐漸引起關注，1998年，國科會啟動有系

統的氣候變遷研究計畫，許晃雄應當時中央大學劉

兆漢校長邀請共同討論，而後研究的領域從大尺度

環流研究、遙相關、氣候變異，擴及至氣候變遷之

議題，是為研究臺灣氣候變遷的開端，而後於中研

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直至今日。

近幾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以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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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秋天，許晃雄於研究室寫下一段文字，作
為「全球環境變遷導論」一書的自述。「他們(地
球科學工作者)不再將大氣、海洋、陸地等視為互
不相干的系統，而且意識到大氣、海洋、陸地之
間的交互作用，甚至生物以及人類都參與塑造地
球的氣候。全球變遷探討人為影響對大自然變化
的衝擊，研究領域是如此的龐大無涯，只有跨領
域、跨國的合作，以及跨世代的人力與知識累
積，才能完成。」
───────────────────────────────

一九九七，氣候變遷了嗎？

我們回首二十多年的種種，窺探世界究竟發生什麼

變化。

1997年，二氧化碳的濃度尚未突破370ppm的關

卡；而今年(2022)年五月，夏威夷大島火山坡上的

莫納羅亞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的

資料顯示，如今的二氧化碳濃度為421ppm。

1 9 9 7 年 ， 各 國 依 據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研 究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CESM1)為基礎，發展臺灣

地球系統模式(TaiESM1)，臺灣地球系統模式好比

一個模擬地球的電腦遊戲，也可以說是地球系統的

數位孿生，該模式針對多個部分進行修改，其中包

含了對流與雲量、雲微物理與氣膠、地表輻射、海

氣交互作用等等，模式在全球三十七個中排名第

八，到底是如何研究，用相較國外略少的人力與發

展時間，就有不錯的結果?許晃雄很直白的分享到

並非特意以某些角度切入，而是受限於人力的不

足，依照當時人員的研究專長，選擇可以著手的部

分。讓人感佩於在劣勢的狀況中，能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將侷限性轉化成對於重點的深入鑽研。

「十一年前，我們宣稱要造一部臺灣從來沒有的

車；如今，原型車製造完成，它的評比、效能，不

比其他差，在各國都在推陳出新的同時，我們也是

要讓我們的模式再更近一步的翻修，讓它變得更

好，現在大家有經驗了，可以將以前沒辦法抽換的

地方整個抽換掉。我們要將房車變成電動跑車，在

世界上能一拚高下。」

除了從一百公里解析度了解全球的變化，也有高解

析大氣模式(HiRAM)針對更小尺度的天氣系統的未

來推測，將資料提供給區域模式，降尺度到符合臺

灣的需求。許晃雄期望未來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解

析度能提升到二十五公里，面臨的挑戰非常艱鉅，

提升解析度後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模擬結果，在

硬體上，模式計算需要非常龐大的運算量，臺灣的

超級電腦是否能負荷也是一大難題。

在臺灣地球系統模式發展的同時，臺灣氣候變遷推

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也正將全球氣

候變遷資訊降尺度到臺灣，並整合資料提供給應

用端進行決策，提供衝擊的推測輔助調適策略的

規劃。

跨域學習，讓氣候變遷成為必修

85學年度臺灣大學有一門通識課程，「全球變遷

導論」，是許晃雄與臺大地質系魏國彥教授合授。

提起過往的這段經歷，許晃雄說他也不知道自己時

如何在短短一年間與魏教授完成講義的編寫，但看

到通識課的同學對於內容很感興趣，就覺得所有的

辛苦都值得。在課堂中同學的回饋更讓他感受到跨

領域學習的重要性，因此開授了理學院相關科系的

必修或必選課程。

面對氣候變遷的複雜的性質，學科的界線變得模

糊，許晃雄也提出國內應該開設相應的學院及課

程，目前此方面的規劃基於人力的考量，多是以學

程的形式，將現有的課程拼拼湊湊，而非增聘充足

專任教師，啟動新的研究領域，全新設計合適的課

程，例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

永續發展學院(The 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不論是淨零、調適、衝擊議題，

都需要速度夠快、規模夠大，臺灣的學界，需要更

多跨領域人才的引入，才能充分了解可能的風險與

規畫因應的策略；同時政府企業人民也應三位一

體，給予支持的力量。

跨圏層的影響力

跨領域、甚至跨世代的溝通，如果僅有研究報告，

很難跨出同溫層，將想法傳達出去。臺大風險中心

聖誕節特別企劃，邀請了各位學者以聖誕老人的立

場，用詼諧的語調、口語的表達，讓民眾都能將冷

硬的知識與日常連結。許晃雄在其中扮演氣候變遷

應對部部長，帶著聖誕帽的他看著自己，與聖誕老

人圓潤的形象呈現反差，這個念頭，誕生了《聖誕

老公公變瘦了！》繪本。該書以耳熟能詳的故事結

合科學議題，不論是小孩或是成人，都能從中獲得

強烈的共感，輕快的故事卻有著沉鬱的底色，細細

思索時流漏著希望與哀戚。

「說書人的角度比較容易被接受。」許晃雄這麼表

示，比起說教權威式的單方輸出想法，以有趣的故

事引人入勝，進而促進素養的養成。也期望未來相

關的報導，不要只是簡短而淺白的背景補充，而是

能深入而深刻的讓大家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要

如何實際的做出改變，讓氣候變遷議題能在社會上

擴散開來。

二零二二，我們行動了嗎？

二十年前的許晃雄，四處演講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有些人認同他的想法，但更多的是不理不睬。有次

分享時，在座的人員對於未來的變化抱持相較保守

的估計，認為核能能供給往後的需求。曾幾何時，

核能不是可以使用的選項，二氧化碳的排放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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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地減少，現在的社會，正在上升的溫度線後

面追趕，想要努力改變，但似乎無法讓驟升的趨

勢減緩。

由於溫室氣體的生命週期長，對於我們的影響，不

只是現在，更是未來五十年、一百年。「現在是環

境意識提升與改革的關鍵時間點，需要年輕人行動

的力量。」許晃雄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培養自己的

專業性，如果有感興趣的議題，就算是以自主學習

方式，長時間的積累就能對議題有更充分的掌握，

也能讓倡議與行動不流於形式。

積累的點滴，就如同燃燒的薪柴，若只有高溫的熱

情，便會快速燃燒殆盡，唯有源源不絕的供給，才

能火源持續的發光。

IPCC）的評估，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之目標，於

12月簽訂《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2009

年第15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哥本哈根會議COP15，

對於2012往後的減量計畫未有進展，失敗而終；

如今，我們較常提及的是以「升溫上限」而非「溫

室氣體減量」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時至今日，氣候變遷的議題，不論在政府、企業或

學校，都逐漸成為基本認知以及未來方向。根據臉

書（Meta）的氣候變遷了解程度調查，臺灣在多

項題目為亞太最高，更是有高達92%的受訪者認

為氣候變遷正在發生。相較而言，早期氣候變遷的

討論，多於爭論氣候變遷是否與人為發展掛勾，質

疑其為危言聳聽的宣傳手法，讓人不禁思索許晃雄

1997年苦想如何落筆時，同時面對的是怎樣的社

會氛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踏上氣候變遷的研究。

以終為始，從死當到研究之路

隨著成績落點，降落於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的許晃

雄，大學一年級時也曾興起轉系的想法，與班上同

學相同，遞交了申請。他笑稱由於太過懶散，導致

成績不夠好，也就在大氣科學系待了下去。乍看之

下，似是被成績拖累而無法修習鍾愛的課程，但許

晃雄對於大氣科學的興趣於高中既能初見端倪。求

學時地球科學始納入課程，在升學主義尤為濃厚的

臺灣社會，並非考試科目的地球科學課，自成為學

生們休養生息的絕佳時段，但他卻是聽得津津有

味，而後大一的大氣科學概論，也讓他對於該領域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立定大氣科學研究的志向，則是從大學三年級開

始。大學二年級的許晃雄對於社團活動深深著迷，

長時間的投入，也導致成績跌宕起伏，必修課程之

一的大氣熱力學甚至被死當。在距離畢業只剩一半

時間時，他收心並認真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過去

的探索讓他興起了當教授的想法，以終為始，推導

一個個短期的目標，在後續的日子裡一步一腳印地

落實。課程中的優良表現與進步的學期曲線，也讓

他順利申請到當時最好的學校，美國華盛頓大學大

氣科學系。

清澈的思考，謹慎的做學問

大學時期，許晃雄修習曾忠一教授開授的地球物理

流體力學、高等應用數學等課，奠定了數學與流體

力學基礎。往後於美國進修時，John Mike Wallace

教授教學時以視覺式的角度說明大氣現象，在其中

習得如何將現象跟氣候動力機制的串聯與解釋。畢

業後在英國雷丁大學氣象系的博士後生涯，與

Brian Hoskins教授學習到另外一種的思考方式，

Brian Hoskins教授是鋒面、氣旋生成、羅士比波

的大師，帶領他使用大氣模式模擬，將其與理論、

觀測整合，描述大氣現象。三位大師以截然不同的

思維切入大氣科學，卻是同樣的思路清晰與順暢，

他們對於研究嚴謹的態度，也深深影響許晃雄。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及博士學位學程

(IPCS)的曾琬鈴助理教授，是許晃雄在臺大大氣科

學系任教時的學生，她與我們分享到，許晃雄在教

導學生時會將抽象的概念以形象化的方式描述給同

學聽，尤其是許多大氣系學生感到困難的大氣動

力，聽過老師的教學後忽然理解公式的意義，有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在研究的引導上，許晃雄對於大

氣科學的熱情在言談中流露，閃閃發光的樣子激勵

著學生，也如明燈一般指引著大家的方向。

氣候變遷研究在臺灣

全球的大氣、海洋、陸地有著相互關聯的關係，因

此地區的氣候，會造成幾千公里之外的變化。而暖

化的發生，許晃雄描述：「就像是巨人影響小毛

頭。」對於地球氣候系統整體的改變不容忽視，也

代表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對於過往的了解與未來

世界可能截然不同，我們必須考慮自然變異是否受

到全球暖化加強，以及要如何放入人為氣候變遷框

架下解釋。舉例來說，近期嚴重的反聖嬰現象，與

西北太平洋沒有颱風、臺灣氣候炎熱息息相關。這

樣的現象，是否是氣候變遷在影響自然變異？

這些複雜又充滿挑戰的氣候變遷議題，自八十、九

十年代逐漸引起關注，1998年，國科會啟動有系

統的氣候變遷研究計畫，許晃雄應當時中央大學劉

兆漢校長邀請共同討論，而後研究的領域從大尺度

環流研究、遙相關、氣候變異，擴及至氣候變遷之

議題，是為研究臺灣氣候變遷的開端，而後於中研

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直至今日。

近幾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以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

───────────────────────────────

1997年秋天，許晃雄於研究室寫下一段文字，作
為「全球環境變遷導論」一書的自述。「他們(地
球科學工作者)不再將大氣、海洋、陸地等視為互
不相干的系統，而且意識到大氣、海洋、陸地之
間的交互作用，甚至生物以及人類都參與塑造地
球的氣候。全球變遷探討人為影響對大自然變化
的衝擊，研究領域是如此的龐大無涯，只有跨領
域、跨國的合作，以及跨世代的人力與知識累
積，才能完成。」
───────────────────────────────

一九九七，氣候變遷了嗎？

我們回首二十多年的種種，窺探世界究竟發生什麼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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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CESM1)為基礎，發展臺灣

地球系統模式(TaiESM1)，臺灣地球系統模式好比

一個模擬地球的電腦遊戲，也可以說是地球系統的

數位孿生，該模式針對多個部分進行修改，其中包

含了對流與雲量、雲微物理與氣膠、地表輻射、海

氣交互作用等等，模式在全球三十七個中排名第

八，到底是如何研究，用相較國外略少的人力與發

展時間，就有不錯的結果?許晃雄很直白的分享到

並非特意以某些角度切入，而是受限於人力的不

足，依照當時人員的研究專長，選擇可以著手的部

分。讓人感佩於在劣勢的狀況中，能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將侷限性轉化成對於重點的深入鑽研。

「十一年前，我們宣稱要造一部臺灣從來沒有的

車；如今，原型車製造完成，它的評比、效能，不

比其他差，在各國都在推陳出新的同時，我們也是

要讓我們的模式再更近一步的翻修，讓它變得更

好，現在大家有經驗了，可以將以前沒辦法抽換的

地方整個抽換掉。我們要將房車變成電動跑車，在

世界上能一拚高下。」

除了從一百公里解析度了解全球的變化，也有高解

析大氣模式(HiRAM)針對更小尺度的天氣系統的未

來推測，將資料提供給區域模式，降尺度到符合臺

灣的需求。許晃雄期望未來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解

析度能提升到二十五公里，面臨的挑戰非常艱鉅，

提升解析度後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模擬結果，在

硬體上，模式計算需要非常龐大的運算量，臺灣的

超級電腦是否能負荷也是一大難題。

在臺灣地球系統模式發展的同時，臺灣氣候變遷推

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也正將全球氣

候變遷資訊降尺度到臺灣，並整合資料提供給應

用端進行決策，提供衝擊的推測輔助調適策略的

規劃。

跨域學習，讓氣候變遷成為必修

85學年度臺灣大學有一門通識課程，「全球變遷

導論」，是許晃雄與臺大地質系魏國彥教授合授。

提起過往的這段經歷，許晃雄說他也不知道自己時

如何在短短一年間與魏教授完成講義的編寫，但看

到通識課的同學對於內容很感興趣，就覺得所有的

辛苦都值得。在課堂中同學的回饋更讓他感受到跨

領域學習的重要性，因此開授了理學院相關科系的

必修或必選課程。

面對氣候變遷的複雜的性質，學科的界線變得模

糊，許晃雄也提出國內應該開設相應的學院及課

程，目前此方面的規劃基於人力的考量，多是以學

程的形式，將現有的課程拼拼湊湊，而非增聘充足

專任教師，啟動新的研究領域，全新設計合適的課

程，例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

永續發展學院(The 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不論是淨零、調適、衝擊議題，

都需要速度夠快、規模夠大，臺灣的學界，需要更

多跨領域人才的引入，才能充分了解可能的風險與

規畫因應的策略；同時政府企業人民也應三位一

體，給予支持的力量。

跨圏層的影響力

跨領域、甚至跨世代的溝通，如果僅有研究報告，

很難跨出同溫層，將想法傳達出去。臺大風險中心

聖誕節特別企劃，邀請了各位學者以聖誕老人的立

場，用詼諧的語調、口語的表達，讓民眾都能將冷

硬的知識與日常連結。許晃雄在其中扮演氣候變遷

應對部部長，帶著聖誕帽的他看著自己，與聖誕老

人圓潤的形象呈現反差，這個念頭，誕生了《聖誕

老公公變瘦了！》繪本。該書以耳熟能詳的故事結

合科學議題，不論是小孩或是成人，都能從中獲得

強烈的共感，輕快的故事卻有著沉鬱的底色，細細

思索時流漏著希望與哀戚。

「說書人的角度比較容易被接受。」許晃雄這麼表

示，比起說教權威式的單方輸出想法，以有趣的故

事引人入勝，進而促進素養的養成。也期望未來相

關的報導，不要只是簡短而淺白的背景補充，而是

能深入而深刻的讓大家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要

如何實際的做出改變，讓氣候變遷議題能在社會上

擴散開來。

二零二二，我們行動了嗎？

二十年前的許晃雄，四處演講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有些人認同他的想法，但更多的是不理不睬。有次

分享時，在座的人員對於未來的變化抱持相較保守

的估計，認為核能能供給往後的需求。曾幾何時，

核能不是可以使用的選項，二氧化碳的排放也需要

快速地減少，現在的社會，正在上升的溫度線後

面追趕，想要努力改變，但似乎無法讓驟升的趨

勢減緩。

由於溫室氣體的生命週期長，對於我們的影響，不

只是現在，更是未來五十年、一百年。「現在是環

境意識提升與改革的關鍵時間點，需要年輕人行動

的力量。」許晃雄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培養自己的

專業性，如果有感興趣的議題，就算是以自主學習

方式，長時間的積累就能對議題有更充分的掌握，

也能讓倡議與行動不流於形式。

積累的點滴，就如同燃燒的薪柴，若只有高溫的熱

情，便會快速燃燒殆盡，唯有源源不絕的供給，才

能火源持續的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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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的評估，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之目標，於

12月簽訂《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2009

年第15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哥本哈根會議COP15，

對於2012往後的減量計畫未有進展，失敗而終；

如今，我們較常提及的是以「升溫上限」而非「溫

室氣體減量」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時至今日，氣候變遷的議題，不論在政府、企業或

學校，都逐漸成為基本認知以及未來方向。根據臉

書（Meta）的氣候變遷了解程度調查，臺灣在多

項題目為亞太最高，更是有高達92%的受訪者認

為氣候變遷正在發生。相較而言，早期氣候變遷的

討論，多於爭論氣候變遷是否與人為發展掛勾，質

疑其為危言聳聽的宣傳手法，讓人不禁思索許晃雄

1997年苦想如何落筆時，同時面對的是怎樣的社

會氛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踏上氣候變遷的研究。

以終為始，從死當到研究之路

隨著成績落點，降落於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的許晃

雄，大學一年級時也曾興起轉系的想法，與班上同

學相同，遞交了申請。他笑稱由於太過懶散，導致

成績不夠好，也就在大氣科學系待了下去。乍看之

下，似是被成績拖累而無法修習鍾愛的課程，但許

晃雄對於大氣科學的興趣於高中既能初見端倪。求

學時地球科學始納入課程，在升學主義尤為濃厚的

臺灣社會，並非考試科目的地球科學課，自成為學

生們休養生息的絕佳時段，但他卻是聽得津津有

味，而後大一的大氣科學概論，也讓他對於該領域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立定大氣科學研究的志向，則是從大學三年級開

始。大學二年級的許晃雄對於社團活動深深著迷，

長時間的投入，也導致成績跌宕起伏，必修課程之

一的大氣熱力學甚至被死當。在距離畢業只剩一半

時間時，他收心並認真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過去

的探索讓他興起了當教授的想法，以終為始，推導

一個個短期的目標，在後續的日子裡一步一腳印地

落實。課程中的優良表現與進步的學期曲線，也讓

他順利申請到當時最好的學校，美國華盛頓大學大

氣科學系。

清澈的思考，謹慎的做學問

大學時期，許晃雄修習曾忠一教授開授的地球物理

流體力學、高等應用數學等課，奠定了數學與流體

力學基礎。往後於美國進修時，John Mike Wallace

教授教學時以視覺式的角度說明大氣現象，在其中

習得如何將現象跟氣候動力機制的串聯與解釋。畢

業後在英國雷丁大學氣象系的博士後生涯，與

Brian Hoskins教授學習到另外一種的思考方式，

Brian Hoskins教授是鋒面、氣旋生成、羅士比波

的大師，帶領他使用大氣模式模擬，將其與理論、

觀測整合，描述大氣現象。三位大師以截然不同的

思維切入大氣科學，卻是同樣的思路清晰與順暢，

他們對於研究嚴謹的態度，也深深影響許晃雄。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及博士學位學程

(IPCS)的曾琬鈴助理教授，是許晃雄在臺大大氣科

學系任教時的學生，她與我們分享到，許晃雄在教

導學生時會將抽象的概念以形象化的方式描述給同

學聽，尤其是許多大氣系學生感到困難的大氣動

力，聽過老師的教學後忽然理解公式的意義，有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在研究的引導上，許晃雄對於大

氣科學的熱情在言談中流露，閃閃發光的樣子激勵

著學生，也如明燈一般指引著大家的方向。

氣候變遷研究在臺灣

全球的大氣、海洋、陸地有著相互關聯的關係，因

此地區的氣候，會造成幾千公里之外的變化。而暖

化的發生，許晃雄描述：「就像是巨人影響小毛

頭。」對於地球氣候系統整體的改變不容忽視，也

代表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對於過往的了解與未來

世界可能截然不同，我們必須考慮自然變異是否受

到全球暖化加強，以及要如何放入人為氣候變遷框

架下解釋。舉例來說，近期嚴重的反聖嬰現象，與

西北太平洋沒有颱風、臺灣氣候炎熱息息相關。這

樣的現象，是否是氣候變遷在影響自然變異？

這些複雜又充滿挑戰的氣候變遷議題，自八十、九

十年代逐漸引起關注，1998年，國科會啟動有系

統的氣候變遷研究計畫，許晃雄應當時中央大學劉

兆漢校長邀請共同討論，而後研究的領域從大尺度

環流研究、遙相關、氣候變異，擴及至氣候變遷之

議題，是為研究臺灣氣候變遷的開端，而後於中研

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直至今日。

近幾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以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

───────────────────────────────

1997年秋天，許晃雄於研究室寫下一段文字，作
為「全球環境變遷導論」一書的自述。「他們(地
球科學工作者)不再將大氣、海洋、陸地等視為互
不相干的系統，而且意識到大氣、海洋、陸地之
間的交互作用，甚至生物以及人類都參與塑造地
球的氣候。全球變遷探討人為影響對大自然變化
的衝擊，研究領域是如此的龐大無涯，只有跨領
域、跨國的合作，以及跨世代的人力與知識累
積，才能完成。」
───────────────────────────────

一九九七，氣候變遷了嗎？

我們回首二十多年的種種，窺探世界究竟發生什麼

變化。

1997年，二氧化碳的濃度尚未突破370ppm的關

卡；而今年(2022)年五月，夏威夷大島火山坡上的

莫納羅亞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的

資料顯示，如今的二氧化碳濃度為421ppm。

1 9 9 7 年 ， 各 國 依 據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研 究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並邀請各國透過發起多元活動共同響應。全球共有

26 個國際科教組織聯合提案，並獲得超過80 個學

術及科研中心的支持。臺灣由國科會發起國內響應

並慶祝 IYBSSD 活動，期盼各界人士和組織能共襄

盛舉，重視基礎科學在全球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實

現永續發展目標所扮演的角色，並深化全民科學思

維及素養。

國科會吳政忠主委在典禮致詞中表示，臺灣要走向

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以及2050淨零轉

型的目標，需要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成果為基底。國

科會長期支持基礎研究，在氣候變遷、災害防救、

生物多樣性、海洋永續等，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

果。吳主委提到，科學要走進社會人群，讓全民有

感，國科會將持續積極推動基礎研究發展，透過跨

部會協力，把研究成果回饋社會，也讓全球看見臺

19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灣豐沛的基礎科學能量。

活動四大核心主題—
科學平權、科學啟蒙、全民參與、國際連結

臺灣系列推廣活動涵蓋四大核心主題：(1)科學平

權：增加科學參與的包容性；(2)科學啟蒙：科學

教育扎根，重視科學人才培育；(3)全民參與：全

民共創及共享科學成果；(4)國際連結：臺灣與國

際堅強的夥伴關係。為與活動核心主題相呼應，啟

動典禮特選於臺灣擁有首位女性船長之最大噸位科

研船「勵進」舉行，以體現活動在多元視角下科學

實踐的精神。典禮中亦透過多點連線，由總統、主

委與現場學童及線上夥伴利用手機共同演示臺灣地

磁量測的科學實驗，透過國小到大學師生、以及國

際夥伴的合作，展現臺灣基礎科學全民參與、國際

連結的精神，從臺灣出發與國際共同創造永續未

來。

蔡英文總統致詞時表示，全民參與基礎科學是我們

的目標，希望透過各種活動，讓學校師生和社會大

眾，多加認識基礎科學研究，也為臺灣的永續發

展，貢獻一份力量。蔡總統說，臺灣已準備好跟更

多國家，在科學領域和永續發展議題上，有更密切

的交流合作。

跨部會、跨領域、跨國合作呈現臺灣亮點

整年度的臺灣系列推廣活動由國科會與各級學研機

構、公部門、產業界、國際組織、及各領域學會與

NGO夥伴協作，活動形式多元而豐富，從活動開

幕到明年6月，預計有十多個縣市陸續辦理「城市

科學節」，8月份自新竹起跑，響應「科學啟蒙」

主題；在「科學平權」及「國際連結」方面的特色

活動有8月啟動的「科學零距離-百名科學家說故

事」跨年度科學教育活動，以及10月與隔年2月舉

辦的國際女科學家研討會、女性科學家早餐；自

12月起，特別設計捷運SDGs主題彩繪「科學」X

「永續」列車，呼應「全民參與」核心主題，以提

升民眾對基礎科學和永續發展的關注。結合專業領

域、科學傳播、國際鏈結三大主軸，設計多元系列

活動，期盼能提升全民對基礎科學的瞭解、重視科

學人才培育，以達到與社會共融和自然共榮的永續

發展目標。

授權轉載│國科會自然處

國科會今日(8/15)於基隆港舉辦「基礎科學促進永

續發展國際年IYBSSD—臺灣系列推廣活動」啟動

典禮，蔡英文總統親臨到場祝福，並為啟動典禮鳴

笛啟航，揭開整年度的活動序幕。臺灣系列推廣活

動以「扎根科學，永續臺灣」為意旨，促進民眾瞭

解基礎科學與永續發展密不可分的關聯，也向世界

展現臺灣在基礎科學、科學傳播與永續發展的卓越

成就與努力。

國科會響應聯合國
「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了強調展現基

礎科學對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以及貢獻，選

定2022年7月到2023年6月為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

展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Basic Scien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YBSSD 2022），

扎根科學．永續臺灣—臺灣響應聯合國
「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IYBSSD」
臺灣系列推廣活動啟航典禮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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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在科學領域和永續發展議題上，有更密切

的交流合作。

跨部會、跨領域、跨國合作呈現臺灣亮點

整年度的臺灣系列推廣活動由國科會與各級學研機

構、公部門、產業界、國際組織、及各領域學會與

NGO夥伴協作，活動形式多元而豐富，從活動開

幕到明年6月，預計有十多個縣市陸續辦理「城市

科學節」，8月份自新竹起跑，響應「科學啟蒙」

主題；在「科學平權」及「國際連結」方面的特色

活動有8月啟動的「科學零距離-百名科學家說故

事」跨年度科學教育活動，以及10月與隔年2月舉

辦的國際女科學家研討會、女性科學家早餐；自

12月起，特別設計捷運SDGs主題彩繪「科學」X

「永續」列車，呼應「全民參與」核心主題，以提

升民眾對基礎科學和永續發展的關注。結合專業領

域、科學傳播、國際鏈結三大主軸，設計多元系列

活動，期盼能提升全民對基礎科學的瞭解、重視科

學人才培育，以達到與社會共融和自然共榮的永續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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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今日(8/15)於基隆港舉辦「基礎科學促進永

續發展國際年IYBSSD—臺灣系列推廣活動」啟動

典禮，蔡英文總統親臨到場祝福，並為啟動典禮鳴

笛啟航，揭開整年度的活動序幕。臺灣系列推廣活

動以「扎根科學，永續臺灣」為意旨，促進民眾瞭

解基礎科學與永續發展密不可分的關聯，也向世界

展現臺灣在基礎科學、科學傳播與永續發展的卓越

成就與努力。

國科會響應聯合國
「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了強調展現基

礎科學對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以及貢獻，選

定2022年7月到2023年6月為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

展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Basic Scien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YBSSD 2022），



───────────────────────────────

科學界長年以來陽盛陰衰，箇中原因與「男女有
別」的刻板印象有關。但隨時代風氣改易，愈來愈
多女性勇敢衝破社會框架，以驚人毅力證明，科學
無關性別，女性也可以成為優秀的科學家。
───────────────────────────────

我們來到林麗瓊位於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

室，推開大門，只見陽光斜斜灑入，讓研究室變得

暖烘烘的，而觸眼所及盡是大大小小的植栽，把絲

絲綠意引入每個角落，搭配桌上成堆整理得井井有

條的資料，讓這位科學家的研究室多了一分溫暖與

療癒，就像是林麗瓊給人的第一印象。

新科中研院院士林麗瓊研究領域涵蓋半導體、光電

與能源材料，並致力於永續能源的應用與開發等技

術。對她而言，這處熟悉不過的凝態中心，不只是

長年以來的工作場域，更像是陪她茁壯的第二個家。

出身科學家族，兄姊鼓勵追夢

成為女科學家，甚至走上物理這條路，林麗瓊回望

半生，笑說：「這一切有些偶然，也有些必然。」

2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專訪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林麗瓊特聘研究員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無用也是有用、失敗更是向前！
中研院新科院士林麗瓊走出性別框架
把握每次機會發光

採訪‧撰稿│邱璟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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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八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小時父親中風，由

小學畢業的媽媽與兄姊擔起家計，讓弟妹們無後顧

之憂地學習。她三個哥哥與四個姊姊共有六個讀台

大，一個念師大，且不分男女，過半數都走上理工

相關道路，也因此她高中畢業決定選擇台大物理系

時，家人完全沒有施加性別壓力，只有滿滿的尊重

與鼓勵。

她回憶，大她四歲的四姊當年以系狀元之姿考進台

大物理系，一心一意只想成為物理學家，四姊對物

理的熱愛與執著深深影響了她，於是在家人的支持

下，她於一九七七年成為台大物理系的新生。

就讀物理系期間，知名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夫

婦訪台，她特地搭車到新竹聽她的演講。她其實聽

不懂吳健雄在演講中談及的技術內容，但光在台下

仰望她的身影、看她充滿熱情地訴說研究與工作，

「十分震撼，那瞬間覺得她在發光！」那一刻，林

麗瓊好似忘記課堂上的挫折與難關，她笑說：「吳

健雄的自信給我激勵也使我嚮往，讓我更堅定地走

在物理這條路上。」

棄高薪返台，和凝態中心一同茁壯

以第二名畢業後，林麗瓊先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

才赴美攻讀哈佛大學應用科學所應用物理組，出國

前與台大電機系畢業的丈夫陳貴賢也服完兩年兵役

後結婚，在大哥的祝福與鼓勵下，一起出國深造。

「當時台灣科學研究正在起步，尚未形成真正的研

究環境，所以物理系的畢業生，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出國讀書。」林麗瓊便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

去，去美國』的社會風氣中，在美國展開新的人

生。

就讀博士期間，林麗瓊懷孕、生女，面對家庭、學

業兩頭燒，她和先生分工合作，錯開彼此到實驗室

的時間，並從獎學金省下一小筆費用請保母照顧女

兒，假日夫妻倆一起推娃娃車到實驗室，在日復一

日的忙碌之中完成學業。

一九八六年，李遠哲獲頒諾貝爾獎，當時還是學生

的林麗瓊，與丈夫陳貴賢一同在波士頓聽他的演

講，「他在演講中提到，自己能再對美國的貢獻有

限，如果能回台灣，提升台灣科研環境，會覺得更

有意義、更有價值。」李遠哲的理念與熱情在她心

中種下種子，成為日後促成她返台的力量。

博士畢業後，林麗瓊獲得美國奇異（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公司的研發總部材料中心

工作，成為該材料中心第一位亞裔女性研究員。她

與先生有了穩定的工作、買房買車，還有一雙可愛

的女兒，人生看似令人稱羨之際，她卻不知道為

何，心中常泛起一股失落，入夜後總是自問：「這

是我要的生活嗎？」

她回憶，與其他上一輩的留學生聚會時，會看見步

入中年的他們，在他鄉落地生根，卻普遍有一種失

落感，「大家看起來快樂又好像不快樂，聚會時喜

歡唱《黃昏的故鄉》，但轉過身還是只能繼續為美

國大企業工作。」

而隔海遙望的故鄉，也開始有了些變化，政府設立

科學園區，各大學也開始投入較大筆的科研經費，

她感覺到台灣的科研環境開始起飛了，在各方推力

與拉力的影響之下，她與丈夫開始思考：「我們是

不是最終要回到台灣？」

經過理性與感性的拔河，決定返台，而行動力超強

的先生陳貴賢很快就獲聘於中研院原分所，林麗瓊

也開始將履歷廣投各大學術單位，但因為業界資歷

太淺，始終沒有獲得青睞。唯獨一九九二年於台大

成立的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向她招手。

「以校級研究中心來看，凝態中心實在太新了，資

源不足也少有人知，但我還是很開心在台灣找到工

作。」於是一九九四年，林麗瓊放棄美國奇異的工

作，和甫成立不久的凝態中心，開始草創初期篳路

藍縷的日子。

不為自己設限，走入國際學術社群

如今再談起這段往事，林麗瓊依然認為，回台絕對

是人生最正確的決定。

她想起早年在美國時，即使還是個學生或是初階科

學家，但身上掛著哈佛或奇異的識別證，總會有許

多人上前攀談。「我們相談甚歡，但內心總覺得，

他們的焦點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學校或團隊在做

些什麼，我身上的名牌雖然寫著『林麗瓊』，卻不

代表著我。」

回台後，她也常以台大的身分，到海外演講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但即便台大是台灣最高學府，在

國際學術舞台上仍不似哈佛或奇異擁有這麼大的光

芒。因此初期在國際學術舞台上，林麗瓊所受到的

待遇相對冷清。直到一次演講後，有人主動上前對

她說：「你們的研究很有趣！」

就這樣簡短的一句話，讓林麗瓊差點落淚！「他講

的是『我』和我在台灣的工作，那是第一次覺得回

來台灣是對的，因為只要我好好做、努力地做，也

會被大家看見！」

面對國際學術舞台，她不卑不亢、不為自己設限，

總是把握每個發光的機會，主動走入國際學術社

群，她也將這般理念，傳達給自己的學生。

她認為，「刻板印象」是別人的刻板印象，若是連

自己都有刻板印象，那豈不是畫地自限！因此她常

勸學生按著興趣與才能多方嘗試，別限制住自己的

未來，對科學研究成果，也會有更寬宏的看法。

林麗瓊說，「我覺得『積極主動』是研究的基本態

度，必須要有不會每次成功的認知，因為實驗十之

八九都以失敗收場，但科學有趣之處在於，往往在

不預期的地方會有新的發現，而意外的新發現，重

要性更可能高過原本的研究。」

已知有限，未知無窮。在她眼中，「科學用少少的

『已知』去探索『未知』，本來就會碰到各種非預期

的結果，但我希望學生們能夠知道，成功與否都會讓

人有所學習，即使實驗失敗了，也是一種進步。」

化無用為有用，以二氧化碳改變人類未來

學生眼中的她，總是有強大無比的精神力，去面對

每一次挫折，而強大的心理韌性，林麗瓊笑說，都

是在凝態中心「鍛鍊」而來。

「我是跟著凝態中心一起長大的」，她笑說，剛開

始沒有辦公大樓、沒有研究室更遑論會議室，因此

需要各種空間時，只能在各系所之間「流浪」。由

於不是教學單位，他們甚至不能直接收學生，因此

長期以來只能透過共同合作找學生，和不同系所的

學生建立合作默契，並努力爭取外部經費，才能逐

一完成手上的研究。

廿八年過去，原先不被看好的凝態中心，已經在他

們手中茁壯了，超過廿年累積的基礎，讓凝態中心

不只跨系所更跨國籍，鍛鍊出各種跨領域合作。例

如林麗瓊的實驗室有包括物理、化學、材料、化

工、光電、電機等各領域的學生，開創研究方向的

寬廣與縱深，使她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多元，這些

意外的收穫都是當初始料未及。

「凝態中心絕對是被現實環境認證過的『跨領域』

研究中心！」她感性地說，回台至今已經廿八年，

也許當時的選擇不是人生中的最佳選擇，「但假如

不是這樣的鍛鍊，我不會成為院士，再回過頭看當

初的決定，真是何其有幸，能和凝態中心一起成

長。」

在林麗瓊的帶領下，來自各國與各領域人才的研究

團隊，目前正探索足以改變人類未來的綠色能源議

題──人工光合作用。他們在這個領域最初始的研

究是與台大化工系教授吳紀聖合作，將二氧化碳透

過照光，轉化為低碳氫化合物燃料，期待能取代石

油，成為環保的新能源。

目前地球上無論大氣或海洋，都有過量的二氧化

碳，因此抑制二氧化碳碳排放量，是當今人類必須

嚴肅面對的問題。在林麗瓊眼中，要解決二氧化

碳，不能只靠著捕捉與儲存，「其實二氧化碳不是

壞東西，如果透過觸媒變成碳氫化合物，就能成為

新燃料。」拋開刻板印象、不畫地自限，林麗瓊以

靈活的思路，讓無用成為有用、廢物成為寶物。

目前二氧化碳光觸媒技術仍在發展中，林麗瓊坦

言，研究過程中，很多時候看似原地打轉，有時會

讓學生有很重的挫折感。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學

生，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小小的結論，也可能是有意

義的，「只要能說出一個故事，或寫成一篇道理，

我們便多懂了一點點，就能把已知的領域往外拓展

一些。」

因為科學研究是漫長的旅程，說不定要二十年，也

說不定永遠到不了，往往下功夫才知道，某些時刻

就是有一些如山一般難以跨越的關卡，但這些挑戰

正也是科學好玩、有趣的地方，「就像一年有四

季，只有跨越了重重難關，體驗的滋味才會完

整。」

是傑出科學家，是女性，也是媽媽

投入科學研究大半輩子，林麗瓊早已撕下性別標

籤，獲得海內外各國不分性別的榮譽，在研究之

於，她同樣致力於拔擢女性科學家。身為物理學會

女性工作委員會的一員，林麗瓊認為，女性在科學

界應該被更加推廣，但提到女性議題，不該一味強

調保障，其中分寸必須拿捏。

早在三十多年前，她也曾被性別標籤深深困擾著。

那是美國職場兩性平權議題剛崛起的年代，當她獲

得美國奇異終生研究員聘書時，另一位韓國同學則

失之交臂，她永遠記得那位同學扼腕地說：「都是

因為妳是女生！」

一句無心的抱怨，聽在林麗瓊耳裡很傷人，「我能

得到現在的成果，是因為我夠好，不是因為我是女

生！」她認為，即使蓋掉女性身分，「我夠好，所

以我同樣能做到。」所以當有人認為是性別造就她

的成功，她會很不服氣！

「我非常排斥被保障，這對專業領域的女性而言是

傷害！」林麗瓊有些激動地說，直到現在她漸漸想

通，在兩性平權議題中，男女都是文化下的受害

者。於是她不再活在別人的眼光裡，只管勇敢爭取

每個發光的機會。

傑出科學家的另一面，是走過懷孕生子育兒的媽

媽，面對家庭與研究兩頭燒，許多女科學家不得不

中斷學術研究的道路。這樣的現況，看在林麗瓊眼

裡覺得可惜，面對有同樣困境的學生，她總是勸大

家「別強自己所難，要懂得適時求救與求教」。

「小孩本來就很磨人！」她笑說，該請保母就請保

母，能用錢搞定就用錢搞定，即使必須暫緩研究步

伐，頂多就是慢一點才抵達終點。必須認清體力有

極限，而過度疲勞會影響身心狀態，因此懂得求救

求教並找到生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事。

在學生眼中，林麗瓊是科學家、是女性、是媽媽，

更是許多女學生心中的楷模。她不諱言自己多年來

努力於維持實驗室男女人數比例，也希望透過身體

力行，讓更多女學生以她當模範，繼續往科學家的

路上邁進。

看著在研究路上努力前進的學生們，她偶爾會想起

還是青澀的物理系學生時，於台下仰望吳健雄的身

影，而今她工作之餘排滿演講與訪問，一次次站在

台上，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影響更多女生。

「科學無關性別，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出貢獻。」她

始終相信，未來有一天，女性選擇科學做為終身志

業，不必肩負社會與家庭的異樣眼光，當這一刻就

像呼吸或喝水一樣自然時，才是真正的性別平權。



───────────────────────────────

科學界長年以來陽盛陰衰，箇中原因與「男女有
別」的刻板印象有關。但隨時代風氣改易，愈來愈
多女性勇敢衝破社會框架，以驚人毅力證明，科學
無關性別，女性也可以成為優秀的科學家。
───────────────────────────────

我們來到林麗瓊位於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

室，推開大門，只見陽光斜斜灑入，讓研究室變得

暖烘烘的，而觸眼所及盡是大大小小的植栽，把絲

絲綠意引入每個角落，搭配桌上成堆整理得井井有

條的資料，讓這位科學家的研究室多了一分溫暖與

療癒，就像是林麗瓊給人的第一印象。

新科中研院院士林麗瓊研究領域涵蓋半導體、光電

與能源材料，並致力於永續能源的應用與開發等技

術。對她而言，這處熟悉不過的凝態中心，不只是

長年以來的工作場域，更像是陪她茁壯的第二個家。

出身科學家族，兄姊鼓勵追夢

成為女科學家，甚至走上物理這條路，林麗瓊回望

半生，笑說：「這一切有些偶然，也有些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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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八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小時父親中風，由

小學畢業的媽媽與兄姊擔起家計，讓弟妹們無後顧

之憂地學習。她三個哥哥與四個姊姊共有六個讀台

大，一個念師大，且不分男女，過半數都走上理工

相關道路，也因此她高中畢業決定選擇台大物理系

時，家人完全沒有施加性別壓力，只有滿滿的尊重

與鼓勵。

她回憶，大她四歲的四姊當年以系狀元之姿考進台

大物理系，一心一意只想成為物理學家，四姊對物

理的熱愛與執著深深影響了她，於是在家人的支持

下，她於一九七七年成為台大物理系的新生。

就讀物理系期間，知名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夫

婦訪台，她特地搭車到新竹聽她的演講。她其實聽

不懂吳健雄在演講中談及的技術內容，但光在台下

仰望她的身影、看她充滿熱情地訴說研究與工作，

「十分震撼，那瞬間覺得她在發光！」那一刻，林

麗瓊好似忘記課堂上的挫折與難關，她笑說：「吳

健雄的自信給我激勵也使我嚮往，讓我更堅定地走

在物理這條路上。」

棄高薪返台，和凝態中心一同茁壯

以第二名畢業後，林麗瓊先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

才赴美攻讀哈佛大學應用科學所應用物理組，出國

前與台大電機系畢業的丈夫陳貴賢也服完兩年兵役

後結婚，在大哥的祝福與鼓勵下，一起出國深造。

「當時台灣科學研究正在起步，尚未形成真正的研

究環境，所以物理系的畢業生，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出國讀書。」林麗瓊便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

去，去美國』的社會風氣中，在美國展開新的人

生。

就讀博士期間，林麗瓊懷孕、生女，面對家庭、學

業兩頭燒，她和先生分工合作，錯開彼此到實驗室

的時間，並從獎學金省下一小筆費用請保母照顧女

兒，假日夫妻倆一起推娃娃車到實驗室，在日復一

日的忙碌之中完成學業。

一九八六年，李遠哲獲頒諾貝爾獎，當時還是學生

的林麗瓊，與丈夫陳貴賢一同在波士頓聽他的演

講，「他在演講中提到，自己能再對美國的貢獻有

限，如果能回台灣，提升台灣科研環境，會覺得更

有意義、更有價值。」李遠哲的理念與熱情在她心

中種下種子，成為日後促成她返台的力量。

博士畢業後，林麗瓊獲得美國奇異（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公司的研發總部材料中心

工作，成為該材料中心第一位亞裔女性研究員。她

與先生有了穩定的工作、買房買車，還有一雙可愛

的女兒，人生看似令人稱羨之際，她卻不知道為

何，心中常泛起一股失落，入夜後總是自問：「這

是我要的生活嗎？」

她回憶，與其他上一輩的留學生聚會時，會看見步

入中年的他們，在他鄉落地生根，卻普遍有一種失

落感，「大家看起來快樂又好像不快樂，聚會時喜

歡唱《黃昏的故鄉》，但轉過身還是只能繼續為美

國大企業工作。」

而隔海遙望的故鄉，也開始有了些變化，政府設立

科學園區，各大學也開始投入較大筆的科研經費，

她感覺到台灣的科研環境開始起飛了，在各方推力

與拉力的影響之下，她與丈夫開始思考：「我們是

不是最終要回到台灣？」

經過理性與感性的拔河，決定返台，而行動力超強

的先生陳貴賢很快就獲聘於中研院原分所，林麗瓊

也開始將履歷廣投各大學術單位，但因為業界資歷

太淺，始終沒有獲得青睞。唯獨一九九二年於台大

成立的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向她招手。

「以校級研究中心來看，凝態中心實在太新了，資

源不足也少有人知，但我還是很開心在台灣找到工

作。」於是一九九四年，林麗瓊放棄美國奇異的工

作，和甫成立不久的凝態中心，開始草創初期篳路

藍縷的日子。

不為自己設限，走入國際學術社群

如今再談起這段往事，林麗瓊依然認為，回台絕對

是人生最正確的決定。

她想起早年在美國時，即使還是個學生或是初階科

學家，但身上掛著哈佛或奇異的識別證，總會有許

多人上前攀談。「我們相談甚歡，但內心總覺得，

他們的焦點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學校或團隊在做

些什麼，我身上的名牌雖然寫著『林麗瓊』，卻不

代表著我。」

回台後，她也常以台大的身分，到海外演講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但即便台大是台灣最高學府，在

國際學術舞台上仍不似哈佛或奇異擁有這麼大的光

芒。因此初期在國際學術舞台上，林麗瓊所受到的

待遇相對冷清。直到一次演講後，有人主動上前對

她說：「你們的研究很有趣！」

就這樣簡短的一句話，讓林麗瓊差點落淚！「他講

的是『我』和我在台灣的工作，那是第一次覺得回

來台灣是對的，因為只要我好好做、努力地做，也

會被大家看見！」

面對國際學術舞台，她不卑不亢、不為自己設限，

總是把握每個發光的機會，主動走入國際學術社

群，她也將這般理念，傳達給自己的學生。

她認為，「刻板印象」是別人的刻板印象，若是連

自己都有刻板印象，那豈不是畫地自限！因此她常

勸學生按著興趣與才能多方嘗試，別限制住自己的

未來，對科學研究成果，也會有更寬宏的看法。

林麗瓊說，「我覺得『積極主動』是研究的基本態

度，必須要有不會每次成功的認知，因為實驗十之

八九都以失敗收場，但科學有趣之處在於，往往在

不預期的地方會有新的發現，而意外的新發現，重

要性更可能高過原本的研究。」

已知有限，未知無窮。在她眼中，「科學用少少的

『已知』去探索『未知』，本來就會碰到各種非預期

的結果，但我希望學生們能夠知道，成功與否都會讓

人有所學習，即使實驗失敗了，也是一種進步。」

化無用為有用，以二氧化碳改變人類未來

學生眼中的她，總是有強大無比的精神力，去面對

每一次挫折，而強大的心理韌性，林麗瓊笑說，都

是在凝態中心「鍛鍊」而來。

「我是跟著凝態中心一起長大的」，她笑說，剛開

始沒有辦公大樓、沒有研究室更遑論會議室，因此

需要各種空間時，只能在各系所之間「流浪」。由

於不是教學單位，他們甚至不能直接收學生，因此

長期以來只能透過共同合作找學生，和不同系所的

學生建立合作默契，並努力爭取外部經費，才能逐

一完成手上的研究。

廿八年過去，原先不被看好的凝態中心，已經在他

們手中茁壯了，超過廿年累積的基礎，讓凝態中心

不只跨系所更跨國籍，鍛鍊出各種跨領域合作。例

如林麗瓊的實驗室有包括物理、化學、材料、化

工、光電、電機等各領域的學生，開創研究方向的

寬廣與縱深，使她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多元，這些

意外的收穫都是當初始料未及。

「凝態中心絕對是被現實環境認證過的『跨領域』

研究中心！」她感性地說，回台至今已經廿八年，

也許當時的選擇不是人生中的最佳選擇，「但假如

不是這樣的鍛鍊，我不會成為院士，再回過頭看當

初的決定，真是何其有幸，能和凝態中心一起成

長。」

在林麗瓊的帶領下，來自各國與各領域人才的研究

團隊，目前正探索足以改變人類未來的綠色能源議

題──人工光合作用。他們在這個領域最初始的研

究是與台大化工系教授吳紀聖合作，將二氧化碳透

過照光，轉化為低碳氫化合物燃料，期待能取代石

油，成為環保的新能源。

目前地球上無論大氣或海洋，都有過量的二氧化

碳，因此抑制二氧化碳碳排放量，是當今人類必須

嚴肅面對的問題。在林麗瓊眼中，要解決二氧化

碳，不能只靠著捕捉與儲存，「其實二氧化碳不是

壞東西，如果透過觸媒變成碳氫化合物，就能成為

新燃料。」拋開刻板印象、不畫地自限，林麗瓊以

靈活的思路，讓無用成為有用、廢物成為寶物。

目前二氧化碳光觸媒技術仍在發展中，林麗瓊坦

言，研究過程中，很多時候看似原地打轉，有時會

讓學生有很重的挫折感。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學

生，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小小的結論，也可能是有意

義的，「只要能說出一個故事，或寫成一篇道理，

我們便多懂了一點點，就能把已知的領域往外拓展

一些。」

因為科學研究是漫長的旅程，說不定要二十年，也

說不定永遠到不了，往往下功夫才知道，某些時刻

就是有一些如山一般難以跨越的關卡，但這些挑戰

正也是科學好玩、有趣的地方，「就像一年有四

季，只有跨越了重重難關，體驗的滋味才會完

整。」

是傑出科學家，是女性，也是媽媽

投入科學研究大半輩子，林麗瓊早已撕下性別標

籤，獲得海內外各國不分性別的榮譽，在研究之

於，她同樣致力於拔擢女性科學家。身為物理學會

女性工作委員會的一員，林麗瓊認為，女性在科學

界應該被更加推廣，但提到女性議題，不該一味強

調保障，其中分寸必須拿捏。

早在三十多年前，她也曾被性別標籤深深困擾著。

那是美國職場兩性平權議題剛崛起的年代，當她獲

得美國奇異終生研究員聘書時，另一位韓國同學則

失之交臂，她永遠記得那位同學扼腕地說：「都是

因為妳是女生！」

一句無心的抱怨，聽在林麗瓊耳裡很傷人，「我能

得到現在的成果，是因為我夠好，不是因為我是女

生！」她認為，即使蓋掉女性身分，「我夠好，所

以我同樣能做到。」所以當有人認為是性別造就她

的成功，她會很不服氣！

「我非常排斥被保障，這對專業領域的女性而言是

傷害！」林麗瓊有些激動地說，直到現在她漸漸想

通，在兩性平權議題中，男女都是文化下的受害

者。於是她不再活在別人的眼光裡，只管勇敢爭取

每個發光的機會。

傑出科學家的另一面，是走過懷孕生子育兒的媽

媽，面對家庭與研究兩頭燒，許多女科學家不得不

中斷學術研究的道路。這樣的現況，看在林麗瓊眼

裡覺得可惜，面對有同樣困境的學生，她總是勸大

家「別強自己所難，要懂得適時求救與求教」。

「小孩本來就很磨人！」她笑說，該請保母就請保

母，能用錢搞定就用錢搞定，即使必須暫緩研究步

伐，頂多就是慢一點才抵達終點。必須認清體力有

極限，而過度疲勞會影響身心狀態，因此懂得求救

求教並找到生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事。

在學生眼中，林麗瓊是科學家、是女性、是媽媽，

更是許多女學生心中的楷模。她不諱言自己多年來

努力於維持實驗室男女人數比例，也希望透過身體

力行，讓更多女學生以她當模範，繼續往科學家的

路上邁進。

看著在研究路上努力前進的學生們，她偶爾會想起

還是青澀的物理系學生時，於台下仰望吳健雄的身

影，而今她工作之餘排滿演講與訪問，一次次站在

台上，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影響更多女生。

「科學無關性別，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出貢獻。」她

始終相信，未來有一天，女性選擇科學做為終身志

業，不必肩負社會與家庭的異樣眼光，當這一刻就

像呼吸或喝水一樣自然時，才是真正的性別平權。



───────────────────────────────

科學界長年以來陽盛陰衰，箇中原因與「男女有
別」的刻板印象有關。但隨時代風氣改易，愈來愈
多女性勇敢衝破社會框架，以驚人毅力證明，科學
無關性別，女性也可以成為優秀的科學家。
───────────────────────────────

我們來到林麗瓊位於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

室，推開大門，只見陽光斜斜灑入，讓研究室變得

暖烘烘的，而觸眼所及盡是大大小小的植栽，把絲

絲綠意引入每個角落，搭配桌上成堆整理得井井有

條的資料，讓這位科學家的研究室多了一分溫暖與

療癒，就像是林麗瓊給人的第一印象。

新科中研院院士林麗瓊研究領域涵蓋半導體、光電

與能源材料，並致力於永續能源的應用與開發等技

術。對她而言，這處熟悉不過的凝態中心，不只是

長年以來的工作場域，更像是陪她茁壯的第二個家。

出身科學家族，兄姊鼓勵追夢

成為女科學家，甚至走上物理這條路，林麗瓊回望

半生，笑說：「這一切有些偶然，也有些必然。」

她在八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小時父親中風，由

小學畢業的媽媽與兄姊擔起家計，讓弟妹們無後顧

之憂地學習。她三個哥哥與四個姊姊共有六個讀台

大，一個念師大，且不分男女，過半數都走上理工

相關道路，也因此她高中畢業決定選擇台大物理系

時，家人完全沒有施加性別壓力，只有滿滿的尊重

與鼓勵。

她回憶，大她四歲的四姊當年以系狀元之姿考進台

大物理系，一心一意只想成為物理學家，四姊對物

理的熱愛與執著深深影響了她，於是在家人的支持

下，她於一九七七年成為台大物理系的新生。

就讀物理系期間，知名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夫

婦訪台，她特地搭車到新竹聽她的演講。她其實聽

不懂吳健雄在演講中談及的技術內容，但光在台下

仰望她的身影、看她充滿熱情地訴說研究與工作，

「十分震撼，那瞬間覺得她在發光！」那一刻，林

麗瓊好似忘記課堂上的挫折與難關，她笑說：「吳

健雄的自信給我激勵也使我嚮往，讓我更堅定地走

在物理這條路上。」

棄高薪返台，和凝態中心一同茁壯

以第二名畢業後，林麗瓊先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

才赴美攻讀哈佛大學應用科學所應用物理組，出國

前與台大電機系畢業的丈夫陳貴賢也服完兩年兵役

後結婚，在大哥的祝福與鼓勵下，一起出國深造。

「當時台灣科學研究正在起步，尚未形成真正的研

究環境，所以物理系的畢業生，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出國讀書。」林麗瓊便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

去，去美國』的社會風氣中，在美國展開新的人

生。

就讀博士期間，林麗瓊懷孕、生女，面對家庭、學

業兩頭燒，她和先生分工合作，錯開彼此到實驗室

的時間，並從獎學金省下一小筆費用請保母照顧女

兒，假日夫妻倆一起推娃娃車到實驗室，在日復一

日的忙碌之中完成學業。

一九八六年，李遠哲獲頒諾貝爾獎，當時還是學生

的林麗瓊，與丈夫陳貴賢一同在波士頓聽他的演

講，「他在演講中提到，自己能再對美國的貢獻有

限，如果能回台灣，提升台灣科研環境，會覺得更

有意義、更有價值。」李遠哲的理念與熱情在她心

中種下種子，成為日後促成她返台的力量。

博士畢業後，林麗瓊獲得美國奇異（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公司的研發總部材料中心

工作，成為該材料中心第一位亞裔女性研究員。她

與先生有了穩定的工作、買房買車，還有一雙可愛

的女兒，人生看似令人稱羨之際，她卻不知道為

何，心中常泛起一股失落，入夜後總是自問：「這

是我要的生活嗎？」

她回憶，與其他上一輩的留學生聚會時，會看見步

入中年的他們，在他鄉落地生根，卻普遍有一種失

落感，「大家看起來快樂又好像不快樂，聚會時喜

歡唱《黃昏的故鄉》，但轉過身還是只能繼續為美

國大企業工作。」

而隔海遙望的故鄉，也開始有了些變化，政府設立

科學園區，各大學也開始投入較大筆的科研經費，

她感覺到台灣的科研環境開始起飛了，在各方推力

與拉力的影響之下，她與丈夫開始思考：「我們是

不是最終要回到台灣？」

經過理性與感性的拔河，決定返台，而行動力超強

的先生陳貴賢很快就獲聘於中研院原分所，林麗瓊

也開始將履歷廣投各大學術單位，但因為業界資歷

太淺，始終沒有獲得青睞。唯獨一九九二年於台大

成立的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向她招手。

「以校級研究中心來看，凝態中心實在太新了，資

源不足也少有人知，但我還是很開心在台灣找到工

作。」於是一九九四年，林麗瓊放棄美國奇異的工

作，和甫成立不久的凝態中心，開始草創初期篳路

藍縷的日子。

不為自己設限，走入國際學術社群

如今再談起這段往事，林麗瓊依然認為，回台絕對

是人生最正確的決定。

她想起早年在美國時，即使還是個學生或是初階科

學家，但身上掛著哈佛或奇異的識別證，總會有許

多人上前攀談。「我們相談甚歡，但內心總覺得，

他們的焦點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學校或團隊在做

些什麼，我身上的名牌雖然寫著『林麗瓊』，卻不

代表著我。」

回台後，她也常以台大的身分，到海外演講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但即便台大是台灣最高學府，在

國際學術舞台上仍不似哈佛或奇異擁有這麼大的光

芒。因此初期在國際學術舞台上，林麗瓊所受到的

待遇相對冷清。直到一次演講後，有人主動上前對

她說：「你們的研究很有趣！」

就這樣簡短的一句話，讓林麗瓊差點落淚！「他講

的是『我』和我在台灣的工作，那是第一次覺得回

來台灣是對的，因為只要我好好做、努力地做，也

會被大家看見！」

面對國際學術舞台，她不卑不亢、不為自己設限，

總是把握每個發光的機會，主動走入國際學術社

群，她也將這般理念，傳達給自己的學生。

她認為，「刻板印象」是別人的刻板印象，若是連

自己都有刻板印象，那豈不是畫地自限！因此她常

勸學生按著興趣與才能多方嘗試，別限制住自己的

未來，對科學研究成果，也會有更寬宏的看法。

林麗瓊說，「我覺得『積極主動』是研究的基本態

度，必須要有不會每次成功的認知，因為實驗十之

八九都以失敗收場，但科學有趣之處在於，往往在

不預期的地方會有新的發現，而意外的新發現，重

要性更可能高過原本的研究。」

已知有限，未知無窮。在她眼中，「科學用少少的

『已知』去探索『未知』，本來就會碰到各種非預期

的結果，但我希望學生們能夠知道，成功與否都會讓

人有所學習，即使實驗失敗了，也是一種進步。」

化無用為有用，以二氧化碳改變人類未來

學生眼中的她，總是有強大無比的精神力，去面對

每一次挫折，而強大的心理韌性，林麗瓊笑說，都

是在凝態中心「鍛鍊」而來。

「我是跟著凝態中心一起長大的」，她笑說，剛開

始沒有辦公大樓、沒有研究室更遑論會議室，因此

需要各種空間時，只能在各系所之間「流浪」。由

於不是教學單位，他們甚至不能直接收學生，因此

長期以來只能透過共同合作找學生，和不同系所的

學生建立合作默契，並努力爭取外部經費，才能逐

一完成手上的研究。

廿八年過去，原先不被看好的凝態中心，已經在他

們手中茁壯了，超過廿年累積的基礎，讓凝態中心

不只跨系所更跨國籍，鍛鍊出各種跨領域合作。例

如林麗瓊的實驗室有包括物理、化學、材料、化

工、光電、電機等各領域的學生，開創研究方向的

寬廣與縱深，使她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多元，這些

意外的收穫都是當初始料未及。

「凝態中心絕對是被現實環境認證過的『跨領域』

研究中心！」她感性地說，回台至今已經廿八年，

也許當時的選擇不是人生中的最佳選擇，「但假如

不是這樣的鍛鍊，我不會成為院士，再回過頭看當

初的決定，真是何其有幸，能和凝態中心一起成

長。」

在林麗瓊的帶領下，來自各國與各領域人才的研究

團隊，目前正探索足以改變人類未來的綠色能源議

題──人工光合作用。他們在這個領域最初始的研

究是與台大化工系教授吳紀聖合作，將二氧化碳透

過照光，轉化為低碳氫化合物燃料，期待能取代石

油，成為環保的新能源。

目前地球上無論大氣或海洋，都有過量的二氧化

碳，因此抑制二氧化碳碳排放量，是當今人類必須

嚴肅面對的問題。在林麗瓊眼中，要解決二氧化

碳，不能只靠著捕捉與儲存，「其實二氧化碳不是

壞東西，如果透過觸媒變成碳氫化合物，就能成為

新燃料。」拋開刻板印象、不畫地自限，林麗瓊以

靈活的思路，讓無用成為有用、廢物成為寶物。

目前二氧化碳光觸媒技術仍在發展中，林麗瓊坦

言，研究過程中，很多時候看似原地打轉，有時會

讓學生有很重的挫折感。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學

生，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小小的結論，也可能是有意

義的，「只要能說出一個故事，或寫成一篇道理，

我們便多懂了一點點，就能把已知的領域往外拓展

一些。」

因為科學研究是漫長的旅程，說不定要二十年，也

說不定永遠到不了，往往下功夫才知道，某些時刻

就是有一些如山一般難以跨越的關卡，但這些挑戰

正也是科學好玩、有趣的地方，「就像一年有四

季，只有跨越了重重難關，體驗的滋味才會完

整。」

是傑出科學家，是女性，也是媽媽

投入科學研究大半輩子，林麗瓊早已撕下性別標

籤，獲得海內外各國不分性別的榮譽，在研究之

於，她同樣致力於拔擢女性科學家。身為物理學會

女性工作委員會的一員，林麗瓊認為，女性在科學

界應該被更加推廣，但提到女性議題，不該一味強

調保障，其中分寸必須拿捏。

早在三十多年前，她也曾被性別標籤深深困擾著。

那是美國職場兩性平權議題剛崛起的年代，當她獲

得美國奇異終生研究員聘書時，另一位韓國同學則

失之交臂，她永遠記得那位同學扼腕地說：「都是

因為妳是女生！」

一句無心的抱怨，聽在林麗瓊耳裡很傷人，「我能

得到現在的成果，是因為我夠好，不是因為我是女

生！」她認為，即使蓋掉女性身分，「我夠好，所

以我同樣能做到。」所以當有人認為是性別造就她

的成功，她會很不服氣！

「我非常排斥被保障，這對專業領域的女性而言是

傷害！」林麗瓊有些激動地說，直到現在她漸漸想

通，在兩性平權議題中，男女都是文化下的受害

者。於是她不再活在別人的眼光裡，只管勇敢爭取

每個發光的機會。

傑出科學家的另一面，是走過懷孕生子育兒的媽

媽，面對家庭與研究兩頭燒，許多女科學家不得不

中斷學術研究的道路。這樣的現況，看在林麗瓊眼

裡覺得可惜，面對有同樣困境的學生，她總是勸大

家「別強自己所難，要懂得適時求救與求教」。

「小孩本來就很磨人！」她笑說，該請保母就請保

母，能用錢搞定就用錢搞定，即使必須暫緩研究步

伐，頂多就是慢一點才抵達終點。必須認清體力有

極限，而過度疲勞會影響身心狀態，因此懂得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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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並找到生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事。

在學生眼中，林麗瓊是科學家、是女性、是媽媽，

更是許多女學生心中的楷模。她不諱言自己多年來

努力於維持實驗室男女人數比例，也希望透過身體

力行，讓更多女學生以她當模範，繼續往科學家的

路上邁進。

看著在研究路上努力前進的學生們，她偶爾會想起

還是青澀的物理系學生時，於台下仰望吳健雄的身

影，而今她工作之餘排滿演講與訪問，一次次站在

台上，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影響更多女生。

「科學無關性別，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出貢獻。」她

始終相信，未來有一天，女性選擇科學做為終身志

業，不必肩負社會與家庭的異樣眼光，當這一刻就

像呼吸或喝水一樣自然時，才是真正的性別平權。



───────────────────────────────

科學界長年以來陽盛陰衰，箇中原因與「男女有
別」的刻板印象有關。但隨時代風氣改易，愈來愈
多女性勇敢衝破社會框架，以驚人毅力證明，科學
無關性別，女性也可以成為優秀的科學家。
───────────────────────────────

我們來到林麗瓊位於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

室，推開大門，只見陽光斜斜灑入，讓研究室變得

暖烘烘的，而觸眼所及盡是大大小小的植栽，把絲

絲綠意引入每個角落，搭配桌上成堆整理得井井有

條的資料，讓這位科學家的研究室多了一分溫暖與

療癒，就像是林麗瓊給人的第一印象。

新科中研院院士林麗瓊研究領域涵蓋半導體、光電

與能源材料，並致力於永續能源的應用與開發等技

術。對她而言，這處熟悉不過的凝態中心，不只是

長年以來的工作場域，更像是陪她茁壯的第二個家。

出身科學家族，兄姊鼓勵追夢

成為女科學家，甚至走上物理這條路，林麗瓊回望

半生，笑說：「這一切有些偶然，也有些必然。」

她在八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小時父親中風，由

小學畢業的媽媽與兄姊擔起家計，讓弟妹們無後顧

之憂地學習。她三個哥哥與四個姊姊共有六個讀台

大，一個念師大，且不分男女，過半數都走上理工

相關道路，也因此她高中畢業決定選擇台大物理系

時，家人完全沒有施加性別壓力，只有滿滿的尊重

與鼓勵。

她回憶，大她四歲的四姊當年以系狀元之姿考進台

大物理系，一心一意只想成為物理學家，四姊對物

理的熱愛與執著深深影響了她，於是在家人的支持

下，她於一九七七年成為台大物理系的新生。

就讀物理系期間，知名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夫

婦訪台，她特地搭車到新竹聽她的演講。她其實聽

不懂吳健雄在演講中談及的技術內容，但光在台下

仰望她的身影、看她充滿熱情地訴說研究與工作，

「十分震撼，那瞬間覺得她在發光！」那一刻，林

麗瓊好似忘記課堂上的挫折與難關，她笑說：「吳

健雄的自信給我激勵也使我嚮往，讓我更堅定地走

在物理這條路上。」

棄高薪返台，和凝態中心一同茁壯

以第二名畢業後，林麗瓊先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

才赴美攻讀哈佛大學應用科學所應用物理組，出國

前與台大電機系畢業的丈夫陳貴賢也服完兩年兵役

後結婚，在大哥的祝福與鼓勵下，一起出國深造。

「當時台灣科學研究正在起步，尚未形成真正的研

究環境，所以物理系的畢業生，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出國讀書。」林麗瓊便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

去，去美國』的社會風氣中，在美國展開新的人

生。

就讀博士期間，林麗瓊懷孕、生女，面對家庭、學

業兩頭燒，她和先生分工合作，錯開彼此到實驗室

的時間，並從獎學金省下一小筆費用請保母照顧女

兒，假日夫妻倆一起推娃娃車到實驗室，在日復一

日的忙碌之中完成學業。

一九八六年，李遠哲獲頒諾貝爾獎，當時還是學生

的林麗瓊，與丈夫陳貴賢一同在波士頓聽他的演

講，「他在演講中提到，自己能再對美國的貢獻有

限，如果能回台灣，提升台灣科研環境，會覺得更

有意義、更有價值。」李遠哲的理念與熱情在她心

中種下種子，成為日後促成她返台的力量。

博士畢業後，林麗瓊獲得美國奇異（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公司的研發總部材料中心

工作，成為該材料中心第一位亞裔女性研究員。她

與先生有了穩定的工作、買房買車，還有一雙可愛

的女兒，人生看似令人稱羨之際，她卻不知道為

何，心中常泛起一股失落，入夜後總是自問：「這

是我要的生活嗎？」

她回憶，與其他上一輩的留學生聚會時，會看見步

入中年的他們，在他鄉落地生根，卻普遍有一種失

落感，「大家看起來快樂又好像不快樂，聚會時喜

歡唱《黃昏的故鄉》，但轉過身還是只能繼續為美

國大企業工作。」

而隔海遙望的故鄉，也開始有了些變化，政府設立

科學園區，各大學也開始投入較大筆的科研經費，

她感覺到台灣的科研環境開始起飛了，在各方推力

與拉力的影響之下，她與丈夫開始思考：「我們是

不是最終要回到台灣？」

經過理性與感性的拔河，決定返台，而行動力超強

的先生陳貴賢很快就獲聘於中研院原分所，林麗瓊

也開始將履歷廣投各大學術單位，但因為業界資歷

太淺，始終沒有獲得青睞。唯獨一九九二年於台大

成立的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向她招手。

「以校級研究中心來看，凝態中心實在太新了，資

源不足也少有人知，但我還是很開心在台灣找到工

作。」於是一九九四年，林麗瓊放棄美國奇異的工

作，和甫成立不久的凝態中心，開始草創初期篳路

藍縷的日子。

不為自己設限，走入國際學術社群

如今再談起這段往事，林麗瓊依然認為，回台絕對

是人生最正確的決定。

她想起早年在美國時，即使還是個學生或是初階科

學家，但身上掛著哈佛或奇異的識別證，總會有許

多人上前攀談。「我們相談甚歡，但內心總覺得，

他們的焦點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學校或團隊在做

些什麼，我身上的名牌雖然寫著『林麗瓊』，卻不

代表著我。」

回台後，她也常以台大的身分，到海外演講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但即便台大是台灣最高學府，在

國際學術舞台上仍不似哈佛或奇異擁有這麼大的光

芒。因此初期在國際學術舞台上，林麗瓊所受到的

待遇相對冷清。直到一次演講後，有人主動上前對

她說：「你們的研究很有趣！」

就這樣簡短的一句話，讓林麗瓊差點落淚！「他講

的是『我』和我在台灣的工作，那是第一次覺得回

來台灣是對的，因為只要我好好做、努力地做，也

會被大家看見！」

面對國際學術舞台，她不卑不亢、不為自己設限，

總是把握每個發光的機會，主動走入國際學術社

群，她也將這般理念，傳達給自己的學生。

她認為，「刻板印象」是別人的刻板印象，若是連

自己都有刻板印象，那豈不是畫地自限！因此她常

勸學生按著興趣與才能多方嘗試，別限制住自己的

未來，對科學研究成果，也會有更寬宏的看法。

林麗瓊說，「我覺得『積極主動』是研究的基本態

度，必須要有不會每次成功的認知，因為實驗十之

八九都以失敗收場，但科學有趣之處在於，往往在

不預期的地方會有新的發現，而意外的新發現，重

要性更可能高過原本的研究。」

已知有限，未知無窮。在她眼中，「科學用少少的

『已知』去探索『未知』，本來就會碰到各種非預期

的結果，但我希望學生們能夠知道，成功與否都會讓

人有所學習，即使實驗失敗了，也是一種進步。」

化無用為有用，以二氧化碳改變人類未來

學生眼中的她，總是有強大無比的精神力，去面對

每一次挫折，而強大的心理韌性，林麗瓊笑說，都

是在凝態中心「鍛鍊」而來。

「我是跟著凝態中心一起長大的」，她笑說，剛開

始沒有辦公大樓、沒有研究室更遑論會議室，因此

需要各種空間時，只能在各系所之間「流浪」。由

於不是教學單位，他們甚至不能直接收學生，因此

長期以來只能透過共同合作找學生，和不同系所的

學生建立合作默契，並努力爭取外部經費，才能逐

一完成手上的研究。

廿八年過去，原先不被看好的凝態中心，已經在他

們手中茁壯了，超過廿年累積的基礎，讓凝態中心

不只跨系所更跨國籍，鍛鍊出各種跨領域合作。例

如林麗瓊的實驗室有包括物理、化學、材料、化

工、光電、電機等各領域的學生，開創研究方向的

寬廣與縱深，使她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多元，這些

意外的收穫都是當初始料未及。

「凝態中心絕對是被現實環境認證過的『跨領域』

研究中心！」她感性地說，回台至今已經廿八年，

也許當時的選擇不是人生中的最佳選擇，「但假如

不是這樣的鍛鍊，我不會成為院士，再回過頭看當

初的決定，真是何其有幸，能和凝態中心一起成

長。」

在林麗瓊的帶領下，來自各國與各領域人才的研究

團隊，目前正探索足以改變人類未來的綠色能源議

題──人工光合作用。他們在這個領域最初始的研

究是與台大化工系教授吳紀聖合作，將二氧化碳透

過照光，轉化為低碳氫化合物燃料，期待能取代石

油，成為環保的新能源。

目前地球上無論大氣或海洋，都有過量的二氧化

碳，因此抑制二氧化碳碳排放量，是當今人類必須

嚴肅面對的問題。在林麗瓊眼中，要解決二氧化

碳，不能只靠著捕捉與儲存，「其實二氧化碳不是

壞東西，如果透過觸媒變成碳氫化合物，就能成為

新燃料。」拋開刻板印象、不畫地自限，林麗瓊以

靈活的思路，讓無用成為有用、廢物成為寶物。

目前二氧化碳光觸媒技術仍在發展中，林麗瓊坦

言，研究過程中，很多時候看似原地打轉，有時會

讓學生有很重的挫折感。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學

生，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小小的結論，也可能是有意

義的，「只要能說出一個故事，或寫成一篇道理，

我們便多懂了一點點，就能把已知的領域往外拓展

一些。」

因為科學研究是漫長的旅程，說不定要二十年，也

說不定永遠到不了，往往下功夫才知道，某些時刻

就是有一些如山一般難以跨越的關卡，但這些挑戰

正也是科學好玩、有趣的地方，「就像一年有四

季，只有跨越了重重難關，體驗的滋味才會完

整。」

是傑出科學家，是女性，也是媽媽

投入科學研究大半輩子，林麗瓊早已撕下性別標

籤，獲得海內外各國不分性別的榮譽，在研究之

於，她同樣致力於拔擢女性科學家。身為物理學會

女性工作委員會的一員，林麗瓊認為，女性在科學

界應該被更加推廣，但提到女性議題，不該一味強

調保障，其中分寸必須拿捏。

早在三十多年前，她也曾被性別標籤深深困擾著。

那是美國職場兩性平權議題剛崛起的年代，當她獲

得美國奇異終生研究員聘書時，另一位韓國同學則

失之交臂，她永遠記得那位同學扼腕地說：「都是

因為妳是女生！」

一句無心的抱怨，聽在林麗瓊耳裡很傷人，「我能

得到現在的成果，是因為我夠好，不是因為我是女

生！」她認為，即使蓋掉女性身分，「我夠好，所

以我同樣能做到。」所以當有人認為是性別造就她

的成功，她會很不服氣！

「我非常排斥被保障，這對專業領域的女性而言是

傷害！」林麗瓊有些激動地說，直到現在她漸漸想

通，在兩性平權議題中，男女都是文化下的受害

者。於是她不再活在別人的眼光裡，只管勇敢爭取

每個發光的機會。

傑出科學家的另一面，是走過懷孕生子育兒的媽

媽，面對家庭與研究兩頭燒，許多女科學家不得不

中斷學術研究的道路。這樣的現況，看在林麗瓊眼

裡覺得可惜，面對有同樣困境的學生，她總是勸大

家「別強自己所難，要懂得適時求救與求教」。

「小孩本來就很磨人！」她笑說，該請保母就請保

母，能用錢搞定就用錢搞定，即使必須暫緩研究步

伐，頂多就是慢一點才抵達終點。必須認清體力有

極限，而過度疲勞會影響身心狀態，因此懂得求救

求教並找到生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事。

在學生眼中，林麗瓊是科學家、是女性、是媽媽，

更是許多女學生心中的楷模。她不諱言自己多年來

努力於維持實驗室男女人數比例，也希望透過身體

力行，讓更多女學生以她當模範，繼續往科學家的

路上邁進。

看著在研究路上努力前進的學生們，她偶爾會想起

還是青澀的物理系學生時，於台下仰望吳健雄的身

影，而今她工作之餘排滿演講與訪問，一次次站在

台上，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影響更多女生。

「科學無關性別，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出貢獻。」她

始終相信，未來有一天，女性選擇科學做為終身志

業，不必肩負社會與家庭的異樣眼光，當這一刻就

像呼吸或喝水一樣自然時，才是真正的性別平權。

24Vol.34 No. 3   September 2022｜



根基文化，走向國際

從小移民加拿大，求學階段都待在國外，賴品光覺

得「語言」是提升國際能量重要關鍵。除了中文、

台語，他也熟悉基礎日文、基礎德文，還略懂一些

粵語，透過語言多方攝取專業與非專業訊息，藉以

提升跨國互動與溝通的能力。「語言帶來文化，文

化能促進交流」，在充斥著短訊息的快文化時代，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更顯可貴，賴品光補充，要走向

國際就不能太害羞。

「外國的月亮沒有比較圓。」台灣有很優秀的科學

家，相關實驗器材與設備也都不亞於國外，因此賴

品光從不擔心學生出國後會碰上專業領域的困難，

反倒是如何汲取國外文化，並與自身文化結合，轉

化為自己的一部分，那才是出國深造的意義。

不同文化的獨特性很難複製，唯有浸潤在該環境

裡，才能將其根植於心。這也是長期居住在國外的

他，最後選擇回台灣的原因。「私心希望孩子能保

有台灣文化的底蘊」，看見六個月大的女兒與家人

的互動，是他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於國外複製的畫

面，那時，他知道自己該回家了。

先紮好根，再向外發展，文化交流如此，研究亦是

如此。「核心練好，姿勢才會正確」，賴品光認

為，跨領域研究很重要，也很不容易，應先專精於

其中一項領域，培養專業，再跨足其他領域，方能

穩健前行。腳踏實地，穩扎穩打，賴品光在研究路

上享受過程、虛心學習，懷抱著感恩之情，秉持著

把事情做好的精神，於生物科技領域實踐助人之

心。

25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習，大學擔任醫院志工。目標看似篤定，卻因曾在

急診室目睹生命逝去、有感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辛苦

與風險，是否要當醫生，賴品光始終沒有定論。

就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第四年，因課程要

求訪問且介紹實驗室，賴品光在過程中認識了未來

指導教授 Dr. Christian Naus，才正式確定踏往生

物科技領域。當時沒有任何基礎的他，以志工的身

分加入實驗室，剛開始做的是搬箱子、擺放耗材、

清洗實驗器材等苦力活，抱著初心者的心態，耐心

學習、仔細探索，慢慢養成興趣，找到自己的核心

價值。

失敗與身教，奠定日後研究精神

有了興趣，研究生涯並未就此順遂。碩班第一年，

上課之外的時間，賴品光幾乎都待在實驗室，常常

一待就到凌晨一、兩點，實驗室儼然成為第二個

家。然而，投入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計畫最終宣告

失敗，賴品光笑說，當時指導教授Dr. Naus 職務

繁忙，雖有心教導但相處時間有限，加上自己經驗

不足，抓不準研究火侯，對研究生菜鳥來說可謂困

難重重。如今回想起當時的挑戰，反倒覺得是一種

實戰派的訓練方式。

那一年的失敗，反而讓賴品光愈加強大。在反覆試

誤的波折裡，打好相關技術基本功，有助後續研究

的銜接；在不盡理想的結果中，學會面對困境與挫

折，影響將來讀博後的心態。在他的失敗哲學裡，

只要過程付出全心全意，必有知識和經驗上的收

穫，即便失敗，那都不算失敗。

賴品光尤其重視身教的影響，包括做事態度、說話

語氣等，儘管細微，卻十分關鍵。他感謝父母的家

教，以行動支持自己的選擇。他也舉在研究所修課

時，從Dr. Wayne Vogl身上學習的故事為例。

Dr. Vogl是被醫學生奉為聖經之解剖學教課書

《Grey’s Anatomy》的作者之一，對實驗設計及

執行上的細膩與嚴謹相當要求，譬如清洗實驗器材

的流程，會堅持以水、半純水、超純水等逐步清

洗，雖然一開始覺得吹毛求疵，卻也發現如此嚴謹

的實驗態度，所得到的實驗結果精準度非常高，因

而領悟到做實驗應慢工出細活的道理。

或許是父母的身教使然，賴品光自覺受助於他人太

多，總懷抱感恩之情，在研究路上虛心學習，強調

「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是賴品光秉持的研究精神。何謂「做

好」，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對他而言，「做

好」不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是be friendly, be 

helpful, be curious。賴品光自嘲或許也是因為一

股傻勁，才能遇到許多貴人。如博班同實驗室一對

夫妻John and Lynne Bechberger，給予許多科學

與技術上的指導與照顧；又如新加坡裔研究員Dr. 

Wun-Chey Sin，曾把自己罵到臭頭、直接擲回研

究報告，雖然當下感到挫折，省思後深知是導師用

心良苦、恨鐵不成鋼，才會如此嚴厲。多年後，這

些經驗化為無形養分，幫助自己成長，也奠定日後

的研究基礎。

專注、享受，把事情做好

「我們的研究主要是發展新科技，探索難以用一般

方式偵測的生物現象。」賴品光透過研發具高靈敏

度與分子分析功能的影像系統為目標，探索生物體

內之胞外體分佈，以及DNA修復動態。

胞外體（extracellular vesicles）是由細胞分泌的

奈米微載體，就像是細胞吐出的泡泡，裡面載有

DNA、RNA 等生物分子，可作為細胞之間傳遞訊

息的媒介。研究發現癌細胞在轉移前，便是藉由吐

出胞外體到癌細胞周遭和遠端健康器官，為癌症轉

移環境做準備。因此，賴品光團隊首創奈米維度之

多重解析度影像功能，解析活體中胞外體在器官間

的動態，有望於解析癌症轉移前之機制，及早發

現、及早治療。

此外，團隊亦研發出不需破壞細胞，且具高靈敏度

之DNA修復報導系統，追蹤癌細胞在活體內的

DNA修復狀況，對癌症與基因治療上，皆帶來重

要的影響。

2022年，賴品光接連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

輕學者創新獎」、「國科會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

計畫」之榮譽及補助，2021年榮獲永信李天德醫

學基金會青年醫學科技獎，近幾年更連續獲得中央

研究院前瞻計畫的支持，可說是研究成果滿載。

提及上述殊榮，賴品光靦腆表示，一路上獲得許多

貴人相助，若能對社會帶來貢獻，也算是一種回

饋。此時，他停頓片刻，再次開口時語氣變得堅

定。「獲得肯定，其實是肯定我的學習過程」，無

論是寫計畫書、申請書和成果報告都需要重新爬梳

文獻、組織架構、統整研究內容，過程實屬不易，

但在研究上幫助很大。

抱著「把事情做好」的初心，賴品光用心撰寫每一

項研究計畫，專注投入同時享受過程，讓寫計畫不

只是申請經費，而是自我省思與學習的歷程。

───────────────────────────────

甫獲得111年度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傑出
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並在生物科技領
域研究成果屢獲肯定，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
研究所賴品光副研究員謙虛以對，將榮譽歸功於家
人的支持與貴人的協助，秉持著把事情做好之精
神，全心全意投入每一項研究計畫。
───────────────────────────────

研究之路：一段持續模索與培養的旅程

「我原本想當醫生，覺得當醫生可以救人，很

酷。」從小對生物有興趣的賴品光，高中到醫院實

在失敗中成長、於身教中學習─
賴品光的研究之道：把事情做好
專訪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得主賴品光副研究員

採訪‧撰稿│林品婕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照片提供：賴品光副研究員



根基文化，走向國際

從小移民加拿大，求學階段都待在國外，賴品光覺

得「語言」是提升國際能量重要關鍵。除了中文、

台語，他也熟悉基礎日文、基礎德文，還略懂一些

粵語，透過語言多方攝取專業與非專業訊息，藉以

提升跨國互動與溝通的能力。「語言帶來文化，文

化能促進交流」，在充斥著短訊息的快文化時代，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更顯可貴，賴品光補充，要走向

國際就不能太害羞。

「外國的月亮沒有比較圓。」台灣有很優秀的科學

家，相關實驗器材與設備也都不亞於國外，因此賴

品光從不擔心學生出國後會碰上專業領域的困難，

反倒是如何汲取國外文化，並與自身文化結合，轉

化為自己的一部分，那才是出國深造的意義。

不同文化的獨特性很難複製，唯有浸潤在該環境

裡，才能將其根植於心。這也是長期居住在國外的

他，最後選擇回台灣的原因。「私心希望孩子能保

有台灣文化的底蘊」，看見六個月大的女兒與家人

的互動，是他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於國外複製的畫

面，那時，他知道自己該回家了。

先紮好根，再向外發展，文化交流如此，研究亦是

如此。「核心練好，姿勢才會正確」，賴品光認

為，跨領域研究很重要，也很不容易，應先專精於

其中一項領域，培養專業，再跨足其他領域，方能

穩健前行。腳踏實地，穩扎穩打，賴品光在研究路

上享受過程、虛心學習，懷抱著感恩之情，秉持著

把事情做好的精神，於生物科技領域實踐助人之

心。

習，大學擔任醫院志工。目標看似篤定，卻因曾在

急診室目睹生命逝去、有感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辛苦

與風險，是否要當醫生，賴品光始終沒有定論。

就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第四年，因課程要

求訪問且介紹實驗室，賴品光在過程中認識了未來

指導教授 Dr. Christian Naus，才正式確定踏往生

物科技領域。當時沒有任何基礎的他，以志工的身

分加入實驗室，剛開始做的是搬箱子、擺放耗材、

清洗實驗器材等苦力活，抱著初心者的心態，耐心

學習、仔細探索，慢慢養成興趣，找到自己的核心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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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與身教，奠定日後研究精神

有了興趣，研究生涯並未就此順遂。碩班第一年，

上課之外的時間，賴品光幾乎都待在實驗室，常常

一待就到凌晨一、兩點，實驗室儼然成為第二個

家。然而，投入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計畫最終宣告

失敗，賴品光笑說，當時指導教授Dr. Naus 職務

繁忙，雖有心教導但相處時間有限，加上自己經驗

不足，抓不準研究火侯，對研究生菜鳥來說可謂困

難重重。如今回想起當時的挑戰，反倒覺得是一種

實戰派的訓練方式。

那一年的失敗，反而讓賴品光愈加強大。在反覆試

誤的波折裡，打好相關技術基本功，有助後續研究

的銜接；在不盡理想的結果中，學會面對困境與挫

折，影響將來讀博後的心態。在他的失敗哲學裡，

只要過程付出全心全意，必有知識和經驗上的收

穫，即便失敗，那都不算失敗。

賴品光尤其重視身教的影響，包括做事態度、說話

語氣等，儘管細微，卻十分關鍵。他感謝父母的家

教，以行動支持自己的選擇。他也舉在研究所修課

時，從Dr. Wayne Vogl身上學習的故事為例。

Dr. Vogl是被醫學生奉為聖經之解剖學教課書

《Grey’s Anatomy》的作者之一，對實驗設計及

執行上的細膩與嚴謹相當要求，譬如清洗實驗器材

的流程，會堅持以水、半純水、超純水等逐步清

洗，雖然一開始覺得吹毛求疵，卻也發現如此嚴謹

的實驗態度，所得到的實驗結果精準度非常高，因

而領悟到做實驗應慢工出細活的道理。

或許是父母的身教使然，賴品光自覺受助於他人太

多，總懷抱感恩之情，在研究路上虛心學習，強調

「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是賴品光秉持的研究精神。何謂「做

好」，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對他而言，「做

好」不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是be friendly, be 

helpful, be curious。賴品光自嘲或許也是因為一

股傻勁，才能遇到許多貴人。如博班同實驗室一對

夫妻John and Lynne Bechberger，給予許多科學

與技術上的指導與照顧；又如新加坡裔研究員Dr. 

Wun-Chey Sin，曾把自己罵到臭頭、直接擲回研

究報告，雖然當下感到挫折，省思後深知是導師用

心良苦、恨鐵不成鋼，才會如此嚴厲。多年後，這

些經驗化為無形養分，幫助自己成長，也奠定日後

的研究基礎。

專注、享受，把事情做好

「我們的研究主要是發展新科技，探索難以用一般

方式偵測的生物現象。」賴品光透過研發具高靈敏

度與分子分析功能的影像系統為目標，探索生物體

內之胞外體分佈，以及DNA修復動態。

胞外體（extracellular vesicles）是由細胞分泌的

奈米微載體，就像是細胞吐出的泡泡，裡面載有

DNA、RNA 等生物分子，可作為細胞之間傳遞訊

息的媒介。研究發現癌細胞在轉移前，便是藉由吐

出胞外體到癌細胞周遭和遠端健康器官，為癌症轉

移環境做準備。因此，賴品光團隊首創奈米維度之

多重解析度影像功能，解析活體中胞外體在器官間

的動態，有望於解析癌症轉移前之機制，及早發

現、及早治療。

此外，團隊亦研發出不需破壞細胞，且具高靈敏度

之DNA修復報導系統，追蹤癌細胞在活體內的

DNA修復狀況，對癌症與基因治療上，皆帶來重

要的影響。

2022年，賴品光接連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

輕學者創新獎」、「國科會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

計畫」之榮譽及補助，2021年榮獲永信李天德醫

學基金會青年醫學科技獎，近幾年更連續獲得中央

研究院前瞻計畫的支持，可說是研究成果滿載。

提及上述殊榮，賴品光靦腆表示，一路上獲得許多

貴人相助，若能對社會帶來貢獻，也算是一種回

饋。此時，他停頓片刻，再次開口時語氣變得堅

定。「獲得肯定，其實是肯定我的學習過程」，無

論是寫計畫書、申請書和成果報告都需要重新爬梳

文獻、組織架構、統整研究內容，過程實屬不易，

但在研究上幫助很大。

抱著「把事情做好」的初心，賴品光用心撰寫每一

項研究計畫，專注投入同時享受過程，讓寫計畫不

只是申請經費，而是自我省思與學習的歷程。

───────────────────────────────

甫獲得111年度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傑出
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並在生物科技領
域研究成果屢獲肯定，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
研究所賴品光副研究員謙虛以對，將榮譽歸功於家
人的支持與貴人的協助，秉持著把事情做好之精
神，全心全意投入每一項研究計畫。
───────────────────────────────

研究之路：一段持續模索與培養的旅程

「我原本想當醫生，覺得當醫生可以救人，很

酷。」從小對生物有興趣的賴品光，高中到醫院實



根基文化，走向國際

從小移民加拿大，求學階段都待在國外，賴品光覺

得「語言」是提升國際能量重要關鍵。除了中文、

台語，他也熟悉基礎日文、基礎德文，還略懂一些

粵語，透過語言多方攝取專業與非專業訊息，藉以

提升跨國互動與溝通的能力。「語言帶來文化，文

化能促進交流」，在充斥著短訊息的快文化時代，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更顯可貴，賴品光補充，要走向

國際就不能太害羞。

「外國的月亮沒有比較圓。」台灣有很優秀的科學

家，相關實驗器材與設備也都不亞於國外，因此賴

品光從不擔心學生出國後會碰上專業領域的困難，

反倒是如何汲取國外文化，並與自身文化結合，轉

化為自己的一部分，那才是出國深造的意義。

不同文化的獨特性很難複製，唯有浸潤在該環境

裡，才能將其根植於心。這也是長期居住在國外的

他，最後選擇回台灣的原因。「私心希望孩子能保

有台灣文化的底蘊」，看見六個月大的女兒與家人

的互動，是他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於國外複製的畫

面，那時，他知道自己該回家了。

先紮好根，再向外發展，文化交流如此，研究亦是

如此。「核心練好，姿勢才會正確」，賴品光認

為，跨領域研究很重要，也很不容易，應先專精於

其中一項領域，培養專業，再跨足其他領域，方能

穩健前行。腳踏實地，穩扎穩打，賴品光在研究路

上享受過程、虛心學習，懷抱著感恩之情，秉持著

把事情做好的精神，於生物科技領域實踐助人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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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大學擔任醫院志工。目標看似篤定，卻因曾在

急診室目睹生命逝去、有感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辛苦

與風險，是否要當醫生，賴品光始終沒有定論。

就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第四年，因課程要

求訪問且介紹實驗室，賴品光在過程中認識了未來

指導教授 Dr. Christian Naus，才正式確定踏往生

物科技領域。當時沒有任何基礎的他，以志工的身

分加入實驗室，剛開始做的是搬箱子、擺放耗材、

清洗實驗器材等苦力活，抱著初心者的心態，耐心

學習、仔細探索，慢慢養成興趣，找到自己的核心

價值。

失敗與身教，奠定日後研究精神

有了興趣，研究生涯並未就此順遂。碩班第一年，

上課之外的時間，賴品光幾乎都待在實驗室，常常

一待就到凌晨一、兩點，實驗室儼然成為第二個

家。然而，投入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計畫最終宣告

失敗，賴品光笑說，當時指導教授Dr. Naus 職務

繁忙，雖有心教導但相處時間有限，加上自己經驗

不足，抓不準研究火侯，對研究生菜鳥來說可謂困

難重重。如今回想起當時的挑戰，反倒覺得是一種

實戰派的訓練方式。

那一年的失敗，反而讓賴品光愈加強大。在反覆試

誤的波折裡，打好相關技術基本功，有助後續研究

的銜接；在不盡理想的結果中，學會面對困境與挫

折，影響將來讀博後的心態。在他的失敗哲學裡，

只要過程付出全心全意，必有知識和經驗上的收

穫，即便失敗，那都不算失敗。

賴品光尤其重視身教的影響，包括做事態度、說話

語氣等，儘管細微，卻十分關鍵。他感謝父母的家

教，以行動支持自己的選擇。他也舉在研究所修課

時，從Dr. Wayne Vogl身上學習的故事為例。

Dr. Vogl是被醫學生奉為聖經之解剖學教課書

《Grey’s Anatomy》的作者之一，對實驗設計及

執行上的細膩與嚴謹相當要求，譬如清洗實驗器材

的流程，會堅持以水、半純水、超純水等逐步清

洗，雖然一開始覺得吹毛求疵，卻也發現如此嚴謹

的實驗態度，所得到的實驗結果精準度非常高，因

而領悟到做實驗應慢工出細活的道理。

或許是父母的身教使然，賴品光自覺受助於他人太

多，總懷抱感恩之情，在研究路上虛心學習，強調

「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是賴品光秉持的研究精神。何謂「做

好」，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對他而言，「做

好」不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是be friendly, be 

helpful, be curious。賴品光自嘲或許也是因為一

股傻勁，才能遇到許多貴人。如博班同實驗室一對

夫妻John and Lynne Bechberger，給予許多科學

與技術上的指導與照顧；又如新加坡裔研究員Dr. 

Wun-Chey Sin，曾把自己罵到臭頭、直接擲回研

究報告，雖然當下感到挫折，省思後深知是導師用

心良苦、恨鐵不成鋼，才會如此嚴厲。多年後，這

些經驗化為無形養分，幫助自己成長，也奠定日後

的研究基礎。

專注、享受，把事情做好

「我們的研究主要是發展新科技，探索難以用一般

方式偵測的生物現象。」賴品光透過研發具高靈敏

度與分子分析功能的影像系統為目標，探索生物體

內之胞外體分佈，以及DNA修復動態。

胞外體（extracellular vesicles）是由細胞分泌的

奈米微載體，就像是細胞吐出的泡泡，裡面載有

DNA、RNA 等生物分子，可作為細胞之間傳遞訊

息的媒介。研究發現癌細胞在轉移前，便是藉由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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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DNA修復報導系統，追蹤癌細胞在活體內的

DNA修復狀況，對癌症與基因治療上，皆帶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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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學者創新獎」、「國科會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

計畫」之榮譽及補助，2021年榮獲永信李天德醫

學基金會青年醫學科技獎，近幾年更連續獲得中央

研究院前瞻計畫的支持，可說是研究成果滿載。

提及上述殊榮，賴品光靦腆表示，一路上獲得許多

貴人相助，若能對社會帶來貢獻，也算是一種回

饋。此時，他停頓片刻，再次開口時語氣變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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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甫獲得111年度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傑出
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並在生物科技領
域研究成果屢獲肯定，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
研究所賴品光副研究員謙虛以對，將榮譽歸功於家
人的支持與貴人的協助，秉持著把事情做好之精
神，全心全意投入每一項研究計畫。
───────────────────────────────

研究之路：一段持續模索與培養的旅程

「我原本想當醫生，覺得當醫生可以救人，很

酷。」從小對生物有興趣的賴品光，高中到醫院實



由於2-SL MBT一個磁單元格包含兩個錳原子，因

此存在兩種磁振子模態。團隊從晶格對稱、磁有

序，輔以自旋波理論的計算，建立相應於不同磁相

之磁振子模態的拉曼選擇律。表1為三種可能磁相

(AFM、c-AFM、FM)的磁振子模態，及其在獨特

對稱操作下的不變性。鐵磁相是最簡單的例子，兩

種模態(高頻與低頻)只有高頻分支在反轉操作下不

變，預期可在拉曼光譜co-circular polarization 

configuration(入射光子與散射光子有相同螺旋度)

中看到。在反鐵磁相，各層磁振子以不同振幅振

盪，因此違反反轉對稱，但結合反轉、時間反轉與

x-軸旋轉操作後不變，預期會在cross-polarization 

configuration看到這些磁振子。在傾斜反鐵磁相，

磁振子在結合y-軸旋轉與時間反轉的對稱操作下

不變，但低頻分支的頻率在Brillouin區中心消失，

因 而 無 法 從 拉 曼 光 譜 看 到 ， 只 有 高 頻 分 支 在

co-circular polarization看到。結合以上選擇律與

能量尺度，可給予辨識不同磁相磁振子模態的指引

(僅應用於單磁振子散射)。

團隊的結果如圖1。圖1為2-SL MBT在溫度12K對

不同外加磁場強度於co-circular configuration的

拉曼光譜。結果顯示，在零磁場與有限磁場、及所

有三個磁相下，都觀測到長波長的磁振子模態，揭

示雙層MBT長程磁有序的形成。檢查模態頻率與

磁場的關係(圖1b)，斜率的不連續顯示磁有序的相

變，而c-AFM與FM與磁場有線性關係。AFM模態

對外加磁場無相依性，且不遵守如圖1的選擇律，

團隊表示這歸因於雙磁振子散射的結果。團隊從自

旋波理論，擬合實驗結果，得到零磁場的自旋能隙

~0.2 meV、異向性能量~-0.02 meV及層間交換耦

合能~-0.14 meV。

在上述測量的拉曼光譜中，都去除掉準彈性散射

(quasi-elastic scattering，QES)的背景，而這個

訊號可用來量化MBT的磁漲落。由於和晶格的耦

合，磁漲落在越高的溫度越強。團隊利用不同厚度

的樣品在室溫進行拉曼測量，得到磁漲落在愈薄的

樣品(接近二維極限)愈強的結論。

近期掃描穿隧顯微鏡的實驗表明了MBT在原子尺

度表面的電子結構漲落，雖然可能跟無序相關，但

還沒經過良好控制來實現有趣的量子現象。團隊表

示，他們的研究已先進行超薄MBT的磁有序探

討，他們的發現可為未來電磁耦合集體激發的研究

與尋找奇異量子現象提供指引。

參考文獻
1. Lujan, D., Choe, J., Rodriguez-Vega, M. et al. Magnons 

and magnetic fluctuations in atomically thin 
MnBi2Te4. Nat Commun 13, 252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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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凡德瓦(van der Waals，vdW)磁性材料的

出現，為探索接近真實二維極限下的系統的長程磁

有序，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凡德瓦材料，是二維

材料以層間凡德瓦力為束縛，相互堆疊而成的塊

材。在1966年Mermin與Wagner曾預言，有限溫

度下，均向作用的二維材料會因熱漲落(fluctuations) 

破壞自旋耦合，而無法產生長程的磁有序。不過證

據顯示，具高度異向性的vdW磁鐵，可測得長程

磁有序的存在。材料的磁性來自於電子的自旋和軌

道角動量，當磁有序材料(如鐵磁與反鐵磁)從基態

進入低能量激發態，反向的自旋角動量因耦合作

用，將分配到鄰近原子的自旋角動量，進而傳遞到

整個材料，這個集體的自旋激發稱為自旋波(spin 

wave)，其量子化稱為磁振子(magnon)。因此，

從磁振子的偵測便可作為長程磁有序存在的指標。

中研院物理所李尚凡研究員、張存均博士與德州奧

斯汀大學李曉勤教授等人，利用拉曼光譜的方法，

成功觀察到原子厚磁性拓樸材料MnBi2Te4在垂直

外加磁場下，從反鐵磁轉變到鐵磁狀態的磁振子，

以及磁漲落對厚度的關係，其成果發表於《自然通

訊》[1]。

MnBi2Te4(MBT)是第一個人工合成，同時具有電

子拓墣性質及固有(intrinsic)磁有序的材料，在此

之前，拓樸材料只能透過摻雜的方式誘發出磁有

序 。 M B T 每 個 單 層 包 含 7 個 原 子 層 ， 形 成

Te-Bi-Te-Mn-Te-Bi-Te排序的7重層(septuple 

layer，SL)，其中電子拓樸性質主要來自鉍(Bi)與

碲(Te)，而磁有序由錳(Mn)離子層提供，磁性與電

子拓樸之間的作用被證明與厚度(層數)相關。在低

溫時，錳磁矩於SL層內為鐵磁耦合，但對SL層間

為反鐵磁耦合，使得偶數層SL樣品的淨磁矩消

失。合作團隊的研究專注於雙SL MBT，因為這是能

展現三個可能磁相：反鐵磁(antiferromagnetic，

AFM)、傾斜反鐵磁(canted-AFM，c-AFM)、鐵

磁(ferromagnetic，FM)，最薄的樣品。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撰稿│張鳳吟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探討二維極限下  磁性拓樸材料
MnBi2Te4之磁振子與磁漲落行為

圖1│(a) 2-SL MBT磁振子在溫度12K的拉曼光譜(co-circular polarization) 與磁場的關係，圖中P代表聲子，M代表磁振子。
(b)聲子(黑)與磁振子模態中心頻率對磁場的變化，陰影處以上為實驗偵測範圍。                 (李尚凡研究員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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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軸向以及六方堆疊平面方向進行高度取向，以形

成具有雙軸取向的水通道陣列，此一高度取向的人

工水通道陣列因而展現極佳的水傳輸與脫鹽特性。

在這個研究中，該研究團隊藉由賦予「水」新的功

能，並突破了雙親液晶材料的限制，開創出材料科

學的新發展，成效顯著，研究成果刊登於《美國化

學學會期刊》，並獲選為期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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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144, 17, 7768–7777 （2022）. DOI: 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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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若是使用多晶材料製成，則會凸顯其原子排列不

同的特性，展現出參差不一的電氣性質。所以在積

體電路材料使用上，會偏好使用單晶材料，以達穩

定的電氣特徵。

液晶

液晶(liquid crystal, LC)，指的是存在於液態與晶

體之間的相態。液晶材料即為處在液晶相態的材

料，其被廣泛運用在有機半導體、薄膜、液晶顯

示，而他們的特性很大程度取決於其自組裝結構

(self-assembly structures)中分子的排列狀況。一

般而言，科學家會透過設計液晶分子的幾何形狀

(geometr y)與非共價交互作用(noncovalent 

interactions)，來設法將液晶分子的自組裝結構盡

量逼近單晶結構。不過，在優化結構的過程中，目

前 使 用 的 外 部 引 導 場 ( f i e l d ) ， 例 如 機 械 剪 切

(mechanical shearing)、電場和磁場(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表面改性(surface modification)，

皆不易達成液晶材料的雙軸定向控制(dual-axis 

orientational control)。

在液晶材料家族中，雙親性液晶(amphiphilic LC)

與其他液晶材料不同的是，它們的自組裝程序除受

剛性分子片段(anisometric rigid moieties)的幾何

特性引導外，也能透過不相容分子片段的微分離

(microsegregation)來誘導結構秩序。王建隆教授

研究團隊先前就利用水分子和盤狀雙親分子之間

(discotic amphiphile)的動態交互作用來開創水誘

導自組裝(Water-Induced Self-Assembly, WISA)，

並利用WISA的觀念來製備適應性人工水通道

(adaptive artificial water channels, aAWCs)[3]。

將水誘導自組裝 (WISA)用於雙軸定向控制

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教授、中國文化大

學紡織工程學系吳冠毅助理教授、國家同步輻射研

究中心莊偉綜副研究員、王嘉興副研究員和楊琮任

博士，合作組成研究團隊，在WISA的基礎上，利

用水作為組裝程序中的關鍵單元，優化雙親液晶材

料所構成人工水通道(AWC)的結構，達成液晶材料

的雙軸定向控制。他們的熱力學分析結果顯示

「水」能扮演WISA程序中的結構穩定劑，而深入

的同步輻射結構解析結果則顯示水亦能有效的扮演

取向引導劑(圖1)，將雜亂排列的水分子通道同時

表1│2-SL MBT三個可能磁相-- 反鐵磁、傾斜反鐵磁、
鐵磁磁振子模態(ω L，ω H)，所相應的對稱操作(反轉I、
時間反轉T、旋轉C)的不變性。(李尚凡研究員研究團隊授
權提供)

近年來，凡德瓦(van der Waals，vdW)磁性材料的

出現，為探索接近真實二維極限下的系統的長程磁

有序，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凡德瓦材料，是二維

材料以層間凡德瓦力為束縛，相互堆疊而成的塊

材。在1966年Mermin與Wagner曾預言，有限溫

度下，均向作用的二維材料會因熱漲落(fluctuations) 

破壞自旋耦合，而無法產生長程的磁有序。不過證

據顯示，具高度異向性的vdW磁鐵，可測得長程

磁有序的存在。材料的磁性來自於電子的自旋和軌

道角動量，當磁有序材料(如鐵磁與反鐵磁)從基態

進入低能量激發態，反向的自旋角動量因耦合作

用，將分配到鄰近原子的自旋角動量，進而傳遞到

整個材料，這個集體的自旋激發稱為自旋波(spin 

wave)，其量子化稱為磁振子(magnon)。因此，

從磁振子的偵測便可作為長程磁有序存在的指標。

中研院物理所李尚凡研究員、張存均博士與德州奧

斯汀大學李曉勤教授等人，利用拉曼光譜的方法，

成功觀察到原子厚磁性拓樸材料MnBi2Te4在垂直

外加磁場下，從反鐵磁轉變到鐵磁狀態的磁振子，

以及磁漲落對厚度的關係，其成果發表於《自然通

訊》[1]。

MnBi2Te4(MBT)是第一個人工合成，同時具有電

子拓墣性質及固有(intrinsic)磁有序的材料，在此

之前，拓樸材料只能透過摻雜的方式誘發出磁有

序 。 M B T 每 個 單 層 包 含 7 個 原 子 層 ， 形 成

Te-Bi-Te-Mn-Te-Bi-Te排序的7重層(septuple 

layer，SL)，其中電子拓樸性質主要來自鉍(Bi)與

碲(Te)，而磁有序由錳(Mn)離子層提供，磁性與電

子拓樸之間的作用被證明與厚度(層數)相關。在低

溫時，錳磁矩於SL層內為鐵磁耦合，但對SL層間

為反鐵磁耦合，使得偶數層SL樣品的淨磁矩消

失。合作團隊的研究專注於雙SL MBT，因為這是能

展現三個可能磁相：反鐵磁(antiferromagnetic，

AFM)、傾斜反鐵磁(canted-AFM，c-AFM)、鐵

磁(ferromagnetic，FM)，最薄的樣品。

材料科學領域中，科學家們追求高度有序的「單

晶」結構以優化材料特性，其中「液晶」性能優劣

的關鍵就在於此。而如何達到嚴謹控制液晶材料的

結構則為一大難題，目前使用的外部引導場對雙親

(amphiphilic)液晶表現不盡人意。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教授等人的研究團隊，研發

利用「水」誘導液晶分子自組裝，成效顯著，獲選

《美國化學學會期刊》期刊封面！

單晶

「單晶(single crystal)」是指分子在結晶過程中，以

長程有序(long-range order)的位置、取向與構型

排列所形成的物理狀態。反之，多晶(polycrystal)

材料在三維空間中則因無序聚集的分子所形成的晶

界(grain boundary)，將凝態物質的形貌分割成大

小、取向不一的晶粒(crystallite, crystal grain)，

這些巨觀尺度下看不見的小小歧異，卻是造成多晶

材料不同面向性質大大差別的關鍵[2]。

舉例來說，日常生活中所見之金屬銅或鐵都是多晶

材料的一種，不同切面的原子密度不同，造就不同

的阻力。在多晶金屬材料中，晶界角度、晶粒尺寸

與位置等對金屬強度、電阻等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

不過好在一般使用材料時多僅依靠其大範圍特徵，

大量不同方向的晶粒將被平均呈現成相似的性質。

然而，在積體電路高精密度的要求下，許多電子元



由於2-SL MBT一個磁單元格包含兩個錳原子，因

此存在兩種磁振子模態。團隊從晶格對稱、磁有

序，輔以自旋波理論的計算，建立相應於不同磁相

之磁振子模態的拉曼選擇律。表1為三種可能磁相

(AFM、c-AFM、FM)的磁振子模態，及其在獨特

對稱操作下的不變性。鐵磁相是最簡單的例子，兩

種模態(高頻與低頻)只有高頻分支在反轉操作下不

變，預期可在拉曼光譜co-circular polarization 

configuration(入射光子與散射光子有相同螺旋度)

中看到。在反鐵磁相，各層磁振子以不同振幅振

盪，因此違反反轉對稱，但結合反轉、時間反轉與

x-軸旋轉操作後不變，預期會在cross-polarization 

configuration看到這些磁振子。在傾斜反鐵磁相，

磁振子在結合y-軸旋轉與時間反轉的對稱操作下

不變，但低頻分支的頻率在Brillouin區中心消失，

因 而 無 法 從 拉 曼 光 譜 看 到 ， 只 有 高 頻 分 支 在

co-circular polarization看到。結合以上選擇律與

能量尺度，可給予辨識不同磁相磁振子模態的指引

(僅應用於單磁振子散射)。

團隊的結果如圖1。圖1為2-SL MBT在溫度12K對

不同外加磁場強度於co-circular configuration的

拉曼光譜。結果顯示，在零磁場與有限磁場、及所

有三個磁相下，都觀測到長波長的磁振子模態，揭

示雙層MBT長程磁有序的形成。檢查模態頻率與

磁場的關係(圖1b)，斜率的不連續顯示磁有序的相

變，而c-AFM與FM與磁場有線性關係。AFM模態

對外加磁場無相依性，且不遵守如圖1的選擇律，

團隊表示這歸因於雙磁振子散射的結果。團隊從自

旋波理論，擬合實驗結果，得到零磁場的自旋能隙

~0.2 meV、異向性能量~-0.02 meV及層間交換耦

合能~-0.14 meV。

在上述測量的拉曼光譜中，都去除掉準彈性散射

(quasi-elastic scattering，QES)的背景，而這個

訊號可用來量化MBT的磁漲落。由於和晶格的耦

合，磁漲落在越高的溫度越強。團隊利用不同厚度

的樣品在室溫進行拉曼測量，得到磁漲落在愈薄的

樣品(接近二維極限)愈強的結論。

近期掃描穿隧顯微鏡的實驗表明了MBT在原子尺

度表面的電子結構漲落，雖然可能跟無序相關，但

還沒經過良好控制來實現有趣的量子現象。團隊表

示，他們的研究已先進行超薄MBT的磁有序探

討，他們的發現可為未來電磁耦合集體激發的研究

與尋找奇異量子現象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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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軸向以及六方堆疊平面方向進行高度取向，以形

成具有雙軸取向的水通道陣列，此一高度取向的人

工水通道陣列因而展現極佳的水傳輸與脫鹽特性。

在這個研究中，該研究團隊藉由賦予「水」新的功

能，並突破了雙親液晶材料的限制，開創出材料科

學的新發展，成效顯著，研究成果刊登於《美國化

學學會期刊》，並獲選為期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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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若是使用多晶材料製成，則會凸顯其原子排列不

同的特性，展現出參差不一的電氣性質。所以在積

體電路材料使用上，會偏好使用單晶材料，以達穩

定的電氣特徵。

液晶

液晶(liquid crystal, LC)，指的是存在於液態與晶

體之間的相態。液晶材料即為處在液晶相態的材

料，其被廣泛運用在有機半導體、薄膜、液晶顯

示，而他們的特性很大程度取決於其自組裝結構

(self-assembly structures)中分子的排列狀況。一

般而言，科學家會透過設計液晶分子的幾何形狀

(geometr y)與非共價交互作用(noncovalent 

interactions)，來設法將液晶分子的自組裝結構盡

量逼近單晶結構。不過，在優化結構的過程中，目

前 使 用 的 外 部 引 導 場 ( f i e l d ) ， 例 如 機 械 剪 切

(mechanical shearing)、電場和磁場(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表面改性(surface modification)，

皆不易達成液晶材料的雙軸定向控制(dual-axis 

orientational control)。

在液晶材料家族中，雙親性液晶(amphiphilic LC)

與其他液晶材料不同的是，它們的自組裝程序除受

剛性分子片段(anisometric rigid moieties)的幾何

特性引導外，也能透過不相容分子片段的微分離

(microsegregation)來誘導結構秩序。王建隆教授

研究團隊先前就利用水分子和盤狀雙親分子之間

(discotic amphiphile)的動態交互作用來開創水誘

導自組裝(Water-Induced Self-Assembly, WISA)，

並利用WISA的觀念來製備適應性人工水通道

(adaptive artificial water channels, aAWCs)[3]。

將水誘導自組裝 (WISA)用於雙軸定向控制

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教授、中國文化大

學紡織工程學系吳冠毅助理教授、國家同步輻射研

究中心莊偉綜副研究員、王嘉興副研究員和楊琮任

博士，合作組成研究團隊，在WISA的基礎上，利

用水作為組裝程序中的關鍵單元，優化雙親液晶材

料所構成人工水通道(AWC)的結構，達成液晶材料

的雙軸定向控制。他們的熱力學分析結果顯示

「水」能扮演WISA程序中的結構穩定劑，而深入

的同步輻射結構解析結果則顯示水亦能有效的扮演

取向引導劑(圖1)，將雜亂排列的水分子通道同時

近年來，凡德瓦(van der Waals，vdW)磁性材料的

出現，為探索接近真實二維極限下的系統的長程磁

有序，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凡德瓦材料，是二維

材料以層間凡德瓦力為束縛，相互堆疊而成的塊

材。在1966年Mermin與Wagner曾預言，有限溫

度下，均向作用的二維材料會因熱漲落(fluctuations) 

破壞自旋耦合，而無法產生長程的磁有序。不過證

據顯示，具高度異向性的vdW磁鐵，可測得長程

磁有序的存在。材料的磁性來自於電子的自旋和軌

道角動量，當磁有序材料(如鐵磁與反鐵磁)從基態

進入低能量激發態，反向的自旋角動量因耦合作

用，將分配到鄰近原子的自旋角動量，進而傳遞到

整個材料，這個集體的自旋激發稱為自旋波(spin 

wave)，其量子化稱為磁振子(magnon)。因此，

從磁振子的偵測便可作為長程磁有序存在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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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磁場下，從反鐵磁轉變到鐵磁狀態的磁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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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Bi2Te4(MBT)是第一個人工合成，同時具有電

子拓墣性質及固有(intrinsic)磁有序的材料，在此

之前，拓樸材料只能透過摻雜的方式誘發出磁有

序 。 M B T 每 個 單 層 包 含 7 個 原 子 層 ， 形 成

Te-Bi-Te-Mn-Te-Bi-Te排序的7重層(septuple 

layer，SL)，其中電子拓樸性質主要來自鉍(Bi)與

碲(Te)，而磁有序由錳(Mn)離子層提供，磁性與電

子拓樸之間的作用被證明與厚度(層數)相關。在低

溫時，錳磁矩於SL層內為鐵磁耦合，但對SL層間

為反鐵磁耦合，使得偶數層SL樣品的淨磁矩消

失。合作團隊的研究專注於雙SL MBT，因為這是能

展現三個可能磁相：反鐵磁(antiferromagnetic，

AFM)、傾斜反鐵磁(canted-AFM，c-AFM)、鐵

磁(ferromagnetic，FM)，最薄的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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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晶

「單晶(single crystal)」是指分子在結晶過程中，以

長程有序(long-range order)的位置、取向與構型

排列所形成的物理狀態。反之，多晶(polycrystal)

材料在三維空間中則因無序聚集的分子所形成的晶

界(grain boundary)，將凝態物質的形貌分割成大

小、取向不一的晶粒(crystallite, crystal grain)，

這些巨觀尺度下看不見的小小歧異，卻是造成多晶

材料不同面向性質大大差別的關鍵[2]。

舉例來說，日常生活中所見之金屬銅或鐵都是多晶

材料的一種，不同切面的原子密度不同，造就不同

的阻力。在多晶金屬材料中，晶界角度、晶粒尺寸

與位置等對金屬強度、電阻等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

不過好在一般使用材料時多僅依靠其大範圍特徵，

大量不同方向的晶粒將被平均呈現成相似的性質。

然而，在積體電路高精密度的要求下，許多電子元

用「水」搞定材料科學中
難搞的雙親液晶分子

圖1│水作為AD的結構穩定劑、形貌調節劑和取向引導劑。雙親盤狀分子(amphiphilic discotic molecule, AD)，藍色部分為親水核
心，綠色部分為疏水外殼。                                                                                                         (王建隆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生產力高的系統中，藻類多樣性傾向透過以氮鹽為

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反之，在寒冷

且生產力較低的環境，藻類多樣性則傾向透過以磷

酸鹽為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

宏觀生態格局有助未來環境變遷之預測

本研究中展現了宏觀生態格局能建立一個整體的網

路觀點，清楚闡明了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

能與物理、化學環境之間的複雜迴饋調控，提高了

我們對生物和非生物環境如何調節生物多樣性的原

因和影響的理解，有助於了解生態系統在面對全球

環境變遷下的反應。這樣的觀點將使我們得以更進

一步去評估環境變遷與生物多樣性流失對生態系統

造成的衝擊，也對未來在管理生態系統與重要的生

態系功能之際，提供了一個更全面且整合的全新研

究架構。

藉全球水域生態系統
討論生態多樣性與系統功能之作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浮游植物佔全球初級產量

50%以上，目前所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

功能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著墨於陸地生

態系統，因此本研究以水域生態系統為研究目標，

並在全球各地選擇了19個水域生態系統，代表各

種生態與營養狀態。

為了克服目前學理上的挑戰，研究團隊分析了來自

全 球 1 9 個 水 域 生 態 系 統 的 長 期 時 間 序 列 資 料

(16-41年)，並應用交叉收斂映射(CCM)分析法檢

測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量化定義了重要

的生態系因素，並且近一步比較跨生態網路來討論

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在水生生態系統中的作用。

重建生態系統因果關係，揭露宏觀生態格局

透過交差收斂映射法，研究團隊重建了自然系統的

因果關係網路，並且量化生態系中的重要因子包括

藻類多樣性、生態系功能以及眾多物理、化學環境

因子之間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另一方面，該團

隊進一步透過比較不同系統所建構的網路，指出在

水域生態系中，影響生態系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關

鍵因子。

該研究也首度揭露了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以及迴饋

調控如何隨著全球尺度的環境梯度而發生改變。例

如，相較於其他環境因子，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系

功能的調控是重要且廣泛存在於各類型的水域生態

系統，但其調控強度在溫暖且優養化的水域環境會

被明顯削弱。此外，生態多樣性、生態功能與環境

因素間的反饋強度也隨生產力而變化。在溫暖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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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軸向以及六方堆疊平面方向進行高度取向，以形

成具有雙軸取向的水通道陣列，此一高度取向的人

工水通道陣列因而展現極佳的水傳輸與脫鹽特性。

在這個研究中，該研究團隊藉由賦予「水」新的功

能，並突破了雙親液晶材料的限制，開創出材料科

學的新發展，成效顯著，研究成果刊登於《美國化

學學會期刊》，並獲選為期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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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若是使用多晶材料製成，則會凸顯其原子排列不

同的特性，展現出參差不一的電氣性質。所以在積

體電路材料使用上，會偏好使用單晶材料，以達穩

定的電氣特徵。

液晶

液晶(liquid crystal, LC)，指的是存在於液態與晶

體之間的相態。液晶材料即為處在液晶相態的材

料，其被廣泛運用在有機半導體、薄膜、液晶顯

示，而他們的特性很大程度取決於其自組裝結構

(self-assembly structures)中分子的排列狀況。一

般而言，科學家會透過設計液晶分子的幾何形狀

(geometr y)與非共價交互作用(noncovalent 

interactions)，來設法將液晶分子的自組裝結構盡

量逼近單晶結構。不過，在優化結構的過程中，目

前 使 用 的 外 部 引 導 場 ( f i e l d ) ， 例 如 機 械 剪 切

(mechanical shearing)、電場和磁場(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表面改性(surface modification)，

皆不易達成液晶材料的雙軸定向控制(dual-axis 

orientational control)。

在液晶材料家族中，雙親性液晶(amphiphilic LC)

與其他液晶材料不同的是，它們的自組裝程序除受

剛性分子片段(anisometric rigid moieties)的幾何

特性引導外，也能透過不相容分子片段的微分離

(microsegregation)來誘導結構秩序。王建隆教授

研究團隊先前就利用水分子和盤狀雙親分子之間

(discotic amphiphile)的動態交互作用來開創水誘

導自組裝(Water-Induced Self-Assembly, WISA)，

並利用WISA的觀念來製備適應性人工水通道

(adaptive artificial water channels, aAWCs)[3]。

將水誘導自組裝 (WISA)用於雙軸定向控制

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教授、中國文化大

學紡織工程學系吳冠毅助理教授、國家同步輻射研

究中心莊偉綜副研究員、王嘉興副研究員和楊琮任

博士，合作組成研究團隊，在WISA的基礎上，利

用水作為組裝程序中的關鍵單元，優化雙親液晶材

料所構成人工水通道(AWC)的結構，達成液晶材料

的雙軸定向控制。他們的熱力學分析結果顯示

「水」能扮演WISA程序中的結構穩定劑，而深入

的同步輻射結構解析結果則顯示水亦能有效的扮演

取向引導劑(圖1)，將雜亂排列的水分子通道同時

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的反

饋與因果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具有挑戰性議題，因為

它們不但相當複雜，還會依環境變化而有不同的交

互作用。臺灣大學海洋所謝志豪教授，臺大漁業科

學研究所張俊偉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夏復國研究員與國際研究團隊合作，透過非

線性時間序列分析解析了全球19個長期觀測的水

域生態系統（包含湖泊、河流、河口到海洋），揭

露了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交

互作用與迴饋調控。此研究於今年3月發表於頂尖科

學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真實生態系統具有雙向回饋機制

為了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

的關係，過去許多生態學家建立了各式各樣的實驗

系統來證明生物多樣性是維持良好生態系功能不可

或缺的要素。在人為操縱的實驗之下，雖然可以確

立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功能影響的因果關係，卻沒

有考慮到在真實自然環境中，不只生物多樣性可以

影響生態系功能，生態系功能和其他的環境因子也

會反過來影響生物多樣性。

因此，人為實驗環境僅能證明單向的因果關係，卻

難以同時檢驗更複雜的雙向交互作用和更精細的迴

饋調控 (例如：藻類多樣性對初級生產力的調控會

進一步改變營養鹽的循環，最終迴饋至多樣性本

身)。另外，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中，這些與多樣性

相關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

著不同的環境條件而發生變化。這些複雜性都使得

過去在實驗系統所得到的結論，難以被推廣到真實

的生態系統中；進而造成環境變遷或是生物多樣性

流失對生態系統的衝擊，難以被有效評估。

材料科學領域中，科學家們追求高度有序的「單

晶」結構以優化材料特性，其中「液晶」性能優劣

的關鍵就在於此。而如何達到嚴謹控制液晶材料的

結構則為一大難題，目前使用的外部引導場對雙親

(amphiphilic)液晶表現不盡人意。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教授等人的研究團隊，研發

利用「水」誘導液晶分子自組裝，成效顯著，獲選

《美國化學學會期刊》期刊封面！

單晶

「單晶(single crystal)」是指分子在結晶過程中，以

長程有序(long-range order)的位置、取向與構型

排列所形成的物理狀態。反之，多晶(polycrystal)

材料在三維空間中則因無序聚集的分子所形成的晶

界(grain boundary)，將凝態物質的形貌分割成大

小、取向不一的晶粒(crystallite, crystal grain)，

這些巨觀尺度下看不見的小小歧異，卻是造成多晶

材料不同面向性質大大差別的關鍵[2]。

舉例來說，日常生活中所見之金屬銅或鐵都是多晶

材料的一種，不同切面的原子密度不同，造就不同

的阻力。在多晶金屬材料中，晶界角度、晶粒尺寸

與位置等對金屬強度、電阻等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

不過好在一般使用材料時多僅依靠其大範圍特徵，

大量不同方向的晶粒將被平均呈現成相似的性質。

然而，在積體電路高精密度的要求下，許多電子元



生產力高的系統中，藻類多樣性傾向透過以氮鹽為

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反之，在寒冷

且生產力較低的環境，藻類多樣性則傾向透過以磷

酸鹽為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

宏觀生態格局有助未來環境變遷之預測

本研究中展現了宏觀生態格局能建立一個整體的網

路觀點，清楚闡明了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

能與物理、化學環境之間的複雜迴饋調控，提高了

我們對生物和非生物環境如何調節生物多樣性的原

因和影響的理解，有助於了解生態系統在面對全球

環境變遷下的反應。這樣的觀點將使我們得以更進

一步去評估環境變遷與生物多樣性流失對生態系統

造成的衝擊，也對未來在管理生態系統與重要的生

態系功能之際，提供了一個更全面且整合的全新研

究架構。

藉全球水域生態系統
討論生態多樣性與系統功能之作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浮游植物佔全球初級產量

50%以上，目前所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

功能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著墨於陸地生

態系統，因此本研究以水域生態系統為研究目標，

並在全球各地選擇了19個水域生態系統，代表各

種生態與營養狀態。

為了克服目前學理上的挑戰，研究團隊分析了來自

全 球 1 9 個 水 域 生 態 系 統 的 長 期 時 間 序 列 資 料

(16-41年)，並應用交叉收斂映射(CCM)分析法檢

測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量化定義了重要

的生態系因素，並且近一步比較跨生態網路來討論

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在水生生態系統中的作用。

重建生態系統因果關係，揭露宏觀生態格局

透過交差收斂映射法，研究團隊重建了自然系統的

因果關係網路，並且量化生態系中的重要因子包括

藻類多樣性、生態系功能以及眾多物理、化學環境

因子之間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另一方面，該團

隊進一步透過比較不同系統所建構的網路，指出在

水域生態系中，影響生態系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關

鍵因子。

該研究也首度揭露了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以及迴饋

調控如何隨著全球尺度的環境梯度而發生改變。例

如，相較於其他環境因子，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系

功能的調控是重要且廣泛存在於各類型的水域生態

系統，但其調控強度在溫暖且優養化的水域環境會

被明顯削弱。此外，生態多樣性、生態功能與環境

因素間的反饋強度也隨生產力而變化。在溫暖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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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軸向以及六方堆疊平面方向進行高度取向，以形

成具有雙軸取向的水通道陣列，此一高度取向的人

工水通道陣列因而展現極佳的水傳輸與脫鹽特性。

在這個研究中，該研究團隊藉由賦予「水」新的功

能，並突破了雙親液晶材料的限制，開創出材料科

學的新發展，成效顯著，研究成果刊登於《美國化

學學會期刊》，並獲選為期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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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若是使用多晶材料製成，則會凸顯其原子排列不

同的特性，展現出參差不一的電氣性質。所以在積

體電路材料使用上，會偏好使用單晶材料，以達穩

定的電氣特徵。

液晶

液晶(liquid crystal, LC)，指的是存在於液態與晶

體之間的相態。液晶材料即為處在液晶相態的材

料，其被廣泛運用在有機半導體、薄膜、液晶顯

示，而他們的特性很大程度取決於其自組裝結構

(self-assembly structures)中分子的排列狀況。一

般而言，科學家會透過設計液晶分子的幾何形狀

(geometr y)與非共價交互作用(noncovalent 

interactions)，來設法將液晶分子的自組裝結構盡

量逼近單晶結構。不過，在優化結構的過程中，目

前 使 用 的 外 部 引 導 場 ( f i e l d ) ， 例 如 機 械 剪 切

(mechanical shearing)、電場和磁場(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表面改性(surface modification)，

皆不易達成液晶材料的雙軸定向控制(dual-axis 

orientational control)。

在液晶材料家族中，雙親性液晶(amphiphilic LC)

與其他液晶材料不同的是，它們的自組裝程序除受

剛性分子片段(anisometric rigid moieties)的幾何

特性引導外，也能透過不相容分子片段的微分離

(microsegregation)來誘導結構秩序。王建隆教授

研究團隊先前就利用水分子和盤狀雙親分子之間

(discotic amphiphile)的動態交互作用來開創水誘

導自組裝(Water-Induced Self-Assembly, WISA)，

並利用WISA的觀念來製備適應性人工水通道

(adaptive artificial water channels, aAW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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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莊偉綜副研究員、王嘉興副研究員和楊琮任

博士，合作組成研究團隊，在WISA的基礎上，利

用水作為組裝程序中的關鍵單元，優化雙親液晶材

料所構成人工水通道(AWC)的結構，達成液晶材料

的雙軸定向控制。他們的熱力學分析結果顯示

「水」能扮演WISA程序中的結構穩定劑，而深入

的同步輻射結構解析結果則顯示水亦能有效的扮演

取向引導劑(圖1)，將雜亂排列的水分子通道同時

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的反

饋與因果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具有挑戰性議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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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態系統（包含湖泊、河流、河口到海洋），揭

露了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交

互作用與迴饋調控。此研究於今年3月發表於頂尖科

學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真實生態系統具有雙向回饋機制

為了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

的關係，過去許多生態學家建立了各式各樣的實驗

系統來證明生物多樣性是維持良好生態系功能不可

或缺的要素。在人為操縱的實驗之下，雖然可以確

立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功能影響的因果關係，卻沒

有考慮到在真實自然環境中，不只生物多樣性可以

影響生態系功能，生態系功能和其他的環境因子也

會反過來影響生物多樣性。

因此，人為實驗環境僅能證明單向的因果關係，卻

難以同時檢驗更複雜的雙向交互作用和更精細的迴

饋調控 (例如：藻類多樣性對初級生產力的調控會

進一步改變營養鹽的循環，最終迴饋至多樣性本

身)。另外，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中，這些與多樣性

相關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

著不同的環境條件而發生變化。這些複雜性都使得

過去在實驗系統所得到的結論，難以被推廣到真實

的生態系統中；進而造成環境變遷或是生物多樣性

流失對生態系統的衝擊，難以被有效評估。

宏觀生態環境條件改變下
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
環境間之因果關係網路

材料科學領域中，科學家們追求高度有序的「單

晶」結構以優化材料特性，其中「液晶」性能優劣

的關鍵就在於此。而如何達到嚴謹控制液晶材料的

結構則為一大難題，目前使用的外部引導場對雙親

(amphiphilic)液晶表現不盡人意。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教授等人的研究團隊，研發

利用「水」誘導液晶分子自組裝，成效顯著，獲選

《美國化學學會期刊》期刊封面！

單晶

「單晶(single crystal)」是指分子在結晶過程中，以

長程有序(long-range order)的位置、取向與構型

排列所形成的物理狀態。反之，多晶(polycrystal)

材料在三維空間中則因無序聚集的分子所形成的晶

界(grain boundary)，將凝態物質的形貌分割成大

小、取向不一的晶粒(crystallite, crystal grain)，

這些巨觀尺度下看不見的小小歧異，卻是造成多晶

材料不同面向性質大大差別的關鍵[2]。

舉例來說，日常生活中所見之金屬銅或鐵都是多晶

材料的一種，不同切面的原子密度不同，造就不同

的阻力。在多晶金屬材料中，晶界角度、晶粒尺寸

與位置等對金屬強度、電阻等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

不過好在一般使用材料時多僅依靠其大範圍特徵，

大量不同方向的晶粒將被平均呈現成相似的性質。

然而，在積體電路高精密度的要求下，許多電子元

撰稿│黃愷翊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生產力高的系統中，藻類多樣性傾向透過以氮鹽為

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反之，在寒冷

且生產力較低的環境，藻類多樣性則傾向透過以磷

酸鹽為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

宏觀生態格局有助未來環境變遷之預測

本研究中展現了宏觀生態格局能建立一個整體的網

路觀點，清楚闡明了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

能與物理、化學環境之間的複雜迴饋調控，提高了

我們對生物和非生物環境如何調節生物多樣性的原

因和影響的理解，有助於了解生態系統在面對全球

環境變遷下的反應。這樣的觀點將使我們得以更進

一步去評估環境變遷與生物多樣性流失對生態系統

造成的衝擊，也對未來在管理生態系統與重要的生

態系功能之際，提供了一個更全面且整合的全新研

究架構。

能夠了解變因對實驗造成的影響，像是哪些變因需

要控制不變、哪些變因需要操縱改變等，通常就能

獲得想要的結果（因變數）。 

資料分析的前置作業之一為蒐集數據，蒐集數據可

以想像成情報收集。然而，即便想盡辦法收集所有

相關情報，將所有變量都導入模型卻未必可行，因

為不是所有數據都有助於解析結果，比方說低度相

關與高度相關的兩個變量，通常會採用高度相關作

為預測下場賽事的變量。 

網球大滿貫賽事（澳洲、法國、溫布頓、美國公開

賽）是全球最重要的年度網球賽事，單打比賽會有

128名選手參與，採單淘汰制，也就是需要127場

藉全球水域生態系統
討論生態多樣性與系統功能之作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浮游植物佔全球初級產量

50%以上，目前所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

功能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著墨於陸地生

態系統，因此本研究以水域生態系統為研究目標，

並在全球各地選擇了19個水域生態系統，代表各

種生態與營養狀態。

為了克服目前學理上的挑戰，研究團隊分析了來自

全 球 1 9 個 水 域 生 態 系 統 的 長 期 時 間 序 列 資 料

(16-41年)，並應用交叉收斂映射(CCM)分析法檢

測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量化定義了重要

的生態系因素，並且近一步比較跨生態網路來討論

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在水生生態系統中的作用。

重建生態系統因果關係，揭露宏觀生態格局

透過交差收斂映射法，研究團隊重建了自然系統的

因果關係網路，並且量化生態系中的重要因子包括

藻類多樣性、生態系功能以及眾多物理、化學環境

因子之間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另一方面，該團

隊進一步透過比較不同系統所建構的網路，指出在

水域生態系中，影響生態系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關

鍵因子。

該研究也首度揭露了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以及迴饋

調控如何隨著全球尺度的環境梯度而發生改變。例

如，相較於其他環境因子，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系

功能的調控是重要且廣泛存在於各類型的水域生態

系統，但其調控強度在溫暖且優養化的水域環境會

被明顯削弱。此外，生態多樣性、生態功能與環境

因素間的反饋強度也隨生產力而變化。在溫暖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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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的反

饋與因果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具有挑戰性議題，因為

它們不但相當複雜，還會依環境變化而有不同的交

互作用。臺灣大學海洋所謝志豪教授，臺大漁業科

學研究所張俊偉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夏復國研究員與國際研究團隊合作，透過非

線性時間序列分析解析了全球19個長期觀測的水

域生態系統（包含湖泊、河流、河口到海洋），揭

露了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交

互作用與迴饋調控。此研究於今年3月發表於頂尖科

學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真實生態系統具有雙向回饋機制

為了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

的關係，過去許多生態學家建立了各式各樣的實驗

系統來證明生物多樣性是維持良好生態系功能不可

或缺的要素。在人為操縱的實驗之下，雖然可以確

立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功能影響的因果關係，卻沒

有考慮到在真實自然環境中，不只生物多樣性可以

影響生態系功能，生態系功能和其他的環境因子也

會反過來影響生物多樣性。

因此，人為實驗環境僅能證明單向的因果關係，卻

難以同時檢驗更複雜的雙向交互作用和更精細的迴

饋調控 (例如：藻類多樣性對初級生產力的調控會

進一步改變營養鹽的循環，最終迴饋至多樣性本

身)。另外，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中，這些與多樣性

相關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

著不同的環境條件而發生變化。這些複雜性都使得

過去在實驗系統所得到的結論，難以被推廣到真實

的生態系統中；進而造成環境變遷或是生物多樣性

流失對生態系統的衝擊，難以被有效評估。

比賽才能決定冠軍。政治大學余清祥教授等人在此

研究中採用Glicko模型，並利用EDA（探索式資料

分析）引入新的變量，評估可否提高模型的預測準

確性。Glicko模型是一種在職業西洋棋中的貝氏

（定理）分析方法，余教授以此模型決定新變量，

接著將所有變量以兩兩配對比賽的方式套入迴歸分

析，再透過交叉驗證計算預測模型的誤差。在這個

研究中，透過下列算式以Glicko評分系統決定每位

選手的RD變量：

 

其中RD是評分標準差，代表評分的可變與不確定

性，RD0是球員的初始RD，RDold是球員的前一次

比賽的RD，c是常數，t則代表上次比賽以來的評

分週期。隨著每位選手參賽紀錄的累積，個人比賽

實力的不確定性會下降，若選手從來沒參加過比

賽，不確定性通常較高，此時初始的評分變量通常

被設為1500，評分標準差為350，常數c為10。接

著採用EDA選擇較為合適的變量加入迴歸模型，本

研究考慮的變量包括球員的居住地、年齡、職業生

涯初始年、慣用手，以及2000-2019年的排名與

積分。 

圖2顯示晉級決賽、準決賽、八強賽的球員年齡結

構非常相似，三種情況的峰值約在25歲。圖1採用

LOESS（局部加權）迴歸分析，可以看見選手排名

差距達80時，勝率大約為八成，圖形中也顯示了

高排名選手的波動小，低排名的波動大。換言之，

若想涵蓋更多的變量來提升預測的準確性，選手排

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透過選手排名可預期是

否能夠進入後面幾輪比賽。

近年AI（人工智慧）、ML（機器學習）、DL（深

度學習）等議題的廣為流傳，一般民眾多半知道大

數據應用層面的廣泛，在電腦飛快發展的時代，無

論組織或個人都可透過現有的資訊來創造更多機

會，例如企業可透過數據分析找到新藍海，以尋求

更高的利潤。運動賽事當然也是大數據的重要應用

之一，除了可用於選手訓練和挑選外，預測個人的

運動表現更常是研究的探討議題。 

IBM提出的大數據具有四個特點，或說指導原則 

4V：Volume（資料量）、Velocity（速度）、

Variety（多樣性）、Veracity（真實性）。無論導

入何種模型，區分信噪（signal & noise）通常是

非常關鍵的步驟，以科學實驗的變因來說明，如果

藉由累積密度函數更能看出排名變量蘊含的重要資

訊。逆分佈函數的定義為：

 

其中FXs(x)是Xs累積密度函數，P0為所選擇的百分

位，Xs是進到s輪的最低排名，s= 1, 2, 3, … , 7，其

中5、6、7、7+分別表示八強賽、準決賽、決賽

和冠軍。表1為採用P0=0.8的結果，可以看出贏得

冠軍的80%為排名最佳的前五名選手，進到決賽

的80%為排名前九名的選手，P0=0.8是經驗法

則，或是俗稱「20/80定律」。

表2跟表3分別表示ATP（職業男網）、WTA（職

業女網）在各種模型下的預測準度，準確性是以

moving-window（移動視窗）的交叉驗證計算，

以四年訓練資料預測接下來之後兩年資料的結果，

以此類推。其中男女選手在硬地與草地的預測準確

率之不同，兩個表格也顯示複雜的模型如SVM

（向量機）、Neural Network（神經網路）、

LightBGM（輕量梯度機）的預測準度未必更準

確，分類結果以Glicko模型最佳。 

余清祥教授等人以Glicko模型引入新的變量，

Glicko模型採用貝氏定理更新選手的重要資訊；接

著使用EDA工具選擇較為適合的變量，代入各種統

計及機器學習模型，並透過交叉驗證評估分類結

果，最終發現Glicko模型對預測網球賽事的準確度

高於其他模型。 

而此實驗的目的在於試圖增強數據模型的功能，並

藉由EDA的幫助找出重要變量，例如選手排名潛藏

許多重要的訊息。透過EDA和Glicko模型，我們發

現結合專家意見與量化分析是另種進行方式，這與

單純依賴機器學習大有不同，因機器學習通常不加

入專業運動領域知識，沒有考慮到人類智慧累積的

優點，但專家意見往往又難以數據化，未來期望可

以努力朝人類智慧與人工智慧中間找到平衡點。



生產力高的系統中，藻類多樣性傾向透過以氮鹽為

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反之，在寒冷

且生產力較低的環境，藻類多樣性則傾向透過以磷

酸鹽為基礎的迴饋系統來調控藻類生物量。

宏觀生態格局有助未來環境變遷之預測

本研究中展現了宏觀生態格局能建立一個整體的網

路觀點，清楚闡明了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

能與物理、化學環境之間的複雜迴饋調控，提高了

我們對生物和非生物環境如何調節生物多樣性的原

因和影響的理解，有助於了解生態系統在面對全球

環境變遷下的反應。這樣的觀點將使我們得以更進

一步去評估環境變遷與生物多樣性流失對生態系統

造成的衝擊，也對未來在管理生態系統與重要的生

態系功能之際，提供了一個更全面且整合的全新研

究架構。

能夠了解變因對實驗造成的影響，像是哪些變因需

要控制不變、哪些變因需要操縱改變等，通常就能

獲得想要的結果（因變數）。 

資料分析的前置作業之一為蒐集數據，蒐集數據可

以想像成情報收集。然而，即便想盡辦法收集所有

相關情報，將所有變量都導入模型卻未必可行，因

為不是所有數據都有助於解析結果，比方說低度相

關與高度相關的兩個變量，通常會採用高度相關作

為預測下場賽事的變量。 

網球大滿貫賽事（澳洲、法國、溫布頓、美國公開

賽）是全球最重要的年度網球賽事，單打比賽會有

128名選手參與，採單淘汰制，也就是需要127場

藉全球水域生態系統
討論生態多樣性與系統功能之作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浮游植物佔全球初級產量

50%以上，目前所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

功能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著墨於陸地生

態系統，因此本研究以水域生態系統為研究目標，

並在全球各地選擇了19個水域生態系統，代表各

種生態與營養狀態。

為了克服目前學理上的挑戰，研究團隊分析了來自

全 球 1 9 個 水 域 生 態 系 統 的 長 期 時 間 序 列 資 料

(16-41年)，並應用交叉收斂映射(CCM)分析法檢

測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量化定義了重要

的生態系因素，並且近一步比較跨生態網路來討論

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在水生生態系統中的作用。

重建生態系統因果關係，揭露宏觀生態格局

透過交差收斂映射法，研究團隊重建了自然系統的

因果關係網路，並且量化生態系中的重要因子包括

藻類多樣性、生態系功能以及眾多物理、化學環境

因子之間的因果關係和迴饋調控。另一方面，該團

隊進一步透過比較不同系統所建構的網路，指出在

水域生態系中，影響生態系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關

鍵因子。

該研究也首度揭露了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以及迴饋

調控如何隨著全球尺度的環境梯度而發生改變。例

如，相較於其他環境因子，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系

功能的調控是重要且廣泛存在於各類型的水域生態

系統，但其調控強度在溫暖且優養化的水域環境會

被明顯削弱。此外，生態多樣性、生態功能與環境

因素間的反饋強度也隨生產力而變化。在溫暖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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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環境因素間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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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態系統（包含湖泊、河流、河口到海洋），揭

露了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交

互作用與迴饋調控。此研究於今年3月發表於頂尖科

學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真實生態系統具有雙向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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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要素。在人為操縱的實驗之下，雖然可以確

立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功能影響的因果關係，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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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實驗系統所得到的結論，難以被推廣到真實

的生態系統中；進而造成環境變遷或是生物多樣性

流失對生態系統的衝擊，難以被有效評估。

比賽才能決定冠軍。政治大學余清祥教授等人在此

研究中採用Glicko模型，並利用EDA（探索式資料

分析）引入新的變量，評估可否提高模型的預測準

確性。Glicko模型是一種在職業西洋棋中的貝氏

（定理）分析方法，余教授以此模型決定新變量，

接著將所有變量以兩兩配對比賽的方式套入迴歸分

析，再透過交叉驗證計算預測模型的誤差。在這個

研究中，透過下列算式以Glicko評分系統決定每位

選手的RD變量：

 

其中RD是評分標準差，代表評分的可變與不確定

性，RD0是球員的初始RD，RDold是球員的前一次

比賽的RD，c是常數，t則代表上次比賽以來的評

分週期。隨著每位選手參賽紀錄的累積，個人比賽

實力的不確定性會下降，若選手從來沒參加過比

賽，不確定性通常較高，此時初始的評分變量通常

被設為1500，評分標準差為350，常數c為10。接

著採用EDA選擇較為合適的變量加入迴歸模型，本

研究考慮的變量包括球員的居住地、年齡、職業生

涯初始年、慣用手，以及2000-2019年的排名與

積分。 

圖2顯示晉級決賽、準決賽、八強賽的球員年齡結

構非常相似，三種情況的峰值約在25歲。圖1採用

LOESS（局部加權）迴歸分析，可以看見選手排名

差距達80時，勝率大約為八成，圖形中也顯示了

高排名選手的波動小，低排名的波動大。換言之，

若想涵蓋更多的變量來提升預測的準確性，選手排

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透過選手排名可預期是

否能夠進入後面幾輪比賽。

撰稿│鄭淳澧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近年AI（人工智慧）、ML（機器學習）、DL（深

度學習）等議題的廣為流傳，一般民眾多半知道大

數據應用層面的廣泛，在電腦飛快發展的時代，無

論組織或個人都可透過現有的資訊來創造更多機

會，例如企業可透過數據分析找到新藍海，以尋求

更高的利潤。運動賽事當然也是大數據的重要應用

之一，除了可用於選手訓練和挑選外，預測個人的

運動表現更常是研究的探討議題。 

IBM提出的大數據具有四個特點，或說指導原則 

4V：Volume（資料量）、Velocity（速度）、

Variety（多樣性）、Veracity（真實性）。無論導

入何種模型，區分信噪（signal & noise）通常是

非常關鍵的步驟，以科學實驗的變因來說明，如果

用Glicko評分模型來預測比賽結果
─以網球大滿貫賽事為例

圖1│LOESS（局部加權）迴歸分析選手排名差距與其勝率                                                     (余清祥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藉由累積密度函數更能看出排名變量蘊含的重要資

訊。逆分佈函數的定義為：

 

其中FXs(x)是Xs累積密度函數，P0為所選擇的百分

位，Xs是進到s輪的最低排名，s= 1, 2, 3, … , 7，其

中5、6、7、7+分別表示八強賽、準決賽、決賽

和冠軍。表1為採用P0=0.8的結果，可以看出贏得

冠軍的80%為排名最佳的前五名選手，進到決賽

的80%為排名前九名的選手，P0=0.8是經驗法

則，或是俗稱「20/80定律」。

表2跟表3分別表示ATP（職業男網）、WTA（職

業女網）在各種模型下的預測準度，準確性是以

moving-window（移動視窗）的交叉驗證計算，

以四年訓練資料預測接下來之後兩年資料的結果，

以此類推。其中男女選手在硬地與草地的預測準確

率之不同，兩個表格也顯示複雜的模型如SVM

（向量機）、Neural Network（神經網路）、

LightBGM（輕量梯度機）的預測準度未必更準

確，分類結果以Glicko模型最佳。 

余清祥教授等人以Glicko模型引入新的變量，

Glicko模型採用貝氏定理更新選手的重要資訊；接

著使用EDA工具選擇較為適合的變量，代入各種統

計及機器學習模型，並透過交叉驗證評估分類結

果，最終發現Glicko模型對預測網球賽事的準確度

高於其他模型。 

而此實驗的目的在於試圖增強數據模型的功能，並

藉由EDA的幫助找出重要變量，例如選手排名潛藏

許多重要的訊息。透過EDA和Glicko模型，我們發

現結合專家意見與量化分析是另種進行方式，這與

單純依賴機器學習大有不同，因機器學習通常不加

入專業運動領域知識，沒有考慮到人類智慧累積的

優點，但專家意見往往又難以數據化，未來期望可

以努力朝人類智慧與人工智慧中間找到平衡點。



能夠了解變因對實驗造成的影響，像是哪些變因需

要控制不變、哪些變因需要操縱改變等，通常就能

獲得想要的結果（因變數）。 

資料分析的前置作業之一為蒐集數據，蒐集數據可

以想像成情報收集。然而，即便想盡辦法收集所有

相關情報，將所有變量都導入模型卻未必可行，因

為不是所有數據都有助於解析結果，比方說低度相

關與高度相關的兩個變量，通常會採用高度相關作

為預測下場賽事的變量。 

網球大滿貫賽事（澳洲、法國、溫布頓、美國公開

賽）是全球最重要的年度網球賽事，單打比賽會有

128名選手參與，採單淘汰制，也就是需要127場

比賽才能決定冠軍。政治大學余清祥教授等人在此

研究中採用Glicko模型，並利用EDA（探索式資料

分析）引入新的變量，評估可否提高模型的預測準

確性。Glicko模型是一種在職業西洋棋中的貝氏

（定理）分析方法，余教授以此模型決定新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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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再透過交叉驗證計算預測模型的誤差。在這個

研究中，透過下列算式以Glicko評分系統決定每位

選手的RD變量：

 

其中RD是評分標準差，代表評分的可變與不確定

性，RD0是球員的初始RD，RDold是球員的前一次

比賽的RD，c是常數，t則代表上次比賽以來的評

分週期。隨著每位選手參賽紀錄的累積，個人比賽

實力的不確定性會下降，若選手從來沒參加過比

賽，不確定性通常較高，此時初始的評分變量通常

被設為1500，評分標準差為350，常數c為10。接

著採用EDA選擇較為合適的變量加入迴歸模型，本

研究考慮的變量包括球員的居住地、年齡、職業生

涯初始年、慣用手，以及2000-2019年的排名與

積分。 

圖2顯示晉級決賽、準決賽、八強賽的球員年齡結

構非常相似，三種情況的峰值約在25歲。圖1採用

LOESS（局部加權）迴歸分析，可以看見選手排名

差距達80時，勝率大約為八成，圖形中也顯示了

高排名選手的波動小，低排名的波動大。換言之，

若想涵蓋更多的變量來提升預測的準確性，選手排

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透過選手排名可預期是

否能夠進入後面幾輪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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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Xs是進到s輪的最低排名，s= 1, 2, 3, … , 7，其

中5、6、7、7+分別表示八強賽、準決賽、決賽

和冠軍。表1為採用P0=0.8的結果，可以看出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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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0%為排名前九名的選手，P0=0.8是經驗法

則，或是俗稱「20/80定律」。

表2跟表3分別表示ATP（職業男網）、WTA（職

業女網）在各種模型下的預測準度，準確性是以

moving-window（移動視窗）的交叉驗證計算，

以四年訓練資料預測接下來之後兩年資料的結果，

以此類推。其中男女選手在硬地與草地的預測準確

率之不同，兩個表格也顯示複雜的模型如SVM

（向量機）、Neural Network（神經網路）、

LightBGM（輕量梯度機）的預測準度未必更準

確，分類結果以Glicko模型最佳。 

余清祥教授等人以Glicko模型引入新的變量，

Glicko模型採用貝氏定理更新選手的重要資訊；接

著使用EDA工具選擇較為適合的變量，代入各種統

計及機器學習模型，並透過交叉驗證評估分類結

果，最終發現Glicko模型對預測網球賽事的準確度

高於其他模型。 

而此實驗的目的在於試圖增強數據模型的功能，並

藉由EDA的幫助找出重要變量，例如選手排名潛藏

許多重要的訊息。透過EDA和Glicko模型，我們發

現結合專家意見與量化分析是另種進行方式，這與

單純依賴機器學習大有不同，因機器學習通常不加

入專業運動領域知識，沒有考慮到人類智慧累積的

優點，但專家意見往往又難以數據化，未來期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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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晉級網球大滿貫賽事決賽、準決賽、八強賽的球員
年齡結構  (余清祥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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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的80%為排名最佳的前五名選手，進到決賽

的80%為排名前九名的選手，P0=0.8是經驗法

則，或是俗稱「20/80定律」。

表2跟表3分別表示ATP（職業男網）、WTA（職

業女網）在各種模型下的預測準度，準確性是以

moving-window（移動視窗）的交叉驗證計算，

以四年訓練資料預測接下來之後兩年資料的結果，

以此類推。其中男女選手在硬地與草地的預測準確

率之不同，兩個表格也顯示複雜的模型如SVM

（向量機）、Neural Network（神經網路）、

LightBGM（輕量梯度機）的預測準度未必更準

確，分類結果以Glicko模型最佳。 

余清祥教授等人以Glicko模型引入新的變量，

Glicko模型採用貝氏定理更新選手的重要資訊；接

著使用EDA工具選擇較為適合的變量，代入各種統

計及機器學習模型，並透過交叉驗證評估分類結

果，最終發現Glicko模型對預測網球賽事的準確度

高於其他模型。 

而此實驗的目的在於試圖增強數據模型的功能，並

藉由EDA的幫助找出重要變量，例如選手排名潛藏

許多重要的訊息。透過EDA和Glicko模型，我們發

現結合專家意見與量化分析是另種進行方式，這與

單純依賴機器學習大有不同，因機器學習通常不加

入專業運動領域知識，沒有考慮到人類智慧累積的

優點，但專家意見往往又難以數據化，未來期望可

以努力朝人類智慧與人工智慧中間找到平衡點。

表1│2000-2019年男子大滿貫網球每一輪賽事中P0 = 0.8 的結果                                       (余清祥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表2│ATP（職業男網）在各種模型下的預測準度                                                             (余清祥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表3│WTA（職業女網）在各種模型下的預測準度                                                           (余清祥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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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0(四)
              -21(五)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111年年會

學術研討會訊息

2022.10.14(五)
              -15(六)

第一屆醫用粒子高能加速器研討會2022.10.15(六)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公誠樓會議廳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地圖學會、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www.ccartoa.org.tw/2022ccartoa/

聯絡資訊│林君成老師    E-mail：ljc@utaipei.edu.tw
                                            電話：02-2311-3040 #4512、#4513

                    廖思采秘書    E-mail：ccartoa@gmail.com

第22屆中華民國地圖學會年會暨
臺北市立大學史地研討會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國立中興大學土木
                    工程學系、國立中興大學永續工程材料研發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mail.nchu.edu.tw/2022-cspave

聯絡資訊│楊博仲
                    電話：04-2285-551
                    E-mail：asphalt.nchu.2022cspe@gmail.com

地點│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活動中心

主辦單位│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www.nsrrc.org.tw/ProtonTherapy2022

聯絡資訊│張文惠小姐

                    電話：03-578-0281 #6364

                    E-mail：cwh@nsrrc.org.tw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4pVV82

聯絡資訊│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E-mail：service@cimme.org.tw

第15屆鋪面材料再生及再利用學術研討會
暨第4屆永續與創新基礎建設研討會

2022.10.15(六)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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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量子技術交流會2022.10.26(三)
地點│南港展覽館1館 402b、c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科會補助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0XMAax

聯絡資訊│陳小姐

                    電話：06-2757575 #61201

                    E-mail：em612006@email.ncku.edu.tw

2022.10.27(四)
              -28(五)

台灣真空學會會員大會暨論文發表會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

主辦單位│台灣真空學會、國立中興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www.taiwanvacuum.org/tvs2022/

聯絡資訊│曹櫻歷 秘書

                    電話：03-579-5046

                    E-mail：taiwanvacuum@taiwanvacuum.org

2022.10.28(五)

聯合國IUPAP 100週年：
2022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

20th ISNST–
2022年創新與永續科技國際研討會

2022.10.29(六)
              -30(日)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南台科技大學念慈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教育部、台南市政府、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研討會網站│http://isnst.eng.stust.edu.tw/index.php

聯絡資訊│Assistant Prof. Yun-Ju Huang
                    E-mail：isnst.stust@gmail.com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博雅教學館 101 室

主辦單位│台灣物理學會、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s://spec.ntu.edu.tw/iupap-wist2022_ch/

聯絡資訊│羅月秀
                    E-mail：office@ps-taiwan.org 

                    呂冠樺 
                    E-mail：khlu2021@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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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31(一)
           -11.1(二)

2022.11.3(四)
              -5(六)

2022.11.3(四)
              -5(六)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理學大樓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vWjdZA

聯絡資訊│邱文華教授

                    E-mail：wchiou@dragon.nchu.edu.tw

2022.11.4(五)
              -6(日)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主辦單位│NCKU, Taiwan、FARR, Taiwan、MMIJ, Japan、
                      KIRR, South Korea、TNMSC, China、CU, Thailand

研討會網站│https://2022earth.com

聯絡資訊│Secretariat of EARTH 2022

                    E-mail：earth2022TW@gmail.com

The 1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ast Asian Resources Recycling Technology

ISOR-15 第十五屆國際有機反應會議

地點│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主辦單位│Taiwan’s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 

                    Taiwan Spa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研討會網站│https://www.nspo.narl.org.tw/activity/iCASE/2022/

聯絡資訊│Chao-Yen Chen

                    TEL：03-578-4208 #7934

                    E-mail：iCASE2022@narlabs.org.tw

iCASE 2022國際太空探索研討會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太空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hmsstc.ncku.edu.tw/TSU2022/

聯絡資訊│林子軒秘書

                    電話：06-2755312 #65430轉207

                    E-mail：10810048@gs.ncku.edu.tw

2022臺灣太空科學聯盟年會暨
衛星科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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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7(一)
            -18(五)

2022.11.8(二)、
        11.15(二)、
          12.6(二)、
        12.13(二)

2022.11.9(三)
            -11(五)

8ACEE 第八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
地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8ACEE.ncree.org.tw

聯絡資訊│Dr. Jui-Liang Lin 

                    E-mail：8acee@narlabs.org.tw

2022臺灣海洋聯盟大會
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行政大樓第一演講廳

主辦單位│臺灣海洋聯盟

研討會網站│https://spec.ntu.edu.tw/20221107-semi-earth/

聯絡資訊│郭俊志博士/科技研發管理師
                    電話：02-27377520
                    E-mail：cckuo@nstc.gov.tw

                    李佩玟博士
                    電話：02-24622192#5717
                    E-mail：pwlee@mail.ntou.edu.tw

2022.11.7(一)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Online

主辦單位│SSCP KAN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zNnxo0

聯絡資訊│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E-mail：dolly0105@gate.sinica.edu.tw

Future Earth System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nline Symposium 2022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主辦單位│國科會自然處、國科會工程處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yM9xkE

聯絡資訊│郭俊志博士                E-mail：cckuo@nstc.gov.tw

                    王宇豪助理研究員    E-mail：yuhwang@nstc.gov.tw

國科會自然處/工程處
學門聯合說明與座談會



2022年國科會物化小組秋季交流活動
地點│高鐵台中站 集思新烏日會議中心 瓦特廳301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討會網站│https://forms.gle/WyLuxudNFezsQgY89

聯絡資訊│徐尚德

                    電話：02-2785-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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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12(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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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二次無機錯鹽研討會2022.11.13(日)

地點│Chang Yung-Fa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Taipei City, Taiwan

主辦單位│Academia Sinica,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研討會網站│https://rpgr2022.tw/en-us

聯絡資訊│Ms. Joy Chang
                    TEL：02-2798-8329 #48
                    E-mail：rpgr2022@elitepco.com.tw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cent Progress of 
Graphene and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Research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無機錯鹽小組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8pR3A4

聯絡資訊│陳喧應教授

                    E-mail：hchen@kmu.edu.tw

2022台灣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2022.11.12(六)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學演藝廳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生物無機小組

研討會網站│https://forms.gle/vEGrpqDReV7MkMmP7

聯絡資訊│許智能教授

                    E-mail：sodiohsu@kmu.edu.tw

2022.11.13(日)
               -17(四)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新竹安捷國際酒店

主辦單位│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物理化學小組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60zZXd

聯絡資訊│清華大學化學系 陳益佳
                    電話：03-5715131 #33339     
                    E-mail：icchen@mx.nthu.edu.tw 

                    清華大學化學系 朱立岡 
                    電話：03-5715131 #33396     
                    E-mail：lkchu@mx.nthu.edu.tw

2022物理化學學術小組秋季第二次研討會

地點│國立金門高中
主辦單位│台灣中子科學學會、中原大學物理系、中興大學化工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金門高中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twnss2022

聯絡資訊│楊仲準理事長

                     電話：0928-221206

                    E-mail：chunchuenyang@gmail.com

2022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
中子散射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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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8(五)
               -20(日)

2022.11.19(六)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2022.11.16(三)

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2022.11.18(五)
               -20(日)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主辦單位│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202214tads.weebly.com/

聯絡資訊│林潤華教授、蕭邦媛助理

                     電話：03-8905212 或 03-8905213

                    E-mail：tads.tw202214@gmail.com

第39屆自來水研究發表會
地點│臺中市烏日區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m3KWOV

聯絡資訊│唐文國、朱可敬、施品萱

                    電話：04-7351702

                    E-mail：kcchu1103@mail.wate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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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主辦單位│國科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研討會網站│https://spec.ntu.edu.tw/20221202-semi-spec/

聯絡資訊│呂冠樺小姐

                     電話：02-3366-8662

                    E-mail：khlu2021@ntu.edu.tw

國科會自然處
2022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

2022.12.2(五)
              -3(六)

Asia-Pacific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Conference 2022

2022.11.21(一)
               -23(三)

地點│Tohoku University, Japan

主辦單位│Institute for Materials Research, Tohoku University

                      The division of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in AAPPS

研討會網站│http://ac2mp.imr.tohoku.ac.jp/eng/index.html

聯絡資訊│Institute for Materials Research, Tohoku University
                    TEL：81-22-215-2019
                    E-mail：ac2mp@imr.tohoku.ac.jp

2022.12.16(五)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新竹北埔麻布山林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tlcs.conf.nycu.edu.tw/index.html

聯絡資訊│郎克瑜

                    電話：03-571-2121 #52960

                    E-mail：keyu@nycu.edu.tw

2022年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
年會暨研討會

2022.12.10(六) 2022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
地點│東海大學茂榜廳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工學院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 
                    智慧永續循環經濟中心 / 永續發展辦公室

研討會網站│https://bit.ly/3BLO4tO

聯絡資訊│東海大學智慧永續循環經濟研究中心

                    電話：04-235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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