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學術成果報告列表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單位及申請人 人數 

109.08.06 
台灣理論計算分子科學學會會員大會

暨學生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許昭萍教授 
99 

109.08.14、21 2020 化學專利檢索與智權運用管理 中國化學會趙奕姼教授 24 

109.08.19 2020 活化普化教學工作坊 中國化學會趙奕姼教授 20 

109.09.01-09.03 2020 年第十七屆台灣質譜年會 
嘉義大學應化系 

古國隆教授、王梓帆助理教授 
450 

109.10.24 結晶學小型研討會 
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

生物學研究所詹迺立教授 
32 

109.11.21 
109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 

分析小組秋季會議 
成功大學化學系李介仁教授 90 

109.12.04-12.05 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 
中研究基因體中心 

鄭偉杰副研究員 
93 

109.12.25 2020 無機錯鹽研討會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李位仁教授 178 



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1. 會議名稱：2020 年台灣理論計算分子科學學會會員大會暨學生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09年 8月 6日 至 民國 109 年 8月 6日 

主辦機構：台灣理論計算分子科學學會      主持人：   許昭萍 

舉辦地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聯絡電話：02-5572-8531 游子宜 

出席人數：工業界 4 人、學術界(含學生) 95 人  共 99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演講者以及講題： 

 鄭湘蓉 Hsiang-Jung Cheng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of Water with Li10GeP2S12 Solid 

Electrolyte: Effects of Selenium Doping on Chemical Stability 

 林冠宇 Kuan-Yu Lin 

New Insights into the N-S Bond Formation of Sulfurized-Polyacrylonitrile 

Cathode Material for Li-S Batteries  

 陳琮㕡 Tsung-Ruei Chen  

Theoretical Study on Surface Carbonization of Si (100) Surface Using Acetylene  

 王元瑜 Yuan-Yu Wang 

First-Principles Molecular Dynamics Study of Anode-Free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Effects of Zn Doping and Excess Electrons on Electrolyte 

Decomposition  

 陳威智 Wei-Chih Chen  

A Molecular Design Approach for Organic Molecules with an Inverted/small Energy 

Gap between the Singlet and Triplet Excited States  

 林尚緯  Shang-Wei Lin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Combined with Small-Angle X-ray Scattering for 

Characterizing the Enzyme Dynamics of Cytochrome P450 Proteins  

 蘇冠璇  Kuan-Hsuan Su  

 Cytochrome P450 Substrate Channel Regulates Catalytic Reactions  

 Erickson Fajiculay 

Biostoch: A Software Package for Symbolic and Numeric Biological Simulation 

 謝明修 Ming-Hsiu Hsieh  

 Non-Valence Correlation-Bound States of Breslow Intermediate  

 黃海  Thi Hai Huynh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Dissociation Process in Mass 

Spectroscopy of Fructose  

 賴厚任 Hou-Jen Lai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Ir4 Cluster Supported on Anatase TiO２(101) for Steam 

Methane Reforming – A First-Principles Study  

 林品君 Pin-Jun Lin 

Theoretical Study of Methane Conversion on the Fe3O4 (311) Surface Using Fenton 

Reagent 

 王俊壹 Chun-I Wang  

 Machine Learning for Charge Transfer Coupling: A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許鼎威 Ting-Wei Hsu  

 An Improved Machine Learning Model for the Prediction of Heat of Formatio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xOgQyOdxx1q69Z8Y0kExdbACRFUtQR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xOgQyOdxx1q69Z8Y0kExdbACRFUtQR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hW0k7keUqYcx_lb6eQTLfo30oEa9Lq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hW0k7keUqYcx_lb6eQTLfo30oEa9Lq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4PKsEujlXCtArVWGVgbIhS7QA0uiD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swoPND56eZzNvu4wtRwzsyCsXmDBRE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swoPND56eZzNvu4wtRwzsyCsXmDBRE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swoPND56eZzNvu4wtRwzsyCsXmDBRE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vb8UITN9_e3UBNO7332VOFLLh6EvIP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vb8UITN9_e3UBNO7332VOFLLh6EvIP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Kz5Lt_l7FYreWmmAPo6nW5ItKbe05z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Kz5Lt_l7FYreWmmAPo6nW5ItKbe05z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L6Uh_d3h4Nq3zYg9t5p__wWYi0a_f3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UrY4XgJaaVa0xRbtEsHPkX7jFhzr1gL/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zIYCd4GQ5C1rX-yCTRGuaP3QjfZ503i/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3o-KHSJdyHRmfKrjLDu4FQJDef6_0j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3o-KHSJdyHRmfKrjLDu4FQJDef6_0j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9dUZOFTdQDkfRLvg4arfp3PQO8JTbS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9dUZOFTdQDkfRLvg4arfp3PQO8JTbS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ic2bxPcBM11aqoz6lbNPkzX61Nf12l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ic2bxPcBM11aqoz6lbNPkzX61Nf12l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mrqmBOVpBWFaHeTbLLYObuWvSNAtyD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mrqmBOVpBWFaHeTbLLYObuWvSNAtyD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Nx7RnFO0mTOJ1w79Xqup4zCcwkvVfHi/view?usp=sharing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活動以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為主，這次報名英文發表的學生十分踴躍，從演講以及海

報發表的內容來看，學生們也多半付出了努力準備。今年在新的題目，如機器學習方面 

4. 建議  

無 

 



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0化學專利檢索與智權運用管理 

舉辦日期：民國 109年 8月 14、21日 

主辦機構：中國化學會   協辦單位：化學推動中心       主持人：陸大榮    

舉辦地點：雲科大校友終身學習中心-台北會議室  聯絡電話：02-55728573  

出席人數：工業界  22  人、學術界(含學生)  2  人  共  24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 A4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8/14 09:30~12:30 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理策略（陸大榮 中興大學） 

   13:30~16:30 化學專利檢索（蔡茜堉 智慧財產局） 

8/21 09:30~12:30 SciFinder資料庫之應用（孟婕 美國化學文摘服務社） 

   13:30~16:30 化學競爭情報之應用（陳宜均 名穎顧問有限公司）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運用為應用性科研的發展命脈，本會特敦請化學智財雙棲實務專家

規劃設計，針對化學相關研究及從業者所需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化學專利檢索、SciFinder

資料庫應用及化學競爭情報蒐集等，提供與會者進一步了解更多的專利檢索技巧及資訊，

以保護自身及單位的研發成果，有效進行專利佈局。多數與會人員表示，能夠充份吸收講

授內容，對活動內容整體滿意度達 86%，將根據本次活動問卷調查結果，改善未來活動內

容。  

活動照片： 

4. 建議 （無） 

 



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活化普化教學工作坊-分享+共創更有活力的教與學 

舉辦日期：民國 109年 8月 19日 

主辦單位：中國化學會                                   主持人：趙奕姼 

協辦單位：化學推動中心、ACS Taiwan Chapter、中國化學會高雄分會               

舉辦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新理學大樓化學系   聯絡電話： 02-55728573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20 人  共 20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 A4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09:40~10:10化學熱力學與哲學(林弘萍 成大) 

10:10~10:40有斜槓的普化課: 歷史/演示/化學概念（林雅凡 高醫大） 

10:40~11:10化學演示及主動學習 -- 見習與實踐（李大偉 交大） 

11:10~11:20休息 

11:20~11:50利用 WebMO 輔助普化教學（鄭原忠 台灣大學） 

11:50~12:30午餐 你認為普化對學生意義是什麼？系所可用普化達成什麼目的？ 

13:30~14:00分組分享 主題：1.自身的學習歷程中，什麼可以激發你的學習熱誠？ 

2. 注意到學生在那種狀況下會被激發？ 

14:00~14:30共創普化教學內容-酸鹼、熱力學（劉沂欣 台灣師範大學） 

14:30~16:30全員經驗分享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附件：隨堂筆記、研習心得） 

4. 建議（無）  

 

 



2020.8.29 活化普化教學工作坊隨堂筆記 

                 台師大劉沂欣 

化學熱力學與哲學 

（林弘萍 成功大學） 

林弘萍教授以「人生哲學」來談熱力學，使學

生於生活情境中更能體會熱力學的原理。機率

高處容易找到突破點，而亂度是更是人生方向

的指南針。林教授表明亂度影響到人的思維，

因此應善用生活中自發性以及自由能可做思維

上的突破。他在鼓勵學生主動學習方面，可使用外在的誘因 (△H)、價值觀 (T) 和本身

自由能(△S) 的改變，來引動學生學習的意願。最後，他強調科學家應其謹守其學術本

份分寸，並在系統內找自身研究的自發性。 

人生自發公式: △G (意願) = △H (酒、色、財) - T (價值觀) ╳ △S (自由能) 

 

有斜槓的普化課: 歷史/演示/化學概念（林雅凡 高雄醫學大學） 

林雅凡教授認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習自主的能力

是學生學習的一個重要關鍵。例如以閱讀引發

學習的興趣，並以鎳元素 (Nickel，被稱做為

「練金術的惡魔」，與英語中魔鬼 Nick 別稱相

近）為例，解釋配位化學中顏色變化所代表的

意義。在課堂中的演示過程中，她示範兩種不

同果汁(葡萄、火龍果)在 pH 值下的變色來引發

學生對化學變化的興趣。 

令感動她的兩個化學家的故事，一個是獲得兩次諾貝爾獎的鮑林，他更正「DNA 三螺

旋結構模型」中的錯誤。另一個阿瑞尼士修正其原本學說，建立第一個正確的「酸鹼

理論」，最後以「電解分離理論」獲得 190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由此可知，科學家都

是透過不斷修正，而獲得大眾的肯定。 



 

化學演示及主動學習-見習與實踐（李大偉 交通大學） 

李大偉教授介紹交通大學應化系推動英語課程

(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的進

展，並邀請美國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 

的 Christ Craney，以活潑、具思考性的教學方

式來引動大一的普通化學學習。Craney在化學

專業領域教學 42 年，榮獲了許多重要的獎

項。他提出各類教學理念，如: No left students 

behind，並以實際行動，如: 提早到教室等學

生並和學生互動，還以親自動手做、及量測的方式來教學生有效數字(Significant 

Figures) 的意義。 

在上課的過程中，Craney 以示範實驗、強調化學即是生活 (Chemistry is life) 來引發學

生興趣，並讓學生反思來解釋示範實驗之原理 (What did you observe? What is your 

hypothesis? What experiments to test? How do you interpret? 3W-1H)。 在課程活動

中他亦安排 Social Start、Learn by doing、2-min Talking、Discussion and Writing 、

Team Discussion and Speak-out等段落來幫助學生學習。他強調須先了解人是如何的

學習，並藉由科學教學實踐 (Scientific Teaching in Practice) 的方法把時間分段，並讓

學生可以從不同的階段中有效學習。 

李大偉教授指出透過教導學生如何學習 (Teach students how to learn) 可以了解學生的

學習過程，並使其學習得更有效。化學是一種觀察科學，除了透過知識的系統學習，

同時也必須動手去實作。評量可透過測驗、學習任務以及競賽，而傳統考試方式雖具

有挑戰性，但並非對每個人的學習都有幫助。因此，知道自己要讀書、並主動思考、

預習、復習，再把自己的學習認知融入課程內

容，才是學習普通化學的背後意義。有人問到: 

英文教學對化學學習有效嗎？李大偉教授回答: 

學生的英文能力不見得提升，但可以有效增進

化學自學及理解能力! 



李大偉教授最後也介紹數位實驗學習的軟體。線上互動除了可透過 OCW、MOOC、

Spartan，更可以 Virtual Labs (虛擬實驗室) 來觀察化學反應，以及熱力學、計量化學、

酸鹼滴定、化學平衡、及其他分析化學實驗。以目前的軟體設計，化學實驗己經可以

在線上進行。Virtual Labs以動畫方式讓學生配製不同濃度的溶液，觀察滴定過程中的

顏色、pH 值改變。有了這樣的實驗輔助軟體，學生的學習再不受時間、空間、器材設

備之限制，也不一定要到實驗室即可觀察到化學反應。對於目前高中及大學課程的精

進及進步，都是一大推手! 

 

利用 WebMO 輔助普化教學（鄭原忠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化學系鄭原忠教授，介紹線上輔助軟

體 (WebMO) 來幫助學生學習普通化學。分子

結構由原子鍵結而組成，其化學特性與其鍵結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為普化內容教材中重要

的一環。WebMO 以動態的圖型方式讓學生了

解原子的鍵結方式，並對量子力學中波的特性

有更直觀的體會。 

鄭原忠教授亦同時強調「教與學」間的重要性。增強學生對普通化學學習的熱誠，首

先應連結「普化與普化實驗」之間的斷層，並告訴學生為什麼、如何為一位化學家 

(How I become a chemists?) ，同時避免化學教育與社會的脫結，以增加化學於生活

上應用連結，並告訴學生化學對於台積電及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及挑戰性。他亦介紹

美國化學會(ACS) 所訂定另一套普通化學的授課內容，強調以生活中的知識為基礎理

解各類化學原理。 



2020.8.29 活化普化教學工作坊研習心得 

                 嘉南藥理大學 郭玉萍 

筆者服務於私立技職院校，在將近 30 年的教職生涯出現嚴重無力感時，報

名了這場[活化普化教學工作坊]活動，希望能再學習再充電。很榮幸與這些重視

普化教學的教師共同參與課程精進討論，講者們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努力值得

讚賞。發現有多位年輕教師重視這相關課題，更感欣慰。 

 

議程上午主要邀請講者們經驗分享，如成大林弘萍老師將熱力學自由能變化

和焓及熵變化關係式轉化為動機意願等於利益和價值觀乘以自由度的加成，頗具

哲學性，令人印象深刻。高醫林雅凡老師用心規畫授課單元相對應的實作，例如

以果汁當酸鹼指示劑，來引發學生興趣和思考。台大鄭原忠老師使用軟體

WebMO 及交大李大偉老師使用 Virtual lab，分別協助學習分子結構特性及模擬

實驗操作，都可讓課堂上的學習更為生動有趣。下午則先以集體問答方式暖身，

讓與會老師分別就學生學習動機、教師認定的授課重點等等主題各自在便利貼上

寫下答案，再分類整理貼在大字報上，就可歸納出大家對普化教學的共同看法。

接著重頭戲，讓參與的老師們分成三組，每組 4 ~ 5 人，針對普化的熱力學或酸

鹼單元，討論教育目標、授課重點內容、及授課流程和作業，也讓與會者根據自

己的教學經驗，提出提升教學成效及解決學生學習問題的作法。討論範圍涵蓋授

課對象的差異性。 

本小組在師大劉沂欣老師帶領下順利展開討論，時間在踴躍發言中快速溜過。



最後分享各組成果，如熱力學主題小組，針對三大定律分別提出觀點；下圖一則

為酸鹼主題的便利貼大字報。本小組也討論酸鹼主題，如圖二(a)教育目標的呈

現；(b)可行的作業方式。這種小組型式的活動安排也可實際運用於課堂上翻轉教

學模式，尤其對於在高中職已經學過的普化基礎單元，藉由小組領導人主持討論

過程，「強迫性」的讓成員發表意見，最後指定發言人代表總結。專業知識學習

之餘，也兼顧團隊合作、歸納、及表達能力訓練，吻合教育部推動的各種改善教

學方案。  

 

圖一 酸鹼主題小組討論成果發表 



  

圖二 酸鹼主題小組 (a)關於教育目標的結論 (b)可行的作業方式 

 

會議開始前，主辦單位播放交大外籍教師 Prof. Chris Craney 授課影片，採

取政策是重點式以示範實驗或小組討論方式來加深學生印象，建立重要的概念。

其他內容則需由學生自主學習，以提問討論解決個人問題。筆者不禁思考，若自

己大學時代有這種受教經驗，對自己人生目標的選擇會有多大影響和改變？但這

種教學方式在基礎能力較為不足的技職體系，成功機率可能很低。筆者幾年前曾

嘗試選擇酸鹼單元以[翻轉教學]方式授課，能夠配合預先閱讀的學生不到六成，

有能力上台報告又不到其中的 10%。課後問卷就有同學反應，自己閱讀學習成

效差，不贊同這種授課方式。可能因為原文教科書，英文閱讀能力侷限其專業知

識的吸收。此外另一可能產生的問題是學生思考方向錯誤，需要教師修正。如同

議程中場休息，播放高中化學[學思達教學]執行狀況，訓練學生自「學」、閱讀、

「思」考、討論、分析、歸納、表「達」、寫作等一生受用的能力，對於學習能

力中等以上的學生，均可由團隊領導及同儕力量提升思考邏輯能力及學習成効。

但筆者和學生互動經驗發現，部分學生在高中職所建立的普化概念是錯誤的。強



調學生自主學習，經由討論分析歸納結論，教師務必確認其過程及結果的正確性，

否則有些概念可能無法從筆試檢測出來，多年後才發現錯誤。 

 

化學學會舉辦此工作坊，教師端兢兢業業，從學校的改善教學補助獎勵、多

元升等、推動數位課程、磨課師等政策都是想辦法提升課程的有趣、實用及挑戰

性，但似乎是單方面付出，學生端若無對等的努力，也很難達到明顯成果。普化

是實驗觀察的科學，配合適當實作演練是教師的著力點，但實作結果所衍生的各

種定律或理論還是需要學生學習。高教和技職體系面對普化教學的問題可能不同。

前段班的學生們因為已有化學基礎，造成進入大學後沒有再學習意願，但若事實

呈現大學考試成果不佳，說明其化學能力是不足的。是學生自我感覺良好？還是

教師刻意提高考題難度？老師們的價值觀和這個世代差異很大，如同林老師哲學

化熱力學第三定律，當價值觀(即溫度)不對時，再大的自由度也無法產生自發性

反應。個人覺得價值觀的落差是最難解的，因為建立價值觀的因素太多了。這不

僅是化學系和其他非本系的差異，還有不同教育管道的差異。重視筆試結果，與

會多位老師反應學生無法正確配置緩衝溶液。技職體系課程雖重視實驗操作，懂

得如何使用各種定量器材，但相對理論基礎較弱，取樣量計算可能出錯。這幾年

技職跑道問題重重卻苦無解決對策，少子化和學生對於化學的[恐懼感]，造成化

工類群生源人數急速下降。另外和化學相關的衛護類群(含藥學)，卻在多年前刪

除[普通化學]聯考科目，升學引導教學的結果，高職端學校忽視化學基礎教育，

導致進入大學後無法繼續學習，甚至放棄化學。曾在招生博覽會會場聽見高職生



反應要選擇就讀食品系，因為不必學化學，而且有此謬論者還不止一人。台灣教

育普及至現今程度，居然還有如此說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國家人才培育，除

了頂尖研究開發學者外，職場仍需有基層化學人力。感覺技職系統被長期忽略，

僅借用這版面一角發聲，希望化學界或教育部能正視這個問題。 

 

經過同溫層取暖(發現不是只有個人困擾，連國立頂尖大學也面臨同樣問題)，

學習了在課程內容加入科學史，當成說故事橋段；搭配簡單小實驗，讓學生親眼

觀察化學變化；將知識和日常生活緊密銜接，如以熵變化來定義時光機的時間軸；

結合資訊科技，使化學存在於指尖滑鼠等等，或許可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

謝謝這次工作坊讓自己累積了一些能量來面對即將開學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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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第十七屆台灣質譜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09 年 09 月 01 日 至 民國 109 年 09 月 03 日 

主辦機構：國立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     主持人：古國隆    

舉辦地點：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圖書資訊館   聯絡電話：052717405  

出席人數：工業界  57  人、學術界(含學生) 393  人  共 450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不足,另以A4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第十七屆台灣質譜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109 年 9 月 1 日至 9月 3日共三

日，於國立嘉義大學舉行；本屆研討會係由台灣質譜學會賴建成理事長 (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陳朝榮秘書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古國隆主

席(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陳頌方學術委員會召集人(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以及王

亦生委員(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何彥鵬委員(東華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何國榮(臺灣大學化學系)、李茂榮委員(中興大學化學系)、陳玉如委員(中央研究院

化學研究所)、陳逸然委員(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傅明仁委員(東吳

大學化學系)、曾素香委員(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研究檢驗組)、廖寶琦委員(成

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謝建台委員(中山大學化學系)等人所共同組成籌辦委員會，

最後由國立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古國隆教授擔任地區籌辦小組。 

本屆研討會演講主題囊括化學、生物、醫學、食品與環境等各領域之研究及應用，

並於會中安排圖儀新知展示，使與會質譜人才與產業交流。 

 

 

 

嘉義大學與台灣質譜學會於 9

月 1 日至 3 日在該校蘭潭校區

舉辦第十七屆台灣質譜年會暨

學術研討會。 

 



 

 

 

 

第十七屆台灣質譜學會年會暨學

術研討會-理監事會議 

 

除了國內許多大學及研究單位，還有政府單位(包含衛福部，農委會，原委會、

食藥署、環保署，調查局，衛生局等)，與會人士逾 450 人，且吸引許多質譜分析相

關廠商，例如台灣塞爾克斯應用生技有限公司、台灣 Phenomenex、台灣賽默飛世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島津科學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21 家廠商一同透過學術研

討會的交流，提供與會質譜人才與產業交流的機會，迸發出研究量能，推進質譜領域

在臺灣的研究發展。 

 

 

 

 

共有 21 家質譜分析相關廠商

共同參與 

 

2.講員其他演講行程 

本屆研討會，由陳玉如教授及謝建台教授擔任大會特邀講者，研討會第一場的大

會演講由陳玉如教授演講題目為:Mass Spectrometry-based Proteomics for Precision 

Biology and Precision Medicine。 

 

 

 

 

 

研討會第一場大會演講 

 



第二場大會演講由謝建台教授演講題目為: 移動式智慧型質譜機器人的開發：原

理、構造、及應用。 

 

 

 

 

 

 

研討會第二場大會演講 

 

另外，兩場教學演講分別由中正大學陳皓君教授演講之 “質譜在 DNA 與蛋白質

加成體學之分析與毒理應用” 及台灣大學郭錦樺教授演講之  “Metabolomics in 

Biomedical Research”，還有主題演講 36 場、Workshop 3 場及學生口頭論文報告 12 

場。 

分組演講、學生口頭論文報告及壁報論文的題目囊括主題包含: 非標的質譜術的

應用、大氣與環境質譜、臨床質譜檢測、食品與藥物安全、儀器與方法 Ⅰ、蛋白質體

學、環境與毒物、儀器與方法Ⅱ (英文)、藥物開發與生物醫學、天然物分析、質譜影

像與生醫應用(英文)、醣質與脂質體、質譜資料處理、代謝質體學及無機分析與材料。

 

 

 

 

 

   壁報論文展 

 

 

 
 
 
 
 
 



2. 重要收獲及心得 

全球 COVID-19 肺炎所造成的衝擊所影響，會議舉辦的時程也一再延後，其中陸續

克服了許多軟硬體方面的困難以及校方對於防疫的要求來讓會議得以舉行。可惜的是，由

於全球疫情未能完全降溫，國外講者礙於檢疫期要求，都無法如期參與，但也因許多校內

單位的協助使本次年會仍可順利舉辦。本次會議也是今年度全球唯一舉辦的質譜學實體會

議。在此誠摯感謝質譜學會理事長賴建成，秘書長陳朝榮，召集人陳頌方與各位理監事們，

應用化學系各位老師及同學們用心規劃與辛勞付出，以及大力支持此次會議的質譜相關領

域之贊助廠商及單位表達由衷的感謝。更感謝化學中心在會議因疫情延誤的情況下，仍然

大力支持會議進行，讓本次大會的籌備工作得以順利進行。 

3. 建議 

  會議的舉辦會因為會議的規模與各級單位規定的方式不同，而有不同的困難度，其中

經費的核銷通常是主辦單位考量的重點因素之一。非常感謝化學中心對於國內學術會議舉

辦的支持，但化學中心對於各項目經費核銷有一定比例的上限，這也使得主辦單位在經費

運用上有一定難度。希望未來貴中心可以依據會議規模讓各項目比例能有一定的彈性，或

是提高上限，讓主辦單位能更良好並充分的運用中心所提供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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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結晶學小型研討會 (Mini-Symposium on X-ray crystallography) 

舉辦日期：民國 109年 10 月 24 日  

主辦機構：台大化學系  主持人：詹迺立 教授    

舉辦地點：台灣大學 化學系 B281 會議室  聯絡電話： 02-27899225 

出席人數：工業界    人、學術界(含學生)     人  共約 32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本次會議為台灣結晶學每年舉辦一次的研討會， 共邀請了 3 位國內結晶學的學者

來給演講，會議從 10 月 24 日下午 2:00 點開始，至下午 6:00 點結束。參與會議的

學者約有 32 人,，整個議程由詹迺立教授主持，會議由 王瑜 教授 追念 張石麟 教

授開始, 講述張石麟 教授之生平及對台灣結晶學的貢獻, 之後演講者分別為台大

化學系 彭旭明 院士 演講題目為: 台大化學系九十二年略史及我的學術生涯,  中

研院生化所 王惠鈞 院士 演講題目為: 台灣蛋白質結晶學發展之回顧、現況與展

望,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陳俊榮 博士 演講題目為: 台灣同步輻射之回顧、現況

與展望 

會議最後在討論今年所有的國際及國內有關的結晶學活動及國際結晶學會籍之

相關問題後結束.  

2.重要收獲及心得 

會議演講的內容也包含有大分子結晶學(蛋白質分子結晶學) 、 有小分子結晶學(有機

及無機化合物)、也有同步輻射在結晶學的運用。 

3.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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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109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 

舉辦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21日 至 民國 109 年 11 月 21 日 

主辦機構：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李介仁    

舉辦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化學館 聯絡電話： 06-2757575 ext 65325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90    人  共 90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白紙填寫)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109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於 109年 11月 21日(星期六)於國

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化學系會議廳舉行。會議開幕式邀請國立成功大學研發長林財

富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院長陳淑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主任葉晨聖教授及

科技部自然司分析化學小組新舊召集人曾韋龍教授及黃志清教授依序致辭後，揭開會議

序幕開始進行後續會議議程，此次主要的議程首先是邀請 108年科及傑出研究獎得主分

享從化學轉為神經科學研究的歷程及經驗，接下來是介紹今年分析小組新進成員及分享

其研究成果於未來方向，並其間進行新舊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交接，最後由科技部自然

司化學學門召集人廖奕翰教授與林淑宜教授，協同林蓮宣科技研發管理師進行綜合座談

與業務報告。在議程中也由黃志清教授介紹選舉出來的學術委員及來年分析小組會議地

點；曾韋龍教授介紹兩岸分析化學交流事宜；最後由李慧玲教授宣布 2021 分析技術交

流研討會將於 2021/05/29於天主教輔仁大學舉行之消息。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此次會議中邀請六位演講者包括 108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分子生

物研究所陳俊安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所陳冠元教授、國立陽明大學藥學

系 廖曉偉教授、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陳威宇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分析

與環境科學研究所周子勤教授及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李偉鵬教授擔任會議

演講人，而各場演講的主持人分別由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曾韋龍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

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林淑宜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化學系李慧玲教授、國立清華

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黃郁棻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黃景帆教授、及高雄醫學

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陳泊余教授擔任。 

    首場邀請演講中陳俊安教授以”A Simple Chemical Stoichiometric Balance Enables 

Bistability and Governs Robust Cell Fate Decisions”講題做為開場演講，陳教授在演講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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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其實驗室團隊在胚胎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發育、分

化及退化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由於微型核糖核酸(microRNA，miRNA)在神經發育的過

程中，可能會扮演微調修飾後基因轉錄的角色，而 miRNA屬於非編碼 RNA(non-coding 

RNA，ncRNA)的一種，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極少數的 ncRNA 被鑑定出來會參與神經

發育的基因調控，其在胚胎神經系統發育所扮演的角色，仍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況。陳俊

安教授團隊利用胚胎幹細胞及誘導性多潛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cells)分化及相對應的 ncRNA 分析技術，研究 ncRNA 在脊髓發育及神經元前驅細胞中

所扮演的角色，建立 ncRNA 如何確立運動神經元的分化過程及模式。並進而應用於研

究運動神經元退化性疾病的致病機轉，如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及

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等疾病。 

    第二場係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所的陳冠元教授以 ” MS-Based 

Quantitative Metabolomics”為題，接續分享如何利用質譜技術進行毒藥物分析與代謝體

學的研究。由於毒藥物鑑定及其代謝途徑研究的參考文獻甚少，陳冠元教授以法醫學科

的觀點闡述如何利用質譜技術的結構鑑定功能，用以確認毒藥物的質譜及分子量資訊，

並建立毒藥物及其衍生物及代謝途徑的質譜資料庫，發展以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評估

毒藥物及其代謝體，可作為藥物鑑定的參考。 

    上午的最後一場演講係由國立陽明大學藥學系的廖曉偉教授以”Enhanced Single-

cell Metabolomics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Electrospray Ionization-Mass Spectrometry for 

Neuroscience Research” 為題，分享其發展毛細館電泳結合電噴灑質譜技術，對多種藥物

進行分析，演講中廖教授也提到與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香檳分校(UIUC) Jonathan V. 

Sweedler 教授的合作，他們利用電噴灑質譜以及離子移動率質譜儀(Ion Mobility Mass 

Spectrometry)的分析技術，對單一神經細胞內物質進行質譜分析，並研究單一神經細胞

的代謝體學。 

    隨後本會議進行簡單的中場休息，中午用餐是在化學系館內享用各式各樣傳統台南

小吃、餐點與甜點，其間除可讓與會學者可以在進行交流的同時，還能盡情享用多樣的

台南美食。 

    下午場會議的演講首先則由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的陳威宇教授以” 

Fluorescent Noble Metal Nanodots for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 為題，為下

午場會議揭開序幕。陳威宇教授分享如何利用化學合成方法製備多種具不同發射波長的

螢光奈米材料，經材料鑑定分析其結構與發光特性後，再將其製成奈米暨生物感測器，

可用於分析技術的開發，最後應用成為新穎微奈米生醫技術。 

    下午第二場係由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的周子勤教授以 ”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Products Selectivity on Copper Catalysts during Electrochemical 

CO2 Reduction”為題，接續分享藉由合成新穎銅金屬觸媒材料，開發對二氧化碳進行選

擇性的還原反應，並探討不同的銅金屬觸媒材料在二氧化碳還原反應上的優缺點，以及

藉由分析銅金屬觸媒材料的特性及結構來探討二氧化碳還原的反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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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議的最後一場演講則由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的李偉鵬教授與大家

分享如何將微生物電化學結合奈米醫學，來研究細胞內外的電子傳遞行為。李教授團隊

藉由新合成新穎奈米材料，利用其特殊的材料特性，可以準確量測微生物的電化學訊號，

除可用來研究細胞內外的電子傳遞行為，亦可應用於奈米醫學，做為生物影像、生物檢

測或是藥物傳遞或治療之用。 

    隨後會議進行新舊召集人交接，由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曾韋龍教授交棒給國立台灣

海洋大學生科系黃志清教授繼續替大家服務。曾韋龍教授秉持著為分析化學小組成員服

務的精神，於科技部提供的幫助及回饋下盡心盡力服務著大家，黃志清教授也承諾來會

盡力完成承接自曾教授傳下來的任務，盡心盡力為分析化學小組成員服務，也同時宣布

2021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時間及地點皆已協調完成。 

    學術演講與新舊召集人交接儀式結束後為綜合業務座談，此次大會很榮幸邀請目前

擔任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召集人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廖奕翰教授、以及學門共同

召集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林淑宜教授，學門複審委員國立中山

大學化學系曾韋龍教授，以及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分析組業務承辦人林蓮宣科技研發

管理師，與參加本會議的各位學者進行經驗分享並宣導近期科技部的業務變動及注意事

項，也開放現場問答時間，解決各位學者的疑問，隨後本次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完滿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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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相關花絮照片及詳細之議程如下所示：: 

(1) 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準備及中午用餐情形: 

會議工作人員與會議籌備人接待前來參加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的各校/機構學者辦

理簽到手續、領取姓名/服務機構識別證、會議議程手冊及會議提袋，並引導與會學者進入

300人演講廳。本次會議中午用餐則是招待與會學者享用各式各樣傳統台南小吃與甜點，讓

與會學者可以在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還能享用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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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開幕實況: 

本次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開幕式特別邀請國立成功大學研發長 林財富教授、國立成

功大學理學院院長 陳淑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主任 葉晨聖教授及科技部自然司分

析化學小組新舊召集人曾韋龍教授及黃志清教授(下圖由左至右依序排列)分別致辭，林財富

研發長、陳淑慧院長與葉晨聖主任於致辭中皆提到分析化學在各種不同研究領域中的應用

性與重要性，以及現在跨領域研究中分析化學所扮演的角色，在所有的與會嘉賓致辭後，

正式揭開本次會議序幕，並開始進行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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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1):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的陳俊安教授分享其在胚胎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發育、分化及退化方面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所的陳冠元

教授分享如何利用質譜技術進行毒藥物分析與代謝體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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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2): 

國立陽明大學藥學系的廖曉偉教授分享其利用毛細館電泳結合電噴灑質譜技術，進行

藥物分析與神經單細胞代謝體學的研究；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的陳威宇教

授分享如何利用螢光奈米材料進行生物感測器、生醫技術、及分析技術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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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3): 

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的周子勤教授分享藉由合成新穎銅金屬觸媒材料，

開發對二氧化碳進行選擇性的還原反應；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的李偉鵬教授分

享如何將微生物電化學結合奈米醫學，來研究細胞內外的電子傳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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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舊召集人交接、綜合座談、與會學者合照(攝於理學教學大樓 300人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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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 

 活動項目 主持人 

10:00~10:20 

開幕致詞 

國立成功大學 研發長/林財富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理學院院長/陳淑慧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系主任/葉晨聖 教授 

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黃志清 教授 

李介仁 教授 

 學術演講 介紹人 

10:20~11:00 

陳俊安 教授/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研究所 

講題 : A Simple Chemical Stoichiometric Balance Enables 

Bistability and Governs Robust Cell Fate Decisions 

曾韋龍 教授 

11:00~11:30 
陳冠元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法醫學科所 

講題: MS-Based Quantitative Metabolomics 
林淑宜 教授 

11:30~12:00 

廖曉偉 教授/國立陽明大學 藥學系 

講 題 : Enhanced Single-cell Metabolomics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Electrospray Ionization-Mass Spectrometry for 

Neuroscience Research 

李慧玲 教授 

12:00~13:30 
午餐 (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館內用餐) 

分析化學小組工作會議 (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會議室舉行) 

13:30~14:00 

陳威宇 教授/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講題: Fluorescent Noble Metal Nanodots for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 

黃郁棻 教授 

14:00~14:30 

周子勤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講題 :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Products Selectivity on 

Copper Catalysts during Electrochemical CO2 Reduction 

黃景帆 教授 

14:30~15:00 

李偉鵬 教授/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講 題 : Non-Liquid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Bacteria 

Capable of Extracellular Electron Transport 

陳泊余 教授 

15:00~15:10 新舊召集人交接 

15:10~15:40 Coffee Break 

15:40~16:30 

綜合座談/業務報告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召集人/廖奕翰 教授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共同召集人/林淑宜 教授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複審委員/曾韋龍 教授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業務承辦人/林蓮宣 科技研發管理師 

16:30 歸賦/期待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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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收穫及心得 

    本次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順利圓滿落幕，首先感謝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及化

學系無私無償提供場地(理學教學大樓 300人演講廳為會議場地、化學系館 100人教

室為用餐場地)供本會議使用以解決場地不足之問題，特別感謝國立成功大學研發處

學術組給予餐費補助，也非常感謝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給予本會議支持及多項經費

補助，使本會議得以順利舉行，最後謝謝分析化學小組成員們共襄盛舉來參加會議，

使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有此機會邀請大家來參加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進行學

術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旨在邀請分析化學界新進人員來分享其研究領域最新相關成果以及未

來研究展望，並邀請與化學相關跨領域研究傑出學者分享其研究經驗與成果，另亦進

行新舊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交接，使本會議成為提供讓分析化學相關領域之學者們

有相互討論及交流認識的機會與平台。在此特別感謝化學學門召集人、分析化學小組

召集人、化學學門複審委員們以及學門承辦人抽空參加本會議，並提供今年度科技部

自然司化學學門最新資訊與座談分享，讓與會學者們更加了解科技部計畫的審查運

作流程及近期(今年)計畫申請之相關注意事項，最後再次謝謝所有的與會國內分析化

學學者專家們讓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有機會舉辦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讓分析化

學小組成員們得以進行有效率的學術交流與相互學習的機會。 

 



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0科技部自然司化學推動中心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4日 至 民國 109年 12月 5日 

主辦機構：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鄭偉杰、周鶴軒 

舉辦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化學館 聯絡電話：06-2757575#65300 

出席人數：工業界 4 人、學術界(含學生) 89 人  共 93人 

 

會議重要成果：   

1.會議經過及議程 

    有機化學是實驗化學中最基礎的訓練之一，其中生物化學、生命科學、生物科技、及

藥學等等領域中從事有機化學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佔有相當比重。本次研討會與會者大多

為生物有機領域的學者專家，期盼成為國內生物有機領域研究人員直接進行學術、實務交

流與成果發表的最主要平台，其中進行 13場學術演講，另為了促進跨領域的交流，也邀請

了免疫學、分子醫學等不同領域的講者一同進行討論。 

 

2020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推動中心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議程 
 

109 年 12 月 4 日 (五) 11:00～19:30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化學館 

時間/Time 議程/Agenda 

11:00-11:30 報到 

11:30-12:50 午餐、交流討論 

12:50-13:00 開幕 

13:00-13:30 
學術演講 1：葉晨聖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Nanostructures Triggered by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pplied in Nanomedicine 

13:30-14:00 

學術演講 2：吳世雄 教授/李益銘 博士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Phage Tail-spike Protein on Glycoconjugate Vaccine Preparation and Lectin-based Probe 

Against Pathogenic Bacteria 

14:00-14:30 
學術演講 3：洪嘉呈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Design of Peptide-based Hydrolases Using Polyproline Scaffolds 

14:30-14:50 科儀新知：林俊利 教授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休息、交流討論 

14:50-15:20 

學術演講 4：廖奕翰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Optical Imaging from Single Cells to Living Zebrafish ‒  Assessment of Drug Induced 

Cardiotoxicity 

15:20-15:50 
學術演講 5：橋本昌征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所) 

Enclose the Hidden Pathogen in Enterohemorrhagic Escherichia coli 

15:50-16:20 
學術演講 6：陳斯婷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Harnessing Innate Immun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ancer Therapy 



16:20-16:50 休息、交流討論及團體照 

16:50-17:20 

學術演講 7：簡敦誠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Mechanistic Investigation of Oxidative C‒ C Bond Formation Catalyzed by Non-heme Iron 

Enzyme in Deoxypodophyllotoxin Biosynthesis 

17:20-17:50 
學術演講 8：王聖凱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Polyproline Nanoscaffolds in Chemical Biology 

17:50-18:30 綜合座談：科技部 

18:30- 餐敘、交流討論 

 

109 年 12 月 5 日(六) 08:00～12:00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教學大樓化學館 

時間/Time 議程/Agenda 

08:00-09:00 報到、早餐 

09:00-09:30 
學術演講 9：游景晴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Programmable One-pot Enzymatic Synthesis of KH‑ 1 Antigen 

09:30-10:00 
學術演講 10：李靜琪 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Discovery of Endothelin Receptor Antagonists 

10:00-10:30 

學術演講 11：李建宏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Development of Boron-Based Dual Functional Organic Molecules in Both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pplications 

10:30-10:50 休息、交流討論 

10:50-11:20 
學術演講 12：陳國庭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 

Developing Novel Radiopharmaceuticals Using Nature-inspired Chemistry 

11:20-11:50 
學術演講 13：李耀坤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Key Issues for Biosensing 

11:50-12:00 技術平台服務介紹：陳煥源 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12:00- 午餐、賦歸 

 

2. 演講行程 

   
葉晨聖教授演講                     橋本昌征教授演講 

   

http://www.chem.ntnu.edu.tw/zh_tw/faculty/teacher/-%E7%B0%A1%E6%95%A6%E8%AA%A0-53692456


陳斯婷教授演講                     簡敦誠教授演講 

   
王聖凱教授演講                     游景晴教授演講 

   
李靜琪教授演講                     李建宏教授演講 

   
陳國庭教授演講                     李耀坤教授演講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藉由小組會議的籌辦，除讓國內的相關領域研究人員能夠有機會進行面對面的交

流，年輕的學者有機會介紹自己的研究，資深學者能夠將經驗傳承，並且在不同領域的

交流下，激發出不一樣的討論及看法，創造新的合作契機。本次會議承蒙科技部自然司

及化學推動中心，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及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的支持得以順利完

成，以及所有與會的專家學者及學生的參與，謹此致謝。 

  



   

   

4. 建議  

    本次研討會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會，日後亦可持續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以拓展

生物有機化學的研究及促進彼此間的交流。此外也建議仿效其他小組由學生，助理及博士

後研究員報告，以訓練新人並進一步增加交流的機會。 

 

 



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0無機錯鹽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25日 至 民國 109年 12月 25日 

主辦機構：化學中心無機錯鹽小組     主持人：李位仁 

舉辦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館分部國際會議廳	 	 聯絡電話：(02)77496133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178  人  共  178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 A4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無機化學的研究在這幾年有大幅的發展，研究的範圍越來越廣闊，而且系統越來越複

雜，故每年定期由科技部化學研究推動中心所屬的無機錯鹽小組舉辦研討會。一直以

來都是國內從事有機金屬、配位化學、生物無機化學、超分子化學、無機材料、奈米

化學和綠色能源等相關領域之研究人員重要的交流與討論的平台，也是相關領域互動

與合作的網絡，進一步提升無機化學及其相關研究領域的發展。今年無機錯鹽研討會

包含十個主題: 有機金屬催化、等離子體/納米激光、量子點、超原子合金、單分子磁
體（SMM）、金屬配位化學、共價高分子、生物無機化學及鈣鈦礦太陽能電池。邀請
到的演講者有來自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王朝諺教授、清華大學化學系王育恆教授、中央

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呂宥蓉教授、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系林群哲教授、東華大學化

學系劉鎮維教授、中興大學化學系林柏亨教授、台灣大學化學系張慕傑教授、暨南大

學化學系吳景雲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許智能教授和中央大學化學系

吳春桂教授等共十名演講者共襄盛舉。隨函附上研討會議程及演講摘要。今年報名參

加研討會的教授、專家和博碩士研究生非常踴躍，共有 178人與會，分別來自北、中、
南、和東部大學院校。 
研討會於上午 9:30正式開始，首先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理學院陳焜銘院長致歡迎詞，
緊接著開始本年度的學術演講。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致  詞：陳焜銘 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理學院院長) 
  09:40~10:10  主持人：謝明惠 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講  員：王朝諺 教授 (中央研究院 化學研究所) 
  10:10~10:40  主持人：謝明惠 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講  員：王育恆 教授 (清華大學 化學系) 
  10:40~11:00  Coffee & Tea Break 
  11:00~11:30  主持人：郭俊宏	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講	 	員：呂宥蓉	教授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11:30~12:00  主持人：郭俊宏	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講	 	員：林群哲	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系)	

  12:00~12:10  團體照	
  12:10~13:30  午餐暨交流討論	
 13:30~14:00  主持人：江建文 教授 (台灣大學化學系)  

               講  員：劉鎮維 教授 (東華大學化學系) 
 14:00~14:30  主持人：江建文 教授 (台灣大學化學系) 

               講  員：林柏亨 教授 (中興大學化學系) 
  14:30~15:00  主持人：江建文	教授	 (台灣大學化學系)	
               講	 	員：張慕傑	教授	 (台灣大學化學系)	

  15:00~16:00  海報競賽	
 16:00~16:30  主持人：江明錫	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講  員：吳景雲	教授	 (暨南大學化學系) 
 16:30~17:00  主持人：江明錫	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講  員：許智能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7:00~17:30  主持人：江明錫	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講	 	員：吳春桂	教授	 (中央大學化學系)	

  17:30~18:30  共同討論/綜合座談/晚餐	
 

The Wonderful and Awful of Carbon(0) Chemistry-No Filter Edition 
 

Tiow-Gan Ong*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Chemistry, Taipei 115, Taiwan 

 
Carbodicarbenes (CDCs) are carbones (CL2) repertoire that feature a dicoordinated central 

carbon (0) atom bearing two lone pairs of electrons, with N-heterocyclic carbenes (NHCs) as 

ligands (L). Because of the two lone pairs on the central carbon atom, CDCs have been 

regarded as strong σ-donating surrogates complementary to the well-established NHCs. This 

presentation will describe the synthetic preparation1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CDC2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toward supporting metallic complexes for catalysis in tandem 

photoredox3 and cross-coupling reaction via tandem C-H and C-O bond activation.4 

 



 
Reference 

1. W.-C. Chen, J.-S. Shen, T. Jurca, C.-J. Peng, Y.-H. Lin, Y.-P. Wang, W.-C. Shih, G. 
P. A. Yap, T.-G. Ong, 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15422–15427. 

2. W.-C. Chen, W.-C. Shih, T. Jurca, L. Zhao, D. M. Andrada, C.-J. Peng, C.-C. Chang, 
S.-K. Liu, Y.-P. Wang, Y.-S. Wen, et al., J. Am. Chem. Soc. 2017, 139, 12830–12836. 

3. Y.-C. Hsu, V. C. C. Wang, K.-C. Au-Yeung, C.-Y. Tsai, C.-C. Chang, B.-C. Lin, Y.-
T. Chan, C.-P. Hsu, G. P. A. Yap, T. Jurca,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8, 57, 
4622–4626. 

4. T.-H. Wang, R. Ambre, Q. Wang, W.-C. Lee, P.-C. Wang, Y. Liu, L. Zhao, T.-G. 
Ong, ACS Catal. 2018, 8, 11368–11376. 

 

Homogeneous Catalytic Oxygen Reduction by Monomeric Cobalt 
Complexes 

 
Yu-Heng Wang* 

(Biswajit Mondal, Patrick E. Schneider, Zachary K. Goldsmith, Michael L. Pegis, 
Colin W. Anson, James B. Gerken, Soumya Ghosh, James M. Mayer,* Sharon 

Hammes-Schiffer,* Shannon S. Stahl*)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13, Taiwan 

 
The O2 reduction rea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logical respirations, aerobic 

oxidations, and energy conversions. However, the issues surrounding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ORR) restrict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above-mentioned fields: 1) identification 

of determining factors for selectivity, 4e-/4H+ vs. 2e-/2H+; 2) a larger overpotential is 

generally required to drive ORR; 3) decrease in overpotential typically results in sluggish 

ORR rates. My efforts in O2 reduction reaction involve several main projects and attempt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orough and unique analyses of cobalt 

�

�

N 



complexes as ORR catalysts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articulated the current state-of-

the-art performance for the homogeneous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These approaches 

include the analyses of linear free energy relationships (LFERs) between  turnover 

frequency (TOF) and overpotential (heff),1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stic 

investigations,2 and benchmark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balt catalysts via rate-overpotential 

correlations.3
 

Reference 

1. Wang, Y.-H.; Pegis, M. L.; Mayer, J. M.*; Stahl, S. S.J. Am. Chem. Soc. 2017, 
139, 16458-16461. 

2. Wang, Y.-H.; Goldsmith, Z. K.; Schneider, G. P.; Anson, C. W.; Gerken, J. B.; Ghosh, 
S.; Hammes-Schiffer, S.*; Stahl, S. S.* J. Am. Chem. Soc. 2018, 140, 10890-10899. 

3. Wang, Y.-H.; Mondal, B.; Stahl, S. S.* just accepted by ACS Catalysis. 
 
 
 

Perovskite-based Plasmonic Nanolasers 
 

Yu-Jung Lu1,2＊ 
1Research Center for Applied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2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resonant subwavelength optical structures has fueled a 
worldwide explosion of interest in both fundamental processes and nanophotonic/plasmonic 
devices for imaging, sensing,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is talk, 
Dr. Lu will present an overview of her research works on the plasmonic/ nanophotonic devices 
in the recent years1-4, such as plasmonic nanolasers, perovskite nanolasers1-2, perovskite solar 
cells and gate-tunable optoelectronic modulators4. I’ll mainly discuss our recent results 
regarding continuous-wave (CW) lasing from a single lead halide perovskite (CsPbBr3) 
quantum dot (PQD) in a gap plasmon nanocavity with an ultralow threshold (lower than 90 
mWcm-2) under 4 K. The ultrasmall mode volume (~ l3/500) dramatically enhances the light-
matter interaction to achieve CW lasing. By raising the temperature, a clear lasing threshold 
can be observed at temperatures above 80 K. The demonstration of single QD lasing, which 
operates in the strong coupling regim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realizing electrically 
driven lasing and integration into ultracompact optoelectronic devices. The detail mechanism 
of plasmonic lasing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end, I will also discus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nanolasers. 
References 
1. Yu-Hung Hsieh, Bo-Wei Hsu, Kang-Ning Peng, Kuan-Wei Lee, Chih Wei Chu, Shu-Wei 



Chang, Hao-Wu Lin*, Ta-Jen Yen*, and Yu-Jung Lu*, Perovskite Quantum Dot Lasing 
in a Gap-Plasmon Nanocavity with Ultralow Threshold. (2020). ACS Nano 14, 11670. 
(issue cover) 

2. C.H. Lin, T.Y. Li, J. Zhang, Z.Y. Chiao, P.C. Wei, H.C. Fu, L. Hu, M.J. Yu, G.H. Ahmed, 
X.W. Guan, C.H. Ho, T. Wu, B.S. Ooi, O.F. Mohammed, Y.J. Lu, X.S. Fang,* and J.H. 
He*, Designed Growth and Patterning of Perovskite Nanowires for Lasing and Wide 
Color Gamut Phosphors with Long-Term Stability. (2020). Nano Energy 73, 104801. 

3.  Hsu-Sheng Tsai, Yung-Hung Huang, Po-Cheng Tsai, Zong-Yi Chiao, Yi-Jia Chen, 
Hyeyoung Ahn, Shih-Yen Lin, and Yu-Jung Lu*, Ultrafast Exciton Dynamics in Scalable 
Monolayer MoS2 Synthesized by Metal Sulfurization. (2020). ACS Omega 5, 10725–
10730. 

4. Yu-Jung Lu, Ruzan Sokhoyan, Wen-Hui Cheng, Ghazaleh Kafaie Shirmanesh, Artur 
Davoyan, Ragip A. Pala, Krishnan Thyagarajan, and Harry A. Atwater*. Dynamic 
Controlled Purcell Enhancement of Visible Spontaneous Emission in a Gated Plasmonic 
Heterostructure. (2017) Nat. Commun.. 8, 1631. 
 

Salicylic Acid for Efficiently High Photostability in CsPbBr3 Perovskites 
through Simple Static Method 

Cheng Lin Jiang,† Tsai-Wei Lin,† and Chun Che Lin*,†,‡ 
†Institute of Organic and Polymeric Material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106, Taiw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Smart Textile Techn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106, Taiwan 
 
Lead halide perovskite nanocrystals (NCs) ar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next-
generation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1 However, the QDs surface-capped ligands with high 
fluidity often shed from particles during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which limits their use in 
optoelectronic applications. Lots of literature report that various complicated approaches a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NCs.2-3 In the research, salicylic acid is used as the acid ligand 
and protective layer of CsPbBr3 to synthesize CsPbBr3@salicylic acid (CsPbBr3@SA) crystals 
by the simple static method. The CsPbBr3 QDs are encapsulated in the salicylic acid crystal 
that retains its optical properties and further reduces the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of the PL spectra, indicating that the salicylic acid crystals have the function of limiting the 
size of nanoparticles. Moreover, the primitive emission intensity of CsPbBr3@SA crystals can 
preserve under ambient condition during six weeks and maintain 46% after immersing in water 
for two hours. It indicates that surface ligand modifications such as introduction of hydroxyl-
containing aromatic acids in NCs appear to enhance stability. The extremely simple static 
method provides successfully the preparation of perovskite NCs for futur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References 
1. Protesescu, L.; Yakunin, S.; Bodnarchuk, M. I.; Krieg, F.;  Caputo, R.; Hendon, C. H.; 

Yang, R. X.; Walsh, A.; Kovalenko, M. V. Nano Lett. 2015, 15, 3692‐3696. 

2. Pan, A.; He, B.; Fan, X.; Liu, Z.; Urban, J. J.; Alivisatos, A. P.; He, L.; Liu, Y. ACS Nano 
2016, 10, 7943‐7954. 

3. Li, Y.; Huang, H.; Xiong, Y.; Kershaw, S. V.; Rogach, A. L. Angew. Chem. Int. Ed. 2018, 
57, 5833‐5837. 

 
 

From Copper Hydrides to Superatomic Alloys 

Chen-Wei Li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974301, Taiwan 

 

Our interests in the fundamental studies of superatomic alloys are a part of the adventure 

derived from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polyhydrido copper(I) clusters supported by 

dichalcogenolates (L).1 Copper hydrides, for which the hydride positions have been accurately 

determined by single crystal neutron diffraction, include Cu7HL6, Cu11H2L9, [Cu15H2L12]+, 

Cu20H11L9, [Cu28H15L12]+, Cu30H18L12, and Cu32H20L12. Later we uncovered that the protons 

of terminal alkynes are acidic enough to remove most of the hydrides to induce cluster 

degradations from which two-electron superatoms, [Cu13L6(alkynyl)4]+, a Cu-centered Cu12 

cuboctahedron, were characterized. Subsequently [MCu12L6(alkynyl)4]+ (M = Au, Ag) were 

readily fabricated from a Cu13 cluster via a template galvanic replacement method. 



Unfortunately, the synthetic protocol used to prepare copper hydrides did not work on its 

heavier congener, silver. Instead two eight-electron superatoms, Ag20L12 and [Ag21L12]+, which 

have a silver-centered Ag12 icosahedral core capped by seven or eight silver atoms, were 

isolated. Alloys of Au@Ag19 and Au@Ag20 were synthesized accordingly. The extension of 

this methodology in doping group 10 metals appears to fail. We therefore shifted our attention 

to a co-reduction synthesis. Results presented here are the structures and bonding of three 

homoleptic dithiolate-protected Pt/Ag superatoms, PtAg20L12, Pt2Ag33L17, and Pt3Ag44L22, 

where the inner cores can be visualized as assembled linearly by one, two, and three centered 

icosahedral Pt@Ag12 building blocks and their cluster electron count is 8, 16 and 22 of which 

the latter species is isolobal to a linear triiodide anion.3 The lowest energy absorption shifts to 

near-IR region as the number of centered icosahedral Pt@Ag12 unit increases from one (412 

nm) to three (956 nm). 

References 
1. R. S. Dhayal, W. E. van Zyl, C. W. Liu, Acc. Chem. Res. 2016, 49, 86-95. 
2. S. Sharma, K. K. Chakrahari, J.-Y. Saillard, C. W. Liu, Acc. Chem. Res. 2018, 51, 2475-

2483. 
3. T.-H. Chiu, J.-H. Liao, F. Gam, I. Chantrenne, S. Kahlal, J.-Y. Saillard, C. W. Liu, J. Am. 

Chem. Soc. 2019, 141, 12957-12961. 
 

Fine-tuned core structures of DyIII SMMs by applying nitrophenolate-type 
ligands 

 

P.-H. Lin*, L.-W. Cheng, C.-L. Zhang, W. Chin and J.-Y. We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Single-Molecule Magnets (SMMs) display slow relaxation of magnetization at the 

molecular dimension, which has led to worldwide research interests owing to potential 

magnetic material applications. Multi-nuclear DyIII complexes hav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major advances in this field due to their large magnetic moments and strongly inherent 

magnetic anisotropies caused by strong spin–orbit coupling. However, any minor difference of 



ligand moiety or counter ion might dramatically change the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and 

synthesizing analog complexes by series ligands with different electron donating/withdrawing 

groups continues to be a challenge. For this reason, the examples of multi-nuclear complexes 

which demonstr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axation barriers and steric/electronic effects 

were relatively rare. Therefore, we selected nitrophenolate ligands with different substitutions 

as a secondary ligand for trinuclear DyIII complexes synthes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isotropic axes directions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Furthermore, we also designed 

nitro functional group on the para- position of o-vanillin for Schiff-base ligand syntheses. 

Remarkably, the nitro group of phenolate which is away from the O, N, O, O-based multi-

chelating sites effected the coordination geometries of DyIII and ligand conformation. This 

novel idea of ligand modification can provide rich and versatile coordination chemistry and 

the first trinuclear dysprosium complex with N-N pathway was obtained. 

 
Reference 
1. Li-Wei Cheng, Chi-Lung Zhang, Jun-Yu Wei and Po-Heng Lin* “Mononuclear and Trinuclear DyIII SMMs 

with Schiff-base Ligands Modified by Nitro- Group: First Triangular Complex with N-N Pathway”, Dalton 

Trans., 2019, 48, 17331-17339. 

2. Wei Chin and Po-Heng Lin* “Influence of Energy Barriers in Triangular Dysprosium Single-Molecule Magnets 

through Different Substitutions on a Nitrophenolate-Type Coligand” Inorg. Chem., 2018, 57, 12448-12451. 

 

Bimetallic Complexes Supported by Multifunctional Ligands: Copper, 
Cobalt and Nickel Chemistry 

 
Mu-Chieh Chang*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1617, Taiwan 

 

Metal-ligand and metal-metal cooperation are powerful tools to manipulate multi-
electron and multi-proton processes, both of which play critical roles in fundamental 
chemical events: forming and breaking chemical bonds. In the metal-ligand cooperation, 
redox-active ligands and pendant proton relays can help chemists control or guide flow of 



electrons and protons of desired reactions, respectively. By utilizing the metal-metal 
cooperation, multi-electron processes and unusual transition states can be stabilized. 
However, the powers of the two cooperation are rarely combined into a single ligand 
scaffold. Therefor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metal-ligand and metal-metal cooperation 
catch our atten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our group has focused on designing ligand platforms that can 
integrate the metal-ligand and metal-metal coopera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our recent 
progress on phthalazine-, pyrazole- and naphthyridine-based ligands (Figure 1) and 
corresponding dicopper, dicobalt and dinickel complexes will be introduced. The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complexes will be discussed as well. 
 

 
Figure 1 Ligand designs 

 

 

Multi-Responsive Sensing and Phase Transformation of Luminescent 
Coordination Polymers 

 
Jing-Yun Wu*, Po-Min Chuang, Yun-Wen Huang and Yu-Lin Li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antou 54561, Taiwan 

 

Luminescent coordination polymers (CPs) and luminescent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 have attracted great interest in the past decades due to their varied network topologies 

and fascinating potential applications such as chemical sensing. Through dual-ligand synthetic 

strategy, a number of isostructural and isomorphous CPs with a general formula of 

{[Zn2(OH)(LCOO)1.5(Lpy)]∙xH2O}n (1−5, LCOO = NO2-1,4-bdc, Br-1,4-bdc, 1,4-ndc; Lpy = Cz-

3,6-bpy, Cz-Pr-3,6-bpy) and a couple of solvent-induced supramolecular isomers formulated 

{[Zn(bpdc)(Cz-3,6-bpy)]∙solv}n (1α-DMF, solv = DMF∙H2O; 1β-DMAc, solv = 2DMAc∙H2O) 

have been prepared from the reactions of Zn(NO3)2∙6H2O, aromatic dicarboxylic acids, and 

carbazole-derived bispyridyl ligands under hydro(solvo)thermal conditions.  

Compounds 1−5 have identical two-dimensional layer structures of topological sql 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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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ing to their intrinsically different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1−5 could be treated as multi-

responsive sensor materials. Nitro-substituted 1 and 2 are (almost) fluorescence silent in H2O 

suspension phase, making them to show visual fluorescence turn-on response for the detection 

of Fe3+, Cr3+, and Al3+. Bromo-substituted 3 and 4 and 1,4-ndc-based 5 exhibit strong 

fluorescence in H2O suspension phase, making them to display visual fluorescence ratiometric 

response for the detection of Fe3+, Cr3+, and Al3+ and visual fluorescence turn-off response for 

the detection of CrO42− and Cr2O72−.   

On the other hand, 1α-DMF and 1β-DMAc have very similar wavy sql sheet structures but 

show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three-fold interweaving 2D → 2D nets, giving free voids of 17.6 

and 33.4%, respectively. Activation- and adsorption-induced framework distortion cause 

partial phase transformation from desolvated 1β to desolvated 1α, making them to show similar 

CO2 uptakes of 73.7 and 87.9 cm3 g−1 STP, respectively, at 195 K and P/P0 = 1. 1α-DMF and 

1β-DMAc show that their crystal phases are stable in most organic solvents. However, when 

immesing 1α-DMF in DMAc and 1β-DMAc in acetone and MeOH, complete and partial phase 

transformations from solvated 1α phase to solvated 1β phase and from solvated 1β phase to 

solvated 1α phase would be achieved. Further, 1α-DMF and 1β-DMAc in DMF and H2O, 

respectively, show intense fluorescence emissions, which would be quenched by CrO42−, 

Cr2O72−, MnO4−, and Fe3+.  

 

Understanding the nitrite reduction through bio-inspired copper complexes   
Sodio C. N. Hsu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80708, Taiwan 

 

Abstract: Biological systems exhibit state-of-the-art control over reactivity through the choice 
of metal ions, ligand environments, and redox properties in many fundamental aspects of 
coordination chemistry. The diversity offered by biological coordination complexes/chemistry 
has inspired chemists amongst other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multitude of small molecule bio-
mimetic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and to study as well as manipulate biological processes 
using spectroscopic tools. Our approach focuses on the ligand design and reactivity comparison 
of Cu(I)/Cu(II) complexes 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viewpoints to understand the metallo-
protein/enzyme behaviors. One of our mainly findings explored on the reactivity study of bio-
inspired complexes of copper-containing nitrite reductases (Cu-NIRs). Cu-NIRs catalyze the 
reduction of nitrite to nitric oxide (NO), a key step in denitrification.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NIRs enzyme structures, chemists have tried to use some relatively simple ligands to 
model the environment of a type 2 copper center. Because of the proposed key role, they play 
in catalysis by the Cu-NIRs, copper(I)-nitro or -nitrito species have been important targets of 
structural and chem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electronic issue will affect the 



nitrite reduction ability in the bio-inspired copper(I)-nitro model of Cu-NIRs, we first reported 
and examined the electron-rich anionic [TpMe2CuNO2] complex which is more effective than 
neutral [TpmMe2CuNO2] analogue in nitrite reduction. However, the detail mechanism of 
copper mediated nitrite reduction still remains unknow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nitrite reduction, a series of copper complex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as 
potential catalytic agents. Initial catalytic investigations reveal the binding mode of key Cu(I)-
NO2 intermediate may exist as nitrito binding rather than nitro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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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urney to high-efficiency perovskite Solar Cells 

 
Chun-Guey W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32001, Taiwan 

 

Organic-inorganic hybrid perovskite solar cell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new generation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with low process cost. A new two-step 

solution process to synthesis high quality perovskite film at room temperature was disclosed 

first. Combining with smooth PEDOTLPSS hole transport layer and high mobility electron 

transport (PC61BM) layer, the planar heterojunction perovskite-PC61BM solar cell achieves the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above 21%. This champion cell shows no current hysteresis both 

in voltage scan directions and rates. The best-quality crystalline perovskite film was made by 

one-step spin-coating and anti-solvent engineering its precursor solu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as-blowing, followed by post-solvent treatment. The step-by-step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ovskite film to achieve high-efficiency, no current hysteresis, and stable perovskite solar 

cell will be presented.   



 

3.重要收獲及心得	

整個學術演講於 18:30圓滿結束。演講內容獲得現場很大的迴響，有些演講者雖

然年輕，但研究內容已達國際級的水準，讓大家見識到國內無機化學領域及相關的研

究的能量十分可觀，在多元變化的國際研究氛圍，大家對於無機化學的研究還是具有

相當的熱情，希望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能持續補助國內的無機化學研究，此次研討會

承蒙科技部與廠商的經費資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提供演講場地，化學系在經費上的

資助，特此致謝，所有演講之教授、議程主持人，以及所有行政工作負責同仁與服務

同學，在此一併致謝。 

4.建議  

會議中有人員建議可將此研討會的議程延長至兩天，並增加場地來邀請研究生

來演講並增加論文海報展的評比，可增加學生對化學研究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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