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單位及申請人 人數 

111.01.15 
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分析化學

小組秋季研討會 

屏東大學應化系 

廖美儀副教授 
130 

111.02.19 物理化學小組春季交流研討會 
中研院應科中心 

陳培菱研究員 
167 

111.03.11-03.13 2022 化學年會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吳學亮教授 
1594 

111.03.31 
2022 化學與能源跨領域交流

研討會 
中央大學化學系吳春桂教授 122 

111.03.31-04.01 2022 碳中和高峰會 臺灣大學化學系陳浩銘教授 60 

111.04.14 
第三次化學與生科跨領域交流

研討會 
臺灣大學化學系李弘文教授 138 

111.06.11-06.12 第 27 屆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 中山大學化學系張柏齡教授 209 

111.08.16-17 專利地圖之建立與分析技術 中國化學會趙奕姼教授 46 

111.08.16-18 
2021 第十八屆台灣質譜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陳頌方教授 
485 

111.08.22-23 2022 無機錯鹽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喧應教授 
225 

111.09.01 
2022 生物醫學核磁共振新知

研討會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132 

111.09.24 
2022 化學與生科、物理跨領

域交流會 
臺灣大學化學系李弘文教授 138 

111.10.29 2022 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 
中研究基因體中心 

鄭偉杰副研究員 
92 

111.11.12 2022 台灣生物無機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許智能教授 
87 

111.11.13 2022 無機錯鹽研討會（II）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喧應教授 
95 

111.11.19 
國科會自然處化學學門物理化

學學術小組秋季第二次會議 
清華大學化學系陳益佳教授 5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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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3 2022 分析化學小組秋季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俊嬴教授 
120 

111.12.10 環境氣體偵測與催化 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江志強教授 102 

111.12.17 2022 理論化學會議 中研院原分所高橋開人副研究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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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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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1 月 15 日 至 民國 111 年 01 月 15 日 

主辦機構：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           申請人：   廖美儀 

舉辦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聯絡電話：(08)766-3800 分機:33261 

出席人數：工業界    人、學術界(含學生)  130   人  共  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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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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會議於 111 年 01 月 15 日(星期六)於國立屏

東大學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揭開序幕，接著由分析化學

小組召集人黃志清教授致詞，最後是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致辭勉勵，本次會議主要邀請牟中原

院士向大家分享中孔洞二氧化矽薄膜的應用，109 年榮獲化學青年獎章徐丞志教授跟大家分享

近年研究成果，並讓新進能學習如何快速讓研究步上軌道給予正向的教材和鼓勵，接下來是各

領域傑出的分析化學小組成員們各自分享其卓越的實驗研究成果，會議過程中有安排科技部座

談，讓學者們清楚了解今年科技部的推動方向以及未來的願景，藉由此實體會議促進自疫情後

沉寂已久的的學術交流。會議最後由台師大化學系呂家榮老師宣布 2022/03/12-2022/03-13

在台師大化學系舉辦 2022 中國畫學會年會邀請學者踴躍報名參加，接著由中山大學化學系張

柏齡教授宣布 2022/06/11-2022/06/11/12 將在中山大學舉辦第 27 屆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

今年有別過往改成兩日會議，請大家踴躍參加。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此次會議中邀請八位演講者包括台灣大學化學系牟中原名譽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奈米醫

學工程研究所吳思翰教授、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林靖衛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徐丞志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吳恆良研究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醫

工程研究所李博仁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洪崧富教授、輔仁大學化學系李竹平

教授擔任會議演講人；而各場演講的主持人分別由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廖美儀教授、國

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黃鐘慶教授、台灣大學化學系牟中原名譽教授、中山大學化學系張柏

齡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江政剛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廖奕翰教授、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葉怡均教授、國立臺東大學應用科學系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

化學系周禮君教授擔任。 

    首場邀請演講以牟中原院士”Mesoporous Silica Thin Film for Applications”講題做為

開場演講，牟中原院士在演講中與我們分享其研究團隊的中孔洞二氧化矽薄膜應用多樣性，包

括生物醫學、催化和吸附，也和學者們講述了 MSTF/AAO 膜的三種應用，分別為鋰電池中的

隔膜、SERS 基底、奈米過濾，和大家分享其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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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係由臺北醫學大學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吳思翰教授以” Rational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Hybrid Silica as Translational Nanomedicine”為題，接續和大家分享二氧

化矽奈米材料於奈米醫學上的討論研究，討論中包括奈米顆粒的腎臟清除和淺在地 PEG 引起

的過敏現象，討論目前由奈米藥物和 COVID-19 疫苗在臨床上所引起的過敏現象，可作為奈

米醫學研究方向上的參考。 

    上午的最後一場演講係由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林靖衛研究員以” Short-

wave Infrared Photoluminesc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Biomedicine” 為題，分享短

波紅外致發光及其在生物醫學中的應用，波長 850 至 1700 nm 的短波紅外光 (SWIR) 與可

見光和近紅外相較之下，由於能穿透的組織更深，且被組織散射少，因此在深層組織的成像

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隨後本會議進行簡單的中場休息，中午用餐是在屏東大學民生校區的會議室內享用各式

各樣傳統屏東小吃、餐點與甜點，讓與會的學者們可以在盡情交流之餘，還能同時享用多樣

的道地屏東美食。 

    下午場會議的演講首先由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徐丞志教授以” 質譜分析與機器學習用

於臨床診斷上的應用” 為題，為下午場會議揭開序幕。徐丞志教授分享其實驗室中以質譜為

基礎的代謝物和脂質分析用於不同的臨床應用實驗，通過與不同的 MSI 模式相結合，空間

分辨代謝分析學可以指導我們擴展基於 LC-MS 的效用。 

    下 午 第 二 場 係 由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凝 態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吳 恆 良 研 究 員 以 ”Vibrational 

Spectroscopy at Electrochemical Interfaces: Electrocatalytic Conversion of CO2 and 

Lithium-Sulfur Battery”為題，接續分享電化學界面的振動光譜，CO2 和鋰硫電池的電催化

轉化，分別闡明了在鋰離子和鋅離子電池中富鋰正極和 V2O5 正極的反應機理和其之中的電化

學動力學。 

    接續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李博仁教授以” Developing microfluidic 

integrated devices for clinical use”為題，介紹了微流體晶片於生醫分析檢驗的應用，循環

腫瘤細胞 (CTC) 的存在與轉移性乳腺癌、結直腸癌、前列腺癌或肺癌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和

總生存期降低有關，因此，CTC 監測可能為診斷和治療提供機會，但所需面臨的現實為多數

的 CTC 分離方法須付出昂貴的抗體，導致應用有限。因此，李博仁教授研究團隊設計出階梯

螺旋微流控芯片 (SSMC)，可於血液中無標記富集 CTC，SSMC 系統展現出高效去除 99.99% 

的紅血細胞而無需抗體標記。 

接下來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洪崧富教授以” Study of Electrochemical 

Flow Systems for Carbon Dioxide Reduction Reaction”為題，介紹了二氧化碳還原流動

系統之研究，電化學 CO2 加氫制烴為儲存大量可再生能源和生產經濟化學品提供了一種很

有前景的方法，CO2 還原反應 (CO2RR) 的選擇性和活性是 CO2RR 工業發展的關鍵決定因

素，洪崧富教授其研究團隊採用了增加局部 CO2 濃度的流動系統，以提高對 CO2 還原反應

的整體催化活性，可以加快 CO2 還原反應的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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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的最後一場演講則由輔仁大學化學系李竹平教授擔任會議演講人以”Rapid 

Detection of Emerging Pollutants via Bubble Bursting”為題，與大家分享利用通過氣泡

破裂來快速檢測新興污染物之研究，這種高效的方法可以檢測淡水和自來水樣品中的超低 

PFAS 濃度，氣泡富集可以用相較下快速且靈敏檢測現實世界水中的新興污染物，為一種很有

前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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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化學系李弘文

教授，以及分析小組召集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生科系黃志清教授，盡心盡力為分析化學小組

成員服務；此次大會很感謝各位學者們的參與，透過彼此的學術交流，互相學習下，相信能

為臺灣培養出更多優秀的研究人才，同時也宣布 2022 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

研討會完美落幕。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分析化學小組秋季研討會議順利圓滿落幕，首先感謝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應用化

學系、秘書室、總務處在會議程籌備過程的幫忙與協助，屏東大學無償提供華麗舒適演講會

議場地，並提供用餐環境供本會議使本會議得以順利舉行，最後謝謝分析化學小組成員們熱

情共襄盛舉來參加會議，讓會議圓滿落幕。 

本次會議旨在增進化學學門分析小組彼此交流，邀請化學界資深學者、優秀年輕學長以及

新進人員來分享其研究領域最新相關成果以及未來研究展望，並邀請與化學相關跨領域研究

傑出學者分享其豐碩研究經驗與研究成果。在此特別感謝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分析

化學小組召集人黃志清教授、及學門複審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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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會學長們對目前科技部政策或計畫撰寫審查評比

等最新政策，提供座談諮詢平台讓學者們直接面對面問答，在座談期間學者們紛紛提出多項

議題，召集人同時給予最直接的回應，讓與會學者們更加了解科技部目前的審查重點和政策，

這是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最後再次謝謝所有的與會國內化學領域專家學者讓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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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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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1)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1): 

臺北醫學大學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吳思翰助理教授分享其在奈米藥物上遞送藥物和監

測結果，以及奈米藥物的挑戰及其未來發展；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林靖衛研究員分享有關於螢光在短紅外光波段(SWIR)中的生物成像，以及在生物藥品

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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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2):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徐丞志副教授，進行質譜分析與機器學習用於臨床診斷上的應

用的分享；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吳恆良助理研究員季紹有關於鋰硫電池

的催化轉換機制以及應用。 

 

(3)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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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演講與討論實況(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的李博仁副教授分享微流體晶片於生醫分析檢驗的應用；

輔仁大學化學系的李竹平助理教授分享如何快速檢測汙染物，利用泡沫破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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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舊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交接 

演講的最後以介紹選舉出來的學術委員及來年分析小組會議地點，緊接著也宣布

2022/3/11-2022/03/13 中國化學會年會將在台師大化學舉辦，和宣佈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

將於 2022/06/11-12 於中山大學理學院舉辦的消息，並在歡聲笑語中，大家合照為這場精

彩的會議留下紀念。研討會順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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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分析化學小組秋季研討會議程 

2022/1/15(六) 活動內容 

 活動項目 主持人 

9:00~9:40 報到  

09:40~11:30 

開幕致詞 
化學學門召集人 李弘文 教授 
分析小組召集人 黃志清 教授 
屏東大學  
        校長:   古源光 校長 

廖美儀 教授 

牟中原 院士 / 中央研究院 
       特聘研究講座 /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 
講題: Mesoporous Silica Thin Film for Applications 

黃鐘慶 教授 

11:30~12:00 

吳思翰 助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奈米醫學工程
研究所  
講題: Rational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Hybrid Silica 

as Translational Nanomedicine 

牟中原 院士 

12:00~12:30 

林靖衛 助理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
研究所 
講題: Short-wave Infrared Photoluminesc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Biomedicine 

張柏齡 教授 

12:30~14:00 
午餐 (五育樓用餐) 
分析化學小組工作會議 (五育樓會議室舉行) 

14:00~14:20 
綜合座談 Q & A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 教授 

14:20~14:50 
徐丞志 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講題: 質譜分析與機器學習用於臨床診斷上的應
用 

江政剛 教授 

14:50~15:20 

吳恆良 助理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
中心 
講題: Vibrational Spectroscopy at Electrochemical 
Interfaces: Electrocatalytic Conversion of CO2 and 
Lithium-Sulfur Battery 

廖奕翰 教授 

15:20~15:50 
李博仁 副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工程研
究所 
講題: 微流體晶片於生醫分析檢驗的應用 

葉怡均 教授 

15:50~16:10 Coffee Break 

16:10~16:40 
洪崧富 助理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
系 
講題: 二氧化碳還原流動系統之研究 

陳以文 教授 

16:40~17: 10 
李竹平  助理教授/輔仁大學 化學系 
講題 : Rapid Detection of Emerging Pollutants via 
Bubble Bursting 

周禮君 教授 

17:10~18:00 閉幕典禮 

18:00   歸賦/期待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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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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提袋，並引導與會學者至五育樓的國

際會議廳內。本次會議中午用餐則是招待與會學者享用各式各樣傳統屏東特色小吃與甜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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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以及分析小組召集人黃志清

教授還有台北醫學大學牟中原院士以及國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的依序致詞拉開會議序幕。 

 

5. 建議 

本次分析小組秋季研討會議希望藉由每年定期舉辦會議，讓分析學門教授們能彼此交流，

增進學術討論進而創造合作機會。近年來科技部積極推動跨領域研究，在本會議也邀請跨領

域研究學者進行最新研究成果分享。分析小組研討會每年每次都號朝分析領域眾多老師參加

非常有凝聚力，因此極力建議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能多補助支持分析小組

會議堆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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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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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物理化學小組 2022 春季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2 月 19 日 至 民國 111 年 2 月 19 日 

主辦機構：中央研究院應科中心/臺灣大學化學系 申請人：陳培菱/陳浩銘 

舉辦地點：台灣大學積學館 松柏講堂    聯絡電話：02-33668710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167 人  共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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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化學小組 2022 春季交流研討會議程 

 2022/2/19(SAT) 

10:00-10:20   報到 

10:20-10:30   開幕致詞 / 中研院應科中心 陳培菱 

10:30-10:45  台大醫學院生化所 / 詹迺立  

10:45-12:00  上午之演講行程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下午之上半場演講行程 

14:30-15:30   茶敘 

  15:30-15:30  下午之下半場演講行程 

16:30-17: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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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上午之演講行程 

10:45-11:00  中研院統計所 / 杜憶萍  

11:00-11:15  台大化學系 / 周必泰 

11:15-11:30  台大化學系 / 鄭原忠   

11:30-11:45  台大化學系 / 楊吉水 

11:45-12:00  中國化學會秘書長/ 趙奕姼 

  

 下午之上半場演講行程 

13:30-13:45  同步輻射 / 陳俊榮 

13:45-14:00  台大化學 / 詹益慈 

14:00-14:15  中研院化學所 / 章為皓 

14:15-14:30   成大牙醫系 / 吳尚蓉 

 

 下午之下半場演講行程 

15:30-15:45  陽明交大應化 / 刁維光 

15:45-16:00  成大光電 / 郭宗枋 

16:00-16:15  中研院應科中心 / 薛景中 

16:15-16:30  台大凝態中心 / 吳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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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季物理化學小組交流活動於 2022 年 2 月 19 日於臺灣大學化學系積學館

松柏講堂舉行實體會議，並配合線上會議平台提供與會者遠端加入交流討論活動。會中

邀請到十二位優秀研究人員聚焦於生物及能源材料相關領域的研究，以實體配合遠距線

上視訊方式，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及交流相關之研究經驗，期許能在未來產生創新之研究

議題。本次活動由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主辦，科技部自然司推展中心化學組協辦。活

動議程相關事務由臺灣大學化學系陳浩銘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徐尚德副

研究員共同規劃。 

3.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交流活動由物理化學小組交流活動召集人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陳培

菱研究員講員開幕致詞後，首先，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詹迺立教授分享結合

系統合成生物學蛋白質工程及結構生物學創造新穎酵素催化酶的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

統計所杜憶萍研究員接著分享其研究團隊透過降維度統計分析方法建立低溫電子顯微

鏡（cryo-EM）影像降噪演算法，大幅提升透過 cryo-EM 分析複雜生物巨分子結構與

動態之效能。臺灣大學化學系周必泰教授分享其研究團隊在過去幾年結合理論及實驗在

光物理化學領域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項突破在於該團隊成功闡述多重共振效應誘導

熱激活化延遲螢光材料的發光機制以及其螢光材料在生物系統方面之應用。臺灣大學化

學系鄭原忠教授的演講則著重於凝態分子系統量子動力學理論計算方法學的開發，本次

講題重點之一在於透過理論計算分析二維光譜實驗所觀察到的光化學反應機制以及文

獻中模式化學分子所面臨之瓶頸。同時，周必泰教授也提出許多想法希望鄭原忠教授可

以透過此理論發現協助新型螢光材料的合成研發。 

 

 



- 15 -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在上午四位講員分別分享生物物理化學及材料光化學兩大領域傑出的研究工作之

後，中國化學會誌（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JCCS）主編楊吉水教授

利用此次機會向與會成員報告中國化學會誌之發展近況，並且鼓勵本土化學研究工作者

把中國化學會誌作為重要投稿標的之一，將實驗室原創研究項目系列之一投稿至中國化

學會誌。另外，研究人員也可回顧實驗室系列研究工作，撰寫成回顧文章投稿至中國化

學會誌，提升會誌在國際研究領域的能見度以及影響力。接下來中國化學會秘書長趙奕

姼教授透過視訊對於中國化學會會務做簡報，其內容針對教師研習，核心課程教材創新，

以及多元化互動式教學與實驗課程設計向與會學者分享，期許研究人員在化學專業研究

之外，也能在教學上有更多創新，扶植下一代的化學研究心血。 

下午的上下兩場議程分別針對 cryo-EM 相關研究及新穎材料相關研究進行討論。

首先由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陳俊榮副主任討論結合晶體繞射及 cryo-EM 分析感染石

斑魚及白蝦病毒的鞘膜蛋白所組成的類病毒顆粒結構形成及外在環境影響及類病毒顆

粒在藥物包裝輸送的應用可能。成功大學醫學院牙醫系吳尚蓉副教授則利用 cryo-EM

針對登革熱病毒類病毒顆粒結構分析，並與國內外病毒及疫苗專家合作開發利用類病毒

顆 粒 作 為 疫 苗 設 計 平 台 減 少 「 抗 體 依 賴 免 疫 增 強 作 用 （ 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 ADE）」的副作用。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章為皓副研究員則舉核糖核酸複

製酶（RNA polymerase）為例討論 cryo-EM 分析生物巨分子結構多樣性（structural 

polymorphism/heterogeneity）的技術瓶頸及方法學開發的進展。臺灣大學化學系詹

益慈教授從不同的角度分享 cryo-EM 如何提供關鍵金屬配位超分子自組裝的結構資訊，

補足其他物理分析技術對於一系列金屬配位超分子自組裝在奈米尺度型態資訊的缺口。

由於詹教授的研究系統皆在有機溶液中進行，國內現有 cryo-EM 設施需針對其特殊研

究需求進行優化。本次活動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中心薛景中研

究員及生物化學研究所徐尚德副研究員也藉由這段時間與詹教授分享 cryo-EM 的實驗

設計分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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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對於新穎材料相關研究分別由專攻太陽能電池元件材料的陽明交通大學應

用化學系刁維光教授、專研鈣鈦礦發光二極體及薄膜有機太陽能電池材料的成功大學光

電研究所郭宗枋教授、利用分子簇合團分析新穎材料表面奈米特性的中央研究院應用科

學研究中心薛景中研究員、以及利用臨場光譜技術協助鋰硫電池研發的臺灣大學凝態中

心吳恆良助理研究員與與會研究人員分享各實驗室在材料研發及基礎物理化學表徵分

析的最新研究成果。 

5.建議 

有鑑於化學學門物理化學相關研究人員之研究領域多元且廣泛，物理化學小組成員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陳培菱研究員於 2021 年初發想，並經小組成員討論研議

後決定定期邀請學門研究人員針對不同研究主題進行研究成果分享並與學門其它研究

人員交流探索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方向及合作機會。為此物理化學小組在 2021 年 3 月 20

日於科技部舉辦第一次的交流活動，邀請生物物理化學相關研究人員分享其研究成果，

同時邀請學門卸任及新任召集人共同說明專題研究計畫書審查原則。由於新冠疫情影

響，原訂於新竹清華大學舉行的第二次物理化學小組交流活動在 2021 年 11 月 20 日改

以線上會議形式進行，討論主題著重於新穎材料、光譜實驗及理論計算相關主題。本次

交流會議為第三次的物理化學小組交流活動，經討論希望未來上半年可以與中國化學會

年會合作，在年會期間安排物理化學小組的演講交流，而下半年則可以在十月及十一月

之間安排另一場次的交流活動，藉此與即將於年底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溝通學

門對於計畫審查的原則。希望未來這個交流活動可以永續經營，擴大學門研究人員族群，

同時增進合作發展創新研究領域的可能性。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2 化學年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灣/2022 Chemistry National 

Meet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3 月 11 日 至 民國 111 年 3 月 13 日 

主辦機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生物無機化學協會     申請人：吳學亮 

舉辦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聯絡電話：(02) 7749-1111  

出席人數：工業界 58 人、學術界(含學生)1536 人  共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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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5.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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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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中國化學會於 1932 年 8 月 1 日在南京創會，1950 年在臺復會，英文名為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簡稱 CSLT。目前擁有 50 餘團體會員及近 2,000 位個人會員。本會 2007 年

起亦積極投入化學領域的職場教育訓練，提升在職者工作職能。 

  近年依化學界活化教學以及新創應用的需求研擬課程，陸續開辦教師增能與智權相關課程。另

為增加化學界安全意識與知識，本會自 2017 年起，在化學與環境委員會之下，成立「實驗室化學

安全小組」，展開安全指南及教材之編撰協作與推廣。數十年來，透過化學界先進們的參與及奉獻，

學會在促進國內外交流、傳播知識、啟發未來世代等多面向努力進行。未來仍將持續努力，豐盈國

內化學界的成長。 

  化學年會由全台大專院校化學系輪流主辦，由 2020 年的臺灣大學，2021 年的中央大學，今年

2022 年，則是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辦，也適逢師範大學 100 周年校慶，邀請全台各大專院校、

研究單位的學術權威共襄盛舉，也能交流近期的學術發展。 

  本次會議舉辦的圖儀藥展，有 38 間廠商參與，共有 50 個攤位，讓產學界教學相長，互相交流。

不僅讓廠商更了解學界的新研究和新發想，也讓廣大學子接觸有了接觸的業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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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之講者摘要 156 篇，壁報論文 692 篇，製作電子論文摘要集，於大會期間提供與會者留

存，成為本次大會之重要研究文獻。為求環保，此論文摘要將整理為電子檔，並上傳至大會網站，

以利與會者隨時查閱資料方便，且具有更長久之保存年限。 

大會主題：跨域創新、仿生永續 

研究論文獎內容包括下列 9 個主題： 

a) 張昭鼎無機化學研究生論文獎 

b) 周大紓有機化學研究生論文獎 

c) 物理化學研究生論文獎 

d) 台灣神隆分析化學研究生論文獎 

e) 生物化學研究生論文獎 

f) 吳松柏應用化學研究生論文獎 

g) 許自然化學合成研究生論文獎 

h) 東京化成有機合成賞 

i) 大專生組李長榮化學新秀獎 

 

壁報論文內容包含下列 10 個主題： 

a) 無機化學 (Inorganic Chemistry) 

b) 物理化學 (Physical Chemistry) 

c) 分析化學 (Analytic Chemistry) 

d)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e) 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 

f) 綠色化學 (Green Chemistry) 

g) 光電材料 (Photoelectronic Materials) 

h) 奈米孔洞材料 (Porous Nano Materials) 

i) 化學教育 (Chemistry Education) 

j) 產業應用 (Industrial Application) 

 

一、 大會主演講 

本次年會總共安排四場大會主演講，適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及中國化學會九十周

年，邀請廖俊智院長分享研究、張煥正特聘研究員分享學術獎得獎內容，更請史丹佛大學

的戴宏杰教授，以線上會議的方式分享演講，以及邀請到彭旭明榮譽教授娓娓道來中國化

學會九十年的發展與成長，內容精實且讓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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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組會議 

本次分組會議同時段展開 15 場，三天議程總共有累計 40 場分組會議，內容包括有機化

學、無機化學、生物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綠色化學、物理化學、光電與材料、生物化

學、金屬有機化學、化學教育、產學合作。更舉辦了第三屆台日交流研討會與女科學家會

議，邀請到本次研究論文獎得獎同學發表學術論文。邀請到臺灣各大學、學術單位權威分

享近期的化學研究，更是化學界一大交流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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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報論文展示 

為鼓勵全國化學之相關學術單位與青年學者，重視此領域專業發展，並積極投入相關議題

研究，大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誠正勤樸大樓 2 樓外廊規劃兩場海報論文展

示，本次共計 688 篇壁報論文發表，更為了鼓勵高中莘莘學子與學術單位接軌，特邀請高

中生團體展示壁報，合計 692 篇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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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覽攤位 

大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誠正勤樸大樓 1 樓中庭及前方日光大道，舉行展覽攤

位展示，總計 38 家廠商，50 個攤位數。本此大會同時將茶敘安排同一場地，創造更多互

動交流機會。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會議產學合作帶動化學相關領域之學術交流，並拓展此領域的視野。大會除了邀請國內化學

界專家，亦邀請產業代表共同研討創新突破，了解最新催化技術以利提升產業競爭優勢。議程規

劃包含國內外學者專家於專題演講中，針對其研究領域，提出其精闢之見解及相關實務經驗，並

和與會者交換心得。 

 

規劃研究論文獎及壁報論文展示，供國內學子及研究人員，分享研發成果與交換心得。我國化學

於近年來亦累積相當之研究成果，可藉由本次主辦會議地利之便，對各國展現此方面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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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家廠商參與展覽，總共五十個攤位。促進產學界之交流，活絡化學界產業發展，並給予廣大

學子職業探索機會。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化學研究的領域，不外是有機、無機、分析與物化這四大領域。現在就針對四個方向來做討論。

有機化學：因應人類社會的需求近年來的領域的發展開始往製藥、能源、和材料等這些火紅的研

究方向進行。除了會繼續著重方法學的開發(methodology development)與全合成研究(total 

synthesis)，會往應用性化合物合成方面發展。諸如藥物分子合成，有機材料、光學可切換分子製

備，與光敏染料分子合成會是有機化學大步邁向跨領域研究的方向。無機化學：此方面的研究會

仍著重結合無機、有機化學的有機金屬的發展，並且利用這方面的研究產生之“材料分子”往能

源研究方面進行突破。分析化學：此方面的研究可結合具活性化合物鑑定及藥物快速篩選；生物

分子辨識研究於臨床疾病醫學檢測；利用奈米材料提供快速分析且檢測已知的疾病等。物理化學：

此領域的研究乃是跨領域鍵結生化、材料與物理間的主要功能。未來將繼續扮演同樣的角色。這

些研究今年的舉辦方在學術演講這方面的規劃也費煞苦心的安排，希望能將傳統領域和新興研究

方向都能包含進來。讓與會者能夠了解國內化學科技研發的現況。並且討論、規劃一直以來化學

年會的主角皆是老師為主，今年嘗試增加學生、博後的參與程度；除了增加壁報報告的人數外，

學生參加論文獎競賽的內容與人次也都增加。未來可以針對有需要做企業說明、產品發表的廠商，

加開分組會議的場次，讓企業發表也可以有充裕的時間發表。 

5. 建議 

本次年會順利且成功舉辦完成。因報名人數眾多，在入場報到時，應加強區域的網路系統。使用

學校本身的免費網路，無法負荷兩天的與會者，未來再次在校內辦理類似會議時，應多加注意或

是提前申請。 

大會深獲許多國內與會者及學生的熱烈支持，但因補助經費有限，期盼未來可以在經費充裕的情

況下，從事更細緻且多元的研討會安排，吸引更多學者及研究人員相互交流的機會，也促進台灣

化學界的長遠發展。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科技部化學與能源跨領域交流研討會-電動車新能源技術開發(PV, Battery & 

Energy Management)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03 月 31 日 至 民國 111 年 03 月 31 日 

主辦機構：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 申請人：吳春桂 教授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召集人)   

舉辦地點：臺灣大學化學系松柏講堂 聯絡電話：02-23635357 (自然司推展中心化學組) 

出席人數：工業界 4 人、學術界(含學生) 108 人  共 122 人 



 

會議重要成果：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科技部長期積極推動跨司計畫整合，以共同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或促進產業升級發展，

有鑒於電動車強勢崛起的趨勢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新能源技術開發 (包含太陽光

電、儲能電池、與車用能源系統整合等)，將可促進電動車產業發展，與實現淨零碳排

和永續發展之目標，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與工程司能源學門特別邀請相關領域知名的研

究學者進行演講，並希望透過此研討會，讓相關領域的學界專家們能一同交流，以期能進

一步整合研發能量，與促成有潛力的能源跨領域合作研究，同時，也讓與會學生能對電動

車新能源技術發展方向有更深入的認識。此研討會議程如下： 

 



 

2. 講員演講行程： 

因考量 COVID-19 疫情和會議地點之空間，此研討會採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之方式，

以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而本次邀請的 10 位演講者(姓名與演講主題詳如上方檢附之研討會

議程)皆特別撥冗親臨會議地點分享其研究成果，此外，多數實體和線上與會者也都全程參

與此研討會，並於議程尾聲一同進行綜合討論。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由專家學者們的精彩演講，與會者(無論是親臨現場或透過線上遠距方式)可同時瞭解新

興太陽光電(包含鈣鈦礦、有機薄膜與染料敏化)、鋰離子儲能電池、太陽能車電源系統管理、

模組性能檢測等技術的發展歷程、近期趨勢、以及目前急需克服的挑戰，此外，現場與會者

也透過議程中的提問和茶歇/午餐時間熱烈地進行交流，並利用最末的綜合討論提出明確建

議。相信這些寶貴的資訊不僅能所有與會者對電動車新能源技術發展涉及的材料、製程、

檢測、整合等關鍵項目有更深入的認識，也一同透過交流討論拓展了彼此的視野，以利達成

此交流研討會之目標-促進跨領域整合研究。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以下依演講順序重點統整講者們分享的研究成果、發展趨勢與個人觀點： 

(1)周必泰教授為與會者分享了其研究團隊於太陽光電(PV)、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與燃料

電池(Fuel Cell)等領域世界頂尖的研究成果，且明確指出，依據熱力學理論，太陽光電轉

換效率偏低是必然的，因此，除了應於理論基礎上持續研究以開發新的材料外，也應當以

化學的角度出發並發揮所長，多加聚焦於儲能材料的研究發展，以利將基礎研究成果升級

為實際應用。 

(2)林唯芳教授主要介紹鈣鈦礦太陽能電池(Perovskite solar cell)的發展現況與目前面臨的

挑戰。對於未來研究方向而言，林教授極為看好疊層型(Tandem)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發

展，並指出其放大量產目前遭遇的瓶頸可望透過優化溶液製程(Solution process)等策略

克服。 

(3)衛子健教授簡要地介紹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發展歷史與其優勢，內容除了強調現階段

MAxFA1-xPbBr1-yIy已被證實是相當理想的吸光材料，以及界面鈍化(Surface passivation)

已成為顯學外，亦明確指出電池元件材料的毒性、穩定性、以及可規模化程度(Scalability)

是此類太陽光電技術在工業化發展上必須克服的要項。 

(4)包淳偉教授於個人研究已嘗試採用多種理論計算方法/模型(包含 First principle、Classical 

molecular dynamics、Neutral networks model 等)，剖析了影響鋰離子二次電池與鈣

鈦礦太陽能電池元件穩定性的主要原因。透過其介紹，與會者可充分瞭解，無論是現在或

未來，理論計算方法確實可於材料研究發展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且包教授亦非常樂於透過

合作研究共同深入地探討元件內核心材料的變化與材料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 

(5)闕居振教授分享簡介有機薄膜太陽能電池(OPV)的近期發展情況，並為與會者統整分析了

引領該新型電池效能突飛猛進之核心材料-非富勒烯受體(Non-fullerene acceptor)的分

子設計策略，其內容將有助於相關研究人員思考與投入新材料研發，同時，闕教授也針對

其個人的研究團隊於三元混摻式(Ternary) OPV 與鈣鈦礦太陽能電池領域取得的研究成

果進行分享。 

 



 

(6)李志聰教授以 Organic and polymer chemistry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為主題，介紹

可導入至鋰離子電池中的有機高分子，以及適用於高電壓系統的溶劑系統，同時，其演講

內容也充分展現電化學阻抗圖譜(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EIS)和 X

射線光電子能譜(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 scopy，XPS)技術於鋰離子電池研究的

高度應用性。 

(7)鍾昇恆教授指出固體鋰離子電池以及固態鋰金屬電池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為逐步實現其目

標(全固態高效能鋰電池)，其個人研究是先聚焦目前已具高度應用潛力的鋰硫電池

(Lithium-sulfur battery)，並以提高其正極材料(硫)的利用/附載率、降低電解液含量、與增

加電池的循環壽命(Cycle life)為重點，換句話說，電極與上述要項即為高電容量與低製造

成本之鋰硫電池的研究發展方向。  

(8)林克默教授分享先前帶領團隊至澳洲參與太陽能車國際競賽的實務經驗，且說明當時遇到

的難題與克服的方法，此外，也介紹其個人近期於太陽光電相關研究是著重在延續既有之

EL 照影檢測方法(Electroluminescence imaging)基礎上，額外透過系統整合並導入 AI

智慧判讀，以增加檢測速度與驗證判別的準確性，此研究將十分有利於快速檢測未來裝載

PV 的交通工具及行動裝置。 

(9)孟心飛教授不僅介紹其個人於有機薄膜太陽能電池(Organic thin-film photovoltaics，

OPV)模組化製程技術卓越的研究成果，也極為中肯地指出和說明現階段 OPV 仍無法有效

與傳統矽基太陽光電技術競爭的原因。另一方面，孟教授亦於綜合討論階段，建議科技部

未來在擬定與推動各類大型整合式計畫及相關政策時，宜一併將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或

全世界)之需求納入考量，以便與世界接軌和提高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性。 

(10)林敬堯教授介紹其個人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DSC)深耕多

年的研究成果，其內容不僅涵蓋專為上述應用所設計的 Porphyrins、Bacteriochlorins、

以及 Anthracenes 分子，也揭露其分子設計之策略和具體展示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元件

極具吸引力的多彩性。就該類光伏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而言，降低染料等材料成本、提高

其敏化元件之光電轉換效率(不論是在戶外或室內光源下)、強化元件的長時間穩定性等，

依然十分重要且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5. 建議 

基於太陽光電、儲能電池、和車用能源系統整合可望促進電動車相關產業發展，且

近期國內相關學術研究不僅仍密集進行中，亦有耀眼國際之研發成果，與會者建議未來應持

續以上述相關研究主題為核心，定期舉行研討會且擴大規模，除了積極鼓勵國內相關研究學

者已及學生一同參加外，也應一併邀請國內相關產業單位共同參與，以同時促進學術與產業

的交流合作和技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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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台灣觸媒學會 2022 碳中和高峰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至 民國 111 年 4 月 1 日 

主辦機構：台灣大學化學申請人：陳浩銘教授 

舉辦地點：宜蘭市五結鄉綠舞國際飯店 聯絡電話： 02-33668710 

出席人數：工業界 3 人、學術界(含學生) 57 人  共  60 人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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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時間 2022/03/31 

13:50~14:00 開幕致詞: 牟中原 教授 (中研院院士，台大化學系講座教授) 

14:00~15:00 主 題：熱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 

主持人：李壽南 博士  

討論人： 

李壽南  博士  

陳炳宏  教授 

陳郁文  教授 

15:00~15:30 Coffee & Tea Break 

15:30~16:30 主 題：光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 

主持人：吳紀聖  教授 

討論人： 

吳紀聖  教授 

林麗瓊  教授 

鄧熙聖  教授 

曾怡享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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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30 主 題：電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 

主持人：陳貴賢 教授 

討論人： 

陳貴賢  教授 

蘇威年  教授 

陳浩銘  教授 

王迪彥  教授 

吳恆良  教授 

17:30~20:30 晚宴 

20:30~22:30 團隊自由討論及心得分享 

時間 2022/04/01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開幕致詞: 鄧熙聖 教授  

08:30~9:30 

主 題：分離膜與生質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 

主持人：吳嘉文  教授 

討論人：  

吳嘉文  教授 

童國倫  教授 

林弘萍  教授 

康敦彥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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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0:00 Coffee & Tea Break 

10:00~12:00 

主 題： 總論碳中和台灣與國際趨勢 

主持人： 陳彥豪  所長 

討論人： 

陳彥豪  所長  

牟中原  院士 

陳文華  博士  

楊英傑  博士 

12:00-13:30 午餐 

2022 年碳中和高峰會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於宜蘭市五結鄉綠舞國際飯店宴會廳舉行時

長兩天一夜之交流活動。會中邀請到二十一位台灣觸媒協會的優秀研究人員聚焦於各種

觸媒於碳中和領域的應用，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及交流相關之研究經驗，期許能在未來產生

創新之研究議題。本次活動由台灣觸媒協會會長牟中原院士主辦。活動議程相關事務由臺

灣大學化學系陳浩銘教授規劃。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碳中和高峰會的會議議程分為五個主題進行分享，分別為： 

(一)熱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半導體業尾氣處理技術、氫能減碳以及製造航空燃

油如何達到碳中和。 

 (二)光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人工光合作用、光催二氧化碳還原。 

 (三)電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電催二氧化碳還原、電催氮氣還原以及碘離子氧

化。 

 (四)分離膜與生質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將 biomass 作為碳中和途徑、菱殼碳、薄

膜碳捕捉以及薄膜氣體分離。 

 (五)總論碳中和台灣與國際趨勢：此主題圍繞在 2050 淨零轉型應因應策略中研發新且

更好的觸媒能對碳中和做出貢獻。 

此次會議以中英交雜進行，吸引近 20 位學者參與這次高峰會，分別來自 10 個不同的研

究單位，國內交流成果豐碩。 

而每場途中穿插綜合討論時間讓各位先進能互相切磋，進行想法交流，提出讓碳中和



- 28 - 

這個議題能在不同領域應用中被發揚光大的方法，增加彼此的合作機會。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交流活動由牟中原院士與陳浩銘教授開幕致詞後，期許各位先進在這次兩天活動能

討論熱烈互相交流，創造不同合作機會，比如科技部對於減碳計畫會有一些案子，牟老師

希望在這次會議能找到突破點，以往教授們通常是根據自我專長去寫計畫，而減碳議題中

目前還沒有明朗的方向，如果能找到共識或哪個方向去寫準備計畫並申請經費，會對台灣

造成正面影響。 

首先，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李壽南博士分享其對空汙減碳有進展的研究，主要目前忙

碌於協助政府及產業界未來五/十年減碳規劃，分為兩個主題 1. 半導體高碳當量處理尾

氣觸媒處理技術 2. 氫能減碳產氫觸媒與氫還原 

第一個部分先提出當前產業界迫切解決碳中和的問題對於半導體的產業發展很重要！半

導體主要供應鏈品牌商像 Apple、Google 在 2020 年宣布 2030 年在業務產品供應鏈要

達到碳中和 100%，可見其減碳壓力大，各方都有更積極進行此計畫º李博士有與台積電

製造廠物研發部門來合作減碳。另外也舉例了國芳電的主管須提出減碳 30-50%的技術

與規劃º而根據台灣半導體協會提供的資料, 半導體使用並排放高碳當量的溫室氣體第一

名是 NO，亟需解決因而積極開發用熱觸媒分解。 

目前開發並已申請專利的方法是由原物料純氣到主機台而殘氣製程尾氣排到 Local 

Scrubber 來解決溫室氣體(一廠 300-500 台 5-10 億，很多廠的話，其產值能高達上百

億)李博士跟業界合作開發半導體產業所需之 Local Scrubber 來針對氣體用 3 個模組來

解決。第一個用傳統的電熱氧化槍裡面加空氣 O2 進去把易燃性係體 Silane/H2 氧化成

水 SIO2 粉末而粉末用濾網除掉再用熱觸媒把 N2O 分解成變成 N2+O2 。去年年底申

請全球專利有初步成果技術移轉與推廣而除了 N2O 還有別的溫室氣體需要各位先進幫

忙處處是機會像台灣其實有本土優勢可以賣給本土廠商自銷。 

第二個主題針對氫能的運用，NOX 是環保署空氣汙染管制氣體，傳統上使用選擇性觸媒

+還原劑 NH3，但其缺點是廠商若加過量會產生臭味及衍伸性造成 PM2.5 的問題，李博

士推測也許台中鍋爐廠處理 NOX 加入了過量氨氣，導致台中空汙問題嚴重。而國外有加

氫取代 NH3 當還原劑，國內則台電中油中鋼都有需求想用觸媒解決此問題，市場需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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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不同的觸媒能創造新一波 De NOX 產值。 

第二部分光化學觸媒於碳中和發展之前景開場由吳紀聖教授主持，在本場座談中，吳紀聖

教授計劃待四名相關領域的著名教授，分別為：吳紀聖教授、林麗瓊教授、鄧熙聖教授以

及曾怡享副教授分享完各自於近期發展中亦或是以發展之成果後，再開始進行交流及討

論。 

首先由本節主持人本人，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吳紀聖教授開始進行光觸媒於碳中

和領域研究的演說。一開始，吳紀聖教授旋即對台灣於能源轉型之進展進行破題，點出了

國家發展計劃於 2050 年（中華民國 139 年）完成碳的淨零排放，並且點出其實驗室的

專業：人工光合作用。以質能平衡的角度出發，說明存有高化學能的化工原物料來自於數

億年前的光合作用。此光合作用以自然界的葉綠體為原型出發，用自由能（Gibbs free 

energy）說明該反應試在熱力學上傾向不自發，但若將總反應試以基礎反應式表示後，

可解構為水氧化及二氧化碳氫化的兩個基礎反應，其各自的自由能相對低，證明了人工光

合作用的可行性來自於先水分解再二氧化碳氫化。吳紀聖教授實驗室以 H-cell 的系統進

行Ｚ-scheme 的光催化研究，使用水分解觸媒和二氧化碳觸媒於陽、陰兩極，兩極以半

透膜 Nafion 近零電荷交換，並得到了優良的效率，然而吳紀聖教授認為材料的活性仍有

成長空間。在實際應用上，科學家只需要以六塊地的面積，包含內華達州、澳洲、等等，

並有百分之五的轉換效率即可達成碳中和，以此為前提，目前科學家的目標致力於開發人

工觸媒優於自然界的光合作用效能，並以詼諧且幽默的時間比喻表達人工光合作用未來

可期，是一個值得被期待的技術。 

接著，第二位講者是來自於國立臺灣大學凝態中心的林麗瓊教授。林麗瓊教授開頭直接破

題光催化及電催化的比較，說明光催化是終極目標但其成熟度卻較電催化來得低，並以

Solar cell 的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為標竿，指出工業化的效率應達百分之十，

而目前林麗瓊教授實驗室得到的效率為 0.8~0.9 %，與國際實驗室排名相比，也可說是高

效率觸媒，林麗瓊教授指出雖然目前文獻最高報導的效率為百分之十，然而該團隊卻發現

該文獻的效率計算能需修正，並且林麗瓊教授引用 Edward Sargent 的文獻，指出世界對

於碳中和的願景。在光觸媒的機構中，需要達成：光吸收、二氧化碳吸附、電子電洞對分

離，因此每一個步驟的發展缺一不可，其中又以二氧化碳吸附被視為最困難也最需被發展

的步驟，另外，在反應的過程，band position 也需要符合氧化還原電位，若無法，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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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Z-scheme 的策略。在這 40 年間，奈米氧化物的發展尤其廣泛，並且蓬勃發展，佔

有大的潛力，學術上，研究 Mechanism 是尤其重要且必須的，然而對於短期計畫中，材

料的直接工業化尚抱持保留態度。在眾多的材料中，林麗瓊教授任為二維材料是最有趣的

材料，其能夠調控 d electron、band position 等等的性質，將有利於人工光合作用的催

化，可出現兩個數量級的效能優化。 

第三位演講者是來自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的鄧熙聖教授。鄧熙聖教授提出水相

催化時，陰極反應會包含二氧化碳還原以及氫氣生成反應，而二氧化碳還原是在近年開始

才得到較多的注目。鄧熙聖教授與吳紀聖教授對二氧化碳光還原機制報有相同立場，提出

水分解率先發生而後引發二氧化碳還原反應，並且二氧化碳還原反應有很大的困難點在

與產物選擇性。在反應的電解質選擇，鄧熙聖教授對於強鹼環境表示疑慮，因為二氧化碳

在通入強鹼電解液後會產生酸鹼中和反應進而生成碳酸根或碳酸氫根離子，因此，鄧熙聖

教授實驗室進行純碳酸根環境的研究後也指出有較高的催化效率。接著，鄧熙聖教授更指

出 Co-catalyst 在光催化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可以增加活性 1000 倍至 10000 倍，

是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此外，二氧化碳催化的產物中，鄧熙聖教授指出要使用同位素標

定，以確保產物是由二氧化碳反應而來，在這些前提驗證後，以量子點作為觸媒，並且使

用犧牲試劑，鄧熙聖教授得到的產物絕大部分以甲酸為主，並且 mass balance 趨近於

100%。這些結果在 Bio-mass reforming 中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以甲酸為主要產物。

在合作上，鄧熙聖教授提出可以以量子點即 co-catalyst 的開發作為出發點以求增加效

能。 

第四位演講者為逢甲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的曾怡享副教授。曾怡享副教授看重二氧化碳和

材料之間吸附的關係以及相關的交互作用，並且注重在反應器的設計，因為其在工業發展

是必要的，並且可能可以提高產量、產率。在發生二氧化碳還原時，曾怡享副教授提出一

個電子的轉移而生成的二氧化碳自由基是關鍵的步驟，且水作為一個重要的質子提供者。

曾怡享副教授做的演說，主要在彙整目前期刊中的反應器設計類型，以及少部分的反應機

構彙整，主要二氧化碳自由基的名詞定義為主。此彙整有助於激發學者們對碳中和的化

學、物理思辨，以開發出高效能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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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電化學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開場由陳貴賢教授主持，陳貴賢老師指出儲電

將會是綠能在中長期運用上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且站在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綠能燃料

的價格也都比普通燃料還高，若台灣能早日發展出儲能技術，未來將會在世界上佔有舉足

輕重的位置。 

目前利用電催化作為儲能的手段中，電催二氧化碳還原是目前正在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

台灣大學化學系的陳浩銘教授分享了目前在電化學產能計畫中得到的結論。若要將電催

儲能運用在工業上，最大的成本即是電費，因電解反應需要兩極的參與，所以除了負極的

還原反應以外，正極水氧化反應的過電壓大小也需要納入考量。在負極的反應，目前將目

光放在調控產氫反應及二氧化碳還原的競爭，調整催化劑的性質以將進行二氧化碳還原

的過電壓降低以避免其進行產氫反應。陳浩銘教授也指出，要將電催二氧化碳做實際應

用，電解槽的設計將會至關重要，Flow cell 的設計將會優於 H-Cell 的設計。因爲 CO2

在電解液中溶解度相當低的關係，利用 Gas diffusion 技術直接將氣相 CO2(g)還原的

Flow cell 設計大幅的優於以溶解的 CO2(g)進行反應的 H-Cell。且 Flow cell 可以以相當

大的電流進行，為其工業應用打下強健的基礎。除此之外，催化劑本身的選擇也很重要，

二氧化碳還原反應的產物相當多，有一氧化碳、甲烷、甲酸及乙烯、乙醇等多碳的碳氫化

合物。然而其反應所需要的電子數都不盡相同，站在經營的角度上，儘管甲烷、乙烯、乙

醇等都有望作為燃料使用，但其反應需要的電量相當大，幾乎不可能有獲利空間，因此將

電催二氧化碳生成 CO/H2 的合成氣(syngas)以進行後續運用，將有可能會有最大的獲益

空間。最後陳浩銘教授也補充，在目前的工業應用上，將產生的氣體和 CO2 分離的技術

仍然有待發展。 

除了電催二氧化碳還原以外，目前電催氮氣（N2）還原生成氨（NH3）也是目前在儲能

領域新興的研究技術。東海大學的王迪彥副教授指出，氨非常重要的工業上的化合物，在

人類發展進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其反應的高耗能及高產 CO2 是此反應的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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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工業氣體中有 1.6%的 CO2 是來自於產氨氣過程中的副產物，因此此反應的研究

以降低 CO2 的排放做為主要目標。哈伯法製氨的效果雖相當好，但其 kinetic barrier 較

大。另外利用電化學，將氮氣吸附在觸媒表面來打斷    鍵也是目前正在發展的做法，然

而它也面臨氮氣在水中低溶解度的問題，因此產氨效率非常低，目前尚沒有工業上的應

用。因此王教授提出，若能利用硝酸鹽取代作為氮源，並能成功產生 NH3 的話，將會對

此技術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硝酸鹽為許多工業/農業生產的副產物，此舉將能完

善的利用這些廢棄物生成有用的氨氣。此反應的過電壓相當低，然而降低過電壓的同時也

面臨了產氫反應的競爭問題。王教授目前致力於發展利用簡單的金屬作為觸媒，即可達到

高效率產氨的技術。他發現 Cu nanodendrite 的結構對硝酸根還原的反應相當好，達到

97%的法拉第效率，NH3 的產率也有大大的提升。不僅如此，此反應也可以利用大面積

電極進行反應，低到接近理論的還原電位也使反應過程的耗能大幅降低，因此有望將此技

術應用在工業發展中，在儲能方面的應用，中油目前也計劃將 NH3 作為氫的載體來運輸，

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陰極雖做為主要的產物來源，然而陽極的產氧反應需要極大的過電壓，同樣也是電催在儲

能的運用上需要解決的議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的蘇維年教授提出以碘離子氧化（IOR）

作為替代反應的方案，以解決目前電化學目前遇到的困難。此反應不僅具有較低的過電

壓，還可以生成具有價值的產物 I2，並且在反應過程中沒有陽極氣體的產生，其對電極

的反應還能生成成本較低的氫氣，增加電能的運用效率。另外在碳中和的議題上，蘇教授

也提出 CO2 捕捉的高成本議題，其目前的效率離達到減碳的目標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

要如何達到 3R 循環（Reduce-Recycle-Replace）以達到碳中和，為目前綠能發展的重

要核心。 

在電極材料的設計上，反應過程中臨場的結構鑑定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國立台灣大學凝

態科學研究中心的吳恆良助理研究員致力於發展將各種光譜技術應用於電催化反應及電

池充放電的臨場分析上，以擴張材料鑑定上能得到的資訊範圍。其在電催二氧化碳過程

中，利用臨場的紅外光譜觀測中間產物和電極表面的吸附變化，並且使用 X-ray 吸收光

譜監測反應過程中電極的價態及結構變化，此兩種技術的結合將有望揭穿電催二氧化碳

還原反應機構的神秘面紗。在發展下一個世代的電池中，Lithium ion graphite 和

transition metal oxide 的 capacity 都相當高，因此兩物的結合有望能提高傳統鋰離子電

池的電壓至 4 伏特。所以探討 Lithium ion 在充放電過程中臨場結構變化的探討是重要

的。其使用 GIWAX 技術去觀測普通光譜技術難以得到的低結晶性資訊，能以此探究提高

電池充放電效率的原因。 

反應物的低溶解度作為異相電催反應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牟中原院士也提出了不一樣

的解法，他建議以孔洞性的材料作為電極，若孔洞大小小於 2 奈米，氣體在水溶液中的

溶解度就會大幅提高到超過 100 倍，有望提高氣體擴散至電極表面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分離膜與生質觸媒於碳中和之發展前景由吳嘉文教授主持，吳嘉文老師主要探

討有關 biomass 當作減碳碳中和路徑的相關研究。Glasgow 氣候協議中有七種路徑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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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碳中和的方式，其中包含減少 fossil fuels 的使用及種植更多的樹木等方法，而吳老師

將 focus 在種植樹木這一塊並且將其利用於碳中和的路徑當中。 

在過去，森林的產業鏈從造林、木材工業處理到 bio refinery 都是分開的，但是因為各自

獨立運作的關係，在整個過程中會丟去相當多的廢棄物，此外，這些廢棄物能否當作生質

的原料來做轉換也是個問題，其中吳教授推從了種樹這個方式，這種方式除了可以吸收

CO2，他的廢棄物也可以作為能源的轉換來使用，此外也希望未來能夠將造林、木材工業

處理到 bio refinery 三個部分整合起來還降低廢棄物的產生。 

 

接著第二位是林弘萍教授主要探討如何使用農業廢棄物來達到循環經濟的概念。曾經有

人提出將農業廢棄物透過 pyrolysis 來得到 energy 並得到 biochar，biochar 在化學上

是一個石墨結構，因此這些碳不會回到空氣當中，也就進入一個固定化的狀況，這是

biochar 提出的一個概念。其中林博士提出上述 pyrolysis 這個方式是一個耗能的過程，

因為過程中需要 input energy，因此林博士使用了一個上方添火法，一個非常古老的固

碳技術來避免上述的問題，而之所以可以避免消耗多餘的能量是因為他本身是靠生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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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體燃燒，所以不需要外在的 energy，而後續產生的熱就是要回收的。整個燃燒過程

中需要進行溫度的控制，以避免戴奧辛的生成，接著燒到 1000 度就變成石墨的結構。 

林博士及其團隊在利用上述方法製作出的菱殼碳在測試過後發現其吸附能力良好，但由

於菱角殼很脆，很容易粉化並產生粉塵，擔心會有 PM2.5 的問題，因此利用造粒的技術

來改善問題。後續林博士用上述的想法做觸媒造藝，其方法是只需將許多活性金屬加入整

個造藝當中，一體成形燒完出來就是觸媒，而最大的優勢在於製作的方式簡單、可大量生

產及除去臭氧。 

接著，第三位童國倫教授主要研究利用不同薄膜來將碳捕捉。童教授提到若僅僅是捕捉碳

是不可行的，因為能量耗損依然很高，因此該如何在後續將捕捉的碳應用出它的價值才是

今天要提及的重點。首先，捕碳這個部分需考慮的是怎麼用孔洞材料或者在膜上加入一些

功能使其發揮更高的附加價值作用。接著，分離技術的部份，是可以將後續生產出來的東

西純化，而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轉化率。舉例來說，甲醇變成氫、CO2 及其他產物的過程

中，若可將氫或 CO2 不斷移除，即可提高轉化率，反過來若 CO2 轉化成甲醇，過程中

要除水，或過程足夠快速則可以提高效能，而這部分就需要引進新的觸媒材料。 

童教授提到由工研院報導日本旭化成開發了一種多孔無機材料-Zeolite，將其結構控制在

橢圓形的八元環細孔構造以利捕捉 CO2，其最大的優勢在於能源的消耗的減少，因此若

結合這個方法，不僅僅可以減少空氣中的碳、捕捉工業界的碳，也能減低能源耗損的問

題。 

未來在 membrane reactor、membrane contactor 以及工業中 water gas shift reactor，

若能快速的捕捉碳，對整個觸媒反應會比較好，此外，日本及美國 air product 公司也有

在做這種反應器，因此期待未來會如何去做結合。 

最後，童教授提到目前僅能進行液體過濾，而至於氣體過濾仍然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把洞

作更小且效能提高)。 

最後第四位康敦彥教授主要研究如何運用薄膜來進行氣體分離。薄膜氣體分離主要是譬

如說一個材料只能選擇性讓氣體通過，就可以用來做氣體分離。與吸附或反應來做分離氣

體不同在於薄膜氣體分離是一個可連續操作的過程，舉蒐集空氣為例，它可以連續在通過

薄膜之後，一端將 O2 收集，剩下的 N2 由另一端收集。 

而究竟何種材料可做到這種事情?目前發展最久也最好的為是高分子材料，因此新進材料

都會與高分子材料去做對比，看效能是否有超過高分子。新進材料就譬如將高分子

pyrolysis 後變成碳材或 graphene oxide 或者 zeolite。而其中康教授主要選擇的材料是

MOF，其多樣性高，因此可以從中選擇最合適的材料做效能優化。儘管進 10 年來都有人

用 MOF 材料來研究，但效能不佳，此外，儘管 MOF 材料多樣性高，但真正被拿來使用

的材料只有特定幾種(如 ZIF-8)。在康教授整理後發現使用 MOF 材料具有以下四點問題

並想進一步去作探討 1.要製作純 MOF 材料來做氣體分離是極其困難的，因為 MOF 材料

中具有奈米級的縫隙，而儘管是奈米尺度，但仍然使整體薄膜的氣體分離失效，而製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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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卻難以避免此狀況。2.結構彈性問題，由於 MOF 材料具有彈性，因此其孔洞大小難

以預測。3.氣體分離機制。4.氣體分離的快慢取決於 diffusivity 及 solubility，但是兩者

之間的關聯為何且如何各自調控。 

康教授選擇一種 MOF 材料生長在 Al2O3 上來進行氣體分離以希望分離 CO2 和甲烷，並

在後來在材料上做官能基的取代，以提升 CO2 和甲烷的分離效能，過程中還發現，在通

入不同氣體 MOF 結構會有孔洞大小不同的狀況，藉由 in situ 來看通入不同氣體結構的

變化，實驗發現，當通入甲烷時，通道會由打開到關閉的狀況，因此隨著通道變小，甲烷

無法通過但 CO2 可以，由此可以讓甲烷和 CO2 的分離效率提高。 

接著康教授想了解輸送機制的問題，與同校的林教授合作並利用分子模擬的方式了解。挑

選兩種 prevility 差異大的 MOF 材料比較其 diffusivity 及 solubility，其中發現兩者的

solubility 一樣，而 diffusivity 與其 previlige 呈正相關，主要原因在於 free energy 的

分布，較好的其能量分布較 heterogeneous，較差的則較 homogeneous。此外，希望

也能夠在實驗中看到此現象，藉由 in situ XRD 來看分子在 channel 的分布情形。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隨著時代進步，臺灣平均用電量每年增加 2%±0.5%，又由於再生能源因應季節轉換或是

日夜交替而有供應上的限制，因此不能只單靠再生能源，而需靠科技研究解決，唯有越減

碳越有錢，2050 淨零排放的政策才有辦法繼續持續下去，所以將來科技將扮演一重要要

素。 

台灣目前致力於發展綠色能源的技術，除了將太陽能轉換成電能之外，風力發電同時也是

目前的發展重點，致力於使綠電達到 20%的負載量，然而陳貴賢老師指出綠色能源在實

際應用的致命缺點，即無法儲能，為間歇性發電。來自臺灣經濟研究院研一所的陳彥豪所

長以「2050 淨零轉型應因應策略」為題，為大家介紹國發會所公布的 2050 淨零排放政

策。由於氣候變遷，淨零排放已是全球高度關注的議題，而如何達成 2050 淨零排放，科

技研發是需要未來投入許多資源及心力的一塊，如新的觸媒的開發、轉化、材料更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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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綠能的負載量非常小，所以短期之內應用仍然沒有大問題，但是在面對中長期的應用

上，無法將電能儲存起來將會是綠能的致命傷。目前將電能轉成氫能已經是相對成熟的技

術，也有許多研究正在發展將電能轉成高能產物，以方便儲存和運送能量，例如將電能以

氨儲存，或是利用電催化反應，將電能轉換成氫氣或是一氧化碳及醇類等等。 

來自核能研究所的陳文華博士以及台灣中油公司煉製研究所的楊英傑博士為大家濃縮了

關於淨零政策的努力方向。我國淨零轉型布局可分為永續能源、低碳、循環、負碳及社會

科學這幾個面向，永續能源包括穩定的電力提供、再生能源的開發；低碳如綠建築、綠運

輸；負碳包含碳捕捉、碳封存等技術；而循環也是重要，如二氧化碳再利用之技術；最後

還需市場的調查、效益的評估、數位化碳足跡，以及日後企業組織的盤查工作。 

 其中跟科學領域相關的，永續能源方面例如氫能發電(PEMFC、SOFC)、氫能儲存及運

輸的問題；負碳例如碳捕捉封存技術(CCS、DAC、BECCS)；循環如 CCU 或是二氧化碳

的捕捉、封存、再利用等等。 

牟中原院士提出二氧化碳和材料的吸附是重要的，而生物體內的機制卻稍有差異，有一酵

素會形成 carbonyl group。牟中原院士團隊開發一薄膜，能有適當大小存放酵素或觸媒，

並且在生物體內酵素的應用已獲得更的的效率突破。牟中原院士認為可與觸媒進行結合

並且得到更大的效能成長。除此之外，牟老師提到中研院廖院長有專利從合成生物學著手

將細菌 SIP 改造成相關材料，是最直接減碳。也有人提出台灣油炸食物很多，有很多油可

以回收，如果注意規模用噸級來想以及思考一些效率真的能商業化。也許成立 Task Force

討論合作用甚麼樣的觸媒設計是好的。 

而林麗瓊教授指出一般來說二氧化碳還原會在水相反應，因此薄膜的合作開發是必要的

以至於能達成更高的效能。此外，林麗瓊教授亦提出，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多為氣相，故氣

象的催化反應也需要被考慮。另外，由吳紀聖教授提出在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僅有

400ppm，因此此濃度與實驗室使用的純二氧化碳濃度差異需要被考量，在收集光能的範

疇，也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另外，和工廠端的配合，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因其關乎

大量生產，並且光收集及電催化兩步驟的催化也是一個可以被研究的主題。 

最後，由牟中原院士為大家做兩天會議的總結。牟老師提及陳彥豪所長所說的話十分有道

理，我們所實施的減碳計畫需要越減越有錢，才能繼續發展下去。對於減碳的科技研發，

一開始研究的經費需靠政府，後來靠產業，再來靠創投，然而由全球基礎研究經費的成長

圖可知，美國平均達 13%、日本 12.1%、韓國 12.9%、以色列 23%，而臺灣為 7%，發

現其實臺灣的成長及比例相對少。臺灣有很好的化工、製藥、半導體產業鏈 ，容易找到

高附加價值的製程工程，如陳浩銘老師所舉出的二氧化碳轉化一氧化碳、甲酸，政府未來

若能更注重這塊，臺灣將能面臨未來世界的巨大轉型。 

    牟老師說：「基礎研究具有長期性、無計畫性和研究成果的不可預見性。基礎研究的

重大突破和未來產業的演化息息相關，需要長期穩定支援，與此同時，政府支持的競爭性

基礎研究便基於社會調整中的幾個面向： 



- 37 - 

1. 重新調整和分配資金 

2. 因應新社會的需求 

3. 產業轉型 

4. 促進機構間的合作 

5. 提高研究成果品質 

因此需要各位繼續為世界努力。 

5. 建議  

在會議中有提出台灣於能源轉型之發展，點出了國家發展計劃於 2050 年完成碳的淨零排

放，而與會的人員也以不同的形式對於碳排放議題作出貢獻，透過不同的面相的議題，包

含綠能儲能、二氧化碳回收利用、二氧化碳的捕捉···等去做討論，也對於不同領域所面臨

的難題提出可行的解決之道，讓透過再生能源來減少碳的排放在台灣能順利執行，然而在

過程亦有提出，如廢料的回收以及利用，可能會因為當前法律的問題而無法實行，此外，

各個公司亦有在計畫提出關於碳排放的處理，然而和學界方面的合作仍在初步階段，希望

在以後舉辦關於能源議題的討論時，能有更多業界人士以及正負相關單位的參與，能更加

速對於減少碳排放的實際應用，亦希望能透過政府單位的參與，在相關法規以及規劃上能

更有效地調整，讓台灣能早日實現碳的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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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化學與生科跨領域第三次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4 月 14 日 

主辦機構：臺灣大學化學系 申請人：李弘文 

舉辦地點： 新板希爾頓飯店 聯絡電話：02 33664089 

出席人數：工業界    人、學術界(含學生) 138 人  共 1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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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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和生物都是分子科學，化學家合成新分子，發展新工具，而生物學家研究生物

巨分子的功能，和其分子機制。在近年來兩個領域的重要發展上，都看到另一個領

域的貢獻。除了在目前的化學生物學的合作貢獻上，也有很多研究課題，是化學和

生物科學兩個領域可以互補加成的。希望透過這樣跨領域的交流平台，能將國內對

這兩個領域有興趣的研究專長與人才結合，發展出獨特的合作計畫。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emical-biology-tw3 

此 次 會 議 為 本 系 列 的 第 三 次 交 流 會 ， 前 兩 次 會 議 為 : 10/05/2021( 線 上 ) ，

12/07/2021 (線上)。此次會議為實體並線上同步進行，並提供錄影連結供無法及

時參與的與會者參考。 

議程如附。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誠如自然司羅夢凡司長所勉勵的，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中，跨領域的研究具有突破性

與高影響力。一個領域中重要的科學問題，常常因為新的工具的發展，帶來新

的角度，改變了原來大家對該領域的理解。就像，四五十年前結晶學的發展，

還有近十年來冷凍電顯技術的進步，讓我們對生物巨分子的結構和功能有更好

的理解，也解決很多科學議題。 

 

化學，生命科學，其實物理，數學及統計，都密切結合在一起。也只有結合這

些領域的專長，才能有力的，更強大的去回答重要的問題。尤其，在目前台灣

研究人力有限的現況下，集合不同專長的實驗室一起努力，才能更有效的展現

國際上的可見度及影響力。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跨領域合作，具有他的門檻。由於大家現在建構的合作，都是新的組合，這樣的合

作，不是你把樣品送給我去量一下，或是你就幫我合成一個我想像中的探針分子這

種單向的思維。合作的團隊中，彼此都需要去理解科學問題的癥結點，技術的極限，

及如何結合在一起。有效合作的模式，都需要結合多方的專長，彼此回饋調整，才

能向前。這樣的合作需要一段時間磨合，但是是值得投入的，也因為大家都是該領

域的專家，這樣的合作一旦成形，就能為領域開拓全新的方向。 

5. 建議  

感謝推展中心化學組的大力支持，讓這個活動能在安全及舒適的氣氛下如期舉行，也感謝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及生科司生科學門的號召，更感謝參與老師們的熱血。與會者大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emical-biology-t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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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支持目前舉辦的模式，也希望能多有機會實體交流。物理學門的一些老師也表達興趣，

希望能夠一起來腦力激盪。也有與會者提出，希望兩邊的講者能用更簡單的語言來表達自

己的研究，讓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一窺另一領域的奧妙。也有與會者提出，希望能夠選擇

性的加入一些學生的參與。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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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第 27 屆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6 月 11 日 至 民國 111 年 6 月 12 日 

主辦機構：  中山大學 化學系     主持人：張柏齡 

舉辦地點：   中山大學 理學院   聯絡電話： 07-5250919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209 人  共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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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學化學系很榮幸能夠協辦 2022 年的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本次會議承蒙分析小組

召集人黃志清教授的鼎力協助、也感謝國內物化/分析領域的教授們於百忙中抽空前來中山大

學為學生們主持研究報告。此外，本會議在學生報告之前依照慣例都有國內學者進行主持與

演講。每位師長的精彩演講在在地激勵來自全國從事分析/檢測工作的學生們，相信藉由本次

全國性的學術交流可以進一步地激發學生從事更艱深的研究工作並有助於國內分析化學相關

領域的研究發展。以前幾年不同的是我們這次恢復了早年兩天的會議形式、進而增加了個別

學生口頭報告的時間。恢復以往的方式使得學生和老師們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深入的討論，

也確實地落實分析技術交流的初衷。 

本次會議除了例行性的學生報告之外，也安排了三場精彩的演講讓學生觀摩。藉此感謝高雄

醫學大學醫技系 黃友利教授、中興大學化學系 蘇正寬教授以及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

技學系 黃志清教授慷慨分享其豐碩的研究成果，著實讓與會者獲益匪淺。 

另外，本籌辦會也很感謝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陳玉如教授和台灣大學化學系 張煥宗教授於中餐時段分

享Anal. Chem.以及Biosensors & Bioelectronics 的投稿技巧與審稿經驗。在此期間台灣大學化學

系 李弘文教授也熱心地闡述科技部計畫審查原則與規範，相信藉由物化/分析召集人詳細的業務說明

將使年輕老師們更能體會科技部自然司精益求精的施政目標。 

在本次會議中，我們也由陳玉如教授主持、多年來首次討論全國分析化學的教學課剛。會議中各大學

教授踴躍分享與建議，經由匯集全國公私立各大學教授們的意見與經驗後，相信有助於化推中心作為

日後分析化學教學課剛改善的參考。 



 

 



 

 



 

2. 國外講員及其他行程 

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會議改回兩天的形式藉此增加學生報告時間與師生提問深度，使碩二學生們更能盡

情分享兩年內的研究成果。對於碩一學生而言，因為隔年就是換成自己報告，台下踴躍的提

問也可間接增加其研究壓力。期望恢復這種方式能進一步地促進學生專心於研究工作進而活

化分析組研究動能。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有鑑於各式分析技術發展迅速，學生的在學訓練又與未來就讀研究所息息相關。因此，

在陳玉如教授的主持之下全國大專院校教師皆分享了分析化學教學課剛與心得。例如，在教

育部要求減少必修學分的情況之下，各系所如何安排課程而使學生能學到基本定量分析與

光、電、質譜、分離等儀器知識；又或者在其他私立學校或非化學系如何教授分析化學課程

等。會議過程討論熱烈但是還無法立即針對學生未來就業與升學研究層面進行課綱調整的目

的。主要的癥結點還是在於全國各級學校學生來源廣泛、程度差異頗大，所以較難擬定統一

課綱使全國學校。或許日後可以針對本系/外系，公私立等層級等細分基本款與進階版課程後

或許較易統一全國化學相關科系教學內涵！ 

此外，本次會議中本組研究領域大多著重於分子感測技術與質譜分析方法的發展。往年的層

析與光譜檢測人潮已不復見。此外，由於新興領域如奈米科技、生技醫療等發展迅速，所以

本次會議中也有相當多學者與學生演講涉及相關新穎領域。另一方面，由於科技部近年致力

鼓勵學者們鑽研基礎科學、發展關鍵技術。所以在本會議中的學生報告內容即可看出若干師 

   



 

長們已經逐步轉換方向朝著分析技術發展的策略前進。相信以師長們在過去儀器改裝、組裝

的專業基礎上再加上近年新興材料的知識累積，定能為未來分析化學開創更寬廣、更深入的

研究方向。 

5. 建議 

   有鑑於學生人數眾多的情況下，建議大型會議可以多在中部舉辦。如此將可減少教授們的

負擔（車資昂貴）與師長們舟車勞頓等困擾！或者另外一種形式是直接與年會結合，讓全國

的學生都能一起分享豐富的研究成果。除了可以減少師生外出開會次數與金錢之外，或能藉

此提升化學系學生的研究熱誠。最後，再次感謝化推中心的經費支持使得本次會議得以順利

舉辦。 

 



 

大會議程： 

11th June (Sat.) 

第二十七屆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 會議議程 

時間 會議內容 

09:00-12:00  報到及註冊 

10:00-10:10  開幕致詞 

10:10-11:00 
大會演講：黃友利 教授  主持人：陳淑慧 教授 (理學院SC1005) 

題目：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iques for Speciation Analysis of Potentially Toxic Metals. 

11:10-12:00  
大會演講：蘇正寬 教授  主持人：林淑宜 教授 (理學院SC1005) 

題目：4D-Printed Temperature-Controlled Flow-Actuated Solid-Phase Extraction Devices 

12:00-14:30 午餐 （教室內依規定不能用餐、可自行以非群聚方式享用餐盒） 

12:30-13:30 陳玉如 教授 / 張煥宗 教授 投稿技巧分享 

分析化學課程內容討論 (理學院SC1005：僅限教師參與) 

13:30-13:40 曾韋龍 教授：JCCS 期刊推廣 

13:50-14:20 李弘文 教授：「你踩到紅線了嗎？」-新進人員及專題研究計畫的注意事項  

14:20-14:30 科技部 自然司 Q&A (僅限教師參與) 

分組演講 
場次 

(地點) 

A 

(SC0008) 

B 

(SC0009) 

C 

(SC0012) 

D 

(SC0014) 

E 

(SC1001) 

F 

(SC1003) 

G 

(SC2001) 

H 

(SC3001) 

Section 1 主持人 徐丞志 羅世強 廖尉斯 許馨云 謝伊婷 余政儒 李竹平 陳志欣 

14:30-14:45 

論
文
宣
讀 

郭彥嶸 

(輔仁大學) 

鄭湘穎 

(輔仁大學) 

Manusha 
Dissanayake 

(中山大學) 

方品文 

(清華大學) 

吳秉宸 

(輔仁大學) 

李芝芃 

(臺灣海洋大學) 

許育銘 

(中興大學) 

胡舜瑞 

(臺灣大學) 

14:45-15:00 

楊政翰 

(中興大學) 

賴庭羽 

(彰化師範大學) 

Nandini 

Swaminathan 

(中山大學) 

吳子建 

(中興大學) 

紀佳宜 

(彰化師範大學) 

黃子芸 

(臺灣大學) 

張可耕 

(中研院) 

林沁融 

(臺灣海洋

大學) 

15:00-15:15 
胡欣雅 

(中興大學) 

李怡萱 

(陽明交通大學) 

林岳興 

(臺灣師範大學) 

吳俊儀 

(中興大學) 

陳冠宇 

(臺灣師範大學) 

戴家珊 

(中正大學) 

王瀞贏 

(臺灣師範大學) 

符正炘 

(臺灣師範大學) 

15:15-16:00 Coffee break and discussion (精美甜點＠理學院一樓廣場) 

分組演講 
場次 

(地點) 

A 

(SC0008) 

B 

(SC0009) 

C 

(SC0012) 

D 

(SC0014) 

E 

(SC1001) 

F 

(SC1003) 

G 

(SC2001) 

H 

(SC3001) 

Section 2 主持人 江政剛 李慧玲 葉怡均 周芳如 簡儀欣 林佳慧 陳建甫 邱泰嘉 

16:00-16:15 

論
文
宣
讀 

林姵岑 

(臺灣師範

大學) 

鄭錡 

(清華大學) 

陳奕蓁 

(陽明交通大學) 

簡菀萱 

(臺灣海洋

大學) 

蘇教榮 

(清華大學) 

蔡鼎濬 

(臺北市立大學) 

王禹澄 

(清華大學) 

黃思嘉 

(東吳大學) 

16:15-16:30  
吳御誠 

(中興大學) 

廖友茂 

(臺灣大學) 

余慧玲 

(臺灣大學) 

林裕峰 

(臺灣大學) 

鐘琬茹 

(臺灣師範

大學) 

林裕軒 

(臺灣大學) 

許耕芳 

(陽明交通大學) 

孫詠晴 

(輔仁大學) 

16:30-16:45  
陳濬然 

(中興大學) 

葉沛洋 

(清華大學) 

黃永安 

(臺北市立大學) 

許舜強 

(清華大學) 

陳馨梅 

(清華大學) 

呂酈家 

(清華大學) 

詹凱閔 

(清華大學) 

梁馨樺 

(中國醫藥大學) 

17:30- 會後討論與建議  餐敘 （西子灣海景餐廳） 

 



 

12th June (Sun.) 

分組演講 
場次 

(地點) 

A 

(SC0008) 

B 

(SC0009) 

C 

(SC0012) 

D 

(SC0014) 

E 

(SC1001) 

F 

(SC1003) 

G 

(SC2001) 

H 

(SC3001) 

Section 3 主持人 李介仁 黃志嘉 廖美儀 黃郁棻 陳以文 陳彥伶 陳怡婷 王俊棋 

9:00-10:00 精美甜點＠理學院一樓廣場 

10:00-10:15 

論
文
宣
讀 

徐子淳 

(成功大學) 

徐新宇 

(中正大學) 

林郁辰 

(中正大學) 

謝承祐 

(臺東大學) 

邱浚家 

(中興大學) 

陳宜哲 

(中正大學) 

吳有容 

(高雄醫學大學) 

魏睿宇 

(陽明交通大學) 

10:15-10:30 
張家綺 

(中山大學) 

郭純安 

(高雄醫學大學) 

林嬡妤 

(中山大學) 

許芝旖 

(陽明交通大學) 

陳俊佑 

(成功大學) 

周盈瑩 

(中山大學) 

鄭翔峻 

(高雄師範大學) 

趙翊廷 

(中正大學) 

10:30-10:45 
王家豪 

(中正大學) 

謝承軒 

(中正大學) 

莊雅婷 

(成功大學) 

陳俊憲 

(高雄醫學大學) 

黃振傑 

(中正大學) 

葉韋均 

(高雄醫學大學) 

王子方 

(高雄醫學大學) 

黃偉翔 

(成功大學) 

10:45-11:00 
楊鎮謙 

(中山大學) 

吳嘉晟 

(逢甲大學) 

李宇軒 

(彰化師範大學) 

江佳恩 

(中山大學) 

王沛瑜 

(高雄醫學大學) 

蔡孟芫 

(中山大學) 

廖芳儀 

(高雄醫學大學) 

廖泓茗 

(中山大學) 

11:00-11:15    
莊冠庭 

(台灣大學) 
    

11:20-12:10 

大會演講：黃志清 教授 主持人：陳頌方 教授  (理學院SC1005) 

題目：調控碳奈米膠表面微結構於抗菌 

 

、病毒與凝血應用 

12:10 閉幕典禮 賦歸 

 



 

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專利地圖之建立與技術分析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至 民國 111 年 8 月 17 日 

主辦機構：中國化學會                   申請人：錡卉婕 

協辦單位：國科會科學推展中心化學組 

舉辦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臺大水工試驗所 聯絡電話：02-55728573  

出席人數：工業界 24 人、學術界(含學生、講師、工作人員)22 人、，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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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9:30~12:30 由瞭解自身核心技術，配合專利與論文地圖找出研究方之突破口 

             （講者：劉如熹 臺灣大學） 

13:30~16:30 專利檢索與分析的免費工具（講者：陳省三  臺北科技大學） 

［8/17］ 

09:00~12:00、13:00~15:00 讀懂專利（講者：耿筠  臺灣科技大學） 

15:00~17:00 專利應用案例（講者：陸大榮 中興大學）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專利地圖之建立與分析技術」順利辦理完竣，除了感謝劉如熹、陳省三、耿筠、陸

大榮等四位講者，針對現時學界及業界之需求，協助規劃並設計課程內容，亦感謝科推中

心的協辦，並協助宣傳，使得會議在疫情之下亦還能順利開辦。學員參加活動前，對於專

利的熟悉度雖各有不同，本次會議結束後，對於專利的會後問卷顯示，在內容規劃、講者

講授內容、技巧、專業度上，及場地規劃及行政服務上，均獲得良好評價。在與會者自我

學習評價上，約有６成認為能夠充分吸收講授內容，會進一步消化落實在工作中。３成認

為本會議誘發學習興趣，但仍需再進修。本會將根據本次活動問卷調查結果及建議，改善

未來活動內容。 

 



 

活動照片：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專利地圖一詞，緣起於1960年代，是專利資訊的消化、整理與加值化後的一種圖表化、

地圖性視覺呈現格式，目的在以確認己身所在位置，掌握正確方向與里程，可以讓我們一

目了然的掌握許多專利資料，其應用有極其豐富的內含。專利地圖在先進國家相當受重

視，而我國學產界近年也愈發關注，對當企業或研究機構擬投入一項嶄新技技或產品的研

發之前，理當先行調查掌握該特定技術產品領域之「專利地圖」，究竟有哪些區域已被他

人攻占為「專利私有地」？哪裡是專利密佈區？哪裡是地廣人稀的待開發區？還有哪裡是

可以切入研發的利基或空間？如何在兵家必爭之超級戰區中搶占一席之地？或是另闢戰

場從事密集研發，進一步佈署成為自己的專利地盤？如何掌握未來產業趨勢之發展現況，

發展前瞻性技術，以在全球未來產業藍圖中搶得發展技術先機。 

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戰爭其實就是智慧財產權的戰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運用為應用

性科研的發展命脈。本會亦洞悉市場，特敦請實務專家規劃設計本會議內容，以如何由瞭

解自身核心技術，配合專利與論文地圖找出研究方向之突破口、專利檢索與分析的免費工

具、讀懂專利文件、專利的撰寫與申請、專利應用於業界的實例與專利官司致勝的關鍵等

為課題，傳授與會者進一步了解專利地圖是什麼？其運用方法及分析技術，以及有哪些免

費的專利檢索與分析的工具可以運用，例如WIPO／LENS／Free Patent On Line／EPO

／CPC2000 專利碼等，最後，則以專利應用司法案例，說明當專利受侵害時，原告及被

告應有的策略方向及作法。期盼上開會議內容能讓與會人員加速理解專利地圖的操作與運

用技術。 

5. 建議（無）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第 18 屆臺灣質譜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至 民國 111 年 8 月 18 日 

主辦機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申請人：  陳頌方  

舉辦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聯絡電話： 77496985 

出席人數：工商業界 183   人、學術界(含學生)   302 人  共  485   人 

 

會議重要成果：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研討會由臺灣質譜學會及臺師大共同主辦，在師大研發處、化學系與國科會科學

推展中心化學組的支持下，邀請三位具聲望學者擔任大會講者，包括中研院陳建仁院

士、長庚大學生化與分生系余兆松教授及中研院生化所邱繼輝特聘研究員。一連三天

共 485 位各重點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與研究生齊聚一堂，擴大質譜學界交流與合作。 

三天議程如下: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因疫情影響，本次研討會並未邀請國外學者參與演講。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三天研討會中安排了課程講座、科儀新知、工作坊及多場主題演講，主題包含儀

器與方法開發、食品與藥物分析、環境分析、無機分析等，幾乎涵蓋質譜學的各重要

領域，也有學生的口頭及壁報論文競賽，更提供質譜人才與產業交流機會; 透過研討會

不只促進研究量能，更加強質譜界與相關領域的互動及合作，活動照相關照片如下。 

 

 

圖一、大會合照 



 

 

圖二、大會演講主持人何國榮教授 

 



 

圖三、陳建仁院士演講 

 

圖四、余兆松教授演講 

 

圖五、邱繼輝研究員演講 



 

 

圖六、學術與產業界交流 

 

圖七、研討會海報展覽實況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隨著質譜技術的蓬勃發展，應用於各種生物標誌，來探討疾病的致病因子，能夠

有效預測風險、預防疾病進而進行早期診斷與治療。新冠肺炎 ( COVID-19 ) - 為高度

急性呼吸道傳染性的疾病並造成全球公衛與各國民生經濟的問題，徹底改變了我們生

活的日常，期望藉由質譜技術於核酸及蛋白抗原的檢測技術最為快速的檢測方式；利

用質譜儀來檢測呼吸中 COVID-19 的有機揮發物作為生物指標用以判斷是否感染的研

究亦為研究發展之一。農藥及動物用藥之品項眾多，為了發展更快速且應用廣泛之分

析方法，利用高解析質譜分析技術進行食品中藥物殘留檢驗，來達到即時篩檢食品中

不同類別農藥或動物用藥之目的。另於食品研究中對於多醣或寡醣結構分析質譜技術

皆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風味決定了人們喜愛食品的程度，氣相層析質譜針對食品的氣

味化合物進行分離與鑑定，可為有效率的食品風味分析方法。空氣污染問題已嚴重危

害到人類的生存環境、空氣品質及健康，透過質譜方法，可以對不同來源及本質之 

PM2.5 有更深入之理解並據以研擬減排策略。化粧品成分複雜且及來源多樣，以質譜

技術應用於化合物及芳香致敏物質檢驗方法可作為市售產品的驗證。另外近年來各種

新興毒品不斷推陳出新，不論是毒品原型態鑑定或是尿液中新興毒品及其代謝物的檢

驗都是一大挑戰，藉由 LC-MS 高靈敏度與精確度的發展實現有效遏阻新興毒品之氾濫

趨勢。質譜技術亦可於藥物在人體內代謝上作為分析利器。 

  

5. 建議  

質譜學為現代科學之重要技術，含括各個領域的應用也是基礎分析化學的延伸，

望推展中心能持續支持相關活動的舉行，並支持邀請國外學者來演講增加質譜技術交

流的廣度。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2 無機錯鹽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8 月 22 日 至 民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主辦機構： 高雄醫學大學  主持人： 陳喧應   

舉辦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演藝廳 聯絡電話： 07-3121101-2585 

出席人數：工業界 15 人、學術界(含學生)  210  人  共  225   人 

會議重要成果：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會議在 8/22 上午 09:00~09:30 開始報到。09:30 會議開始，首先邀請高雄醫學大學高醫生命科

學院院長(張學偉 教授) 與高醫醫化系系主任 (高佳麟 教授) 為大會致詞 (圖 1)。 

圖 1、高醫生命科學院院長張學偉教授 (左)、高醫醫化系系主任高佳麟教授 (中)與全體合照

(右) 

10：00 由中研院江明錫教授(圖 2 左)主持第一場會議，首先請陽明交大王雲銘教授演講，講題

為 Fabrication of MOF-Modified Nickel Foam Electrodes as Immunosensors for the Detection of 

Biomarkers (圖 2 中)。10：30 請清大魯才德教授演講，講題為 Bioinorganic Engineering: an 

Interface among Coordination Chemistry, Proteins, and Solid-state Materials (圖 2 右)。 

  圖 2、中研院江明錫教授主持會議 (左)、與陽明交大王雲銘教授 (中) 清大魯才德教授(右)演講 

11:10 開始上午第二場演講，有請清大蔡易州教授主持 (圖 3 左)。先請中興葉鎮宇教授演講 

 (圖 3 中)，講題為 Molecular Design of Porphyrins and Organic Dyes for New Generation of Solar 

Cells。11:40 再請中正曾炳墝教授 (圖 3 右)，講題為 Re(I)-Pyridyl and -Pyridylthiol Compounds : 

Supramolecular Assembly and Ion Sensing。 



  圖 3、清大蔡易州教授主持會議 (左)、與中興葉鎮宇教授 (中) 中正曾炳墝教授 (右) 演講 

中午 12:10 為午餐暨交流討論時間。13：00 分為三個子領域分組演講，分別為生物無機、錯化

合物合成與催化與材料應用。 

在生物無機部份，第一階段請成大許鏵芬教授主持 (圖 4 左)。先請淡江謝忠宏教授演講 (圖 4

中)，講題為 Synthesis of Iron Nitrosyl Complexes : Some Prospects Relevant to Hydrogen 

Production。13:20 再請高醫林雅凡教授 (圖 4 右) 演講，講題為 Heterocyclic Based Co(III) 

Complexes Derived from Dynamic Covalent Chemistry Strategy : Evaluation of Synthesis, DNA 

Binding, Removal of PAHs Carcinogens and Molecular Docking。13:40 由台東大學李建明教授演

講  (圖 5 左)，講題為 Photoinduced Release of Nitroxyl (HNO) from a Iron-Nitrosyl Complex with 

a Pendant Thiol。14:00 由北科大許益瑞教授演講  (圖 5 右)，講題為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from Powder Diffraction Data - A Case Study from Ligand to Metal Complex。 

 圖 4、成大許鏵芬教授主持會議 (左)、與淡江謝忠宏教授 (中) 高醫林雅凡教授教授 (右) 演

講 

 圖 5、台東大學李建明教授 (左) 與北科大許益瑞教授 (右) 演講 

在錯化合物合成與催化部份，第一階段請中山梁蘭昌教授主持 (圖 6 左)。先請陽明交大劉學儒

教授演講 (圖 6 中)，講題為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Reactivity Studies on Bimetallic Complexes。

13:20 再請中興柯寶燦教授 (圖 6 右) 演講，講題為 Synthesis of Novel Bimetallic Nickel 

Complexes and Their Catalysis for Copolymerization of Carbon Dioxide with Epoxides。13:40 由成

大林峻毅教授演講  (圖 7 左)，講題為 Stabilization of a high-spin three-coordinate Fe(III) imidyl 



complex by radical delocalization。14:00 由高雄大學李頂瑜教授演講  (圖 7 右)，講題為

Tetrahydro-carbazolyl-Carbene Aluminum Complexes for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圖 6、中山梁蘭昌教授主持會議 (左)、與陽明交大劉學儒教授 (中) 中興柯寶燦教授 (右) 演講 

 圖 7、成大林峻毅教授 (左) 與高雄大學李頂瑜教授 (右) 演講 

在材料應用部份，第一階段請中研院鍾博文教授主持 (圖 8 左圖左)。先請高醫李建宏教授演講 

(圖 8 左圖右)，講題為 Benzimidazole-Based Carbene-Metal-Amide Complexes: Syntheses and Their 

Mechanochromic Luminescent Properties Evaluation。13:20 再請成大林裕川教授 (圖 8 右) 演

講，講題為 Acetonitrile production from methane and C=N/C≡N species over GaN catalysts。13:40 

由中山邱政超教授演講  (圖 9 左)，講題為 Modeling Surface Processes with Random Number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Kinetic Monte Carlo Method。14:00 由陽明交大洪崧富教授演講  

(圖 9 右)，講題為 Single Atom Catalysts for Carbon Dioxide Reduction Reaction。 

 圖 8、中研院鍾博文教授主持會議 (左圖左)、與高醫李建宏教授 (左圖右) 成大林裕川教授 

(右) 演講 



 圖 9、中山邱政超教授 (左) 與陽明交大洪崧富 (右) 演講 

14:20~14:50 為海報競賽時間，這次研討會共有 44 件壁報參加展示，其中高醫有 10 件，台師

大有 8 件、靜宜 10 件、台大 6 件、中正 1 件、東華 2 件、中央 2 件、中研院 2 件、暨南 1 件、

東海 1 件、高大 1 件。獲評特優的同學為中研院 Bamlaku Semagn Aweke，優等為東華邱子豪與

台大吳銘峻同學。佳作為台大曾喜青、台師曾詩婷、高醫章君睿、高醫吳玲若、高醫黃承長、

台師黃嘉貞、與東華倪育絨同學。 

14:50~15:50 開始第二階段分組演講。在生物無機部份，請台師李位仁教授主持。先請嘉大邱

秀貞教授演講 (圖 10 左)，講題為 The Growth Regulation of Aedes aegypti Larvae by the Iron-

based Nitric Oxide Release Molecules。15:10 再請中山蔡明利教授 (圖 10 中) 演講，講題為

Transition metal catalys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on biomass valorization, hydrogen energy, and CO2 

transformations。15:30 由東海邱宗文教授演講 (圖 10 右)，講題為 Fluoride-incorporating cobalt-

based electrocatalyst toward enhanced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圖 10、嘉大邱秀貞教授 (左)、與中山蔡明利教授 (中) 東海邱宗文教授 (右) 演講 

在錯化合物合成與催化部份，第二階段請彰師黃瑞賢教授主持 (圖 11 左)。先請文化蔡振彥教

授演講 (圖 11 右)，講題為 Template-Based Core-Shell Catalysts for CO2 Reactions。15:10 再請淡

江徐秀福教授 (圖 12 左) 演講，講題為 Chemistry−A Structurally Based Science: My Journey from 

Organometallics, Organic Materials, Catalysis, and Biotechnology。15:30 由靜宜陳銘賜教授演講  

(圖 12 右)，講題為 Oxazoline-Amido-Phenolate Zinc Complexes: Structural and Catalytic Studies。 



 圖 11、彰師黃瑞賢教授主持會議 (左) 與文化蔡振彥教授 (右) 演講 

 圖 12、淡江徐秀福教授 (左) 與靜宜陳銘賜教授 (右) 演講 

在材料應用部份，第二階段請台師林嘉和教授主持 (圖 13 左)。先請中央謝發坤教授演講 (圖

13 右)，講題為 Insights into MOF Chemical Biology。15:10 再請台大邱靜雯教授 (圖 14 左) 演

講，講題為 Dicoordinate p-Block Cations。15:30 由輔大陳元璋教授演講  (圖 14 左)，講題為

Characterization of 77K Metal-to-Ligand Charge-Transfer Phosphorescence of Ruthenium-(Bidentate 

Cyclometalated-Ligand) Chromophores。 

 圖 13、台師林嘉和教授主持會議 (左) 與中央謝發坤教授 (右) 演講 



 圖 14、台大邱靜雯教授 (左) 與輔大陳元璋教授 (右) 演講 

16:00~17:30 這個演講時段是這次無機錯鹽研討會的特色，我們邀請各校化學系無機組新進老

師來介紹自己的特色專長。我們邀請中研院江明錫教授主持這演講時段，一開始先由清大王育

恒教授演講 (圖 15 左)，講題為 Dinuclear Cobalt Complexes for Homogeneous Water Oxidation: 

Tuning Rate and Overpotential Through the Redox Non-Innocent Ligand。16:20 邀請中央吳國暉教

授演講 (圖 15 右)，講題為 The Mechanism Study of Metal Complex Catalyzed Reactions: From 

Asymmetric Catalysis to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16:50 邀請高師大荊偉民教授 (圖 16 左) 

演講，講題為 Result beyond expectation of model NO dioxygenase using Fe(TMC)(NO) {FeNO}7 

and superoxide。17:10 邀請中山王琢堅教授 (圖 16 右) 演講，講題為 Mechanistic analysis of 

molecular electrocatalyst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圖 15、清大王育恒教授 (左) 與中央吳國暉教授 (右) 演講 



圖 16、高師大荊偉民教授 (左) 與中山王琢堅教授 (右) 演講 

17:30 邀請化學學門召集人中央吳春桂教授演講，講題為化學學門計畫撰寫建議與審查原則。 

2、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8 月 22 日 18:10 老師們移往高雄醫學大學對面福客來餐廳用餐 (圖 17)，一共有五十幾位老  

師參與，大家用餐氣氛融洽，彼此交流在校時研究與教學的經驗與甘苦談。 

 

圖 17、與會的老師在福客來餐廳用餐 

8 月 23 日 上午 10:00 在高雄醫學大學演藝廳，老師們彼此交流討論昨天一些演講的內容與關於

無機領域計畫申請與跨領域合作經驗分享。11:30 此會議圓滿結束。 

在此主辦單位要向台師大李位仁教授與中央大學吳春桂教授表達歉意，因為工作人員疏失，未

能留下兩位老師主持會議與演講的畫面。主辦單位要對兩位老師再次表達歉意。 

 

3、重要收獲及心得 

2022 無機錯鹽研討會的主要方向就是讓所有的無機組老師都有舞台能將自己努力的成果呈現出

來，也藉由這個機會瞭解其它老師的研究方向，透過腦力激盪下創造出具創意的跨領域研究，



相信參與的老師應該是收穫滿滿，為接下來的跨領域研究繼續努力。 

 

4、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就如中央吳春桂教授演講中提到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應與世界研究潮流與人類社會需求息息

相關，其中關於能源使用與創造與解決地球污染是目前最受關注的問題。所以這次會議中許多

老師也提到關於光能轉電能、氫氣的運送與儲存、二氧化碳的吸附與應用與開發高效率的催化

劑…等等的研究，都會是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以目前科技發展，所有的研究都會遇到瓶

頸，當然在自己專長的領域努力發展是一個方法，但是齊頭式的競爭是很難突破也很耗時間。

此外，目前政府對研究經費逐年減少而研究人力也一直減少，國立大學缺博士生，私立大學缺

碩士生，專科大學缺大專生。所有老師都想要努力讓實驗室營運下去，卻礙於殘酷的現實壓

迫，許多老師已放棄研究這條路。因為當初政府也是投資許多經費在新進老師身上 (許多儀器

與耗材補助)，老師們的專業也是長期訓練培養的，這對台灣科技發展是很大的傷害。然而老師

如果能有機會行銷自己的專業與實驗室的強項，找到需要自己專業的其它老師合作。透過跨領

域的合作，將兩個或多個專長結合在一起，如此 1+1 大於 2 的策略將會產生許多新的想法，而

這些想法都會是新穎也更具競爭力。依據這個理念，我們期望將無機錯鹽研討會成為一個彼此

交流的舞台，也希望每位老師能依據自身的專業努力去尋求可以未來合作的對象。 

5、建議 

2022 無機錯鹽研討會的主辦單會努力團結全台灣無機組老師，在這會議中能彼此交流研究成

果，也才能有跨領域研究的機會。然而這次會議舉辦下來發現經費十分不足。在 2023 無機錯鹽

研討會主辦單位將會向化學推動中心提出更具體的經費需求，也會尋求廠商的合作。 

 

 

 



 

國家科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2 生物醫學核磁共振新知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9 月 1 日 至 民國 111 年 9 月 1 日 

主辦機構：臺灣磁共振學會 申請人：蘇士哲 教授 

舉辦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聯絡電話：蘇士哲 教授（0989459989） 

出席人數：工業界 10 人、學術界(含學生) 122 人  共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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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2 年 9 月 1 日 (四)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09:20~09:30 

開幕式 (opening remark) 

徐尚德 博士 / 臺灣磁共振學會理事長 

Dr. Shang-Te Danny Hsu / president, Taiwan Magnetic Resonance Society 

09:40~10:30 
特別講座 (Plenary lecture) 

Dr. Elizabeth O’Day / CEO, Olaris, Inc. 

10:30~10:50 茶休時間 (Coffee break) 

10:50~12:30 壁報競賽 (Poster session) 

12:30~13:30 午餐 (Lunch) 

Parallel 
session 

會議室 (二) 

Meeting Room (II) 

會議室 (三) 

Meeting Room (III) 

13:30~14:30 
核磁共振造影新知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 

核磁共振光譜新知  

NMR spectroscopy 

13:30~14:30 

13:30~13:50 

許艾伶 教授 / 長庚大學 

Prof. Ai-Ling Hsu / Chang Gung 
University 

13:30~14:00 

王正中 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 

Dr. Cheng-Chung Wang / Academia 
Sinica 

13:50~14:10 

高瑀絜 教授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Prof.Yu-Chieh Jill Kao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14:00~14:30 

林群欽 教授 / 國立中正大學 

Prof. Eugene C. Lin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14:10~14:30 

蘇家豪 教授 /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Prof.Chia-Ho Su /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ial 

14:30~15:00 茶休時間 (Coffee break) 

Parallel 
session 

會議室 (二) 

Meeting Room (II) 

會議室 (三) 

Meeting Room (III) 

15:00~16:00 
年輕學者研究成果報告   

Young Scholar Research 
Presentations 

核磁共振代謝新知   

Magnetic Resonance-based 
metabolomics 

15:00~16:00 

15:00~15:20 

林孟萱 博士 / 日內瓦大學 

Dr. Gloria Meng-Hsuan Lin / 
University of Geneva 

15:00~15:35 

駱啟仁 博士 / 長庚大學 

Chi-Jen Lo / Chang Gung University 



 

15:20~15:40 

黎書里 / 國立台灣大學 

Shu-Li Li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5:35~16:00 

Gyaltsen Dakpa / 國立中興大學 

Gyaltsen Dakpa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5:40~16:00 

孫永宸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Yung-Chen Sun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16:00~16:30 科技新知 (Special talk by Bruker) 

16:30~17:10 口頭報告比賽 (Oral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17:10~17:30 
臺灣磁共振學會會員大會暨海報比賽頒獎 

TMRS member meeting & Poster award ceremony 

17:30~ 閉幕 (Closing Remarks)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本次研討會僅邀請一名國外講員 Dr. Elizabeth O’Day，提供線上演講，並無安排其他演

講行程．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會議請到固態及液態核磁共振光譜學專家，核磁共振影像分析學者及臨床研究專

家，以及代謝體領域的專家與會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演講內容包羅萬象，講題包括代謝

體學之新冠肺炎藥物開發，魚露與代謝物分析，立體醣化反應之核磁共振分析，缺氧缺

血性腦病變核磁共振影像。同時，為了鼓勵年輕研究人員(學生、助理與博士後)在核磁共

振研究工作精進表現，本次研討會參加者非常踴躍，各式主題分享，會中也安排了海報

比賽並口頭報告比賽，供與會人員進行學術意見交流，激發更多思考與想法，最後也期

望透過本次會議能達到核磁共振領域人才傳承的目的。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核磁共振技術本身有寬廣的應用。這次會議提供一個完善的平台，讓基礎科學、應用科學與臨床

醫學的磁共振人才充分交流，以下幾點為未來磁共振領域在化學、生物以及醫學領域的發展方

向。 

a) 過去 20 年在台灣推廣使用液態核磁共振技術解析生物巨分子結構、動態構型已開花結果。

多位新生代的年輕研究團隊繼續鑽研相關技術與開闊應用面，教學相長提攜研究室學生與年

輕學者，會議中有多個生物巨分子的光譜與結構分析的壁報展示及口頭演講。這些新血與新

芽將維持台灣磁共振學在國際學界的競爭力與知名度。 

b) 近年來磁共振學者在代謝體學的領域亦著墨甚多。磁共振光譜是唯一一個可完整觀測代謝反

應中碳、氫原子的「足跡」的工具，亦可提供定量與定性的分析。磁共振學專家可與臨床醫

師合作，分析檢體，了解細胞內代謝反應與疾病的關係，亦可提供檢測判斷的數據。經由大



 

數據的收集與分析，磁共振技術可廣泛研究生物代謝物質(小分子)以及生物巨分子(蛋白質、

核酸等)的分析，在基礎科學與臨床醫學上都是不可或缺的技術。 

c) 固態化學物質的分析亦是磁共振學的研究範疇，台大化學系陳振中老師與中研院原分所余慈

顏老師是會議中的專家代表。他們的研究呈現「固態核磁共振」技術除分析化學材料的不同

核種的化性外，也可應用於巨大的生物類澱粉蛋白質纖維，類澱粉纖維常見於神經退化疾病

與肌肉退化疾病。固態核磁共振學將是未來探究相關研究主題的關鍵技術。 

d) 鑑定化學分子的組成與三維構型仰賴磁共振學技術甚多，本次會議介紹了利用核磁共振光譜

學鑑定化學分子的立體(stereo)醣化反應，亦邀請多位化學合成專家蒞臨會場，盼媒合光譜

學家與化學合成專家的互動，為將來台灣學界的化學物質分析與鑑定提供一個通暢的溝通、

諮詢以及技術合作的管道。多位專家均表示會多加應用磁共振光譜的新技術，諸如非線性樣

本數據搜集(Non-uniform sampling, NUS-NMR)、多管道(multi-channel)探頭等軟體及硬

體皆可加速數據收集，提高數據品質。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是化學分子合成上的重要鑑定工

具。 

e) 磁振造影(MRI)是臨床醫學檢測的關鍵技術，本屆會議邀請多位磁振造影專家蒞臨會場演講。

包含新的造影技術，應用人工智慧演算法加速數據分析，磁振造影與臨床數據的解析等。與

會專家表示在不久的將來，磁振影像需要更多的人才加入，磁共振學會亦會提供一個媒合的

平台，讓數據專家、臨床研究人員與新血有所互動，提供訓練教學的機會，冀能茁壯這領域

的發展，為臨床數據分析貢獻心力。 

綜合以上分析，本屆會議的參與者、講者與專家有高度的互動、深度的討論以及廣泛的

興趣，希望這樣的會議平台能為國內學界提供一個有效的交流機會，也期待與會的新興

學者、年輕學生們可以有學習的目標、跟隨前人的腳步，壯大磁共振領域的研究。 

5. 建議  

大部分與會人員都是在北部的研究單位、大專院校。在中南部甚至是東部的研究單位需

耗費時間、交通與住宿費用，才能參與會議。或許可以提供部分補助金額，獎勵幾個名

額，讓遠程單位除了使用線上會議系統外，可親臨會場參與會議，增加互動的機會，迸

出研究合作的火花。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化學，生科與物理跨領域第四次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9 月 24 日 

主辦機構：臺灣大學化學系 申請人：李弘文 

舉辦地點：臺灣大學化學系  聯絡電話：02 33664089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及線上報名) 138 人  共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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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生物和物理都是分子科學，化學家合成新分子，化學家物理學家發展新工具，而生物學家研

究生物巨分子的功能，和其分子機制。在近年來兩個領域的重要發展上，都看到另一個領域的貢獻。

除了在目前的化學生物學的合作貢獻上，也有很多研究課題，是這幾個領域可以互補加成的。希望

透過這樣跨領域的交流平台，能將國內對這幾個領域有興趣的研究專長與人才結合，發展出獨特的

合作計畫。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emical-biology-tw4 

此次會議為本系列的第四次交流會，前三次會議為: 10/05/2021(線上)，12/07/2021 (線上)，

04/14/2022(實體並線上同步)。此次會議為實體並線上同步進行，並提供錄影連結供無法及時參

與的與會者參考。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在科學的發展中，跨領域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與高影響力。一個領域中重要的科學問題，常常因為

新的工具的發展，帶來新的角度，改變了原來大家對該領域的理解。也因為不同領域的訓練及切

入點不進相同，在跨領域的研究合作上，常能提供嶄新的發想，為科學進展提供新的躍進。 

化學，生命科學，物理，其實數學及統計，都密切結合在一起。也只有結合這些領域的專長，才

能有力的，更強大的去回答重要的問題。尤其，在目前台灣研究人力有限的現況下，集合不同專

長的實驗室一起努力，才能更有效的展現國際上的可見度及影響力。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跨領域合作，具有高門檻，因為要先能理解大家的語言，才能用同一個互相理解的溝通方式去討論，

所以一起始的交流，就更顯重要。有效及具影響力的跨領域合作，不是單把樣品送給合作者去量一

下就可以，或是找人合成一個我想像中的探針分子的單向思維。合作的團隊，彼此都需要去理解科

學問題的癥結點，技術的極限，及如何結合在一起。有效合作的模式，都需要結合多方的專長，彼

此回饋調整，才能向前。這也是這一系列跨領域交流會，需要持續，長期的耕耘。 

本次交流會也加入”合作經驗分享”，邀請中研院生醫所陳儀莊教授，及陽明交大黃玠嶸教授分享自己的

合作心得。 

5. 建議  

感謝推展中心化學組的支持，讓這個活動能在舒適的氣氛下如期舉行，也感謝科技部自然處化學學門，

生科處生科學門，及物理學會的生物物理及物理生物學部的號召，更感謝參與老師們的熱血。與會者都

支持目前舉辦的模式(實體)，也希望能多有機會實體交流。有與會者提出，講者需要能能用更簡單的語言

來表達自己的研究，讓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一窺另一領域的奧妙。也有與會者提出，希望能夠持續擴大

不同領域的參與，如統計及資訊工程。 

此次為加入物理後，三個領域的第一次合辦，大家都對這樣的模式有正面的肯定。目前規劃，以一年舉

辦三次實體並線上同步的模式繼續辦理，並由三個領域輪流主辦。下次 (第五次 )規劃在

02/18/2023 由生科學門主辦。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emical-biology-tw4


 

第四次化學、生科與物理跨領域交流會 

會議議程 2022/9/24(Sat) 台大化學系 

時間 演講主題 講者 

10:20-10:30 Opening remarks 羅夢凡處長/國科會自然處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蘇怡璇/中研院細生所 

林耿慧/中研院物理所 

李弘文/臺大化學系 

10:30-12:00 Session 1 十分鐘短講-Ⅰ Host:蘇怡璇 

生科 1 
利用蛋白質熱力學穩定度之變化來辨識 protein-ligand 

結合作用 
劉沛棻/中興食生系 

化學 1 發展化學螢光策略於生物分子交互作用之應用 林伯樵/中山化學系 

物理 1 探索細菌細胞壁生長的時空間動態過程 羅建榮/中央物理系 

生科/化學 2 DNA 奈米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廖韋晴/陽明交大生化所 

化學 2 奈米酵素和化學刺激對生物及免疫表達效應 黃志嘉/成大光電系 

12:00-12:45 Lunch and discussion 

12:45-13:15 Session 2  合作分享經驗分享 Host: 李弘文 

陳儀莊/中研院生醫所 

黃介嶸/陽明交大生化所 

13:15-14:15 Session 3 三分鐘挑戰 Host: 李弘文 

生科 1 蛋白質相分離現象調節有絲分裂之紡錘體的完整性 夏國強/中研院分生所 

化學 1 非典型泛素化受質之生合成與功能 徐尚德/中研院生化所 

物理 1 
由 DNA 片段的運動以解析細菌內染色體與質體在基因表

現影響下的組織與分離 
張宜仁/臺師大物理系 

生科 2 以超高通量技術探索生物分子的序列空間和設計原理 周信宏/臺大生科系 

生科 3 微量金屬(Fe)對珊瑚在高光高溫條件下白化的角色 何東垣/中研院環變中心 

物理 2 利用光刺激調控神經突的收縮與再生 高于媝/中研院應科中心 

14:15-15:00 Break 

15:00-16:00 Session 4  十分鐘短講-Ⅱ Host: 林耿慧 

物理 2 
利用先進光學顯微數觀察活體動物細胞中染色質之結構與

動態 
謝佳龍/中研院原分所 

生科 3 
冷凍電顯應用在聚分子、細胞內超微結構與化學分子結構

解析 
何孟樵/中研院生化所 

化學 3 有機導電生醫材料：電子元件和生物醫學的橋樑+ 尤嘯華/中研院化學所 

物理 3 光學顯微技術應用於腦科學與奈米材料研究 朱士維/臺大物理系 

16:00 Concluding remarks 

 



 

合影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2 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議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至 民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 

主辦機構：東海大學化學系、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申請人：鄭偉杰    

舉辦地點：台中東海大學基礎科學大樓求真廳  聯絡電話：0933909063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92  人  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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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化學是化學實驗中基礎的訓練之一，其中在生物化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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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本次研討會中與會

者大多為生物有機的專家學者，期盼成為國內生物有機領域研究人員進行學術、實務交

流與成果發表的重要平台，其中進行 12 場學術演講，另外為了讓與會學者了解目前能

使用的技術平台，提供 3 場技術平台介紹，讓與會學者與講者一同進行討論。 

2022 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議程 

111 年 10 月 29 日 (六) 8:30~20:00 台中東海大學基礎科學大樓求真廳 

時間 議程 

8:30-9:20 報到、交流討論* 

9:20-9:30 開幕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9:30-10:00 學術演講 1：蔡政哲老師 (東海大學化學系)  

10:00-10:30 學術演講 2：李賢明老師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10:30-10:40 Biophysics 技術平台介紹: (A) 黃開發老師 (中央研究院生化所) 

10:40-11:00 休息、交流討論* 

11:00-11:30 學術演講 3：陳建添老師 (清華大學化學系) 

11:30-12:00 學術演講 4：李文泰老師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12:00-12:30 學術演講 5：吳春桂老師 (國科會化學學門召集人) 

12:30-13:30 午餐、交流討論 

13:30-14:00 學術演講 6：方俊民老師 (台灣大學化學系) 

14:00-14:30 學術演講 7：黃建智老師 (中山大學生技醫藥研究所) 

14:30-14:50 學術演講 8：阮振維老師 (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4:50-15:00 Native MS 技術平台介紹: (B) 賴思學老師 (成功大學化學系) 



15:00-15:30 休息、交流討論及團體照學術演講* 

15:30-16:00 學術演講 9： 吳天賞老師 (成功大學藥學系) 

16:00-16:30 學術演講 10：王子斌老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6:30-17:00 學術演講 11：徐婕琳老師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17:00-17:10 HTS 技術平台介紹:  (C) 楊文彬老師 (中研院基因體中心) 

17:10-17:30 休息、交流討論* 

17:30-18:00 學術演講 12 : 沈郁強老師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18:00-18:30 綜合座談：國科會化學學門/國衛院/中央研究院等 代表 

18:30-20:00 會議結束、餐敘 (會場直接用餐) 

 下次見 

 

 

 

 



2. 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蔡政哲教授演講 李賢明教授演講 

陳建添教授演講 李文泰教授演講 

吳春桂教授演講 方俊民教授演講 



 

 

 

 

 

 

阮振維教授演講黃建智教授演講

吳天賞教授演講 王子斌教授演講

徐婕琳教授演講 沈郁強教授演講



 
 
 

 

  

黃開發老師平台介紹 賴思學老師平台介紹 

大合照 

楊文彬老師平台介紹 



5. 建議 

1. 感謝化推中心的經費贊助，但美中不足的是，無法提供早餐或上午點心以供與會人員充飢，希

望在美好的身心靈狀態下才能激發學術交流的熱情，提供化推中心下次經費使用的參考。 

2. 在不同領域下應也要包括其他領域的學者一起交流討論（如生科處，自然處）以共同發掘問題，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通盤考量。 

3. 本小組會議名稱雖為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但實為廣義之 chemical biology 化學生物學研討

會，也期待參與人員非限定於化學學門的有機學化學研究學者，更應該是整個化學學門、自然

處或跨處之互動交流平台，尋找台灣有特色的化學生物學之學術研究題目及目標。 

4. 本次研討會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日後亦可持續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拓展生物有機化

學的研究與成果發表的討論來促進彼此間的交流。此外本次提供的技術平台介紹希望能繼續延

續，能提供與會專家學者了解目前現有能有效利用的技術平台。 



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2 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生物無機小組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12 日 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12 日 

主辦機構：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申請人：   許智能 

舉辦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聯絡電話：0910612973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87  人  共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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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支持，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承辦 2022 生物無機

小組研討會(2022 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本次研討會我們將邀請國內的專家學者發表

專題演講，並期待與會嘉賓及專家能達到充分溝通與學術交流之目的，對國內生物無

機化學跨領域研究及未來規劃大有裨益。本次會議設有 Graduate student 

presentation section (共計 10 位學生參加); 每位學生報告 7 分鐘，回饋與討論 3 分

鐘。 

Time Program:  

9:50 –  10:00 Registration 

10:00 –  10:10 Opening Ceremony 陳長謙院士/中央研究院 

10:10 –  10:30 洪政雄教授/中央研究院 

Chair: 廖文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10:30 –  11:15 吳淑褓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15 –  12:00 俞聖法教授/中央研究院 

12:00 –  13:00 Lunch  

Chair: 李位仁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3:00 –  15:30 Student presentation (15 students) 

Each student present 7 minutes, Q&A 3 minutes 

15:30 –  16:00  Coffee Break 

Chair: 江明錫教授/中央研究院 

16:00 –  16:30 陳炳宇教授/國立中興大學 

16:30 –  17:00 簡啟民教授/長榮大學 

17:00 –  17:30 江建緯教授/東吳大學 

17:30 –  18:00 Closing Ceremony 陳長謙院士/中央研究院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A. 本次研討會邀請中研院陳長謙院士開幕致詞，為疫情緩解時刻首次恢復舉辦的生物無機小組

會議。陳長謙院士期許大家以新的跨領域思維擴展生物無機化學往能源及醫藥方面發展，期

待在後疫情時刻開創新局。 

B. 洪正雄教授闡述台灣生物無機化學現況。 

C.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吳淑褓教授以 Dual-targeted soft hollow mesoporous 

organosilica nanoparticles with folic acid and biotin for the delivery of 

anticancer drugs 為主題發表專題演講 

D. 中央研究院俞聖法教授以Electrocatalysis of Efficient and Selective Methane Oxidation 

by Tricopper Clusters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為主題發表專題演講 

 

E. 學生口頭競賽共計9位學生參加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論文題目 

SP-1 國立臺灣大學 黃文澤 Near-Infrared Nanophosphors from Synthesis to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SP-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方宛蓁 Development of CoFeBDCNH2-CoFe2O4 MOF 

Nanohybrids and  

Application in the Detection of SARS-CoV-2 Pseudovirus 

SP-3 國立成功大學 吳茜庭 Development of Nickel Complexes as Photocatalysts for 

Hydrogen Evolution 

SP-4 國立清華大學 Ibrahim 

Habib 

One-Pot Photosynthesis of Cubic Fe@Fe3O4 Core-shell 

Nanoparticle Well-Dispersed in N-doping Carbonaceous 

Polymer using a Molecular Dinitrosyl Iron Precursor 

SP-5 國立成功大學 潘泓叡 Structural and Spectroscopic Evidence for a Side-on 

Fe(III)-Superoxo  

Complex Featuring Discrete O-O Bond Distances 

SP-7 國立清華大學 陳弈宏 Conjugation of Bone Graft Materials with NO-delivery 

Dinitrosyl Iron  

Complexes for Synergistic Osteogenesis and Angiogenesis 

in Rat Calvaria Bone Defects 

SP-8 高雄醫學大學 邱紀銘 Cytotoxicity and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the Adamantyl 

Quinoline-Based Nickel (II) Complexes 



編號 學校 學生姓名 論文題目 

SP-9 高雄醫學大學 黃潤鈞 Development of N-heterocyclic Carbene and Tetradentate 

Thiol-based Porphyrin as  

Surface Tag for NO Sening in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P-10 國立台灣大學 許凱淳 Catalytic aldehyde deformylation by porphyrin iron(III) 

m-oxo dimer  

through a proton-coupled electron transfer pathway 

F. 長榮大學簡啟民教授以 DNA binding model and in vitro cytotoxic activity for 

Ru(η 6-p-cymene) complexes bearing with pyridine ligands 為主題發表專題演

講 

G. 東吳大學江建緯教授以Biomimetic Nitrosylation and Oxidation of 

Ferrocenyl-Containing Metal Complexes為主題發表專題演講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生物無機化學自 1960 年代開始發展，剛開始就是嘗試使用無機錯鹽化學解釋生物系統中的化

學反應。台灣生物無機化學早期僅有少數研究團隊獨立進行研究。自 2000 年與丹麥生物無機

領域跨國交流後開始越來越多的研究團隊加入，並開始嘗試以小組會議方式每年定期聚會，分

享各自的研究進展相互惕勵。台灣研究團隊早期多以生物擬態模擬著手，使用無機錯鹽觀點嘗

試複製自然界金屬酵素活性中心。近期發展方向漸趨多元，除 biomimetic complexes 及

bioinspired approach外，在能源產氫與碳轉移上亦有建樹。運用電化學或光譜學等技術嘗試

解決金屬酵素/蛋白質的活性或結構解析也開始在台灣化學界落地生根。生物/生理小分子活化

及釋放的研究團隊也逐漸在台灣化學界成型。近 20 年的發展下，幾乎每一所台灣大學/研究單

位都至少有一位生物無機研究相關領域的專業。另外在藥物開發上除顯影劑與生物分子/離子感

測器外，蛋白質摺疊與基因工程亦有許多研究團隊已然成形。近年來結合各項化學次領域技術

解析金屬離子在生物系統中的功能也逐漸應用於藥物開發與生醫檢測。無論是國內外生物無機

化學領域其實正在變遷，本次會議其實就是這些變遷正在進行式的縮影。期待未來的生物無機

研究領域可以納入更多的學科不同觀點，逐步為台灣未來醫療/能源/石化/資通訊等產業的升級

儲備更多的跨領域人才。 

 

 

5. 建議 
本次生物無機小組會議試辦 Student presentation 具有不錯成效，較以往壁報展示
學生認為收益更大，應可繼續推廣。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2 第二次無機錯鹽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13 日 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13 日 

主辦機構： 高雄醫學大學  主持人： 陳喧應   

舉辦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A1 階梯教室 聯絡電話： 07-3121101-2585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95  人  共  95   人 

會議重要成果：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會議在 11/13 上午 09:30~10:00 開始報到。10:00 會議開始，首先邀請高雄醫學大

學醫化系系主任 (高佳麟 教授) 為大會致詞 (圖一)。 

   

圖一、高醫醫化系系主任高佳麟教授致詞 (左) 與主辦人陳喧應介紹會議 (右) 

10：10 由高醫醫化系陳喧應主持第一場會議，首先請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葉晨聖教授

演講，講題為「以奈米生醫為例分享如何結合化學、材料與生醫跨領域整合型研究」 

(圖二左) 。10：40 請東吳大學教授化學系王志傑教授演講，講題為「推動、申請及執

行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整合型)及「Chemical Bonding 化學鍵結整合型計畫」

經驗分享」 (圖二右)。 

   

圖二、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葉晨聖教授 (左) 與東吳大學教授化學系王志傑教授 (右) 



演講 

11:30 開始上午第二場演講，因為中研院王朝諺教授確診，所以請王朝諺教授用視訊方

式演講，講題為「顧家鄉，拚未来，以和為貴:探索納米籠，金屬納米粒子和有機配體

界面內的協同化學作用」。(圖三) 

    

圖三、中研院王朝諺教授演講演講 

中午 12:00 為午餐暨交流討論時間。由於當初規劃午餐暨交流討論時間過長，在場老師

們建議將此會議最後一個議程 (科技部無機領域計畫申請與跨領域合作經驗分享綜合討

論) 移到 13：00。我們邀請中央大學化學系吳春桂教授 (自然司學門複審會委員暨

召集人 )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江明錫研究員 (自然司學門複審會委員 ) 與臺灣師

範大學化學系林嘉和教授 (自然司學門複審會委員 ) 在現場針對網路與現場老師所提

出的問題回覆 (圖四左)，也感謝國科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高世平研究員蒞臨會

場回覆老師們的提問 (圖四右)。現場討論十分熱烈，整個討論流程進行了一個半小時，

感謝這四位老師與研究員的回覆，讓老師們能充分瞭解國科會關於計畫審查所有問題。 

   

圖四、自然司學門複審會委員  (左) 高世平研究員 (右) 回覆問題 

14：40 請中研院江明錫教授主持。先請台灣大學彭之皓教授演講 (圖五左)，講題為

「從有機合成到巨分子組裝，用金屬串錯合物連起我們的"化學鍵"」。15:10 再請高雄



醫學大學許智能教授 (圖五右) 演講，講題為『生物醫藥中錯鹽觀點-探索亞硝酸還原的

「Chemical Bonding 化學鍵結整合型計畫」』。 

 

圖五、台灣大學彭之皓教授 (左) 高雄醫學大學許智能教授 (右) 演講 

16:00 由臺灣師範大學林嘉和教授演講 (圖六左)，講題為「志同道合、邁向雙贏-與國

內外學者合作研究發表之經驗分享」。16:30 會議結束，大家現場合影 (圖六右)。 

  

圖六、臺灣師範大學林嘉和教授演講 (左) 與會議結束，大家現場合影 (右)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此次會議無國外講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2022 年第二次無機錯鹽研討會的主要方向就是要鼓勵老師們能積極去做跨領域研究。

所以特別邀請這些有跨領域研究經驗且有整合型計畫的老師們來分享。夠過他們的成果

分享吸引更多人進入跨領域研究的機會，也透過他們的經驗分享，讓其它老師們學到如

何整合其它研究領域與如何溝通協調其它老師，避免不必要摩擦與失敗的過程。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面對現在的研究環境，政府的所補助的研究經費逐年下降，全國就讀博士班的人數與就

讀私校碩士班的人數大幅下降所造成研究人力的缺乏，除了學校的行政與教學的負擔外

大學老師們十分努力於如何維持現有的研究能力與持續研究表現產出。在這個多面夾擊



舉步維艱的環境下，透過與其它老師的跨領域研究合作，可將不同的專業領域結合成更

具新穎性研究，也節省一些人力的負擔。然而這不是一份簡單的工作，就如成功大學化

學系葉晨聖教授演講所提到，首先要以化學為主題，透過自身不斷吸收新的知識訊息，

將化學主題往四方延伸，瞭解需要的合作夥伴領域，再多方面尋找。葉老師提到有時是

透過自己的博士後去認識其它合作夥伴領域的研究者，有時是從同校的老師中去尋找。

葉老師還提到找到合作對象後不代表以後就順順利利，還有可能有許多的問題，像合作

對象答應合作卻沒有任何實驗進展，或對於成果要如何分配呈現，這些問題都需要去處

理。還有關於整合型計畫金費的分配，每個團對處理的方式都不同。像王志傑老師團隊

就以公平的角度去分配，而王朝諺老師團隊就以信任的角度，將資源優先給需要的人。

會中也看到許多研究團隊是以頂尖大學的學者結合，相對私校的研究學者的研究能力並

未被發現而加入團隊。對於研究資源相對匱乏的私校老師應該要更積極將自己的研究能

力給其它人看到，如此才有機會參與跨領域合作的機會。 

 

5. 建議 

2022 第二次無機錯鹽研討會主題是聚焦於老師們跨領域研究合作的範例宣傳，但意外的

發現安排「科技部無機領域計畫申請與跨領域合作經驗分享綜合討論」的活動，能邀請

到自然司學門複審會委員們來現場回覆大家的問題，也或許是 Google 表單提

問，屬於是匿名提問的方式，會讓大家更積極的提出心裡的疑惑，討論會場內

容充分表達了現階段對國科會計畫審查的問題，也感謝複審會委員不厭其煩的

回覆大家的問題，這是非常良好的互動活動。建議以後可以多安排類似的活動，

可以讓老師們更能瞭解如何成功提出研究計畫申請。 

 

 

 



 

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國科會自然處化學學門物理化學學術小組秋季第二次會議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19 日 至 民國 111 年 11 月 19 日 

主辦機構：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申請人：   陳益佳 

舉辦地點：   新竹 安捷國際酒店         聯絡電話：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50 人  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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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報到 (9:00–9:30) 

開幕 (9:30–9:40) 

Gas phase: 

(9:40–11:00) 主持人: 朱立岡(清華大學) 

(9:40–10:00) 主講人 #1江幡孝之 (陽明交通大學)  

“Development of IR-VUV spectroscopy for the study of structures 

and reactions of molecular clusters” 

(10:00–10:20) 主講人 #2羅佩凌 (中研院原分所)  

“Mid-infrared time-resolved dual-comb spectroscopy for reaction kinetics and 

product studies”  

(10:20–10:40) 主講人 #3 張嘉麟 (臺中教育大學) 

“Development of a hybrid model of harmonic and anharmonic oscillators for 

computing Franck-Condon factors” 

(10:40–11:00) 主講人 #4 劉振霖 (同步輻射) 

“Specific dissociations following core excitation of the molecules from 

peptide models to peptoid molecules” 

Tea break 

Non-gas phase 

(11:20–11:55) 主持人: 周佳駿 (清華大學) 

(11:20–11:40) 主講人 #5 平松弘嗣 (陽明交通大學)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ugars in honey using LC-Raman method” 

(11:40–11:55) 主講人 #6 林竣偉 (清華大學) 

"Single-molecule study of In vitro reconstituted GPCR signaling on the 

native membrane derived supported lipid bilayer" 

Lunch time 

Gas phase 

(14:00–15:00) 主持人: 林竣偉 (清華大學) 

(14:00–14:20) 主講人: #7 林志民 (中研院原分所)  

“Predicting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 formation with the method of 

Phenotypic Response Surface” 

(14:20–14:40) 主講人: #8蔡柏宇 (中興大學) 

“Rec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Multi-Center 

Impulsive Model for the Gas-Phase Unimolecular Dissociation” 

(14:40–15:00) 主講人: #9 楊崇鑫 (中山大學)   

“Use time-resolved energy spectrum to study the roaming mechanism of 

molecular photolysis” 

Tea break 

Gas phase + non-gas phase 

(15:30–17:40) 主持人: 陳益佳 (清華大學) 

(15:30–16:00) 主講人: #10 李遠鵬 (陽明交通大學) 

“47+ years of spectroscopy on unstable molecules” 

(16:00–16:20) 主講人: #11 吳宇中 (同步輻射)  

“Production of non-equilibrium nuclear-spin isomers of H2O in solid 

hydrogen” 



 

(16:20–16:35) 主講人: #12 張君輔 (陽明交通大學) 

“The Molecular Origin of Multiphasic Excited-State Relaxation in the 

Primary Photoreaction of Microbial Rhodopsins” 

(16:35–17:00) 主講人: #13 李弘文 (NSTC)  

學門計畫審查原則 

 

(7:00–17:40) Discussion 學門計畫審查原則 Q&A 

(17:40–18:00) Conclusion  

18:00– Dinner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此次會議無國外講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會議主題為氣相及氣相光譜相關之議題，邀請到這方面之專家學者演講，講題包

括最近氣相動力及動態學的進展、真空紫外及軟 x 光之光譜與裂解動態學及光分解

Roaming機制過程產物分布相關性。並邀請新進年輕研究人員及助理教授報告研究工

作，本次研討會是 COVID 19 之後氣相及氣相光譜領域首次會議，參加者踴躍，各

式主題分享，激發更多思考與想法，最後也期望透過本次會議能達到氣相領域人才傳

承的目的。感謝學門召集人李教授說明學門計畫審查原則，以利撰寫下一年度新的計

畫書。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1) 江幡孝之教授專長在使用分子束系統及利用 1+1 雙共振技術結合質譜儀研究自

由基、質子化錯合物、離子、團簇等。他報告使用 IR /VUV 的雷射用 VUV 電離

吡啶簇和紅外雷射光 之 VUV + IR 檢測作用光譜或反之 IR+VUV 方法分別得到

激發態及基態光譜。 他們報告了光電離引起的質子遷移及吡啶簇中發生的新反

應，可用以研究團簇簇離子之反應或分解。此為目前物化光譜的主要發展方向之

一。他的實驗需用到無數個雷射相當辛苦，需要博士後及博士生一起工作。 

(2) 演講的幾個題目主軸是關於光分解 Roaming 機制過程產物分布相關性，使用分子

束系統及 velocity mapping 技術偵測時間解析產物生成及產物分布相關性，有的

研究群是嘗試用理論力學配合量力理論方法解釋並預期光分解 Roaming 機制過

程產物分布相關性。另有的研究群是研究 x-光之特定光分解，特別是在 peptide 

分子在 core 激發後之主要反應方向。 

(3) 羅佩凌 (中研院原分所) 發展中紅外時間分辨雙梳光譜技術，配合雷射光解產生大

氣相關自由基，偵測自由基與大氣分子之反應動力學和產物研究。此技術具高光

譜解析與時間分辨性，並擴充至紅外波長區域。 



 

(4) 此次會議邀請三位新加入物理化學學界的老師演講，他們的領域分別是氣相時間解析分

子動態學，液相蛋白質時間解析受環境影響異構化反應及使用特殊顯微技術研究細胞膜

蛋白訊號傳遞機制研究，分別代表物化未來研究領域的三個發展偏生物及複雜分子動

態學方向。 

(5) 此次會議邀請李遠鵬教授演講題目是”47+ years of spectroscopy on unstable 

molecules” ，李教授的孜孜不倦研究精神令人佩服，也告知大家仍有許多的 unstable 

molecules光譜性質反應需要研究了解。 

 

5. 建議  

(1) 此會議場所辦在新竹高鐵旁，目的在於方便與會人員可以藉由高鐵之便捷，節省

花在交通的時間及往來車站及學校不便之處，南部與會人員高鐵費用高，對花東

地區與會人員需耗費時間、交通與住宿費用，才能參與會議。希望可以提供部分

補助金額，讓遠程單位之人員可親臨會場參與會議，增加互動的機會。 

(2) 本次會議是 PI only 會議但仍有 post doc 與學生參加但不多，以後希望有更多

學生可以參加。 

(3) 本會議場辦在新竹高鐵旁竹北區域，是全台灣最貴地方，報帳核銷事項每人$240

核銷，涵蓋所有餐食及飲品，含瓶裝水，含茶點，含便當(單價只能 100 元)，如

午餐+晚餐+瓶裝水(約 20 元)，那剩下 20 元要吃甚麼茶點? 報帳核銷學生工讀金

則要考慮學生身分分學習型和勞僱型，學生又要轉到台大才能報帳核銷，此報帳

學生工讀金對非台大的學校看起來是無法執行。因此辦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

助學術研討會，如果加入學生參與又無法請學生幫忙，那會沒人願意主辦。也不

能老是找台大的老師主辦會議。 

(4) 本會議場辦在新竹高鐵旁旅店的會議中心，但是國科會推展中心化是無法核銷非

學校會議中心的租借費，有時學校會議中心的租借費並不便宜，高鐵旁的會議中

心對大部分與會人員比較方便。國科會應該脫離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

類會管理要點之範疇，尤其是有外籍人士參與之會議，報帳核銷這麼困難，如何

是好?  

 

講員行程 

 

 



 

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國科會自然處化學學門分析化學小組秋季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2 月 03 日  

主辦機構：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申請人：黃俊嬴 

舉辦地點：高雄醫學大學大講堂  聯絡電話：07-3121101*2810  

出席人數：工業界 10 人、學術界(含學生) 110  人  共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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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暌違近一年後，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分析小組的秋季研討會於 2022 年 12 月 3

日假高雄醫學大學舉辦。本研討會主要目的在後疫情時代，全球逐漸走向開放的同時，

可以於提供一個國內分析化學界討論最新或迫切之分析議題，分析研究潮流，合作互

助等之場合。除了分析化學界的交流之外，本次的分析小組秋季研討會特別希望可以 

增加跨領域的交流。因此，在此次的研討會，特別邀請了成功大學環工系講座教授兼

研發長林財富教授以及中研院生化所副所長徐尚德教授擔任大會邀請演講的講者，分

別就分析化學在環境工程、飲用水品質監測以及分析化學在基因體學、蛋白質突變等

不同領域上的應用與發展進行演講。兩位教授除了豐富的學識涵養之外，在演講功力

上也十分傑出，並且在演講結束後與其他與會者有非常熱絡的互動。 

    而在中午的午餐以及小組會議之後，下午議程的第一個 section，則是藉由中國

醫藥大學的陳朝榮教授以及中興大學的蘇正寬教授在進行精采的專題演講同時，分享

與中正大學魏國佐教授以及清華大學孫毓璋教授等兩位今年相繼離開的老師之相處點

滴，藉以懷念兩位老師之風采。 

    下午的第二個 section，按照分析小組研討會的傳統，則是會邀請新進人員蒞臨

演講。本次所邀請的兩位新進人員分別為中研院生化所的嚴欣勇教授以及台灣大學的

鄭修偉教授。兩位教授的講題分別為分析化學在新藥開發之應用以及各種分析技術於

合金薄膜組成之鑑定。兩位分析小組新進成員的演講十分精彩，亦與其他與會先進進

行十分熱烈的互動與討論。 

    最後，本會議亦邀請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與所有與會先進進行綜合業務座

談，召集人李教授特別提到學術倫理的重要性，也對各種計劃的屬性進行清楚的說明。

最後本會議於下午的 5:30 圓滿結束。此一活動有助於國內分析化學界之學術與感情交

流，並建立分析化學界與國科會相關單位之溝通橋樑，實屬分析化學界之重要學術性



 

會議。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本研討會沒有邀請國外講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分析小組秋季研討會所邀請的六位講者，皆為分析化學相關領域中之佼佼者。由

六位講者精采的演講內容中，也可以得知分析化學的技術可以協助解決很多各領域所遇到

的問題。如林財富教授的演講提到分析化學在環境工程、飲用水品質，以及水源中

魚腥藻之監測。徐尚德教授則利用質譜學以及其他分析技術對於基因體學、蛋白質

突變以及 COVID 疫情等不同領域上的應用與發展進行深入的研究。而在中午的午

餐以及小組會議之後，陳朝榮教授則是利用分離技術及質譜學開發許多對於疾病的

生物標記物進行檢測，大幅減少許多疾病的篩檢時間。蘇正寬教授則是介紹了利用

3D 列印裝置搭備特殊的響應材料，建立出 4D 列印技術以開發出許多簡便的化學

感測器。而新進人員邀請演講的嚴欣勇教授則介紹他的研究團隊利用質譜學以及基

因體學在分析化學在新藥開發。鄭修偉教授則是利用 XPS 等其他表面分析技術對

於合金薄膜組成之鑑定。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本次分析小組秋季研討會的主題在於分析化學與不同領域之間的跨領域合作，而邀請

的六位講者也呼應了本次的主題。因此，分析化學未來的發展方向可以說是非常的廣泛。

除了傳統的化學感測器、分離技術、電化學感測器以及光學感測技術的開發之外，由近年

的成果也可以看出分析化學未來也會在環境工程、醫學工程、化學工程、醫學檢驗、流行

病學、材料科學、基因體學、半導體材料、能量儲存與轉換，以及綠色化學等等等眾多的

領域上，也會做出重大的貢獻。如林財富教授的演講提到利用顯微鏡技術、qPCR、

質譜學等等技術，可以用於環境檢驗、環境工程，抑或是對於水質進行把關。林教

授也提到在他的努力之下，曾經及時在造成危害前關閉水廠，顯示分析化學是非常

重要的。徐尚德教授則介紹質譜學等分析技術對於基因體學、蛋白質突變之研究，

同時也從化學家的角度探討 COVID-19 病毒株突變的行為，顯示分析化學在疾病

的研究上也可以做出重大的貢獻。陳朝榮教授的演講則是展示了用分離技術及質譜

學醫學檢驗上可以做出貢獻，特別是可以大幅減少許多疾病的篩檢時間，以爭取治

療的時效性。另外，在陳教授以及許多醫學、化學專家的合作之下，質譜儀已經正

式納入了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之一。蘇正寬教授則是介紹了隨著近年來 3D 列印的逐

漸普及，使得許多分析儀器的元件，例如管柱層析中的預濃縮管柱，都可以利用

3D 列印的方式製作，大幅提升了便利性以及降低成本；另外還進一步使用特殊的

pH 或是溫度響應式材料，搭配 3D 列印，建立出 4D 列印技術並開發如溫度或是

pH 的感測器，顯示 3D 列印在未來分析化學的發展上絕對會有其一席之地。嚴欣

勇教授則是向與會者介紹質譜術與分析化學未來在協助新藥開發上可以做出甚麼



 

貢獻。最後，鄭修偉教授提示了各種新式材料的組成以及結構的鑑定上，皆可利用

包括拉曼散射、X-ray 光子光譜(XPS)、電子顯微技術等表面分析技術，對材料之

所以穩定或是抗氧化、抗腐蝕等特性進行原因的探究。 

5. 建議  

    非常感謝國科會化推中心在經費上的補助以及分析小組召集人的推薦，讓本次的分析小

組秋季研討會可以順利的在高雄醫學大學舉辦。除了可以讓分析小組的先進藉此機會對分析

化學領域的最新進展有更多的認識之外，也讓分析小組的先進對於高雄醫學大學的研究環境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在本次會議結束之後，本人對分析小組研討會的建議是建議國科會往後

在經費的核銷上可以更彈性些，而在各小組的定期會議預先核給的金額也可以高一些。例如

現在規定10000元以上的金額都必須逕付廠商，不過如餐費等部分經費使用，當地商家並不

接受還得等待一兩個月才能拿到貨款的核銷方式，另外每次的小組會議，以目前預核給

50000 元/會議的金額，其實都稍嫌不足，必須依靠主辦單位或是召集人的募款，才能在不

虧錢的情況下將會議辦好。 

 

 

6. 附件(議程、研討會照片) 



 

 

 

 

 

 



 

 

 

 



 

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環境氣體偵測與催化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2 月 10 日  

主辦機構：  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申請人：   江志強教授 

舉辦地點：  臺灣科技大學 IB-302    聯絡電話： 02-27376653 

出席人數：工業界 5 人、學術界(含學生) 97 人  共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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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5. 建議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過去台灣理論與計算分子科學學會經常與台灣觸媒學會共同舉辦跨領域的研討會，原本去年6月台灣

理論與計算分子科學學會與台灣電化學學會欲共同舉辦會議，但 COVID 疫情關係，一直未能辦成。

因此今年底三個學會共同舉辦此聯席研討會。 

議程如下: 

日期: Dec. 10, 2022 (Saturday) 

地點: 國際大樓 IB-301，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議程: (08:30開始報到) 

 



 

時間 講員 / 講題 

08:55-09:00 江志強 教授 (台科大化工) 

Opening Remark 

09:00-09:50 黃炳照 教授 (台科大化工) 

電化學觸媒之研究 

09:50-10:20 吳恆良 教授 (台大凝態中心) 

In situ vibrational spectroscopy of CO2 reduction reaction at Cu-based 

electrocatalysts 

10:20-10:50 葉丞豪 教授 (逢甲材料)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of Janus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towards 

various gas sensors applications 

10:50-11:10 (coffee break) 

11:10-11:40 鄭沐政 教授 (成大化學) 

Applic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to Study and Design Electrocatalysts 

for Chemical Refinery 

11:40-12:10 潘俊仁 教授 (高科大化工) 

Water in zinc/lithium bisalt electrolytes for anode-free hybrid battery 

12:10-12:40 董崇禮 教授 (淡江物理)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x-ray spectroscopy for advanced 

investigation of energy science 

12:40-13:40 (Lunch break) 

13:40-14:10 林彥谷 博士 (同步輻射中心) 

Applications of synchrotron-based X-ray techniques in active site 

identification under operating conditions 

14:10-14:40 蔡明剛 教授 (師大化學) 

Electrochemical and Photophysical Property Predictions for Thousands of 

Molecules by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14:40-15:10 胡哲嘉 教授 (台科大化工) 

Formaldehyde removal through photocatalysis using carbon-based 

materials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0 林弘萍 教授 (成大化學) 

金屬氧化矽與氧化鋁觸媒在半導體尾氣處理之應用 

16:00-16:30 王迪彥 教授 (東海化學) 

Development of Active Electrochemical Catalysts for Ammonia and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16:30-17:00 康敦彥 教授 (台大化工) 

MOF membranes for gas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17:00-17:20 Forum Discussion / Closing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見議程。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辦此跨領域的研討會旨在結合不同領域的專家，解決共同有興趣的議題，會議演講包含基礎科學

理論與實驗的研究，也包含了工程上處理方式，尤其黃炳照教授演講點出了有效能源的使用與管理方

法，收益良多，大家討論也非常的熱烈。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限於此次會議主要聚焦在環境氣體的偵測與轉換，講者也是根據此議題邀請，包含理論基礎研究、

實驗檢驗及鑑定等學者。在每個演講者演講完後的大會討論，前台大萬本儒教授提出應該針對目前三

個學會有能力解決的議題，組一個團隊能夠長期耕耘，而同步輻射的林彥谷研究員除了介紹同步新的

鑑定技術外，也宣傳同步也有意組織國際研究團隊。另外，林昇佃教授認為林弘萍教授 (成大化學)在

半導體尾氣處理也是工業上很重要的議題。綜合當天三個學會參加的學者(理論計算、催化及電化學)

大家認為最迫切且大家可以參與的議題是CO2 的捕捉與轉換，因參與者已經有CO2 RR 理論計算、

實驗及各種鑑定技術，因此立即組成一個團隊針對此議題開始合作研究，此團隊包含了三個學會的成

員，理論計算方面將針對CO2電催化產生C1&C2物種的機制及關鍵步驟進行研究，並幫忙篩選有潛

力的觸媒給實驗學者交互驗證，在實驗方面將針對 In-Situ 測量技術(X-ray, IR, Mass)交流及互相支

援，最後林昇佃與康敦彥兩位教授將發展氣體分離技術，從基礎研究到實際應用的合作，可以真正解

決當前溫室氣體的其中一項。大家也期待下次會議時能報告進度與成果，讓此形式的會議可以促進後

續具體的合作，最後大家也有一致的共識，明年繼續舉辦此形式的聯席會。 

 

5. 建議  

能由國科會或是推展中心鼓勵藉由會議促進研究的合作計畫。 

 

 



 

國科會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111 年理論/計算化學研究成果分享與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1 年 12 月 17 日 至 民國 111 年 12 月 17 日 

主辦機構：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申請人： 高橋開人 

舉辦地點：科技大樓 2 樓 13 會議室  聯絡電話： 02-2366-8237 

出席人數：工業界    人、學術界(含學生) 47  人  共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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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理論/計算化學研究分享與交流研會，於 2022 年 12 月 17 日於科技大樓 2 樓

13 會議室舉辦，議程如下: 

時間 場次 主講人 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INTRO 高橋開人(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0:10~10:30 1 朱智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楊小青 10:30~10:50 2 孫英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10:50~11:10 3 尤禎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11:10~11:30 BREAK 

11:30~11:50 4 蔡旻燁(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楊立威 
11:50~12:10 5 王焰增(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副教授) 

12:10~12:30 6 梁剛荐(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12:30~12:50 7 蔡惠旭(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學系教授) 

12:50~13:20 LUNCH 

13:20~13:40 核心計算資源平台-郭廷洋博士 

13:20-14:10 學門召集人-李弘文教授 

14:10~14:30 8 李祐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鄭原忠 

 
14:30~14:50 9 林明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研究員) 

14:50~15:10 10 陳柏端(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助理教授) 

15:10~15:30 BREAK 

15:30~15:50 11 張鈞智(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鄭沐政 15:50~16:10 12 葉丞豪(逢甲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16:10~16:30 13 杜宜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助理教授) 

16:30~16:50 BREAK 

16:50~17:10 14 呂世伊(東吳大學化學系教授) 

蔡明剛 

 
17:10~17:30 15 楊自雄(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17:30~17:50 16 胡景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17:50~18:30  晚餐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The meeting showcased the broad interest of the theoretical chemistry community of 

Taiwan. We have specialists performing calculations at the molecular level for biological 

and electrocatalytic problems, and at the same time, some are developing kinetic 

model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o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complex 

biomedical and material problems.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se specialists gave u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alists in each field in Taiwan.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From the presentations given b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we found experts 

performing research on the following interesting topics: 1.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2. kinetic models for biological systems, 3.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s 

for electrode surfaces, and 3. machine learning methodology for biomedical and 

material science application. From this expertise, we can see one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studies would be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studies. It would be ideal to evaluate if we can integrate studies on detailed 

molecular-level understanding obtained from molecular dynamics or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s with the macroscopic kinetic models or machine learning 

property predictions. Some properties, such as material degradation, are not easy to 

predict from molecular properties and require a new understanding that requires new 

algorithms. From this meeting, we also found it necessary for the theoretical chemistry 

community to interact more with experimental researchers to learn the key problems 

that theoretical modeling can help provide answers. 

5. 建議  

In conclusion, this meeting is a good platform to exchange ideas and see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formed in Taiwan. This type of meeting will be suitable to 

perform on a yearly basis, and including interaction with experimental researchers is a 

direction we should explore. Further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eoretical chemists in 

Taiwan will also strengthen the whole 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