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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劃

她們在天平上發光  科學女力不再孤單
─IUPAP成立100週年：2022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
  召集人專訪及活動報導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與太空接軌的冒險王  林映岑永不輕言放棄前進
─專訪臺灣首位赴南極進行研究的女科學家林映岑助理教授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利用量子自旋方法  
        提升太陽光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化學｜二維無機陽離子擬鹵化物
        CS2PB(SCN)2BR2鈣鈦礦單晶
｜地球科學｜精準計算「魚類豐度指標」
            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數學｜電阻抗斷層掃描反問題
        與多層結構穩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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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在天平上發光  科學女力不再孤單｜

提升科研人力和能量  讓「女力」不再是少數 ／林品婕
專訪「IUPAP成立100週年：2022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召集人邱雅萍教授

「她」和「他」的自身價值，皆如數學般美好─高欣欣簡潔而真摯的教育理想 
／趙揚光
專訪中華民國數學會女數學人工作小組召集人高欣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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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用也是有用、失敗更是向前！
中研院新科院士林麗瓊走出性別框架，把握每次機會發光 ／邱璟綾
專訪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林麗瓊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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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突破鈣鈦礦雷射瓶頸  邁向全光化積體電路新里程 ／林品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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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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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微分幾何數學突破瓶頸  均曲率流新發現 ／陳宣豪

專訪第24屆教育部國家講座得主張敬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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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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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自然司第1次召集人聯席會議

2021年自然司第2次召集人聯席會議

科技部學術攻頂計畫年度交流與研討會

數學及物理中心圖書館推廣教育訓練 (中部場次－中興大學)

Chemical Bonding化學整合型研究成果交流研討會

臺灣海洋科學技術策略發展討論會議

2021年海洋科學年會暨科技部海洋學門成果發表

國際數學日活動

第一屆統計傳薪學術研討會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與太空接軌的冒險王  林映岑永不輕言放棄前進 ／許凱婷
專訪臺灣首位赴南極進行研究的女科學家林映岑助理教授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物理｜利用量子自旋方法  提升太陽光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許芷辰

｜化學｜二維無機陽離子擬鹵化物CS2PB(SCN)2BR2鈣鈦礦單晶 ／鄭淳澧

｜地球科學｜研究團隊精準計算「魚類豐度指標」 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許逸如

｜數學｜電阻抗斷層掃描反問題與多層結構穩定性評估 ／張鳳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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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活動報導

授權轉載│國科會自然處

國科會協同臺灣海洋聯盟(Taiwan Ocean Union, 

TOU)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召開「2022臺灣海洋

聯盟大會」，為我國長期前瞻海洋科技策略提供

跨科際社群對話與共識平台，佈局策略性科研網

絡，持續形塑臺灣海洋科技發展藍圖，推升海洋

國家下相關產業及社會需求等力求突破之永續經

營能量。

繼前一屆攜手海洋委員會及相關涉海部會以「持

續完善海洋基礎調查」、「躍升海洋關鍵科技設

施」及「跨域整合海洋永續研究」等三大面向建

議，本屆大會延續近一年來學界以前述核心價值

及商議可能實踐路徑脈絡下，擴大邀請產官學研

等單位探討國家研究船隊未來10年發展策略、

海洋科學採樣新項目和方法、海洋能測試場域管

理與未來發展、海洋資訊交流平台規劃及海洋藍

碳碳匯估算等我國海洋關鍵議題，並扣合臺灣海

洋 聯 盟 所 提 出 「 2 0 2 2 年 海 洋 十 年 倡 議 （ 草

案）」擬定具體行動方案，希望帶領臺灣海洋學

界進入嶄新篇章，逐步實踐海洋倡議。

國科會林敏聰副主委於致詞時表示，以跨域科技

力提升海洋智慧化是我國海洋永續轉型升級成功

之關鍵。而臺灣居於東亞島弧之中央位置，在生

物多樣性、氣候變遷與藍碳等海洋永續議題具有

舉足輕重之角色。國科會將持續致力參與政府間

國際組織，亦推動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合作，

藉由與產業、學界與人民的多元合作，逐步拓展

我國海洋參與及實質影響力，並呼應聯合國訂定

2021至2030年以海洋科研實現永續發展十年之

目標。

智慧海洋、永續臺灣─
2022臺灣海洋聯盟大會

2022.11.7

「臺灣海洋聯盟」作為扎根在地、連結區域具服

務價值之平台，於本屆大會所提行動方案項下將

持續強化與各涉海部會與學術單位間的夥伴關

係，共同在海洋永續中之各項議題，例如「以海

洋法政為基礎，研析海洋藍碳碳權議題，推動國

家海洋碳匯報告」、「建立海洋科研數據分享與

共同管理平臺」、「支援基礎研究建置一致化海

洋長期觀測站」、「協助能源轉型推動我國海洋

能關鍵測試場」等進行合作與行動，藉此持續累

積海洋科研支持動能，使尖端科研、政策任務到

產業發展之上中下游能量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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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協同臺灣海洋聯盟(Taiwan Oc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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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大會」，為我國長期前瞻海洋科技策略提供

跨科際社群對話與共識平台，佈局策略性科研網

絡，持續形塑臺灣海洋科技發展藍圖，推升海洋

國家下相關產業及社會需求等力求突破之永續經

營能量。

繼前一屆攜手海洋委員會及相關涉海部會以「持

續完善海洋基礎調查」、「躍升海洋關鍵科技設

施」及「跨域整合海洋永續研究」等三大面向建

議，本屆大會延續近一年來學界以前述核心價值

及商議可能實踐路徑脈絡下，擴大邀請產官學研

等單位探討國家研究船隊未來10年發展策略、

海洋科學採樣新項目和方法、海洋能測試場域管

理與未來發展、海洋資訊交流平台規劃及海洋藍

碳碳匯估算等我國海洋關鍵議題，並扣合臺灣海

洋 聯 盟 所 提 出 「 2 0 2 2 年 海 洋 十 年 倡 議 （ 草

案）」擬定具體行動方案，希望帶領臺灣海洋學

界進入嶄新篇章，逐步實踐海洋倡議。

國科會林敏聰副主委於致詞時表示，以跨域科技

力提升海洋智慧化是我國海洋永續轉型升級成功

之關鍵。而臺灣居於東亞島弧之中央位置，在生

物多樣性、氣候變遷與藍碳等海洋永續議題具有

舉足輕重之角色。國科會將持續致力參與政府間

國際組織，亦推動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合作，

藉由與產業、學界與人民的多元合作，逐步拓展

我國海洋參與及實質影響力，並呼應聯合國訂定

2021至2030年以海洋科研實現永續發展十年之

目標。

「臺灣海洋聯盟」作為扎根在地、連結區域具服

務價值之平台，於本屆大會所提行動方案項下將

持續強化與各涉海部會與學術單位間的夥伴關

係，共同在海洋永續中之各項議題，例如「以海

洋法政為基礎，研析海洋藍碳碳權議題，推動國

家海洋碳匯報告」、「建立海洋科研數據分享與

共同管理平臺」、「支援基礎研究建置一致化海

洋長期觀測站」、「協助能源轉型推動我國海洋

能關鍵測試場」等進行合作與行動，藉此持續累

積海洋科研支持動能，使尖端科研、政策任務到

產業發展之上中下游能量發揮綜效。



 3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為迎向太空科技新世代，國科會協同臺灣太空科學

聯盟(Taiwan Space Union, TSU)聯合iCAS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tronautics and 

Space Exploration)研討會，於成功大學召開為期

3日之衛星科學工作坊並舉辦產業博覽會，提供科

學計畫、太空科學研究學者及政府與產業界溝通平

台，促進產官學研深度合作及協助政策推動，建立

整體太空與衛星科學研究發展藍圖，另本屆工作坊

首度由學生規劃辦理「學生日」，除辦理前瞻技術

演講及對談，更發揮學子創意辦理競賽活動，鏈結

跨校網絡。

國科會吳政忠主委於工作坊開幕致詞時表示，目前

國際低軌衛星發展一日千里，臺灣在半導體、資通

訊技術有著領先地位，除已有廠商打入星鏈計畫

外，未來也朝自主製造整顆衛星方向推動，結合我

們堅實的基礎科學實力，發展應用服務，臺灣的太

空科學與科技發展，將由國科會、太空中心與經濟

部等跨部會來共同布局、協力合作，接軌國際太空

產業。

國科會進一步指出，繼前兩屆攜手經濟部與農委

會，聚焦產業發展與農業國土議題探討後，本屆工

作坊將聚焦於國際熱門的低軌衛星議題，並著重於

太空科學與技術發展之永續發展議題與人才培育：

包含探討衛星運用永續發展於海洋議題、國土監

衛星科學回應社會需求
積極布局太空產業
第四屆衛星科學工作坊盛大舉辦

授權轉載│國科會自然處

2022.11.4-6

測、氣象與環境變遷等議題，更邀請產業界夥伴研

討接軌基礎科學研究至應用面乃至產業化之策略；

於人才培育部分，邀請全臺太空相關系所之代表，

對於大學培育人才有更深入的策略交流。本屆更首

度由學生自發規劃辦理「學生日」，由學生主動邀

請產學界的專家學者就最新前瞻技術進行演講與對

談並舉辦競賽，為臺灣太空新生代注入新力量。

國科會將攜手各部會，透過公私協力與國際合作等

方式，串連上中下游資源，把研究成果回饋社會，

唯有強而有力的夥伴協作關係，才能促使臺灣太空

與衛星科學技術永續發展，帶動臺灣在國際上持續

創新的能量，實踐引領國家科技發展、培養科研人

才、回應社會及產業需求等科技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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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技術有著領先地位，除已有廠商打入星鏈計畫

外，未來也朝自主製造整顆衛星方向推動，結合我

們堅實的基礎科學實力，發展應用服務，臺灣的太

空科學與科技發展，將由國科會、太空中心與經濟

部等跨部會來共同布局、協力合作，接軌國際太空

產業。

國科會進一步指出，繼前兩屆攜手經濟部與農委

會，聚焦產業發展與農業國土議題探討後，本屆工

作坊將聚焦於國際熱門的低軌衛星議題，並著重於

太空科學與技術發展之永續發展議題與人才培育：

包含探討衛星運用永續發展於海洋議題、國土監

測、氣象與環境變遷等議題，更邀請產業界夥伴研

討接軌基礎科學研究至應用面乃至產業化之策略；

於人才培育部分，邀請全臺太空相關系所之代表，

對於大學培育人才有更深入的策略交流。本屆更首

度由學生自發規劃辦理「學生日」，由學生主動邀

請產學界的專家學者就最新前瞻技術進行演講與對

談並舉辦競賽，為臺灣太空新生代注入新力量。

國科會將攜手各部會，透過公私協力與國際合作等

方式，串連上中下游資源，把研究成果回饋社會，

唯有強而有力的夥伴協作關係，才能促使臺灣太空

與衛星科學技術永續發展，帶動臺灣在國際上持續

創新的能量，實踐引領國家科技發展、培養科研人

才、回應社會及產業需求等科技施政目標。



一堂的盛會。物理中心也精心安排用餐時間與茶

會，讓科學家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彼此交流和認

識。

國科會林敏聰副主委致詞時提到，物理中心在郭主

任的帶領下，也展現了很好的成果。物理中心致力

於推動臺灣物理學前沿研究的發展，作為國內研究

人員之間的互動和合作的有效平台，讓研究生和博

士後研究人員更容易進入前沿研究，同時成為國內

研究人員與國外學者和卓越研究機構聯繫的有效管

道，探索物理研究的新領域，進而提升跨學科研究

的高度和廣度，並且加強了與實驗領域科學家的合

作。各中心成員及團隊也成功的在國際舞台上有所

表現，獲得很好的知名度。

物理中心的主任-郭光宇教授報告時段中提到，為

了鼓勵學生參與物理領域的研究，設置了NCTS 

Physics Student Outstanding Paper Award，而

今年共有八位學生獲得此獎項之殊榮。郭主任也談

到今年幾個代表性的活動，例如TG1.1、1.2和1.3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物理領域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授權轉載│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物理中心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物理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ciences (NCTS) Physics 

Division，以下簡稱物理中心] 2022年11月18及

19日在台大次震宇宙館舉行2022國家理論科學研

究中心物理領域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 2022 NCTS 

Physics Forum and Annual Meeting )，並邀請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Council，以下簡稱國科會) 的長官林敏聰

副主委一同參與這場成果發表並致詞。

NCTS物理中心自成立以來，中心內部就有不同的

主題研究群，發展至今日，目前共有11個不同的

研究群，33位中心科學家，以及19位博士後研究

人員。在成果發表這兩天，各研究群的人分別以口

頭報告及海報展示的方式，呈現2022這一年的成

果，口頭報告包含：各研究群的使命及目標、研究

領域的成果、2022的活動及會議以及其帶來的成

效，以及各研究群新加入的科學家與學者。此次的

發表會是繼2021年11月國家物理中心與數學中心

揭牌典禮之後，可再次看到科學家與研究人員齊聚

2022.1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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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研究群，一起規劃和合辦量子計算與量子資訊

領域的相關專題研討會及短期學校等學術活動，像

是9月在南投的日月潭教師會館舉辦的2022AMO 

Summer School。在近期也有物理與數學之間的

跨 領 域 活 動 ， 像 是 暑 假 期 間 舉 辦 的 N C T S 

Phys-Math Joint Summer School on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2022。

新的一年即將來到，期許物理中心在2023年繼續

在物理的學術舞台上發光發熱，為民間社會和學術

發展帶來更多的影響，並且帶來更多學習與交流的

機會，成為國際上成為耀眼的一顆星。



一堂的盛會。物理中心也精心安排用餐時間與茶

會，讓科學家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彼此交流和認

識。

國科會林敏聰副主委致詞時提到，物理中心在郭主

任的帶領下，也展現了很好的成果。物理中心致力

於推動臺灣物理學前沿研究的發展，作為國內研究

人員之間的互動和合作的有效平台，讓研究生和博

士後研究人員更容易進入前沿研究，同時成為國內

研究人員與國外學者和卓越研究機構聯繫的有效管

道，探索物理研究的新領域，進而提升跨學科研究

的高度和廣度，並且加強了與實驗領域科學家的合

作。各中心成員及團隊也成功的在國際舞台上有所

表現，獲得很好的知名度。

物理中心的主任-郭光宇教授報告時段中提到，為

了鼓勵學生參與物理領域的研究，設置了NCTS 

Physics Student Outstanding Paper Award，而

今年共有八位學生獲得此獎項之殊榮。郭主任也談

到今年幾個代表性的活動，例如TG1.1、1.2和1.3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物理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ciences (NCTS) Physics 

Division，以下簡稱物理中心] 2022年11月18及

19日在台大次震宇宙館舉行2022國家理論科學研

究中心物理領域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 2022 NCTS 

Physics Forum and Annual Meeting )，並邀請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Council，以下簡稱國科會) 的長官林敏聰

副主委一同參與這場成果發表並致詞。

NCTS物理中心自成立以來，中心內部就有不同的

主題研究群，發展至今日，目前共有11個不同的

研究群，33位中心科學家，以及19位博士後研究

人員。在成果發表這兩天，各研究群的人分別以口

頭報告及海報展示的方式，呈現2022這一年的成

果，口頭報告包含：各研究群的使命及目標、研究

領域的成果、2022的活動及會議以及其帶來的成

效，以及各研究群新加入的科學家與學者。此次的

發表會是繼2021年11月國家物理中心與數學中心

揭牌典禮之後，可再次看到科學家與研究人員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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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研究群，一起規劃和合辦量子計算與量子資訊

領域的相關專題研討會及短期學校等學術活動，像

是9月在南投的日月潭教師會館舉辦的2022AMO 

Summer School。在近期也有物理與數學之間的

跨 領 域 活 動 ， 像 是 暑 假 期 間 舉 辦 的 N C T S 

Phys-Math Joint Summer School on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2022。

新的一年即將來到，期許物理中心在2023年繼續

在物理的學術舞台上發光發熱，為民間社會和學術

發展帶來更多的影響，並且帶來更多學習與交流的

機會，成為國際上成為耀眼的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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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
中子散射研習營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本次研討會包含四大領域：1.台灣中子科學發展歷

史與台澳/日澳合作的歷史與現況；2.中子繞射/散

射於軟物質的應用；3.中子繞射/散射於硬物質的

應用；4.中子設施與相關技術發展。會中由國內外

中子技術專家學者與國內具中子研究需求之學者/

學生進行中子分析技術之報告與討論，以促進國內

中子散射分析技術之升級。而透過研討會中的演

講、宣讀與壁報論文，讓中子相關研究學者與學生

能夠交流中子應用於材料科學上的心得，同時相互

學習，並培養下一代的中子人才。同時在會場也有

學者直接提交樣品委請澳洲代測，也有中子新建設

施負責人與日本專家請益，直接交換意見並邀請來

台協助。透過這樣的會議，直接促成台灣中子科學

的國際合作。

本次會議特別移師到金門，並商借國立金門高級中

學場地作為研討會的場地，由於有全台灣不同大學

與研究所，且不同科系的教授與專家齊聚金門，因

此更是大力邀請國外五名外國講者參與會議。這些

講者皆為各國頂尖中子設施之負責人或是研究團隊

負責人，並對於各國科技政策與國際學會，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力。參與這三天會議與金門文化之旅

後，皆對金門留下深刻的回憶，讚譽有加。相信此

次在金門的中子會議，將打開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

度，並有利於未來爭取大型國際會議來台舉辦，提

升台灣的國際學術地位。

由於本學會理事師大物理系教授蔡志申教授亦為金

門子弟，為了讓本次活動更貼近金門學子，特在在

18日早上在金門高中為金門的國、高中學子，舉

辦了一場科普教育的衛星會議，這對金門的科學教

育更具其代表性。科普教育邀請前科技部長楊弘敦

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牟中原、中央大學物理系暨

全國/國際科展總召集人李文献教授以及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理學院傅祖怡副院長。這場座談，不僅讓

金門學子有著難得的機會與大學學者們有近距離的

接觸與對話，特別的是國際科展總召集人李文献教

授的前來指點，將對於金門地區中小學國際科展活

動有著莫大的助益，使得偏遠地區學子亦能夠獲得

最前緣的科學知識與台灣相關大學的資訊。

2022.1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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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磁性技術之研究與產業發展現況
2022.11.5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本次會議主要邀請於磁性領域多年研究之北/中/南

學者專家，就請研究領域與台灣產業發展現況進行

分享，包含:台灣大學張慶瑞教授、清華大學李志

浩教授、彰師大吳仲卿/洪連輝教授、成功大學黃

榮俊教授、工研院唐敏注教授等，分享其研究近

況、實驗設備資源、產業服務內容等。

與會者以30-50歲之產業界人士及在校碩博士生為

主，就磁性產業在台發展現況與前景進行討論，藉

以提升產業界人士與學子對台灣現今磁性領域與產

業技術之了解，促進國內學子對磁性技術領域的競

爭力。

會中辦理了AUMS年輕者者獎項授獎與說明，讓大

家了解台灣磁性技術協會在國際學術上之推廣，以

及如何爭取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藉以激勵大

家投入磁性方面的研究。亦辦理產業交流座談，供

與會者了解北/中/南各科技公司之產業技術發展，

經由磁性產業與學術上的業務推動與鼓勵，激勵台

灣未來在磁性上的研發與生產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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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年輕物理學者學術研討會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為幫助物理領域博士後研究員了解物理學界教職相

關須知、參考由學界轉入產業之就業經歷分享並進

行經驗傳承與同儕交流，物理組針對該族群於

2022年10月24-25日舉行「第六屆年輕物理學者

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六位講者針對四大主題發

表演講：

．

．

．

．

已經在學術領域堅持到博士後研究的位置，面對

「投身教職」或「進入業界」的終極抉擇，仍然無

法避免地感到徬徨，除了凝視前行者背影獨自思考

之外，「年輕物理學者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講者

分享求職經歷、生涯規劃、系所需求、學術資源等

不同面向的議題，提供博士後研究人員需要的資

訊，鼓勵、啟發與會者勇敢堅持／改變，並透過現

場交流建立人脈網絡，開拓更多的可能性，期待更

多與會者將來受邀與後輩分享經驗。

為鼓勵本國研究人員多使用開放的重力波數據來進

行不同層面的研究，第二天下午於會場研討室由天

文學會、重力波開放科學中心及神岡重力波探測器

台灣合作團隊共同主辦「重力波數據分析學習

班」。3 位講師分別為 17 位註冊報名學員介紹重

力波觀測原理和資料結構，現場實習分析數據；同

時也幫學員媒介相關研究的指導教授。下午三點

起，學會與中正大學物理系合辦「天文探索在嘉

義」的科普活動，包含兩場演講及一場科普實作，

對象為雲嘉地區高中生。台師大卜宏毅教授首先以

「宇宙中的黑洞：深奧的簡潔」為講題。清大賴詩

萍教授則主講「尋找外星人的家」。科普實作（光

譜儀）的講師為中研院天文所周美吟博士及嘉義高

中黃冠夫老師。吸引 40 名學生報名參加。晚上的

觀星活動由嘉義市天文協會支援，協會出動十多名

會員、五台望遠鏡及移動式星象館，開放民眾自由

參觀。

第三天大會，學會頒贈第六屆天問獎給朱有花教

授，以表彰她對於天文研究之卓越貢獻。國立中央

大學特將鹿林天文台所發現的第 461981 號小行星

正式命名為「朱有花（Chuyouhua）」並頒贈

「朱有花」小行星銘版給朱有花教授。大會也評選

出最佳學生壁報論文獎三名，及最佳學生口頭報告

獎兩名，並頒給獎金。

全球疫情使得本次會議在停辦一年後又延至秋季舉

行，也限制了海外學者的參與機會。會議論文口頭

報告首次採用現場暨遠距混合模式。會場雖受交通

限制，仍吸引相當多的學者與會，還有遠超過預估

的現場報名人數和有學院背景的非從業人員。學會

以有限的財力支持科普研習等活動，在偏鄉擴大接

觸層面。籌備委員會在此由衷感謝國科自然處物理

研究推動中心持續的支持與補助，以及各協辦單位

包含義工的熱情協助，提供了完善的場地與人力支

援，還有所有與會者及工作人員，讓本次年會的各

項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地舉行！

2022.10.24-25

「學術界的需求與門檻」：彰化師範大學物理

學系柯宜謀副教授/系主任、陽明交通大學電子

物理系鄭舜仁教授/系主任

「尋找教職之心路歷程及經驗分享」：清華大

學物理系黃一平助理教授、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楊超強助理教授

「從學術研究到進入產業界的經驗分享」：旺

宏電子前瞻系統實驗室朱奕豪專案經理

「國科會學術資源簡介」：物理學門承辦人郭

廷洋博士

由中華民國天文學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與中央研

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協辦，並且由物理研究

推動中心補助的「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2022 年會員

大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於 11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行，吸引近 200 位國

內外學者、學生、廠商代表等參加。

原本預定5月下旬舉辦的大會，因疫情而暫緩。理

事會於 7 月 19 日決議恢復籌辦本次大會。三天會

期在地主國立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致詞後正式展

開。邀請講員朱有花教授，以「WR Nebulae, 40 

Years After」為主軸，不僅介紹沃夫－瑞葉星的研

究歷史，也回顧個人天文研究生涯並勉勵年輕學子

和 業餘天文工作者；王為豪博士以「The Art and 

Science in Astrophotography」為題，從藝術和

科普的角度呈現攝影作品的深廣視野，將天文攝影

推上新的高度。

本次大會口頭論文報告44篇涵蓋天文科學、業餘

天文及科學教育推廣等領域，另有69篇壁報論文

和摘要發表，合計113篇。學會近年持續推動的國

家天文台討論會利用第一天傍晚及第二天下午舉

行。第一場由天文界學者參加，第二場特別邀請了

國科會的物理領域召集人鄭嘉良教授。會場有約 

30 位教授參與，另外約有十位教授遠距參加。

在第一場會議中，我們確認了之前會議的共識，並

且瞭解了新的天文核心設施計畫，決議繼續推動國

家天文台並且成立一工作小組來制定國家天文台白

皮書。在第二場會議中，鄭教授認為國家天文台的

設立需耗費很長時間，目前的核心設施是一個展示

天文學界需要國家天文台的機會。他認為天文學界

若能拿出豐富的核心設施成果，應可增加此一計畫

的規模，取得更多國科會的支持，慢慢往國家天文

台的目標前進。基於這兩場會議的結論，學會將成

立國家天文台工作小組並且全力支持天文核心設施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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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天文學會2022年會員大會
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2022.9.30-10.2

為鼓勵本國研究人員多使用開放的重力波數據來進

行不同層面的研究，第二天下午於會場研討室由天

文學會、重力波開放科學中心及神岡重力波探測器

台灣合作團隊共同主辦「重力波數據分析學習

班」。3 位講師分別為 17 位註冊報名學員介紹重

力波觀測原理和資料結構，現場實習分析數據；同

時也幫學員媒介相關研究的指導教授。下午三點

起，學會與中正大學物理系合辦「天文探索在嘉

義」的科普活動，包含兩場演講及一場科普實作，

對象為雲嘉地區高中生。台師大卜宏毅教授首先以

「宇宙中的黑洞：深奧的簡潔」為講題。清大賴詩

萍教授則主講「尋找外星人的家」。科普實作（光

譜儀）的講師為中研院天文所周美吟博士及嘉義高

中黃冠夫老師。吸引 40 名學生報名參加。晚上的

觀星活動由嘉義市天文協會支援，協會出動十多名

會員、五台望遠鏡及移動式星象館，開放民眾自由

參觀。

第三天大會，學會頒贈第六屆天問獎給朱有花教

授，以表彰她對於天文研究之卓越貢獻。國立中央

大學特將鹿林天文台所發現的第 461981 號小行星

正式命名為「朱有花（Chuyouhua）」並頒贈

「朱有花」小行星銘版給朱有花教授。大會也評選

出最佳學生壁報論文獎三名，及最佳學生口頭報告

獎兩名，並頒給獎金。

全球疫情使得本次會議在停辦一年後又延至秋季舉

行，也限制了海外學者的參與機會。會議論文口頭

報告首次採用現場暨遠距混合模式。會場雖受交通

限制，仍吸引相當多的學者與會，還有遠超過預估

的現場報名人數和有學院背景的非從業人員。學會

以有限的財力支持科普研習等活動，在偏鄉擴大接

觸層面。籌備委員會在此由衷感謝國科自然處物理

研究推動中心持續的支持與補助，以及各協辦單位

包含義工的熱情協助，提供了完善的場地與人力支

援，還有所有與會者及工作人員，讓本次年會的各

項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地舉行！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物理組

由中華民國天文學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與中央研

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協辦，並且由物理研究

推動中心補助的「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2022 年會員

大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於 11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行，吸引近 200 位國

內外學者、學生、廠商代表等參加。

原本預定5月下旬舉辦的大會，因疫情而暫緩。理

事會於 7 月 19 日決議恢復籌辦本次大會。三天會

期在地主國立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致詞後正式展

開。邀請講員朱有花教授，以「WR Nebulae, 40 

Years After」為主軸，不僅介紹沃夫－瑞葉星的研

究歷史，也回顧個人天文研究生涯並勉勵年輕學子

和 業餘天文工作者；王為豪博士以「The Art and 

Science in Astrophotography」為題，從藝術和

科普的角度呈現攝影作品的深廣視野，將天文攝影

推上新的高度。

本次大會口頭論文報告44篇涵蓋天文科學、業餘

天文及科學教育推廣等領域，另有69篇壁報論文

和摘要發表，合計113篇。學會近年持續推動的國

家天文台討論會利用第一天傍晚及第二天下午舉

行。第一場由天文界學者參加，第二場特別邀請了

國科會的物理領域召集人鄭嘉良教授。會場有約 

30 位教授參與，另外約有十位教授遠距參加。

在第一場會議中，我們確認了之前會議的共識，並

且瞭解了新的天文核心設施計畫，決議繼續推動國

家天文台並且成立一工作小組來制定國家天文台白

皮書。在第二場會議中，鄭教授認為國家天文台的

設立需耗費很長時間，目前的核心設施是一個展示

天文學界需要國家天文台的機會。他認為天文學界

若能拿出豐富的核心設施成果，應可增加此一計畫

的規模，取得更多國科會的支持，慢慢往國家天文

台的目標前進。基於這兩場會議的結論，學會將成

立國家天文台工作小組並且全力支持天文核心設施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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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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小組會議的籌辦，除了讓國內相關領域研究人

員能夠有機會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年輕學者能夠發

表自己的研究，讓資深學者能夠傳承經驗，並在不

同領域的交流下，激發出不同的討論與想法，並透

過技術平台的介紹，創造新的合作契機。本次會議

承蒙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展中心化學組、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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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的參

與，謹此致謝。

對於生物有機研究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由於本次

主題為生物有機化學研討會，本身已經往跨領域方

向進行著墨。大會上，講者們也大力宣傳跨領域的

優勢。如李賢明教授分享其artificial peptide 

synthesis，將化學領域應用於生物的修飾，或阮

振維老師將生物的microbiota應用於化學之中，

又像是陳建添老師的環肽分子穩定性應用於保養品

的可能性，就如同吳天賞老師的演講中提到「生物

中要有化學，化學中要有生物」完美地解釋了生物

化學間跨領域衍生出的可能性。在方俊民老師的勉

勵下“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呼籲大家，合作的

重要性。

演講中穿插的技術平台分享，由黃開發老師，賴思

學老師，楊文彬老師等分享的眾多快速篩選平台，

給大家創造快速找尋lead drug的方法，如楊文彬

老師的high through put screening，將藥庫集

中，思考老藥新用的可能性。像今年SARS-CoV-2

的影響下，在沒有有效口服藥的供給中，人們都活

為鼓勵本國研究人員多使用開放的重力波數據來進

行不同層面的研究，第二天下午於會場研討室由天

文學會、重力波開放科學中心及神岡重力波探測器

台灣合作團隊共同主辦「重力波數據分析學習

班」。3 位講師分別為 17 位註冊報名學員介紹重

力波觀測原理和資料結構，現場實習分析數據；同

時也幫學員媒介相關研究的指導教授。下午三點

起，學會與中正大學物理系合辦「天文探索在嘉

義」的科普活動，包含兩場演講及一場科普實作，

對象為雲嘉地區高中生。台師大卜宏毅教授首先以

「宇宙中的黑洞：深奧的簡潔」為講題。清大賴詩

萍教授則主講「尋找外星人的家」。科普實作（光

譜儀）的講師為中研院天文所周美吟博士及嘉義高

中黃冠夫老師。吸引 40 名學生報名參加。晚上的

觀星活動由嘉義市天文協會支援，協會出動十多名

會員、五台望遠鏡及移動式星象館，開放民眾自由

參觀。

第三天大會，學會頒贈第六屆天問獎給朱有花教

授，以表彰她對於天文研究之卓越貢獻。國立中央

大學特將鹿林天文台所發現的第 461981 號小行星

正式命名為「朱有花（Chuyouhua）」並頒贈

「朱有花」小行星銘版給朱有花教授。大會也評選

出最佳學生壁報論文獎三名，及最佳學生口頭報告

獎兩名，並頒給獎金。

全球疫情使得本次會議在停辦一年後又延至秋季舉

行，也限制了海外學者的參與機會。會議論文口頭

報告首次採用現場暨遠距混合模式。會場雖受交通

限制，仍吸引相當多的學者與會，還有遠超過預估

的現場報名人數和有學院背景的非從業人員。學會

以有限的財力支持科普研習等活動，在偏鄉擴大接

觸層面。籌備委員會在此由衷感謝國科自然處物理

研究推動中心持續的支持與補助，以及各協辦單位

包含義工的熱情協助，提供了完善的場地與人力支

援，還有所有與會者及工作人員，讓本次年會的各

項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地舉行！

由中華民國天文學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與中央研

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協辦，並且由物理研究

推動中心補助的「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2022 年會員

大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於 11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行，吸引近 200 位國

內外學者、學生、廠商代表等參加。

原本預定5月下旬舉辦的大會，因疫情而暫緩。理

事會於 7 月 19 日決議恢復籌辦本次大會。三天會

期在地主國立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致詞後正式展

開。邀請講員朱有花教授，以「WR Nebulae, 40 

Years After」為主軸，不僅介紹沃夫－瑞葉星的研

究歷史，也回顧個人天文研究生涯並勉勵年輕學子

和 業餘天文工作者；王為豪博士以「The Art and 

Science in Astrophotography」為題，從藝術和

科普的角度呈現攝影作品的深廣視野，將天文攝影

推上新的高度。

本次大會口頭論文報告44篇涵蓋天文科學、業餘

天文及科學教育推廣等領域，另有69篇壁報論文

和摘要發表，合計113篇。學會近年持續推動的國

家天文台討論會利用第一天傍晚及第二天下午舉

行。第一場由天文界學者參加，第二場特別邀請了

國科會的物理領域召集人鄭嘉良教授。會場有約 

30 位教授參與，另外約有十位教授遠距參加。

在第一場會議中，我們確認了之前會議的共識，並

且瞭解了新的天文核心設施計畫，決議繼續推動國

家天文台並且成立一工作小組來制定國家天文台白

皮書。在第二場會議中，鄭教授認為國家天文台的

設立需耗費很長時間，目前的核心設施是一個展示

天文學界需要國家天文台的機會。他認為天文學界

若能拿出豐富的核心設施成果，應可增加此一計畫

的規模，取得更多國科會的支持，慢慢往國家天文

台的目標前進。基於這兩場會議的結論，學會將成

立國家天文台工作小組並且全力支持天文核心設施

計畫。

於 恐 懼 之 下 ， 直 到 有 人 發 現 ， 治 療 愛 滋 病 的

Remdesivir或治療疱疹的Monupiravir等，皆是

老藥新用的一種例子，在化學的巧思之下，更有希

望將老藥進行修飾，將生科系所辦不到的是化為可

能。最有名例子就是沈郁強教授做的將清冠一號的

有效成分進行改良得到清冠二號，能有效針對重症

患者進行治療。在國科會領導者們的介紹下，相信

會有更多教授往合作，並且跨領域發展，以創造更

多化學家在不同領域的價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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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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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生物有機小組研討會議

授權轉載│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鄭偉杰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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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小組會議的籌辦，除了讓國內相關領域研究人

員能夠有機會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年輕學者能夠發

表自己的研究，讓資深學者能夠傳承經驗，並在不

同領域的交流下，激發出不同的討論與想法，並透

過技術平台的介紹，創造新的合作契機。本次會議

承蒙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展中心化學組、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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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的參

與，謹此致謝。

對於生物有機研究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由於本次

主題為生物有機化學研討會，本身已經往跨領域方

向進行著墨。大會上，講者們也大力宣傳跨領域的

優勢。如李賢明教授分享其artificial peptide 

synthesis，將化學領域應用於生物的修飾，或阮

振維老師將生物的microbiota應用於化學之中，

又像是陳建添老師的環肽分子穩定性應用於保養品

的可能性，就如同吳天賞老師的演講中提到「生物

中要有化學，化學中要有生物」完美地解釋了生物

化學間跨領域衍生出的可能性。在方俊民老師的勉

勵下“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呼籲大家，合作的

重要性。

演講中穿插的技術平台分享，由黃開發老師，賴思

學老師，楊文彬老師等分享的眾多快速篩選平台，

給大家創造快速找尋lead drug的方法，如楊文彬

老師的high through put screening，將藥庫集

中，思考老藥新用的可能性。像今年SARS-CoV-2

的影響下，在沒有有效口服藥的供給中，人們都活

2022.10.29

為鼓勵本國研究人員多使用開放的重力波數據來進

行不同層面的研究，第二天下午於會場研討室由天

文學會、重力波開放科學中心及神岡重力波探測器

台灣合作團隊共同主辦「重力波數據分析學習

班」。3 位講師分別為 17 位註冊報名學員介紹重

力波觀測原理和資料結構，現場實習分析數據；同

時也幫學員媒介相關研究的指導教授。下午三點

起，學會與中正大學物理系合辦「天文探索在嘉

義」的科普活動，包含兩場演講及一場科普實作，

對象為雲嘉地區高中生。台師大卜宏毅教授首先以

「宇宙中的黑洞：深奧的簡潔」為講題。清大賴詩

萍教授則主講「尋找外星人的家」。科普實作（光

譜儀）的講師為中研院天文所周美吟博士及嘉義高

中黃冠夫老師。吸引 40 名學生報名參加。晚上的

觀星活動由嘉義市天文協會支援，協會出動十多名

會員、五台望遠鏡及移動式星象館，開放民眾自由

參觀。

第三天大會，學會頒贈第六屆天問獎給朱有花教

授，以表彰她對於天文研究之卓越貢獻。國立中央

大學特將鹿林天文台所發現的第 461981 號小行星

正式命名為「朱有花（Chuyouhua）」並頒贈

「朱有花」小行星銘版給朱有花教授。大會也評選

出最佳學生壁報論文獎三名，及最佳學生口頭報告

獎兩名，並頒給獎金。

全球疫情使得本次會議在停辦一年後又延至秋季舉

行，也限制了海外學者的參與機會。會議論文口頭

報告首次採用現場暨遠距混合模式。會場雖受交通

限制，仍吸引相當多的學者與會，還有遠超過預估

的現場報名人數和有學院背景的非從業人員。學會

以有限的財力支持科普研習等活動，在偏鄉擴大接

觸層面。籌備委員會在此由衷感謝國科自然處物理

研究推動中心持續的支持與補助，以及各協辦單位

包含義工的熱情協助，提供了完善的場地與人力支

援，還有所有與會者及工作人員，讓本次年會的各

項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地舉行！

由中華民國天文學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與中央研

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協辦，並且由物理研究

推動中心補助的「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2022 年會員

大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於 11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行，吸引近 200 位國

內外學者、學生、廠商代表等參加。

原本預定5月下旬舉辦的大會，因疫情而暫緩。理

事會於 7 月 19 日決議恢復籌辦本次大會。三天會

期在地主國立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致詞後正式展

開。邀請講員朱有花教授，以「WR Nebulae, 40 

Years After」為主軸，不僅介紹沃夫－瑞葉星的研

究歷史，也回顧個人天文研究生涯並勉勵年輕學子

和 業餘天文工作者；王為豪博士以「The Art and 

Science in Astrophotography」為題，從藝術和

科普的角度呈現攝影作品的深廣視野，將天文攝影

推上新的高度。

本次大會口頭論文報告44篇涵蓋天文科學、業餘

天文及科學教育推廣等領域，另有69篇壁報論文

和摘要發表，合計113篇。學會近年持續推動的國

家天文台討論會利用第一天傍晚及第二天下午舉

行。第一場由天文界學者參加，第二場特別邀請了

國科會的物理領域召集人鄭嘉良教授。會場有約 

30 位教授參與，另外約有十位教授遠距參加。

在第一場會議中，我們確認了之前會議的共識，並

且瞭解了新的天文核心設施計畫，決議繼續推動國

家天文台並且成立一工作小組來制定國家天文台白

皮書。在第二場會議中，鄭教授認為國家天文台的

設立需耗費很長時間，目前的核心設施是一個展示

天文學界需要國家天文台的機會。他認為天文學界

若能拿出豐富的核心設施成果，應可增加此一計畫

的規模，取得更多國科會的支持，慢慢往國家天文

台的目標前進。基於這兩場會議的結論，學會將成

立國家天文台工作小組並且全力支持天文核心設施

計畫。

於 恐 懼 之 下 ， 直 到 有 人 發 現 ， 治 療 愛 滋 病 的

Remdesivir或治療疱疹的Monupiravir等，皆是

老藥新用的一種例子，在化學的巧思之下，更有希

望將老藥進行修飾，將生科系所辦不到的是化為可

能。最有名例子就是沈郁強教授做的將清冠一號的

有效成分進行改良得到清冠二號，能有效針對重症

患者進行治療。在國科會領導者們的介紹下，相信

會有更多教授往合作，並且跨領域發展，以創造更

多化學家在不同領域的價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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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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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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小組會議的籌辦，除了讓國內相關領域研究人

員能夠有機會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年輕學者能夠發

表自己的研究，讓資深學者能夠傳承經驗，並在不

同領域的交流下，激發出不同的討論與想法，並透

過技術平台的介紹，創造新的合作契機。本次會議

承蒙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展中心化學組、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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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的參

與，謹此致謝。

對於生物有機研究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由於本次

主題為生物有機化學研討會，本身已經往跨領域方

向進行著墨。大會上，講者們也大力宣傳跨領域的

優勢。如李賢明教授分享其artificial peptide 

synthesis，將化學領域應用於生物的修飾，或阮

振維老師將生物的microbiota應用於化學之中，

又像是陳建添老師的環肽分子穩定性應用於保養品

的可能性，就如同吳天賞老師的演講中提到「生物

中要有化學，化學中要有生物」完美地解釋了生物

化學間跨領域衍生出的可能性。在方俊民老師的勉

勵下“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呼籲大家，合作的

重要性。

演講中穿插的技術平台分享，由黃開發老師，賴思

學老師，楊文彬老師等分享的眾多快速篩選平台，

給大家創造快速找尋lead drug的方法，如楊文彬

老師的high through put screening，將藥庫集

中，思考老藥新用的可能性。像今年SARS-CoV-2

的影響下，在沒有有效口服藥的供給中，人們都活

於 恐 懼 之 下 ， 直 到 有 人 發 現 ， 治 療 愛 滋 病 的

Remdesivir或治療疱疹的Monupiravir等，皆是

老藥新用的一種例子，在化學的巧思之下，更有希

望將老藥進行修飾，將生科系所辦不到的是化為可

能。最有名例子就是沈郁強教授做的將清冠一號的

有效成分進行改良得到清冠二號，能有效針對重症

患者進行治療。在國科會領導者們的介紹下，相信

會有更多教授往合作，並且跨領域發展，以創造更

多化學家在不同領域的價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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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事【臺灣科學節】，今年呼應聯

合國2021世界科學日主題Building Climate-Ready 

Communities「氣候任性社會韌性」，市集嘉年

華規劃以「氣候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夠『韌

性』嗎？」為提問，每年在臺灣科學節中最受民眾

歡迎的就是集結各領域，讓社會大眾體驗各種科學

原理和技術應用，顛覆民眾對科學想像且產生對科

學求知興趣的科學嘉年華。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為

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

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於2022年11

月5日(六)~6日(日)參加【2022臺灣科學節】氣候

任性．社會韌性─科學嘉年華進行設攤。

今年科學節以『擘劃環境永續藍圖』，主辦單位邀

請致力於自然科學、新興科技、生活科技、科技運

用、STEAM、MAKER、AI、環境教育、醫療科

學、原住民科學智識、健康生活、低碳飲食、雙語

教育、世界母語、性別平等、樂齡教育、家庭教

育、向山致敬、向海致敬等推廣的各單位一同加

入，期以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回應如何在氣候變

遷下「建立韌性的社會」。同時為了指引全球共同

努力邁向永續，聯合國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

標在2030年前，共同解決包括氣候變遷、水污

染、糧食安全等問題。適逢地科中心推播分享宣傳

-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

們的永續社會」對應著科學節與各項永續目標。

有鑑於先前參與其他市集的問卷回饋：動畫版可增

加閱覽的年齡層、可利用互動式遊戲增進科普知識

的瞭解等。本次參加市集嘉年華設攤，除了設計抽

籤筒進行「我問你答」互動小遊戲，讓現場的大人

與小孩非常熱情的抽籤回答，就在愉快且熱烈的互

動下獲得與影片有關科普知識。本次活動中也把由

「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與「風與海．我們的科

學」兩部科普微電影重點延伸、初步完成的兩部

45秒的動畫影片熱騰騰的進行第一次試播，這兩

部動畫影片分別名稱為《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

-小丁放學闖關記》與《風與海．我們的科學-大眼

小鰻歷險記》，希望達到配合低年齡層吸引並引導

大眾認識地科科普知識的作用，後續也會將定案完

成版的動畫影片放置網頁讓有興趣者能夠觀賞。

當天市集攤位內試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動畫影片，吸引到許

多小朋友佇立觀看，同時也引起了尚未觀賞過的家

長及大朋友對於這兩部微電影有了極大的興趣，紛

紛透過手機掃描影片的QR Code，同時也請來攤

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此

次兩天活動共收集了428份意見調查表。

地科中心非常榮幸能夠在年底參與一年一度的【臺

灣科學節】作為今年度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

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

會」的完美句點，並為來年宣傳推播的揚帆啟航注

入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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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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小組會議的籌辦，除了讓國內相關領域研究人

員能夠有機會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年輕學者能夠發

表自己的研究，讓資深學者能夠傳承經驗，並在不

同領域的交流下，激發出不同的討論與想法，並透

過技術平台的介紹，創造新的合作契機。本次會議

承蒙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展中心化學組、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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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的參

與，謹此致謝。

對於生物有機研究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由於本次

主題為生物有機化學研討會，本身已經往跨領域方

向進行著墨。大會上，講者們也大力宣傳跨領域的

優勢。如李賢明教授分享其artificial peptide 

synthesis，將化學領域應用於生物的修飾，或阮

振維老師將生物的microbiota應用於化學之中，

又像是陳建添老師的環肽分子穩定性應用於保養品

的可能性，就如同吳天賞老師的演講中提到「生物

中要有化學，化學中要有生物」完美地解釋了生物

化學間跨領域衍生出的可能性。在方俊民老師的勉

勵下“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呼籲大家，合作的

重要性。

演講中穿插的技術平台分享，由黃開發老師，賴思

學老師，楊文彬老師等分享的眾多快速篩選平台，

給大家創造快速找尋lead drug的方法，如楊文彬

老師的high through put screening，將藥庫集

中，思考老藥新用的可能性。像今年SARS-CoV-2

的影響下，在沒有有效口服藥的供給中，人們都活

【2022臺灣科學節】
氣候任性‧社會韌性─科學嘉年華

2022.11.5-6

於 恐 懼 之 下 ， 直 到 有 人 發 現 ， 治 療 愛 滋 病 的

Remdesivir或治療疱疹的Monupiravir等，皆是

老藥新用的一種例子，在化學的巧思之下，更有希

望將老藥進行修飾，將生科系所辦不到的是化為可

能。最有名例子就是沈郁強教授做的將清冠一號的

有效成分進行改良得到清冠二號，能有效針對重症

患者進行治療。在國科會領導者們的介紹下，相信

會有更多教授往合作，並且跨領域發展，以創造更

多化學家在不同領域的價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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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事【臺灣科學節】，今年呼應聯

合國2021世界科學日主題Building Climate-Ready 

Communities「氣候任性社會韌性」，市集嘉年

華規劃以「氣候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夠『韌

性』嗎？」為提問，每年在臺灣科學節中最受民眾

歡迎的就是集結各領域，讓社會大眾體驗各種科學

原理和技術應用，顛覆民眾對科學想像且產生對科

學求知興趣的科學嘉年華。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為

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

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於2022年11

月5日(六)~6日(日)參加【2022臺灣科學節】氣候

任性．社會韌性─科學嘉年華進行設攤。

今年科學節以『擘劃環境永續藍圖』，主辦單位邀

請致力於自然科學、新興科技、生活科技、科技運

用、STEAM、MAKER、AI、環境教育、醫療科

學、原住民科學智識、健康生活、低碳飲食、雙語

教育、世界母語、性別平等、樂齡教育、家庭教

育、向山致敬、向海致敬等推廣的各單位一同加

入，期以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回應如何在氣候變

遷下「建立韌性的社會」。同時為了指引全球共同

努力邁向永續，聯合國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

標在2030年前，共同解決包括氣候變遷、水污

染、糧食安全等問題。適逢地科中心推播分享宣傳

-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

們的永續社會」對應著科學節與各項永續目標。

有鑑於先前參與其他市集的問卷回饋：動畫版可增

加閱覽的年齡層、可利用互動式遊戲增進科普知識

的瞭解等。本次參加市集嘉年華設攤，除了設計抽

籤筒進行「我問你答」互動小遊戲，讓現場的大人

與小孩非常熱情的抽籤回答，就在愉快且熱烈的互

動下獲得與影片有關科普知識。本次活動中也把由

「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與「風與海．我們的科

學」兩部科普微電影重點延伸、初步完成的兩部

45秒的動畫影片熱騰騰的進行第一次試播，這兩

部動畫影片分別名稱為《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

-小丁放學闖關記》與《風與海．我們的科學-大眼

小鰻歷險記》，希望達到配合低年齡層吸引並引導

大眾認識地科科普知識的作用，後續也會將定案完

成版的動畫影片放置網頁讓有興趣者能夠觀賞。

當天市集攤位內試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動畫影片，吸引到許

多小朋友佇立觀看，同時也引起了尚未觀賞過的家

長及大朋友對於這兩部微電影有了極大的興趣，紛

紛透過手機掃描影片的QR Code，同時也請來攤

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此

次兩天活動共收集了428份意見調查表。

地科中心非常榮幸能夠在年底參與一年一度的【臺

灣科學節】作為今年度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

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

會」的完美句點，並為來年宣傳推播的揚帆啟航注

入更大的能量。



本次【邁向「淨零」-臺灣2050策略與前瞻能源】

活動，主要依據臺灣於2022年3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為提升教師對此議題的

理解與深化，故以「邁向淨零」為主軸，以各面向

實際作為進行分享。由學科中心執行秘書張家齊老

師主持並開場介紹。

「淨零路徑怎麼走？能源轉型怎麼轉？」邀請經濟

部研究發展委員會莊銘池執行秘書進行專題講座，

當中介紹：達成2050淨零排放須仰賴技術突破、

我國淨零轉型思維、臺灣2050淨零路徑推動歷

程、臺灣2050淨零路徑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等。

同時，莊執行秘書表示2050淨零轉型主要促進經

濟成長、帶動民間投資、創造綠色就業，也是臺灣

對全世界的宣告，更是對下一代、對地球的承諾！

淨零是種信念，願意改變行為習慣，在生活中具體

實踐，這樣可以累積轉變整個社會的力量。

關於【議題探討】中邀請長榮大學綠能與環境資源

學系賴信志教授引言說明：能源轉型─前瞻能源，

進而介紹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謝秉志教授演講

「地熱發電與創新技術展望」，謝教授說明：地熱

對臺灣淨零排放之必要性、什麼是地熱（地熱

能）、地熱如何發電、地熱為什麼要探勘、地熱水

為什麼要回注（儲集層管理及水資源永續循環）、

地熱開發流程、臺灣地熱發展現況等。進而也提出

臺灣目前地熱發電佔比很小很小（問題與挑戰），

也表示地熱幫助台灣邁向淨零，需要新思維及新技

術的幫忙。

「黑潮發電」議題探討邀請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吳朝榮研究員進行演講，吳研究員介紹黑潮

海洋能開發，其中需要規劃進行現場測量如：選擇

黑潮發電潛在地點、可行的渦輪機錨碇地點、提供

適合本地的渦輪機設計等，另須開發海洋數值模

式，以及加上環境影響評估。同時也表示佈放渦輪

機後，黑潮可能減緩或轉向，與渦輪機對海中生物

的衝擊。

本場研習活動是在疫情趨緩後舉辦實體與線上同步

直播的方式進行，在熱烈豐富又深入的分享與討論

中畫下完美的句點，本次「實體與線上參與人數達

80~90人，也充分展現大家對於本場研習活動的

期待，希望在這次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

繼續與高中學科中心共同舉辦促進跨領域學科研習

活動，讓高中教師們能以結合各學科知識，進行環

境議題的討論與交流，進而運用於課堂教學。

15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事【臺灣科學節】，今年呼應聯

合國2021世界科學日主題Building Climate-Ready 

Communities「氣候任性社會韌性」，市集嘉年

華規劃以「氣候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夠『韌

性』嗎？」為提問，每年在臺灣科學節中最受民眾

歡迎的就是集結各領域，讓社會大眾體驗各種科學

原理和技術應用，顛覆民眾對科學想像且產生對科

學求知興趣的科學嘉年華。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為

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

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於2022年11

月5日(六)~6日(日)參加【2022臺灣科學節】氣候

任性．社會韌性─科學嘉年華進行設攤。

今年科學節以『擘劃環境永續藍圖』，主辦單位邀

請致力於自然科學、新興科技、生活科技、科技運

用、STEAM、MAKER、AI、環境教育、醫療科

學、原住民科學智識、健康生活、低碳飲食、雙語

教育、世界母語、性別平等、樂齡教育、家庭教

育、向山致敬、向海致敬等推廣的各單位一同加

入，期以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回應如何在氣候變

遷下「建立韌性的社會」。同時為了指引全球共同

努力邁向永續，聯合國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

標在2030年前，共同解決包括氣候變遷、水污

染、糧食安全等問題。適逢地科中心推播分享宣傳

-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

們的永續社會」對應著科學節與各項永續目標。

有鑑於先前參與其他市集的問卷回饋：動畫版可增

加閱覽的年齡層、可利用互動式遊戲增進科普知識

的瞭解等。本次參加市集嘉年華設攤，除了設計抽

籤筒進行「我問你答」互動小遊戲，讓現場的大人

與小孩非常熱情的抽籤回答，就在愉快且熱烈的互

動下獲得與影片有關科普知識。本次活動中也把由

「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與「風與海．我們的科

學」兩部科普微電影重點延伸、初步完成的兩部

45秒的動畫影片熱騰騰的進行第一次試播，這兩

部動畫影片分別名稱為《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

-小丁放學闖關記》與《風與海．我們的科學-大眼

小鰻歷險記》，希望達到配合低年齡層吸引並引導

大眾認識地科科普知識的作用，後續也會將定案完

成版的動畫影片放置網頁讓有興趣者能夠觀賞。

當天市集攤位內試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動畫影片，吸引到許

多小朋友佇立觀看，同時也引起了尚未觀賞過的家

長及大朋友對於這兩部微電影有了極大的興趣，紛

紛透過手機掃描影片的QR Code，同時也請來攤

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此

次兩天活動共收集了428份意見調查表。

地科中心非常榮幸能夠在年底參與一年一度的【臺

灣科學節】作為今年度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

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

會」的完美句點，並為來年宣傳推播的揚帆啟航注

入更大的能量。



撰稿│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本次【邁向「淨零」-臺灣2050策略與前瞻能源】

活動，主要依據臺灣於2022年3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為提升教師對此議題的

理解與深化，故以「邁向淨零」為主軸，以各面向

實際作為進行分享。由學科中心執行秘書張家齊老

師主持並開場介紹。

「淨零路徑怎麼走？能源轉型怎麼轉？」邀請經濟

部研究發展委員會莊銘池執行秘書進行專題講座，

當中介紹：達成2050淨零排放須仰賴技術突破、

我國淨零轉型思維、臺灣2050淨零路徑推動歷

程、臺灣2050淨零路徑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等。

同時，莊執行秘書表示2050淨零轉型主要促進經

濟成長、帶動民間投資、創造綠色就業，也是臺灣

對全世界的宣告，更是對下一代、對地球的承諾！

淨零是種信念，願意改變行為習慣，在生活中具體

實踐，這樣可以累積轉變整個社會的力量。

關於【議題探討】中邀請長榮大學綠能與環境資源

學系賴信志教授引言說明：能源轉型─前瞻能源，

進而介紹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謝秉志教授演講

「地熱發電與創新技術展望」，謝教授說明：地熱

對臺灣淨零排放之必要性、什麼是地熱（地熱

能）、地熱如何發電、地熱為什麼要探勘、地熱水

為什麼要回注（儲集層管理及水資源永續循環）、

地熱開發流程、臺灣地熱發展現況等。進而也提出

臺灣目前地熱發電佔比很小很小（問題與挑戰），

也表示地熱幫助台灣邁向淨零，需要新思維及新技

術的幫忙。

「黑潮發電」議題探討邀請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吳朝榮研究員進行演講，吳研究員介紹黑潮

海洋能開發，其中需要規劃進行現場測量如：選擇

黑潮發電潛在地點、可行的渦輪機錨碇地點、提供

適合本地的渦輪機設計等，另須開發海洋數值模

式，以及加上環境影響評估。同時也表示佈放渦輪

機後，黑潮可能減緩或轉向，與渦輪機對海中生物

的衝擊。

本場研習活動是在疫情趨緩後舉辦實體與線上同步

直播的方式進行，在熱烈豐富又深入的分享與討論

中畫下完美的句點，本次「實體與線上參與人數達

80~90人，也充分展現大家對於本場研習活動的

期待，希望在這次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

繼續與高中學科中心共同舉辦促進跨領域學科研習

活動，讓高中教師們能以結合各學科知識，進行環

境議題的討論與交流，進而運用於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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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事【臺灣科學節】，今年呼應聯

合國2021世界科學日主題Building Climate-Ready 

Communities「氣候任性社會韌性」，市集嘉年

華規劃以「氣候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夠『韌

性』嗎？」為提問，每年在臺灣科學節中最受民眾

歡迎的就是集結各領域，讓社會大眾體驗各種科學

原理和技術應用，顛覆民眾對科學想像且產生對科

學求知興趣的科學嘉年華。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為

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

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於2022年11

月5日(六)~6日(日)參加【2022臺灣科學節】氣候

任性．社會韌性─科學嘉年華進行設攤。

今年科學節以『擘劃環境永續藍圖』，主辦單位邀

請致力於自然科學、新興科技、生活科技、科技運

用、STEAM、MAKER、AI、環境教育、醫療科

學、原住民科學智識、健康生活、低碳飲食、雙語

教育、世界母語、性別平等、樂齡教育、家庭教

育、向山致敬、向海致敬等推廣的各單位一同加

入，期以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回應如何在氣候變

遷下「建立韌性的社會」。同時為了指引全球共同

努力邁向永續，聯合國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

標在2030年前，共同解決包括氣候變遷、水污

染、糧食安全等問題。適逢地科中心推播分享宣傳

-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

們的永續社會」對應著科學節與各項永續目標。

有鑑於先前參與其他市集的問卷回饋：動畫版可增

加閱覽的年齡層、可利用互動式遊戲增進科普知識

的瞭解等。本次參加市集嘉年華設攤，除了設計抽

籤筒進行「我問你答」互動小遊戲，讓現場的大人

與小孩非常熱情的抽籤回答，就在愉快且熱烈的互

動下獲得與影片有關科普知識。本次活動中也把由

「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與「風與海．我們的科

學」兩部科普微電影重點延伸、初步完成的兩部

45秒的動畫影片熱騰騰的進行第一次試播，這兩

部動畫影片分別名稱為《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

-小丁放學闖關記》與《風與海．我們的科學-大眼

小鰻歷險記》，希望達到配合低年齡層吸引並引導

大眾認識地科科普知識的作用，後續也會將定案完

成版的動畫影片放置網頁讓有興趣者能夠觀賞。

當天市集攤位內試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動畫影片，吸引到許

多小朋友佇立觀看，同時也引起了尚未觀賞過的家

長及大朋友對於這兩部微電影有了極大的興趣，紛

紛透過手機掃描影片的QR Code，同時也請來攤

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表，此

次兩天活動共收集了428份意見調查表。

地科中心非常榮幸能夠在年底參與一年一度的【臺

灣科學節】作為今年度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

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

會」的完美句點，並為來年宣傳推播的揚帆啟航注

入更大的能量。



本次【邁向「淨零」-臺灣2050策略與前瞻能源】

活動，主要依據臺灣於2022年3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為提升教師對此議題的

理解與深化，故以「邁向淨零」為主軸，以各面向

實際作為進行分享。由學科中心執行秘書張家齊老

師主持並開場介紹。

「淨零路徑怎麼走？能源轉型怎麼轉？」邀請經濟

部研究發展委員會莊銘池執行秘書進行專題講座，

當中介紹：達成2050淨零排放須仰賴技術突破、

我國淨零轉型思維、臺灣2050淨零路徑推動歷

程、臺灣2050淨零路徑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等。

同時，莊執行秘書表示2050淨零轉型主要促進經

濟成長、帶動民間投資、創造綠色就業，也是臺灣

對全世界的宣告，更是對下一代、對地球的承諾！

淨零是種信念，願意改變行為習慣，在生活中具體

實踐，這樣可以累積轉變整個社會的力量。

關於【議題探討】中邀請長榮大學綠能與環境資源

學系賴信志教授引言說明：能源轉型─前瞻能源，

進而介紹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謝秉志教授演講

「地熱發電與創新技術展望」，謝教授說明：地熱

對臺灣淨零排放之必要性、什麼是地熱（地熱

能）、地熱如何發電、地熱為什麼要探勘、地熱水

為什麼要回注（儲集層管理及水資源永續循環）、

地熱開發流程、臺灣地熱發展現況等。進而也提出

臺灣目前地熱發電佔比很小很小（問題與挑戰），

也表示地熱幫助台灣邁向淨零，需要新思維及新技

術的幫忙。

「黑潮發電」議題探討邀請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吳朝榮研究員進行演講，吳研究員介紹黑潮

海洋能開發，其中需要規劃進行現場測量如：選擇

黑潮發電潛在地點、可行的渦輪機錨碇地點、提供

適合本地的渦輪機設計等，另須開發海洋數值模

式，以及加上環境影響評估。同時也表示佈放渦輪

機後，黑潮可能減緩或轉向，與渦輪機對海中生物

的衝擊。

本場研習活動是在疫情趨緩後舉辦實體與線上同步

直播的方式進行，在熱烈豐富又深入的分享與討論

中畫下完美的句點，本次「實體與線上參與人數達

80~90人，也充分展現大家對於本場研習活動的

期待，希望在這次活動大家都有一些收穫。未來將

繼續與高中學科中心共同舉辦促進跨領域學科研習

活動，讓高中教師們能以結合各學科知識，進行環

境議題的討論與交流，進而運用於課堂教學。

17 ｜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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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企劃

她們在天平上發光
科學女力不再孤單
190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瑪麗‧居禮(Marie Curie)，她是首位獲
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得過兩次獎的女性；而她所處的20世
紀初，亦是較廣泛認為的第一次女性主義浪潮期間。往後全球的幾波女性主
義，開放及保障了愈來愈多女性權益，使女性參與各項社會組織運作的程度
逐步提升。然而在科學界，女性投入科學研究的比例遠較男性為低，諾貝爾
獎獲獎者的性別懸殊更可見一斑！這其中有著什麼問題呢？

透過國內女科學家們的自身經歷，我們得以深入瞭解女性在科學界
的境況。她們為改善境況的奔走、號召及相互組織，不僅創造了同
儕間知識、情感的交織，也促成更多平權相關的政策與作為。在性
別的天平上取得平衡，繼而平等，才能真正使每一個人都盡情地在
學術之路上揮灑自信、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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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男性研究員攜手合作，共同為國家整體科研

的發展努力，提供多元化的科研環境。

成為少數裡的「關鍵」－瞭解長處、發揮價值

論及學術研究最重要的精神，除了專業能力的養成

以及了解國際科研最新發展之外，邱教授認為也要

認識自己。「瞭解自己的長處與特質，積極發展，

將可為科研環境帶來創新和突破。」

邱教授的專長領域為掃描穿隧能譜技術。近期研究

著重量測前瞻產業級半導體電晶體元件，臨場偏壓

操作情況下的介面電性結構。由於量測實驗之領

域，可以因關鍵研究課題的需要，自行設計檢測系

統，並獲取重要數據、回饋給材料元件端專業團

隊，這是邱教授相當有興趣的研究屬性，也是她選

擇此研究主題的原因。

初任教職時，邱教授選擇建立可以量測異質材料元

件原子級介面科學的檢測儀器，隨著近期低維度以

及量子材料的發展，以及半導體電晶體元件領域對

元件間異質介面的電子結構量測需求的提高，在檢

測技術上而有了新的應用與發展契機。科技界發現

元件尺度愈來愈小，不同種類材料之間的介面電子

結構可大幅影響元件表現，元件異質介面間的電性

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

「建立自己的獨特研究專長，自然會有相關的研究

題材可發揮。」邱教授以自身經歷鼓勵女性科學家

發掘自我特色，專注建立研究特色、與其他專業團

隊共同合作，即便是在女性人數較少的科研環境，

都有機會成為團隊裡關鍵的角色，在科技領域一展

長才。

「女力」投入，提升科研量能

邱教授鼓勵女性參與科學及科技領域、推廣女性友

善之科研環境與支持機制，她在2015年榮獲第八

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新秀獎」，2022 年更以

「聯合國物理學聯合學會成立100週年：2022國

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主辦人身份，鼓勵女

性加入科研工作。

有鑒於物理領域的女性工作人員占比一直是理工領

域最低，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IUPAP）

於1999年成立國際女性物理工作小組，藉此探討

背後的原因，力求改變性別發展不均的現象。國際

女性物理工作小組成立兩年後，台灣物理學會為響

應國際發展趨勢，在學會中成立「物理女性委員

會」，為國內科研相關領域中，最早成立的女性委

員會。這場在台灣辦理的研討會議，台灣物理女性

委員會將長期耕耘的經驗與其他國家交流分享，對

長期關注此議題的產官學團體而言，是相當重大的

鼓勵。

除邀請國際重要組織單位、國內產官學領域等重要

人士外，會議更開放高中生共同參與。女高中生大

多具備細心、嚴謹、高自我要求等人格特質，在求

學階段，若有機會與科研相關領域的女性前輩交

流，提供更多專業領域或是職涯工作相關資訊，相

信對於女高中生自我在大學專業領域的選擇，相當

有幫助。

即便當今的女性科學家人數仍屬少數，在性別意識

逐漸普及的今日，若能透過「溝通」、「合作」與

「包容」，打造友善且多元的科研環境，相信將能

吸引更多女性專業人才投入科學及科技相關領域，

提升國家科研量能，增強科技發展的突破。

提升科研人力和能量
讓「女力」不再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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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十月，「聯合國物理學聯合學會成立100週
年：2022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首次在台
舉行，除了建立國際友誼，更能向國際分享台灣物
理學會暨物理女性委員會長期耕耘之經驗，交流以
及改善女性學者相關事務的推動。研討會主辦人之
一臺灣大學物理學系邱雅萍教授，鼓勵女性投入科
研領域，提供科研環境多元思考和專業表現，將有
助提升國家整體科研能量。
───────────────────────────────

科研界的「少數」－從事科研領域的女性研究人員

「從事科研領域的女性研究人員長年在數理工領域

一直都是少數，物理領域更是最少。」邱教授表

示，女性研究人員常面臨的職場挑戰包含：相關科

研領域的政策決議，因多由男性主決，在決策時可

能忽略女性實際需求；身為科研領域中的少數，女

性研究員多為被動接受決議的群體。舉凡來說，從

事科研專業領域的女性研究員，初任科研工作時多

處於適婚年齡，需面臨結婚、生育，以及維持研究

工作表現之間的平衡與取捨，亦為初期任職時的人

生課題。因此，如何支持女性研究員度過這段過渡

期，國家應跨越性別分野，予以重視。

近年來，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政策，政府與產業界

已開始重視女性議題，例如，國科會已針對女性生

產及請育嬰假者制定相關政策，給予實質支持，讓

女性研究員可積極投入科學研究，貢獻長才與能

專題企劃報導

專訪「IUPAP成立100週年：2022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召集人邱雅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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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將長期耕耘的經驗與其他國家交流分享，對

長期關注此議題的產官學團體而言，是相當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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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邀請國際重要組織單位、國內產官學領域等重要

人士外，會議更開放高中生共同參與。女高中生大

多具備細心、嚴謹、高自我要求等人格特質，在求

學階段，若有機會與科研相關領域的女性前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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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當今的女性科學家人數仍屬少數，在性別意識

逐漸普及的今日，若能透過「溝通」、「合作」與

「包容」，打造友善且多元的科研環境，相信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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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十月，「聯合國物理學聯合學會成立100週
年：2022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首次在台
舉行，除了建立國際友誼，更能向國際分享台灣物
理學會暨物理女性委員會長期耕耘之經驗，交流以
及改善女性學者相關事務的推動。研討會主辦人之
一臺灣大學物理學系邱雅萍教授，鼓勵女性投入科
研領域，提供科研環境多元思考和專業表現，將有
助提升國家整體科研能量。
───────────────────────────────

科研界的「少數」－從事科研領域的女性研究人員

「從事科研領域的女性研究人員長年在數理工領域

一直都是少數，物理領域更是最少。」邱教授表

示，女性研究人員常面臨的職場挑戰包含：相關科

研領域的政策決議，因多由男性主決，在決策時可

能忽略女性實際需求；身為科研領域中的少數，女

性研究員多為被動接受決議的群體。舉凡來說，從

事科研專業領域的女性研究員，初任科研工作時多

處於適婚年齡，需面臨結婚、生育，以及維持研究

工作表現之間的平衡與取捨，亦為初期任職時的人

生課題。因此，如何支持女性研究員度過這段過渡

期，國家應跨越性別分野，予以重視。

近年來，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政策，政府與產業界

已開始重視女性議題，例如，國科會已針對女性生

產及請育嬰假者制定相關政策，給予實質支持，讓

女性研究員可積極投入科學研究，貢獻長才與能



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化學領域早在近20年前就針

對女性學者成立了女性小組或社群，高教授與其他

關注女性在數學領域發展的師長們，即試圖從其他

學科領域汲取豐富的相關組織經驗、並參與討論交

流，繼而設置女數學人工作小組。2022年，高教

授及其他學科的女性學者一同籌劃「自然科學女性

學者研討會」內容，她除了向眾人為性別平權的付

出而感謝外，也透過其他領域的作為與回饋建議，

思考往後在數學會中推行相關的女性交流活動。

數學必須走進人群  一如生命美妙綻放

在分工細膩、變化快速的年代，長久下來發展出的

許多基礎科學理論，儼然成為技術應用得以突破的

利器。數學是一切科學的根基，因此數學在跨領域

交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數學理

論及成果要進行應用，跨域合作也不可或缺。高教

授認為，跨域合作之目的是讓不同領域背景的學

者，各自運用本身的專業，解決共同的問題。她以

近年來較蓬勃發展的生物數學為例，它就是使用數

學的工具，建構各類型生物學的模型。

「數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能將複雜的事情用數學

語言簡潔地表達出來，讓你看得更清楚！」高教授

進一步強調。這些數學語言包括模型、符號、方程

式等，而建立起這些語言的邏輯、推論、歸納等基

礎思考概念的訓練，顯得相當重要。因此在談跨領

域之前，必須先將面對科學時耐心追尋真理、不斷

思考的精神，運用在專業以外的學習、引發求知

慾，厚植自身的實力，方能讓知識與技術應用成果

帶得更高、更遠。

臺灣的數學科普推廣自2015年左右，在中研院數

學所李國偉退休研究員、時任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

長的臺大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等大學端教師帶領組織

推動下，逐步萌芽，可說是臺灣數學界走入社會大

眾的關鍵時刻。過去七年多來的各類型活動，除了

數學會籌辦外，也有個人或社群所發起的，如數學

藝術展、314國際數學日(Pi Day)、數學與摺紙研

習會、魔術方塊工作坊、數學魔術、數學音樂劇及

數學博物館等，更不乏相關網路專文與社群平台。

隨著推廣模式愈趨多元，許多關心數學的人也紛紛

走出研究室，加入人群互動的行列。

參與數學會運作的高教授，同樣持續地推廣數學、

以及科學教育。在受訪時，高教授才剛舉辦完

「2022大專學生數學營」，兩天一夜的數學營不

僅安排數學講座，也分組就數學之路上的跨域探

索、未來想像等問題進行討論及思考，給予學生更

多層面的啟發。高教授以此營隊活動為例，說明讓

數學及科學思維向下紮根的深刻意義。她並指出，

數學還有許多可推廣的面向，期待使更多人不僅不

抗拒數學，亦體認到我們周遭的數學是如此巧妙地

存在。

傳遞人本身價值的生命教育，是高教授認為在傳授

專業知識外，格外重要之處。訪談的最後，她藉由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學者邁可 ‧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所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書中一些正

面且必要的道德素養觀點，呼應她一再強調不容忽

視的公民責任教育；而透過這本書，我們亦能看見

以有利弱勢為前提的爭取平等途徑，便是提升女科

學人權益的借鏡。喚起自我的價值，確立自己的方

向，是高教授給予後進的勉勵。不論是投身數學領

域的學生，或即將踏入學術研究的女性，甚至是對

於未來徬徨的人，皆期望能學習重新聆聽自己內心

的聲音，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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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至今便是十餘年。高教授表示，我們在追逐科學

的成就時，也得去思考科學演進所帶來的反效果。

她並舉好萊塢電影為例，科學家缺乏道德意識，將

造成人類巨大的災難；既然身為地球村裡的一份

子，個人應不斷反思及考量世界公民的義務與責

任。

因此，學科的專業僅只是人生當中學習的基本面，

在學習專業之餘，如果能夠因材施教給予學習建

議，幫助不同類型的學生建立正向的態度與自信

心，便進而能突顯「人」本身的價值。從陪伴和關

懷學生、師生彼此交流，體現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全

人教育，高教授認為：「這才是教育工作最有意義

的地方！」

憑著這樣的教育理念，高教授對教育的熱忱似乎大

過於一般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的程度。她心中曾不

免羨慕在研究方面擁有傑出成就的同行，不過她有

位朋友如此比喻：「不是每個人都要寫出像紅樓夢

這樣的鉅作，也要有人寫短篇小說、散文，用自己

最自在的方式去表達自我的生命體會，這是其他人

不能取代的。」使她真正地跳脫了「研究第一」的

迷思，而著眼於兼顧人生當中的其他面向，讓自己

凡事「合乎中道」，維持身心靈的平衡。換個角度

來說，每個人都有各自可發揮的不同潛力，重點在

找到自己的方向。謙遜地自認是一位「沒有什麼傑

出研究」的高教授，變得更樂於教學相長與知識的

推廣。

因為這股力量的驅動下，2011年以前便加入中華

民國數學會擔任理事的高教授，把全人教育的精神

轉化為積極參與推廣數學、並且鼓勵女數學人互動

連結；「忙也要忙得有意義，如果不快樂就不會持

久！」她這麼說。2017年「數學科普委員會」成

立、2020年在國科會自然處鼓勵下設立「女數學

人工作小組」，開始運作時，她都擔任召集人的角

色。而參與及執行這一連串的工作，她也強調有夥

伴一同努力打拼的重要性，並不是單打獨鬥就可以

的。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性別能力並無不同

談到女數學人工作小組，讓高教授回想剛到中原大

學任教時，高教授是應數系極少數的女性教師之

一，當時的中原大學理學院院長、化學系的陳玉惠

教授，以同樣身為女科學人的過來人身份，給予了

一些支持與鼓勵。理工科的女性比例向來較男性低

了不少，然而論起工作內容及工作量，高教授始終

覺得跟男性並沒有什麼不同：「數學圈的女性大多

有種沉浸在科學理論中的安全感。」沒有因為在工

作環境及壓力中身為女性，就特別覺得更好、或者

更不好。

她也進一步提到，在臺灣以女性影像研究與紀錄見

長的王慰慈導演，曾為已故的清大數學系徐道寧退

休教授拍攝《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紀錄片。王導演在片中不斷地請徐教授回顧過往的

執教生涯，是否曾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徐教授總是沒有透露任何的不平埋怨，因為她在那

樣的年代裡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其他事

一概無所謂。」而在王慰慈導演所拍攝的另一部紀

錄片《學數學的女孩們》中，張聖容與金芳蓉兩位

數學女教授對於自身性別為學術生涯所帶來的影

響，看法也與徐教授未特別在意性別差異的觀點相

近。這些例子似乎都能解釋女數學人專注學術與工

作的態度，勝過一切外在的紛擾。

促成數學女力交流  女權提升依舊必要

由整體社會觀點來看，這些前人們其實是從當時的

性別刻板印象中，經過努力與堅持取得一席之地。

隨著時代演進，女權逐步提升，但無論在學術界、

乃至其他行業的職場，兩性在起跑點上總還有些不

平等的地方，一些弭平落差的配套措施也仍有不足

之處。就如結婚組成家庭，高教授便談及自身懷孕

申請留職停薪的經歷，即讓她更能體會到多數職場

上的女性，確實比男性更為辛勞。

因此，即使真正的性別平權是不必特別突顯出性別

落差，在傳統社會觀念還未完全改善之下，若不能

將女性的力量凝聚起來，仍然容易被相對的強勢所

主導。近年來國科會為鼓勵女性從事科學研究，陸

續推動如計畫執行期限可因生產或育兒而彈性延長

之措施，也協助研究中斷數年的女性學者重返學術

工作。高教授認為，國內學術界對女性研究學者所

營造的環境已頗為友善，而「現在的環境是很多人

努力之後的結果！」她這麼強調。

───────────────────────────────

抵達中原大學的那天下午，是陰雨濕冷的天氣，
但一進到高欣欣教授的研究室，高教授熱切的招
呼，完全沖散了那片陰霾。交融出這股暖流的，
是她一路走來對教學的熱情，以及那溫柔而堅毅
的女性力量。
───────────────────────────────

一提到踏入數學領域、從事教職的原因，高教授不

假思索地笑說她「從小就好為人師」，而且相當著

迷於數學。數學是門具規律性、結構性的學問，其

理論及公式散發出一種簡單的美。對高教授而言：

「可以向別人分享數學的好，就是件令人開心的

事！」自清華大學畢業後即赴美、於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取得數學博士學位的高教授，在與

家人討論未來的規劃後，1995年決意返臺投入教

職。

教育不限專業領域  旨在尋找自我價值

一開始在應用數學系開設數值分析等課程的高教

授，近年合聘於商學院，教授商用數學、管理數

學。透過平易近人的語言溝通及教學方式，學生較

容易克服對數學的懼怕，並深刻地瞭解數學是解決

一般社會大眾日常問題的好幫手。除了本科數學以

外，高教授更擴及到通識教育上，響應校方的「全

人教育」理念，在理學院開設「科學與倫理」，一

採訪‧撰稿‧攝影│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執行編輯)

「她」和「他」的自身價值
皆如數學般美好─
高欣欣簡潔而真摯的教育理想
專訪中華民國數學會女數學人工作小組召集人高欣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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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l)所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書中一些正

面且必要的道德素養觀點，呼應她一再強調不容忽

視的公民責任教育；而透過這本書，我們亦能看見

以有利弱勢為前提的爭取平等途徑，便是提升女科

學人權益的借鏡。喚起自我的價值，確立自己的方

向，是高教授給予後進的勉勵。不論是投身數學領

域的學生，或即將踏入學術研究的女性，甚至是對

於未來徬徨的人，皆期望能學習重新聆聽自己內心

的聲音，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教至今便是十餘年。高教授表示，我們在追逐科學

的成就時，也得去思考科學演進所帶來的反效果。

她並舉好萊塢電影為例，科學家缺乏道德意識，將

造成人類巨大的災難；既然身為地球村裡的一份

子，個人應不斷反思及考量世界公民的義務與責

任。

因此，學科的專業僅只是人生當中學習的基本面，

在學習專業之餘，如果能夠因材施教給予學習建

議，幫助不同類型的學生建立正向的態度與自信

心，便進而能突顯「人」本身的價值。從陪伴和關

懷學生、師生彼此交流，體現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全

人教育，高教授認為：「這才是教育工作最有意義

的地方！」

憑著這樣的教育理念，高教授對教育的熱忱似乎大

過於一般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的程度。她心中曾不

免羨慕在研究方面擁有傑出成就的同行，不過她有

位朋友如此比喻：「不是每個人都要寫出像紅樓夢

這樣的鉅作，也要有人寫短篇小說、散文，用自己

最自在的方式去表達自我的生命體會，這是其他人

不能取代的。」使她真正地跳脫了「研究第一」的

迷思，而著眼於兼顧人生當中的其他面向，讓自己

凡事「合乎中道」，維持身心靈的平衡。換個角度

來說，每個人都有各自可發揮的不同潛力，重點在

找到自己的方向。謙遜地自認是一位「沒有什麼傑

出研究」的高教授，變得更樂於教學相長與知識的

推廣。

因為這股力量的驅動下，2011年以前便加入中華

民國數學會擔任理事的高教授，把全人教育的精神

轉化為積極參與推廣數學、並且鼓勵女數學人互動

連結；「忙也要忙得有意義，如果不快樂就不會持

久！」她這麼說。2017年「數學科普委員會」成

立、2020年在國科會自然處鼓勵下設立「女數學

人工作小組」，開始運作時，她都擔任召集人的角

色。而參與及執行這一連串的工作，她也強調有夥

伴一同努力打拼的重要性，並不是單打獨鬥就可以

的。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性別能力並無不同

談到女數學人工作小組，讓高教授回想剛到中原大

學任教時，高教授是應數系極少數的女性教師之

一，當時的中原大學理學院院長、化學系的陳玉惠

教授，以同樣身為女科學人的過來人身份，給予了

一些支持與鼓勵。理工科的女性比例向來較男性低

了不少，然而論起工作內容及工作量，高教授始終

覺得跟男性並沒有什麼不同：「數學圈的女性大多

有種沉浸在科學理論中的安全感。」沒有因為在工

作環境及壓力中身為女性，就特別覺得更好、或者

更不好。

她也進一步提到，在臺灣以女性影像研究與紀錄見

長的王慰慈導演，曾為已故的清大數學系徐道寧退

休教授拍攝《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紀錄片。王導演在片中不斷地請徐教授回顧過往的

執教生涯，是否曾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徐教授總是沒有透露任何的不平埋怨，因為她在那

樣的年代裡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其他事

一概無所謂。」而在王慰慈導演所拍攝的另一部紀

錄片《學數學的女孩們》中，張聖容與金芳蓉兩位

數學女教授對於自身性別為學術生涯所帶來的影

響，看法也與徐教授未特別在意性別差異的觀點相

近。這些例子似乎都能解釋女數學人專注學術與工

作的態度，勝過一切外在的紛擾。

促成數學女力交流  女權提升依舊必要

由整體社會觀點來看，這些前人們其實是從當時的

性別刻板印象中，經過努力與堅持取得一席之地。

隨著時代演進，女權逐步提升，但無論在學術界、

乃至其他行業的職場，兩性在起跑點上總還有些不

平等的地方，一些弭平落差的配套措施也仍有不足

之處。就如結婚組成家庭，高教授便談及自身懷孕

申請留職停薪的經歷，即讓她更能體會到多數職場

上的女性，確實比男性更為辛勞。

因此，即使真正的性別平權是不必特別突顯出性別

落差，在傳統社會觀念還未完全改善之下，若不能

將女性的力量凝聚起來，仍然容易被相對的強勢所

主導。近年來國科會為鼓勵女性從事科學研究，陸

續推動如計畫執行期限可因生產或育兒而彈性延長

之措施，也協助研究中斷數年的女性學者重返學術

工作。高教授認為，國內學術界對女性研究學者所

營造的環境已頗為友善，而「現在的環境是很多人

努力之後的結果！」她這麼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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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中原大學的那天下午，是陰雨濕冷的天氣，
但一進到高欣欣教授的研究室，高教授熱切的招
呼，完全沖散了那片陰霾。交融出這股暖流的，
是她一路走來對教學的熱情，以及那溫柔而堅毅
的女性力量。
───────────────────────────────

一提到踏入數學領域、從事教職的原因，高教授不

假思索地笑說她「從小就好為人師」，而且相當著

迷於數學。數學是門具規律性、結構性的學問，其

理論及公式散發出一種簡單的美。對高教授而言：

「可以向別人分享數學的好，就是件令人開心的

事！」自清華大學畢業後即赴美、於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取得數學博士學位的高教授，在與

家人討論未來的規劃後，1995年決意返臺投入教

職。

教育不限專業領域  旨在尋找自我價值

一開始在應用數學系開設數值分析等課程的高教

授，近年合聘於商學院，教授商用數學、管理數

學。透過平易近人的語言溝通及教學方式，學生較

容易克服對數學的懼怕，並深刻地瞭解數學是解決

一般社會大眾日常問題的好幫手。除了本科數學以

外，高教授更擴及到通識教育上，響應校方的「全

人教育」理念，在理學院開設「科學與倫理」，一



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化學領域早在近20年前就針

對女性學者成立了女性小組或社群，高教授與其他

關注女性在數學領域發展的師長們，即試圖從其他

學科領域汲取豐富的相關組織經驗、並參與討論交

流，繼而設置女數學人工作小組。2022年，高教

授及其他學科的女性學者一同籌劃「自然科學女性

學者研討會」內容，她除了向眾人為性別平權的付

出而感謝外，也透過其他領域的作為與回饋建議，

思考往後在數學會中推行相關的女性交流活動。

數學必須走進人群  一如生命美妙綻放

在分工細膩、變化快速的年代，長久下來發展出的

許多基礎科學理論，儼然成為技術應用得以突破的

利器。數學是一切科學的根基，因此數學在跨領域

交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數學理

論及成果要進行應用，跨域合作也不可或缺。高教

授認為，跨域合作之目的是讓不同領域背景的學

者，各自運用本身的專業，解決共同的問題。她以

近年來較蓬勃發展的生物數學為例，它就是使用數

學的工具，建構各類型生物學的模型。

「數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能將複雜的事情用數學

語言簡潔地表達出來，讓你看得更清楚！」高教授

進一步強調。這些數學語言包括模型、符號、方程

式等，而建立起這些語言的邏輯、推論、歸納等基

礎思考概念的訓練，顯得相當重要。因此在談跨領

域之前，必須先將面對科學時耐心追尋真理、不斷

思考的精神，運用在專業以外的學習、引發求知

慾，厚植自身的實力，方能讓知識與技術應用成果

帶得更高、更遠。

臺灣的數學科普推廣自2015年左右，在中研院數

學所李國偉退休研究員、時任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

長的臺大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等大學端教師帶領組織

推動下，逐步萌芽，可說是臺灣數學界走入社會大

眾的關鍵時刻。過去七年多來的各類型活動，除了

數學會籌辦外，也有個人或社群所發起的，如數學

藝術展、314國際數學日(Pi Day)、數學與摺紙研

習會、魔術方塊工作坊、數學魔術、數學音樂劇及

數學博物館等，更不乏相關網路專文與社群平台。

隨著推廣模式愈趨多元，許多關心數學的人也紛紛

走出研究室，加入人群互動的行列。

參與數學會運作的高教授，同樣持續地推廣數學、

以及科學教育。在受訪時，高教授才剛舉辦完

「2022大專學生數學營」，兩天一夜的數學營不

僅安排數學講座，也分組就數學之路上的跨域探

索、未來想像等問題進行討論及思考，給予學生更

多層面的啟發。高教授以此營隊活動為例，說明讓

數學及科學思維向下紮根的深刻意義。她並指出，

數學還有許多可推廣的面向，期待使更多人不僅不

抗拒數學，亦體認到我們周遭的數學是如此巧妙地

存在。

傳遞人本身價值的生命教育，是高教授認為在傳授

專業知識外，格外重要之處。訪談的最後，她藉由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學者邁可 ‧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所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書中一些正

面且必要的道德素養觀點，呼應她一再強調不容忽

視的公民責任教育；而透過這本書，我們亦能看見

以有利弱勢為前提的爭取平等途徑，便是提升女科

學人權益的借鏡。喚起自我的價值，確立自己的方

向，是高教授給予後進的勉勵。不論是投身數學領

域的學生，或即將踏入學術研究的女性，甚至是對

於未來徬徨的人，皆期望能學習重新聆聽自己內心

的聲音，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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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至今便是十餘年。高教授表示，我們在追逐科學

的成就時，也得去思考科學演進所帶來的反效果。

她並舉好萊塢電影為例，科學家缺乏道德意識，將

造成人類巨大的災難；既然身為地球村裡的一份

子，個人應不斷反思及考量世界公民的義務與責

任。

因此，學科的專業僅只是人生當中學習的基本面，

在學習專業之餘，如果能夠因材施教給予學習建

議，幫助不同類型的學生建立正向的態度與自信

心，便進而能突顯「人」本身的價值。從陪伴和關

懷學生、師生彼此交流，體現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全

人教育，高教授認為：「這才是教育工作最有意義

的地方！」

憑著這樣的教育理念，高教授對教育的熱忱似乎大

過於一般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的程度。她心中曾不

免羨慕在研究方面擁有傑出成就的同行，不過她有

位朋友如此比喻：「不是每個人都要寫出像紅樓夢

這樣的鉅作，也要有人寫短篇小說、散文，用自己

最自在的方式去表達自我的生命體會，這是其他人

不能取代的。」使她真正地跳脫了「研究第一」的

迷思，而著眼於兼顧人生當中的其他面向，讓自己

凡事「合乎中道」，維持身心靈的平衡。換個角度

來說，每個人都有各自可發揮的不同潛力，重點在

找到自己的方向。謙遜地自認是一位「沒有什麼傑

出研究」的高教授，變得更樂於教學相長與知識的

推廣。

因為這股力量的驅動下，2011年以前便加入中華

民國數學會擔任理事的高教授，把全人教育的精神

轉化為積極參與推廣數學、並且鼓勵女數學人互動

連結；「忙也要忙得有意義，如果不快樂就不會持

久！」她這麼說。2017年「數學科普委員會」成

立、2020年在國科會自然處鼓勵下設立「女數學

人工作小組」，開始運作時，她都擔任召集人的角

色。而參與及執行這一連串的工作，她也強調有夥

伴一同努力打拼的重要性，並不是單打獨鬥就可以

的。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性別能力並無不同

談到女數學人工作小組，讓高教授回想剛到中原大

學任教時，高教授是應數系極少數的女性教師之

一，當時的中原大學理學院院長、化學系的陳玉惠

教授，以同樣身為女科學人的過來人身份，給予了

一些支持與鼓勵。理工科的女性比例向來較男性低

了不少，然而論起工作內容及工作量，高教授始終

覺得跟男性並沒有什麼不同：「數學圈的女性大多

有種沉浸在科學理論中的安全感。」沒有因為在工

作環境及壓力中身為女性，就特別覺得更好、或者

更不好。

她也進一步提到，在臺灣以女性影像研究與紀錄見

長的王慰慈導演，曾為已故的清大數學系徐道寧退

休教授拍攝《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紀錄片。王導演在片中不斷地請徐教授回顧過往的

執教生涯，是否曾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徐教授總是沒有透露任何的不平埋怨，因為她在那

樣的年代裡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其他事

一概無所謂。」而在王慰慈導演所拍攝的另一部紀

錄片《學數學的女孩們》中，張聖容與金芳蓉兩位

數學女教授對於自身性別為學術生涯所帶來的影

響，看法也與徐教授未特別在意性別差異的觀點相

近。這些例子似乎都能解釋女數學人專注學術與工

作的態度，勝過一切外在的紛擾。

促成數學女力交流  女權提升依舊必要

由整體社會觀點來看，這些前人們其實是從當時的

性別刻板印象中，經過努力與堅持取得一席之地。

隨著時代演進，女權逐步提升，但無論在學術界、

乃至其他行業的職場，兩性在起跑點上總還有些不

平等的地方，一些弭平落差的配套措施也仍有不足

之處。就如結婚組成家庭，高教授便談及自身懷孕

申請留職停薪的經歷，即讓她更能體會到多數職場

上的女性，確實比男性更為辛勞。

因此，即使真正的性別平權是不必特別突顯出性別

落差，在傳統社會觀念還未完全改善之下，若不能

將女性的力量凝聚起來，仍然容易被相對的強勢所

主導。近年來國科會為鼓勵女性從事科學研究，陸

續推動如計畫執行期限可因生產或育兒而彈性延長

之措施，也協助研究中斷數年的女性學者重返學術

工作。高教授認為，國內學術界對女性研究學者所

營造的環境已頗為友善，而「現在的環境是很多人

努力之後的結果！」她這麼強調。

───────────────────────────────

抵達中原大學的那天下午，是陰雨濕冷的天氣，
但一進到高欣欣教授的研究室，高教授熱切的招
呼，完全沖散了那片陰霾。交融出這股暖流的，
是她一路走來對教學的熱情，以及那溫柔而堅毅
的女性力量。
───────────────────────────────

一提到踏入數學領域、從事教職的原因，高教授不

假思索地笑說她「從小就好為人師」，而且相當著

迷於數學。數學是門具規律性、結構性的學問，其

理論及公式散發出一種簡單的美。對高教授而言：

「可以向別人分享數學的好，就是件令人開心的

事！」自清華大學畢業後即赴美、於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取得數學博士學位的高教授，在與

家人討論未來的規劃後，1995年決意返臺投入教

職。

教育不限專業領域  旨在尋找自我價值

一開始在應用數學系開設數值分析等課程的高教

授，近年合聘於商學院，教授商用數學、管理數

學。透過平易近人的語言溝通及教學方式，學生較

容易克服對數學的懼怕，並深刻地瞭解數學是解決

一般社會大眾日常問題的好幫手。除了本科數學以

外，高教授更擴及到通識教育上，響應校方的「全

人教育」理念，在理學院開設「科學與倫理」，一

技女力並壯大臺灣科技人才庫是我國邁向「創新、

包容、永續」之願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科

學與科技是引領並驅動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

力量，國科會長期積極關注女性在科學科技領域發

展的議題。除了持續推動鼓勵女性從事科技研究相

關計畫；今年7月公布放寬友善育兒政策適用對

象，持續建構性別平權與多元包容的科研環境，鼓

勵及支持女性投入科學科技領域，讓科研世界的關

鍵少數，逐漸成為亮眼的成長倍數。

主辦國際會議
促進臺灣卓越科技女力躍升國際舞台

IUPAP於1922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成立，

除了協助全球物理學術研究發展及促進國際物理界

合作等主要任務，IUPAP於1999年成立女性物理

工作小組，旨在調查各國女性參與物理領域的現

況，探究並提出促進女性投入物理領域之建議。

受此鼓舞，台灣物理學會亦於2001年成立物理女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鼓勵臺灣學研界積極參與國

際學術交流，提高我國科研能見度，臺灣物理學會

在國科會支持下，首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

「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IUPAP)爭

取，即獲得國際會議主辦權，與中央研究院、國立

臺灣大學於10月29至30日共同在臺大博雅館舉辦

「聯合國國際物理學聯合會成立100周年：2022

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100th IUPAP: 2022 

International Joint Symposium of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響應IUPAP成立百

年，除邀請產官學界參與，並有來自美國、日本、

韓國、印度、越南、法國、紐西蘭及丹麥等國不同

領域指標女性代表，以實體或線上多元形式共襄盛

舉，展現國際科技女力。

強化培育科技女力
建構性別平權與多元包容的科研環境

國科會吳政忠主委在開場致詞時指出，強化培育科

性委員會，積極投入支持女性研究人員的工作。臺

灣物理學會向IUPAP爭取由臺灣主辦國際會議，探

討國際女性參與科學與科技，期能有助於科學與科

技領域職場環境與政策的改善，推廣多元包容的文

化，以吸引更多女性加入，促進臺灣卓越科技女力

躍升國際舞台。

聚焦六大女力－永續力、包容力、領導力、行動
力、競爭力與執行力

本次會議以六大女力為研討主題，包含 (1)永續力-

科學科技的永續女力；(2)包容力-關於包容多樣性

的重要；(3)領導力-女性領導角色觀點；(4)行動力

-國際科學理事在女性研究員議題上的行動方案；

(5)競爭力-年輕女研究生的學術經歷分享；(6)執行

力-友善政策的場域建立。

邀請講者包含擔任學界研究人員、行政主管、科技

業高階主管，分享職場、家庭、社會經驗及政策相

關議題，讓與會者交流多元觀點，也提供女性人才

專業的團體力量支持。此外，藉由本次會議的國際

交流，解析各國推廣女性進入科學界的進展並觀摩

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法，進一步與相關國

家建立互動管道與合作機會，共創多元永續的環

境。

本次研討會同時透過台灣物理學會Youtube頻道線

上直播，歡迎國內外有興趣的民眾、年輕學子踴躍

參與，共同打破性別職涯選擇的刻板印象，以更多

元化的性別觀點，為科學科技領域注入更多創新思

維。



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化學領域早在近20年前就針

對女性學者成立了女性小組或社群，高教授與其他

關注女性在數學領域發展的師長們，即試圖從其他

學科領域汲取豐富的相關組織經驗、並參與討論交

流，繼而設置女數學人工作小組。2022年，高教

授及其他學科的女性學者一同籌劃「自然科學女性

學者研討會」內容，她除了向眾人為性別平權的付

出而感謝外，也透過其他領域的作為與回饋建議，

思考往後在數學會中推行相關的女性交流活動。

數學必須走進人群  一如生命美妙綻放

在分工細膩、變化快速的年代，長久下來發展出的

許多基礎科學理論，儼然成為技術應用得以突破的

利器。數學是一切科學的根基，因此數學在跨領域

交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數學理

論及成果要進行應用，跨域合作也不可或缺。高教

授認為，跨域合作之目的是讓不同領域背景的學

者，各自運用本身的專業，解決共同的問題。她以

近年來較蓬勃發展的生物數學為例，它就是使用數

學的工具，建構各類型生物學的模型。

「數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能將複雜的事情用數學

語言簡潔地表達出來，讓你看得更清楚！」高教授

進一步強調。這些數學語言包括模型、符號、方程

式等，而建立起這些語言的邏輯、推論、歸納等基

礎思考概念的訓練，顯得相當重要。因此在談跨領

域之前，必須先將面對科學時耐心追尋真理、不斷

思考的精神，運用在專業以外的學習、引發求知

慾，厚植自身的實力，方能讓知識與技術應用成果

帶得更高、更遠。

臺灣的數學科普推廣自2015年左右，在中研院數

學所李國偉退休研究員、時任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

長的臺大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等大學端教師帶領組織

推動下，逐步萌芽，可說是臺灣數學界走入社會大

眾的關鍵時刻。過去七年多來的各類型活動，除了

數學會籌辦外，也有個人或社群所發起的，如數學

藝術展、314國際數學日(Pi Day)、數學與摺紙研

習會、魔術方塊工作坊、數學魔術、數學音樂劇及

數學博物館等，更不乏相關網路專文與社群平台。

隨著推廣模式愈趨多元，許多關心數學的人也紛紛

走出研究室，加入人群互動的行列。

參與數學會運作的高教授，同樣持續地推廣數學、

以及科學教育。在受訪時，高教授才剛舉辦完

「2022大專學生數學營」，兩天一夜的數學營不

僅安排數學講座，也分組就數學之路上的跨域探

索、未來想像等問題進行討論及思考，給予學生更

多層面的啟發。高教授以此營隊活動為例，說明讓

數學及科學思維向下紮根的深刻意義。她並指出，

數學還有許多可推廣的面向，期待使更多人不僅不

抗拒數學，亦體認到我們周遭的數學是如此巧妙地

存在。

傳遞人本身價值的生命教育，是高教授認為在傳授

專業知識外，格外重要之處。訪談的最後，她藉由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學者邁可 ‧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所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書中一些正

面且必要的道德素養觀點，呼應她一再強調不容忽

視的公民責任教育；而透過這本書，我們亦能看見

以有利弱勢為前提的爭取平等途徑，便是提升女科

學人權益的借鏡。喚起自我的價值，確立自己的方

向，是高教授給予後進的勉勵。不論是投身數學領

域的學生，或即將踏入學術研究的女性，甚至是對

於未來徬徨的人，皆期望能學習重新聆聽自己內心

的聲音，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24Vol.34 No. 4   December 2022｜

教至今便是十餘年。高教授表示，我們在追逐科學

的成就時，也得去思考科學演進所帶來的反效果。

她並舉好萊塢電影為例，科學家缺乏道德意識，將

造成人類巨大的災難；既然身為地球村裡的一份

子，個人應不斷反思及考量世界公民的義務與責

任。

因此，學科的專業僅只是人生當中學習的基本面，

在學習專業之餘，如果能夠因材施教給予學習建

議，幫助不同類型的學生建立正向的態度與自信

心，便進而能突顯「人」本身的價值。從陪伴和關

懷學生、師生彼此交流，體現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全

人教育，高教授認為：「這才是教育工作最有意義

的地方！」

憑著這樣的教育理念，高教授對教育的熱忱似乎大

過於一般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的程度。她心中曾不

免羨慕在研究方面擁有傑出成就的同行，不過她有

位朋友如此比喻：「不是每個人都要寫出像紅樓夢

這樣的鉅作，也要有人寫短篇小說、散文，用自己

最自在的方式去表達自我的生命體會，這是其他人

不能取代的。」使她真正地跳脫了「研究第一」的

迷思，而著眼於兼顧人生當中的其他面向，讓自己

凡事「合乎中道」，維持身心靈的平衡。換個角度

來說，每個人都有各自可發揮的不同潛力，重點在

找到自己的方向。謙遜地自認是一位「沒有什麼傑

出研究」的高教授，變得更樂於教學相長與知識的

推廣。

因為這股力量的驅動下，2011年以前便加入中華

民國數學會擔任理事的高教授，把全人教育的精神

轉化為積極參與推廣數學、並且鼓勵女數學人互動

連結；「忙也要忙得有意義，如果不快樂就不會持

久！」她這麼說。2017年「數學科普委員會」成

立、2020年在國科會自然處鼓勵下設立「女數學

人工作小組」，開始運作時，她都擔任召集人的角

色。而參與及執行這一連串的工作，她也強調有夥

伴一同努力打拼的重要性，並不是單打獨鬥就可以

的。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性別能力並無不同

談到女數學人工作小組，讓高教授回想剛到中原大

學任教時，高教授是應數系極少數的女性教師之

一，當時的中原大學理學院院長、化學系的陳玉惠

教授，以同樣身為女科學人的過來人身份，給予了

一些支持與鼓勵。理工科的女性比例向來較男性低

了不少，然而論起工作內容及工作量，高教授始終

覺得跟男性並沒有什麼不同：「數學圈的女性大多

有種沉浸在科學理論中的安全感。」沒有因為在工

作環境及壓力中身為女性，就特別覺得更好、或者

更不好。

她也進一步提到，在臺灣以女性影像研究與紀錄見

長的王慰慈導演，曾為已故的清大數學系徐道寧退

休教授拍攝《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紀錄片。王導演在片中不斷地請徐教授回顧過往的

執教生涯，是否曾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徐教授總是沒有透露任何的不平埋怨，因為她在那

樣的年代裡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其他事

一概無所謂。」而在王慰慈導演所拍攝的另一部紀

錄片《學數學的女孩們》中，張聖容與金芳蓉兩位

數學女教授對於自身性別為學術生涯所帶來的影

響，看法也與徐教授未特別在意性別差異的觀點相

近。這些例子似乎都能解釋女數學人專注學術與工

作的態度，勝過一切外在的紛擾。

促成數學女力交流  女權提升依舊必要

由整體社會觀點來看，這些前人們其實是從當時的

性別刻板印象中，經過努力與堅持取得一席之地。

隨著時代演進，女權逐步提升，但無論在學術界、

乃至其他行業的職場，兩性在起跑點上總還有些不

平等的地方，一些弭平落差的配套措施也仍有不足

之處。就如結婚組成家庭，高教授便談及自身懷孕

申請留職停薪的經歷，即讓她更能體會到多數職場

上的女性，確實比男性更為辛勞。

因此，即使真正的性別平權是不必特別突顯出性別

落差，在傳統社會觀念還未完全改善之下，若不能

將女性的力量凝聚起來，仍然容易被相對的強勢所

主導。近年來國科會為鼓勵女性從事科學研究，陸

續推動如計畫執行期限可因生產或育兒而彈性延長

之措施，也協助研究中斷數年的女性學者重返學術

工作。高教授認為，國內學術界對女性研究學者所

營造的環境已頗為友善，而「現在的環境是很多人

努力之後的結果！」她這麼強調。

───────────────────────────────

抵達中原大學的那天下午，是陰雨濕冷的天氣，
但一進到高欣欣教授的研究室，高教授熱切的招
呼，完全沖散了那片陰霾。交融出這股暖流的，
是她一路走來對教學的熱情，以及那溫柔而堅毅
的女性力量。
───────────────────────────────

一提到踏入數學領域、從事教職的原因，高教授不

假思索地笑說她「從小就好為人師」，而且相當著

迷於數學。數學是門具規律性、結構性的學問，其

理論及公式散發出一種簡單的美。對高教授而言：

「可以向別人分享數學的好，就是件令人開心的

事！」自清華大學畢業後即赴美、於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取得數學博士學位的高教授，在與

家人討論未來的規劃後，1995年決意返臺投入教

職。

教育不限專業領域  旨在尋找自我價值

一開始在應用數學系開設數值分析等課程的高教

授，近年合聘於商學院，教授商用數學、管理數

學。透過平易近人的語言溝通及教學方式，學生較

容易克服對數學的懼怕，並深刻地瞭解數學是解決

一般社會大眾日常問題的好幫手。除了本科數學以

外，高教授更擴及到通識教育上，響應校方的「全

人教育」理念，在理學院開設「科學與倫理」，一

技女力並壯大臺灣科技人才庫是我國邁向「創新、

包容、永續」之願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科

學與科技是引領並驅動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

力量，國科會長期積極關注女性在科學科技領域發

展的議題。除了持續推動鼓勵女性從事科技研究相

關計畫；今年7月公布放寬友善育兒政策適用對

象，持續建構性別平權與多元包容的科研環境，鼓

勵及支持女性投入科學科技領域，讓科研世界的關

鍵少數，逐漸成為亮眼的成長倍數。

主辦國際會議
促進臺灣卓越科技女力躍升國際舞台

IUPAP於1922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成立，

除了協助全球物理學術研究發展及促進國際物理界

合作等主要任務，IUPAP於1999年成立女性物理

工作小組，旨在調查各國女性參與物理領域的現

況，探究並提出促進女性投入物理領域之建議。

受此鼓舞，台灣物理學會亦於2001年成立物理女

授權轉載│國科會自然處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鼓勵臺灣學研界積極參與國

際學術交流，提高我國科研能見度，臺灣物理學會

在國科會支持下，首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

「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IUPAP)爭

取，即獲得國際會議主辦權，與中央研究院、國立

臺灣大學於10月29至30日共同在臺大博雅館舉辦

「聯合國國際物理學聯合會成立100周年：2022

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100th IUPAP: 2022 

International Joint Symposium of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響應IUPAP成立百

年，除邀請產官學界參與，並有來自美國、日本、

韓國、印度、越南、法國、紐西蘭及丹麥等國不同

領域指標女性代表，以實體或線上多元形式共襄盛

舉，展現國際科技女力。

強化培育科技女力
建構性別平權與多元包容的科研環境

國科會吳政忠主委在開場致詞時指出，強化培育科

臺灣首度主辦國際物理學聯合會會議
科學女力跨國響應

性委員會，積極投入支持女性研究人員的工作。臺

灣物理學會向IUPAP爭取由臺灣主辦國際會議，探

討國際女性參與科學與科技，期能有助於科學與科

技領域職場環境與政策的改善，推廣多元包容的文

化，以吸引更多女性加入，促進臺灣卓越科技女力

躍升國際舞台。

聚焦六大女力－永續力、包容力、領導力、行動
力、競爭力與執行力

本次會議以六大女力為研討主題，包含 (1)永續力-

科學科技的永續女力；(2)包容力-關於包容多樣性

的重要；(3)領導力-女性領導角色觀點；(4)行動力

-國際科學理事在女性研究員議題上的行動方案；

(5)競爭力-年輕女研究生的學術經歷分享；(6)執行

力-友善政策的場域建立。

邀請講者包含擔任學界研究人員、行政主管、科技

業高階主管，分享職場、家庭、社會經驗及政策相

關議題，讓與會者交流多元觀點，也提供女性人才

專業的團體力量支持。此外，藉由本次會議的國際

交流，解析各國推廣女性進入科學界的進展並觀摩

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法，進一步與相關國

家建立互動管道與合作機會，共創多元永續的環

境。

本次研討會同時透過台灣物理學會Youtube頻道線

上直播，歡迎國內外有興趣的民眾、年輕學子踴躍

參與，共同打破性別職涯選擇的刻板印象，以更多

元化的性別觀點，為科學科技領域注入更多創新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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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主要任務，IUPAP於1999年成立女性物理

工作小組，旨在調查各國女性參與物理領域的現

況，探究並提出促進女性投入物理領域之建議。

受此鼓舞，台灣物理學會亦於2001年成立物理女

講，分享行走學術研究及家庭生活之間的「江

湖」。她認為如何取得兩者的平衡是值得思考的問

題，身為女科學人，為職涯打拼時除了「攘外必先

安內」，更重要的是別自我設限，必須每天堅定地

往自己所選擇的方向走。

經由分享研究路上的酸甜苦辣，各領域講者們娓娓

道出女性是如何在這條路當中適度地調適自我，並

爭取自身的權益。臺師大地球科學系的陳卉瑄教授

講述地震研究學者奔波的日常，與自我的成長進

化；中山大學物理系陳易馨助理教授以及臺師大地

球科學系的李悅寧副教授，亦各自談起在物理學、

天文學的學習與研究經歷；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數學組的李瑩英主任則分享人生中如何選擇與取

捨；成大物理系陳宜君教授及清大物理系賴詩萍教

授也以女物理人的角度，回顧一路走來遇到的不平

衡與抉擇。而面對現實環境，女科學人在產業界進

行研發等相關工作，同樣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HP商用筆電研發處的洪維忱專案經理即藉此機會

分享經驗，並勉勵女力們應持續前進。

有關學科教育當中的性別差異，由中山大學教育所

張宇慧助理教授、羅東高中鍾佩玲老師以及無界塾

實驗教育機構張尹譯老師，一同透過廣泛的體制內

外與各級教育體系，審視物理科學當中的現狀。針

對兩性職涯發展的差別，中研院化學所的許昭萍研

究員則藉著分享《Why So Slow? : The Advance-

ment of Women》一書，探討兩性在各種層面的

發展差異，呼應林副主委提到的管漏現象。她也強

調為弭平落差，應自認知上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打

造 非 形 式 上 的 平 等 ， 也 期 許 未 來 能 真 正 邁 向

「EDI」─平等(Equality)、多元(Diversity)、包容

(Inclusion)的學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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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講者包含擔任學界研究人員、行政主管、科技

業高階主管，分享職場、家庭、社會經驗及政策相

關議題，讓與會者交流多元觀點，也提供女性人才

專業的團體力量支持。此外，藉由本次會議的國際

交流，解析各國推廣女性進入科學界的進展並觀摩

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法，進一步與相關國

家建立互動管道與合作機會，共創多元永續的環

境。

本次研討會同時透過台灣物理學會Youtube頻道線

上直播，歡迎國內外有興趣的民眾、年輕學子踴躍

參與，共同打破性別職涯選擇的刻板印象，以更多

元化的性別觀點，為科學科技領域注入更多創新思

維。

林副主委進一步強調，國科會自成立女性工作小組

以來，為鼓勵女性研究人員從事科學工作，除了透

過補助，使女性研究人員於生育後能順利回歸科學

研究工作，也於今年起開放男性研究人員申請育兒

相關補助；在研究方面，國科會持續推動及鼓勵具

性別內涵的科技創新研究。林副主委認為，這一系

列性別政策的推行，旨在讓所有人都擁有走出自己

權利的空間，是「一個長期的體制內外的公民運

動」。

本次研討會中，特別邀請同時身為中研院院士與臺

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的林麗瓊教授演

知名的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蒙 ‧ 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在其著作中，描述她於一場會議上所

看到的一位與會女性：「雖然她明顯比其他人柔弱

許多，但她還是站在台上，握緊拳頭隨時準備出

擊。」這一如當前臺灣自然科學領域的女性，儘管

人數所佔比例較少，但不斷地展現一股股絕不容輕

忽 的 力 量 ！ 國 科 會 自 然 處 於 今 年 1 2 月 舉 辦 的

「2022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以「優

雅立足於職場與生活」為主題，透過近百位與會的

女科學人之間各層面的交流與分享，使科學女力更

加凝聚且緊密。

國科會的林敏聰副主任委員開場即以「驅動性別平

權的科技政策」分享國內現象與相關作為，他指

出 ， 臺 灣 在 2 0 1 9 年 的 女 性 研 究 人 員 占 比 僅 約

22.65%，比起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仍偏低。臺灣科

研女力的「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在經歷10

年的努力下，仍有待突破。這是整體社會主流價值

與文化裡長期的窠臼，因此當務之急得從更根本的

核心價值思考，並尋求學術界結構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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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為弭平落差，應自認知上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打

造 非 形 式 上 的 平 等 ， 也 期 許 未 來 能 真 正 邁 向

「EDI」─平等(Equality)、多元(Diversity)、包容

(Inclusion)的學術環境。

為取得職場與生活的平衡，自身的健康亦要兼顧，

因此會中邀請到了謝佩珍健康管理師，講述現代生

活忙碌所造成的營養不均衡問題，並從食物「質」

與「量」的迷思當中，調整出正常的飲食習慣。除

此之外，同樣關注性別議題的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

院林志潔特聘教授，特別從其法律專長，分享學術

研究及研發成果中法律規範、保護之重要性；在專

利以外的研發資訊，必須考量其秘密性、經濟價值

性、合理保密措施等三要件，以維持研究的核心競

爭力。

不論是會議席間的互動、以及首日晚間「星空夜

談」的熱絡談話氛圍，與會者們彼此都能相互體會

和瞭解走在這條研究路上的心境。一年一度的相聚

扮演著又一股推力，推動往後更多不同層面的合作

與共同扶持，且為提升女性學者權益延續力道、向

下深化，奮力生長的甜美果實必定就在不遠處！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鼓勵臺灣學研界積極參與國

際學術交流，提高我國科研能見度，臺灣物理學會

在國科會支持下，首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

「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IUPAP)爭

取，即獲得國際會議主辦權，與中央研究院、國立

臺灣大學於10月29至30日共同在臺大博雅館舉辦

「聯合國國際物理學聯合會成立100周年：2022

國際女性科學科技聯合研討會(100th IUPAP: 2022 

International Joint Symposium of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響應IUPAP成立百

年，除邀請產官學界參與，並有來自美國、日本、

韓國、印度、越南、法國、紐西蘭及丹麥等國不同

領域指標女性代表，以實體或線上多元形式共襄盛

舉，展現國際科技女力。

強化培育科技女力
建構性別平權與多元包容的科研環境

國科會吳政忠主委在開場致詞時指出，強化培育科

性委員會，積極投入支持女性研究人員的工作。臺

灣物理學會向IUPAP爭取由臺灣主辦國際會議，探

討國際女性參與科學與科技，期能有助於科學與科

技領域職場環境與政策的改善，推廣多元包容的文

化，以吸引更多女性加入，促進臺灣卓越科技女力

躍升國際舞台。

聚焦六大女力－永續力、包容力、領導力、行動
力、競爭力與執行力

本次會議以六大女力為研討主題，包含 (1)永續力-

科學科技的永續女力；(2)包容力-關於包容多樣性

的重要；(3)領導力-女性領導角色觀點；(4)行動力

-國際科學理事在女性研究員議題上的行動方案；

(5)競爭力-年輕女研究生的學術經歷分享；(6)執行

力-友善政策的場域建立。

邀請講者包含擔任學界研究人員、行政主管、科技

業高階主管，分享職場、家庭、社會經驗及政策相

關議題，讓與會者交流多元觀點，也提供女性人才

專業的團體力量支持。此外，藉由本次會議的國際

交流，解析各國推廣女性進入科學界的進展並觀摩

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法，進一步與相關國

家建立互動管道與合作機會，共創多元永續的環

境。

本次研討會同時透過台灣物理學會Youtube頻道線

上直播，歡迎國內外有興趣的民眾、年輕學子踴躍

參與，共同打破性別職涯選擇的刻板印象，以更多

元化的性別觀點，為科學科技領域注入更多創新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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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主委進一步強調，國科會自成立女性工作小組

以來，為鼓勵女性研究人員從事科學工作，除了透

過補助，使女性研究人員於生育後能順利回歸科學

研究工作，也於今年起開放男性研究人員申請育兒

相關補助；在研究方面，國科會持續推動及鼓勵具

性別內涵的科技創新研究。林副主委認為，這一系

列性別政策的推行，旨在讓所有人都擁有走出自己

權利的空間，是「一個長期的體制內外的公民運

動」。

本次研討會中，特別邀請同時身為中研院院士與臺

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的林麗瓊教授演

撰稿│趙揚光 (科學推展中心編輯部)

知名的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蒙 ‧ 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在其著作中，描述她於一場會議上所

看到的一位與會女性：「雖然她明顯比其他人柔弱

許多，但她還是站在台上，握緊拳頭隨時準備出

擊。」這一如當前臺灣自然科學領域的女性，儘管

人數所佔比例較少，但不斷地展現一股股絕不容輕

忽 的 力 量 ！ 國 科 會 自 然 處 於 今 年 1 2 月 舉 辦 的

「2022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以「優

雅立足於職場與生活」為主題，透過近百位與會的

女科學人之間各層面的交流與分享，使科學女力更

加凝聚且緊密。

國科會的林敏聰副主任委員開場即以「驅動性別平

權的科技政策」分享國內現象與相關作為，他指

出 ， 臺 灣 在 2 0 1 9 年 的 女 性 研 究 人 員 占 比 僅 約

22.65%，比起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仍偏低。臺灣科

研女力的「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在經歷10

年的努力下，仍有待突破。這是整體社會主流價值

與文化裡長期的窠臼，因此當務之急得從更根本的

核心價值思考，並尋求學術界結構上的改變。

優雅立足於職場與生活─
2022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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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分享行走學術研究及家庭生活之間的「江

湖」。她認為如何取得兩者的平衡是值得思考的問

題，身為女科學人，為職涯打拼時除了「攘外必先

安內」，更重要的是別自我設限，必須每天堅定地

往自己所選擇的方向走。

經由分享研究路上的酸甜苦辣，各領域講者們娓娓

道出女性是如何在這條路當中適度地調適自我，並

爭取自身的權益。臺師大地球科學系的陳卉瑄教授

講述地震研究學者奔波的日常，與自我的成長進

化；中山大學物理系陳易馨助理教授以及臺師大地

球科學系的李悅寧副教授，亦各自談起在物理學、

天文學的學習與研究經歷；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數學組的李瑩英主任則分享人生中如何選擇與取

捨；成大物理系陳宜君教授及清大物理系賴詩萍教

授也以女物理人的角度，回顧一路走來遇到的不平

衡與抉擇。而面對現實環境，女科學人在產業界進

行研發等相關工作，同樣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HP商用筆電研發處的洪維忱專案經理即藉此機會

分享經驗，並勉勵女力們應持續前進。

有關學科教育當中的性別差異，由中山大學教育所

張宇慧助理教授、羅東高中鍾佩玲老師以及無界塾

實驗教育機構張尹譯老師，一同透過廣泛的體制內

外與各級教育體系，審視物理科學當中的現狀。針

對兩性職涯發展的差別，中研院化學所的許昭萍研

究員則藉著分享《Why So Slow? : The Advance-

ment of Women》一書，探討兩性在各種層面的

發展差異，呼應林副主委提到的管漏現象。她也強

調為弭平落差，應自認知上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打

造 非 形 式 上 的 平 等 ， 也 期 許 未 來 能 真 正 邁 向

「EDI」─平等(Equality)、多元(Diversity)、包容

(Inclusion)的學術環境。

為取得職場與生活的平衡，自身的健康亦要兼顧，

因此會中邀請到了謝佩珍健康管理師，講述現代生

活忙碌所造成的營養不均衡問題，並從食物「質」

與「量」的迷思當中，調整出正常的飲食習慣。除

此之外，同樣關注性別議題的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

院林志潔特聘教授，特別從其法律專長，分享學術

研究及研發成果中法律規範、保護之重要性；在專

利以外的研發資訊，必須考量其秘密性、經濟價值

性、合理保密措施等三要件，以維持研究的核心競

爭力。

不論是會議席間的互動、以及首日晚間「星空夜

談」的熱絡談話氛圍，與會者們彼此都能相互體會

和瞭解走在這條研究路上的心境。一年一度的相聚

扮演著又一股推力，推動往後更多不同層面的合作

與共同扶持，且為提升女性學者權益延續力道、向

下深化，奮力生長的甜美果實必定就在不遠處！

林副主委進一步強調，國科會自成立女性工作小組

以來，為鼓勵女性研究人員從事科學工作，除了透

過補助，使女性研究人員於生育後能順利回歸科學

研究工作，也於今年起開放男性研究人員申請育兒

相關補助；在研究方面，國科會持續推動及鼓勵具

性別內涵的科技創新研究。林副主委認為，這一系

列性別政策的推行，旨在讓所有人都擁有走出自己

權利的空間，是「一個長期的體制內外的公民運

動」。

本次研討會中，特別邀請同時身為中研院院士與臺

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的林麗瓊教授演

知名的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蒙 ‧ 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在其著作中，描述她於一場會議上所

看到的一位與會女性：「雖然她明顯比其他人柔弱

許多，但她還是站在台上，握緊拳頭隨時準備出

擊。」這一如當前臺灣自然科學領域的女性，儘管

人數所佔比例較少，但不斷地展現一股股絕不容輕

忽 的 力 量 ！ 國 科 會 自 然 處 於 今 年 1 2 月 舉 辦 的

「2022自然科學領域女性學者研討會」，以「優

雅立足於職場與生活」為主題，透過近百位與會的

女科學人之間各層面的交流與分享，使科學女力更

加凝聚且緊密。

國科會的林敏聰副主任委員開場即以「驅動性別平

權的科技政策」分享國內現象與相關作為，他指

出 ， 臺 灣 在 2 0 1 9 年 的 女 性 研 究 人 員 占 比 僅 約

22.65%，比起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仍偏低。臺灣科

研女力的「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在經歷10

年的努力下，仍有待突破。這是整體社會主流價值

與文化裡長期的窠臼，因此當務之急得從更根本的

核心價值思考，並尋求學術界結構上的改變。



───────────────────────────────

「我不是喜歡回頭的人！」這似乎代表中央大學太
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林映岑的人生寫照。笑
稱自己不是世人眼中的資優生，所以身段放的軟，
也不會錯失任何可以嘗試的機會。這一路走來，就
像做實驗一樣，一旦提出質疑後，不管事情有多
難，她總會竭盡全力達成目標，這樣的堅持，讓她
從電機系一路走到太空夢的世界，更成為全台第一
個在南極工作超過一年的女科學家。
───────────────────────────────

在靜謐無聲的極地裡，追逐著與太空接軌。因為一

個契機，她擁有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多分校合作

到南極的機會，當時已接獲中央大學聘書，卡在要

勇敢踏進南極探險，或選擇穩定生活的教職缺，還

好中央大學體諒，願意等她一年時間，也蘊養了更

為寬廣的人生觀，這些養份讓她能自由地開拓學子

的視野。

當時在南極負責是運用光學雷達，探測鐵和鈉原子

在高層大氣的密度、分布，藉由中性沒有電離的大

氣層變化，以觀測太空動態。她笑稱大家以為她是

光學專家，其實在這之前她惡補了許多相關知識，

尤其南極的兩套設備都是專屬於極地，常常都要抱

著艱澀的操作手冊反覆查閱，在永夜的時刻，她更

會反覆的在腦海模擬演練，好完美的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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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臺灣首位赴南極進行研究的女科學家林映岑助理教授

領域研究─人物專訪

與太空接軌的冒險王
林映岑永不輕言放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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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映岑在與世隔絕的南極待了54個星期，在周圍

只有企鵝相伴的冷冽環境中，她遇到許多「怪

咖」，這些被稱之為怪咖的極地工作者，都擁有自

由而不安定的靈魂，常常帶著兩咖皮箱就可以移動

到全世界，他們不被世俗的成家立業框定在某個地

域內，這些經歷讓她迎來了人生最強烈的一場風

暴，檢視自己人生後，她回國後就剪了一頭俐落短

髮，更加決定要勇敢「做自己」。

不怕嘗試走錯路　從電機系一路走向太空世界

提起小時候因為閱讀了《小百科》而燃起對天文的

興趣，直到在高雄女中遇到生命中的貴人─地球科

學學科中心的蔡靜誼老師，讓她對研究方法與態度

紮下最好的基礎，蔡老師一句「不一定要把自己最

喜歡的事情當成工作」，也讓她優先選擇了交大電

機系，但一路走來，她強調「自己想要什麼，就要

勇敢去追求，千萬不要因為害怕而裹足不前」，就

是這份執著讓她一路走到原本的太空夢。

林映岑專長是衛星通訊，聊到現在正在進行的研

究，大部分都是帶著學生一起進行，她提到有運用

數值模型模擬太空環境，或是藉由現場可程式化邏

輯閘陣列進行軟體定義無線電的開發。她與團隊開

發出的MSDR將一般的SDR平台變更小，也更適合

於太空環境生存，好放置在立方衛星上實踐訊號收

發。另個則是國科會的計畫，目前專攻機器學習也

就是人工智慧，分成兩大區塊，一部分與太空天氣

相關，好校正GPS定位；另一部分是因為地面環境

會影響接收訊號品質，所以要模擬路徑訊號，以應

用到模擬GPS訊號，透過模擬將訊號複雜化，讓接

收器接收，並利用機器學習辨識地形造成定位的影

響，這些研究也貫徹著她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問起身為女性科學家的她，是否有遇到不友善的環

境？她笑著表示，因為是理工科背景，周圍其實都

是男性，並未感受到有所謂不同的對待，但坦言這

是幸也是不幸，因為她無法代表女性學者去回答這

個問題，也憂慮是否沒注意到女性學者可能會面臨

的問題。而她在美國的女性科學家研討會上，則是

聽到一些前輩，因為家庭生活而無法兼顧研究，甚

至就連研討會都可能無法參與，這些相關議題其實

都需要去推廣，她強調「弱勢容易被忽視」，也希

望藉由探討這些議題或是差異性，讓大家能重視各

個族群的需求，也希望自己能成為弱勢團體的盟

友。

她鼓勵想成為科學家的人，要多去參加國外研討會

或是參與國科會的計畫，尤其現在是跨領域的時

代，要多去嘗試各方面的可能性，尤其在遇到想要

了解的議題或是新技術，要積極大膽且厚臉皮的去

追尋答案，這也是她一直以來的初衷，「堅持自己

的信念!」她也希望能培養出對太空有熱忱的新

血，多培養一些「瘋狂的人」，讓學界能迎來更蓬

勃的發展。

「幹得好！林西西。」話終，她忍不住靦腆笑稱

「這樣說是不是太自大？」指著研究室的牆壁，強

調「這面牆都是我親手漆的」，微翹的嘴角和自信

的神情，讓全台第一位在南極工作的她，顯得十分

耀眼。猶如初春草地萌發青芽的青綠色牆壁，象徵

著春天的希望，映襯著她眼裡的光芒，南極行讓她

的生命儼然擁有了「死而無憾」的資格，也讓人更

加期待她下一場的「奇幻之旅」。



───────────────────────────────

「我不是喜歡回頭的人！」這似乎代表中央大學太
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林映岑的人生寫照。笑
稱自己不是世人眼中的資優生，所以身段放的軟，
也不會錯失任何可以嘗試的機會。這一路走來，就
像做實驗一樣，一旦提出質疑後，不管事情有多
難，她總會竭盡全力達成目標，這樣的堅持，讓她
從電機系一路走到太空夢的世界，更成為全台第一
個在南極工作超過一年的女科學家。
───────────────────────────────

在靜謐無聲的極地裡，追逐著與太空接軌。因為一

個契機，她擁有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多分校合作

到南極的機會，當時已接獲中央大學聘書，卡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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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連研討會都可能無法參與，這些相關議題其實

都需要去推廣，她強調「弱勢容易被忽視」，也希

望藉由探討這些議題或是差異性，讓大家能重視各

個族群的需求，也希望自己能成為弱勢團體的盟

友。

她鼓勵想成為科學家的人，要多去參加國外研討會

或是參與國科會的計畫，尤其現在是跨領域的時

代，要多去嘗試各方面的可能性，尤其在遇到想要

了解的議題或是新技術，要積極大膽且厚臉皮的去

追尋答案，這也是她一直以來的初衷，「堅持自己

的信念!」她也希望能培養出對太空有熱忱的新

血，多培養一些「瘋狂的人」，讓學界能迎來更蓬

勃的發展。

「幹得好！林西西。」話終，她忍不住靦腆笑稱

「這樣說是不是太自大？」指著研究室的牆壁，強

調「這面牆都是我親手漆的」，微翹的嘴角和自信

的神情，讓全台第一位在南極工作的她，顯得十分

耀眼。猶如初春草地萌發青芽的青綠色牆壁，象徵

著春天的希望，映襯著她眼裡的光芒，南極行讓她

的生命儼然擁有了「死而無憾」的資格，也讓人更

加期待她下一場的「奇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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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甲烷(CH4)。而為了更加提升二氧化碳還原表

現，陳俊維教授與陳家俊教授團隊利用傳統的熱

注射法(hot-injection method)將磁性元素錳

(Manganese, Mn)摻雜入鈣鈦礦CsPbBr3奈米板

中 ， 經 由 太 陽 光 激 發 後 ， 得 到 自 旋 極 化 電 子

(spin-polarized electrons)來提升還原反應產

率 (如圖2.)。

透過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產物CO及

CH4，發現確實能有效提升二氧化碳光催化反應產

率(如圖3.)。

為了再進一步提升二氧化碳還原產率，研究團隊在

系統中利用永久磁鐵作為外部磁場(300 mT)，來

增強錳摻雜CsPbBr3奈米板之電子自旋極化，在不

需要額外電源下，達到更高的還原產率，並同時發

現這種新型材料在外部磁場下依然保有著穩定的光

催化產率與重現率(如圖4.)。

提升還原產率的機制

最後，讓我們回顧整個研究團隊的設計。首先，錳

離子摻雜使鹵化物鈣鈦礦半導體的價帶(valence 

band, VB)與導帶(conduction band, CB)獲得自旋

極化電子帶(spin-polarized bands)。接著施加

外部磁場，根據塞曼效應(Zeeman effect)，

Mn-CsPbBr3的能帶出現分裂，增強了電子自旋極

化，進一步抑制了載流子重組率，使更多的載流子

能參與二氧化碳還原反應，進而有效提升光催化二

氧化碳還原產率(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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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爆炸性地成長、生活型態的改變，發展綠色能

源迫在眉睫，其中利用太陽光催化的二氧化碳還原

反應，趨緩全球暖化及再生能源兩大挑戰。國立臺

灣大學分子科學技術國際學程暨材料系特聘教授陳

俊維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研究講座教授陳家

俊所帶領的研究團隊，近期發現利用自旋極化

(Spin-Polarized)電子可大幅提高還原產率，為綠

色產業另闢新路！

再生能源與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近年來，利用太陽光直接驅動的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逐漸受到重視，這種類似於自然界中光合作用的反

應，其可將二氧化碳還原成附加價值高的碳氫化合

物(例如甲烷)，一方面可以減少現代工業持續製造

的二氧化碳，另一方面亦可將還原產物作為太陽能

燃料，以發展綠色能源。不過用太陽光直接驅動的

還原效率遠遠不及實際應用所需，其中牽涉到光捕

捉效率、二氧化碳吸附與產物脫附能力、光生載流

子(photogenerated carriers)分離與傳輸效能，以

及氧化還原反應本身的效率及產率。所以在材料科

學研究中，急迫地想開發新的材料與技術來提升光

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產率。國立臺灣大學分子科

學技術國際學程暨材料系特聘教授陳俊維與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研究講座教授陳家俊所帶領的研

究團隊也投入了研發新型材料，並結合量子科技來

大幅提升還原反應產率。

錳摻雜(Mn-Doped)的鹵化物鈣鈦礦(Halide
Perovskite)半導體

鹵化物鈣鈦礦(halide perovskite)半導體是一種新

興的光電材料，具備製備簡單、成本低、吸光

(optical absorption)效率好、較長的載流子壽命

(carrier lifetime)與眾多優異光電特性，使其很適合

應用在太陽能電池(solar cells)與發光二極體(LED)。

此外，在先前的研究中，鹵化物鈣鈦礦也可以做為

光催化劑有效地將二氧化碳還原成一氧化碳(CO)

領域研究─成果亮點

撰稿│許芷辰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利用量子自旋方法
提升太陽光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圖1│透過外加磁場，使錳摻雜之CsPbBr3奈米板的電子
自旋極化增強，並提升光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CO2RR)
產率。                  (陳俊維特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與甲烷(CH4)。而為了更加提升二氧化碳還原表

現，陳俊維教授與陳家俊教授團隊利用傳統的熱

注射法(hot-injection method)將磁性元素錳

(Manganese, Mn)摻雜入鈣鈦礦CsPbBr3奈米板

中 ， 經 由 太 陽 光 激 發 後 ， 得 到 自 旋 極 化 電 子

(spin-polarized electrons)來提升還原反應產

率 (如圖2.)。

透過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產物CO及

CH4，發現確實能有效提升二氧化碳光催化反應產

率(如圖3.)。

為了再進一步提升二氧化碳還原產率，研究團隊在

系統中利用永久磁鐵作為外部磁場(300 mT)，來

增強錳摻雜CsPbBr3奈米板之電子自旋極化，在不

需要額外電源下，達到更高的還原產率，並同時發

現這種新型材料在外部磁場下依然保有著穩定的光

催化產率與重現率(如圖4.)。

提升還原產率的機制

最後，讓我們回顧整個研究團隊的設計。首先，錳

離子摻雜使鹵化物鈣鈦礦半導體的價帶(valence 

band, VB)與導帶(conduction band, CB)獲得自旋

極化電子帶(spin-polarized bands)。接著施加

外部磁場，根據塞曼效應(Zeeman effect)，

Mn-CsPbBr3的能帶出現分裂，增強了電子自旋極

化，進一步抑制了載流子重組率，使更多的載流子

能參與二氧化碳還原反應，進而有效提升光催化二

氧化碳還原產率(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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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實驗採用反溶劑蒸氣輔助結晶法（antisolvent 

vapor assisted crystallization method）來合成

二維Cs2Pb(SCN)2Br2鈣鈦礦單晶，其中Pb(SCN)2

前驅物需要四倍以上是關鍵，這才能完全抑制三維

CsPbBr3的形成。此二維單晶結構在450K以上會

形成一階可逆相變，即轉變成三維CsPbBr3。這是

由於Pb–Br–Pb對位形成，驅動了SCN–在450K以

上時離開，形成更穩定的三維CsPbBr3，但溫度降

回250K時，SCN–則會返回破壞Pb–Br–Pb對位，

重新形成二維Pb(SCN)2Br2，因此二維結構與此溫

度範圍下較三維結構穩定，此項研究對於未來基於

X位陰離子的「二維」鈣鈦礦材料無疑是提供了一

重要資訊。

用高莫耳分率的Pb(SCN)2來合成標的物，需要使

用四倍Pb(SCN)2以確保形成Cs2Pb(SCN)2Br2。

如果Pb(SCN)2/CsBr比率小於2，樣品中就參雜

著部份三維CsPbBr3的形成。由於圖2d.中可見，

在 15.2°, 23.1°, 30.4°, 37.6°時XRD的峰值隨著

P b ( S C N ) 2 / C s B r 比 率 減 小 而 增 加 ， 這 是 由 於

Cs2Pb(SCN)2Br2RP晶體結構中的SCN陰離子因

為 排 列 不 穩 定 而 被 B r 陰 離 子 取 代 ， 而 形 成 了

CsPbBr3。

接著，圖3a.及圖3b.展示了二維Cs2Pb(SCN)2Br2

在450K具有一階可逆轉的相轉變行為，會形成三

維CsPbBr 3，在此溫度下CsPbBr 3是立方晶系

Pm3m結構，而不是室溫下觀察到的正交晶系

Pmmn結構。在圖3b.的DSC圖中，顯示出加熱和

冷卻循環，內熱及外熱都有一個尖銳的峰值。圖

3c.的溫度拉曼光譜中，在250K- 500K間，2034和

2082cm-1特徵峰值分別對應了SCN–中C≡N的自由

及螯合拉伸頻率，當溫度在450K以上時，C≡N拉

伸成了一個寬峰，表示於系統中的不穩定存在，證

明了於此溫度下三維CsPbBr3結構為一較穩定的存

在。

圖4│錳摻雜之CsPbBr3奈米板展現穩定光催化產率且可重
現於各循環中。 (陳俊維特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2│透過摻雜磁性元素錳到鈣鈦礦CsPbBr3中來獲得自旋
極化電子。 (陳俊維特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5│圖解錳參雜之CsPbBr3奈米板促進光催化反應機制。        
(陳俊維特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3│錳摻雜之CsPbBr3奈米板有較佳還原反應(CO與CH4)
產率。 (陳俊維特聘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人口爆炸性地成長、生活型態的改變，發展綠色能

源迫在眉睫，其中利用太陽光催化的二氧化碳還原

反應，趨緩全球暖化及再生能源兩大挑戰。國立臺

灣大學分子科學技術國際學程暨材料系特聘教授陳

俊維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研究講座教授陳家

俊所帶領的研究團隊，近期發現利用自旋極化

(Spin-Polarized)電子可大幅提高還原產率，為綠

色產業另闢新路！

再生能源與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近年來，利用太陽光直接驅動的二氧化碳還原反應

逐漸受到重視，這種類似於自然界中光合作用的反

應，其可將二氧化碳還原成附加價值高的碳氫化合

物(例如甲烷)，一方面可以減少現代工業持續製造

的二氧化碳，另一方面亦可將還原產物作為太陽能

燃料，以發展綠色能源。不過用太陽光直接驅動的

還原效率遠遠不及實際應用所需，其中牽涉到光捕

捉效率、二氧化碳吸附與產物脫附能力、光生載流

子(photogenerated carriers)分離與傳輸效能，以

及氧化還原反應本身的效率及產率。所以在材料科

學研究中，急迫地想開發新的材料與技術來提升光

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產率。國立臺灣大學分子科

學技術國際學程暨材料系特聘教授陳俊維與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研究講座教授陳家俊所帶領的研

究團隊也投入了研發新型材料，並結合量子科技來

大幅提升還原反應產率。

錳摻雜(Mn-Doped)的鹵化物鈣鈦礦(Halide
Perovskite)半導體

鹵化物鈣鈦礦(halide perovskite)半導體是一種新

興的光電材料，具備製備簡單、成本低、吸光

(optical absorption)效率好、較長的載流子壽命

(carrier lifetime)與眾多優異光電特性，使其很適合

應用在太陽能電池(solar cells)與發光二極體(LED)。

此外，在先前的研究中，鹵化物鈣鈦礦也可以做為

光催化劑有效地將二氧化碳還原成一氧化碳(CO)

基於ABX3形式的三維金屬鹵化物鈣鈦礦光電材

料，已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體、場效電晶體

（FETs）等應用中，展現出驚人的效能與潛能，而

利用A位陽離子及X位陰離子來調整化合物的晶格

間距，使之成為具有較低維的結構，如二維/三維

（亦稱準二維）、二維等，更是大大拓展了此類新

興材料的應用範疇。

目前常見的準二維Ruddlesden-Popper（RP）鹵化

鉛鈣鈦礦材料的通式為An+1BnX3n+1 (n=1, 2, …)，

此化合物具高穩定性、量子約束效應與可調整的光

電特性等優勢。此類層狀RP鈣鈦礦材料，A位陽離

子一般是長鏈絕緣有機化合物，由於其造成的載流

子空間限制及鈣鈦礦的堆疊，導致其激子結合能可

比三維結構的結合能大十倍以上。

而目前於文獻中只有少數基於X位陰離子位點的二

維鈣鈦礦材料被報導，如二維擬鹵化物鈣鈦礦材料

(CH3NH3)2Pb(SCN)2I2，其單晶結構顯示SCN陰離

子（SCN–）佔據鹵化鉛八面體的垂直原子座標軸

向，由於SCN陰離子的不對稱電子結構與幾何形

狀，形成了二維[Pb(I)4(SCN)2]八面體框架；另一

種則是二維全無機Cs2PbI2Cl2，其單晶結構顯示 I

離子扮演類似SCN陰離子的角色，形成了二維

[Pb(Cl)4(I)2]八面體框架。由於A位有機胺陽離子

CH3NH3在潮濕、高溫及光照下是不穩定的，於是

Cs成為A位陽離子首選。臺大化工系闕居振副教授

研究團隊在此次實驗中，首次成功合成了二維無機

陽離子擬鹵化物Cs2Pb(SCN)2Br2單晶，並且發現其

在室溫下具有良好的結構穩定性，可取代三維

CsPbBr3的形成。

圖1a.展示的其單晶結構中的分層[Pb(SCN)2Br2]n
-2n

平面，為以Br為共享角的八面體[Pb(SCN)2Br2]-4所

構成，整體形成一個標準的單層Cs2Pb(SCN)2Br2RP

結構。

在此實驗中，發現到此類二維Cs2Pb(SCN)2Br2需使



與甲烷(CH4)。而為了更加提升二氧化碳還原表

現，陳俊維教授與陳家俊教授團隊利用傳統的熱

注射法(hot-injection method)將磁性元素錳

(Manganese, Mn)摻雜入鈣鈦礦CsPbBr3奈米板

中 ， 經 由 太 陽 光 激 發 後 ， 得 到 自 旋 極 化 電 子

(spin-polarized electrons)來提升還原反應產

率 (如圖2.)。

透過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產物CO及

CH4，發現確實能有效提升二氧化碳光催化反應產

率(如圖3.)。

為了再進一步提升二氧化碳還原產率，研究團隊在

系統中利用永久磁鐵作為外部磁場(300 mT)，來

增強錳摻雜CsPbBr3奈米板之電子自旋極化，在不

需要額外電源下，達到更高的還原產率，並同時發

現這種新型材料在外部磁場下依然保有著穩定的光

催化產率與重現率(如圖4.)。

提升還原產率的機制

最後，讓我們回顧整個研究團隊的設計。首先，錳

離子摻雜使鹵化物鈣鈦礦半導體的價帶(valence 

band, VB)與導帶(conduction band, CB)獲得自旋

極化電子帶(spin-polarized bands)。接著施加

外部磁場，根據塞曼效應(Zeeman effect)，

Mn-CsPbBr3的能帶出現分裂，增強了電子自旋極

化，進一步抑制了載流子重組率，使更多的載流子

能參與二氧化碳還原反應，進而有效提升光催化二

氧化碳還原產率(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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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實驗採用反溶劑蒸氣輔助結晶法（antisolvent 

vapor assisted crystallization method）來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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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Pb–Br–Pb對位形成，驅動了SCN–在450K以

上時離開，形成更穩定的三維CsPbBr3，但溫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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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形成二維Pb(SCN)2Br2，因此二維結構與此溫

度範圍下較三維結構穩定，此項研究對於未來基於

X位陰離子的「二維」鈣鈦礦材料無疑是提供了一

重要資訊。

用高莫耳分率的Pb(SCN)2來合成標的物，需要使

用四倍Pb(SCN)2以確保形成Cs2Pb(SCN)2Br2。

如果Pb(SCN)2/CsBr比率小於2，樣品中就參雜

著部份三維CsPbBr3的形成。由於圖2d.中可見，

在 15.2°, 23.1°, 30.4°, 37.6°時XRD的峰值隨著

P b ( S C N ) 2 / C s B r 比 率 減 小 而 增 加 ， 這 是 由 於

Cs2Pb(SCN)2Br2RP晶體結構中的SCN陰離子因

為 排 列 不 穩 定 而 被 B r 陰 離 子 取 代 ， 而 形 成 了

CsPbBr3。

接著，圖3a.及圖3b.展示了二維Cs2Pb(SCN)2Br2

在450K具有一階可逆轉的相轉變行為，會形成三

維CsPbBr 3，在此溫度下CsPbBr 3是立方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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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循環，內熱及外熱都有一個尖銳的峰值。圖

3c.的溫度拉曼光譜中，在250K- 500K間，2034和

2082cm-1特徵峰值分別對應了SCN–中C≡N的自由

及螯合拉伸頻率，當溫度在450K以上時，C≡N拉

伸成了一個寬峰，表示於系統中的不穩定存在，證

明了於此溫度下三維CsPbBr3結構為一較穩定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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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甲烷)，一方面可以減少現代工業持續製造

的二氧化碳，另一方面亦可將還原產物作為太陽能

燃料，以發展綠色能源。不過用太陽光直接驅動的

還原效率遠遠不及實際應用所需，其中牽涉到光捕

捉效率、二氧化碳吸附與產物脫附能力、光生載流

子(photogenerated carriers)分離與傳輸效能，以

及氧化還原反應本身的效率及產率。所以在材料科

學研究中，急迫地想開發新的材料與技術來提升光

催化二氧化碳還原反應產率。國立臺灣大學分子科

學技術國際學程暨材料系特聘教授陳俊維與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研究講座教授陳家俊所帶領的研

究團隊也投入了研發新型材料，並結合量子科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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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的光電材料，具備製備簡單、成本低、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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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lifetime)與眾多優異光電特性，使其很適合

應用在太陽能電池(solar cells)與發光二極體(LED)。

此外，在先前的研究中，鹵化物鈣鈦礦也可以做為

光催化劑有效地將二氧化碳還原成一氧化碳(CO)

基於ABX3形式的三維金屬鹵化物鈣鈦礦光電材

料，已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體、場效電晶體

（FETs）等應用中，展現出驚人的效能與潛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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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化合物具高穩定性、量子約束效應與可調整的光

電特性等優勢。此類層狀RP鈣鈦礦材料，A位陽離

子一般是長鏈絕緣有機化合物，由於其造成的載流

子空間限制及鈣鈦礦的堆疊，導致其激子結合能可

比三維結構的結合能大十倍以上。

而目前於文獻中只有少數基於X位陰離子位點的二

維鈣鈦礦材料被報導，如二維擬鹵化物鈣鈦礦材料

(CH3NH3)2Pb(SCN)2I2，其單晶結構顯示SCN陰離

子（SCN–）佔據鹵化鉛八面體的垂直原子座標軸

向，由於SCN陰離子的不對稱電子結構與幾何形

狀，形成了二維[Pb(I)4(SCN)2]八面體框架；另一

種則是二維全無機Cs2PbI2Cl2，其單晶結構顯示 I

離子扮演類似SCN陰離子的角色，形成了二維

[Pb(Cl)4(I)2]八面體框架。由於A位有機胺陽離子

CH3NH3在潮濕、高溫及光照下是不穩定的，於是

Cs成為A位陽離子首選。臺大化工系闕居振副教授

研究團隊在此次實驗中，首次成功合成了二維無機

陽離子擬鹵化物Cs2Pb(SCN)2Br2單晶，並且發現其

在室溫下具有良好的結構穩定性，可取代三維

CsPbBr3的形成。

圖1a.展示的其單晶結構中的分層[Pb(SCN)2Br2]n
-2n

平面，為以Br為共享角的八面體[Pb(SCN)2Br2]-4所

構成，整體形成一個標準的單層Cs2Pb(SCN)2Br2RP

結構。

在此實驗中，發現到此類二維Cs2Pb(SCN)2Br2需使

二維無機陽離子擬鹵化物
CS2PB(SCN)2BR2鈣鈦礦單晶

撰稿│鄭淳澧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圖1│a.為結構示意圖，橘色框部分為Cs2Pb(SCN)2Br2單元格；b.為HRTEM下表面形貌及Cs2Pb(SCN)2Br2單晶延[1,-1,0]方向的FFT電子繞
射圖。　　　　　　　　　　　　　　　　　　　　　　　　　　　　　　　　　　　　　　　　　(闕居振副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fishery-dependent data）[註2]）來估計。舉

例來說，當漁船撈起了一網秋刀魚時，船長會記錄

漁撈的資訊，而從船家交給漁政單位的漁撈日誌

（logbooks）中，知道「每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per-unit-effort，CPUE），即該網的秋

刀魚漁獲尾數或重量。從這些資料可以計算出秋刀

魚在該海域的豐度指標，甚至推估出真實魚群的數

量。不過，CPUE並不是那麼地準確，可能會因為

漁撈的方式不同、漁船的行為改變，抑或是船長的

經驗而有所不同，常會有採樣的誤差。

為了解決此問題，近日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生

許蓁、張以杰副教授，以及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

（NOAA）太平洋島嶼漁業科學中心Nicholas D. 

Ducharme-Barth博士的國際合作團隊使用了臺灣

的秋刀魚漁業資料，發展了估計魚類豐度指標的研

究方式。他們以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s；GLMMs）來分析五種不

同類型的空間處理方式：目視法（Ad hoc）、二

元 遞 迴 分 法 （ B i n a r y ） 、 空 間 集 群 分 析 法

（Spatial clustering）和向量自迴歸時空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ve Spatio-Temporal，VAST）。

圖2.分別使用了上述五種空間處理方法，來處理臺

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

此外，他們以電腦來模擬在已知魚類豐度指標的情況

下，五種空間處理方式用隨機（random sampling）

或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preferential sampling）

的優劣。圖3.左側模擬了秋刀魚的真實空間分布；

倘若使用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的情況，漁船便會

傾向在高密度的海域作業（見右下方，紅點為高豐

度區）。

無論是實際的漁業資料或是電腦模擬，研究皆顯示

透過VAST的方式偏差值（RMSE）最小、誤差

（bias）也最少（趨近於數值1，即代表沒有偏

差）；換句話說，VAST能夠更準確地估計秋刀魚

的豐度（見圖4.）。

僅管本研究以臺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為例，但其研

究成果及方法可以拓展運用於其他漁業的魚類豐度

指標計算；他們更不吝於GitHub平台[註3]分享診

斷分析工具探討GLMM模型中各項效應對於校正

前後魚類豐度指標的年間變動之影響（influence 

analysis）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未來，我們便能

以更為準確的方式來推估魚類豐度指標，大大貢獻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註1│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1132294
註2│另一種為「漁業獨立型」（fishery-independent 
data）。前者自漁業撈捕本身獲得，後者則和商業漁撈活
動無關。
註3│https://github.com/jhenhsuNTU/spatial.treatment.
influ.analysis.manuscript

論及魚類的生物多樣性，我們常聽到「豐富度」；

不 過 ， 該 詞 實 際 上 包 含 了 「 r i c h n e s s 」 以 及

「abundance」兩個不同的英文單字。前者指的

是該海域所有的物種數目，即該海域到底有多少種

類的魚類。後者指的則是這些物種中某一個物種的

數量。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個海域看到非

常大量的魚類，我們就會稱其魚類的「abundance」

很高；反之，如果在一個海域每種魚類可能只看到

十來隻，那它的abundance則不高。

「魚類豐度指標」（fish abundance index）是

計算魚類的豐度（abundance）的重要概念。過

去通常使用商業漁業捕撈（以秋刀魚漁業為例，

如圖1.）時所獲得的資料，（「漁業依賴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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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實驗採用反溶劑蒸氣輔助結晶法（antisolvent 

vapor assisted crystallization method）來合成

二維Cs2Pb(SCN)2Br2鈣鈦礦單晶，其中Pb(SCN)2

前驅物需要四倍以上是關鍵，這才能完全抑制三維

CsPbBr3的形成。此二維單晶結構在450K以上會

形成一階可逆相變，即轉變成三維CsPbBr3。這是

由於Pb–Br–Pb對位形成，驅動了SCN–在450K以

上時離開，形成更穩定的三維CsPbBr3，但溫度降

回250K時，SCN–則會返回破壞Pb–Br–Pb對位，

重新形成二維Pb(SCN)2Br2，因此二維結構與此溫

度範圍下較三維結構穩定，此項研究對於未來基於

X位陰離子的「二維」鈣鈦礦材料無疑是提供了一

重要資訊。

用高莫耳分率的Pb(SCN)2來合成標的物，需要使

用四倍Pb(SCN)2以確保形成Cs2Pb(SCN)2Br2。

如果Pb(SCN)2/CsBr比率小於2，樣品中就參雜

著部份三維CsPbBr3的形成。由於圖2d.中可見，

在 15.2°, 23.1°, 30.4°, 37.6°時XRD的峰值隨著

P b ( S C N ) 2 / C s B r 比 率 減 小 而 增 加 ， 這 是 由 於

Cs2Pb(SCN)2Br2RP晶體結構中的SCN陰離子因

為 排 列 不 穩 定 而 被 B r 陰 離 子 取 代 ， 而 形 成 了

CsPbBr3。

接著，圖3a.及圖3b.展示了二維Cs2Pb(SCN)2Br2

在450K具有一階可逆轉的相轉變行為，會形成三

維CsPbBr 3，在此溫度下CsPbBr 3是立方晶系

Pm3m結構，而不是室溫下觀察到的正交晶系

Pmmn結構。在圖3b.的DSC圖中，顯示出加熱和

冷卻循環，內熱及外熱都有一個尖銳的峰值。圖

3c.的溫度拉曼光譜中，在250K- 500K間，2034和

2082cm-1特徵峰值分別對應了SCN–中C≡N的自由

及螯合拉伸頻率，當溫度在450K以上時，C≡N拉

伸成了一個寬峰，表示於系統中的不穩定存在，證

明了於此溫度下三維CsPbBr3結構為一較穩定的存

在。

你曾想像過，有朝一日再也吃不到日式居酒屋竹筴

魚一夜干、東港黑鮪魚腹，中秋節的烤秋刀魚嗎？

身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天天都可以吃滋味鮮美的魚

類，然而海洋資源絕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漁業

資源永續的觀念，中國自古已有之。《史記．孔子

世家》云：「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即提醒

後人毫無節制地消費漁業資源，會破壞生態環境。

2006年國際期刊《科學》（Science）已對於世

界的海洋資源提出警告，倘若環境再繼續惡化，

到了2048年可能就會無魚可吃[註1]。有感於此，

各國日益重視海洋資源保育，「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即是海洋保育的重要指標之一。

圖2│c .表示不同的Pb(SCN) 2/CsB r比例下，對生成
Cs2Pb(SCN)2Br2結構的影響；d.則是不同的Pb(SCN)2、
CsBr化學計量下的pXRD圖，Pnma空間群的CsPbBr3及
Cs2Pb(SCN)2Br2數值為XRD測量結果。 
(闕居振副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3│Cs2Pb(SCN)2Br2單晶的相變及穩定性，a.是250K-
500K的temp-pXRD彩圖；b.是Cs2Pb(SCN)2Br2單晶的
DSC熱圖在410K-470K間循環，表示可逆相變；c.是
250K-500K間的溫度拉曼光譜。 
(闕居振副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基於ABX3形式的三維金屬鹵化物鈣鈦礦光電材

料，已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體、場效電晶體

（FETs）等應用中，展現出驚人的效能與潛能，而

利用A位陽離子及X位陰離子來調整化合物的晶格

間距，使之成為具有較低維的結構，如二維/三維

（亦稱準二維）、二維等，更是大大拓展了此類新

興材料的應用範疇。

目前常見的準二維Ruddlesden-Popper（RP）鹵化

鉛鈣鈦礦材料的通式為An+1BnX3n+1 (n=1, 2, …)，

此化合物具高穩定性、量子約束效應與可調整的光

電特性等優勢。此類層狀RP鈣鈦礦材料，A位陽離

子一般是長鏈絕緣有機化合物，由於其造成的載流

子空間限制及鈣鈦礦的堆疊，導致其激子結合能可

比三維結構的結合能大十倍以上。

而目前於文獻中只有少數基於X位陰離子位點的二

維鈣鈦礦材料被報導，如二維擬鹵化物鈣鈦礦材料

(CH3NH3)2Pb(SCN)2I2，其單晶結構顯示SCN陰離

子（SCN–）佔據鹵化鉛八面體的垂直原子座標軸

向，由於SCN陰離子的不對稱電子結構與幾何形

狀，形成了二維[Pb(I)4(SCN)2]八面體框架；另一

種則是二維全無機Cs2PbI2Cl2，其單晶結構顯示 I

離子扮演類似SCN陰離子的角色，形成了二維

[Pb(Cl)4(I)2]八面體框架。由於A位有機胺陽離子

CH3NH3在潮濕、高溫及光照下是不穩定的，於是

Cs成為A位陽離子首選。臺大化工系闕居振副教授

研究團隊在此次實驗中，首次成功合成了二維無機

陽離子擬鹵化物Cs2Pb(SCN)2Br2單晶，並且發現其

在室溫下具有良好的結構穩定性，可取代三維

CsPbBr3的形成。

圖1a.展示的其單晶結構中的分層[Pb(SCN)2Br2]n
-2n

平面，為以Br為共享角的八面體[Pb(SCN)2Br2]-4所

構成，整體形成一個標準的單層Cs2Pb(SCN)2Br2RP

結構。

在此實驗中，發現到此類二維Cs2Pb(SCN)2Br2需使



（fishery-dependent data）[註2]）來估計。舉

例來說，當漁船撈起了一網秋刀魚時，船長會記錄

漁撈的資訊，而從船家交給漁政單位的漁撈日誌

（logbooks）中，知道「每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per-unit-effort，CPUE），即該網的秋

刀魚漁獲尾數或重量。從這些資料可以計算出秋刀

魚在該海域的豐度指標，甚至推估出真實魚群的數

量。不過，CPUE並不是那麼地準確，可能會因為

漁撈的方式不同、漁船的行為改變，抑或是船長的

經驗而有所不同，常會有採樣的誤差。

為了解決此問題，近日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生

許蓁、張以杰副教授，以及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

（NOAA）太平洋島嶼漁業科學中心Nicholas D. 

Ducharme-Barth博士的國際合作團隊使用了臺灣

的秋刀魚漁業資料，發展了估計魚類豐度指標的研

究方式。他們以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s；GLMMs）來分析五種不

同類型的空間處理方式：目視法（Ad hoc）、二

元 遞 迴 分 法 （ B i n a r y ） 、 空 間 集 群 分 析 法

（Spatial clustering）和向量自迴歸時空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ve Spatio-Temporal，VAST）。

圖2.分別使用了上述五種空間處理方法，來處理臺

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

此外，他們以電腦來模擬在已知魚類豐度指標的情況

下，五種空間處理方式用隨機（random sampling）

或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preferential sampling）

的優劣。圖3.左側模擬了秋刀魚的真實空間分布；

倘若使用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的情況，漁船便會

傾向在高密度的海域作業（見右下方，紅點為高豐

度區）。

無論是實際的漁業資料或是電腦模擬，研究皆顯示

透過VAST的方式偏差值（RMSE）最小、誤差

（bias）也最少（趨近於數值1，即代表沒有偏

差）；換句話說，VAST能夠更準確地估計秋刀魚

的豐度（見圖4.）。

僅管本研究以臺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為例，但其研

究成果及方法可以拓展運用於其他漁業的魚類豐度

指標計算；他們更不吝於GitHub平台[註3]分享診

斷分析工具探討GLMM模型中各項效應對於校正

前後魚類豐度指標的年間變動之影響（influence 

analysis）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未來，我們便能

以更為準確的方式來推估魚類豐度指標，大大貢獻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註1│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1132294
註2│另一種為「漁業獨立型」（fishery-independent 
data）。前者自漁業撈捕本身獲得，後者則和商業漁撈活
動無關。
註3│https://github.com/jhenhsuNTU/spatial.treatment.
influ.analysis.manuscript

論及魚類的生物多樣性，我們常聽到「豐富度」；

不 過 ， 該 詞 實 際 上 包 含 了 「 r i c h n e s s 」 以 及

「abundance」兩個不同的英文單字。前者指的

是該海域所有的物種數目，即該海域到底有多少種

類的魚類。後者指的則是這些物種中某一個物種的

數量。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個海域看到非

常大量的魚類，我們就會稱其魚類的「abundance」

很高；反之，如果在一個海域每種魚類可能只看到

十來隻，那它的abundance則不高。

「魚類豐度指標」（fish abundance index）是

計算魚類的豐度（abundance）的重要概念。過

去通常使用商業漁業捕撈（以秋刀魚漁業為例，

如圖1.）時所獲得的資料，（「漁業依賴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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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實驗採用反溶劑蒸氣輔助結晶法（antisolvent 

vapor assisted crystallization method）來合成

二維Cs2Pb(SCN)2Br2鈣鈦礦單晶，其中Pb(SCN)2

前驅物需要四倍以上是關鍵，這才能完全抑制三維

CsPbBr3的形成。此二維單晶結構在450K以上會

形成一階可逆相變，即轉變成三維CsPbBr3。這是

由於Pb–Br–Pb對位形成，驅動了SCN–在450K以

上時離開，形成更穩定的三維CsPbBr3，但溫度降

回250K時，SCN–則會返回破壞Pb–Br–Pb對位，

重新形成二維Pb(SCN)2Br2，因此二維結構與此溫

度範圍下較三維結構穩定，此項研究對於未來基於

X位陰離子的「二維」鈣鈦礦材料無疑是提供了一

重要資訊。

用高莫耳分率的Pb(SCN)2來合成標的物，需要使

用四倍Pb(SCN)2以確保形成Cs2Pb(SCN)2Br2。

如果Pb(SCN)2/CsBr比率小於2，樣品中就參雜

著部份三維CsPbBr3的形成。由於圖2d.中可見，

在 15.2°, 23.1°, 30.4°, 37.6°時XRD的峰值隨著

P b ( S C N ) 2 / C s B r 比 率 減 小 而 增 加 ， 這 是 由 於

Cs2Pb(SCN)2Br2RP晶體結構中的SCN陰離子因

為 排 列 不 穩 定 而 被 B r 陰 離 子 取 代 ， 而 形 成 了

CsPbBr3。

接著，圖3a.及圖3b.展示了二維Cs2Pb(SCN)2Br2

在450K具有一階可逆轉的相轉變行為，會形成三

維CsPbBr 3，在此溫度下CsPbBr 3是立方晶系

Pm3m結構，而不是室溫下觀察到的正交晶系

Pmmn結構。在圖3b.的DSC圖中，顯示出加熱和

冷卻循環，內熱及外熱都有一個尖銳的峰值。圖

3c.的溫度拉曼光譜中，在250K- 500K間，2034和

2082cm-1特徵峰值分別對應了SCN–中C≡N的自由

及螯合拉伸頻率，當溫度在450K以上時，C≡N拉

伸成了一個寬峰，表示於系統中的不穩定存在，證

明了於此溫度下三維CsPbBr3結構為一較穩定的存

在。

你曾想像過，有朝一日再也吃不到日式居酒屋竹筴

魚一夜干、東港黑鮪魚腹，中秋節的烤秋刀魚嗎？

身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天天都可以吃滋味鮮美的魚

類，然而海洋資源絕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漁業

資源永續的觀念，中國自古已有之。《史記．孔子

世家》云：「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即提醒

後人毫無節制地消費漁業資源，會破壞生態環境。

2006年國際期刊《科學》（Science）已對於世

界的海洋資源提出警告，倘若環境再繼續惡化，

到了2048年可能就會無魚可吃[註1]。有感於此，

各國日益重視海洋資源保育，「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即是海洋保育的重要指標之一。

研究團隊精準計算「魚類豐度指標」
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撰稿│許逸如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基於ABX3形式的三維金屬鹵化物鈣鈦礦光電材

料，已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體、場效電晶體

（FETs）等應用中，展現出驚人的效能與潛能，而

利用A位陽離子及X位陰離子來調整化合物的晶格

間距，使之成為具有較低維的結構，如二維/三維

（亦稱準二維）、二維等，更是大大拓展了此類新

興材料的應用範疇。

目前常見的準二維Ruddlesden-Popper（RP）鹵化

鉛鈣鈦礦材料的通式為An+1BnX3n+1 (n=1, 2, …)，

此化合物具高穩定性、量子約束效應與可調整的光

電特性等優勢。此類層狀RP鈣鈦礦材料，A位陽離

子一般是長鏈絕緣有機化合物，由於其造成的載流

子空間限制及鈣鈦礦的堆疊，導致其激子結合能可

比三維結構的結合能大十倍以上。

而目前於文獻中只有少數基於X位陰離子位點的二

維鈣鈦礦材料被報導，如二維擬鹵化物鈣鈦礦材料

(CH3NH3)2Pb(SCN)2I2，其單晶結構顯示SCN陰離

子（SCN–）佔據鹵化鉛八面體的垂直原子座標軸

向，由於SCN陰離子的不對稱電子結構與幾何形

狀，形成了二維[Pb(I)4(SCN)2]八面體框架；另一

種則是二維全無機Cs2PbI2Cl2，其單晶結構顯示 I

離子扮演類似SCN陰離子的角色，形成了二維

[Pb(Cl)4(I)2]八面體框架。由於A位有機胺陽離子

CH3NH3在潮濕、高溫及光照下是不穩定的，於是

Cs成為A位陽離子首選。臺大化工系闕居振副教授

研究團隊在此次實驗中，首次成功合成了二維無機

陽離子擬鹵化物Cs2Pb(SCN)2Br2單晶，並且發現其

在室溫下具有良好的結構穩定性，可取代三維

CsPbBr3的形成。

圖1a.展示的其單晶結構中的分層[Pb(SCN)2Br2]n
-2n

平面，為以Br為共享角的八面體[Pb(SCN)2Br2]-4所

構成，整體形成一個標準的單層Cs2Pb(SCN)2Br2RP

結構。

在此實驗中，發現到此類二維Cs2Pb(SCN)2Br2需使

圖1│左圖為秋刀魚漁船漁獲秋刀魚狀況；右上圖為台灣秋刀魚棒受網漁船於北太平洋公海作業情形；右下圖為高雄市前鎮漁港秋刀魚
卸魚過程。（圖片來源：台灣區遠洋魷魚暨秋刀魚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



（fishery-dependent data）[註2]）來估計。舉

例來說，當漁船撈起了一網秋刀魚時，船長會記錄

漁撈的資訊，而從船家交給漁政單位的漁撈日誌

（logbooks）中，知道「每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per-unit-effort，CPUE），即該網的秋

刀魚漁獲尾數或重量。從這些資料可以計算出秋刀

魚在該海域的豐度指標，甚至推估出真實魚群的數

量。不過，CPUE並不是那麼地準確，可能會因為

漁撈的方式不同、漁船的行為改變，抑或是船長的

經驗而有所不同，常會有採樣的誤差。

為了解決此問題，近日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生

許蓁、張以杰副教授，以及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

（NOAA）太平洋島嶼漁業科學中心Nicholas D. 

Ducharme-Barth博士的國際合作團隊使用了臺灣

的秋刀魚漁業資料，發展了估計魚類豐度指標的研

究方式。他們以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s；GLMMs）來分析五種不

同類型的空間處理方式：目視法（Ad hoc）、二

元 遞 迴 分 法 （ B i n a r y ） 、 空 間 集 群 分 析 法

（Spatial clustering）和向量自迴歸時空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ve Spatio-Temporal，VAST）。

圖2.分別使用了上述五種空間處理方法，來處理臺

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

此外，他們以電腦來模擬在已知魚類豐度指標的情況

下，五種空間處理方式用隨機（random sampling）

或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preferential sampling）

的優劣。圖3.左側模擬了秋刀魚的真實空間分布；

倘若使用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的情況，漁船便會

傾向在高密度的海域作業（見右下方，紅點為高豐

度區）。

無論是實際的漁業資料或是電腦模擬，研究皆顯示

透過VAST的方式偏差值（RMSE）最小、誤差

（bias）也最少（趨近於數值1，即代表沒有偏

差）；換句話說，VAST能夠更準確地估計秋刀魚

的豐度（見圖4.）。

僅管本研究以臺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為例，但其研

究成果及方法可以拓展運用於其他漁業的魚類豐度

指標計算；他們更不吝於GitHub平台[註3]分享診

斷分析工具探討GLMM模型中各項效應對於校正

前後魚類豐度指標的年間變動之影響（influence 

analysis）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未來，我們便能

以更為準確的方式來推估魚類豐度指標，大大貢獻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註1│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1132294
註2│另一種為「漁業獨立型」（fishery-independent 
data）。前者自漁業撈捕本身獲得，後者則和商業漁撈活
動無關。
註3│https://github.com/jhenhsuNTU/spatial.treatment.
influ.analysis.manuscript

學上稱為Dirichlet-to-Neumann map，物理意義

上是從電壓到電流的映射，Calderὸn問題或是EIT

的數學問題便是從Λγ決定γ(x)。

不過，反問題大多是非良質或病態的(ill-posed)，

即不滿足法國數學家Hadamard所提出的適定性

條件：解存在、唯一、且解連續依賴於方程參數

(即解是穩定的)。只要上述任何一項不滿足，這

個問題便是一個非良質問題。EIT反問題的唯一性

已在1987年由Sylvester與Uhlmann證明，但EIT

的致命傷是Λγ→γ是不穩定的，測量值的小誤差

會導致重構的γ誤差過大，這是目前EIT邁向實用

發展的一大挑戰。義大利數學家Alessandrini

在 1 9 8 8 年 曾 對 E I T 反 問 題 做 穩 定 性 評 估 ： 在

具 有 適 當 平 滑 導 電 率 中 ， 如 果 測 量 誤 差 為 ε ，

　　　　　　　　　　　　　　　　　　　　　，

這是對數型的。Mandache證明對數穩定性評估在

Calderὸn問題是最佳的。

今年第66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臺大應用數學科

學所王振男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各式偏微分方程

的反問題，也是國內外知名的反問題專家。王教授

與團隊近期研究EIT的穩定性問題[1-2]，他們考慮

多層結構的導電率函數，建立於先前處理雙層的結

果[3]，團隊先從三層不同電導率組成的問題出

發，再推廣至多層問題。團隊推導出依據厚度及電

導率，各層線性化映射的穩定性評估，團隊證明，

如果中間層的電導率較高，包覆電導率較低的介

質，問題的不適定性(穩定性)會惡化，這和從最小

作用量原理，電流將採取高導電層的路徑而不進到

低導電層的直觀一致。

EIT的穩定性問題是目前此技術最大的挑戰，實驗

學家為此發展出混合式方法來彌補其不足，例如磁

共振電阻抗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Electrical 

論及魚類的生物多樣性，我們常聽到「豐富度」；

不 過 ， 該 詞 實 際 上 包 含 了 「 r i c h n e s s 」 以 及

「abundance」兩個不同的英文單字。前者指的

是該海域所有的物種數目，即該海域到底有多少種

類的魚類。後者指的則是這些物種中某一個物種的

數量。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個海域看到非

常大量的魚類，我們就會稱其魚類的「abundance」

很高；反之，如果在一個海域每種魚類可能只看到

十來隻，那它的abundance則不高。

「魚類豐度指標」（fish abundance index）是

計算魚類的豐度（abundance）的重要概念。過

去通常使用商業漁業捕撈（以秋刀魚漁業為例，

如圖1.）時所獲得的資料，（「漁業依賴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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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想像過，有朝一日再也吃不到日式居酒屋竹筴

魚一夜干、東港黑鮪魚腹，中秋節的烤秋刀魚嗎？

身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天天都可以吃滋味鮮美的魚

類，然而海洋資源絕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漁業

資源永續的觀念，中國自古已有之。《史記．孔子

世家》云：「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即提醒

後人毫無節制地消費漁業資源，會破壞生態環境。

2006年國際期刊《科學》（Science）已對於世

界的海洋資源提出警告，倘若環境再繼續惡化，

到了2048年可能就會無魚可吃[註1]。有感於此，

各國日益重視海洋資源保育，「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即是海洋保育的重要指標之一。

Impedance Tomography，MREIT )等等。王振男

教授曾在一場演講中表示，過去CT與MRI已為醫

學影像領域拿下兩座諾貝爾獎，未來如果EIT的不

穩定性問題能獲解決，使得重構的影像解析度增

加，也許可為醫學影像領域再添增一座諾貝爾獎。

參考文獻
1. Haigang Li, Jenn-Nan Wang, and Ling Wang, “Re-

fined stability estimates in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with multi-layer structure”, Inverse 
Problems and Imaging, 16 (2022), no. 1, 229-249

2. Pu-Zhao Kow and Jenn-Nan Wang , “Refined insta-
bility estimates for some inverse problems”, Inverse 
Problems and Imaging, to appear.

3. Sei Nagayasu, Gunther Uhlmann, and Jenn-Nan 
Wang, “Depth dependent stability estimate in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Inverse Prob-
lems, Vol 25 (2009), 075001.

反問題(inverse problem)相對於正問題(forward 

problem)，是一個倒果為因的計算過程：正問題

從原因預測結果，而反問題是從已知的觀測結果推

論產生它的未知原因。由於反問題可以告訴我們無

法直接觀察的未知參數，它在數學及科學上是相當

重要的課題，並且應用廣泛，像是系統識別、光

學、雷達、醫學影像、地質探測、天文學、海洋

學、訊號處理等等，都屬於反問題的範疇。電腦斷

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及磁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便是兩個

應用反問題的醫學影像例子，它們分別利用X射線

與體內氫原子和磁場共振的資訊，以演算法重構人

體內部組織的影像，也因此獲得1979年與2003年

的諾貝爾生醫獎。

電阻抗斷層掃描(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EIT)，是另一種新型的醫學影像技術，1970年代

開始用於生醫方面，其原理是在人體表面放置電

極，施加微弱電流或電壓，從電極測得的電壓與電

流響應，重建人體內部的電阻(電導率)分布以觀察

其生理及病理的變化。相較於傳統醫學影像設備，

EIT具備低成本、無輻射、靈活性、操作簡單等優

點，近年來不管是理論或技術都有許多進展。在數

學上，EIT可表示成由介質邊界所測得之電訊號決

定介質電性的反問題，這個問題也稱為Calderὸn

問題。設Ω為具有光滑邊界的有界開區域，根據靜

電學，方程式可寫成：

其中u為電位、f為電壓，γ(x)>0為未知的電導率。

這個偏微分的邊界值問題，給定適當的邊界值f，

存在唯一解u，所以我們可以取u在邊界上的外方

向導數　　　　　，ν為邊界單位法線向量。我們

就得到一個映射　　　　　　　　，這個映射在數

圖2│利用五種空間處理方式來處理臺灣科刀魚的漁業資
料。 (張以杰副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3│左圖以電腦模擬秋刀魚的密度空間分布，右圖則分別
稱現隨機及優先採樣的差異。紅色為秋刀魚高豐度區，藍
色為低豐度區。 (張以杰副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圖4│利用電腦的模擬，在隨機採樣及優先採樣的情境下，
皆顯示VAST的較為準確。上方圖為誤差（RMSE），越低
誤差越小、下方圖為偏差（Bias），越接近數值1表示越無
偏差。 (張以杰副教授研究團隊授權提供)



（fishery-dependent data）[註2]）來估計。舉

例來說，當漁船撈起了一網秋刀魚時，船長會記錄

漁撈的資訊，而從船家交給漁政單位的漁撈日誌

（logbooks）中，知道「每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per-unit-effort，CPUE），即該網的秋

刀魚漁獲尾數或重量。從這些資料可以計算出秋刀

魚在該海域的豐度指標，甚至推估出真實魚群的數

量。不過，CPUE並不是那麼地準確，可能會因為

漁撈的方式不同、漁船的行為改變，抑或是船長的

經驗而有所不同，常會有採樣的誤差。

為了解決此問題，近日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生

許蓁、張以杰副教授，以及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

（NOAA）太平洋島嶼漁業科學中心Nicholas D. 

Ducharme-Barth博士的國際合作團隊使用了臺灣

的秋刀魚漁業資料，發展了估計魚類豐度指標的研

究方式。他們以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s；GLMMs）來分析五種不

同類型的空間處理方式：目視法（Ad hoc）、二

元 遞 迴 分 法 （ B i n a r y ） 、 空 間 集 群 分 析 法

（Spatial clustering）和向量自迴歸時空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ve Spatio-Temporal，VAST）。

圖2.分別使用了上述五種空間處理方法，來處理臺

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

此外，他們以電腦來模擬在已知魚類豐度指標的情況

下，五種空間處理方式用隨機（random sampling）

或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preferential sampling）

的優劣。圖3.左側模擬了秋刀魚的真實空間分布；

倘若使用優先採樣於高豐度海域的情況，漁船便會

傾向在高密度的海域作業（見右下方，紅點為高豐

度區）。

無論是實際的漁業資料或是電腦模擬，研究皆顯示

透過VAST的方式偏差值（RMSE）最小、誤差

（bias）也最少（趨近於數值1，即代表沒有偏

差）；換句話說，VAST能夠更準確地估計秋刀魚

的豐度（見圖4.）。

僅管本研究以臺灣秋刀魚的漁業資料為例，但其研

究成果及方法可以拓展運用於其他漁業的魚類豐度

指標計算；他們更不吝於GitHub平台[註3]分享診

斷分析工具探討GLMM模型中各項效應對於校正

前後魚類豐度指標的年間變動之影響（influence 

analysis）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未來，我們便能

以更為準確的方式來推估魚類豐度指標，大大貢獻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註1│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1132294
註2│另一種為「漁業獨立型」（fishery-independent 
data）。前者自漁業撈捕本身獲得，後者則和商業漁撈活
動無關。
註3│https://github.com/jhenhsuNTU/spatial.treatment.
influ.analysis.manuscript

學上稱為Dirichlet-to-Neumann map，物理意義

上是從電壓到電流的映射，Calderὸn問題或是EIT

的數學問題便是從Λγ決定γ(x)。

不過，反問題大多是非良質或病態的(ill-posed)，

即不滿足法國數學家Hadamard所提出的適定性

條件：解存在、唯一、且解連續依賴於方程參數

(即解是穩定的)。只要上述任何一項不滿足，這

個問題便是一個非良質問題。EIT反問題的唯一性

已在1987年由Sylvester與Uhlmann證明，但EIT

的致命傷是Λγ→γ是不穩定的，測量值的小誤差

會導致重構的γ誤差過大，這是目前EIT邁向實用

發展的一大挑戰。義大利數學家Alessandrini

在 1 9 8 8 年 曾 對 E I T 反 問 題 做 穩 定 性 評 估 ： 在

具 有 適 當 平 滑 導 電 率 中 ， 如 果 測 量 誤 差 為 ε ，

　　　　　　　　　　　　　　　　　　　　　，

這是對數型的。Mandache證明對數穩定性評估在

Calderὸn問題是最佳的。

今年第66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臺大應用數學科

學所王振男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各式偏微分方程

的反問題，也是國內外知名的反問題專家。王教授

與團隊近期研究EIT的穩定性問題[1-2]，他們考慮

多層結構的導電率函數，建立於先前處理雙層的結

果[3]，團隊先從三層不同電導率組成的問題出

發，再推廣至多層問題。團隊推導出依據厚度及電

導率，各層線性化映射的穩定性評估，團隊證明，

如果中間層的電導率較高，包覆電導率較低的介

質，問題的不適定性(穩定性)會惡化，這和從最小

作用量原理，電流將採取高導電層的路徑而不進到

低導電層的直觀一致。

EIT的穩定性問題是目前此技術最大的挑戰，實驗

學家為此發展出混合式方法來彌補其不足，例如磁

共振電阻抗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Electrical 

論及魚類的生物多樣性，我們常聽到「豐富度」；

不 過 ， 該 詞 實 際 上 包 含 了 「 r i c h n e s s 」 以 及

「abundance」兩個不同的英文單字。前者指的

是該海域所有的物種數目，即該海域到底有多少種

類的魚類。後者指的則是這些物種中某一個物種的

數量。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個海域看到非

常大量的魚類，我們就會稱其魚類的「abundance」

很高；反之，如果在一個海域每種魚類可能只看到

十來隻，那它的abundance則不高。

「魚類豐度指標」（fish abundance index）是

計算魚類的豐度（abundance）的重要概念。過

去通常使用商業漁業捕撈（以秋刀魚漁業為例，

如圖1.）時所獲得的資料，（「漁業依賴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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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想像過，有朝一日再也吃不到日式居酒屋竹筴

魚一夜干、東港黑鮪魚腹，中秋節的烤秋刀魚嗎？

身在四面環海的臺灣，天天都可以吃滋味鮮美的魚

類，然而海洋資源絕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漁業

資源永續的觀念，中國自古已有之。《史記．孔子

世家》云：「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即提醒

後人毫無節制地消費漁業資源，會破壞生態環境。

2006年國際期刊《科學》（Science）已對於世

界的海洋資源提出警告，倘若環境再繼續惡化，

到了2048年可能就會無魚可吃[註1]。有感於此，

各國日益重視海洋資源保育，「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即是海洋保育的重要指標之一。

Impedance Tomography，MREIT )等等。王振男

教授曾在一場演講中表示，過去CT與MRI已為醫

學影像領域拿下兩座諾貝爾獎，未來如果EIT的不

穩定性問題能獲解決，使得重構的影像解析度增

加，也許可為醫學影像領域再添增一座諾貝爾獎。

參考文獻
1. Haigang Li, Jenn-Nan Wang, and Ling Wang, “Re-

fined stability estimates in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with multi-layer structure”, Inverse 
Problems and Imaging, 16 (2022), no. 1, 229-249

2. Pu-Zhao Kow and Jenn-Nan Wang , “Refined insta-
bility estimates for some inverse problems”, Inverse 
Problems and Imaging, to appear.

3. Sei Nagayasu, Gunther Uhlmann, and Jenn-Nan 
Wang, “Depth dependent stability estimate in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Inverse Prob-
lems, Vol 25 (2009), 075001.

撰稿│張鳳吟 (科學推展中心特約編輯)

反問題(inverse problem)相對於正問題(forward 

problem)，是一個倒果為因的計算過程：正問題

從原因預測結果，而反問題是從已知的觀測結果推

論產生它的未知原因。由於反問題可以告訴我們無

法直接觀察的未知參數，它在數學及科學上是相當

重要的課題，並且應用廣泛，像是系統識別、光

學、雷達、醫學影像、地質探測、天文學、海洋

學、訊號處理等等，都屬於反問題的範疇。電腦斷

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及磁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便是兩個

應用反問題的醫學影像例子，它們分別利用X射線

與體內氫原子和磁場共振的資訊，以演算法重構人

體內部組織的影像，也因此獲得1979年與2003年

的諾貝爾生醫獎。

電阻抗斷層掃描(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EIT)，是另一種新型的醫學影像技術，1970年代

開始用於生醫方面，其原理是在人體表面放置電

極，施加微弱電流或電壓，從電極測得的電壓與電

流響應，重建人體內部的電阻(電導率)分布以觀察

其生理及病理的變化。相較於傳統醫學影像設備，

EIT具備低成本、無輻射、靈活性、操作簡單等優

點，近年來不管是理論或技術都有許多進展。在數

學上，EIT可表示成由介質邊界所測得之電訊號決

定介質電性的反問題，這個問題也稱為Calderὸn

問題。設Ω為具有光滑邊界的有界開區域，根據靜

電學，方程式可寫成：

其中u為電位、f為電壓，γ(x)>0為未知的電導率。

這個偏微分的邊界值問題，給定適當的邊界值f，

存在唯一解u，所以我們可以取u在邊界上的外方

向導數　　　　　，ν為邊界單位法線向量。我們

就得到一個映射　　　　　　　　，這個映射在數

電阻抗斷層掃描反問題與
多層結構穩定性評估



學上稱為Dirichlet-to-Neumann map，物理意義

上是從電壓到電流的映射，Calderὸn問題或是EIT

的數學問題便是從Λγ決定γ(x)。

不過，反問題大多是非良質或病態的(ill-posed)，

即不滿足法國數學家Hadamard所提出的適定性

條件：解存在、唯一、且解連續依賴於方程參數

(即解是穩定的)。只要上述任何一項不滿足，這

個問題便是一個非良質問題。EIT反問題的唯一性

已在1987年由Sylvester與Uhlmann證明，但EIT

的致命傷是Λγ→γ是不穩定的，測量值的小誤差

會導致重構的γ誤差過大，這是目前EIT邁向實用

發展的一大挑戰。義大利數學家Alessandrini

在 1 9 8 8 年 曾 對 E I T 反 問 題 做 穩 定 性 評 估 ： 在

具 有 適 當 平 滑 導 電 率 中 ， 如 果 測 量 誤 差 為 ε ，

　　　　　　　　　　　　　　　　　　　　　，

這是對數型的。Mandache證明對數穩定性評估在

Calderὸn問題是最佳的。

今年第66屆教育部學術獎得主，臺大應用數學科

學所王振男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各式偏微分方程

的反問題，也是國內外知名的反問題專家。王教授

與團隊近期研究EIT的穩定性問題[1-2]，他們考慮

多層結構的導電率函數，建立於先前處理雙層的結

果[3]，團隊先從三層不同電導率組成的問題出

發，再推廣至多層問題。團隊推導出依據厚度及電

導率，各層線性化映射的穩定性評估，團隊證明，

如果中間層的電導率較高，包覆電導率較低的介

質，問題的不適定性(穩定性)會惡化，這和從最小

作用量原理，電流將採取高導電層的路徑而不進到

低導電層的直觀一致。

EIT的穩定性問題是目前此技術最大的挑戰，實驗

學家為此發展出混合式方法來彌補其不足，例如磁

共振電阻抗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MREIT )等等。王振男

教授曾在一場演講中表示，過去CT與MRI已為醫

學影像領域拿下兩座諾貝爾獎，未來如果EIT的不

穩定性問題能獲解決，使得重構的影像解析度增

加，也許可為醫學影像領域再添增一座諾貝爾獎。

參考文獻
1. Haigang Li, Jenn-Nan Wang, and Ling Wang, “Re-

fined stability estimates in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with multi-layer structure”, Inverse 
Problems and Imaging, 16 (2022), no. 1, 229-249

2. Pu-Zhao Kow and Jenn-Nan Wang , “Refined insta-
bility estimates for some inverse problems”, Inverse 
Problems and Imaging, to appear.

3. Sei Nagayasu, Gunther Uhlmann, and Jenn-Nan 
Wang, “Depth dependent stability estimate in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Inverse Prob-
lems, Vol 25 (2009), 0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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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問題(inverse problem)相對於正問題(forward 

problem)，是一個倒果為因的計算過程：正問題

從原因預測結果，而反問題是從已知的觀測結果推

論產生它的未知原因。由於反問題可以告訴我們無

法直接觀察的未知參數，它在數學及科學上是相當

重要的課題，並且應用廣泛，像是系統識別、光

學、雷達、醫學影像、地質探測、天文學、海洋

學、訊號處理等等，都屬於反問題的範疇。電腦斷

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及磁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便是兩個

應用反問題的醫學影像例子，它們分別利用X射線

與體內氫原子和磁場共振的資訊，以演算法重構人

體內部組織的影像，也因此獲得1979年與2003年

的諾貝爾生醫獎。

電阻抗斷層掃描(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EIT)，是另一種新型的醫學影像技術，1970年代

開始用於生醫方面，其原理是在人體表面放置電

極，施加微弱電流或電壓，從電極測得的電壓與電

流響應，重建人體內部的電阻(電導率)分布以觀察

其生理及病理的變化。相較於傳統醫學影像設備，

EIT具備低成本、無輻射、靈活性、操作簡單等優

點，近年來不管是理論或技術都有許多進展。在數

學上，EIT可表示成由介質邊界所測得之電訊號決

定介質電性的反問題，這個問題也稱為Calderὸn

問題。設Ω為具有光滑邊界的有界開區域，根據靜

電學，方程式可寫成：

其中u為電位、f為電壓，γ(x)>0為未知的電導率。

這個偏微分的邊界值問題，給定適當的邊界值f，

存在唯一解u，所以我們可以取u在邊界上的外方

向導數　　　　　，ν為邊界單位法線向量。我們

就得到一個映射　　　　　　　　，這個映射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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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6(五)

2023.1.8(日)

2023基礎觸媒工作坊：
固體觸媒基本原理與鑑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tronomy, 
Astrophysics, Space Science

2023.1.12(四)
            -13(五)

2023.1.10(二)
            -11(三)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研討會訊息

地點│Grand Victoria Hotel Taipei

主辦單位│Academics Conference Network

研討會網站│http://academicsconference.com/Conference/28942/ICAASS/

聯絡資訊│Asst. Organizing Secretary

                    TEL：+91-8280047487

                    E-mail：papers.academicsconference@gmail.com

202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erarchical Green Energy Materials
地點│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Taiwan

主辦單位│Hierarchical Green-Energy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 NCKU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6L3qby

聯絡資訊│Hierarchical Green-Energy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

                    TEL：06-275-7575 #34256

                    E-mail : higem@ncku.edu.tw

第三屆李謀偉科學論壇會後會—
New Frontiers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光中廳

主辦單位│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化學會、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eW4kvj

聯絡資訊│蕭小姐 

                    E-mail：m113100017@student.nsysu.edu.tw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鄭江樓北棟)信義講堂

主辦單位│台灣觸媒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062qWo

聯絡資訊│董助理
                    電話：02-333663025

                    曾秘書長 
                    電話：04-24517250#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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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6(一)
            -17(二)

2023.1.16(一)
            -18(三)

2023.1.17(二)
            -18(三)

2023.1.31(二)
           -2.3(五)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數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www.math.nthu.edu.tw/~2022TMS/home.html

聯絡資訊│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

                    電話：03-571-3784

                    E-mail：tms2022@math.nthu.edu.tw

2022年中華民國數學年會暨
國際數學研討會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物理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tps2023.conf.tw/

聯絡資訊│陳莉瑋小姐、李易珊小姐

                    電話：06-2757575 #65252 #354 

                    E-mail：2023ncku@phys.ncku.edu.tw

2023年臺灣物理年會暨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計畫成果發表會

地點│長庚大學

主辦單位│長庚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www.pst.org.tw/conference/

聯絡資訊│長庚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電話：03-211-8800 #5286

                    E-mail：pst2023@mail.cgu.edu.tw

2023高分子學會年會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府城校區 啟明苑國際演講廳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材料科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2023-ISCM-1.conf.tw

聯絡資訊│林建宏教授

                    E-mail：janusjhlin@mail.nutn.edu.tw

2023第一屆國際碳材料學術研討會暨
第六屆台灣碳材料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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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14(二)
            -17(五)

2023.2.18(六) 第五次化學、生科與物理跨領域交流會
地點│高鐵台中站 集思新烏日會議中心 瓦特廳301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科會自然處化學學門 / 生科處生物科學學門、
                    臺灣物理學會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rZj0mO

聯絡資訊│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

                    電話：02-33668208

                    E-mail：chfm@ntu.edu.tw

2023年有機合成小組研討會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研討會網站│https://reurl.cc/Z1EG2g 

聯絡資訊│林鈺閑

                    E-mail：sally210236@g-mail.nsysu.edu.tw

2023.2.10(五)
            -11(六)

第31屆微分方程及相關領域年會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數學館

主辦單位│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國科會自然處
                    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國立中正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alum.ccu.edu.tw/2023ccumath/

聯絡資訊│國立中正大學數學系

                    電話：05-2720411 #61101~61105

                    E-mail：math@ccu.edu.tw

2023.2.17(五)
            -18(六)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地點│The Great Roots Resor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主辦單位│Institute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Academia Sinica

研討會網站│http://events.asiaa.sinica.edu.tw/workshop/20230214/

聯絡資訊│Institute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Academia Sinica

                    E-mail：eaalma2023@asiaa.sinica.edu.tw

East-Asian ALMA Science 
Workshop 2023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規劃建議會
地點│科技大樓2樓第12會議室

主辦單位│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平台推動計畫辦公室

研討會網站│https://forms.gle/VjxUogKxQUpFgRxV6

聯絡資訊│侯彥宇、陳冠勛

                    電話：02-77496241

                    E-mail：ltsertw@gmail.com

2023.2.22(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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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化學年會2023.3.10(五)
            -12(日) 地點│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及圖書資訊大樓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

研討會網站│https://2023cnm.conf.tw

聯絡資訊│謝秘書 ─ 壁報論文摘要投稿與註冊報名
                    電話：02-2798-8329 #13
                    E-mail：reg.cnm2023@elitepco.com.tw

                    鄭秘書 ─ 贊助、廣告與展覽攤位
                    電話：02-2798-8329 #17
                    E-mail：sponsor.cnm2023@elitepco.com.tw

上列時程如有異動，以各研討會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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