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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林政鞍副教授 

 研究論述 

    「奈米生醫科技」於

21 世紀醫學科技突破中正

扮演越來越關鍵性的角

色，傳統塊材在奈米尺度

下擁有嶄新的物理化學特

性，該尺度也正好落在各

種蛋白與細胞胞器的中

間，激發了非常多重要創

新且跨領域的研究合作成

果。1993 年由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MIT)化學系 Bawendi 教授以溶膠凝膠法揭露了半導體量子點重要製

作與純化方法後，促成了柏克萊大學 Alivisatos 教授與印第安納大學 Nie 教

授於 1998 年科學雜誌(Science)期刊發表半導體量子點水相改質技術，成功

領導半導體量子點以優異螢光特性進入生醫產業，甚至間接促成了近幾年光

電面板產業的革新發展，領導千億商機，故可了解學術界深根的研究發展是

未來技術的重要推手，未來產業技術的領航員。2002 年，中原大學最初在

奈米生醫科技研究發展上著力最深的學者莫過於醫工系張恒雄教授，領世界

到中原，透過跨校與國際合作，建立奈米生醫科技重要核心設施於中原大

學，也將全世界重要半導體量子點合成改質技術深根中原醫工，筆者時擔任

張教授博士班學生，與當時德國慕尼黑大學 Wolfgang Parak 教授共同開發新

穎高分子披覆技術，可用於各種奈米材料披覆，成果豐碩，若中原大學沒有

張恒雄教授在研究上的執著，中原「奈米生醫科技」的發展也將大幅落後。 
    擁有優異光學特性之半導體量子點在發展上雖然已是明日之星，但富含

鎘鉛重金屬成分亦成為半導體量子點長期生醫應用之隱憂，筆者轉而投入生



物相容性極佳的黃金奈米材料研究開發，研究發現奈米金粒子不但可再微小

化，亦可有螢光量子效應產生，我們發現黃金在小於兩奈米之特定尺寸與結

構下，便擁有高度螢光發光特性(ACS Nano,3(2):395-401, 2009)，該特定結

構與製程亦獲得中華民國與美國專利保護，包含螢光金奈米團簇(中華民國

專利第 I361081 號)、可調光性之螢光金奈米團簇及其形成方法(中華民國專

利第 I372632 號) 。透過跨領域研究合作，金量子簇不但可長期穩定存在於

細胞內，作為細胞追蹤(ACS Nano, 5(6): 4337-4344, 2011)，其優異的體表比

結構提供其長期穩定抗氧化功效，長期培養之細胞亦可維持初期型態功效，

輔助細胞不易老化之功能趨勢。該功能性已取得台灣(I413524)、大陸

(1723932)與美國專利證號(US9101672 B2)許可。另外筆者也擴大黃金奈米材

料在醫學與科技應用，包括超音波對比劑、磷脂體、淚液蛋白檢測與光纖感

測器應用。最新研究更發現，螢光金奈米團簇可與蛋白結合形成中空之微氣

泡(ACS Nano, 6(6): 5111-5121, 2012；US 13/018,442)，可穩定產生回波訊號，

提升超音波影像對比功能;另外亦成功嫁接 MRI 對比劑 Gd-DTPA，讓螢光金

奈米團簇同時具有 MRI 顯影功能，更重視於相關技術之專利佈局，螢光金

與微氣泡顯影劑技術上，已獲得多項各國專利保護，包含奈米氣

泡之形成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第 I361081 號; 日本特許第 4933569 號)、醫

用對比劑及含有螢光金奈米團簇的微胞製造方法(中華民國專利 I455724、中

國大陸專利 201110461245.0)，提升中原研發能量。筆者目前專注於相關金

奈米技術開發與應用，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獲頒科技部在醫學工程領域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2015 年獲頒得中原大學 104學年度研究傑出教師獎，筆者

將這項殊榮接歸功於中原大學卓越全人教育之成果，將盡力回饋母校。 

 經驗分享 

    中原大學臥虎藏龍，校內有許多研究教學傑出的師長，本次獲獎實屬僥倖。

筆者依規定須將相關研究經驗分享給校內師長同仁，才疏學淺，未能包含高深學

問與智慧內容還請讀者見諒。 

    在中原大學要能夠做好研究工作已經是件不容易之事，教學服務各方面壓力

都落在中原每位師長手上，少子化更引發未來十年學校在研究所與大學部招生問

題上勢必更加艱鉅，中原大學若無法精準掌握創新研究發展的優勢，勢必在未來

招生課題上轉趨弱勢，絕不可輕忽，故作好研究工作規劃刻不容緩。以下幾點觀

念與您分享： 

(一) 努力爭取資源：學校在研究經費的挹注非常有限，向外爭取研究經費絕

對是必須具備的能力。學校同仁間應同心協力撰寫各種跨域整合計畫，筆者

在學校服務後，個人型計畫爭取過新進人員計畫、優秀年輕學者計畫、吳大

猷計畫，也為服務廠商爭取過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配合系上政策與醫院合

提建教合作案，在校內與校際團隊合作上，亦是要積極參與，筆者過去成功

協助推動過跨領域計畫、奈米國家型計劃、整合型計畫、萌芽計畫，當然也



有盡力推動但失敗的案例，包含私校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奈米國家型計

劃、跨領域計畫、深耕計畫、整合型計畫。科技部研究政策推動一直推陳出

新，筆者認為國家既然有編列經費投入學校研究教育，中原大學教師同仁應

積極應戰，不要怕失敗，積極爭取政府各類型大型計畫，當然中原大學必須

要有好的政策誘因，正向鼓勵與經費配合，營造雙贏契機，藉由政府經費充

實中原的研究資源，讓學生享有尖端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深根研究影響力與專利佈局：發展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培育全方位的

研究人才，研發能量能在中原大學深根與累積，捕捉大量的原創技術與發

現，並將科技發揚光大。學術界重視的是研究影響力，也是帶領中原到世界

的唯一管道，我們帶領學生解決重要研究課題，目的是讓學生了解世界脈

動，在面對困難時如何更有自信心解決各種問題，而我們在耕耘研究時應帶

領學生在重要關鍵角度思維研究創新，注入屬於中原自己的原創力，當重要

研究成果發表至累積一定的影響力後，世界終將看到中原，甚至即早規劃專

利佈局，運用中原大學完善的專利申請制度，保護中原智慧財產。筆者相信

中原大學唯有努力耕耘論文發表與專利佈局的質量，各項政府計畫之爭取將

易如反掌。 

(三) 努力耕耘研究教育：全人教育是中原大學教育核心，研究教育更是推動

工作的核心。禮記中庸講到求學必須具備「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五層功夫，然筆者認為大部分大學生修習完要求畢業學分後，才勉強說其具

備博學能力，但後面四層功夫師長並未授予，而推動研究教育工作剛好可滿

足後面四種功夫的扎根，從大學的專題研究與實作、大專暑期研究計畫、研

究所能力深根、團隊合作到產學合作，老師與學生間存在特殊的師徒關係，

才是全人教育最核心的一環，讓學生真正有機會培養專業能力，又能培養好

的學習態度，透過人際互動了解如何與人共同解決專業問題。筆者認為在中

原做好研究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教育，非求己身名利而奮鬥，而我們相信大

部分的中原師長皆是如此。故必須在研究室中規劃出一套有系統的研究教育

與管理制度，讓學生身歷其境，有效學習，過程中重視個人態度與品格的養

成，唯有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未來定將能回饋社會、回饋中原。 

 

    以上三點淺見還望中原師長批評指教，精益求精，共同為中原大學的大未來

一同打拼。最後感謝學校在各個環節的幫助，也感謝中原醫工師生同仁盡心盡力

為中原這塊土地的付出，感謝中原大學以基督大愛精神培育後輩，今日僥倖獲獎

還望有拋磚引玉之效，未來更將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點水之恩，湧泉以報，盡

未來際，恆思念之。 



 化學工程學系 林義峯副教授 

 

 研究論述 
    林義峰博士 2003年 7月畢業中原大學化學

工程學系，2008 年取得清華大學化工所博士學

位，於 2009 年 8 月進入中原大學化工系從事教

職之工作。個人之研究領域在於功能性奈米材

料與無機薄膜之製備與應用，搭配各種製備方

法，合成不同結構之奈米材料，並探討這些不

同奈米結構於環境、催化與吸附方面之應用。

個人研究主題主要有二: 奈米材料與中/微孔洞

氣凝膠複合材料之製備與應用與無機薄膜之製

備與應用。於奈米材料與中/微孔洞氣凝膠複合

材料之製備與應用方面，成功開發各種不同高

比表面積之中/微孔洞氣凝膠複合材料與中/微
孔洞有機金屬氣凝膠，如氧化鐵/碳氣凝膠、鐵

/碳氣凝膠與二氧化鋯/碳氣凝膠等，並探討其於

環境與催化之應用，如砷離子之吸附、有機染料之吸附與催化分解與二氧化

碳再利用等；另外，亦將其應用於生質柴油中磷脂之吸附分離等。於無機薄

膜之製備與應用方面，結合個人奈米材料的專長，分別利用溶膠凝膠法與靜

電紡絲法進行中孔洞氣凝膠薄膜與有機無機奈米纖維紡絲膜的製備開發並

為全世界首次將其應用於捕獲二氧化碳氣體。研究成果除發表於多篇 SCI
國際知名期刊論文與專利外，亦執行多件科技部計畫，包含科技部優秀年輕

學者計畫、一般型、能源科技研究、萌芽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等，並與企業

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獲得 102 年度中原大學優良技轉獎。個人亦

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多次獲大會邀請擔任演講，總計 2 場 Keynote 與 8 場

Invited 演講，並多次擔任國際會議主持人與國際會議之籌備，提升中原大學

國際能見度。林義峰博士除榮獲三次中原大學優秀年輕學者獎勵外，亦獲得

103 年度中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與 101 年度工學院優良導師，積極指導學生

進行研究，使多位學生獲得全國的研究獎項，如中國工程師學會全國論文競

賽銀牌與佳作獎、全國化工年會論文競賽優等與佳作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中原大學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與專題實作競賽特優獎等。 
 
 經驗分享 

    個人於 2009 年 8 月進入中原大學化工系從事教職工作迄今 6 個年頭，

從事教職工作需同時兼顧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三方面，與國立大學教師相

較，私立大學教師有較大的教學負擔，每週有較多的時間需進行教學授課，



此外，亦需擔任ㄧ個班級約 60 位大學生的班級導師，進行導生的輔導，時

常於教學與輔導服務完成後，有精疲力竭之感，此後，才能進行個人相關的

研究工作。尤其對一大學新進教師來說亦需背負著升等的壓力，因此，於研

究方面就要有ㄧ些相關的策略，在此提出ㄧ些己身的經驗與大家分享。首

先，做任何研究都需有經費的挹注，方能將我們學術研究的想法得以實現，

因此，獲得科技部研究補助計畫是一個經費挹注的主要來源，然而，以目前

科技部計畫審查制度來說，要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之補助，需有相當的國際

期刊發表數目，才能得到委員的青睞，通過科技部的計畫補助，因此，個人

會將自己的研究分為兩大類，第ㄧ類是研究想法非常創新，需要花較長時間

才能完成的研究，此類可發表於學術聲望較高的國際期刊，然而，發表的速

度可能就會較為緩慢，常常可能會於ㄧ至兩年內才能有ㄧ篇學術聲望較高國

際期刊的發表，對計畫與升等的業績來說，較為不足；第二類則是研究想法

可於較短時間內完成之研究，此類可較快速發表國際期刊論文，對計畫與升

等的業績有明顯的幫助。個人於研究歷程中，會兼顧此兩類的研究，達到兼

顧國際期刊論文質與量的目的，以利獲得計畫補助與經費挹注，對大學新進

教師來說，除辛苦建立實驗室與個人研究特色外，需於第二類研究多投入一

些心力，方能有充足的業績，以利升等與計畫的獲取。 
    另外，於學術研究過程中需有人力的幫忙，才能將我們的研究想法實

現，而大學教師主要人力來源便是研究生，老師需於研究生將其研究想法實

現的同時，指導研究生使其獲得邏輯思考與研究的能力，因此，研究生若訓

練的愈紮實，可提升實驗室的研究能力，研究生的訓練對教師研究的提升亦

有顯著的幫助。除研究生外，個人另外要提及的便是大學部的專題生，個人

於中原任教 6 年多來的觀察，中原大學的大學生能力不輸國立大學的學生，

甚至更有較佳的實作能力，但普遍較缺乏自信，而做專題的學生因其要徵試

研究所的動力下，會非常積極且認真的進行專題研究，對教師的研究成果有

相當大的幫助，因此，個人從進入中原任教以來廣收專題生，策略作法便是

於大學部開授與個人研究相關的選修課程，除於課程中認真傳授相關知識

外，並於課程中盡量引起學生對個人研究的興趣，使其可選擇進入個人實驗

室進行專題研究。此外，於學術研究過程中時常吸收新知是相當重要的，除

平常多閱讀與本身相關研究的國際期刊外，亦可多參與國際研討會，了解與

己身相關研究的最新脈動，並與國際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與學習，建立彼此關

係，進而進行實質的合作。 
    學術研究如同馬拉松跑步ㄧ樣，是一條漫長的路，過程中會遇到許多的

困難與阻礙，需強大的意志力克服，提升自我的同時，方能得到甜美的果實，

然而，於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看到指導的學生ㄧ點一滴的成長，是最令我感

到欣慰之處。最後，此次獲得學校研究傑出教師獎勵，最感謝學校於研究各

方面的資助，科技部計畫與經費的支持，還有個人指導過所有學生對研究的

努力與付出，願將此獎勵與ㄧ路上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分享，感謝大家!! 



 化學系 陳欣聰副教授 

 研究論述 

陳欣聰 博士，從博士班開始便投入計算化學

領域的研究，研究方向從早期的氣相分子的化學

反應機構及反應動力學研究，到金屬奈米團簇、

表面催化化學反應及前瞻性能源新材料的開發，

2011 年加入中原後，亦跟系上多位老師合作研究

多尺度碳基材和孔洞性金屬有機骨架之結構、性

質及其在氣體分離、H2 儲存、CO2 捕捉和化學

催化上的應用。目前實驗室主要的研究方向有: 

1. 金屬奈米團簇、表面催化化學反應: 
以理論計算的方法來研究金屬奈米團簇和金屬表

面作為催化劑的反應機制及其催化性。包括研究 CO 和 C2H2 於金奈米尺度的

氧化反應及 COx 和 NOx 於金屬表面或金屬氧化物表面催化劑的反應。藉此了

解其反應機構和影響反應性的因素，進而希望能設計更新更有效率的催化劑。 
 

2. 前瞻性能源之新材料的開發: 
我們以量子化學計算方法，來研究氧氣(O2)在燃料電池陰極(LaSrMnO3)和電

解極(CeO2)的還原反應和研究在 TiO2 表面摻雜氮及其他硼、硫等原子，了解

各種官能基於吸附後結構的能階改變、其吸附性質及電子轉移機制，對光電

之轉換效率的影響，這些量子計算結果可以結合實驗分析來設計高效率、低

污染和具經濟效益的固態燃料電池及太陽能電池。 
 

3. 多尺度碳基材料和孔洞性金屬有機骨架的開發: 
利用理論計算方法研究多尺度碳基材料(Carbon-Based Materials)和金屬有機

骨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在氣體分離、儲存（CO2 捕獲，H2

儲存）及化學催化反應(如: 氧氣還原反應，CO 氧化反應)上的應用。 
 

 經驗分享 
本人一直很慶幸在研究的路上，遇到很多的貴人的提攜及幫助，從博士班及

博士後研究時期的指導教授身上學習到對研究的執著及熱忱。二 OO 八~二 O 一

一年在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擔任副研究員時，由於有較多的

電腦資源，可進一步的從事較大尺寸的電腦模擬計算，因此可以更真實的模擬實

驗上的化學反應。二 O 一一年八月來到中原大學化學系任教初期，無論是教學、

研究以及實驗室的建立上，系上及系上老師給予很多幫助，讓我得以快速的進入

狀況，融入新的環境，之後隨著研究生的加入，研究慢慢地進入佳境，研究成果

也開始產生出來。從事教職工作，除了研究外，另一重要事情的便是教學，對新



進的教師而言，一開始教學上需要投入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因此需要更有效率的

作時間上的管理，另外每周至少安排一個時段與研究生討論他們的研究近況或困

難並要求研究生每周皆要報導與自己研究相關的近期國際期刊論文，除了教學相

長外，亦可確保研究上有持續的進展及未來可進行研究的新想法，每年皆會安排

至少參加一次國際研討會，藉由國際研討會認識其國家研究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

並與其討論與交流，來檢視自己的研究是否有與世界接軌。此次獲得研究傑出獎

勵，鼓舞了我們實驗室所有成員並給了我們繼續努力前進的力量及信心，最後，

以[work hard and work smart]期許自己在漫長的研究路上，能夠有效率的努力工

作。



 
▇化學系 蔡宗燕教授 

 

 研究論述 

自 2010 年至今，共有期刊

論文發表-11 篇、研討會論文發

表-60 篇、技術報告-11 份、專利

-17 件、技術移轉-10 案，對台灣

產業的保護與貢獻是無庸置疑

的；另參與執行相關計畫 18 案

以上；感謝科技部在基礎學理的

研究上之支持，才得以順利將研

究成果推廣至產業界應用，再加

上整個奈米團隊的合作無間，使

台灣在奈米複材產業化漸漸形成跨領域整合脫穎而出，期盼我們再接再厲

為台灣再締造產業的新契機。本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重要貢獻五項含蓋如

下： 
 (1) 應用於聚酯類及衍生之高分子合成之環保型新觸媒，應用於具有

高透光高阻氣性可撓式基板，或高剛性耐候性之 FRP 奈米複材。包含期刊

論文 2 篇，研討會論文 12 篇，獲證專利 4 篇。 
環保型新觸媒解決傳統重金屬觸媒添加之外，可同步增加其反應速率

並且以奈米混成技術將無機層狀材料有效分散在聚酯高分子中更可以顯著

提升複材之高透光高阻氣性的機能性以及高剛性耐候性之機械性質。對於

聚酯類，不飽和聚酯，乙烯基聚酯/Clay 以及 LDH 奈米複合材料應用於包

裝材料、可撓式基板或者 FRP 奈米複材工程塑料皆有很大的發展性。本研

究促使遠東新世紀了解在聚酯製程突破性的可行性，並且衍生其應用不只

在食品包裝材，更可以取代玻璃基板成為下一世代可撓式基板的重要素

材；因交聯密度的有效提升，使得不飽和聚酯，乙烯基聚酯 FRP 奈米複材

的機械強度大大的提升。 
(2) 液晶複合材料應用於智慧型窗戶，平面顯示器與高密度光學紀錄

性材料相關之光電產業應用。包含期刊論文 1 篇，研討會論文 6 篇，獲證

專利 2 篇。 
採用一種創新的概念，將具有光學特性的染料插層改質之無機層材奈

米混成至熱可硬化樹脂與光可硬化樹脂混合成雙官能性的樹脂系統，再加

入適當的液晶，形成一均相溶液。將此溶液在離型膜或 ITO 玻璃上刮製成

膜，先經光硬化成半膠化膜。此半膠化膜可方便應用在後續加工製膜過程，

爾後經熱硬化引發液晶相分離，形成具明暗顯示功能的 PDLC 膜，本技術



實際應用於奇緯光電公司生產之 Smart Film，並且建造在上海世博展的台

灣館，天燈造型，目前已經在新竹重建台灣館供大眾參觀。奈米混成技術

亦應用至奇美光電在大尺寸液晶螢幕，有效改善製造良率，降低成本取得

競爭市場的優勢；另外開啟全像光學材料的應用機會，其研究成果，開啟

奈米黏土在平面顯示器與高密度光學紀錄性材料相關之光電產業應用的曙

光。 
(3) 無鹵無磷新型難燃劑之開發並應用於高頻基板。包含期刊論文 1

篇，研討會論文 7 篇，專利 6 篇。 
在 Novolac Cured Epoxy/Clay 高分子奈米複合材料的部分，發展內容

為無鹵無磷難燃材料的開發，將中國製釉與聯茂電子成功的結合發展耐燃

的銅箔基板應用，近期正規劃試量產一百公尺的線上生產，期望於 2015
年正式商品化，在此部分有與在地型學界科專結合在地產業合作發展。 

(4) 脫層型無機層材之製備與應用於高阻氣包裝材；包含期刊論文 2
篇，研討會論文 5 篇，專利 3 篇。 

新型奈米脫層無機層狀材料的合成、改質與四種高分子 PP、PE、PLA、
PET 進行混練加工，探討以不同加工製程與加工條件，對於阻氣性的性質

變化，進而評估本實驗量產規劃，與未來應用於產業上之可行性。此研究

已突破現有奈米複材以混練加工方式之瓶頸，可創造新的專利。 
(5) 利用分子拓印的概念，設計新型奈米模板分離純化螢光蛋白之技

術。含期刊論文 1 篇，研討會論文 3 篇，專利 1 篇。 
奈米級複合材料的關鍵技術為無機層材之純化、膨潤、改質技術，過

去五年內曾針對生物醫學工程，利用不同陽離子交換當量之天然黏土以及

不同陰離子交換當量之人工無機層狀材料做一系列的牛血清蛋白、紅螢光

以及綠螢光蛋白純化技術的探討，其藉此發現利用低單價的天然黏土即可

有效純化不同蛋白質，並且進一步利用改質技術進行專一特性蛋白質做純

化，可有效取代現今蛋白質純化之繁雜步驟以及高成本的花費。 
奈米級複合材料不僅可增加高分子基材的機械性質，粘土經由適當的

改質，更可提供尺寸安定性、難燃性、抗紫外線、高阻氣性、抗菌性、與

遠紅外線幅射等機能特性，將載體均勻分散在高分子基材之中，以添加量

少、機能性強、成本低、易加工、可多次回收使用，符合環保意識，是近

代材料發展上重要的里程碑。 
 

 經驗分享 

自 2010 年至今，共有期刊論文發表-11 篇、研討會論文發表-60 篇、

技術報告-11 份、專利-17 件、技術移轉-10 案，對台灣產業的保護與貢獻

是無庸置疑的；另參與執行相關計畫 18 案以上 

自 2010 年在近五年的奈米複材研究中，獲得國內外發明專利十七



件，榮獲十四項榮譽獎，完成十案技術移轉-總技轉金二佰八十萬元，成

功發展九大類新材料，促進六家廠商投入奈米複材之研發生產行列-綠點

公司、翊聖公司、遠東新世紀、廣飛科技公司、上緯企業公司、康百達奈

米科技公司，協助建立五座試量產線—中國製釉奈米黏土純化一廠

(100Kg/天)、改質一廠(10Kg/天)，集盛實業公司機能性尼龍新纖維廠(1 噸

/天)，聯茂電子之耐尺寸收縮高頻基板 100 米產線，長興化工 150 公升 
UP/Clay 奈米複材產線，並且成功培養三位博士投入奈米複材產業成為公

司重要的專案經理人，促進二家新公司的設立-康百達奈米科技(股)公司、

廣飛科技(股)公司，最後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宗燕希望從歷年來科技部補

助的基礎學理的研究，能有效了解工業應用的盲點，將奈米複材技術由學

校完成研發，培養國家下一代的生力軍，並且將技術移轉至產業界，進行

試量產的傳承與光大，而宗燕秉持此意念至今，也漸漸看到臺灣在奈米複

材之研究上，已佔有國際一席之地，五年內已有上述將基礎學術研究轉化

為產業應用價值的成效，未來宗燕仍繼續跨足產學的研發，我以此自勉，

希望日後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