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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論述 

聚類分析及其應用（cluster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s）一直是我個人的主要

研究領域。聚類分析乃是將一組資料聚分成相似群組的分析工具，它是統計多變

量分析的一支，也是圖型識別及機器學習中無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方法的一種，其用途廣泛，如統計、資料探勘、機器學習、圖形識別、以及醫學

和工業上的應用等。我個人的主要研究工作乃是發展新式聚類演算法、穩健式法

則以及其各式應用。個人的整體研究中，部份是開發具有原創性的新式聚類演算

法，部份是結合統計方法以及模糊集理論在聚類分析及機器學習上發展出具有穩

健性的聚類演算法，並將其應用在統計資料、醫學資料、品質管制、資料探勘以

及機器學習上。目前共發表於 SCI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一百多篇，其中所提出的

Alternative c-means clustering (Pattern Recognition, 35, pp. 2267-2278, 2002), A 
SCM method (IEEE Trans. PAMI, 26, pp. 434-448, 2004), Unsupervised possibilistic 
clustering (Pattern Recognition, 39, pp. 5-21, 2006)及 Alpha-cut FCM algorithms 
(IEEE Trans. SMC-part B, 38, pp. 588-603, 2008)是四篇相當具有原創性的穩健式

聚類法，也有相當不錯的論文引用率。另外，穩健自動合併聚類法(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19, pp. 26-41, 2011), 學習式 EM 聚類法(Pattern Recognition, 45, pp. 
3950-3961, 2012)以及偏差修正式模糊聚類法(Information Sciences, 309, pp. 
138−162, 2015)都是相當具有優勢的聚類演算法。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於 2015

所發表的二篇研究成果，一篇是利用模糊聚類法處理迴歸模型上改變點的問題

(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23, pp. 2343−2357, 2015)，另一篇是處理 GK 模糊聚

類法的收斂理論以及參數選取的問題(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23, pp. 
2329−2342, 2015)，具有相當的創見且是理論與實用兼備的論文。個人所發表於

國際學術期刊之研究論文，主要是個人共同研究團隊所獲得之成果，共同合作研

究者有本人之博士班學生及畢業生，博士後研究，國內、大陸以及美國等地之教

授學者專家等。最後順便提到，個人(Miin-Shen Yang)在 Google 學術搜尋引用文

獻(Google Scholar)已達五千多次，其中 H 指數為 38，整體而言，被搜尋引用的

狀況還算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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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論述 

我的研究主要分三大方向，包含(1)無機發光材料的製備與應用；(2)石墨烯

的製備與應用；(3)能源材料開發。(1)無機發光材料包括 LED 螢光粉、奈米碳量

子點、螢光玻璃陶瓷片等，透過不同稀土離子摻雜、奈米碳材尺度調控以及無機

分散技術進而可製備出不同發光波長的無機發光材料，可應用在照明、顯示、生

物顯影等；(2)本實驗室第二個研究方向是針對石墨烯材料進行製備與改質，包

含氧化還原法、高溫脫層、微波脫層、機械剝離、超音波震盪、電化學脫層、低

溫破碎等，再將不同表面形貌與片徑之石墨烯應用在散熱、防腐蝕、鋰電池、廢

水處理、導電膠、電磁波屏蔽等；(3)在能源材料方面，本實驗室著重在鋰離子

電池正、負極材料以及鈉離子電池正、負極材料的開發，從晶體結構設計、粉體

製備、配方調控、極版塗佈、輾壓到電池組裝與電性測試。以上三大方向的相關

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在 J. Mater. Chem. A (8.262)、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6.723)、Inorganic Chemistry (4.820)、Nanoscale (7.760)、Carbon(6.198)、Dalton 
Transactions (4.177)、Polymer Chemistry (5.687)、J. Power Sources (6.333)等。 

 

 經驗分享 

非常開心獲得中原大學 105 年度研究傑出獎，本人台大化工所博士班畢業

後，先在工研院材化所工作五年(民國 95.10~101.1)，101 年 2 月來到中原大學化

工系任教，迄今已滿 4 年半，截至目前為止在中原大學已申請 14 篇專利(4 篇獲

證)、2 件技術移轉案、發表 40 篇 SCI 國際期刊、主編 2 本中文專書、2 本英文

部分專書。本人將與大家分享如何成功發表國際期刊。 



(1) 建立自己實驗室特有的技術 
首先，針對自己有興趣的熱門領域進行耕耘，如果領域熱門，自然必較容

易發表論文，也比較容易接到產學計畫，也容易衍生出專利、技術移轉。特有技

術的建立可分兩個層面，包含硬體設備建構以及配方(know how)的養成，前者需

要科技部計畫、建教案、產學計畫的經費支持、後者需要實驗室研究生或專題生

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慢慢萌芽與養成，有了特有技術之後，就可以進行專利的申請、

論文的撰寫、計畫的申請甚至與其他實驗室進行合作，衍生的論文發表數量自然

就會多了。論文發表一多，自然就容易在該領域申請到計畫，有機會就會有經費，

有經費就能夠再針對特有技術進行再進化!  
 
(2) 善用大學部專題生 

我的實驗室人力結構有 1 個博士後、2 個博士生、6 個研究生跟 9 個專題生，

說專題生是我的主要戰力一點都不為過。由於本實驗室執行的計畫案還滿多的

(科技部、中科院、金屬工業中心、工研院、中油、產學計畫等)，在人力有限的

情況下，專題生也是我們實驗室不可或缺的即時戰力! 我讓每一個人都執行一個

計劃或一個題目，尤其是專題生因為要推甄的關係，特別的認真，希望在專題期

間就有結果與產出，而我的專題生經過一年多的專題實作，大多數的學生都能夠

將專題成果申請專利或投稿到國際期刊，確實有些專題生還真的不輸研究所的學

長姐呢! 
(3) 國際研討會 

要好好把握參加國際研討會的機會，不要選擇太大的研討會，這樣很難認

識到人! 選幾個與自己領域相關的研討會，好好耕耘每年都參加，慢慢地你會跟

他們越來越熟，這些領域的研究學者甚至有些是期刊主編，未來在投稿論文，或

是建議 reviewers，自然就會有很多口袋名單可以選擇。此外，有些國際研討會

的會議論文會轉投到國際期刊的特刊(special issue)，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搭順風

車，通常投稿接受率滿高的。 
 

(4) 跨領域的合作 
要挑戰高影響因子的期刊，跨領域的合作很重要，不吝惜與其他老師、其他

系所、其他學校甚至是其他國家的教授一起合作，至於怎麼會有機會認識其他學

校或其他國家的老師呢?! 跟他合作，他怎麼會理我呢?! 這就要靠人脈慢慢耕耘，

例如前陣子我才剛剛送出科技部台波雙邊合作計畫，我其實一開始並不認識波蘭

的教授，而是靠我之前認識的一位廣州中山大學梁老師介紹，讓我認識四川重慶

大學的馬老師，因為馬老師跟波蘭那邊的關係非常好，透過馬老師的牽線，與波

蘭的教授一起合提台波雙邊合作計畫。而我也不閒著，也嘗試跟重慶大學馬老師

也討論一起合作的可能性，目前相關論文也正在撰寫當中。今年暑假有機會到北

海道大學材料系擔任訪問學者，主要研究的題目是新能源材料的開發，經過兩個

月的努力，目前已成功開發出全世界第一個應用在鈉電池負極的尖晶石材料，目



前也正進行專利的撰寫以及規劃之後論文投稿的分工。而我在日本訪問的期間，

有幸認識也同來訪問的台大化工廖老師，廖老師是 3D 列印與噴塗的專家，於是

我也提供我的石墨烯、發光材料或電池材料給廖老師，未來有機會一起開發導相

關的產品。這些都是跨領域合作好玩的地方。 
 

(5) 其他論文發表的技巧 
我覺得要成功發表一篇國際期刊，第一要件是英文不能太爛，否則文章沒有

可讀性，此部分除了得靠自己先天或後天的努力提升英文寫作能力之外，也可靠

英文編修公司，但我覺得還是靠自己比較好，很多專業術語不見得英文編修公司

的編修員懂，寫出來的文章一定沒有那個味! 第二，期刊的格式、圖的解析度、

數據的呈現方式等等都要非常的嚴謹、仔細且具有美感。第三，通常一篇文章就

是一個亮點，這個亮點必須是前無古人，也就是要有新穎性(novelty)，亮點可以

是新的材料、新的製備方式、新的應用、新的反應機制等等，只要你的東西是新

的，相關技術的文獻回顧很詳實，實驗的分析做的很完整，整個論文架構具有邏

輯性，不相互矛盾，進行投稿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第四就是要廣結善緣，多

多參加相同領域的研討會，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慢慢跟相同領域的其他學者變熟、

甚至合作，而這些學者有滿大的機率會是你論文的 reviewer。第五，可以多多參

加坊間或大專院校舉辦的 SCI 論文寫作或英文寫作的相關課程，我在工研院工作

的期間就是大量參加專利相關課程以及英文寫作課程，進而大幅提升英文寫作能

力。 
以上的經驗分享希望能夠對讀者在論文寫作以及投稿上有所幫助。其實每次

寫完一篇論文，就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樣，很開心、很有成就感，即使投稿之後可

能會碰到被退稿的情況，這時候不要氣餒，從主編以及審查委員的建議納入、吸

收，讓自己的論文再升級! 之後再換其他的期刊進行嘗試，我相信透過這些經驗

的累積，慢慢地也能找出一個論文投稿的勝利方程式! 
  



 物理系 溫文鈺副教授 

 

 
 研究論述 

物理系溫文鈺博士，2005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博士論文研究超弦及

超重力理論。之後分別於台師大及台大從事博士後研究，2010年赴加州理

工學院從事訪問學者研究，隔年於中原大學物理系擔任助理教授，2014年

升等副教授迄今。曾於 2011年榮獲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之年輕理論學者

獎，主持 103年度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四年期研究計劃，並獲邀擔任 105

年度華人物理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之編輯委員。 

溫博士於 2014年連續兩年榮獲中原大學年輕學者獎，以及台大梁次震

宇宙與天文粒子物理學研究中心之研究傑出獎。 迄今發表的論文著作近五

十篇，每篇平均引用次數為 21.3次，其中有一篇關於全像超導的文章引用

高達百次，另有四篇在五十次以上。過去主要研究方向為弦理論中的全像原

理，該原理描述超重力理論與共形場論之間的對偶關係，並將其用於量子色

動力學與凝態物理之研究中。進入中原任教後，也試圖開發其他的領域。比

如說這幾年在黑洞理論的研究上，理論物理學家有許多新的看法及進展，其

中一個是發現在漸進平坦空間中的無毛定理(No hair theorem)並不適用於

漸進彎曲的時空，特別是在反底西特(Anti-de Sitter)空時中，決定黑洞特

性的除了他的質量、電荷、角動量之外，在臨界溫度下還可以有不為零的純

量場。在弦理論中的全像原理中。便將此純量場在漸進邊界的期望值視作全

像超導的序参量。在一篇著作中，作者引進了第二個純量場的交互作用，並

將它與凝態中的雙通道高溫超導體作比較。在另一篇著作中，則討論該純量

場與霍爾粘滯係數的關係。此外針對一些在凝態物理中存在的奇異金屬、拓



樸絕緣體等等，也試圖建構他們的全像重力模型，以非微擾的方法了解他們

的一些奇特的物理性質。溫博士也關注另一個與黑洞有關的重要課題：霍金

(Stephen Hawking)與薩斯坎(Leonardo Susskind)等物理學家爭論多年的訊

息遺失悖論(Information loss paradox)，近年來因為波欽斯基(Joseph 

Polchinski)的防火牆理論加入論戰，激起了許多物理思想漣漪，而發了數

篇論文，從霍金輻射與量子資訊等不同觀點論述相關的物理。在對黑洞蒸發

的描述中，派瑞克-威爾雀(Parikh-Wilczek)的量子穿隧模型具有輻射過程

中的訊息守恆被遵守的優點。根據這個模型，黑洞的訊息是隱藏在黑洞與輻

射或輻射彼此之間的量子糾纏態中，最終是沒有遺失的。溫博士則試著量化

在不同時間的輻射之間，彼此的量子糾纏程度。並且使用最佳化的概念，提

出新的帶電黑洞的蒸發模型，這些研究分別被發表在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及 Physics Letters B等 SCI國際期刊上。這個研究也引

發了對黑洞視界面積的量子化以及蒸發遺骸(Remnant)的重新思考。目前研

究的題目則是放在非交換幾何的時空與黑洞物理之間的關係上，並且借機指

導專題生及研究生。 

 

 

 經驗分享 
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工作從來都不是主流，所以也不需要逐流。除非

你是天生聰穎，或安貧於左思右想中，或還有些微的機會去解決物理界的世

紀懸案，不過自知駑鈍，也不想抑鬱而終，因此寧可抱持嬉戲般輕鬆的態度。

有時把玩著前面物理大師們蕩起的漣漪水花，也是需要藝術鑑賞般犀利的眼

光，偶然間挖掘到一塊樸玉瑰寶，尚可精雕細琢一番。有時要有藝術家般的

右腦，汲取絕妙的靈感，預先構思在心靈畫布上。最後還得有工匠般的精準

伎倆，用自己獨特的畫風寫下方程式並使她賞心悅目並言之成理。但是研究

的璞玉不是隨手俯拾可得，靈感在評鑑壓力下也常常虛無縹緲，因此久無研

究成果也不足為奇，但落個績效不佳的口實，也很冤望。這回我是幸運的，

受到黑洞繆斯莫大的重力吸引，也嗅到從她身上揮發出來的浪漫訊息，無數

杯膠囊咖啡助興下，挑動了靈感神經，振筆寫下數篇情理之作，發出的文光

雖不及讚歎上帝造化之宏偉，確還能得到評審的賞識，不然焉能有此殊榮，

我在感恩之餘也是戰戰兢兢，自勉能再接再厲。 

在這個產業升級口號打響、產學合作掛帥的年代，看似無產階級的純

科學研究勢必會受到經費排擠。寫此感言同時，正值今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大隅良典發聲疾呼：要求科學研究有用，形同宣判基礎科學死刑。不免心有

慼慼焉。反觀今天個人能夠獲得這項榮譽，也似乎是呼應中原全人的理念，

尊重多元文化，有著兼容並蓄的胸襟，叫人安慰。對於有志想要從事純科學

研究的年輕人，我的建議是得耐著性子踏實學好基本數理工夫，雖不一定得

面面俱到，但需要用到的知識就不得苟且。至於研究能看到成果，那是運氣



加上才氣，說不準也求不得的。所以要能等待，每個人的經濟條件與生涯規

劃不儘相同，量力而為之。如果志未能伸、時不我予，不妨當個物理玩童，

將她的美收藏，閒時把玩也不失其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