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法自然，人文化成，止於至善。

Learning from Nature; Transforming through Humanities; 
Equilibrium at ultimate Goodne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評審評語

將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醫材應用到神經修復、幹細胞的幹

性與 3D 列印組織工程上。多項專利都已經成功技轉，

研究團隊成立新創生技公司，對生技產業發展貢獻卓

著。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macromolecular biomedical 

materials to nerve repair and 3D printing with stem cells. 

Transferring technologies and multiple patents to industry. 

Starting up bioengineering companies with the research 

team.

得獎感言

感謝父母的教養與支持，感謝前輩及良師的教導與啟

發，感謝台大的環境與實驗室所有成員的努力，感謝社

會的栽培。感謝天。

學 歷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學士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兼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療器材研發中心　　　　　　　　　　副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組織工程與 3D列印中心　　　　　　　主任

曾 任
國立臺灣大學身心障礙者輔具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組織工程與

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籌備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兼任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組織工程與幹細胞研究中心　　主任

徐 善 慧 女士

Shan-hui Hsu．55 歲（196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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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一帆風順，或是歷經滄桑。每個人心中都

要保持一個很樂觀的小叮噹 (今稱哆啦 A夢 )。」雖然是

漫畫裡的虛擬角色，但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

所所長徐善慧卻從中學時期開始，就超級喜愛小叮噹的赤

子之心，認為這是每個人保持快樂的先決條件。也因這份

純真，讓她心無旁騖的專注於研究，順著心裡神奇的哆啦

A夢啟發各種創新構想，別出心裁的把高分子材料應用在

神經修復、培養幹細胞球體跟 3D 列印組織工程，更因此

當選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學院會士與俄羅斯國際工程院通

訊院士。

與其說喜歡小叮噹的可愛，徐善慧更喜歡「他」的心胸

寬厚，「別人怎麼欺負他都沒事，總是以無比的耐心回報說，

你下次不能再這樣！」不過最讓她著迷的還是小叮噹身上的

四次元百寶袋，隨時可以變出各種千奇百怪的道具，「我研

究的高分子，就像小叮噹的百寶袋可以變變變，激發出不同

的研究應用。」不但從小叮噹獲得研究靈感，連寫科普文章

也以「他」為主角。除了漫畫，徐善慧也喜歡看武俠小說，

高中時曾在周末中午十二點放學後，嘗試跑到西門町趕場看

十二點半播映的武俠電影。年少時的天真浪漫與青春期的率

直狂放，讓人很難聯想到她現在的學術地位。

做出產品，造福社會—追求務實的科學家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童年什麼都好奇  什麼都奇怪

「小時候有人跟我說，拿著筷子往鼻子插，可以一直插

進去。我就真的一直插，把我爸爸給嚇壞了。看到大人用刀

子刮鬍子，我就說奇怪吔，怎麼都不會受傷？我就拿來刮，

結果就流血了！」徐善慧回憶兒時在鄉下的童年往事，帶著

歉意靦腆的說，「我的父母有時候會覺得不曉得怎麼教這個

常有奇怪想法的小孩，還跑到台北請教專家。他們就說，你

們就當她跟普通小孩一樣，用一般的教法就可以。」

從小考試總是名列前茅的徐善慧，似乎有用不完的好奇

心，學習能力也很強。上課聽老師講講，就什麼都懂了。「我

學東西好像有稍微快些，可能是因為我回家不想讀書，在鄉

下就是很喜歡出去走走。我覺得自己很普通，雖然從沒做過

智力測驗，但我相信自己很一般。」被問到是不是從小被當

成天才兒童，徐善慧連說好幾次「我覺得自己非常平庸」，

僅承認小時候確實很愛玩，不喜歡「拿著書本看」，也比較

有好奇心，經常讓父母覺得很麻煩。

為了讓好奇寶寶可以乖乖坐著定心看書，在新北市金山

國小任教的父母親主動請纓幫學校管理圖書館。「我還沒有

入學週末就被叫去圖書館看爸媽整理圖書，那時候覺得很特

別，書裡面的注音符號，我都念得出來，就覺得太神奇了！

不識國字，也不管意思懂不懂，都可以照著讀，忽然就覺得

這些書很好看。」事隔多年，徐善慧已不記得是怎麼學會注

音符號，很可能是爸媽在教姐姐時，她在旁邊跟著聽就學會

了。「金山國小圖書館其實很小，在那個資源缺乏的時代，

還有聯合國捐贈的讀物。有些書好漂亮，我到現在還記得幾

本書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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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耳濡目染  投身百年樹人

父母親不僅關心自家孩子的學習，更以身教讓徐善慧體

會教育是多麼神聖的工作。「金山以前是窮鄉僻壤，很多學

生家裡都很窮，我看到自己的父母親是怎麼認真教這些孩子。

他們有些家裡沒有人識字，上學也沒穿鞋子，書還是讀得很

好，讓我覺得教育的力量非常大。」徐善慧說，父母為了方

便她就近升學，舉家搬到新北市永和。考上大學那年，父親

在永和國小教體育班，剛好要去受訓，「讓我代課幾個星期。

這些小孩體育都很好，我就想會不會很難教？結果真的教得

好辛苦。」

但父親的有教無類讓徐善慧打心裡佩服。「父親很厲害，

能夠把這些學生教到讓他們的考試成績，看不出是體育班學

生，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父親的教育理念認為沒有人

天生就是不會讀書，要相信學生絕對可以做得到，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父母對我們姐妹的教導也是如此。

不求什麼！就是教，希望我們接受社會栽培，未來也能夠回

饋社會。」徐家三姐妹也因父母耳濡目染，先後投入教職，

全家皆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職志。

一面之緣解惑  釐清未來方向

然而從小聰慧的徐善慧，雖然毫無意外的從北一女考上

台大，在讀台大材料工程學研究所期間，卻對未來發展方向

感到徬徨。大學主修化學工程，碩士轉攻材料工程的她，對

於到美國留學是否轉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有些猶豫不決。「生

物醫學工程那時候在美國也剛興起，不容易申請到學校或獎

學金！」就在舉棋不定之時，曾經教過她高分子物理的朱厚

人教授，引薦她到中央研究院向王倬院士請益。「我那時候

還很小，又是第一次見到院士。」回想當年情景，徐善慧滿

懷孺慕的說，「我跟王院士僅有一面之緣，但他的一句話對

我影響非常大。」

王倬看到忐忑不安的徐善慧，用和藹語氣緩緩的說：「有

什麼問題，妳都可以問。」徐善慧看著眼前溫文的學者說出

自己心裡的疑惑，「我是學工程的，離生物醫學非常遠，也

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生物醫學的那個部分，只修過幾門相關

的課。我也很喜歡高分子，卻搞不清楚到底要做什麼？」但

王倬的回答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妳以為妳在繞圈圈，走

了化工改走材料又再改走生醫會怎麼樣？妳以為自己在浪費

時間或繞路？沒有這回事！我們都是逐漸向目標邁進。妳或

許走了很多路，但只要大目標不變，小動作可以慢慢調。」

「不要在乎現在又換了什麼？這些都是小事。妳的目標

是什麼？慢慢找，妳心裡清楚。可能現在定義不出來。但是

妳有一天就會挪到妳想要去地方。」徐善慧聽到王倬的建議，

纏繞在心裡的千千結瞬間釋然。「德高望重的院士用那麼淺

白的話跟我講不要急，妳每走的一步路都不會浪費掉。對年

輕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我，其實有很大的鼓勵。」也讓

徐善慧體會到，「有時候我們跟學生說話『點』他一下，也

不曉得日後會產生什麼影響，但王院士當年的話對我真的很

重要。」

頻換指導教授  差點打退堂鼓

不要急，慢慢磨！目標確定，就沒有白走的路。除了讓

徐善慧堅定赴美進修的信心，更讓她在攻讀博士過程「眾裡

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在美國求

學期間，徐善慧換了好幾位指導教授，甚至因為總是找不到

合適的研究團隊與主題，一度讓她懷疑自己是不是不應該到

美國讀博士。「可能我對自己想做的題目比較有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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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美國比較自由，鼓勵大家充分思考，我就經常會醞

釀出『這個是我要做的題目嗎？』的想法。一直換到第三組

團隊，才找到我真正想要的指導教授。」

公費留學到美國攻讀博士，護照年限僅有五年，徐善

慧談起這段被她形容為「步步驚險」的往事，還是覺得運氣

不錯，讓她接觸到很多教授，看到不同實驗室，不同的團隊

作風，讓自己成長很多。「我不是那種看到不合適就跑掉的

人。」徐善慧在前面兩組指導教授帶領的團隊都待了一年多，

最後還是覺得研究題目不是她想做的，放棄已經做出的成果，

重新找指導教授。「事實上經過三年半，志氣都消磨掉了！

那段時間我很困惑，甚至懷疑或許自己不適合讀博士！」

最後關頭巧遇伯樂  快樂似神仙

徐善慧雖然寫信跟父親說，很可能會找不到合適的教授

就回台灣，心裡卻又滿是愧疚覺得沒有成功拿到學位會愧對

家人。「父親接到信就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不要想那麼多，

人要樂觀奮鬥。正是樂觀奮鬥這四個字，讓我重新打起精

神。」因著父親的鼓勵，徐善慧在重拾鬥志的同時，也因為

新選修課程意外找到她真正想跟的指導教授。「真的是緣分。

我在第二個團隊題目都做得差不多了，課也都修完了，但指

導教授還是問我要不要再修個課。新修的課剛好是第三個團

隊的兩個老師開的。」

「我聽了他們的課覺得很有趣，就主動找兩位老師請他

們當我的指導教授。」徐善慧在第三個團隊做研究如魚得水，

兩位指導教授給她充分的自由，做她想做的題目。一年半就

通過口試，之後並發表四篇論文，順利在公費留學五年大限

到期前，取得博士學位返台。「黑井 (Blackwell)跟解迷仙

(Jamieson)老師都是我的貴人。他們知道我之前的挫敗經驗，

一直給我很正面的鼓勵，也解答我很多學術研究上的疑惑。」

從徐善慧在畢業前一年的感恩節送給解迷仙教授刻有中文解

迷仙的印章當禮物，並向老師解釋此三字代表「迷惑皆解，

快樂似神仙」，凸顯她對兩人的尊敬如同千里馬遇到伯樂。

追求務實  薪火相傳  造福社會

除了解惑，徐善慧認為兩位恩師對她最大啟發是「原來

學術界有家族樹」。兩位師出名門的教授，經常在上課的時

候提到「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故事，傳達學術界最重要的

是薪火相傳，除了學生要懂得光耀門楣以外，老師更要體認

自己不可能什麼事都做，到最後一定要交棒，教會更多的人，

讓他發揮影響、貢獻社會，像大樹一樣開枝散葉。從美國返

台以後，徐善慧第一件事就是畫學術家族樹，無論到哪裡任

教都會告訴學生這個家族樹的由來，希望學生代代薪火相傳。

「我想是因為我在工學院的關係。工學院造福社會的方

式，就是非常務實的把產品做出來。我們在做人才培育的時

候，永遠是以務實的思維為主，讓他們接受教育發揮到這個

社會上。」徐善慧強調，無論做什麼研究，最終的目標都是

造福社會。科學家在社會的自我定位，每個人都不一樣。從

基礎科學到應用研究，本來就有不同的光譜，「工程科學家

務實的思維，是我非常珍惜的價值，就是把產品做出來，造

福社會；培育的人才也能夠到產業發揮所學，造福社會。這

也是我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最心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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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二字意義非凡。東方代表日出，萬物出乎震，震

東方也。元是萬物之始，又是善之長也。東元獎的設立希

望喚起科技創新與人文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觀念，也就是

科文共裕的精神，其設獎之具體宗旨為「培育科技人才，

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培育科技與人文領域人

才，既需要前瞻的思想，又需要將此思想落實社會，在科

技領域方面則常透過產業技術轉移，將創新想法與基礎研

究成果真正落實成為產品，造福社會，實踐讀書人的理想。

而這種務實性是否與前瞻思想產生一些牴觸呢？對此我個

人總是有些納悶，因為前瞻創新思想可能是發散的，但文

明的發展包括科技的進步則需要配合人文精神，「文明以

止」，文明可能是需要收斂的，才能避免科技不當使用對

於大自然、環境與人文的破壞，這中間需要智慧與動態平

衡。科技不違背人性，符合道法自然，科技需要輔以人文

精神，始能人文化成。我認為東元獎的設立在選拔與鼓勵

具有格局與全方位的研究學者，這是個不容易的過程，而

東元獎的設獎精神令人心嚮往。盼望東元獎能透過其美好

的設獎精神與嚴謹的選拔過程，達到科文共裕的理想。也

期待東元獎透過科技與人文的融合發展為社會帶來正面的

力量，為年輕一代樹立可嚮往及可效法的科技人文典範。

成就歷程

得獎人徐善慧於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就讀期間 (大三

下 1984年 )對高分子材料尤其是具有綠色環保特性的高分子

產生了濃厚興趣，即開始專題研究。隨後考取臺灣大學材料

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研究為可溶性聚乙烯醇高分子以聚

胺脂改質之逆滲透薄膜，應用於純化水質之相關研究。碩士

畢業同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生 (生醫材料學門 )，至美國攻

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論文內容為可分解生物高分子凝膠的

黏彈特性對生理功能的影響。獲博士學位後 (1992年 )回國至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學系任教，後轉至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任教，推動成立校級組織工程與幹細胞研究中心。2009年轉

至臺大高分子所任教，2013年獲臺灣大學特聘教授，並推動

成立組織工程與 3D列印研究中心及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

件博士學位學程。至今發表期刊論文兩百六十四篇，專書章

節十一篇，核准專利三十六項，被引用次數 (Google Scholar) 

> 9,500次。並有產業技轉簽約金近一千七百萬元，五年內已

實現技轉收入 (已入帳學校 )超過千萬元。主要創新成果為：

(1)合成新型可分解聚胺脂材料，除了具有環保綠色製程與可

調控的分解特性外，還能有形狀記憶與抗發炎的性質。(2)開

發具有神經修復功能的可分解高分子，包括聚乳酸、殼聚醣

及聚胺酯之水凝膠及自癒合材料等。(3)研究間葉幹細胞 (或

癌細胞 )與高分子基材的交互作用，透過材料設計，可增加

細胞的聚集移動而成為細胞球，在幹細胞有助於提高細胞幹

性，在癌細胞則能模仿癌症微環境。(4)發展具環保特性的生

物 3D列印材料 (細胞列印墨水 )與自癒合水膠犧牲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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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望

得獎人徐善慧在學術創新與技術主要突破分為四部分：

(一 )合成新的可分解聚胺脂材料，包括溫感性與形狀記憶性

配方，並具有抗發炎特性，此部分著重於聚胺脂合成、結構

分析與設計，提供生物醫學應用。(二 )開發具有神經修復功

能的高分子材料，包括聚乳酸、殼聚醣自癒合材料及聚胺酯

及相關的智能水膠材料，此部分著重於製程開發、自癒合水

膠特性分析及其體內外功能性測試。(三 )研究間葉幹細胞 (或

癌細胞 )與高分子基材的交互作用，透過材料設計，可增加

細胞的聚集移動而成為細胞球，在幹細胞有助於提高細胞幹

性，在癌細胞能模仿癌症微環境。(四 )發展生物 3D列印材

料與犧牲層材料，包括細胞列印墨水、自癒合水膠犧牲層等

材料製備，此部分著重於生醫材料之流變學特性與機械性質

的調整，以獲得可列印性及長期細胞存活率。未來將持續開

發生物醫學智能高分子材料。

具體貢獻事蹟

一、基礎學術研究方面：

「智慧型水性可分解聚胺脂合成」與「利用生醫材料基

材進行三度空間幹細胞球體培養」這兩個特色研究主題

在國際學術界具有知名度，獲 2016年美國醫學與生物

工程學院會士與 2019年國際工程院通訊院士。Google 

Scholar 超過 > 9,500次。最近十年內有兩篇高引用論

文 (一篇發表於 2009年 Small，一篇發表於 2015年

Advanced Materials)。

二、研究落實產業及新創公司並推動國際化：

生醫材料基礎研究希望亦能落實產業。實例如下。

1、研究生團隊成功創業：

開發出新穎神經導管 (Ntube)，共有五個相關專利，

畢業生團隊完成主要專利技術授權，於 2014年初組

新創公司，獲 2016年國家新創獎，且為臺灣生技整

合育成中心 (SI2C)第一個學界選案成功獲得新醫療

器材經濟部科專 A+淬鍊計畫者，且此案於 2016年

底獲得瑞士大藥廠諾華公司 (Novartis)全球第一件醫

療器材選案，持續受 Novartis跨國輔導。在聚胺酯方

面，並有其他數個創業萌芽計畫。

2、PU材料專利授權落實產業：

2008年開發出數種穩定性 (不可分解 )生物相容性

聚胺脂 (PU)，專利與技術授權產業製造生醫級 PU

原料。近五年則開發出可分解綠色 PU彈性材料 

( "Nanoelastomer" )，獲多個臺灣專利與美國專利；

合成方法於 2014年授權產業，並與該公司執行科技

部產學合作案開發高級生醫導管，隨後於 2015至

2016年陸續完成導管技術授權，亦輔導該產業 2017

年成功獲得經濟部科專 A+淬鍊計畫。該公司近兩年

仍與本團隊進行軟骨修補支架材料產學合作，且完成

專利技術授權。

3、推動國際團隊合作：

在殼聚醣細胞球方面與日本神戶大學醫學院、早稻

田大學及神戶大學醫學院團隊進行跨國合作；材料

方面則與日本物質材料機構 (NI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德國漢堡大學及俄羅斯科學院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物理化學研究所進行跨

國合作。

4、教學成就與人才培育：

已指導碩博士生上百人，並培育出超過 10位實驗室

成員目前擔任大專院校教職，繼續培育相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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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he recipient Hsu's innovation includes: (1) Waterborne 

biodegradable polyurethane smart biomedical polymers. (2) 

Materials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3) Substrate-derived cellular 

spheroids. (4) Bioink. She will consistently mak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novel biomedical smart polymer materials in the 

future.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There is an extraordinary meaning of "Dong Yuan, TECO " . 

"Dong" represents sunrise and source. The second word of "Dong 

Yuan, TECO" means origin and growth. The purpose of "TECO-

award" is to encourage the spirit of humanity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Chinese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should have a check point through humanity.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and may echo the spirt of "TECO-award" . I 

sincerely hope the spirit and selection of the recipient will bring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and establish role models for 

young generation to be inspire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The recipient Hsu was inspired by polymer and soft matters 

during her junior yea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1984. She went on developing desalination 

membranes in her master thesis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published her fist paper. S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tudy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 

USA. Her Ph.D. dissertation was the role of viscoelasticity in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biological hydrogel. She started her 

teaching career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1992 and transferred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1996. She returned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2009, was appointe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hip in 2013, and established a research center and Ph.D. 

program in 2015.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60 referred papers, 11 book/

book chapters, and 36 granted patents. She has a google citation 

>9,500 and earned her institution 17 million Taiwanese dollar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authorization. Her innovation includes: 

(1) waterborne biodegradable polyurethanes as smart biomedical 

polymer, (2) materials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3) substrate-

derived cellular spheroids, and (4) bioink.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in smart waterborne biodegradable polyurethane 

and biomaterial-derived cellular spheroids has won her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wards such as 2016 fellow of 

Institute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USA and 

2019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 Research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1) Start-up

Students from the team has started up a new company, 

developing biomaterials for neural repair.

(2)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formulae of polyurethanes have been licensed to a few 

companies.

(3)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4) Education

Ten members from the team have become faculty in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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