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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2010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世昌博士
採訪人員：張敏娟，黃誠亨，杜彥錚，萬威廷，余逸哲
採訪時間：2010 年 7 月 20 日 下午 1:30-3:00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透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會議選舉出來的傑出科學人員，頒發給
他 / 她們一個特殊的榮譽身分 1。很幸運的，本期雙月刊的主題剛好與今年 7 月剛
剛獲得院士榮譽的李世昌博士所擅長的領域相關，讓執編張敏娟與四個學生可以近
距離的專訪他。訪談過程中，李院士對於我們提出的疑問，回答時的態度相當坦率。
訪談過後，中央研究院物理館外面下起了雨，李院士給的人生態度也在我們的心理
颳起了風。請讀者慢慢品味我們整理出來的對談文字，希望對正在努力讀物理的學
生、努力教書與做研究的物理老師、喜歡思考的科學界人士，都能有正面的啟發。

[ 專訪人物小檔案 ]

是排名全國第一志願，而不是台大電機系喔。台大
李世昌院士從台灣
大學物理系畢業後，
接著前往美國普林斯
頓大學物理研究所攻
讀博士學位。博士畢
業後，做了幾年的博
士後研究員。回台灣
後，獲聘中研院物理
所副研究員、接著升
等為研究員。曾任中
研院物理所副所長與
物理學會理事長。研

究興趣主要在粒子物理領域。

電機系會熱門，是因為 1970 年代半導體產業迅速發
展，錢景看好，才篡位的。最初在科技公司工作的
人，大多是物理系畢業的。
話說回來，我在高中時的學業成績不錯，又覺得
唸物理符合我的個性，所以台大物理系就成為我的
第一志願。順利考上台大物理系之後，努力讀書與
應付考試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我希望能夠更進
一步到美國有名的學校去唸書，磨練自己。因此申
請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去研讀博士學位，學位獲得
後繼續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員。之後回台灣在中研
院物理所做副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這期間我
抓住許多與優秀團隊合作的機會，才有今天這樣的
成果。
對我而言，物理是一種觀察，藉由觀測結果來分

[ 物理魅力 vs 物理品味 ]
Q1：請問李老師，物理對於你而言，魅力在哪裡？
A1：我唸小學的時候，李政道和楊振寧拿了諾貝爾
物理獎，那時我大概是小學五年級吧，受當時的氣
氛影響，我覺得唸物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當我
在唸初中，高中，甚至大學的時候，台大物理系總

析數據，思考出這種物理事件的基本型態，進而建
立模型。而模型的建立，並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這必須藉由很基本的、很扎實的學習，才可能做到。
任何物理上的大發現，我覺得分為兩種：一種是
觀察現象後，推翻前人的理論。另一種是觀察出從
來沒有人想過的現象。因此，學生時期培養好的＂
品味＂是很重要的。好的品味，代表的意思是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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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甚麼是重要的問題，而且知道解決那個問題之

做研究的職位，其中有一種叫做科學研究者 (research

後，會對人類的知識有貢獻。我跟我的學生也常談

scientist)，比博士後研究員的等級高 2。因為實驗室

到品味的問題。我建議他們藉由閱讀 Nature/Science

接大計畫時，光是建造儀器就做個十幾年，沒有這

News 和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來 培 養 品 味。 有 好

些科學研究者與相關技術人員的長期貢獻，是做不

的品味，加上磨練出好的技術之後，再來就要看看

到的。國科會今年開始提供科學研究者的職位，中

上帝是不是真的這樣安排。( 笑 ~)

研院也打算跟進。做法是每年有條件的聘任一些科

雖然有時候我們想解決的問題非常有品味，可是

學研究者，讓能力強的物理學家留在大的實驗室裡

不見得會有大發現。但是不試試，就沒機會，對吧 ?

繼續貢獻他們的專長。因為不可能在一個團隊中，

所以，不要讓＂可能做不到＂的思維來阻止我們，

大家都是教授。團隊中，除了教授之外，我們還需

而要鼓勵自己＂就去試試看＂。遇到問題時，就盡

要兩種人，一種是科學研究者，一種是技術人員。

力去找出問題的來源，解決問題。大目標先設定好，

科學研究者可以是做電子儀器的、做偵測器的、做

隨時提醒自己往大目標走。

數據分析的優秀物理學家。而技術人員則是支援整
個團隊中的某些特殊技術，例如設計電路、焊接零

[ 研究環境 vs 研究人才 ]

件、測試硬體功能等等。

Q2: 李院士對於台灣高能物理界的環境滿意嗎 ?

如果將來可以有一個粒子物理研究所，我想這個

A2: 嗯 ~ 理論學家是比較容易的，只要一支筆和一

研究所還需要有一個粒子物理儀器中心與電腦計算

張紙。但是對實驗，就困難許多。因為做實驗很需

中心。粒子物理研究所可以有研究員、科學研究者

要錢。相較於天文，粒子物理的環境較不友善。因

與技術人員。粒子物理儀器中心可以提供所有研究

為熱衷天文研究的人成立天文研究所，例如在中研

所需的電子儀器與設備，像歐洲 CERN 那樣；而電

院、清大、台大，因為天文所的成立，多了許多教

腦計算中心就要擁有全世界最新的網路與資料流通

職，留下了許多人繼續他們的研究。而目前還沒有

技術，例如網格計算技術 (GRID computing) 或是雲

任何一間大學或研究單位成立粒子物理研究所，讓

端計算技術。

培養出來的學生繼續他們的研究，很可惜。如果可
以成立一個粒子物理研究所，留住好的人才，那就

[ 目前院內的工作 ]

好了。

Q3: 成為院士後，生活有沒有改變 ?

原本我希望國內培育出的優秀學生在畢業後，到

A3: 變得更忙 ( 笑 ~)。

國外當博士後或是擔任教職，擴展人脈與台灣接軌。

我所關心的中研院高能物理大型實驗團隊，也是

盡量不要讓畢業生一直留在自己的團隊，讓他們受

國際合作團隊，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反物質測量

到太多保護。要讓他們靠自己的力量在原本團隊之

實驗 (AMS)、第二個是微中子實驗 (TEXONO)、第

外好好的磨練與發揮。如果我們給學生的訓練是一

三個是大強子對撞機 (LHC) 的 ATLAS 實驗。

流的，畢業學生們就應該展現一流的生存能力。不

在 AMS 計劃中，我們希望可以在太空中測量到反

過，我也明白有時候因為優秀學生培養不易，讓優

物質。在微中子實驗 TEXONO，我們則希望可以觀

秀學生離開會使得原本運作良好的團隊受到嚴重影

測到微中子的電磁現象。在 ATLAS 實驗，我們的團

響，造成團隊無法解決許多問題。讓優秀的學生離

隊期望可以看到動量不守恒事件，找到新物理現象。

開或不離開，我想每個大學教授的心裡大概都是矛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題目。這三個題目都是需要一個

盾的。

大團隊長期耕耘，才能有好的整體表現的。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一些教授以外的、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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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佛羅里達州的發射台，等待發射。據說美國歐

子與光子的可能交互作用的研究。在實驗上這特性

巴馬總統與國會簽訂法案，確定 AMS 的升空將是

會以「微中子磁矩」(neutrino magnetic moments) 及

最後一個太空梭的任務，而這個太空梭就叫做 AMS

「微中子輻射衰變」(neutrino radiative decays) 顯現

Flight。 由 於 在 AMS Flight 之 前， 還 有 一 個 NASA

出來。若這特性存在，微中子可以被看成有內部結

的太空梭任務，負責把 AMS 需要的備用物品先載上

構，或者帶有極微量的電荷。其他實驗觀測微中子

去太空站。所以，如果跟 NASA 交涉成功，也許可

大多都往高能量的方向，而 TEXONO 往低能量的方

以在今年十一月發射，最慢則是明年二月。這是一

向發展，就具有獨樹一格的競爭力。

個可以看到 TeV 等級的磁譜儀器。AMS 第一代試驗

大 強 子 對 撞 機 (LHC) 實 驗 是 尋 找 在 1TeV 至

成功後，AMS 第二代又再重新改良製作，預定今年

10TeV 能量範圍內的新粒子 (Higgs particle) 或是新

年底或明天年初上太空。聽說美國因為經濟困難希

的作用力。這整個團隊聚集了超過八千個物理學家，

望國際太空站於 2015 年停用，但是歐洲與日本則是

投注了各國政府大量經費，是全世界最大型的加速

希望支持到 2028 年，至少取數據要超過太陽週期的

器實驗室。這個對撞環圓周長約 27 公里，埋在瑞士

11 年，才有非凡的意義。

與法國邊界處地面下 50-175 公尺。

這個 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AMS) 儀器約有

一旦在 LHC 的實驗中發現希格斯粒子，則可以針

8 立方米大小，7 噸重。跟台北市一間雅房一樣大、

對希格斯粒子產生的能量範圍，建造一個新的輕子

跟兩頭亞洲象一樣重。AMS 實驗是由 16 個國家，

對撞機 (ILC)，仔細研究希格斯粒子。因為強子對撞

56 個研究機構共同合作的科學實驗，主要領導者

機 (LHC) 很難分辨夸克與電子，但輕子對撞機 (ILC)

為 1976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博士。美國能源

的環境相對的乾淨比較容易研究希格斯粒子的各種

部負責建造，美國太空總署 (NASA) 負責發射的任

行為。不過除了新粒子的搜尋之外，黑暗物質與微

務，多國參與設計與出資，而臺灣方面負責設計與

中子的行為也是在大強子對撞機中的熱門題目。中

製作符合太空規格的電子電路板。為什麼這個 AMS

研院加入其中的 ATLAS 實驗，相關的研究人員希望

儀器需要這麼大呢 ? 主要是因為偵測器需要偵測高

可以找到動量不守恒事件，進而推論出新的物理場

能量粒子帶來的能量，偵測器太小則偵測不到。這

來解釋這種現象。不過目前對撞出來的數據量不夠

個 AMS 儀器具備所有粒子物理研究所需的所有偵測

多，數據分析的過程又相當繁雜，因此還沒有相關

器，除了緲子偵測器以外。因為太空中沒有緲子。

論文發表。

我們想像 AMS 上了太空之後，隨時與地面連線，把
偵測到的數據資料傳輸到地球。然而太空人每天需

[ 計劃經費被大幅刪減事件 ]

要花一點時間與地面連線開會，開會時會因為頻寬

Q4: 關於中研院提出的網格計畫只獲得國科會 50%

的關係，必須先中斷數據資料的傳輸。所以我們就

補助的事件，請問老師的想法 ?

必須讓太空人在開會報告的同時，將實驗數據儲存

A4: 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要吸引優秀人才

在太空船裡的電腦設備中，等待太空人開完會再將

回國，因此成立了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在

數據資料傳到地面。

1955 年成立這個組織之後，建立了成功的合作模式。

TEXONO 實驗是比較本土化的實驗，實驗室成員

除了有些人獲得諾貝爾獎之外，CERN 對人類最大

大部分是台灣人、實驗地點也在台灣的核電廠裡面。

的貢獻是發明 WWW。下一代實驗的數據量，需要

因為微中子只能與其他物質有極微弱的交互作用，

更大的頻寬，與更好的技術，必須比 WWW 還有更

TEXONO 實驗技術就要做到敏銳的能量分辨度，去

強而有力，因此 CERN 提出了 Grid 計畫。原本亞

分辨是微中子產生了弱作用或是電磁作用。即微中

洲 Tier 1 預計設置在日本，但是日本只願意出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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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因為日本希望發展自己的技術，和 CERN 的

支持我們的網路費用，所以現在 Tier 1 勉強的維持

Grid 技術相容就好。美國人的想法與日本人很像，

經營。

也是想在各自的實驗室發展技術。而台灣則是派遣
人員前往 CERN 共同開發軟體。基於這理由，台灣

[ 電腦機房火災事件 ]

成為了亞洲 Tier 1 的中心。

Q5: 去年年底有傳出中研院 Grid 機房冒煙，有火災

我們之前獲得國科會三年補助一億三千多萬台

事件發生 ?

幣，其中一億五百萬用於租用中華電信提供的從台

A5: 冒煙事件發生的原因是水電施工有問題，這些

灣到歐洲的寬頻網路，其餘則是差旅費。因為加入

施工的人物理根本沒唸好。在電路中的不斷電系統

Tier 1 所以相關人員要參加各種委員會的開會表達意

設計錯誤，導致緊急情況下發揮不了效果。換句話

見，大約每季有一個會議，所以適度的差旅費是必

說，中研院的柴油備用發電機根本啟動不了。這個

要的。中研院同時在此三年內也出資 8 千多萬台幣

柴油發電機使用了兩個串連的 12 伏特的電瓶，也就

購買 Tier 1 計畫所需的各種硬體設備。所以，建立

是 24 伏特的電壓。驅動馬達時需要 1 千安培的電流，

的前三年花費大約兩億多。

驅動控制系統時需要 24 伏特的電壓。但是一個電瓶

今年八月開始的三年國科會計畫，我們竟然只獲

中的內電阻為 3mΩ，兩個則為 6mΩ，要驅動馬達

得五千萬的補助，讓我大為意外。由於審查結果公

所需的電流 1 千安培，根據歐姆定律，內電阻就會

布的時間，比起上次慢了兩個月。我們於等待審查

消耗 6 伏特的電壓，那剩下的 18 伏特並不足以驅動

的這兩個月，已經欠了中華電信約一千六百多萬元

控制系統。設計完全不對，如此簡單的物理概念，

的網路費用。七月底審查結果公布後，在國科會補

設計的廠商竟然不知道，監工的顧問也不知道，完

助經費低於預期太多、又來不及提中研院裡兩年一

全不用頭腦想的。啟動用的電壓和控制用的電壓怎

次的大型預算的情況下，Grid 計畫面臨非常大的危

麼可以這樣設計呢 ? 如果把控制系統改由晶片控制，

機。

因為晶片運作所需的電壓和電流很小，並且把控制

我思考著，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處理 ? 我的心情

系統與驅動馬達的電壓分開供應，就可行了。我相

當然是煩躁，並且埋怨著國科會要砍預算為何不提

信這種錯誤並非特例，還有很多相似的問題存在，

早說 ? 早點說我們團隊還可以提中研院的大型計畫

所以唸物理是很重要的。我經常跟學生們說，要說

預算，及時的跟著全院的 2010-2011 計畫送立法院

服我必須要提供數據，不可以胡亂猜測或是拷貝別

審查。突然砍了一半經費的事實，我們要怎麼跟歐

人的作品而不加以思考。

洲交代 ? Tier1 真的要放棄嗎 ? 大家一起擠學術網路
的頻寬 ?

[ 後記 ]

埋怨歸埋怨，我們還是必須面對事實。我們的計
畫中，最主要的開支就是要給中華電信的網路費，
一億五百萬，其餘的都是小錢。為了節省網路費用，
我們決定把所有與亞洲的連線取消，也把到歐洲的
備用連線取消，剩下一條線連到美國、再連到歐洲、
再回台灣。網路突然斷線的風險變高，不過也只能
如此了。把網路連線規格降到最低的等級，期待新
的招標案能用更合理的價錢成交，維持住 Tier1 的功

李院士非常積極的推動台灣學者們加入大型的、
跨國的實驗，並鼓勵大家挑戰物理界存在的難題，
同時對人類的知識做出深遠貢獻。我們非常恭喜李
院士的傑出成果獲得肯定，同時也該好好的檢討我
們自己是否盡力的實事求是，跟李院士看齊。筆者
帶著四個學生與李院士專訪的那個藍天白雲的夏日
午後，藉由文字呈現出來，我們盡量表達出當時的
對談氛圍，意有未達之處，尚請見諒。

能。中研院院長也願意讓我們提院裡的一些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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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照片人物由左而右，杜彥錚、余逸哲、張敏娟、黃誠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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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娟
輔仁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E-mail: 068190@mail.fju.edu.tw

黃誠亨
輔仁大學物理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杜彥錚
輔仁大學物理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萬威廷
輔仁大學物理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余逸哲
輔仁大學物理系光電組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註釋
1 中央研究院院士，這種榮譽身分，沒有特殊職務需要執行，也沒有酬勞，不過，兩年舉行一次的院士會議，必
須要出席。院士們依照專長分為三組，數理科學、生命科學與人文及社會科學。中央研究院現有院士 258 人，
其中數理科學組 109 人、生命科學組 86 人、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63 人（國內 89 人、國外 156 人、大陸 13 人）。
院士為終身名譽職，每 2 年選舉 1 次，由院士會議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其職權如下：
1. 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
2. 選舉評議員；
3. 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
4. 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
2 請參考麻省理工學院的網站，在該校受聘為研究型的人員所屬的職位種類非常多，科學研究者只是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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