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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豪傑－訪中研院數理科學組
第一位女性所長―周美吟院士
◎汪其芬  64 誠

傑出校友專訪

　　2016 年 4 月，忽然出現周美吟的

報導，這位被提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人

選，是在三位候選人名單上唯一的女性，

讓正待約訪的我們莫不鼓舞，她是北一

女校友（65 級公班），我們與有榮焉。

　　早在去年底，編輯小組正苦思傑出

校友專欄該訪問誰時，當時的行政院政

務委員馮燕毫不遲疑脫口而出「周美

吟」，隨之大拇指一豎說：「她超優的，

我來打電話給她」。就這樣牽起了走訪

周院士的機緣。

　　第一次見到周院士，驚訝於她年輕

得像個大學生，歲月似乎不曾在她身上

留下任何痕跡。簡短的對話，流暢地、

平實地，表達了她對家庭、對教育、對

學思過程的看法。本文經由面訪，並融

合網路資訊、平面媒體等訊息以饗讀者。

第一與唯一譜出生命彩頁

　　未訪周院士之前已對「超優的她」

十分好奇，上網查了她的資料，「哇！

真的耶」，進北一女是榜首，3 年後還

是以全校第一名畢業。1980 年台大物

理系唯一的女畢業生，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物理博士。1989 年起在全美

工學院排名前五的喬治亞理工學院物理

系任教，並於 2005-2010 年擔任系主

任。2011 年回國，擔任中研院原子與

分子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成

為中研院數理科學組第一位女性所長，

並於 2014 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目前是台灣大學物理系的合聘教授。

超優的她被譽為天才

　　周美吟的大學老師、台大物理系退

休教授楊信男，特別肯定這位曾經擔任

過他助理的高徒。楊信男說，物理研究

必須具備高度的抽象思維能力，雖然考

得上台大物理的學生都十分優秀，但還

是有不少人跟不上進度，這類的學生就

不太適合走理論。但周美吟不然，「她

▲周美吟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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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天分，加上謙虛與自律，有這樣

優秀的表現不令人意外，在她學生時

期，就可以感受到發展潛力」，楊信男

肯定地說。

　　回顧周院士的學思歷程，要從

1977 年說起。那年是愛迪生 130 週年

誕辰紀念，台灣要甄選兩位數理稟賦優

秀的青少年赴美參加紀念活動，一位建

中生、一位北一女生，周美吟正是那位

北一女代表。那次的活動不僅讓她開拓

視野，也立定了學術生涯的志向。而這

兩位天才少年，後來都進了台灣大學物

理系，周美吟更是班上二十多位同學

中，唯一的女性畢業生。

早在高中即鍾情物理

　　周院士認為「物理是很美的科學」，

學物理不僅可以瞭解大自然的運行，也

可作為其他學科的研究基礎。但決定唸

物理仍在上高三前曾有過掙扎。她原就

喜歡數學、科學，在北一女時更認真地

奠下良好的基礎，若從醫當然有立即的

效果，但她還是決定選擇所愛―物理。

乃因探索宇宙現象，那種未知求證的創

造歸納過程，讓她著迷。她說物理是實

驗科學，以好奇心為驅動力，設定題目，

描述大自然、宇宙現象，再以實驗驗證

結果，如此探尋研究的過程，讓她的創

造力源源不絕。

　　雖然研究充滿了未知，也可能遇到

「此路不通」等各種挑戰，但這正是科

學有趣的地方。周院士說，如果世界沒

有未知（unknown），不是很無趣嗎？

就因未知的探索，帶來多樣的可能性與

展望，讓她樂在其中，鍾情不渝。

研究多元成果卓著

　　周美吟的研究之路十分多元，除了

挑戰當前熱門的主題，例如：石墨烯研

究；也對基礎理論著墨甚深，例如：電

子多體效應的量子蒙地卡羅研究。但不

管研究哪一種主題，她的成果都能被刊

登在高難度的專業期刊，影響力驚人，

在材料科學的研究領域，一個接著一

個突破，讓人到處見到她的貢獻。她發

表的論文迄 2015 年已達 134 篇，從

未間斷，引用次數更高達近 7000 次。

「這代表周美吟老師是一個對學術有著

熱愛，同時有著獨立思考能力與創意的

人」，一位物理系老師看到周美吟論文

清單時說，「在達到這樣的學術成就時，

一般人大多會固守既有的學術領域，只

做些安穩的研究，但她仍不斷超越，十

分難能可貴」。

　　而她的學術專長是「固態物理」與

「計算物理」。簡言之，就是發展及利

用電腦運算的技術，研究並找出固態新

材料的性質，讓科學家更加理解新材料

是怎樣形成，以及能夠如何改造材料加

以應用。

　　周美吟在計算材料物理領域，主要

研究新型材料的電子性質。最強之處，

在於發展出一套新穎的第一原理演算

法，可以運用大量電腦計算找出新物質

內在的電子結構特性。而「第一原理理

論計算」，已成為科學家探討材料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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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與研發新功能性材料不可或缺的工

具。世界科技強國，諸如歐、美、日，

甚至中國，都有第一流的第一原理計算

團隊，而周美吟回國，無疑讓台灣材料

科技研究水準大幅提升。

　　近期周院士的研究著重於不同型態

的奈米結構，從半導體奈米線到金屬薄

膜、石墨烯，以及新穎二維材料。其研

究團隊有系統的研究矽奈米線的電子性

質，包括：方向的關連性、拉曼強度及

激發子效應。

提攜後進更勝成就自我

　　周院士回國後，以樂於提攜後進、

待人溫暖為人所稱道。她也深切關心國

內材料科學研究的發展，並致力於推動

相關活動。她認為科學就是一種傳承，

如果不是前人打下的根基，21 世紀的

科學不會對人類生活起了這麼大的作

用。培養下一代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是

科學研究者重要的工作。同時她也視教

學為一種保持年輕的方法，整理自己的

知識，有效地傳達給學生，也讓自己不

斷對科學保持敏銳的觸角，是一種教學

相長的過程。對周院士而言，看年輕的

學子在科學領域中蟄伏，然後順勢助他

們高飛，遠比自己的研究更讓她感到興

奮。以下是她對後進的建言：

女性宜多認識自己的潛能，勿自我

設限

　　周美吟說，女性的思維與直覺力都

很強，一旦決定要從事科學研究，往往

就會很認真、很有毅力，在態度上通常

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些都是女性

適合研究工作的特質。但不少女性在數

學、物理研究上缺乏自信，她認為這是

受傳統想法影響，許多科學研究上的能

力都可以靠訓練達到。當然探索自己的

長處最為重要，念起來不費力的學科應

該就是了。所以她鼓勵女性「要認識自

己的潛力，不要自我設限」。

保持好奇多發問

　　科學就是面對未知，不斷質疑、探

索與解答的過程。沒有好奇心和創造

力，很難在科學研究上有大的成就。國

外的學生很敢發問，也不在乎自己問的

是不是笨問題。但我國學生相對謙抑，

所以周院士很鼓勵學生在課堂上發問，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尤其是在科

學領域中，很多課本上的知識，都基於

當時研究條件而寫的，經過不斷質疑探

索，甚至更精準的測量，可能改變或翻

轉原有的結論。

放眼世界強化表達能力

　　周院士認為，科學需藉社群，不斷

與學界交流，分享並掌握新知。研究上

臺灣已與世界接軌，與國際交流的機會

很多，臺灣學生的能力完全不輸外國學

生，惟眼光要放大，要能多與國際接觸，

同時表達能力也需要多加訓練。所謂表

達，包括用嚴謹、周密的方式，將自己

的研究說給別人聽，同時也需要將研

究成果訴諸文字，有系統的整理。另建

議要多閱讀科普類書籍，瞭解自己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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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科學領域的興趣，打好科學基礎之

餘，也不忘增加人文的素養。

簡化事情善用時間

　　科學研究競爭激烈，研究要能不斷

進展，就需善用時間，在腦中時時思考

研究問題，是她運用時間的一種方式，

也已成為她的生活模式；而簡化事情、

有效率地運用時間，則是其兼顧家庭與

研究事業的訣竅。很難想像，公忙之餘

的周美吟仍每天回家做晚餐給小孩吃，

幾乎到家後 30 分鐘準時開飯，她著重

營養均衡，未多耗時間在精工烹飪；又

利用社區鄰居互助分工，幫忙接送孩子

上下學，也讓她時間運用更有彈性。

自信與自律渡過困境

　　超優的周美吟也非一路平順，仍有

受挫折的經驗，在困境中她總是告訴自

己：往前走就對了，堅持下去總有收穫！

就憑藉著面對問題終能解決的自信與嚴

謹的自律，讓她走了過來。

　　說起初到柏克萊開始做研究時，

她連定義一個「可以研究」的題目都

沒有經驗。惶惶然摸索了一陣子，不

知道自己能否在物理的領域內出人頭

地。直到有一次，指導教授跟周美吟提

及，另一位教授的實驗發現某金屬團簇

（cluster）有幾顆原子數量特別多，

希望她找出原因，指導教授就趕著去

上課。周美吟想了想，這個物理結構

的問題應該可以用「奇異數」（magic 
number）來解釋，擁有這些原子數目的

團簇特別穩定。她在指導教授去上兩節

課的時間做簡單計算，大致驗證觀點，

再和教授討論，獲得認同和讚賞，她接

著花一個星期寫電腦運算程式做初步計

算，又花一個月修改理論模式，最後發

表論文。這個經驗讓周美吟開始有了自

信，知道自己有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郭仲琦（左）周美吟（中）汪其芬（右）合照。



綠意．GREEN 43

　　1989 年，周美吟跟先生一起到喬

治亞理工學院任教，先生任教於工學

院。那年，他們第一個小孩剛剛誕生，

而周美吟教學、研究、家庭三頭並進，

那段蠟燭三頭燒的日子，她承受著龐大

的壓力。可是，那時周美吟卻展現了驚

人的紀律，讓家庭與事業不同的壓力有

效的切換。以此嚴格的自律精神，規

劃家庭與事業，讓她渡過最難熬的階

段。也因沒有放慢研究腳步，在此期間

1991 年拿下了美國總統青年學者獎，

這個獎項是美國政府授予青年學者的最

高獎勵，每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從數

萬個青年學者中，挑選出最被看好的青

年學者頒獎。

家庭與成長過程的點滴

　　周美吟從小就喜歡看書，據她說讀

小學時，就會從三重搭公車到重慶南路

書店街看一整天的書，那時她喜歡看歷

史書，而後文學小說各類書籍她都涉

獵。此外，也很喜歡聽音樂。

　　就讀北一女時，除了致力於課業，

周美吟也嘗試參與不同的活動。例如：

籃球比賽、作文比賽，還參加樂隊吹奏

Baritone（上低音號）。

　　她說同學們長期維繫的情誼讓她印

象深刻，尤其在三十年後重聚，得悉同

學們在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表現，彼此

憶及過往，分享成長的過程，又因年齡

相仿，曾面臨的問題多有相似之處，這

種熟悉及一路相伴的感覺真好。

　　周美吟的父親在她三歲時病逝，由

母親一手扶養長大，母親是她成長過程

中最大的支柱，也是她出國後最深的

羈絆。2011 年她毅然返國服務以便陪

伴生病的母親，雖然三年前母親不幸病

逝，但在其臨終前能有機會陪伴她，也

算彌補了多年來未能就近侍親的遺憾。

　　自從她自己擁有家庭育有一男一

女，由於夫妻均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對

家務的分擔與子女的教養，都需要彼此

的理解與相互配合，當然在研究工作上

也需要做某種程度的調整。在孩子成長

過程，她堅持中文教育，讓孩子得以瞭

解自己的母語與文化。餐桌上談話永遠

留給孩子，讓他們有機會談談學校的生

活。此外，從小就讓孩子認識到自己是

個體，在生活上儘量讓他們學習自理，

漸漸的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包括他們

上大學自己選擇學科、學校，財物管理

等，都由其自行決定。

　　訪談結束時，曾詢及她被提名為中

央研究院院長人選的看法，周院士只笑

而不答。我們齊聲祝福她，在她鍾愛的

領域上，不斷超越做出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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