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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自我介紹紹自我介自我介紹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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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Feb.‐‐‐NSYSU Associate Professor
 2006/Aug.‐‐‐NSYSU Assistant Professor
 2005/Aug. ‐‐‐ PhD degree

研究領域研究領域研究領域研究領域
STM, Nanoscience



Idea….Idea….Idea….Idea….



CrossCrosssectional STMsectional STMCrossCrosssectional STMsectional STM
Key points: interface science, Key points: interface science, 

heterostructures, atomically electronic 
t t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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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ross sectional STM (XSTM)sectional STM (XSTM)CrossCrosssectional STM (XSTM)sectional STM (XSTM)

• R. M. Feenstra et al., Phys. Rev. Lett. 58, 1192  1987
• S. Gwo, C. K. Shih et al., Science 71, 1883‐1886  1993 .



Ultra high vacuum

Preparation Chamber STM Chamber



 Oxide materials:
Argonne National Lab

 Semiconductors:
Feenstra (USA), Philipp Ebert (Germany)

XSTMXSTMXSTMXSTM
● Philipp Ebert

● Argonne National Lab

● Feenstra
● Taiwan



技術突破的過程技術突破的過程……技術突破的過程技術突破的過程……



Semiconductor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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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Letters 13, 2387 (2013)



Strength & InterestsStrength & Interests：：Strength & InterestsStrength & Interests：：
InterfacesInterfaces in in heterostructuresheterostructuresff
((新穎奈米材料的介面科學新穎奈米材料的介面科學))

R l At i  Real‐space Atomic 
Resolution ImagingResolution Imaging

L l El i  Local Electronic 
StructureStructure



Ongoing works…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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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oing works…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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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Materials (accepted, 2015)



Advanced Materials (accepte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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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 can tell you…….What I can tell you…….



升等審查：升等審查：升等審查：升等審查：

教學、研究、服務



首先首先…………
前五前五年年是很重要 關鍵的時期是很重要 關鍵的時期前五前五年年是很重要、關鍵的時期是很重要、關鍵的時期

前五年很重要 關鍵的原因前五年很重要 關鍵的原因前五年很重要、關鍵的原因前五年很重要、關鍵的原因……
是要讓五年後的研究群瞭解是要讓五年後的研究群瞭解是要讓五年後的研究群瞭解是要讓五年後的研究群瞭解
你的學術專長你的學術專長是什麼是什麼!!!!你的學術專長你的學術專長是什麼是什麼!!!!



前五年前五年是很重要、關鍵的時期是很重要、關鍵的時期

1) 建立實驗室1) 建立實驗室
2) 招募研究人力
3) 尋求研究經費3) 尋求研究經費
4) 架構研究方向(長期、中期、近期)
發表研究成果5) 發表研究成果

……



1)1) 建立實驗室建立實驗室
空間安排、水電配置空間安排、水電配置

多參觀其他實驗室的設計多參觀其他實驗室的設計

2) 2) 招募研究人力招募研究人力2) 2) 招募研究人力招募研究人力
建立網頁
授課
找合適的學生找合適的學生
建立實驗室的規範建立實驗室的規範



3)3) 研究經費：研究經費：3)3) 研究經費：研究經費：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計畫書的經費需求、研究

議題重要以及可執行性、議題重要以及可執行性、

強調你的研究經驗和能力。

Set up your personal credit.p y p



4)4)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4)4)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

B ild   h k  di i i h bl !Build up your research works distinguishably!



4)4)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4)4)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

Distinguishable
(Continue PhD (Continue PhD 

thesis….?)
(Wh    f  (What is your specific 

research ability?)

ConsultingConsulting



4) 研究方向：4) 研究方向：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Considering your 
boundary and initial conditions



4) 研究方向：4) 研究方向：

•Clear and 
i lpractical

Be aware of your limited time, 
d h   l and the necessary annual report.



5)5) 發表研究成果發表研究成果5)5) 發表研究成果發表研究成果

W k h d  d l  bli h itWork hard, and also publish it….



5)5) 研究研究成果成果5)5) 研究研究成果成果

Quality and Quantity?Q y Q y
Ideal vs. Reality



BUILD UP YOUR 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



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

With your students…
因材施教 給學生成功的機會(因材施教,給學生成功的機會)



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Build up your collabora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OUR RESEARCH YOUR RESEARCH 
ATTITUDEATTITUDEATTITUDEATTITUDE



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

Show your independence!y p
(五年後的研究成果和博士學位論文有何不同?) 



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

Show your confidence!y
(writing and defense) 



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Your research attitude

Follow academic ethics!Follow academic ethics!



REMINDERSREMINDERS



教學、研究、服務：教學、研究、服務：教學 研究 服務：教學 研究 服務：
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依重要性、緊急性程度分出優先處理順依重要性、緊急性程度分出優先處理順
序。

不緊急但重要的事是我們要多用心的事!



教學：教學：
•• 教學品質教學品質的的重要性重要性
•• 書報討論課書報討論課邀請講員邀請講員•• 書報討論課書報討論課邀請講員邀請講員
•• 教教大班課大班課，可讓學生快速認識你；，可讓學生快速認識你；
教教小班課小班課，著重在教學的品質精緻度。，著重在教學的品質精緻度。

•• 可適度和可適度和系上系上討論討論授課安排授課安排。。•• 可適度和可適度和系上系上討論討論授課安排授課安排。。
•• 系所升等教學評量，新人實應以系所升等教學評量，新人實應以授課品授課品
質質為考量，不適以為考量，不適以授課時數授課時數多多為考量。為考量。

•• 系上對新人教學系上對新人教學授課課程授課課程的適當安排，的適當安排，•• 系上對新人教學系上對新人教學授課課程授課課程的適當安排，的適當安排，
對新人一開始的對新人一開始的研究準備研究準備，以及對日後，以及對日後
的的研究發展研究發展是重要的。是重要的。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適度適度的的關心公共議題關心公共議題適度適度的的關心公共議題關心公共議題
•• 前五年，前五年，量力而為量力而為!!



如果你如果你的學術過程的學術過程一直是挫敗一直是挫敗如果你如果你的學術過程的學術過程 直是挫敗直是挫敗
的的……
• 可主動和一、二位資深研究人員請益。
系上可設立輔導機制 合適的導師 適度• 系上可設立輔導機制，合適的導師，適度
關心新人狀況。

• 升等制度的主要目在於促進學術的進步。升等制度的主要目在於促進學術的進步
• 多參加會議，讓研究群認識你。
留意自己的狀況• 留意自己的狀況。
需要時，隨時請求協助。



路遙知馬力路遙知馬力!!!!路遙知馬力路遙知馬力!!!!

不必要多的煩惱不必要多的煩惱不必要多的煩惱不必要多的煩惱



耐心、肚量耐心、肚量耐心、肚量耐心、肚量



Congratulations &
Enjoy your life in academic field!!

Th k f tt ti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