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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LED日裔三傑
造就節能燈泡藍光碟 開發革新照明科技

被批「無法成功」赤崎堅持鑽研

學者讚揚貢獻 證物理學也實在
物理學往往予人高深莫測、虛無縹緲的

印象，例如去年得獎的「上帝粒子」，不
過今次得獎研究卻相對實在，而且對世界
的貢獻十分明顯。美國馬里蘭大學聯合量
子研究所物理學家舍韋認為，今次諾獎頒
予藍光LED的研究，有助向公眾顯示物理
學並非只是探究宇宙奧秘，也能為人類日
常生活作出實際貢獻。
全球科學界高度讚揚今次獲獎研究的貢

獻。美國物理聯合會行政總裁迪拉指出，藍
光LED不僅展示了對物理學的基礎認識，更

急速改變人類在家中、街上或辦公室內製造
光源的方法。英國物理學會形容藍光LED以
「最大的規模直接影響人們生活」，除了在
日常電子裝置上出現，還有助保護環境。
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亦歡迎藍光LED得

獎，認為這種有助達致可持續未來的技術
應值得表揚和讚賞。紐約州倫斯勒理工學
院照明研究中心研究總監納倫德蘭指出，
目前美國據估計有10%照明是來自LED光
源，隨着有關成本逐漸下降，預期未來5年
內很可能突破30%。 ■美聯社/法新社

村上春樹文學獎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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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學院昨日讚揚3人發明出高效的藍光
LED，為創造光亮和節能的白色光源打開大

門。3人將會瓜分800萬瑞典克朗(約864萬港元)
獎金，亦是自2008年以來，再次有日
本人獲頒物理諾獎。

藍光LED成白光關鍵 棘手30年
諾獎評審委員會指出，雖然藍光
LED只有20年歷史，但已徹底改寫
照明科技，令全球得以受惠。由於
LED能把電力直接轉換成光，相比
部分能源會轉成熱能的傳統白熾燈
泡和熒光燈泡，LED不僅發光效
率更高、耐用和環保，亦較含有
水銀劇毒的舊式慳電膽安全得
多。然而要製造出能發出白
光的LED，背後走過一
段相當轉折的研發路
途。
LED由幾層半導體物質
構成，大致可分為p層、n層和夾在中
間的主動層。當施加電壓時，n層的
電子跟p層的電洞會移向主動層，兩
者結合時便會釋放光能。而光的顏色
則取決於使用了哪種半導體物質。
早於1907年，科學家已成功利用半

導體製造光源，但要到1960年代初，
才首次製造出亮度足夠作實際用途的
紅光LED。科學家其後再成功製造綠
光LED，並致力研發藍光LED，湊成
三原色以混合成白光。然而科學家在
此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難，主要是能
發出藍光的物料，難以製成半導體，
結果要等待接近30年才迎來突破。
赤崎和天野無懼失敗，在經歷無數
次嘗試後，終在1980年代末期，以高
質氮化鎵結晶製成半導體的p層，並
在1992年研發出首個藍光LED。中
村則在幾乎同一時期，同樣用氮化鎵
結晶製成藍光LED，且製造方法要較
赤崎和天野更簡單和便宜。兩人的研
究小組其後不斷改進藍光LED的效
率，更發明出用LED產生藍色激光，
為今日的藍光碟儲存技術奠基。

LED燈泡耗電少 逾15億人受惠
諾獎評審委員會稱，藍光LED的誕
生一口氣擴闊了LED的潛在應用範
疇，例如紫外線LED可用於消毒食
水、可變色LED能用於溫室種植等。
此外，LED燈泡耗電量低，意味沒連
到電網的家庭，也可透過太陽能儲存
裝置使用LED燈泡，可望改善逾15
億人的生活質素。

■諾貝爾獎網站/美聯社/
法新社/路透社

耐用又節能的燈泡、能儲存大量數

據的藍光碟、色彩鮮艷的電視和手機

屏幕……這些現代人習以為常的科

技，全繫於藍光發光二極管(LED)的

誕生。日本科學家赤崎勇、天野治和

美籍日裔科學家中村修二，在1990年代

取得突破，成功開發藍光LED，為之後

研發具廣泛應用的白光LED作出關鍵貢

獻，3人昨日共同獲頒本年度諾貝爾物

理學獎。

惟被指欠深度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將於香港時間明晚7時公布，參
照過往紀錄，每屆結果均難以預測、出人意表，例如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近年屢成外界猜測的熱門人選，但
始終未有獲獎，分析指村上固然有大量讀者，但作
品稍欠深度。

英文作家機會不大 非洲有機
文學界根據語文、地域、體裁，甚至年齡來猜測
今年結果。文學獎絕少連續兩年頒給操同一種語言
的作家，去年由加拿大作家芒羅獲獎，故今年英文作家奪獎機會不大。
地域是另一個考慮因素，非洲作家歷來僅4度得獎，對上一次已是2003
年，故今次應頗有機會。體裁方面，長篇小說得獎例子偏多，但瑞典學院的
選擇近年開始多元化，例如去年芒羅就憑短篇小說獲獎。最後是年齡，多數
獲獎者為年長作家，可能是瑞典學院想避免「頒得太遲」。
與去年一樣，村上春樹也是今年大熱之一，英國博彩公司立博把他列為最

有機會奪獎。然而瑞典報章《Svenska Dagblad》評論員卡爾松表示，這僅
反映村上廣為讀者歡迎，但在文學專家圈中卻非如是，認為他的作品略欠
深度。

■法新社/美聯社

LED改寫人類照明技術，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發明之
一，但當時科學家多次嘗試研發藍光LED均無功而還，不

少人更因此氣餒而放棄。赤崎勇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當時經常有人對他說，藍光LED不會在20
世紀開花結果，「不過我從沒這樣認為，我
只是從事想做的事。」

赤崎對獲獎感到無比榮幸，又感謝
松下電器研究所、名古屋大學和名城
大學的同僚，認為自己不是單獨達
成這項成就。他又寄語新一代科
學研究員選擇研究題材時，不應
只追隨潮流，而是選擇自己最
想做的事，這樣即使短期內
沒有成果，也不會輕言放

棄。

討厭學習 天野獲赤崎啟發
據天野浩任職的大學網頁介紹，他自認學生時代討厭學

習，不明白有何意義，直至接觸到赤崎勇及藍光LED的研究
後，才醒覺到學習目的是要造福人群，自此醉心科研工作。

「藍光LED之父」中村夢成真
中村修二畢業後曾進入日亞化學工業公司任職，其間成
功開發藍光LED而聲名大噪，被譽為「藍光LED之父」。
他昨日發表聲明稱，「看到自己的LED照明夢想成真感到
十分滿足」，希望LED節能燈泡能有助減少能源使用和降
低全球各地的照明成本，又稱接到得獎電話時感到難以置
信。 ■日本放送協會/日本時事通信社/美聯社/路透社

赤崎勇（85歲）
出生地：日本鹿兒島縣
背景：京都大學化學系畢業，曾

任職松下電器東京研究所基礎研究
室長，現任名城大學終身教授及名
古屋大學特別教授。

天野浩（54歲）
出生地：日本靜岡縣
背景：名古屋大學電子工學

科畢業，曾與赤崎勇共同研發
藍光LED，現任名城大學及名
古屋大學教授。

中村修二（60歲）
出生地：日本愛媛縣
背景：
—現為美國公民，任職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日

本愛媛大學客席教授。
—日本德島大學電氣工學科畢業後，進入日亞化學工業公司

任職，其間成功開發藍光LED而聲名大噪，但直至他1999年
離開公司，日亞並未因此向他支付任何報酬。2004年，東京地
區法院裁定，日亞要向中村支付破紀錄的200億日圓(約14.3億
港元)，雙方翌年以8.4億日圓(約6,021萬港元)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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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物理學獎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