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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 13 屆系友何德仲榮膺中研院新科院士 師生校友倍感與有榮焉 

中央研究院於 6 月 5 日選舉出第 32 屆中央研究院新任院士 21 位。東

海大學再獲佳訊，第一屆外文系于君方、第三屆中文系杜維明獲選人文及

社會科學組院士，第七屆物理系錢嘉陵獲選數理科學組院士，及第 13 屆

化工系何德仲獲選工程科學組院士。中研院士為學術的最高榮譽，獲選消

息傳來，東海大學全體師生、校友皆倍感榮耀，本校至今已有 11 位優秀

校友榮獲殊榮，為全國私校之冠。 

何校友為埃克森美孚策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在能源與環境方面的研究得到廣泛認可，

他的研究為污垢堆積動力學及其與原油性質的關係，提供了量化理解，能夠使煉油廠採用低

廉的低質原油，從而獲得競爭優勢。 

何德仲院士簡歷 

 學經簡歷： 

 化工學士，台灣東海大學， 1971 

 化工博士，美國德拉瓦大學，1973-1976 

 豪康石化研究開發公司，研發工程師，1976-1980 

 埃克森(1980-1999)埃克森美孚(2000-2013)公司䇿略研究院 

  - 高级研究工程師，特出研究工程師，1980-1984 

  - 加氫提煉研究組組長，1984-1986 

  - 加氫提煉觸媒劑商業化特別工作組組長，1986-1988 

  - 石油煉製數學建模組組長，1989-1994 

  - 專案主持人，開發新催化裂化技術，超低硫柴油和滑潤油催化劑，1994-2010 

  - 專案主持人，開發新渣油延遲焦化技術，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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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觸媒期刊 A， 編輯委員會， 2003-2008 

 美國化工學會，在職教育委員會，提名委員會，2010-2012 

 新澤西理工學院諮詢委員會; 碳氫能源及石化研發公司顧問 

 

 學術榮譽： 

 技術成就獎，埃克森總公司，1985 

 美國化工學會催化與反應工程實務獎，"石油精煉催化劑商業化開創性貢獻"，2002  

 愛迪生專利獎，新澤西州研究和發展理事會，"對於鉬鎢酸鹽加氫處理催化劑"，新澤西

州科學家最高榮譽，2002 

 威廉獎，美國化工學會， "拓展化學反應工程領域的疆界，"，2004  

 工業創新獎，美國化學學會，"開發及商業化星雲催化劑系統"，2006 

 埃文斯獎，美國化工學會， "工業化學工程實務終身成就獎"，2010 

 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從碳氫燃料中除去硫和氮化合物"，2016 

 巡迴講座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對於工業催化劑和催化過程具有顯著實質性貢獻，

北美催化學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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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校內獲獎榮譽：  

獎      項 姓  名( 屆 別 ) 

東海大學校友會校友楷模 王國照(12 屆) 

 學歷： 

美國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化工碩士 

經歷： 

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工所化工工程師 

聯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東海大學化工系系友會會長 

兆禾東海基金管理人(現任)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 許履塵(16 屆)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化工碩士，哥倫比亞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碩士、

博士。國際級創新發明典範，擁有 544 件美國專利組合，963 件

美國及全球專利，曾獲美國發明家榮譽協會表揚，1997 年 IBM

公司最傑出發明家, 13 度獲美國 IBM 年度最髙科技榮譽獎

(CTRE)，後擔任美國 IBM 總部智財授權技術總監。 並於 2014

年列名全球專利發明人排行第 39 名。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 謝善濤(17 屆) 

 

學歷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Ch. E.Ph. D. 

經歷 

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Principal Engineer  

Mitsubishi Chemical Corporation,Principal Engineer  

Bristol-Myers Squibb,Principal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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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傑出系友獎-企業貢獻奬 
黃呈玉(19 屆) 

 

經歷 

展頌公司董事長 

展頌公司總經理 

扶輪社社長 

1989 自創『乾隆絲』行銷各地 

1988 展頌(股)公司登記設立，至今共有竹山、斗六、越南等廠 

獲獎 

2015 傑出企業金峰獎 

2014 國家品牌玉山獎 

2009 經濟部進出口排行第 306 名 

2007 全國商業總會金商獎 

1997 黃呈玉先生榮獲第二十屆青年創業楷模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傑出系友獎-學術貢獻奬 
李夢輝(17 屆) 

 

學歷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博士 

經歷 

中原大學化工系系主任 

中原大學推廣中心主任 

中原大學工學院院長 

中原大學副校長(現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傑出系友獎-東海貢獻奬 
羅文甫(29 屆) 

 

學歷 

美國卓克索(Drexel)大學企管碩士 

經歷 

美商優比速 UPS 運務操作主任 

聯邦快遞 Fedex 站外經理 

聯邦快遞 Fedex 董事總經理,中國區國內快遞 

聯邦快遞 Fedex 台灣南區資深經理(現任) 

獲獎 

聯邦快遞全球五星獎 

台灣地區年度最佳資深經理 

亞太區副總裁獎 

亞太區傑出領導獎 

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獎 

大中華區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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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系務概況 

 學生人數：504 人(學士班 446 人、碩士班 56 人、博士班 2 人) 

 畢業人數：128 人 (學士班 98 人、碩士班 28 人、博士班 1 人) 

 

 教師榮譽 : 

1. 特聘教授：李國禎、顧野松  

2. 優良導師：李國禎 

 

 教師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 9 件(8,279,000 元)  

產學合作計畫 12 件(2,960,720 元) 

學術研究計畫 1 件(2,000,000 元) 

 

 設施添購更新： 

Delta BOT V101-P 3D 印表機（FDM）(創新工坊用，教育部中長程計畫)、 

薄膜過濾設備 (單操實驗用，教育部中長程計畫)  

研究型相位差顯微鏡 (生化研究室用，教育部中長程計畫) 

熱流式-熱示差掃描分析儀 (公用儀器，黃呈玉系友捐贈) 

程序模擬教室上課專用電腦及還原卡 13 台(程模實驗用，教育部中長程計畫) 

  
         熱流式-熱示差掃描分析儀                 薄膜過濾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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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參觀：敬請各位系友提供系上參訪機會 

參訪日期 參訪企業 參訪事由 

107/04/16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學生暑期校外實習 

107/05/07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讓學生了解生化產業 

107/05/14 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廠 讓學生了解化工製程產業 

107/06/13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製程：石化工業實務」課程 

107/06/14 矽品股份有限公司 讓學生了解化工材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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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實習 

為增進化材系學生實務經驗與就業競爭力，培育學生成為契合業界需求的菁英，本系訂

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新開設業界實習課程，以暑期兩個月，或下學期五個月為實習期程。

此課程為大學部大三以上學生的選修課程，修課同學需經過學系的資格審查，及到實習企業

參訪並經過甄選與媒合錄取。 

今年是化材系首次辦理學生業界實習，經過系上教師積極聯繫尋求企業提供實習機會，

感謝 32 屆系友曾毓麒總廠長(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郭君安副總經理(台靖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30 屆系友陳炳崑經理(永信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等的熱心協助，提供企業實習名額給系

上，並經過雙方媒合下，本年度共有 10 位同學參加暑期實習。另外也感謝永昕公司、塑膠

中心提供實習機會。未來有關學生業界實習，懇請系友們多多給予支持，提供實習名額，讓

學弟妹們有更多的實習機會。 

負責業界實習課程教師劉佳霖老師及喬緒明主任，於 6 月 26 日中午辦理實習行前說明

會，提醒學生於實習時應注意事項。系上並於 7 月 18 日、7 月 27 日及 8 月 2 日由劉佳霖老

師與韓怡娟助教前往實習機構訪視，了解學生實習生活狀況。對於實習的內容，同學們皆表

示獲益良多。 

  

 
 

 

   

劉佳霖老師訪視學生實習生活 

 



8 
 

捐款（106/08/01~107/07/31） 

一、獎助學金 

捐款者/單位 金額 備註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化材系學生助學金 

允誠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許文章紀念助學金 

謝善濤(17 屆)  58,380  化材系學生獎學金(2,000 美元) 

合計 508,380 
 

 

二、一般捐款 

捐款者/單位 金額 備註 

WANGTSEE THOMAS 3,000   

王興仁(29 屆) 4000   

丘允繹 29,545   

朱念慈(27 屆) 10,000 企業導師活動用途 

李重仁(29 屆) 28,000   

施富義(19 屆) 50,000   

張平康(16 屆) 58,380 美金 2000 

張靖霖(26 屆) 2,000   

張肇祺(19 屆) 3,000   

莊惠涼(29 屆) 4,000   

許秀政(15 屆) 50,000   

許芳誠(19 屆) 3,200   

陳宗賢(29 屆) 12,000   

陳章瑞(20 屆) 3,000   

曾立方(33 屆) 4,200   

曾毓麒(32 屆) 10,000   

黃呈玉(19 屆) 1,000,000  DSC 動態熱示差掃描儀 

劉健洋(29 屆) 2,000   

蔡清華(19 屆) 22,200   

鄭豪杰(16 屆) 10,000   

羅文甫(29 屆) 17,000   

蘇國凱(35 屆) 3,000   

合計 1,38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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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東海大學方式說明 

 

捐款本系有以下 4 種方式，前 3 種捐款方式完成任一捐款方式後，敬請告知「基本資料(姓名、

電話、地址)、用途(有化材系彈性業務費、化材系發展基金、化材系清寒學生贊助基金、其他

指定用途等 4 種，擇一填寫)、金額、收據抬頭及匯款日期」Email 至

fundraising@thu.edu.tw，以利捐款確認作業。 

 

方式 1. 匯款及 ATM 轉帳：匯款單請註明用途(有化材系彈性業務費、化材系發展基金、化材

系清寒學生贊助基金、其他指定用途等 4 種，擇一填寫) 

銀 行 戶 名 帳 號 

兆豐銀行-榮總分行(代號 017) 東海大學 083-10283799 

郵政劃撥 東海大學 00216021 

★ 以 ATM 轉帳煩請告知轉帳帳號後 5 碼，俾便開立捐贈證明。 

方式 2. 支票捐款：支票抬頭請開立「東海大學」（不需加化材系），並加註「禁止背書轉讓」

字樣。 

        請以掛號郵寄至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833 號信箱。 

    收 件 人：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方式 3.  信用卡捐款 

請至官網我要捐款，登入/ 建立帳號。(舊捐款人/ 機構可來電或來信查詢已建帳號及密碼)

或下載填寫捐款意願單。 填寫「信用卡捐款意願書」（請自行下載），傳真後，即為代辦。 

方式 4.  現金捐款： 

請本人或委託他人攜至系上，系上將有專人為你服務。 

 

★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傳真】886-4-23590009 

【電話】886-4-2359-0121 分機 33100 王英招小姐 

 

mailto:chemeng@thu.edu.tw
http://giving.thu.edu.tw/DonateProject/toDonate
http://donation.thu.edu.tw/PortalFile/Admin/Content/Portal_Content/0000006/339c605e-f151-4551-ba80-fefcc459cb6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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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捐贈及酬謝辦法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第卅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年五月十六日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一年二月廿二日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七年四月廿五日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大學永續經營，提升校務運作績效，促進校務發展，積極募款活動、籌措發展

基金，及感謝熱心捐助本校發展之人士(含本校教職員)或團體，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捐贈者指定捐款用途，指定供本校特定單位、計畫或活動使用。但應與本校校務有關，

不得與贈與人有不當利益之聯結。 

第三條 未指定用途者，全數撥入「校務發展基金東海整體發展」。 

第四條 由社會資源發展委員會舉辦為「非全校整體發展類」募款之活動，募款所得總額百分

之十撥入「校務發展基金東海整體發展」。 

第五條 所謂對本校之捐贈，包括提供財物贊助本校之講座、發展基金、購置設備、興建校舍

或其他資產者，其酬謝方式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校酬謝捐贈者之方式如下： 

        一、捐贈財物價值未滿伍萬元者，本校致贈感謝書狀一幀。 

        二、捐贈財物價值達伍萬元以上未滿伍拾萬元者，除第一款外，本校並致贈紀念品一

份。 

        三、捐贈財物價值達伍拾萬元以上未滿壹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研究室

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四、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佰萬元以上未滿參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普通教

室或實驗教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五、捐贈財物價值達參佰萬元以上未滿伍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大型教

室或圖書館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六、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佰萬元以上未滿壹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階梯教

室或會議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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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未滿貳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大會議

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八、捐贈財物價值達貳仟萬元以上，且達建築物價值三分之二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

議指定該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命名，以留永念。 

        九、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得頒予「東海大學傑出貢獻獎」；捐贈財物價值達

伍仟萬元以上，得頒予「東海大學終身榮譽貢獻獎」。 

        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前項各款標準者，均照前項規定酬謝。 

第七條 凡捐贈財物價值累積達一定金額者，可依「東海大學車輛通行證申請暨使用辦法」致

贈本校貴賓汽車通行證。 

第八條 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註: 東海大學車輛通行證申請暨使用辦法 (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四條 每學年捐贈本校達一定金額新台幣者(本校在籍學生除外)，得依下列標準申請當年

度或次年度貴賓通行證: 

          一、達十萬者:一年 

          二、達五十萬者: 連續五年。 

          三、達一百萬者: 連續十年。 

          累計捐贈本校達五百萬者致贈終身貴賓通行證。 

          為配合學校業務之推展或應予禮遇之人員，得申請貴賓汽車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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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舉辦｢台灣石化產業的現況與未來」小型論壇圓滿成功 

  

107 年 4 月 18 日化材系舉辦｢台灣石化產業的現況與未來」小型論壇，特別邀請到台灣

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澄清博士，趙平和副總經理，鍾熙崇副總經理，與工學院楊

怡寬院長，化材系的諮詢委員黃志宏副總經理，以及曾擔任台橡總經理的徐武軍教授一起為

國內石化產業把脈，為石化產業尋求出路。參與人士包含產業界與化材系所師生約 80 人。 

    

          台灣石化合成集團與東海大學教授合影          台灣石化合成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 吳澄清博士 

論壇首先由吳董事長回顧台灣石化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台灣石化合成公司的成立經過，

他述及當年從成大化工系畢業後，到日本東京大學研究高分子，所有資源都非常匱乏，過程

非常艱辛。由於台灣當年的產業發展並不蓬勃，原先他畢業後想到美國教書，但遇到了李國

鼎先生鼓勵他回來報效國家，改變了他的人生，從此不僅致力於學術研究和學生指導，更不

遺餘力地推動台灣石化業發展。蔣經國時代，他知道汽油中的四乙基鉛會危害大腦，所以利

用 C4 溶劑製造過程中產生的廢料，開發出了無鉛汽油的添加劑，不僅奠定台灣石化合成公

司的發展基石，也成為 30 年前就推動循環經濟

的典範。公司成立初期他分別到過日本、中東、

阿拉伯、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讓他認識更多

人，使公司發展更加順利。他也提到小時候看著

母親燒柴煮飯的辛苦，因此發展民生日常用的

LPG 事業，改善廚房工作環境。最後他勉勵學生

要多接觸跨界的知識，例如可以學習法律方面的

知識，因為未來要競爭的不只是台灣人，還有對

岸每年 740 萬的大學畢業生，趁年輕隨時做好準

備任何時候都可以上場，才能對台灣經濟有貢獻。 

接著進行小型論壇，化學工業為國內第二大製造業，面對國光石化業喊卡，這代表未來

台灣將不再會有煉油廠的設置，經濟部倡導的「高值化」以及現在最新的「循環經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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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石化業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 黃志宏副總指出台灣石化早在 30 年前已開發出高價值產

品，即落實「石化高值化」並建立全亞洲第一座最有效率的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生產

工廠，現在面對的困難是原料受限無法取得，因此唯有朝品質更高、價格更高的產品生產。

另一方面政府的腳步也要跟上，例如現今電子產業蓬發，廢溶液大量增加，但法令限制只能

由環保公司執行回收，他們並無關技術，化工產業則可以再利用蒸餾或其他分離程序將廢液

再純化回收再利用，但需要政府放寬規定，讓一般化工公司也能回收廢液，才能同時減廢與

增值。 

徐老師表示，日本的石油化學工業非常封閉，但是日本人的文化非常特別，即使你用低

價錢想賣給他，他們寧可以高價支持國貨，使得日本的石化工業仍有很高的獲利，在台灣則

不太可行，我們用石化原料生產出很多碳氫化合物，現在要思考用 CO2+H2→碳氫化合物，

目前這還在實驗階段，如何能放大到讓工廠生產是我們現在學子要好好思考的。 

   經過各位貴賓精闢的分析與熱烈的討論，論壇在下午四點畫下句號，並相約要為國內的化

學工業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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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舉辦教育部生醫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成果發表會 

 

東海大學生醫產業人才培育中心配合教育部推動生醫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目標，

針對大學部、碩博士、博士後、教師與業界人才，以具專利技術或市場所需產品為導向，媒

合組成創業種子隊伍，設置具有前瞻性的醫藥生技基礎課程，讓具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學員充

分掌握醫藥生技的關鍵技術及了解產業發展的趨勢。 

由計畫主持人化材系顧野松教授及協同主持人化學系龍鳳娣教授邀請專家學者成立人才

培育輔導團，就推動中心辦公室業務發展及營運進行諮詢與輔導，並協助各團隊建立運作與

營運方式。 

在結束基礎課程後，本中心於 107 年 8 月 19 日進行期中成果發表，每一團隊派出一

人進行口頭報告，說明團隊營運之目的、宗旨、開發商品名稱、市場分析、市場定位、人員

規劃及財務規劃等，並由團隊所有成員與 5 位評審進行問答及意見交流，評核重點主要以創

新、創意及市場性為入選關鍵。遴聘 5 位來自學界、醫界、業界人士、與智財專家組成評審

團，透過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士挑選出 7 組具有創新、創意及市場需求之創業團隊進入進階課

程。此次發表會，讓學員透過準備簡報與撰寫營運計劃書，學習如何將團隊的主題概念向潛

在投資者報告、行銷，及募得創業基金的練習機會，更加強學員投向創新創業的信心。 

本推動中心將於 9 月起開始進階課程，協助安排各團隊所需之專業人士，延聘專業師資

進行輔導、諮詢，及提供業界媒合機會，以利營運團隊的完整性。為加強對醫藥生技產業的

主體性以及獨特性，本次課程內容與邀請的業師，皆為具有醫藥生技產業相關領域之傑出人

士，以其專業與經驗，提供學員最符合創新及創業目標之專業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學員報名

參與我們的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主持人顧野松教授(右一)和與會人員合影            頒發獎狀 

計畫主持人顧野松教授與所有成員合影 頒發獎狀予參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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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舉辦 2018 年泛太平洋區生物可分解塑膠協會聯盟論壇 

本系在 107 年 2 月 3 日於本校求真廳辦理 2018 年泛太平洋區生物可分解塑膠協會聯盟

論壇，廣邀對生物可分解材料理論、實務與政策有深入研究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與會，邀

請韓國 KBPA、日本 JBPA、泰國 TBIA、澳洲 ABA 及美國 BPI 等國家協會代表，對各國生物

可分解材料產業狀況發表演說，分享國際經驗與各國現況法令，促進產業交流與經濟合作。 

當日參與本論壇人員計有 80 餘人，本次研討會讓與會來賓了解泛太平洋地區國家對生

物可分解塑膠產業的發展與國家政策趨勢。本會議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黃技正蒞臨指導，會

中提及各國政府限塑做法對我國未來制訂環保政策之方向具正面產生影響。 論壇中討論海洋

塑膠污染問題，生物可分解塑膠在海洋中之分解能力是被肯定的，但是需要時間來分解，這

並非推廣生物可分解材料的原意，垃圾減量與垃圾管制不亂丟棄在海洋中才是解決問題之

道，化學或有機材料的研究與演進是為了讓生活更便利且更環保才是。 

論壇結果提供生物可分解材料主管機關建議，作為未來推動更合理可行且體系完整之生

物可分解產業政策時之參考，進而促進我國生物可分解材料的優質發展，論談活動圓滿成功。 

 

 

喬緒明 教授主持論壇進行 喬緒明教授各學者專家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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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電動車創新設計實作賽精彩開跑 東海大學競速賽奪冠 

由東海大學工學院與台灣先進電動載具協會所主辦的「第一屆的電動車創新設計與實作

競賽」在去年 12 月 2 日圓滿完成第一階段的設計與海報評選後，第二階段的路跑計時賽在 6

月 3 日上午九點在東海大學東海湖旁熱鬧開跑，由楊怡寬院長與 20 屆系友陳勇全理事長共

同主持。8 校 13 支隊伍競技，吸引許多民眾觀看，東海大學工學院聯隊 MOSBJT 跑第一，

本系學生戴婉婷(化材)、連唯俊（化材）、蘇禹齊、簡良宴及車美瑩組成的「看我車尾燈」 獲

得第四名，戴婉婷說，她是擔任隊長角色，這次比賽每隊設計經費以一台車為 3 萬元為主，

利用廢車可利用材料來組裝。 

  

本校工學院聯隊合影 本校工學院聯隊合影 

這次賽車，參賽隊伍分別為：成大工程科學系「supersonic」、大葉大學機械系

「Sieg_Sandsäcke_」、成功大學工程系「冷凍腹肌」、屏科大車輛工程系「Alpha Racing」、

東海大學「看我車尾燈」、勤益科大「Ａnode」、成功大學機械系、勤益科大「Cathode」、

台科大北科大聯隊「Rovilus」、明道科大虎科大聯隊「PLG」、明新科大「力由心生」、東海大

學「MOSBJT」及勤益科大「讓專業的來」等 13 隻隊伍。此外還有獲得全國大專院校環保節

能車大賽創意設計獎及賽車冠亞軍的 4 輛車參加觀摩展示。 

本次路跑計時賽的賽道長約 1 公里，賽道中有角度超過 90 度的下坡髮夾彎，及 400 公

尺的持續上坡道。所有參賽車輛被要求使用低於 1000W(1KW)的馬達參賽，負載 80 公斤的

沙包跑完全程，耗時越少者，成績越佳。現場活動精彩，大家爭相和各參賽隊伍的車輛拍照。 

本校工學院長楊怡寬表示，此次參賽車輛均是各校學生的心血結晶。這次的路跑更是學

生想法及理念的最佳檢驗。透過如此有意義的競賽活動，不僅讓學生將理論與實際更緊密結

合，而且為我國電動車產業儲備人才，為將來臨的電動載具時代作出最充足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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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第二屆師友計畫暨職涯導師分享座談會 邁向職涯新里程 

化材系師友計畫自 105 學年度以來成果卓越，超過位知名企業熱心系友共襄盛舉加入企

業導師行列，106 學年度由 29 屆系友羅文甫負責籌劃第二屆師友計畫 ， 今年共有 17 位熱

心系友擔任常任企業導師，參加的大四學生和研究生達 37 位。企導家族為 2-3 位導師加 7-8

位學生組成一圓桌的模式，從相見歡和拜師典禮開始，採每月一課（企業先期訓練課程）配

合學長姐的系友分享講座，也有不定期企業導師家族組聚，還安排實際到工廠參觀和模擬面

試等活動。  

學生藉由課程和學長姊的分享，先了解未來在職場可能遇到的問題，在進入職場前向企

業導師學習社會與企業實務經驗，履歷自傳的練習撰寫，則是在畢業前就先準備好最基本的

配備，若再參加模擬面試，可以從整個過程知道面試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可能會被問的問題，

再配合工廠參觀，能更了解目前業界的工作環境及未來發展，使學生建立職場良好工作態度

並提升個人競爭力。 

化材系第二屆企業導師名單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16 張平康 27 蔡獻逸 29 陳宗賢 

19 蔡清華 29 羅文甫 29 莊惠涼 

19 黃誠勳 31 陳炳崑 29 王興仁 

26 張靖霖 31 廖素敏 46 林志曜 

27 朱念慈 33 張勝和 55 郭泰成 

27 黃長澤 29 李重仁   

 

   
106 年 10 月 28 日第 2 屆企業導師相見歡 107 年 1 月 6 日企業導師第三次課程  107 年 3 月 10 日模擬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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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第二屆企業導師活動內容 

專題演講 工作坊與分享 書籍選讀 

學習如何表達自己 (簡報和面

試技巧) 

透過積木遊戲學習在職場應該有

的態度 

與成功有約 (成功人士的七個

好習慣) 

創新能力的培養 
透過創意遊戲學習如何培養創意

解決問題 
EMBA 月刊 

敬業 如何做專案 How to run projects 目標 

建立關係 外商生涯與創業經驗 鱷魚查理與聖杯 

影響力 青年系友座談 QBQ 問題背後的問題 

商業倫理與永續 理財&人生 功成名就的瘋狂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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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舉辦「投資理財與人生」講座圓滿成功 

系上於今年 5 月 12 日母親節前夕，舉辦本學年度第 6 次的企業導師(師友計畫)活動，特

別邀請 27 屆系友傅瑞麟先生主講「投資理財與人生」，到場的企業導師有邦益有限公司朱

念慈總經理，日勝化工(股)黃長澤總經理，岱稜科技(股)蔡獻逸副總經理夫婦，美商聯邦快遞

羅文甫資深經理，網際之星資訊(股)陳宗賢總經理，真富(股)莊惠涼總經理以及工學院楊怡寬

院長，當天的盛況從 google 報名表單在開放填寫後就直逼教室可容納數目可以嗅出端倪，

除了本系師生還有許多慕名遠道而來的系友以及傅系友的個人粉絲，將化材系館的階梯教室

擠爆，現場座無虛席。 

  

傅瑞麟系友與化材系企業導師團隊合影 楊怡寬院長致贈感謝狀予傅瑞麟系友 

傅瑞麟系友縱橫股海多年，曾擔任海瑞投顧以及信義證劵的總經理，身價上億，於恆生

財經台還有他的節目。 來自貧窮農村的他，大學時期一週兼了 8 個家教，後來教出名聲，家

長乾脆跳出來幫忙開家教班，讓他能幫更多需要的學生。不幸的是在他當兵時他的父親過世，

那時家裡存款只剩 2 萬元，於是他決定賣了豬和豬舍以及一些機具湊到了 60 萬。在幸運之

神的眷顧下讓他搭上了股市起飛的列車，由於他想從事與證劵交易有關工作但苦無機會，於

是就先從擦黑板的小助理做起，他每天研讀「喚醒心中的巨人」甚至將書內容錄音，邊騎車

邊聽，接著他應用亞當理論，投注在「中國信託」股票上，除了讓他賺到了人生第一個 1 千

萬，也讓他贏得了信心，於是他開始像「秘密」這本書所提到的，明確設定目標，提升獨立

思考能力及膽識；SARS 期間，他將現金轉投資房地產，更開闊了另一片天空。 

他建議學弟妹應儘早建立理財的觀念，對於事業有成的系友們，則建議大家要重視養身

和保險。同時認為在投資自己時，選擇比努力更加重要，站更高才能看更遠。他也推薦「富

爸爸窮爸爸」這本書，提到延遲享受的重要性，他說每一塊錢都是一個士兵，要去幫你攻打

敵人、掠奪土地的，所以要珍惜每一塊錢，只要有一絲希望都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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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系際盃 男子組化材系連霸 

一年一度籃球系際盃今年於 3 月至 5 月舉行，男子組共報名 53 隊，女子組共報名 30 隊，

報名情況熱烈。藉此賽事，展現平日練習成果，以爭取冠軍為最高榮耀！ 

系上老師楊怡寬院長、喬緒明主任、楊芳鏘老師及林其昌老師特地親臨現場為本系學生

加油打氣。化材系對手為生科系，開局時由化材率先領先，中間一度被生科追平，甚至微幅

超前，上半場雙方僵持不下，展開了拉鋸戰。可惜生科系主力球員遇上了犯規麻煩，讓化材

系有機可乘，最後靠著多次漂亮的助攻和三分球，將分數大幅超前，生科系氣勢一去不回，

最後化材系蟬聯了冠軍寶座。 

 

 

籃球系際盃 男子組化材系連霸 

  

2018 年度籃球系際盃成績如下：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並列第五名 

男子組 化材系 生科系 財金系 電機系 
資工系、環工系 

會計系、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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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東海大學化材系迎新露營活動 

106 學年度化材系迎新露營活動於 106 年 9 月 29 至 10 月 1 日在台中翔園會館舉辦三

天二夜的迎新露營，活動由大三系學會會長王春傑及學會幹部利用暑假期間精心策劃各項趣

味活動－大地活動、關卡活動、蛇舞、營火舞等活動，藉由此次活動，培養各屆各班之間的

友誼及增進學弟妹間的感情，除由學長姐帶領您理解本系文化外，最重要的是使他們瞭解團

體生活的重要性及合群性，以適應大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