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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８學年度系務概況 

 學生人數：496 人(學士班 440 人、碩士班５1 人、博士班 4 人) 

 畢業人數：121 人 (學士班 103 人、碩士班 18 人、博士班０人) 

 

 教師榮譽  

1. 特聘教授：李國禎、顧野松 

2. 全球論文高被引學者獎：張嘉修 

3. 台中市優良教育人員：林其昌 

4. 教學傑出獎：林其昌 

5. 服務創新獎：韓怡娟助教 

 教師異動  

1. 系主任：林其昌教授 

2. 新聘專案教授：萬傑豪老師，萬老師原任明道大學材料與能源工程學系教授兼應用科

學院院長 

3. 新聘助理教授：林志曜老師：，林老師原任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亦是本

系 47 屆系友。 

 教師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 5 件(4,350,000 元)  

產學合作計畫 7 件(5,950,000 元) 

學術研究計畫 2 件(5,000,000 元) 

 

 設施添購更新 

 
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分光光譜儀 FTIR 主動式高頻電漿發射儀      高階拉曼光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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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系友校內獲獎榮譽  

獎      項 姓  名( 屆 別 )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黃呈玉(19屆) 

學歷：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現職：展頌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 

特殊事蹟： 

1. 企業排名分別為 464，382，415 名(2019~2017) 

2. 傑出企業金峰獎(2015)、國家品牌玉山獎(2014)、全

國商業總會金商獎(2007) 

3. 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總會監事長(2011) 

4. 經濟部進出口排行第 306 名(2009) 

5. 斗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創會理事長(2007) 

6. 天下雜誌 1000 大製造業，展頌為第 312 名(2006) 

7. 第二十屆青年創業楷模(1997) 

8. 中華徵信所評選為中小企業最佳經營績效第 8 名

(1997)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許高威(19 屆) 

學歷：美國華盛頓大學化工碩士、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現職： 

台灣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新和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特殊事蹟： 

1. 擔任新和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期間獲獎無數，

曾於八十七年度評選為「工業污染防治績優廠商」，

榮獲李登輝前總統召見 

2. 曾擔任臨海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推動工業區的

更新再造，與地方政府溝通協調及解決廠商各項疑難

雜症，例如：成功更改國道七號路線 

3. 長期關注社會公益，每年捐款贊助十多個慈善團體的

會務發展 

4、 曾擔任東海大學高屏區校友會會長、校友總會副總會

長，參與校友事務長達三十多年，長期協助捐助母校

建設及化工系發展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何榮銘 (28 屆) 

 

學歷： 

美國艾克隆大學高分子科學博士 

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經歷： 

清華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化工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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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姓  名( 屆 別 )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謝建元(28 屆) 

學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 農業工程博士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授 

大葉大學教授 

化材系傑出企業貢獻奬：曾毓麒 (32 屆) 

學歷： 

台北科技大學有機與高分子研究所碩、博士 

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現職：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長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2012 鉑金獎 

 

化材系傑出學術貢獻奬：鄭如忠 (26 屆) 

學歷： 

美國麻州大學羅爾校區高分子科學博士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現職： 

台灣大學高分子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中興大學 化工系教授 

化材系傑出東海貢獻奬：王薔蕙(31 屆) 

學歷： 

 元智大學企管博士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現職： 

  中華電信大數據計畫經理 

經歷：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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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6 週年年會在東海大學 

 

       「2019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6 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工學門年度研究成果發表會」於本

108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9 日，於東海大學人文大樓舉辦。 「2019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6 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工學門年度研究成果發表會」由台灣化學工程學會及東海大學化學工

程與材系工程學系共同辦理；科技部化學工程學門、科技推展中心以及東海大學化學系協辦。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歷屆以來每次研討會均扮演學術界及產業界交流平台的最佳角

色。科技部化工學門年度研究成果發表會也在此研討會中同時進行，除展現本學門之專題計

畫研究成果外，也提供學門學者與業界人員相互交流與觀摩的機會從而協助撮合學術界與產

業界之合作。 

 

2019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6 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工學門年度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次大會同時也邀請了多位知名研究學者進行相關主題研究報告，期對於國內化工及

相關產業發展產生正面之效益。參與本次會議論文投稿包含口頭發表 40 篇、壁報發表 589 篇

及學生英文口頭競賽 98 篇。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陳信文理事長致詞時表示，台灣化工學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學會，長

久以來，舉辦了很多活動，也有固定的出版刊物「化工會刊」，此外有學術的期刊「化工會

誌」，化工學會在過去歷任理事長的努力之下，有非常好的發展，一年一度的年會是所有化

工人聚在一起，感謝大家的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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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表示，自己在東海大學畢業主修化學，輔修工業工程，所學領域

有所不同，不過很佩服各位專業領域學習化工，因為這個領域非常棒，可以運用的範圍非常

廣泛，而且不斷的有一些前瞻的突破跟發展。緊接，王校長以地主身分介紹東海大學特色。 

         本次年會大會演講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彭裕民博士，以「循環經濟的創新與推

動」為講題，另外邀請日本神戶大學 A. KONDO 博士，演講「Development of consolidated 

bioprocessing for circular bioeconomy」。除此，舉辦產業論壇「循環經濟論壇」以及「生

醫材料論壇」、教育論壇主題：「化工系課程與教學在人工智慧發展下的因應與演進」。 

        本次也安排『生化及生醫工程』、『熱力及界面工程』、『材料在化工之應用』、『電

化學技術』、『綠色化工技術與程序系統工程』、『觸媒及反應工程』、『能源與環境工程』、

以及『輸送現象及其應用』等八大主題研討領域，一方面邀集學者專家參與研討，另一方面

也鼓勵新進之秀發表。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系工程學系主任喬緒明表示，本次化學工程年會與會人數超過

1000 人，發表的論文數目超過七百篇，可以說是國內學界跟業界一個大集合，對大家來講都

是在知識與經驗的交流傳承上面一個非常好的盛會。 

  

 

本次化學工程年會與會人數超過 1000 人，發表的論文數目超過七百篇，是國內學界跟業界一個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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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全球論文高被引學者 工學院院長張嘉修獲殊榮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公布

「2019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Highly Cited Researchers）」，自全

球各領域中選出備受肯定的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獲選者的多篇

高被引論文被引用次數位於同學科的前 1%，顯示對科研同儕的重要

學術影響力。今年台灣本土學者共計 17 位進榜，東海大學榮譽講座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張嘉修，也是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及日本

神戶大學客座教授的他，以跨領域(cross field)項目獲選殊榮。 

        今年從各學科領域選出高被引學者，來自近 60 個國家或地

區。今年台灣除醫療、工程學、地理科學、材料科學、數學、物理等領域，更有 8 位學者入

選跨領域項目，展現台灣學術人才優異的多元主題發展及高影響的研究能力。科睿唯安台灣

總經理范永銀表示，從今年公布的高被引學者名錄可發現，台灣學者在全球學術舞台充份展

現不容小覷的科研實力。 

        張嘉修目前是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奈米科技中心主任，也是國立成

功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及日本神戶大學客座教授。張嘉修於 1993 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爾灣

分校博士學位，投入生化工程領域近 30 年、近年來更聚焦於微藻生技與工程以及循環經濟

之研究。 

       張嘉修獲得許多國內外重要的學術獎項及榮譽，包括美國醫學暨生物工程學會會士

(AIMBE Fellow)、國際生物程序學會會士 (IBA Fellow)、亞洲生物技術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

(AFOB Executive Board)、科技部特約研究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三次)、東元獎、有庠科

技講座、侯金堆傑出榮譽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李國鼎榮譽學者、台灣化工

學會金開英獎及台灣生化工程學會研究成就獎等。 

        其學經歷豐富，並擔任科技部化工學門及永續學門複審委員，另曾經歷包括行政院經

濟部中央標準局『化學工業』國家標準制訂委員會委員、台灣生化工程暨生物技術學會理事

長、中鋼公司顧問、工業技術研究院顧問等職務。 

        張嘉修院長也是十餘個國際知名期刊的編輯、副編輯及編委，共發表超過 470 篇 SCI

期刊論文，其中 Hi-Ci paper 計 16 篇，被引用次數超過 20,000 次，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超

過 44 次，其 h-index 為 73 (Web of Science)，並擁有近 50 項專利，且是 2019 年 Web of 

Science 的高被引學者 (Highly Cited Researcher)。張院長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已實際應用於

產業界，有十餘項技術轉移案例並輔導成立兩家新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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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實習 

本系於 107 學年度起新開設「業界實習」課程，以暑期兩個月(210 小時)或大四下學期

五個月(630 小時)為實習期程，課程為大三以上的選修，修課需經系上資格審查，再經過甄選

與媒合錄取。今年是化材系第 3 年辦理學生業界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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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棋總經理(鏵塑股份有限公司)、蕭耀貴總經理(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

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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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感謝嘉誠化學、國光生技、台大化工吳嘉文實驗室提供實習機會。 

在實習前我們會先辦理實習說明會，提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注意事項，實習當中老師和

助教也一一探訪實習同學，了解學生適應之狀況，讓學生在實習單位做中學、學中做；而對

於已考上研究所的同學，也可利用大四下的時間先到未來將就讀的學校跟著指導教授做研

究，讓即將就業的學生消弭或縮短大學教育與就業市場需求之落差，繼續升學的同學也能提

前開始自己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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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緒明老師訪視學生實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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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化材系企業導師計畫圓滿完成 

       東海化材系企業導師由畢業校友與系上師長共同策劃和努力，至今已推動四年的時

間，感謝各屆企業導師們利用假日來到系上指導學生，以及同學們熱情的參與，讓本年度企

業導師計畫圓滿落幕！ 

        第四屆的化材系企業導師活動邀請第 31 屆校友王薔惠(元智企管博士），在她的領導下

建立了「一日企導」的課程，也建構了產業工作的知識資料庫，讓不管在學的同學或是畢業

十年內的系友都值得一看再看！她直言 31 屆陪伴學弟妹有兩年，時間不算短，企導們正值

事業高峰時，特別不易招集如此多人次的「一日企導」和更長時間的常任企導；不過在此平

台互動的另外一個收獲是拉近跨屆校友的情誼。 

這學年的企導包括:27 屆 朱念慈，黃長澤；29 屆 羅文甫；30 屆 陳文政；31 屆 楊晉

昌，李明旺，黃仁勇，王雅俊，李漢邦，游振忠，王薔惠，康智雄，丘中明；32 屆 郭君安，

曾毓麒，許良慶，劉佳霖；46 屆 林志曜；以及張瀞文等 19 位企業導師。 

 

今年主軸為介紹化材系相關的各種行業，先從 PCB 及半導體產業開頭，請到張靖霖，

李明旺，丘中明三位學長，第二次課程介紹生技產業，邀請到王雅俊(泰宗生科技，總經理) 

對「生技新藥(NDA)開發簡介」，第二位邀請到陳炳崑(永信藥品公司，研發/生產部門協理) 

則是「學名藥(ANDA)產業介紹」，以及邀請做生技 Marketing 江文敏(裕利醫藥商業行銷

部，商業開發經理)以「讓醫藥更無礙普」為內容。第三次的課程，主題為傳統產業的相關

介紹，分別以執行、研發、銷售、管理經營的面向來分享，由林慶宗、劉兆棋、康智雄、

李漢邦 4 位學長在短短的時間裡，都希望把他們工作將近 30 年的功夫傾全力的灌溉給學

生，希望讓他們少點冤枉路，建立好學生應有的態度，在選擇工作時方向更明確。 

     從回收學生的問卷發現，學生對未來的工作更加清晰，了解做人處世的態度及人脈

的重要性，引導學生未來的方向，並督促自己進入職場前該先做好的功課、該具備的能力。

企導感謝會時，同學感謝企導們撥空專程的指導他們，修正學生們的履歷，關心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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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導們的帶領下，學生更加積極主動且慢慢的建立信心，同時也去思考以前沒有想過的

事情，也更加認識自己。 

    「花若美麗，蝴蝶自來」，若是這個無私和用心的企業導師活動真的有幫助，任何一

位學長姊的分享就像一本書，好像不同的故事，協助學弟學妹開拓視野，口耳相傳，自然

而然更多學弟妹想要參加。化材系目前是校內標竿之一，連我們都有很多改善的地方，他

系要從新開始及永續發展類似的企業導師平台的確是需要有很強的決心和毅力。此計畫的

facebook 平台名稱「東海大學化材系企業導師」，網址為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23649654770802/，記錄了我們一路走來的歷史

軌跡。 

 

 

本系企業導師 facebook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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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化材系博士班學生參加教育部2019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

業獎競賽榮獲全國佳作、最佳潛力獎與最佳人氣獎 

       東海大學師生再奪佳績！2019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競賽」揭曉，生醫

組「Metide 胜肽專家」團隊勇奪佳作與最佳潛力獎，新農業組「沐光東海」團隊獲得佳作與

最佳人氣獎。2019 年 12 月 12 日，教育部「2019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競賽」於集

思臺大會議中心舉行，由全國 13 所補助學校歷經二階段培訓推選出 38 組優秀團隊競賽。最

後東海大學生醫組「Metide 胜肽專家」團隊獲得佳作與最佳潛力獎，新農業組「沐光東海」

團隊獲得佳作與最佳人氣獎，東海大學各參賽團隊創業企圖相當旺盛，皆具發展潛力，深受

評審與業師肯定。 

        而東海大學得獎的「Metide 胜肽專家」及「沐光東海」團隊成員獲邀參加於 2020 年

1 月 3、4 日舉辦的高階人才培訓營，將由多位產業界資深人士擔任業師，進行面對面創業實

務輔導。 

 

化材系參與師生大合照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中 B 類的「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

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由國立中興大學學術副校長楊長賢統籌新農業創新創業計畫，國立清華

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教授張大慈統籌生醫產業創新創業計畫，延續 2014 至 2017 年的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由教育部自 2018 年開始推動，本校計畫主持人化材系

顧野松副研發長與協同主持人化學系龍鳳娣教授皆致力培育高階人才投入生醫產業的創業與

開發，而東海大學是所有補助學校中唯一兼有 A 類「創新服務領域計畫」與 B 類的「生醫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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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的私立大學，透過三個計畫團隊的合作，對於創新創業

課程的推動不遺餘力，屢屢獲得佳評。 

        2019 年東海大學生醫組的課程，除了邀請到學界資優教師-化學系莊旻傑教授、中山

醫大丁信智教授提供關鍵生物技術課程之外，還感謝台康生技陳箐瓔副理、懷特生醫鄭建新

總經理、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項益容副總經理、泰宗生技王雅俊總經理、朗齊生醫陳丘泓

總經理、聿磊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周書帆副理等傑出畢業校友協助擔任課程講員及成果

展評審。 

        同時有多位生醫產業界貢獻傑出及創業成功楷模一起加入講員陣容：台中榮總趙德馨

副院長、光田醫院張家築副院長、禪譜科技鍾協訓執行長、嘉品科技林一蘋研發長、朗齊生

醫林慶琳副總經理、永昕生醫黃宏明廠長、藥華醫藥鄭兆勝處長、永信藥品黃嘉祥資深專員、

萊特生醫江滄炫總裁等提供他們在生醫產業的經驗與成功歷程，使學員對於生醫產業有更深

入的認識與了解。 

        另外，在智財保護、布局與財務規劃、藝術設計與行銷等方面，太始資本劉致宏總監、

宇邦智權馮志峰副總經理、百衛國際高百毅總經理、逢甲大學證月妹教授及賴炎卿教授、中

華開發基金柯景懷協理也提供了至為關鍵的觀點與建議；透過課程講師、顧問與評審委員的

努力與協助，使得各團隊的專業技術、商業經營模式及財務規劃更臻成熟，充分展現業界與

學界攜手合作，一起為生醫產業創新創業培育人才的努力。 

        計畫團隊衷心感謝 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及 產學與育成中心的協助，除了籌設「達文

西微學分-明星、主播魅力行銷」課程、協助團隊在競賽中自信展演表達，並且藉由工作坊導

引 EMBA 業師校友輔導，另外也與產業連結、結合中科 FITI 輔導團隊等幫助，都讓生醫創新

創業團隊對於未來更具信心。我們也感謝研究發展處、生命科學中心、工學院、理學院、與

相關處室在課程推動期間給予的一切協助，讓執行團隊在執行計畫期間得以順利推展業務。 

        Metide 團隊由化材系顧野松副研發長與化學系龍鳳娣教授指導，今年度獲得 108 年

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300 萬元資助，在產學與育成中心協助下，目前正

積極規劃創立公司，期望透過大家的合作與努力，能讓東海大學創新創業課程推展得更順利，

也期望讓所有創新創業團隊都能實現創業成功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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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博士班學生楊家昌(左一)與化學系龍鳳娣老師實驗室學生李秉謙博士 林蔚青合組 Metide 胜肽專

家 團隊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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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籃球系際盃 男子化材系及女子餐旅系 勇奪冠軍 

       108 學年度籃球系際盃賽於 3 月至 5 月舉行，男子組共報名 47 隊，女子組共報名 24 隊。

並於 5 月 22 日假體育館下館舉行冠亞軍決賽，球員們的心態沒有因為疫情受到影響，目標

一致，展現過去一年所學，爭取最高榮耀。冠軍賽，大會比照以往使用高規格模式，全場熄

燈，並配合聚光燈、音樂並且請來了東海畢業校友的ＤＪ陳明傑炒熱氣氛，體育室黃淑貞主

任也特地前來開球致詞，為球員們營造屬於自己的榮耀時刻。 

  

 

體育室主任黃淑貞開球 

  

       體育室主任黃淑貞表示，恭喜餐旅系及化材系成功奪下女籃及男籃系際盃冠軍也恭喜其他

優勝隊伍，籃球運動是東海體育發展的重點項目，感謝各位球員的熱情參與和優異表現，並

感謝校內師長的支持；化材系喬緒明主任、電機系劉日新主任、林其昌老師、鐘玉芳老師、

蔡坤霖老師特地蒞臨決賽現場為學生加油打氣，以及感謝盛世慧老師帶領籃球校隊學生辛苦

籌辦賽事，讓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完成。 

        首先第一場是女子組冠軍賽，由餐旅系對上法律系。餐旅系靠著身材優勢，在開局打出壓

倒性攻勢，但法律系也不是省油的燈，靠著壓迫性的防守製造對方失誤，藉由轉換快攻進而

將落後分數逼近。第四節開局，法律系持續壓迫，將分數縮至個位數分差，但餐旅系學姊跳

出來穩住陣腳，靠著團隊合作阻止法律系反撲，最終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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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主任頒獎予女籃冠軍餐旅系並合影 

        男子組，化材系對上電機系。開局由化材系率先得分，電機系也隨後跟上，上半場化材

系靠著身材優勢以及優異的團隊搭配取得領先，但下半場電機系不甘示弱，展現強勁的攻勢，

屢屢打得化材系喊出暫停。最後化材系靠著關鍵球及蓋火鍋，將電機系反撲的氣焰給壓下去，

最終奪得冠軍。 

 

師長與男籃冠軍化材系合影 

  



15 
 

       此次系際盃比賽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參加人員均採實名制、量體溫，確實做到防疫無

漏洞，希望在舉辦賽事也能同時兼顧防疫工作。 

 

男籃冠軍化材系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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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 會計系 運健系 財金系、法律系、物理系、食科系 

女子組 餐旅系 法律系 國貿系 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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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108/08/01~109/07/31） 

一、指定用途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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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許文章紀念助學金 

陳鳳玉  24,000  化材系學生助學金 

黃國堡  400,000  化材系學生助學金 

蔡清華  240,000  化材系學生助學金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渡山學會  1,100,000  實驗室設備費用  

27 屆系友  1,130,000  實驗室整修 

31 屆系友  800,000  實驗室整修 

合計 4,194,000  

 

二、一般捐款 

捐款者/單位 金額 備註 

Mr and Mrs Hsin-Ying and Mei-Chuan LI  5,990  US$200 

王雅俊(31 屆)  5,000   

王薔惠(31 屆)  10,958   

丘中明(31 屆)  2,000   

江文敏(31 屆)  2,000   

余南賢(28 屆)  30,000   

巫勝彥(33 屆)  20,000   

李重仁(29 屆)  60,000   

李嘉浩(35 屆)  200,000   

李漢邦(31 屆)  3,000   

胡啟智(39 屆)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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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者/單位 金額 備註 

高子奮(2 屆)  59,900  US$2,000 

張文騰(44 屆)  3,000   

張安路(15 屆)  30,000   

張勝和(33 屆)  150,000   

張靖霖(26 屆)  2,000   

第 27 屆化工校友  20,000   

許秀政(15 屆)  500,000   

許履塵(16 屆)  3,458   

郭君安(32 屆)  100,000   

郭達翰(33 屆)  3,000   

陳正郎(5 屆)  50,000   

陳炳崑(31 屆)  2,000   

陳展俊(22 屆)  10,000   

陳章瑞(20 屆)  3,000   

陳龍成(25 屆)  3,000   

黃仁勇(31 屆)  3,000   

黃長澤(27 屆)  2,000   

楊怡寬(18 屆)  4,000   

鄭如忠(26 屆)  4,000   

謝建元(28 屆)  18,000   

顏達聰(13 屆)  3,000   

羅鈞炫(49 屆)  7,000   

蘇國誌  3,000   

蘇贊良(25 屆)  29,950  US$1,000 

 1,3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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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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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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