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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系所簡介及發展特色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創立於民國 44 年（原系名為化學工程學系），

民國 79 年設立碩士班，89 年博士班成立，97 年更名為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目前

專任老師有 13 位，皆具有博士學位，學有專精，負責本系專業課程之教授及學生輔

導。除此之外尚有 6 位兼任教師來自工業界及研究單位，為學生帶來不同領域之經驗，

使理論與實際互相印證，除使學生更了解基礎學理，並開創更多就業機會。目前學生人

數計 515 人，每學年大學部招生人數 120 人，碩士班招生人數 28 人，博士班招生人數 1

人。 

本系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 97 年度、103 年度與 109 年度工程教育認證。通

過此認證將有效提升未來本系畢業生的國際競爭力。 

系研究現況與發展重點方向分屬：材料工程、生化工程、製程及能源工程三大核心

領域。本系所以培養優良之化學工程師，提供化材業技術服務及帶動化工業獨立自主為

宗旨。教學目標除傳授化材專業知識外，亦注重學生品德之培養及服務社會之胸襟。課

程之設計乃基於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原則；除了著重在多元性的基礎科技教育外，並訓練

學生具有獨立思考、分析及解決問題之能力，使其能適應於未來日新月異的科技社會。 

大一以修習基礎科學及語文為主，大二較著重於工程科學之訓練，最後兩年的課程

則以化學工程專業學識及應用科學為重。此外學科中也包含了倫理及社會科學方面的課

程，以培養完整與成熟的人格。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大學部教育目標 

1.培養具有化工與材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工程人才 

2.培養具有人文素養、品德、社會責任與前瞻性視野之人才 

 

研究所教育目標 

1.養成具有化工與材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高級人才。 

2.養成具有獨立的思考、研發能力與領導能力之研究人才。 

3.養成具有人文素養、品德、社會責任與前瞻性的視野之領導人才。 

 

大學部核心能力 

1.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2.設計與執行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3.執行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工具之能力。 

4.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製程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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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案管理(含經費規劃)、有效溝通、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6.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的能力。 

7.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

能力。 

8.理解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觀點。 

 

研究所核心能力 

1.具有化工及材料領域專業知識 

2.策劃、執行專題研究與書面、口頭呈現研究成果的能力。 

3. 撰寫專業論文的能力。 

4. 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工程實務問題的能力。 

5.與不同領域人員有效溝通、協調、領域整合與良好團隊合作的能力。 

6 良好的國際觀。 

7.領導、管理及規劃的能力。 

8.重視工程倫理、瞭解社會責任並培養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開課情形 

本系畢業學分規定，最低畢業學分 137 學分，包括必修 110 學分（包含通識 14 學分

及選修 27 學分（本系選修至少需修習 21 學分，其中 12 學分須於本系專業選修領域

（「製程及能源工程」、「材料工程」與「生化工程」）中擇一修之。） 

109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各年級必修科目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中文 2-2 大二英文 2-2 化工熱力學 3-0 程序控制 3-0 

英文 3-3 有機化學 3-0 儀器分析 3-0 程序設計 3-0 

普通物理 3-3 有機化學實驗 1-0 儀器分析實驗 1-0 化工與材料實驗（三） 1-0 

普通物理實驗 1-1 物理化學 3-0 單元操作二 3-0   

普通化學 3-0 物理化學實驗 0-1 單元操作三 0-3   

普通化學實驗 1-0 材料科學與工程 3-3 化學反應工程 0-3   

微積分 3-3 單元操作一 0-3 化工與材料實驗（一） 1-0   

化工與材料工程概論 1-0 工程數學 3-3 化工與材料實驗（二） 0-1   

質能均衡 0-3 材料熱力學 0-3     

生物技術 3-0       

無機材料化學 0-3       

無機材料化學實驗 0-1       

軍訓、護理一 0-0       

體育一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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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系主任的話 

各位同學您們好： 

首先歡迎各位同學選擇了東海大學，並加入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這個大家庭！ 

本系創立於民國 45 年，至今已有 66 年的歷史。65 年來本系所培養的系友在各行各業皆有

傑出的表現，甚獲國內外各界之肯定，我們也期待您們會有一樣優秀的成績。 

本系教學嚴謹，同時本系的課業也相當紮實。當您決定加入本系時，您也應下定決心在這

裡努力求學。倘若學習上有困難，學長、助教及老師都會協助您。您若想到國外讀書，可

以到各姐妹校遊學或攻讀雙聯學位。有鑑於現今就業市場對碩士與學士讀差異性，我們強

烈建議各位大學畢業後，繼續攻讀研究所。您若想盡快的拿到碩士學位，本系有五年一貫

的學碩連續學程。入學後您的順利與歡樂請與我們分享，逆境與困難也請找我們一起克

服。 

除了化材專業之外，博雅教育更是東海大學的傳統與核心價值，我們深切的相信要先學做

人，再學做事！大學生活只有一次，這是您出社會前最該珍惜努力的時光。期待大家抱持

開放的胸襟，努力學習，多方嘗試，體驗生活，多交好友，為未來做出最好的準備。 

再一次誠摯的歡迎各位！接下來的四年，您們要寫下自己的歷史。願您們接下來的四年燦

爛發光，盛滿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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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及設備 

師資 

本系編制有專任教師 13 位。109 學年度現任包括教授 9 名、副教授 1 名及助理教授 3

名。所有教師皆具有博士學位，除致力於教學工作之外，亦積極投入研究及指導研究生學位

論文等教學、服務事項。 

# 姓名 教師級別 最高學歷 專長 

1.  王曄 教授 
美國阿克隆大學/高

分子博士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計值流體力學 

2.  張有義 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化

工博士 
奈米膠體與表面化學 

3.  喬緒明 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化

工博士 
高分子及複合材料/反應工程 

4.  楊芳鏘 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化工博士 
生化工程/生物技術/食品工程 

5.  張嘉修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

大學/化學暨生化博

士 

生化工程/微藻科技/循環經濟/環境生物技術 

6.  顧野松 教授 
美國俄亥俄大學/化

工博士 

生化工程/分子生物學/生物感測器/基因工程/

醫學之生化及分子生物 

7.  劉佳霖 教授 清華大學/化工博士 程序系統工程/化工熱力學 

8.  林其昌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高分

子博士 

生醫材料/生物人工肝臟系統/電化學微感測/

拉曼光譜生物分析 

9.  萬傑豪 專案教授 成功大學/化工博士 
觸媒反應工程/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固態電解質

材料 

10.  程學恒 副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化工博士 
程序整合/程序最適化/分離程序/流體相平衡 

11.  何志松 助理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材

料博士 
表面科學/真空技術/薄膜工程 

12.  林大溱 助理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化工博士 
生化程序整合與最適化/程序識別與控制 

13.  林志曜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化學博士 程序整合與最適化/半導體製程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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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 

本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大學部分為製程能源組、材料工程組及生物技術

組，每年級有二班，每班 50 人。招生方式則分成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

發等方 式。碩士班招生分成甄試及考試入學兩種方式，每年甄試入學名額為 19 名，考試入

學名額為 7 名。博士班，每年招生 1 名學 生。本系現有學生人數如下表 

 

學年度 
109 

上學期 下學期 

大學部人數 443 406 

碩士班人數 56 48 

博士班人數 4 3 

合計 503 457 

 

新購圖儀設備 

本系為因應教學研究需要，每年皆會新購貴重儀器設備，以充實系上研究設備，今年新

購設備包含:奈米粒徑分析儀、全功能電化學分析儀、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儀及 PEFC 單電池

測試設備等項設備。 

 

奈米粒徑分析儀 全功能電化學分析儀 

  

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儀 PEFC 單電池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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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國內競賽獲獎情形 

賀！本系學生參加 109 年全國大學部學生程序設計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及佳作 

109 年全國大學部學生程序設計競賽目為：由煙道氣中回收二氧化碳暨其高值化應

用，本系由程學恒老師指導蔡秉諺、蔡承孝、王順益 3 位學生參加台灣化學工程學會舉辦

109 年全國大學部學生程序設計競賽榮獲第一名、由劉佳霖老師指導洪佳渝、張高凌及黎

思辰 3 位學生榮獲佳作。 

 

 

 

校內外獎學金得獎 

學校及系上設有多項獎助學金提供同學申請，可透過學生資訊系統直接查看各種獎助

學金的申請資格限制等資料外，亦會公告於系上網頁，師長們也努力地向系友募款，希望

藉此鼓勵優秀或幫助家境清寒的學生仍能繼續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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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校外 
獎學金名稱 名額 金額(元) 

校內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不定 60,000-100,000 

校內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助學金 16                           10,000  

校外 高昭仁紀念基金獎學金(老師) 1                            8,000  

校外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3  學 30,000;碩 35,000  

校外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 1 至 5                           50,000  

校外 台肥基金會優秀獎學金 2                           30,000  

校外 鄭重之紀念基金獎學金(系友) 1                            8,000  

校外 培中清寒助學金(系友) 1                           15,000  

校外 秀政敦品勵學紀念獎助學金(系友) 8                           30,000  

校外 張清鋒清寒優秀獎助學金(系友) 3                           20,000  

校外 28 屆支持計畫(系友) 5 70,000-120,000 

 

⚫ 書卷獎 

獲獎資格為日間學士班 2 年級(含)以上，109 學年度學年成績各班前 2 名，獎助金

額：大學部 5000~10000 元。 

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109 

S09310124 蔡依辰 S08310124 張又歡 S07310124 黃涵鈴 

S09310104 邱子瑜 S08310102 張雅淇 S07310112 彭昱翔 

S09310249 袁倫正 S08310202 吳柏鈺 S07310213 胡仕賢 

    S08310205 鄭鈺薰 S07310226 劉宇欣 

 

⚫ 榮譽學生 

學士班學生在本校修業一年以上，其上一學年成績達下列各款標準者，列為榮譽

生。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上者。二、學期科目各科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

三、學年科目平均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四、名列本班前 5%以內者。 

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109 

S09310249 袁倫正 S08310124 張又歡 S07310124 黃涵鈴 S06310152 陸建宇 

S09310231 郭均彥 S08310102 張雅淇 S07310112 彭昱翔 S06310123 李昱萱 

    S08310202 吳柏鈺 S07310213 胡仕賢 S06310216 楊喬茵 

    S08310205 鄭鈺薰 S07310226 劉宇欣 S06310234 魏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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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109 學年度榮譽生、書卷獎獲獎同學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計畫名稱 

顧野松 陸建宇 利用 PEDOT 修飾筆芯電極建構低成本生物感測器 

楊芳鏘 魏士程 黑木耳菇腳副產物高值化再利用可行性探討 

 

 

學生發表期刊/會議論文 

序號 學號 姓名 期刊/會議論文 

1 G08310001 李宓璇 

Development of forced-aeration solid-state culture bioreacto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active/2020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7 週

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2 D08310701 古艾迪 
Adi kusmayadi Yoong kit Leong,Hong-Wei Yen,Chi-Yu 

Huang.Microalgae as sustainable food and feed sources for aminals and 

humans-Bio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3 G07310004 蔡欣燕 
Combination of SERS and ELISA techniques for Rapid Detec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2020 台灣化學感測器科技研討會 

4 G07310012 劉上維 

Multifunctional Stretchable And Waterproof Chitosan-based 

Composite Hydrogel Membrane As Wound Dressing//2020 台灣化學

工程學會 67 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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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號 姓名 期刊/會議論文 

5 G07310004 蔡欣燕 
Rapid Discrimination fo Bacteria-related Peritonitis by surfacr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2020 台灣化學感測器科技研討會 

6 G08310012 許瑜庭 

Synthesis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ɶ-Fe2O3 magnetic 

nanoparticles/2020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7 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學工

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7 S06310139 王竹萱 

The Study of the Urease Adsorbed on ɶ-Fe2O3 Magnetic 

Nanoparticles/2020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7 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學工

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序號 學號 姓名 證照名稱 

1 S07310241 黃崇瑋  Autodesk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AutoCAD 

2 S07310245 陳逸凡  Autodesk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AutoCAD 

3 S05310107 楊子逸 (CSWA)Certified SolidWorks Associate 

4 G08310013 林宸廷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5 G08310016 游士頡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6 G09310005 蔡易霖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7 S06310163 邱則烜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8 S06310241 洪韻茹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9 S06310241 洪韻茹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 

10 S06310123 李昱萱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初級 

11 S06310152 陸建宇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初級 

12 S06310163 邱則烜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初級 

13 S06310166 謝昌倫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初級 

14 G08310014 陳思妤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5 S06310105 陳韋誠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6 S06310123 李昱萱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7 S06310152 陸建宇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8 S06310163 邱則烜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9 S06310166 謝昌倫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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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 

本系於 107 學年度起新開設「業界實習」課程，以暑期 2 個月(210 小時，修習通過獲

3 學分)，或大四下學期 5 個月(630 小時，修習通過獲 9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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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年度 學期別 學號 姓名 實習機構 備註 

1 109 1 S06310109 李孟奇 鏵塑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2 109 1 S06310133 吳梁煌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3 109 1 S06310144 林雅玟 嘉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4 109 1 S06310145 陳照夫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5 109 1 S06310152 陸建宇 台灣大學化工系吳嘉文實驗室 暑假實習 

6 109 1 S06310162 張展逢 台靖工程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7 109 1 S06310166 謝昌倫 國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8 109 1 S06310225 林敬家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暑假實習 

9 109 1 S06310239 許志宇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10 109 1 S06310245 王立君 台靖工程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11 109 2 S06310209 黃思源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2 109 2 S06310148 鄭欣洋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3 109 2 S06310164 楊承樺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4 109 2 S06310112 石聖穎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5 109 2 S06310165 葛鈴瓏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6 109 2 S06310117 黃品瑄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7 109 2 S06310104 李芮瑄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8 109 2 S06310105 陳韋誠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9 109 2 S06310205 陳香伶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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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石化合成(股)公司實習                    恭勤化工(股)公司實習 

                 

教師研究產學成果 

教師獲獎 

序號 校內/校外 姓名 獎項 

1 校內 楊芳鏘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2 校內 顧野松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3 校內 顧野松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特聘教授。 

4 校內 林其昌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5 校內 林志曜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助。 

6 校內 林志曜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助。 

7 校內 張嘉修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8 校內 張嘉修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學術著作傑出獎。 

9 校內 林其昌 東海大學教學傑出獎 

10 校內 林其昌 台中市政府教學優良獎 

11 校外 張嘉修 

張嘉修 (2019.11 發表，2020.11 得獎). 2020 科睿唯安《高被引學

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2020 科睿唯安《高被引學者》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for 科睿唯安專業資訊服務公司. 

12 校外 程學恒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化學工程學會「程設競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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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校內/校外 姓名 獎項 

13 校外 何志松 

Tzu-Yu Su,Yu-Hsun Nien, Jung-Chuan Cho, Chih-Sung Ho(何志松), 

Zhi-Xuan Kang, Chu-Hsuan Wang(王竹萱)（2020.10 發表，2020.11

得獎）。Potentiometric Flexible Arrayed Urea Biosensor Based on 

Urease-γ-Fe2O3 NPs/GO/NiO Sensing Membrane。Chinese 

Innovation & Invention SocietyGold Medal。 

14 校外 何志松 

Zhi-Xuan Kang,Yu-Hsun Nien,Jung-Chuan Chou,Chih-Sung Ho(何志

松),Yu-Hao Huang,Zong-Han You（2020.10 發表，2020.11 得

獎）。Non-enzyme flexible voltage array lactate biosensor based on 

FePt NPs/CZO sensing film。Chinese Innovation & Invention 

SocietySilver Medal。 

15 校外 顏宏偉 

Dillirani Nagarajana, Adi Kusmayadi, Hong-Wei Yen (顏宏偉), 

Cheng-Di Dong, Duu-Jong Lee and Jo-Shu Chang（00 . 發表，

2020.12 得獎）。Current advances in biological swine wastewater 

treatment using microalgae-based processes. Bioresource Technology 

(SCI), 289.。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6 校外 顏宏偉 

Yue Wang, Shih-Hsin Ho, HW Yen (顏宏偉), Dillirani Nagarajan, 

Nan-Qi Ren, Shuangfei Li, Zhangli Hu, Duu-Jong Lee, Akihiko 

Kondo, Jo-Shu Chang.（00 . 發表，2020.12 得獎）。Current 

advances on fermentative biobutanol production using third generation 

feedstock.。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7 校外 顏宏偉 

HW Yen (顏宏偉)* and Ruei-Jei Li,（00 . 發表，2020.12 得獎）。

The effects of dilution rate and glucose concentration on continuous 

acetone-butanol-ethanol fermentation by Clostridium acetobutylicum 

immobilized on bricks.。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8 校外 林其昌 

林其昌、鍾牧圻（00 . 發表，2020.08 得獎）。拉曼光譜技術於透

析患者腹膜功能檢測之應用評估 (TCVHG-T1087807)。台中榮總

108 榮東計畫壁報報告優等。 

19 校外 劉佳霖 

劉佳霖（2021.05 發表，2021.05 得獎）。2021 熱力學暨程序系統

工程研討會 Most-Viewed Presentation Award。台大化工系 Most-

Viewed Presentation Award。 

20 校外 劉佳霖 

劉佳霖（2021.05 發表，2021.05 得獎）。2021 熱力學暨程序系統

工程研討會 Most-Commented Presentation Award。台大化工系

Most-Commented Presentation Award。 

21 校外 林志曜 

Chih-Yao Lin (林志曜)*, Pin-Ru Chen（2021.05 發表，2021.05 得

獎）。A Novel Approach for The Design of Semiconductor 

Process。2021 Symposium on Thermodynamics and 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Best Research Presentatio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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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校內/校外 姓名 獎項 

22 校外 張嘉修 

陳俊延、張嘉修、張毓涵（2019.08 發表，2020.08 得獎）。第二

屆潮創客大賽-新創團隊組新秀潛力獎。創博匯第二屆潮創客大賽

-新創團隊組新秀潛力獎。 

 

教師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 產學計畫 教育部計畫 合計 

件數 6 5 3 14 

金額 6,196,920 2,740,000 5,507,000 14,443,920 

 

教師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學年度 篇數 屬於 SCI 篇數 

109 71 71 

 

教師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學年度 全國會議 國際會議 小計 

109 15 12 27 

 

 

國際交流活動 

化材系雙聯學位 

今年因疫情影響，一切實體國際交流都受到影響，僅將本系相關雙聯學位資料陳列如下: 

 

國別 學校系別 
雙聯學位 

計畫名稱 

取得學位類別 

東海大學 國外學校 

澳洲 

新南威爾斯大學 材料系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2.5 

雙聯學位 
學士 學士 

澳洲 

新南威爾斯大學 化工系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2.5 

雙聯學位 
學士 學士 

美國 

史蒂芬斯理工學院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環境

工程研究所 

3+2 

碩士雙聯學位 
學士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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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學校系別 
雙聯學位 

計畫名稱 

取得學位類別 

東海大學 國外學校 

美國 
阿克隆大學  University of 

Akron 高分子科學研究所 

3+2 

碩士雙聯學位 
學士 碩士 

美國 
阿克隆大學  University of 

Akron 高分子工程研究所 

3+2 

碩士雙聯學位 
學士 碩士 

美國 
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材料科學研究所 

3+2 

碩士雙聯學位 
學士 碩士 

 

 

專題報導 

 

本系教師張嘉修院長再度蟬聯 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一) 

       專業資訊服務公司科睿唯安公布「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獲選人次前 3 多的國家為

美國、中國大陸和英國，台灣則有 12 名本土學者進榜。本系教師張嘉修(東海大學榮譽講座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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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項目獲選殊榮。 

  

 

東海大學工學院院長張嘉修禪聯「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公布「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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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者論文被引用次數在同學科排名前 1%，顯示對

科研同儕的重要學術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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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微藻固碳減廢及循環經濟技術居世

界領先地位，開發的許多技術已應用於產業界。他並連續兩年獲得高被引學長的肯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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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前也進行工學院跨域教師，建立「智慧永續循環經濟」教學與研究團隊，產學合作運

用 AI技術以東海湖為示範場域，3 年計劃以智慧科技優化水質與環境。 

 

 

本系 30 屆系友陳維新教授五度蟬聯 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二)  

       專業資訊服務公司科睿唯安「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公佈，台灣有 12 名本土學者進

榜。其中本系 30 屆系友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陳維新，也是東海大學榮

譽講座教授，連續 5 年入選為工程領域高被引學者，為台灣學術界第一人。 

  

       陳維新教授於 1993 年獲得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航太博士學位，投入能源領域近 30 年，主

要專長為生質能、氫能、潔淨能源、能源系統 等綠色能源與燃料技術。近期更積極在能源

系統上應用人工智慧(AI)與大數據分析，以建立並優化綠色循環能源系統。在生質能技術及

研究更是引領世界，開發相關製程技術，具備產業化之潛力。近年也連續執行國家能源型計

畫及開發行小產學計畫，整合學術界、法人及業界，成功建立「工業級多重熱回收系統」，

不僅可進行熱循環回收，亦可有效提升工業爐燃燒設備並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對於未來工

業節能無疑是極佳的選項。 

  

 

東海大學榮譽獎座教授張嘉修(右）、陳維新（左）蟬聯高被引學者圖為去年頒獎時合影 

 

 

校友卓越講座 

109 學年度上學期校友卓越講座，系上邀請了 28 屆系友戴子安教授，目前任教於國立台灣

大學化工系教授，戴教授專長於陰離子聚合及導電高分子合成與應用、自組裝奈米結構製

備、高分子表面界面性質等。109 學年度下學期校友卓越講座，邀請了 28 屆系友陳志堅教授，

陳教授目前任教於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兼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透明、高 Tg

的聚醯亞胺與單體合成、綠色能源燃料電池等。2 位老師分別為系師生做三場專題演講，演講

時間及題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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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演講者 演講題目 

109/11/19(四) 戴子安 
Synthesis, Self-Assembly Behavior and Applications of 

Functionalized Block Copolymers 

109/12/17(四) 戴子安 
Novel Conducting Polymers for Organic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110/01/07(四) 戴子安 
Self-Organization and Nanostructure of Functional Polymers 

and their Hybrid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110/04/15(四) 陳志堅 高透明度，耐高溫聚醯亞胺 (Polyimide)的合成 

110/05/24(一) 陳志堅 有機場效電晶體 (OFET)的合成 

110/06/17(四) 陳志堅 高分子在燃料電池與液流電池的應用 

 

 

       

             戴子安教授 (左)                                         陳志堅教授(左二) 

 

系友校內獲獎榮譽  

姓名/獎項 學經歷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沈曉白(19屆)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化學工程博士 

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現職：耐能電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特殊事蹟： 

2021年 共同創辦美國 Nexpower Energy Inc. 

2017年~迄今 東海大學兼任教授 

2016年 廈門理工汽車學院客座教授 

2009 年~迄今 創辦德能電源科技（江蘇）有限公

司 

2005年~迄今 創辦全能電池（上海）有限公司 

2005年~迄今 創辦天津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1994 年~迄今 臺灣電池聯誼會（電池協會前身）

首任會長 

1994 年~迄今 創辦竹科耐能電池（股）公司董事

長/總經理 



第18頁 

姓名/獎項 學經歷 

1979年起 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科技研發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戴子安(28屆) 

學歷： 

  美國康乃爾大學材料博士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Eastman Kodak Co.  Research Scientist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陳志堅 (28

屆)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 University of Akron 高 分 子 博

士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系教授兼系主任 

新利虹科技 技術開發處處長 

Lam Research Inc.Senior Process Engineer 

東海大學校友楷模：朱念慈 (27屆)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高階企業管理碩士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系學士 

現職： 

李長榮科技獨立董事 

永光化學集團顧問  

永豐餘工業紙顧問 

台灣化工學會監事 

經歷： 

國立中央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執行長 

邦益有限公司總經理   

杜邦公司副總經理 (可持續事業發展、新創事業、

亞洲區杜邦電子通訊事業部、杜邦太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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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獎項 學經歷 

 
化材系傑出企業貢獻奬：張勝和(33屆) 

學歷： 

  日本群馬大學工學博士 

  台灣大學 EMBA 

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現職： 

崇越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營業總部總經理 

 
化材系傑出學術貢獻奬：吳友平(28屆) 

學歷： 

  紐澤西理工學院化工博士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現職： 

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經歷： 

國立宜蘭大學進修推廣部主任  

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所)主任 

中國技術服務社污染防治中心副工程師  

美國毒物管理研究中心反應動力及燃燒小組副研

究員 

 
化材系傑出東海貢獻奬：葉啟欽(28屆) 

學歷：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現職：添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進電鍍處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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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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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推動五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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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的化材系企業導師活動由 32 屆曾毓麒學長召集 

這學年的企導包括: 第 27 屆 朱念慈，第 29 屆 羅文甫，第 31 屆 王薔惠，李明旺，楊晉

昌；第 32 屆 陳健平，陳瑞堂，高健哲，康宗寶，楊文和，張伯毅，曾毓麒，許良慶，許志

福，黃晉德，彭賢彬，許卜升，魏文宜；第 33 屆 高正人，王文憲，張勝和，曾立方，侯耀

明，莊捷領，巫勝彥，王媚慧；第 46 屆 林志曜；以及張瀞文等 28 位企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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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企導學生包含:陳韋誠、王竹萱、陳照夫、陸建宇、黃致庭、駱建宏、黃珮茹、楊

喬茵、呂金峰、王詩涵、許志宇、洪韻茹、蔡宗憲 、王立君、梁修齊、王致元、鄒世平等

17 位學生。 

 

日期 姓名 職稱 主講內容 

110/06/05 張瀞文 東海大學兼任教師 履歷自傳的再加強 

110/05/01 

王媚慧 33 屆系友 職場經驗分享 

蔡繼仁 33 屆系友 職場經驗分享 

傅進興 34 屆系友 職場經驗分享 

宋建宏 34 屆系友 職場經驗分享 

110/1/16 
曾毓麒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總廠長(32 屆系友) 
研發型財團法人介紹 

黃仁勇 豐悅國際專業教練 職涯發展關鍵因素：工作、職業、志業 

109/12/19 

張伯毅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

司協理(32 屆系友) 
變革 

楊文和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經理(32 屆系友) 

分析儀器 HPLC 的原理和其配置溶液極性之

重要性，ASU 和蒸餾塔設計基本的運算原理 

陳健平 
台塑公司製程改善兼

擴建高專(32 屆系友) 
石化職涯 30 年 

109/12/05 

李明旺 

UL 優力國際安全認

證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32 屆系友) 

PCB 產業的應用與機會 

楊晉昌 
翔曜科技有限公司經

理事長(32 屆系友) 
半導體故障分析 

魏文宜 
環保署專門委員兼礋

執行秘書(32 屆系友) 
如何為民服務 

許卜升 

台灣工機廠股份有隟

公司總經理(32 屆系

友) 

淺談兩岸企業文化 

109/10/17 
吳素敏 

台灣半導體協會(32

屆系友) 
半導體產業概論 

張瀞文 東海大學兼任教師 面試技巧 

109/09/19 龐寶璽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助

理教授 
江山易改，本性可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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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友計畫相見歡                                            模擬面試 

 

 

化材系企業導師 facebook 首頁 

 

 

年度捐款芳名錄 

序號 姓名/單位 金額(台幣) 用途 

1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化材系學生助學金 

2 陳鳳玉 $2,000,000 化材系學際化基金 

3 允誠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許文章紀念獎學金 

4 許秀政 $50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5 陳鳳玉 $1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6 
Mr and Mrs Hsin-Ying and 

Mei-Chuan LI 
$5,990 化材系發展基金 

7 王雅俊 $3,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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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單位 金額(台幣) 用途 

8 王薔惠 $9,974 化材系發展基金 

9 吳素敏 $3,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0 宏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1 巫勝彥 $3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2 李明旺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3 李重仁 $6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4 胡啟智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5 高子奮 $59,9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6 高健哲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7 張文騰 $3,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8 張勝和 $5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19 第 27 屆化工校友 $2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0 許卜升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1 許志福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2 許良慶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3 許履塵 $6,87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4 陳章瑞 $3,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5 陳瑞堂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6 曾毓麒 $34,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7 黃國堡 $40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8 楊怡寬 $4,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29 楊晉昌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0 詹勝將 $100,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1 鄭如忠 $4,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2 鄭偉佑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3 鄭煜騰 $5,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4 戴子安 $18,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5 謝建元 $18,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6 魏文宜 $2,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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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單位 金額(台幣) 用途 

37 羅鈞炫 $7,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8 蘇國誌 $3,000 化材系發展基金 

39 蘇贊良 $29,950 化材系發展基金 

 合計 $3,917,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