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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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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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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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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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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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二 0-0     

無機材料化學 0-3       

無機材料化學實驗 0-1       
AI 思維與程式設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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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位。110 學年度現任包括教授 6 名、副教授 2 名及助理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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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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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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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張嘉修 
教 授 兼 副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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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顧野松 
教 授 兼 副

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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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劉佳霖 教授 
清華大學 /

化工博士 

程序系統工程/化工熱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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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名 教師級別 最高學歷 專長 

6.  

 

林其昌 
教 授 兼 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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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萬傑豪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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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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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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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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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林志曜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 /

化工博士 

程序整合與最適化/半導

體製程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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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名 教師級別 最高學歷 專長 

12.  

 

梁勇杰 
專案助理

教授 

馬 來 西 亞

諾 丁 漢 大

學 化 工 博

士 

藻類生物技術、生醫醫

材應用與能源科技 

 

 

 

 

實驗室名稱 使用教師 空間代碼 

薄膜實驗室 何志松老師 CME103 

能源材料工程實驗室 萬傑豪老師 CME104 

智慧循環經濟實驗室 
張嘉修老師 

梁勇杰老師 

CME105 

程序控制實驗室 
劉佳霖老師 

林大溱老師 

CME106A 

程序系統暨半導體創新實驗室 林志曜老師 CME118 

生化工程實驗室 
楊芳鏘老師 

顏宏偉老師 

CME203 

生醫材料工程實驗室 林其昌老師 CME204 

生物技術實驗室 顧野松老師 CME216 

複合材料實驗室 喬緒明老師 CME217 

介面電化學實驗室 林正裕老師 E233 

醱酵工程實驗室   CME200 

精密儀器實驗室   CME116 

化材儀器室   E102A 

創意工坊   E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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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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上學期 下學期 

大學部人數 414 387 

碩士班人數 43 33 

博士班人數 4 2 

合計 461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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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系

所研究能量。今年新購設備包含: 惰性氣體手套箱、Leica 輪轉式切片機+水浴槽展片機、全

自動比表面積及孔徑分析儀、高精密模組化流變儀 

惰性氣體手套箱 Leica 輪轉式切片機+水浴槽展片機 

 

 

全自動比表面積及孔徑分析儀 高精密模組化流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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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升學 

東海化材 110 學年度學生考取國內外研究所共有 44 位學生。 

 

編號 姓名 學校 

1 楊森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 胡仕賢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3 劉欣岳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4 彭昱翔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5 王麒傑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6 王伯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7 胡彥承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所 

8 黃涵鈴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9 張詠琳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第11頁 

編號 姓名 學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10 陳怡吟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11 林珆㚬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12 王奕程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13 王政斐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14 彭耀群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15 潘映豪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16 周柏承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所 

17 葉元甫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18 陳宥樺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19 陳怡翔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20 王翰霖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1 林秋良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2 張智皓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3 王致涵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4 林君諺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5 劉柏廷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6 張浚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7 黃于庭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8 李秉諺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29 許品誼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30 林亮宇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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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學校 

31 利泰滕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32 姜信宇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33 林聖詠 私立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34 陳彥廷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5 黃子軒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6 沈憶芬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7 許仲亨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8 陳昱凱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39 葉芮彤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40 張欣雅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41 周德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醫光電所 

42 郭亭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醫光電所 

43 卓子翔 Auburn University 

44 黃聆蓁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所 

 

校內外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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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 

校外 
獎學金名稱 名額 每名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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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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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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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校外 
獎學金名稱 名額 每名金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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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 培中清寒助學金 1                           15,000  

校外 許文章許盧金對紀念獎助學金 8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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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 28 屆支持計畫 5 70,000-120,000 

校外 林承翰-探索自我圓夢助學金辦法 2 20,000 

校外 化材系黃國堡新住民子女獎助學金 不定 學 30,000;碩 35,000 

 

⚫ 書卷獎 

獲獎資格為日間學士班 2 年級(含)以上，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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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10310122 陳冠臻 S09310110 翁崇睿 S08310124 張又歡 

S10310701 陳正賢 S09310135 劉芷晴 S08310136 簡詩紜 

S10310209 洪苡庭 S09310232 林雴縈 S08310202 吳柏鈺 

    S09310207 洪紫庭 S08310205 鄭鈺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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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10310122 陳冠臻 S09310110 翁崇睿 S08310124 張又歡 S07310152 陳怡吟 

S10310109 黃亭瑄 S09310135 劉芷晴 S08310202 吳柏鈺 S07310124 黃涵鈴 

S10310701 陳正賢 S09310232 林雴縈 S08310205 鄭鈺薰 S07310111 王翰霖 

S10310209 洪苡庭 S09310207 洪紫庭   S07310213 胡仕賢 

      S07310226 劉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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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計畫名稱 

楊芳鏘 林珆㚬 CYP450 酶天然誘導劑添加提升靈芝三萜類含量之可行性 

 

 

學生發表期刊/會議論文 

 . 

序號 學號 姓名 期刊/會議論文 

1.  D08310701 古艾迪 

Adi Kusmayadi, Po-Han Lu, Chi-Yu Huang, Yoong Kit Leong, 

Hong-Wei Yen, Jo-Shu Chang, 2022, Integrating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microalgae cultivation for dairy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potential biochemicals production from the 

harvested microalgal biomass. Chemosphere. (SCI; IF:8.943) 

2.  G01310004 許崇慧 

Hsu CH, Yu YS, Gu YS, Wu KCW. Modification of magnetite-doped 

NH2-MIL-100(Fe) with aliphatic C8 carbon chain for feasible protein 

purification in reversed-phase mod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2022; 288: 

3.  G01310004 許崇慧 

Hsu CH, Chen WL, Hsieh MF, Gu YS, Wu KCW. Construction of 

magnetic Fe3O4@NH2-MIL-100(Fe)-C18 with excellent 

hydrophobicity for effective protein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2022; 301: 

4.  G10310013 張展逢 

2022 年 1 月 6~7日,高雄,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8 週年年會 暨科技

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工業氨氮廢水捕獲揮發有機物燃燒後之二氧化碳 

5.  G09310016 蔡秉諺 

2022 年 1 月 6~7日,高雄,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8 週年年會 暨科技

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應用深度強化學習於硫回收製程的模型預測控制 

6.  G10310015 王立君 

2022 年 1 月 6~7日,高雄,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8 週年年會 暨科技

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Studies on Simultaneous Optimization of Integrated Batch Production 

and Energy Systems 

7.  G10310010 陳品儒 

2022 年 1 月 6~7日,高雄,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8 週年年會 暨科技

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Design of Contact Pad Structure for 3D NAND Flash 

8.  
G10310016 

G10310019 

李孟奇 

陳照夫 

2022 年 1 月 18-19 日勤益科大/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新穎聚

乙烯醇彈性體的製作及性質 

9.  G09310023 姚竣之 

2022 年 1 月 6~7日,高雄,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8 週年年會 暨科技

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Study of nano-TiO2 Compounded Epoxy Resins 

10.  G09310022 林子筠 

2022 年 1 月 6~7日,高雄,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8 週年年會 暨科技

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b(Zr0.52Ti0.48)O3-(Co(1-

x)Znx)Fe2O4 Magnetoelectric Composites of Zero Thermal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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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號 姓名 期刊/會議論文 

11.  G10310002 柯安穎 

2022 年 6 月 24~25 日,元智大學,第 27 屆台灣生物技術暨生化工程

國際研討會/Effects of nutrient compos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bioactive compounds in the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of Hericium 

erinaceus 

12.  G09310010 黃文德 

2022 年 6 月 24~25 日,元智大學,第 27 屆台灣生物技術暨生化工程

國際研討會/Heterotrophic Cultivation of Chlorella vulgaris FSP-E 

for protein production  

Wen-De Huang 

13.  G09310026 黃宥榮 

2022 年 6 月 24~25 日,元智大學,第 27 屆台灣生物技術暨生化工程

國際研討會 

CO2-fixing efficiency and carbohydrate production from microalgae 

as potential feedstock for dark fermentative bio-H2 production 

14.  G09310015 陳奕仲 

2022 年 6 月 24~25 日,元智大學,第 27 屆台灣生物技術暨生化工程

國際研討會 

Biosorption of vanadium by microalga Chlorella spp.  

15.  G09310012 蘇睿浤 

2022 年 6 月 24~25 日,元智大學,第 28 屆台灣生物技術暨生化工程

國際研討會 

Polyhydroxybutyrate (PHB) production from crude glycerol by 

genetic engineering of Rhodotorula glutinis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序號 學號 姓名 證照名稱 

1.  S06310152 陸建宇 Certified SolidWorks Associate 

2.  G09310023 姚竣之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3.  S06310253 王致元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4.  S07310112 彭昱翔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5.  S07310151 王伯哲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6.  S07310209 施依岑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7.  S08310103 楊智宇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 

8.  G09310003 洪楷倫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9.  G10310019 陳照夫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0.  S06240038 顏嘉佑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1.  S06310144 林雅玟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2.  S07310226 劉宇欣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能力鑑定 

13.  S07310250 彭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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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學生實習如下: 

 

序

號 

學期

別 
學號 姓名 實習機構 備註 

1 1 S07310132 張欣雅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2 1 S07310110 陳軒婕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3 1 S07310256 林友福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暑假實習 

4 2 s07310107 葉芮彤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5 2 s07310119 黃郁婷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學期實習 

6 2 s07310128 呂佳穎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楠

梓廠 
學期實習 

7 2 s07310136 張瓊文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楠

梓廠 
學期實習 

8 2 s07310137 吳羽慈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9 2 s07310158 李語珍  恭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0 2 S07310209 施依岑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學期實習 

11 2 s07310252 黃聆蓁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學期實習 

 

     

             恭勤化工(股)公司實習                             學生實習，萬傑豪老師(左)訪視矽品 

                    

學生專題競賽 

110 學年度『專題競賽』於 111 年 9 月 12 日舉行，感謝中興大學劉永銓教授、塑發中心

薛光瑩經理及系上喬緒明、顧野松、林大溱老師來評分，感謝老師們不辭辛勞地聽完 19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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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報告，而參與的同學們利用課餘和暑假時間，對專題做了研究並得到一些結果去探討

比較撰寫成報告，再以海報的形式介紹，這過程是很難得的經歷。恭喜得獎的同學! 

得獎名單如下: 

 

名  次 學  生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第一名 張又歡 楊芳鏘 
液態培養中添加 CYP450 酶誘導劑咖啡因促進靈芝

三萜類代謝生成 

第二名 楊宛臻 林其昌 
SERS 標記免疫分析奈米星之型態探討與金黃色葡萄

球菌 表面蛋白 A 的快速檢測 

第三名 
李珮妤

鄭鈺薰 
林志曜 半導體化學氣相沉積薄膜成長之研究 

最佳人氣 劉鳳傑 梁勇杰 褐藻的活性成分萃取與優化 

 

   

 參賽學生解說專題研究內容                                    參賽學生與評審大合照 

 

學生運動競賽 

 

校內/校外 競賽名稱 名 次 

校內 籃球新生盃 第二名 

校內 運動會精神總錦標 第一名 

校內 大隊接力男子組 第五名 

校內 鬼抓人 第五名 

校內 混合籃球賽 第六名 

校外 全國大專化工盃女籃比賽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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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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野松 特聘教授 

2.  校內 張嘉修 學術著作傑出獎 

3.  校外 林其昌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4.  校外 顧野松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5.  校外 張嘉修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6.  校外 楊芳鏘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7.  校外 張嘉修 全球論文高被引用學者 

8.  校外 張嘉修 全球頂尖科學家-1960-2021 學術生涯終身科學影響力排行榜 

9.  校外 林正裕 全球頂尖科學家-1960-2021 學術生涯終身科學影響力排行榜 

10.  校外 顏宏偉 2021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行榜 

11.  校內 張嘉修 

Chen C.-Y.,Kuo E.-W.,Nagarajan D.,Ho S.-H.,Dong C.-D.,Lee D.-

J.,Chang J.-S（2020.04 發表，2021.12 得獎）。Cultivating 

Chlorella sorokiniana AK-1 with swine wastewater for simultaneous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algal biomass production。東海大學高引

用期刊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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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校內

校外 
姓名 獎項 

12.  校內 顏宏偉 

HW Yen (顏宏偉), WC Chiang, CH Sun（00 . 發表，2021.12 得

獎）。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of lutein from Scenedesmus 

cultured in an autotrophical photobioreactor。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

論文獎。 

13.  校內 顏宏偉 

Kit Wayne Chew,Shir Reen Chia,Hong-Wei Yen (顏宏偉),Saifuddin 

Nomanbhay,Yeek-Chia Ho,Pau Loke Show*（00 . 發表，2021.12

得獎）。Transformation of Biomass Waste into Sustainable 

Organic Fertilizers。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4.  校內 張嘉修 

Nagarajan D., b,Lee D.-J.,Chang J.-S.（2019.05 發表，2021.12 得

獎）。Recent insights into consolidated bioprocessing for 

lignocellulosic biohydrogen production。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

獎。 

15.  校內 張嘉修 

Phoon B.L.,Ong C.C.,Mohamed Saheed M.S.,Show P.-L.,Chang J.-

S.,Ling T.C.,Lam S.S.,Juan J.C.（2020.12 發表，2021.12 得獎）。

Convention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removal of antibiotics 

from wastewater。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6.  校內 顏宏偉 

Preeti Pal, Kit Wayne Chew,Hong-Wei Yen (顏宏偉),Jun Wei 

Lim,Man Kee Lam,Pau Loke Show*（00 . 發表，2021.12 得

獎）。Cultivation of Oily Microalgae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ird-

Generation Biofuels。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7.  校內 張嘉修 

Ubando A.T.,Africa A.D.M.,Maniquiz-Redillas M.C.,Culaba 

A.B.,Chen W.-H.,Chang J.-S.（2021.01 發表，2021.12 得獎）。

Microalgal biosorption of heavy metals: 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review。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8.  校內 張嘉修 

Yew G.Y.,Lee S.Y.,Show P.L.,Tao Y.,Law C.L.,Nguyen 

T.T.C.,Chang J.-S（2019.09 發表，2021.12 得獎）。Recent 

advances in algae biodiesel production: From upstream cultivation to 

downstream processing。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19.  校內 梁勇杰 

Yoong Kit Leong（梁勇杰）, Jo-Shu Chang(張嘉修）*（2020.05

發表，2021.12 得獎）。Bi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using 

microalgae: Recent advances and mechanisms。東海大學高引用期

刊論文獎。 

20.  校內 張嘉修 

Yu K.L.,Lee X.J.,Ong H.C.,Chen W.-H.,Chang J.-S.,Lin C.-S.,Show 

P.L.,Ling T.C.（2021.03 發表，2021.12 得獎）。Adsorptive 

removal of cationic methylene blue and anionic Congo red dyes 

using wet-torrefied microalgal biochar: Equilibrium, kinetic and 

mechanism modeling。東海大學高引用期刊論文獎。 

21.  校內 林志曜 林志曜，獲東海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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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校內

校外 
姓名 獎項 

22.  校外 劉佳霖 

張展逢、劉佳霖*（2021.10 發表，2021.10 得獎）。工業氨氮廢

水捕獲二氧化碳之研究。東海大學智慧永續循環中心海報佳

作。 

23.  校外 劉佳霖 
劉佳霖。橋接大學部程控教育與化工廠控制室之間的鴻溝（演

講），台灣化學工程學會（2022.01.06-2022.01.07）。 

24.  校外 劉佳霖 

蔡秉諺、劉佳霖*、陳丁碩（2021.10 發表，2021.10 得獎）。應

用深度強化學習於硫回收製程的模型預測控制。東海大學智慧

永續循環中心論文優選。 

25.  校外 林正裕 

謝建國、林正裕（2021.10 得獎）。2021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

明競賽 銀牌獎。2021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2021 台灣創新技術

博覽會發明競賽 銀牌獎。 

26. 校外 林正裕 
林正裕。電沉積技術於表面處理及能源材料之應用（演講），

雲林科技大學 化材系（2021.11.11-2021.11.11）。 

 

教師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 產學計畫 教育部計畫 合計 

件數 9 5 2 14 

金額 9,791,387 2,172,600 3,660,000 15,623,987 

 

 

110 學年度教師執行科技部研究計畫明細 

姓名 計畫名稱 金額 

林正裕 
新世代高能量密度鋰離子固態電池用材料、製程、電芯設計與

電能管理技術開發計劃(2/2) 
1,299,387 

張嘉修 

循環型社會與區域共生系統之規劃與建構 – 以彰化縣為例－微

藻與益生菌綜合生物製劑之開發及其在農漁牧業循環經濟之應

用(總計畫暨子計畫一) 

1,078,000 

林正裕 高能量密度微型超級電容器之開發(1/3) 1,133,000 

顧野松 
變廢物為黃金－深入剖析自我組裝的蛋白質包涵體以改善細菌

製備異源蛋白質之技術並開發包涵體的潛在應用 
940,000 

梁勇杰 利用雙水相系統?行褐藻多醣之生物精煉 1,093,000 

楊芳鏘 提升猴頭菇固態培養猴頭素活性成分生成之培養策略 9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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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名稱 金額 

張嘉修 永續生物資源藻類之功能性蛋白及胜?產物開發及應用(1/3) 1,675,000 

林志曜 批次製程能源系統的設計(2/3) 1,030,000 

林正裕 

(110)臺捷(CZ)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add-on)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二維層狀過渡金屬二硫屬化物/奈米結構碳材複合材料於電化

學儲能與轉換之應用(3/3) 

600,000 

 

110 學年度教師執行產學研究計畫明細 

姓名 合作廠商 計畫名稱 金額 

林其昌 精準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透氧矽材料單體分析開發研究與試驗 150,000 

何志松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隱形眼鏡材料分析開發研究與試驗 II 50,000 

林其昌 寶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骨材開發計畫 300,000 

劉佳霖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台電碳捕集長期運維研究案 800,000 

楊芳鏘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綠茵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食藥用菇類多醣體生產製程建立與多功

能性保健食品開發可行性探討 
872,600 

 

 

110 學年度教師執行學術研究計畫明細 

姓名 合作機構 計畫名稱 金額 

顧野松 教育部 
新穎小分子胜肽藥物之設計及其製程開

發(第三年） 
3,500,000 

劉佳霖 教育部 
化工單元操作：分離程序之電腦輔助學

習 
160,000 

 

 

教師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學年度 篇數 屬於 SCI 篇數 

110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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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學年度 全國會議 國際會議 小計 

110 22 1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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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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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張嘉修教授榮獲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領域全台第一 

       2022 全球頂尖科學家排名學術網站 Research.com 日前公布，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兼副

校長、也是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張嘉修以論文引用指數（H-index）104 的佳績，位列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領域全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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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榮譽講座教教授兼副校長張嘉修 

      張嘉修教授以 H-index 104，引用數 36,421 次，和出版 596 篇論文或著作的佳績，名列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的頂尖科學家世界排名第 580 名，也是全台之冠。Research.com 透過

Google Scholar（學術搜尋）和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微軟知識圖譜）的資料檢視全球

166,800 多名「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的領域科學家，並以領域內貢獻、H-index、獎項與成就

等項目共篩選 23,000 餘人進行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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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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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獲得高被引學者的肯定並發表近 600

篇 SCI期刊論文，獲得許多國內外重要的學術獎項及榮譽。 

        傑出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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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並協助政府規畫台灣 2050 淨零轉型

路徑，擔任淨零排放路徑專案工作組負碳技術工作圈召集人及去碳能源 (生質能) 工作圈召

集人。 

 

 

 

 

 

校友卓越講座 

110 學年度上學期校友卓越講座，系上邀請了 43 屆系友葉禮賢教授，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教授，葉教授專長於微米/奈米流體裝置、奈米流體能源、離子電路、奈

米孔道感測技術、膠體與界面科學等。葉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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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21(四) 

PM2:30~4:00 
葉禮賢 

Ion and Nanoparticle Transport in Nanofluidics 

110/11/25(四) 

PM2:30~4:00 
葉禮賢 

Anomalous Transport Phenomena in Nanofluidics: From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110/12/16(四) 

PM2:30~4:00 
葉禮賢 

Promising Ionic Devices for Next-Generation Clean Energy 

Generation 

 

        

葉禮賢教授 (左) 葉禮賢教授與系上師生合影 

 

系友校內獲獎榮譽  

姓名/獎項 學經歷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 巫信弘（8屆） 

學歷：東海大學化工系學士 

經歷： 

三福氣體(股)公司董事長（現職） 
台灣化學纖維(股)公司 經理/董事 

台灣石油化學同業公會理事 

台灣工業氣體協會理事長 

特殊事蹟： 

1. 台塑企業任職 26 年，主持多項產品建廠、營運

工作，對於節能減碳、污染防治有諸多貢獻。

負責台化公司六輕建廠規劃，培養許多石化專

業人才。 

2. 1993 年轉任三福集團總經理，十年間公司年營

業額從 15億元成長到超過百億元。 

3. 2003 年主導三福集團組織變革轉型之後，任三

福化工公司董事長迄今，將一家年營業額 8 億

元之小型化工公司蛻變為年營業額六十億元規

模，涵蓋半導體關鍵製程所需化學材料，屬多

元發展化工科技材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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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獎項 學經歷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葉禮賢(43屆) 

學歷 

東海大學化工系學士 

台灣大學化工博士┌ 

經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現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化材系副教授 

美國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研究員 

 
東海大學校友楷模：蔡獻逸(27屆) 

學歷： 

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高分子工程博士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歷： 

1.岱稜科技(股)公司技術研發中心副總經理兼永續

綠色供應鏈主委(現職) 

2.輔祥(股)公司技術處處長兼台灣廠廠長 

3.碧悠國際光電(股)公司研發處經理 

4.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兼計畫主持人 

 
化材系傑出企業貢獻奬：蔡介榮(17屆) 

學歷：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學士 

台南一中 

   

經歷： 

三福化工總經理（現職） 

台塑集團的台化公司 

 
化材系傑出學術貢獻奬：江金龍(30屆)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碩士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學士 

   

經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化材系教授(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台灣省政府勞工處中區勞工檢查所 檢查員 

專技特考消防設備師及格 

環境工程技師及格 

化學工程科高考一級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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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獎項 學經歷 

 
化材系傑出東海貢獻奬：曾立方(33屆) 

學歷： 

英國里茲大學企研所碩士 

英國伯明翰大學化工所碩士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歷： 

華碩電腦協理(現職) 

美商英頻杰協理 

神達數位科技協理 

美商威騰協理 

美商英特爾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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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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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屆的化材系企業導師活動由 34 屆宋建宏學長召集籌劃，22 位企導們

南來北往的回到系上一起參與活動，大家分組與學生交換 line 聯絡方式。感謝企導們利用假

日回來系上，化材系的學生真的很有福氣。今年的企導名單如下所列： 

姓名 屆別 職稱 

李○旺 31 UL 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 全球專案經理 

侯○明 33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曾○方 33 華碩電腦策略產品企劃 資深經理     

林○仁 34 彰基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 醫師 

馬○威 34 陸軍專科學校化學工程科 助理教授 

盛○雯 34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傅○興 34 台塑出光特用化學品公司生產部 經理 

李○仁 34 台灣盛禧奧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部經理 

宋○宏 34  UL 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 全球外部研究開發合作協理 

郭○宏 34 深呼吸大氣清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王○朝 34 億光電子 廠長 

許○菱 34 龍華科技大學化材系 副教授 

王○民 34 長興材料大發廠副廠長 

周○綸 34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OEM 事業群生產管理部 處長 

黃○博 34 漢鴻實業 副總經理 



第27頁 

姓名 屆別 職稱 

姜○先 34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組長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秘書長 

孫○榮 34 台星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ssembly 整合部處長 

陳○政 35 台塑石化煉油部資深工程師 

李○浩 35 耀群科技 總經理 

張○永 35 
 

李○城 35 台灣科慕公司 市場開發經理  

林○曜 46 東海大學化材系 教授 

 

參加企導學生包含: 周堉琦、羅珮瑜、張哲維、朱庭萱、陳怡諠、張又歡、林俞辰、曾

科鈞、簡詩紜、陳賢禎、邱芯怡、莊宥潔、洪俊偉、蔡睿宸、吳柏鈺、李珮妤、鄭鈺薰、柯

昱祺、黃海銘、劉芯綺、劉鳳傑、陳琮文、洪祥赫、吳禎庭、洪紫庭、林雴縈、林芷妤等

27 位同學參加。 

 

110 學年度企導活動如下： 

日期 姓名 主講重點內容 

111/12/3 

吳國俊 現代半導體製程 

宋建宏 
加強英文能力，以「毅力戰勝一切，智慧天下無雙」勉勵學生，

找出自己的優勢和差異化 

盛珮雯 職場經驗分享 

黃偉博 人生如戲，你的每一步都有它的原因，不會是浪費 

傅進興 
鼓勵學生未來工作時要懂得向上司、廠商、同梯同事找資源來解

決問題，要相信自己是最優秀的 

侯耀明 
用 BASF 的核心價值”CORE”， Creativity、Open、

Responsibility、Entrepreneurship 勉勵同學 

111/10/29 全體企導 
企業導師重聚的活動,協助學生就業、升學接軌，最重要的是建

立了系友和系上的連結 

111/10/08 張雲杰 講解報考研究所的考試分析『研究所面試題目猜題解析』， 

111/09/24 

喬    許 

宋建宏 

盛珮雯 

傅進興 

履歷自傳的再加強 

111/04/30 
喬   許 履歷自傳，拆解求職的流程來分析 

李嘉浩 鼓勵學生參加社團，訓練與人溝通以及領導的能力。 

111/03/12 喬   許 聚焦在你能做的事情，職涯不再茫盲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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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企業導師 facebook 首頁 

年度捐款芳名錄 

 

感謝系友及社會人士對東海化材系大力協助及支持，使東海化材更加茁壯，全體師生致

上最高的感謝！ 

 

姓名 金額 捐款項目 指定用途 

高○奮         55,62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Dr. ○-

Ching Yu 
      526,59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實驗室更新 

許○政       47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許文章紀念獎助學金 

李○凱         4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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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吉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郭○利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楊○寬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黃○玉 135,000  扶輪社清寒獎學金 

趙○慈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陳○俊         1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蘇○良         41,71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徐○豊       2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黃○堡       2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黃○堡新住民子民獎助

學金 

蔡○逸    2,5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購置流變儀用 

Mr. and 

Mrs. ○-

Ying and○-

Chuan Li 

         5,56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何○儷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李○成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林○雍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林○倫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胡○熙         7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范○民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許○沛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陳○堅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陳○岳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陳○林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曾○基         20,85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第30頁 

焦○泰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黃○程         6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葉○欽       11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詹○將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劉○國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劉○東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劉○履         1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蔡○修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蔡○蒼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蔡○道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蔡○雄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鮑○宇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戴○安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謝○元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謝○隆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28 屆支持計畫 

李○仁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羅○甫          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企業導師活動 

李○旺          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企業導師活動 

王○隆       2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王○憲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王○慧         3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何○霖       10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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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霖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吳○宏    1,3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巫○彥         9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侯○明         1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張○平          5,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

系- 學生助學金基金 

張○和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專款有

關項目之用途 

郭○翰          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陳○元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陳○仁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陳○瑩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黃○南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黃○倫         33,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楊○凱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廖○魁          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企業導師活動 

褚○茹         25,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蔡○仁         5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鄭○宇         3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34 屆系友         33,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宋○宏          4,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李○浩         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譽○科技       2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黃○堡新住民子民獎助

學金 

郭○均          2,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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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翰         2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林○翰-探索自我圓夢助

學金 

三○化工       25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學生獎助學金 

大○山學會    1,0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購買電子顯微鏡零組件 

恭○化工          8,6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化材系發展基金相關用

途 

陳○玉         24,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元○工業       100,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匿名         82,83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發展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