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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豐穎老師榮昇教授
邱文華、李進發老師榮昇副教授
太陽能電池新突破 興大、交大合作研究成果刊登『科學』雜誌
中央研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葉鎮宇教授
李進發副教授 獲年輕金玉學者獎
植化館即將拆除
李茂榮教授提供興大員工免費塑化劑檢測服務
金德航教授退休歡送會
多一份用心，就多一份力量—我們心中的金德航教授
新聘專任教師介紹—陳炳宇助理教授

83 級系友曹祖聖返校演講
恭賀 60 級薛公惠系友當選中興大學美東校友會理事
恭賀 70 級謝建台系友榮獲國家發明獎
吾愛吾師 54 級系友會-----王紀一(54 級系友)
56 級系友返校聚會-----陳一鳴(56 級系友)
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愛心服務 永遠的陳如珍老師-----楊圖信教授(61 級系友)
百年的懷念-----金德航教授
碩士錄取榜單

§ 校園要聞 §
太陽能電池新突破 興大、交大合作研
究成果刊登『科學』雜誌

隊，日前成功提高「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
(簡稱 DSSC )的光電轉換效率到達 13.1%，以
紫質分子取代釕金屬錯合物作為關鍵材料，
突破釕金屬錯合物 20 年來光電轉換效率始
終停滯在 10-11%的困境，該研究成果已於今
年 11 月 4 日發表於科學雜誌(Science)，美國
化學與工程雜誌(C&EN News)以及科學美國
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紛紛撰文報導該
項重大突破，此為全球替代能源發展的重要
里程碑。

由中興大學化學系葉鎮宇教授、交通大
學應化系刁維光教授與瑞士洛桑聯邦理工學
院 (EPFL) Grätzel 教 授 共 同 組 成的研究團

研究團隊指出，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是
最新世代的太陽能電池之一，其具有低成
本、高效能、製程簡易、多色彩、可透視、
可撓曲等傳統矽晶太陽能電池所沒有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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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因此近年來受到學術及產業界的廣泛注
學家莫不積極尋找替代能源，預期該研究成
意，世界各先進國家無不投入大量人力、物
果發表後，對於太陽能產品的應用發展有相
力進行研發。
當大的助益。
長期以來，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的關鍵
材料「染料」被釕(Ru)金屬錯合物所主導，
以釕金屬錯合物為光敏染料所開發出來的
DSSC 元件，最高光電轉換效能一直維持在
11.0-11.5%之間，在過去十多年的發展中，其
元件效能並無顯著提升。釕為稀有金屬具有
潛在的環境污染問題，因此研究學者們無不
絞盡腦汁開發新的無釕光敏染料，這其中又
以 紫 質 (porphyrin) 分 子 作 為 光 敏 染 料 的
DSSC 系統最具發展潛力。
研究團隊指出，紫質分子可視為一種人
工葉綠素(chlorophyll)，葉綠素是一種眾所周
知使植物呈現綠色的色素，它在植物中吸收
太陽光進行光合作用，而使二氧化碳與水轉
換成醣類。紫質分子在 DSSC 中所扮演的角
色，類似於葉綠素分子在光合作用中所扮演
的角色，它可以有效吸收太陽光的可見光以
及近紅外光部分，再將之轉換為電能。
過去以紫質分子作為光敏染料的元件效
能不彰，部分原因是一般紫質分子易於堆疊
所造成，而葉鎮宇教授與刁維光教授共同組
成的研究團隊，最近研發出一系列具推-拉電
子基的高效能紫質染料，可有效克服分子堆
疊問題。其中一種命名為 YD2-o-C8 的紫質
染料，經 Grätzel 教授之研究團隊利用鈷(Co)
錯合物做為電解質，並與有機染料 Y123 共
吸附，可將元件效能大幅提升，在模擬太陽
光一半強度照射下達到光電轉換效率 13.1 %
(全太陽光照射強度的效率為 12.3 %) 的世界
紀錄，這是以釕金屬錯合物作為光敏染料的
DSSC 元件自 1993 年發表 10 %、2005 年發
表 11 %以來至今的最大突破。
據估計全人類能源的需求在 2050 年時會
到達目前的兩倍，而目前全人類最主要的能
源--石油將於未來四十年間用罄，世界各國科

中央研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葉鎮宇教授
2011 年 6 月葉鎮宇教授獲頒發「中央研
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評審肯定葉鎮
宇教授採用「推-拉電子基紫質染料」，替代
長期以來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所使用的釕金
屬錯合物染料，有效提升光電轉換率，同時
可避免使用昂貴且稀有的釕金屬，所造成的
高成本及潛在環境污染的問題。

現年 43 歲的葉教授笑稱自己去年是符
合此獎報名資格的最後一年，感謝評審的肯
定。1990 年自中興大學化學系畢業的他，很
早便立定志向往學術領域發展，1992 年台灣
大學化學所畢業，1999 年取得密西根州立大
學博士學位，同年於美國麻省理工學院進行
博士後研究，2000 年返台，至台大從事 2 年
的博士後研究。2002 年重返母校興大化學系
任教至今，他表示，由於目標明確，因此一
路走來都還算順遂。
長年投入紫質合成 4 年前應用於太陽能電池
葉鎮宇教授自求學階段即專注於紫質的
合成，他指出，這類化合物普遍存在於一般
的動植物中，如血紅素中攜帶氧的活性中心
就是鐵紫質，肝臟中解毒的酵素也是鐵紫
質。4 年前他開始將紫質化合物應用於太陽
能電池，他表示，紫質是類似於葉綠素的環
狀結構，師法自然界中數十億年的演化，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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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素中的化合物能將光能轉換成化學能，他
獲獎是一種肯定，也是期許。雖然紫質
利用相同的原理將光能轉換成電能。
應用於太陽能板商品化還有很長一段路要
走，但葉鎮宇教授將持續投入研究，突破現
葉鎮宇教授投入紫質化合物應用於太陽
有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轉換效率不佳的困
能電池約 4 年，目前光電轉換效率已達 90%
境。
以上，製成的電池元件效率也達 11%。他表
示，釕金屬 20 年來無法突破的效率停滯困
境，紫質 4 年的研發即已趕上相同的轉換效
率，他相信持續投入研究，紫質的效能還有
很大的成長空間。
研究帶來快樂

持續投入的動力

談起如何兼顧教學與研究，葉鎮宇教授
說，教學與研究的時間互為消長，要同時兼
顧兩者其實蠻難的，但他一切都盡力而為。
去年度共有 3 篇論文發表於 SCI 的他說，自
己不算產量多的老師，他認為「研究本身就
會帶來快樂」，克服研究過程中的各項困難，
找到解決的方法，自然會從中得到成就感，
這也是他能一直樂在其中的原因。
葉鎮宇教授為台南人，從大學時代就喜
歡台中的生活環境與氣候，因此 2002 年在台
大完成博士後研究，選擇回到母校任教。他
認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聰明與否不是關
鍵，自我要求、積極性和企圖心才是重要因
素，就他觀察，目前學生在求學的積極性上
有待加強。
回想起至美國求學的歷程，葉教授認
為，美國聚集了全球最優秀的人才，有機會
跟頂尖的人才一同研究，個人的成長進步很
快，同時文化多元、彈性也較高。看到系上
許多從學生時代就認識的教授，至今仍每天
長時間認真待在實驗室，幾乎所有時間都奉
獻給學校，他感到由衷地敬佩。未結婚成家
以前，他也是每天除了睡著以外，所有時間
都在實驗室，但隨著成家、女兒出生，他漸
漸地撥出時間回歸家庭，現階段對他來說，
健康、家庭和事業三者一樣重要。

葉鎮宇老師實驗室合影 攝於 100.05.23 導生聚餐活動

李進發副教授 獲年輕金玉學者獎

建大基金會董事楊信男教授（左）親頒百萬支
票給興大化學系李進發副教授（右）

國立中興大學化學系副教授李進發於 11
月 30 日上午獲頒第 6 屆建大文教基金會「年
輕金玉學者獎」，由建大基金會董事、台大
物理系名譽教授楊信男蒞臨中興大學親頒獎
項。
建大文教基金會為發揚建大公司創辦人
楊金豹、顏玉霞夫婦發展教育學術之精神，
鼓勵年輕學者從事基礎科學研究，並協助國
內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爭取年輕學者在台服
務，特設立「年輕金玉學者獎」。該基金會
每年從數學、物理與化學三個領域選出兩位
表現傑出的年輕學者，得獎者連續 4 年每年
可獲新台幣 25 萬元的獎勵金，該獎堪稱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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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學術界的新人獎。
楊信男教授表示，該獎項 2006 年開辦以
來，11 位得主中共包含 5 位台大學者、3 位
清大學者和 2 位中研院學者，今年首次有中
興大學的老師獲獎，李進發老師更是歷年得
主中唯一一位本土培養出的博士，說明興大
新進學者的傑出表現與國內頂尖研究機構不
分軒輊。
李進發老師的研究專長涵蓋光電材料、
超分子化學及過渡金屬催化反應。2002 年台
大畢業後至美國耶魯大學及英國愛丁堡大學
從事博士後研究，此研究期間的部份工作，
在國際頂尖期刊《Nature》發表過 2 篇論文。
2008 年 2 月李老師進入中興大學任教，
陸續發表 6 篇研究論文，研究內容以開發新
型態的催化系統為主，不使用具毒性且相對
昂貴的鈀金屬，改用低毒性和容易取得的鐵
和銅為金屬來源，進行過渡金屬催化。
李老師指出，2010 年諾貝爾獎化學獎得
主以鈀金屬催化耦合反應獲獎，證明該領域
的研究成果深受學界肯定。過渡金屬催化反
應可以有效的簡化化學品的製程，在學術界
及工業界皆有重要的應用，舉凡 OLED（有
機發光二極體）、光敏性太陽能電池、藥物
中間體及抗癌藥物的合成等，過渡金屬催化
皆為製程中重要的關鍵步驟，應用層面廣泛。
李老師執行研究案中，包含一項極具綠
色環保概念的實驗，他巧妙地利用半導體銅
製程中產生的銅離子廢液，與天然稻穀中所
分離出來的中孔洞氧化矽，合成新一代的氧
化銅中孔洞氧化矽，此類催化劑可以多次回
收使用而不失其催化活性，符合綠色化學的
概念，不僅省下購買原料的成本，同時有效
廢物利用。其實驗室發現此類材料可有效促
進碳-硫以及碳-氧鍵的耦合反應，部份結果已
於最近發表。
李老師表示，該獎對新人來說是很重要

第五十八期
的鼓勵，希望在建大基金會持續的鼓勵下，
對於台灣學術界未來的發展有更大的助益。
建大文教基金會由建大工業股份有限設
立，申請資格為當年新獲國內學術單位或研
究機構聘任或任職未滿四年的學者，年齡不
得超過 40 歲，目的在於鼓勵年輕學者從事基
礎科學研究，申請人須提出 4 年的研究計畫
及代表著作作為評選依據。本屆得主為中興
大學化學系李進發副教授與中研院原子與分
子科學研究所林育如博士。

植化館即將拆除
植化館於民
國 45 年 10 月動
土，歷經了 8 年
7 期的施工，民
國 53 年 6 月興建
完成，當時化學
系使用一樓，植物系使用二樓。民國 79 年化
學系撤出，植化館更名植物館，民國 91 年植
物系與動物系合併為生命科學系，更名為生
命科學館，現生科系已全部移至生命科學大
樓，植化館將在 100 年底拆除重建為「應用
科技大樓」，新建工程預計 102 年度完成。
在拆除之前，母系將原放置於植化館大門地
面的圖樣移置化學
館後方花圃區，並移
植數株杜鵑花於系
館大門花圃，讓系友
留下一些回憶。

§ 系上動態 §
李茂榮教授提供興大員工免費塑化劑
檢測服務
每逢國內爆發重大食品安全危機，李茂
榮教授總是熱心提供檢測服務，91 年台中市
民眾免費假酒檢測服務，97 年興大員工免費
檢測三聚氰胺服務。今年 6 月 2-15 日提供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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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員工免費塑化劑檢測服務，兩個禮拜內檢
本系是闊別七年後再度承辦此研討會，
測樣品就超過 250 件，服務金額超過 75 萬元。
並移師南投縣惠蓀林場舉行，作業困難度及
經費大幅提高，幸而在籌備會主委李茂榮教
100 年 5 月底國內爆發塑化劑事件，李
授的運籌帷幄下，讓該研討會順利完成。惠
茂榮教授指出，起雲劑中所添加的塑化劑為
蓀林場 4-5 月正恰逢螢火蟲季，除可享受清
鄰苯二甲酸酯類化合物，為環境荷爾蒙之一
新的山林美景外，更可看到漫天飛舞的螢火
種，會影響生物體免疫、神經與內分泌系統
蟲穿梭林間，讓大家感受自然風光。
正常運作，進而改變生殖或發育現象。塑化
劑主要用於添加在塑膠製品的製作過程中，
金德航教授退休歡送會
用於增加產品的柔軟度及可撓性，尤其普遍
金德航
添加於聚氯乙烯產品中。塑化劑中又以鄰苯
老師於 100
二甲酸酯類化合物為最常被使用，特別是本
年8月1日
次被查出的 DEHP 使用量最多，約佔所有塑
屆齡退休，
化劑用量的四分之一。鄰苯二甲酸酯類化合
本系於 6 月
物除了用於塑膠產品外，也用於其他用途，
24 日中午舉
如添加於化妝品、油墨、殺蟲劑等產品中。
行金德航教
授退休歡送會暨期末聚餐活動，系上同仁及
化學系李茂榮實驗室主要是利用質譜術
退休教師齊聚一堂，校長、理學院院長及系
進行研究，開發微量分析技術。所使用之「液
主任分別致贈紀念獎章及禮物，感謝老師多
相層析串聯質譜儀」
，更是複雜樣品中非揮發
年的辛勞。本系陸維作主任並頒發感謝狀乙
性微量成分檢測之利器。李教授在十年前已
紙，感謝金
開發以質譜技術為主之分析方法，檢測病人
老師捐贈新
打點滴時，因滴管均為塑膠管，其尿液中所
台幣壹百萬
含微量塑化劑，研究結果已發表在國際期刊。
元整供中興
第十七屆分析化學技術交流研討會
大學化學系
『陳如珍愛
心服務獎』
之用，其愛護學生、熱心助人的精神令人感
佩。
金德航老師自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

中興大學化學系於 100 年 5 月 14-15 日
假本校惠蓀林場舉辦「第十七屆分析化學技
術交流研討會」，共計 2 場大會演講、20 場
邀請演講與 95 個口頭報告，包含質譜、層
析、光譜、電化學、奈米材料、生醫檢測等
領域專家學者約 300 人參與盛會。

後，攻讀美國東卡羅萊納大學碩士，於加州
大學戴維斯分校化學系博士畢業，先後至加
州大學河賓城分校、哈佛大學藥理系擔任博
士後研究，並在哈佛醫學院生化及分子藥理
系擔任副研究員長達十年，直至民國 82 年以
教授資格受聘回國於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任
教，並於 86-88 年期間擔任彰師化學系系主
任。民國 91 年金老師受聘至興大化學系服
務，帶領本系生化領域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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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德航老師早期研究鐵血素的模型分
化。希望學生用溫暖的心，去面對冰冷的結
子，是首先發現鐵的過氧二聚物及鐵四價中
構。金老師曾播放被美國送入外太空的中國
間物者。念博士班時的四篇 JACS，平均每篇
古琴曲，希望學生感謝古人的智慧，豐富對
被引用一百五十餘次，成果已於多年前被收
宇宙生命的想像，並寬容的面對其他物種。
入大學部的教科書。由她起始的該研究主
她要學生不可邯鄲學步，習新忘舊。希望學
題，在原實驗室持續了三十年而不輟。之後，
生通今博古、學貫中西。有鑑於學生對古文
由於金老師希望用化學做更接近社會需求的
的隔閡，多年來，每逢授課，她必定要求學
研究，因此轉入哈佛醫學院學習藥理。從竭
生繳交古文讀書報告。請學生自行找尋一段
力去水的純有機溶劑，跳到全是水的緩衝混
與化學或生化相關的古文，詳加討論與今天
合液，從粒粒可秤重的小分子結晶，轉而去
的相關知識。
操作肉眼看不見的微量大分子，領域的轉
金德航老師提及『生化科技的蓬勃發
折，對她是很大的衝擊。努力適應下，她第
展，產生了許多追名逐利的商機，但是小我
一年就有論文發表在以生化為名衝擊指數最
的享受，不過及身而止，青山依舊、幾度夕
高的期刊。回國
陽，不若以關懷生命的大愛為出發點做研
後，金老師繼續新
究，或者能更快樂的投入吧！』，『生化世界
抑癌素 (圖一)的生
有多得吟唱不完的琴曲天籟，我們選擇了抗
化研究，但重心已
腫瘤的樂章，尤其是烯雙炔類抗生素，其中
從 DNA 轉向蛋白載
蛋白、生色團、核酸之間天然諧韻呼應的旋
體。其間曾發表多
律，更讓我們著迷。在流遠亙長的藥物研究
篇論文於國際一流
上游，我們努力找尋抗癌的天機，辛勤耕耘
期刊，並指導學生榮獲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基礎知識，期盼幫助下游的臨床醫藥，創造
論 文 獎
更多挽救病患的福音。』
，金老師用半世紀的
項。部分
時間傾身於教學及研究中，如今老師將展開
成果舉例
人生另一段新頁，在此我們祝福她退休後能
如下：如
健康快樂、事事順意。
(圖二)，蛋
白釋放緊密結合的藥物時，竟然不需打開蛋
多一份用心，就多一份力量
白骨架，
—我們心中的金德航教授
只要轉動
金德航老師實驗室全體學生 100.07.15
一個胺基
金德航老師生化課時對我們說：
「人生並
酸殘基支
不苦，上天給了我們甜蜜蜜的世界。」學生
鏈即可達成；又如(圖三)，在藥物運送中，發
們抱著厚厚的原文書埋頭苦記醣類和胺基酸
現細胞膜扮演重要角色，藉由疏水性作用，
結構時，個個皺著頭、板著臉，別忘了再翻
細胞膜成功誘導藥物的釋放，並代替蛋白載
翻手裡的原文書、咬一口早餐的三明治、還
體來保護藥物分子。
有讓人抓破頭的期末考考卷，這些東西有著
金老師勤學不倦，對自我要求甚高，不
共通點，絕大部分是由醣類所構成的。雖然
論教學或研究，都想盡心盡力做到最好。她
人生難免會碰到不如意的事情，而在抱怨人
亦是彈奏古琴、古箏及二胡的音樂高手，喜
生苦短的同時，不要忘記環顧一下四周，我
歡將人文帶入科學，愛將無生命的分子擬人
們生活在一個『甜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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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進發 副教授
金老師不僅在學術研究上相當傑出且擅
發表論文於化學界重量級的期刊 Chemical
長彈古箏，其文筆更不在話下，有機會讀過
Communications，並獲得 SYNFACTS 期刊
老師在科學月刊中所發表文章-體驗科學之
的特別報導。
美，可以發現科學與中國文化的交流，在文
＊葉鎮宇 教授
中的字句間感受到先人在科技上的智慧和美
研究紫質應用於能源相關領域之可行性。
感，帶來深刻的省思。凡上過金老師所開課
研究團隊之成果分別登上 2009 年 Physical
的學生，幾乎都會要繳交一份古文報告，學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期刊及 2010 年
生們都覺得好奇，古文與化學要如何產生共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期刊封面。
鳴？中國的科學是否早已落伍？而老師卻能
＊林寬鋸 教授
從中提醒我們應該要從前人經驗印證科學，
使用高度穩定性的金奈米結構基板，利用
有自信不要妄自菲薄。
侷部性表面電漿共振的特性來進行生物分
就在這些小地方，無論是生活、是學術、
子的感測上。研究成果獲得化學通訊期刊
選為 2011 年的一月封面故事，並初步得到
是研究，老師總能幫助學生了解我們生命中
國科會卓越領航計畫初審通過。
的價值核心，用其身教時時不斷提醒學生
們，我們是在寫歷史，雖然一個人的力量有
限，但是若我們堅守崗位，腳踏實地，竭盡
所能的影響身旁的人，經過時間的累積必定
會成為一股正向的力量。

新聘專任教師介紹—
陳炳宇助理教授(Chen, Ping-Yu)

金老師待人寬厚，處事嚴謹，生活低調
簡樸，很幸運地可以成為金老師的學生，在
她的指導和關心下成長茁壯，如今老師您要
退休了，由衷的要向您說出內心的感謝，也
願您退休後身體健康，生活平安喜樂。
陳炳宇助理教授 1971 年次
學經歷：








金德航老師實驗室合影 97.05.08

恭賀本系教師榮獲 100 年度興大之光
＊賴秉杉 助理教授
發表論文於藥學相當有影響力的期刊
Molecular Pharmaceutics，並獲得藥物傳遞
專業期刊 Therapeutic Delivery 以新聞方式
報導。

中興大學化學系學士
中興大學化學系碩士
中興大學化學系博士 (1996.9-2001.7)
中研院化學所博士後 (2001.10-2007.3)
耶魯大學化學系博士後 (2007.4-2009.7)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助理教授(2009.8-2011.7)
中興大學化學系助理教授 (2011.8-迄今)

個人專長：生物無機、計算化學。
研究興趣：
探討多核過渡金屬錯化物之特殊電子組態
與氧化態性質，用以模擬與能源相關的多
核金屬蛋白的結構、功能與反應機制，如
有機分子之催化、或水分子之氧化裂解，
並將探討將來運用於燃料電池或太陽能電
池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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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位化學：結合理論計算與核磁共振光譜
集英信誠資深合夥顧問、諮誠科技股份有限
探討順磁金屬錯合物之鍵結性
公司技術顧問、碩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顧
質和電子結構。
問、行動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顧問、巨匠
催化作用：開發新型手性金屬錯合物，研
電腦講師、專業電腦圖書作家、電腦雜誌專
究對映選擇性氧化催化反應。
欄作家。為微軟大中華區「最有價值專家」
生物無機化學：以非平面金屬的模型研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 MVP)， 92~94
究，探討血紅素蛋白中大
年榮獲微軟全國第一名講師，授課經驗
環變形對其生物功能之
20,000 小時以上，有二十本以上的著作。
影響，並從而建立『對稱
曹祖聖雖然是化學系畢業，卻擁有微軟
開關』的概念。
所有證 MCP,MCSE,MCSA,MCDBA,MCAD,
MCSD,MCT，身兼微軟等多家公司顧問，並
 100 年度化學系文康活動
編著有數十本專業電腦技術書籍，從事網路
及程式規劃與設計多年，精通企業 MIS、
MRP、ERP 系統分析、物件導向技術、NET
相關架構與技術、以及 N-Tiers 系統架構分析
與設計、與 XML Web Services 分散式系統規
劃，對於企業內之網路、軟體與電子商務系
統之規劃、設計、安裝與教育訓練經驗豐富。
他如何在資訊業大放異彩，值得我們參考。
化學系文康活動『日月潭登山健行一日
遊』於 100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一)舉行，計有
系上同仁眷屬約 20 人參加，活動安排至水社
大山登山健行，象山旅客服務中心喝咖啡賞
景，讓大家在湖畔山景中享受難得的假期。

 83 級系友曹祖聖返校演講
100 年 11 月 17 日本校教學中心『打造
學習力-給大學新鮮人的一堂課』，本系邀請
了曹祖聖系
友回母系演
講，題目為
『你的社會
學必修課 -人生的第一
83 級畢業系友李仁傑、曹祖聖、
個十年職涯
莊敦堯 (左至右)於系館合影。
計畫』。
曹祖聖為本系 83 級系友，現任聖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台灣微軟資深講師、

在演講中，曹祖聖藉人生經驗悟出的道
理，給大家職涯規劃的建議；首先，就是儘
早下定人生目標，並在邁向目標的過程中隨
時修正方向，就容易邁向正確的軌道。曹講
師表示自己從小就對資訊科技擁有濃厚興
趣，大學時雖然是就讀化學系，但仍不改初
衷，時時自修資訊科學相關領域的書籍及知
識。再加上化學系特有嚴謹的邏輯及工作訓
練，使他擁有其他資訊人所未能擁有的特別
邏輯思考及工作態度。此外，曹講師表示其
在大二時打工工作並非一般學生所選擇的速
食店或國、高中生等理科家教等時薪較高的
工作，他反而是選擇時薪較低、但卻與自己
興趣相關的工作，也就是教小學生電腦，也
因而獲得了人生的第一份專業工作--幫學生
家長寫了一套商業薪資管理系統，也因此賺
了人生第一筆伍萬元，就此走上資訊這條
路。在學期間，他為得到更多的電腦使用權
限，進入電算中心打工，因此也獲得應數系
研究室的電腦使用機會。他另一個建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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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70 級謝建台系友榮獲國家發明獎
道什麼事是最重要的，他不浪費時間，上課
非常專心，用最有效率的學習方法，能讓自
國立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謝建台在經濟
己的學習工作事半功倍。大學期間就訂立目
部智財局主辦的 99 年國家發明創作獎中，榮
標，有效分配時間，正是他成功的關鍵。
獲「電力、量測、光及儲存裝置類」發明獎
另外，他表示在職場中，除了培養專業
素養外，如何建立信任感及塑造專業的形象
也很重要。最後勉勵學弟妹，及時進行自我
調整，減少人生路上的徘徊猶豫，避免浪費
時光，向自己嚮往的未來努力邁進。曹祖聖
講師在幽默有趣的言談中，分享他的人生經
驗，給學弟妹上了寶貴的一課。

§系友動態 §
 恭賀 60 級薛公惠系友當選中興大學美
東校友會理事

銀牌，中山大學表示，謝建台教授開發的「經
電噴灑輔助之雷射脫附
游離裝置、質譜儀，以
及質譜分析方法」突破
傳統限制，可以在常溫
和常壓下，快速偵測到
氣、液、以及固體樣品
中所含的各式化學物種
的訊號。因此可適用於
防恐、機場安全、食品安全等等檢測上，由
於貢獻卓著，因此先前也榮獲行政院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肯定。
謝建台說明，自己利用與國內、外產業
界多家公司進行產學合作的機會，將各項創
新研發成果移轉給國內、外業者，可以協助
產業界提高生產效益，並增加其競爭力。因
此他今後仍會致力於學術研究，並將其實用
化，將學術研發成果發揮最大效用。(摘錄至
國立教育廣播電台 99.09.09)

中興大學美東校友會於 99 年 10 月 30 日舉行年度校
友聚餐晚會，圖左至右為薛公惠、張玲、蔣家章系
友合影留念。

On October 30, 2010, during the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US Eastern Region annual meeting, Michael
Shiue got elected to be a director on the
NCHUAA Committe. This is the very first
Chemistry alumnus ever got elected to be a
director at the NCHUAA Committe. We
Chemistry alumni in US NE tri-state area are
very proud of this wonderful news. We want to
share this news with everyone in our mother
department.
薛公惠 Michael Shiue - Chemistry 1971
President of Princetom BioMolecules Corporation
Custom Peptide Synthesis and Antibody Production

張 玲(Linda Chang)
Chemistry 1968

中興化學 75 級海內外同學會

99 年 10 月 30 日在台中母系舉行畢業同
學會，24 位同學及 11 位眷屬參加，並於全
國大飯店晚宴及住宿，隔天至品貴民宿泡茶
享受山中無甲子，我們只有 19 歲的 Happy
day。(圖文由 75 級蔡技達系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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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愛吾師-54 級系友會

100 年 4 月 11 日 54 級系友王紀一、賀健、丁幸一、
陳敏南、陳義雄等人攜眷返校參觀與陸維作主任於舊
植化館合影留念。

從網路上得知，人生有很多難得擁有的
奢侈品，例如：能背著包包走天下的健康；
起風的天總有人提醒你加衣；睡著的時候總
有人為你蓋被；想旅行時有談得來的朋友願
請假陪伴；會欣賞美麗的心和美麗的情；珍
藏一件凝聚情感的物品；你有為之甘心付出
的寶貝；帶給他人向上的精神特質；親自播
種、收穫；尋找失落的童心；信守一個諾言；
學會放棄；學會承受；.........等等。
但是比較起咱陪同《離國離校》46 年，
如今與太太牽手《回國返校》的賀健，目睹
當年小樹般的興大已變成一片叢林時，那瞬
間興奮無比的神情，就使得網路所述之事的
[奢侈度]相形失色多了。尤其有幸一的帶領、
俊光的巧安排，使我們有幸會見了～百忙中
抽空為咱敘述校情的教務長-鄭政峯博士、以
及細心為咱作簡報的化學系主任-陸維作博
士。中午還蒙陸主任熱情邀約久仰的前輩-連
敏雄博士，和咱昔時敬愛之曹巧雲老師一起
饗宴，使咱有機會《借餐謝恩》身體尚極硬
朗的曹師，更使 4/11 這個日子顯得亮光閃
閃，彷彿在咱生活的寶盒中，置入了一顆奢
華無比的 411 克拉鑽石~因為它已經囊括了
大部份網路上述的奢侈能事啦。所以將來若
要課所謂的「奢侈稅」，政府應該找賀健、
丁幸一、羅俊光三人才對，實與咱當跟班的
無關呀！

前陣子，人住美國的劉武雄 mail 來一張
54 化學系畢業生學士照，勾起筆者無限懷思
之情，詩興大作，胡謅了一首[不歸浪]的台語
詩，並分享給各路同學。不久即收到「附圖
像大海嘯」的 mail 回覆，不料 42 天後竟一
語成讖的發生[日本大海嘯]事件，真是巧合的
烏鴉嘴，隨即[氫爆]、[核污]、連環為害全人
類。此時卻有政府官員將[核電]比喻為[菩
薩]，更有[認魔作佛]的味道。但願本系能擴
大[綠能]的研發領域，帶頭扭轉能源開發的觀
念，正確地當隻朝向[無核家園]的[領頭羊]，
則不失為[書生救國]之本色。再者，本系亦可
定期用社會大眾聽得懂的簡易語言，發表研
發成果，能與金字塔之中低層[社會群]共呼
吸，就像木村拓哉在“CHANGE”影片中，用
小學五年級生聽得懂的語言，向人民敘述他
的政治抱負一般，這誠摯的作為，使他很快
地被推選為日本的首相。本系也可開些適當
的課程，招呼[英英美代子]的系友們返校進
修，使他們回到從前，過過學生癮。則[吾愛
吾師]的歌聲將會響徹天下。
據說本系已非昔下阿蒙，請讓賀健再次
返校時，化學系已長成神木一樣高吧！
54 級系友王紀一 100.04.11

不 歸 浪
2011 /01/28

雄雄看著這張中興大學
54 化學系畢業生的學士像。
查某囝仔遐媠，查埔囝仔遐緣投。
註:女孩那麼美麗，男孩那麽英俊。

敢若大家真有才調，嗆甲掠不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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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好像大家很有才能，神氣地抓不住。

心晟煞來欣羡過去青春幼秀的模樣。
註:煞[竟然]

第五十八期
謹代表五十六年班記述這次同學會返校
聚會的點點滴滴，以下為如是我聞：

幼秀[秀氣]

學士們若像海浪一款來加看。
畢業不過是滔滔不歸的海湧線。
有人漂洋深造揀博士，有人本地打拼做師父。
人生舞台親像浪花漂不煞。
註:不煞[不停]

成家、立業、生子、為子嫁娶，
一站畢業擱漂向下一站。
連鞭漂了半世紀，
漂甲浪花無毛、無力、無頭路、又無嘴齒。.
註:連鞭[馬上]

只賰目周有澀、頭毛有落、
血壓有高、盹龜有濟。
註:賰[剩] 濟[多]盹龜[打瞌睡]

兔年細漢仔尚愛出風頭，
老歲仔卻是龜步定著有擋頭。
註:定著[安穩]

同學們請恁海海人生，
著喜樂、著保重、免鬱卒、嘛免怨嘆。
註:恁[您們]

因為大海的後湧捒前湧，
前湧攏是死在海灘頂。
註:捒[推]

王紀一 筆

 56 級系友返校聚會

100 年 6 月 9 日 56 級系友攜眷返校聚會

我們這次聚會六月七、八兩天在清境農
場敘舊，九日回母系團聚，共有十五位班上
同學與會，已知留在國內的有二十位，算是
人數最多的一次。我們以吳承倉助教為聯絡
窗口，有陳淑治助教和羅華芳小姐幫忙，承
陸系主任及鄭教務長接見，還準備了有『歡
迎 56 年班系友』的大蛋糕、水果及飲料，真
是非常感恩，系裡還找出我們當時的老照
片，與會的每一位同學都非常感動；化學系
已有自己獨立的新大樓，回到即將被拆除的
植化館，最後一次觸動記憶，想起定性定量
分析和有機合成的空檔，在天井花園小水池
邊小憩；做助教時親密愛人，現在的老伴來
探班的種種，經過張駿系主任的辦公室，那
和藹可親的笑容依稀在目，主任的漂亮寶貝
張玲，不知今日花落誰家。
陸系主任為我們介紹系裡的近況，在國
內名列前茅，我們這些老系友與有榮焉，雖
不脫中興大學的本質–默默耕耘，沒有宣傳；
資料顯示，有許多與生命科學有關的研究，
最終將造福人類，我們拭目以待。這批老系
友，大多數已退休，但仍在發揮餘熱，或做
義工，或為下一代做出貢獻，至少我們都給
子女相當適才的教育，並以自己做典範，沒
有教出讓學校汗顏的後生。當然我也要藉此
機會，感謝陪我們共度一生的老伴，能包容
我們這些木訥，不懂羅曼蒂克的理科學士。
相聚的時光短暫，有人自喻承前人的餘
蔭，自己和子女過得比較餘裕，眼看同學孜
孜營營，沒有達到追求的目標，勸大家要認
命，這世上本來就有許多有心插花花不發的
事，前人前世的因果，我們豈能全都參透；
有人還在自己的事業中培養下一代，也歡迎
同學的下一代加入行列；有人分享旺旺總裁
曲膝向你奉上餐盤的震撼，我們都要放下身
段，才能再學習和孫子一起成長；我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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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
有好幾位加入義工的行列，有環保有奉持也
有傳道，有人到山地部落教小朋友，有人在
為紀念 64 級系友陳如珍老師，並鼓勵學
本業中誨人不倦，收集摘錄最新的科技知識
生付出愛心、關懷他人，在楊圖信老師推動
傳達給有心人；共同的結論是要保重身體，
下，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金會成立『陳
活得快樂，把握當下和老友聚聚。
如珍愛心服務獎』
，目前已收到其親朋好友捐
款 305 萬元整。

『陳如珍愛心服務獎』推薦辦法
99.10.01系務會議通過

一、設置宗旨：鼓勵化學系同學發揮大我，
將愛心及服務關照於周遭
的人事物。
再次謝謝系裡的招待，利用這個機會和
同學及系裡相約，畢業半個世紀還要回來，
和系裡的新鮮人辦個園遊會，看到年青聰明
青澀的俊男美女雙雙對對，是件非常快樂的
事。
56 級系友陳一鳴 謹誌
100.07.04

 65 級畢業 35 周年同學會

二、名額及獎勵方式：三名為原則，每名獎
狀一張，獎學金兩萬元。
三、必備推薦條件：
1. 化學系四年級同學。
2. 投入愛心服務二年以上且二、三年
級每年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1/3。
3. 幫助出狀況的同學(如有2/3，1/2學分
不及格者)突破學習困境。
4. 輔導學弟妹及同學提升課業學習能
力(輔導超過50人次)。
5. 協助系學會籌劃辦理系上活動。
四、審核及評量：每年10月30日前，由導師
推薦人選及提供具體愛
心服務事蹟，由獎學金委
員會審核及評量。
五、頒獎：導生聚餐時，系主任嘉勉頒獎。

65 級系友於 100 年 10 月 29 日在母系舉
行畢業 35 週年同學會，計有陳志鴻、黃耀
星、陳維治、杜福新、王仰賢、陳培智、陳
文德、何重人、張淑瑩、楊福山、劉文慶、
洪本達、郭鴻澤、連芳蘭、李漢彬、連永杰、
陳文德、李建明、陳永昌、潘錫廉、施良心、
林茂榮、白錦祥等 23 位系友攜眷參加，並邀
請昔日系主任劉東昇教授及丁幸一老師前往
相聚。除在化學館分享彼此的生活經歷外，
還有校園巡禮及台中市區參觀等活動，並捐
款母系 81,000 元。在此特別感謝系友的支持。

愛心服務--永遠的陳如珍老師
楊圖信教授 100.06.29
世間冷漠嗎？ 當然不是！
世間不冷漠，是因為有些人永遠抱持
『感恩的心』，以愛心服務提升生命質感！
陳如珍老師，熱心教學和研究之外，更
積極投入服務；將自己獨特的『美感態度』
投射於系館周邊的景觀設計，在系館的每個
轉身、任一角落，都藏有陳如珍老師對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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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年的懷念
化學深深的感情；正門前花圃的一草一木、
妝點了化學系合諧自然的生氣；視聽教室
金德航教授 100.06.04
外，中庭處規劃鋪設的紅磚圓石空地，更不
民國百年，恰好是陳如珍老師的周年
時傳來全系師生的笑聲與歡唱，陳老師的遠
忌。系館內外，仍處處留有她愛心奉獻的蹤
見與用心，在她離開後仍舊觀照著彷彿一家
跡。中興化學無疑是她生前的最愛。微風穿
人的中興化學。
過館周圍的紅橋綠纜，輕舞護欄內的茂枝秀
社會溫暖嗎？ 當然也不是！
社會不溫暖，是因為有些人未能及時
『發揮愛心』！

你相信嗎？當有同學走不出自我，亟需
奧援時，同學們竟然視若無睹！最讓人心痛
的是：同窗四年，周遭的同學都沒有主動關
心伸出援手！更不可思議的是「相處四年都
沒有交談一句話！」。當獲悉此難以置信的
事，真是心好痛！好痛！不禁要問『社會溫
暖嗎？』面對人世無常，要平常心以對，更
要主動積極，讓周遭的人感受到你的付出與
愛心。
同學們！『施比受更有福！行善積德不
能等！』
；身為中興化學系的一員，我們要惜
緣！惜福！抱持『感恩的心』，發揮『仁愛
心、慈悲心』，關照周遭的人、事、物，祈
望『陳如珍老師愛心服務獎』能激發出更多
的愛心種子，將愛心服務這份情傳承下去，
讓世間有更多的陽光，社會更加幸福溫暖，
明天會更好，生命會更有意義。
夢想，態度，和愛心決定你的高度！
人生有夢最美！陳如珍老師從不設限自
己逐夢的心，一如她生前所寫的『現實有界，
夢想無限！釋放你的心，逐夢踏實！』，她
的真誠與愛心是我們共享的回憶。
同學們！『釋放你的愛心，逐夢踏實！』
願共勉之!
附記：感謝親朋、好友、同學、舊識熱心推
動及金德航老師愛心贊助百萬設立
『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葉，草木有知，必定感謝過陳老師的慧眼識
英吧！正門的大紅雙龍，捍衛著兩列展示壁
櫃，鮮活的散發她的錦心巧手。大片的落地
玻璃，依然光可鑑人，卻已不再映照陳老師
無數次走過的倩影！
從一開始確診，就知道體內的敵軍已到
處安營下寨的擴散了，而且來的這樣無聲無
息，令人惶懼。任何常人，都難以接受這震
撼的軍情，陳老師卻讓我們見證了異乎常人
的堅毅。不見她形容枯槁的行吟澤畔，未聞
她天地不仁的拍唱胡笳。馬上收拾起屈原的
憂鬱、文姬的悲憤，立即沉著理性、臨危不
迫的規劃戰略。數一數，八方討逆、艱辛纏
鬥的日子，竟然支撐了近五年，真是令人讚
嘆的奇蹟！這期間，她依舊的盡心教書，照
樣的致力研究，仍然樂此不疲的參與系務，
始終熱情不減的奉獻服務。這期間，她一面
強忍不適，一面燃燒自己，一如往常的發光
發熱，盡心盡力。這期間，系館多個角落，
還是時常縈繞陳老師輕盈清脆的聲音，從容
如鈴如磬，優雅如筝如琴，有條不紊的撥出
串串行雲流水。她人如其名，如珍如珠，心
思瑩徹而行事圓潤。短暫的ㄧ生，像晶瑩的
朝露，滋潤著中興化學盎然生長的綠葉。在
大太陽下發出璀燦耀目的光輝，然後悄然的
隨風而逝。她是人間最美好的典範，藉著棉
薄的捐獻，我謙卑的祝願她的熱情與愛心，
能在學生新生代中，代代的傳承下去。
附上兩封緬懷信，其未刊登在化學鍵 57
期陳如珍教授紀念文集中。
Dr. Alan L. Balch 是陳如珍老師在加大
戴維斯化學系唸博班時的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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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Der-Hang.
Here are a few words in memory of Ru-Jen.
My memories of Ru-Jen date back to the early
1980's when she was a Ph.D candidate in my
laborato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She was a hard working student with a shy smile
and a gracious manner. She seemingly fearlessly
undertook studies of several iron porphyrin
complexes in what I always thought wa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demanding project going on in my lab.
I always marveled when my students like Ru-Jen
were able to translate a few half-baked ideas of
mine into real scientific progress. Ru-Jens's
research project flourished under her efforts and
she attained the Ph. D. She went on to develop an
independent career as a research scientist and
teacher,
In that capacity she continued to work on
difficult projects and became a world exper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MR spectra of paramagnetic
molecules, As an editor, I will especially miss her
expertise in a very challenging and complex field.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known Ru-Jen, and join her
family in celebrating a life that ended much too
soon.

第五十八期
scientific career in Taiwan.
It was always fun to interact with her both as
with the college but more importantly as with the
friend. I have learn t quite a lot from her including
also the Chinese culture.
We have met latter on four times in Dijon,
Kyoto, New Orleans and finally in Rome during
ICPP meetings.
The very first one I remember very vividly.
After twenty years I have had the felling that we
returned to the interactions from the Davis period
and in fact it was true.
I am sending you three picture two taken in
Kyoto and the very last in Rome when have met her
the very last time.
The pdf file provides the legend to the picture
from Kyoto. Nakamura highly appreciated Ru-Jen's
work.
Best Regards
Leszek
Lechoslaw Latos-Grazynsk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Wroclaw

Thanks for letting me contribute to the
memorial.
With best wishes,
Alan Balch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ssociate Editor, Inorganic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eszek 是來自波蘭的教授，陳如珍老師在加
大戴維斯唸博班時，他到戴維斯化學系參與
Balch 實驗室的研究。這封信是他得知陳老師
過逝後寄給我的。並附上他保存的珍貴照片。
Dear Der-Hang,
I have just just received e-mail from Alan
Balch informing me that Ru-Jen has passed away.
It is very hard to accept.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to enjoy a collaboration
with Ru-Jen during our time in Davis. I highly
appreciate her talents and skills revealed during this
particular time and over almost thirty years of her

§ 基金會動態 §
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金會第九屆董監
事名單如下，任期自民國 100 年 3 月 12 日
至 102 年 2 月 28 日止。
職稱

姓名

現任職務

董事長

劉文慶

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金會
董事長

常務董事 楊慶成 高雄師大化學系教授
常務董事 林寬鋸 中興大學化學系教授
常務董事 紀國庫

台灣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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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董事 盧金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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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新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陶國樑(59 級)
金德航

1,000,000 元

謝德煌

500,000 元

謝德熙

500,000 元

謝燊清

500,000 元

加特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 元

林助傑

250,000 元

良峰塑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許蒼林
董事長
中麗有限公司 西北化工原料行
常務董事 蔡福源
董事長
董 事

李鴻霖 鴻鎰環保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 事

李德仁

台灣安捷倫科技(股)公司
大中華區光譜產品經理

董 事

林鑫堯

台灣大食品(股)公司
執行長

董 事

楊圖信 中興大學化學系教授

監 事

林彥佑 中興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監 事

顏慶堂

中山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副教
授兼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監 事

李茂榮

中興大學化學系教授
兼環安中心主任

監 事

葉俊麟 興農化學研發經理

中興大學校務基金

§ 榮譽榜 §
100 年度母系畢業生錄取各碩士班榜單
台大

化學系：陳易新、羅濟賢、葉芸瑄、何宗憲、蔡佳
珉 化學生物學系：黃夢若

清華

化學系：郭雲軒、王一森、林煌竣、曾宇如、
林展民、許鎮守、郭姿吟、葉芸瑄、陳易新、
吳信宏、何宗憲、林峰毅 生命科學系乙組：
黃夢若

中興

化學系：尤婉柔、蘇柏誠、林峰毅、曾宇如、郭雲
軒、許鎮守、蔡佳珉、葉釗瑄、羅濟賢、王一森、
林展民、盧克銘、張峻瑋、李岱樺、許芳榕、孔祥
禾、謝東雋、王虹茹、施衍任、陳昀聲、林煌竣、
吳思辰、李濬丞、黃崇理、蘇桂玉、彭琪惠、張智
凱、吳書豪、吳信宏、楊今茹、林徉臨、陳淯信、
楊峻岳、陳宣志 化學系逕讀博士班：謝秉羲
生醫工程系：謝東昇、賴彥池

交大

應用化學系甲組：郭雲軒、許鎮守、吳信宏、
施衍任、蔡佳珉、盧克銘、陳昀聲、王一森、
羅濟賢、曾宇如、李岱樺、何宗憲、林展民、
王虹茹 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所：吳書豪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乙組：盧克銘、郭雲軒、
林展民、林煌竣 生物科技學系甲組：黃夢若

 捐款芳名錄(99.10.01-100.12.15)

分類項目

財團法人中興科技
文教基金會

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捐款人

50,000 元

金額

許博

20,000 元

蔡福源 (61 級)

50,000 元

興大 54 級系友
(丁幸一等)

8,000 元

楊登貴(66 級)

20,000 元

黃長宏(56 級)

20,000 元

陳維治(65 級)

12,000 元

王仰賢(65 級)

10,000 元

杜福新(65 級)

5,000 元

白錦祥(65 級)

5,000 元

楊福山(65 級)

8,000 元

陳志鴻(65 級)

5,000 元

何重人(65 級)

9,000 元

興大 65 級系友
(黃耀星等)

27,000 元

陸維作

20,000 元

林寬鋸

10,000 元

林鑫堯(64 級)

20,000 元

楊圖信(61 級)

500,000 元

台師大 化學系：楊今茹

成功

化學系：蔡佳珉、林展民、曾宇如、郭雲軒、
李岱樺、彭琪惠、許鎮守、羅濟賢、王虹茹、
林徉臨、張峻瑋、孔祥禾、盧克銘、林煌竣、
吳思辰、許芳榕

中山

化學系：陳昀聲、李岱樺、張智凱、陳柏宏

中央

化學系：吳信宏、陳昀聲、施衍任、李岱樺、
吳思辰、王虹茹、黃崇理、蘇桂玉、彭琪惠、
廖容瑋、許芳榕、陳承杰
生命科學系分子與環境生物學組：黃夢若

陽明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丙組：黃夢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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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獲獎名單 -100 年度中興大學傑出青年教師(工程及數理科學組)
賴秉杉助理教授

-- 學生獲獎名單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中興大學績優學生獎
化二 楊文鳳 林昭容 簡又新
化三 陳宜琳 余若綺 曾聖芳
化四 吳毓心 陳子胤 張仲逸

100 年度第六屆建大文教基金會傑出年輕金玉學者獎
李進發副教授

100 學年度中興大學興理學業傑出獎
化二 楊文鳳 王婷羿
化三 曾聖方 劉宇傑
化四 蔡睿允 吳安茹

中央研究院 2011 年「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葉鎮宇教授

100 學年度中興大學興理學業優良獎
化二 林昭容 謝佩純
化三 魏翎芳
化四 陳子胤 王晨皓 廖士陞

100 學年度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林助傑、林寬鋸、葉鎮宇、洪豐裕教授

100 年度興大之光
賴秉杉、李進發、葉鎮宇、林寬鋸教授

100 學年度中興大產學績優教師獎
楊吉斯、鄭政峯、楊圖信、陳繼添、金德航教授

100 學年度台灣石化合成獎學金
化四 吳毓心 化三 余若錡

-- 教師兼任本校行政職務名單 --

100 學年度中興大學菁莪獎(德智類)
化二 王婷羿 化三 余若錡 化四 吳毓心

化學系系主任 陸維作教授 (99.08.01- )
貴重儀器中心主任 楊吉斯教授 (98.08.01- )
奈米科技中心主任 楊吉斯教授 (100.08.01- )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李茂榮教授 (99.08.01- )
奈米科技中心研究發展組組長 葉鎮宇教授 (100.08.01- )

100 學年度中興化學新銳獎學金
碩士生 蘇柏誠 葉釗瑄 尤婉柔

§ 系友通訊站 §

99 學年度應屆優秀畢業學生
德智獎- 化四 陳易新

徵稿：中興化學系友專刊 (化學鍵) 歡迎各位系友投

100 學年度中興大學化學系清寒獎學金
化二 沈敬傑 化三 杜維庭

稿：舉凡人生經驗、生活感觸、化學小故事、同學會
訊息、照片……任何類型皆歡迎。

99 學年度中興大學金鑰獎
化四 陳易新

 各位系友您如果喬遷搬家、結婚生子、另有高就；

99 學年度台中市模範生
化四 陳易新

或發現通訊住址有誤、知道已失聯絡的系友消息。請
您以郵件、電話、傳真通知母系，或e-mail給吳承倉
助教亦可，以便發佈、更正及聯繫。 (吳承倉助教
ccwu@mail.nchu.edu.tw。)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中興大學績優學生獎
化一 林昭容 楊文鳳 王婷羿
化二 余若錡 劉宇傑 陳安君
化三 吳毓心 張仲逸 蔡睿允
化四 謝秉羲 謝東昇 黃夢若

各位系友如您要捐款，請詳閱下列資料：

100 年度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推薦榮譽會員
學士 陳易新
碩士 黃靜怡 陳威成
博士 李仁傑 詹永傑 許純淵
100 年中國化學會周大紓有機化學研究生論文獎佳作
碩士 高信倫 (指導老師：李進發副教授)

母系基金會捐款
匯款銀行：三信商業銀行 國光分行
帳號：0630249316
戶名：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金會
（若您使用自動提款機轉帳，請務必與我們連絡，以
便寄發正式收據，供您報稅。）
郵寄地址：台中市南區國光路250號中興大學化學系
聯絡電話：(04)2285-1589，鄭萃小姐。

化學鍵Bonding for NCHU Chemists

中興化學系友專刊第五十八期
印刷品

國立中興大學化學系
台中市國光路250號 寄

To：

From: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250 Kuo-kuang Road, Taichung
Taiwan, R.O.C. 40227
郵差先生小姐，本郵件若無法投遞

敬請退回，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