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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李茂榮老師 當選本校理學院院長 

賴秉杉、陳炳宇老師 榮昇副教授 

林彥甫老師 榮昇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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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1級系友在美同學四十周年聯誼會-----鄭智群(61級系友) 

二. 『打造學習力-給大學新鮮人的一堂課』—75級系友呂椬境 

三. 節能智慧玻璃製備技術新突破，林寬鋸教授研究登國際頂尖期刊。 

四. 黃景帆副教授研發白金回收技術，刊登國際期刊並獲特別報導。 

五. 賴秉杉副教授開發光感藥物奈米新劑型，有效提高療效、減少副作用。 

六. 賀!本系李茂榮教授 101年 2月榮任理學院院長。 

七. 新聘專任教師介紹—蕭鶴軒助理教授。 

八. 賀!林彥佑副教授榮獲本校『服務特優 I』。 

九. 賀!李進發副教授榮獲本校『教學特優 II』。 

十. 賀!葉鎮宇教授榮獲第十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十一. 賀!曾聖方同學榮獲『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十二. 國科會貴儀「振動光譜顯影系統」介紹 

十三. 回顧大學四年---------蔣富珉(101級系友) 

十四. 畢業感言---------------駱宏杰(101D級系友) 

 

§系友動態 § 

61級系友在美同學四十周年聯誼會 

 

( 2012 Alaska Cruise，參加同學-鄭智群，王誾，孫榮輝，陳慶賢，

郭小璐，陳小瓊，洪萱及配偶們。) 

2011年初，我與宓哲菲兄談及再過一年

就是畢業四十周年，留美同學應辨一個同學

會邀請在台同學共襄勝舉。初步計劃是辦

cruise，取其簡易策劃且同學們有更多時間聚

會，聯誼玩樂一舉兩得。其次是何時何地，

經多月籌劃及多數人意見，最後决定 2012年

九月阿拉斯加七日遊。在美同學有通訊資料

共有 12位，7位報名參加，再加上台灣陳慶

賢兄，實屬不易。我們之間多有畢業後再未

見面，從二十來歲的小姐小伙子到六十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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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深美女和英俊老生，大家見見面不知會

是什麼感覺。時間愈是接近心情愈是興奮，

可惜宓兄因家事不得已在成行前一周取消。 

旅程的第一站是 Seattle。當我下機陳小

瓊已如約在機場等候，雖四十年未見面，一

眼就認出她來。一起雇車到旅館後，馬上聯

絡郭小璐及她先生王至行 (59級系友)，我們

在 Pike Place Market 碰面。上次見到小璐大

概在 1986年，她那時正懷著小女兒，一轉眼

她已是醫學院的二年級學生。大家一見面都

是說不盡的話，直到晚餐時分，才搭公車到

唐人街享受一頓豐盛的中餐。回到旅館，慶

賢兄也剛從台趕來。他曾在 2009 年到我 

Santa Fe 家中。算起来還是最近才見面。他

最是貼心，還帶來台灣土產鳳梨酥贈與所有

同學。孫榮輝與巧雲夫婦回到旅館已是十點

多，上次見面我們都抱著待哺幼兒，他們現

在都已是快三十的小伙子。不言而喻，又是

不盡的話語。 

次日，還有時間作半日遊，我們參觀 

Pike Place Market、Space Needle 及 Starbucks

首間店面，到正午才租車到碼頭。在 check in

時又遇到王誾，四十年未見，他仍然瀟灑如

往昔，簡直未受歲月的洗禮。中年發福是一

點都不適用於他，只在近距離時才可見到眼

角上成熟的智慧痕跡。我們最後碰面的是洪

萱及她先生張長興兄。我們整個團現在都在

Star Princess 上。 

接着兩天都是船上遊。這真是絕好的機

會讓整個團重新互相認識，晚餐我們分兩圓

桌相鄰入坐，在美味的晚宴中我們拉開了各

樣的話題，沒兩下子剛見面的腼腆都一掃乾

淨。大家話匣子都打開了，談大學生活回憶，

工作狀况，兒女，平時休閒，四十年的往事

和體驗，何時退休及退休後的期望，可說是

無所不談。中間還摻雜詼諧笑謔，四十年的

時空差距一下子縮短許多。這無拘無束的暢

談延伸至整個旅程，只要我們有時間在一

起，就盡情的享受這一份溫馨友情，彷彿時

光倒流四十年，當年的流行歌曲『時光一去

永不回』，在這個歡笑時辰並不適用。 

 

 

接下三天都是緊密的陸上遊。第一站是 

Ketchikan。王誾一上岸就出海釣大魚，留下

其餘的美女及老生們作經濟觀光。我們先搭

市巴到 Bight Totem Park 參觀南 Alaska 原

住民文化遺跡 totem poles。在公園裡，我們

張開慶賢兄專程從台帶來的橫幅『興大化學

系 61級同學會』一起合照。離開公園，我們

到有名的 Creek Street 看鮭魚 (salmon) 逆

流而上，然後上街大買鮭魚名產，在滿載而

歸中欣然返船。次日是阿州首府 Juneau。上

岸後就直奔 tour guide。我一家及慶賢兄出海

觀鯨，王誾早已預定觀鯨行程安排在不同船

上，其餘同學參加小城遊覽。這真是一個難

忘的經驗。親眼看到成群殺人鯨(orcas)在海

洋中翻滾，真是人間一大奇觀。其後，遊覽

車載我們到 Mendenhall Glacier，冰河公園。

千年冰河躺在眼前，嘆為觀止。回到船上，

已近晚上十時。第三天可是重頭戲，全程七

個半小時火車及小遊覽車組合之旅遊， 带我

們到漫無人烟的加拿大 Yukon Territory。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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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兄時差還未調整過來，早上起不來，以致

誤了火車開車時間，無法與我等同行， 真是

扼腕。Yukon 可說是我留美多年所見最佳風

景之一。原始森林，高聳雪峰及清可見底的

湖泊相互輝映。整個山區不見人間煙火，恍

如仙境。在回程中大家還念念不忘如此清麗

脫俗的壯麗美景。 

 

接下來的二天都是在返航中度過，這更

給我們一個好的理由坐下來談天下大小事，

五天來朝夕相處連配偶們都融成一片，一個

個的玩笑把眼淚都擠出來。九月十五船靠岸

加拿大維多利亞市 (Victoria)。晚宴後，徒步

夜遊市中心之精緻建築及街道，別有一番風

味。七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大家還意猶未盡，

回船後相繼上 Lido Deck 又是一場小吃大

蓋。直到眼皮快張不開才依依不捨回艙，在

帳幃徐徐落下之前，大家異口同聲贊同在

2014 年回台 reunion。 

鄭智群(Sam Cheng) 61級 

 

『打造學習力-給大學新鮮人的一堂

課』—75級系友呂椬境董事長 

 

為配合本校教學中心『打造學習力-給大

學新鮮人的一堂課』計畫，本系 101年 11月

1 日邀請呂椬境博士回母系演講，演講題目

為『對化學的熱誠至成就創業的心路歷程』。 

呂椬境為本系 75級系友，清華大學化學

博士，目前擔任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感謝呂學長蒞臨演講，與學弟妹們分享

求學與創業的心路歷程，除捐贈演講費外，

並贈送書籍「大學生職涯規畫全攻略:邁向財

星五百大」給學弟妹閱讀，本系師生感謝銘

心。此次演講吸引全場爆滿的聽眾，學生爭

相提問，呂學長親身的心路歷程和寶貴經

驗，讓大家獲益良多。 

75級系友 呂椬境簡介 

學歷： 

中興大學 化學系學士 

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所碩士 

清華大學 化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研能科技 研發部經理 

明碁 BenQ 研發部主任 

泓瀚科技 董事長 

榮譽事項 

2006 年和諧中國十大創新人物 

2010 年第 13 屆經濟部小巨人獎 

2011 年第 20 屆國家磐石獎 

2012 年第 34 屆青年創業楷模獎 

2012 年第 13 屆國家品牌玉山傑出企業獎 

呂椬境自幼家貧，國小就必須在田間割

草、撿柴，或撿拾別人不要的農作物補貼家

用。國中時舉家遷往高雄，一家七口住在破

爛不堪的違章木屋內，課餘時間幫父親做收

破銅爛鐵的工作。高中時他父親轉做廢木材

的工作，他與弟弟就常在烈日下幫忙拔釘子

的工作。大學期間，除假日需回家幫忙外，

另靠家教賺取學費及生活費。博士班時有了

家庭，他更是賣命工作。白天蹲實驗室，晚

上接了三個家教，填滿週一到週六晚上七點

到九點時段，九點後到各學生宿舍推銷團體

服直到深夜，單月業績曾達一百萬元，抽佣

金及家教收入，比上班族的月薪還高。他笑

稱自己如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這些經驗的鍛鍊，讓他比一般人更吃苦耐勞。 

http://www.careernet.org.tw/inlan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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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董事長鼓勵學生參與社團，參與社

會，如參加康服社、仁愛社、慈幼社及山服

社等服務性社團，可以學習關心他人，培養

待人處事能力，也可讓人更活潑。而打工、

家教，可以賺錢並學習獨立，提早進入社會

歷練，從中學習。 

他從國中開始就喜歡化學，聯考完全靠

理化拿分數，唸中興大學化學系時，成績雖

然平平，但熱愛有機化學，實驗總是做得又

快又好。他尤其感謝楊圖信老師在他畢業時

的啟發，當同學們紛紛投入職場工作時，他

決定繼續讀研究所。退伍後便進入楊老師實

驗室擔任研究助理，碩士班考上交大應化

所，研究液晶高分子，因紮實的實驗技巧，

別人做 1個題目的時間，他可以做 3個題目，

博士班則師從清大胡紀如教授，研究生物化

學，因從未接觸過 DNA的研究，讓他面臨了

求學以來的巨大考驗，但對化學的熱衷與堅

持，反而使他更加努力。 

他表示雖然從大學、碩士、博士及工作

所接觸的化學領域都不一樣，但同樣的是研

究精神。紮實的碩博士班研究訓練，讓他在

工作上觸類旁通。他強調做實驗沒有捷徑，

要用心感受實驗的過程與結果，一步步紮實

地把實驗做出來，這對未來必定有很大幫

助。他給學弟妹六點建議：多看論文；多查

資料多請教老師與學長；多上台報告，訓練

膽識；要有對的實驗態度與經驗；多些創意，

也許會有意外驚喜；多分擔指導教授的事

情，學習更多的經驗。 

一路走來，不管在求學或就業上，他認

為對的事就堅持走下去。『有學位未必能成

功，沒學位前途更加辛苦』，呂椬境鼓勵學

弟妹應該繼續求學，化學有很大的就業空

間，是最好的科系。 

呂椬境博士畢業後，從研能科技研究員

做起，從事噴墨頭及墨水的研發工作，因優

異的工作表現，讓他兩年內就當上產品副

理、企劃經理，他自稱口才不好，簡報前總

會一遍遍在家練習，練到客戶還以為他天生

是做業務的料。 

兩年後呂椬境轉戰明碁擔任研發主任，

他看到噴墨有無限商

機，而成功取決於墨水

開發，但總得不到公司

支持。於是他在一九九

九年辭去工作，回清大擔任博士研究員，晚

上下班後把家裡浴室當墨水實驗室，用自己

的書房改裝印表機來噴墨輸出，就這樣開始

浴室創業，踏入了環保噴墨墨水的領域。 

2000年籌資 500萬成立杰暘科技，租下

保母家的車庫，家庭即工廠，員工只有自己、

老婆及一名工讀生。他總會在下班時間，在

實驗室研究墨水配方，因專注投入開發，常

常在悶熱的實驗室中打赤膊研發到天亮。產

品在銷售前，經常一個人帶著筆電，不辭辛

勞向客戶請求給予一對一的簡報機會。由於

當時台灣廣告用噴墨墨水多來自美、日原

廠，單價極高，因此呂椬境開發的低價、高

品質墨水，迅速取代國外原廠的產品，並創

造出良好的口碑與業績。 

2003 年日本 Roland 公司首先推出環保

型溶劑噴墨墨水，因無刺鼻味、無毒的優點

而廣受歡迎，當時日本的環保墨水一公升可

以賣到 300 美金。他晚上借用清大化學系實

驗室等各項貴重儀器，對此款墨水進行分析

研究，並於 2003年底開發出環保型墨水，杰

暘科技因此一炮而紅。2004 年增資重組為泓

瀚科技，以吸納更多人才、設備，就此構築

他的墨水王國。 

泓瀚科技掌握了龐大的商機以及先進的

技術，不僅開發出奈米原料色漿配方，2007

年研發出冷昇華墨水，2009 年更研發出

Magic Ink 環保墨水，這種可以在各種無塗層

的材料上使用的墨水，堪稱墨水界的大革

命，讓泓瀚成為產業界的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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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瀚科技從浴室車庫起家，到如今已擁

有生產一廠、二廠，研發一部、二部，製造

一課、二課，是全台最大墨水製造商，是台

灣唯一從色漿原料，到產品開發、製成，皆

一手包辦的墨水商，擁有三十餘項專利，行

銷全世界 85 個國家。2010 年成為股票上櫃

公司，去年營業額四億元，今年已達六億元，

其中有八成外銷，是歐洲、中南美與東南亞

市占率最高的墨水廠牌，並且也是日本以外

區域，唯一日本原廠奈米級墨水代工廠，呂

椬境說「我們不做競爭者的對手，我們只做

競爭者的標準」。 

呂椬境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靠著不放

棄、堅持不懈的毅力與決心，才能屢屢不斷

的將墨水產品推廣至更進階的層面，就如同

他的座右銘『業精於勤』，呂系友於 2006年

當選和諧中國十大創新人物，2010年榮獲第

13 屆『經濟部小巨人獎』，隔年榮獲象徵中

小企業最高榮譽之『第 20 屆國家磐石獎』及

2012 年獲得第 34 屆『青年創業楷模獎』、

第 13 屆『國家品牌玉山傑出企業獎』等榮

譽，堪稱台灣之光，興大之光。 

 

 

§ 校園要聞 § 

節能智慧玻璃製備技術新突破 林寬鋸

教授研究登國際頂尖期刊 

由中興

大學化學系

林寬鋸教授

與博士生顏

吟赬、陳景

智所組成的

研究團隊，研發出「節能智慧玻璃之一步製

備技術」，所開發出的二氧化鈦奈米線玻璃

基板，具有製備簡單、成本低廉、具高穿透

度且同時具備電致變色與抗反射之特性。

2012年 8月 28日刊登於國際前 5%頂尖奈米

期刊(ACS NANO)，並於 7月 19日獲世界最

多會員之美國化學協會(ACS)官方新聞網站 

(C&EN news)大幅報導。 

根據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的研究指

出，美國建築物的電力使用量約佔全部電力

的 70%，其中有高達 30%的電力是經由窗戶

而 損 失 。 節 能 玻 璃 - 電 致 變 色 窗 戶

(Electrochromic Windows) 可藉由施加電壓

來調控玻璃的明與暗，當窗戶玻璃顏色變為

暗色時，可以有效阻絕窗戶內外之紅外光熱

量的傳遞，減少經由窗戶之電力的損失，但

製作電致變色窗戶的過程需要塗佈多層材料

與多次繁瑣的步驟且價格昂貴。 

電致變色窗戶的結構像電池，是個三明

治式的結構，兩片玻璃間夾有一層電致變色

層和電解液，電致變色層最典型的材料為氧

化鎢(tungsten oxide)，電解液中則含有鋰離子

(lithium ions)。當施加電壓通過電致變色元件

時，會促使電解液中的鋰離子進入到電致變

色層中而使元件改變顏色進而吸收可見光與

紅外光；當施加反向電壓時，鋰離子會從電

致變色層中遷移出來，而使元件恢復原本的

顏色。 

此外，電致變色窗戶也需要額外塗佈一

層抗反射層(antireflective layer)來增加玻璃的

穿透度，假如缺少這一層抗反射層將會使窗

戶呈現暗黑色，然而此項額外的塗佈過程卻

也增加了窗戶的成本。 

為了要減少此項成本的支出，林寬鋸教

授積極投入研發，經歷 3 年的時間，終於成

功開發出一套以單次塗佈之技術，可同時製

備具有電致變色與抗反射特性的電致變色元

件。 

http://www.careernet.org.tw/inlan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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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寬鋸教授指出，二氧化鈦 (titanium 

dioxide)奈米線(nanowire)同時具有電致變色

與抗反射之特性，但是要將其成長在玻璃基

板上並不容易。因此，研究團隊開發出一種

簡單的製程。 

先在玻璃基板上先濺鍍(sputter)上一層

鈦金屬層，將其浸泡在 80℃之氫氧化鈉鹼性

溶液中一個小時，此過程中鹼性分子會與鈦

金屬表面反應形成二氧化鈦奈米線，藉由改

變鹼性溶液的濃度可形成不同厚度之二氧化

鈦奈米線，並經過不斷的測試找出了具有最

大穿透度與孔洞性之參數。研究發表，當鹼

溶液濃度為 2.5M 時可以製備出最佳之二氧

化鈦奈米線。 

研究團隊再將最佳條件之二氧化鈦奈米

線基板組裝成電致變色元件，面積大小約為

1.69 cm2，當施加電壓到-4.5 伏特時電致變色

之元件會產生深藍色，當施加一反向電壓到

達 1 伏特時，電致變色之元件就會變回無

色。同時，二氧化鈦奈米線的折射率為 1.37，

其與一般使用其他抗反射材料的折射率相

同。 

研究團隊表示，此技術未來相當具有市

場潛力與學術價值，除了可作為建築與移動

式車輛之智慧型窗戶外，也將投入於光電科

技之研究，如太陽能電池、水裂解能源與生

物質能源。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化學系教授 Sarbajit 

Banerjee 指出，結合電致變色與抗反射的概

念早已被提出，以往無人做到，而林寬鋸教

授做到了！ 

黃景帆副教授研發白金回收技術 刊登

國際期刊並獲特別報導 

中興大學化學系黃景帆教授實驗室開發

全新、快速、環保之白金(platinum)回收方

法，有效解決白金溶解難度高、高污染及溶

解速度慢的問題，該研究成果已於 2012年 1

月 12 日刊登於國際頂尖期刊《德國應用化

學》  Angewandte 

Chemie，該期刊編

輯評選此研究成果

具有報導價值，特

別以新聞稿方式報

導於期刊網站首

頁。PHYSORG.com、創新報告(Innovations 

Report)、e! 科學新聞(e! Science NEWs)、化

學觀點(Chemistry Views)等相關科技網站亦

相繼引用報導。 

黃景帆教授指出，白金為重要催化材

料。能源危機使得發展環保替代能源刻不容

緩，除永續能源外，燃料電池為當前解決能

源危機策略中最具潛力且直接的方式，白金

為燃料電池中電極催化劑的重要成份，但白

金數量稀少且價錢昂貴，其大量使用已限制

燃料電池的商業發展，本實驗室提出的白金

回收策略，能有機會解決白金大量使用的問

題。 

白金回收為困難且複雜之程序，首先需

克服白金溶解問題，傳統化學中白金被認定

為特殊穩定之貴重金屬，因此白金溶解並不

容易，高腐蝕性、高氧化性溶劑如王水(aqua 

regia)、或俗稱食人魚洗液 (Piranha Solution)

之特殊化學藥劑常用來進行白金之化學腐蝕

以及溶解，電化學方法雖可避免使用高腐蝕

性化學藥劑，卻需於高毒性、高污染性的電

解液中進行，高毒性氣體易伴隨產生且電流

效率不佳導致白金溶解速度緩慢。 

黃景帆教授實驗室利用電化學方法結合

新式綠色溶劑-離子液體(Ionic Liquid)-成功

使白金快速溶解於離子液體中，其溶解速度

為一般傳統化學藥劑的千倍以上，打破傳統

白金不易溶解之迷思，離子液體為新興「綠

色溶劑」，其幾乎「零」揮發性，因此不會

造成大氣污染，除了驚人白金溶解速度外，

黃教授更發現可於「同一鍋」(即相同電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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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無需更替及任何化學處理)中直接進行高

效率白金還原回收，達到溶劑回收重複利

用，成功建置環保白金回收方法，該方法亦

可推廣於各類貴重金屬之回收。 

黃景帆教授表示：「我們盡可能去解決

貴重金屬有效利用之問題，貴重金屬回收是

一個可能的策略，直至目前，我們仍然不認

為已經找到最佳的方式，我們將持續修正既

有方式延展其應用性，並試圖尋找更好的方

法。」 

 

賴秉杉副教授開發光感藥物奈米新劑

型 有效提高療效、減少副作用 

 

光動力腫瘤治療法是一種低侵入性的新

興癌症治療方式，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賴秉

杉副教授、台大醫院謝銘鈞教授、婁培人教

授、工研院與興大博士生許維喆、研究助理

游秀萍等人組成的團隊，經歷 5 年研究，共

同開發新型態的藥物傳遞系統「標靶性高分

子奈米微胞系統」，用來輸送疏水性光動力

治療藥物，經活體試驗證實，可降低光動力

療法中皮膚光敏感的副作用，並可有效提高

抗腫瘤之效果與減少光感藥物用量，此項成

果今年 7月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 Small。 

研究團隊指出，光動力療法多是以靜脈

注射的方式，將光感藥物注入體內，再以適

當波長的光束照射治療部位，利用光束激發

藥物作用，將氧氣轉化成產生大量的單態氧

或自由基，破壞癌組織達到治療的目的。 

但臨床應用上最主要的副作用之一為光

感藥物造成的皮膚光敏感，患者需避光多個

星期，以防皮膚產生光過敏或灼傷。因此，

如何讓光感藥物標的性地到達癌細胞並減少

藥物累積於皮膚，成為此療法極欲突破的重

點。 

賴秉杉表示，研究團隊利用高分子微胞

包覆疏水性光感藥物的新劑型，有效提高藥

物在水溶液性中的穩定性，相較於目前臨床

使用的乙醇、丙二醇與疏水性光感藥物的現

有劑型，可降低皮膚的光敏感性副作用。在

活體試驗中，打完光感藥劑後的第 48 小時，

用光束照射小鼠，使用一般臨床用藥的小鼠

皮膚會產生紅腫、焦黑的情況，而使用高分

子奈米微胞系統包覆藥劑的小鼠皮膚則無任

何異常反應。 

此外，癌細胞表面常有葉酸受體大量表

現，研究團隊進一步將葉酸接枝在奈米微胞

表面，有助於光感藥物聚集至癌細胞處，經

活體實驗結果發現，可增加光感藥物在腫瘤

組織的累積量、提升光照後的抗腫瘤效能，

與目前臨床用光感藥劑相比可減少三分之一

的用藥量即可達到同樣的治療效果，對於光

動力藥物傳遞領域是相當重要的發現。 

近年來多功能奈米載體被視為是未來癌

症造影或治療的一大利器，賴秉杉與興大博

士生徐嘉延進一步開發「自組裝中空光感藥

物奈米載體」，利用其特性將光感藥物自組

裝成一個穩定性極高的中空結構，內部可同

時包覆氣體，經實驗證實此奈米載體可同時

具有光動力治療及超音波顯影的雙重效果。

此成果刊登於 9月 28日出刊的國際知名期刊

Chemical Communications，並獲選為該期封

面。 

此系列的藥物傳遞系統開發，突顯了奈

米藥物載體的價值，有效增加光感藥物治療

效果及減少副作用，極具市場潛力。賴秉杉

表示，下一階段將積極尋求與廠商合作，開

發新劑型的藥物，除光動力治療藥物外，其

他藥物亦可投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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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指出，全球光動力治療應用市場

至 2014 年將達到 20.8 億美金的產值，年複

合成長率約有 10.4％，現階段該應用市場仍

屬於少數廠商寡佔的市場，與其他新藥市場

相同，未來若能藉由新劑型的設計，以增加

藥物治療效果及減少副作用，就能增加切入

此市場之利基。 

§ 系上動態 § 

賀！本系李茂榮教授 101年 2月榮任中

興大學理學院院長 

李院長當選感言： 

感謝院內同仁，

尤其是化學系同仁之

厚愛忝為院長，能有

機會為大家服務，將

協助各系所完成教學

任務、提升研究環境

水平及幫助院內所有同仁解決問題，並尊重

本院各系所傳統及考量各領域之特性及差

異，提出合理的決策及訂定相關合理的制

度，以增進本院研發能量，利用各系所目前

已有優良的研究成果，推廣院內各系、所合

作，並結合校內相關院系，如農資院、獸醫

院、生科院、工學院等，跨大研究合作計畫，

也盼各為同仁能多方協助，使理學院未來能

更好。 

李茂榮院長簡介 

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化學碩士 

(M.S. University of Florida,1985) 

 中興大學化學理學士 

(B.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1975) 

現職 

 國立中興大學 特聘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中央警察大學兼任教授  

 中興科技文教基金會監事  

 台灣質譜學會常務理事  

 國科會貴重儀器審議委員  

 國科會分析化學小組學術委員  

 台灣層析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 第六屆顧問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 第六屆教育推廣與

出版委員會  

經歷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系主任  

 台灣質譜學會理事長  

 台灣質譜學會常務理事  

 環保署環境檢測機構現場評鑑專家  

 衛生署濫用藥物尿液檢測機構評鑑技術委員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理事  

 國科會自然處諮議委員  

 國科會自然處審議委員  

 國科會化學中心分析小組召集人  

 國立中興大學研發處貴重儀器中心主任  

 國科會自然處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審議委員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董事  

 國際科展審評審委員  

 奧林匹亞評審委員  

 全國中小學科展評審委員  

 “國際科學展覽活動”輔導教授  

 “中華科技協會”副秘書長  

 台中市化學災害預防諮詢顧問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兼任審查委員  

 考試院典試委員  

榮礜 

 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2012-2014  

 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2010-2012  

 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2007-2009  

 2008 中興大學特別貢獻獎  

 台中榮民總醫院與中部十大院校97年度合作

研究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優良論文  

 2008 年中興大學建教合作績優獎  

 2005 年中興大學建教合作績優獎  

 2000 年中興大學研究績優獎  

 86-89 年國科會甲等獎助  

 81-82 年國科會甲等獎助  

 

陳如珍教授紀念專題演講 

 

本系於 101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在化學

館一樓視聽教室舉行『中興大學化學系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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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教授紀念專題演講』，邀請本校李德財校

長及中央研究院陳長謙院士致詞，並邀請日

本東邦大學中村幹夫教授 ( Professor Mikio 

Nakamura)以「Fine-tuning of Heme Electronic 

Structure by Means of Axial Ligands，Peripheral 

Substituents，and Ring Deformation」為題演講。 

新聘專任教師介紹— 

蕭鶴軒助理教授 (Hsiao， He-Hsuan) 

 

蕭鶴軒助理教授 (Hsiao， He-Hsuan) 

1977 年次 

學經歷： 

 中興大學化學系學士 (1995/09-1999/06) 

 中興大學化學系碩士 (1999/09-2001/06)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蛋白質體中心研究助

理 (2001/07-2007/01)  

 德國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生物系博

士 (2007/02-2010/08) 

 德國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Biophysical Chemistry

博士後 (2010/08-2012/06) 

 中興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2012/08-迄今) 

個人專長： 

蛋白質體學、生物質譜分析 

研究興趣： 

主要研究重心為利用層析分離方法與生

物質譜分析技術，並結合蛋白質資料庫搜

尋，來進行大規模的蛋白質身份鑑定及轉譯

後修飾之偵測，例如：蛋白質磷酸化、醣基

化、泛素化等。此外可藉由紫外光照射核糖

核酸與蛋白質分子，來形成穩定交叉結合錯

合物，進而探討生物分子之間的交互作用。

並可經由穩定同位素標定來進行蛋白質之定

量分析，結合奈米粒子科技純化蛋白質及胜

肽，研究抗癌藥物與蛋白質之間的交互作

用，尋找新的疾病指標，作為早期疾病診斷

依據。 

化學系外籍生活動 

 

本系於 101年 11月 17日(星期六)舉行化

學系外籍生活動，本系目前有外籍學生 17

名，為推動國際交流，由陸維作主任及洪豐

裕教授、陳淑治老師帶領本系外籍學生至台

中火車站、新舊台中市政府、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及草梧道等地參觀，中午至核果美食

工房用餐，讓他們認識台中市古蹟、體會台

灣自然及人文科學理念，此次活動計有 12位

外籍生與 2位交換生參加。 

 

賀！林彥佑副教授榮獲本校『服務特優 I』 

林彥佑

老師為本系

68級畢業系

友，於民國

76年返校服

務。林老師

除了在系上

分擔服務工作外，熱心參與本校公共事務，

擔任校招生委員、校課程委員、教務系統建

置小組委員，協辦招生推廣之宣導、多志願

遞補報到程式建置等。98-99學年度擔任註冊

組組長期間，協助完成多項便利學生措施及

推動教務系統重大變革；學士班畢業離校

Easy Go系統的建置，讓畢業生單一窗口完成

離校手續，免於奔走各單位；學生證圖樣學

生票選決定及具悠遊卡儲值功能；成績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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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未完成(I)』方式；建置碩生班新生報

到自動遞補程式；大學生上修研究所課程不

需加繳學分費，降低教師大學部及研究所均

開課負擔；建構新教務系統等。 

林老師為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推廣教育

評鑑審議委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等職務，

長期協助學生申訴及性騷擾之調查及評議等

多項事務。他並協助本校推動文宣服務，至

台中一中、台中女中、斗六高中、員林高中

等校進行宣導活動。他在校外擔任永和里社

區發展委員會創會理事、南京大廈社區管理

委員會主任及永和里長青聯誼會創會總幹

事，協助制定章程及舉辦各項活動，推動社

區發展‧ 

林彥佑老師熱心公益，積極投入服務工

作，提升校務品質，輔導學生，關懷社會，

繼 92學年度榮獲特優導師後，恭喜林老師再

度榮獲 101學年度服務特優獎。 

賀！李進發副教授榮獲本校『教學特優 II』 

李進發

老師專長為

有機化學及

催化反應，

擔任大學部

有機化學課

程教學，廣

受好評。他指導的研究生亦獲得多項殊榮，

如 2010 年綠色科技學生論文競賽綠色化學

組第一名，及 2010-2012年連續三年榮獲「中

國化學會有機化學研究生論文獎」，恭賀李

老師榮獲 101學年度教學特優獎。 

除在教學上有傑出表現外，李老師研究

能力亦備受肯定，他於 2008 年返國任教，主

要的研究方向是利用低毒性和容易取得的鐵

和銅為金屬來源進行碳-碳，碳-異原子鍵之耦

合反應。一年後他發現第一個鐵催化碳-硫鍵

之生成反應，並且發表在英國化學會重要期

刊 Chemical Communications，此篇論文至今

已被引用 36次。第二年，李老師結合氧化銅

的多孔性分子篩進行碳-硫鍵之生成反應。此

工作也發表在 Chemical Communications，至

今已被引用 32次，並獲得著名期刊 SynFacts

的特別報導。回台短短四年間，李教授發表

了 14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 

李進發老師的傑出表現獲得 2011 年國

立中興大學『興大之光』以及建大文教基金

會『傑出年輕金玉學者』的肯定。2012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他在新加坡舉行的「The 7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tting-Edge Organic 

Chemistry」上獲頒亞洲核心計畫講學獎 

(Asian Core Program Lectureship Award)，應邀前

往中國進行為期一週的巡迴演講，李老師實

為化學界年輕一輩的佼佼者。 

 
賀！葉鎮宇教授榮獲第十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葉教授和其研究團隊同仁，合成出新的

Porphyrin 染料用在染

料敏化電池，成功將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轉換效率推進

至 13.1%，為世界記

錄，其大幅增加日後產

業量產之可能性。此項

研究成果發表於頂尖期刊 Science，並於 2012

年 6月榮獲綠色科技類-有庠科技論文獎。葉

教授獲得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頒

發獎座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20 萬元整。2012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他在中國蘭州舉行的國

際華人有機/無機研討會(ISCOC-11/ISCI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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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獲頒 The Bau Family Award (鮑氏獎)，恭喜

他再創佳績。 

 

賀！曾聖方同學榮獲『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本系大學部四年級曾聖方同學因協助同

學突破困境，完成數舉愛心服務，榮獲『陳

如珍愛心服務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學

生。 

曾同學成績優異，99-100 學年度獲得中

興大學「績優學生獎」、99 學年度理學院「興

理學業傑出獎」及 100 學年度「興理學業優

良獎」，並經甄試錄取台大化研所。他與同

學組成讀書會，經常協助同學及學弟妹解決

化學相關問題，也提供成績 1/2 不及格學生

課業輔導，並積極參與社團及志工服務，如

擔任中興大學親善大使、志工隊及化學下鄉

服務等活動。曾聖方熱心公益，實為興大化

學人的模範。 

得獎感言 

曾聖方(102級系友) 

很榮幸能夠得到這個

獎項並在這裡分享我的經

驗。起初，對於愛心服務這

個概念，其實我並沒有相當

瞭解，很簡單地只是希望自

己大學過的充實些，因此參加了許多我覺得

有意義的志工團隊或組織。最初，我加入一

個團隊-中興親善大使。它隸屬學校招生組，

是一個對外接洽的橋梁，協助學校辦理研討

會、大型活動外，也幫助大學博覽會及帶領

高中生進行校園導覽等活動，為即將進入大

學的新鮮人們找到他們自己興趣的領域。親

善大使裡有專業老師的教導，對我來說學習

到的不只是美姿美儀、口語表達技巧以及服

務接待貴賓時的儀禮跟態度，而是更深的潛

移默化，並且更重要的是，那一顆熱忱服務

的心和笑容。辛苦過後看到被服務者誠心地

跟你說聲謝謝是一件很溫暖的事，不管是一

句話或一個微笑都會讓我開心一整天。看到

高中生選填志願的疑惑，那份迷惘似乎是每

個人都經歷過，我也彷彿看到了當年的自

己，覺得很幸運選到了自己喜歡的路，當然

也希望能夠幫助這些人找到他們真正有興趣

的路。也遇到了很多不求回報的對人好、熱

心服務的好朋友們，看到他們的熱情，讓我

很嚮往他們的生活與態度。 

回想過去，大學至今我遇到了很多貴

人，謝謝系上老師們的栽培和鼓勵，特別是

我大學專題研究的指導教授 楊圖信老師，是

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盞明燈，指導我實驗技巧

之餘，不論再怎麼忙碌，對學生課業上的任

何疑問老師都會很熱心講解，也相當關心學

生，對教育與研究的熱忱更讓我覺得由衷欽

佩。 

或許是因為這些際遇，讓我發現我是一

個很幸運的人，也覺得服務是一件令人開心

的事，看到其實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需要幫

助，讓我覺得自己是不是也有能力能夠做一

點改變，讓他們也能得到幫助，得到溫暖與

幸福。 

我參加了很多志工團隊及系上活動，跟

大學同學一起討論功課念書互相學習教導；

參與系上化學營及親善大使高中生參訪任務

讓高中生能夠進一步學習了解系所；參加化

學下鄉志工活動，以行動化學館的方式到偏

遠中小學校教導有趣的化學實驗，帶領他們

進入化學世界，體驗化學奧秘；參加興大志

工隊以大學生的力量，到國小裡藉由說故事

推廣閱讀服務及閱讀活動陪伴需要幫助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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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讓小朋友能從閱讀中培養主動學習的能

力。我覺得服務別人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我感受到了人情的溫暖，還有更多微笑的感

動。 

很感謝這些經歷給予我許多心靈上的充

實，相信幫助別人自己能得到更多，分享我

的經驗提供給學弟妹做參考，也鼓勵學弟妹

能夠嘗試體驗，給別人溫暖自己也能得到溫

暖，你一定也會有很棒的收穫。 

 

 

 

 

 

 

 
Δ第 16 屆化學營     Δ興大志工隊-國光國小 

 

 

 

 

 

 

 
Δ化學志工-三民國中   Δ大學博覽會-台大體育館 

 

年級 歷練項目 

大一  參與系上羽球隊。 

大二 

 參與系上羽球隊。 

 參加迎新宿營並擔任隊輔。 

 參加中興化學營並擔任工作人員。 

 中興大學親善大使團員。 

 擔任中興竹友會器材長一職。 

 友欣數位學苑國高中數理解題教師 

大三 

 擔任班上總務一職。 

 擔任中興大學親善大使活動長一職。 

 擔任大學博覽會第二類組講師。 

 擔任高教論壇等校務座談會親善負責人。 

 擔任親善大使成果發表會導演。 

 國三理化補習班上台講師 

大四 
 參加興大志工隊。 

 參加化學下鄉化學志工。 

 

國科會貴儀「振動光譜顯影系統」介紹 

母系近日新增「振動光譜顯影系統」一

台，為耗資 2800 萬元購買之國科會貴重儀

器，目前安裝於化學系館 306 室，此套系統

含有四大功能：1.原子力顯影功能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2.針尖增強拉曼光

譜顯影功能(Tip-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TERS); 3. 近場掃描光學顯影功能(Near-field 

Scanning Optical Microscope, SNOM); 4.霍式

紅外光譜共焦平面陣列顯影功能(Focal Plane 

Array, FPA-FTIR)。 

受限於光繞射行為，一般傳統光學顯微

鏡測量影像時，只能達到微米的空間解析

度，造成光學影像粗糙。而新購置之振動光

譜顯影系統，除可提供待測物的分子振動能

量光譜圖外，其測量影像時更可克服光學顯

影系統的空間解析不佳的問題。分子振動能

量光譜圖提供豐富的分子結構與分子作用的

化學資訊，而高解析的影像圖更能提供化學

物質精確的分佈狀態，對科學與科技領域上

都相當重要。 

本儀器為近年來才發展出之尖端技術，

樣品無需前處理如添加顯影劑，便可獲得高

空間解析影像圖，不僅能提供豐富的化學結

構與作用之資訊，為他種儀器無法取代，且

有廣大的服務範圍，舉凡材料科學、電機、

環工、地科、資源、化工、化學、物理、醫

工、藥學、生物、醫學都是所涵蓋的領域。

此次由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補助購買之「振

動光譜顯影系統」，具有先進之 TERS 顯影

系統，以及 FPD紅外光顯影系統等配件，將

能有效提昇全國各大專院校之研發能量。(諮

詢教授：楊吉斯，TEL：04-22840411轉 306) 

 

 

 

 

 

 

 

振動光譜顯影系統主機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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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大學四年 

蔣富珉(101級系友) 

回顧大學四年，一切都

是從在 107 教室新生自我介

紹開始的，回想當初高中時

期為自己的課業勞碌不問班

級公共事務，總是抱持著事

不關己，己不操心的消極態

度過完了高中生活，高中畢業的那一刻我很

懊悔自己的回憶總是圍繞在書桌附近，正好

趁著這次自介被推選為班代我決定給予自己

一個嶄新的開始，去接近人群、去參與公共

事務，小到揪人逛一中、聯誼、練系壘，大

到每個月為班上同學辦慶生、拉同學參加迎

新活動、化學營。 

說到大一的化學營，這可說是我大學生

活難忘而且寶貴的回憶，徹徹底底了解台上

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每一個笑話、每一個

梗、每一個活動都是千錘百煉出來的，雖然

有時覺得學長姐們再刁難我們，但是我們彼

此又瀰漫著一種同甘苦共患難的情誼，我也

見識到人類體能的無限可能，營前訓到正式

出隊近 10天平均一天睡不到 5小時卻又要活

蹦亂跳一整天，必須承認確實看到小朋友們

有些人來瘋，也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想表現，

不然之前的磨練都白費了。 

像我這種每天都在想活動，有空就打球

的人，當然功課也被當得稀巴爛，從小到大

我的成績單從沒出現過 30 名之後的名次，但

大學第一個學期就摔到 42 名但是全班才 49

個人耶！老實說我有點驚訝，但是我不意

外、也不後悔，因為至少我知道不見的分數

變成什麼了，正當大家開始拼命衝成績拼推

甄時，我接下了系壘隊長，也正準備籌組 101

級系學會，大家念書的時候，我在想球隊的

練球模式、想系學會的事務，坦白說我很擔

心我的功課、擔心我能不能順利畢業、擔心

我未來能不能有好的工作，但是往往在念書

與處理系學會、系隊事務上做抉擇時，我都

選擇了後者，我掐指一算覺得我要處理好後

者是事半功倍，但是要把試考及格對我而言

太困難了，當然我也會安慰自己說把題目背

熟對我的人生又有什麼幫助不如好好把系學

會、系隊經營好，不僅憑著這股傻勁，還把

我的好朋友們柏宇、岱穎、庭耘、彥勳、怡

蒨、婉婕、珮璁、思瑩拖下水，真的很感謝

他們不顧自己的權益為系上付出，當然還有

更多更多好朋友是私底下幫忙著我們的，無

論是有活動的時候不問名分不居功的熱情幫

忙，還是考試前為我們開班授課，作考試重

點整理，有時候真的會感動的說不出話來。 

正當我以幹部的身分帶完化學營，也正

式宣告我將要從系學會退休了，當我在煩惱

沒有這些事情可以忙會多無聊時，我爸問

我：「畢業要做什麼？考個研究所吧」，我

笑說：「能不能畢業還不知道呢？更何況我

成績這麼爛，連中興都不想捧場」，思索了

一陣子後加上師長們的鼓勵、同學們的激將

我決定要重拾課本準備研究所，從沒想過我

大學能有機會每天念書 8 小時以上，每天用

電腦不到 2 小時，每天關在不見天日小房間

裡，每天看有機無機物化分析，我真的很慶

幸，慶幸我真的喜歡化學，很開心可以從課

本更了解化學，也很後悔現在才認真去看這

些東西，就這樣每天寫題目到崩潰，每天吃

飯時跟同學互相取暖，跌跌撞撞的到了考試

的那一天，很開心跟我一起奮鬥的戰友都一

起考上好學校，很難過有些同學考的不理想。 

很幸運可以考上交通大學應化系，讓我

有機會鹹魚翻身，真的很開心我大學四年不

只讀書還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也沒有辜

負爸爸媽媽對我的期待，也在大學的最後尾

聲，撥開被當的陰霾由衷的發覺自己是真的

喜歡化學，記得大三的時候告訴自己念書比

起處理系學會還要困難的多，經過這次準備

研究所的經驗，我才知道這個世界上應該再

也找不到第二件事的投資報酬率會比念書考

試還要高了，我在這裡要好好勉勵那些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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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系上忙得沒日沒夜、被當得體無完膚

的學弟妹，雖然現在你們比較沒空念書，但

是你們做的這些事情，成功也不會寫再成績

單上，無論是從中得到的做人處事經驗、有

革命情感的好夥伴、實際運作時發生的點點

滴滴，這些寶貴的東西都是在那個不見天日

的小房間裡得不到的，也是課本找不到的 

最後很榮幸四年前可以進入中興化學系

就讀，感謝每個指導過我的老師，很開心可

以跟 101級的小瘋子共事、念書，珍重再見。 

 

ps 蔣富珉系友介紹：大一大二班代、101級系學會系總幹、

101級系學會美工長、中興化學系壘隊長。 

 

畢業感言 

駱宏杰(101D級系友) 

何謂夢想？夢想是現在你想做卻做不

到，等以後你有了能力時才能做到的事情。

小時候我幻想著自己可以成為一位偉大的科

學家，為了能成為一位優秀的科學家，靠著

不斷的努力與磨練，如今我能站在這裡，代

表我做到了。 

首先我要感謝我

的父母，身教猶如言

教，是我人格成長的最

佳楷模，且義無反顧地

支持我的決定與方

向，是我人生最重要的

人。接著要感謝我的女

友，在我最無助時給予

我心靈上的滋潤與鼓勵，使我的步伐逐漸放

達，以及我的好朋友們不斷地加油打氣，讓

我更有信心向前邁進，也使我完成這個挑戰。 

在博士班就學期間，我由衷地感謝我的

指導教授楊圖信老師，也是帶領我踏入科學

的一盞明燈，在疑惑的時候不間斷地為我解

答、批評與指正。我也要感謝我的學長們，

使個人得以在自己的領域之中找到適合的研

究題材與傳承，並將其發揚光大，還有同學

以及學弟妹們，在學期間互相砥礪，激發出

更高品質的研究成果。以及系上的每位老

師，沒有你們的付出努力，就不會造就出這

麼多位偉人，還要感謝母校中興大學，給予

我們卓越的學習環境與資源。 

回憶在母校的點點滴滴，我在這裡學習

到的不只是專業知識，而是如何待人處事，

以及面對困難的勇氣與毅力，套一句我們老

師常說的：「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這告訴我們，面對再大的困難，並不是選擇

逃避，試著繞路看看，走出屬於自己的那一

條路，成功是屬於你的，這也是我送給學弟

妹的一句話。 

最後是我在中興大學這八年以來的心路

歷程，從大一剛進入校園，對於充滿無限好

奇心的我，給我在高中感受不到的新奇與衝

擊。在大二、大三期間課業壓力變大了，也

是抉擇考研究所或推甄的期間，聽著學長的

建議進來了楊老師實驗室，一開始的專研生

活真的是很有趣，有無數新的實驗以及晚上

跟學長們一同出外遊玩，這是我初嘗研究生

活最快樂的時光，但在大四的時候，由於我

對某一個實驗過敏，曾經因此在家休息一個

月，也是我在抉擇是否要一拚出國深造的夢

想的轉捩點，當時系上獎學金非常優渥，並

且考慮到對家人的負擔，最後我還是選擇了

逕讀博士班，這也是我選擇人生的一大錯誤。 

在研究所期間，再也沒有像專研生一

樣，第一年不但要面臨龐大的課業壓力進度

壓力以及資格考，也是我念博士班最辛苦的

時段，大約在二下的時候我的實驗結果終於

有了成果，也沒有枉費學長指導的一番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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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但在這時候獎學金卻在此停住了，這是

在這裡的動力之一，卻在此對我澆了冷水，

時常在想為何當時不拚一下，也許現在已經

在外深造，好在當時有老師的援助還有學長

學弟的指導與幫助下，也不是這麼不快樂

了，但是這時我已經對我自己許下我一定要

四年如期畢業的念頭。在最後一年裡，真的

與大部分的研究生一樣，在等期刊發表的煎

熬以及與老師之間的磨擦，也是我最不快樂

的時候，所幸到最後一刻完成了學業，在實

驗上的心得，別人的幫助是必要的，但有些

時候必須堅持自己所想的，畢竟實驗是自己

在做，很多訊息是自己要去發現的，這樣才

能知道可以成功的方向所在。在最後我認為

選擇人生的一大錯誤，不再是錯誤了，我沒

有逃避並走出了屬於自己成功的路。 

§ 榮譽榜 § 

 捐款芳名錄(101.1.1-101.12.31) 

分類項目 捐款人 金額 

財團法人中興科技

文教基金會 

蔡福源 50,000 元 

許博 10,000 元 

呂椬境 3,398 元 

盧金祥 1,000 元 

紀國庫 1,000 元 

顏慶堂 1,000 元 

中興大學校務基金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 元 

101年度母系畢業生錄取各碩士班榜單 

中興  

化學系：李佩芸、陳祐豪、張家瑜、陳柏舟、

蔡睿允、曾張晉、施婉婕、許庭耘、吳安茹、

吳岱穎、陳瑋駿、林柏宇、程煜翔、張侑甥、

吳宏泰、呂政昕、王怡蒨、張景翔、賴宣光、

莊翼鴻、楊斯筑、嚴珮璁、柳建宇、陳昭安、

林建宏、酈又瑄、黎威麟、楊泰泓、黃彥勳、

黃宇劭 

化學系逕讀博士班：蔡振彥 

台大  

化學系：王晨皓、江瑞堂、張仲逸、黃崇銘、

李柏漢、蔡睿允、吳岱穎、吳毓心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陳子胤 

清華  化學系：曾張晉、江瑞堂、陳瑋駿、吳宏泰、

程煜翔、林柏宇 

工學院分子工程學程：廖士陞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廖士陞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張夢芝 

交大  

應用化學系：陳瑋駿、黃崇銘、林柏宇、吳宏

泰、程煜翔、吳毓心、蔡睿允、廖士陞、吳

安茹 

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研究所：陳子胤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王怡蒨、張景翔 

生物科技學系：洪啟紘 

成功  

化學系：許庭耘、黃崇銘、程煜翔、陳瑋駿、

吳岱穎、李柏漢、陳子胤、吳宏泰、王怡蒨

化學工程學系：廖士陞 

中山  化學系：陳瑋駿、張夢芝、楊泰泓 

中央  
化學系：林柏宇、賴宣光、莊翼鴻、劉巧緯、

柳建宇、張夢芝、張貴雅、呂政昕 

中正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呂政昕 

臺科大 有機高分子研究所：張景翔 

 

-- 學生獲獎名單 -- 

2012 中國化學會 壁報論文獎 

碩士 易志倫 (指導老師：李進發副教授) 

碩士 張惟程 (指導老師：洪豐裕教授) 

碩士 陳雅瑩 (指導老師：李茂榮教授) 

博士 徐嘉延 (指導老師：賴秉杉副教授) 

2012 中國化學會 研究生論文獎 

有機化學優等獎 碩士 鄭濬豪 (老師：李進發副教授) 

有機合成佳作獎 博士 駱宏杰 (老師：楊圖信教授) 

2012 中興大學全校運動大會 

男生組：跳高第四名 王智彥 跳遠第四名 王智彥 

女生組：跳高第五名 吳采玲 400M 第四名 陳映竺 

101 年度陳如珍愛心服務獎 

化四 曾聖方 

101 學年度台灣石化合成獎學金  

化三 楊文鳳 化四 吳文平 

101 學年度中興大學興理學業傑出獎 

化二 李頂立 孟書怡 化三 王婷羿 謝佩純  

化四 余若綺 陳宜琳 

101 學年度中興大學興理學業優良獎 

化三 劉桓升 簡又新  

化四 曾聖方 劉宇傑 郭逸雯 魏翎芳 

101 年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普通化學菁英競賽」 

銀牌獎 林志韋 林晟 梁思謙 劉冠慧  

優勝獎 李頂立 張景翔 劉宇哲 

中興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普物會考  

班級第一名 孟書怡 甲等獎(成績前 10%) 劉冠慧 

中興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普化會考  

全學年班前五名 李頂立 張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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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績優學生獎 

化二 李頂立 陳美源  

化三 楊文鳳 王婷羿 簡又新  

化四 吳文平 余若綺 魏翎芳 

中興大學菁莪獎(德智類)  

化二 李頂立 化三 楊文鳳 化四 吳文平 

100 年度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新獎 

化四 曾張晉 (指導老師：楊圖信教授) 

100 學年度全國大專化學盃 

男子籃球 季軍 

男子排球 殿軍  

100 學年度中區大專化學盃 

羽球團體 冠軍 

男子籃球 冠軍 

女子排球 冠軍 

100 學年度應屆優秀畢業學生 

德智獎- 化四 王晨皓 

100 學年度中興大學金鑰獎 

化四 王晨皓 

100 學年度台中市模範生 

化四 王晨皓 

101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推薦榮譽會員 

學士 王晨皓 

碩士 陳品君 林冠宇  

博士 莊惠如 駱宏杰 紀宏文 林仁傑 

100 學年度中興大學第 1 學期績優學生獎 

化一 李頂立 孟書怡 劉冠慧 

化二 楊文鳳 王婷羿 謝佩純 

化三 曾聖方 吳文平 余若綺 

化四 王晨皓 柳建宇 張仲逸 

101 年度國科會補助博士班赴國外研究通過  

博士 陳景智(指導老師：林寬鋸教授) 

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 

核定額度：35 萬元 7 個月 

.-- 教師獲獎名單 -- 

2012 Asian Core Program Lectureship Award 

(亞洲核心計畫講學獎) 李進發副教授 

2012 臺綜大年輕學者創新研究成果選拔 

生科組優等獎 賴秉杉副教授 

2012 The Bau Family Award (鮑氏獎) 

葉鎮宇教授 

101 學年度中興大學教學特優 II 

李進發老師 

101 學年度中興大學服務特優 I 

林彥佑老師 

第十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葉鎮宇教授 

101 年中興大學產學績優教師獎 II 

楊圖信教授、鄭政峯教授、陳繼添教授 

101 學年度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李茂榮教授、楊吉斯教授(聘期 101.08.01-103.07.31) 

100 學年度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曾志明教授、高漢謀教授(聘期 101.02.01-103.01.31) 

101 年中興大學優秀教育人員 

楊圖信教授 

100 年中興大學研究績優獎 

葉鎮宇教授、鄭政峯教授 

§ 系友通訊站 § 

徵稿：中興化學系友專刊 (化學鍵) 歡迎各位系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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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系友您如果喬遷搬家、結婚生子、另有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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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wu@mail.nchu.edu.tw)亦可，以便發

佈、更正及聯繫。 

系友通訊服務網：http://alumniinfo.nchu.edu.tw 

各位系友如您要捐款，請詳閱下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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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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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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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品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台中市國光路250號  寄 

From: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250 Kuo-kuang Road， Taichung 

Taiwan， R.O.C. 40227 

 To： 

郵差先生小姐，本郵件若無法投遞  敬請退回，謝謝您! 
 

mailto:吳承倉助教ccwu@mail.nc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