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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級興生回娘家憶 -----王紀一(54 級系友)。
78 級同學會感言 ----- 李東昇(78 級系友)。
羅順原老師專訪。
陳如珍教授愛心服務獎。
化學館外牆整修工程。
新聘專任教師介紹—梁健夫助理教授。
中化盃及大化盃本系榮獲佳績。
化學系大學部校外參訪—永信、國衛院。
105 級系友畢業感言。
化學系友有話說 -----林宏毅(100 級系友)。

 中興大學化學系創系 60 週年慶『系友回娘家』活動邀請
各位系友大家好：
今年適逢中興大學化學系創系 60 週年，
母系將於今年 10 月 29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活
動，在此誠心邀請您參加，並號召貴班同學
一起回來，活動訊息可至中興化學系官網查
詢。9/30 日前可享報名優惠，敬請系友儘早
報名，若您的公司之產品或試用品，有合適
當成系友回娘家活動之紀念品者，期望系友
大力贊助。
 早鳥優惠價：系友 1,000 元/非系友 600 元/
國小 300 元/國小以下免費。
 9/30 日後報名：系友 1,200 元/非系友 700 元
/國小 300 元/國小以下免費。
 10/29 日現場報名：系友 1,500 元/非系友
1,000 元/國小 300 元/國小以下免費。
(報名費內含午宴，系友另送紀念品。)

＊網路報名網址-中興化學系：
http://www.nchu.edu.tw/chem.

§系友活動§
54/64/74/84 級系友回娘家活動
中興大學化學系於 104 年 10 月 31 日舉
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邀請 54、64、74、84
級系友齊聚敘舊，參加人數約 80 人。

 54 級興生回娘家憶
作者：王紀一
2015 年，台灣的坊間盛演著一齣有關
「灣生」的故事，令人看了不僅感動得一掬
同情之淚水，而且有無限感觸之震撼；所謂
「灣生」係指 1895～1945 這 50 年台灣被日
本人統治期間，凡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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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日本人以「灣生」來與他們本地出生者
作個區分，多少是帶有點輕蔑的味道，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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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淳真女士說：「不知不覺我們竟然已成為
最資深的了，真是歲月不饒人呀！」，但我

他們不會把仿製品叫作「灣製」；這如同現
在的台灣人，不管是本省人、外省人，一到
中國去會被統稱為「呆胞」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說，有骨氣的台灣人寧願當名有新興之
氣的「興生」也絕不可當被日本、中國、…
等等人統治及蔑視的「灣生」或「呆胞」才
是。那些當過「灣生」的日本人，幾十年後
回台尋根，讓台灣人有種被當祖國的感覺而
吐了一口素來不被當國家的悶氣，因而感動
啜泣，這也是人情之常啊！

們看起來還是那麼年輕啊 ！尤其是站我同
排的陳敏男班表他們呢？50 年前，我們都
是隻胸懷大志的青春飛燕，飛出校門後即分
道揚鑣地各奔前程，翼不停飛地求學、求藝、
求偶、築巢、立業，並為人類的繁衍完成了
傳宗接代的歷史任務。無意間，這才猛然發
覺當年那意氣風發，魁力迷人的小燕姿容，
無不被歲月摧殘成隻龍鍾老燕了；如今，即
使兒孫們皆孝順又情長，也阻止不了咱青春
苦短，老氣橫秋之發展態勢了，除非時時回

很榮幸的，我可是名已經當了 50 年的
老「興生」，而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這天，

校回鄉參加同學會，與同窗們一起歡飲那青
春之泉。人老了為什麼懷舊？人到晚年，事
業已走到盡頭，往日的輝煌，已成為過眼煙

在興大母校眼看到一群群生龍活虎的老少
「興生」們回娘家，心中確有陣陣雀躍的驕
傲感，尤其聽到高我一屆的連敏雄學長之描
述：「目前的化學系已經成為興大的門面之
系」這句話時，不禁叫了一聲：「讚！真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唯有自靠這股源源不
斷新興及超越的菁英力量，努力貢獻於台灣
各行各業各角落，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台灣
才能免於淪為當「灣生」
「呆胞」的命運呀！

「各位回娘家學長們！請大家一起來
系館前面照張團體照吧！」，聽完系主任林
助傑教授振奮人心的系之成長、茁壯簡報及
tea-time 時間觀看各屆畢業紀念冊之壁報，
沉緬在過去求學時代之青春美夢中時，忽然
被吳承倉助教的這句話叫醒，尤其是接著那
句 :「最資深的 54 年級，請站第一排！」
更是令人不忍卒聽，這時丁幸一教授的夫人

雲，站在人生最後之驛站，心靈渴望淨化，
精神需要昇華，企盼有純樸真情。這時，只
有故地重遊，與親人相聚，共同追憶童年的
夢，與老同事、老同學、老戰友共敘年輕時
趣聞樂事，才能找到青春時的感覺和那份真
情，珍惜真情，享受真情，這也是老年生活
的一大樂事。

 78 級同學會感言
作者：李東昇
今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們又見面了！
自從民國七十八年畢業之後，所有同學
在不同的領域、行業努力
了將近三十年。就在今年
的二月份，幾位同學聚在
一起聊天，頓時發現我們已經畢業快三十年
了，雖然這期間，有些同學因為地域的關係，
也經常辦小型同學會，然而，似乎沒有辦過
全班的同學會。於是產生了默契，一定要在
今年辦個全班性的同學會。
畢業將近三十年，要逐一地找到每一位
同學，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所幸科技的發
達，經由臉書等，我們陸續找到了散落各處
的同學。當年畢業有五十七位，如今找到了
四十二位。人有了，那麼地點呢？中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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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選擇，位處中間，南來北往都順利。
尤其回到母校，更有懷念的感覺，於是就選
定了地點，禾康餐廳。
經過許多同學的聯繫，當天出席聚會的
同學有三十位，再加三位學長，三位學弟，
以及眷屬，共四十四位。當天早上十點，我
們先約在系館 114 教室見面，男同學幾乎
都發福了，頭髮也白了許多，每位男同學都
和三十年前相差甚遠；奇怪的是，女同學幾
乎沒有改變，和三十年前一樣美麗。
有些自北部，有些人自南部，還有遠從
花蓮特地趕來參加這次同學會，真是令人窩
心。而最讓我們感動的是，曾經在大二教我
們有機化學的楊圖信老師，以及教我們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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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並於 2015 年升等為副教授，這段時
間受到很多老師們的照顧，深深感覺到台中
是個宜人居住的城市，
而中興大學化學系更是
一個溫暖且有人情味的
學校與系所，很幸運也
很開心能在本系工作，
還希望未來大家能互相
照顧。
在生活中學化學，在化學中看生活
大學老師的主要工作，分別是教學與研
究。首先在教學方面，我常問學生的一個問
題 就 是 化 學 是 什 麼 ？ Chemistry 可 拆 為
Chem is try，將化學是由嘗試的這個意思表

數學的陳志鴻老師，也排除萬難跟我們一起
聚餐。期間，我們跟老師一起回憶大二被當
的情況，一起回憶當年似乎也不完全聽懂的
課程，縱然時間過去將近三十年，可是當時
的情況彷彿在談笑間，又一幕一幕的呈現我
們的腦海裏面，這些都是我們最美好，也最
寶貴的記憶。餐後，我們又回到系館敘舊，

露無遺。站在化學教學第一線的我們，常常
在與學生互動的時候，會發現學生缺乏了求
知慾與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並且已經失去
了對學習的熱情。

同時大家也期望能夠每年都見面。

會提出心中的疑問與困惑，從中找到為何會
失敗的原因，透過實驗學習可得到解決問題
與創意思考的方法，點燃對於學習的熱情。

以下節錄參加同學的感言：
“每次參加同學會都有一股莫名的感動，
因為這種情誼和快樂絕非金錢可以買到。
“謝謝各位同學幫我把失憶的過去補回來。”
大家熱情依舊，享受與回味往日的無憂歲
月。”

§人物專訪§
●羅順原老師
我很榮幸於 2010 年到本系服務任助理

每年帶領科學實驗營的經驗中，我發現
學生在實驗的學習過程裡會不由自主地學
習，並可激發其創造力與潛能，進一步地還

今(105)年暑假，本實驗室舉辦之科學
實驗營，將依年紀不同而分為國中趣味科學
營與高中藥物化學合成營，讓學生親手做實
驗，享受化學的樂趣。歡迎國高中生至 FB
粉絲專頁-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羅老師趣味
科學營或高中科學營報名參加。
國中趣味科學營主要是安排了認識物
質的特性（實驗一：酸、鹼與酸鹼的測試，
實驗二：墨水的分離）
、了解萃取（實驗三：
茶葉或咖啡粉的咖啡因萃取）、共沸（實驗
四：紅酒的蒸餾）與再結晶（實驗五：粗鹽
與紅糖的精製）、合成反應（實驗六：阿斯
匹靈的合成）與親手做潔手液（實驗七：
DIY 酒精洗手液、乾洗手與液體 OK 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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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學營則是安排了神經再生藥物
中的神經節苷脂 Hp-s1 的建構基石合成，例
如：唾液酸的甲酯化反應與乙醯化反應、葡
萄醣或半乳醣的去乙醯化反應及苄基化反
應 與 植 物 鞘 氨醇的疊氮反應及矽烷化 反
應。
期待能由實驗了解化學的原理，並藉由
實驗的過程訓練出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化學
不再只是一條條需要硬背下來的反應式跟
方程式，而是可從實驗中找到探索未知的樂
趣。什麼是化學？我想可以解釋成『在生活
中學化學，在化學中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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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穿越血管障壁的嚴重缺點。
由於醣苷神經鞘胺脂質 GM1，如圖一
所示，能夠穿越血管障壁，所以用在治療與
神經細胞退化有關的疾病如帕金森氏症等
疾病，與處理一些與神經細胞退化或損害有
關的疾病如糖尿病、中風及脊隨損傷等疾病
或症狀也都有很好的結果。但由於 GM1 不
易取得且服用劑量太高會引發高脂質血症
等的問題，因而降低了 GM1 在臨床上的應
用。
OH

HO
HO

神經再生醣類藥物合成與活性測試
在研究方面，本實驗室主要致力於合成
醣類、醣脂質與小分子的醣類藥物，目前的
研究著重於神經再生醣類藥物的合成與活
性測試。
現今的醫學科技進步，使得人類壽命得
以延長，並逐漸步向老齡化社會。而與老人
相關的疾病例如老人失智症、阿茲海默症及
巴金森氏症等皆因神經退化引起，其他像是
有關神經退化所引發的疾病尚有杭亭頓舞
蹈症、進行性核上麻痺、多發性硬化症等，
這些疾病都會導致肌肉萎縮、心智喪失或是
死亡。若經由外力重擊而造成神經功能喪失，
均會使患者行動不便及增加家人負擔。
目前治療神經退化或神經受損的方法
有下列幾種：電流生理法、基因療法、幹細
胞療法及藥物療法。前三種方法都需搭配外
科手術，這樣的風險較大，甚至會對病患帶
來傷害。希望能藉由藥物治療，以刺激細胞
進行修補，進而重建已受損的神經細胞。
在臨床上用來治療退化及受損的神經
細胞的藥物以神經生長因子最為有效，其主
要的生物功能為防止細胞死亡並逆轉細胞
萎縮、能維持神經細胞的生理作用、修復損
傷的腦組織及回復老化之腦神經細胞。然而
神經生長因子經由注射進入血液後，卻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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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醣苷神經鞘胺脂質 GM1 的結構

醣苷神經鞘胺脂質在人體中具有細胞
識別、細胞分化、信號傳導、細胞凋亡、作
為病毒的受體及促使神經再生的功能。結構
可區分為三個部份：醣體、神經鞘胺醇或植
物神經鞘胺醇及飽和脂肪酸或不飽和脂肪
酸或 α-羥基脂肪酸。
Diadema Setosum anglioside 是由海
洋裡的棘皮動物門的刺冠海膽的卵巢中所
分離出來的，經由體外實驗得知，其中 Hp-s1
化合物 1 與 DSG-A 2，結構如圖二所示，能
結合神經生長因子可促使 PC-12 細胞增長，
顯示具有神經再生的生物活性。但由於萃取
能得到的量不多且純度不高，故讓我們有興
趣於 Hp-s1 1、DSG-A 2 及其衍生物的合成，
目前本實驗室已完成 Hp-s1 1、DSG-A 2 及
多種衍生物的合成並已進行神經再生的活
性測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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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s1, 1, R 1 = H, R 2 = H
DSG-A, 2, R 1 = H, R 2 = H

圖二、神經節苷脂 Hp-s11 與 DSG-A 2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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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動態§
興大化學館外牆整修工程
本系館於 1995
年完竣至今已 20 年，
期間歷經 921 大地震
以及風吹日曬雨淋
的影響，系館外牆牆
面斑駁龜裂嚴重，影響建築物整體之結構及
外觀。
鑒於今年適逢本系歡慶創系 60 週年，
將擴大舉行系友大會及承辦中國化學會年
會，系館進行外牆整修工程，特別感謝鈴鹿
公司魏早增董事長(72 級系友)贊助塗料費
用及基金會支助部分工程費用，本工程已於
4 月 29 日完成，10 月 29 日系友返校時，將
可看到煥然一新的系館。

陳如珍教授愛心服務獎
104 學
年度財團法
人中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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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身邊的人，在這樣耳濡目染之下，這樣
助人的觀念深植我心。
在學生時期，我在課業上表現還不錯，
老師時常安排我協助同學的課業，班上同學
亦在課餘時間會向我請教功課，我很樂意將
自己所知道的觀念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跟同
學說明並與同學們一起討論，時而在與同學
的討論當中會發現自己觀念的盲點，進而更
改自己錯誤的觀念，而當發現自己所幫助的
同學，在課業上的表現有所起色，對課業更
加有信心更加有興趣時，那種開心的心情是
難以言喻的，從而更加讓我想幫助更多的人，
竭盡我所能地。
上了大學後，課業的難易程度大大提升，
需要透過不斷的思考並且不斷地向老師請
教，此外，透過與同學們的討論與討教能使
念書的效率大大提升，亦能揭開自己觀念的
盲點，在化學的四大領域〈有機、無機、物
化與分析〉當中，同學們各有所長，發揮自
己所長，將正確的觀念以較淺顯易懂的方式
向同學們說明，這是我在大學時期所學習到

感到開心與榮幸能得到「陳如珍老師愛

的，讀書不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與同學
們討教互相分享與提出建議，這樣能使讀書
效率大增並且與同學間培養出革命的情感
─互相幫助，而系上的教授們對於教學具有
相當地熱忱，只要學生有課業上的問題一定
義不容辭地幫忙解惑，假使學生聽不懂，老
師會積極地嘗試用其他方式替同學們解惑，
非常感謝中興大學化學系的教授們所教導
的，不僅僅是科學上的知識，更是一種助人
的熱情，才能使我有能力去幫助別人，亦秉
持著系上教授的精神繼續去幫助有需要的

心服務獎」並在此分享我的經驗以及對中興
大學化學系的感謝。

同學與學弟妹們，希望系上的學弟妹們能一
直將這股助人精神傳承下去。

從小，我的母親即教導我助人的觀念，
「只要自己還有能力，就要盡自己所能去幫
助別人」，母親不僅僅是言教進而身教，縱
使家庭環境不是很好，但只要還有能力即會

 陳子揚系友得獎感言

文教基金會
陳如珍教授
愛心服務獎
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導生聚餐活動中頒發，此獎以鼓勵
本系學生發揮大我，將愛心及服務關照於周
遭的人事物為宗旨，獲獎學生積極投入愛心
服務且成績優異，在此恭賀他們獲獎。

 王意淳系友得獎感言

起初，「愛心服務」這個詞對我來說，
只能用陌生來形容，對他的概念以及涵義其
實並不瞭解。

第六版

化學鍵
剛上大學時，非常想去接觸新的事物，
想要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多采多姿，在因緣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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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體力、心力，當最後得到對方滿足的微
笑，或是簡單的一句道謝，其實也就心滿意

會之下加入了康樂服務社，學習到了許多知
識，並磨練了許多技巧以及台風，之後在一
下的時候才接觸服務學習，利用學習到的技
能，帶領小朋友們體驗完全不一樣的課堂，
讓他們喜歡並快樂的學習。而接觸了之後，
才慢慢了解「服務」的概念，它就像奉獻的
精神，不會去主動要求有形或無形的回報，
但其實這些回報卻是存在的，而實際的感受
反而會與你一開始的預期回報程度成反比，
很多一開始沒特別注意的事情，往往會在最

足了。而這個想法在課堂中遇到系上的楊圖
信教授後，從老師的教學、態度到談吐之間，
發現了教學的熱誠與對教導的愛，除了敬佩，
也更加讓我確信這個想法，希望這份心意可
以繼續傳下去。

後帶給你意想不到的感動。而在過程中，為
了將服務的品質提升，有非常多種方法，康
樂活動只是其中一類的方法，舉凡輕鬆愉悅

太多了，那麼就懷著一個感恩的心吧。

的步調、幽默風趣的主持、別出心裁的說話
方式、異於常人的角色設定、誇張的反應動
作以及隨機應變能力，甚至是與夥伴的一搭
一唱等等，每個環節都有它的意義在，而在
社團中學長姐的指導後，往往會因為個人喜
好的不同，而又衍生出更多不同的特色方
式。

 LC-MS Metho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研討會

每個活動的歷程，都很重要。無論是服
務學習、成果發表會、營隊、宿營，每段歷
程所帶給我的經驗，都是不能被取代的，而
以學弟妹身分跑過一輪活動之後，同樣的活
動，卻是以幹部的角度下去進行，再度重新
認識活動的本質，忙碌的事前策劃，隊員的
招募及訓練，活動的執行，及每天檢討建設
性的提出問題並改進，為了明天或是下一次
要更完善更完美，而這有形無形之中，都環
繞著服務在打轉。而之後在暑假也有跟系上

組辦案，利
用科技技
術逐一抽
絲剝繭找
到關鍵證
據。如何在有限時間內達高效率、高可信度，
考驗著檢驗人員對於基礎原理的瞭解程度，
唯有通盤瞭解，才能將科技技術效能發揮極
致，達到事半功倍。液相層析質譜技術已是
多方領域中不可或缺之分析利器，甚至無法

的同學、老師一同參與頂新基金會所舉辦的
五常德生活體驗營的工作人員，在這裡將所
學的化學知識，利用簡單的話語，實際的操
作，有趣的實驗，讓小朋友們重新認識生活
中無所不在的化學。

取代之位，故瞭解其技術相關基礎原理變得
格外重要。因此特邀國際知名藥物分析專家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研究員現任中興大學
化學系客座教授王功明博士，開設為期一天
液相層析質譜技術之相關課程，包含
Practical LC-MS method development 與

在種種活動中，我想最重要的，是一顆
具有熱誠的心以及發自內心的笑容。無論花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很多事情的與否，
往往在一念之間，而當我在選擇的十字路口
上，我只會告訴自己，別對自己的決定感到
後悔。這一路上我覺得我非常幸運，遇到了
許多指點我迷津的貴人，要感謝的人實在是

研討會訊息

中興大學化學系於 105 年 4 月 14 日在
本校理學大樓演講廳舉辦 LC-MS Metho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研討會。
本活動宗旨在於分析人員檢測樣品如
同鑑識小

Introduction

to

GLP

regul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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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nalytical method validation by LC-MS，
內容囊括基礎原理至應用，並在課堂上分享
FDA 目前的分析趨勢與經驗。
王功明博士已連
續多年受美國質譜
學會(ASMS)邀請授
課，學員須付費參
加，由於精闢的演
說、實用的教材內
容，總是場場爆滿、座無虛席，並常有學員
反應因人數限制無法報名成功。此次研討會
在本系李茂榮院長主辦下，學員無須付費即
可報名參加，參與人數達 200 人，現場與會
來賓反應相當熱烈，學理推導深入淺出、講
解精辟透彻，內容相當實用。多數學員反應
一日課程時間匆促，希望日後能再次邀請王
博士蒞臨授課，由此可見此次活動舉辦相當
成功。

 2016 無機錯鹽小組研討會

2016 無機錯鹽小組研討會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在中興大學致平廳舉行，
與會學者約 140 人。本研討會邀請中山大學
蔡明利教授、暨南大學吳景雲教授、中央研
究院洪上程教授、成功大學許桂芳教授、輔
仁大學游源祥教授、台東海大學林宗吾教授、
台灣大學江建文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林淑
宜副研究員及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William
B. Tolman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感謝陳繼添
老師承辦兩次研討會，及科技部自然司化學
中心經費資助，提供小組成員情感及學術交
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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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跨領域論壇暨計畫年會
中興大學化學系於 2016 年 5 月 20~21
日於中興大學圖書館六樓會議廳舉辦「科技
部跨領域論壇暨計畫年會」
。本會為科技部、
中興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合作主辦之
活動。
為改善台灣的科技產業、創新技術與人
文社會經濟現況，科技部率先於 104 年推動
了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建立以社會需求
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科技產業、創新技
術與人文社會經濟的跨領域研究」，並用年
會的形式加強跨領域橫向連結和互動交流
之機會。
活動第一
天特別安排產
業論壇「台灣
企業的傳承與
法 治 創 新
─E-Bike 與健
康照護產業」
，
期望在企業傳
承、法制創新、
E-Bike 與健康
照護的議題上促進學界與業界產生更多的
交流。論壇活動邀請經濟部商業司技正陳言
博先生、睡眠科學與科技協會台灣分會理事
長江秉穎醫師、華為公司顧問郭希文女士、
及本校王精文院長等人，分享企業傳承、創
新、經濟與醫療照護之經驗。E-Bike 主題
則是本系林寬鋸教授領導之「電動自行車先
進片層技術所帶動之社會經濟效益」跨領域
計畫發展而來，由此計畫共同主持人─資管
系林詠章教授分享 E-Bike 結合物聯網與大
數據的多方應用與效益。最後的低碳交通共
享平台之智慧城市座談會由林寬鋸教授主
導，與台中市低碳辦公室黃崇典執行長及
IDO 基礎發展顧問創辦人陳佑豪先生一起
討論共享經濟的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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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為跨領域計畫年會，各計畫展示
與分享一年以來的成果。科技部委員與各計
畫成員熱烈討論專業相關的議題及建議，相
談甚歡，甚至當場促成跨校合作與未來多方
交流。科技部委員讚許今年跨領域計畫成果
傑出，成果豐碩，使參與成員受益良多，讓
本次跨領域計畫論壇暨計畫年會畫下完美
的句點。

新聘專任教師介紹 –
梁健夫(Chien-Fu Liang)
學經歷:
1.興大化學系學士
2.清大化學系碩士
3.清大化學系博士
4.清大化學系博士後研究
5.德國柏林馬克思普朗克
膠體界面研究所博士後
研究
6.中山化學系博士後研究
7.興大化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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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為發展之重要基礎工具，期待能夠在未
來能夠被廣泛應用。

中化盃及大化盃本系榮獲佳績
104 學年度中化盃及大化盃均由本系
舉辦，中化盃於 104 年 11 月 28-29 日舉行，
由本系系學會承辦，共有中部地區 22 所大
專院校報名，總參賽隊伍 110 隊，人數計
1300 人，而 105 年 5 月 14-15 日大化盃由
陳子揚同學等人承辦，全國共有 31 所大專
院校報名，總參賽隊伍 199 隊，人數計 2300
人。除了幕後團隊辛勤地籌備活動外，比賽
場上更有一群人努力地為中興化學爭取榮
耀!女籃、羽球及桌球均有良好表現，更將
代表化學系參加全國超系盃賽事，感謝他們
為系爭光。

 女籃團體
(104 學年度系際盃冠軍、中化盃冠軍、大
化盃冠軍)

個人專長：
有機化學，醣類化學，化學生物學
研究興趣:
我們實驗室研究方向，大致分為三項主題：
1. 開發新穎化學策略以合成小分子藥物以
及複雜寡醣抗原。
2. 開發新穎有機反應並著重於水相化學鍵
結方法，進而應用於生物分子之共價修
飾。
3. 化學生物學:利用有機合成的觀念及策
略運用在設計功能化分子，以期研究蛋
白質的修飾，進而研究重要的生物作
用。
在這些研究過程中，我們預期學生可接
受嚴謹而紮實的有機合成技巧，而且學生也
會學習到文獻收尋技巧及文獻報告的訓練。
最重要是透過書本文獻與實驗的結合，讓參
與的學生對於有機化學產生熱情，進而達到
教育精神的目的。除此之外，我們實驗室的
研究對於製藥化學，化學生物學研究領域及

高瑜君(105 級系友)
女籃一直都是處於比較弱勢的狀態，喜
歡打籃球的女生很少，場地也常常被搶走，
更是常常被瞧不起，但我們還是一直努力到
現在。雖然可能只是運氣好，但今年湊在一
起的大家，跟所有其他強隊一樣，很團結、
很互相、也都堅持著沒有放棄。得冠軍大家
都很開心，但我們得獎不是僥倖，是長久練
球努力累積。謝謝所有隊友和支持女籃的人，
希望之後還能有亮眼成績。

第九版

化學鍵

 桌球團體
(104 學年度中化盃季軍、大化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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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努力未必能夠奪得亮麗的名次，但
是我們會讓人看見──我們應有的實力，中
興化學系桌，加油!!

 羽球團體
(104 學年度中化盃冠軍、大化盃亞軍)

林希慈(106 級系友)

謝沛恩(106 級系友)
非常感謝系上籌辦這學年度中化盃、以
及協辦大化盃所有的人員。多虧他們，這兩
次的活動才能圓滿落幕。中化盃沒有奪下冠
軍固然可惜，但是經過這一番比試以後，我
們又累積了更多經驗，也發現自己不足的地
方。我們沒有忘記這份不甘心；大家恆心毅
力的練球堅持與參與，在下半學期，我們終
於在大化盃展露頭角，奪下冠軍。雖然每個
人實力不一，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的付出時間
與精力，並一起參與練習和比賽直到結束，
這樣的精神足以受到認同與讚許，勝過一屆
冠軍獎盃。
願系桌明年再創佳績，也謝謝大二隊
長杜柏逸這一年來的辛勤努力。謝謝大三、
大四的隊友們、碩一學姊願意在百忙中撥冗
參與，謝謝大一的生力軍們，積極的參與練
球。謝謝比賽時來幫我們加油的系友們。

我從大一就加入系上的羽球隊，剛開始
只是想在課餘時間運動，跟系上的羽球同好
打打球，但跟著學長姐一起練球後才發現，
原來羽球並不只是比誰打得比較高或遠，除
了長球，還有切球、殺球、挑球、小球等不
同技巧，再配合場地、腳步位移，就有許多
種變化，更甭提考驗與夥伴默契的雙打！真
正開始打球後，就沉浸在羽球多變的魅力中，
讓我很享受、也很期待每次握著球拍的機
會！
大一下，駱昶安學長還找教練來教導大
家，雖然必須付出額外的金錢與時間，但在
教練的指導下，我也逐漸成為一名可以獨當
一面的單打手，在團隊比賽中可以出一份力，
為隊上守住女單這個點，帶給我很大的鼓勵，
很有成就感！ 在 2014 年的中化盃，中興化
學羽球 A、B 隊更雙雙奪下冠、季軍！一方
面是平日由隊長帶領大家勤奮練球、體訓
(有時加上晨練，一個禮拜甚至有六天都練
球)；另一方面，每次輸球的悔恨，更是我
們每個人撐完訓練的最大動力！輸，不代表
什麼，只代表跟對手比起來，我們的努力還
不夠！全隊在這樣的信念下，穿著一樣的隊
服，一起想變強、一起練到累個半死再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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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同甘苦、共患難，最後一起享受努力
後獲獎的滋味！很喜歡這種感覺，很幸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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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正確的選擇應該是什麼，必須靠自己慢
慢摸索未來的出路。但值得慶幸的是，修了

這群夥伴，中興化學系羽真的是一個大家庭，
在這裡，我找到歸屬感！謝謝系羽大家庭！

這一堂工業化學的選修課程，多少讓自己更
瞭解了一些業界的情況，以及應該要具備哪
些技能或是特質，才能滿足這個求才環境之
下的需求，而不會被人輕易取代。

● 化學系大學部校外參訪
105 年 6 月 3 日母系大學部進行企業參
訪，參觀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國家
衛生研究院生技藥研所，感謝 76 級黃倉淼
與 81 級劉正斌系友熱忱接待，65 級石全系
友精心安排。

很榮幸參加了期末的業界參訪活動，在
主任以及幾位教授們的帶領之下，我們先後
造訪了永信集團位於臺中大甲的幼獅藥廠
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這兩個機構單位。這次
的參訪，除了可以深入瞭解這兩間醫藥、化
學相關產業的工作性質與環境之外，更可以
直接面對面與業界傑出系友，或更親切直接
一點稱呼為「學長」的接待人員，提出我們
心中的疑惑，更替我們講解、分享一些工作
實務上的經驗之談。
在這個過程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位同樣是化學系出身，目前在國家衛生研
究院任職的岳嶽博士，以及他所分享的一些
人生經驗談。我們總是不斷地在選擇，但常
常會疑惑我們當下所做出的選擇究竟是對

 化學四 秦瑋
伴隨著木棉花海，紛飛過後的飄絮凋零。
時季移轉，來到了艷陽高照的六月天。在前
往系館的路途中，看著滿地如霜雪般突兀的

還是錯的。如果岳嶽博士當時依照了自己的
興趣，選擇開旅館的道路，而不是為了「兒
女私情」去唸了研究所，或許又會是另一條
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既然「擇你所愛」，
那就必須「愛你所擇」。博士也並不後悔選
擇了這一條研究的道路，經過了許多時間歷
練，慢慢釐清了自己是適合這份工作，也是
真心喜愛這份工作的。
當我們不斷選擇、不斷變換職場跑道的
時候，累積的經驗與歷練不夠多，我們便無

白色棉絮，這才深切體悟到時光飛逝，竟在
不知不覺當中，即將劃下了這四年大學生活
的句點！

法培養「核心技術」，當然就容易被別人取
代。我想，這次參訪活動最寶貴的收穫之一，
便是明白「堅持久了，成功就是你的。」這
個簡單的道理！

畢業在即，雖然幸運考上了本系的研究
所，但是對於未來仍然是有些徬徨無助。並
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能夠鞭策自己應該往
哪個方向繼續前進，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告訴

聽聞了許多經驗談以及這兩間業界機
構實務上的發展目標之外，最重要的，當然
還有親自參觀廠房、實驗室與儀器的各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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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了被許多大型又貴重的儀器震懾了之
外，我們可以發現，業界十分講求效率跟品

 化學四 吳翌彣

質。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由永信藥廠大
規模機械化與自動化的倉儲管理系統，瞭解
到節省人力資源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在業界
實務上的重要性。許多在學校所學的、課本
所教的知識，來到了業界實作，真的都只是
最基本的皮毛應用。看到了國家衛生研究院
最新型的層析設備，分析速度可以達到傳統
的八到十倍。這才發現許多我們實驗課操作
過的儀器，其實有部分是已經被業界漸漸淘
汰，或甚至是完全不再使用的。但回歸根本，

是畢業許久的學長們，雖然在過去未曾謀面，
但聽到中興化學系畢業卻又有點熟悉的感
覺，或許這就是對系上的認同感吧。一開始
短暫的介紹，我了解到永信對藥品的品質的
堅持是超越法令所規範的，也了解到永信也
在回饋社會這一塊做了非常多，最重要的是，
我了解到再進入職場前，我們現在所需要磨
練的不只是知識，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接著，我們開始參觀廠區，首先看到的是製
藥的機台，每個機台製藥的速度動輒每小時

如果我們沒有學好最基本的原理，又怎麼學
會往後進階改良的儀器設備呢？

上千粒、上萬粒，了解到在有一定規模的公
司自動化、機械化是必須的。讓我蠻震驚的
輪是倉儲管理，去年暑假我在腳踏車零件工
廠打過工，工廠的倉儲是用人力去管理的，
但永信已是自動化管理，不只節省人力，更
能將倉庫的儲藏量發揮得更好，除此之外，
在清點庫存或是尋找某些產品，僅需要用電
腦操作即可，實在是非常方便。最後參觀的
部門－分析實驗室，裡頭的許多設備非常新、
非常的貴，也能由此看出永信在品管上是非

最後，小小的總結。我發現這次參觀的
這兩間機構，有許多細節都是「以人為本」
作為經營理念的。像是永信集團，除了設立
松柏養老院照顧員工家屬以及社區活動公
園等回饋社會之外，更是十分注重藥品的品
質與安全性。他們常常告訴自己：『如果做
出來的藥連自己家人都不敢吃，又怎麼能流
入市面上呢？』正是因為這種仁愛、負責的
精神，才能讓大家『永』遠『信』賴。而國
家衛生研究院，院內許多設施更是非常的人
性化。在他們的實驗室或甚至是藥品室，由
於定時抽風系統的緣故，讓整棟設施幾乎都
聞不到嗆鼻刺激的化學藥品氣味。這對於從
事有機合成相關的人來說，是十分難得的！
其他還有許多運動場地、藝文社團，提供給
在職研究員作為消遣娛樂的紓壓管道。能夠
在這兩間機構工作，我想是十分幸福，也是
令人引以為傲的。很高興這次的參訪活動收
益良多，我相信，當一間公司能夠在「利益」
與「人情味」之間取得平衡，便是公司永續
發展的成功祕訣之一吧！希望自己未來也
能夠進入這般優秀的公司一展長才。而如今
要做的，我想便是不斷充實自己，累積足夠
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才能順利找到適合自己
的出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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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永信集團幼獅廠，迎接我們的

常嚴謹的，在實驗室裡也看到許多系上也有
的配備，所以我們更需要在學校裡就將這些
技能磨練好，在我們踏入職場時，才能夠更
上手。
第二站－國家衛生研究院，一進入研究
院裡，就深深感受到國家級的研究所和一般
大學研究所是截然不同的，和民間企業的研
究室更是不同。雖然研究院才成立二十年，
但裡頭的配備非常完善也非常先進，因為有
非常好的抽風設備，進到有機實驗室裡不會
有刺鼻的味道，相信這應該是許多研究員夢
寐以求的環境吧。和永信的共通點是，裡頭
有許多自動化的設備，為研究員們省下許多
時間和體力，也加快了研究的速度，畢竟在
研究領域，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
研究院蠻重視研究員的健康，除了良好的抽
風系統，園內還有許多運動設施，並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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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能讓在這
裡上班的人能在下班之後有放鬆身心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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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把活動圓滿，沒有他們，我不會有堅持
下去的動力，也不會有這段刻苦銘心的回

境。

憶。

我們許多人在今年、明年或是兩年後也
即將步入職場，除了薪資的考量，環境更次
是重要的一環，畢竟在一個不喜歡的環境工
作是不會做得快樂的。經過這次的參訪，也
讓我了解到哪一種環境是自己所喜歡的，讓
我在未來選擇職業的時候能多個依據，避免
選擇了讓自己後悔的路。

大二、三算是進入另一階段，除了學業
之外，也積極參與社團，同時擔任系上幹部
也兼任社團家族長。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
養成待人處事的態度，學習與人相處，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加上系上、WLEF 提供的機
會，讓我有與外校學生切磋交流的契機，並
從中知道自己有何優點及不足之處。
在中興大學化學系有著許多平台與資

§畢業專欄§
大學部-105 級張維倫
回首，一幕幕青帘掀起，層層之後......
幾幅場景歷歷在目。
「 3305 」
揭開了我
的大學生
活，住在號
稱全台最
穩固的宿
舍，不管颱
風，地震，男宿始終屹立不搖，一方面由衷
佩服日本人的做事態度；一方面心中抱怨水
泥床的樸實無華，但還是很推薦學弟、妹住
宿，因為我覺得這裡可以有很多回憶。感謝
大一每天與我到圖書館報到的好戰友-祐宇，
有一起讀書的夥伴真的很幸福；感謝貼心的
暖男-子蔚，殊不知原來我已經聽了化學男
歌神唱一學年的歌了；感謝一直到現在還與
我在領袖社奮鬥的好夥伴-朝揚，未來的日
子還請多多指教。
大一參加系上活動--化學營，化學系的
老字招牌，當初懵懵懂懂就被拉進去，自介、
動令、生活公約，每樣當時都令我頭疼，我
知道我自己不是演戲劇的料，有幾度好想放
棄，但我的夥伴明倫、品均、顯均都鼓勵著
我，一起煩惱，一起痛哭，一起大笑，最後

源，更有著許多用心的老師。很感謝導師陳
炳宇老師及邱文華老師，每次都很期待導生
聚的時間，因為不僅可以詢問老師課外問題，
更可以聽到人生的經驗。在專題指導教授楊
圖信老師身上學習到多元學習的精神，博大
精深的學問，認知到唯有主動學習，才能去
了解箇中真諦，印象深刻的一句話「研究是
不能用教的，要自己去嘗試，在做的過程當
中，才會真正體會」，我也一直謹記，並實
踐勇於去爭取任何有關可以學習化學的機
會。
四年，我過得很充實，聽了許多學長姐
及老師的建議，我可以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不只是課業的觀念，更珍貴的是每位分
享者的故事，也幫助我奠定了我畢業後的目
標。雖然前面路途未知，但我不害怕，我也
不孤單，因為我知道我有最堅強的靠山，心
中有道不盡的滿滿感謝，朋友、社團夥伴、
系辦老師、教授，化學系館，中興大學的點
點滴滴，謝謝，真的很感謝您們!
22 歲，大學四年......那是我們 105 級共
同的回憶• NCHU Chemistry。

大學部-105 級陳石崇
剛泡好咖啡，路上無車無人，夜深無
聲。桌上擺著厚重的原文書，望著斑駁的封
面，這是一本傳承多年的書。而今，它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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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的手上往下傳承下去。四年光陰如一日，
須臾之間已從參加新生訓練的畫面，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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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也有好幾位老師是我們的學長，他們願
意重回母系培養我們這些學弟妹，令我們非

學士服飄逸的光影，令人不勝唏噓。

常開心。也許我無法直接回來教育學弟妹，
但我希望如果能有這個能力，未來也能夠替
母系幫上一些忙，因為這是個裝滿回憶的地
方。

大學四年，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又學到
了什麼。
還記得
大一的
年少輕
狂，但幾
經波折，
我們的稜角被磨平了，熱情似乎也不再，取
而代之的是深思熟慮與怯步不進。對於在這
成長的道路上，因不懂事造成傷害的人事物，

我很開心能夠身處於這化學系中，但我
並不是因為是”化學系”這個名詞而開心，而
是開心系辦人員的幫忙、開心系上教授的指
導、開心系上同學的互動、開心學長姐學弟
妹的交流。期許未來大家都能夠走在自己的
道路上，為了自己的夢想去努力。

大學部-105 級黃文葦

我甚感抱歉，或許是因為一時衝動，或許是
因為欠缺思慮。我們都無法避免錯誤，但我
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我想這也是我在大學
期間學到的事情。原文書上寫的是宇宙運行
的真理，但卻不是社會運行的真理。在我眼
中，這件事重要程度遠居首位，也許我學的
不夠好，但在未來我會繼續努力的。

終於輪到我了呢！對於畢業將近，這是
我的第一個念頭。總是送走學長姐畢業的，
現在也等著要被送走了。

還記得去年夏天到小琉球旅遊時，巧遇
畢業多年的學長，現正任職於中化生技。他
僅僅是從系外套上的簡寫就認出我是中興
化學的學生，雖然未曾謀面，但卻有說不出
的熟悉感，於是我們共同尋找了這相差十幾
年光陰的共同點，這感覺真的很奇妙，之後
離別時卻忘了跟學長要聯絡方式，倍感遺憾。
一直以來都覺得對於相差甚遠的學長姐有
種奇妙的感覺，在十幾年前他們也坐在 107
上著課，面對同樣的黑板，也許還可能是同
個老師，但在時光的催促下，器材變得斑駁，

學會做得很大，接著真正透過自己的雙手來
執行，直到現在是退居幕後的狀態。

也許還加裝新的東西，椅子可能已經一修再
修，最後乾脆換了新的，而站在講台上的，
已經從大刀闊斧豪不留情，變成了慈眉善目
的楊老師。但唯一不變的是，我們都是中興
化學的學生，也許就是這份羈絆，使我們能
拉近距離。許多已畢業的學長姊都會回來幫
助母系，使我們這些學弟妹能夠繼續茁壯，

大學四年，說很充實也很充實，說荒唐
還真的是非常荒唐其中佔了最大部分的到
不是學分，而是系學會。參加了系學會，從
對於任何事都很新鮮，到滿腔熱血想要把系

對於自己的表
現，我覺得還不錯，
沒有到非常出色，
但是也有跟以前更
接近自己想要的樣
子。當然這只是我
的例子，系學會並
不是所有人的共同
回憶，有人埋首於學業、社團、感情…等等，
大家都從這之中獲得了屬於自己的閱歷。
很多人會去定義什麼事值得做，什麼事
叫做 ”浪費時間” ，其實我覺得不然，時間
不等人，時間是一直在走的，所以，每個人
在同個時間進行著不一樣的事，只是獲得的
產物不一樣罷了，有人今天念書八小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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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他的學業又更上一層樓，有人工作八小時，
也許下個月的房租就有著落了，有人玩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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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獲益良多。

我覺得這幾年的時間好像把除了學業
之外的東西都沾上一點邊了，這樣對我來說
好像也是值得的，至少現在看不出有什麼大
礙，但是我必須感謝我身邊的每個人，因為
有了你們才有今天的我，少一個都不行，如

最要感謝的就是指導教授林助傑教授，
從一開始懵懵懂懂的實驗新手，經過老師不
斷的教誨之下，漸漸了解了自己在做什麼以
及為什麼要這麼做，讓我對於自己的實驗，
有了初步的認知與了解，慢慢的不斷精進。
而在生活上老師也扮演著一盞明燈，常常給
我許多的建議，讓我受益良多。在博士班的
最後一年，老師非常鼓勵我有機會就要出去
走走，也在中原大學黃悉雅老師的建議之下，
我嘗試著推薦自己到南佛羅里達大學化學
系馬勝前老師實驗室作為訪問學生。在美國

果今天在路上我多看了一個人一眼，花了一
秒鐘，我就沒辦法達到現在這個狀態了，我

的階段，要感謝馬勝前老師以及明立君老師
在實驗及生活上的協助，而在這時，我也深

會達到的是多看一個人多花一秒鐘的另一
個狀態，所以任何一個要件都是必要的，更
不是說給於我幫助的各位朋友了。

深體會到什麼事”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很
多不同的文化，經過了自己親身的體驗，才
會有更深的感觸，那種悸動不是靠著書本或
是別人的描述可以了解，我很幸運在研究所
的階段可以多了這一趟不同的體驗，讓我更
加的增進自己的視野。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
幸運的人，一路走來愈到了不少的貴人，很
多事情都是順順利利的渡過。

八個小時，他的朋友圈又得以拓展，甚至有
人睡覺十六小時，至少他醒來精神很好，所
以說不會有所謂的浪費時間，只是選擇做不
一樣的事，接著得到不同的選項獲得不同的
成就。

最後，在畢業之後，希望十年後甚至更
久之後，經過各種不一樣的選擇，大家都可
以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想要的樣
子。

博士班-105D 級蔡振彥
人生當中最後
一個畢業，回想一
路走來的歷程，該
感謝的人太多，回
想研究所這五年期
間，除了時光的流
逝，也讓我有著許
多美好的回憶及收
穫。首先要感謝我
的家人、親戚及朋友，一路上的扶持，讓我
無後顧之憂的一路向前，家人一直都是我永
遠的依靠。接下來要先感謝柯寶燦老師的幫
助，如果不是老師的幕後黑手，我想我也不
會有讀博士班的想法，也感謝柯老師給了我
申請逕讀博士班的勇氣，而跟著柯老師去日
本東京參加研討會報告自己的研究成果，也

回首過往，想想現在要畢業了，人生多
了一個逗點，要往新的目標邁進，謝謝系上
老師、學長姊及學弟妹的幫助，感謝中興大
學給予良好的學習環境，讓我在這個階段多
采多姿。學習是永無止境的，雖然畢業了，
但人生還是有許多東西等著我去了解，努力
尋找自己的夢想，珍惜每一天，大步邁進，
不斷學習。

§系友有話說§
100 級系友林宏毅
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志鴻老師的邀
稿，離開老師的實驗室已經四年，工作也近
三年，勉強可以提供一些工作上的心得。首
先在工作之前會面臨的困難是怎麼找工作，
以及要找什麼工作，當然一開始沒有什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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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歷，面試考驗的是你回答問題的能力、
臨場經驗、談
吐等等，當你
通過了這一
關之後你就
有選擇公司
的權力。普遍
來講科技業
年薪較高但
工時較長，且有時下班時間還要接聽公司的
電話，而傳產通常就是薪水較低但準時上下
班。科技業及傳產之間各有利弊，所以只要

第六十三期
國立中興大學
陳韋安、陳子揚、劉品均(榜首)、林彥慈、
陳怡光、湯明翔、郭明倫、陳映竺、游筑
化
筠、徐銘儀、黃暐媗、蔡長頤、吳瑞麟、
學
劉耀中、黃文葦、陳恩榮、王玟心、駱昶
所
安、黃子蔚、林昀萱、吳翌彣、秦 瑋、
邱漢唐、許朝揚
化工所
羅子欣
生醫所
林庭伃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化工所
羅子欣
 捐款芳名錄(104.10.01-105.05.31)
受贈單位

捐款人

金額

金額

王治平

103,000 元

林鑫堯

20,000 元

陳明娟

5,000 元

東穎儀器公司

5,000 元

你覺得這份薪水福利與你所付出的心力成
正比，那這份工作就是值得做的工作；進入
公司後，要學的不只有工作上的事，更難的
是做人，做人太好容易被欺負，但姿態太高
又容易得罪別人，如何恰如其份的扮演自己
的角色是需要時間去揣摩的；但無論如何，
畢竟你領了這份薪水，那就把份內該做的事
情做好吧。

§榮譽榜§
105 級研究所錄取榜單
化學所
漁科所

化學所
分醫所
醫環所
應化所
生技所
化學所
化工所
化學所
化工所
生醫所

國立台灣大學
張維倫、徐立昀、駱昶安、陳子揚
陳石崇
國立清華大學
張維倫、徐立昀、吳瑞麟、陳映竺
陳怡光、湯明翔、劉品均、郭明倫
羅子欣
林庭伃
黃詩婷
國立交通大學
林彥慈、郭明倫、劉品均
林庭伃
國立成功大學
吳瑞麟、黃詩婷、陳怡光、陳映竺
游筑筠、劉耀中、王玟心
羅子欣
國立中央大學
劉耀中、王玟心、秦 瑋、許朝揚
羅子欣
秦 瑋、許朝揚、黃暐媗

陳明娟
財團法人
中興科技
文教基金
會

指定用途

賴筆士

3,000 元 化學系整修
16,800 元 外牆工程

廖OO

50,000 元 急難救助金

余德亮

1,000 元 新銳獎學金

陳炳宇

1,000 元

74 級系友

24,000 元

54 級系友

5,200 元

64 級系友

13,600 元

羅義興

2,000 元

加特福生物科
化學系獎助
100,000 元
技公司
學金
林助傑
100,000 元
中興大學
校務基金 中興科技文教 464,800 元 實驗意外急
基金會
難救助
中興科技文教 1,057,000 化學系整修
元 外牆工程
基金會
OO 為不同意公佈姓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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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助教亦可，以便發佈、更正及聯繫。 (吳承倉助
教ccwu@mail.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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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金會捐款單
一、捐款者資料
姓
名

是否同意將捐款姓名公佈於化學鍵刊物 □是 □否

收據抬頭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畢業系級

年

二、捐贈金額及用途
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 /他國貨幣
如欲提供下列用途使用，請在欄位內進行勾選:
□1.優秀學生就讀中興大學化學系獎學金募款計畫(新銳獎學金)
捐款用途
□2.中興大學化學系急難救助金 □3.不指定用途(供本會統籌使用)

□4.其他用途，請註明
三、捐款方式（務必填寫捐款單，郵寄、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
支票號碼：
,
□ 支 票

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金會」並將支票連同本表格寄至本會

□匯

款

□ 信用卡

三信商業銀行國光分行
(帳號：06-3-0249316；戶名：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金會)
海外捐款請使用電匯方式，三信商業銀行匯款指示單請至系網頁公告事項查詢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卡
-

有效期限

年

繳款金額

捐款 NT$

月

□ VISA
□ JCB

別

末三碼

捐款日期

(或 US$

持卡人
簽 名

□ MASTER
□ 聯合信用卡

年

月

)
（與信用卡背面簽名同）

1.郵寄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收
2.傳真/電話：886-4-2286-2547/ 886-4-2284-0411 3.電子郵件帳號(email)：ctsuey@nchu.edu.tw。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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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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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化學系友專刊第六十三期
印刷品

日

To：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402台中市興大路145號 寄
From: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 Taiwan (R.O.C.)
郵差先生小姐，本郵件若無法投遞 敬請退回，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