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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各位親愛的系友大家好： 

 

臺灣大學化學系 85 歲了！儘管與英國劍橋或美國哈佛大學化學系相比尚屬年

輕，但在過去 85 年的歲月裡，他見證了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目睹了許多前輩

的犧牲奉獻，歷經多次的系館搬遷更迭，同時也培育了無數個莘莘學子與專業人

才！他的豐富經驗、堅定意志與偉大貢獻，值得喝采！ 

 

過去與未來的一年，大環境的情勢仍相當嚴峻。政府的五年五百億計畫正悄悄地

退場，少子化的現象與就業觀念的改變也衝擊全台化學系的博士班招生，國科會

即將轉型為科技部，不再以「科學」為尊，而是與「技術」發展並重，純科學的

研究預算勢必受到排擠。如何因應「經費」與「人員」短缺，維持現有之優勢，

朝向教學卓越與研究頂尖的目標邁進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 

 

或許，教授間更密切的「團隊合作」是因應的策略之一。我們的制度是仿美國的

「獨立研究室」制度，但我們在學生與博後人力上並無美國般的優勢，若能透過

系上同仁間的專業互補與合作，仍可有日本「研究團隊」制度的精神與優點。鼓

勵大學部學生直攻博士並透過「博士生短期國外進修」課程的設立來吸引學生並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也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所幸，如今的「積學館」已使得「空間」問題不再是本系發展的絆腳石，師資的

補充可以更積極地進行。目前專任老師人數 36 位，為歷年來最高，今年新加入

的三位教師王宗興、廖尉斯和陳浩銘博士為本系注入新的活力，較詳細的介紹請

見內頁。此外，學生的學習與活動也因嶄新的空間與設備而有更佳的成效，更有

家的感覺。 

 



 
 

 

 

此外，資深與退休教師們在教學方面的大力支援與各項經驗的傳承也功不可沒。

本系服務全校普通、有機、無機、物化、分析化學和通識科目的教學，若無這些

教學與行政經驗豐富、退而不休的教師們繼續協助，現任教師的負擔將會更重，

不利教學卓越與研究頂尖目標的達成。 

 

當然，系友的回饋與支持，是本系的強力後盾。系友遍佈海內外，各行各業，均

有傑出與傲人的表現，本系與有榮焉。系友的大方捐款，也成就本系今日之規模。

為了與系友間有更好的聯繫與互動，本系透過臉書與網頁等電子媒體傳達相關訊

息，讓系友無論身在何方都能獲知「娘家」近況。 

 

我相信在全系師生員工共同努力與系友的支持下，化學系將可克服各種困難，也

將有更傑出的表現。 

 

如果您錯過了今年「回娘家」的日子，請不要再錯過明年系友回娘家的活動。 

謹祝 大家 

 

 

一切順利、平安健康 

 

 

台大化學系主任 

 

楊吉水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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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介紹- 王宗興老師 

王宗興老師小檔案 

學歷：

經歷

  

美國哈佛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學士  

：

專長

   

美國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台灣大學研究助理  

：

 

 

有機化學、生物化學、藥物設計、微生物學 

    從座落在小福旁的新舊化學館，到 A 棟新大樓及之後 B 棟新大樓的完工

啟用；很幸運地，我見證了化學系的轉型期，也同時隨化學系一起成長。台

大化學系畢業九年後，很高興能夠回到台大化學系來任教。對我來說，台大

化學系就像是第二個家一樣。我也期許自己能傳達這一份熱情給新一代的化

學學子。 

    大學時候就對有機合成有着濃厚的興趣，也特別喜歡那種全新物質在燒

杯中誕生的驚喜。很自然地，也想知道合成出分子的特性。從大四專題研究

開始，開始接觸了分子辨識及其在生物系統裡的應用。有了化學背景，從研

究化學轉到生物的課題，並非難事。到了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更進一步利

用所學的化學知識來研究酵素的反應機制，並學習設計新穎具有藥性的功能

性小分子或大分子。 

    現階段我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讓研究與教學同時並進，這兩個主題並不

是單純的把自己的時間五五平分，應該是教學相長，甚至是「教研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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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介紹- 廖尉斯老師 

 

廖尉斯老師小檔案 
 

學歷：  

美國德州 A&M 大學化學系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經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化學暨生化學系&加州奈米系統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研究助理  

 

研究興趣： 

先進奈米製程技術研發、生物化學檢測器及奈米材料晶片 

新穎分離科學技術平台、奈米材料表面分析及應用 

 

從 2004 年出國至今年夏天歸國，算一算在國外行走也經歷了八、九個年

頭。這些年在外旅居的經驗，著實讓我見識到了在不同思維、環境，和態度

下所培育的各式人才；當然也讓我有機會結識了許多異國的同事、好友。從

剛出國時的懵懂，到開始學習獨立研究和組織計畫，這幾年的經驗著實讓我

成長許多；而這些歷練和過程也是我覺得回國後最值得和其他老師和同學們

相互交流的其中一大部分。 

自從開始從事化學相關研究之後，逐漸體會到當初選擇化學科學這條路

是個正確的選擇。因為化學的可塑性提供了我許多天馬行空的想像空間，更

給了我一條逐步完成各式科學夢想的道路。尤其在出國之後，西方社會的開

放性思考和多元融合的特性，更讓我在一點一滴的研究道路上成長。也因此，

我每加入一個研究團隊，總是喜歡找一個在該團隊中並非核心主流的研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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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企盼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很幸運的，我所遇到的指導教授們在

研究課題的選擇上都有很高的包容與探索個性，讓我得以在除了學習研究團

隊的主流技術外能得到更多額外的收穫。 

我所從事的研究課題，著重在生物分析和奈米材料的相關領域。過去幾

年，我們已成功研發出多項具有大面積製造、高解析度，及高便利使用性的

奈米製程技術。這些技術不僅提供了高解析度奈米製程上的多樣選擇，更創

造出各式不同類型的奈米材料；同時我們也成功的運用這些方法製備出各式

不同高靈敏度的化學及生物檢測器與晶片。這些應用不但結合了低成本和簡

便性的製作技術及新穎表面化學修飾處理方法，並可成功的將奈米材料廣泛

的應用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對於結合奈米材料跨領域應用具有相當程度之助

益。 

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回到系上來服務，也期待自己能貢獻所學為同學和

學校提供有建設性的實質幫助。我將秉持一貫開放思考的模式，企盼結合各

式不同的研究領域，希望能在化學科學上走出一條自己的獨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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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介紹- 陳浩銘老師 
 
陳浩銘老師小檔案 

 

學歷 

臺灣大學化學博士 

臺灣大學化學碩士 

臺灣大學化學學士 

 

經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專長 

無機材料化學與奈米材料合成 

                                     

我是 1998 年進入台大化學系就讀，2008 年從台大化學系博士班畢業，我

的人生超過三分之一都待在台大，現在又回到台大化學系任教，台大對我而言

真的是具有一種很深厚的情感與緣分! 

    一路以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也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想過要以教職作為終

生職業，博士班畢業後以研發替代役身分進入業界工作，當時在新竹科學園區

上班，但是業界工作環境讓我漸漸感覺人生好無趣，某天仔細想想，或許業界

的環境真的不適合我，於是發現學術研究才是我真正的興趣，因此我下定決心

回到學校從事學術研究，經過幾番波折也順利回到學校，當時想既然要做學術

研究，不應該像博士班學生一樣只是做做簡單材料合成，應該要做真正有應用

前景的材料，在因緣際會下接觸到太陽能光解水領域，也漸漸對太陽能相關領

域產生興趣。  

    後來想說既然想以學術研究作為終身職業，應該到美國去看看，美國的學

2012 年 12 月，美國華盛頓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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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環境是如何不一樣，因為我主要研究領域為太陽能轉換與奈米材料合成，

當時最嚮往的研究室就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Prof. P. Yang, 他是在 2011 年

ISI 世界材料科學家排名第一的科學家，我直接寄信給他，希望可以進入他實

驗室再深造，很幸運地，他很快就回覆我且同意我到他實驗室擔任博士後研

究員，在美國的期間雖然不長，僅有一年半的時間，但是在這段時間裡真的

讓我獲益良多，他一直強調要做有意義的研究，不是只是為了發表而做研究，

也完全改變我對做研究的態度，實際上，太陽能光解水只是階段性目標，真

正的終極目標是人工光合作用(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一種模仿自然界中光

合作用的行為，可以將二氧化碳與水轉換成氧氣與化學燃料，如此一來，不

僅可以同時解決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包含再生能源與溫室效應，更可進

一步產生具有經濟價值的化學燃料，很高興台大化學系願意給我這個機會回

來任教，讓我可以真正實現以教職作為終身職業的夢想，更可擁有台大絕佳

的研究環境與資源，回來台灣我的研究生涯將致力於人工光合作用的相關研

究與材料之發展，期望未來有一天可以將人工光合作用材料實現於我們的生

活中。 

 

研究興趣 

＊ 無機奈米材料合成與應用 

＊ 人工光合作用材料設計 

＊ 化學反應之臨場(in-situ)分析

與實驗設計 

＊ 綠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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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師資 

 

 

 

 

 

專任教師 

 

 

 

 

 

36 位 

 

 

 

教授 26 位 

彭旭明、牟中原、蘇志明、方俊

民、林英智、林金全、鄭淑芬、

陸天堯、劉緒宗、何國榮、陳竹

亭、陳逸聰、梁文傑、劉如熹、

周必泰、張煥宗、張哲政、羅禮

強、陳俊顯、陳昭岑、汪根欉、

楊吉水、邱勝賢、金必耀、陳振

中、陸駿逸 

副教授 2 位 李弘文、陳平 

助理教授 7 位 
鄭原忠、邱靜雯、詹益慈、戴桓

青、王宗興、廖尉斯、陳浩銘 

講師 1 位 佘瑞琳 

 

 

合聘教授 

 

 

8 位 

中研院原分所 張大釗、林志民 

中研院化學所 周大新、劉陵崗、陳玉如 

中研院生化所 吳世雄 

中研院其他所 
陳仲瑄(基因體中心)、謝道時(細

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 6 位 李遠哲、翁啟惠、陳長謙、張啟光、楊士成、王瑜 

 

 

 

客座教授 

 

 

 

7 位 

林天送/Lin,Tien Sung Tom (102.02.15-102.07.31) 

王恭/Kung K, Wang (102.03.01-102.07.10) 

伍灼耀/Cheuk-Yiu Ng (102.09.01-102.12.31) 

小宮三四郎/Komiya, Sanshiro (102.08.26-103.01.31) 

吉良滿夫/Mitsuo Kira (102.09.30-103.12.31) 

笠井俊夫/Toshio Kasai (102.08.01-103.07.31) 

森武信/Ago Samoson (102.11.01-10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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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 學年度教師獲獎紀錄 

 

彭旭明教授榮獲 2013 年總統科學獎（102.10） 

牟中原教授榮獲世界科學院(TWAS)化學獎（102.10） 

周必泰教授榮獲亞洲暨大洋洲光化學學會學術成就獎（101.10） 

陸天堯教授榮獲 2012 年中國化學會化學學術獎章（101.10） 

劉如熹教授榮獲 101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02.02） 

劉緒宗教授榮任臺灣大學理學院院長 (102.11) 

佘瑞琳講師、楊美惠兼任教授榮獲 102 年度臺大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 

  合作團體獎（102.09） 

佘瑞琳講師榮獲 101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101.11） 

陸駿逸教授升等教授（101.09） 

方俊民教授獲頒教學服務 3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101.09） 

張哲政教授獲頒教學服務 2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101.09） 

邱勝賢教授獲頒教學服務 1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101.09） 

周必泰教授、張煥宗教授、鄭淑芬教授獲期刊論文被高度引用。 

李弘文副教授榮獲 101 學年度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獎 

鄭原忠助理教授、邱勝賢教授、陳平副教授、楊吉水教授、陳俊顯教授榮獲 

101 學年度臺大教學優良教師獎 

合聘教師陳玉如副教授榮獲 101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02.02） 

合聘教授謝道時系友(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 

  當選 2013 年世界科學院院士(結構細胞分子生物學門) 

合聘教授謝道時系友(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當選中央研 

  究院 2012 年第 29 屆院士(生命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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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 學年度系友獲獎紀錄 

 

鄭淑珍系友(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當選 2013 年世界 

  科學院院士(結構細胞分子生物學門) 

劉扶東系友(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當選中央研究院 2012 年第 29 

  屆院士(生命科學組) 

蔡明道系友(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當選中央研究院 2012 年第 29 屆 

  院士(生命科學組) 

鄭淑珍系友當選中央研究院 2012 年第 29 屆院士(生命科學組) 

朱時宜系友獲選 TWAS 物理學院士 

王寛系友獲選 TWAS 物理學院士 

賴建成系友榮獲 2012 第四屆世界華人質譜研討會青年學者研究獎，2012 年 

  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 

黃人則系友榮獲 2012 年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 

鄭彥如系友榮獲 2012 年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 

陶雨臺系友榮獲 2012 年中國化學會「中國化學會誌」論文獎 
洪伯誠系友榮獲 2012 年中國化學會「中國化學會誌」論文獎 
蔡政廷及張紘慈系友榮獲 2012 年中國化學會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 
蘇玉龍系友當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101.12) 
李連忠系友榮獲 2013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數理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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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活動照片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84 週年系慶 (2012.11.10) 

  
王瑜教授 70 大壽暨結晶學研討會 (2013.9.13) 

 

諾貝爾獎得主 Prof. Dudley Herschbach 演講 (2013.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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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龍副校長訪問台大化學系(本系畢業系友，2013.8.16) 

  

 

 

 

 

 

 

 

 

 

 
102 年度學生活動 

 
102 年度化學系系學會   ◎系學會會長  陳柏鈞 

  
  在化學系業已度過一半的大學生活，其中不乏與同學們共同打拼的光

景，不管是窩在九如廳一起吃飯聊天，念書討論準備考試，或是參加杜鵑花

節、化夜、化學營、迎新宿營等大型活動的各項籌備，我們都留下了不少珍

貴的回憶與可觀的成果。上了大三，更希望可以在系學會中給予大家更多的

化學系大家長楊吉水教授拜訪 

台灣首位理學博士─劉盛烈教授 (2013.09.16) 

唐國祥教授訪問台大化學系 

(本系畢業系友，201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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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包含對各項活動的協助以及舉辦活動讓大家同歡。 

  在九月底，中秋節烤肉活動已在華中橋公園圓滿的落幕了；學期結束前

除了聖誕晚會，我們也將重拾失傳多年的湯圓水餃晚會，希望大家可以一同

感受過節的濃烈氣氛，順便也培養出濃濃的感情！下學期除了原訂的專題說

明會以及卡拉ＯＫ大賽，我們也另外規劃了業界的參訪團，希望可以讓各位

同學們有更多機會可以認識未來的路。另外，本學期的系刊也已經動工了，

除了收錄各活動的精華以外也會有精彩的訪談，請大家好好的期待！ 

  其實從大概今年六月底的時候，系學會的事情就漸漸的開始準備了，很

感謝上屆的會長，范哲豪學長，給我許多忠告與建議，讓我有更多、更廣的

思考方向。系學會的事務真的比想像中複雜許多，有些事情都需要經過多番

推敲、討論才勉強有定論，甚具挑戰性。希望未來系學會的事務可以更上軌

道，也讓下一屆甚至下下屆會更加的成功！ 

 
102 年度學生活動 
 
102 年度化學營   ◎化學營副總召  梁晏慈 

 

    一年一度的化學營此次辦在 2013 年 1 月 29 日至 2013 年 2 月 2 日，活動

共 5 天，課務內容包含由工作人員指導小隊員實行之大實驗、大一同學透過

表演形式傳達化學趣味之示範實驗、製作化學紀念品、C60 串珠教學、專題講

演、教授演講。每個實驗皆經過反覆的練習，以安全為第一訴求，全程也有

助教在旁指導，期望高中生能做到有別於高中化學教學，而更貼近生活且充

滿啟發的實驗。在演講方面，小專題有別於以往，除了時間加長、內容變得

更活潑，也旨在讓他們體驗像大學選課的模式，在眾多選擇中做出取捨。以

上課務透過長時間的操作皆順利完成，由小隊員的意見回饋也可看出效果良

好。除了課務，其餘時間由四大活動組成：第一天的破冰闖關遊戲、第二天

的破案活動、第三天的角色扮演解謎任務、第四天的台大校園巡禮已及聯歡

晚會。希望藉由活動讓小隊員互相熟稔，建立彼此友誼的橋梁及溝通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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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希望活動結束後，小隊員能和工作人員保持聯絡，讓化學系的學生

能在他們未來的生活提供自身經驗，成為他們求學路上的好朋友。 

    最後，這次的活動也讓工作人員了解一個組織的運作，面對困難反覆溝

通後，讓營隊更臻完美。小隊員臉上的笑靨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102 年度學生活動 
 
102 年度化學系迎新宿營   ◎系學會會長  陳柏銓 

 

   來到暑假的尾聲，代表又有新的一批新生要加入化學系的大家庭。為了讓

新生盡快融入大學生活，每年本系的大二同學都會為新生準備一系列迎新宿

營的活動。每年宿營的活動都相當的精采，而今年的宿營在 B01 同學的全力

支持下，精采度跟之前的宿營比起來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次的迎新宿營活動由 B01 的同學策畫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共有 5 大遊

戲和 2 大表演。每一項的活動都是經過各負責人和各部工作人員嘔心瀝血下

的成果，每個活動都相當的精緻，讓我們對於這次的營隊有無比的信心。暑

假期間大家更是犧牲假期，努力的為營隊做準備。原本以為活動可以順利進

行的，卻被突如其來的大雨給打亂，讓我們的行程和原本的規劃有很多地方

不一樣。這真的是對各遊戲負責人和幹部們臨場反應的大考驗。不過，在優



17 
 

秀的幹部的帶領之下，使得我們能一次又一次的在困境中找到解決辦法，讓

營隊活動依舊在高品質的情況下完成。 

    雖然營期間遇到了不少的突發狀況，但是所有 B01 的工作人員依然堅定

著信念要把活動辦好，而 B02 的小隊員們也都始終相信我們、肯定我們的努

力。你們的笑容，就是給我們最好的回饋了。謝謝所有參加這次宿營的所有

人，讓這次的活動成為我們大學生活的一個美好回憶。 

 
 
102 年度學生活動 
 
102 年度化學之夜  ◎化學之夜總召  胡乃文 

 

  化學之夜是一年一度的晚會活動。由大二同學們所籌辦，目的在於使大

一、二的同學們凝聚彼此，分工合作創造出一個最璀璨難忘的夜晚，也讓喜

愛演戲、擁有舞蹈或是音樂專長的同學們有一個舞台，在用心讀書之餘仍可

以藉由此活動，讓大家看到化學系的同學不只是會念書，也有活潑的一面，

更可以訓練同學們的辦事能力，舉凡租借場地設備、募集資金、製作表演道

具、拍攝宣傳照片、撰寫劇本及演員訓練、舞蹈編輯、樂團，全部由台大化

學系學生一手包辦，從中我們除了可以學會跳舞、樂器等技藝，還可以磨練

組織分工、協調、溝通表達以及處理事情的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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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餘位同學們同心合作下，此次化夜可謂相當成功。會場外的創意布

置，邀請您掉入精心設計的「詭域」之中……這夜，他們在詭域裡大放光彩，

數個月的準備，彷彿就像電子的激發，在 5/18 日這天落回軌域，放出無與倫

比的閃耀；戲劇，不再是一場戲劇。大一劇饒富趣味的演出、巧妙製造的笑

點，讓全場歡笑連連；大二劇演出的，則是人生的選擇與失去，荒謬與真實，

串連整劇的精美道具及貫串全劇的經典配樂，使的戲劇張力更上一層樓，落

幕時的悵惘搭配著藍色色燈仍然在觀眾心中揮散不去…..；大四劇則是一如往

常地採用回憶的主題，回首四年的點點滴滴，如跑馬燈般的回憶在在難忘… 

  除此之外，還有充滿特色的舞蹈表演：大一女舞活潑動人、大二女舞性

感艷麗、男女混舞青春洋溢、popping 舞帥氣有勁 ，每支穿插在整個化夜的

舞，都是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舞出熱血及青春。三團不同音樂風格的樂團表

演銜接在開場以及中場，各式樂器的完美配合讓觀眾們沉浸在樂聲及歌聲之

中。 

  再怎樣美好的夜晚總會結束。閃閃螢光流瀉在舞台上，隨著音樂劃出依

依不捨的軌跡。螢光棒舞出了 2013 化夜最後一絲光輝，帶著淡淡惆悵的謝幕。 

感謝所有的幹部及場務部、美宣部人員的幫忙，這次活動才會臻於完美，

那些屬於著你們的夜晚，將永遠閃耀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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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動態了解與關心 

臺灣大學化學系網頁：http://www.ch.ntu.edu.tw/chinese.html 

 

 

 

 

 

 

 

臺灣大學化學系電子公告網頁： 

http://www.ch.ntu.edu.tw/announcement/ 
 

 

 

 

 

 

臺灣大學化學系 Facebook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ch.ntu.tw?ref=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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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化學系 

贊助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捐款單 

 □直接匯款：華南銀行台大分行 

(戶名：國立臺灣大學 401 專戶；帳號：154360000028 號，請註明『化學系專

用款』) 

□ 郵政劃撥 

(戶名：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帳號：11278358；務請註明『化學系專用款』) 

□ 支票 

(抬頭請寫『國立臺灣大學』或『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連同本捐款單，

以掛號郵寄：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臺大化學系辦公室  楊吉水系

主任收) 

□ 信用卡      

 □ VISA      □ MASTER     □ 聯合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 

發卡銀行：▁▁▁▁▁▁▁▁  授權碼：▁▁▁▁▁▁▁▁▁(由台大填寫) 

持卡人簽名：▁▁▁▁▁▁▁▁▁▁▁▁(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 填妥本單後，請傳真至化學系辦公室：(02)3366-8671 

捐 款 人 資 料 

 姓名：▁▁▁▁▁▁▁▁▁     匯款日期：▁▁▁年▁▁▁月▁▁▁日 

捐款金額：新臺幣/美金 ▁▁▁▁▁▁▁▁元 

捐款收據抬頭：▁▁▁▁▁▁▁▁▁▁▁▁▁▁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H) ▁▁▁▁▁▁▁▁▁▁▁▁ (O) ▁▁▁▁▁▁▁▁▁▁▁▁▁ 

地址：▁▁▁▁▁▁▁▁▁▁▁▁▁▁▁▁▁▁▁▁▁▁▁▁▁▁▁▁ 

E-mail：▁▁▁▁▁▁▁▁▁▁▁▁▁▁▁▁▁▁▁▁▁▁▁▁▁▁▁ 

系友畢業年度：民國▁▁▁年▁▁▁月    □ 大學   □ 碩士   □ 博士 

 聯絡人：劉美足 小姐(化學系辦公室) 

電話：(02)3366-3294   傳真：(02)3366-8671   E-mail: michelleliu@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