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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各位關心臺大化學系的系友們大家好： 

每年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社、上海交大等機構會陸

續發表全世界各大學或專業領域的排名，臺灣的媒體也很關心是否有國內的大學進入百大、

200 大或 500 大，更關心臺大的排名是否進步，無論結果為何，副校長、研發長或主祕

總要回應一下媒體對排名改變的看法。 

從概念上的「卓越」轉換成數字上的「積分」所用的「指標」或「函數」無論多客觀

或多精細，總會存在著落差。這如同目前化學計算上廣用的「密度泛函理論」，從「電子

密度分佈」轉換成「能量」所用的「函數」決定了結果的正確性，函數的些微不同，有可

能使結果相距甚遠。這也說明臺大在不同機構發表的排名中，可以差異甚大。 

其實，各大學都知道如何使排名進步，端視有無子彈(經費)。例如：國際學生數是指

標之一，有志競逐排名的亞洲大學近年來競相砸錢招攬國際學生。但話說回來，有錢、有

人時排名衝高，當政府財政不佳時，又該如何維持排名呢？難道只在乎「曾經擁有」？ 

想當然有人對排名不屑一顧，也有人認為臺灣應以產業創新為研發的目標，而非虛幻

的學術排名。的確，以當前臺灣有限的人力、物力與特殊文化體制要去競逐世界排名，容

易令人心痛；單以近兩年全臺各大學化學系博士生招生均嚴重不足的現象而言，就與我們

「追求研究卓越」的理想背道而馳！ 

臺大化學系以系友為榮 

  系友以臺大化學系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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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人力的缺乏或可歸因於「少子化」的問題或媒體口中「雞排博士」的誤導，

但也可能是：我們的教育無法激發學生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熱情、自信與野心？當研究是為

了排名與獎勵時，它就不再是一種追求新知與新技術的享受，當教學變成是一種負擔，社

群服務也成了絆腳石時，如何引起學生的熱情？如何傳承？ 

我不反對大學排名，畢竟它提供一種資訊：世界各大學現狀的「民調」。但它反映的

不只是一個單位的表現，也反映了這個社會的氛圍、政府的政策與國力。今年臺大化學系

的民調結果：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排 37，較去年進步 9 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雜誌社排名 35，與前者類似，但上海交大排名卻落於 101-150 之間。您相信那一個？ 

臺大化學系如何在排名的洪流中定位而不迷失方向？我認為是認清環境現實、更加善

用有限資源、加強團隊合作、努力扮演好自我角色。我相信以本系優質師生員工，加上社

會各行業眾多傑出系友的支持、建議與貢獻，必能擦亮臺大化學系的招牌！  

86 歲的臺大化學系仍然年輕，仍然要不畏困難向前邁進！我們追求的目標之一是：

臺大化學系以系友為榮，系友也以臺大化學系為傲！系友們，歡迎「回娘家」！如果您在

遠方，這一天不克前來，歡迎隨時回來並與我們保持聯絡。 

 

謹祝 大家 

 

一切順利、平安健康 

 

臺大化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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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師資 

 

專任教師 35 位 教授 26 位 彭旭明、牟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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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弘文 

副教授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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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位 中研院原分所 張大釗、林志民 

中研院化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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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位 笠井俊夫/Toshio Kasai (103.08.01-104.07.31) 

碇屋隆雄/Takao Ikariya (103.09.24-104.01.31) 

丹羽幹/Miki Niwa (104.02.1-104.04.30) 

Oleksandr Demchenko (104.02.24-10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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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 學年度教師系友獲獎紀錄 

 教師獲獎紀錄 

 佘瑞琳講師、楊美惠兼任教授榮獲 102 年臺大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合作團體獎

/102.09。 

 彭旭明教授榮獲 2013 年總統科學獎/102.10。 

 牟中原教授榮獲 2013 年世界科學院化學獎/102.10。 

 陳竹亭教授榮獲 2013 年中國化學會化學服務獎章/102.11。 

 周必泰教授榮獲 2013 年中國化學會化學學術獎章/102.11。 

 彭旭明教授、方俊民教授、羅禮強教授榮獲 2013 年中國化學會誌論文獎/102.11。 

 周必泰教授研究成果榮登國際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2.11。 

 特聘研究講座翁啟惠院長榮獲 2014 年沃爾夫化學獎/103.01。 

 方俊民教授榮獲臺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生技講座/103.01。 

 鄭原忠助理教授榮獲 2013 國際波動力學應用研發中心潛力科學家獎/103.01。 

 張煥宗教授當選 2013 年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103.01。 

 彭旭明教授榮獲 2014 年義大利國家科學院「路易吉塔圖法利」化學獎/103.06。 

 陳竹亭教授榮獲臺大 103 年度教師社會服務傑出獎/103.06。 

 鄭原忠助理教授、邱勝賢教授、佘瑞琳講師、陸駿逸教授、陳平副教授、邱靜雯助理

教授榮獲 102 學年度臺大教學優良教師獎/103.07。 

 彭旭明教授、牟中原教授再次榮獲國立臺灣大學講座

(103.03.01/103.03.03-105.07.31)/103.07。 

 周必泰教授再次榮獲國立臺灣大學講座(103.08.01-106.07.31)/103.08。 

 李弘文老師升等教授/103.09。 

http://www.ch.ntu.edu.tw/announcement/files/.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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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靜雯助理教授榮獲 2014 年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103.10。 

 楊吉水教授榮獲 2014 年中國化學會「會誌」論文獎/103.10。 

 林金全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58 屆科學術獎(數學及自然科學類)/103.10。 

 金必耀教授榮獲中國化學會 2014 年「化學」最佳論文「單分子亮子輸送中的環電流

及多通道干涉現象｣/103.10。 

 系友獲獎紀錄 

 謝道時系友(1970 臺大化學系學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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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鄭淑珍系友(1977 臺大化學系學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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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高德輝系友(1973 臺大化學系學士)當選中央研究院第 30 屆院士(生命科學組) 

/103.07。 

 張玉潔系友(2006 臺大化學系學士)勇奪仁川亞運馬術團體獎銅牌/103.09。 

 洪明奇系友(1973 臺大化學系學士)榮獲 2014 年臺大傑出校友(學術類)/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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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活動紀錄 

 102 學年度畢業壁報展 

延續臺大化學系傳統，102 學年度畢業壁

報展於 103 年 5 月 6 日及 7 日假化學系積學

館勝凱廳舉行，展現化學系應屆畢業生們的研

究成果。 

化學系壁報展分大學部與研究生兩階段，

前者由化學系主辦，後者由研究生協會自治規

劃，系辦同仁協辦，主要宗旨在於提昇大學部

與研究生之學習水平，鼓勵畢業生積極參與，期望師生間之交流能夠激盪出跨領域的研究

成果。102 學年度共有 128 份壁報參展，展出的內容為應屆畢業生在研究室日以繼夜、

辛勤工作的成果，區分為有機、無機、物理化學、分析及化學生物領域，應用範疇涵括物

理、生物、醫藥、材料、食品及環境等。透過講解、培養整合能力與口頭表達，展現多樣

思維。 

企業徵才系列活動於壁報展的同時段熱鬧進行，搭起同學與業界之間的橋樑；企業在

活動中認識化學系的優秀學生進而尋找合適人才，在學學生們亦能藉由企業代表的介紹與

交流互動，了解及充實職場相關知能，並獲得更多就業資訊，能於就學期間及早預作準備

並儲備能量。 

參展壁報由審查委員會委員評選出得獎人共 76 人，其中「優良壁報獎」66 人(包含

博士班畢業生 14 人、碩士班畢業生 44 人，大學部畢業生 8 人)，另由同學票選出「人氣

壁報獎」10 人；得獎人獲頒化學系獎狀一紙及獎金不等，並於公開場合表揚之。化學系

壁報展活動在師生們的熱情參與中圓滿落幕！ 

   

 

 
102學年度畢業壁報展畢業生發

表研究成果結合徵才活動 102學年度畢業壁報展優良獎項頒獎 

102學年度畢業壁報展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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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化學系學會‧會長黃立安同學 

101 年 6 月在臺大畢業典禮上，臺大化學系友劉兆玄學長對畢業生說了這樣的一席話：

「臺大代表樹是椰子樹，它的特色是『只顧自己往上長，連一點樹蔭都不給』。反觀成大

最具代表性的是盤根錯節的老榕樹，真是『落地生根、枝繁葉茂』」這一席話，在當年造

成校內與社會上不少討論與反思，也在每位以母校為榮的臺大人臉上，摑了沈甸甸的一

掌。  

也是在那年，我考進臺大化學系。當時才大一的我和大部分同學一樣，以為能夠擠進

臺大窄門已是求學生涯最後的勝利。然而在臺大的日子愈久，眼界愈發開闊，才愈能瞭解

到當時劉兆玄學長那一席話中的憂慮。我慢慢體悟到，雖為一個綜合型研究大學，但作為

臺灣重點人才培育之處，臺大更重要的是教導學生學會與人共事，肩負起社會責任，並以

知識涵養回饋人群。 

在這樣的潮流下，近年來臺大校內各種學生組織蓬勃發展。各社團、學生會積極推動

不同活動、落實學生自治，旨在學校運作體系之外，激勵學生自主提升團隊合作能力、服

務社會大眾、推廣科學教育等。於此同時，化學系學生會也努力地朝這方向扎根著；除積

極落實學生自治外，我們也推動各項活動的進行。例如在每年寒假，我們舉辦全國高中生

化學營，透過化學系同學自我付出與規劃，全力向高中生推廣化學專業知識，同時加強同

學在團隊運作中的整合能力；又如每年三月的杜鵑花節，我們透過學校提供的場地，由化

學系同學親自解說，向對未來感到惶恐的高中生提供適切的建議，並以此訓練化學系學生

的溝通能力；更多其他活動如化學之夜、迎新宿營等，都是希望臺大化學系學生，能體會

到除了念書外，更要學習做人處世之方，愛國愛人之道。 

正如傅斯年校長所言：『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無論是過去的回顧，或說是未

來的展望，傅校長都給了臺大學生最深切的訓勉。而化學系學生會與全體化學系學生，也

持續地為這樣的精神努力不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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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化學一夏‧永續化學 

103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0 日由臺大化學

系主辦的暑期臺大化學營是繼三年前的高中資

優生化學營之後，再次對全國高中生開放的化

學營，參加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對化學有興趣

的同學，藉由專題演講、實驗操作、數據整理、

成果發表等學術活動及有趣活潑的課外活動設

計，讓青青學子們齊聚一堂，相互切磋激發創

意，學習團隊合作，對於化學有更深入的認識。 

本次化學營的實驗主題是「永續

化學」。近年來，永續科學蓬勃發展，

在面臨全球暖化氣候異常等的災害

威脅下，綠色化學的議題日益重要。

暑期化學營特別選擇這個主題，除了

安排 3 場探討化學與環境、社會等等

的關聯的專業演講外，也安排了參觀

貴重儀器及實際實驗操作，希望藉由

實際的操作，學習實驗技能及方法，

培養正確之實驗態度及環安

衛規範。有別於往年的設計，

本年度更加入了資料檢索、

簡報設計等等的實際訓練，

使同學在高中化學教材之外

能接觸到新近的化學發展趨

勢，引發同學對科學與社會

相關議題的關心，還能落實

完成小型學術報告的訓練，

更能藉著與同儕的多次討論

及交流，培養同學團隊合作互助的精神及訓練思辨表達能力。 

103年臺大暑期化學營籌備會 

103年臺大暑期化學營實際實驗操作 

103年臺大暑期化學營工作人員及學員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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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化學之夜 

化學系每年於下學期皆會舉辦「化學之

夜」，邀請校內其他系、外校、表演人員的

親戚朋友等前來觀賞。藉由這個活動，讓大

家更能見識到臺大生除了讀書外，也能嘗試

各方面性質的表演，例如舞蹈、歌唱、樂團、

演戲等，使我們更能從練習中學習各才藝及

享受其趣味。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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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磨練大家組織分工、協調、溝通表達以及處理事情的能力，也

從挫折中明白其他行業的辛苦，進而促進學生培養多元面向的思考方法與對藝術的鑑賞

力。 

今年的「化學之夜」於5月18日在第一學生活動中心隆重登場，籌備的過程中，同學

間會密集的接觸，一同排練、一同面對挫折、一同進步，藉此能促進大一到大四同學間的

感情，增加彼此的凝聚力，並互相激勵激發，將彼此的創意與才能淋漓盡致地發揮。而在

「化學之夜」當天的閃耀演出，也為青春烙下最美的回憶！ 

 

 

 

「化學之夜」於小福廣場前的宣傳 

103年「化學之夜」當日活動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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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迎新宿營 

每年的迎新宿營，透過工作人

員精心設計的團康活動和闖關遊

戲，期盼幫助新一批即將加入化學

系大家庭的學弟妹提早熟悉大學

生活，預知即將面臨的挑戰，縮短

適應時間，能對所屬學系和未來的

生涯規劃有初步的認識。 

今年的宿營選於坪林的青山

農場舉辦，為期三日的營期全是晴朗無雲的好天氣，各項活動才得以呈現出最好的品質。

在本次宿營的籌備過程中，人力分配是最大的問題。但多虧B02同學的鼎力相助及全力配

合，接受幹部的人員安排調度，使我們更可了解即使人力不若往年充沛，但只要團隊分工

合作，依然可以達成當初設定的目標。此外，更有許多籌備的工作人員犧牲了假期與睡眠

時間，不僅完成進度，更極力追求每個小細節都能盡善盡美。也謝謝B03學弟妹的熱情參

與，你們最簡單的一句「很好玩」，就是對我們最直接且感動的回饋。相信迎新宿營會是

大學四年時光裡最深刻雋永的回憶！ 

 

 

 

 

103學年迎新宿迎活動及大合照 



12 
 

 103學年化學系館煥然一新 

化學系館A棟在94年興建完畢，B棟在98年落成，過去幾年因為這個新家讓學生能夠有

最佳的活動空間及學習環境。然而幾年來，風吹、日曬、雨淋的結果，化學系館已黯然失色！

為讓化學系館能恢復昔日風采，我們特邀各路人馬慷慨解囊，讓系館從頭到腳整個洗刷刷。

在103學年學期初，化學系館以嶄新的外貌迎接大家。在此特別感謝熱情贊助的系友們及化

學系同學的家長！ 

 

 

 

 

 

化學系館清洗「前」，黯然失色！ 

化學系館清洗「後」，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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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 年精彩活動花絮照 

臺灣大學化學系85週年系慶(102.11.09) 

   

   

 

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Prof. Ryoji Noyori至臺大化學系演講(102.11.19) 

   

 

彭旭明教授榮獲102年總統科學獎(10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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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化學系新春團拜(103.02.11) 

   

 

蘇志明教授榮退演講暨茶會(103.05.29) 

   

  

 

第五屆臺大化學系─日本岡山大學理學院國際化學工作坊(103.08.2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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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化學系服設計票選前三名頒獎典禮(103.03.15) 

   

  

 

103年化學系教師節餐會(103.09.23) 

   
 

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Prof. Akira Suzuki至臺大化學系演講(1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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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動態了解與關心 

 臺灣大學化學系中文網站：http://www.ch.ntu.edu.tw/chinese.html 

 臺灣大學化學系英文網站：http://www.ch.ntu.edu.tw/english/index.html 

 

 

 臺灣大學化學系電子公告網頁：http://www.ch.ntu.edu.tw/announcement/index.php 

 

 

 

 

 臺灣大學化學系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nt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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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臺灣大學化學系 

贊助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捐款單 

 □直接匯款：華南銀行臺大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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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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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 (由臺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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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悅桂小姐 (臺大化學系辦公室) 

電話：(02)3366-1142   傳真：(02)3366-8671   E-mail: ykchao@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