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主任的話 
各位親愛的系友們，大家好： 

 

化學系從彭旭明教授開始，每位系主任的

任期都是三年。交棒接棒，三十多年過去了，化

學系的面貌從大樓外觀、研究領域，到人事架構，

都有極大的改變，顯示每位系主任的不同風格，

都為本系帶來充沛的生命力。鄙人今年八月從

梁文傑教授手中接過系主任的棒，也承接了對

化學系未來有決定性影響的重任——化學系永

續基金的募款。感謝系友們對本系的厚愛，積學

館的落成，給化學系立足國際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梁主任成立永續基金，其實也是眾多資深系

友多年以來的殷殷期盼。基金孳息的靈活運用，

將令化學系在師資招募與學生培育上，真正比

肩國際一流大學。但永續基金的規模，比積學館

的興建經費有過之而無不及，想想都覺得是個

不可能的任務。 

回到系務的簡介，在本系春風化雨 30 載以

上的方俊民講座教授(任教 40 年)及陳逸聰教授

(任教 31 年)均於 8 月榮退。在新進教員方面，

我們有幸聘任彭之皓博士為本系專任教授。彭

教授的專長為有機無機高分子共聚物化學，他

的加入，將大大加強本系產學合作的量能。另外，

馬左仲(Manuel Maestre-Reyna)助理教授的專長

為自由電子雷射與酵素蛋白結晶學。國家同

步輻射研究中心正在自主研發自由電子

雷射，期待馬教授能成為其中的重要推手。 

過去三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在梁

主任及一眾職員和助教努力不懈的守護下，化

學系的教學、研究仍然穩定發展。從去年底至今

年本系多位教員仍獲得多項國內外殊榮：第六

屆吉田賞、科睿唯安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亞

太催化傑出研究學者獎、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 2021 年光環論文獎、教育部第 25 屆國家講

座、110 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等。此外，本系

的學生們也持續有優秀的表現，除了校內多項

競賽及各類獎學金之外，研究能力亦屢獲校外

多個單位的肯定：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

獎、永光綠色化學研究論文獎、李遠哲院士暨夫

人獎學金、中技社科技獎學金、達興材料研究生

獎學金等。 

今年 6 月，我們敬愛的師長林金全講座教

授因病溘然辭世。在他的追思禮拜中，其中一個

花籃寫著：「學術熱忱永垂，教學奉獻不朽。」

林老師在臺大化學系服務了 38 年，聽著他學生

的悼詞，深深感受到臺大化學最重要的資產，就

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深厚情誼。驀地醒悟，永續

基金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它能為系上提供多少經

費，乃是它可成為一個平台，承載一代又一代的

師道精神。我們鼓勵系友在捐款的同時，也向我

們提供對過去師長的懷緬。或許我們真正所要

期盼的，並非化學系的永續基金能否再次成為

臺大的指標，而是我們可以藉此存留多少雋永

深刻的汝師絲語。為此我們系網的系友專區，將

成立一個新的分頁——「師篇」。今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的系慶，我們將正式公告永續基金的

成 立 ， 以 及 其 運 作 細 則 ， 報 名 網 頁 為 

https://forms.gle/7nWG2C7mDGnzybsz5。這次系

慶，除了實體的餐聚，在簡報會我們也會提供線

上直播，讓大家無論在天涯或海角，都能再次相

聚一刻，見證臺大化學系歷史新的篇章。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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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同行 共榮共存 
 

彭之皓教授 
 

我是彭之

皓，彭旭明的

兒子，本系 B84

級學士、R88 級

碩士。小學六年級因為覺得老爸的生活好像

挺不錯的，立志成為臺大化學系的教授。經

過了 33 年的努力，我終於到達了這個位置(雖

然這時候已經知道被騙了…)。從我新的辦公

室陽台看出去的時候，是很想大叫一番，就

像爬山攻頂後會想大吼一番一樣，不過看到

樓下往來的學生，為了不要讓自己在臺大第

一年就上社會版，還是乖乖轉身回去吹冷氣

了……。 

畢竟是系友通訊，個人心情之外，更重

要的是讓系友能對我有所瞭解。我的專長是

高分子化學與高分子合成，更明確的說，我

們是設計、合成觸媒（催化劑），用於〝活性

自由基聚合〞反應中，以控制高分子的組成、

分子量、結構…等特性，進而開發出新型的高

分子材料，應用到分散劑、增韌劑、接著劑、

表面塗布…等領域。這也使得我這幾年來與

業界有比較多的互動與討論，因為不論是塑

化業或電子業，對於高階高分子材料的需求

都很高。另一方面，本實驗室也跨校組成研

究團隊，在國科會化學鍵計畫的支持下，投

入新的研究方向：鑭系金屬串錯合物的合成

與鑑定。這部分我們利用多氧配基與鑭系鹽

類進行反應，合成出一系列的雙核鑭系同核

與異核之錯合物。未來將進行完整的鑑定，

了解這些錯合物的特性，並合成更多核的鑭

系金屬串錯合物。 

過去十一年，我在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進行研究工作。在清大化學系豐富的資源與

支持下，我順利從助理教授、副教授、升等到

正教授。研究的過程中，對國內的研究環境

當然會有些感觸。尤其是與周邊一起競爭國

家相比，我們的研究資源的確是偏少的。其

中成因複雜而多面向，我就不在此探究了。

但身在局中的我們，總是會想找條出路。由

於自身研究與塑化產業比較相關，過去幾年

有一些產學合作的經驗，也擔任過國立清華

大學的智財技轉組長。個人覺得，在產業與

學界有一定的共識及信任後，產學合作其實

可以是一個三贏的局面，學界得到更多元更

豐富的研究資源，也了解到目前世界的趨勢

和需求，更有機會讓自身的研究成果對社會

做出貢獻。業界則可以獲得高端的技術，了

解該領域技術上的最新趨勢，也能夠使用高

階的儀器與專業的分析。而第三個會獲益的

是學生。學生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提前了

解到工作與求學的不同，認識業界的氛圍、

環境，進而能選擇比較適合自己的方向，有

助於未來職涯的發展。有鑑於此，我回到系

上會希望能夠在這方面盡一點心力，增進系

上與業界的交流，尤其是在業界的系友，對

系上的研究能力、設備資源已經有所了解，

在交流溝通上會更加明確。未來會藉由不同

的管道，包括系上課程與演講、雙邊參訪、及

系友聚會等活動，增進系友與系上互動的機

會，從中發掘本系能應用到產業的技術，以

及能提供給系友的協助。長此以往，期望系

友與本系能互利互惠，在這艱困的國際競爭

環境下，找出一條共榮共存的道路。

新進教師介紹 



3 

 

Welcoming New Faculty 
Assistant Professor Manuel Maestre-Reyna (馬左仲助理教授) 

 In our modern world, chemistry is 

inextricably associated with utility, 

technology, and efficiency. Without 

chemical discoveries such as the Haber-

Bosch process, modern life would be 

impossible. However, chemistry is not only 

useful, but also undeniably beautiful in 

showing us the symmetry,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atural world. To me, 

nothing exemplifies the immense beauty of 

chemistry better than proteins, the universal 

building blocks of life. In my capacity as a 

new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am excited to explore the complexities of 

protein chemistry, and to uncover their awe 

inspiring chemical beauty. 

Although my road to the NTU has been 

winding, my goal was set very early on. 

While attending junior high at the German 

School in Valencia, Spain, I was fascinated 

by biochemical processes, but also 

frustrated by how little information was 

provided about their main actors, i.e. protein 

enzymes. After all, sugars do not hydrolyze 

themselves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one 

can wait millions of years before a 

phosphodiester bond spontaneously forms! 

I needed to know more, and so, I decided to 

pursue a career in biochemistry. 

Later, when studying pharmacy and 

bio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dad de Valencia, 

Spain, answers cam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Physical  chemistry’s  mathe-  

matical approach to kinetics and 

thermodynamics brought a quantitative 

understanding to chemical processes, 

which enzymology applied to enzyme 

catalysis. Organic chemistry provided a 

qualitative, structural description of simple 

catalysts, which protein chemistry built upon.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actual inner workings of protein 

structure. However, the picture was far from 

complete. Enzymology’s physicochemical 

approach to reactivity was detailed, but the 

connection with structure felt tenous. 

Meanwhile, organic and protein chemistry 

were good at describing catalyst structure, 

but it was still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resulted in enzymes differing so much 

from organic catalysts. Clearly, the key to it 

all lay in protein structure. If I could 

understand the hidden role of the protein 3D 

fold, I would uncover the elegant 

新進教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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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ity of proteins. Thus, when the 

opportunity arose, I applied for an Erasmus 

Socrates grant to visit the Philipps 

University Marburg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where a talented structural 

biologist resided: Dr. Lars-Oliver Essen. 

I completed both my master and PhD thesis 

at Dr. Essen’s lab, which specialized in 

photoreceptors and cell-surface proteins. 

My PhD subject revolved around the latter, 

namely the epithelial adhesins (EPA) of C. 

glabrata, one of the few human fungal 

pathogens. As sugar binding proteins, 

EPAs were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i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as the C. 

glabrata genome can harbor up to 23 

slightly different variants. By solving the 

structure of several of them, I was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ir subtle variability 

underlied differing sugar binding properties, 

allowing the pathogen to colonize a variety 

of niches within its human host. 

After my PhD, I wanted to expand my 

horizons. I had coursed all my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us yearned to experience a 

totally different social and scientific 

environment, but without jeopardizing the 

quality of my research. Naturally, Taiwan 

and Japan came into question. Taiwan 

ended up at the top of my list, and more 

specifically Dr. Andrew H.-J. Wang’s group 

at the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IBC), 

Academia Sinica. Dr. Wang is a legend in 

structural biology, having determined the 

first DNA crystal structure. Under his 

supervision, I continued my studies on 

protein-ligand interactions. Ultimately, 

careful analysis of protein crystal 

ultrastructur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crown-

ethers as crystallization chaperones, which 

drove protein crystallization via unusual 

contacts across the crystal lattice. At this 

stage, between my PhD and my postdoc, I 

had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ole 

protein structure played in protein function. 

However, this was only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How could these seemingly rigid 

structures mediate dynamic chemical 

transformations? In order to observe 

enzymatic chemical processes, I had to 

introduce time as a variable into my 

structural studies. However, ultrafast time-

resolved crystallography could only be 

performed at the most powerful X-ray 

sources; X-ray Free Electron Lasers (XFEL). 

Only five of these devices exist worldwide, 

and none of them were in Taiwan. For me, 

it looked like the time had come to leave 

Taiwan for greener pastures. 

It was at this point that Dr. Ming-Daw Tsai, 

also from the IBC, made me an offer I could 

not refuse: if I joined the Taiwan Protein 

Project (TPP), a Taiwan-wide consortium 

aiming at excellence in protein chemistry, 

he would give me complete freedom to 

pursue my interests. Obviously, I accepted, 

and Taiwan became my hom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ith the support of such 

an eminent enzymologist as Dr. Tsai, and 

X-ray scientist Dr. Bessho, I was able to 

obtain beamtime at SACLA, the Japanese 

XFEL. Ove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we 

carefully constructed a 3D movie of the 

events immediately after a light-driven, 

enzymatic, electron transfer reaction t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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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the photoreduction of a photolyase. 

The results were fascinating; we could 

observe the complex dance between the 

enzyme and its activated, highly unstable 

flavin chromophore at atomic and 

nanosecond resolution. Every little detail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is 

flavoenzyme lay on display! However, this 

was not enough. My go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d been to study enzyme 

mechanics during their reaction, not after it. 

The target was easy to select, as 

photolyase’s main function is to use light to 

catalyze repair of damaged DNA. However, 

accessing the ultrafast picosecond time 

resolutions required to observe the DNA 

repair reaction necessitated a change of 

venue. Thus, in 2021, I was awarded 72 

hours of beamtime at SwissFEL, the Swiss 

XFEL. There, in an epic, coordinated effort 

between Japanese, German, Swiss, French, 

Italian, and, most importantly, Taiwanese 

scientists, we were able to obtain a full 

molecular 3D movie showing all individual 

stages of DNA repair by a photolyase. 

Flavin activation, electron injection, ring 

opening, coplanarization of the repaired 

bases, and product release, all showcased 

their elegant beauty in minute detail, and 

explained the role of the protein, its flavin 

coenzyme, and even individual water 

molecules! 

With these results in hand, all seemed rosy. 

Nonetheless, the end of the TPP loomed 

close, and it was natural to move on to a 

fully independent position, which 

materialize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ship 

at the NT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In my 

lab,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use of cutting 

edge crystallographic techniques to solve 

the question that plagued me so many 

years ago, how and why do enzymes do 

what they do? We will look at a variety of 

electron transfer enzymes, such as 

cryptochromes, which use photoreduction 

to generate radical pairs which underlie 

magnetoreception in migratory animals. We 

will visit top international facilities, 

experiencing both the macroscopic beauty 

of the Japanese Hyogo highlands, the 

Swiss and the French alps, but also the 

microscopic beauty of intricate chemical 

processes as they unfold in front of our eyes. 

Most importantly, we will bring thi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back to Taiwan, 

where we will implement it, so that the entire 

scientific community can enjoy and make 

use of it.

. 

 

  

 

 

It is the function of science to discover the existence of a general reign of order in nature and to 
find the causes governing this order. And this refers in equal measure to the relations of man - 
social and political - and to the entire universe as a whole.” 
― Dmitri Ivanovich Mendele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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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俊民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紀實 
謝俊結系友(2002 級碩士、2005 級博士) 

每年六月，驪歌響起時，莘莘學子準備

踏出校門迎向未來，台大傅鐘兩側鳳凰花總

是殷紅綻放，彷彿提醒著大家應保持鳳凰花

般火熱的心，盡情展現生命的價值，就如同

方俊民老師在化學系作育英才，對化學研究

的執著與熱情，數十年如一日，未曾絲毫的

懈怠。 

2022 年 6 月 24 日方俊民老師的實驗室

家族、台大化學系成員、及中央研究院等學

術研究友人齊聚台大化學系積學館松柏講堂，

舉辦「方俊民教授榮退研討會」，當天也是方

老師的七十歲生日，別具意義。儘管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在堅守防疫規定同時，許多

實驗室家族成員仍然踴躍出席，研討會場十

分熱絡，彼此寒喧，回憶當年實驗室的點點

滴滴。研討會中邀請四位與方老師合作的學

者分享研究的成果，化學系梁文傑主任頒贈

紀念禮物，方俊民家族代表致辭，再由方老

師給予演講。會後則於水源會館海芋廳舉辦

慶祝晚宴，為方老師七十歲生日獻上祝福，

場面熱鬧溫馨，也為榮退研討會畫上完美句

點。 

方老師在 1974 年畢業於台大化學系，服

役二年後負笈美國留學，於 1980 年榮獲耶魯

大學化學博士，隨後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及日本 Suntory 生物有機研究所從事博士後

研究工作，於 1982 年回到台大化學系任教。

方老師在台大任教 40 年間，春風化雨教育英

才，並曾指導超過 90 名碩士生，50 名博士

生、15 名博士後研究人員、以及約 60 名大學

部專題生。學生們皆以身為方俊民教授實驗

室家族成員為榮，每年老師生日或教師節均

方老師榮退演講，以〈瓶納小天地，胸懷大自然，倏忽四十年，回想與迴響〉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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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聚會，主動為老師慶生並聯絡感情。方

老師師承鄭玉瑕教授，初期的研究以天然物

化學為主，後續則拓展研究領域至新穎合成

方法、不對稱催化、奈米科技乃至於生物分

子辨識及醫藥化學。綜觀方老師在有機合成

及化學生物學領域的研究成果斐然，並獲獎

無數，包括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五次、中國化

學會學術獎、永信李天德卓越醫藥科技獎、

教育部學術獎及台灣石化合成學術貢獻獎，

期間亦獲頒傑出人才講座、台灣生技醫藥

TBF 講座、教育部第 21 屆國家講座及臺灣大

學講座等榮耀。儘管方老師專注在研究工作，

但在教學方面也不曾懈怠，其豐富的上課內

容及整齊的板書，曾被上課學生認為媲美補

習班名師，而且方老師也曾是臺灣大學第一

屆傑出教學獎得主之一。 

方老師實驗室家族曾在 2012 年於苗栗

西湖渡假村為老師六十歲生日舉辨盛大的慶

祝活動，許多已成家立業的成員攜家帶眷來

為老師獻上祝福。時光匆匆轉眼已過十年，

方老師榮退研討會活動自年初就已籌劃多時，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過程一波三折，

也曾認真討論是否延期舉辦，所幸後續國內

疫情稍緩，並且家族成員希望在方老師應屆

退休年度，配合台大化學系演講行程，選在

方老師七十歲生日當天舉辦榮退慶祝活動，

更別具紀念意義。籌備活動過程中，實驗室

家族成員密切聯繫，處理募款、紀念品設計

製作等工作，在確認榮退研討會日期後，則

在化學系行政團隊的全力配合下，完成研討

會細節之籌畫作業。因應防疫作業及配合方

老師清靜淡泊的個性，因此除了歷屆學生及

台大的同事外，僅邀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

所及基因體研究中心的成員，對於受到疫情

影響，以及在國外求學或工作無法前來的學

生或友人，會議現場也準備網路直播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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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家共襄盛舉，其中也包含陳長謙院士和

方師母的全程參與。 

6 月 24 日榮退研討會當天，宣傳壁報上

寫著早年實驗室成員陳志成撰寫的門聯：「教

導有方 俊士英才齊聚賢門下 民主科學共論

聖堂中」，正是方俊民老師實驗室的寫照。中

午過後人潮逐漸湧入化學系積學館大廳，與

會人員彼此寒喧問候，熱情爭相與方老師合

影留念，會場亦有包含前中央研究院翁啟惠

院長在內的許多貴賓致贈花籃，讓研討會場

增色不少。正式活動從下午 3:30 於松柏講堂

開始進行，首先由與方老師密切合作的四位

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陳儀莊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

究所梁博煌研究員、台灣大學基因體暨蛋白

體醫學研究所潘思樺教授及醫學院藥理學研

究所魏子堂教授，分別就神經退化性疾病、

冠狀病毒蛋白酶抑制劑及癌症藥物開發等研

究領域，分享在合作研究上的成果及與方老

師相處間有趣的佚事，皆推崇方老師在研究

過程中提攜後進不遺餘力。隨後在實驗室家

族的祝福與經驗傳承部分，由任職於生物技

術開發中心副執行長張綺芬博士及台北醫學

大學李慶國教授分享他們在鄭玉瑕研究室時

期，所接觸到個性溫和、邏輯思維清晰的方

老師，也推崇其私下平易近人的一面。在此

同時，歷屆學生包括楊文彬、呂紹宏及彭日

平等人除了分享在方老師實驗室學習的點點

簡敦誠教授(台大化學系 1991 年畢業生)與方老師

在實驗室門聯旁合影 

梁文傑主任代表化學系同仁頒贈方老師榮退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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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也都會提到方老師在研究上對學生的

啟發和生活上的關心照顧，其身教也使得後

續從事教育的實驗室家族能夠將這份研究教

學的熱忱與對學生的關愛向下傳承。 

緊接的活動是梁文傑主任代表化學系頒

贈紀念禮物給方老師，以感謝老師多年來對

系上教學、研究及服務上的貢獻。壓軸活動

則是方老師的退休演講 「瓶納小天地 胸懷

大自然 倏忽四十年 回想與迴響」。在引言人

蔡蘊明教授妙語如珠的介紹下，方老師開始

回顧其返國服務的初衷、早期的研究工作，

以及改變研究方向的心路歷程，中間也穿插

一些指導學生研究及教學上的理念，他提及

自己編著教科書及參加研究討論會時，提醒

大家學習有機合成應具備的知識，特別是細

心觀察，才能從失敗中獲得意外成功的果實，

他侃侃而談與合作同事們建立令人難忘的友

誼和研究熱情。演講過程中，方老師分別介

紹了他不同時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並感謝

不同研究階段的合作同事與學生，從早期不

對稱反應方法學的開發、台灣固有植物的化

學成分分析、如何跨入生物有機合成領域、

乃至於抗冠狀病毒及流感病毒藥物開發等。

演講至尾聲，方老師則感性地向台灣大學、

中央研究院及其他醫學大學的研究合作者說

出誠摯的感謝，由於合作研究才會拓展他的

研究視野，因而豐富他的研究生涯。同時間

他也對實驗室的同仁在不同時期陪伴他 40

年，14600 天豐富的人生，獻上滿滿的感謝及

祝福。研討會在隨後進行紀念大合照後，便

在與會人員陸續領取餐盒及飲料過程中圓滿

落幕。 

在緊湊的研討會活動結束後，與會人員

趨步前往晚宴地點。鄰近台大校園的水源會

館以湘粵名菜及精緻港點聞名，當天晚宴由

主辦的團隊包下了海芋廳的場地，席開 10 桌，

晚宴在悠揚的音樂聲中順利進行，菜色可口

精緻，場內許多同事、師生、同學間都已多年

不見，氣氛溫馨融洽。席間方老師逐桌和與

會來賓致謝並且寒暄許久，過程中因應疫情

緣故，並無安排表演節目，但平和溫馨的晚

宴更符合方俊民老師「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的個性。最後在方老師上台致辭，並再次感

謝所有與會來賓、同事及歷屆學生，在他退

休時前來給予滿滿祝福，度過美好難忘的一

天，為晚宴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陳振中教授於 8 月接任台大化學系系

主任後，我應他的熱情邀約，撰寫方老師榮

退慶祝活動的報導，筆者謹代表方老師實驗

室家族感謝台大化學系對於這次活動的支持

與協助，並期盼台大化學系維持歷年來的優

良傳統，繼續為台灣作育英才。

水源會館晚宴：左起謝俊結博士、周必泰教授、梁文傑主任、

方老師、彭旭明教授、邱靜雯教授、陳振中教授、魏子堂教授 
方老師舉杯致謝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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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氏論文獎 
 

「顏氏論文獎」是臺大化學系 1968 級學

士顏永財系友及夫人顏莊和子女士，在美創

業有成後回饋母系、嘉惠學弟妹們而於 1992

年設立的獎學金。主要為獎勵化學研究所應

屆畢業生「研究傑出者」。第一屆「顏氏論文

獎」在 1992 年 10 月 29 日頒發，由 80 學年

度博士班畢業生：姜仁章、蘇金豆；碩士班畢

業生：許昭萍獲得殊榮，顏氏夫婦特地自美

返台親臨臺大化學系頒獎。 

自此後，臺大化學研究所的應屆畢業生

都知道畢業前夕有機會競逐一項能夠展現研

究所在學期間的努力成果及研究能力的「顏

氏論文獎」。獲得「顏氏論文獎」不僅僅是一

項榮譽，更是對個人的努力及實力的肯定。

臺大化研所每年幾十名的碩、博士班應屆畢

業生中僅有數名有機會獲此殊榮，顯現出得

獎的研究生具備紮實的化學專業知識及優秀

的研究能力，在同儕中是位傑出者。因此「顏

氏論文獎」可說是研究所應屆畢業生們努力

爭取的重要獎項之一。 

每年的「顏氏論文獎」頒獎典禮，顏永財

系友及顏莊和子女士均特地自美返台親臨臺

大化學系頒獎，晚間並備晚宴招待化學系教

員、得獎者及其家屬。顏莊和子女士特地為

每一位出席晚宴的來賓準備一份小禮物，且

親自一一贈送並與來賓們閒話家常，讓人備

感親切與溫暖。此外亦邀請視障樂團吉他伴

奏，讓整個會場充滿優美的音樂聲、歌聲及

笑聲；除了顏氏夫婦引吭高歌之外，參與晚

宴的師生們都盡展歌喉，一同歡樂。 

近三年因全球性的新冠病毒影響，2020

年的頒獎典禮活動雖一如往常在化學系舉辦，

顏
氏
論
文
獎
三
十
週
年
特
輯 

「顏氏論文獎」設立者--顏永財先生及顏莊和子女士 2010 年 6 月 29 日攝於臺大化學系「系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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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美國的顏氏夫婦無法親臨現場頒獎，特

備一封感謝函在典禮中由彭旭明教授代為朗

讀。內容包括對得獎者的祝賀、期許和鼓勵，

以及感謝教師們的辛勤指導及全力支持，並

對本系所有同仁多年來對「顏氏論文獎」的

重視、用心及付出的心力表達感謝；朗讀告

一段落的同時，顏氏夫婦的溫暖心意瞬間傳

達到所有師生同仁的心中。2021 年的頒獎典

禮，顏氏夫婦採線上方式出席，與化學系的

現場即時連線互動。 

「顏氏論文獎」自 1992 年頒發第一屆獎

學金到今年(2022)已過 30 年，共頒發 31 屆

獎學金；獲獎的系友們，無論在學術界或產

業界皆有亮眼表現。在國外擔任教職者如：

第二十屆得主彭詠康(現職為香港城市大學

化學系助理教授)、第十八屆得主林奕志(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化學系助理教授)；在國

內學術界服務(教職、研究中心)，甚居要職者

或在產業界發展有成者均不計其數。其中第

二屆得主汪根欉、第六屆得主鄭原忠、第七

屆得主林志民(合聘教授)、第十一屆得主詹益

慈、第十七屆得主陳浩銘等在本系擔任教師，

繼續為培育優秀的化學專業人才奉獻所學；

多位經其指導過的學生亦是「顏氏論文獎」

得主。 

三十年來「顏氏論文獎」獎助化學系莘

莘學子，讓學子們在奮往化學相關領域發光

發熱的過程中助上一臂之力。臺大化學系全

體教職員工生均感佩顏永財系友及顏莊和子

女士對教育的熱忱奉獻，以及回饋母系、嘉

惠學弟妹們的精神，謹此致上至高謝意，並

誠摯祝福顏氏夫婦闔家安康、萬事如意。 

 

第 18 屆(20090725)顏氏論文獎頒獎典禮 第 20 屆(20110805)顏氏論文獎晚宴 

第 21 屆(20120724)顏氏論文獎頒獎典禮 第 19 屆(20100629)顏氏論文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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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氏論文獎」第 1-第 18 屆獲獎名單 
 

屆次 學位 得獎人 指導教授  屆次 學位 得獎人 指導教授 

1 

博士 姜仁章 蘇志明  

12 

博士 黃聖言 黃良平 

博士 蘇金豆 林金全  碩士 王鐘鋒 汪根欉 

碩士 許昭萍 牟中原  碩士 陳壁彰 牟中原 

2 

博士 汪根欉 陸天堯  碩士 林明甫 李遠哲／倪其焜 

博士 黃倉淼 陳竹亭  

13 

博士 許益瑞 王  瑜 

碩士 林永雅 黃良平  博士 鄭彥如 陸天堯 

3 
博士 袁天民 陸天堯  碩士 林育申 牟中原 

碩士 蘇崇智 陳竹亭  碩士 邱慧珊 陳逸聰 

4 
博士 易光輝 林英智  碩士 余人侃 周必泰 

博士 劉中元 劉緒宗  

14 

博士 謝俊結 方俊民 

5 

博士 陳憲廷 方俊民  博士 黃哲勳 林金全 

博士 王志傑 王  瑜  碩士 莊啟宏 陳逸聰 

碩士 沈光夫 陸天堯  碩士 鄭彬男 邱勝賢 

6 

博士 林弘萍 牟中原  碩士 閻君皖 牟中原 

博士 潘慶傳 林金全  

15 

博士 黃郁棻 張煥宗 

碩士 鄭原忠 陳竹亭  博士 林其鋒 邱勝賢 

7 

博士 陳瑞敏 陸天堯  博士 范秀芳 林金全 

博士 林志民 李遠哲  碩士 牟  昀 陳振中 

碩士 胡康年 黃良平  碩士 王建惟 陳逸聰 

碩士 林子偉 彭旭明  碩士 陳怡如 鄭淑芬 

8 

博士 江建志 牟中原／張大釗  碩士 王獻文 陸天堯 

碩士 賴旭洋 彭旭明  

16 

博士 林欣杰 陸天堯／金必耀 

碩士 楊定學 金必耀  博士 曾耀弘 牟中原 

9 

博士 羅義興 林英智  碩士 林佳誼 方俊民 

碩士 余慈顏 黃良平  碩士 賴榮億 劉緒宗 

碩士 李浩男 蘇志明  碩士 許良彥 金必耀 

碩士 胡慈源 汪根欉  碩士 李心文 陳振中 

10 

博士 何郡軒 何東英  碩士 吳思翰 牟中原 

博士 沈志鴻 劉如熹  

17 

博士 陳仕元 鄭淑芬 

碩士 王家蓁 李遠哲／楊學明  博士 陳浩銘 劉如熹 

碩士 王建隆 汪根欉  碩士 張嘉紋 劉春櫻 

碩士 黃俊傑 周大新  碩士 劉珈男 方俊民 

11 

博士 曾韋龍 張煥宗  碩士 林妮嫺 陳振中 

博士 李進發 陸天堯  

18 

博士 林宗宏 張煥宗 

碩士 陳  祺 許艷珠／王俊凱  博士 吳忠燁 林英智 

碩士 詹益慈 劉緒宗  博士 賴志維 周必泰 

碩士 劉沂欣 牟中原  碩士 林奕志 周必泰 

     碩士 柯志宏 陳俊顯 

     碩士 莊  宸 金必耀 

     碩士 曾坤長 陳逸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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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氏論文獎」第 19-第 28 屆獲獎名單 
 

屆次 學位 得獎人 指導教授  屆次 學位 得獎人 指導教授 

19 

博士 江政剛 張煥宗  

24 

博士 沙  德 劉如熹 

博士 李昇隆 陳俊顯  博士 陳柏誠 張煥宗 

博士 蔡柏宇 林金全  碩士 劉之誠 牟中原 

碩士 李立棋 汪根欉  碩士 張  郁 鄭原忠 

碩士 林昭辰 周必泰  碩士 楊千儀 陳振中 

碩士 陳川國 張煥宗  碩士 李苓瑋 方俊民 

碩士 許馨方 李弘文  碩士 張哲瑄 牟中原 

碩士 蘇怡帆 牟中原  

25 

博士 陳致融 劉如熹 

20 

博士 林群哲 劉如熹  博士 趙孟軒 林金全 

博士 陳小凡 汪根欉  碩士 林聖智 陳浩銘 

博士 許勻菲 陳仲瑄  碩士 陳柏安 陳浩銘 

博士 黃妃婷 劉陵崗／朱明文  碩士 林子禎 方俊民 

碩士 朱政屹 劉如熹  碩士 郭乃元 牟中原 

碩士 林政翰 牟中原  碩士 李昱賢 王宗興 

碩士 陳家瑩 張煥宗  

26 

博士 陳貞均 翁啟惠 

碩士 彭詠康 周必泰  博士 鍾進龍 汪根欉 

21 

博士 蔡汶廷 陳振中  博士 汪嘉偉 張煥宗 

博士 劉建良 周必泰  碩士 楊昇祐 陳振中 

碩士 朱佳音 牟中原  碩士 盧致豪 李弘文 

碩士 吳侑儒 陳振中／陸駿逸  碩士 謝樺儀 徐丞志 

碩士 徐斌哲 張煥宗  碩士 廖柔瑄 牟中原 

碩士 陳文豪 陸天堯  碩士 邱鼎棋 方俊民 

碩士 黃冠維 劉如熹  

27 

博士 陳重佑 廖尉斯 

22 

博士 林立彥 汪根欉  博士 洪崧富 陳浩銘 

博士 陳奕平 牟中原  博士 方牧懷 劉如熹 

博士 陳韋廷 劉如熹  碩士 吳庭瑋 牟中原 

碩士 傅映樺 陳昭岑  碩士 郭中弘 陳振中 

碩士 溫哲睿 牟中原  碩士 王昱皓 劉緒宗 

碩士 陳映璇 邱靜雯  碩士 施欣妤 鄭原忠 

碩士 萬書豪 林英智／劉陵崗  碩士 林鼎盛 陳浩銘 

碩士 黃雨潔 陳振中  

28 

博士 王昌民 廖尉斯 

23 

博士 莊宏揚 陳逸聰  博士 程祖衡 張煥宗 

博士 張豐鵬 牟中原  碩士 朱子齊 陳浩銘 

博士 陳致凱 劉如熹  碩士 吳若瑜 王宗興 

碩士 鄒劼叡 牟中原  碩士 陳佳妤 林俊宏 

碩士 馮博彥 邱靜雯  碩士 黃文澤 劉如熹 

碩士 黃  韜 李弘文  碩士 簡翊庭 牟中原 

碩士 張紘慈 鄭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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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台灣人的故事 
 

 

矽谷之夢- 

北加州顏永財博士 

 與僑選立法委員

莊和子的故事 
 

楊遠薰 

本文轉載自楊遠薰部落格：海外台灣人的故事: 矽谷之夢 (上) - 北加州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 – 

(overseas-tw.blogspot.com) 

海外台灣人的故事: 矽谷之夢 - 北加州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 下) (overseas-tw.blogspot.com) 

 

顏永財與莊和子的故事就像台灣晚間八點檔的電視連續劇，情節曲折感人。一個富家千

金愛上一個窮小子，為愛私奔後，方知生活苦。一個窮小子恃才傲物，棄台大醫科於不顧，

待謀職碰壁後，方悔年少太輕狂。 

兩人在前途茫茫之際，來到矽谷，正好趕上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 IC﹞的風

潮，結果創業成功，成為高科技企業家。難得可貴的是他們在事業成功後，慷慨贊助在美國

的台灣人社團與媒體，使正義之聲得以繼續延續。 

 

 
這是一個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的故事。

顏永財與莊和子都是台灣嘉義人，卻在不同

的環境下成長。 

永財說：「我的父親自年輕即患肺病，長

期失業在家。我上有四個兄姊，下有一個妹

妹，小學一年級時，母親去逝，妹妹送給人家

養；三年級時，父親再娶。我因為和後母相處

不好，所以五年級時就離家，寄住在舅舅家

裡。」 

「不過在台灣，會唸書的孩子都會得到照

顧。」他堅定地說：「我小學畢業時，因為是

全校第一名，拿縣長獎。我唸嘉義初中時，路

德教會的朱文生牧師很疼我，特別安排我和

哥哥每星期日到教會打工，做些割草、掃地

等雜事，給我們很好的報酬。我就靠這些酬

勞及哥哥姐姐們的幫忙，唸完中學。」 

和子說：「我在一個很溫暖的家庭長大。

我們家是政治世家。我的外公何茂取先生歷

任嘉義市長、嘉義縣長及許多屆省議員。我

的母親美麗又活潑，總把我和姐姐打扮得漂

漂亮亮，帶進帶出。我因為國語講得好，從小

學起，每逢外公參加選舉，我就坐在廣播車

顏永財與莊和子伉儷攝於 Micro Lithography 公司 

楊遠薰攝影 

一個蒲團一個僧 

http://overseas-tw.blogspot.com/2022/08/blog-post_1.html
http://overseas-tw.blogspot.com/2022/08/blog-post_1.html
http://overseas-tw.blogspot.com/2022/08/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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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當廣播員，沿途不斷拜票，跑遍嘉義的大

街小巷與每個鄉鎮。」 

她接著說：「由於我媽媽是虔誠的佛教

徒，家裡設有佛堂，所以我從小就跟著禮佛。

考初中時，我求佛祖保佑，結果考上省立嘉

義女中。我爸爸生病，也向佛祖求，結果痊

癒。我因此篤信佛教，覺得在佛祖保佑下，日

子過得平安又祥和。」 

雖然兩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唸高中

時，卻同時參加救國團舉辦的中部橫貫公路

健行隊。男孩聰明害羞，女孩活潑大方，兩人

都來自嘉義，都是省中省女的高材生，就這

麼互相吸引，萌生愛慕，爾後便悄悄地交往。 

其時，他們生活的重心都在準備大專聯

考，希望能考上國立大學。然後大專聯考放

榜，幾家歡樂幾家愁。 

顏永財高中台大醫科，壯志凌雲地北上 

唸大學。他說：「考上台大醫學系是我人生最

感驕傲的事。我對自己能考上人人稱羨的第

一志願，都覺不可思議。」 

和子倒沒那麼幸運。她名落孫山，黯然

到了台北，進了南陽街的補習班，準備隔年

捲土重來。 

永財常去看她，為她加油打氣。在舉目

無親的大城裡，她對永財充滿感激與仰慕。

兩顆年輕的心就這麼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只是永財對醫學的興趣像一陣風，來得

快，也去得快。他在台大唸了一年醫學預科

後，說教動物學的老先生天天要他們背一百

個生字，教學完全沒有啟發性，再繼續唸下

去，腦筋都要被僵化掉。於是唸完大一，他瀟

洒地對醫學院說 bye-bye，轉到化學系去。 

和子經過一年苦讀，隔年考上中山醫專

護理科。她認真地唸完大學，然後回嘉義當

護理老師。這期間，她與永財持續交往。但愛

情路多坎坷，兩人個性不同，關係如台北的

天氣，晴時多雲偶陣雨。後來在一次劇烈爭

吵後，彼此互道再見。

接下來，和子接受家裡安排，與一位年

輕的醫生訂婚。訂婚後，未婚夫及準公婆對

她非常好，令她暗自惶恐。 

原來和子相信命理。有一位算命先生說

她會剋公婆，她覺得人家對她這麼好，萬一

算命仙的話成真，以後豈不令愧疚終生？每

想到此，她就感到不安。 

就在這時，永財退役回來了。他聽到和

子與別人訂婚，懊惱萬分，於是使盡一切功

夫，力圖挽回愛人的心。 

他的慇懃令和子十分為難，繼而想到永

財的親生父母皆已去世，若與他結婚，當不

致背負剋公婆之罪。於是想了想，定下心，就

與永財走進法院，公證結婚。 

兩人去了一趟法院回來，永財因為已拿

到芝加哥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開學在即， 

便逕自搭飛機赴美留學。至於殘局，就留給

和子單獨去處理。 

和子先去找未婚夫，當面向他解釋原委，

並退還訂婚戒指。她隨後到任職的學校，提

出辭呈，然後回家，悄悄打點行李，當晚搭乘

夜快車北上。因為她知道家裡一定會起風暴。 

兩天後，她在台北的耕莘醫院找到護士

的工作。就在這時，她的父母獲悉她擅自與

永財結婚，震怒異常，叫她從此不要再回家。 

和子說：「我父親氣得差點去登報，公開

聲明與我脫離父女關係。往後許多年，家裡

都拒絕和我往來。」 

1969 年年底，和子在永財離台半年後，

亦拿到赴美簽證，飛到芝加哥，與愛人會合。

許多年後，和子耿耿於懷地說：「我們婚後不 

久，永財的後母竟然病逝，讓我不知該如何 

為愛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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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無論如何，夫妻團圓後，和子夢想建築

愛的小巢，但不久就發現張羅柴米油鹽的日

子，與異國嚴寒的冬天一樣難捱。 

和子說，永財不僅課業忙碌，並且熱衷

政治，對家事毫無興趣。而且永財的獎學金

微薄，卻愛花錢買書，不管生活問題。她包辦

家裡大小事之餘，眼看帶來的錢日漸消蝕，

就開始幫人帶小孩，賺取一小時二十五分錢

的工資。 

半年後，和子在醫院找到工作，總算不

那麼拮据。但就在這時，她發現自己懷孕，完

全打亂她的規劃。 

經過一番思量，她決定迎接小生命。但

女兒誕生後，她發現自己既要照顧娃娃，又

要做家事，還要上班，並且要準備考護士執

照，簡直分身乏術。 

這時，她每想起從前在台灣，家裡有佣

人，過的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沒想

到嫁了個才子，卻在美國受苦，就忍不住淚

眼漣漣。 

如此煎熬了幾個月，和子身心俱疲，乃

將九個月大的女兒送回台灣，請永財的姐姐

代為照顧。然後，她全力衝刺，考取了美國的

護士執照。 

然而正當她感到稍微輕鬆之際，卻接到

永財姐姐的來信，說他們的小女兒實在太可

愛，她希望能收養她，成為自己的女兒。 

一封信讀得和子寢食難安，連工作也顧

不了，急忙買了張機票，飛回台灣。她和女兒

相處一陣子後，就把她帶回美國。 

此後她訓練自己，要當個吃苦耐勞的留

學生太太，也要當個慈愛的媽媽、同時還要

當一個能幹的職業婦女！

 

 
 

身為留學生，永財也有他的困擾。1969

年夏末，他抵達芝加哥大學後不久，便遇上

「保衛釣魚台」的風潮。 

保釣運動掀起了海外留學生關心國事的

熱忱，也促使他們對國民黨政權起了質疑。

保釣運動的大本營在芝加哥，保釣大將林孝

信是顏永財到芝大後不久就認識的朋友。因

此保釣期間，永財幫忙編印《釣魚台快訊》，

經常在芝大的遠東圖書館查閱資料。 

有一天，他讀到早期台共林木順寫的《台

灣二月革命》，頓時淚流滿面，內心震撼不

已。這是顏永財第一次獲悉有關二二八的事

情。他向來認為自己博學多聞，如今竟對台

灣曾有過這樣恐怖的大屠殺渾然不知，簡直

不可思議。 

在駭訝中，他痛恨國民黨教育的矇騙，

也深覺其他的台灣學生應該知道這段史實與

真相。於是他和朋友共同影印一千份《台灣

二月革命》，在《釣魚台快訊》上刊登廣告，

每份售價兩塊美金，居然很快賣完。許多人

都激動地回應，這是他們第一次讀到有關二

二八事件的史料，讀後都無比震驚。 

1970 年正月，保釣人士在芝加哥舉辦示

威遊行。然後，他們在威斯康辛大學又辦了

莊和子攝於 MLI 公司辦公室，楊遠薰攝影 

留學生的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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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國是會議。顏永財也去參加，並在會中

發表一些言論。 

由於他當時尚是國民黨員，因此回芝大

後，國民黨小組長要他寫報告交心，他沒理

睬。不久，小組改選，他竟被其他黨員選為小

組長，並主張台灣應全面改選民意代表。永

財據實向上級呈報，卻從此沒有下文。 

「芝加哥大學成了國民黨的淪陷區，而我

就是國民黨在芝大的末代小組長，」他說。 

保釣之後，反國民黨的學生因為國家認

同不一，逐漸形成台灣派與中國派兩團體。

顏永財認同台灣派，但其時他正面臨就業問

題，自顧不暇，遂淡出運動。 

他在芝大五年，主修化學，從事「低溫物

化」的研究。他說：「七十年代，生物化學大

鳴大放，物理化學卻相當冷門。我的一位同

門師兄畢業後謀職無門，只好到加油站替人

加油。我當時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唉，男

人唸錯行，如同女人嫁錯尫，實在很悽慘。」 

1974 年，顏永財獲得芝加哥大學化學博

士學位，本該歡喜慶祝，卻因謀職碰壁，心情

黯淡。 

他懊惱地說：「都是李政道、楊振寧惹的

禍。他們當年得到諾貝爾獎，讓許多年輕人

覺得第一流的人才就該唸物理化學，以便揚

名異域。結果後來唸到博士，都找不到事。我

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後悔得半死。」 

幸好天無絕人之路，他後來在加州大學

柏克萊校區獲得研究的機會，乃攜妻帶女前

往就職。在柏克萊大學工作八個月後，他又

因獲得母校台灣大學的聘書而回台灣。 

「後來，」永財很認真地說：「我在柏克

萊一起作研究的同事真的拿到諾貝爾獎！」

言下之意，拿諾貝爾獎確實是埋藏在他心底

許多年的一個願望。 

1975 年夏天，顏永財帶著妻女回台，以

歸國學人身份，擔任台大化學系的客座教授。

去國六載，總算衣錦還鄉，自然興奮。但歡喜

之後，失望卻在不知不覺中降臨。 

他發現自己已習慣美國的言論自由，無

法適應其時台灣的威權統治。他擔憂自己的

直言直語會惹禍上身，也為未能申請到國科

會的研究基金感到不平，於是產生不如歸去

之感。 

問題是何處是歸途？想來想去，他選擇

回到北加州。

 

 
七十年代後期，全球不景氣，北加州卻

一枝獨秀。矽谷的電腦、半導體業如旭日東

昇，吸引了無數頭腦縝密、胸懷壯志的高科

技青年前往逐夢，顏永財亦在其中。 

初回北加州，他們在柏克萊租了一間公

寓。永財賦閒在家，和子忽然得了重病。兩人

沒有工作，亦無保險，想到美國醫療昂貴，和

子自忖付不起，乃買一張機票，回台投靠父

母。 

永財到處找事，鬱鬱不得志。有一天，他

去參加灣區台灣同鄉會，遇到台大的同學林

淑慎。老同學問他在哪兒高就？永財悶悶不

樂地說：「無業可就。」 

也算巧合，林淑慎的哥哥在矽谷開了一 

顏永財攝於 MLI 公司前，楊遠薰攝影 

矽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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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半導體公司，她的先生高政治博士即是公

司的研發主任，乃邀請永財到公司面談。就

這樣，永財遇到貴人，一腳踩進半導體業，此

後的際遇峰迴路轉。 

他聰明有實力，很快在半導體業理出頭

緒。在換了幾家公司後，他受聘為在帕羅亞

圖﹝Palo Alto﹞的全祿﹝Xerox﹞公司的研

究員。其時，和子亦在醫院上班。夫妻倆都有

工作，小家庭也跟著成長。短短兩年間，他們

又添了兩個小壯丁。 

1981 年，永財代表公司去參加一個有關

微影﹝Micro Lithography﹞的會議。他在會中

聽了一場有關光罩薄膜﹝Pellicle﹞的演講，

也在展覽現場看到這個最新發明的產物。 

他瞧了又瞧，覺得那不過是一片透明的

塑膠片，居然要價三百多塊美金，實在太誇

張！因為心裡不服，永財以後逢人便講：「那

片薄膜實在不怎樣，竟然賣得比黃金還要貴，

實在不可思議！」 

別人聽聽也就算了，但身邊的老婆聽久

了，忍不住回道：「既然不怎樣，何不自己做

看看？」 

想了想，和子又加了一句：「你不是

常嘆老天不給你機會嗎？如果這是機會，你

就去試吧！」 

被老婆一激，永財說道：「好，我就做給

妳看。」 

當時，矽谷有家名為旭電﹝Solectron﹞

的電子公司，由數名台灣人聯合創立，經營

相當成功。該公司的副總經理林瑞松是顏永

財的好朋友，很鼓勵他研發，願免費提供一

間實驗室給永財作實驗，但揚言若超過一段

時日，將收取房租。 

永財不敢鬆懈，白天在全祿研發中心上

班，晚上即在旭電的實驗室埋頭苦幹，他若

需要器材，就叫和子去買。因為和子當護士，

時間比較有彈性。 

經過十年的婚姻磨練，和子早已相當歷

練。她白天在醫院照顧病人，晚上在家照顧

三個孩子，還得經常到實驗室，幫助她的才

子丈夫，從事偉大的發明。 

永財也沒讓她失望。他果真用原料，製

作出一片輕如薄翼、價如黃金的光罩護膜來。 

「我的丈夫真不愧是個天才！」望著這塊

毫無瑕疵的薄膜，和子喜孜孜地讚道。 

但接下來，永財說：「和子，妳去賣。」

她這才明白，原來她就是門市開發部的主任。 

永財的理由很簡單，他白天要上班，走

不開。但事實上，活潑外向的和子確實比害

羞內向的永財更適合從事市場行銷。 

 

 

光罩護膜究竟用來做什麼？和子首先解

釋光罩說：「所謂光罩，就是一種非常精密的

玻璃底片，用在曝光機，形成影像，然後製作

成晶圓，再切成一塊塊如手指般大小的積體

電路﹝I C﹞。由於這種曝光機非常昂貴，一

台就值上千萬美金，光罩也因此非常寶貝，

若有東西能將之保護，延長其使用壽命，一

些 I C 大廠都樂於嘗試。」 

「永財發明的薄膜，就是一種能保護光罩

的透明膜片。」和子繼續說：「它緊緊地蓋在

光罩上面，既能防止光罩沾染塵埃，又不致

影響影像的投射，是當時最新的產物。所以

我行銷的對象，就是矽谷的 I C 大廠。」 

她從朋友處取得一些 I C 大廠的聯絡號

碼，再一家家地打電話。她向對方說，她是一

個護士，因為家庭需要，兼了一個賣光罩護

膜的副業，產品很好，希望對方能看看她的

東西。然後，只要人家給她機會，她就帶著產

品過去。 

待與客戶見面後，她就將產品交給對方。 

黃金薄膜 



20 

 

和子說，她起初也不知道自己的產品有甚麼

特質？只見對方仔細瞧了好一陣，讚美道：

「這東西很好！」 

她一聽，精神都來了，連忙湊過去看，並

且問道：「怎麼好法 ？」 

只見那人拿出另外一片薄膜，擺在一起，

作比較說：「妳看，這一片比較霧，又有線條，

妳的那一片就透明均勻多了。」 

「哦！哦！」和子連聲應道，腦裡趕緊記

住這些要點。等下次遇到機會，她便現買現

賣。如此逐漸累積經驗，她成為這方面的專

家，講起商品頭頭是道。市場也在她的努力

下，逐步開展出來。 

1981 年，永財與和子在自宅成立「微相

科技﹝Micro Lithography﹞ 公司」。和子辭去

護士工作，積極開拓市場。永財則等到 1982

年市場底定後，才向全祿公司辭職，專心為

自己的公司打拼。 

「公司創立之初，非常需要資本。」永財

說：「我們到處找人投資。只要對方肯付兩萬

美金，就可以獲得公司一半的股權，結果竟

沒人要。在沒辦法之下，和子與我兩人合資。

我當總裁，她當副總裁。我負責研發與品管，

她管理人事、財務與行銷。」 

就這樣，兩人從分分合合的愛人成為時

好時吵的夫妻，再成為互相倚賴的事業伙伴。

就像三生緣註定，縱使風風雨雨，兩人這輩

子都得共撐一把傘，淅淅瀝瀝地走過來。

 

 

 

八、九十年代，矽谷如日中天。舉凡想得

到的電腦與電子公司如 IBM、Apple、CISCO、

Oracle、Microsoft、Intel、Motorola、Lucent…

等，皆沿舊金山灣區，一一設廠。其他相關的

大小企業，更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有的做

硬體，有的做軟體。有的做主機、也有的做零

件。有上游公司、也有下游公司。整個矽谷熱

氣騰騰，房價疊疊上漲，薪資頻頻升高。那時

的矽谷加油站工人，一小時都可賺十五塊美

金。 

那亦是個知識致富的年代，矽谷躬逢其

時，成為知識產業的聖地。七十年代懷才不

遇的顏永財，這回總算在適當的時機，來到

適當的地方，進入適當的行業。 

「要成功，得靠機遇。」他萬分感嘆地說：

「成功的人常說他是如何如何地打拼，但世間

打拼的人比比皆是，卻不見得個個都能成功。」 

「我在窮途末路時，是這顆頭腦。」他又

說：「在飛黃騰達時，也同樣是這顆頭腦。腦

袋沒變，但機遇不同，造化就不一樣。台灣有

顏永財與莊和子伉儷近影，照片由莊和子提供 

迎接 I C 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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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俗話説：『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我

看應該是『三分靠打拼，七分天註定』。」 

八十年代，IC 產業一路領軍，到處發光

發熱。MLI 公司拔到頭籌，在 IC 業者剛開始

使用光罩護膜之際，即攻入市場，產品又比

別人好，因此穩坐同行老大之寶座。自 1985

年以後，MLI 的生產量與銷售量即年年高居

該行業之首。 

「電腦、電子是男人的天下。」和子說：

「我一年到頭在外參展，常常是一個女人置身

在一大群男性工程師之間。但我的態度落落

大方，毫不畏縮，反而引起更多的注目。」 

「我每次都將展示場佈置得很高雅，每回

都吸引了很多人的參觀。」她接著說：「我以

女性的溫柔與細緻向顧客解釋商品，結果展

示之後，往往達到很好的交易。到後來，訂單

越接越多，都供不應求。」 

隨著業務不斷成長，他們在灣區的參尼

維爾﹝Sunnyvale﹞市購地建廠房，並設置辦

公總部。 

永財對品質的管理非常嚴格，因此工廠

的生產流程與品質管制皆符合國際標準檢驗

〈ISO 9000〉的規格。產品獲得國際的信任，

市場也為之大開。他們隨後在英國、德國、法

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國

家陸續設立行銷店，使 MLI 公司成為一跨國

公司。 

顏永財說：「我們這一行的特色在於市

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利潤不是多得讓人

眼紅，也不是少得做不下去。大公司不願進

來，小公司因為技術不夠，也進不來。所以幾

十年來，我們公司在光罩護膜業裡，始終居

於領先的地位。」 

事業有成後，因為業務需要，和子經常

到國外出差，時而倫敦、巴黎，時而東京、台

北。她說，以前當窮學生時，經常夢想環遊世

界，現在生意做開了，卻像空中飛人，時常繞

著地球跑。有一年聖誕節，四歲的小兒子對

她說：「媽媽，我不要任何玩具，只要妳和我

在一起。」聽得她眼眶紅紅，心頭酸酸。 

「更困難的是，夫妻一起經營公司，難免

會因意見不同而影響家庭和諧。」她接著說：

「譬如，我與顧客接觸，自得將客戶的意見反

應給公司。但負責研發與品管的丈夫卻覺得

自尊心受到傷害，實在很為難。」 

永財則說：「夫妻相處的時間越長，越容

易起衝突。尤其當總裁的丈夫與當副總裁的

太太意見相悖時，家裡更難見晴天，實在很

危險。」 

危險的事果然在 1987 年差點發生。當時，

這對在患難中互相扶持的夫妻竟在公司業績

攀向高峰之際，協議要離婚，讓週遭的人看

傻了眼。好在台灣人很有處理危機的智慧，

待兩人心平氣和後，又言歸於好。 

「這兩人實在有意思。」一位熟識的朋友

笑著說：「他們常常人前人後宣稱兩人的個

性多麼不同，但事實上，他們的本質十分相

似。兩人都熱心、善良、富有正義感，而且樂

善好施，又不喜張揚。」 

正因夫妻都具有這些特質，所以數十年

來，他們慷慨解囊，長期贊助北美洲台灣人

的社團、媒體與文化事業，卻鮮為人知。

 

顏永財(前左三)與莊和子(前左四)伉儷攝於台美公民

協會年會，照片取自僑務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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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永財的個性有感性與俠義的一面。自

事業逐漸穩定後，他即陸續捐款給他認為有

意義的事。他的捐款很乾脆，不具名、不露

面、也不問人家怎麼做。 

八十年代，島內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

海外的鄉親亦密切關懷與支援。1980 年，芝

加哥大學的廖述宗教授聯合其他的台灣人教

授發起成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註 1﹞」，關懷島內的政治犯家屬，

並首開島內外民主人士交流之風氣，獲得許

多人的響應。 

1984 年，廖述宗教授接到一對不願具名

的夫婦的捐款，成立「C.Y. Fund」，與其原

有的慈淵基金合併，在往後許多年，從事一

系列促進海內外交流與宣揚台灣文化的活動。 

在促進海內外交流方面，他們邀請島內

人士如呂秀蓮、陳菊、黃爾璇、鄭欽仁等人到

美國各地台灣人夏令會巡迴演講，也資助島

內的學者及研究生如張良澤、陳永興、李筱

峰、劉守成等多人到美國作短期研究，同時

贊助黃昭輝、賀端蕃、林奐勻等多人在美國

的學習。至於「美麗島」受刑人林義雄先生出

獄後，到哈佛大學、劍橋大學及筑波大學的

進修，更是得力於這筆基金的贊助。 

在宣揚台灣文化方面，他們運用這些基

金及其他資源，舉辦台灣人美術展、二二八

學術討論會，並發行台灣文化雜誌、贊助台

灣語文研究等等，蓬勃了八、九十年代海外

台灣人的社區。 

二十幾年後，顏永財才透露他與和子正

是「C.Y. Fund」的贊助者。該基金的名稱係

他倆姓氏的英文縮寫。 

永財說：「其實在此之前，我與廖教授並

不熟。我在芝大唸書時，他是教授，我是學

生。我知道他，他不認識我。但這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NATPA 做的事很有意義，我與和

子都樂意支持。我們認為只要為台灣好，別

人做事，我們出錢，心裡就很快樂。」 

他又說：「1986 年，我讀到伊藤聰美的

故事，很受感動。伊藤聰美是一個台灣女醫

師，嫁給日本人，生前每個月都固定捐款給

在日本的台獨聯盟，從不間斷，也不具名。她

四十九歲那年，不幸因攀登富士山失足而去

世。她過世後，她的丈夫方披露這件事。聰美

姐的故事啟發我，讓我覺得為理想捐款，無

需讓人知道。」 

接下來的 1988 年，台灣發生發生 520 農

民事件，亦讓永財刻骨銘心。他說：「我從錄

影帶上，看到一大群手無寸鐵的農民不斷地

被警察毆打，一直掉眼淚。後來，我交給蔡同

榮五萬美金，要他複製許多 520 農民事件的

錄影帶，到處分送，以便讓人知道台灣農民

多麼需要關注，台灣社會多麼需要改革。」

正義與感性 

顏永財與莊和子伉儷近影，照片由莊和子提供 

顏永財與莊和子伉儷近影，照片由莊和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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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財因此認為台灣的社會實在需要更多

具有愛心與正義感的人，所以無論加拿大的

林哲夫等人在多倫多教會舉辦「城鄉宣教組

織訓練營﹝URM
註 2﹞」，或南加州的李瑞木

等人在聖地牙哥大學舉辦「台灣人公共政策

研習會」時，他都大力贊助。 

「這兩個訓練營前後辦了許多年，訓練

出好幾百位優秀的台灣草根工作者，影響非

常深遠。」他說：「我有一次出差到聖地牙哥，

順便去參加台灣人公共政策研習會。會場裡

沒有人認得我，我靜靜坐在一角。後來不知

怎地，主辦人看到我的名字，特地找我，然後

向學員介紹我是顏先生，大家都起立鼓掌，

那種感受實在很特別。其實我捐的錢，並不

是什麼天文數字，但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

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至 於 他 的 捐 助 台 灣 人 公 共 事 務 會

﹝FAPA
註 3﹞，也是出於感動與機緣。永財

說：「一九八九年的一天，我搭飛機回台灣，

居然在機艙後頭遇到當時的 FAPA 會長王桂

榮。我詫異他這麼一個有錢人，竟然也坐經

濟艙。他回答說，因為替 FAPA 到處募款，

一分一毫，得之不易，因此自己能省則省。我

聽了很感動，當場開一張兩萬美金的支票給

FAPA。自此迄今，每年都捐款。後來想想，

那次搭飛機坐經濟艙，實在比坐頭等艙要貴

太多。」 

至於與太平洋時報的結緣，更是一個感

性的結合。1987 年，南加州的企業家吳西面

為了宣揚台灣人理念，創辦了太平洋時報。

經過八年的慘澹經營，虧損累累。更不幸地

是吳西面在 1995 年年初因事回台，突然發現

得到癌症，不久便病逝台北，令人不勝唏噓。

結果在吳西面的追思會上，素未謀面的顏永

財竟悄悄出現在弔唁者之中，當面交吳太太

一個大白包，讓吳太太覺得非常意外，卻倍

感溫馨。 

吳西面驟然去世，太平洋時報隨即面臨

關門。當時，南加州的文化醫師林衡哲到處

奔波，希望能找一群人，合力撐住太平洋時

報。結果那年三月，林衡哲到北加州開會，竟

遇到貴人，危機頓告解決！ 

原來林醫師遇到顏永財夫婦，告以太平

洋時報的困境。顏永財當下立刻答應要一肩

扛起太平洋時報的財務負擔，讓林醫師喜出

望外，也讓所有關心太平洋時報的人都鬆了

一口氣。 

顏永財出任太平洋時報董事長迄今，不

改其一貫「只捐錢、不具名、不露面、不干涉」

的作風。太平洋時報的刊頭一直寫著「創辦

人吳西面」，從不見「董事長顏永財」的字出

現。報紙的經營與內容完全交由發行人陳惠

亭、社長林文政與總編輯賴慧娜等人全權處

理。 

他說：「報社每個人都拿很少的錢，做很

多的事，可說一半義工，一半員工。大家都想

讓台灣人的理念與希望，能夠盡量延續。」 

事實上，他倆不僅支助太平洋時報，也

資助台灣公論報、台灣文庫以及其他的台灣

人文化事業。永財說：「只要對台灣有益，我

與和子都支持，這是我們對台灣的愛。」

  

對台灣的愛 

顏永財(右一)攝於太平洋時報創刊 30 週年餐會 

照片取自太平洋時報 



24 

 

 

和子自小接受佛教薰陶，長大後成為虔

誠的佛教徒。她從誦經禮佛中得到寧靜，自

朝山拜佛和參與法會中獲得喜悅。她說：「佛

教的慈悲寬容，常讓我感到詳和與平靜。」 

由於帶著佛緣，和子深具菩薩心腸。她

在創業成功之後，除了與永財共同設立 C.Y.

基金外，自己亦另創一個文教基金，獻予佛

教與社會福利。 

多年前，她在灣區購置一棟樓宇，供作

法師禪修靜思的禪齋。此外，她在荷雷斯特

(Hollister) 市購買一塊地，計劃開闢成亞裔老

人安養中心。 

「我當護士時，」和子說：「在醫院裡見

到不少亞裔老人腦力退化，忘了英語，無法

與醫護人員溝通，也吃不慣西方食物，十分

可憐。所以我心裡有個願望，就是希望辦一

所亞裔安養中心，特別照顧講台語和華語的

老人。」 

「但安養院只收老人，會顯得暮氣沉沉。」

她繼續說：「所以我計劃在安養院旁另設一

所幼稚園，讓老人聽到孩子們的笑聲，重燃

對生命的希望。長久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是

我努力工作的泉源。我常想：人生無常，有夢

最美，當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就盡力去

做。」 

「人生無常，潮起潮落。」永財也跟著感

嘆道：「矽谷真是個奇蹟，也是朵奇葩。七十

年代，半導體在此興起，帶動整個科技產業。

八十年代，IC、PC、記憶晶體，一波接一波，

氣勢如虹。九十年代，電子通訊、網路、光纖

繼起直追，不可一世。2000 年以後，雖曾一

度因半導體與 IC 產業的外移而籠罩一層陰

影，但如今又撥雲見日，重現光芒。」 

「我們對自己的期許就是不管情勢如何演

變，公司的產品一定要在整個光罩護膜業居

於領先的地位。就靠這樣的原動力，我們的

公司迄今屹立不搖。」永財說。 

和子亦不斷驅策自己繼續向前。她在灣

區擔任過包括台商會等台美人社團的會長後，

於 2004 至 2008 年期間，回台灣擔任立法院

的立法委員，用心貢獻所長。 

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和子回到台灣，認

真出席每一場立法院的開會，用心審核每一

筆相關的預算。更重要的是她藉此暸解台灣

的科技與資訊產業發展的狀況，也盡力提升

台灣科技發展的條件與環境。 

她說：「擔任立法委員對我是一項很大

的挑戰、學習與榮耀，更是永財與我心心念

念想要回饋故鄉的最好機會。」 

回首人生路，顏永財說：「我很高興在適

當的時機來到矽谷，掌握矽谷發展科技的風

華；我更高興在別人有需要而自己又有能力

時，幫助過別人。」 

和子則想起「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詩

經句子。她與永財的愛情路一路走來，有辛

酸、有奮鬥，也有柔情的春風與和煦的太陽。

畢竟，他們一起擁有一個很豐富的人生，締

造一個美滿的家庭與成功的事業，也對念茲

在茲的台灣表達了他們心頭點點滴滴的愛。 

註 1：「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英文全名為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 NATPA。 
註 2：「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英文全名為 Urban Rural Missionary，簡稱 URM。 
註 3：「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英文全名為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 FAPA 

顏永財伉儷與可愛的孫子們合影，照片由莊和子提供 

和子回台擔任立法委員 



25 

 

2021 義芳化學講座 
 

由臺大化學系與化工系合辦之「2021 義芳化學講座」於

12 月 16 日（週四）在化學系積學館松柏講堂舉行；會中由

化學系梁文傑主任、化工系林祥泰主任及化學系方俊民講座

教授分別介紹三位獲得殊榮者（「義芳化學講座」--中研院翁

啟惠院士；「義芳學者」--化學系金必耀教授；「陳芳燦學者」

--化工系郭修伯教授），並邀請義芳化學公司陳欽文董事長及

劉文龍副總經理頒贈獎座。 

此次活動，特邀「2021 義芳化學講座」獲獎人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士以「以醣分子工程技術發展

廣效疫苗」為題進行線上演講。翁院士在演講中介紹

了最近醣科學研究的進展，及其應用到廣效新冠病

毒、流感及癌症疫苗的發展；內容深入淺出，全場座

無虛席，師生們皆專注地聆聽翁院士精闢的講演，對

於醣分子領域也有了更深的認識。最後在與會者的

熱烈掌聲中圓滿結束此次活動。 

金必耀教授（右）與劉文龍副總經理 

左起：金必耀教授、劉文龍副總經理、翁啟惠院士、

陳欽文董事長、郭修伯教授 

左起：牟中原教授、王朝諺教授、梁文傑主任、林祥泰主任、邱靜雯教授、郭修伯教授、陳欽文董事長、翁啟惠院士、方俊民教授、

王瑜教授、汪根欉教授、彭旭明教授、劉文龍副總經理、方頡睿教授、金必耀教授、王大銘教授、羅禮強教授、劉如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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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教師獲獎 
 

獲獎年月 設獎單位 獎項 得獎者 

2021.11 International Organic Chemistry 

Foundation 

2021 (6th) Yoshida Prize (第六

屆吉田賞) 

汪根欉教授 

2021.11 Clarivate，NYSE：CLVT--科

睿唯安 

2021 年度《高被引學者》 劉如熹教授 

2021.11 APACS 2022 APACS - Outstanding 

Researcher Award (亞太催化

傑出研究學者獎) 

陳浩銘教授 

2021.11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2021 年光環論文獎」 

陳浩銘教授團

隊 

2021.12 教育部 教育部第 25 屆國家講座 邱勝賢教授 

2021.12 義芳化學公司 2021「義芳化學講座」 翁啟惠特聘研

究講座教授 

2021.12 義芳化學公司 2021「義芳學者」 金必耀教授 

2022.01 中國化學會(CSLT) 2021 CSLT【傑出青年化學

家獎章】 

江建文副教授 

2022.01 中國化學會(CSLT) 2021 CSLT《中國化學會會

誌》最佳論文獎 

劉如熹教授 

2022.02 科技部 110 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李弘文教授 

2022.03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sts 

美國化學家協會 

2022 Chemical Pioneer Award 

化學先驅獎 

翁啟惠特聘研

究講座教授 

2022.04 Elsevier Tetrahedron Prize 翁啟惠特聘研

究講座教授 

    

 

Humanity stands ... before a great problem of finding new raw materials and new sources of 
energy that shall never become exhausted. In the meantime we must not waste what we have, but 
must leave as much as possible for coming generations.” 
― Svante Arrhe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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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恩師—林金全教授 
圖文：林金全教授學生群 

 

2022 年六月，林金全老師蒙主寵召歸於天家。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跟老師一起創造獨一

無二的回憶，身為老師的學生，心中有著對老師無限的感念，我想跟大家說說我印象中的老

師： 

回想起 22 年前研究所放榜後，到台大化

學系舊館一樓老師辦公室面談，第一個印象

就是老師門口貼著一張小叮噹的繪圖海報，

原本緊張的心被這逗趣的海報緩和下來，推

開門坐下跟老師會談後，被老師的誠懇親切

吸引而進入老師門下學習。實驗室位在原子

分子研究所一樓 110 室，由於老師的為人及

實驗室的風氣在學生們口耳相傳下的良好口

碑，每年都會有研究新生的加入，實驗室的

學生休息室就分成 A 室、B 室及二樓隔間，

全盛時期人丁興旺到沒有空位。由於研究生

眾多，老師將學生分成幾個小組，都會指派

資深的博士後研究員或是博士班學生帶領新

生們，每週一次的小組討論，要將文獻準備

好跟老師會報，老師再從中給予中肯提點。

老師給予我們絕大的研究自由度，就在這每

週一次的小組討論中培養我們對科學的熱情

並奠定我們科學邏輯的基礎。 

除了學術上的訓練，老師對我影響最深

的其中一項是待人接物的態度。還記得

念書時候心高氣傲，老師

教會我要不矜不伐；

當我處理事情過

於急躁時，老師

提醒我要謙虛

謹慎。還記得

剛進實驗室接

下 ICPMASS的

實驗，操作實驗

不小心將前處

理裝置因斷路起

火燒了，老師得知當下問我的第一句話是：

你沒有受傷吧?不是責罵而是發自內心的關

心，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老師對我

影響最深的另一項是做學術的研究熱誠，在

研究發表上，老師對我說過；一個文章的好

壞，有時候就看邏輯是否正確、數據是否嚴

謹以及 Introduction 是否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每每去找老師，老師總是坐在電腦桌前，附

近放滿著參考文獻，雙手不停地將研究成果

以有條理並引人入勝的方式陳述出來。每年

實驗室最後一次開會，老師總會準備一張投

影片，上面寫滿這一年來實驗室的成果發表，

對我們展示並表揚一整年來大家努力的研究

成果，且鼓勵大家 “Think big and aim high to 

success"。此外，由於老師是位虔誠的基督徒，

一年一度的平安夜崇拜活動老師均會邀請實

驗室的學生參加，新生的基本任務就是在畢

業前至少參加一次平安夜崇拜活動。當初剛

進實驗室，大家在中元節還會偷偷去買供品

祭拜，希望能讓實驗順利進行。沒想到

當老師得知後，很罕見的

沈下臉嚴肅的告誡並

禁止我們祭拜的

行為，原來老師

每天晚上都會

專門為實驗室

的每位學生跟

主禱告，希望我

們在實驗室內不

要進行其他偶像

敬拜的行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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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事情讓我印象深刻

並感受到老師信仰的

堅定，就如同老師對學

術研究的執著一致。 

我在原分所度過

了充實快樂的 6 年，於

2006 年由老師手中接

下了代表肯定的畢業

證書。但老師對我的幫

助並未因為畢業而停

止，當我尋求教職面試

時，老師也不忘給我適

時的提點建議並給予我最大的幫助。順利獲

取教職後，每年教師節前後必定會回台大拜

訪老師，在醉月湖旁二樓的辦公室跟老師話

家常，老師對我的關心慢慢由研究上的指導

轉移到我的人生規劃的指點，一方面對我訴

說他跟師母的伉儷情深，一方面催促我該找

尋讓我人生更圓滿的另一半。或許是老師早

就計畫好，我的另一半也是老師的畢業學生，

就在老師極力推薦拍胸脯打包票下我也找到

了圓滿我人生的另一半，而老師也是我們婚

禮的主婚人。 

在幫忙統計參加追思禮拜的學生名單，

陸續接到其他實驗室的畢業學生們表達想參

加的意願，因為老師在他們求學生涯的困境

中幫他們度過了難關，讓他們永遠感念。老

師的一生，最在乎的除了研究就是學生，即

便身體不適，仍掛心還在實驗室的學生是否

能順利完成學位。在老師病危之際，受限於

醫院所設定探病的限制，老師指導過的學生

們，即便有滿腔的感念想對老師訴說，也無

法到醫院當面探視，最終由劉定國學長( 1995

年博士班畢業生)代表所有的學生們去探望

老師並表達至深的感謝。此外，大家也自發

性錄製加油打氣及表達感謝的影片交由師母，

請師母播放並將學生們的感謝轉達給老師 

(節錄歷代畢業學生給老師的話於文末)，讓老

師知道他的教導透過言教身教對我們的人生

有許多正向有利的影響。

親愛的老師 

謝謝您 

您就像是第二個父親般的存在 

容許學生我年輕時的心高氣傲 

您的的敦敦教誨仍深刻的印記在我腦海中 

在我人生中遇到困難時不停片刻給予我及時的幫助 

在我人生喜悅的時刻歡喜的參與給我祝福 

敬愛的老師 謝謝您能讓我們有機會陪您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 

您真真切切活出主的期待 成為一位榮神益人的人 

願敬愛的林金全老師歸主懷安息，獲主聖寵，願愛他的親朋摯友與同事節哀，獲主安慰 

阿門 

2006 博畢  范秀芳 (現職：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研究所) 

進實驗室第一次暑期出遊，合照後就是開心的土雞城聚餐!謝謝老師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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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錄歷代學生對老師的感謝 ====================== 
 

很幸運成為老師的學生，這幾十年來由老師身上學得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與執著以及堅守

科學研究上的道德品性，這些都是上帝透過老師傳遞給我最大的禮物。 

1993 碩畢  王少君 (現職：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老師人生當中最在意的兩件事就是研究與品茶，其他身外之物都不在意，對於學術研究

的專注，著實令學生敬佩。非常感謝老師的啟蒙與提攜，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老師，謝謝您。 

1995 博畢  劉定國 (現職：思沛智庫有限公司) 
 

感謝老師在台大十多年的照顧，讓資質平庸的我能順利畢業取得學位，且發表多篇知名

的期刊論文，奠定日後我在教職路上的良好基礎。記得多年前回學校拜見老師，您高興地說

著單分子螢光偵測與奈米材料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進展，真是令人激賞，也表示老師在實驗

室的領導更加進步。今日學生能有小小的成就，都要感謝老師您耐心的教導，老師謝謝您！ 

1997 博畢  柯清彬 (現職：敏惠醫專美容保健科) 
 

很幸運的能成為老師的研究生，在老師身上我學到了很多，不僅僅是化學上的知識，老

師為人處世圓融謙和，一心只想幫助學生，一輩子為化學研究和成就學生燃燒生命，我非常

感佩也感謝！進了建中帶了科學班的孩子將孩子託付給老師收他當專題生，老師也二話不說

馬上在同意書上簽字。因為疫情我進不去化學系，特地叮嚀睿熙幫我送補品讓老師補補身體，

一直很期待疫情結束後自己能親自再次與老師聊聊與表達由衷的感謝，聽到我最敬愛敬重的

老師離世......，真的很難過！ 

 老師：祝福您在天上過得愜意順心！！我會永遠感謝與想念您！！ 

1999 碩畢  柯淑惠  (現職：台北市立建國高中) 
 

跟老師於 2022 年元旦最後一次 MEETING，老師精神好好滔滔不絕講了 1 個小時，大家留下開心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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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謝與感念林老師給我在學術生涯與人生方向的無數指導與建言，並對我充分的

信任，讓我能自由發揮，並因此有機會從錯誤中學習。林老師謙遜溫和的人格特質與待人接

物的處事態度，也讓我深受感動，我期許自己也能效法如老師一樣春風化雨、誨人不倦。  

2000 碩畢   張元賓 (現職：中山大學化學系) 

 

在老師門下學習的當下，老師在學問上給予受用無窮的指導並給予學生無限大的研究探

索自由，在各方面的言教身教讓我成長許多，衷心感謝老師。 

2003 博畢  黃立心 (現職：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老師，真的很不捨您的離開，您為學生們點燃了智慧之光，讓我們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

持續閃爍您親手點燃的火光，雖不捨但也希望您從此無病無憂，安息主懷。 

2004 博畢  黃鴻一 (現職：誠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中能遇到林老師，一位真正關懷包容學生，認真指導學生的老師，我覺得自己很幸

運、很幸福、很榮幸，我非常感謝林老師！ 

林老師的脾氣很好。以前在實驗室時，幾乎不曾看到老師生氣。博班時自己外務很多，

老師知道卻從不責備，而是包容與關懷。林老師對待學生很認真。為了增進學生對研究主題

的瞭解，百忙中堅持抽空每週跟學生分組讀書，也為了增進學生英文能力，請師母幫學生上

英文課。老師對學生的想法很尊重。研究上，老師總是鼓勵學生嘗試，即使是天馬行空的想

法也不會直接拒絕，記得當時我提議用菜瓜布沾鹽水當電灑法電極時，老師雖露出招牌淺淺

苦笑，但仍支持我嘗試，非常感謝老師。 

以前學生時，不覺得這些有那麼特別，現在自己當老師，才發現，這些真的很不容易，

林老師真的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好老師，謝謝您！ 

2004 博畢  黃哲勳 (現職：IPHT, Germany) 

 

老師在科學研究上的勤奮及善良且光明的人格特質，為學生們樹立良好的學習典範並對

學生們留下深遠的影響。  

2007 博畢  李維斌 (現職：台積電公司) 

 

老師以無比的耐心及積極樂觀的態度帶領我們，給予我們機會去嘗試去學習去創造去發

揮，進而完成自我的肯定。此外，無論面對任何困難與壓力，您永遠站在學生前面，不讓學

生承擔壓力並讓學生感到安心。 

2010 博畢  蔡柏宇 (現職：中興大學化學系) 

 

還記得大一的時候，老師擔任我們的導師，每一次與老師期末聚會的時候，老師總會分

享高雄生活的點滴與學術上的事情，讓我印象很深刻。大三的時候，進入老師的實驗室，學

習許多實驗技術，謝謝老師有機會讓我接觸物化光譜學。謝謝老師豐富我們的大學生活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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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生活，能夠遇見老師，真的是一件很幸運的事。謝謝老師在我生命低潮的時候，帶領我

認識主，給我生命中有一份穩定的信仰，陪伴我度過生命的高山低谷。雖然捨不得老師的離

開，但也希望老師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能夠安息在主耶穌的懷抱裡。祝福老師在天上過著平

安喜樂的生活。 

2011 碩畢  吳佳靜 (現職：淡水竹圍高中) 

 

很感謝老師這一生在教育上的付出，跟學生相處很和氣且有耐心。幾乎每天都會到實驗

室關心每個學生，而面對學生的問題也會仔細思考給予我們很好的建議。再次感謝老師在碩

班兩年讓我奠定了研究的基礎。 

2012 碩畢  胡恩蘭 (現職：工研院技術研究院) 

 

老師對於學術研究方面的勤奮與執著，待人接物上光明與善良的人格特質，對於學生我

們有深深地影響。我們將以您為榜樣，向您學習，慢慢地向您靠近。因為有老師，才有今日

的我！老師，謝謝您，我以成為您的學生為榮！ 

2013 碩畢  洪楷展 (現職：台塑集團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老師在學術研究的熱忱成為學生們的榜樣。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培養我們各種解決問題的能力，幫助我們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對付各種挑戰，過程中老師也

不忘適時給予我們建議與肯定。老師，謝謝您！ 

2013 碩畢  姚奕如 (現職：杜邦公司) 

 

從大學進林金全老師實驗室直到博士班畢業整整 9 年時間，看著實驗室的夥伴一個個走

出台大、航向美好旅程，我常有反被困在實驗室的感覺，每天只能面對著 paper、處理時靈時

不靈的儀器、或者長時間待在顯微鏡暗房裡找螢光訊號。記得有天崩潰跟老師談休學的時候，

老師只笑笑地說我不會幫你在休學申請書上簽名，就打發我走了。言談中，他是這麼地信任

我的才華，多麼信任我可以走出憂鬱的低谷。記得要畢業前夕，老師總勸我繼續待在學術界

做研究，深深信任我可以擁有和學長姐一樣傑出的表現。雖然畢業後，我回應了那一直在我

心中的呼聲，成為一名中學老師，和學術界摸不上邊，但老師在這過程的陪伴和對我的信任，

無形中化為一股安定的力量，讓我強壯，繼續陪我面對挑戰。現在，老師不在地上，回到天

父身旁了，相信他會很開心從天上看著這位有點文弱、卻無比倔強的男生，帶著從 110 實驗

室畢業才有的嚴謹與彈性，經營每個在地上的日子。最後，我想說，謝謝老師，我愛你。 

2016 博畢  趙孟軒 (現職：中和高中) 

 

Thanks to your kind help, I still keep studying and keep contacting with many our friend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gave me.  

2017博畢  中村雅明 (現職：東京工業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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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念碩班的時候，林金全老師給我非常大的自由度，不論是實驗的方法或是實驗的方向，

老師都會很認真的理解我的想法，再從他的經驗中給予我建議，因為有這樣的環境，我才可

以持續對實驗的工作保持熱忱與好奇心。與老師相處的過程中，我沒有感受到老師希望我們

是什麼樣子，而是基於我們的原本樣子，在從旁引導我們變成更好的人，老師非常謝謝你！ 

2018 碩畢  黃右昕 (現職：悅盟先進化學) 

 

金全老師是一位負責任且有包容心的老師，同時也像是位大家長。在碩班的時期，老師

每天下午都會從化學系館走到原分所來關心實驗室每個人的課業或是實驗的進度。也許路程

不長，但關心卻很實實在在。今年與老師視訊見面時，覺得還是與碩班時候一樣健談與健康。

原以為老師能在他熱愛的學術領域繼續奮鬥到退休(雖然老師本就可以退休了，但由此可見老

師對研究的熱愛)，卻還是不敵上天的安排，但老師的身影永遠留存在每個人的心中。願老師

在天上安好。 

2018 碩畢  黃雅琦 

 

  

2022 年 6 月 18 日眾多畢業學生參加老師的安息禮拜,齊聚一堂表達對老師無限的感謝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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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研究成果壁報展 
 

臺大化學系 110 學年度大

學部應屆畢業生研究成果壁報

展於 2022 年 5 月 2 日在勝凱

廳(壁報展示)及松柏講堂(口頭

報告)舉行，共有 29 位應屆畢

業生參與展示。同學們在本系

學習了四年的化學專業知識並

接受紮實的化學研究訓練，個個展

現出優秀的學習成果。在此次活動的第

一階段評選出 14 名「優良壁報」獎， 

(獲得「優良壁報」獎者，可獲得推薦參

與校舉辦的「學士班學生論文獎」資格、

競逐「理學院院長獎」(大學部)第二階

段的口試資格及競逐「何東英教授專題

研究獎」等)。競逐「理學院院長獎」第

二階段的口試於 5 月 3 日在松柏講堂進行，

並於 5 月 11 日發布獲獎名單：推薦「學士班

學生論文獎」2 名，「理學院院長獎」(大學部)

專題研究類 3 名，成績類 3 名，「何東英教授

專題研究獎」2 名，共 10 名優勝者。 

 

接續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的研究成果壁

報展之後，110 學年度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競

逐「理學院院長獎」的研究成果壁報展及

口頭報告活動於 5 月 9 日在松柏講堂及勝

凱廳展開，本次共有 10 名研究所碩、博士

應屆畢業生參與競逐，並在 5 月 11 日評選

出 2 名博士生及 6 名碩士生獲得

「理學院院長獎」(研究所)的推薦。 

 

 

 

 

 

 

 

 

 

 

 

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研究成果壁報展 

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研究成果壁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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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獎 
獲獎年月 設獎單位 獎項 得獎者 指導教師 

2021.11 科技部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邱奎維 陳榮傑研究員 

2021.11 科技部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袁崇越 陳振中教授 

2021.11 科技部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林秀婷 王宗興教授 

2022.01 中國化學會 2021 永光綠色化學研究論文獎 陳玉珍 王朝諺合聘教授 

2022.01 中國化學會 2021 永光綠色化學研究論文獎 許家碩 陳浩銘教授 

2022.01 中國化學會 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 洪暄旻 王宗興教授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辦時

間約在每年的 1~2 月份，研究期間自每年 7

月 1 日起至次年 2 月底止，共計 8 個月。所

申請的計畫經核定補助後，參與計畫的學生

每月將獲得研究助學金 6,000 元。計畫執行

期滿後一個月內，須線上繳交經其指導教授

確認的研究成果報告。上述報告經審查後評

定為成績優良而有創意者，由科技部頒發研

究創作獎--獎金 20,000 元及獎狀乙紙，另頒

發獎牌乙座予其指導教授，以資表揚〈每年

頒發的「研究創作獎」人數以 200 名為限〉。 

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總件數為 3132 件，本校共有 31 件獲獎，而

理學院獲得的 5 件中，本系囊括 3 件，化學

系學生紮實的研究能力及優秀表現可見一班。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獲獎統計表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得主袁崇越同

學與指導教師陳振中教授(左)及梁文傑系主任(右)於

頒獎後合影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得主林秀婷同

學與指導教師王宗興教授(左)及梁文傑系主任(右)於

頒獎後合影 

年度 本校榮獲總件數 化學系榮獲件數 

109 31 3 

108 37 5 

107 20 3 

106 25 1 

105 25 3 

 



35 

 

110 學年度化學系畢業獎項獲獎暨推薦名單 
 

◎ 學士班學生論文獎推薦名單 
姓名 指導教授 

施麗釵 鄭原忠 
劉冠成 汪根欉 

 

◎  理學院院長獎(大學部)推薦名單 
專題研究類 成績類 

姓名 指導教授 姓名 指導教授 
陳宇萱 徐丞志 鍾  葳 梁文傑 
陳舒凱 劉緒宗 蔡宏昇 陳昭岑 
蔡亦軒 邱靜雯 柳杰凱 李弘文 

 

◎  何東英教授專題研究獎 
姓名 指導教授 

陳宇萱 徐丞志 
施麗釵 鄭原忠 

  
◎  優良壁報獎(大學部) 

姓名 指導教授 姓名 指導教授 
張崑皓 陳玉如 李尚叡 邱勝賢 
陳宇萱 徐丞志 莊敏箴 楊吉水 
葉靖和 陳俊顯 陳舒凱 劉緒宗 
廖昱棻 陳振中 劉冠成 汪根欉 
邱奕愷 陳   平 施麗釵 鄭原忠 
邱紹倫 朱忠瀚 柳杰凱 李弘文 
牛彥淳 王宗興 蔡亦軒 邱靜雯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學位班成績優良學生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一年級 馬法能 賴安荷 林  治 朱柏叡 

二年級 朱恒祺 陳以阡 王妤瑄 劉建蘴 

三年級 莊敏箴 李  易 溫雁荻 陳柏文 

四年級 蔡宏昇 柳杰凱 廖昱棻  

 

獎項名稱 獲獎者 指導教授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義芳化學鼓勵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莫誠康 劉如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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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化學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研究成果壁報展 

一年一度的臺大化學系研究所應屆畢業

生壁報展於 6 月 14 日開展，負責承辦活動的

化學系研究生協會與復華投信、達興材料、

台灣神隆及鼎好貿易聯合舉辦本年度的研究

生壁報展暨企業徵才說明會、一對一面談的

活動。 

研究成果壁報展活動對於研究所應屆畢

業生來說，除了向大家展示求學期間的學習

成果之外，也是讓參與活動贊助及徵才的廠

商瞭解個人專長及能力的最佳平台，同時也

提供了化學相關企業覓得優秀人才的機會。

另一方面，亦可使應屆畢業生們透過這次的

企業徵才活動更加了解目前業界趨勢，以及

擬選擇的職業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工

作。 

每年研究成果壁報展的會場中，參展者、

參觀者、贊助廠商/徵才公司代表及評審委員

們穿梭在其間，加上提供美味點心讓所有人

享用，整個會場人來人往非常熱鬧。但本次

活動為在疫情期間降低人員密集接觸的機會，

並維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而採線上方式舉辦；

擬參加活動的師生同仁一律先行線上報名，

承辦單位將〝會議連結網址〞發送給報名者；

無論是評審委員評選優秀作品，所有參與的

學生票選心目中的人氣壁報，徵才廠商說明

會及一對一面談，均採線上方式進行。 

雖然線上舉辦方式不若以往人與人直接

面對交流，感受整個活動的歡愉氣氛，但仍

不失為大家相互交流的與求職的良好平台。

另外，已完成線上報名者，活動當日至現場

簽到並填寫問卷，即有資格參加抽獎活動；

企業徵才說明會及一對一面談亦有舉辦抽獎

活動 (獎品包括 Sony WF-1000XM4 以及

Ultimate Ears UE Boom3)，所有參與者皆有中

獎機會。因此本活動對於研究所應屆畢業生

來說具有能夠展現所學、可獲得工作機會(畢

業即就業)、獲得校內研究類獎項機會、活動

摸彩中獎機會等多重功能又有意義且充滿歡

樂的活動。

 

110 學年度化學研究所畢業獎項獲獎暨推薦名單 
 

◎ 理學院院長獎(研究所)推薦名單 

學位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學位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學位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博士 仝梓正 劉如熹 碩士 王威傑 徐丞志 碩士 林裕強 邱靜雯 

博士 張家睿 陳浩銘 碩士 楊子嶔 羅禮強 碩士 林翰莛 陳浩銘 

   碩士 顏肇庭 劉緒宗 碩士 王莉涵 陳振中 

 

◎ 台灣神隆獎 
學位別 姓名 指導教授 

博士 陳玫華 李宗璘  林俊宏 

碩士 黃靖嵐 方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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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壁報獎(研究所) 
博士班 

姓名 指導教授 姓名 指導教授 
陳玫華 李宗璘  林俊宏 張家睿 陳浩銘 
曾喜青 邱靜雯 仝梓正 劉如熹 

碩士班 

姓名 指導教授 姓名 指導教授 

王威傑 徐丞志 楊承庭 羅禮強 
賴致達 陳俊顯 廖育嬋 周必泰 
周凡琳 廖尉斯 周大喆 周必泰 
黃子庭 方俊民 楊絜甯 林志民 
紀  蓉 何佳安 黃俊銓 鄭原忠 
黃靖嵐 方俊民 吳昀瑾 江建文 
方紹丞 汪根欉 林裕強 邱靜雯 
王芷宣 楊吉水 劉奕汝 陳振中 
蔡佳穎 楊吉水 王莉涵 陳振中 
范章祺 詹益慈 林翰莛 陳浩銘 
顏肇庭 劉緒宗 曾群勝 陳浩銘 
楊子嶔 羅禮強 洪玲玹 劉如熹 

 

110 學年度顏氏論文獎獲獎名單 
學位別 姓  名 指導教授 

碩士 方紹丞 汪根欉 

碩士 顏肇庭 劉緒宗 

碩士 黃俊銓 鄭原忠 

碩士 林裕強 邱靜雯 

碩士 王威傑 徐丞志 

 

◎ 教學助理及助教獎項 
設獎單位 獎項名稱 獲獎者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110-1 卓越教學助理 林家維、洪士恒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110-1 傑出教學助理 林家維、洪士恒、王昱閔、陳柏文 
臺大化學系 特優助教獎 張馨云 

臺大化學系 特優助理助教獎 洪珮綺、洪士恒 

臺大化學系 優良助理助教獎 

李夏安、張瑋庭、楊允中、林秀婷、紀舒媚、

簡健閔、林千妍、羅冠杰、田峰澤、賴怡安、

魏豪廷、吳采璇、劉擎、陳楷力、馬振華、 

吳顓羽、李峻禎、江奕青、張文叡 

郭子榕(外所)、凌振翔(外所)、王宣旻(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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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大化學系師資一覽表 
 

教授 

陳振中教授/系主任 

邱靜雯教授/副系主任 

李弘文教授 

汪根欉教授 

周必泰教授 

金必耀教授 

邱勝賢教授 

梁文傑教授 

陳平教授 

陳昭岑教授 

陳俊顯教授 

陳浩銘教授 

張煥宗教授 

陸駿逸教授 

彭之皓教授 

楊吉水教授 

詹益慈教授 

劉如熹教授 

鄭原忠教授 

劉緒宗教授 

羅禮強教授 

副教授 

王宗興副教授 

江建文副教授 

徐丞志副教授 

廖尉斯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 

方頡睿(Jeffrey M. Farrell)助理教授 

朱忠瀚助理教授 

柳玗珍(Woo-Jin Yoo)助理教授 

姜昌明助理教授 

馬左仲(Manuel Maestre-Reyna)助理教授 

鄭修偉助理教授 

林至闓專案計畫助理教授 

佘瑞琳講師 

合聘教授 

王朝諺合聘教授 

何佳安合聘教授 

林志民合聘教授 

林俊宏合聘教授 

陳玉如合聘教授 

許良彥合聘副教授 

特聘研究講座 

王瑜名譽教授/特聘研究講座 

牟中原名譽教授/特聘研究講座 

翁啟惠特聘研究講座 

陳長謙特聘研究講座 

彭旭明名譽教授/特聘研究講座 

特聘講座教授 

陸天堯名譽教授/特聘講座教授 

張啟光特聘講座教授 

楊士成特聘講座教授 

 

 

https://www.ch.ntu.edu.tw/chanjcc.html
https://www.ch.ntu.edu.tw/cwchiu.html
https://www.ch.ntu.edu.tw/hwli.html
https://www.ch.ntu.edu.tw/kenwo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op.html
https://www.ch.ntu.edu.tw/byjin.html
https://www.ch.ntu.edu.tw/shchiu.html
https://www.ch.ntu.edu.tw/mkleu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rpche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enct.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hchen.html
https://www.ch.ntu.edu.tw/haomingchen.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anght.html
https://www.ch.ntu.edu.tw/cydlu.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ipe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jsy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ytchan.html
https://www.ch.ntu.edu.tw/rsliu.html
https://www.ch.ntu.edu.tw/yuanchu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stliu.html
https://www.ch.ntu.edu.tw/lclo.html
https://www.ch.ntu.edu.tw/wangts.html
https://www.ch.ntu.edu.tw/kvko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ccrhsu.html
https://www.ch.ntu.edu.tw/wsliaochem.html
https://www.ch.ntu.edu.tw/jfarrell.html
https://www.ch.ntu.edu.tw/johnchu.html
https://www.ch.ntu.edu.tw/woojinyoo.html
https://www.ch.ntu.edu.tw/cmji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mmaestre.html
https://www.ch.ntu.edu.tw/williamche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member/faculty/788d3ac40faabba1909d44c0dd76fb0c/
https://www.ch.ntu.edu.tw/shirlin.html
https://www.ch.ntu.edu.tw/tgo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jaho.html
https://www.ch.ntu.edu.tw/jimlin.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unhu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yjchen.html
https://www.ch.ntu.edu.tw/lyhsu.html
https://www.ch.ntu.edu.tw/wangyu.html
https://www.ch.ntu.edu.tw/cymou.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wo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sunney.html
https://www.ch.ntu.edu.tw/smpe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tyluh.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angc.html
https://www.ch.ntu.edu.tw/yeu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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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兼任教授 

方俊民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何國榮名譽教授 

林英智名譽教授 

林淵泉名譽教授 

林萬寅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陳竹亭名譽教授 

張哲政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郭悅雄名譽教授 

陳逸聰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黃良平名譽教授 

楊美惠名譽教授 

楊寶旺名譽教授 

 

鄭玉瑕名譽教授 

劉春櫻名譽教授 

鄭淑芬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劉廣定名譽教授 

蔡蘊明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蘇志明名譽教授 

兼任/客座教授 

許火順兼任教授 

陳錦明兼任教授 

劉銘璋兼任助理教授 

笠井俊夫客座教授 

 

2022 年臺大化學系職工一覽表 
 

行政組 總務組 實驗組 圖書儀器組 

簡佳慧 朱曉茹 趙益祥 蘇仁寬 

尤靜嫺 張忠和 張芫睿 吳夢婷 

許慧楨 查昱民 王振宇 謝琬菁 

温湘婷 張書顯 蔡明軒 梁芸瑄 

黃玲蓉  陳玉岱 翁雅芳 

趙悅桂  楊舒涵  高  瑋 

胡翔淳    

蔡汝青    

 

普化助教 有機組助教 分析組助教 物化組助教 

張馨云 王重鈞 江晉緯 邱昱婷 

吳美伶  王秋錦  

沈晏平  陳玉岱  

劉彥成    

林靖玹    

林家君    

楊承睿    

https://www.ch.ntu.edu.tw/jmf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grher.html
https://www.ch.ntu.edu.tw/yclin.html
https://www.ch.ntu.edu.tw/yuanchuanlin.html
https://www.ch.ntu.edu.tw/wylin.html
https://www.ch.ntu.edu.tw/jtchen.html
https://www.ch.ntu.edu.tw/cch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yhkuo.html
https://www.ch.ntu.edu.tw/ytcchem.html
https://www.ch.ntu.edu.tw/lphw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mhy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pwya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yscheng.html
https://www.ch.ntu.edu.tw/cyliu.html
https://www.ch.ntu.edu.tw/chem1031.html
https://www.ch.ntu.edu.tw/ktliu.html
https://www.ch.ntu.edu.tw/ymtsai.html
https://www.ch.ntu.edu.tw/tmsu.html
https://www.ch.ntu.edu.tw/hsheu.html
https://www.ch.ntu.edu.tw/jmchen.html
https://www.ch.ntu.edu.tw/lium1005.html
https://www.ch.ntu.edu.tw/tkas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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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系友相關的活動，

除了例行性的「系慶餐會」(每年 11 月舉辦)及

「化學專業與職涯課程」(每學年度第二學期開

課)之外，不定期舉辦的活動方面，從「系友分

享」揭開了序幕。 

化學系畢業後的出路很多元，系友們活躍

在國內外學術界、產業界及創業者中多有傑出

表現。多年來本系為服務在學學子們自化學系

畢業後選擇繼續升學或進入產業界時，能夠獲

得較多的資訊參考，不定期邀請已畢業系友們

回母系分享個人學經歷的活動，讓學子們在選

擇未來出路時能有充分的資訊，做好周全的準

備及充實處理事務的能力。 

本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系友分享」

活動從 110 年 12 月 24 日開始，舉辦一場留學

歐洲經驗分享，邀請到魏牧梅系友(2007 級學

士，留學法國及荷蘭)、鄭修偉助理教授(2008 級

學士、2010 級碩士，留學德國級奧地利博士後

工作)，從為何選擇留學歐洲到如何爭取獎學金

等等各項經驗分享及建議事宜，讓與會學子獲

益良多。 

此外，在 111 年 2 月 22 日邀請魏景怡系友

(2005 級學士/2008 級碩士/現職台塑公司資深

管理師)及林季延系友(2005 級學士/2010 級博

士/現職達興材料研發副理) 以「從碳纖維到半

導體—談本土尖端材料產業」為題，及 3 月 22

日邀請李威漢系友(2004 級學士/2010 級博士/

現職浩鼎生技副處長)及，孫瑋廷系友(2006 級

學士/2014 級博士/現職生技中心研究員)以「化

學人對新藥開發的貢獻」為題，讓學弟妹們對

其服務的產業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同時各產業

在近年與未來有甚麼樣的挑戰，以及需要具有

甚麼特質或能力的人才等等相關事項，並回答

學子們關心的產業相關問題，讓參與者了解職

場相關的知識與啟發未來踏入職場時可考慮的

事項。 

感謝系友們發揮傳承精神，在繁忙的工作

中特回母系為畢業後想出國繼續深造或擬進入

產業界的學弟妹們，分享個人經歷，並向學子

們解說留學或進入產業界相關的資訊。
 

 

 

❉ 「九如廳」換新風貌囉！大學部學生們最常聚集的「九如廳」

在 2021 年進行空間重新規劃及設備更新作業；如今整體空

間已煥然一新，不僅桌椅設備全數換新，配置更為舒適。此

外，「九如廳」命名者—林隆士系友及林仕閎系友贈置兩幅

畫、玻璃白板及單槍投影機，為學子們討論課業、唸書及各

類靜態活動提供了較佳的場地。 

❉ 110 學年度「化學專業與職涯」課程邀請到戴英傑系友、王佰偉系友、任俞仲系友、劉慧瑾系

友、張綺芬系友、張志榮系友、黃小文系友及陳敬亭系友回母系擔任講座，分享個人求學和職

涯經歷，並期勉學弟妹們努力充實自己，為未來要選擇的方向做好準備。 

❉ 科技部自然司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在 2020 年 11 月設立

於臺大化學系館內；該中心成立同時，原設於臺大化學系館內的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研究推動中心〈1965 年成立〉亦更名為自然科

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化學組。 

歡迎系友們踴躍投稿至「臺大化學系友通訊」；無論是求學時期的點滴往事、個人經歷分享、生活絮事或舉辦同學會訊

息等等的文稿、照片，寄送至臺大化學系辦公室趙小姐處 ykchao@ntu.edu.tw。系友們的參與和支持，讓「臺大化學系

友通訊」內容更為豐富生動，期待因您的熱情灌溉使這塊園地更蓬勃茁壯。 

系友分享 

各項動態 

mailto:寄送至臺大化學系辦公室趙小姐處%20ykchao@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