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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所簡介  

1.1 系(所)簡介與發展特色  

本系成立於民國 70 年，民國 81年設立碩士班，民國 95年設立博士班。四十多年來

大學部畢業學生已達 2000 人，碩士班畢業人數則有 500多人。畢業生不論參加各種考

試、就業或出國深造，均有良好的表現。 

自然資源的短缺及環境品質的日漸惡化，乃當今世界各國因現代化而產生之普遍現

象。數十年來，我國經濟成長極為快速，即將邁入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使國民的生活

水準大幅提高，資本累積更為現代化奠定有利的基礎；但是，卻也造成環境災害，嚴重

影響國民的生存空間。無論政府或民眾對此均極為重視，也為謀求解決環境問題做了許

多的努力。 環境問題為跨越多媒介的現象（俗稱陸、海、空等），無法逐一切割。例

如：煉熔廠的空氣污染物經由大氣擴散後，造成土壤、地下水、地面水之污染，進而影

響生態環境及整個食物鏈。而水污染也會經由各種氣候因子的影響而形成空氣污染。至

於廢棄物的不當處置將使污染流竄於河川、海洋、土壤等環境介質中而造成污染，或蒸/

揮發形成空氣污染。故本系(所)全力推動跨越媒介、輔以污染物宿命探討之群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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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系發展方向與重點 

1.2.1 大氣環境及相關技術  

(1)大氣中污染物分析方法之研究  

(2)大氣污染物在環境之化學宿命  

(3)空氣品質監測與氣象環境之研究  

(4)近地面大氣結構與空氣污染相關之研究  

(5)空氣品質改善效益與涵容量變化之探討  

(6)多元空氣品質指標之建立與應用  

(7)空氣品質模式與探空監測之研究  

1.2.2 水質及相關技術  

(1)飲用水消毒副產物生成機制及控制技術之研究  

(2)廢水中氮磷之生物處理技術開發  

(3)酸雨成份之探討與監測乾濕式沈降特性監測與模擬  

(4)高級淨水技術之開發  

(5)水回收系統及新型技術之開發  

(6)廢水生物系統微生物菌相研究  

(7)自然水環境中致病微生物偵測技術之開發  

(8)水污染物在環境之化學宿命  

(9)奈米廢水處理技術  

1.2.3 固廢/土壤及相關技術  

(1)資源回收再生技術之研究  

(2)廢棄物焚化參數之探討  

(3)大型焚化爐操作維護之研究  

(4)戴奧辛/口夫喃控制之研究  

(5)焚化產生之空氣污染物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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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污染之監測、擴散模擬  

(7)土壤污染整治之研究  

(8)分子環境之研究  

(9)奈米級廢棄物處理之研究  

(10)廢棄物掩埋場選址之研究  

1.2.4 環境化學及生物技術  

(1)環境中鈹、甲基汞、總汞及其他各種污染物之分析方法研究  

(2)環境基因之建立與應用  

(3)台灣中部地區溫泉中嗜熱性厭氧菌物種多樣性研究  

(4)有害物質之生物處理技術開發之研究  

1.2.5 生態保育與環境系統  

(1)東亞航道候鳥移棲模式之研究  

(2)生物多樣性與鳥類保育之研究  

(3)環境影響評估及生態監測  

(4)國家公園保護區之規劃與經營管理  

(5)棲地復育及環境管理  

(6)生態哲學及環境教育  

(7)場(廠)址選擇方法之研究  

(8)環境數值模擬與分析  

(9)資源回收推動之研究  

(10)廢棄物貯存、清運、處理最佳化之研究  

(11)污水處理系統之最佳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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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空氣污染控制技術與策略  

(1)工業廢氣之控制技術  

(2)揮發性有機污染物之監測與控制  

(3)氣膠與空氣懸浮顆粒之控制  

(4)新型觸媒與高級氧化程序研發  

(5)總量管制策略 

 

1.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1. 大學部教育目標 

(a) 立專業於基礎  

本目標陳述奠定學生紮實的基礎語言、數學、科學能力，能瞭解這些能力在環境

工程相關職場中的重要性，並由此培養學生具環境工程與科學領域之專業知識

與能力。  

(b) 行整合兼管理  

本目標係指培養學生辨認、解析及處理環境問題的知識整合能力；並成為具備

自我管理與學習能力、重視團隊合作的工程師。  

(c) 秉創新躍國際  

本目標之精神在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創造力，同時能有寬廣的世界觀。  

(d) 奉永續護地球  

本目標係指深植學生「永續發展」的觀念，並以環境保護為核心價值觀的處事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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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學部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1：運用基礎科學與工程概念與技能於環境工程領域。  

核心能力 2：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核心能力 3：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輔助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 4：具備環境系統知識與瞭解其相關性。  

核心能力 5：專案管理、團隊合作與協調溝通能力。  

核心能力 6：具備獨力及創新思考，以及統整跨領域知識及資訊能研究所教育目標  

(a)  專業技能與技術應用  

能具備獨立研發力與判斷力，並能主動辨認、解決問題，包括規劃方法、分析數

據、整合資訊的技能、執行專案計畫的能力。  

(b) 環境倫理與職業道德  

時時關注全球乃至周遭的環境議題，並秉持職業道德，在工作崗位上保持誠實敬

業的態度。  

(c) 獨立研發力與判斷力  

以本身技能與理念持續研發與環境保護相關之技術，提升環境污染分析、整治、

管理技術與策略之應用程度。  

3. 研究所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1：獨立研究及執行計畫的能力  

核心能力 2：具有污染物分析及整治技術的規劃與執行能力  

核心能力 3：環工專業知識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之能力  

核心能力 4：畢業生的能力符合職場業界之就業需求  

核心能力 5：具備環工業界中及職場上之競爭能力  

核心能力 6：具備數據分析處理及團隊執行之工作能力  

核心能力 7：關注並參與全球性與本土性之環境議題  

核心能力 8：研究成果發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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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程規劃與教學  

 本系課程依循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理念而規劃，除配合校共同必修課及通識課程外，

並以系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為主軸設計一系列環工相關領域專業課程以培養學生專

業素養。  

一、二年級旨在基礎學科之傳授，加深對環境科學與工程相關知識之認識及根基；

三、四年級則著重於環工專業知識之研習與整合應用。此外除了環工基礎學科外，亦隨

社會、企業現狀之需求，開授新穎、富創意且內容豐富實用之選修課，做適度且契合之

課程調整，供學生依志趣及能力修習。  

本系自 106學年起開設多門深碗型課程，如給水工程實作、污水工程實作、環境評

估實作、環境污染物分析實作、環境生態學實作、土壤與地下水污整治概論實作、流體

力學實作等，邀請校內外或業界相關領域之專業講員講習，實作課程則包含專案報告、

案例研究等，以講授課程加實作課程之組合，使學生有更多的自主學習空間，培養較高

層次的學習與實作能力，同時因應近年來的人工智能應用與永續議題的發展，本系亦於

110學年度重新將「電腦環境應用」課程更新授課內容使學生接觸人工智能的相關知

識，111學年度亦開設永續課程，介紹 17個永續發展目標。如上所述，本系開課的標的

為使學生於學習期間能更貼近實際現實狀況與社會關注議題。 

本系對學生之培育除著重環工領域基礎理論紮根外，尤重視實驗實作之落實，本系

開設有一系列由淺入深的實驗課，旨在訓練學生的實務操作能力。本系實驗課程包括：

大一之普通化學實驗、生物實驗，大二有機化學實驗、基礎環境微生物實驗、環境污染

物分析實驗(一學年兩學期)，大三環境分析化學實驗、環境生態學實驗，大四環境工程

單元操作等多項實驗課程。  

由於本系特別重視實驗課與正課之結合，開設污水工程實作、給水工程實作等深碗

型課程，對於平衡本系科學及工程兩領域課程有所幫助使學生能學得理論應用於實際操

作能力上，進而充實優質教學內涵，希望學生畢業後能將專業知識學以致用。各課程之

內容設計目標均已培養畢業生具應有之核心能力。  

大學部課程設計為充分提供大學部學生未來從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所需具備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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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及學習環境工程、環境科學領域之專業知識。課程規劃原則為 1.強化基礎課

程（相關課程以必修編排）；2. 鼓勵修習專業基礎課程（相關課程以必修或必選編排，

部分課程以選修編排）；3. 輔導建立核心專業智能（指導學生選修相關專業課程，建立

完整專業能力）；4. 調整課程開設年級層，在強化水/污水處理、空氣污染、土壤及廢棄

物處理、環境生態調查及檢核及環境規劃管理領域的專業性與整合性的理念下，規劃各

學期課程的合理分配。  

1.5 開課情形 

1.5.1 110學年度大學部開課資訊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年級 學分 課程類別 

中文 Chinese 1 2-2 必修 

大一英文 Freshman English 1 3-3 必修 

大二英文 Sophomore English 1 2-2 必修 

思維與程式設計 AI Thinking & Basic 

Program 

1 2-0 必修 

普通物理 General Physics 1 3-0 必修 

普通化學 General Chemistry 1 2-2 必修 

普通化學實驗 General Chemistry Lab. 1 1-1 必修 

環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 3-3 必修 

微積分甲(一) Calculus A(I) 1 3-0 必修 

微積分甲(二) Calculus A(II) 1 0-3 必修 

生物學 Biology 1 0-3 必修 

環境議題 Environmental Issues 1 1-0 必選 

環境化學(一)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I) 

2 2-0 必修 

環境污染物分析( 一)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Analysis (I) 

2 2-0 必修 

環境生態學 Environmental Ecology 2 3-0 必修 

環境化學(二)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II) 

2 0-2 必修 

環境污染物分析(二)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Analysis (II) 

2 0-2 必修 

微生物學 Microbiology  2 0-3 必修 

流體力學 Fluid Mechanics 2 3-0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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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年級 學分 課程類別 

環境資源技術與管理 Environmental Resource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2 1-1 必選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2 3-0 必選 

有機化學實驗 Organic Chemistry Lab. 2 1-0 必選 

環境物理化學 Environmental Physical 

Chemistry 

2 0-3 必選 

環境污染物分析實驗

( 一)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nalysis: Experiments and 

Data Analysis (I) 

2 1-0 必選 

環境污染物分析實驗

(二)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nalysis: Experiments and 

Data Analysis (II) 

2 0-1 必選 

環境分析化學 Environmental Analytical 

Chemistry 

3 3-0 必修 

環境統計學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3 0-3 必修 

環境分析化學實驗 Environmental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 

3 1-0 必選 

環保專題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Studies 

3 3-3 必選 

環工畢業專題 Senior Project for 

Environmental Study 

4 3-0 必選 

電腦環境應用 Computer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Study 

1-4 0-3 選修 

工程數學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2-4 3-3 選修 

環保行政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2-4 2-0 選修 

水文學 Hydrology 2-4 2-0 選修 

基礎環境微生物實驗 Basic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2-4 0-1 選修 

環境倫理學 Environmental Ethics 2-4 0-2 選修 

永續水資源開發與管理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2-4 0-2 選修 

環境政策與法規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3-4 3-0 選修 

給水工程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3-4 3-0 選修 



 

9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年級 學分 課程類別 

給水工程實作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3-4 2-0 選修 

資源回收及廢棄物處理 Resource Recycling and 

Waste Treatment 

3-4 3-0 選修 

有害物質處理與管理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 

3-4 3-0 選修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

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3-4 3-0 選修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

概論實作 

Field practices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3-4 2-0 選修 

環境微生物學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3-4 3-0 選修 

動物生態調查方法與實

務操作 

Animal Ecological Census 

Techniqu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3-4 2-0 選修 

企業實習 Internship 3-4 3-0 選修 

環境生態學實作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3-4 2-0 選修 

污水工程 Wastewater Engineering 3-4 0-3 選修 

污水工程實作 Implementation of 

Wastewater Engineering 

3-4 0-1 選修 

固體廢棄物處理 Solid Waste Management 3-4 0-3 選修 

企業環境永續發展管理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3-4 0-3 選修 

環境儀器分析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 

3-4 0-3 選修 

環境噪音學 Environmental Noise 3-4 0-3 選修 

環境生物技術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3-4 3-0 選修 

空氣污染控制學 Air Pollution Control 4 3-0 選修 

環境規劃與管理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4 3-0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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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10學年度碩博班開課明細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年級 學分 課程類別 

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 碩 1 2 必修 

實驗方法設計 Methods and Design of 

Experiments 

碩 1 1 必修 

環境物化原理 Physical and Chemica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碩 1 2 必修 

環境生物原理 Biologica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碩 1 2 必修 

環境系統分析與管理 Environmental System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碩 1 2 選修 

專題討論（二） Seminar (II) 碩 2 2 必修 

碩士論文 Thesis 碩 1-2 6 必修 

專題討論（一） Seminar (I) 博 1 2 必修 

博士論文 Thesis 博 3 12 必修 

專題討論（二） Seminar (II) 博 2 2 必修 

工業廢水處裡 Industrial Waste Water 

Treatment 

碩博 1-2 3 選修 

高等環境微生物學 Advance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碩博 1-2 3 選修 

生物處理程序 Biological Treatment Processes 碩博 1-2 3 選修 

地下水力學與污染物傳

輸 

Groundwater hydrology and 

contaminant transport 

碩博 1-2 3 選修 

環境分生檢測技術 Molecular Techniques i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碩博 1-2 3 選修 

能源與環境政策分析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碩博 1-2 3 選修 

水處理工程設計 Water Treatment Design 碩博 1-2 3 選修 

資源回收再利用特論

（一） 

Special Topics on Resource 

Reuse (I) 

碩博 1-2 3 選修 

資源回收再利用特論

〈二〉 

Special Topics on Resource 

Reuse (II) 

碩博 1-2 3 選修 

綠色能源與永續發展 Gree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碩博 1-2 3 選修 

環境新興污染物 Environmental emerging 

contaminants 

碩博 1-2 3 選修 

水安全計畫理論與實務 Water Safety Plan Addressed in 

Practical Scenarios 

碩博 1-2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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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員額及設備 

2.1 師資 

2.1.1 師資數 

本系專任教師共 11名，兼任教師 9名，研究領域涵蓋水質監測處理、廢棄物處

理、空氣品質監測與控制、環境微生物、永續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分析與檢

測、土壤及地下水整治、綠色材料開發等各方面。 

2.1.2 師資明細 

姓名 職稱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魏玉麟 
終身特聘

教授 
專任 

美國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材料博士 

5+2 資源循環技術研發 (行政院政

策：新材料 與循環經濟)、重金屬原

子八埃配位結構、燃 燒與焚化、空

氣污染控制 

張瓊芬 教授 專任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博士 

綠色材料開發、水及廢水處理、資源

再利用、 環境污染物分析、檢測與

調查 

陳鶴文 特聘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

研究所博士 

永續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大數據、

流域管 理、環境法醫學、環境影響

評估、環境與能 源系統分析 、人工

智慧與資料探勘 、環境 資訊學 

陳維燁 副教授 專任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 

研究所博士 

環境污染、系統分析、環境管理、環

境生態 

宋孟浩 副教授 專任 

美國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環境工程博

士 

土壤地下水整治、廢水高級處理、雨

水回收、 堆肥處理 

郭獻文 副教授 專任 
美國田納西大學土木暨 

環境工程系所博士 

環境病毒、微生物偵測、環境分子生

物技術、 生質能源、廢水生物處理、

水質監測分析、 蛋白質(纖維分解酵

素)特性分析與應用 

黃啟裕 助理教授 專任 

美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環衛博士 

環境微生物、厭氧細菌/古菌分類及

培養、微 生物種類分析及監測、環

境生物技術、生質 能(氫氣/甲烷)、水

中營養鹽去除技術，生質 廢棄物資

源化處理 

李學霖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 

學系博士 

環境微生物、電化學分析、電微生物

學、廢 棄物生物降解與處理 

蘇恩沁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 

系博士 

奈米材料合成與鑑定、綠色能源技術

開發、環境與經濟與能源發展之衝擊

與效益評估、 再生能源策略分析 

林冠宇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 

研究所博士 

氣膠科技、空氣品質監測、數值模擬

計算 

賴威博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博士 

環境污染物微量分析、污染物環境宿

命及轉 化、光化學反應、光催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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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高級氧化處理 

李澤民 副教授 兼任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土 

木工程(環工組)碩士 

環境工程、環境政策與法規、環境規

劃與管 理、資源回收、環境管理 

林國清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

人員 

兼任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

研究所工學博士 

環境工程、自來水工程、水資源工程、

水質分析 

王仲卿 助理教授 兼任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 

與科學博士 

環保行政、環境工程、環境政策與法

規 

何承嶧 助理教授 兼任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博士 

自來水暨下水道工程、水安全計畫、

環境經濟暨作業研究、地理資訊系統 

陳志豪 助理教授 兼任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 

程學系博士 

生態學、鳥類生態學、溼地監測及經

營管理 

莊昇勳 助理教授 兼任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

程學系博士 
環境永續、碳資產管理 

莊硯勛 助理教授 兼任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

程學系博士 

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應用、大數據資

料探勘、空間統計、物聯網整合、環

境空間規劃與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蔣忠祐 講師 兼任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

程學系碩士 

候鳥遷徙、動物調查、鳥類生態、水

鳥繁殖 

林笈克 講師 兼任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碩士 
動物生態、植物生態、生態工程、生

態檢核 

 

2.1.3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教師評鑑及升等概況 

110學年度本系沒有教師列入評鑑名單。升等教師無。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教師評鑑與升等概況如下表 

教師姓名 魏玉

麟 

陳維

燁 

黃啟

裕 

宋孟

浩 

陳鶴

文 

郭獻

文 

張瓊

芬 

李學

霖 

林冠

宇 

賴威

博 

蘇恩

沁 

最近一次

評鑑 

 105 109 108 109(

服務

免評) 

108 109(

服務

免評) 

112 113 113  

下次評鑑 免評 免評 113 112 113 112 113 112 113 113  

升等  99 上

升等

副教

授 

 100

上升

等副

教授 

101

上升

等教

授 

 

104

下升

等副

教授 

97 上

升等

副教

授 

101

上升

等教

授 

   111

上學

年度

離職 

2.2 學生數 

本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大學部分為 A、B 兩班，招生人數共 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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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方式則分成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發等方式。碩士班招生分成甄試及考試入

學 兩種方式，前者名額一般生 14 名、後者名額 6 名(含在職生 1名)。博士班招生考

試入學，名額一般 生 1 名。 

110學年度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制 人數 

大學部 329 

碩士班 27 

博士班 6 

 

2.3 新購或重要儀器設備 

110學年度新添購置軟硬體設備有排煙櫃 1座、室內空氣質量監測儀 1 套、導電度

計 2台、迴轉式破碎機 2台、加熱攪拌器 3台、烘箱 1台、分析天秤 3台、懸浮微粒監

測器 1台、乾式流量計 1台、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2台、COD燃燒爐 2 台、高溫爐 1

台、手提式甲醛氣體偵測器 1台、微量吸管 2支、無油式真空幫浦 4台。 

 

  

加熱攪拌器 手提式甲醛氣體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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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質量監測儀 導電度計 

  

高溫爐 排煙櫃 

  

無油式真空幫浦 COD燃燒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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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活動 

3.1 升學榜單 

姓名 學校/所 正/備取 就讀 考試/甄試 

高聖偉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正取 * 考試 

高聖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備取  考試 

高聖偉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正取  考試 

蔡奉坪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備取  考試 

蔡奉坪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備取  考試 

林湧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研究所 正取 * 考試 

林湧翔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正取  考試 

林湧翔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正取  考試 

姜睿宏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正取 * 考試 

姜睿宏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正取  考試 

李佳蓁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備取 * 考試 

李佳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研管理究所 備取  考試 

李佳蓁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工程學系 正取  考試 

謝乙嘉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環管組 備取  考試 

謝乙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正取  考試 

謝乙嘉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研究所 正取 * 考試 

謝乙嘉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正取  考試 

劉于瑄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備取 * 考試 

劉于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正取  考試 

劉于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正取  考試 

劉于瑄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正取  考試 

鄭惇仁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備取 * 考試 

鄭惇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備取  考試 

鄭惇仁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正取  考試 

吳家瑜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研究所 備取  考試 

吳家瑜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備取 * 考試 

林亮宇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備取 * 考試 

邱韋菱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甄試 

楊明翰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甄試 

高廷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甄試 

林慶彥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衛生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 甄試 

呂昀儒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甄試 

林佳穎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 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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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所 正/備取 就讀 考試/甄試 

陳俞文 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甄試 

陳俞文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甄試 

陳俞文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甲組 備取 5  甄試 

陳俞文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乙組 備取 16  甄試 

譚依婷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鎮詮 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備取 6 * 甄試 

蔡奉坪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蔣昕妤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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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生獲獎 

3.2.1 110學年度 獎學金獲獎情形 

獎學金 
大學部 

得獎人數 

碩士班 

得獎人數 

博士班 

得獎人數 
總金額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獎助學金 
12 - - 

$60,000  

中興工程顧問獎學金 - 2 - $60,000  

中欣工程行獎學金 - 5 - $60,000  

惠民實業獎學金 - 6 - $40,000  

環工學會獎學金 0 1 - $20,000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

分公司獎學金 
0 1 - 

$23,192  

路思義獎學金 1 - - $100,000  

黎明興獎學金 1 - - $30,000  

高毓靈先生紀念獎學金 1 - - $10,000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

金優秀學生獎學金 
- 1 - 

$30,000 

學術成果獎學金 1 1 - $11,000  

系書卷獎 167 8 - $55,200  

榮譽生 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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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系書卷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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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校書卷獎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S10340103 魏銘成 S09340105 魏雅君 S08340105 李亭萱 

S10340118 陳儀榛 S09340131 徐昌駿 S08340146 古芳宜 

S10340220 林煒翔 S09340242 賴建伸 S08340222 謝伃柔 

S10340221 謝欣祐 S09340225 蕭以喆 S08340212 謝伃茜 

 

3.2.4 榮譽學生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S10340103 魏銘成 S08340105 李亭萱 S07340138 許雯淇 

S10340118 陳儀榛 S09340131 徐昌駿 S07340244 陳旭涵 

S09340105 魏雅君 S08340222 謝伃柔 S07340234 張喻茹 

S09340242 賴建伸 S07340118 李佳蓁 S07340237 林佳穎 

 

3.2.5 國內/國際競賽獲獎 

姓名 活動/論文/會議名稱 獲獎 學籍 學制 

譚伊婷 
110學年度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際籃球

賽 
第五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姜睿宏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一般男子組雙打

季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姜睿宏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分區錦標賽 雙打組第三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威儒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特別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宥安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特別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余苡宣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特別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蕭以喆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特別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蕭思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壘球錦標賽 第五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譚伊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

賽(全國賽) 
全國第九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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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活動/論文/會議名稱 獲獎 學籍 學制 

謝練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

賽(全國賽) 
全國第九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譚伊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

賽(決賽) 
中區第七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練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

賽(決賽) 
中區第七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姜睿宏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決賽 男子雙打亞軍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許若辰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金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張喻茹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金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凃心喬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金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季恩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金獎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亭萱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優選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沛瑄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佳作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高子翔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佳作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江語婕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佳作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曾彥慈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佳作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江梓豪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大專組競賽佳作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劉羽瑄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四屆(2022)年

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優秀論文獎 在學 碩士班 

王誌浩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四屆(2022)年

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優秀論文獎 在學 碩士班 

 

3.3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110學年度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學生姓名 

張瓊芬 
負載辣根過氧化酶磁性材料之製備與應用於環境污染物 去除之

探討 
楊明翰 

陳鶴文 
基於大數據分析氣候條件與地形對 PM2.5濃度變化之影 響-以

台中市為例 
林佳穎 

宋孟浩 利用 PEdot 結合電化學檢測水中對-乙酰氨基酚之研究 高廷喨 

蘇恩沁 
探討酸鹼雙功能觸媒於同步加速廢食用油經甘油解、酯 化及轉

酯化反應轉製為生質柴油之可行性 
王乃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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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本系大學部畢業後始報考以下 環工專業 證照 (本系開辦部分訓練班 ) 

◼環境工程技師 (考選部 )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環保署 ) 

◼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 (環保署 )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環保署 )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 (環保署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環保署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環保署 ) 

◼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專業檢驗測定人員 (環保署 ) 

◼公私場所噪音狀況檢查或鑑定人員 (環保署 )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環保署 ) 

◼環境教育人員 (環保署 ) 

110 學年度輔導學生取得之證照 

姓名 證書種類 證照名稱 學籍 學制 

伍翟椗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劉定睿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湧翔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伍翟椗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宜昌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奉玶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徐峻毅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昱昕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勝飛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曾文益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鄭智文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佳育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雅雯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方麗閔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吳哲瑋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勝飛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張介騰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張詠翔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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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證書種類 證照名稱 學籍 學制 

黃慶揚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徐東宏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宗濬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智宇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鄭智文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宗祐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明儒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魏巧芸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范綱鈞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冠維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王昱潔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范高誌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宥辰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鐘若語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宸緯 英語證照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禾豐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賴彥成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楊宜璁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洪梓恩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品豪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楊弘宇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吳宗錡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黃彥智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吳彥緯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姿吟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禾豐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邱莉婷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廖沛宜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徐莞佩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王昵媜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憶婕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艾蓁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伃茜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吳彥緯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伃柔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王楷澄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鄭宸翰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阮瑜晶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思涵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張懷天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吳柏陞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王竣暐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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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證書種類 證照名稱 學籍 學制 

陳儀榛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卓富鶯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游騰彥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楊正翎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萬呈熙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佳彤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俊安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柏嘉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詹廾毅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呂佳靜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昀展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梁雅晴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魏岑郁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洪梓恩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TOEIC)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旭涵 英語證照 雅思國際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詹庭郝 專業證照 AutoCAD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詠晴 專業證照 AutoCAD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黃之妍 專業證照 AutoCAD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慶彥 專業證照 AutoCAD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高廷喨 專業證照 AutoCAD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詹庭郝 專業證照 Autodesk Certified User(ACU)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詠晴 專業證照 Autodesk Certified User(ACU)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黃之妍 專業證照 Autodesk Certified User(ACU)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楊宜璁 專業證照 BI 軟體應用師證照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昱方 專業證照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在學 碩士班 

陳昱方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碩士班 

張唯萱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碩士班 

陳欣緯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碩士班 

張瑜芳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聖凱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廖恩琪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冠祥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吳庭萱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嚴紹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江語哲 專業證照 甲級廢(汙)水處理專責人員 在學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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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學生實習 

本系實習單位面向趨於多元領域，期能盡可能讓學生接觸與學習 環工相關產業，並

仍持續開發 可實習單 位 。 

◼110學年度實習分享可參考還工系系網首頁「活動影片」專區 

https://ithu.tw/WJVOC。 

◼其他學年實習單位及名單請見環工系 https://ithu.tw/w6W97 

◼實習合作單位請見 https://ithu.tw/JXQOA 

110學年度實習 單位及名單 

實習期間 單位 工作性質 確認名

單 

學分 

110/7/1~8/31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處理及操作 郭佳穎 3 

110/7/1~8/31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處理及操作 徐珮綺 3 

110/7/1~8/31 典唐資材股份有限公司 廢棄物資源化技術與處理 劉定睿 3 

110/7/1~8/31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金會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

展中心 

環境管理系統規劃及建置 林憶婕 3 

110/7/1~8/31 石門山綠資本有限公司 環境管理系統及碳交易 李亭萱 3 

 

  

https://ithu.tw/JXQ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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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生參與競賽或展演活動 

姓名 活動/論文/會議名稱 學籍 學制 

譚伊婷 110 學年度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際籃球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姜睿宏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姜睿宏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分區錦標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威儒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蔡宥安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余苡宣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蕭以喆 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方麗閔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呂昀儒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徐吟絹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譚伊婷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楊弘宇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陽明翰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姜睿宏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許若辰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張喻茹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涂心喬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季恩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亭萱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李沛瑄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高子翔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江語婕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曾彥慈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江梓豪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張永翔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粘家焜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蕭思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壘球錦標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譚伊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全國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練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全國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譚伊婷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決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謝練珠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決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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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活動/論文/會議名稱 學籍 學制 

姜睿宏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決賽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慶彥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日間學士班 

陳俞文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楊明翰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日間學士班 

林鎮詮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呂昀儒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日間學士班 

劉羽瑄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碩士班 

王誌浩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會

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碩士班 

張唯萱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

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碩士班 

陳昱方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

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碩士班 

盧柏翰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三屆(2021)年

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在學 碩士班 

謝福音 IEEE ICACEH 2021 在學 碩士班 

 

3.7 學生學術期刊/研討會論文 

姓名 論文類型 論文名稱 

王誌浩 研討會論文 
改變外部電路負載已加強Shewanella decolorationis NTOU1建

構之微生物燃料電池的有機物降解及電子回收能力 

陳俞文 研討會論文 g-C3N5複合活性碳應用於降解AR 1偶氮紅染料 

楊明翰 研討會論文 以辣根過氧化酶結合過氧化氫降解水中雌二醇 

林鎮詮 研討會論文 
常見水質參數對於硫酸根自由基程序降解苯並噻唑之影響：反

應速率及機制探討 

張唯萱 研討會論文 層狀g-C3N4應用於模擬太陽光照下降解染料廢水 

陳昱方 研討會論文 以生物混凝劑與化學混凝劑收獲水中微藻細胞之研究 

劉羽瑄 研討會論文 
不同錢培養條件對Shewanella decolorationis NTOU1行胞外電

子轉移機制特徵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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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類型 論文名稱 

盧伯翰 研討會論文 以蚵殼作為pH控制厭氧消化微藻兩階段處理畜牧廢水之研究 

呂昀儒 研討會論文 使用高磷酸鹽及高鹽分電解液增強藻類光合電解槽之產電效能 

謝福音 
研討會論文 Feasibility Study of Sterilization Efficiency by 

Cyclodextrin Ozone Aqueou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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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系學會活動 

活動名稱 照片 

認親大會 

 

系烤 

 

「環飽雞 GO」

環工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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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學生畢業成果展演 

為提供本系學生在大學教育最後、最巔峰的學習經驗，使學生能夠統整與深化環工

系所學，讓學習穩固完成，本系環工畢業專題(必選，3學分)課程作為整合性專題實作

課程(Capstone)，讓學生分組，每位教師指導一組，進行相關之環境問題探討，內容可

為實際環境監測或處理，亦可是規劃管理之設計或發想。學期末各組進行口頭報告與成

果海報競賽，由所有教師及同學進行評比。 

110環工畢業專題 

組別 題目 發表人 

1 
利用離子交換法去除福田再生水中氨氮

之規劃設計評估 

林慶彥、江侑蓁、蔡佳育、茅辰磊、何書

漢、高廷喨、邱柏文、李詠晴 

2 
以紫外光結合過氧乙酸降解抗癌藥物甲

胺喋呤 

湯子萱、羅苡寧、邱莉婷、許雯淇、林昱

昕、張家銘、張喻茹、廖晏梓 

3 具有溫濕度校正功能的PM2.5微型感測器 
楊宜璁、張晴彤、邱瑞民、陳雅雯、張雅

琪、徐莞佩、吳宗錡 

4 
以低毒性合成法研發 MIL-100（Fe） / 

Fe3O4 複合材並應用於降解偶氮染料 

王乃瑩、林亮宇、陳俞文、劉于瑄、鄭惇

仁、詹庭郝、謝乙嘉 

5 
疫情前後微型感測器數據分析—以大里

工業區空氣品質為例 

黃培鈞、林品萱、李佳蓁、邱韋菱、蔣昕

妤、陳旭涵、吳家瑜 

6 
模擬混合層高度對空氣污染物擴散之影

響 

賴彥成、林哲皚、李秀玲、蘇鈺崇、王思

婷、蔡奉玶、郭羿霆、黃彥智 

7 
蔬菜微生物燃料電池結合魚菜共生水循

環系統試作 

呂昀儒、方麗閔、譚伊婷、楊弘宇、林佳

穎、楊明翰 

8 藻類處理牧場廢水之成效與效益 
高聖偉、伍翟錠、洪梓恩、李宜昌、盧晉

沅、林湧翔、王宥棋 

9 旋轉窯爐燒製還原碴輕質骨材 
陳品豪、林鎮詮、黃定洋、劉定睿、趙正

鈞、連翊傑、陳宇軒 

10 奈米零價鐵對脫鹵球菌培養之影響 
徐峻毅、蘇沛淇、秋元瑞帆、廖沛宜、楊

聖賢 

11 應用電漿處理化工業廢水之可行性探討 郭柏辰、廖寧兒、阮氏玄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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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獲獎情形 

教師 獲獎作品名稱 全部作者姓名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陳鶴文 

Modeling the dioxin 

emission of a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 

using neural networks 

Sond Bunsan, Wei-Yea 

Chen( 陳 維 燁 ), Ho-Wen 

Chen*(陳鶴文 ), Yen Hsun 

Chuang, Nurak Grisdanurak 

高引用期

刊論文獎 
東海大學 

陳鶴文 

以人工智慧影像辨識

技術建立黑白煙不透

光率及時量測系統 

陳鶴文、許若辰、張喻茹、

涂心喬、李季恩 
金獎 

東海大學智慧

永續循環經濟

研究中心 

 

五、 教師研究/產學成果 

5.1 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 

件數/經費（千元）  

非科技部計畫 

件數/經費（千元） 

總計 

件數/經費（千元）  

12 件 / 10,717 41 件 / 10,124 53 件 / 20,841 

 

5.2 產學合作計畫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 

件數/經費（千元） 

民間企業產學合作計畫 

件數/經費（千元） 

總計 

件數/經費（千元） 

2 件 / 2,533 12 件 / 3,490 14 件 / 6,023 

 

5.3 發表研討論論文 

教師 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性質 

李學霖 
不同前培養條件對 Shewanella decolorationis 

NTOU1 行胞外電子轉移機制特徵之影響 

第 44屆廢水處理技

術研討會 
全國性 

李學霖 
使用高磷酸鹽及高鹽分電解液增強藻類光合

電解槽之產電效能 

第 44屆廢水處理技

術研討會 
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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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性質 

李學霖 

改 變 外 部 電 路 負 載 以 加 強 Shewanella 

decolorationis NTOU1 建構之微生物燃料電池

的有機物降解及電子回收能力。 

第 44屆廢水處理技

術研討會 
全國性 

賴威博 
常見水質參數對於硫酸根自由基程序降解苯

並噻唑之影響：反應速率及機制探討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

學會第 33屆年會暨

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全國性 

 

5.4 發表期刊論文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 

類別 

黃啟裕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waste phycoremediation by algal-

based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s 

of high-rate algal ponds (HRAPs) and algal turf scrubber 

(A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IE 

張瓊芬 

Electrochemical degradation of methylene blue 

accompani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CO2 by using carbon 

nanotubes grown on carbon fiber electrode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earch 
SSCI 

張瓊芬 

Investigation of the aging effect of electrolyte on the 

morphology and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 of TiO2NTs 

synthesized using the anodization route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其他 

陳鶴文 

A machine learning model for predicting PM2.5 and nitrate 

concentrations based on long-term water-soluble inorganic 

salts datasets at a road site station. 

Chemosphere SCIE 

陳鶴文 
Characterization of Temporal PM2.5, Nitrate, and Sulfate 

Using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SCIE 

陳鶴文 

Current adv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of AIoT 

applications in particulate matters (PM) monitoring and 

control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SCIE 

陳鶴文 
Developing an ANN-based Early Warning Model for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s in River Banks Area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SCIE 

陳鶴文 
Hyperspectral sensing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by 

integrating AI and UAV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CIE 

陳鶴文 
Numerical modeling of interactions of rainfall and 

earthquakes on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SCIE 

陳鶴文 

Strategic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co-Innovation: Investiga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Sustainability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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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 

類別 

陳鶴文 
User Integration in Two IoT Sustainable Services by 

Evaluation Grid Method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SCIE 

陳鶴文 
Warning Models for Landslide and Channelized Debris 

Flow under Climate Change Conditions in Taiwan 
Water SCIE 

郭獻文 

Elucidating the mass transfer mechanism of CrVI 

adsorption by encapsulated chitosan-carbon nanotubes-

iron beads in packed-bed columns 

Journal of 

Water Process 

Engineering 
SCIE 

郭獻文 

Removal of hexavalent chromium by encapsulated 

chitosan-modified magnetic carbon nanotubes: fixed-bed 

column study and modelling 

Journal of 

Water Process 

Engineering 
SCIE 

林冠宇 

A machine learning model for predicting PM2.5 and nitrate 

concentrations based on long-term water-soluble inorganic 

salts datasets at a road site station 

Chemosphere SCIE 

林冠宇 
Chang impact analysis of level 3 COVID-19  on air 

pollution indicators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Ecological 

Informatics SCIE 

林冠宇 
Characterization of temporal PM2.5, nitrate, and sulfate 

using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Atmos. Pollut. 

Res. SCIE 

賴威博 

New insight into PFOS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and the 

associated competitive inhibition with other perfluoroalkyl 

acids via photoelectrochemical processes using GOTiO2 

film photoelectrodes 

Water 

Research SCIE 

 

六、 國際交流活動 

教師 國家 單位對象 合作交流 

陳維燁 大陸 
中國南方科技大學蔡志揚教

授 

研究東亞鳥類遷徙與風力發電

廠的關係 

林冠宇 泰國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Effect Research Center,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hD. Racha 

Dejchanchaiwong, 

研究合作 High time resolution 

Muti-Step Ahead Neural 

Network (MSA-NN) model for 

nitrate, sulfate, and ammonium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賴威博 捷克 

Dr. Mcgachy Lenka 

捷克布拉格化工大學環境化

學系 

擬將規劃申請國科會「補助延

攬客座科技人才」方案，於明

年(2023)暑假邀請對方來台進

行研究合作及學術交流 

郭獻文 美國 

Dr. Walter De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Tex A&M  

University 

1. 奈米材料應用於污染物處

理技術之開發。 

2. 合辦國際研討會之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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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專題報導 

7.1 重要獎項公告 

7.1.1  環工系特聘教授名單 

學年度 職稱 教師 

110 特聘教授(第七年) 魏玉麟 

110 特聘教授 陳鶴文 

7.1.2  環工系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核定名單 

學年度 職稱 教師 

110 教授 魏玉麟 

110 教授 陳鶴文 

7.1.3  環工系教師學術著作傑出獎名單 

學年度 職稱 教師 

110 教授 陳鶴文 

110 副教授 郭獻文 

7.1.4  環工系教師產學合作績優獎名單 

學年度 職稱 教師 

110 特聘教授 陳鶴文 

7.2 主題報導 

7.2.1  中教大附屬實驗小學來訪交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來本系參訪交流，該校資優班老師帶領學生與

本系林冠宇老師在室內通風對二氧化碳濃度變化的影響議題上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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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東海大學淨零排放與永續服務聯盟推廣交流說明會 

本系陳鶴文教授擔任本校永續永續發展辦公室主任，致力推廣校務永續發展。111

年 4月 28日，東海大學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大學永續發展倡議書簽署儀式」日

於東海大學求真廳舉行。會議邀請產官學界代表，針對氣候變遷、淨零轉型、永續經營

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期許東海走向未來大學。 

由左至右依序為：東海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主任陳鶴文、學務長龍鳳娣、圖書館館

長楊朝棟、校長張國恩、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副校長張嘉修、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秘書長郭財吉、財團法人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朱偉豪經理、東海大學企業永

續影響力中心主任許書銘。 

永續發展辦公室陳鶴文教授以微觀的角度說明大學如何協助企業進行減碳，他提到

東海既有的 AI技術研究，與減碳結合，形成智慧減碳。未來永續發展辦公室將擔任中部

產業人才培育的腳色，並輔導企業進行碳盤查、以 AIOT上傳即時資料並建立廠內資訊系

統此部分將借重本校化工、環工、電機以及資工系的研究量能，完成減碳路徑分析。陳

教授表示：東海正在紅土農場旁興建 Zero Zone示範區，將在友善環境、資源永續、系

統整合、AIoT調控的原則下運作，並歡迎企業界建教合作，也期許智慧減碳聯盟能將東

海大學形成一平台，協助企業解決所有碳排問題。 

資料來源：東海大學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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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2021 智慧永續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為了全球環境的永續發展，聯合國訂定了十七大項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何利

用智慧與創新技術解決永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是永續發展的機會與挑戰。因此，本研

討會徵求「智慧化循環經濟」相關論文之發表。同時，為鼓勵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年輕

學子發揮創意，本研討會將同時舉辦學生專題競賽，參賽學生可發揮創新應用與技術能

力，探討永續環境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並自由發想解決方式。 

 

本系同學踴躍參與活動，並獲得金獎、優選、佳作等等的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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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職涯發展 

8.1 職涯輔導 

本系畢業生可從事環境工程技術、管理、規劃及教育等多面向工作，皆已在各界有

廣泛發展。 

學術 /研究機構： 國際與國內各大專院校與環境相關領域及環境教育訓練。 

政府機關 /國營事業： 公職人員高普特考的環保技術、環境工程、環保行政、環境

檢驗、環工技師、台灣鐵路局、自來水公司、台電、中油、台糖、漢翔等。 

產業界： 各公司中涉及廠務管理、 綠色產品管理、環保審查、處理單元之設計操

作與管理、綠能源科技實務、環境調查與分析、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政策、污染物源

頭減量與管末處理及永續發展等事務。 

民間組織 /環保團體： 綠色和平組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

會、台灣生態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等。 

升學深造：可報考本系碩博士班及國內大學之環境工程以及各相關系所碩博士班，

每年皆有 30%以上應屆畢業生考取研究所。有意至國外深造者可經由本系師長推薦與協

助申請。 

8.1.1 企業參訪 

本系教師透過課程的安排，聯繫學生參與企業實習與參訪，配合「環境工程」、「給

水工程」、「污水工程」、「空氣污染控制學」等課程的職涯發展，分別安排參訪中科管理

局污水處理廠、文山焚化廠、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臺中火力發電廠、等，本系每年安

排不定場次之企業參訪，落實學生理論與實務融合的最佳學習機會。惟因 110學年度因

疫情影響暫緩所有參訪活動。 

8.1.2 環工技師應考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考選部環工技師應考七大領域課程。 

一、環境管理：環境工程(概論)、環境生態學、環境衛生、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評

估、環境經濟學、污染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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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科學：環境化學、環境微生物學。 

三、水及廢污水工程：污水工程、給水工程、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土壤與地下水污染

整治概論、水處理工程與設計、工業廢水處理。 

四、水及廢污水設計：流體力學、水文學、水處理工程與設計。 

五、空氣及噪音工程：空氣污染控制學、環境噪音學。 

六、廢棄物工程：固體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及廢棄物處理、有害物質處理與管理、

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化。 

七、環境檢驗及實驗：環境污染務分析。 

 

8.1.3 環工職涯列車講座 

110環工職涯列車講座 

題目/演講者 

題目： 碳管理暨淨零排放概論 

演講者：陳峙霖 總經理(成創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題目： 碳中和策略介紹 

演講者：陳峙霖 總經理(成創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題目： 組織型盤查細節與案例 

演講者：陳峙霖 總經理(成創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題目： 產品碳足跡盤查流程與案例 

演講者：陳峙霖 總經理(成創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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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專題演講 

為讓高年級與研究所同學能夠有機會接觸業界或是較新穎的知識，本系配合碩士班

「專題研究」及大學部「環保專題」課程，每學期均邀請專家學者與業界先進，安排四

至六場之專題演講，促進雙方的交流。另外，專業應用類課程更結合產業需求，由本系

教師主持延攬在學術界、或企業界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來解析經營管理的概念與實務上

的傳承，除實務探討外，融合企業界豐富案例。 

110學年度專題演講列表 

題目/演講者 

題目： 氣候變遷下的環境管理 

演講者：楊斐喬 經理(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 

題目： 生命週期評估&綠色設計 

演講者：林心恬 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題目：污水疫學調查與水中健康關聯微生物：後疫情時代之應用與發展 

演講者：馬緻宇 博士(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題目：以新穎滲透性反應牆處理受有機物污染之地下水：綠色整治藥錠之開發與應用  

演講者：陳谷汎 特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題目：生質廢棄物能源化與資源化產業發展架構 

演講者：白明德 博士(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 

題目：氣候變遷世代-環境工程科學之機會與挑戰 

演講者：蔡俊鴻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題目：水處理多面向思維 

演講者：施昌廷 總經理(金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題目：空氣污染物暴露與老年失智症之關聯  

演講者：程蘊菁 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及預防醫學研究所) 

題目：應用流體化床均質結晶技術回收廢水中重金屬、鹽類及捕集煙道二氧化碳 

演講者：盧明俊 特聘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 

題目：大氣能見度與氣膠物化特性 

演講者：蕭大智 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題目：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engineered materials in the aquatic 

system 

演講者：陳佳吟 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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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畢業生流向 

8.2.1  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分析 

年度 就業狀況 比率 

110 全職和兼職 47.4% 

110 繼續升學 38.5% 

110 服兵役 2.6% 

110 未就業 11.5% 

 

8.2.1 110學年度升學榜單 

姓名 學校/所 

高聖偉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林湧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研究所 

姜睿宏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李佳蓁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謝乙嘉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研究所 

劉于瑄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鄭惇仁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吳家瑜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林亮宇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邱韋菱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楊明翰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高廷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慶彥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衛生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呂昀儒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佳穎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鎮詮 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蔣昕妤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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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捐款芳名錄 

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                       單位:新台幣 

110學年度捐款芳名錄 

捐款人 捐款金額 用途 

李婉諦 3,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東禾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許甫豪) 3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石門山綠資本有限公司(莊昇勳) 10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李弘民 3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王玉純 6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匿名捐款 1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林盈禎 5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曾立丞 1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錢宗駒 31,935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劉明輝 3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陳谷泛 1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程蘊菁 9,6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黃于玻) 1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凱錡科技有限公司 
5,000 補助 2022 MiTalk 年輕科學

家工作坊學術活動 

亮盛企業有限公司 
15,000 補助 2022 MiTalk 年輕科學

家工作坊學術活動 

郭方欣 
5,000 補助 2022 MiTalk 年輕科學

家工作坊學術活動 

林家驊 10,000 環工系系務發展使用 

惠民實業(股)公司 80,000 惠民獎學金 

中欣行(股)公司 60,000 中欣工程行獎學金 

Stantec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Taiwan Branch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

(股)台灣分公司 

23,192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

分公司獎學金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獎學金 

總額 593,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