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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報告內容



• 運用工程原理，創造利潤，降低環境影響
團隊工作，溝通技巧十分重要，有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喜歡物理、化學與數學，喜歡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

化學工程師



序
號 日期 公司 徵才項目

1 111.04.07 台灣人材ネット 第十㇐屆日本企業就職博覽會線
上徵才活動

2 111.04.11 緯創資通 (MPT) 2022 MPT儲備人才計劃報名

3 111.04.11 瑞士商大昌華嘉 招募 BD 實習生
Marketing 實習生

4 111.04.11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AWS女性雲端工程師】校園
招募計劃及職涯及技術分享會

5 111.04.14 台積電 女性專業工程人才職涯面談會邀
約

6 111.04.15 日月光集團 研發「菁英招募計劃」
7 111.04.18 三大未來科技公司 業務擴大，徵才需求
8 111.04.18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助理工程師

化學工程 ：培養超高詢問度的人才 (1)



化學工程 ：培養超高詢問度的人才 (2)

序
號 日期 公司 徵才項目

9 111.04.19 國巨公司 招募研發、製程、設備、品保、生產
工程師等專業人才

10 111.05.06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

11 111.05.09 台灣英特爾 (Intel) 2022 Intel Taiwan 實習 & 新鮮人招
募計劃

12 111.05.09 日月光集團 研發「菁英招募計劃」
13 111.05.11 先進光源 暑期實習
14 111.05.13 美商英特格 2022 科技人培育計畫暨正職職缺

15 111.05.1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新進博士級職員甄試簡章暨招
考訊息

16 111.05.13 台灣英特爾 (Intel) Jobs at Intel Taiwan --> Internship
Jobs at Intel Taiwan --> Graduate



化學工程 ：培養超高詢問度的人才 (3)

序
號 日期 公司 徵才項目

17 111.05.17 美商科磊KLA
KLA 線上說明會
開箱半導體外商的跨國研發團隊和職
涯地圖！

18 111.05.24 恩智浦半導體 台北/新竹/高雄的據點都陸續在徵工程
師

19 111.05.31 美商Intel
實習職缺 Field Application & Sales 
Engineer 、DC/DC Power Design 
Application Engineer招募

20 111.06.06 炎洲集團 2022年-實習生&新鮮人徵才活動

21 111.06.06 香港商聯寶電腦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招募各類工程師職缺(111.03.02曾刊登
本系中文系網)

22 111.06.07 廣隆昌工程公司 徵才資訊&線上徵才說明會

23 111.06.07 Google
硬體相關高年級及碩士班學生的暑期
實作Hardware Product Sprint (HPS)
計劃



尖端科技的化學工程

工程師 =

化學
+ 電腦程式
+半導體



永續的化學工程

物理
電化學 + 電池

+ 綠色能源



以人為本的化學工程
人工心臟

基因工程

藥物研發 生物 + 程序



AI 智慧的化學工程

VR
虛擬實境

360o畫面

身歷其境的感受

強化
學習動機

加深訊息的印象

改變
教育型態

提升學習成效



台科大化工系 創新綠色製程

實機與學生實作 VR虛擬操作學習
反應性蒸餾製程實作VR虛擬教室



台科大化工系 QS世界排名



外籍學生全校佔比：10%

外籍研究生化工系佔比：35%

台科大化工系 外籍研究生



全方位國際化交流 + 學程

• 大㇐大二工程學院
英文課程

• 大三大四化工專業
英文課程

• Summer camp
• PBL camp
• NTUST-OIT
• NTUST-SIT
• NTUST-OIT-WMCU



重視每㇐位同學的實務能力



重視每㇐位同學的實務能力



10

葉禮賢教授研發薄膜滴水發電 獲未來科技獎

江偉宏教授鑽研微電漿 開發奈米量子材料 54名諾獎得主都拿過！ 黃炳照教授獲宏博研究獎

江佳穎教授攜手東工大轉化廢甘油

2022/01/06

2021/10/07

2021/01/04

2020/01/08

師生表現



•台積電
•聯電

•友達光電
•群創光電

•矽品
• ……

•工研院
•國衛院
•食品所
•紡織研究所
•中鼎顧問工程公司
• ……

化學工程師
•中油

•李⾧榮化工
•⾧春化工
•台塑南亞
•杜邦化學

• ……

無塵室製程

燃料電池

電動車

人工皮膚 鋰電池 高價值材料

台科大化工 未來出路



• $$$
• Good job security
• A variety of career options

– Industry
– Academic
– Medical School
– MBA
– Law School

• Different view
– To help create a better community
– A way to buy mommy a new car
– An opportunity to put my intelligence 

on high gear
– A way to show my high school 

classmates that the geekiest might be 
the first one to buy a house

選擇化工系?







主任

副主任 雙聯
導師

外籍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