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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31489

推昇因素 1：
全球2050能源
淨零排放路徑



推昇因素 1: 臺灣2050淨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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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2/03/30/taiwan-2050-net-zero-10-qa/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2/03/30/taiwan-2050-net-zero-10-qa/


◼全球貿易被區域經濟取代

• 為了戰略安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於民主

友好國家

• 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重要戰略產業

• 東南亞與南亞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台商返台，形塑新的在地供應鏈體系

推昇因素2: 中美貿易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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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版圖重整

◼歐盟不再倚賴俄國能源與中國市場

◼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重要戰略產業

推昇因素3: 俄烏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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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成為常態

◼高物價成為常態

◼需要智慧製造與服務提升人均產值

推昇因素4: 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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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的全球淨零碳排的目標：距離現在30年

◼全球倚賴中國世界工廠30餘年，未來也需要30年進

行經濟架構調整

◼在沒有中國式的以量抑價，未來三十年的研發投資風

險較小，製造企業獲利相對穩定。

為何是未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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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

◼智慧製造相關產業

◼電動車產業

◼綠能產業

未來的前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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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製造

◼管理

• 製造管理

• 供應鏈管理

• 能源管理

• 成本管理

• 品質管理

工程學科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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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車(100 ICs) vs 電車(至少1000 ICs)

◼2030年將生產2億台純電動車（德國之聲，shorturl.at/esFQW）

◼2012年EV：12萬輛，2021年：660萬輛。2023年：

1450萬輛，2025年：2500萬。（shorturl.at/ntvPW）

未來三十年的半導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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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類
(https://statementdog.com/tai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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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C 產業與市場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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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專業科系人才

半導體 化材、工工、資工、環工、電機、機械

電動車 化材、工工、資工、電機、機械

綠能/
太陽能

化材、工工、資工、環工、電機、機械

綠能/風電 化材、資工、電機、機械

電池 化材、工工、資工、環工、電機、機械

智慧製造 工工、資工、電機、機械

產業與科系人才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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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衝刺營運，3月啟動新一波徵才，畢業生與實習
生雙管齊下，鎖定電動車、新世代通訊與半導體等應
用，三年內要招募千人電動車軟體大軍。（美聯社）

案例驗證 (經濟日報 2023/2/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699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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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正效益 3大半導體較勁：全球三大半導體業者除了
拚奈米製程領先外、也拚水資源正效益。台積電預計二
○三○年達到單位產品用水量較二○一○年下降三十％
的目標，再生水替代率更將達六十％；英特爾誇口屆時
將達到百分之百的水資源正效益；三星電子力拚二○三
○年實際用水量維持在二○一○年的水準。

案例驗證 (自由時報 2023/2/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56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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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搶進綠能新能源戰國時代開打：台塑集團加速布局
新能源腳步。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從興建電芯廠、儲能
廠等還跟國外電動車廠合作簽約，再到赴澳洲尋找鋰礦
以及籌備電池回收廠，更將於今年推出新款電動貨卡、
完成五縣市、六座共計50MW儲能場，可說是涵蓋層面
最廣，更充分展現其企圖心。

案例驗證 (經濟日報 2023/2/24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69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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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驗證 (今周刊 2023/02/16 [第1365期]:ChatGPT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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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徵才

• 華碩延攬千人：智慧物聯網、人工智慧

• 趨勢科技列五大職缺

• 軟體研發工程師」

• 「使用者介面設計及網頁前端工程師」

• 「軟體測試工程師」

• 「網路軟體開發工程師」

• 「資安威脅分析/研究員」

案例驗證 (科技島 202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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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vQi_jxe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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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85uMS28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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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年薪300萬的工程師
想考學士後醫，被蒼藍鴿
說母湯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報告：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

的五年內收入最高的前十個專業中,有八個是工程類專

業。

◼化材/資工/航空/工工/電機/機械/Civil Engineering

美國大學畢業五年內收入最高的十個專
業 (大紀元 2023/2/22)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2/21/n139349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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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工程學院：未來工程人才
的培育搖籃

成立於1960年，因應台灣產業尖端
人才需求而設立，過去現在和未來

都以此為辦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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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系

◼資訊工程系

◼環境科學與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東海大學工程學院大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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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永續 (五系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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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兆禾實驗工廠 (各類反應工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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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兆禾實驗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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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林正裕教授研究發表於2D 
Materials 期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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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水性可充電鎂離子電池
（MIB）中的δ-MnO2/還原氧化
石墨烯(rGO)複合正極材料成功
合成。
成品裝置具備在低溫-20℃仍能
提供高工作電壓和能量密度，
可以被視為低成本水性MIB 的
新型原型。

Yi-Ru Tsai et al 2023 2D Mater. 10 024001



工工系：工程圖學與CAD

28



工工系：機械加工

29



工工系：機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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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系：氣壓缸控制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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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系：電子電路控制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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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系：工業機器人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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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系王怡然教授研究發表於 IEEE 
Acc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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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Wang, B. -S. Lin, C. -M. Wu, C. -H. Yeh and S. -T. Hsu, "A Smart Parametric 3D Printing 
Hand Assistive Device With a Practical Physically Intervention Feedback Based on the 
Embedded IMU Sensor," in IEEE Access, vol. 9, pp. 140456-140469, 2021



資工系：大型伺服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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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AWS雲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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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AI 中心產學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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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朱正忠教授發表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s Computing (2022)

38

發展SPESC解決當今先進的
智能合約語言（ASCLs）無
法有效轉換可執行的智能合
約的問題。

E. Chen et al., "SPESC-Translator: Towards Automatically Smart Legal Contract Conversion 
for Blockchain-Based Auction Services,"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s Computing, vol. 
15, no. 5, pp. 3061-3076, 1 Sept.-Oct. 2022, doi: 10.1109/TSC.2021.3077291.



環工系眾多實驗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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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工系大學專題製作
http://www.envsci.thu.edu.tw/web/news/detail.php?cid=12&id=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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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工系張瓊芬教授發表於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021)

41

Luan, N.H., Chang, CF. Investigation of the aging effect of electrolyte on 
the morphology and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 of TiO2NTs synthesized 
using the anodization route. J Mater Sci 56, 19106–19118 (2021).

• 合成環保奈米材料 TiO2 nanotubes 
• 研究其老化特質



電機系：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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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各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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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陳錡楓教授發表於 IEEE Access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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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Chen, H. -Y. Tseng, Y. -H. He and W. -J. Le, "Design of Bandpass Multiplexer-
Integrated Power Dividers," in IEEE Access, vol. 10, pp. 65562-65571, 2022, doi: 
10.1109/ACCESS.2022.3184295.

發展一多標準操作
天線陣列模塊

所提出的電路簡約、
多功能、高度整合、
高性能、簡單且易
於製造；因此，它
們適用於實際應用，
例如



◼高中讀社會組適合大學轉工程科系嗎？

Q＆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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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工程科系畢業後的發展如何？

Q＆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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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的工程科系相較一般理工特質偏多的大學有

什麼差異？

Q＆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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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的工程科系全球的科研成就為何？

Q＆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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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三校
並列臺灣第六

https://www.times
highereducation.c
om/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呼應未來30年的先進產業技術需求

◼注重人才基礎能力的培育

◼人文社會藝術底蘊的全方位大學學習環境

◼世界級師資的團隊

◼造就年輕世代迎向美好未來

結語：東海大學工學院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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