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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黃肇瑞親頒證書。

跨三大學院「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首位修畢生獲頒證
書

孫宜秋／南市

2020/3/13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跨

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整合電機資訊學

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相關課

程，107年規劃「跨維綠能材料學分

學程」，2年來選課人數超過8百人

次。環工所碩士莫博任是首位修完5

門課15學分取得學程認證的學生，跨

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黃肇瑞3月10日親頒證書。莫博任表示，跨維綠能材料學

分學程，讓自己更了解如何應用專業知識解決環境問題，也相信學程的認證，能為

就業帶來更多機會。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含括電機、材料、化工、光電、工設、物理等專業，

共17門課。課程以教學、研究及產學為導向，包含綠色能源材料應用在二次電池、

太陽能電池以及燃料電池等，並規劃計算材料設計課程，導入新興的材料研究方

法，為學生拓展學習視野。

莫博任以太陽能電池為例指出，環工可能會著重後端產品如何回收、處理，比較

少接觸前端的製程與研發，現在雖有逐漸加入前端的研究，但思考的方向仍是環境

友善、綠色化學、循環經濟的概念。

同樣的研究項目，不同科系思考的面向可能大為不同，例如材料系在太陽能電池

研究上，關注的卻可能是高效率或高產能，這是莫博任修習「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

程」的原因，不僅能了解整條產業鏈的前端、後端以提升自己在該領域的深度與廣

度，多元領域的授課老師也提供不同專業思考角度，「小至材料研究，大至系統整

合，獲益良多。」莫博任相信，有了該學程的認證，對於未來就業將更有競爭力。

莫博任利用額外半年的時間，選修「鋰電池製作及應用」、「材料光學特性」、

「結晶學與繞射概論」、「高分子化學」、「燃料電池應用技術」，總計15學分，

取得學程認證，以致109年２月才取得碩士學位，時間上較同期同學晚了半年，但

他覺得很值得，也很有收穫。他透露，自己碩一時就已經修畢研究所的學分，因此

碩二有較多的時間去進修自己有興趣的領域。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共17門課程，將原本開在電資學院、工學院、規劃與

設計學院等三大學院的課程加以整合， 17門課程目前為止累計修課人數超過8百人

次，學生能自行依學習需求選擇課程，但必須得修滿5門課15個學分才能取得學程

認證，等於在原本科系規定的學分數外多修學分。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創立的初衷在於，突破現有學術領域框架，開發新穎

跨維度的綠能材料，集合不同學院的老師，包含電機系、材料系、化工系、工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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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而帶動產業茁壯。

 培育人才也是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要訴求之一，「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目的在使學生對於材料在跨領域能源產業的應用，可以有垂直整合的概念，從材料

設計、材料製作、元件裝配、到產品製作皆有一定的了解與實務的能力。黃肇瑞主

任表示，期望能培育具國際觀、國際鏈結與移動力以及新穎綠能材料技術知識的高

階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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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三大學院「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首位修
畢生獲頒證書

▲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黃肇瑞主任（右），親頒證書給莫博任同學。（圖／記者林悅翻攝，下

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整合電機資訊學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相關課

程，2018年規劃「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2年來選課人數超過8百人次，環工所碩

士莫博任是首位修完5門課15學分取得學程認證的學生，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黃肇瑞10日親頒證書。

莫博任表示，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讓自己更了解如何應用專業知識解決環境問

題，也相信學程的認證，能為就業帶來更多機會。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含括電機、材料、化工、光電、工設、物理等專業，共17

門課。課程以教學、研究及產學為導向，包含綠色能源材料應用在2次電池、太陽能電

池以及燃料電池等，並規劃計算材料設計課程，導入新興的材料研究方法，為學生拓

展學習視野。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2020/3/13 跨三大學院「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首位修畢生獲頒證書 | ETtoday生活 | 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312/1665751.htm 2/3

莫博任以太陽能電池為例指出，環工可能會著重後端產品如何回收、處理，比較少接

觸前端的製程與研發，現在雖有逐漸加入前端的研究，但思考的方向仍是環境友善、

綠色化學、循環經濟的概念。

同樣的研究項目，不同科系思考的面向可能大為不同，例如材料系在太陽能電池研究

上，關注的卻可能是高效率或高產能，這是莫博任修習「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的

原因，不僅能了解整條產業鏈的前端、後端以提升自己在該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多元

領域的授課老師也提供不同專業思考角度，「小至材料研究，大至系統整合，獲益良

多。」莫博任相信，有了該學程的認證，對於未來就業將更有競爭力。

莫博任利用額外半年的時間，選修「鋰電池製作及應用」、「材料光學特性」、「結

晶學與繞射概論」、「高分子化學」、「燃料電池應用技術」，總計15學分，取得學

程認證，以致109年２月才取得碩士學位，時間上較同期同學晚了半年，但他覺得很

值得，也很有收穫。他透露，自己碩一時就已經修畢研究所的學分，因此碩二有較多

的時間去進修自己有興趣的領域。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共17門課程，將原本開在電資學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

學院等三大學院的課程加以整合， 17門課程目前為止累計修課人數超過8百人次，學

生能自行依學習需求選擇課程，但必須得修滿5門課15個學分才能取得學程認證，等

於在原本科系規定的學分數外多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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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創立的初衷在於，突破現有學術領域框架，開發新穎跨維

度的綠能材料，集合不同學院的老師，包含電機系、材料系、化工系、工設系等，進

而帶動產業茁壯。「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目的在使學生對於材料在跨領域能源產

業的應用，可以有垂直整合的概念，從材料設計、材料製作、元件裝配、到產品製作

皆有一定的了解與實務的能力。黃肇瑞主任表示，期望能培育具國際觀、國際鏈結與

移動力以及新穎綠能材料技術知識的高階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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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網討論區

跨三大學院「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首
位修畢生獲頒證書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整合電機資訊學院、工學院、規劃
與設計學院相關課程，107年規劃「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2年來選課人數超過8百人次。環工所碩士莫博任是首位修完5門
課15學分取得學程認證的學生，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黃
肇瑞3月10日親頒證書。莫博任表示，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讓自己更了解如何應用專業知識解決環境問題，也相信學程的
認證，能為就業帶來更多機會。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含括電機、材料、化工、光電、工
設、物理等專業，共17門課。課程以教學、研究及產學為導
向，包含綠色能源材料應用在二次電池、太陽能電池以及燃料
電池等，並規劃計算材料設計課程，導入新興的材料研究方
法，為學生拓展學習視野。

莫博任以太陽能電池為例指出，環工可能會著重後端產品如何
回收、處理，比較少接觸前端的製程與研發，現在雖有逐漸加

文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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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前端的研究，但思考的方向仍是環境友善、綠色化學、循環
經濟的概念。

同樣的研究項目，不同科系思考的面向可能大為不同，例如材
料系在太陽能電池研究上，關注的卻可能是高效率或高產能，
這是莫博任修習「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的原因，不僅能了
解整條產業鏈的前端、後端以提升自己在該領域的深度與廣
度，多元領域的授課老師也提供不同專業思考角度，「小至材
料研究，大至系統整合，獲益良多。」莫博任相信，有了該學
程的認證，對於未來就業將更有競爭力。

莫博任利用額外半年的時間，選修「鋰電池製作及應用」、
「材料光學特性」、「結晶學與繞射概論」、「高分子化
學」、「燃料電池應用技術」，總計15學分，取得學程認證，
以致109年２月才取得碩士學位，時間上較同期同學晚了半年，
但他覺得很值得，也很有收穫。他透露，自己碩一時就已經修
畢研究所的學分，因此碩二有較多的時間去進修自己有興趣的
領域。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共17門課程，將原本開在電資學
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等三大學院的課程加以整合， 17
門課程目前為止累計修課人數超過8百人次，學生能自行依學習
需求選擇課程，但必須得修滿5門課15個學分才能取得學程認
證，等於在原本科系規定的學分數外多修學分。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創立的初衷在於，突破現有學術領
域框架，開發新穎跨維度的綠能材料，集合不同學院的老師，
包含電機系、材料系、化工系、工設系等，進而帶動產業茁
壯。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5.aspx?sno=101603&mno=520502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aspx?sno=1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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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才也是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要訴求之一，「跨維綠
能材料學分學程」目的在使學生對於材料在跨領域能源產業的
應用，可以有垂直整合的概念，從材料設計、材料製作、元件
裝配、到產品製作皆有一定的了解與實務的能力。黃肇瑞主任
表示，期望能培育具國際觀、國際鏈結與移動力以及新穎綠能
材料技術知識的高階研發人才。

新聞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返回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新聞|活動

校園大小事 校園新聞

國立成功大學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

跨領域能源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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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3大學院「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成大莫博
任首位修畢生獲頒證書

大成報／于郁金 2020.03.12 22:49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整合電機資訊學

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相關課程，107年規劃「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2年

來選課人數超過800人次；環工所碩士莫博任是首位修完5門課15學分取得學程認證的

學生，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黃肇瑞3月10日親頒證書。莫博任表示，跨維綠能材

料學分學程，讓自己更了解如何應用專業知識解決環境問題，也相信學程的認證，能為

就業帶來更多機會。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含括電機、材料、化工、光電、工設、物理等專業，共17

門課。課程以教學、研究及產學為導向，包含綠色能源材料應用在二次電池、太陽能電

池以及燃料電池等，並規劃計算材料設計課程，導入新興的材料研究方法，為學生拓展

學習視野。 

莫博任以太陽能電池為例指出，環工可能會著重後端產品如何回收、處理，比較少接觸

前端的製程與研發，現在雖有逐漸加入前端的研究，但思考的方向仍是環境友善、綠色

化學、循環經濟的概念。 

同樣的研究項目，不同科系思考的面向可能大為不同，例如材料系在太陽能電池研究

上，關注的卻可能是高效率或高產能，這是莫博任修習「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原

因，不僅能了解整條產業鏈的前端、後端以提升自己在該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多元領域

的授課老師也提供不同專業思考角度，「小至材料研究，大至系統整合，獲益良多。」

莫博任相信，有了該學程的認證，對於未來就業將更有競爭力。 

https://n.yam.com/
https://n.yam.com/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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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博任利用額外半年時間，選修「鋰電池製作及應用」、「材料光學特性」、「結晶學

與繞射概論」、「高分子化學」、「燃料電池應用技術」，總計15學分，取得學程認

證，以致109年2月才取得碩士學位，時間上較同期同學晚了半年，但他覺得很值得，

也很有收穫。莫博任透露，自己碩一時就已經修畢研究所學分，因此碩二有較多時間去

進修自己有興趣領域。 

校方表示，「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共17門課程，將原本開在電資學院、工學院、

規劃與設計學院等三大學院的課程加以整合，17門課程目前為止累計修課人數超過800

人次，學生能自行依學習需求選擇課程，但必須得修滿5門課15個學分才能取得學程認

證，等於在原本科系規定學分數外多修學分。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創立的初衷在於，突破現有學術領域框架，開發新穎跨維度

的綠能材料，集合不同學院的老師，包含電機系、材料系、化工系、工設系等，進而帶

動產業茁壯。 

培育人才也是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要訴求之一，「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目的在

使學生對於材料在跨領域能源產業的應用，可以有垂直整合概念，從材料設計、材料製

作、元件裝配、到產品製作皆有一定了解與實務能力。黃肇瑞主任表示，期望能培育具

國際觀、國際鏈結與移動力，以及新穎綠能材料技術知識的高階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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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博任跨3大學院「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 成大首位修畢
生獲頒證書

【勁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整合電機資訊學

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相關課程，107年規劃「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2年

來選課人數超過800人次；環工所碩士莫博任是首位修完5門課15學分取得學程認證的

學生，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黃肇瑞3月10日親頒證書。莫博任表示，跨維綠能材

料學分學程，讓自己更了解如何應用專業知識解決環境問題，也相信學程的認證，能

為就業帶來更多機會。

「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含括電機、材料、化工、光電、工設、物理等專業，共17

門課。課程以教學、研究及產學為導向，包含綠色能源材料應用在二次電池、太陽能

電池以及燃料電池等，並規劃計算材料設計課程，導入新興的材料研究方法，為學生

拓展學習視野。

莫博任以太陽能電池為例指出，環工可能會著重後端產品如何回收、處理，比較少接

觸前端的製程與研發，現在雖有逐漸加入前端的研究，但思考的方向仍是環境友善、

綠色化學、循環經濟的概念。

勁報 2020/03/12 22:48(12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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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研究項目，不同科系思考的面向可能大為不同，例如材料系在太陽能電池研究

上，關注的卻可能是高效率或高產能，這是莫博任修習「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原

因，不僅能了解整條產業鏈的前端、後端以提升自己在該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多元領

域的授課老師也提供不同專業思考角度，「小至材料研究，大至系統整合，獲益良

多。」莫博任相信，有了該學程的認證，對於未來就業將更有競爭力。

莫博任利用額外半年時間，選修「鋰電池製作及應用」、「材料光學特性」、「結晶

學與繞射概論」、「高分子化學」、「燃料電池應用技術」，總計15學分，取得學程

認證，以致109年2月才取得碩士學位，時間上較同期同學晚了半年，但他覺得很值

得，也很有收穫。莫博任透露，自己碩一時就已經修畢研究所學分，因此碩二有較多

時間去進修自己有興趣領域。

校方表示，「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共17門課程，將原本開在電資學院、工學院、

規劃與設計學院等三大學院的課程加以整合，17門課程目前為止累計修課人數超過

800人次，學生能自行依學習需求選擇課程，但必須得修滿5門課15個學分才能取得學

程認證，等於在原本科系規定學分數外多修學分。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創立的初衷在於，突破現有學術領域框架，開發新穎跨維

度的綠能材料，集合不同學院的老師，包含電機系、材料系、化工系、工設系等，進

而帶動產業茁壯。

培育人才也是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要訴求之一，「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目的

在使學生對於材料在跨領域能源產業的應用，可以有垂直整合概念，從材料設計、材

料製作、元件裝配、到產品製作皆有一定了解與實務能力。黃肇瑞主任表示，期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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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國際觀、國際鏈結與移動力，以及新穎綠能材料技術知識的高階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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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跨維綠能學程 首位獲認證
2020-03-13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黃肇瑞（右）頒證書給「跨維綠能材料

學分學程」首位修畢生莫博任。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整合電機資訊學院、工學院、規劃與設計

學院相關課程，一０七年規劃「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兩年來選課

人數超過八百人次，環工所碩士生莫博任是首位修完五門課十五學分取

得學程認證的學生，由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黃肇瑞親頒證書。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含括電機、材料、化工、光電、工

設、物理等專業，共十七門課程，學生能自行依學習需求選擇課程，但

必須得修滿五門課十五個學分才能取得學程認證，等於在原本科系規定

的學分數外要多修十五個學分。

莫博任說，同樣的研究項目，不同科系思考的面向可能大為不同，例

如材料系在太陽能電池研究上，關注的卻可能是高效率或高產能，而環

工系會著重後端產品如何回收、處理，這也是他修習「跨維綠能材料學

分學程」的原因，不僅能了解整條產業鏈的前端、後端以提升自己在該

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多元領域的授課老師也提供不同專業思考角度。

莫博任說，他碩一時就已經修畢研究所的學分，因此碩二有較多的時

間去進修自己有興趣的領域，利用半年的時間選修「鋰電池製作及應

用」、「材料光學特性」等十五學分的課程，他相信有了該學程的認

證，對於未來就業將更有競爭力。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3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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