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09年11月
一、行 政 訊 息
1. 本校理工學院應用物理學系主任（兼所長）遴選委員會於98年11月24日（星
期二）13：00在本校蘭潭校區應物二館辦理候選人黃俊達教授之系所經營理
念說明會，並票選通過推薦黃俊達教授為下屆應物系主任。
2. 恭賀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畢業系友羅清元學長榮獲學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頒
授典禮於本校九十周年校慶典禮中舉行。羅清元學長，民國67年生機系畢業，
創立連勝停車場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為了回饋母系，於民國85年創立清元
文教基金會，十數年來長期獎勵母系學業優良學生，鼓勵學生努力求學。嗣
擔任校友總會會長期間，慷慨解囊，拋磚引玉，結合各地校友力量，推動復
建本校嘉農時期極具代表性校園建築景觀－「嘉農亭」及「飲水思源」等兩
項極具歷史意義的景觀工程，並於今年90周年校慶捐贈「天下之嘉農」的巨
型棒球紀念碑。

3. 恭賀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畢業系友謝水來學長、張建進學長榮獲母校98學年度
傑出校友獎。謝水來學長，民國65年生機系畢業後，服務於金門縣農會，34
年來歷任課長、主任及兩界金門縣料羅灣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建進學長，
民國70年生機系畢業後復於94年生機系研究所碩士畢業，與夫人創立傑升外
語機構近18年，育才無數，培育出許多如法官、醫生、律師、會計師、老師、
警官、高科技人才等各行各業的社會菁英，連續擔任生機系友會3屆常務理
事，現任生機系友會副理事長。
4. 恭賀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畢業系友顏永明學長、王豐政學長、陳忠勇學長、吳
明學學長及奧野將晴學長等榮獲本系98學年度生機系傑出系友獎。(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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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如照片由左至右站立者，其中右2持麥克風為現任生機系系友會理事長
鄭文化先生)

5.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系友會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於98年11月3日（二）假工程館
三樓會議室召開系友會獎學金審核會議，審議通過10位系上在學學生榮獲系
友會獎學金，合計9萬2千元；另外有4位在學學生榮獲清元文教基金會獎助
學金，合計4萬4仟元。以上獲奬同學於年度系友會員大會中接受表揚(如下
兩張現場照片是分別由現任及前任系友會理事長頒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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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配合校慶於98年11月7日上午10時20分，於機電館舉行98
年系友會會員大會，並選出新任的理監事。
7.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99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試日期於11月14日上午9點開始，
分別於工程館三樓309教室及會議室舉行筆試及口試，招生名額8名。
8. 資訊工程學系為奠定學生之程式設計能力，以協助學生相關之核心能力，本
系自本學年度進入本校就讀之學生（含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均須通過
程式設計能力檢定方能申請畢業。資工系已完成報名系統與題庫系統，相關
網址為 http://office.csie.ncyu.edu.tw/pe/pe.php。
二、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11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時間 / 地點
題目
11/05 下午13：20 ~ 15：10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1/12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Overview:Foundry,Packa
ging, and other Industrial
Segment

下午13：20 ~ 15：10

Measurement of Microphotoelectric
Characteristics for Nanomaterials 奈米材料之微
觀光電特性檢測分析
The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of
Colorimetry 色度學的基
礎與應用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11/26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11/04 下午14：10 應化二館 Enhancement of luminal
chemiluminescence by
演講廳 A18A-103
reducing agents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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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
精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先進
製程研發部副
處長彭寶慶博
士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陳思翰副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研究
所陳鴻興教授
台大化學系
林萬寅教授

主辦單位
應物系

應物系

應物系

應化系

applications
官能基化之中孔洞材料
的合成鑑定與應用

中央化學系
高憲明教授

應化系

淡江化學系
高惠春教授

應化系

生機系

自由軟體簡介與產業應
用概況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陳世
銘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方煒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方煒
教授
自由軟體鑄造
場 呂健宇

全域追蹤及智慧服務安心媽咪寶貝系統

中正大學電機
系陳煥教授

An IDML-based
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s
數位遊戲學程系列講座

逢甲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
林志敏 教授

資工系

昱泉國際楊棠皓 先生

資工系

中國醫藥大學
放射科
程大川 教授
艾迪訊科技
吳念祖 博士

資工系

工研院創意中
心設計整合組
設施營運室
林倉亙經理
南華大學教務
長蔡加春教授

資工系

IBM 軟體產品
處 資訊工程顧
問 曹立華先生

資工系

11/11 下午14：10 應化二館
演講廳 A18A-103
11/25 下午14：10 應化二館 Preparation,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演講廳 A18A-103
Ln2Zr2O7 (Ln = rare
earth)

11/02

上午10：10 ~ 12：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11/11

下午1：20 ~ 3：1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態度

11/11

下午3：20 ~ 5：1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思考與學習

10/26

下午14：20~16：10
綜合教學大樓 409
下午1：20 ~ 3：10
蘭潭綜合教學大樓
B1-A32-002演講廳
下午14：20 ~ 17：1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11-04

11/05

11/07
11/12

下午11：00 ~ 12：0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下午14：20 ~ 17：1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11/17

下午15：20 ~ 16：5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11/25

下午13：20 ~ 15：1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11-25

下午1：20 ~ 3：10
蘭潭綜合教學大樓
B1-A32-002演講廳

11/26

下午14：20 ~ 17：1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能源作物與生質能源
之發展

頸動脈壁彈性分析之
演算法
Global RFID Industry
Overview and Case Study
in Smart-shelf Enabled
Service (SES)
人文與科技薈萃—科技
藝術創作的跨領域整合
分享
The Perspective of EDA
vs. IC Design (電子設計
自動化對積體電路設計
的遠景)
走過滄桑巨變50年的
IBM 大型主機商用系
統：現況，挑戰與未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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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

生機系

電算中心
資工系
電機系

資工系

電機系

11/27

下午14：20 ~ 17：10
理工學院視聽教室

行動裝置大末來 Google Android 行動裝
置應用開發初探

中央研究院 資
訊科技創新研
究中心 技術發
展組 專案經理
李政宏

資工系

2. 生物機電系丁慶華與洪昇利老師，於98年11月18日帶領修習數位控制的11名
大四學生，參觀訪東機械工業有限公司，參訪了該公司之鋼管事業部、機械
事業部與高爾夫球桿事業部的生產線及產品檢驗室，藉以讓學生了解控制工
程的產業應用以及工廠環境。
3.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教授所領導的「綠混凝土與結構」研究室，
以「魔笛」勇奪2009全國創意混凝土競賽大專組金獎：
由台灣混凝土學會所舉辦的「創意混凝土競賽」為台灣混凝土工程界的
年度盛事，其得獎作品不僅須具有創意巧思性，包括造型、用途與材料上的
創新，並須兼具實用功能性(功能性、耐用性與經濟性)、生活美學性(造型上
的美感、文化上的認同感)，以及環保概念性等。由於得獎作品在混凝土工
學加值與工程文化發展上，相當具有代表性，因此每年各校無不卯足全力，
希望能脫穎而出。本系劉玉雯教授所領導的「綠混凝土與結構」研究室，成
員包括陳俊良、楊翔麟、黃瀚陞、邱陪剛、梁仁軒與張育瑋等，繼去年以
「香水混凝土」奪得銀獎後，今年在包括台大、成大、海大、中山、高雄科
大、高雄應用科大、雲科大、中華科大與陸軍官校等多所大學院校，23件參
賽作品中，再以「魔笛」勇奪2009全國創意混凝土競賽大專組金獎。
混凝土的發明與應用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是目前地球上僅次於水的大
宗消耗品。1911年愛廸生在美國紐澤西州建造了第一棟混凝土屋，並在日後
發展成全世界最普遍，且提供安全舒適的住宅。而混凝土也始終被認為是一
種堅硬呆板的材料，然而，由於人們的創意巧思，賦予混凝土感性且多樣的
新面貌。本校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綠混凝土與結構」研究室，長期以來
從事混凝土科技之相關研究，除於國內外期刊與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外，並
積極鼓勵學子參與創意混凝土之創作。未來將繼續努力，期待在專業與創意
的結合下，創造亮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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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 究 訊 息
1. 應用數學系吳忠武老師於98年11月5日參加2009年第六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元培科技大學INFORMS台灣
分會主辦及元培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暨企業管理系承辦），並發表研討
會論文三篇：
(1) Wu J. W. (吳忠武), Lin L. S. and Hong M. L. (洪美玲), "Bayesian test
procedure of lifetime performance index for Rayleigh products under the
progressively type II right censored sample".
(2) 吳忠武、李秀美、雷嘉玲(博士後研究人員)，"指數產品的品質績效評估
研究"。
(3) 李汶娟、吳忠武、鄒馨慧，"Optimal inventory model with defective units
involving controllable backorder rate and variable lead time with mixtures of
distribution"。
2. 應用數學系潘宏裕、李俊毅、雷嘉玲助理教授於98年11月28日赴國立政治大
學統計系參加98年統計學術研討會，並發表研討會論文三篇：
(1) 潘宏裕, "Estimating the prediction function of unseen shared species".
(2) 李俊毅, "Gauge Variation Study for Ordinal Data".
(3) 雷嘉玲, "Assessing the lifetime performance index of products with Weibull
distribution based on K-sample type II right censored data".
3.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Ie-Hong Hong (洪一弘),
Yen-Chieh Liao (廖彥傑) and Shang-Chieh Yen (顏上傑), "Self-Organization of
a Highly Integrated Silicon Nanowire Network on a Si(110)-16×2 Surfac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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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Domain Growth,"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19, 3389 (2009).
(SCI)。並且此研究論文被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的 Asia Materials 評選為每
週最優秀(weekly highlight)的研究成果之一。
4. 應用物理學系余昌峰副教授、陳思翰副教授共同發表期刊論文一篇：ChangFeng Yu, Che-Wei Sung, Sy-Hann Chen and Shih-Jye Su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otoluminescence and conductivity of undoped ZnO thin films grown with
various oxygen pressure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56, 792 (2009). (SCI)
5. 國立愛爾蘭大學數學物理學系（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Ireland）的Brian Dolan教授由國科會計畫邀
請於98年10月29日蒞臨本校訪問，在應用物理學系林立弘副教授的帶領下，
參觀了本校優美的環境及各項展示，並訪視了本校應物系各實驗室精密的儀
器設備。當天中午並與應物系老師進行餐敘及學術交流討論。

6. 應用化學系林榮流教授發表研討會論文二篇：
(1) 林榮流、陳彥宏，"Engineering of a truncated a-amylase of Bacillus sp.
strain TS-23 for the simultaneous improvement of thermal and oxidative
stabilities"，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39屆年會，宜蘭，2009/11/27。
(2) 林 榮 流 、 梁 婉 祺 ， "Cobalt-chelated magnetic particles for one-step
purific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of His6-tagged Escherichia coli gglutamyltranspeptidase"，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39屆年會，宜蘭，
200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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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洪敏勝助理教授於98年11月30日~12月3日赴台南市參加由
國立成功大學所舉辦之台日雙邊奈米科技前瞻研究研討會 (Taiwan-Japan
Bilateral Symposium on Research of Nanotechnology)。
8. 資訊工程學系葉瑞峰老師於98年11月4日至10日前往波蘭波茲南市參加
LTC'09 The 4th Language & Technology Conference 國 際 研 討 會 ， 除 了 於
Speech 第二場次發表論文外，葉老師也受邀擔任Speech 第三場次之Session
Chair。
四、推 廣 服 務
1. 應用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98年11月11日應邀至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發表
專題演講，講題：Fiber cross-sectional imaging by low coherence light sources。
2.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許芳文副教授於98年11月應邀擔任中華民國物
理學會“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SCI期刊論文的Reviewer。
3.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洪敏勝助理教授於98年11月17日應邀至國立中正大學化學
暨 生 物 化 學 系 專 題 演 講 ， 講 題 ： Manipulation of Cells and DNA Using
Integrated System of Microfluidics and Optoelectronics。
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清田主任接受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委託辦理
「臺東市區風砂防治方針研擬」，已於98年11月完成期末報告。
5.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嘉義市政府委託辦理「98年度水土保持教育宣導
活動」，陳錦嫣老師已於98年11月完成成果報告。
6.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林裕淵、張義隆、陳永祥老師接受嘉義市大
同國小委託，於98年11月25日受邀出席「嘉義市大同國小活動中心、自強樓
A棟、自強樓B棟校舍耐震詳細評估作業」，第二次期末審查會議。
7.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周良勳老師接受水保局委託辦理「施工期間快速降低
水質濁度之研究」，已於98年11月完成期末報告。
8.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建元老師接受教育部補助，辦理98年度「防災教育
種子師資培育運作模式修訂及試行」。
9.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建元老師接受雲科大委託，執行「98年度嘉義市災
害防救深耕計畫―坡地災害別」，已於98年11月完成期末報告。
10. 資訊工程學系於98年10月23日拜訪樂陞科技公司洽談產學合作。由數位中心
主任盧天麒老師帶領學生，與業界工程師與研發主管面對面溝通，以了解學
界與業界之可能合作模式。參與的學生咸表示可以了解業界工作環境以及更
進一步了解自己所學的與業界需求如何做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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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本校理工學院主辦的「RFID創新應用研討會」於98年10月30日假本校圖
書資訊館地下一樓演講廳辦理一天的專業研討，相關議程如下：
時間
08:30~09:00
09:00~09:10
09:10~10:40
10:50~12:20
12:20~13:30
13:30~15:00

內容
報到
理工學院 院長致詞
講題一： RFID 現況發展及其案例
資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蕭保成 經理
講題二：RFID 於醫療業之實際應用及案例
精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陳泓棋 主任
午餐
講題三：RFID 在智慧家庭導入現況
亞美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則察 總經理

以下照片為研討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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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 生 園 地
1. 應用數學系研究生洪美玲同學獲得2009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大學院校專題競
賽與碩博士論文競賽「佳作」，題目為「具可控制欠撥率、久撥折扣及可變
動前置時間需求量為混合分配且貨物中含有瑕疵品的最佳存貨模式」 (指導
教授：吳忠武老師)。
2. 國立嘉義大學校慶運動會於98年11月6、7日在蘭潭校區盛大舉行。應用物理
學系學生積極努力參與，爭取系上的榮耀。個人項目方面，應物系三年甲班
呂嘉豪同學參加丟壘球擲遠競賽，榮獲第六名佳績。

3. 應用物理學系系學會於98年11月23~27日舉辦應物系系內盃比賽。比賽項目
有壘球與排球競賽，大一到大三的學生均有參加。此活動增進了系上學生的
感情，並充分展現出應物系學生的熱情活力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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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物理學系系學會在98年11月中旬對系上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系上學生藉
由這次機會表達對系上與系學會的看法和諫言。讓系學會更充分了解系上學
生的意見，並能充分的積極爭取學生的福利與改進缺失。
5.中化盃競賽於98年11月28、29日在東海大學舉行，應用化學系學生組隊參加。
6.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榮獲新生盃：羽球冠軍、壘球冠軍、女籃亞
軍、桌球季軍。
7.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傑出的運動表現，參加本校98學年度校慶運
動會，榮獲男子乙組田徑總錦標冠軍及女子乙組田徑總錦標冠軍。團體比賽
獲得獎項如下：
團體比賽項目

得

獎

男子乙組田徑總錦標

冠 軍

女子乙組田徑總錦標

冠 軍

男子乙組田賽

冠 軍

男子乙組徑賽

冠 軍

女子乙組徑賽

冠 軍

男子乙組大隊接力

第一名

女子乙組大隊接力

第三名

男子乙組4×400接力

第一名

女子乙組4×400接力

第一名

男子乙組4×100接力

第一名

女子乙組4×100接力

第五名

男子乙組十人十一腳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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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組接力路跑

第一名

女子乙組接力路跑

第二名

8. 資訊工程學系於98年11月4日辦理「嘉義大學98校慶暨資工系系友會」，會
中邀請到畢業系友與在校學生互相交換升學、就業之相關經驗。

9. 資訊工程學系與電機工程學系於98年11月與12月間舉辦「資電盃球類競賽活
動」，有效提高資工系與電機系學生間之交流外，亦可以強健學生的體魄豐
富學生生活。
10. 資訊工程學系系學會「萬聖佳節相見歡」活動於98年11月5日夜間舉行，參
與熱烈，有效提升學長姐與學弟妹之間的認識與互動。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