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行 政 訊 息
1. 由本院資訊工程學系主導之”RFID 資訊應用與安全學程”為一跨院、系之整
合學程，其有效整合本院資工、生機、電機以及管理學院資管系關於網路、
資訊安全、資料庫以及無限射頻技術之師資。並配合產業應用與需求，提供
學生一套完整之訓練課程。學程網址為（http://140.130.175.35/rfid/）。
2. 配合九十八學年度本校榮獲教學卓越計畫，本院資工系與美術系以及數位學
習設計與管理系共同開設”數位遊戲學程”，以培養數位內容之相關人才，
並且禀持本校教學與產業需求無縫接軌的理念，進行課程規劃與業界交流，
本學程之網址為(http://140.130.175.32/dg/index1.html)。
3. 資訊工程學系通過遴選成為教育部軟體工程教學改進計畫之示範學校(註：
全國僅十所)，並獲得經費補助，對於本系學生對於程式設計能力之提昇與
軟體工程之概念養成可以提供直接之幫助。
4. 恭賀生物機電系連振昌老師升等為副教授，並於8月1日生效。
5.

生物機電系黃慶祥老師於8月1日榮任系主任。

6. 生物機電系李春壽老師於8月1日榮退。
7. 恭喜應用物理學系余昌峰老師升等為副教授、蘇炯武老師升等為副教授、陳
慶緒老師升等為副教授，於98年8月1日生效。
8. 由應用物理學系舉辦的「新生家長座談會」於98年9月13日舉行，地點在應
物二館舉辦。在系主任羅光耀教授和大一班導吳永吉老師的解說介紹下，講
解有關系上的課程安排以及大一新生應該注意的事項，讓大一新鮮人和家長
對於本系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和認識。

9. 本校98學年度第1學期「教與學研討會」於98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於蘭
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校長頒發每個學院「系所課程評鑑金質獎」乙
座及一萬元補助，理工學院由「應用物理學系」獲獎，並由系主任羅光耀教

授上台領獎（如照片右二）。本校為檢視各系所課程目標妥適性，課程內容
與課程實施情形，建構優質課程，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增進學生學習效能，
於97學年度辦理系所課程評鑑。評鑑項目包括課程目標、課程規劃、課程實
施、生涯輔導與畢業生表現、系所評鑑委員建議之改善情形等五個層面。依
計畫各學院於98年4月彙整系所之評鑑報告，向課程評鑑審議委員會報告，
並由課程評鑑審議委員會每學院選出一個優質課程之系所，頒給「金質獎」
乙座及一萬元補助。經98年6月3日課程評鑑審議委員會審查，理工學院優質
課程系所為「應用物理學系」。

（照片由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提供）
10.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98年5月27日舉辦「基礎學科會考」，以激勵學生學習
動機，檢測學生基礎學科學習成效，提升基礎學科能力。競賽的科目共有中
文、微積分、物理、化學，與生物等五科，應用物理學系大一學生參與「物
理」科會考，前三名學生名單如後。第一名：許倍準，第二名：林威志，第
三名：江昱佑、徐世東、呂宗憲、黃靖雯、陳育正。以上同學於本學期皆獲
頒由「國立成功大學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供的獎勵金。
11. 應用物理學系於98年9月22日（星期三）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並
於會中頒獎表揚本系 97學年度「教學服務傑出獎」陳穗斌助理教授、「教
學服務優良獎」洪一弘副教授、「研究傑出獎」黃俊達教授、「研究優良獎」
許芳文副教授、「研究肯定獎」高柏青助理教授及陳思翰副教授。
12. 恭喜應用物理學系黃俊達老師升等為教授，於98年8月1日生效。
13. 「應用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經教育部核定（98年9月24
日來函）將於99學年度進行系所整併並更名為「電子物理學系」（含學士班、
碩士班）。
14. 本校公開徵求應用物理學系主任（兼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所長），任期3
年（任期自99年2月1日起計），具教授資格者得續任1次，歡迎推薦人選或

自行參加遴選。本校理工學院應用物理學系主任（兼所長）遴選委員會訂於
98年11月24日（星期二）13：00在本校蘭潭校區應物二館五樓會議室，辦理
候選人系所經營理念說明會。

二、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 10月份(9/25~10/25)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10/07

10/14

地點/時間
院視聽教室
(A20-303)
下午 3:20
院視聽教室
(A20-303)
下午 1:20

題目
3D 動畫之運鏡與照明

遊戲引擎之應用

10/14

院視聽教室
(A20-303)
下午 3:20

大陸資訊產業發展與因應
之道

9/28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光譜影像技術在生物的研
究與應用

10/05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振動預知與保養

10/12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國內 RFD 發展的狀態與前
瞻

10/19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Cell Mechanics by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dhesion, Compression and
Indentation

10/26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智慧型機器人之研發

演講者
中原大學
資工系楊
熙年教授
奇銳科技
顧孟武 先
生
中華民國
軟體協會
楊乾中先
生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
系謝清祿
教授
東光精密
公司負責
人林榮政
董事長
工業技術
研究院與
安全科技
中心特助
黏金重 先
生
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
工程研究
所葉明龍
教授
建國科技
大學自動

主辦單位
資工系

資工系

資工系

生機系

生機系

生機系

生機系

生機系

化工程暨
機電光系
統研究所
蔡吉勝 教
授
10/14

9/30

10/21

9/24

10/1

10/8

10/15
10/22

數學館一樓
A16-114
下午1:30
應化二館
演講廳
A18A-103
下午 2:10
應化二館
演講廳
A18A-103
下午 2:10
應物二館
五樓視聽
教室
下午 1:10
應物二館
五樓視聽
教室
下午 1:10
應物二館
五樓視聽
教室
下午 1:10
應物二館
五樓視聽
教室
下午 1:10
應物二館
五樓視聽
教室
下午 1:10

Maple 軟體教育訓練及演示

思渤科技
公司

應數系

Asymmetric Synthesis with
Masked o-Benzoquinone
Strategy

中原大學
化學系廖
俊臣教授

應化系

Rearrangement of [2,2,1]
bicyclic carbinols: reaction
and application

楊德芳
教授

應化系
應物系

波昂大學短期學術研究心得
及德國文化探索之旅

國立嘉義
大學應用
物理學系
蘇炯武副
教授

Study of thermal diffusion in an
organic solution 有機溶液中質
量傳輸效應之研究

國立中正
大學物理
系魏台輝
教授

應物系

Surface step-induced Ostwald
ripening 表面階梯誘發之
Ostwald 長晶

國立中正
大學物理
系門福國
教授

應物系

應物系

有機薄膜電晶體元件與關鍵
技術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光電所周
學韜教授

Optical and energy design of
LED solid state lighting LED
綠色照明之光學設計與節能
技術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光電所陳
錫釗教授

應物系

2. 其他教學相關活動訊息：


恭賀生物機電系艾群與楊朝旺老師，共同指導葉家瑋與黃筳崴同學參加
2009年生物機電盃田間機器人競賽，榮獲最佳團隊獎，以及楊朝旺老師
指導周書楷、吳念宇、李坤哲及楊偉成同學，榮獲2009年生物機電盃田
間機器人競賽最佳精神獎。



恭賀生物機電系洪敏勝老師，指導大學部專題生榮獲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
究獎學金共三件如下:
(1) 林秋雯：電脈衝胞膜穿孔微流體元件之研究
(2) 賴威宏：應用雷射於細胞選別微流體元件之研究
(3) 羅崇綱：應用 AFM 量測不同種類細胞之力學分析



應用化學系梁孟教授應邀至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演講。題目：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New Functionalized Poly(phenylene
oxide)s。時間：98年10月14日(三) 下午13:30; 地點：中興大學化材館 B1國
際會議廳。

三、研 究
3-1 期刊論文發表
1.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教授：Min-Sheng Hung(洪敏勝), “Stretching DNA Fibers
out of a Chromosome Using Electroosmotic Flow,”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30, 289-295 (2009/8) (EI, SCI).
2. 生 物機電系丁慶華教授：Feng-Jui Kuo; Ching-Hua Ting(丁慶華), ChengChang Lien; Chung-Teh Sheng, “Use of ultrasound for characterising the gelation
process in heat induced CaSO4.2H2O tofu curd,”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93: pp. 101-107 (2009/7) (SCI).
3. 生物機電系丁慶華教授：丁慶華, “以機電光工程為核心的光能護膚搣脂儀的
開發,”工程科技通訊, (2009/9).
4.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教授：Min-Sheng Hung(洪敏勝), "Measurement of Human
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Using Dielectrophoresi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Vol.30, pp.393~400 (2009/10). (EI, SCI).
5.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教授：Min-Sheng Hung(洪敏勝), “Extending DNA from A
Single Cell Using Integrated System of Electro-osmosis and AFM,”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09/10) (EI, SCI).
6. 生 物 機 電 系 丁 慶 華 教 授 ： Chao-Chin Chung, Ho-Hsien Chen, Ching-Hua
Ting( 丁 慶 華 ), “Grey prediction fuzzy control for pH processes in the food
industry,”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96: 575–582. (2010/2) (SCI).
7. 應用數學系吳忠武教授：Lee, W. C., Wu, J. W. (吳忠武)and Hong, C. W.,
“Assessing the lifetime performance index of products with th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under progressively type II right censored sample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009/9) (SCI).
8. 應用化學系李瑜章教授：Yu-Jang Li* (李瑜章), Guo-Ming Ho, Pin-Zu Chen ,
“Asymmetric [2,3]-Wittig rearrangement of the dienolates of chiral secondary

alcohol-substituted β-pyrrolidinyl-γ-allyloxyl-α, β-unsaturated ester: total ynthesis
of (+)-eldanolide,” Tetrahedron: Asymmetry, 20, 1854-1863 (2009).
9. 應用化學系李瑜章教授：Yu-Jang Li*(李瑜章), Yuan-Kang Chang, Guo-Ming
Ho, Hua-Ming Huang, “Asymmetric [3,3]- and [1,3]- 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
of γ-Allyloxy Vinylogous Urethanes,” Org. Lett., 11, 4224-4227 (2009)
10.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Ie-Hong Hong (洪一弘), Shang-Chieh Yen (顏上
傑), and Fu-Shiang Lin (林福祥), "Two-Dimensional Self-Organization of an
Ordered Au-Silicide Nanowire Network on Si(110)-16×2 Surface," Small 5, 1855
(2009). (SCI)。並且此研究論文被 Small 評選為當期期刊的 Frontispiece，即
為當期期刊論文中最優秀的研究成果。
11. 應用物理學系黃俊達副教授：Chung Yuan Kung, Jun Dar Hwang, Yu Hong
Chen, Pan Sheu Chen, and Hsun Joung Chan, "Investigation of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rmally Annealed SiGe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apacitors
Prepared by Liquid-Phase Deposition of Silicon Dioxide,"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48, 086503 (2009). (SCI)
12. 應用物理學系黃俊達副教授：黃俊達, 楊國輝, 張文澤, 林俊宏, 陳玉鴻, ''具奈
米級氧化層金氧半 (MOS) 結構的光電特性," 真空科技, 第22卷 第2期, 14
(2009).
13. 應用物理學系羅光耀教授：Kei-Wei Chen, Li-Hsuan Hsu, Jiun-Kai Huang,
Ying-Lang Wang, and Kuang-Yao Lo, "A Strategic Copper Plating Method
Without Annealing Process,"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56, D448
(2009). (SCI)
14. 應用物理學系羅光耀教授：Yi-Jen Huang, Kuang-Yao Lo, Chung-Wei Liu,
Chun-Chu Liu, and Sheng-Yuan Chu,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quality of ZnO thin
films using reflective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5,
091904 (2009). (SCI)
15. 應 用 物理學 系李宗隆 教授：T. L. Li, "Construction of a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ter fo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pplications," Proceedings of 2009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745748, September 3-4, 2009, Hsinchu, Taiwan. (oral)
16. 應用物理學系李宗隆教授：M. Al Ahmad, D. Dragoman, M. Dragoman, R.
Plana, J.-H. Ting, F.-Y. Huang, and T.-L. Li, "Multiple negative differential
resistance in crossed carbon nanotube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05, 114303
(2009). (SCI)
3-2 研討會論文


「第十三屆奈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於7月9-10在新竹交通大學舉行。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助理教授指導學生參加，發表四篇論文，並擔任生醫微

流體技術session的主持人：
(1) 張雅惇、洪敏勝，“以電脈衝胞膜穿孔技術進行細胞裂解之研究”.(oral)
(2) 林秋雯、張雅惇、鷲津正夫、洪敏勝，“直流電脈衝胞膜穿孔微流體元
件之研究”. (oral)
(3) 陳佑瑋、洪敏勝，“細胞選別微流體元件之研究”.(poster)
(4) 李嘉玲、林照傑、洪敏勝，“應用介電泳力於細胞裂解之研究”.(poster)


生 物 機 電 系 丁 慶 華 老 師 於 7 月 14-17 日 至 新 加 坡 Suntec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發表國際研討會論文兩篇，並擔任兩個場次的會議主持人：
(1) Ching-Hua Ting(丁慶華), Jing-Yi Huang, Sunny Hung, and Chan-Hua Kao,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Two-Dimensional Inclination Sensor Based on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2009 IEEE/AS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telligent Mechatronics, July 14-17, 2009, Suntec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ingapore. 1259-1263. (國際) Co-Chair:
Sensor Integration and Data Fusion Regular Session
(2) Ching-Hua Ting(丁慶華), Chi-Sheng Tsai, and Yang-Lin Fang, “Estimating
the Residual Travel Distance of an Electrical Scooter”, 2009 IEEE/AS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telligent Mechatronics, July 14-17,
2009, Suntec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ingapore. 1348-1352. (國
際) Session Chair: Session: Hybrid intelligent systems II



「2009年生物機電與農機科技論文發表會」於7月22～23日在宜蘭大學舉行。
生物機電系總計約有50餘位師生參加，共發表論文31篇，論文作者及主題：
(1) 徐司儒、邱活泉、黃慶祥，“ B1生質柴油對直噴式柴油引擎排氣污染
及燃燒特性之影響”. (oral A04)
(2) 連振昌、劉宏偉、洪滉祐，“狼尾草莖彎曲及剪切性質之研究”. (oral
A15)
(3) 洪滉祐、施怡廷、邱活泉、連振昌、周瑞明、王群嘉，“蝴蝶蘭苗換盆
作業機開發─水苔壓縮與乾燥物性之研究”. (oral A16)
(4) 黃慶祥、侯金龍、周瑞仁、艾群、朱健松、邱活泉、洪昇利、丁慶華，
“感染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鴨鵝屍體裝袋機之開發研製”. (oral A17)
(5) 邱永川、楊仁岡、楊淵成、黃膺任、林昱呈，“受壓狀態下橡膠材料壓
縮與周次行為研究”. (oral A18)
(6) 劉威廷、林正亮，“熱追蹤機構研製與控制程式開發”. (oral B02)
(7) 陳冠霖、黃膺任、艾群、楊朝旺、邱永川，“機械視覺應用於蜜蜂幼蟲
的辨識”. (oral B03)
(8) 劉亞城、林正亮，“熱像檢測蛋殼裂痕之研究”. (oral C07)
(9) 連振昌、林堃傑、黃煒婷、丁慶華，“豆乳導電度檢測豆腐品質之研
究”. (oral C08)

(10) 黃郁雅、黃膺任、吳桓嘉、丁慶華，“利用超音波進行豆腐組織結構的
檢測”. (oral C09)
(11) 連振昌、林宏駿、張文碩、黃鐘賢、洪滉祐，“蘋果碰擊損傷與緩衝材
料之吸收能量”. (oral C10)
(12) 連振昌、林宏駿、楊朝旺，“輕微碰擊試驗應用於番石榴成熟度檢測之
研究”. (oral C11)
(13) 詹玉霞、郭鳳瑞、吳桓嘉、丁慶華，“利用超音波作為流體濃度的動態
檢測工具”. (oral C12)
(14) 洪滉祐、周奕廷，“激振回音應用於文蛤貝殼裂縫檢測”. (oral C13)
(15) 連振昌、蘇誌榮、艾群，“應用 AFM 量測紫外線照射大白鼠紅血球之
彈性模數”. (oral D01)
(16) 連振昌、吳孟謙、洪敏勝，“原子力顯微鏡量測紅血球細胞彈性模數”,
(oral D02)
(17) 易皓文、連振昌、陳思翰、艾群，“自製彎式光纖探針應用於近場光學
檢測之可行性”. (oral D03)
(18) 洪敏勝、陳淑盈、蘇正偉、陳政男、艾群，“利用介電泳法探討插入蛋
白族對細胞貼附能力之影響”. (oral D05)
(19) 洪滉祐、周建宇、張心怡、艾群，“以介電泳法量測纖維母細胞之貼附
能力：培養於不同高分子材料之比較研究”. (oral D06)
(20) 楊朝旺、洪智章、蔡政彥、黃膺任,艾群，“利用影像處理建立細胞貼
附能力量測即時監控系統之研發”. (oral D07)
(21) 林照傑、洪敏勝，“PDMS 微流道之親水性對於全血分離效率之影響”.
(oral D08)
(22) 林芳宇、洪敏勝，“應用微流體流道設計於快速 DNA 檢測之研究”.
(oral D09)
(23) 楊朝旺、林明進、林軒安，“多通道微量藥品荷重計之設計”. (oral E10)
(24) 洪昇利、丁慶華、吳德輝、吳桓嘉、溫凱閔，“電能熱交換器水垢的監
測模型”. (oral E11)
(25) 楊朝旺、林詠聖、吳政融、郭逸鈞、劉玉柱，“AT89S51單晶微控制器
在田間自走車之電路設計”. (oral F01)
(26) 曾盈慈、溫筱婷、蔡淨雯、楊朝旺，“RFID 在實驗室門禁控管之研究”.
(poster S02)
(27) 林秋雯、洪敏勝，“直流電脈衝胞膜穿孔效率之研究”. (poster S02)
(28) 謝佳玲、許智昇、葉育翰、楊朝旺、艾群，“利用機器視覺自動追蹤與
操控細胞裂解之研究”. (poster S06)
(29) 魏翊旂、馬郁如、周建宇、洪滉祐、艾群，“以介電泳法量測在不同可
降解高分子材料表面處理後細胞貼附能力之影響研究. (poster S07)

(30) 陳雄、許芳文、艾群，“利用近紅外光鉗捕抓紅血球及精蟲之研究”.
(poster S08)
(31) 黃郁雅、丁慶華、蘇正偉、蘇松富、方暘霖，“以物理性微波照射方
式去除穀物害蟲暨 FEMLAB 模擬”. (poster S20)


應用物理學系98學年度獲國科會核定通過14件專題研究計畫，總金額高達
新台幣16,317,000元。



應用物理學系鄭秋平副教授於98年10月15、16日赴新竹市參加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第十五屆用戶年會」，並發表研討會論文二篇：
(1) J.-F. Shiue, S.-W. Fang, C.-P. Cheng, and T.-W. Pi, "Synchrotron-radiation
photoemission study of electronic structures at rubrene-Ag interface," The
15th NSRRC Users' Meeting & Workshops, Hsinchu, Taiwan, October
15~16, 2009. (poster)
(2) S.-W. Fang, J.-F. Shiue, C.-P. Cheng, and T.-W. Pi, "Synchrotron-radiation
photoemission study of electronic structures at rubrene-Mg interfaces," The
15th NSRRC Users' Meeting & Workshops, Hsinchu, Taiwan, October



15~16, 2009. (poster)
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張勝騏同學（指導教授為應用物理學
系蘇炯武副教授）於98年10月20日獲國科會核定通過補助參加國際會議並
發表壁報論文，會議時間、地點及名稱為2010年1月3~8日中國香港城市大
學主辦之「電子電機工程學會國際奈米電子會議」。

四、推 廣 服 務
1. 本院資工系進修推廣部學士班申請，業已經過教育部通過准於下一學年度進
行招生，除可以有效將資工系之教學能量充分發揮外，也提供雲嘉地區一個
夜間可以進修資訊相關專業知識之班級。
2.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老師於9月8日代表黃慶祥主任前往台灣大學機械系出席
[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先導計畫建置規劃案] 之專家會議。
3. 生物機電系林正亮教授訂於11月3日應邀至第五屆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
測技術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講題: 主動式熱像在農產品檢測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Active Thermography on Insp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生物機電系洪滉祐副教授訂於11月3日應邀至第五屆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
檢測技術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講題: 激振回音應用於文蛤品質檢測之
研究 The Impulse Excit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on the Evaluation of Internal
Quality of Meretrix。
5.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委託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辦理「臺東市區風砂防
治方針研擬」，陳清田主任已於9月10日完成期中簡報。
6.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王久泰與吳振賢老師於10月5日，接受臺南縣政府委
託赴六合鋁業廠房擴廠水土保持計畫，進行施工監督檢查。

7.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清田、王久泰與吳振賢老師於10月5日，接受臺南
縣政府委託赴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館水土保持計畫，進行施工監督檢查。
8. 嘉義市政府委託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於10月9日辦理「98年度水土保持教
育宣導活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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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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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審查會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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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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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會議。
11.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應邀擔任“Journal of Electronic Materials”SCI 期刊
論文的 Reviewer。
12. 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與國立中正大學共組之「台灣自旋
科技研究中心」主辦，今年已邁入第五屆之「台灣自旋電子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The 5th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intronics, TICSin），於
2009年9月9日下午於台中僑光科技大學舉辦，展開一連3天的國際論壇會議，
本次會議邀請產學兩方面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共同針對目前自旋電子學
發展之相關議題進行熱烈的演說與對談。應用物理系學陳穗斌助理教授應邀
參加此國際研討會，並擔任壁報論文評審。
13.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於98年9月24日應邀至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發
表 專 題 演 講 ， 講 題 ： Self-organization of nanowire arrays on Si(110)-16×2
surface。
14. 應用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98年9、10月應邀擔任2009年台灣光電科技研
討會（Optics and Photonics Taiwan, OPT 2009）論文審查委員。

五、學 生 園 地
1. 生機系系學會於10月24-25日於南投縣草屯鎮草本奇休閒農場舉辦迎新宿營
活動，此活動為歡迎大一新生，共計有70餘人參與，活動圓滿成功。

2.

生機系學會於10月26-30日在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2Ｆ學生會旁空地主辦的
『花顏巧語』跨校傳情活動。該活動是由中華民國校園社團發展協會指導，
活動內容旨在幫全國各大專院校同學代為傳送禮物及卡片等，參加同學於活
動期間內至各校主辦社團所指定的時間及地點填寫資料，並挑選欲傳送的禮
物，然後協會將統一在12月份將參加者欲傳送的禮物送至幸運人手中。

3.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大四郭孟旻、大四鐘文欣、大二葉明雪、
進大三吳紹謙、進大二曾重魁獲得雲林縣政府關懷水利獎學金審核通過。

4. 應用數學系(9/21)公告：99學年度碩士班推甄簡章開始發售了(今年度加考筆
試<微積分>一科!)。
5. 應用數學系於98/9/25-26日假走馬瀨農場舉辦迎新活動，活動中充分表現出
應用數學系每一份子的凝聚力。
6. 應化系 10/7 迎新。
7. 應用物理學系「大一迎新宿營」於98年9月25、26、27日，在嘉義縣中埔鄉
的「綠盈農場」熱烈舉辦。這次迎新宿營是由應物系的大二學生所精心籌辦，
並由應物系系學會協辦。迎新主要活動有科學競賽、大地遊戲等，另外有烤
肉活動與搭帳篷夜宿，讓新生體驗戶外生活。而精采的營火晚會中，有火舞
表演，與各種小劇場表演，還有新生們各自的創意表演與團康活動，舊生與
新生們共度了充實的三天行程。藉由本次活動，也大幅拉近了應物系新生與
學長姐們的距離。

8. 應用物理學系「系學會」會員大會於98年10月14日中午在工程館的視聽教室
召開，本次會員大會的主要目的是介紹今年新任幹部的工作事項、講解這一
學年系學會經費的初估運用、報告系學會的活動規劃等，讓系上師生有討論
與表達意見的空間，對於系學會的運作也能有充分的了解。

9. 應用物理學系在98年10月14日下午舉行聯合「家族導生聚會」，地點在應物
一館及應物二館各教室、研討室、辦公室等。此次活動目的是要讓學生與老
師之間有充分的時間可以互相討論、溝通，也讓大一新生認識自己家族的導
師以及學長姊，並更能快速的融入、了解應物系這個大家庭。
10. 應用物理學系大學部四年級「推甄模擬面試」於98年10月28日週會時間在應
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行。系上安排此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即將參加研
究所推甄考試面試的大四學生有準備、討論跟改進的空間，也藉此讓大二、
大三的學生有機會預先了解推甄面試的相關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