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0年1月
一、行 政 訊 息
1.

為提升本校資工系學生之軟體開發專業能力，於99年1月6日資工系舉辦第
一次程式設計檢定，以實際上機測驗替代傳統紙筆測驗以驗證關於程式設
計學生學習與老師教學之成效。

2.

本校於2010年1月29日上午10時在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樓瑞穗廳，舉行98學
年度第2學期一級主管佈達暨系所主管致聘典禮，計有3位一級行政單位主
管、4位學術單位主管接任新職，為感謝卸任主管們對學校的付出，在交接
典禮後，並由李明仁校長致贈卸任主管感謝狀，表彰他們對學校的努力付
出。理工學院「應用物理學系系主任兼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所長」羅光
耀教授於任期屆滿後卸任，並由黃俊達教授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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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 學 活 動
理工學院1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1.
日期
時間 / 地點
題目

12/30
(2009年)

下午 13：20 ~ 15： 由工程領域的觀點看
生機領域學生的學習
10
理工學院 國際會議廳 與發展
下午 15：20 ~ 17：
10
工程館2樓 A05A-206
教室

低能量雷射的醫學應
用(Medical
Applications of LowLevel Lasers)

1/6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Design of fluorescent
switches by copper
complexes

1/7

上午10：10
應物館階梯教室

農田水利會多角化經
營之探討

12/30
(2009年)

下午14：20 ~ 17：10

演講者
主辦單位
國立台灣大
學 生物產業
機 電 工 程 學 生機系
系 江昭皚 教
授
國立台灣大
學 生物產業
機 電 工 程 學 生機系
系 江昭皚 教
授
長庚技術學
院 通 識 中 心 應化系
周張銓老師
嘉南農田水 土木與水
利會 徐金錫 資源工程
會長
學系

Text Mining from
Emotion Texts

元智大學資管
系 禹良治教授

資工系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303

新興行動裝置開發趨勢

資策會網多所
行動多媒體中
心 黃建文主任

資工系

1/11

上午10：10
工程館視聽教室

因應氣候變遷之水利
政策―調適策略

1/13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1/15

下午18：30
工程館視聽教室

1/7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303

上午10：10 ~ 12：00
1/11

2.

價值工程在台灣之應
用

經濟部水利
土木與水
署 水利規劃
資源工程
試驗所 陳弘
學系
凷 所長
中研院化學
所 黃 人 則 老 應化系
師
土木與水
雲科大 陳維
資源工程
東 教授
學系

生物機電系丁慶華與郭鳳瑞老師，於1月13日帶領大四修習數位控制學生參
訪嘉義市垃圾焚化廠。

3.

生物機電系洪滉祐老師於1月19日上午9:00在機電館 生物材料品質檢測實驗
室 舉辦「AGV 移動式機器人學習系統」講習會，會中介紹該機器人的功
能及應用，以供學生在相關論文或專題研究的參考，尤其是為參與下一屆
「生機盃田間機器人競賽」的同學提供了一個絶佳的示範。會場同時展示
洪老師所建構的整合製造系統及氣壓雙用模擬同步控制系統(如圖)，該系
統兼具課程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功能，讓學生依需求以程式語言撰寫監控及
分析軟體，並可建構一個虛擬生產線來模擬業界實際的生產流程，使同學
從中學習生產線的規劃與設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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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機電系艾群老師，於1月24日(週日) 9:00--16:30在工程館三樓生機系電
腦教室，為同學舉辦『LabView 自動控制監控軟體教學』講習，會中聘請
「科洋機械公司」劉育男先生擔任講師，內容介紹 LabView 的基礎入門及
LabView 與 PLC 控制器的連結教學。

三、研 究 訊 息：
1.

應用數學系嚴志弘助理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Chih-Hung Yen and HungLin Fu, 2010, Linear 2-arboricity of the complete graph, Taiwanese Journal of

2.

Mathematics 14, no. 1, 273-286. (SCI)
應用數學系陳昇國助理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S.-G. Chen, Geodesiz-like

3.

curves on parameter surfaces, 2010, CAGD, vol27, 106-117. (SCI)
資工系助理教授邱志義多媒體檢索研究成果獲得肯定，論文被接受於201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2010)發表。

4.

九十八年中國化學會年會, 2009/12/04, IL-11-4 , Synthesis of A-B-D Rings of
Serratine-Type Molecules via a Key Tandem Cope Elimination/1,3-Dipolar
cycloaddition Reactions, 高雄燕巢義守大學

5.

日本千葉大學落合勇一教授於2009年12月22日至29日造訪台灣各大學，並
舉行演講、學術交流，並與各校國際事務處討論姐妹校、交換學生、課程
相互承認等事宜，行程包括中山大學、義守大學、東海大學、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台灣大學等校。途中，落合勇一教授與交通大學林聖迪教授參
觀清華大學物理系地下室林怡萍教授及陳正中教授的低溫強磁研究設備，
並與交通大學林志忠教授、清華大學林怡萍教授及陳正中教授、和台灣大
學梁啟德教授等各校研究學者討論半導體特殊結構及量子傳輸等項目的學
術研究合作事宜，嘉義大學應用物理學系亦派林立弘副教授參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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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用物理學系蘇炯武副教授指導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張勝騏研究生獲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並代表嘉義大學應物系磁光材
料實驗室於2010年1月3～8日至中國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參 加 IEEE International NanoElectronics Conference (INEC) 2010
（2010年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國際奈米電子學會議），並親自發表壁
報論文一篇：S. C. Chang, Y. C. Chang, T. H. Tsai, and C. W. Su*, "Novel
Magnetic Generation of Ultrathin Co/ZnO(002) Surface by Post Low-Energy N+
Sputtering（新磁性的產生藉由低能量氮離子濺射在氧化鋅(002)上的超薄的
鈷膜）". (poster EP416) 張勝騏同學心得報告請參閱：
http://www.phys.ncyu.edu.tw/~epaper/2010/01/files/INEC2010-report-Cha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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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用物理學系林立弘副教授獲得日本千葉大學邀請，在2010年1月25日至31
日訪問千葉大學，商討千葉大學提升學生在半導體、光電及奈米材料科技
方面的專業英語聽講能力計畫，並預定於今年夏天對該校學生進行一系列
英語演講。

8.

應用物理學系林立弘副教授獲得日本千葉大學邀請，於2010年1月28日參加
Quantum Transport Nano-Hana International Workshop（量子傳輸QTNH2010
國際研討會），於會中以「Thermal Effects of Two-Dimensional Electron
Systems in Heterostructures」（異質結構中二維電子系統的熱效應）為題，
發表相關研究結果，並和在場與會學者互相交流討論。

四、推 廣 服 務
1.

資工系助理教授葉瑞峰擔任 IEEE Transaction on Affective Computing 之
Reviewer 以及201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Automation (3CA)國際會議之 Special Session 之 Session Chair。

2.

應用數學系吳忠武主任擔任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業處『97-99年度
0.6L 瓶裝台灣生啤酒經銷商甄選案』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3.

應用數學系由吳忠武主任結合系上9位老師申請到學校教學卓越計畫中 B11子計畫-發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微積分教學研究小組」來提升學生學習
「微積分」的興趣及增進「微積分」的演算能力。

4.

應用物理學系林立弘副教授於2010年1月11日應邀擔任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
系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5.

應用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於2010年1月13日應邀擔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機電
工程學系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6.

泰國農機學會於1月13日上午8:30蒞臨本校生機系，並由生機系黃慶祥主任
及系上數位老師陪同參訪機電館之生物產業機械實習室、氣壓技能檢定場、
機電整合技能檢定場及園藝技藝中心，並在生機系史室偕同中華農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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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機學會與泰國農機學會的參訪貴賓進行座談，分享兩國在農業機械
的發展經驗。
7.

應用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0年1月20日應邀擔任國立中正大學光機電
整合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8.

應用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0年1月27日應邀擔任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
程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9.

應 用 物 理 學 系 許 芳 文 副 教 授 於 2010 年 1 月 應 邀 擔 任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Journal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Applications” SCI 期刊論文的 Reviewer。

五、學 生 園 地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舉辦系內杯各項競賽活動，促進學長姐與學
弟妹之互動、充滿活潑健康之朝氣。各項競賽冠軍班級為：躲避球冠軍 二乙；女籃冠軍 - 二乙；排球冠軍 – 研究所；羽球冠軍 - 研究所；桌球-團
體冠軍 - 三乙；桌球-個人冠軍 - 二乙 梁仁軒；壘球冠軍 – 大四；男籃冠軍
– 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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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年1月13日第5、6節週會時間，資工系舉行「期末系週會」，頒發「98學
年度計算機製作競賽」的獎項；並由系上老師向同學們介紹下學期新開的
課程，藉以讓同學更能瞭解其課程的內容及學習方向；且針對同學們提出
的建議及意見作出了回應和解決方案；最後頒發系內競賽─「資電盃」的
獎項。

3.

生機系系學會貼心的在期末考前，發放以”all pass”命名的糖果給全系的同
學享用，祈望每一位同學本學期成績都可以”all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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