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1年3月 

一、行 政 訊 息 

1. 由國立中正大學物理學系與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物理系共同策劃舉辦的

「2011年兩岸凝態與光電物理學術研討會」於2011年3月28日至4月1日在國

立中正大學舉行。本校電子物理學系羅光耀教授獲邀與會並發表專題演講，

題目：Nonlinear optics on semiconductor thin film。會中羅光耀教授並邀請中

國學者專家於3月31日下午蒞臨本校電子物理學系，參訪本系之教學及研究

實驗室儀器設備，以促進海峽兩岸之學術交流。 

2. 恭賀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羅光耀教授、洪一弘副教授榮獲國科會99年

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獎勵補助。 

3. 應用數學系業已獲育部補助辦理「100年度大學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

畫」：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99-總 生化臨床醫學統計、食品科技與工程應用之人

才培育計畫 

160,000 

100-A1 統計在生化科技與臨床醫學之應用整合研究 449,200 

4. 3月8日中國華南農業大學工學院洪添勝院長率團參訪生物機電系，並在生

物機電系機電舘的系史室舉行座談，會中就雙方教學及研究工作進行交流

分享，會後由黃慶祥主任陪同來賓參觀系上的研究設備與教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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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3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時間 / 地點 題 目 演講者 主辦單位 

03/03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化合物半導體製程技術

與設備應用 (Process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Applications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全訊科技吳昌

崙副總經理 
電物系 

03/03 14：20 - 17：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Trust Management for 
Encounter-based 
Routing in Delay 
Tolerant Network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陳
英瑞教授 

資工系 

03/07 
下午15:00 ~ 17: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Control of A 
Solar Energy System 

勤益科大電

機系 姚賀騰 
主任 

生機系 

03/09 
14：10 ~ 16：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Analysis of Alloys with 

Laser-induced 

Breakdown 

Spectroscopy 

靜宜大學 

蔡素珍 

 

應化系 

03/10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電荷注入材料於有機發

光二極體光電特性之研

究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系高

柏青助理教授 

電物系 

03/10 14：20 - 17：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Image/Video 
Segmentation and 
Annotation by Social 
Media Analysis 

中正大學 

朱威達教授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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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14：10 ~ 16：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座談 

國科會自然處

處長 

廖文峰 

 

應化系 

03/14 
下午15:00 ~ 17: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六個標準差品質管制

與系統設計方法 

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動力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兼教

務長 謝傑任 
博士 

生機系 

3/16 
14：10 ~ 16：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G-quadruplexes and its 

binding ligands 
中研院 

張大釗 
 

應化系 

03/17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物理 Hands-on Activities
體驗物理的原理 

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自然科學

系陳義勳教授 

電物系 

03/17 14：20 - 17：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新世代無線寬頻網路

發展 

資策會 

林益宏經理 

資工系 

03/21 
下午15:00 ~ 17: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溫室節能技術回顧與

展望 

農業試驗所

主秘 蔡致榮

博士  
生機系 

03/24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可撓曲液晶顯示器的最

近發展 (Recent 
development in flexible 
liquid crystal display)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蔡明善副教授 

電物系 

03/28 
下午15:00 ~ 17: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汽車引擎新技術 
南台科技大

學機械系 陳
榮洪 主任 

生機系 

3/29 
10：10 ~ 12：00 

工程館四樓視聽教室 

輕質粒料自充填混凝土

工程性質與應用 
 

台灣科技大

學 營建系張

大鵬教授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03/30 
13：20 ~ 15：10 

工程館四樓視聽教室 
集水區災害防治 

水土保持局 

保育治理組 

王晉倫組長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03/30 

13：20 ~ 16：10 

工程館三樓土木系電

腦教室 

橋梁模擬、耐震設計與

耐震評估實務 

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 

劉光晏副研

究員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03/31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砷化銦鎵量子點單光子

發射器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

綦振瀛院長 

電物系 

03/30 09:00-14:30 
綜合教學大樓2樓216

教室 

研討會：RF 高頻訊號分

析 
安捷倫科技資

深經理廖康佑 
電機系 

2. 電子物理學系執行「100-101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B主軸：教

師樂儀【B1-1辦理教學法研習】子計畫，於2011年3月29日下午舉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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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及普通物理實驗教學改進研習及研討會」，由系上相關教師參與會議，

討論本系對普通物理及實驗教學改進的實際需求與實踐方法，研習會中林立

弘副教授活用簡易光學軌在現場實際示範透鏡成像實驗的教學法，並針對該

實驗探討各種光學成像實驗教學法的優缺點。 

 

 

 
 
3. 國科會自然處處長廖文峰教授，蒞系指導，並參觀應化系由國科會補助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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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之設備，TEM。 

 

三、研 究 訊 息 

1. 電子物理學系蘇炯武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Chiung-Wu Su (蘇炯武)*, Yen-

Chu Chang (張硯筑), Tsung-Hsuan Tsai (蔡宗軒), Sheng-Chi Chang (張勝騏), 

Ming-Siang Huang (黃銘祥), "Formation of CoNx ultrathin films during direct-

current nitrogen ion sputtering in ultrahigh vacuum," Thin Solid Films 519, 3739 

(2011 Mar). (SCI) 

2.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期刊論文發表：J.D. Hwang*, E.H. Zhang, "Effects 

of a a-Si:H layer on reducing the dark current of 1310 nm metal–germanium–

metal photodetectors," Thin Solid Films 519, 3819 (2011 March). (SCI) 

3.電子物理學系陳思翰副教授、余昌峰副教授、高柏青助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

S.-H. Chen (陳思翰)*, S.-T. Yu (余施德), Y.-Y. Liou (劉翊瑩), C.-F. Yu (余昌

峰), C.-F. Lin, and P.-C. Kao (高柏青), "Increasing the PLED Luminescence 

Efficiency by Exploiting the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Effect",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58, J53 (2011 March). (SCI) 

4.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助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Zong-Liang Tseng, Po-Ching 

Kao, Chi-Shin Yang, Yung-Der Juang, Yu-Mei Kuo, and Sheng-Yuan Chua*, 

"Transparent Conducting Ti-Doped ZnO Thin Films Applied to Organic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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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tting Diodes",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58, J133 (2011 

March). (SCI) 

5.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1年3月23～25日赴新加坡 (Singapore)，參

加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s in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Nanotechnology (ICOPEN 2011) 精密工程與奈米科技光學國際會議，並口頭

報告發表研討會論文一篇：Fang-Wen Sheu (許芳文) and Jiun-Yuan Chen (陳

浚原 ), "Observing cross-sectional images of various optical fibers using low 

coherence transformed laser light". (oral ICOPEN115077) 

 

 

6. 資訊工程學系盧天麒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Minchih Tsai, Tainchi Lu（盧天麒）, Tailin Chen, "Physically Based Motion 

Adaptation for Diverse Articulated Figures ", JDC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Vol. 5, No. 2, pp. 72 ~ 84, 2011. 

 
四、推 廣 服 務 

1.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1年3月應邀協助「科儀新知」期刊論文審

稿。 

2. 電子物理學系蘇炯武副教授於2011年3月應邀審查 Intermag 2011 Taipei 國際

會議專刊“IEEE-Magnetics Journal”兩篇磁性領域論文。 

3. 電 子 物 理 學 系 黃 俊 達 教 授 於 2011 年 3 月 應 邀 協 助 “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SCI期刊論文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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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於2011年3月應邀擔任“Journal of Electronic 

Materials”SCI期刊論文的Reviewer。 

5.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3月7日應邀至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

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Geometric laser mode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6. 連經憶老師於3月5日、19 日及27日分別於協同中學、宏仁女中及東石高中舉

辦”女學生化學營”之活動，讓高中生實際參與實驗活動，激發學子對自然

科學之興趣。 

7.  陳昇國老師於3月18日至交通大學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中心演講, 演講題目: 
The curvatures estimation and LTL method on triangular meshes. 

8. 陳昇國老師於3月30日至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演講, 演講題目 : A local 

tangential lifting method on triangular meshes. 

9.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雲林縣政府委託，代為辦理「雲林縣政府辦理

縣、鄉道公路系統養護臨時約僱人員甄試作業」。 

五、學 生 園 地 

1. 電子物理學系100級大四學生參加研究所碩士班「推甄入學」榜單： 
編號 學生姓名 專題指導教授 錄 取 學 校 系 所 

1 蔡鴻亦 羅光耀 

國立中正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

功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交通大學顯示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備取） 

2 陳咸利 黃俊達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山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3 劉思吟 高柏青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光電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成

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4 葉雅王亭 鄭秋平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清

華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光電

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

系碩士班（備取）、國立台灣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

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碩

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備取） 

5 許雅菱 余昌峰 

國立交通大學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

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奈米組)（備

取）、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成功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大學光電

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6 王貽泓 羅光耀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

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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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

系碩士班（備取） 

2. 電子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中午1:20在應物二館五樓

舉辦「推甄考試心得分享」座談會。 
3.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在校生暨系友錄取99年度地方公務人員基層特考，

錄取名單如下： 

類   科 姓   名 備   註 

水利三等特考 李彥樺 研究所畢業 

土木三等特考 游智宇 研究所畢業 

土木四等特考 孫連成 研究所畢業 

土木四等特考 翁廷誌 大四在校生 

土木四等特考 張少璞 大學畢業 

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辦理系內競賽，恭喜獲勝班級，前三名班級如

下： 

競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籃 三乙 二土 四乙 

女籃 三乙 大四聯隊 二水 

桌球 四乙 三乙 二水 

羽球 三甲 二土 三乙 

壘球 二土 三乙 一水 

躲避球 三乙 二土 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