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1年5月 

一、行 政 訊 息 
1. 應數系業於5月16日圓滿完成100年度課程評鑑作業。 

2.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於5月18日邀請成功大學蔡長泰、陳景文教授與鄭中

岳董事長擔任課程評鑑委員，圓滿完成課程評鑑作業。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獲 IEET 頒發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之中英文證書（認

證第2010Y107號）。 

4. 電子物理學系於5月18日舉行課程評鑑，邀請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

究所謝文峰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物理學系許佳振教授、台積電南科副處長吳

斯安博士蒞系擔任評鑑委員，圓滿完成課程評鑑作業。 
5. 國科會儀器審議小組於5月24日蒞應化系驗收評估該會補助之穿透式電子顯

微鏡。 

6.  應化系於5月25日舉行課程評鑑，邀請台灣大學化學系王禹、陳竹亭教授 
 與台積電南科十四廠經理陳科維博士蒞系擔任評鑑委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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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軸：啟

航輔導與穩舵關懷【A2-2：2.5導師制度】子計畫，於5月4日下午2點，在

應物一館一樓階梯教室舉辦「大一、大二共同辦理導師時間活動」。活動

內容及主題：(1)請大一總召報告現在大一迎新辦理的情形。(2)請大二當時

辦理迎新的總召、副總召、活動長、各組組長經驗分享，並提醒注意事項。

(3)問題與討論。(4)導師安全叮嚀。(5)大二學生在校生活及課程學習經驗分

享。本活動由大二導師及導生與大一導師共同規劃，希望能帶領新生儘速

適應大一生活。活動過程很熱鬧，也有確實達到經驗分享的目標。 

  
陳穗斌老師主持開場白、余昌峰老師坐鎮 會場爆滿、座無虛席、多人席地而坐 



  
大一學生報告現在大一迎新辦理的情形 大二學生報告當時辦理迎新經驗分享 

  
許芳文老師負責活動申請、會場安排、報告撰寫 大二學生在校生活及課程學習經驗分享 

 
8.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二土木組於5月11日辦理大一、大二聯合導師時間

活動，包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IEET 認證、就業與公職考試、大四學

長姐升學經驗座談分享、大二學長姐與學弟妹生活與課業學習經驗分享、

選課輔導，由導師陳錦嫣、陳永祥老師主持。 

 
 



學姐經驗分享 學長經驗分享，學弟妹仔細聆聽，詳閱書面資料 

 
二、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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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18：30 ~ 20：05 

工程館 A05B-408 
職涯座談 嘉義縣政府

水利處 沈寬

堂處長 
新光工程顧

問 柯振益技

師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5/04 13：30 ~ 15：30 
工程館三樓會議室 

全球氣候變遷下水利

部門因應對策 
經濟部水利

署綜合企劃

組 張國強處

長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5/05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

室 

石墨薄膜的兆赫波光

譜性質研究 (THz 
response of graphene 
thin films)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物理

學系劉祥麟

教授 

電物系 

5/11 13：30 – 15：10 
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

廳 

適用於網路媒體之設

計創意 
台中市廣告

創意協會 
嘉義大學

教學卓越

計畫  
5/11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Bio-inspired 
CoordinationComplexe
s for Copper 
NitriteReductase 
Avtive Site 

許智能 
高雄醫學大

學醫藥暨應

用化學系 

應化系 

5/12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

室 

先進半導體製程技術

與應用 (Advanced 
Semiconductor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正修科技大

學電子工程

系吳三連系

主任 

電物系 

5/12 14：20 - 17：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Researches on 2D to 
3D Conversion for 
General Videos 

成功大學電

機系 王泓民

博士 

資工系 

5/18 13：30 – 15：10 
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

廳 

康軒數位出版 康軒數位部 
何冠慧經理 

嘉義大學

教學卓越

計畫 
5/18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Un folding and 
Misfolding of Prion 
Proteins 

李政怡 
中正大學生

命科學系 

應化系 

5/19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

室 

矽薄膜太陽電池技術 
(Silicon Thin-Film 
Solar Cell Technology) 

工研院綠能

所太陽光電

技術組陳玉

鴻研究員 

電物系 



5/25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Catalytic 
Minimalismfrom 
Nature: 
Metallppeptides from 
Diseases and Drug 
Designto Catlysis 

明利君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應化系 

5/26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

室 

LED 產業發展及製程

設備 
聯勝光電公

司楊宏洲協

理 

電物系 

5/26 14:20 - 17: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Reversible Data 
Embedding for High 
Quality Images Using 
Interpolation and 
Reference Pixel 
Distribution 

台中技術學

院資管系 
陳同孝教授 

資工系 

5/30 18：30 ~ 20：05 
工程館 A05B-309 

河川工程執行及對河

川影響 
經濟部水利

署第五河川

局 張文敕正

工程司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2. 生物機電系洪滉祐副教授於100年5月20日帶領生機系大學部三年級同學參訪

高雄市萬安農牧公司，由該公司楊豐茂董事長以『當今產界現況』為題向同

學剖析年輕一輩應有的危機意識與因應之道，並親自帶領同學參觀該公司先

進的生產設備及各項商品的生產作業流程。隨後至台南市善化區之啤酒廠參

觀，在總務課陳先生的解說之下，讓同學了解製酒流程：從原料進貨、前置

處理、發酵、消毒蒸煮，以至酒品之充填、裝罐、包裝等一貫作業過程。經

過一天豐富的知識之旅，使同學對廠房整體規劃設計概念及相關機電設備的

應用實務有了進階認識，並使同學能將在學校所學習的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 

  

萬安農牧公司董事長 楊豐茂先生親自作

簡報 

楊董事長熱忱的介紹作業流程(一) 



 
楊董事長熱忱的介紹作業流程(二) 

 
楊董事長熱忱的介紹作業流程(三) 

 
廠總務課陳先生作簡報 

 
啤酒發酵流程介紹 

  
酒糟後續處理介紹 由隔離室觀看無塵室內一貫作業流程 

 
3. 電機工程學系陳中政教授指導研究生吳尚林考取國立清華大學及中山大學電

機所博士班。 



  

 
4. 電機工程學系林士程老師指導專題生方偉廷推甄考取國立中央大學電機所電

波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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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上午，派三位同

仁（林立弘老師、蘇炯武老師、吳永吉老師）參觀國立中正大學物理學系創

意互動教學（TEAL）教室，並與中正大學包健華老師互相討論交換兩校在

普通物理及普通物理實驗課程規畫及執行上的經驗與心得感想。 

 



 

6.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假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辦

「太陽能電池製程設備研討會」，會中共邀請了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程研

究所張守進所長、國立中興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江雨龍所長、工研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吳春富工程師，與聯相光電公司彭振維工程師，分別對III-V族太

陽能電池、各種太陽能電池概論、太陽能電池查驗與矽薄膜太陽能電池發表

了四場精闢的演講，吸引了約100位聽講者，席中聽講者並對演講者提出相

當多的問題，展現了聽講者與演講者良好的互動關係。本研討會於下午五點

圓滿結束。 

  

7.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舉辦「太陽能電池製程設備見習

班」，吸引了18位學員參加見習。此次見習中的學員包含了來自國立台灣科

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系、國立聯合大學電子工程系、

東海大學物理系、輔仁大學物理學系、中國文化大學物理學系等10位校外學

員。本見習班先於早上九點由本系黃俊達主任說明當天的行程及當天要做的

太陽能電池製程，隨後並由助教帶領學員見習整個太陽能電池製造流程，並

參觀實驗室。本見習班於下午一點圓滿結束。 



  

  

 

 
三、研 究 訊 息： 
1.   應數系於5月17日協助辦理<2011 海峽兩岸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暨台灣智

慧科技與應用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2. 應化系林榮流老師發表論文於斯德哥爾摩舉行之 IXth European Symposium 

of The Protein Society (5/22-5/26): 
Biophysical studies of a truncated a-amylase from thermophilic Bacillus sp.  

strain TS-23 2.  

3. 應化系邱秀貞老師應邀於5月13日至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演講 

Potential Photochemical NO–Release Molecules (NO-RM): the novel water 
soluble dinitrosyl iron complexes (DNICs) & Roussin‘s red ester (RREs)； 
Synthesis、 DNA cleavage and Anticancer Activity” 

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於5月27日與中華地工材料學會，聯合主辦「2011結
合生態減碳之綠色工法應用工程技術」研討會。 

5.  生物機電系黃文祿老師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Wen-Luh Huang, Chung-Teh Sheng, "Breaking and removing lotus seed 
membranes using water jets",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Journal, Vol. 
20, No.1, 1-11. (EI) 



6. 資訊工程系學陳耀輝教授指導本系博士班學生Patcharanut Daowadund發表論

文 “Using word segmentation and SVM to assess readability of Thai tex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於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JCSSE) 2011榮獲最佳論文獎，表現優異。詳細新

聞稿請參見以下網址： 

http://www.ncyu.edu.tw/csie/itemize.aspx?itemize_sn=49792 

7. 資訊工程系學洪燕竹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Yen-Chu Hung ( 洪燕竹 ), “The Effects of Web-Based and Face-to Face 
Discussion on Computer Engineering Majo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Vol. 44, No. 3, pp. 341-355. (SSCI) 

8. 資訊工程系學葉瑞峰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Jui-Feng Yeh (葉瑞峰), Ping-Cheng Lin, Liang-Yu Ke and Chih-Neng Liang, 
“Speech Enabling Services for Wireless Access in Vehicular Environment,” ICIC 
Express Letters, Part B: Appl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Surveys, Vol.2, No. 3, pp.705-710, 2011. 

9. 電機工程學系甘廣宙教授，指導大三專題生共組3隊參加本屆由奇景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委辦、南台科技大學承辦與教育部 PAL 聯盟主導之「2011年奇

景盃 IC 佈局設計競賽」，與來至全國各大專院校共165組參賽隊伍同場競技，

經過初賽與複賽一路過關斬將，最終脫穎而出，榮獲五項大獎。(1) 周芳瑜

同學、連映琦同學榮獲特優(第一名)。(2) 陳世哲同學、張峻豪同學榮獲次 
優(第三名)。(3) 黃喬楷同學、黃鴻智同學榮獲佳作。(4) 甘廣宙老師榮獲最

佳指導教授。(5) 國立嘉義大學榮獲最佳參賽隊伍。 

10.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助理教授、陳思翰副教授期刊論文共同發表：Po-Ching 
Kao*, Jie-Han Lin, Jing-Yuan Wang, Cheng-Hsien Yang, and Sy-Hann Chen, 
"Li2CO3 as an n-type dopant on Alq3-based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09, 094505 (2011 May). (SCI) 

11.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Ie-Hong Hong (洪一弘)*, Yung-
Feng Tsai (蔡永豐 ), and Tsung-Ming Chen (陳從銘 ), "Self-organization of 
mesoscopically ordered parallel Gd-silicide nanowire arrays on a Si(110)-16×2 
surface: a massively parallel active architecture,"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8, 
193118 (2011 May). (SCI) 

12. 電子物理學系李宗隆教授專書著作發表：李宗隆、李思特、李斯坦，《愛的

協奏曲：一個在家教育家庭的歐洲 音樂之旅》，臺北市：商周出版，2011，
304頁。ISBN 978-986-120-730-8。 

 
四、推 廣 服 務 

http://www.ncyu.edu.tw/csie/itemize.aspx?itemize_sn=49792


1. 應化系連經憶老師主辦100年雲嘉地區高中職女學生化學研習營，於5月15

日東石高中舉行。 

2.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周良勳主任，擔任「2011結合生態減碳之綠色工法應

用工程技術」研討會之主持人。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吳振賢組長，擔任「2011結合生態減碳之綠色工法應

用工程技術」研討會之主持人。 

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王久泰老師於5月14日，帶領大三學生43名參訪湖山

水庫。 

5.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嘉義市政府委託，代審「嘉義市盧厝段272 等23

筆地號土地集村農舍興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6.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文俊、張義隆、周良勳、陳建元、王久泰、吳振賢

等老師擔任嘉義市政府水土保持服務團團員。 

7.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參與中埔鄉公所100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應

變研判」計畫，平日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請本系教師共同進駐，以協

助防災整備及應變研判。 

8.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參與番路鄉公所100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應

變研判」計畫，平日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請本系教師共同進駐，以協

助防災整備及應變研判。 
9.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教授，獲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00年度

「水閘門應用混凝土系材料之可行性研究（1/2）」委託服務。 

10. 電子物理學系陳思翰副教授於 2011 年 5 月應邀擔任 “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和“Optics Express”SCI 期刊論文的 Reviewer。 

11.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5月4日應邀至國立中正大學物理學系發

表專題演講，講題：Geometric laser mode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12.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5月12日應邀至嘉義市民族國小協助

「嘉義市科展初評」。 
13.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5月14日應邀至嘉義縣協同中學發表科

普演講，講題：從原子到核子。 
14.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5月20日應邀至嘉義市北興國中指導獨

立研究報告。 
15.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5月24日應邀至嘉義縣朴子市國立東石

高中參加總統教育獎複審第二次聯席會議。 



16. 電子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1年5月26日應邀至嘉義市民族國小協助

「嘉義市科展複評」。 

17. 2011年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年會暨成果發表會於2011年5月28、29日在台

北市立教育大學舉行，電子物理學系羅光耀教授應邀擔任「系主任會議」議

程主持人，議程主題：當前大學物理系二至四年級實驗課程設計與設立合作

平台之討論。 

18.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副教授於2011年5月10日應邀至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學系專題演講，講題："Application of Microfluidic Device for 
Biomanipulation of Cells and DNA"。 

19. 生物機電系艾群教授於5月2日應邀至中原大學通識講座邀請，赴中原大學演

講，講題：『生物科技帶來的災害與風險管理』。 
20. 生物機電系艾群教授於5月5日應邀至中州技術學院自動化工程系演講，講題：

『生物微機電的應用』。 
21. 生物機電系艾群教授應教育部委託參與大學校務評鑑，5月9-10日赴國防大

學、5月23-24日赴國立海洋大學參與校務評鑑工作。 
22. 生物機電系艾群教授受聘擔任台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評鑑召集人工作，

並於5月19-20日兩日在台大與兩位美國學者共同擔任該系評鑑工作。 
23. 電機工程學系陳中政教授接受嘉華高中董事會及校方正式聘請為學習弱勢班

級籌設全國首創的”簡易學習電機創意實驗室”，為受城鄉差距之苦的弱勢

族群學生開闢一片藍海，啟發學生由無到有的創造力，給於學習弱勢的學生

群一個圓夢的機會，將舉辦揭牌儀典，敬邀各界賢達蒞臨指導並給於研發團

隊鼓勵及支持。 



 

 
 

 

五、學 生 園 地 

1. 恭賀生物機電系大四畢業生錄取研究所碩士班，榜單如下： 



編號 學生姓名 錄 取 學 校 系 所 

1 王聖鋒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所 甲組(正取)、國

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乙組(正取) 、國立成功

大學航空太空工程所丁組(正取)、國立中央大學能源工

程所(正取) 

2 利文廷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所(備取)、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

所(備取)、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所(備取)、國

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所(正取) 

3 歐益呈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所乙組(正取)、國立中山大

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所 甲組(備取) 

4 張佩喻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己組(備取)、國立成功

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所丁組(正取)、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所戊組(正取)、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所丁組

(備取) 

5 江庭毅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所(備取)、國立中興大學機

械工程所(正取)、國立中山大學機械工程所(備取) 

6 賴威宏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備取)、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所(備取)、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所

(正取) 

7 羅任添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乙組(備取)、國立中興

大 機械工程所丙組(正取)、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所

乙組 (正取)、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所戊組(備取) 

8 吳詠弘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所(備取)、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

船舶工程所(正取) 

9 王竣弘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所(正取)、國立中興大學電

機工程所(備取)、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所(備取)、國

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所(備取) 

10 吳忞儒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所(正取)、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化

學所(備取)、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所(備取)、國立中

央大學 生命科所(備取) 

11 洪東賢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所(備取)、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機電整合所(備取) 
12 方咨螢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所乙組(正取) 

13 廖維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醫學工程所(備取)、國立中興大學機

械工程所(正取) 

14 黃士元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所戊組(正取)、國立陽明大學生

醫光電所甲組(備取) 

15 秦于婷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所(正取)、國立中興大

學 機械工程所戊組(正取)、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

工程所戊組(備取)、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所(正
取) 

16 許家豪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所(正取)、國立中興大

學 機械工程所丙組(備取)、國立中央大學生物醫學工

程所(備取)、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所(正取) 



17 吳佳洋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所(備取) 
18 謝承軒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所丙組(備取) 

19 賴冠樺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所丁組(備取)、國立中山大學機

械與機電工程所戊組(備取)、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所

甲組 (備取) 

20 陳昱瑜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所甲組(備取)、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所甲組(備取) 

21 張哲源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所丁組(備取) 
22 吳豐合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所甲組(備取) 
23 黃聖硯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海物所(備取) 
24 眉君翰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所(正取) 
25 陳志彬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所(正取) 
26 張雯婷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所(正取) 
27 易佑群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所(備取) 
28 莊坤山 國立台南大學(備取) 
29 黃志祥  長庚大學醫療機電工程所(備取) 
30 吳宗恩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所金融所(備取) 

31 鄭浩彬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己組(備取)、國立陽明

大學醫學工程所丙組(備取)、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所(正取)、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所

(正取)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所甲組(備取) 
 

2.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於5月21日至22日赴斗六雲科大參加大土盃競

賽，榮獲羽球第二名、女籃第三名。 
3.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四畢業生錄取國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榜單如

下： 
編號 學生姓名 錄 取 學 校 系 所 

1 吳志清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所 大地組(甄試錄取) 

2 戴妤潔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管理所 營建組(甄試錄取) 

3 許漢維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所 大地組(甄試錄取) 

4 楊嘉瑜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所 大地組(甄試錄取) 

5 陳倫存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所 乙組(甄試錄取) 

6 張文馨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所 乙組(甄試錄取) 

7 黃奕縉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水利工程組 錄取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丙組 錄取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不分組 錄取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8 呂志介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丁組 錄取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大地組 初試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丙組 錄取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組 錄取 

http://www.nthu.edu.tw/
http://newboard.etkb.com.tw:8080/etkb/newboard/board_qry.jsp?school=S1001&acady=動力機械工程學系&sgroup=己組(生醫系統組)&permit_year=2011&state=1&anatomic=D
http://www.ym.edu.tw/
http://www.ym.edu.tw/
http://newboard.etkb.com.tw:8080/etkb/newboard/board_qry.jsp?school=S1011&acady=醫學工程研究所&sgroup=丙組(生醫材料組)&permit_year=2011&state=1&anatomic=D
http://www.ntu.edu.tw/
http://www.ntu.edu.tw/
http://newboard.etkb.com.tw:8080/etkb/newboard/board_qry.jsp?school=S1003&acady=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sgroup=　&permit_year=2011&state=1&anatomic=D
http://www.nchu.edu.tw/
http://www.nchu.edu.tw/
http://www.ncku.edu.tw/ver2006/ch/
http://www.ncku.edu.tw/ver2006/ch/
http://www.mynext.cc/crossr/nuk/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9 郭百胤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丙組 備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甲組 錄取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組 初試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結構工程組 錄取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組 錄取 

10 邱建鈞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丁組 錄取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乙組 備取 

11 陳台穎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丙組 錄取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乙組 錄取 

12 張明廉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組 初試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丙組 備取 

13 莊宜倢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丁組 錄取 

14 李勝雄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水資源組 錄取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乙組 錄取 

15 林旻學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組 初試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組 錄取 

16 陳炳呈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組 錄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甲組 備取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組 錄取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結構與應力組 

錄取 

17 呂佳勳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乙組 錄取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錄取 

18 王靜妏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乙組 錄取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水資源組 初試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海洋工程組 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乙組 錄取 

19 龍豪佑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20 何佳諭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丙組 錄取 

21 劉東璋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丙組 錄取 

22 楊超穎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甲組 備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甲組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23 陳柏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大地水利及防災組 錄

取 

24 陳彥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大地水利及防災組 錄

取 

25 莊貿鈞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海洋工程組 錄取 

26 林群易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海洋工程組 錄取 

27 李威霆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組 

http://www.mynext.cc/crossr/ntut/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甲組/
http://www.mynext.cc/crossr/ntust/營建工程系碩士班/丙組/
http://www.mynext.cc/crossr/ntut/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甲組/
http://www.mynext.cc/crossr/nuk/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http://www.mynext.cc/crossr/ntut/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甲組/


錄取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乙組 錄取 

28 陳冠樺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甲組 榜首 

29 李毅濠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乙組 榜首 

30 方柏翔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源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31 孫祥智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源工程學系 甲組 錄取 

32 劉俊志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源工程學系 甲組 備取 

33 林業勳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源工程學系 乙組 備取 

34 王俊傑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源工程學系 乙組 備取 

4. 電子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1年四月底至五月初舉辦了100年度的系內盃，而

這一次舉辦系內盃比賽時，比以往多加了「桌球」這個項目。經由這次系內

盃活動，既能讓電子物理學系的系隊更加的團結，也可以讓每個年級的向心

力更加的堅強，一起完成更多的夢想。 

  

  

5.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1年5月25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行「系畢業典禮」，這是電

子物理學系的傳統，也是我們傳承系上的精神與回憶的日子，更是畢業生與

學弟妹最後一次親密的互動。而今年這次系畢是由畢業生自己策畫舉辦，讓

畢業的學長姐有專屬於自己的畢業典禮，也讓學弟妹一起經歷這一趟旅程。 



 

 



 

6.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1年5月25日傍晚，在系畢業典禮結束後，由系學會與大

二同學一起在嘉義市東園軒餐廳舉辦「師生同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