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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2 年 10 月 
一、行 政 訊 息 

電子物理學系 

1. 2012年10月17日(星期三)電子物理學系自我評鑑作業，邀請台灣大學物理學

系張慶瑞教授、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莊振益教授及淡江大學物理學系張經

霖教授擔任本系評鑑委員。 

  
 
2. 電子物理學系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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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5～7日，配合電

物系大一大二迎新活動，在台南市大內區「走馬瀨農場」舉辦「大一、大二

共同辦理導師時間活動」。活動內容及主題：(1) 由大二學長姐帶領大一學

弟妹進行團康遊戲，促進彼此認識與交流。(2) 由大二學長姐主辦晚會，並

表演一連串的舞蹈表演，增進大家感情。本次迎新活動由系學會指導老師陳

慶緒老師、大二導師許芳文老師負責督導視察。本次迎新活動主要是聯繫大

一學弟妹與大二學長姐間的關係，並讓大一新生更加適應大學生活。活動內

容包含了小團體的團康遊戲與大團體的團康遊戲，還有烤肉、團康表演、火

舞表演、營火晚會節目，並且還搭配一連串的主題，導出了像是傳橡皮筋、

解手密碼、眉目傳情、背感、記憶翻牌、尋寶、大富翁、大地遊戲、RPG遊

戲等精采的活動項目。在這些節目之餘，還安排了許多時段，是給大一與大

二間、大一與大一間互相拉進彼此距離的活動時間，確實有達到擴展人際關

係的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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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師同樂：搭好的營火 
系學會指導老師陳慶緒老師、大二導師許芳文

老師 

與老師同樂：一起參與的大地 
系學會指導老師陳慶緒老師、大二導師許芳文

老師 

  

與老師同樂：傳橡皮筋 
系學會指導老師陳慶緒老師、大二導師許芳文

老師 

與老師同樂：解手密碼 
系學會指導老師陳慶緒老師、大二導師許芳文

老師 

  

大地遊戲：眉目傳情 團康表演：影子模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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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時間：寫背感 溫馨時間：寫背感 

  

大地遊戲：記憶翻牌 休息時間：腕力大賽 

  

小隊時間 小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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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火晚會 營火晚會：營火舞 

  

營火晚會：比手畫腳 大競賽：電物全員逃走中 

  

大地遊戲 電物大合照 

 

應用化學系 

1. 應用化學系於 101 年 10 月 19 日協助辦理 101 年嘉義市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

救暨現場緊急應變演練，提升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突發意外事故的辨識、處

置及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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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化學系於 101 年 10 月 19 日配合本校 101 年度教學卓越 D 計畫及應用化

學系大四化學研究與產業課程進行業界見習與參訪。由古國隆老師與莊宗原

老師帶領 50 位同學參訪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透過此次參訪活動，讓學生對生物科技與生物製藥實務有更深入的

了解，並增進學生對課程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3. 應用化學系於 101 年 10 月 26 日協助辦理 101 年度青輔會協助大專校院提升

青年就業力實施計畫-產業趨勢講座，邀請福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林俊男經理

蒞校，以「化纖產業現況與趨勢」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於 10 月 24 日辦理自我評鑑，邀請顏聰教授、林其璋

教授、周榮昌教授、劉正川教授等四位委員，為本系提供建言。 

 
委員參訪實驗室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陳榮洪主任: 
    演講邀請: 
    演講者: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李訓谷教授，演講時間:101 年 10 月 18
日 9:10~12:10，演講題目:建築節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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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丁慶華老師: 
    101 年 9 月 28 日邀請台電萬松水力發電工程技術顧問林榮山先生演講「趣

談工程實務」。 
 

二、教 學 活 動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 11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1/14 陳逸然 中研院/台灣大學 
Study of Plant Peptide Signaling using OMICs 
Approach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系 10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地點/時間 題目 演講者 主辦單位 

10/01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生物力學與有限元素分析

模擬 

張志涵教授(成功

大醫學工程學系) 
生機系 

10/08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台灣近代光電科技與產業

導覽 

王欽戊教授（中正

大學光機電整合

研究所） 

生機系 

10/15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微流體晶片於食品檢測上

的應用 

傅龍明（屏東科

技大材料所教授

兼學務長） 

生機系 

10/22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淺談綠色能源 

鄭 博 文 總 經 理

（ 沅 碁 科 技 公

司） 

生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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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工程館四樓

演講廳 
上午 10:10 

Interfacial Phenomena in 

Electrochemical Power 

Sources 

陳洵毅教授(台灣

大生機系) 
生機系 

 
2.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洪滉祐、沈德欽及黃膺任等三位老師，帶領研究生蘇于勝、

藍偉滄、余志軒、郭宗輝及大學部蔡宗霖、吳文鑌等 6 位同學，組成「開心

農場隊」及「嘉油嘉油再嘉油隊」2 組師生團隊，於 2012 年 10 月 13 日、14
日參加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中心主辦、臺灣大學承辦的「2012 第二

屆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在 2 天計 4 場激烈的競爭下，打敗中興大

學、宜蘭大學與屏東科技大學的團隊，雙雙擠進前 4 強，決賽總成績僅次臺

大，分別榮獲第 2 及第 4 名殊榮。 

 
比賽規則及程序說明 

 
各校參與團隊之合照 

 
賽前的控制線路連接與電腦的設定 

(嘉油嘉油再嘉油隊) 

 
對植物工廠平台 1 的環控過程 

(嘉油嘉油再嘉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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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植物工廠平台 1 的環控過程 

(開心農場隊) 

 
對植物工廠平台 2 的環控過程 

(開心農場隊) 
 
3.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副教授指導研究生何彥璋及李泰元同學，於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參加「2012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比賽」榮獲優等獎，得奬論

文題目為『由全血中分離與捕捉白血球細胞之微流體元件』。 

4. 生物機電系艾群與楊朝旺教授共同指導學生蔡旻瀚、邱聖育，於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參加「2012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比賽」榮獲佳作獎，得

奬論文題目為『以腦波意念進行遙控車控制之研究』。 

5. 生物機電系艾群與洪滉祐教授共同指導學生汪彣謙、楊偉成，於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參加「2012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比賽」榮獲佳作獎，得

奬論文題目為『機械拉伸細胞培植基材之力學分析』。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0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0/3 
Prof. 

Michael 
Mayer 

中正大學 
電機系 

Robot Soccer competi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R 
& D 

10/24 邱國珍 
虎尾科大 
電機系 

台灣綠能科技概況與展望 

10/31 吳哲銘 
吶喊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從電子業看宅文化─淺談符合宅文化的電子設

計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於 101年 10月 24日(三)舉辦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

計畫」智慧感知與辨識教材種子教師培訓研討會，第一場演講為國立中正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林惠勇教授的電腦視覺在智慧型系統上的應用，主持人為本校資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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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系邱志義老師。第二場演講者為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劉興民教授，講

題為 Designing Natural User Interfaces，主持人為本校資訊工程學系許政穆

老師。 

 

  

 

  

 
三、研 究 訊 息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期刊論文發表：J. D. Hwang, L. C. Luo, T. J. Hsueh, 
and S. B. Hwang, "Degenerate crystalline silicon films by aluminum-induced 
crystallization of boron-doped amorphous silicon",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101, 
152108 (2012 October). (SCI)。 

2.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於2012年10月26日6參加由逢甲大學主辦的「2012
台灣真空學會會員大會暨論文發表會」，並發表壁報論文：黃俊達, 林佑霖，

貢中元,"利用水熱法使用不同溶液來製作氧化鋅奈米柱的蕭特基光檢測器". 
(poster 28)。 

3.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於2011年10月25日至成功大學參加IS-OPVDSC
國際有機與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ic 
and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2012)發表的壁報論文: Po-Ching Kao, Sing-Yu 
Chiou, Chien-Shun Huang, and Ching-Jui Hsu, " Enhancement of hol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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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ozene treated Cu nanoparticles dispersed on indium tin oxide anode for 
organic solar cells ". (poster)。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2012 年農機與生機論文研討會」於 2012 年 10 月 19～20 日在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舉行，生物機電系於此次研討會中總計發表論文 19 篇。論文作者、題目

及編號如下： 
(1) 黃文祿、邱永川、黃膺任、吳德輝、李淑瑜，拉伸預應變對 430 不鏽鋼疲

勞性質的影響，(oral A01) 
(2) 邱永川、黃文祿、黃膺任、吳德輝、廖唯喻，手壓式蓮子脫粒機之試驗，

(oral A06) 
(3) 楊朝旺、艾  群、蔡竣宇、陳建樺，利用腦波訊號探討芳香療法對生理情

境分析之研究，(oral E02) 
(4) 艾  群、楊偉成、劉冠甫、連振昌，建立流體剪應力刺激細胞自動化系統，

E04) 
(5) 盛中德、黃文祿、廖唯喻，蓮子去芯之試驗研究，(oral G01) 
(6) 眉君翰、連振昌、劉文軒、林正亮、雷鵬魁，沼氣燃燒熱水應用於保育舍

仔豬保溫，(oral H02) 
(7) 林正亮、莊坤山，化製場消毒噴霧系統的噴頭之噴霧試驗，(oral H06) 
(8) 朱健松、歐陽紹齊、鄭有宏、林正亮、邱義源，落花生種仁切片機之試驗

改良，(oral A07) 
(9) 連振昌、沈裕傑、丁慶華、張竣智，歐姆加熱應用在豆腐製程上之研究，

C07) 
(10) 黃膺任、吳德輝、邱永川、黃文祿、陳世銘，應用主成份迴歸分析檢測水

稻植被含氮量，(oral C08) 
(11) 吳德輝、蔡旻翰、邱永川、黃文祿、楊朝旺、艾  群、黃膺任，以機器視

覺與類神經網路分類蜜蜂巢穴，(oral A13) 
(12) 楊朝旺、鄭辰男、黃膺任、林俊言，不良藥錠影像辨識系統之改善研究，

(oral B11) 
(13) 艾  群、陳尉平、朱健松、李佳芸，利用酵素和介電泳力探討單一細胞脫

離基材機制之研究，(poster PE1) 
(14) 張志航、黃鐘賢、林正亮、艾  群，垂直機械力推拉細胞刺激生長自動化

系統之研究，(poster PE2) 
(15) 汪彣謙、楊偉成、洪滉祐、艾  群，機械拉伸細胞培植基材之力學分析，

PE3 
(16) 蔡心偉、陳尉平、蘇姵宇、洪敏勝、艾  群，以不同形狀電極產生之介電

泳力操控奈米粒子研究，(poster PE4) 
(17) 何彥璋、李泰元、洪敏勝，由全血中分離與捕捉白血球細胞之微流體元件，

(poster PE8) 
(18) 陳政穎、楊朝旺、艾  群、蔡竣宇，利用腦波訊號探討對生理情境模式建

立之研究，(poster P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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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蔡旻翰、楊朝旺、邱聖育、艾  群，以腦波意念進行遙控車控制之研究，
(poster PE1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參加研討會論文發表 
日期 地點 系所 姓 名 研討會名稱 題 目 

10/12 嘉義大學

工程館 4F
視聽教室 

土木與

水資源

工程學

系 

劉玉雯 混凝土系水閘門

設計與應用研討

會 

混凝土水閘門製作

與安裝 

10/12 嘉義大學

工程館 4F
視聽教室 

土木與

水資源

工程學

系 

林裕淵 混凝土系水閘門

設計與應用研討

會 

混凝土水閘門扇設

計 

2. 「混凝土系水閘門設計與應用研討會」12 日上午在嘉義大學工程館 4 樓視聽

教室舉行，嘉大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團隊，發表

成功研發具有高強度、高耐久性、低成本，以及操作管理便利之混凝土系水

門扇，並且經過 1 年的實務應用獲得驗證，使在水閘門設施工程上，除了金

屬材料外，又多了混凝土材料的選擇。  
  研討會在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洪丕振局長與嘉大邱義源校長共同主

持下揭開序幕，吸引國內水利、資源、水保、工程、農業、海岸等產官學界

專業人士及研究人員近 85 位參加，以混凝土系水門扇之設計與應用進行研討

議題，提供混凝土材料實務經驗交流，俾落實於工程建設。  
  水工構造物中的水閘門具有防洪、禦潮、排水與蓄水等功能，其正常的

操作管理乃為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第一道防線。水閘門一般都由金屬材

料所製成，但近年來金屬價格飆漲，金屬質的水門扇成為宵小覬覦的目標，

進而造成防汛漏洞。  
  在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的支持及補助研究經費下，嘉大劉教授帶領

研究團隊，積極投入研發可取代之材料，將一般容易脆裂的混凝土，製成金

屬般強硬的材料，並研發出具有高強度、不易腐蝕、使用年限長、低成本，

製作簡便以及操作管理便利的混凝土系水門扇，同時經過 1 年現場的實務應

用於雲嘉河口段後安寮海堤及八掌溪潭肚寮河堤獲得成功驗證。從而在水閘

門設施工程上，除了金屬材料外，又多了混凝土材料的選擇。 
     該研討會共分成「現行水閘門設計與管理現況」、「纖維/高強度混凝土

設計與性質」、「混凝土水門扇設計」、「混凝土水閘門製作與安裝」、「混

凝土水閘門性能分析」、「濱海地區混凝土水閘門之耐久性評估」、「混凝

土水閘門之品質控制」等 7 大主題，邀請國內學者進行專題報告，共同分享

研究成果，讓與會者獲得許多混凝土系水閘門的新知，有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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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雯學務長解說水閘門設計材料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陳榮洪主任: 
至日本廣島參加  “PRESCO2012, The lnaugural Pacific Rim Energy & 
Sustainability Congress”, (2012) Augest 5-9(th) 

2. 丁慶華老師: 
10 月 8-15 日參加於德國杜塞道夫展出的「復健醫療設備展 Rehacare2012」 

3. 楊仁岡老師: 
Yung-Chuan Chiou, Jen-Kang Yang(楊仁岡). The effects of pre-deformation on 
the subsequent fatigue behaviors of SUS430 Stainless Steel in load-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49 (2012), 3263–3268.(SCI) 

 
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發表期刊論文: Cheng-Ta Chiang*, C. S. Wang,  
and C. Y. Wu, "A CMOS MEMS Audio Transducer Implemented by Silicon 
Condenser Microphone With Analog Front-End Circuits of Audio Codec,"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 Systems, vol. 20, no. 9, pp. 
1656-1667, Sep. 2012. 

2.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 2012  IEEE Symposium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會議上發表三篇論文: 

(1) C. T. Chiang and J. Y. Liou, "A Low-Cost CMOS Intelligent Light-Sensing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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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vironment Light-Sensing Applications," in Proc. of IEEE Symposium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ISIEA'12, pp. 62-66, Sep. 2012. 

(2) C. T. Chiang, "A CMOS Auto-Calibrated Light-to-Frequency Converter," in Proc.  
of IEEE Symposium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ISIEA'12, pp. 
54-57, Sep. 2012. 

(3) C. T. Chiang, "A CMOS Hybrid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for Cryptographic 
Systems," in Proc. of IEEE Symposium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ISIEA'12, pp. 58-61, Sep. 2012. 

3.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 2012  IEEE Conference on Control, Systems 
& Industrial Informatics 會議上發表一篇論文: C. T. Chiang, "A Versatile 
Gas/Vision Tracking Robot for Security System Applications," in Proc. of IEEE 
Conference on Control, Systems & Industrial Informatics, ICCSII'12, pp. 50-53, 
Sep. 2012. 

4.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 2012  IEEE International Conf. on Sensors 會
議上發表一篇論文 : C. T. Chiang, "A CMOS Monolithic Digitized Light 
Transducer with Calibration Circuits for Ambient Light Sensor Applications," in 
Proc.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 on Sensors, Sensors'12, Oct. 2012. 

 
四、推 廣 服 務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陳思翰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擔任"Optics Letters"SCI期刊論文

的Reviewer。 
2.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2年10月5日應邀至東海大學物理系發表專

題演講，講題：光學捕捉、轉向、吸引、傳遞(Optical trapping, orientation, 
attra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3.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於2012年9月28日、10月5日、10月15日應邀至建國

科技大學電子系授課：101年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真空設備與薄膜技術。 
4.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擔任"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SCI期刊二篇論文的Reviewer。 
5.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於2012年10月11日應邀至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

學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鹼金屬碳酸鹽類於有機發光二極體光電特性之研

究。 
6.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於2012年10月26日應邀擔任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博士候選人陳佑誠先生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應用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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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用化學系林榮流教授獲嘉義市政府邀請，擔任其「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地方型 SBIR)」之審查委員，且於 10/17 進行計畫審查。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系艾群教授，於 2012 年 10 月 17 日赴吳鳳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之大師

講座演講「生物微奈米科技應用」。 
2. 生物機電系吳德輝老師，於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受邀至台南農業改良場擔任「第

五屆生機盃田間機器人競賽」裁判。  
2. 生物機電系林正亮教授，於 2012 年 10 月 19 日應邀擔任「2012 年農機與生

機論文發表會」之「畜牧自動化與污染防治(1)」議程主持人。 
3. 生物機電系黃膺任助理教授，於 2012 年 10 月 19 日應邀擔任「2012 年農機

與生機論文發表會」之「生物生產工程(2)」議程主持人。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一水利工程組，在導師陳錦嫣老師的帶領，參與嘉

義市紅十宇會社會服務，舉辦「居家志工到宅服務—弱勢家庭關懷活動」，

除讓同學有機會實際參與服務他人之機會外，亦可學習紅十字會有關社區防

災、救助、關懷…等工作之專業學習，以提昇同學對服務學習的熱忱。本次

活動服務之案家為嘉義市市民林老太太，獨居老人，家中雖有 2 層樓的鐵皮

屋，卻因本身的節儉和長期的堆積，造成環境髒亂不堪，經鄰居舉報和環保

署及社會處共同會勘後，邀請本系同學參與，希冀給林老太太在中秋節前一

個乾淨舒適的環境。 

 
同學們付出愛心,努力清掃 

 
林老太太慷慨地將黴章送給班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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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由環保局協助清運 

 

打掃完畢,林老太太可以有個快樂的中

秋節 
 
2.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一土木工程組，在導師陳永祥老師的帶領，參與弱

勢家庭關懷與校外社區服務，以提昇同學對服務學習的熱忱。 

 

弱勢家庭關懷服務案家環境整理 

 

同學們修剪花木 

 

興龍橋清掃與油漆 

 

在整潔的興村里環保生態花園與林里

長合影 
 
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擔任IEEE ISIEA 2012 
section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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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擔任IEEE SENSORS 
2012 section chair。 

3.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至淡江電機系進行學術演

講。 
4. 電機工程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至輔大電子系進行學術演

講。 
5. 電機工程學系梁耀仁助理教授於2012年10月應邀至彰師大電子系進行學術演

講。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陳榮洪主任: 
   擔任嘉義市 101 年度地方型 SBIR 審查委員。 

擔任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升等審查外審委員。 
擔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第二十九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專題演講: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題目:汽車節能技術。 
指導學生 2012 全國氫能燃料電池車大賽第三名 
2012 年 10 月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低碳素養指標與增能課程模糊德

懷術」(專家效度問卷)專家  
10/6 環保署所舉辦之「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認證行動項目專家咖啡館」會議代

表南區節能設備桌長 
2. 丁慶華老師: 

擔任嘉義市 101 年度地方型 SBIR 審查委員。 
擔任嘉義市 101 年度能源主題「未來城鎮」學生學藝競賽評審委員。 
擔任「第三十三屆電力工程研討會」議程委員。 
擔任「高瞻計畫--新興科技課程設計」審查委員。 

   擔任教育部能援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之K-12能源科技教育種子教師培訓  
追蹤輔導教授。 
審查期刊論文：Journal of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3. 林肇民老師: 
擔任嘉義市 101 年度地方型 SBIR 審查委員。 
擔任吳鳳科技大學升等審查外審委員。 
擔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第二十九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專題演講:吳鳳科技大學，題目:強調人本關懷之橘色整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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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 生 園 地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陳榮洪主任帶領機械與能源系(Genesis)車隊，至台中勤益科技大學參加「THE 
FC 台灣氫能與燃料電池」，舉辦「2012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三名

(2012.10.26) 

資訊工程學系 

1. 為了歡迎第 105 級新生的入學，資訊工程學系由大二全班同學規劃，並與本

校行銷與運籌學系合辦，於 2012 年 10 月 5-7 日在台南虎頭碑舉辦大一新生

迎新宿營。同學們規劃了許多有趣的活動、表演、與遊戲。三天兩夜的旅程

留下充滿歡樂的回憶，拉近所有人的感情，為新生的大學生活拉開青春活力

序幕， 

 
 
2. 資訊工程學系盧天麒老師指導鄧詠任 (組長)、邱孝義、邱凱聖、賴玉婷等大

四同學以三維電腦遊戲作品"Sleeping Handsome"榮獲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

「101 年度數位創意人才創作育成平台人才選秀活動」遊戲類別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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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系大學部四年級林昱良同學，獲選參加「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主

辦的第二屆『大學生 JIMTOF 2012 參訪團』，於 101 年 11 月 1 日~5 日赴日本東

京 Big Sight 展覽館參觀第 26 屆 JIMTOF（日本國際工具機展，它是名列全球前

三大工具機展之一），在 5 天的參訪行程中也安排參觀日本最頂尖工具機大廠及

名古屋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讓與會的學生能夠獵取最新國際工具機的技術精華

並提升國際視野。此活動是由「財團法人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為培育優秀的機

械人才，並促使機械系學子們更專注於精密機械領域的研發創新，以厚植台灣機

械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特別針對國內各大學院校機械工程、自動化及電機相關科

系的同學進行遴選，每屆至多遴選 40 名同學，參訪成員的機票、食宿與團費，

都由該基金會全額負擔，因此林同學能夠獲此殊榮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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