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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2 年 5 月 

 
一、 行 政 訊 息 
1. 電子物理系蘇炯武副教授榮獲100學年理工學院優良導師獎。 

 

 
二、 教 學 活 動 
應用化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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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6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Molecular Designs of Small 

Molecules for Highly Efficient 
Organic Solar Cells 

台灣大學

化學系 
應化系 

 
生物機電學系 

1. 生物機電系執行100年度教學卓越計劃【主軸計劃D：就業力精進計畫】，於101年4月26

日於生物機電系工程館舉行。本次活動的名稱為「碩士班及大四學生業界講習」，由生

物機電系洪滉祐教授負責安排籌畫，目的為使碩士班及大四學生提前認識業界現場的生

態環境，並對於專業領域有進階認識，期能將在校所學之理論與實務互相印證。現場邀

請飛斯妥股份有限公司林宗儀工程師講解水製程及當今產業現況，並以水及牛奶製品為

例，從原料的過濾處理、加熱攪拌、填充裝瓶，以及最後的商品包裝，過程中所需要的

調製儀器及相關設備，做了非常詳盡的解說及示範，讓與會的老師及同學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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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斯妥股份有限公司林宗儀工程師簡報 工程師林宗儀工程師介紹元件 

學生仔細聆聽演講 林宗儀工程師與老師討論問題 

 

林宗儀工程師講解水製程過濾機台 

 

林宗儀工程師與老師、學生探討問題 

 

2. 生物機電學系執行教學卓越計畫【B1-1 辦理教學法研習】子計畫，於101年5月23日上午

在該系之機電館氣壓教室舉行，講題：「氣壓控制教學技巧」，由生物機電系助理教授

郭鳳瑞老師主講。會中郭老師分享他在氣壓控制課程多年的教學經驗與心得，並於現

場實際操作一氣壓控制實例，讓與會的老師對氣壓控制及設計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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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理工學院 5 月演講活動： 

日期 時 間 地 點 題  目 演講者 主辦單位 

5/1 
10：10 ~ 
12：00 

工程館四樓

視聽教室 
水庫淤泥之材料資源

化應用 
成功大學土木系   
黃忠信 主任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5/1 
19：30 ~ 
21：30 

工程館二樓

211 教室 
求學與創業麗程經驗

分享 
長達營造     

張家榮 董事長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5/9 
13：20 ~ 
15：10 

工程館四樓

視聽教室 
面對氣候變遷的新思

維 
臺灣大學生環系   
童慶斌 教授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5/10 
10：10 ~ 
12：00 

工程館二樓

211 教室 
草溝之設計與水理分

析 
中興大學水保系   
謝平城 教授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5/22 
10：10 ~ 
12：00 

工程館四樓

視聽教室 
氣候變遷對水文環境

及國土之衝擊 
行政院顧問   
黃金山 博士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曹昱助理研究員於 5/2 蒞臨資工系演講，講題為

「Challenges and Recent Advances in Speech Enhancement」。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工系張慶龍教授於 5/17 蒞臨資工系演講，講題為「具 VCR 功能

之 P2P VoD 系統設計」。 
3. 義守大學資工系金明皓教授於 5/23 蒞臨資工系演講，講題為「基礎資電相關課程實

驗之教學經驗談」。 
4.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葉家宏教授於 5/24 蒞臨資工系演講，講題為「流行音樂之分析、

情緒識別與應用」。 
5. 國立台南大學資工系林朝興教授於 5/31 蒞臨資工系演講，講題為「Research Trend on 

Video Streaming」。 
6. 資工系於 5/29 舉辦 CPE(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線上程式設計競賽。 
7. 資工系於 5/30 舉辦 ITSA 線上程式設計競賽。 
8. 資工系於 5/30 舉辦 102 級計算機專題競賽，共計 19 組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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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工系於 5/30 舉辦自由軟體與互動多媒體創意開發產學交流研討會，在本校理工學

院柯建全院長致詞後，陸續由中研院自由軟體鑄造場林珈宏先生、高思數位網路有限

公司負責人高建隆先生和 Ukuman 學院執行總監來張正一先生帶來三場精采演講。

最後並邀請多位資訊科技產業界人士進行產學交流座談，分享產業現況與軟體人才培

育相關議題。 
10. 資工系於 5/2 舉行系週會，並邀請到傑出校友朱昱任軟體工程師舉行經驗座談會。 

  
 
11. 資工系許政穆老師和葉瑞峰老師於 5/9 帶領約 40 名同學至位於彰濱工業區的財團法

人車輛測試研究中心與台灣玻璃工業公司進行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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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 究 訊 息 
應用數學學系 
1. 應用數學學系吳忠武老師發表一篇SCI 論文及一篇EI 論文： 

(1) Tsou. H. H., Lee, W. C., Wu, J. W.* and Lei, C. L., 2012, Computational procedure of 
optimal inventory model involving controllable backorder discounts and variable lead time 
with defective units, Accept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CI) 

(2) Pan, H. Y., Wu, J. W.*, Huang, K. T. and Wang, W. C., 2012, Evaluating the Lifetime 
Performance Index of Exponential Products based on Doubly Type-II Censored Samples, 
Accepted in ICIC Express Letters. (EI) 

2. 應用數學學系嚴志弘老師發表一篇 SCI 論文: 
(1) Equitable Δ-coloring of graphs, Discrete Mathematics, Volume 312, Issue 9, Pages 

1512-1517.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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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系蘇炯武副教授於 2012 年 5 月 4 日～14 日至加拿大溫哥華參加由 IEEE 所主辦

之國際磁學會議(INTERMAG 2012)發表壁報論文：C. W. Su, "Giant structural related 
hysteresis behavior of magnetic ultrathin film by Surface Magneto-optic Faraday Effect", 
(poster FV-06)。 

 
電機工程學系 
1. 本系甘廣宙教授與吳炳鋒、黃建雄、高振凱研究生，指導大三楊陳岳及陳潤生同學組隊參

加 2012 年奇景盃 IC 佈局設計競賽中榮獲佳作!!!! 
國立嘉義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由積體電路設計與光電系統應用實驗室甘廣宙教授，派出大

三學生，參加南台科技大學所舉行的「2012 年奇景盃 IC 佈局設計競賽」，與全國各大專

院校 150 組參賽隊伍競技，經過初賽與複賽一路過關斬將，最終脫穎而出，贏的佳作!! 
 
四、 推 廣 服 務 
應用數學學系 
1. 吳忠武老師於 5 月 10 日及 24 日分別擔任嘉義市第 30 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的國中數

學科初審及複審之評審委員。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於2012年5月應邀擔任"Journal of Electronic Materials" SCI期刊

論文的Reviewer以及應邀加入“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SCI期刊論文的Editorial Board
擔任編輯工作。 

2.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2年5月10日應邀至嘉義市民族國小擔任「嘉義市第30屆
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物理組評審委員並進行初審。 

3.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 2012 年 5 月 24 日應邀至嘉義市民族國小擔任「嘉義市第 30
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物理組評審委員並進行複審。 

 
應用化學學系 
1. 應化系連經憶老師主辦 101 年雲嘉地區高中職女學生化學研習營，5 月 19 日及 5 月 20 日

分別於東石高中及應化系舉行。 
 
生物機電學系 
1. 生物機電系於5月4日上午在機電館系史室舉辦生機學會理監事會議，並於會後參觀該系之

物性分析實驗室、機電整合實驗室、生物微機電實驗室及自動化實驗室。 
2. 生物機電系配合教育部【生物機電產業先進設備學程】計劃，於5月4日在工程館四樓視聽

教室舉辦『生物機電工程教育論壇』，會議討論的主題是有關「生機教育與產業連結」生

物機電與產業未來發展，會中藉由與會者分享對生機人才培育之重點及如何與產業進行連

結性進行交換意見，並探討如何結合老師們的研究專長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以期能發展

生物機電領域的特色，並與產業界建立暢通的合作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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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台南市政府委託，於 5 月 11 日代為進行「台南市東山區牛肉

崎段 255-7、255-46、255-63 及 255-12 等 4 筆地號土地土石採取水土保持計畫」施工檢查。 
 
資訊工程學系 
1. 資工系陳宗和老師受邀擔任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期刊論文 reviewer。 
2. 資工系陳宗和老師受邀擔任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期刊

論文 reviewer。 
3. 資工系陳宗和老師受邀擔任 China Communications 期刊論文 reviewer。 
4. 資工系林楚迪老師受邀擔任 2012 台灣軟體工程研討會審稿委員。 
5. 資工系林楚迪老師受邀擔任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期刊論文 reviewer。 
6. 資工系林楚迪老師受邀擔任 The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Engineering & 

Systems (ICCES'2012)審稿委員。 
 
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系張慶鴻老師受邀擔任協助"第七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 ILT 2012)"審稿委員。 
    
五、學 生 園 地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2年5月25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行「系畢業典禮」，由畢業班主辦、系學

會協辦，藉由畢業生親自參與規劃，回顧自己大學生活的成長點滴並將成長故事製作成影

片，將內心的喜悅與大家分享，加上師長一一撥穗祝福，場面和諧溫馨，令參與的師生和

來賓心生歡喜與感動。 

    

 
2. 電子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2年5月26日舉行系學會正副會長投票，同學們投票踴躍，最後

由大二的謝東翰及謝佳倩同學當選正、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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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機電學系 
1. 生物機電系系學會於2012年5月14~22舉辦系內盃籃球比賽，並於5月23日接連舉辦足壘球

比賽，兩頊比賽均以班級為單位，各班的代表隊無不卯足全力，為自己班上爭取榮譽。比

賽過程除了讓同學們彼此切磋球技之外，也藉由團隊合作來凝聚同學的向心力，並增進同

學間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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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應屆畢業生錄取研究所碩士班榜單: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及系所 

1 方贊銘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國立台灣科技 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2 
王聖智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固力與設計)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固體力學組 
國立清華大學 無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3 張正皓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固力與設計)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固體力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甲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4 林則甫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甲組(主修動力學及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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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甲組(固力與設計)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5 曾志踴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甲組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動力學

及固體力學) 

6 張育翔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碩士班固力

組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乙組-備 11 

7 張維誠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8 林士弘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9 曾韋翔 
國立台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甲組(主修積體

電路與系統)-備取 17 

10 黃詠政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丁二組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11 陳冠宏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丙組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碩士班甲組 

12 陳垣佑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丙組-備 6 

13 蕭明浩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丁組 

14 林旻鴻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丙組-備 11 

15 陳政鋒 
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系統與生醫組一般生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16 黃仁顥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丙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丙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17 陳偉哲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丙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18 陳鵬宇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丁組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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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19 
彭崑祐 

 

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系統與生醫組 
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乙組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己組-備 3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丁二組-備 2 

20 黃昱維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機械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固力組 

21 姜俊甫 
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生醫組 
國立中興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22 蘇奕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碩士班乙組-備 7 
23 游鈞皓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24 郭銘川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甲組-備 4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乙組-備 8 

25 邵毅東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26 何彥璋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27 陳世峰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丙組-備 3 

28 凃亞廷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甲組-備 4 

29 張志豪 國立嘉義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30 邱  謙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甲組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業機電工程系-備 2 

32 溫芳欣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甲組 
33 鄭鈺靜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34 林建甫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35 紀又菁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甲組 

36 林銘彥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丁組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戊組 

37 陳俊丞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戊組  

38 郭宗輝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39 蘇珮瑜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備 4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乙組-備 8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於 5 月 19 日至 20 日，率領土木系學生赴交通大學參加

大土盃競賽，榮獲女子籃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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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應屆畢業生錄取研究所碩士班榜單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及系所 
1 連映琦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 
2 周芳瑜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 
3 張俊豪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丁組 
4 柯博涵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晶片系統組 
5 張嘉展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一般生丙組 
6 黃冠浚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通訊與訊號處

理組 
7 黃喬楷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丁組 
8 曾俊傑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子組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丁組 
9 施勝方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組 
10 周孝嘉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11 張 傑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組 
12 黃保勛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組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13 江志杰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丁組 
14 彭啟睿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