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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3 年 10 月 

 
一、行 政 訊 息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陳榮洪系 主任，指導同學參加 2013第五屆氫能車競賽

全國性比賽，榮獲龍騰獎。 

(競賽規則：在規定的賽程 1.5 小時時間內，使用等量氫氣所行駛之最長距

離為最節能車。舉辦單位維持比賽的流暢性，各車隊車速以時速 5 公里/小
時以上為原則。每支儲氫罐儲氫克數為 30g±3g，車隊車賽使用目標為 20g(含)
以內為目標，在賽後量測儲氫罐實際消耗耗之克數。) 

 

資訊工程學系 

1. 學生缺曠課相關規定宣導 

考量缺曠課資訊時效性與正確性，並因應節能減碳節省紙張浪費，本校自 101

學年度起採教師線上點名制度，學生之缺曠課情形均可自本校E化校園查詢，

自 102 學年度起，本處不再寄發預警名單予家長、學生及導師，學生之缺曠

課資訊請學生、家長、導師隨時上 E化校園查詢。 

2. 碩士班推甄考試 

 

http://www.ncyu.edu.tw/csie/itemize.aspx?itemize_sn=80342&pages=0&site_content_sn=14240
http://www.ncyu.edu.tw/csi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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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 學 活 動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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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 歐正章博士 中鋼 鋼鐵業能源使用現況與未來展望 

10/23 古偉勳研究員 中油 車用生質然料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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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李繼強 
副理 

華宏新技股份

有限公司 
應用數學系學生進入TFT-LCD 產業之就業指引 

 
電機工程學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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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王傑智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資工系 

Exploiting Moving Entities in Robot 

Perception 

10/09 張德生 教授 
國立台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我的產學經驗分享—以皮膚美白原料開

發為例 

 

三、研 究 訊 息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清田老師代表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

員會,出席 2013年 9月 28日至 10月 05日所舉行之國際灌溉排水協會第 64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議及第 1屆世界灌溉論壇,本次會議計約來自 50國、多達

800人以上之各國代表共襄盛舉，會議期間參與田間灌溉系統、消弭貧窮等

工作小組會議及世界灌溉論壇之學術交流,有助提升本校(院系)國際能見

度. 

資訊工程學系 

1. 邱志義老師於 10/16日，應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康立威教授之邀請，

至該系之專題討論課程進行演講，題目為 Near-Duplicate Video Stream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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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工系林楚迪老師於 102/10/25至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擔任碩士生簡

子欽同學之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3. 資工系林楚迪老師於 102/10/26 至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進行教育部顧問室軟體

工程聯盟協同教學，授課主題為「Bug Tracking System and Debugging 

Techniques」。 

 
 

四、推 廣 服 務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楊仁岡老師於 102年 10月 02日（星期三）下午 13：30~15：

10 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進行專題演講，講題是：應用逆向工程技

術與有限元素分析於甜柿堅實度之研究。 
2. 林肇民老師擔任嘉義市 102 年度地方型 SBIR 審查委員。 
3. 林肇民老師擔任 SCI 期刊 Microelectronic Reliability 之 Reviewer。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文俊與吳振賢老師，於 10 月 24 日接受臺南市政府

委託，赴臺南市白河區進行水土保持計畫施工檢查。 

2.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周良勳系主任與吳振賢老師，於 10 月 25 日接受臺南

市政府委託，赴臺南市東山區進行水土保持計畫施工檢查。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周良勳系主任與吳振賢老師，於 10 月 29 日接受臺南

市政府委託，赴臺南市左鎮區進行水土保持計畫施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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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嘉義縣梅山國小委託，於 10月 7日和 18日完成

「嘉義縣梅山國小 102 年度第二棟教室耐震詳細評估及補強設計監造委託

技術服務案之報告書」審查工作。 

5.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嘉義縣政府委託，於 10 月 30 日辦理「嘉義縣

102 年度水土保持管理計畫」教育宣導活動。 

 
五、學 生 園 地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為歡迎大一新生，同時讓位在蘭潭校區的同學也能與民

雄校區的同學一起認識互動，由大二學長姐籌畫近半年的迎新宿營，特別與

嘉義大學音樂學系一起舉行〝機音〞突變兩系聯合迎新宿營活動，在位於台

南虎頭埤風景區，舉辦為期三天兩夜的宿營活動(2013 年 10 月 11 日～13 日

舉行)活動舉行期間，本系楊仁岡老師(大二導師)、翁永進老師(大一導師)

皆到場給予參與同學關心以及對大一新生期勉，活動結束後參與的新生都表

示歡迎，希望往後能持續舉辦，藉由活動的舉辦也間接帶動學生間的學習和

感情更加地融洽了。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畢業系友與在校學生，參加 102 年國家公務人員高

普考試表現優異，錄取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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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錄 取 科 別 考   試 
邱建豪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吳博智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謝孟勳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陳奕璋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彭志鴻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許程凱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王信文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王心怡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謝幸君 水利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邱建豪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吳博智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吳呈富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蔡承勳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黃柏源 土木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張文泰(大四) 水利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甘方亘 水利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張文馨 水利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王鼎元 水利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謝幸君 水利工程科 102 年公務人員普考 

 

2.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於10月4日與5日辦理迎接大一新生宿營活動， 

  藉著迎新活動使大一新生與學長姐建立和諧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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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於 102 年 10 月 10、11 兩日於台南仙湖農場舉辨迎新宿營活

動，參加全體師生皆留下難忘的回憶！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於 102 年 10 月 11~13 三日於走馬瀨農場與財金系共同舉辨迎新宿營

活動，活動中兩系學長姊用心與努力讓今年迎新有美好的回憶，當然還有電機系每

次迎新必會傳承與表演的”好大一個洞” ，爆笑十足看過的都說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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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1. 102 學年度「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程學系紀念涂煙啖、涂侯慎清寒學生

獎助學金」 

凡本系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之在學清寒學生，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均可

申請。 

(一)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原住民學生、僑生六十五分），操行七十

五分以上。 

(二)  家庭遭遇變故（如單親家庭經濟困難、家長失業中、經商失敗、重病或

家庭發生重大災害等）使經濟發生困難，致使繼續求學發生困難而持有下列

證明者：如住院證明、系主任及導師證明、村里長證明（須敘明困難事實）

等。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02年 10 月 31日止。 

  申請程序：進入本系網頁下載表格，列印後送呈導師核章後繳交至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