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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3年11月 

 
一、行 政 訊 息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系於102年11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機電館系史室召開系友會第五屆

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2. 生物機電系配合校慶活動於102年11月2日上午10時30分，在工程館四樓視

廳教室舉行102年度系友會會員大會，並同時進行第六屆新任理監事改選。

會後於工程館三樓研討室召開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選舉新任常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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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常務監事及新任理事長，理事長的選舉結果由原常務監事林鴻儒先生

當選，中午12時30分在機電館右側廣場舉行系友會餐。 

 
系友大會會場 

 
張建進理事長主詞大會議程 

 
系友餐會會場 

 
連振昌主任於系友餐會致詞 

洪院長於系友餐會致詞 
 

校長蒞臨餐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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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前校長懋麟蒞臨餐會致詞 

 
林前校長中茂蒞臨餐會致詞 

 
農職部致贈全省首屆農機具競賽冠軍獎牌 

 
張理事長介紹新任理事長及理、監事 

 
5專72級畢業系友致贈洪院長榮任院長紀念牌 

 
5專72級畢業系友致贈結婚紀念酒杯 

 
校長蒞臨系友餐會 

 
謝秀娟小姐與舞蹈班學員表演肚皮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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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恭賀生物機電系畢業系友吳敏濟學長（日二專67年畢業）、蔡溪仁學長

（日五專70年畢業）、黃義雄學長（日五專71年畢業）、林茂順學長（日

五專72年畢業）及吳騰彥學長（日五專82年畢業）榮獲本系102年度傑出系

友獎。 

 

4. 恭賀生物機電系畢業系友謝邦雄學長（農職部50年畢業）及張育彰學長

（日二專75年畢業）榮獲102年度傑出校友獎。 

5. 生物機電系友會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於102年10月15日審議通過研究所碩士班

廖唯喻、蔡季廷、楊皓鈞、鄭之堯、張竣智、林威丞；大學部陳昱伸、薛

澄遠、曾心怡；進修部吳威潔、蔡硯伃、陳皇儒等在學同學獲奬。其中研

究所同學每位頒發新台幣5仟元獎助學金，大學部及進修部同學每位頒發8

千元的獎助學金。另有碩士班唐鈺涵同學、大學部江宜庭及吳智正同學、

進修部陳雪峰同學榮獲清元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每位頒發8千元的獎助學

金。以上獲奬同學於系友會聚餐中接受表揚(以下三張照片分別是系友會張

建進理事長、吳冠位副理事長及生物機電系林正亮教授與獲奬同學的合影)。 



 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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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舉辦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與系徽設計(含設計理念及文

字說明)創意競賽，活動日期自11/7起至11/29日截止，參加對象：本系全

體學生。[參賽辦法如列：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部分：正取1名(獎金1000元

及獎狀)、佳作2名(獎金500元及獎狀)；系徽部分：(獎金1000元及獎狀)、

佳作2名(獎金500元及獎狀)]。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許立昇校友熱心助學捐助本校20萬元，提供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學系學生獎助學金之用。 

資訊工程學系 

1.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論文系統上傳說明會開始報名 

本學期謹訂於11月26日(週二)、11月28日(週四)於各校區舉辦一場論文系統

上傳操作說明會，場次如下表： 

校 區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報 名 

新民校區 11月26日(二) 上午10:30 電算中心 D02-214-1 電腦教室 線上報名 

蘭潭校區 11月26日(二) 下午14:00 圖書館 2F 資訊推廣室 線上報名 

民雄校區 11月28日(四) 下午14:20 圖書館 5F C507 資訊推廣室 線上報名 

2. 資工系已完全進駐理工大樓4F、5F、6F，系辦位於4F。  

3. IEET工程認證已於11月26日順利完成。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3年11月19日召開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暨第4次系

務會議，會中討論事項包括：103學年度本系學士班及光電暨固態電子碩士

班課程標準修正案、學生課程抵免作業流程、以及訂定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

專業選修課程可設定之最低限修人數。 

二、教 學 活 動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系於2013年11月27日邀請中升農機公司業務經理林建安學長回系專

題演講，演講題目為「農業機械發展演變與前瞻」。 

2. 生物機電系於2013年11月29日邀請創意工廠總經理李金龍學長回系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為「綜合切削中心機(MC)程式輸入及加工設定」，同時按排於機

http://www.ncyu.edu.tw/lib/register.aspx?register_sn=540&pages=0
http://www.ncyu.edu.tw/lib/register.aspx?register_sn=541&pages=0
http://www.ncyu.edu.tw/lib/register.aspx?register_sn=542&page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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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館實習工場以 CNC 銑床示範講解，並讓同學實地操作練習。由於李經理

有豐富的業界經驗，經由他的生動講解以及生機系洪昇利老師適時引導與補

充，讓與會同學歷經一場豐富的專業饗宴，並對「電腦輔助製造」課程的理

論與實務能有更進階的認識與印證。 

 

 

3. 教育部之「2013產業先進設備全國學生專題實作競賽」於11月29日假國立

臺灣科學教育館盛大舉辦，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艾群教授及楊朝旺老師率領

由大四學生江宜庭、雷世勤、蘇千惠與大三學生陳筱雯、陳朝強等同學所

組成的腦機界面研究團隊，以「應用腦波訊號遙控汽車運行」參與競賽，

榮獲大專組第二名，並獲頒奬金三萬元。今年總計有236隊報名、368名參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213450042&Web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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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只有36隊進入決賽(研究生組22隊、大專組14隊)，競爭非常激烈，能

獲此殊榮實難能可貴。此競賽係為鼓勵國內大專校院學生投入設備產業跨

領域設計、製造，並提升系統設計實作技術能力。競賽內容涵蓋智慧化工

具機、數位化模具、半導體與光電、生物機電及醫療設備等5項重點領域。

期以強化學生動手實作與應用能力，並經由相互觀摩學習，共同激盪新思

維之研發方向，促進新知及技術交流。艾群教授表示該腦機界面研究團隊

目前已有一件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未來將會持續加強研究與產業界合作

開發應用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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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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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周鴻茂董事長 榮聖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橋樑與鋼構的人生-製造技術與創

業經驗 

11/27 許泰文教授 海洋大學 海洋能源發展願景與展望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11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時  間 地  點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1/13 
13:20~15:10 

工程館4樓
視聽教室 

陳希宜 嘉義大學公共政

策研究所 
勇闖禮儀的紅海 

11/27 
13:20~15:10 

工程館4樓
視聽教室 

賴明煌 
副處長 

公路總局五區養

護工程處 
阿里山區公路邊坡保護

工法之研究 

 

 
陳希宜老師演講 

 
賴明煌副處長演講 

資訊工程學系 

1. 資工系林楚迪老師於102/11/15至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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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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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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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雷明峰 博士 
South Silicon Valley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行動電話演進史 1998-2013 

11/20 
滕沛倫 

主任專利師 
何美瑩專利師事務所 戴上專利的眼鏡看世界 

11/27 李鎮宜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巨量資料下的挑戰與機會 

應用數學系 

1.應用數學系11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1/1 
呂金河 
講座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企管系 統計學上反應曲面應用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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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活動海報 

 

 

研習會報到 

 

 

參加統計研習會之校內外人員非常踴躍 

 

 

演講人統計學專家呂金河教授深入

淺出舉例說明 

 

三、研 究 訊 息 

資訊工程學系 

1. 103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 

學

制 
考試時間 招生人數 考試科目 

碩

士

班

推

甄 試 日

期： 

102 年 11

14名 1. 資料審查: 40%  

一、自傳、研究計畫及學術資料(代表著作、專題研

究作品或相關研究、工作經驗)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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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考

試 

月9日(六) 

 

口試：上

午9點起 

 

地點：本

校蘭潭校

區理工大

樓4樓 

二、在校成績及其他足以佐證資料或優良事蹟佔
20% 

 

2. 口試: 60% 

一、資訊工程專業知能佔30% 

二、研究潛力佔30% 

 

詳細資料請查閱招生簡章或至本校招生網頁查詢 
http://www.ncyu.edu.tw/enroll/itemize_list.aspx?site_c
ontent_sn=16847  

 

招生簡章內容依本校招生系統公告為主 

碩

士

班 

一律網路

報名 

 

報 名 時

間： 

102.12.18
-12.26 

一般生13
名 

在 職 生 1
名 

考試科目： 

離散數學、資料結構 

 

考試時間： 

103年02月12日(三)  

 

考試地點： 

台北考區-考選部國家考場(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

段72號) 

嘉義考區-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詳細資料請查閱招生簡章或至本校招生網頁查詢 
http://www.ncyu.edu.tw/enroll/itemize_list.aspx?site_c
ontent_sn=12727 

 

招生簡章內容依本校招生系統公告為主 

博

士

班 

一律網路

報名 

 

報名時間

3名 考試項目與配分： 

 

1.資料審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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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4.23
-04.29 

 

2.口試-60% 

 

詳細資料請查閱招生簡章或至本校招生網頁查詢 
http://www.ncyu.edu.tw/enroll/itemize_list.aspx?site_c
ontent_sn=12726 

 

招生簡章內容依本校招生系統公告為主 

 

應用數學系 

嚴志弘副教授受邀演講 

日期 出席地點 演講題目 

11/20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Interesting Problems and Results on 
Polyominoes and Polycubes  

嚴志弘副教授受邀研討會演講 

日期 出席地點 研討會名稱 演講題目 

11/21 國立交通大學 
第三屆台印離散數

學研討會 

On r-Linear 
Labeling of 
Polycubes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陳思翰教授、李佾儒同學、余昌峰副教授、高柏青副教授期

刊論文發表：S.-H. Chen*, Y.-R. Li, C.-F. Yu, C.-F. Lin, and P.-C. Kao, 

"Enhanced luminescence efficiency of Ag nanoparticles dispersed on indium tin 

oxide for polymer light-emitting diodes", Optics Express 21, 26236 (2013 
November). (SCI)。 

2.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教授期刊論文發表：Ie-Hong Hong (洪一弘),* Yung-

Cheng Liao (廖永正 ), and Yung-Feng Tsai (蔡永豐 ), "Template-directed 

atomically precise self-organization of perfectly ordered parallel cerium silicide 

nanowire arrays on Si(110)-16 × 2 surfaces",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8, 458 
(2013 November).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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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物理系蘇炯武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Chiung-Wu Su*, Yen-Chu 

Chang(張硯筑), and Sheng-Chi Chang(張勝棋), "Magnetic phase transition in 

ion-irradiated ultrathin CoN films via magneto-optic Faraday effect", Materials 
6(11), 5247-5257 (2013 November) . (SCI)。 

四、推 廣 服 務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於102年11月11日（星期一）下午13：00~17：00，於

本系精密量測實驗室，舉辦拉伸試驗機教育訓練研習。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吳呈懋兼任助理教授，於11月4日接受嘉義縣梅山鄉

大南國小委託，赴該校擔任嘉義縣102年度防災教育教案甄選比賽評審。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李瑜章教授於2013年10月至11月間獲邀三場演講與成果發表，

其細節如下:  

1. 10月11日獲邀至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 Synthesis of 

Highly Substituted Pyrrolizidine and Indolizidine Derivatives from Tricyclic 
Lactones。 

2. 11月19至21日獲邀至國立師範大學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ic Reactions (ISOR-2013) 演講，題目為 Synthesis of 

Highly Substituted Pyrrolizidines and Indolizidines from Tricyclic Lactones。 

3. 11月23至24日獲邀至暨南大學舉辦之102年中國化學會進行專題演講，題目

為 Synthetic Applications of Tricyclic Lactones。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教授於2013年11月應邀擔任 "Journal of Electronic 

Materials"及"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SCI期刊論文的 Reviewer。 

2. 電子物理系黃俊達教授於2013年11月12日8:30-12:30主辦由本校102年教學卓

越計畫（F5：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項下）所支持之「能源科技講座」，本

次講座邀請97級傑出光電所校友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張硯筑工程師講授

「LED 基礎磊晶技術及原理」、以及能源領域專長的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副組長翁敏航博士講授「太陽能電池技術的發展現況與挑戰」，以實務技

術面切入現今能源產業之議題。會後並有電物系蘇炯武副教授、100級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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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校友林力上先生與會一同參與座談，並就實際業界環境、輔導求學等面向

給予在場聽眾一些建言與參考，本次講座參與人數逾60人，場面熱絡。相關

活動細節及照片請參考網址：http://www.phys.ncyu.edu.tw/102_energytech/  

                                     

                                    

   

 

 

五、學 生 園 地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大一同學，於本月中進行蘭潭風景區周邊環境整潔清掃

與校外服務學習活動。 

http://www.phys.ncyu.edu.tw/102_energy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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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土木組學生侯蘋倪及陳薏婷，分別榮獲中華民國

地圖學會主辦之全國第三屆電腦地圖繪製比賽優勝奬及佳作。本年度比賽獲

奬者共有6位，嘉大土木即佔2席，成績亮麗，指導老師為陳錦嫣老師，全

校師生同感榮耀。 

 

資訊工程學系 

1. 103專題競賽實施 

http://www.ncyu.edu.tw/csie/itemize.aspx?itemize_sn=81587&pages=0&site_content_sn=1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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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間：102年12月4日（星期三）上午10：00至下午16：00 

2. 地點：實體與海報展示：理工大樓四、五、六樓中廊 

3. 內容發表：理工大樓402、403及413教室 

電機工程學系 

1. 11/6 (三)電機工程系由謝奇文副教授和梁耀仁助理教授帶領大三暨碩士生

校外參訪台中矽品科技及中科管理局. 

 

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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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於102年11月23~24兩日參加於銘傳大學所舉辦之統研杯籃球與排球比賽，

籃球項目取得季軍的佳績。 

應數系於102年11月1日參加校慶啦啦隊比賽，表現可佳並從中學習到生活教育、

培養團隊合作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