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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3 年 1 月 
一、行 政 訊 息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於 2013 年 1 月榮獲系所執行「101 年度教育部 99 學年度畢業

後一年流向調查」第 1 名並於 1 月 8 日校務會議中由高柏青副教授代表本系

公開受獎。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系與自動化研究中心於 102 年 1 月 28 日辦理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委託之 101 年度第 3 梯次氣壓職類乙級術科測試(另訂於 102 年 2 月 4 日還

有一梯次的測試)，地點在生機系機電館氣壓實驗室舉行，檢定內容包括：

氣壓及控制迴路設計、元件選用、裝配調整及故障檢修等相關技術。檢定過

程順利圓滿。 

 
測試前公開用電腦以亂數方式決定試

題的選項及相關的計算參數 

 
應檢人依序自行抽選應試題目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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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人進行書面的氣壓控制迴路設計 

 
應檢人進行氣壓迴路的裝配 

 
應檢人進行氣壓迴路的裝配 

 
監評員檢查考生裝配的迴路是否滿足

指定的控制要求 
 

二、教 學 活 動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2013年1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3 
王逸琳

教授 

成功大學工業

與資訊管理學

系暨資訊管理

研究所 

Problems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related with 
Bike Sharing Systems 

 

應用化學系 

配合國科會科教處 101年度科普計畫及大二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應用化學系大學部二年

全體同學，由陳清玉主任領軍，於 102年 1月 2日至嘉義縣民和國中進行化學推廣教育。

活動內容除了液晶材的簡介外，還有實驗操作，由大二學生擔任助教，帶領民和國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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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全部學生利用膽固醇的衍生物合成液晶，並製成簡易的温度計。利用「動手做」的

方式提昇國中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於 1月 18日邀請台灣營建研究院鄭宗岳先生，擔任「工

程實務經驗與施工圖解說」講習會講員。 
 
電 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1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9 
魏嘉建

教授 
中山大學 

電機系 

Optical OFDM transmission in long-reach 

access networks employing intensity- 

modulation and direct-detection 

 

 
三、研 究 訊 息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 
(1) Fang-Wen Sheu* and Heng-Jian Jhang, "Capturing a reflective 

cross-sectional image of an optical fiber with partially coherent laser light to 
measure the refractive index profile of a multimode optical fiber," Optics 
Express 21, 2408-2413 (2013 January). (SCI)。 

(2) F. W. Sheu*, J. Y. Chen, "Observing cross-sectional images and averaged 
optical patterns of photonic crystal fibers using partially incoherent laser 
ligh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Optical Society - Rapid Publications 8, 
13003 (2013 January).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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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Po-Ching Kao*, Jing-Yuan 
Wang, Jie-Han Lin, Cheng-Hsien Yang, "Effects of the Na2CO3 dopant on 
electron injection and transport i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s", Thin Solid 
Films 527,  338 (2013 January). (SCI)。 

3. 3.「2013中華民國物理年會暨成果發表會」於2013年1月29～31日在國立東

華大學舉行，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陳思翰教授、陳穗斌副教授、蘇

炯武副教授、陳慶緒副教授、高柏青副教授指導學生參加，並發表多篇研討

會論文： 
(1) 魏銓融、許芳文*，"環型光纖雷射非線性光學波長轉換"。(poster 

OE-P2-113) 
(2) 陳暐鈞、陳思翰*，"利用掃描探針顯微技術研究氧化鋅鎵薄膜之奈米級

光電特性"。(poster SS-P1-036) 
(3) 陳 穗 斌 ,"The bias-voltag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the tunneling 

magnetoresistance in a ferromagnet-metal-insulator-ferromagnet magnetic 
tunneling junction"。(poster MM-P1-048)  

(4) 蘇炯武,"Determination of hexagonal perfect II-IV crystal surface by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poster SS-P1-039)  

(5) 蘇炯武，"計算機輔助教學對於物理系專業實驗教學之影響"。(AE-O3-2) 
(6) Yue-Heng Wu( 吳 岳 恆 ) 、 Ching-Hsu Chen( 陳 慶 緒 )*,"Lifetime 

measurements in presence of reabsorption saturation in a ruby "。(poster 
OE-P2-045) 

(7) Sheng-Ti Chung(鐘聖迪)、Ching-Hsu Chen(陳慶緒)*,"Lifetime shortening 
and lengthening due to atom-field coupling and radiation trapping "。(poster 
OE-P2-046) 

(8) 高柏青*﹑許景瑞﹑林燁凱﹑黃建舜, "具LiF/Al/MoO3多層膜陰極之透明

有機二極體光電性質之探討", (poster, SN-P1-105) 
(9) 高柏青*﹑林燁凱﹑邱靖慈, "具鎳金屬奈米結構有機記憶體元件電特性

之研究", (poster, SN-P1-106) 
(10) 高柏青*﹑鄭瑋傑﹑林燁凱﹑王梓任, "氧化鉬陽極緩衝層對有機發光二

極體電荷注入與光電性質之探討", (poster, SN-P1-113)  

4. 電子物理學系蘇炯武副教授於2013年1月2～4日至新加坡參加2013國際奈米

電子會議(International Nanoelectronics Conference-INEC 2013)發表壁報論文：

蘇炯武，"Determination of Surface Roughness by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 
(poster, program 4，ID: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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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子物理學系林立弘副教授於 2013 年 1 月 29 日～2 月 1 日至韓國成均館大

學參加國際研討會 Workshop on Electronic and Optical Properties in 
Semiconductor Structures 發表口頭論文：,林立弘，"Conductance fluctuations in 
semiconductor heterostructures", (oral)。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陳榮治主任於 2013 年 1 月 6~10 日參加美國夏威夷國際會議並發

表論文：A Study of Supporting Strategies on the Teaching of Calculus。根據大

會書面報告，本次共有來自全球 37 個國家 1300 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分享研

究心得。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林肇民老師:參加 ICMEM 2013 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海南島三亞市)，論文題

目: Composite 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四、推 廣 服 務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教授於 2013 年 1 月應邀擔任"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SCI 期刊論文的 Reviewer。 

2.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於 2013 年 1 月應邀擔任"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SCI 期刊論文的 Reviewer。 

3.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教授於 2013 年 1 月應邀擔任"2013 中華民國物理年會

暨成果發表會"之「表面科學組」的壁報評審。 
4.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於 2013 年 1 月應邀擔任"2013 中華民國物理年

會暨成果發表會"之「半導體組」的壁報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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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子物理學系陳穗斌副教授於 2013 年 1 月應邀擔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論文評審。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文俊老師，於 1 月 8 日接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

技術研究中心委託，擔任「MOTC-IOT-101-H2EB001d 淡水河下游及河口附

近水理輸砂及地形變遷研究」採購案之評審委員。 

2.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文俊老師，於 1 月 8 日接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

技術研究中心委託，擔任「MOTC-IOT-101-H2EB001a 臺北港海岸地形變遷

數值監測模式研究」採購案之評審委員。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文俊老師，於 1 月 8 日接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

技術研究中心委託，擔任「MOTC-IOT-101-H2EB001h 臺北港水深地形資料

檢核及侵淤特性研究」採購案之評審委員。 

電 機工程學系 
1. 電機系林士程助理教授於 1月 16日擔任國立中正大學通訊資訊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楊念祖、張豐裕同學之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2. 電機系林士程助理教授於 1月 21日擔任國立海洋科技大學微電子研究所施明

偉同學之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陳榮洪老師：擔任 CLIMA 2013-11th REHVA World Congress and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AQVEC 論文審查。 

2. 丁慶華老師：擔任 Biomedical Engineering-Applications, Basis and 

Communications 期刊論文審查。 

3. 林肇民老師：擔任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所沈晏德同學之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五、學 生 園 地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系系學會於 2013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於圖資大樓地下室演講廳

舉行｢會員期末大會｣報告系學會的財務現況及本學期所辦活動的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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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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愷同學參加 2012 紐倫堡發明展，榮獲銅牌

獎。 

2.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四鄭琳縈同學榮獲錫綬獎學金 10000 元整。 

3.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二陳昱婷同學榮獲錫綬獎學金 10000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