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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3 年 5 月 
一、行 政 訊 息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於 2013 年 5 月 2 日至 3 日，完成「102 年度大學院校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實地訪評。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本系擬於 2013 年 8 月 5~6 日舉辦 2013 機械與能源夏令營，將採用輕鬆的觀

摩教學與動手做，活動中透過特色實驗室的活動可以學習初級能源如何被轉

換成電力、電力如何藉由機械設備轉換成另類有用的能量；石油將會枯竭，

生質汽油/柴油或許有會取代石油，實驗將說明生質柴油在引擎上的如何；電

力或是引擎產生巨大的機械能(速度與力量)，這些能量會用來進行精密機械

加工，藉由電腦，可以將概念描繪成圖，並透過五軸或四軸工具機進行製作；

如構想太複雜，可用時下流行的 3D 轉印技術，進行立體模型的產製。相關

注意事項及報名表請於本系首頁最新消息下載。 

二、教 學 活 動 

應用化學系 

1. 應用化學系於 6 月 5 日（星期三）特邀請日本北海道大學的 Prof. Tamotsu 
Takahashi (高橋 保教授)至嘉大演講，講題為 Second Ring Adduct of Pentacene 
in Material Chemistry。 

2.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 5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5/29 
林景隆

教授 
成功大學 
數學系 

Quantitative uniqueness for the Stokes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黃文祿助理教授於 102 年 5 月 20 日晚上 6：30 在生機系

4F 視聽教室為進修部同學舉辦「職涯座談會」，邀請洹豪科技公司余銘仁

董事長參與座談並進行演講，講題:「職場競爭力的面面觀」。會中余董事

長勉勵每位同學應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廣泛擷取知識、充實技能及開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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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視野，勇於接受社會的歷練及挑戰，琢磨出一條屬於自己開創的路，同

時秉著活到老學到老精神，隨科技發展而成長，必將擁有自己的新天地。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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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13:20~15:10 

工程館 4樓
視聽教室 

林家慶 
講師 

中國生產力勞

工安全衛生課

程講師 

如何成為百萬年薪的嘉大

土木人?由營造業內部組織

與證照說明及分析談起 
2.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錦嫣老師獲土木系教學績優教師,參加理工學院

教學績優教師評選。 

資訊工程學系 

1. 本校資工系葉瑞峰老師於五月十六日假資工系系館舉辦 2013 智慧感知應用

研討會，其中邀請到國立高雄大學資工系陳佳妍教授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

子系陳朝烈教授，針對智慧感知應用之技術應用與產學合作進行交流。理工

學院柯建全院長及資工系章定遠主任與資工系多位老師均參與此一盛事，並

熱烈進行雙向溝通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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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5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5/15 
張七鳳  

博士 
中央研究院基

因體研究中心 
核磁共振簡介及其應用 

5/22 
葉建宏

博士 

工業研究院 

資訊與通訊研

究所 
具寬頻照明之 LED可見光通訊技術及其應用 

5/29 
林惠勇

教授 

中正大學 

電機系 
視覺研究於機器人及人機互動之應用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本系於 5 月 29 日邀請王偉成博士專程回國進行專題演講，題目: Alternative 
Transportation Fuel and Bio-Energ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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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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Dar Hwang* and Don-Ru 
Hsieh(謝東儒), "A Surface-Plasmon-Enhanced Silicon Solar Cell With 
KOH-Etched Pyramid Structure", IEEE Electron Dev. Lett. 34, 659-661 (2013 
May). (SCI)。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黃文祿老師於 102 年 5 月 22 日參加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

才及研究成果展，並在會場展出由他研發的"蓮子脫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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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林肇民老師：指導本系大學部二年級李岳芳同學，以研究題目：射出成型元

件之纖維效應影響分析，獲得通過 102年度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四、推 廣 服 務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蘇炯武副教授於 2013 年 5 月 26 日受邀參與國家政策基金會所

舉  辦之雲嘉南學者座談會，其中以附件議題提出個人建議與看法，馬總統

英九先生亦親自與會說明回答在場 17 位學者專家之答問，各部會亦有高層代

表與會參與專業答覆，其餘未完成之問題，則由各專責單位負責，並已經完

成個人通信回覆。 
議題二十三 希望政府致力改進學界價值扭曲之問題 

提案單位 嘉義市 蘇炯武（嘉義大學物理學系副教授） 

權責單位 教育部 

說明 

從近來大專院校學者因研究核銷事被調查約談，震撼整個

高教體系。此外，為了爭取在國際期刊刊登文章，不少教

授過勞、自殺；且現階段台灣的學生一點都不尊師重道。

這樣的環境造成許多教授對於學術界的發展感到灰心，並

希望他們的下一代不要重蹈覆轍。希望政府致力改進學界

價值扭曲之問題，讓為師者都能像芬蘭一樣，以身為教師

為終身職志。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陳嘉文教授及陳榮治主任於 5 月 1 日擔任嘉義縣全縣中小學科學

展覽競賽數學組評審委員。 
2. 應用數學系協助教發中心辨理「101-102 大專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針對「教師學習方案-專業知識精進學程計畫」，至合作高中進行數學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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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鄭博仁助理教授於 5 月 9 日到嘉義縣立永慶高中進行數學科教師輔導，

演講主題為「數學遊戲與相關數學原理」。 

 
鄭博仁老師介紹數學遊戲 

與相關數學原理 

 
參與老師操作兩個圓環 
變正方形剪紙遊戲 

 
參與老師展示紙鈔對折魔術學習成果 

 
剪紙遊戲─足球 

3. 應用數學系陳榮治主任於 5 月 24 日應邀到國立嘉義高中進行演講，演講主題

為 Curr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周良勳系主任獲土木系服務績優教師,參加理工學

院服務績優教師評選。 

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梁耀仁助理教授 5 月 9 日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電機系 seminar
演講，演講題目為： Multiple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s Estimation in 
MIMO-OFDM Systems。 

五、學 生 園 地 

電子物理學系 

1.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碩士班於 5 月 30 日在電物二館一樓大廰舉行

「光電暨固態電子碩士班畢業研究論文壁報競賽」。所有碩二研究生的壁報

解說皆非常詳細，系上老師除了用心評審還提供許多建議。活動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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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於2013年5月29日下午1:20在工程館視廳教室舉辦「師生

座談會」，由系主任連振昌主任主持，藉由面對面座談機會了解同學們的需

求及想法，同時宣導系務及相關規定，隨後舉辦系學會幹部交接，並由系學

會指導老師洪昇利副教授頒發感謝奬狀給卸任的系學會幹部，以嘉勉他們一

年來為同學的付出與貢獻。會後舉行由學生輔導中心魏郁潔老師與同學分享

學習與讀書策略，主講題目:成為學習大富翁。 

 
連主任報告 

 
連任主任進行系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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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頒發當選證書給新任系學會會

長 

 
舊任會長發表卸任感言 

 
洪昇利老師頒發感謝奬狀給御任的

系學會幹部 

 
輔導中心魏郁潔老師分享學習與讀

書策略 
 
2. 恭賀生物機電系同學參加本次「理工盃」各項競賽，分別榮獲壘球冠軍、壘

球九宮格冠軍、排球亞軍及橋牌亞軍。 
3. 生機系進修部系學會於5月13日晚上6點30分，在生機系機電館一樓大廳舉辦

送送舊餐會，在學同學帶著不捨的心情歡送學長姐，祝福他們未來的人生旅

程一帆風順、前程似錦，活動在歡笑聲與離情依依的氛圍中圓滿落幕。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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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於 5 月 18 至 19 日在臺大參加本年度大土盃

競賽，榮獲女籃冠軍。 
2.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積極參與系內盃各項競賽，各項競賽成績如下： 

競 賽 項 目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桌  球 土木組大二 水利組大一 水利組大四 
男  籃 土木組大四 水利組大三 水利組大一 
排  球 土木組大四 水利組大四 土木組大二 
羽  球 土木組大四 土木組大二 土木組大三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內盃羽球比賽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內盃桌球比賽 

 

資訊工程學系 

1. 資工系系學會於 2013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舉辦系內盃之壘球比賽，藉由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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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促進系上各年級之交流。 

  
2. 資工系系學會為了促進同學們之間的感情交流，及藉由球類運動了解團隊合

作的重要，於 2013 年 5 月 27 日至 31 日舉辦系內盃之排球比賽。 

  
 

電機工程學系 

1. 電機工程學系徐超明教授指導大三專題生沈立評、林梓豪、張瀚文、黃建銘

參加教育部舉辦「101 學年度大學校院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榮

獲系統設計組「值的注目獎」!! 
2. 電機工程學系甘廣宙教授指導學生參加由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委辦、南台

科技大學承辦與教育部PAL聯盟主導之「2013年奇景盃 IC佈局設計競賽」，

榮獲： 
(1)  郭俊邑同學、林珈安同學榮獲次優(第三名)。 
(2)  陳思涵同學、吳東翰同學榮獲佳作。 
(3)  黃冠淳同學榮獲競賽完成獎。 

3. 電機工程學系今年畢業班學生升學碩士班榜單： 
李昱霆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李昱霆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晶片系統組 
李俊廷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李翊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李翊瑋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周英爵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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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弘麒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林弘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林伯晉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林建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翁偵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翁偵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翁偵璋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晶片系統組 
翁偵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高楷博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高楷博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涂良碩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陳宥蓁 國立中山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陳宥蓁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陳睿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碩士班 
陳潤生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黃炫貴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黃炫貴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磁晶片組 
黃炫貴 國立交通大學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黃炫貴 國立交通大學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黃炫貴 國立成功大學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黃炫貴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微電子組 
黃炫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楊仁傑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楊仁傑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楊政凱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楊家漢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楊義強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詹宗杰 國立中正大學 光機電整合工程研究所 
榮鎮萱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趙偉翔 國立中山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趙偉翔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趙偉翔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劉周倫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劉周倫 國立交通大學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劉周倫 國立交通大學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劉周倫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鄭至佑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鄭詠霖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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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詠霖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蘇倢倫 國立中興大學 精密工程研究所 
蘇新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蘇新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顧庭瑀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甲組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本系同學參加全校合唱比賽，在全系努力準備練習下，表演精彩獲得佳績，

充分展現機械人在人文及藝術領域的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