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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3年6月 

 
一、行 政 訊 息 

 
應用數學系 

1. 恭賀應用數學系吳忠武教授榮獲101學年度服務績優教師「服務傑出獎」。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恭賀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郭鳳瑞助理教授榮獲101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績優

奬」。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一土木組導師陳永祥老師，指導大一服務學習

榮獲本校101學年度服務學習三名「特優獎」之一。 

2.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一水利組導師陳錦嫣老師，指導大一服務學習

榮獲本校101學年度服務學習三名「特優獎」之一。 

 
陳錦嫣老師帶領學生協助整理獨居林

老太太的住宅 

 
陳錦嫣老師帶領學生協助整理獨居林

老太太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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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祥老師帶領學生協助興龍橋清掃

與油漆 

 
在整潔的興村里環保生態花園與林里

長、李副總幹事合影 

 
陳永祥老師帶領學生協助嘉義紅十字

會進行防汛期物資與防災整備工作 

 
嘉義紅十字會莊哲嘉總幹事說明永久

屋綠建築概念(雨水儲存裝置) 

 
莊哲嘉總幹事說明永久屋建造之目的  

於永久屋社區與莊哲嘉總幹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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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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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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登載) 

 

 

二、教 學 活 動 

 
應用數學系 

1,應用數學系6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6/6 
許瑞麟

教授 

成功大學 

數學系 
Recent progresses on QPQC and its application 

6/14 
林育如

研究生 

嘉義大學 

應數系 

電腦輔助證明退化瞬間回復排斥子與高維度非

線性 Leslie 的人口模型混沌吸引子的存在性 

6/14 
王薰暘

研究生 

嘉義大學 

應數系 

研究在延遲付款條件和整數策略下的聯合補貨

問題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於2013年6月4日及6月11日大學部生物產業機械實習時間，

邀請正和農機修護廠負責人吳明學先生演講，演講題目分別為「曳引機共軌

引擎」及「曳引機油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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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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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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13:20~15:00 

工程館3樓
會議室 

楊宏志  
教授 

美國西維吉尼

亞大學土木系 
網際實體科技在防災監控

的運用 

2.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王久泰老師於6月13日帶領大二學生參訪嘉義市地政事

務所。 

 

資訊工程學系 

1.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專題討論課於2013年6月6日邀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盧錦隆教授演講，演講題目為 Assembling Contigs in Draft Genomes Using 

Genome Rearrangements。 

        

  
三、研 究 訊 息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嚴志弘副教授發表期刊論文： 

(1) Bor-Liang Chen, Ko-Wei Lih, and Chih-Hung Yen* (2013), Equivalence of 

two conjectures on equitable coloring of graphs,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25 (4), 501-504. (SCIE) 

(2) Chih-Hung Yen* (2013), On r-equitable coloring of complete multipartite 

graphs, Taiwanese Journal of Mathematics, 17 (3), 991-998. (SCI) 

2. 應用數學系陳曉倩助理教授發表期刊論文：Pan, J. N. and Chen, S. C.* (2013), 
A loss-function based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reliability improvement of an 
engineering desig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40 (14), 5703-5708.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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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數學系嚴志弘副教授於2013年6月27日至7月4日出席研討會發表論文: On 

r-Linear Labeling of Polyominoes，第七屆海峽兩岸圖論與組合數學學術會議，

湖南長沙，大陸。 

 

電子物理學系 

1.電子物理學系陳穗斌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Sui-Pin Chen, "Bias-voltage 

controlled resistance in a magnetic tunneling junction with an inserted thin metallic 
layer", Thin Solid Films 537, 198-201 (2013 June). (SCI)。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林肇民老師前往香港參加 ICMTM2013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

Processing Optimization of Optical Lens in the Injection Molding。 

 

四、推 廣 服 務 

 
應用數學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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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程」，陳榮治主任於102年6月26日下午到國立新港藝術高

中演講，講題是: 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電子物理學系 

1.電子物理學系余昌峰副教授所主導高中優質化計畫，於2013年6月21日至新港

藝術高中執行老師端專業知識精進學程。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學系102年6月24日在工程館視廳教室辦理「臺荷新興溫室

技術交流研討會」，會中邀請荷蘭 Wageningen UR Greenhouse Horticulture 溫

室園藝專家 Dr. Silke Hemming 來臺進行「現代溫室生產：有效利用資源」專

題演講，以及臺灣三欣園藝公司曾明進先生演講「臺灣文心蘭產業面面觀-設

施篇」，同時也邀請荷蘭溫室廠商(VEK Adviesgroep BV、Hoogendoorn、

A.&N. Luiten BV、GM Food Safety Group 等)與臺灣溫室廠商一對一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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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也蒞臨致詞。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艾群表示，臺灣的蝴蝶蘭、

文心蘭..等花卉享譽全球，國內許多精密溫室皆仿效荷蘭溫室製造。嘉義縣政

府因此特別委託本系辦理本次研討會，並透過荷蘭駐臺北荷蘭貿易暨投資辦

事處 Gert Stiekema 主任兼農業處長邀請荷蘭專家與會，以提升臺灣溫室興建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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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試驗所蔡致榮 主任秘書主

持研討會議程 

 
本校 校長蒞臨致詞 

 
嘉義縣農業處林良懋 處長蒞臨致詞 

 
荷蘭瓦漢寧恩大學Silke Hemming 博

士 專題演講 

 
三欣園藝公司負責人曾明進 先生專

題演講 

 
荷蘭溫室廠商 VEK Adviesgroep BV 

總經理 Willem Nat 專題報告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周良勳系主任與吳振賢老師，於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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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文俊與吳振賢老師，於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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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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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陳榮洪主任：擔任嘉義市政府地方型 SBIR審查委員。 

2.林肇民老師：擔任嘉義市政府地方型 SBIR審查委員。 

 

五、學 生 園 地 

 
應用數學系 

1. 應用數學系於102年6月3日18:30舉辦送舊晚會歡送畢業生，為他們留下難忘

的回憶！ 

 
送舊晚會—遊戲時間 

 
送舊晚會—跳舞吧 

 

電子物理學系 

1.電子物理學系分別於2013年6月6日及6月13日兩天在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

辦101年度電子物理學系「大學部專題研究競賽」及「碩士班研究論文競賽」。

大學部競賽之目的是為鼓勵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加強研究發展與實驗操作

能力，藉此提升學生實驗操作、分析、寫作、表達等技巧，俾利於同學將來的

研究深造，及提供同學之間切磋觀摩專題論文發表之機會以提昇本系研究與學

習之風氣。碩士班競賽之目的是為促進碩士班研究生充分瞭解論文發表與半導

體光電業界運作之密切性，並且能透過此論文競賽將所獲得之研究成果謹慎組

織及成果化，進而培養優秀的半導體光電研發人才。競賽方式分二階段進行: 

(1)初賽為紙本論文的書面審查(碩士班研究論文競賽增加壁報展示內容審查)；

及(2)決賽為口頭簡報與答辯。本次競賽競爭激烈，大學部競賽活動有6位學生

投稿，碩士班競賽活動有16位研究生投稿。初賽經由電物系全體教師評審後，

擇優選出前五名同學，該入選之五位同學再提出論文口頭簡報進行決賽。為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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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舉辦碩士班競賽的決選，除了電物系全體教師擔任校內評審，還聘請華邦電

子微製像技術開發部黃兆義經理來擔任外校評審。 

 大學部專題研究競賽之得獎順序：第一名謝東儒同學、第二名林燁凱同學、第

三名許景瑞同學、佳作為張恆健及盧義軒兩位同學。每位得獎者及其指導教師

皆獲頒獎狀乙紙。碩士班研究論文競賽之得獎順序：第一名邱靖慈同學、第二

名屈郁雅同學、第三名鐘聖迪同學、佳作為呂孟涵及陳暐鈞兩位同學。每位得

獎者及其指導教師皆獲頒獎狀乙紙。恭喜以上同學獲獎。 

 本次兩項競賽活動除了可訓練學生的實驗操作、分析、寫作、表達能力及應答

能力，本次競賽活動也讓大學部的學弟妹一起參與來聽取系上各實驗室的研究

成果，以增加對系上各實驗室的研究興趣，進而瞭解如何找到適合自己興趣的

實驗室以及增加修讀專題研究的意願，為將來的研究所之推甄做準備或及增加

報考本系碩士班的意願。 

 本次兩項競賽活動可以圓滿成功，特別要感謝資訊委員會召集人 蘇炯武老師在

兩項競賽網頁及評分表的精湛製作，使得學生可以順利的報名與投稿，也讓系

上老師能正確且客觀地評分。另外，還要感謝系辦 邱于秦小姐、林尚逸先生

及王梓任、陳麒文、葉權太、魏銓融、楊椀軫與王升佑等六位研究生的辛勞幫

忙。 

 

活動照片 

  
林燁凱同學的口頭報告 謝東儒同學的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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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瑞同學的口頭報告 盧義軒同學的口頭報告 

  
第一名 謝東儒同學與陳思翰系主任合照 第二名 林燁凱同學與許芳文老師合照 

 

 

第三名 許景瑞同學與蘇炯武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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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靖慈研究生的口頭報告 呂孟涵研究生的口頭報告 

  

鐘聖迪研究生的口頭報告 陳暐鈞研究生的口頭報告 

  

屈郁雅研究生的口頭報告 系上教師及學生參與活動的現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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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校評審與參賽者的提問 
第一名 邱靖慈研究生與華邦電子微製像技術開發部

黃兆義經理合照 

  

第二名 屈郁雅研究生與陳思翰系主任合照 第三名 鐘聖迪研究生與高柏青老師合照 

  

佳作獎 呂孟涵研究生與許芳文老師合照 佳作獎 陳暐鈞研究生與蘇炯武老師合照 

 

2.電子物理學系於2013年 5月29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行102級的系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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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3年6月6日晚上，在小原婚宴餐廳舉行「送舊晚

會」。 

 

   

         

 
4.電子物理系強調理論與實作結合、縮短學用落差，本次十分感謝校教學卓越

計畫 C6產學聯結子計畫項下之支助，實踐本系產學合作的第一步；本次電子

物理系業界見(實)習結合大二課程—實驗物理(II)，安排至嘉義市鄰近之「嘉友

電子」進行見習參訪，活動目的為增進學生對職場的了解以及提昇學習動機，

附加價值為縮短學用差距、豐富教學內容、強化學生就業力；除了專業領域之

充實外能有機會至產業進階認識，並透過見習將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許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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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本次見習機會難得，尤其參訪單位為首屈一指的無線及有線麥克風電

子製造商，每部門之介紹既陌生又新鮮，很高興任課教師蘇炯武老師安排本次

見習，接觸以前從未接觸的領域，受益良多。 

 此外，嘉義大學長久以來整體一直與相關產業界保持良好關係並簽署產學合作，

藉由校爭取之教學卓越計畫積極推廣見(實)習活動，目前已初步見到實質成效;

其目標以培養學生正確之職場求職態度與拓展學生的產業視野，藉此孕育兼具

科技專業、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的科技工程人才為本系目的。期許嘉義大學電

子物理系持續精進，在南台灣學界中扮演舵手的角色、培養出工業界中堅的人。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應屆畢業生錄取研究所碩士班榜單： 
姓    名               錄 取 學 校 與 系 所 
蔡心偉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己組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戊組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戊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戊組 

黃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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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與控制研究所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系控制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系控制組 

林昱良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所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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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乙組 

蔡旻翰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丁組(系統Ｃ組)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王佳富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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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甲組 

劉育源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丁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林佳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甲組6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戊組 

莊晴陽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卓民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劉哲甫 
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楊偉強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邱聖育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李威昇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洪嶙清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所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所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所 

蔡致翔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http://icross.cc/102/master/1304-national-chiao-tung-university
http://icross.cc/102/master/100042308-303-c-department-of-mechanical-engineering-group
http://icross.cc/102/master/1315-national-cheng-kung-university
http://icross.cc/102/master/100043457-512-b-department-of-mechanical-engineering-group
http://icross.cc/102/master/1327-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
http://icross.cc/102/master/1307-national-chung-hsing-university
http://icross.cc/102/master/100042789-a-set-of-the-general-department-of-mechanical-engineering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428013851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65804842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841175820
http://icross.cc/102/master/1303-national-taiwan-university
http://icross.cc/102/master/1307-national-chung-hsing-university
http://icross.cc/102/master/100042789-a-set-of-the-general-department-of-mechanical-engineering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61056846
http://icross.cc/102/master/1303-national-taiwan-university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193713980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0828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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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乙組 

高從華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景維恩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蘇姵宇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在校生與系友參加102年農田水利會考試獲正取

名單如下: 

姓  名 錄  取  區  域 錄  取  項  目 

林盈君 雲林農田水利會 灌溉管理人員 

陳宣志 彰化農田水利會 工程人員 

陳冠佑 雲林農田水利會 工程人員 

吳宗晏 雲林農田水利會 工程人員 

謝豐澤 花蓮農田水利會 工程人員 

 

電 機工程學系 

1.電機工程學系於6月13日在綜合教學大樓地下一樓舉行「電磁與高頻微波元件

設計、量測與應用」產學研習會暨嘉大電機系101學年度大學部電機專題發表。

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彰師大電機系陳良瑞 教授、雲科大電機系 蘇國嵐 教授、

國家研究院儀科中心 陳志彥博士、義明科技 吳高彬處長、Rohde & Schwarz 

Taiwan 賴正恆資深應用工程師和羅技電子陳逸群主任工程師演講並擔任專題評

審，所有大三學生的專題展示和壁報解說皆非常詳細。會後並舉行頒獎暨交流

會。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本系能源車隊獲邀參加本年度畢業典禮之校園巡禮及展示，吳副校長與柯院

長親自視察指導。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4264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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