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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0年10月 

一、行 政 訊 息 

1. 電子物理學系於2010年10月26日召開系務會議，為鼓勵本系研究生認真向學

及優秀學生就讀本系研究所，討論通過「電子物理學系研究生獎學金申請規

定」，針對五年一貫學程、碩士班甄試入學、碩士班考試入學等三種研究生

身份，訂定了入學獎學金的頒發規定，以吸引更多學生就讀本系碩士班。 

 

 
二、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10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時間 / 地點 題 目 演講者 
主辦單

位 

10/07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奈米結構材料的場發射

特性及後處理技術 
大葉大學電機系

李世鴻教授 
電物系 

10/14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Applications of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 (POSS) 
Nanoparticle on Liquid 
Crystal Devices 

國立聯合大學光

電工程學系黃素

真教授 

電物系 

10/21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軟性塑膠基板薄膜製程

技術之開發 
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光電工程系劉

代山教授 

電物系 

10/28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Energy transport in 
nanoscale systems (奈米

系統中的能量傳輸) 

Dr. Y. Dubi, Tel 
Aviv University, 
Israel 

電物系 

09/29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Mesoporous Materials: 

Their Structural 

Modulation and 

Functionalization. 

清華大學 
化學系 

楊家銘教授 

應化系 

10/06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Insights into Structure-

Function-Mechanism 

Relationships of 

Oxidosqualene Cyclase-

Catalyzed 

Cyclization/Rearrangem

ent Reactions 

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系 
吳東昆教授 

應化系 

10/13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Design of biomimetic 

models related to the 

active site 

of Fe-only hdrogenases 

中研院化學所 
江明錫研究員 

應化系 

10/04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漫談植物工廠 
台灣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 生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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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10 周瑞仁主任 

10/11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上午 10:10 

Microfluidics by 
Electrowetting and 

beyond 

交通大學奈米

科技所 范士岡 
教授 

生機系 

10/18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上午 10:10 
節能減碳的自動化畜

禽飼養模式 

中興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 
雷鵬魁教授 

生機系 

10/25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上午 10:10 

聚晶體模型於金屬薄

板表面粗糙化與精微

成形之應用 

台灣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 
廖國基 教授 

生機系 

10/5 12:30 – 17:30 
成功大學優質生活體

驗屋 

實驗室參訪活動  RFID 學

程/資工

系 
10/13 整天 

壹傳媒多媒體實驗

室、昱泉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參訪活動  數位遊

戲學程/
資工系 

10/14 14：20 - 16：20 

資工館 A20-303 

遊戲繪圖引擎的開發 昱泉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林銘

清技術總監 

數位遊

戲學程/
資工系 

10/15 15:20 - 17:00 
資工館 A20-303 

RFID 在農產品倉儲應

用介紹 

雙葉開發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梁士明經理 

RFID 學

程/資工

系 
10/18 9：10 – 17：00 

電算中心 
3D 模型動畫使用3DS 
MAX 

實踐大學資訊

模擬與設計學

系 

郝光中教授 

數位遊

戲學程/
資工系 

10/20 13：30 - 15：30 

資工館 A20-303 

為什麼你不該進入遊

戲業 

猴子靈藥獨立

遊戲開發 半

路 

數位遊

戲學程/
資工系 

10/22 整天 
台北世貿 

台北國際機器人展參

訪活動 

 數位遊

戲學程/
資工系 

10/28 14：20 – 16：20 

資工館 A20-303 

Graphics Performance 
Analysis--from 
Softwareto Hardware 

清華大學資工

系 
李潤容副研究

員 

數位遊

戲學程/
資工系 

10/21 
10:00~12:00 A.M. 

/A32-217教室 
電容感測器之介紹 

矽創電子  
吳嘉昱副理 

電機工

程學系 

 
三、研 究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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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孟教授參加在台灣大學舉辦為期四天(10/22-10/25)第十一屆國際華人有機化

學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a) Yang-Chou Lin, Ming-Syun Yang, Hui-Chuan Feng, Chih-Chiao Huang, Hung-Chun 

Wang, Mong Liang*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unctional Poly(2,6-dimethy-

1,4-phenylene oxide)s Bearing Pendant Aldehydic, Hydroxyl and Acrylate Groups”。 

2.梁孟老師於10//08應邀至中央大學化學系演講。題目: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Poly(alkyl-phenylene oxide)s Containing Pendants or 

Terminal Functional Groups。 

3.電機系陳中政教授(Prof. Chen, C. C.) 發表論文如下： 

(1). Chien, T. L., Chen, C. C., M.C. Tsai and Y. C. Chen , “Control of AMIRA’s 

ball and beam system via improved fuzzy feedback linearization approach,” 

2010,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vol.34, No. 12, pp. 3791-3804 

(SCI&EI) 

(2). T.L., Chien, S. L. Wu, C. C. Chen,” Solution of almost disturbance decoupling 

problem for nonlinear systems based on fuzzy feedback linearization control”, 

The SICE Annual Conference 2010, The Grand Hotel, Taipei, Taiwan, 2010. 

(EI) 
4.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期刊論文發表：J.D. Hwang*, D.S. Lin, Y.L. Lin, 

W.T. Chang, G.H. Yang,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apacitors using liquid-phase deposited silicon-dioxide gate dielectric on sulfur-

passivated germanium," Thin Solid Films 519, 833 (2010 Nov). (SCI) 

5. 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物理與天文學系（School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Tel 

Aviv University, Israel）的研究學者 Dr. Yonatan Dubi 於2010年10月下旬接受

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梁啟德教授邀請來台灣訪問，參觀了台灣大學、清華大學、

義守大學、中興大學等多所大學，並於2010年10月28日應邀赴本校電子物理

學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 Energy Transport in Nanoscale Systems（奈米系

統中的能量傳輸），並與電物系教授們進行學術討論及研究心得交流分享，

以及參觀系上的研究設備與教學環境。 

http://www.grand-hotel.org/newsite/html/e/ca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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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助理教授獲選為Who's Who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rquis Who's Who Publication, 2011-2012, 11th Edition)。以下是收到的信函

內文： 

Dear Po-Ching Kao, 

Congratulations on being selected for Who's Who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1-2012 (11th Edition)! Your inclusion in this exclusive directory 

distinguishes you as one of the most accomplished people in your field.  

The new 2011-2012 Edition will feature more than 40,000 of the world's 

highest achievers in every significant field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from 

agriculture and ecology, to chemic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This invaluable 

directory, which will include your complete biography, will be one that you and 

future generations refer to again and again. 

7. 資訊工程學系陳宗和教授發表會議論文一篇： 

Tzung-Her Chen (陳宗和), Wei-Lun Huang (黃偉倫), and Chih-Yang Lin, " 

Chaos-based Image Integrity Authentication Code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IIHMSP), 

Darmstadt, Germany, Oct. 15-17, 2010. 

8. 土木與水資源學系劉玉雯教授辦理2010年混凝土工程講習會，會中邀請台科

大張大鵬教授、工程會黃英研究員、台大詹潁雯教授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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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 廣 服 務 

1.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於2010年10月14日應邀至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發表專題演講，講題：以旋轉塗佈法製備太陽能電池。 

2. 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於2010年10月應邀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主辦的2011年物理年會 “表面物理/掃描探針顯微儀” 議程的審稿工作。 

3.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0年10月應邀協助OPT 2010台灣光電科技研

討會（Optics and Photonics Taiwan：南台科技大學主辦）“生醫光電與生醫

影像” 分組議程投稿論文的審查工作。 

4.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0年10月應邀擔任 “Optics Express” SCI 期

刊論文的 Reviewer。 

5. 資訊工程學系陳宗和教授利用今年暑假期間到台南市的主要古蹟景點拍攝

並選出四十二張影像，分享在個人攝影展「印象@府城古蹟」。展出時間

及地點為2010.10.24(日) – 11.07(日)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圖書館展覽廳。同時

間也於網路上線上展出：http://picasaweb.google.com/chen.tzungher 

6. 電機系陳中政教授受邀於嘉華高中志工團演講 

日期：99 年10 月12 日（星期二） 

地點：嘉華高中 

題目：數學或物理一級分也可以學好電機 

內容： 

甲、 展示電機一貫道比傳統解法快且簡單很多的證據 

http://picasaweb.google.com/chen.tzun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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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展示使用電機一貫道製作之有趣硬體實務證據（含自製太陽能夜行

輔助照明展示, 自製機器人, 自製網路控制家庭電器系統, 自製網

路控制心臟訊號ECG量測電路, 自製函數波產生器、交直流電源供應

器電子電路學實驗平台、電子電路學實驗模組, …） 

活動照片： 

 

 

五、學 生 園 地 

1.  應化系學會於09/29 下午六點半在學餐一樓舉行”抽直屬”學弟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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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機系系學會於10月20日晚上7點在工程館4樓視聽教室，舉辦期初大會，會

中集合大一與大二同學，討論未來系學會走向及對學校發展的相關意見。 

3. 生機系系學會於10月25日~10月29日在蘭潭學生活動中心的小舞台，與財團

法人大學發展中心共同主辦2010年「花顏巧語巧克力傳情活動」，活動中以

14種巧克力代表不同的情誼，參與同學可藉此平台能與129個不同學校校區

的同學互傳心意與關懷，以增進彼此間的友誼，並培養同學勇於表達心中想

法的能力。 

4. 生機系學會於10月26日利用下午第一節班會時間，對大一學弟舉辦徵才活動，

期能為系學會成員添增生力軍，並為系學會的組織運作建立體制，使系學會

所辦的活動能吸引更多同學的參與，並提升同學對系的凝聚力。 

5. 應數系於99年10月8-9日假台南縣南元休閒農場舉辦103級迎新活動,教師及每

位學生皆玩得盡興以達到都是一家人溫馨。 

 

6.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於10月20日舉辦迎新系烤活動，帶動系上學長

姐與學弟妹之間和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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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烤肉氣氛和樂融融 

 

烤肉期間安排團康活動 

7. 電子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週會時間舉辦「期初會員

大會」。此活動是本系歷年來都會有的活動，這一次的活動是為了讓本系的

學生更了解系學會的運作，因此可以讓彼此更加信任，以至於系上在未來可

以更加的團結，度過更多的難關。會員大會之後，電物系系學會亦緊接著舉

辦電物系「家族導生聚會」，讓全系師生進行分組座談，分享彼此的大學生

活與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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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子物理學系校友事務委員會於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週會時間在應物

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行「系友與系上同學座談會」，兩位系友（林子荏和鄧

聖龍）暢談研究所、寫履歷、面談、工作等相關學經歷心得，系上同學亦踴

躍發問，彼此討論非常熱烈，大大增進了系友和系上學弟妹之間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