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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0年11月 

一、 院 長 的 話 

 
 
二、 行 政 訊 息 

1. 生機系配合校慶於99年10月30日上午10時10分，於工程館四樓視廳教室舉

行99年系友會會員大會，並於機電館召開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會後

於機電館右側廣場舉行系友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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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恭賀生機系畢業系友吳冠位學長（日五專68級畢業）、官義成學長（日五

專71級畢業）、張東海學長（日二專74級畢業）、張育彰學長（日二專75

級畢業）、陳正文學長（日五專72級畢業）及林聰賢學長（日二專71級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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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現任宜蘭縣長）等6位榮獲本系99年度傑出系友獎。

 

3. 生機系友會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於99年10月12日（二）審議通過吳念宇等9
位在學同學獲奬，其中研究所同學每位頒發新台幣2萬元(分兩年核發)，大

學部同學每位頒發8千元的獎助學金；另外有黃鐘賢等4位在學同學榮獲清

元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研究所同學每位頒發新台幣2萬元(分兩年核發)，
大學部同學每位頒發8千元的獎助學金。以上獲奬同學於年度系友會聚餐中

接受表揚(以下三張照片分別是系友會張建進理事長及清元文教基金會羅清

元理事長與獲奬同學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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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工程學系於99年11月22日（星期一）9：00 – 14:30，進行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期中認證，認證團由范國清副校長擔任召集人，蒞臨本系實地訪評。

行程包括系所主管簡報、系所會談、系所學生會談、系所教師會談、書面

資料審查、總結會議、工作會議、以及宣讀離校意見書。認證團於意見書

宣讀過程中，相當肯定本系於各項認證工作之努力，並提出部份改進方向。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閱

http://web20.ncyu.edu.tw/csieie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
&id=2&Itemid=3  

 
三、 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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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地點/時間 題目 演講者 主辦單位 

11/03 
工程館四樓演講

廳 
下午 03:20 

淺談生物資訊與其在農業

上之應用 

台灣大學生物

產業機電學系 
陳倩瑜  教授 

生機系 

11/08 
工程館四樓演講

廳 
上午 10:10 

畜牧產業概論-畜牧生產

作業與生物機電之應用 
農委會畜牧處   
李春進 副處長 生機系 

11/22 
工程館四樓演講

廳 
上午 10:10 

Bioenergy production from 
cellulosic and microalgal 

feedstock 

成功大學化工

系 張嘉修 教授 
生機系 

11/04 下午13：20 ~ Tunneling Magnetoresistance 國立嘉義大學電 電物系 

http://web20.ncyu.edu.tw/csieie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Itemid=3
http://web20.ncyu.edu.tw/csieie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Item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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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

教室 

Effect in Ferromagnet-Metal- 
Insulator-Ferromagnet 
Tunneling Junctions 

子物理學系陳穗

斌助理教授 

11/25 下午13：20 ~ 
15：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

教室 

Novel Structure of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新型

有機發光二極體） 

義守大學電子工

程學系蘇水祥教

授 

電物系 

11/17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有關纖維材料及其應用之最

近發展介紹 
工研院 

魏騰芳博士 
應化系 

11/24 下午 14：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In vivo microdialysis 
forpharmacokinetic study 

陽明大學傳統醫

療研究所 
蔡東湖教授 

應化系 

11/04 13：20 - 16：10 
綜合教學大樓

A32-202 

RFID 電磁波健康風險淺

論 
嘉義大學謝奇

文教授 
RFID 學

程/資工系 

11/10 13：20 - 15：10 
蘭潭校區 資工館3

樓演講廳 

Introduction to Game 
Engine and UDK (Unreal 
development kit) 

交通大學黃世

強教授 
資工系 

11/10 9：10 – 12：00 
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404 

3D 動畫產業界發展  數位遊戲

學程/資工

系 
11/12 13：20 - 17：00 

蘭潭校區 資工館3
樓演講廳 

RFID 系統設計實務 奇美電子洪榮

坤主任工程師 
RFID 學

程/資工系 

11/24 9：10 – 12：00 
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404 

3D 動畫電影介紹  數位遊戲

學程/資工

系 
11/26 13：20 - 17：20 

蘭潭校區 資工館3
樓演講廳 

無線感測與網路模擬與監

控研討會 

中研院自由軟

體鑄造場社群

伙伴黃俊宏先

生 
南台科大許子

衡教授 

RFID 學

程/資工系 

11/29 8：20 – 10：20 
蘭潭校區 資工館

111 

漫談雲端策略與虛擬化技

術 

淡江大學吳庭

育教授 

RFID 學

程/資工系 

 
2. “應化十年‧鵬程萬里”十週年系慶活動於10月27日舉行，會中邀請校長、中

研院彭旭民院士以及台大陳竹亭教授，與同學討論研究與教育之理念與心得；

各研究室並展出研究成果。 

 
3. 電機系校外參訪活動： 

A. 訪團名稱：嘉義大學電機系＿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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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行最主要目的為： 
瞭解目前南科的廠商在電機、電子等領域的發展方向與前

景，以利後續選課及生涯規劃的參考。 
C. *交通車輛： 

巴士。 
D. *參訪總人數及名單（包括訪團及主要人員背景資料） 

參訪人數：42人 
背景：參觀人員包含有領隊老師及電機系大三的學生。學

生的專業領域分為以下三組：『控制與晶片』、『通訊與

計算機』及『材料與能源』。       

E. *參訪日期及停留時間 
參訪日期為99/12/01（三）上午10:00-11:00 

 
 
四、 研 究 訊 息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2010年農機與生機論文發表會」於11月18～19日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行。生物機電系總計約有五十餘位師生參加，共計發

表論文22篇，論文作者、題目及編號如下： 

(1) 連振昌、謝中豪、蔡家誠、洪滉祐，”青割狼尾草莖部位及含水率對其

彎曲與剪切性質之研究”.(oral A03) 
(2) 朱健松、陳潤謙、林正亮、黃慶祥、方富民、雷鵬魁，防災型防鳥設

施研究開發. (oral A18) 

(3) 楊朝旺、羅任添、吳豐合、黃膺任，”LabVIEW 機器視覺自走車之研

究”. (oral B03) 
(4) 楊朝旺、張雯婷、張佩喻、艾群，”RFID 幼兒自我學習輔助教具設計”. 

(oral E01) 
(5) 楊朝旺、張雯婷、張佩喻、艾群，”藥物錠片異常自動辨識系統之初步

設計”. (oral E02) 

(6) 丁慶華、金恩緯，”腦波量測系統之研製-憂鬱對腦波影響之研究”. 

(oral E06) 
(7) 邱永川、楊仁岡、溫芳欣、李淑瑜，”應用等壽命(constant-life curve)方

法及能量損傷參數預估 AISI 430不鏽鋼材料在平均應力影響下的疲勞

壽命”. (oral G09) 
(8) 林正亮、林佐訓、雷鵬魁，”化製場消毒系統的噴嘴配置之研究”. (oral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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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連振昌、吳佳洋、眉君翰、郭鳳瑞，”乳清導電度檢測壓擠後豆腐的品

質”. (oral C01) 
(10) 連振昌、侯崇賢、丁慶華，”不同凝固劑濃度對豆腐品質檢測之影響”. 

(oral C05) 
(11) 黃志祥、洪敏勝，”微流體元件在流場可視化之應用”. (oral D04) 
(12) 艾群、連振昌、秦于婷、吳孟謙，”原子力顯微鏡量測纖維母細胞細胞

彈性模數”. (oral D05) 
(13) 連振昌、吳孟謙、張心怡，” UVB 照射對纖維母細胞生理及物性影響

之研究”. (oral D09) 
(14) 艾群、謝佳玲、黃沛程、楊朝旺，”單一細胞自動追蹤定位與裂解操控

整合型晶片研究”. (oral D16) 
(15) 丁慶華、江明韋，”雷射加熱皮膚之溫度模擬與控制”. (oral D24) 
(16) 朱健松、張貴翔、林正亮、邱義源，”落花生種仁切片機之研究開發”. 

(oral A16) 
(17) 陳冠霖、姜貿鐙、艾群、黃膺任、楊朝旺、洪昇利，”影像處理應用於

三日齡蜜蜂幼蟲的辨識研究”. (oral B02) 

(18) 楊朝旺、曾宏銓、林軒安、艾群，”蜜蜂幼蟲移蟲平台自動化之整合研

究”. (oral B04) 
(19) 連振昌、鄭浩彬、楊朝旺，”非破壞性輕微碰擊檢測芒果劣變”. (oral 

C02) 
(20) 江庭毅、洪敏勝，”不同流體速度對於血球細胞分離效率之影響”. (oral 

D03) 
(21) 艾群、楊偉成、鄭浩彬、洪昇利，”流體刺激 ECV304細胞體外培植之

細胞貼附強度之研究”. (oral D13) 
(22) 艾群、林堃傑、鄭浩彬、楊偉成、連振昌，”流體刺激細胞體外培植生

物反應器之設計之研究”.(poster) 

 
2. 應用數學系老師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日期 出席地點 演講者 
姓名 

研討會名稱 演講題目 

10/29 ~ 11/2 中國大陸浙江師範

大學 
嚴志弘 2010圖論、組合

及其應用國際學

術會議 

Equitable ∆-
Coloring of k-

Regular 3-
Chromatic 

Graphs 

 
3. 電子物理學系李宗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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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sung-Lung Li and Jyh-Hua Ting, "Determination of the Fermi-level 
subband indices of single-wall carbon nanotubes,"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48, 629 (2010 Oct). (SCI) 

(2) Ming-Huei Chen, Ming-Chih Huang, Yi-Chuan Ting, Hao-Hui Chen, and 

Tsung-Lung Li, "High-frequency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ystem: 2.45-
GHz front-end circuit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53, 631 (2010 Nov). (SCI) 

4. 應用化學系李瑜章副教授參加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tting-
Edge Organic Chemistry in Asia (11/07/2010-11/11/2010)， 發表研討會論文: 

Natural Products from [2,3]-Wittig Rearrangement or [3,3]-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 of g-Allyloxy Vinylogous Urethanes。 

5. 應用化學系邱秀貞副教授參加 the 5th Asian Biological Inorganic Chemistry 
Conference (11/02/2010-11/05/2010)，發表研討會論文: ynthesis of Potential 

Photochemical NO–Release Molecules (NO-RM) with Specific Biomolecular 
Vectors；研究室碩二葉容凱同學，發表壁報論文，並獲得最佳壁報獎。 

 

 
6. 資訊工程學系陳耀輝教授發表會議論文一篇： 

 Yaw-Huei Chen (陳耀輝 ), Sin-Sian Li, and Yu-Ta Chen, “Extracting 

Topics Information from Conference Web Pages using Page Segmentation 
and SVM,” The 2010 Conference 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AI 2010), Hsinchu, Taiwan, Nov. 18-20, 2010. 

7. 資訊工程學系陳宗和教授發表會議論文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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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h-Yang Lin, Wei-Lun Huang, Tzung-Her Chen (陳宗和 ), " Noise-

resistant Joint Fingerprinting and Decryption Based on Vector Quantizati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loud, Wireless and e-Commerce 
Security (CWECS 2010), Fukuoka, Japan, November 4-6, 2010.(NSC 99-

2221-E-415-017) 
 Tzung-Her Chen (陳宗和), Yao-Sheng Lee and Ci-Lin Li, "High-capacity 

multi-secret sharing by random gri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loud, Wireless and e-Commerce Security (CWECS 2010), Fukuoka, Japan, 
November 4-6, 2010.(NSC 99-2221-E-415-017) 

8. 資訊工程學系王皓立教授發表會議論文三篇： 

 許宴綾,蔡榮貴,王皓立,"快速收斂的無線感測網路服務品質控制方法", 
TANET 2010 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 Tainan, Taiwan, Oct. 27-29, 2010. 

 黃薇蓉,張裕江,王皓立,"結合 GPS 和 SMS 實作智慧型手機防遺失系統", 
TANET 2010 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 Tainan, Taiwan, Oct. 27-29, 2010. 

 莊宗翰,劉宇銓,王皓立,"實作網路輔助教學動畫", TANET 2010 臺灣網際

網路研討會, Tainan, Taiwan, Oct. 27-29, 2010. 

9. 資訊工程學系邱志義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Chih-Yi Chiu (邱志義) and Hsin-Min Wang, "Time-series linear search for 

video copies based on compact signature manipulation and containment 
relation model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20, No. 11, pp. 1603-1613, 2010. 

10. 電機工程學系陳中政教授(Prof. Chen, C. C.)發表期刊論文三篇 

 Chien, T. L., Chen, C. C. and Huang, C. J., “Feedback linearization contro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IMO cancer immunotherapy,” 2010,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 vol. 18, No. 4, pp. 953 - 961 
(SCI&EI) (Impact factor:1.858) 

 Huang, C. J., Lin, J. S. Lin and Chen, C. C. “Road-Adaptive Algorithm 
Design of Half-Car Active Suspension System,” 2010, ,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vol. 37, No. 6, pp. 4392-4402. (SCI&EI) (Impact 
factor:2.908) 

 Tzuu-Hseng S. Li, C. J. Huang, C. C. Chen, “Novel fuzzy feedback 
linearization strategy for control via differential geometry approach,” 2010, 

ISA Transactions, vol. 49, pp. 348-357. (SCI&EI) (Impact factor:1.000) 
11. 電機工程學系張慶鴻教授發表期刊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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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g-Hung Chang, Peng-Chun Peng, Hai-Han Lu, Chine-Liang Shih, and 
Hwan-Wen Chen, “Simplified radio-over-fiber transport systems with a 
low-cost multiband light source”, Optics Letters, vol. 35, pp. 4021-4023, 
Dec. 2010. (SCI, Impact Factor = 3.772@2008, Optics: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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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 廣 服 務 

1. 生物機電系洪滉祐副教授，於11月17日應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邀請，擔

任宜蘭大學「農業新知專題演講」之講者，演講題目「電漿與超音波在農

業上的應用」。 

2. 生物機電系楊仁岡副教授，於2010年11月18日應邀擔任由屏東科技大學主

辦之「第三屆生機盃田間機器人競賽」裁判。 

3. 生物機電系林正亮教授，於2010年11月19日應邀擔任由屏東科技大學主辦

之2010年農機與生機論文發表會「生物資訊與系統」議程主持人。 

4. 生物機電系丁慶華教授，於2010年11月19日應邀擔任由屏東科技大學主辦

之2010年農機與生機論文發表會「生醫工程（I）」議程主持人。 

5. 生物機電系楊仁岡副教授，於2010年11月19日應邀擔任由屏東科技大學主

辦之2010年農機與生機論文發表會「加工與貯運（II）」議程主持人。 

6. 生物機電系洪敏勝副教授，於2010年11月19日應邀擔任由屏東科技大學主

辦之2010年農機與生機論文發表會「能源與環境（V）」議程主持人。 

7.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教授，獲經濟部水利署敦聘為經濟部水利建

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蓄水與引水工作分組委員。 

8.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張進益老師於11月21日帶領學生參訪臺灣雲林農田

水利會林內區管理處。 
9. 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於2010年11月4日應邀至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以旋轉塗佈法製備太陽能電池。 

10. 電子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於2010年11月30日應邀至國立聯合大學光電工

程學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Fiber cross-sectional imaging by low coherence 

light sources。 

11. 電機工程學系陳中政教授受吳鳳科技大學邀請於”2010年安全產業新趨勢學

術研討會”擔任 Keynote speaker 圓滿成功，感謝吳鳳科大李天欣董事長、

嘉華高中田之晨董事長、吳鳳科大李永振教務長、安全管理系連煥成主任

及所有工作人員的贈送禮物及款待 

日期：99 年11月18 日 

地點：吳鳳科技大學 
題目：數學或物理一級分也可以學好安全科技 
內容： 
甲、 展示電機一貫道比傳統解法快且簡單很多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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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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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子電路學實驗模組, …） 

相關網站：http://140.130.179.29/news/newshow.asp?news_id=259 

活動照片： 

 

 
六、 學 生 園 地： 

1. 恭賀生機系壘球隊，於11月20日參加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主辦之「南機盃」

壘球比賽，榮獲得第三名。 

http://140.130.179.29/news/newshow.asp?news_id=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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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於全校運動會表現優異，獲得團體獎盃如

下： 

男子乙組 女子乙組 
1. 田徑總錦標-冠軍   

  2. 徑賽冠軍  
  3. 田賽季軍  
  4. 大隊接力亞軍  
  5. 路跑冠軍與殿軍  

1. 田賽冠軍  
  2. 大隊接力亞軍  
  3. 十人十一腳季軍  
  4. 路跑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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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拔河亞軍  
    獲得個人獎項如下： 

男子乙組 女子乙組 

莊奇翰：400M-冠軍，400M 接力-冠
軍，1600M 接力-冠軍 

王俊傑：400M-季軍 
楊士弘：400M 接力-冠軍，1600M 接

力-冠軍 
陳一銘：1600M 接力-冠軍 
王秉成：100M-亞軍，400M 接力-冠
軍 
江岳穎：1500M-季軍 
王鼎元：800M-第五名 
吳國榮：跳高-第六名 
游庚霖：400M 接力-冠軍 
葉柄宏：1600M 接力-冠軍 
柯宗佑：壘球擲遠-冠軍 
劉桂霖：鉛球擲遠-季軍 
王銘敬：1500M-第五名 

游沁苓：1600M 接力-亞軍，跳遠-冠
軍 
黃昱萍：1600M 接力-亞軍 
蔡滋家：1600M 接力-亞軍，跳遠-殿
軍 
蕭伊君：1600M 接力-亞軍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集合獻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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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集合陳清田主任致詞暨聽講的學生們 
3.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二土木組學生王勝宏，獲得中興工程顧問社

獎學金。 

4. 國立嘉義大學9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於2010年11月5、6日假民雄校區舉行，

在電子物理學系系學會黃詳壹及傅循兩位同學的籌組及訓練下，本系榮獲

五座團體組獎盃（兩座冠軍盃及三座亞軍盃）及五面個人賽獎牌。得獎項

目及參賽選手名單如下： 

(1)『大隊接力』冠軍，參賽選手：顏子恩、謝東翰、林啟文、曾郁圃、周

正華、宋俊毅、李振豪、蔡志緯、鄭宇展、李建燁、樊雋杰、傅循。 

(2)『拔河』冠軍，參賽選手：許志豪、黃柏嘉、宋俊毅、施富強、林金翰、

曾郁圃、蔡松倪、蔡博育、張瑞峯、楊書寧、巫宗彥、呂奐輝、謝朝勝、

黃詳壹、莊嘉文、顏郡良。 
(3)『三分球大賽』亞軍，參賽選手：施富強、李睿益、池宇捷。 
(4)『十人十一腳』亞軍，參賽選手：鄒宗翰、郭東禎、謝東翰、許志豪、

池宇捷、詹皓、陳韋皓、邱泰瑋、邢懷錦、詹之御。 

(5)『田賽錦標』亞軍。 
(6)『男子跳遠』第一名，參賽選手：傅循。 
(7)『男子跳高』第二名，參賽選手：傅循。 
(8)『男子4*400m接力』第三名，參賽選手：蔣德美、陳勁廷、張瑞峯、王

鵬翰。 
(9)『男子800M』第四名，參賽選手：林啟文。 

(10)『男子400M』第五名，參賽選手：謝東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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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工程學系於10/30星期六於資工系三樓會議室舉辦系友會，邀請已畢業

的學生們回來參加校慶，並與久未見面的師長同學聯絡感情。當天活動安

排有歌唱活動、合影、餐會、陳宗和老師攝影展(印象@府城古蹟)、以及系

友盃電玩大賽。當天計有二十多位系友回來參加，彼此留下聯絡資料，並

成立Facebook社群：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放置系友們的留言與照

片，並期盼日後能吸引更多系友回來聚會敘舊。 

   

6. 資訊工程學系系李龍盛老師所帶領的「阿!小白毛」專題生團隊製作的一款

可在 Android 智慧型手機上玩的3D 遊戲「Fairy's Ball」，榮獲由中華電信

所主辦的2010電信應用大賽-行動應用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