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0年5月 

一、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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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 
上午 10：20 

工程館 A05B-309 

水工試驗在海洋能源

之應用與發展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 翁文

凱 教授 

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

學系 

05/03 
上午 10：10 ~ 12：

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腦波心境模式判讀與

應用 

勤益科技大

學資電學院 
林灶生 院長 

生機系 

05/03 
上午10：00 ~ 12：00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A01-306電腦教室 

藍芽互動設備開發平

台軟體教育訓練研習

會 

亞美地科技 

吳信儒程式

設計師 

資工系 

05/05 
下午2：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Development of Micro-
Component and 
Pharmaceutiacl 

Determinations Using 
Chemometic LC-Ms 

Techniques 

中正大學化

生系 
王少君 

應化系 

05/06 下午1：20 ~ 3：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利用脈衝雷射技術製作

高效率氮化銦鎵發光二

極體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林佳鋒

教授 

應物系 

05/06 
下午2：20 ~ 5：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303 

智慧型數位角色 

政治大學資

訊科學系 系
主任 李蔡彥

教授 

資工系 

05/10 
上午 10：10 ~ 12：

00 
工程館四樓演講廳 

生物機電工程與畜牧

產業之發展 

農委會畜牧

處 許桂森 處
長 

生機系 

05/12 
下午1：20 ~ 3：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303 

轉大人 

國立中正大

學資工系 張
貿翔教授 

資工系 

05/13 下午1：20 ~ 3：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有機固態太陽光電技術

(Organic Solid State 
Photovoltaic) 

工業技術研究

院材料與化工

研究所丁晴博

士 

應物系 

05/13 
下午2：20 ~ 5：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303 

針灸的機理及其對神

經科學基本信念的挑

戰 

清華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 
張翔教授 

資工系 
vs 

電機系 

05/17 
下午 2：20 

工程館視聽教室 

臺灣水土資源面臨之

衝擊與我們這一代在

台大榮譽教

授 甘俊二 博 土木與水



對應上之努力 士 資源工程

學系 

05/20 
上午 9：30 ~ 11：30 

新民校區 D02-107 

RFID 的電磁干擾與相

容議題 
嘉義大學電機

系 謝宏毅老師 
電機系 

05/20 下午1：20 ~ 3：10 
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 

控制單一分子的表面化

學反應 (Control and 
imaging of single-molecule 

chemical reactions)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系林登松

教授 
應物系 

05/28 
下午1：20 ~ 5：10 

資工館2樓教室 A20-
203 

RFID 系統的軟體研發

及其應用 

AMD 軟體工

程師 

楊誠智先生 

資工系 

 

 應用物理學系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B主軸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於

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中午在應物二館五樓會議室召開「實驗物理學專

業社群會議」。本專業社群會議由應物系蘇炯武老師主持，會中邀請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洪連輝教授與吳仲卿教授共同參加，並與本校應物系

教師一起分享交流各項物理學實驗課程教學的經驗與心得。會議中洪連輝

教授、吳仲卿教授以專家諮詢指導之身份與會，並分享交流彰師大物理系

在實驗教學上與專題研究之作法，其中述及實驗教學之往下紮根（從大一

開始基礎訓練，高年級後就習慣並進入狀況）則成為應物系之重要教學指

標參考。 

 



 

 
 應用物理學系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B主軸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於

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下午週會時間在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辦「專

題研究心得分享會」。本分享會由應物系蘇炯武老師主持，其目的是要讓

本系學士班參與專題研究的學生能有機會與大家共同分享進行專題研究之

成果與學習之心得，進而提昇本系專題研究之風氣。會中亦邀請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物理系洪連輝教授與吳仲卿教授共同參加。本次心得分享會總共

邀請了應物系大三、大四13位同學（高于涵、劉翊瑩、陳咸利、彭載峰、

黃崇銘、郭弘毅、蔡鴻亦、紀亞青、施子琅、許雅菱、廖佑芬、蔡登曜、

葉蓉霏）共同參與主講，期間與會之同學及老師們的互動相當良好，低年

級同學亦普遍反應此活動成效良好，成為本年度期末前一項重要學術活動

指標，也影響了日後應物系「專題研究」課程型態之成果呈現。 



 

 

 

 應用物理學系於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上午在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

辦「Mini-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Physics and Science」，邀請中國上海

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光科學與工程系（Department of Opt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王松有教授（Prof. Songyou Wang）發表專題演講，

講題為「Why Zirconium cannot Form the Glass from the Liquid？」。並邀請

本校應用物理學系李宗隆教授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ter for First-Principle Simulation」。 

 生物機電系黃慶祥主任與東南科技大學機電科技學系謝澄漢教授共同指導

三組共11位生機系同學，於5月15日參加由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主辦之「2010



年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大專院校組清潔機器人程式設計比賽，其中第

三組成員陳潤謙、張貴翔、鄭允成及江明暐同學榮獲佳作。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王久泰老師，5月21日帶領土木大三45名學生赴台灣

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淨水廠教學觀摩。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王久泰老師，5月28日帶領土木大三40名學生赴阿公

店水庫教學觀摩。 

 
二、研 究 訊 息： 

1. 「The 17th Symposium on Nano Device Technology (2010 SNDT) 第17屆奈米

元件技術研討會」由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主辦，於2010年5月4～5日在新竹

市科學工業園區奈米電子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應用物理學系李宗隆教

授指導學生參加，並發表多篇研討會論文： 

(1) T. L. Li and J. H. Ting,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ters constructed 
for nanoscience simulations," Symposium on Nano Device Technology 
Abstract Digest, Nano-metrology Technology, Nanofabrication, and 
Nanomaterials, 83, May 4-5, 2010, Hsinchu, Taiwan. (poster) 

(2) J. H. Ting, Z. Y. Tian, T. L. Li, Y. H. Lin, F. Y. Huang, and B. H. Yan, 
"Effect of bottom metal thickness on the lateral growth of carbon nanotubes 
by thermal CVD," Symposium on Nano Device Technology Abstract Digest, 
Nano-metrology Technology, Nanofabrication, and Nanomaterials, 87, May 
4-5, 2010, Hsinchu, Taiwan. (poster) 

(3) J. H. Ting, Y. H. Lin, T. L. Li, F. Y. Huang, and B. H. Yan, "Geometric 
effect of metal stack structure on the laterally suspended growth of carbon 
nanotubes," Symposium on Nano Device Technology Abstract Digest, Nano-
metrology Technology, Nanofabrication, and Nanomaterials, 88, May 4-5, 
2010, Hsinchu, Taiwan. (poster) 

2. 應用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期刊論文發表：C. H. Lan, J. D. Hwang, S. J. Chang, 
Y. C. Cheng, W. J. Lin, J. C. Lin, J. S. Liao, and Y. L. Lin, "(NH4)2Sx-Treated 
AlGaN MIS Photodetectors with LPD SiO2 Layer,"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57, H613 (2010 April). (SCI) 

3. 應用物理學系羅光耀教授期刊論文發表：Chia-Yi Huang, Hong-Yi Tsai, Yi-
Hong Wang, Chong-Ming Huang, Kuang-Yao Lo, and Chia-Rong Lee, "Linear 
polarization rotators based on dye-doped liquid crystal cell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6, 191103 (2010 May). (SCI) 

4. 應用物理學系陳穗斌助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S.-P. Chen, "Tunable tunneling 
magnetoresistance in a ferromagnet-metal-insulator-ferromagnet tunneling 
jun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07, 09C716 (2010 May). (SCI) 



5. 應用數學系吳忠武教授期刊論文發表：Lee, W. C., Wu, J. W. and Lei, C. L., 
"Evaluating the lifetime performance index for the exponential lifetime 
 products,"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ing, 34, 2010, 1217-1224. (SCI) (NSC 
95-2118-M-415-001, NSC 96-2118-M-415-001 and NSC 97-2118-M-415-001- 
MY2) 

6. 應用數學系潘宏裕助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Lin, J.-S., Pan, H.-Y., Liu, S.-M. 
and Lai, H.-T., "Effects of light and microbial activity on the degradation of two 
fluoroquinolone antibiotics in pond water and sedi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Part B, 45: 5, 2010, 456-465 

7. 資工系陳宗和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如下： 
 (1) Chen, Tzung-Her and Wu, Chang-Sian, 2010, "Compression-unimpaired 
 batch-image encryption combining vector quantization and index compression , "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 180, No. 9, 1690-1701. 
 (2) Chen, Tzung-Her, Huang, Jyun-Ci, 2010, "A novel user-participating 
 authentication scheme, "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Volume 83, Issue 5, 
 861-867 

8. 2010 Grid and Pervasive Computing (GPC)於5月10~13日在東華大學舉行。 

 資工系王皓立助理教授會議論文發表：Tasi, Rong-Guei and Wang, Hao-Li, 
 GPC 2010, "An Enhanced QoS Control by Balanc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LNCS 6104, pp. 603-611. Springer, Heidelberg 
 (2010) 
 
三、推 廣 服 務 

1. 應用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2010年5月13日和27日應邀至嘉義市大業國中擔

任嘉義市科學展覽國小組評審。 

2. 應用物理學系陳慶緒副教授於2010年5月17日應邀至嘉義市北興國中擔任數

理資優班獨立研究活動指導教授。 
3. 應用物理學系高柏青助理教授於2010年5月24日應邀至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應

用物理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有機發光二極體及有機太陽能電池光電特性

之研究。 
4. 應用物理學系鄭秋平副教授於2010年5月25日應邀至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

學系發表專題演講，講題：A synchrotron-radiation photoemission study of    
interfacial electronic properties at K-doped CuPc:C60 heterointerfaces。 

5.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於2010年5月27日應邀至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發

表專題演講，講題：Self-organization of parallel nanowire arrays on Si(110)-
16×2 surface。 

6. 吳忠武老師於99年5月13日和5月27日分別擔任嘉義市第28屆國民中小學科學

展覽會國小數學科初審、複審的評審委員。 



7. 生機系艾群教授於4月28日應邀至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演講『單一活

體細胞操控與裂解晶片研究』。 

8. 生機系艾群教授於5月10日應邀至中原大學通識講座演講『生物科技帶來的

災害與風險管理』。 

9. 生機系艾群教授於5月12日應邀至交通大學奈米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演講『細

胞貼附力量測與應用』。 

1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接受雲林縣政府委託，於5月4日完成「辛樂克風災－

149甲線災害復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第三次審查。 

11. 資工系於99年5月4日(二)9:00-17:40在資工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0語音訊號

處理研討會」，這是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定期舉辦的學術交流盛會，今

年度的會議將以前瞻的語音人機介面 (Advanced speech enabling human-
machine interface)為主題，邀請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專家介紹此領域最新的研

發成果與學術界及工程界分享。所邀請之演講者包括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蒙

美玲教授(Prof. Dr. Helen M. Meng)，台灣師範大學陳柏琳教授，台北科技大

學廖元甫教授，長庚大學呂仁園教授，與清華大學張智星教授。講授語音訊

號處理、語音檢索技術、麥克風陣列與語音處理、台語語音辨認以及語音評

估等主題。除了以上演講外，本次會議同時舉辦國科會成果發表與相關系統

展示，對於語音相關工作者有極為豐富之內容。 

 



 

 

12. 資工系之數位遊戲學程為培育數位遊戲人才，推動產業界與學術界教學資源

整合政策，發展產學合作夥伴關係，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希冀能以多元方式，



增進學生相關技能與豐富實務經驗。為培養遊戲產業所需人才，數位遊戲學

程與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為期二年之【產學暨學生實習合作意向書】，

由民國99年4月1日起至民國101年3月31日止，並共同訂定實習生計畫辦法，

讓本校學生能有機會進入樂陞科技實習，實際參與遊戲開發過程，發揮所學。 

 

四、學 生 園 地 

1. 恭喜應用物理學系杜隆琦及呂其澧同學拿下這次由本校學生會主辦的「系際

盃」個人賽項目「羽球乙組男雙」亞軍。 

2. 恭喜應用物理學系大四同學勇奪由本校畢聯會主辦的「畢業盃」排球比賽冠

軍。 
3. 本校理工學院於2010年5月3日起舉行「理工盃」比賽，應用物理學系表現不

凡：橋牌比賽亞軍、壘球比賽冠軍、羽球比賽亞軍、排球比賽亞軍。應物系

同學積極奮戰，各項表現可圈可點，為系上爭取了不錯的成績。 
4. 應用物理學系第十屆系學會正副會長改選於2010年5月11日在應物一館舉行

投票。投票結果：94票同意、8票不同意、8票廢票。恭喜應物系大二唐仕翰

同學當選第十屆應物系系學會會長、謝朝勝同學當選第十屆應物系系學會副

會長。 

  

 
5. 2010年5月1～2日在國立中央大學舉行「2010全國大專院校光電盃」比賽，

本校應用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是第一次被邀請。應物系、光電

所羽球隊在經過兩天的賽程之後，順利拿下全國冠軍。 



 

 
 
 
 
 
 
 
6. 應用物理學系99級大四學生參加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榜單： 

編號 學生姓名 錄 取 學 校 系 所 

1 彭載峰 

國立成功大學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正

取]、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

取]、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碩士班[備取]、國

立清華大學先進光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備取]、國立交

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光電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

取] 

2 江亮達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台灣海

洋大學光電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水

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中正大學物理



學系碩士班[備取] 

3 蔡峻維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4 郭凌伶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大學光

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光電

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5 張晉鑫 國立中興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6 施安俐 

國立中興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

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正大學

光機電整合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7 張傑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中

正大學光機電整合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高雄

大學應用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逢甲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

取] 

8 黃英傑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

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先進光源科技碩士學位

學程[備取]、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9 吳昌蓓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中興大學光

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10 葉珮晴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大

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興大學光電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備取] 

11 賴宣妙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正取]、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光電科技研

究所碩士班[備取] 

12 詹東霖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興大學光

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13 蔡維隆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14 蘇于宗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15 尤碩廷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交通大學電

子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



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

取] 

16 沈士育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嘉義大

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

碩士班[備取]、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

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中山大

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17 王茂家 

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高雄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

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

統科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先進光源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備取]、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電子研

究所碩士班[備取] 

18 蔡宛君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興大

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19 周柏翰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大

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20 陳冠宇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高雄大

學應用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光電

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清華大學先進光源科技

碩士學位學程[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碩士班[備取]、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

取]、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21 曹耀仁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 

22 史偉廷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

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23 黃宣雅 

國立中央大學照明與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

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核子

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先進光

源科技學位學程碩士班[備取]、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光電

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24 賴琇怡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中山

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正取]、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奈米科技碩士班[備取] 



25 吳勇蒼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中興大

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交通大學物理研

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光電研究所碩士

班[備取]、國立中央大學照明與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

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26 黃柏錡 國立中央大學照明與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備取] 

27 歐政勳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正取]、國立成功

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

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碩士班[備取]、國立清華大學先進

光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備取]、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

所碩士班[備取] 

7. 應化系於5/27(星期四)舉行系送舊活動。 

8. 應用數學系於5/15(星期六)舉行十週年慶，並成立系友會。 

9. 應用數學系於5/26(星期三)假蘭潭校區學生餐廳舉行送舊晚會。 

10. 應用數學系99級大四學生參加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榜單： 

姓名 就讀學校 系所 備註 

張智凱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楊喻評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正取 

王昭復 國立交通大學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備取 

林俊豪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備取 

江偉銘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乙組【機率統計組】 正取 

姓名 就讀學校 系所 備註 

謝承恩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丙組) 正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碩士班甲組 正取 

王柏凱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備取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統計組 備取 

買玉婷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乙組【機率統計組】 正取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73340884
http://icross.cc/99/master/77360202
http://icross.cc/99/master/36694511
http://icross.cc/99/master/57069807
http://icross.cc/99/master/16989126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40088122
http://icross.cc/99/master/69628826
http://icross.cc/99/master/76620261
http://icross.cc/99/master/93221177
http://icross.cc/99/master/57069807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統計科學 備取 

張茵淑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乙組【機率統計組】 備取 

陳柏翰 
國立中山大學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備取 

鄭世昌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正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正取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丙組) 正取 

黃萱華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碩士班甲組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正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正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正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數學組 正取 

林淨英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正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碩士班  備取 

國立台北大學 經濟學系 備取 

國立中山大學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姓名 就讀學校 系所 備註 

黃冠嘉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備取 

謝宗男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備取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備取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一般生)(甲組) 備取 

蘇鋕霆 國立台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備取 

李建廷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http://icross.cc/99/master/11836647
http://icross.cc/99/master/57069807
http://icross.cc/99/master/13491833
http://icross.cc/99/master/74071984
http://icross.cc/99/master/76162561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11646183
http://icross.cc/99/master/16989126
http://icross.cc/99/master/69628826
http://icross.cc/99/master/40088122
http://icross.cc/99/master/76162561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55161890
http://icross.cc/99/master/98507907
http://icross.cc/99/master/10991059
http://icross.cc/99/master/77360202
http://icross.cc/99/master/68809865
http://icross.cc/99/master/53945980
http://icross.cc/99/master/13491833
http://icross.cc/99/master/77360202
http://icross.cc/99/master/82808926
http://icross.cc/99/master/33750226
http://icross.cc/99/master/67308109
http://icross.cc/99/master/30563638
http://icross.cc/99/master/65606308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杜世宇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林欣漢 

國立交通大學 網路工程研究所 備取 

國立交通大學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備取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正取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備取 

國立台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 

洪晟芳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丙組) 備取 

李佳蓉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統計組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正取 

鍾欣倍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備取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正取 

姓名 就讀學校 系所 備註 

徐子傑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Ｂ組 備取 

江致劼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甲組 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數學教育組 正取 

http://icross.cc/99/master/76162561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73733627
http://icross.cc/99/master/73340884
http://icross.cc/99/master/48820795
http://icross.cc/99/master/82808926
http://icross.cc/99/master/99474835
http://icross.cc/99/master/67308109
http://icross.cc/99/master/92604119
http://icross.cc/99/master/32723259
http://icross.cc/99/master/40088122
http://icross.cc/99/master/76162561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16989126
http://icross.cc/99/master/93221177
http://icross.cc/99/master/76620261
http://icross.cc/99/master/98507907
http://icross.cc/99/master/10991059
http://icross.cc/99/master/92012442
http://icross.cc/99/master/68428411
http://icross.cc/99/master/99674553
http://icross.cc/99/master/40088122
http://icross.cc/99/master/76162561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http://icross.cc/99/master/11646183
http://icross.cc/99/master/44075958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正取 

陳琬婷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備取 

高偉庭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乙組【機率統計組】 正取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統計科學 備取 

王文賢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備取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丙組【財務金融組】 正取 

陳郁傑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碩士班 推甄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甲組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碩士班甲組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備取 

林敬偉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備取 

王慧盈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碩士班應用數學組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數學系碩士班甲組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丙組) 備取 

王炳兼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推甄 

姓名 就讀學校 系所 備註 

鄭家祐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趙士賢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備取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戊組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軟體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不分組 正取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魏柏丞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http://icross.cc/99/master/77820660
http://icross.cc/99/master/90480200
http://icross.cc/99/master/76620261
http://icross.cc/99/master/57069807
http://icross.cc/99/master/11836647
http://icross.cc/99/master/76294391
http://icross.cc/99/master/85153535
http://icross.cc/99/master/69628826
http://icross.cc/99/master/99674553
http://icross.cc/99/master/69628826
http://icross.cc/99/master/40088122
http://icross.cc/99/master/99474835
http://icross.cc/99/master/69050276
http://icross.cc/99/master/69628826
http://icross.cc/99/master/40088122
http://icross.cc/99/master/76162561
http://icross.cc/99/master/16989126
http://icross.cc/99/master/81468206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備取 

東海大學 數學系 正取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正取 

李婉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金系丙組 正取 

王亮軒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備取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備取 

劉懿芳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備取 

張鈞凱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甲組 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 備取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正取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甲組【資訊科學組】 正取 

11. 恭賀生機系同學參加本次理工盃球類比賽，榮獲排球第一名及壘球第二名。 

12. 恭賀資工系參加 「98學年度大專院校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榮

獲系統設計組─大專學生新手獎，作品名稱：『iLego - 運用iPhone於LEGO
之變形金剛之娛樂系統』，指導老師：徐超明老師，學生：林育欣、張峻皓、

蕭中一、林智全。 

13. 資工系於5月19日(三)舉辦98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外參訪活動，行程如下： 

一、工研院南科分院 

南分院於2005 年10 月14 日開幕運作，與新竹本院連動，以創新技術

與服務，配合整體區域產業發展政策，協助南台灣產業升級。 

二、安平活魚儲運中心  

安平活魚儲運中心結合資策會、微軟技術平台，獨步國際將RFID開發運

用在水產活魚身上，讓消費者只要透過掃瞄資訊了解即將吃下肚子的活

魚，從魚苗養殖至成魚、出貨送到消費者手中整個生產履歷過程。 

 

http://icross.cc/99/master/32723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