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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0年6月 

一、行 政 訊 息 

1. 應用化學系陳清玉副教授當選下屆系主任。 

2. 資訊工程學系為落實學生專業能力之養成，將程式設計能力檢定列為畢業之

必要條件，以提升學生之程式專業開發能力。於2010年6月15日公佈「98學

年度第3次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考試」之報名事項，報名時間即日起至7月23日

止。 

 
二、教 學 活 動 

1. 理工學院201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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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0 14：10 ~ 16：10 
應化二館演講廳 

Kinetex core-shell 高效

能液相層析介紹與應用 
Phenomenex 英

國分公司 Dr. 
James Rudge 

應化系 

06/02 下午13：20 ~ 14：50 
資工館2樓教室 A20-

203 

當學術研究者遇見線

上遊戲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學研

究所  
陳昇瑋助研

究員 

資工系 

06/10 下午14：20 ~ 16：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

303 

當科技人遇到法律 嘉義地方法

院  
黃國益法官 

資工系 

06/17 下午14：20 ~ 16：10 
資工館3樓演講廳 A20-

303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技術與應用 

屏科大資管

系  
龔旭陽 教授 

資工系 

06/04 上午15：20 ~ 18：10 
蘭潭綜合教學大樓2F 

A32-217教室 

Wimax/WiFi 混模積體

電路之介紹 
王志賢資深工

程師 
電機系 

06/07 上午10：00 ~ 12：00 
蘭潭資工館 

A20-303教室 

RFID + 創意 = ?? 工研院創意中

心林亞夫執行

長 

電機系 

 

2. 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於2010年5月27日、6月3日、6月10

日在「專題討論」課程時間口頭報告其碩士論文研究成果，演講內容橫跨各

物理領域，有助於提升研究生的學習及研究風氣。應用物理學系全系教師皆

到場聆聽並評分，對於促進本系所之研究交流亦有極大的幫助。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王久泰老師於2010年6月6日帶領進修部土木大三36名

學生赴水保局南投分局生態工程暨水資源局湖山水庫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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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 究 訊 息 

1. 應用物理學系羅光耀教授期刊論文發表：Chia-Yi Huang, Zuo-Zhong Cheng, 

Kuang-Yao Lo, and Chia-Rong Lee, "Determination of polar anchoring energy of 

dye-doped liquid crystals by measuring capaci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07, 123104 (2010 June). (SCI) 

2. 應用物理學系蘇炯武副教授期刊論文發表：Yuhua Lee, J. C. Lee, and Chiung-

Wu Su, "Effects of N-Doping on Magnetic Properties of ZnCoO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 Thin Films,"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 46, 1565 (2010 

June). (SCI) 

3. 應用物理學系高柏青助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Yu-Cheng Chen, Po-Ching Kao, 

and Sheng-Yuan Chu, "UV-ozone-treated ultra-thin NaF film as anode buffer 

layer o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s," Optics Express 18, A167-A173 (2010 

June). (SCI) 

4. 應用物理學系許芳文副教授與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艾群教授合作研究，共同發

表期刊論文一篇：Fang-Wen Sheu, Tzu-Kai Lan, Yu-Chung Lin, Shiung Chen, 

and Chyung Ay, "Stable trapping and manually controlled rotation of an 

asymmetric or birefringent microparticle using dual-mode split-beam optical 

tweezers," Optics Express 18, 14724 (2010 July). (SCI) 

5. 應用物理學系李宗隆教授期刊論文發表：Ming-Huei Chen, Jyh-Hua Ting, Bo-

Zhi Yang, Sheng-Ying Yang, and Tsung-Lung Li, "Soft limiting circuit 

implementable with a single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 Applied Physics A 

100, 193 (2010 July). (SCI) 

6. 「2010台灣磁性技術協會年會暨第22屆磁學與磁性技術研討會」於2010年6月

23～25日在國立中興大學惠蓀林場舉行。應用物理學系陳穗斌助理教授、蘇

炯武副教授應邀參加，並發表專題演講： 

(1) Sui-Pin Chen (陳穗斌), "The Influence of the Bias Voltage on the Tunneling 

Magnetoresistance in a Tunneling Junction with an Inserted Metal". (invited 

talk, FI2) 
(2) Chiung-Wu Su (蘇炯武), "Surface Magneto-optic Faraday effect of Nitride- 

based Cobalt Ultrathin Films on ZnO Crystal and magneto-optic interference 

phenomenon". (invited talk, C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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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用化學系林榮流教授參與 35th FEBS Congress - Molecules of life, 2010 in 

Gothenburg, Sweden ，並發表論文 "Importance of leucine 134 to the co-

chaperone activity of Bacillus licheniformis nucleotide exchange factor GrpE". 

 

 
四、推 廣 服 務 

1. 應用物理學系洪一弘副教授應邀擔任 “ACS Nano” SCI期刊論文的Reviewer。 

2. 應用物理學系黃俊達教授應邀擔任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SCI期刊論文的Reviewer。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清田主任，與中正大學陳朝輝教授合作執行「嘉義

縣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並擔任協同主持人，陳建元副教授、陳文俊副教授、

蔡東霖助理教授、陳錦嫣講師等老師擔任協同研究人員。 

4. 資訊工程學系於2010年6月9日(三)13:20-15:30在資工館3樓A20-303教室舉辦

「2010年數位內容系列競賽 4C數位創作競賽校園巡迴說明會」，議程如下

表。 

時間 內容 

13：20~14：40 專題演講 
講題：台灣電腦遊戲簡史  
講師：遊戲橘子集團產品評估室蔣鏡明經理 

14：40~15：00 Q&A 
15：00~15：30 4C數位創作競賽活動說明(包含產業新星組-「漢光

盃」漢字動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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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工程學系於2010年6月25日參與高雄市數位產業發展協會所辦之「數位

內容產業與學界暨人才交流展」，除了可以有效增進產學互動外亦可以增加

本校資訊工程與數位內容之學生未來就業機會。 

6. 資訊工程學系葉瑞峰教師於2010年6月1日參加金屬中心主辦之南區產業關懷

計畫說明會，會中金屬中心特別說明相關規定並於議程最後進行產學互動，

葉老師均向與會產商介紹本校理工學院科系之狀況並期望可以有產學合作之

機會。 

 

五、學 生 園 地 

1. 應用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0年6月2日在應物二館五樓視聽教室舉辦期末的

「師生座談會」。同學們對於系上開課衝堂以及抵免學分等問題有多次的提

問，在座的老師們也熱心回答，並共同討論出大家均滿意的解決方法。 

2. 「應用物理學系系友會」正式於2010年6月5日成立，並在應物一館一樓階梯

教室召開第一次系友大會。此次活動由高柏青老師指導，並推選95級學長張

欽智擔任系友會會長。希望應物系系友會成立之後，能讓畢業的學長姊對系

上有更多的連絡機會，也讓畢業生之間多一個溝通聯絡的管道。 

 

3. 應用物理學系系學會於2010年6月9日在國際會議廳召開期末會員大會，在此

次大會裡，系學會幹部向所有系學會會員報告本屆系學會一年來財務運作狀

況，並進行新舊幹部交接，第九屆幹部在此畫下美好的句點。 

4. 應用物理學系於2010年6月9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行「系畢業典禮」，應物系系

學會以及大二的同學共同策畫，讓大四與碩二的學長姐有個美好的畢業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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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中撥放了畢業學長姐們的生活點滴，每位指導老師與家族導師依序替所

有畢業學生撥穗，並合影留念，學弟妹獻上鮮花祝福，場面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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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用物理學系於2010年6月9日傍晚，在系畢業典禮結束後，由系學會與大二

同學一起在活動中心一樓美食餐廳策劃「師生同樂會」。師生同樂會是要讓

全系師生一起吃飯歡慶學長姐們畢業，其中穿插了大二、大三同學們的精彩

表演，與各種師生互動的遊戲，讓應物系全系師生從系畢業典禮到師生同樂

會能有個愉快的en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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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0年6月16日端午節，「嘉義縣2010年端午龍舟賽」在嘉義東石漁港海埔

新生地舉行。眾多應用物理學系的大學部學生、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的碩

士班研究生自行合組「蘭潭海王子隊」報名參加「大型龍舟奪標賽」，經過

多次辛苦的團練後，勇奪第2名。 

 

7. 應用化學系畢業成果展暨茶會於2010年6月4日舉行。 

8. 生物機電系系學會於2010年6月15日晚間6點，在學生活動中心一樓，舉行送

舊茶會，會中由大一、大二及大三學弟妹們輪番表演精采的節目歡送即將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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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學長姐們，並送上衷心的祝福，恭祝學長姐前程似錦，活動在歡笑聲與

離情依依的氛圍中圓滿落幕。 

 

 

9. 生物機電系於2010年6月24日(週四)舉行系學會正副會長改選活動，學生們

投票踴躍，選舉結果由二年甲班蔡昕璋同學及一年甲班吳昶澤同學分別當選

正副會長。 

10. 生物機電系大四應屆畢業生已知錄取研究所碩士班榜單： 
編號 學生姓名 錄 取 學 校 系 所 

1 陳  雄 國立陽明大學 生醫光電研究所 甲組(理工組) 
2 莊秉勲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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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郁雅 國立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主
修固力結構) 

4 張家毓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 

5 高雅蓓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甲組 

6 詹玉霞 國立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電機控制

系) 
7 陳韋豪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甲組 

8 劉怡芬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戊組 

9 林秋雯 國立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己組(生醫系統

組) 

10 鍾涵存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力學研究所碩士班 甲組(主修動力學

及固體力學) 
11 陳尉平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甲組 

12 楊偉成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3 魏翊旂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戊組 
14 黃鐘賢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5 張文碩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6 葉家瑋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乙組 

17 張正男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乙組 

18 溫筱婷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丙組 
 

1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於2010年6月14日在國際會議廳辦理新舊任會

長交接暨送舊茶會，恭喜土木二乙楊宗翰與黃淨慧當選新任土木與水資源工

程學系系學會會長與副會長。 
12.恭喜資訊工程學系大三學生林育欣、張竣皓、林智全、蕭中一組成參賽隊伍，

在徐超明老師指導的下以「樂高也 iPhone 狂」，勇奪「98學年度大學校院

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系統設計組 大專學生新手獎，並獲得兩萬

元獎金。徐老師及四位同學並於2010年5月17日(一)下午1點30分在中央大學

工程五館 E6-A207視聽教室接受教育部頒獎如照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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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資訊工程學系徐超明老師指導98畢業碩士生陳志翔投稿至資訊學會之徵選

研究論文「滿足舒適騎乘需求之輕型電動載具強化學習助力管理機制」，經

遴選委員們評定榮獲本屆資訊學會『碩士最佳論文獎』佳作。徐老師與陳志

翔並於2010年04月17日(六)出席於台大資工系舉辦之資訊學會舉辦之會員大

會暨頒獎典禮，一同分享這份榮耀。 

14. 由資訊工程學系葉瑞峰老師指導之學生許中華、林光威與許柏辰於2010年6

月9日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RFID 創意競賽，榮獲第二名獲頒獎狀與獎金。

相關網址為 http://management.stut.edu.tw/rfid.html。 

http://management.stut.edu.tw/rf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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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訊工程學系學生參與99年預官考試之錄取名單 

姓名 錄取單位 

沈仲明 [預官]砲兵第二梯次   
胡鈺軒 [預士]砲兵第一梯次 
賴韋任 [預士]砲兵第三梯次 
于大中 [預士]砲兵第三梯次 
蔡佾翰 [預士]步兵第三梯次   
林岡立 [預士]裝甲兵第三梯次 
紀翔偉 [預士]砲兵第一梯次 
葉書豪 [預士]砲兵第二梯次 
柯菫宏 [預士]砲兵第三梯次 

 
16. 98學年度資訊工程學系清寒獎助學金核定名單(榮獲獎助學金5000元) 

系級 姓名 

資工二年級 王盈方 
資工三年級 潘偉誠 
資工四年級 蔡輔澤 
資工四年級 黎光哲 

 
17.資訊工程學系為促進系上之感情及活動筋骨，特於資工週舉辦「趣味競賽」，

以年級為單位相互競賽，以下為競賽結果。 

    足壘球：第一名：大四、第二名：大二 

    躲避球：第一名：大四、第二名：大一 

    大隊接力：第一名：大一、第二名：大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