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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5 年 7,8,9 月(機械系) 

一、行 政 訊 息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榮獲產學攜手人才培育合作方案經費補助46萬元。(本

年度經常門11萬2500元、資本門12萬元，下年度經常門11萬2500元、資本門

12萬元，共計46萬5千元。)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陳榮洪教授接任本校研發長。 

本校一級主管交接訊息網頁：

http://www.ncyu.edu.tw/NewSite/news3.aspx?news_sn=2550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陳榮洪教授榮獲教師服務傑出獎。 

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榮林肇民教授獲選績優實習指導教師。得獎網頁連

結:http://www.ncyu.edu.tw/energy/bulletin_list.aspx?pages=0。 

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104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於9月6日舉辦。 

    (時間:104 年 9 月 6 日 14:30~15:30, 地點：A10-101 機能系視廳教室) 

9/6(日) 

時間 名稱 主持人  

12:00~16:00 理工學院新生進住宿舍 
系 學 會 與

導生 
學務處 

14:30~14:50 新生家長座談會 
丁 慶 華 主

任 

機械系與系學

會 

http://www.ncyu.edu.tw/NewSite/news3.aspx?news_sn=2550
http://www.ncyu.edu.tw/NewSite/news3.aspx?news_sn=2550
http://www.ncyu.edu.tw/academic/bulletin.aspx?bulletin_sn=23928
http://www.ncyu.edu.tw/energy/bulletin_list.aspx?page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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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00 介紹系學會 系會長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5:00~15:05 大學經驗分享-幹部經驗 楊倍驊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5:05~15:10 大學經驗分享-大學生活 蔡淳宇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5:10~15:15 大學經驗分享-個人興趣 巫釋鶱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5:15~15:20 大學經驗分享-專題分享 吳健平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5:20~15:25 大學經驗分享-實習經驗 陳韋丞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5:25~15:30 大學經驗分享-實習經驗 曾煒泰 
機械系與系學

會 

19:30~21:00 
宿舍安全講習 (含逃生演

練) 

系 學 會 與

導生 
學務處 

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於9月23日舉辦本學期第一次系周會。 

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於9月23日系周會結束後，舉辦全系地震防災避難逃生

演練活動。 

活動地點: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館。活動敘述：前15分鐘負責人宣導地震防

災避難相關事項與說明活動內容，並撥放地震逃生影片，聽候警鈴聲響起，迅

速至草地集合，負責人發現前往操場路段毀壞，移動到系館下方大草皮，集合

完畢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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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註 

14:20~14:35 宣導地震防災避難相關事項 陳亮瑜  

14:35~14:45 播放地震逃生影片 陳亮瑜  

14:45~15:00 彈性時間   

15:00~15:10 逃生演練 何承叡  

15:10~15:15 結束活動   
 

 

二、教 學 活 動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由電算中心建置無線AP之系所安裝無線基地台（AP）熱

點已裝置完成，熱點1(A10-101)視廳教室；熱點2(A10-203)電腦教室，歡迎

踴躍使用。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協助嘉義市世賢國小辨理嘉義市校園能源教育推廣活動。 

活動名稱： 協助嘉義市世賢國小辨理嘉義市校園能源教育推廣活動 

活動日期：   104  年   9 月 17 日 

活動地點：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館 

參加對象： 大 2-4共 37位同學 

活動效益： 

由系學會主辦，丁慶華教授指導，根據「嘉義市校園能源教育推

廣活動」計畫書，由本系學生發揮創意，以教導世賢國小學生進

行所需的能源實作教育，過程中本系學生學習如將所學的能源知

識轉化為技術。 

 
技術負責人正在講解整體電路的運作       主持人在分配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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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 究 訊 息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指導本系、生機系、與食品系學生參加 2015 

全國儲能應用專題創意競賽，以作品節能發酵系統，榮獲銀獎。競賽網頁連

結：http://www.enedu.org.tw/ResourcesCenter/news-more.php?id=257  

 

 

http://www.enedu.org.tw/ResourcesCenter/news-more.php?id=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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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指導之太陽熱能聚熱產氣裝置獲2015 東華

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佳作。競賽網頁連結：

http://www.etc.ndhu.edu.tw/files/14-1090-89230,r844-1.php  

活動名稱： 2015 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 

活動日期： 104 年 8  月 16 日 

活動地點： 國立東華大學 

參加對象：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及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黃金城名譽教授所率領農學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木設組)博士生阮巽

雯、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大三學生黃建文及林暉恩。 

活動效益： 

組成「喜氣陽陽」隊伍，以「太陽熱能聚熱產氣裝置」參加「2015 

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經由嚴格初賽篩選及決賽，由全

國決賽 42 組隊伍脫穎而出，獲得佳作。 

 

 

 
 

http://www.etc.ndhu.edu.tw/files/14-1090-89230,r84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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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指導學生榮獲 2015儲能科技創意海報徵選

競賽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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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指導同學獲得 [ 2015 Moldex3D 全球模流

達人賽 ] 學生組優勝獎。競賽網頁連結：

http://www.moldex3d.com/newsevents/e-paper/ch/2015/20150724_GITA/index.

html  

 

 

http://www.moldex3d.com/newsevents/e-paper/ch/2015/20150724_GITA/index.html
http://www.moldex3d.com/newsevents/e-paper/ch/2015/20150724_GITA/index.html
http://www.moldex3d.com/newsevents/e-paper/ch/2015/20150724_GITA/index.html
http://www.moldex3d.com/newsevents/e-paper/ch/2015/20150724_GIT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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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7 月 7 日指導大三學生方文佑、許富翔、

蔡佳樺、林彥甫參加『臺灣國際創新發明競賽』，榮獲銅牌獎。作品名稱"

火管式鍋爐之防止乾枯暨熱傳提升裝置"。 

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8 月 17 日~22 日出席於日本橫濱舉行之

第 24 屆國際冷凍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Rong-Horng Chen, Tong-Bou Chang 

*, Zi-Long Wang,”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pool boiling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TiO2-R141b nanofluid for a horizontal low-finned U-tube”, 24th 

IIR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efrigeration, Yokohama, Japan, paper No. 39, 

Aug. 16-22, 2015.。 

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發表研討會論文：翁永進、蔡淳宇、巫

釋鶱, 2015.8.13~14, “發展氣體輔助微結構彈性多型態壓印複製成型技術”,

第 19 屆奈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台大，論文編號 B-0016 (口頭報告)。 

8.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發表研討會論文：翁永進、林逸飛, 

2015.8.13~14, “發展磁性滾輪軟模連續壓印光固化成型技術” , 第 19 屆奈米

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台大，論文編號 B-0017 (口頭報告)。 

9.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指導學生專題作品：高效率低成本大面

積太陽能集光器軟式薄膜，獲得-2015 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入圍獎。 

10.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發表 SCI 論文：Yung-Jin Weng
*
, 

Rong-Horng Chen. 2015/09, "The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Fluid Bag Micro-roll 

Imprinting Technology in Optical Anti-reflective and Solar Concentrator Soft 

Film Replication”, Optik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ght and Electron Optics. 

Volume 126, Issue 19, Pages 208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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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指導學生專題作品：綠色環保氣體輔助

一模多變多型態光電微元件之創新製程方法與裝置，-2015 東元「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賽，獲得佳作。(獲獎金 2 萬元整)  

網頁連結 http://www.tecofound.org.tw/greentech-contest/2014/index.php  

 

  

  

http://www.tecofound.org.tw/greentech-contest/2014/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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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 廣 服 務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J Intell Fuzzy Sys 論文審查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論文審查委員。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為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論文審查的

前 10%。網頁連結：

http://www.reviewerrecognition.elsevier.com/recognition/index?key=A002F298

890F30D85E308507CFCF1BC266CC3602B4225F5B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擔任擔任嘉義市 SBIR 計畫審查委員。 

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J Intell Fuzzy Sys 論文審查

委員。 

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Heat Transfer - Asian 

Research 論文審查委員。 

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7 月 6 日、20 日擔任台南市政府覆議委

員。 

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7 月 22 日擔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4 位同學)。 

8.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7 月 28 日應邀至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ARTC)演講，演講題目:車輛空調設計。 

9.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論文審查委員。 

10.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Energy 論文審查委員。 

1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Heat and Mass Transfer

論文審查委員。 

1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8 月 3 日、31 日擔任台南市政府覆議委

員。 

1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Applied Energy 論文審查

委員。 

1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SCI 期刊 Heat Transfer Engineering

論文審查委員。 

1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9 月 14 日擔任台南市政府覆議委員。 

1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擔任本校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論

文學位考試口試委員(蔡季廷碩士)。 

1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指導台北市立萬芳高中申請教育部104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畫獲得通過。 

http://www.reviewerrecognition.elsevier.com/recognition/index?key=A002F298890F30D85E308507CFCF1BC266CC3602B4225F5B
http://www.reviewerrecognition.elsevier.com/recognition/index?key=A002F298890F30D85E308507CFCF1BC266CC3602B4225F5B
http://www.reviewerrecognition.elsevier.com/recognition/index?key=A002F298890F30D85E308507CFCF1BC266CC3602B4225F5B
http://www.reviewerrecognition.elsevier.com/recognition/index?key=A002F298890F30D85E308507CFCF1BC266CC3602B4225F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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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獲香港大學邀請擔任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CMSIE 

2015)，會議 scientific member。 

19.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擔任EI期刊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 期刊之論文審查委員。 

20.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擔任期刊 PENCIL Academic Press 論

文審查委員。 

 

五、學 生 園 地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新任系學會團隊，於 8 月份在全省各地(北區-板橋、中

區-台中、雲嘉南區-台南、高屏區-高雄) 分區舉辦迎新茶會，跨大歡迎本系

新生。 

 

 

104 年 8 月 28 日 北區迎新茶會花絮 

 

104 年 8 月 29 日 中區迎新茶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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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8 月 28 日 高屏區迎新茶會花絮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於 9/16-1930-2100 於系館視聽教室進行大一同學抽直

屬活動，抽直屬讓大一新生能有直接的學長團隊，藉以能快速進入大學生

活，適應本系、本校、一級在嘉義地去的生活文化。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於 9 月 19 日舉辦迎新宿營。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energy/2015-09-19-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