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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電子報 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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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校統籌款20萬元補助建置專題製作打樣室設備。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完成系館教室木門更新。 

 

二、教 學 活 動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能源教育！嘉大指導國小生 DIY 太陽能風車。 
新聞採訪報導情況： 

 

http://www.ncyu.edu.tw/energy/bulletin.aspx?bulletin_sn=25035&page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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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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第四次籌備會議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energy/2015-10-01-世賢國小營隊第四次會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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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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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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測試太陽能板輸出功率是否能讓風車正常轉動 

 

同學正在向本系系主任及世賢國小謝主任展示風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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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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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第五次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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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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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同學在練習如何向小朋友講解太陽能風車的原理 

 

主任正在向同學建議如何能講的讓小朋友更容易了解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energy/2015-10-01-世賢國小營隊第四次會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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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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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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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與世賢國小的小朋友合照 

 

 

參與的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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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 月份舉辦之演講活動如下：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演講題目 

10/28 林崇田副處長 
金屬中心能源與精免系

統籌備處 

從德國工業 4.0 看台灣生產

力 4.0 

 

三、研 究 訊 息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陳榮洪教授指導盃氫能車賽"我是傳奇"奪冠。 

新聞採訪報導情況： 

 

http://www.ncyu.edu.tw/files/bulletin/energy/學生盃氫能車賽_我是傳奇奪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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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10 月 17 日指導大四學生林彥甫、蔡佳樺

參加於台中勤益科技大學舉行之『2015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論文名稱"具區域性流場之個人型空調椅熱流場及省能研究"。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10 月 17 日指導大四學生方文佑、許富翔

參加『2015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論文名稱"外氣使用

量對汽車室內二氧化碳濃度之影響 CFD 模擬"。 

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10 月 4 日指導大四學生蔡佳樺、許富翔、

方文佑及林彥甫以「殼管式噴霧冷卻蒸發器之防止乾枯暨熱傳提升裝置」作

品參加由國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及教育部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辦公室合作辦理的 2015「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競賽」決賽，榮獲最

佳應用潛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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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 10月 22日指導大四學生夏少宜與大三學生

吳健平於 2015 生機與農機研討會發表論文，論文名稱：節能發酵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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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職能

導向課程發展座談會委員。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擔任生機與農機論文發表會壁報競賽評審。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 SCI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之 Reviewer。 

4.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 EI 期刊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 之 Reviewer。 

5.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專題演講: 中區教學資源中心學用攜手實務教

學鏈深耕計畫，題目:應用於創意創新創業之橘色整合科技。 

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專題演講: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

所，題目: 田口優化實驗設計。 

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專題演講: 吳鳳科技大學幼保系，題目: 橘色科

技未來發展與應用。 

8.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 2015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顧問

委員會委員。 

9.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第 32 屆全國機械工程學術研討會: 論文審

查。 

10.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與安全

科技與管理系，「學用攜手實務教學練深耕計畫: 關鍵技能融入」之課程外審委

員。 

1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 SCI 期刊 Acta Mechanics 之 Reviewer。 

1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林肇民教授擔任 SCI期刊 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之

Reviewer。 

1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擔任 2015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

Session Chai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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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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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副教授 10 月 5 日、19 日擔任台南市政府覆議委

員。 

1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翁永進助理教授：擔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第三十二屆全

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審稿委員(6 篇)。 

http://www.ncyu.edu.tw/energy/bulletin.aspx?bulletin_sn=2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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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 生 園 地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10月 3日於在綠盈牧場舉辦系遊。 

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10月 31日在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舉辦賞金獵

人活動。 

團體名稱：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活動名稱： 賞金獵人 

活動時間： 104 年 10 月 30 日 

活動地點： 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參加對象： 嘉義大學在學學生共 144 位 

活動效益： 

希望能讓嘉義大學的學生都能共同來參與，不僅可以認識別系的學生，

也可以和別系的學生交流認識。經由社團協助辦理遊戲闖關，使得嘉義

大學的學生們能多了解校園的社團。散落在各地的寶箱，讓參賽者不知

了解自己的系館，也可以熟悉校園內其他建築的地理位置。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