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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教師
一、恭賀本院材光系周明奇主任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傑出研究獎」。
二、本院於 104 年 4 月 14 日中午召開 103 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會議，會中決議：
（一）１、本院優良導師得獎者共 8 名，名單為：電機系邱日清導師及莊子肇導師、機電系錢志
回導師、資工系王友群導師、光電系于欽平導師及洪勇智導師、環工所林淵淙導師、
通訊所曾凡碩導師。
２、推薦本校優良導師本院候選人 2 名，名單為：電機系莊子肇導師及光電系于欽平導師。
（二）請電機系及光電系推派校優良導師甄選委員各 1 名，並將委員名單於 4/20(一)前通知院辦。
三、本院於 104 年 4 月 15 日中午召開 103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會議中決議：
（一）通過修訂環工所「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部份條文及附件。
（二）通過修訂環工所「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規定」第二條條文。
（三）通過修訂環工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規定」第二條條文。
（四）通過電機系暨通訊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五）通過機電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六）通過資工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七）通過材光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八）通過光電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九）通過環工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十）通過「工學院自我評鑑規劃書」。
四、本院於 104 年 4 月 22 日中午召開 103 學年度第 6 次主管會議，會議中決議：
（一）104 學年度擬續聘約聘教師兩位：電機系張議聰助理教授、機電系劉耿豪助理教授。
（二）確定 104 學年第一學期外國學生申請中山獎學金工學院排序。
（三）配合教育部「青年學者養成計畫」，本院擬參與「產學菁英培育方案」及「學術菁英培育
方案」，請各系卓參，俟教育部有進一步公告，再行討論。
（四）緩議電資大樓(F 棟)電梯管控事宜，惟會中委員提出電資大樓 2、6、9 樓全面開放不
管控，其餘樓層則需使用感應卡(扣)才能使用之方案，將併本案於下次主管會議討論。
五、本院於 104 年 4 月 23 日下午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會議中決議：
（一）通過各受評單位之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委員提名單(6-7 名)及工學院推薦至系、所及
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委員會之委員名單(2-3 名)。

（二）工學院自我評鑑委員推薦名單宜與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委員名單區隔，另請各受評
鑑單位推薦工學院自我評鑑委員名單 2-3 名，並於 4/28 前送工學院。

B：職員／學生（含校友）
一、恭賀光電系顏子翔研究生榮獲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之「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
合奏大專團體 B 組優等。

C：外賓來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電機系:
一、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黃仁竑教授兼工學院院長於 4 月 7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
題目為「SocailCloaking：a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for K-anonymity Loc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二、邀請翰尼斯企業鄭建彥經理及工業技術研究院施惠獻管理師於 4 月 14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
講題目為「以 Arduino 開發物聯網與穿戴式裝置及 2015 通訊大賽校園說明會」。
三、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杜佳穎助理教授於 4 月 21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
為「體現工程與思創機會 A Story about Dynamic Testing and Control」。
四、邀請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龔志銘副教授於 4 月 28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開
始迎接無人機時代的來臨：空中大數據革命」。
．機電系:
一、邀請逢甲大學航太工程學系陳重德助理教授於 4 月 2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壓電材
料分析與應用」。
二、邀請 Univ.-Prof. Dr.-Ing. Dr. h.c. Sándor Vajna 於 4 月 3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The
Holistic Process Model of Integrated Design Engineering」。
三、邀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杜佳穎助理教授於 4 月 9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體
現工程與思創機會 A story about dynamic testing and control」。
四、邀請貝里克單車劉峰銘先生於 4 月 16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阿木，我把興趣變成
職業了」。
五、邀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李朱育教授於 4 月 23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Optical
interferometry for Bio- & displacement sensing」。
六、邀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鄭永長副教授於 4 月 30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
講題目為「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Uniform Design and Kriging Interpolation」。
．資工系:
一、邀請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嚴力行教授於 4 月 10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Applications of Game Theory to Distributed and Wireless Systems」。

．材光系:
一、邀請清華大學材料系陳柏宇教授於 4 月 1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Learning from Nature:
Biological and Bio-inspired Materials」。
二、邀請清華大學物理系林秀豪教授於 4 月 8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The Rise of Open
Education」。
三、邀請中正大學化工系王朝弘教授於 4 月 15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鋰離子電池與超
級電容材料之研究」。
四、邀請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林仕鑫博士於 4 月 22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
講題目為「Materials design and simulation:hybrid, two-dimensional, and energy
materials」。
五、邀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系顏怡文教授於 4 月 29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材料世界史
簡介」。
六、邀請 Prof. Klaus H. Ploog 於 4 月 30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Progress in solid state lighting
based on advanced GaN substrate technology」。
．環工所：
一、邀請高雄醫學大學童俊維助理教授於 4 月 8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電腦輔助環境化
合物毒性預測」。
．通訊所：
一、邀請是德科技於 4 月 14 日蒞臨該所舉辦「2015 是德科技 EEsof 校園巡迴講座」。
二、 邀請國立中正大學陳喬恩副教授於 4 月 21 日蒞臨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Some Recent Results
on Lattice-Reduction-Aided MIMO Communications」。
三、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沈文和教授於 4 月 28 日蒞臨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On the Beam-domain
Processed Large-scale Antenna Technology for 5th Generation Mobile Cellular Systems」。

D：工學院國際交流活動
一、教師出國進修或參加國際研討會：
系所

教師姓名

出國日期

電機系

黃國勝

機電系

朱訓鵬

機電系

林哲信

機電系

蔡得民

2015/04/16~
2015/04/24
2015/03/31~
2015/04/05
2015/04/06~
2015/04/11
2015/04/12~
2015/04/19

機電系

蔡得民

會議名稱

國家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EDICAL IMAGING
develop a possible optimal design
process for global minimal search

美國，紐約

2015 IEEE NEMS 國際研討會

中國，西安

受邀參訪德國 Hannover Messe(漢諾
威工業大展)2015
執行台德（MOST-DAAD）雙邊計畫
下人員交流 PPP 計畫（渦卷之智慧型
2015/04/23~
加工與檢測技術：訪問德國馬德堡
2015/05/03
（Magdeburg）市馬德堡大學機械設
計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

澳門

德國，漢諾威

德國，馬德堡

材光系

謝克昌

材光系

黃志青

光電系

張弘文

光電系

林宗賢

環工所

袁中新

2015/04/13~
參加國際先進複合材料與結構會議
2015/04/15
2015/04/11~
參加國際先進複合材料與結構會議
2015/04/18
2015/03/29~ 參訪 KDDI 總部，並與本系多賀秀德退
2015/04/02 休教授討論科技部執行事宜。
2015/04/17~
參加 SLCP 2015 研討會
2015/04/21
2015/04/18~
T&T IAC 2015
2015/04/21

土耳其，伊斯坦堡
土耳其，伊斯坦堡
日本，東京
中國，深圳
日本

二、學生出國進修或參加國際研討會：
系所

學生姓名

出國日期

機電系

王育翔

機電系

廖柏源

機電系

劉士豪

機電系

莊英辰

材光系

陳盈翰

材光系

謝中瀚

2015/04/06~
2015/04/11
2015/04/18~
2015/04/24
2015/04/18~
2015/04/24
2015/04/18~
2015/04/24
2015/04/11~
2015/04/18
2015/04/11~
2015/04/18

會議名稱
參加第十屆奈米/微米工程及分子系
統國際研討會(IEEE-NEMS2015)

中國，西安

參加 ICCDMME2015 研討會

泰國，曼谷

參加 ICCDMME2015 研討會

泰國，曼谷

參加 ICCDMME2015 研討會

泰國，曼谷

參加國際先進複合材料與結構會議

土耳其，伊斯坦堡

參加國際先進複合材料與結構會議

土耳其，伊斯坦堡

四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電機系－邱日清教授、洪綺霙小姐
機電系－任明華教授、朱訓鵬教授、陳雯斐小姐
資工系－李宗南教授
材光系－徐瑞鴻教授、謝克昌教授、曾百亨教授
環工所－林朝榮先生
通訊所－王藏億教授

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