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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教師 

一、本院於 103 年 3 月 6 日中午召開 102 學年度第 3 次院務會議，會中決議： 

(一)通過追認本院「院長遴選作業細則」修訂案。 

(二)通過「國立中山大學學術研究績優教師」工學院審查要點修訂案。 

(三)通過「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遴選辦法修訂案，提送教務會議。 

(四)通過資工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部分條文修訂案。 

(五)通過材光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部分條文修訂案。 

(六)通過材光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規定」部分條文修訂案。 

二、「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產學合作媒合座談會」已於 3 月 5 日(三)圓滿落幕，活動照片請至

http://engn.nsysu.edu.tw/files/132-1021-1962,c239-1.php。 

三、校友總會於 3 月 5 日晚上與本院教師餐敘，感謝各位教師賞光，出席人數眾多，圓滿成功。餐

敘中校長請各系所轉達系友會會長，希望各系所系友會會長能多參與校友總會活動，凝聚本校

校友共識。 

四、資工系將於 3 月 25 日主辦 103 年度第 1 次全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考試(CPE)。 

 

B：外賓來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電機系： 

  一、邀請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師李源良先生於 3 月 4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

講題目為「Intel DCG-Taiwan Platform Application in SI, PI, & EMI」。 

  二、邀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紀光輝副系主任於 3 月 11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綠網路的資源規劃 (Green Network Resources Planning)」。 

  三、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高國興助理教授於 3 月 18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Tunnel 

Field-Effect Transistor」。 

  四、邀請晶心科技(Andes)江永權經理於 3 月 25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Ultra Low Power 

AndesCore and Its Applications」。 

．機電系： 

一、邀請本系邱源成教授於 3 月 6 日演講，演講題目為「線上複合電鍍-電解銳化法(CEPELIS)研

磨 CVD 鑽石膜表面之研究」。 

二、邀請中國鋼鐵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能源開發與應用發展組組長陳俊達先生於 3 月 13 日蒞

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中鋼節能減碳技術研發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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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邀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投資組許增如組長於 3 月 20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南

風再起~南科人才培育及創新計畫介紹」。 

四、邀請科頂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方世林總經理於 3 月 20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生

技產業牙科手機尖兵~~科頂科技工業走向自創品牌之路」。 

五、邀請台電再生能源處陳財富機械課長於 3 月 27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台電風力發

電工程與運轉維護技術介紹」。 

．資工系： 

  一、邀請國立宜蘭大學趙涵捷校長於 3 月 7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Quantum Cryptography 

and Network Applications.」。 

  二、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兼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所長謝孫源教授於 3 月 14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The Internal Steiner Tree Problem」。 

  三、邀請銘傳大學國際學院劉龍龍教授於 3 月 21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關於軟體中錯

誤的數目」。 

．材光系： 

  一、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張石麟教授於 3 月 5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X-ray Fabry-Perot 

resonators and single-mode x-ray diffraction」。 

  二、邀請 Prof. Daniel Schaadt,Technical University Clausthal 於 3 月 12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

為「III-V semiconductors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spintronics」。 

  三、邀請 Prof. Klaus H. Ploog 於 3 月 19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Dual-Education System at 

High-School  and  University Level in Germany」。 

  四、邀請台大凝態中心張玉明研究員於 3 月 26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拉曼光譜在氮化

鎵發光二極體樣品結構檢測的運用」。 

．光電系： 

  邀請鼎茂光電副總郭惠隆先生於 3 月 25 日蒞臨光電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液晶材料的應用」。 

．環工所： 

一、邀請 Junji Shibata 教授(Kansai University)於 3 月 5 日蒞臨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Recovery of 

rare metals from spent lithium ion batteries using solvent extraction」。 

二、邀請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建仁總經理於 3 月 12 日蒞臨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地下水

汙染生物整治系統」。 

三、邀請中原大學生物環境工程系黃郁慈助理教授於 3 月 19 日蒞臨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新

興奈米材料的生物毒性評估」。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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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名稱 國家 

電機系 劉承宗 2014/03/03~ 
2014/03/10 

赴華北電力大學進行學術研究交流 中國,北京 

電機系 謝東佑 2014/03/10~ 
2014/03/14 

ARM Global Training Partners 
Conference 2014 

馬來西亞,吉隆坡 

電機系 林惠民 2014/03/13~ 
2014/03/17 

赴大陸福州進行福州電力工程公司

移地研究 
中國,福州 

機電系 魏蓬生 2014/03/19~ 
2014/03/26 

受邀參訪北京工業大學焊接研究院 中國,北京 

機電系 許聖彥 2014/03/27~ 
2014/04/01 

2014 年工程與資訊科技年度會議 日本,東京 

機電系 莊婉君 2014/03/28~ 
2014/04/08 

Design,Test,Integration & 
Packaging of MEMS/MOEMS 

法國,坎城 

資工系 蔣依吾 2014/03/31~ 
2014/04/04 

受中國教育部邀請至浙江樹人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並順道參訪和碩集

團上海廠及上海復旦大學 
中國,杭州、上海 

材光系 郭紹偉 2014/03/05~ 
2014/03/09 

至大陸廣州南華理工大學討論合作

事宜 
中國,廣州 

材光系 張豐志 2014/03/11~ 
2014/03/15 

至大陸上海華東理工大學進行兩岸

學術交流 
中國,上海 

光電系 鄭木海 2014/03/04~ 
2014/03/15 

至美國與 UCSB 葉伯琦教授研究討

論及參加 2014OFC 研討會 
美國,洛杉磯、舊金山 

光電系 陳永睿 2014/03/06~ 
2014/03/16 

OFC2014 國際研討會 美國,舊金山 

光電系 魏嘉建 2014/03/07~ 
2014/03/17 

OFC2014 國際研討會 美國,舊金山 

光電系 李晁逵 2014/03/08~ 
2014/03/16 

OFC2014 國際研討會 美國,舊金山 

光電系 邱逸仁 2014/03/08~ 
2014/03/13 

OFC2014 國際研討會 美國,舊金山 

光電系 黃文堯 2014/03/20~ 
2014/03/22 

國合計畫結束訪問及後續合作討論 加拿大,溫哥華 

環工所 高志明 2014/03/27~ 
2014/03/29 

2014 年第二屆先進材料與工程技術

國際會議 
中國,香港 

環工所 袁中新 2014/03/21~ 
2014/03/24 

討論舉辦「海峽兩岸環境保護會議

－福州論壇」研討會事宜 
廈門,福州 

通訊所 郭志文 2014/03/16~ 
2014/03/20 

2014 年 APAIE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13 亞太教育者協會理事會會議

與年會暨教育展） 

韓國,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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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名稱 國家 

電機系 邱郁舒 2014/03/10~ 
2014/03/13 

2014 年人工智能與數據挖掘研討會 中國,蘇州 

機電系 
賴昂志 
林義晨 
詹家齊 

2014/03/27~ 
2014/04/03 

2014 年工程與資訊科技年度會議 日本,東京 

資工系 
吳坤益 
梁智淵 

2014/03/26~ 
2014/04/03 

Annu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EAIT 2014) 

日本,東京 

光電系 張國群 2014/03/07~ 
2014/03/19 

OFC2014 國際研討會 美國,舊金山 

 

三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電機系－陳有德老師 
  資工系－叢慧智小姐 
 材光系－沈博彥教授、蔣酉旺教授、顏秀芳小姐 

光電系－黃文堯教授、陳俐吟教授 
環工所－楊金鐘教授 
通訊所－溫朝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