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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教師 

一、恭賀資工系黃英哲教授榮獲本校 105 年度「國立中山大學產學傑出獎」。 

  二、恭賀以下老師通過升等！！ 

      (一)機電系曾建洲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二)材光系孫佩鈴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三)通訊所曾凡碩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三、本院於 106 年 1 月 25 日下午召開研商 ASE 菲律賓員工產碩專班會議，會中決議： 

    (一) 專班設立地點在台灣，並前往菲律賓招生。。 

    (二) 專班人數以 20 人為原則。 

    (三) 課程規劃時希融入 4 個月的企業實習(日月光另支薪)及業界教師。 

    (四) 機票費用、學費、住宿費由學生自行負責，日月光集團可提供專屬獎學金。 

    (五) 日月光集團承諾僱用該專班七成之畢業學生。 

    (六) 該專班主要窗口為本院機電系，並請機電系與日月光集團進一步洽談合作事宜。 

    (七) 該專班申請時，除符合教育部「大學辦理產業碩士專班計畫審核要點」外，並配合教育部

「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進行規劃。 

  四、本院於 106 年 2 月 20 日中午召開 105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如下： 

      (一)通過推薦翁金輅教授申請本校「傑出講座」。 

(二)照案通過修正電機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規定」部份條文。請電機系續辦後續行政

程序。 

      (三)照案通過修正本院「教師聘任要點」部份條文。續提校教評會核備。 

      (四)照案通過修正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份條文。續提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核備。 

 

B：職員／學生（含校友） 

一、恭賀環工所高志明教授指導黃威翔同學榮獲「美國土木工程學會 2017 技術先進獎章 (Rudolph 

Hering Medal)」。 

二、恭賀以下本院學生榮獲本校 105 學年度碩士班獎學金: 

電機系 翁雨玄 機電系 李岱恩 材光系 林郁碩 

電機系 廖健閔 機電系 賴建瑋 材光系 鍾岳峻 

電機系 廖子澔 機電系 楊雅筑 材光系 葉翰庭 

電機系 周傳期 資工系 賴建維 光電系 郭端毅 

電機系 廖建智 資工系 成允君 光電系 林子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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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 黃皓羣 資工系 雷皓博 光電系 梁哲昕 

電機系 林旻慧 資工系 陳定延 光電系 林家金 

電機系 姚伯尹 資工系 姜柏程 光電系 王富沅 

電機系 施翔于 資工系 顏境逸 光電系 李  朋 

電機系 黃冠蓁 資工系 吳佩軒 光電系 郭俊廷 

機電系 李治廣 資工系 葉育任 光電系 黃翊城 

機電系 黃建綸 資工系 許勝為 環工所 葉雅文 

機電系 丁啟翔 資工系 蔣秉洋 環工所 楊芳薇 

機電系 何建凱 資工系 洪修傑 通訊所 施宛廷 

機電系 莊宗益 材光系 劉泰佑 通訊所 施尚伶 

機電系 陳佑維 材光系 潘致融 通訊所 林順乾 

機電系 盧人瑜 材光系 吳曜丞   

機電系 蔡政哲 材光系 陳穩仲   

 

C：外賓來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電機系 
  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郭宗杰教授 (IEEE Fellow/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於 2 月 22 日蒞臨該

系演講，演講題目為「Deep Learning Networks–Architectur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機電系 

  邀請 Eiji Nakamachi (Professor,Dr. Engrg.)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Doshisha University)於 2 月

23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Development of Multi-scal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Code for 

Biomechanics Simulation」。 

  ．資工系 

  邀請南臺科技大學電子系唐經洲教授於 2 月 24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車用匯流排 CAN 之架

構及其應用」。 

．光電系 

  一、邀請臺科大光電所廖顯奎教授於 2 月 20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WDM Free Space Optical  

      Transmission in 1550 nm Band」 

  二、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楊翔如分析師於 2月 24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

目為「太陽光電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環工所 

  邀請韓國全北國立大學（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環工系 Prof. Kitae Baek.於 2 月 17 日蒞臨該所

演講，演講題目為「Curr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f Electrokinetic Remediation」。 

 

D：工學院國際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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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欽 2017/02/12~ 
2017/02/17 

菲律賓學術交流及外籍生招生宣導 菲律賓,馬尼拉 



電機系 林惠民 2017/02/23~ 
2017/02/24 

The 2nd China Automotive Cyber 
Security Summit 2017 

中國,上海 

電機系 施信毓 2017/02/23~ 
2017/02/24 

ICCICSP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法國,巴黎 

機電系 程啟正 2017/02/12~ 
2017/02/15 

菲律賓學術交流及外籍生招生宣導 菲律賓,馬尼拉 

資工系 蔣依吾 
2017/02/22~ 
2017/02/28 

(1)參訪三雄金龍控股公司商談以影像

處理技術改善及提升製程之方法 
(2)與上海中醫藥大學相關教授洽談學

術合作事務。 

中國,紹興、上海

材光系 郭紹偉 2017/02/06~ 
2017/02/10 

訪問中科院寧波材料研究所 中國,寧波 

材光系 孫佩鈴 2017/02/24~ 
2017/03/05 

TMS 2017 (146th Annual Meeting & 
Exhibition)國際研討會 

美國,聖地亞哥 

光電系 李晁逵 2017/02/12~ 
2017/02/18 

(1)菲律賓學術交流及外籍生招生宣導 

(2)越南學術交流及外籍生招生宣導 
菲律賓,馬尼拉、

越南,河內 

環工所 袁中新 
2017/02/12~ 
2017/02/15 

菲律賓學術交流及外籍生招生宣導 菲律賓,馬尼拉 

環工所 
許藝騰 

(博士後研究) 
2017/02/23~ 
2017/02/26 

巢湖治理工作會議 中國,合肥 

通訊所 李志鵬 
2017/01/21~ 
2017/01/26 

參加歐盟計畫審查 比利時,布魯塞爾

通訊所 溫朝凱 
2017/02/12~ 
2017/02/15 

菲律賓學術交流及外籍生招生宣導 菲律賓,馬尼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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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岳衢 2017/02/23~ 
2017/02/24 

ICCICSP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Communic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法國,巴黎 

材光系 姜孝承 2017/02/17~ 
2017/02/21 

國際顯示技術會議(ICDT)2017 中國,香港 

材光系 潘政宏 2017/02/14~ 
2017/02/23 

Nano Tech 2017(奈米展) 日本 

 

  二月份壽星（生日快樂！！） 

 電機系－莊子肇教授、鄭志強教授、張淑華小姐、吳玲敏小姐、黃怡章小姐 

 機電系－程啟正教授、莊婉君教授 

  資工系－張雲南教授 

  材光系－杭大任教授、吳欣潔教授 

  環工所－許芸蓁小姐 

  通訊所－黃婉甄教授、陳美蕊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