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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教師 

  一、恭賀以下老師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過升等！！ 

      (一)電機系謝東佑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二)機電系王郁仁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三)機電系林洸銓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四)材光系杭大任老師升等為教授。 

      (五)材光系吳欣潔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六)環工所陳威翔老師升等為副教授。 

  二、本院於 107 年 2 月 2 日中午召開 106 學年度第 7 次主管會議，報告事項及討論事項決議如下： 

      (一)報告事項: 

      1、本院依主管會議決議，簽請學校同意於本院設置4處吸菸區，目前已奉核准。 

      2、本院擬於電資大樓地下室設置撞球室及桌球室提供師生運動及聯誼之用，惟因目前各系

所教師空間使用需求增加，空間之使用當以教學研究為優先，俟電資大樓地下室各空間

確定後即可施工建置撞球室及桌球室。 

          3、校長已宣示，外籍師資除了教學亦可研究。即各系所聘任外籍師資除了需滿足基本之教

學時數外，於簽約時，可附加各系所條款，與受聘人約定其他事項，如發表論文、執行

計畫等。 
          4、本院安排多次海外外籍生招生(最近是 2/26~3/2 赴印尼 UB 招生及 4/16~4/20 赴越南招生)，

但各系所參加意願不高，若各系所對外籍生之招生有任何建議，歡迎隨時向院辦公室反

應。 
          5、目前正在規劃電資大樓一、二樓共用空間之廁所整修，希望提供師生優質環境。 

      (二)討論事項: 

          照案通過本院 107 會計年度預算分配。請各系所於 2 月 8 日前將「經資門預算分配明細表」

送院彙整。 

  三、資工系於 107 年 2 月 3 日至 4 日與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合辦「2018 魚客松(2018 Fishackathon)」

高雄場競賽，資工系參賽隊伍囊括第二名及二項創新獎： 

 第二名獎金 4 萬元：隊名 ESLAB-NSYSU，資工系碩士班學生：馮凱琳、張心瑜、包士容、 

                          蔡昌儒 

 養殖漁業創新獎獎金 1 萬元：隊名 SEP5008，資工系碩士班學生：許嘉祐、紀宥紘、賴建維、 

                        陳瑞俞 

 遠洋漁業創新獎獎金 1 萬元：隊名 Hyper Text Monkey Control Protocol，資工系學士班學生黃曉 

                        敏、張安邦、尤理衡(高雄美國學校 12 年級生)、謝振允(本校海科 

                        系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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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職員／學生（含校友） 

一、恭賀資工系馮凱琳、張心瑜、包士容及蔡昌儒同學榮獲「2018 魚客松(2018 Fishackathon)」高雄

場競賽－第二名。 

二、恭賀資工系許嘉祐、紀宥紘、賴建維及陳瑞俞同學榮獲「2018 魚客松(2018 Fishackathon)」高雄

場競賽－養殖漁業創新獎。 

三、恭賀資工系黃曉敏、張安邦、尤理衡(高雄美國學校 12 年級生)及謝振允同學(本校海科系碩士班

學生)榮獲「2018 魚客松(2018 Fishackathon)」高雄場競賽－遠洋漁業創新獎。 

四、恭賀環工所高志明教授指導研究生楊宗翰、連博仁、黃威翔，榮獲美國環境及水資源學會「應用

導向優秀論文獎」。 

C：外賓來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電機系 
  邀請國立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阮聖彰教授於 2 月 27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教育部核心

系統達人培育計畫介紹」。 

．光電系 

  邀請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林弘南董事長於 2 月 26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工作倫理與

職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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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流事宜 國家 

電機系 翁金輅 2018/02/07~ 
2018/02/09 

參加 2017歐洲研究署(ERC)_通訊及系統工程學

門(PE7)進階計畫第二階段評審會議-學門評審

委員(Panel Member) 

 布魯塞爾,

比利時 

電機系 高崇堯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宣導

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電機系 謝耀慶 

2018/02/01~ 
2018/02/06 

拜訪馬來亞大學電機系 
馬來西亞,

吉隆坡 

2018/02/12~ 
2018/02/14 

離島國際電力工程研討會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ower Engineering in 
Remote Islands (IWPI2018) 

日本,沖繩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宣導

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電機系 余祥華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宣導

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機電系 程啟正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宣導

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材光系 周明奇 
2018/02/28~ 
2018/03/02 

擔任第 2 屆日-臺創新材料科學工作坊講座 日本,石川 

通訊所 郭志文 
2018/01/23~ 
2018/01/28 

參訪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與馬賽中央理工學

院 
法國,馬賽 

通訊所 溫朝凱 
2018/01/27~ 
2018/01/29 

參加本校大馬校友會第四屆理監事改選 
馬來西亞, 

吉隆坡 



通訊所 李志鵬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宣導

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通訊所 黃婉甄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宣導

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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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忠原 2018/02/04~ 
2018/02/08 

2018 ASENS Asian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 

日本,大阪

電機系 

何政諺 
莊博鈞 

賴威羽 

朱家葦 

余立人 

吳宗禧 

黃宥鈞 

陳婉榕 

2018/02/07~ 
2018/02/14 

IEEJ Technical Meeting on Powe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ower Engineering in Remote Islands
（IWPI2018） 

日本,沖繩

電機系 

李穆誠 

Mochammad 

Rif'an 

2018/02/26~ 
2018/03/02 

參訪印尼 Brawijaya University 並舉辦招生

宣導活動 
印尼, 

泗水、瑪琅

 

  二月份壽星（生日快樂！！） 

 電機系－莊子肇教授、鄭志強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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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芷嫺小姐 

  通訊所－黃婉甄教授、陳美蕊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