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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教師
一、恭賀材光系郭紹偉教授榮獲科技部 106 年度傑出研究獎。
二、恭賀電機系馬誠佑導師、機電系王郁仁導師、資工系張雲南導師、光電系魏嘉建導師、
環工所陳威翔導師、通訊所黃婉甄導師榮獲本院 106 學年度優良導師。
三、本院於 107 年 3 月 31 日中午召開 106 學年度第 8 次主管會議，會中決議：
(一) 為配合本校「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原則」及本校「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實施辦法」之修正，擬新訂本院「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
修訂「國立中山大學學術研究績優教師」工學院審查要點第五點及修訂本院「學術審議委
員會設置辦法」，因學校於 107 年 3 月 29 日召開會議，決議母法之修正暫緩實施，故本案
撤案。
(二) 擬修正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第三條及第六條條文，因學校於 107 年 3 月 29 日召
開會議，決議母法之修正暫緩實施，故本案撤案。
(三) 本院擬訂定「國立中山大學工學院進用外籍教學人員考核要點」(草案)，經決議考核方式採
用「乙案」，本案續提院務會議審議。
(四) 有關 108 學年度大學指考招生簡章採「學系分組」，請有意願之學系盡速完成修訂程序。
(五) 有關本院 LOGO 形象，請連絡廠商再修正部分 LOGO 造型。
四、本院於 107 年 4 月 12 日中午召開 106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會中決議：
(一) 通過推薦「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申請」之本院推薦案－Prof. Eby G. Friedman。提送研發處。
(二) 通過環工所推薦陳康興教授為本校榮譽退休教授。提送校教評會。
(三) 照案通過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自我評鑑追蹤評鑑改善報告書。請電信學程續辦後續
行政程序。
(四) 照案通過本院「院長遴選作業細則」第十一點。續陳請校長核定。
(五) 照案通過本院「教師升等審查辦法」、「教師升等審查細則」及「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門檻標
準」。提送校教評會。
(六) 照案通過本院新訂「國立中山大學工學院進用外籍教學人員考核要點」。提送校教評會。
五、本院李志鵬院長、賴威光副院長、海科院李賢華院長及本院教師代表包括電機系蘇健翔助理教授、
機電系林韋至助理教授、光電系張弘文教授及電信學程黃婉甄主任等，於 4 月 16 日至 19 日赴越
南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HCMUTE)、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Hanoi (USTH)、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ST)參訪交流，將與

USTH、HUST 兩所學校簽訂 MOU，積極建立良好關係。
活動照片請至 http://engn.nsysu.edu.tw/files/132-1021-3739,c239-1.php?Lang=zh-tw 下載。

B：職員／學生（含校友）
一、恭賀電機系葉家宏合聘教授指導 Kahlil Muchtar 同學榮獲「2017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博士論文優等
獎」。
二、恭賀資工系劉庚銘同學榮獲周大觀文教基金會「2018 全球熱愛生命獎學金」。
三、恭賀材光系榮獲本校 106 學年度系際盃游泳錦標賽冠軍。
四、恭賀材光系榮獲第十屆全國大專院校大光盃團體羽球賽季軍及男子排球賽冠軍。
五、本院 106 年度第 1 學期學士班學生書香獎得獎名單如下：(摘錄自教務處公告)

系別/
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周洋任、余尚謙、李昱昇

高煜能、籃翊豪、蘇永全

陳廷瑋、楊亦涵、熊珮妤

葉承叡、詹翎鈺

曾嘉偉、岳柏勳、李佳霖

林威志、潘科竹、王振倫

洪竺均、梁維哲、謝霆翰

鍾文傑、温宗庭、詹沅翰

李宏文、張軒翊、周俞均

許舒婷、林子傑、陳喻歆

蔡政廷、張皓林、林子傑

林源強、朱紫萌、吳家任

許立暘、莊博勛、楊宗儫

李子臻、李灃根、張瓊文

資工系 鄭中翔、梁友誠、林珈均

陳玨安、吳祥勛、陸玉霖

材光系 劉泰延、蕭汶芸、郭芝伶

簡雅婷、黃聖文、王大維

劉彥廷、曹妤瑄、黃庭緯

蔡政錩、洪儀恩、王思唯

光電系 簡崟合、黃柏翔、許傅淳

徐瑞澤、林易錦、王怡閔

蕭宇彤、陳竑任、郭庭慈

林祐弘

電機系
甲班
電機系
乙班
機電系
甲班
機電系
乙班

鍾嘉庭、鄭宇喬、劉家亘
、陳詩涵
謝文仁、林秉翰、鍾岳澄
、閻郁萱

四年級

楊上德、黃婉瑈、陳奕憲
蘇盈安、陳彥瑋、蔡惠如

C：外賓來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電機系:
一、邀請台船管理處江枝文經理、電機設計課衷遙群課長及設計處管理課陳柏汎課長於 4 月 10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國艦國造與海上綠能風電之台船發展策略與產學合作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indigenous defense warship and offshore wind power in CSBC and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二、邀請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歐陽振森副教授於 4 月 17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人工
智慧技術趨勢與醫療應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cal Trends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三、邀請李偉仁教授(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於 4
月 20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Seamless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四、邀請國立台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楊士進副教授於 4 月 24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
為「高速馬達運用與關鍵挑戰 High speed machine applications and their challenges」。
．機電系:
一、邀請國立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江佩如副教授於 4 月 12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三維視覺影像方法與應用」。

二、邀請國立清華大學動力機械系鄭宏銘助理教授於 4 月 19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Wearable Robotic Systems」。
三、邀請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王聖禾助理教授於 4 月 26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創新可變結構壓電馬致動器&發電應用介紹」。
．資工系:
一、科技部杜聰明獎得主 Prof. Dr. Jurgen Hennig (Director,Medical Physics,Dept. of Radiology,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Freiburg,Germany) 於本年度 4 月間至資工系訪問，並於 4 月 9 日
公開演講，演講題目為「Introduction to MR Image Encoding Reconstruction,and Processing」。
二、邀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數位轉型研究所洪毓祥副所長於 4 月 13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
講題目為「創新創業輔導經驗談」。
三、邀請國立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黃敬群教授於 4 月 20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文 C
雕龍：經典 C 程式設計典範賞析」。
．材光系:
邀請美國賓州州立大學楊振寰教授於 4 月 25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Discovery of Temporal
Universe」。
．光電系：
一、邀請國立交通大學光電系郭浩中教授於 4 月 2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Recent Progress
of GaN Based Microled and VCSEL」。
二、邀請東吳大學哲學系范芯華助理教授於 4 月 9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民主是什麼？
民主可能嗎？」。
三、邀請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應用材料及光電工程學系蔡宛邵副教授於 4 月 16 日蒞臨該系演講，
演講題目為「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Integrated Photonic Devices - From Micro- to
Nano-Photonics」。
四、邀請愛智出版社楊博名董事長於 4 月 23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一片葉子落下來：
談自然與生命的感動」。
五、邀請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李建明總經理於 4 月 30 日蒞臨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中
碳精碳材料在鋰電池與超電容之應用」。
．環工所：
一、邀請工研院資深管理師簡全基先生於 4 月 11 日蒞臨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生物炭開發
與應用」。
二、邀請美國夏威夷大學楊秉彝教授於 4 月 11 日蒞臨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An innovative
bio-entrapped membrane reactor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membrane fouling reduction」
。
三、邀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高級環境技術師傅豫東先生於 4 月 18 日蒞臨該所
演講，演講題目為「老街溪河川水質整治及水質淨化礫間工法介紹」
。
．通訊所：
一、邀請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劉說安特聘教授於 4 月 3 日蒞臨該所，演講題目為

「太空之眼-揭開環境變遷的面貌」。
二、邀請雪梨科技大學謝明修副教授於 4 月 20 日蒞臨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Next generation of
computation」。
三、邀請國立清華大學資工系高榮駿副教授於 4 月 24 日蒞臨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User Selection
and Decoding Precedence for Uplink Multi-User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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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

教師姓名

黃國勝

出國日期
2018/04/01~
2018/04/06
2018/04/11~
2018/04/22
2018/04/02~
2018/04/04

電機系

林惠民

電機系

翁金輅

2018/04/09~
2018/04/13

電機系

陳英忠

2018/04/13~
2018/04/17

電機系

許蒼嶺

2018/04/13~
2018/04/17

林俊名
2018/04/13~
電機系 （博士後
2018/04/17
研究員）
電機系

蘇健翔

2018/04/16~
2018/04/19

電機系

王朝欽

電機系

劉承宗

機電系

莊婉君

2018/04/17~
2018/05/02
2018/04/23~
2018/04/27
2018/03/23~
2018/04/02

機電系

潘正堂

2018/04/11~
2018/04/17

會議名稱/國際交流事宜

國家

海峽兩岸系統科學與控制學術前沿論壇

中國,山東

至中國四川大學、西北工業大學、內江師範學
院研究交流

中國,四川

2018 第五屆上海國際智能家居展覽會

中國,上海

2018 年歐洲天線與傳播學術會議 2018 EuCAP,
European Conference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EEE ICASI 2018) 國際研
討會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EEE ICASI 2018) 國際研
討會
2018IEEE 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

參訪越南學校並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應邀赴大陸地區演講與交流
2018 年 IEEE 國際磁學會議

英國,倫敦

日本,千葉

日本,千葉

日本,東京
越南,
胡志明市
、河內
中國,重慶
、澳門
新加坡

2018 ACEAIT 研討會

日本,京都

ICSEVEN 2018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Engineering,Vocational Education,and
Novelty 及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日本,東京
、京都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機電系

機電系

林哲信

2018/04/12~
2018/04/15

朱訓鵬

2018/04/12~
2018/04/15

ICNMM 2018 國際研討會

中國,成都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materials,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中國,成都

Engineering (ICNMM 2018)

機電系

許聖彥

2018/04/12~
2018/04/18

參加國際研討會

日本,東京

機電系

曾建洲

2018/04/13~
2018/04/18

第九屆兩岸震波與複雜流會議

中國,南京

機電系

林韋至

2018/04/16~
2018/04/19

機電系

林洸銓

2018/04/19~
2018/04/30

機電系

蔡得民

2018/04/20~
2018/04/30

資工系

蔣依吾

2018/04/04~
2018/04/06
2018/04/26~
2018/04/28

越南,
參訪越南學校並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胡志明市
、河內
Invited by Bayser Consulting in Skokie,IL,USA Skokie,Illinois,
for project collaborations & factory tours.
(1)受邀參訪 2018 德國漢諾威工業展
(2)受邀訪問德國馬德堡大學機械資訊技術研
究所
出席國際會議進行專題演講(Keynote Speaker,
2018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alysi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MAPR2018))

USA
德國,漢諾威
、馬德堡
越南,
胡志明市

受邀參加中醫藥技術創新研討會

中國,泉州

賴威光

2018/04/16~
2018/04/19

參訪越南學校並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越南,
胡志明市
、河內

資工系

陳嘉平

2018/04/16~
2018/04/22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材光系

周明奇

材光系

郭紹偉

2018/03/31~
2018/04/09
2018/04/24~
2018/04/29

資工系

加拿大,
卡加利

科技部與教育部合辦赴美國攬才團

美國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twork
Polymers

中國

張弘文

2018/04/16~
2018/04/19

參訪越南學校並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越南,
胡志明市
、河內

光電系

李晁逵

2018/04/21~
2018/04/29

受邀前往韓國市立首爾大學與 KIST 訪問並與
科技部計畫海外研究合作教授 Dr. J-H Lee 合
作研究

韓國,首爾

光電系

邱逸仁

2018/04/22~
2018/04/25

IWUP2018(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Ultrafast
Photonics

韓國,首爾

光電系

林元堯

受邀參加學術討論

韓國,首爾

環工所

袁中新

環工所

高志明

環工所

楊金鐘

2018/04/22~
2018/04/26
2018/04/12~
2018/04/14
2018/04/17~
2018/04/21
2018/04/21~
2018/04/30

光電系

通訊所

郭志文

2018/03/31~
2018/04/09

通訊所

李志鵬

2018/04/16~
2018/04/19

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論壇及展覽(MIECF)

澳門

2018 美國環境工程學院年會

美國,華盛頓
DC

參加研討會

美國,舊金山

參加教育部與科技部海外攬才團
參訪越南學校並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美國,舊金山、
洛杉磯、紐約、
波士頓
越南,
胡志明市

、河內

通訊所

黃婉甄

2018/04/16~
2018/04/19

越南,
胡志明市
、河內

參訪越南學校並舉辦招生宣傳活動

二、學生出國進修或參加國際研討會：
系所

電機系

電機系

電機系

學生姓名
李巧文
許智淮
張育誠
王梓睿
李大乾
陳敏昇
林育誠
陳昱誠
張育誠
張瑞洋
周俊廷
施佩均
楊 寬
蔡哲弘
張鶴齡

出國日期

會議名稱

國家

2018/04/12~
2018/04/18

ICASI 2018 國際研討會

日本,千葉

2018/04/13~
2018/04/17

2018IEEE 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

日本,東京

2018/04/23~
2018/04/27

新加坡

The 2018 IEEE Magnetics Conference

資工系

顏境逸

2018/04/13~
2018/04/17

2018 IEEE 應用系統創新國際會議
(ICASI 2018)

材光系

吳曜丞

2018/04/09~
2018/04/16

第二屆電子束積層製造國際研討會

德國

材光系

劉泰佑

2018/04/18~
2018/04/23

高熵合金結構與性質研討會

中國

材光系

林俊曲
蘇婉菁
吳政憲
王銘徽
楊智程
陳穩仲
簡于傑

2018/04/25~
2018/04/28

2008 國際冶金鍍膜與薄膜研討會議
(45thICMCTF)

美國

通訊所

王怡美

2018/04/09~
2018/04/12

2018 第二屆應用電磁技術國際會議

日本,東京

印尼,
馬塔蘭

E：系所主辦研討會
主辦日期

會議名稱

智慧配電網研討
2018/04/09~ 會(Workshop on
2018/04/10 Smart Distribution
Grid)

與會 會議
人數 性質

35

主辦
單位

臺灣電力與能源工程
協會、科技部電力學
國際
門、國立中山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

會議主席
/主辦人

是否
公開
徵稿

是否具
審稿制
度

盧展南

否

否

四月份壽星（生日快樂！！）
電機系－邱日清教授、施信毓教授、洪綺霙小姐
機電系－任明華教授、朱訓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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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所－王藏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