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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本院推動工作 

一、為積極執行新南向學術型工程領域聯盟計畫，本院於 108 年 1 月 27 日 ~ 1 月 31 日赴印尼參訪，

由程啟正副院長、電機系余祥華教授、機電系黃永茂主任、光電系林宗賢主任及電信學程黃婉

甄主任組成代表團，再次拜訪瑪琅布勞爪哇大學 University of Brawijaya(UB)、泗水理工學院

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ITS)，希望藉由雙方教師定期互訪，分享各自研究成果與學

校現況。 

二、本院、理學院與海科院謹訂於 10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中午

於海景餐廳共同舉辦聯合春酒餐敘，誠摯邀請教師們一同共

享這歡欣的一刻，請將回條於 2 月 1 日前回覆本院劉小姐彙

整，俾便處理後續行政流程。 

三、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校長指示：日前國

立高雄大學已於校務會議上通過與高雄地區公立大學合併相

關規劃事宜，本校理學院亦將率先於 108 年 1 月 21 日與該校

理學院進行溝通交流。爰此，本院李院長已於 108 年 1 月 11

日親赴高雄大學工學院拜會該院王宗櫚院長，本院亦於 108

年 2 月 15 日春酒午宴前辦理「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與國立高

雄大學工學院聯誼座談會」。 

B：教師 

一、恭賀資工系范俊逸教授借調至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擔任執行長。 

二、恭賀資工系賴威光教授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兼本校圖資處長。 

三、恭賀環工所高志明教授獲選為中華民國環工學會會士。 

四、恭賀機電系許聖彥老師升等為副教授(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過升等)！！ 

五、本院 2 月 1 日新聘教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機系 陳昶孝 專任助理教授 

資工系 蔡崇煒 專任助理教授 

資工系 彭彥璁 專任助理教授 

材光系 羅承慈 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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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院於 108 年 1 月 8 日中午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如下： 

      (一)照案通過光電系之新增課程及修訂課程結構圖。 

      (二)照案通過光電系「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課程調降限修人數。 

C：職員／學生（含校友） 

  一、恭賀機電系黃永茂教授指導碩士生許翼鵬榮獲上銀碩士論文獎-優等獎。 

二、恭賀資工系范俊逸老師指導碩士生蘇暉博以論文題目「可防止提權攻擊之階層式安全比特幣錢

包機」榮獲台灣網路智能學會 106 學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 

三、恭賀資工系陳坤志老師指導學士班學生賴保宏、陳哲儀參加教育部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舉辦 

    之「智慧製造大數據擂台賽」榮獲第一名。 

四、恭賀光電系研究生黃得勝榮獲「2018 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大專太陽能光電創新

應用組」佳作。 

五、恭賀環工所張耿崚教授指導研究生林佑任、陳宥丞發表學術論文「以綠色溶劑與環保觸媒快速

轉化廢棄木質纖維素為平台化學品」，榮獲第 1 屆大專校院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教材與實驗組-銀

獎。 

D：外賓來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機電系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楊天祥主任於 1 月 3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There’s nothing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 — Some personal testimonies」。 

  ．資工系 

  邀請技術副理賴家齡先生( Deputy Technical Manager )於 1 月 4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於 3GPP 定義 5G 網路上之垂直應用」。 

．材光系 

  邀請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系朱英豪教授於 1 月 2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透明柔性雲母電子」。 

．光電系 

  邀請友達光電蘇振嘉處長於 1 月 7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最新顯示技術發展與技術開發經

驗談」。 

．環工所 

邀請南京工業大學環境工程系尤朝陽主任於 1 月 4 日蒞臨該所演講，演講題目為「以自然淨化工法

整治河川污染」。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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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事宜 國家 

電機系 翁金輅 
2019/01/11~ 

2019/01/12 
至 vivo 公司下世代手機天線技術交流 中國,深圳 

電機系 王朝欽 
2019/01/18~ 

2019/01/22 

ICSPIC 2019 第二屆信號處理與信息通信國際

會議 

泰國, 

普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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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 高崇堯 
2019/01/22~ 

2019/01/29 

移地研究:與日本中央大學原辰次教授進行強韌

控制理論相關研究 
日本,東京 

電機系 余祥華 
2019/01/27~ 

2019/01/31 
印尼招生參訪活動 

印尼,泗水 

、瑪琅 

電機系 陳英忠 
2019/01/27~ 

2019/01/29 

2nd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19 (ECEI 2019) 
新加坡 

電機系 陳伯煒 
2019/01/28~ 

2019/01/30 

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cent Advances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CRASET) 

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ICEEE) 

中國,北京 

機電系 魏蓬生 
2018/12/29~ 

2019/01/13 
2019 年第七次奈米材料科學國際會議 

美國, 

舊金山 

機電系 潘正堂 
2019/01/06~ 

2019/01/11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以個別學校辦

理之計畫 
印度 

機電系 林韋至 
2019/01/16~ 

2019/02/14 
智慧傷口敷料之開發 

英國,愛丁

堡大學、 

牛津大學 

機電系 黃永茂 
2019/01/27~ 

2019/01/31 
印尼招生參訪活動 

印尼,泗水 

、瑪琅 

機電系 程啟正 
2019/01/27~ 

2019/01/31 
印尼招生參訪活動 

印尼,泗水 

、瑪琅 

機電系 林哲信 
2019/01/27~ 

2019/01/31 
IEEE MEMS 2019 國際研討會 韓國,首爾 

資工系 蔣依吾 
2019/01/11~ 

2019/01/18 

受邀與廠商研討電腦影像處理技術應用於軸承

瑕疵檢測，及機器視覺在傳統工業的應用 

中國,  

杭州、泉州 

資工系 徐瑞壕 
2019/01/13~ 

2019/01/26 

受 邀 至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Daegu Gyeongbuk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GIST),Korea 訪問，進

行 5G 與邊界計算安全的合作研究 

韓國,大邱 

資工系 張雲南 
2019/01/20~ 

2019/01/2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ICEIC) 2019 

 紐西蘭, 

奧克蘭 

資工系 黃英哲 
2019/01/21~ 

2019/01/25 

Asian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2019 ACENS) 

日本, 

北海道 

資工系 范俊逸 
2019/01/25~ 

2019/01/30 

2019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Energ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PEEE 2019) 
日本,東京 

材光系 賴怡璇 
2019/01/06~ 

2019/01/21 

至馬來亞大學奈米技術及催化研究中心 

(Nanotechnology and Catalysis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Malaya)進行研究交流及演講 

馬來西亞 

光電系 林宗賢 

2019/01/05~ 

2019/01/14 
參加 CES2019(科技部帶隊) 

美國, 

拉斯維加斯 

2019/01/27~ 

2019/01/31 
印尼招生參訪活動 

印尼,泗水 

、瑪琅 

通訊所 溫朝凱 
2019/01/14~ 

2019/01/17 

東南大學學術交流(2018.1-2018.12 經濟部委託

執行－兩岸 5G 研究計畫，和東南大學共同合作

開發，本次學術交流將為第五期(2019 年)計畫準

備) 

中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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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所 黃婉甄 
2019/01/27~ 

2019/01/31 
印尼招生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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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華 
2019/01/10~ 

2019/01/17 
國際消費性電子研討會 

美國, 

拉斯維加斯 

資工系 郭信男 
2019/01/25~ 

2019/01/30 

2019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Energ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PEEE 

2019) 

日本,東京 

光電系 
郭玟慧 

金旻宣 

2019/01/23~ 

2019/01/31 

至柬埔寨「國際大般若寺生命學院」服務學習

(國際志工) 
柬埔寨 

F：系所主辦研討會 

主辦日期 會議名稱 
與會 

人數 
會議性質 

主辦 

單位 

會議主席

/主辦人 

是否

公開

徵稿 

是否

具審

稿制

度 

2019/01/05 
臺日國際合作計

畫雙邊研討會 
29 雙邊合作 

國立中山

大學與日

本明治大

學 

范俊逸
/Hiroaki 

Kikuchi 

無 無 

一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電機系－周本生教授、劉承宗教授 

 機電系－邱源成教授、潘正堂教授、曾逸敦教授、楊台發教授、彭昭暐教授 

  資工系－張玉盈教授、柯正雯教授、黃英哲教授 

  光電系－于欽平教授 

  通訊所－陳彥銘教授 

  工學院－劉玥妏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