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 1 
發 行 人：陳德發

出版單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主　　編： 廖錦文

編　　輯： 石文傑、盧建余、陳狄成、陳清檳、羅志成   

林淑鳳、王志中、陳秀英

電　　話：04-7232105 轉 7201　傳真：04-7211287
地　　址：彰化市師大路 2號（寶山校區）

E-mail：ieoffice@cc2.ncue.edu.tw

第   期

系主任的勉勵與期許
今年適逢建國百年，本系亦於今年歡度四十周年大慶。

回首民國六十年本校成立之時，為配合國家政策及促進經濟

發展，培植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優秀師資，乃有職業教育學系

工場師資組之創設，並於民國六十六年，改名為工業教育學

系。九十三年系名更改為「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並進行

課程修訂，以符科技變遷、教育改革與企業發展脈動。四十

年來，本系經歷任系主任與系上師長認真無私、盡心奉獻，

本系系友畢業後在社會各角落，展現熱情積極、勤奮踏實，

為國家社會貢獻所長，無論在教育界、學術界或產業界都有極為傑出表現，可謂人才濟濟，

其中不乏上市、上櫃公司或知名大廠董事長與總經理，更以今年為例，本系系友目前榮膺

現任高中職校長即達 39 位之多，後進畢業學弟妹，表現亦不惶多讓，今年全國電機類與機

械類高職教師甄試聯招，本系系友錄取人數亦高達甄試名額六成以上。

面對六千多位優秀傑出的系友，舉凡系友動態和成功案例，學校現況和未來發展藍圖，

都亟需一個正式組織做為系友之間的溝通橋樑與聯繫管道，系友會正式成立已是刻不容緩

當務之急，必須排除萬難盡速達成。在全系師長盡心協助與惠賜卓見，且在系友會總幹事

廖錦文教授全力奔走下，本系系友會終能於建國百年正式成立，並於今 (100) 年 8 月 13 日

於彰化市召開第一次系友大會，遴選出 23 位系友會理事與 7 位監事，理監事聯席會並公推

育達教育事業集團創辦人江達隆董事長擔任本系系友會第一任理事長兼系友會會長。江理

事長急公好義，熱心公益，社會資源豐沛，政商人脈關係良好，系友會在江理事長的領導

與擘劃下，未來必能蓬勃發展；透過系友會運作，除能提供系友就業、升學即時訊息，並

適時反映系友回饋意見，也能將系友之間相互扶持，合作提攜，創業有成或奮鬥成功的典

範，激勵後進學弟妹，做為生涯規劃之參考。

江理事長為召集多年未見的系友與退休師長，齊聚ㄧ堂，經驗分享，共話家常，凝聚

團結，籌劃於 101 年 2 月 18 日在本校寶山校區盛大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除安排畢業系友

點滴分享，也將邀請教育部吳清基部長蒞臨進行專題演講，敬請退休師長與畢業系友撥冗

齊聚寶山，共襄盛舉。龍年將屆，「龍騰九天舞瑞光、百福駢臻慶千祥」，謹此祝福師長與

系友圓滿如意，事業成功，身體勇健，闔家安康。

         系友會江理事長達隆的話
適逢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及彰化師範大學建校 40 週年的雙喜時刻

，在社會各界的系友及母系師長的奔波聯繫下，母系於 100 年 8 月 13
日假彰化市富山日本料理店成立系友大會，在 23 位理事的一致推薦

下，榮任第一屆系友會理事長而倍感任重道遠，今後將致力於協助系

內及畢業系友間之交流與服務事宜，並配合校友總會積極協助母校校

務長期發展。

台灣俗話說：「吃果子，拜樹頭 」意指人要飲水思源、惜福感恩，

更是重情重義的充分表現。母系在台灣高等教育學術殿堂一向為翹楚，

更是成就我個人的博士學位，感念母系栽培之恩，希冀藉由系友會的組

織，將分佈在社會各階層的系友們建立聯繫網絡，匯聚系友們的力量回饋

母系，協助系務發展並幫助學弟妹安心在學就讀，以奠定其豐厚的學識基礎及職涯能力，成

就社會中堅的生力軍，建立系友與母系終生緊密的臍帶關係，達到互助發展及多贏的目標。

驪歌彷彿猶在耳際，學長姐畢業離開母系已有些時日，也很久沒有跟同窗敘舊了！母

系自 1971 年創系以來已經歷過 40 個年頭，多年來師長們的諄諄教誨及學長姐的熱忱參與，

造就系友們在產官學研等各行業中表現傑出，母系的師長及學弟妹們時刻以學長姐們的表現

深感無限榮耀。為能夠融合系友凝聚力，目前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2012 年系友回

娘家」活動，謹定於 2012 年 2 月 18 日（六）假母校寶山校區機械大樓前廣場舉行，特別邀

請教育部吳清基部長蒞臨專題演講，並與曾在課堂上教導我們的退休師長們分享昔日點滴，

保證帶給大家驚喜與滿心的感動。誠摯邀請學長姐們返回母系參與同學會餐敘，藉以促進本

系師生間之向心力，透過學長姐們的支持讓母系更能夠發光發熱，同時也讓學弟妹們在分享

學長姐成就喜悅的同時，也能增進系友情感，獲得更多寶貴經驗的傳承與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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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動 態 報 導

重要訊息報導
 100年4月1日陳德發教授接掌本系所主任。
 100 年 11 月 1 日陳德發教授代理數位學

習研究所所長。
 趙志揚老師及陳華昌老師自 100 年 8 月 1
日退休。 
 趙志揚教授自100年8月1日榮任嶺東科技

大學校長。
 張火燦教授自 100 年 8 月 1 日接任技術及

職業教育學院院長。
 盧建余老師及廖錦文老師自 100 年 8 月 1
日獲教育部審定通過教授升等。
 約用行政助理游禮志先生自 100 年 9 月 1
日離職前往國立政治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恭賀廖錦文老師榮獲本校 99 學年度特優

導師，楊學成老師、陳狄成老師榮獲績優

導師。
 恭喜羅志成老師、石文傑老師及陳文中老

師獲得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

開課及數位教材製作獲補助。 
 恭喜張菽萱老師、石文傑老師及盧建余老

師分別榮獲本校 99 年傑出教學、 研究及服

務獎勵。

 100 學年度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教育部核

定本系所名額為 45 名。
 教育部已通過本校數位學習研究所於101
學年整併至本系所為工教系數位學習碩士

班。

 歡迎新聘助理教授劉晉嘉老師及黃維澤老

師，於 100 學年度加入本系所新生力軍行

列。
 本系所王誕生老師於 100 學年起轉任至人

管所、羅志成老師 100 學年暫時轉任至商

教系，數位學習所張庭毅老師、程于芳老

師及陳菁徽老師於 100 學年起轉任本系所。
 本系所陳狄成教授榮獲本校 100 學年度傑

出研究教師。

   第 12 屆提昇技職學校經營品質研討會已

於 100 年 4 月 22 日在本校寶山校區力行

館 101 演講廳辦理完成，本次研討會嚴選

9 篇績優論文進行口頭發表，同時對於審

查通過的論文還在研討會場進行全文張

貼發表，促進技職教育相關研究成果之

分享與交流。特別邀請國立聯合大學李

隆盛校長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從歐

盟和美國技職教育品質規準看我國技職

教育提升品質方向」，內容探討國內技職

教育的發展該如何學習歐美所長，並體

察國內環境，加上獨到的見解，才能開

創新局。

▲陳德發主任於研討會開幕致詞

▲李隆盛校長進行專題演講

   我國非洲邦交國之一的甘比亞共和國教

育官員，於 100 年 5 月 11 日蒞臨本系所

參訪，陳繁興教授特別為來訪貴賓進行

以兩國職業教育為題的簡報，增進彼此

交流與相關議題之共識，並且進一步洽

談與規劃雙方學術交流之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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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繁興教授為非洲邦交甘比亞共和國
教育官員參訪團進行簡報

  我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週會於 100 年 5
月 23 日在進德校區教學大樓舉行，陳

德發主任利用此機會期勉同學課業上能

更加努力，發展未來就業專業能力與態

度，會中全系師生進行意見交流與溝通

，學生提出課業與生活上問題，系上師

長一一回覆，以消除學生的問題與疑義。

藉以宣導學校相關處室重要事項，增進

學生瞭解與配合辦理以發揮預期成效。

▲本系所辦理99學年度第2學期系週會

   100 年 5 月 23 日邀請畢業系友黃育泰學

長 (97 級碩士班 ) 返校分享教師甄試準備

歷程，黃育泰學長現任為國立永靖高工

電機科教師、98 年全國高中職教師甄試

電機科第二名、98 年桃園農工教師甄試

電機科正取。黃育泰學長準備相當多未

來推甄會遭遇的問題，並一一為學弟妹

解答疑問，將自己如何準備教師甄試歷

程的錦囊祕訣與學弟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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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育泰系友（站立者）與學弟妹分享

準備教師甄試經驗談

   第 16 屆中小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發研討
會暨 100 級畢業成果展於 100 年 6 月 10
日辦理完成，邀請行特電子李新榮總經

理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教書與創業

」，李總經理以系友的身份分享從高工教

師創業經營行特電子的過程。另外，本

次研討會增加長期和本系所合作廠商研

發產品的展出，及本系所 100 級畢業生

專題成果發表。

▲第16屆中小企業與學術界合作研發研討會
暨100級畢業成果展

   許松山教授於 100 年 6 月 28 日帶領碩士

班及大學部同學參訪第二核能發電廠，

瞭解核電廠運作之過程，讓參與學生對

國家電力規劃有進一步瞭解。

▲許松山教授帶領學生參訪第二核能發電廠

   100 年 8 月 1 日技能指導專家教師教學碩

士班學生一行 20 人，前往中國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教學參訪活動。

   100 年 8 月 2 日技能指導專家教師教學碩

士班學生一行 18 人，前往國立秀水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進行教學參訪活動。

   100 年 8 月 3 日廖錦文老師帶領工業教育

教學碩士班學生一行 25 人，前往國立員

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進行教學參訪活動。

▲張敏德裁判長在教師在職進修工作坊演講場景

   配合學校辦理新生座談會，陳德發主任

於 100 年 9 月 3 日向大一新生及家長簡

報並說明未來四年課程內容、學習方向

及升學就業資訊，並期許大一新生未來

四年應立下學習目標勇往直前；會中系

上師長與大一新生及家長座談，系上師

長解答其學習、生活等疑問及提供相關

資訊，新生座談會於大一新生及家長與

系上師長之熱烈討論中順利圓滿落幕。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週會已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在本校進德校區綜合中心演講廳

圓滿辦理完成。陳德發主任利用此機會勉

勵同學在課業上能更加努力，發展未來就

業專業能力與態度，並邀請國立台中高農

陳金進校長演講，講題為「生命有盡，我

願無窮 --- 談大學生的生涯發展」，系上同

學對未來生涯發展均受惠良多。

   系學會朱膺皓會長於 100 年 12 月 8 日率

領學會幹部與系上同學參加 100 學年度

全校運動大會，參賽選手表現優異屢獲

佳績，在各項競賽活動表現突出，勇奪

多項獎牌及精神總錦標。

   本系所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舉辦 100 年

度文康活動『滿月圓森林遊樂區暨三峽

老街懷舊之旅』，陳德發主任率領系上

師長、學校同仁及眷屬等，每位參加者

皆沈浸在世外桃源美麗風景，享受大自

然的美與吸收森林散發濃郁的芬多精，

並度過神仙般悠閒與知性感性的週末假

期。

▲陳德發主任率領本系所同仁暨家屬
在滿月圓森林遊樂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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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達隆理事長

▲系主任陳德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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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活動報導
 講題：後期中等教育趨勢探討

　講師：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許副主任志銘

　時間：100.08.01 日星期一下午 13:30-15:30
　地點：機械大樓一樓 101 演講廳

 講題：撰寫論文與投稿經驗分享

　講師：建國科技大學賴慧敏助理教授

　時間：100.09.27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00
　地點：機械大樓二樓 215 會議室

 講題：撰寫論文與投稿經驗分享

　講師：建國科技大學賴慧敏助理教授

　時間：100.10.13 日星期四下午 17:00-18:50
　地點：機械大樓二樓 215 會議室

 講題：邁向正式教師成功之路

　講師：國立霧峰農工黃育泰老師

　時間：100.10.21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地點：機械大樓四樓 403 研討室

 講題：電動車之現況與展望

　講師：建國科技大學電機系粘孝先副教授

　時間：100.10.28 日星期五上午 08:30-09:30
　地點：機械大樓一樓 101 演講廳

 講題：電動車性能與組件匹配

　講師：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陳建安講師

　時間：100.10.28 日星期五上午 09:30-10:30
　地點：機械大樓一樓 101 演講廳

 講題：電動車之電控架構
 講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本系所黃維澤助

理教授
 時間：100.10.28 日星期五上午 10:30-11:30

　地點：機械大樓一樓 101 演講廳
 講題：電動車耗能討論與回饋

　講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本系所陳德發教授

　時間：100.10.28 日星期五上午 11:30-12:30
　地點：機械大樓一樓 101 演講廳

 講題：數位學習研究設計方法與求學經驗分享
　講師：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朱蕙君助理教授
　時間：100.11.8 日星期二下午 13:00-15:00
　地點：機械大樓二樓 215 會議室

 講題： 生命有盡，我願無窮 -- 談大學生

的生涯發展

　講師：國立台中高農陳金進校長

　時間：100.11.15 日星期二下午 19:30-21:00
　地點：綜合中心二樓演講廳

 講題：淺談師檢定及甄試之技巧

　講師：國立新營高工黃冠儒老師

　時間：100.11.25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6:00
　地點：機械大樓四樓 403 研討室

 講題：技職教育辦學理念與經驗分享

　講師：台南市育德工業家事學校張錫輝校長

　時間：100.11.29 日星期二下午 13:00-15:00
　地點：機械大樓二樓 215 會議室

 講題：電子書系統之研究及其應用

　講師：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黃悅民特聘教授

　時間：100.12.20 日星期二下午 13:00-15:00
　地點：機械大樓二樓 215 會議室

學科教學示例工作坊辦理成果
1. 開設本工作坊目的及辦理效益

工作坊目的：

 開設本工作坊在於透過教學表現及實務經

驗豐富之中等學校教師，提供典範學科教

學示例，增進在職教師在各領域教學之創

新與多元化教學技巧，以符應教育場域師

生教學需求。

 提升在職教師「多元彈性」的教學策略，

撰寫教學示例（教案）。

 針對中等學校職業類科領域任課教師發表

典範學科教學示例，提升本領域教學專業

素養。

 蒐集本領域任課教師回饋的心得及經驗，

做為改進教學及提升教學品質的參考。

辦理效益：

 推廣能源教育應用於中等學校職業類科相

關領域教學，提升在職教師本職學能，透

過學科教學示例工作坊達到相互觀摩、討

論回饋及分享課程之效益。

 透過體驗教育活動實務操作，提供教師不

同以往僅侷限於教科書及講述的授課方式

，啟發創新與多元化的活潑教學。

 以 Kolb (1984) 的體驗學習圈過程分為

四大主軸，分別為體驗 (experiential)、反

省 (reflecting)、歸納 (generalizing)、應用

(applying)。此四部份為一循環模式，導

入並融合其實務教學。

2. 第一梯次：課程主題及授課教師

　開課日期： 10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

　　　　　　上午 8 時至 12 時

　上課人數：60人【分為2場次，每場次為30人】

劉豐盛主任

＊協志工商實習輔導處

＊主題：新能源融入高中職課程教學演示

＊地點： 彰化師大寶山校區機械大樓 5 樓

31506 教室

1-8

1-10

1-11 1-12 

▲劉豐盛主任講授新能源教學示範

許健將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題：概念卡通在教學上之應用

＊地點： 彰化師大寶山校區機械大樓 5 樓

31506 教室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許健將主任介紹概念卡通在教學上的應用

3. 第二梯次：課程主題及授課教師

　開課日期： 100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

　　　　　　上午 8 時至 12 時

　上課人數：60人【分為2場次，每場次為30人】

冀泰元組長

＊國立大甲高工教務處註冊組

＊主題：結構化程式 & 演算法課程教學演示

＊地點： 彰化師大寶山校區機械大樓 5 樓

31506 教室1-13 1-14 

1-15                                  1-16 

1-17 1-18

▲冀泰元組長講解演算法課程教學

解瑋老師

＊國立關西高中資訊科

＊主題：計算機概論課程教學演示

＊地點： 彰化師大寶山校區機械大樓 5 樓

31506 教室 1

1-13 1-14 

1-15                                  1-16 

1-17 1-18▲解瑋老師回覆學員提出的問題

4. 第三梯次：課程主題及授課教師

張敏德教授

＊僑光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主題：國際技能競賽選手之訓練

＊日期： 100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對象： 指導技能（藝）競賽之在職教師

＊地點： 國立台中高工中區技術教學中心

電腦教室

粘孝先副教授

＊建國科技大學電機系

＊主題：電動車產業趨勢與技術發展研討會

＊日期： 10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對象：本系教師及學生

＊地點： 本校寶山校區機械大樓 101 演講廳

本系配合課程需求除辦理工作坊鼓勵在職進修學員參加外，亦舉辦校外參訪行程增進

實務教學；同時，廣邀產學界人士到系演講，藉由經驗分享與交流啟發學生思維，並促使

學生對其他學校與產業界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和交流。

教 師 傑 出 事 蹟 報 導

本系教師主持100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劉晉嘉
計畫名稱：靜電驅動式微結構薄膜阻尼效應之動態特性研究分析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姚凱超
計畫名稱： 以虛擬儀器融入產業導向之自動量測技術課程實驗設備建置、課

程規劃、教材發展、教學實驗及學習成效評估 (2)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廖錦文
計畫名稱： 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之情境式網路學習環境互動行為分析研究：以

大學能源概論線上學習為例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梁滄郎
計畫名稱： 「玩」美人生？「玩」沒人生？高職及五專學生學習規劃與學習成

效關聯性之探討—以課外活動、行為規範為干擾變項
執行起迄：2011/11/01~2013/10/31

梁滄郎
計畫名稱：技專院校創意發明課程發展與驗證 - 以商業化專利為導向
執行起迄：2011/08/01~2013/07/31

梁滄郎
計畫名稱： 單一整合型計畫 : 高級職業學校新興科技整合課程之成果評估與推

廣研究－以機電技術與營建技術為主軸 (1/3)
執行起迄：2011/11/01~2012/09/30

石文傑
計畫名稱： 電機工程教育之核心專業能力建構、教學系統設計、教材發展、

教學實驗及成效評估－以機電整合與控制為例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陳繁興
計畫名稱： 我國技專校院技術教育品質認可機制之研究 -- 以電機電子類群為例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陳狄成
計畫名稱：高級自行車踏板創新鍛壓改良設計與製作實驗模具驗證之研究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黃川桂
計畫名稱：以混沌系統為基礎實現文字加密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陳清檳
計畫名稱：機械類群技藝競賽獲獎之關鍵因素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陳清檳
計畫名稱：技職校院機械系科創業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實驗 
執行起迄：2010/08/01~2013/07/31

張菽萱
計畫名稱： 問題解決技能適性學習系統之建置與成效評估—以高職電子電路

課程為例（重點代號 S562）
執行起迄：2009/08/01~2012/07/31

張庭毅
計畫名稱：圖形式通行碼結合點繪擊特徵於觸控裝置之研究與實作
執行起迄：2011/08/01~2012/07/31 

張庭毅
計畫名稱： 整合行動監控、影像偵測與安全傳輸於雲端服務之研究與實作─ 

以 Android Platform 為開發環境
執行起迄：2011/11/01~2012/10/31

程于芳
計畫名稱：社會情緒認知輔助性學習系統平台 
執行起迄：2011/11/01~2012/10/31

100 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計 21 位
   （含教授 10 位、副教授 5位、助理教授 6位）

100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主要學歷與學術專長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教授兼
系主任

陳德發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博士 控制工程、電力電子、電動機控制

教授 陳繁興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技術科學教育、工程教育、電腦輔助
教學

教授 許松山 國立成功大學曠冶材料學碩士
工程材料試驗分析、材料破壞特性分
析、工程力學

教授 張紹勳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科技管理、資訊教育、統計、數量分
析、測驗理論

教授 張菽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工程與技術教育、創造力培育、創業
教育、創新管理、科技管理

教授 陳狄成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
金屬成形技術、非傳統性加工、模具
設計與製造技術

教授 姚凱超 
美國威奇塔州立大學電機及電腦工程
博士

自動量測監控技術、控制工程及應用
、信號處理、教材發展

教授 石文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人工智慧、自動化控制、圖形監控、
機電整合工程技術教育

教授 廖錦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技職教育、能源科技、工業設計、系
統設計、類神經網路

教授 盧建余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強健控制、智慧型控制、生醫信號、
生醫系統

副教授 梁滄郎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課程設計與評估、統計學、研究法、
學習理論、領導理論

副教授 陳清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電腦輔助製造、課程與教學、資訊融
入教育

副教授 黃川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工
學博士

控制系統、混沌系統、電力電子、工
業配電設計▲本系所辦理「電動車產業趨勢與技術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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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優 良 表 現 報 導

2011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
      本系學生獲 1 金 5 銀揚名國際

本系陳繁興、梁滄郎及鄧鴻吉等三位師長率領林序丞、郭軒宏、邱德泰、王柏盛、謝

景晨及曾彥桓等六位同學參加 100 年 5 月

20~22 日在吉隆坡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之

「2011 年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囊括

1 金 5 銀獎牌而名揚國際。得獎作品有清潔

劑與清潔刷的組合，LED 顯示裝置，機車

專用的行車紀錄器，車輛之後警示燈或稱「

雷射後照霧燈」及 new brush 新式清潔刷等。

藉由本次參展活動，本系學生能夠見識國際

比賽參展經驗，拓展國際視野，在展場上學

習如何以英語介紹自己的作品，抱回亮麗獎

項回國，為學校及台灣爭光。

本系學生參加100年度校外各項專題製作競賽成果

比賽日期 參賽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教師 主辦單位

100/05/29 袁明安、吳昱宏、陳致升、吳慧賢 自走車競速 / 佳作 盧建余、黃川桂 虎尾科技大學

100/12/03 袁明安、黃士庭、洪禎懋、楊銘展 自走車競速 / 佳作 盧建余、廖錦文 勤益科技大學

100/12/18 袁明安、孫易頡、蔡牧謙、吳慧賢 機器螞蟻 / 佳作 盧建余、黃川桂 東南科技大學

本系碩士班郭鴻耀、陳銘仁同學指導大學部三年級林家如（領隊）、劉信昌（駕車手）、

陳婉鈺、梁哲源、潘俊諺及楊寅樑等 6 位同學，參加 100 年 5 月 14 日在彰化縣鹿港鎮財團

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所舉辦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環保節能車大賽。參加本次電動車比賽

，學生能夠從中學習機電整合的知識及經驗，並將大學課程中的相關理論及軟體應用程式

融合運用；透過學長提供技術上的指導，大學部同學在實際製作過程中，更加瞭解電動車

內部結構設計、配置電路、馬達選用及材料採買等，從零組裝成匯集創意發明及特色功能

的一台電動車，讓學生們體驗到問題解決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首次參加環保節

能車大賽，即獲得第五名的殊榮，能夠激發學習動機與團隊學習的熱情。

▲參賽學生林家如獲頒獎狀及獎座 ▲參賽同學與指導老師受獎後合影

系 友 消 息 報 導

本校四十週年慶成立系友會  江達隆系友榮任首屆理事長
今（100）年不僅是建國百年同時欣逢本校創校四十週年慶，在社會各界系友積極運釀

與熱烈推動下，於 2011 年 6 月 26 日 ( 星期日 ) 及 8 月 13 日，假台中市大和屋懷石料理餐

廳，召開 2 次籌備會議，順利完成草擬系友會組織章程及籌劃召開系友會員大會相關事宜。

並且於同年 8 月 13 日在彰化市富山日本料餐廳召開第 1 次會員大會，圓滿討論通過本系系

友會組織章程及票選系友會 23 位理事暨 7 位監事，恭喜江達隆系友榮任首屆理事長，邱東

坡系友當選監事主席。

圖 1：向評審委員解說作品功能與特
色

圖 2：頒獎典禮後得獎者合影

圖 3：獲獎作品與金牌 圖 4：頒獎後本系師生合影

圖 5：馬英九總統與獲獎者合影 圖 6：彰化縣卓伯源縣長(左)頒獎鼓
勵

▲馬英九總統與獲獎者合影 ▲彰化縣卓伯源縣長(左)頒獎鼓勵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副教授 張庭毅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網際網路程式設計、智慧型網路學習

系統、人工智慧與數位學習

副教授 程于芳
英國 Leeds Metropolitan 大學電腦科學
博士

數位媒體與學習、多媒體與虛擬實境

、網路互助學習與自閉症研究、動畫

與遊戲設計、數位美學設計

助理教授 陳文中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自動化技術、最佳化設計、系統整合

助理教授 羅志成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 策略管理、科技管理、組織與管理

助理教授 陳宗明 德國弗萊堡大學微系統工程博士 微機構設計、微機電元件製程

助理教授 陳菁徽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教育心理與科技
博士

教育科技、教學設計與評鑑、學習認

知與動機、數位學習、專業知識發展

助理教授 劉晉嘉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微機電系統之振動分析、機械固體力

學研究及機構分析

助理教授 黃維澤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電力工程、電力電子、微型電網、智

慧電網

100學年度本系教師在專利成果表現
姓名 專利名稱 國家

盧建余 一種具有清潔劑之清潔刷結構 中華民國

姚凱超
M409819 號 - 心跳監控系統 中華民國

M410287 號 - 自動影像比對系統 中華民國

陳狄成 無線控制擦黑板機 ( 新型第 M401548 號 ) 中華民國

劉晉嘉
Multi-function printer with a locking device and operational method 
thereof

美國

黃川桂 M410287 號 - 自動影像比對系統 中華民國

石文傑 自動感應式牙膏機 (M412737 中華民國

陳文中

無線控制擦黑板機 中華民國

變速發球機 ( 發明專利申請中 ) 中華民國

藥品分裝系統 ( 發明專利申請中 ) 中華民國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本系石文傑教授於 100 年 12 月 19 日在本校寶山校區接待美國愛達荷大學教育學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Idaho) Linda Taylor Ph. D.、Fu-Hua Lin Ph.D. 及賴志揚老師。

並進行「創造力思考 – 教學與學習理念與風格」為題之專題演講，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2 1 2 2

4 1 4 2

4 3 4 4

▲石文傑教授與Dr. Linda互贈禮品2 1 2 2

4 1 4 2

4 3 4 4

▲參加本次交流活動師生合影

 100學年度本系學生主持國科會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姓名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林冠廷 人機介面之教具與教材製作及教學評估 石文傑

沈辰融
結合 CTIM 與 TRIZ 模式對高職機械科學生電腦輔助製造課

程創新擴散程度、問題解決能力與創造力之研究
陳清檳

100 學年度本系學生參加國外競賽得獎名單

學生姓名 比賽名稱級獎項 國家

夏本強 2011 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俄羅斯

林序丞 2011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馬來西亞

王伯盛 2011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馬來西亞

曾彥桓 2011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馬來西亞

邱德泰 2011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馬來西亞

郭軒宏 2011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馬來西亞

杜翔生 2011 韓國首爾 SIIF 國際發明展 韓國

彭賢義 2011 韓國首爾 SIIF 國際發明展 韓國

▲陳德發主任(前排左3)與江達隆系友(前排右4)等籌備委員合影 ▲張惠博校長(左4)與江達隆系友(右5)主持成立大會

▲獲獎作品與金牌 ▲頒獎後本系師生合影

圖 1：向評審委員解說作品功能與特
色

圖 2：頒獎典禮後得獎者合影

圖 3：獲獎作品與金牌 圖 4：頒獎後本系師生合影

圖 5：馬英九總統與獲獎者合影 圖 6：彰化縣卓伯源縣長(左)頒獎鼓
勵

賀



彰師
─技術、務實、創新─

工教簡訊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4 
學校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添洲 國立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啟東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莊立中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曾錦章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許榮添 國立大里高中 游源忠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粘淑真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周江賜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恭煌 台中市東山高中 王沛清

曾錦章系友接受頒發彰師傑出校友獎
　　曾錦章系友目前擔任國立秀水高工校長

，於 66 年 6 月自本系前身職業教育系畢業

，68.08 至 96.07 於台中高工機械科任教長

達 28 年，期間擔任導師、組長、主任等行

政工作，長期在技職教育深耕經營且績效卓

著，其殊榮主要為榮獲台中市政府特殊優良

教師獎、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行政工作績

優金鐸獎、行政院推展全國技能檢定績優人

員獎、教育部頒發杏壇芬芳錄優良教育人員

獎、教育部全國最優秀教育人員獎、教育部

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有功人員獎、中國青年救

國團團務貢獻獎及服務台中高工教師兼行政

職務期間記功 42 次、嘉獎 82 次，並於 96.08 ～ 100.07 期間擔任國立花蓮高農校長，榮獲

教育部記功 3 次、嘉獎 15 次。本校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22 日舉辦「卓越彰師  40 有成」創

校慶祝大會，曾錦章系友榮獲本校張惠博校長頒授傑出校友獎，表彰其卓越表現，進而將

質量兼備的具體成就事蹟，作為學弟妹之表率與典範。 

系友捐款徵信
系友姓名 畢業年度 捐  贈  內  容

江達隆 97
50 萬元

贈送系友禮物 150 份 (5 萬元 )

陳永華 75 2 萬元

王坤龍 80 1 萬元

林宏德 94 3 仟元

吳慧雯 100 3 萬元

劉明顯 95 1 萬元

曾雲龍 67 4 仟元

陳志清 94 4 仟元

王清柳 69
2 萬元

健身腳踏車 3 台

備註：統計日期為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2012 年系友回娘家活動預告
日  期：2012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地  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力行館一樓前廣場。

日程表：

項次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備註

1 08:30~10:00

歡迎與接待系友

1. 辦理報到（入會為系友會員）

2. 領取相關資料

3. 參觀校園

4. 系友交流 & 重溫舊夢

5. 參觀系友經營企業商品展覽

陳主任德發

2 10:00~11:00

系友聯誼大會

1. 貴賓致詞

2. 退休師長致詞

3. 系友致詞

4. 摸彩活動

江理事長達隆

3 11:00~12:00
專題演講

1. 講座：教育部吳部長清基

2. 講題：待確定

江理事長達隆

4 12:00~15:00

系友點滴（含餐敘）

1. 場地：力行館前廣場

2. 方式：外燴合餐（預訂 60 桌）

3. 目的：促進系友聯誼與交流

陳主任德發

備註：大會司儀為羅能熙‧潘雅玲。

■ 系友會捐款專戶
郵政劃撥帳號：0081146-0141407
戶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系友會陳德發

指定用途：(1) 工教系獎學金；(2) 贊助工教系研討會及相關活動

備註：匯款時務必指定用途；捐款金額可於申報綜合所得稅作為扣除額

系友會第一屆理事

序號 職稱 姓名 服 務 機 關

1 理事長 江達隆 育達教育事業集團創辦人

2 理事 柯育沅 聖和汽車公司

3 理事 陳繁興 國立彰化師大工教系

4 理事 林樹全 朝陽科技大學

5 理事 劉豐旗 建國科技大學

6 理事 王清柳 肯尼實業有限公司

7 理事 曾雲龍 百特資訊有限公司

8 理事 韓春樹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第三科

9 理事 趙志揚 嶺東科技大學

10 理事 陳木柱 國立清水高中

11 理事 陳志清 國立北門農工

12 理事 湯福興 國立彰師附工汽車科

13 理事 梁滄郎 國立彰化師大工教系

14 理事 莫懷恩 國立臺灣師大工教系

15 理事 游源忠 國立大里高中

16 理事 王金樑 國立北港農工

17 理事 楊寶琴 台中市新民高中

18 理事 劉澤宏 國立員林家商

19 理事 林宏德 行政院勞委會中部辦公室

20 理事 羅聰欽 國立斗六家商

21 理事 劉丙燈 國立水里商工

22 理事 周江賜 國立沙鹿高工

23 理事 吳貽誠 國立關山工商

系友會第一屆監事

序號 職稱 姓名 服 務 機 關

1 主席 邱東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人事科

2 監事 劉明顯 審計部

3 監事 鄭溪冬 信東企業

4 監事 王坤龍 龍創有限公司

5 監事 陳永華 遠中企業公司

6 監事 黃國軒 國立南投高中

7 監事 李明昭 國立員林農工

系友會秘書處工作人員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手   機

秘書長 陳德發 04-7232105 #7121/7201 0910-930600

總幹事 廖錦文 04-7232105 #7260/1601 0937-200927

出納組長 王志中 04-7232105 # 7205 0910-175225

秘書 林紋汝 04-37025888#289 0916-945422

聯絡組長 張馨文 04-7232105 # 7236 0985-569019

聯絡副組長 徐于茹 04-7232105 # 7236 0918-625631

100學年度系友擔任大專校院暨公私立高中職校長芳名錄

學校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嶺東科技大學 趙志揚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陳木柱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陳定宏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黃國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蕭瑛星 台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文振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陳漢銘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維賢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徐震魁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楊長鉿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吳貽誠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楊豪森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劉丙燈 新民高級中學 楊寶琴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黃耀寬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詹光弘

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許焴楨 國立台東高級中學 廖茂枰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王金樑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劉澤宏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何景標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蔡慧登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羅聰欽 國立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鍾克修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柯朝塗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施溪泉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高栢鈴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陳修平

▲曾錦章系友接受張惠博校長(左)
頒發彰師傑出校友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