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 96 學年度優良教師優良事蹟
人事室

提供

恭賀教務長、化材系教授郭東義博士榮膺 96 學年度服務類優良教師
郭教授於民國 75 年 8 月至本校服務，多年
間擔任校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教評
委員會等多項校內會議委員，熱心公益的
口碑，因而曾蟬聯本校教師會理事長，更
添服務同仁的聲望。傑出的行政才華，校
內歷任圖書館館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代
理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等一級主管，校外則
先後應邀擔任教育部專科學校評鑑委員、
教育部技術學院評鑑委員、教育部碩士班
和產業二技專班審查委員、多所友校自我
評評鑑委員、統一入學測驗中心試務工作會委員、技專召策總會招生作業流程人
工和電腦檢測委員，為本校的社會服務奉獻良多。摘述其具體服務事蹟如下：
1. 以嚴謹態度辦理學雜費調整作業。本校 93 和 96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案，榮獲教
育部通過，分別調升 3.5%和 3%。值得特別注意的，96 學年度僅有 8 所學校
獲教育部同意調高學雜費，本校是全國唯一獲得通過調整的國立學校。
2. 經過審慎籌劃，以服務優先、服務對象為導向，94 年 4 月重整教務處各組組
織，重整為綜合教務組、教學服務組和招生業務組，精簡師生申辦案件的作業
流程，明確的組織功能頗獲師生讚許。
3. 教育部 94 年度科大評鑑，領導教務處和人文社會學院，同時榮獲一等佳績。
4. 籌劃與撰寫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95 和 96 年度均獲教育部通過，分
別獲得 7,000 萬和 6,500 萬元的經費補助，為南部國立科大最高。
5. 95 年度至 96 年度 7 月，辦理技專校院和高職(含綜高)建立策略聯盟試辦計畫，
均獲教育部通過，分別獲得約 400 萬和 200 萬元的經費補助，執行策略聯盟各
項活動，充分發揮技專校院間水平合作及與高職垂直合作關係，執行績效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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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和 12 所高職學校肯定。申請 96 學年度技專校院和高職(含綜高)建立策略
聯盟計畫，獲教育部通過補助 350 萬元，共有 14 所高職學校參與本校主辦的
策略聯盟計畫。
6.擴展本校研究生的質量。 94、95 及 96 年分別專案申請碩博士生招生員額，獲
教育部同意不受總量 10%增量限制，碩士生和博士生分別從 93 學年度 355 名
和 3 名至 97 學年度增加為 1057 名和 43 名，其中，不含新設系所員額，共增
員額 589 名。
7. 教務行政績效獲得教育部肯定，和台灣科大、台北科大及雲林科大等校同獲教
育部指定辦理高職菁英班和高職繁星班。
8. 整合日間、進修推廣部和進修學院招生資訊網，提供單一便捷管道，服務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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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土木系副教授蕭達鴻博士榮膺本校 96 學年度教學類優良教師。
蕭老師於民國 72 年 8 月至本校服務，至學
校任教將近 25 年，早年努力教學，近年學
校轉型，除教學外，就研究、服務和學生輔
導工作仍一本初衷盡心盡力。多年在校期間
曾擔任土木系系主任、總務處事務組長、校
務會議委員、教評委員會委員等多項校內主
管和委員，摘述其具體服務事蹟如下。(右
圖為代表國科會參加 2007 台北國際發明展)
1.

認真教學，各教學科目皆訂有完整詳細教學計畫，見學校網頁，開課前先告
訴所有修課同學，例如土壤力學，期中考、期末考各 25%，至於四次小考、
作業、筆記、出席率皆有分數，佔 50%。為提高土木系同學學習興趣，有必
要引入相關土木工程，包括國內外工程例如英吉利海峽隧道工程，本人亦曾
於 93 年造訪，並於兩地車站拍照，上課時並以影片說明效果奇佳。而國內
工程最好能實際參觀，或以影片或 ppt 檔介紹瞭解，並鼓勵同學上網看工程
再寫報告並予以加分。

2.

開發新課程，包括生態工程和大地防災技術，同學反應良好，但前者因修課
有 80%為低年級學生，其對工程尚不清楚，加強實地參訪和用影片和 ppt 教
導相關工程。本人教學學生評量部份(依土木系提供資料；四至五科取平均
值)，93(1)為 4.33、93(2)為 4.20、94(1)為 4.29、94(2)為 4.24，以 93(2)
本校土木系平均 4.17，院平均 4.01，校平均 4.0。

3.

開發教材，近三年開發教具包括「雷射監測教學裝置」、
「雷射現地監測系
統」
、
「小型振動台擋土牆」
、
「數位管線受震實驗儀」等，取得三項專利，並
提供予修課同學使用。其中「雷射現地監測系統」獲國科會推薦參與 2007
年台北國際發明展與交易博覽會(96/09/27-96/09/30 期間)，引起迴響，此
系統曾提供約四五十位學生使用。

4.

執行國科會和教育部計畫，近五年共執行國科會計畫共六件、建教合作共五
件，其中國科會計畫包括二件小產學計畫，而 NSC93-2622-E-151-016-CC3
並獲國科會選為近三年土木學門執行最佳研究團隊之一，國科會審查小組並
於 96 年 3 月 9 日至高雄合作廠商三聯公司造訪，而此二件計畫研究生和專
題生出力頗多，並且教學效果甚佳，包括試驗室和現地試驗，以及發明展參
展研究生和專題生皆有優秀表現。執行教育部「防災科技與永續發展基礎教
育計畫」(90 年至 94 學年度)，並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土木系參與老師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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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宗曾、彭生富、任森柯老師，並建立四個試驗室，對於土木系近年教學有
所助益。
5.

結合社區服務與教學，目前擔任「高雄縣非都市土地審議委員」
、
「高雄縣加
強山坡地審查小組委員」
、
「高雄市建築爭議事件審議委員」
、
「台灣消保會義
務委員」、「環保局焚化爐和掩埋場小組委員」、近一年受邀高雄縣寶來溫泉
鄉改善工程、高雄市外海造地、高雄市旗津海岸公園、楠梓污水 BOT 案聯外
道路、中油油槽改善工程等委員會委員，提供專業之建議，由於接觸案件許
多都成為教學案例或專題目。其中高雄市旗津海岸公園由因颱風過後波浪造
成液化破壞，其中高雄市政府風景區管理所邀請參與研究、復舊、長期調查
(1997-2007；國科會並補助三年研究經費)，學生至少 40 位前後參與測量、
分析、試驗、勘災等收穫很多，並將成果發表於 International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分別在 2000 年(Seattle, USA)、2008 年
(Vancouver, Canada)宣讀論文，引起會議與會人員很多討論，近期則整理
投入著名海洋大地 ISOPE 期刊。此件工程應是結合教學、研究、社區服務最
好案例。

6.

輔導學生升學，教學過程除提供學生歷屆考古題和高普考以及研究所考題，
並鼓勵同學進入所負責實驗室進行試驗和研究，近三年專題生(共 45 位，有
意願研究所約 1/3)有多位已考上研究所並就讀，包括黃振昇(成大；94 級)、
蘇金榜(中央；94)、游世豪(中央；94)、葉峻維(成大；95)、連韋慶(成大；
95)、鐘浩群(高應大；95；本人研究生)、劉俞亭(中興；95)、林琬芳(北科
大；94)、楊世旭(高應大；本人研究生；95) 、黃添煜(高應大；本人研究
生；95)、陳炳淳(高應大預研生；本人研究生；97)、陳培文(交大；97)，
以上皆為大地組研究生，另楊佳儒(高應大；結構組研究生；96)。

7.

培養學生技能與輔導學生就業，已畢業之研究生共 12 位亦一直保持連絡，
目前皆有穩定之工作(其中郭炯煇進入中央大學博士班大地組深造、二位高
考及格，二位服役中)，除每年約 2 位一般生研究生，另至目前共收有 5 位
碩專班研究生，亦積極使其研究題目與其工作，以及高屏地區產業息息相
關。每學期舉辦校外工程參觀 2-3 次，近二年包括藤枝山坡地調查、高應大
燕巢校區生態工程、佛光山大型山坡地調查、高屏溪取水工程研討、壽山柴
山生態工程調查、鳥松洲仔濕地研討、高捷冰凍修護工程研討、旗津海岸公
園工程研究、台南屏東污水工程研討等，教導學生參與實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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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模具系 蕭美枝講師榮膺本校 96 學年度輔導類優良教師。
蕭老師於民國 75 年 8 月至本校服務，為
本系唯一女性教師，平時上課認真嚴
謹，克盡職責，且擔任導師工作多年，
經常協助學生課業、生活與心理輔導，
深受學生愛戴，對教育貢獻良多。
蕭老師曾經負責本系電子顯微鏡實
驗室之規劃及運作外，並擔任本系圖書
委員多年，參與協助學校圖書期刊之採
購；每逢校運期間，皆熱心參與校內外
比賽與活動，如桌球、羽球、網球、接
力賽等，對本系各項活動之推動，頗有
貢獻。茲摘述其服務事蹟如下：
1. 自 89 年(五模一甲)與 91~93 年連續擔
任新生(四模一丙)導師，94、95 年因
博士班進修，尚在修課，僅擔任 9~10 月導師，96 年(今年)博士班資格考與修
業課程結束，續任四模一丙導師；擔任導師期間每學期皆獲頒優良導師。
2. 95 年擔任模具系新生 G12 小組輔導老師，利用課餘時間與學生討論功課、了
解學生生活起居、課程適應，每月自費固定與學生午餐會談，學生遍及非本
G12 成員，每次約有 20~30 多位學生參與，充分討論課業問題、表達意見與提
出建議；95 年度本組成績獲得 G12 小組第一名，輔導成果卓著。
3. 自 95 年學校設立學習輔導導師起，95、96 年連續擔任本系學習輔導導師，輔
導範圍含學期成績未達 1/2 及身心障礙、延修、少數(女性)學生，並積極參
加學校輔導導師講座，吸收輔導新知，加強輔導技巧；與輔導學生間持續加
強功課及晤談，主動發覺學生的盲點，並加強鼓勵學生的信心，次學期並主
動追蹤獎勵學習成績，結果不只成績明顯進步，學生並能自我期許下年度進
步尺度，接受挑戰。
4. 95 年擔任學校(學生)獎懲委員，96 年擔任學校(學生)申訴委員，處理學生事
務，就學生應有的賞罰之間並兼顧校方立場協調進而取得平衡。
5. 自 88~96 年連續擔任模具系圖書委員，加強宣導、提倡學生閱讀風氣，鼓勵
學生組讀書會，善用學校圖資資源，營造良好的讀書風氣，
6. 訪視校外賃居狀況，了解學生外宿的環境與安全，並在訪視期間偕同全部賃
居同學一起參與，不僅加強同學間橫向聯繫，更強化師生及校方間縱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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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協助住宿生解決租屋的困擾，並通報校方學生賃居狀況。
7. 擔任導師期間積極督促學生參與服務教育，強健體魄、訓練學生認真負責態
度，並以服務大眾為目標，維持校園整潔。
8. 積極將自己教學內容上傳至 E 化教學平台中，便利學生查詢課程相關資料與
成績。
9. 持續擔任模具系導師工作，給予在外就學莘莘學子適時關懷及照顧，並與學
生有良好的互動，素有「美枝姊」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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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電子系詹正義教授榮膺
本校 96 學年度研究類優良教師。
詹正義教授於民國 74 年 2 月至本校服務，
（1）校內多年間曾擔任 89 學年度電腦與通
訊中心副主任，負責產官學合作。曾擔任本
校 92 和 95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命題委
員及本校電子工程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曾擔任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004 年 12 月 9~10 日主辦第一屆應用科技研討會之籌備委員，負責邀請知名專
家學者及教授參加專題研討，並且邀請 IEE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Society
Chapter, Tainan Section 為協辦單位。擔任本校舉辦之 2006 電子通訊與應用研討
會之論文審查委員。擔任本校 95 學年度電資院評議委員及 96 學年度電資院院務
委員。擔任本校 96 學年度研發成果推動委員會之委員。擔任本校 96 學年度校務
會議代表。（2）在電子系擔任歷任各班導師，於 83 年度榮獲整潔優良班級。積
極參與擔任本系各項規劃委員，包括有教評小組、實習規劃小組、推甄小組、課
程規劃小組等。為本校的服務奉獻良多。
（3）在校外多年間曾擔任中山大學電機
工程研究所碩、博士班及大同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口試委員。曾受邀至國
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陸軍官校、建國科技大學演講。在 2005 年被推薦為 IEEE
國際電子電機學會之資深會員。曾擔任 2006 年全國電信研討會的論文審查委員。

曾擔任 95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曾擔任 IEEE
TENCON 2007 國際研討會之審查委員。曾擔任 2007 年教育部數位學習認證中心
之數位學習認證的審查委員。在 2008 年被推薦為台灣天線工程師學會之永久會員，
並受聘為該學會之理監事。其中摘述其具體研究之優良事蹟如下：

1. 其研究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發表，其中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Propagat.
有四篇、IEEE Antennas and Wireless Propagation Letters 有一篇、IEE Electronics
Letters 有四篇、Microwave Optical Technol. Letters 有五篇等總共有十六篇以
上期刊論文。
2. 其研究在知名國際會議發表，其中 IEEE AP-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USNC/URSI National Radio Science Meeting、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tennas & Propagation…等
發表三十七篇以上論文。

17

3. 其研究成果有申請六項以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利。

類別
A

A

專利名稱

國別

專利號碼

發明人

一種具有集成電抗性負 中 華 發 明 第 一 二 翁金輅、詹
載的寬頻圓形微帶天線

民國 五三零六號 正義

一種適用於無線區域網 中 華 發 明 第 一 六 詹正義、翁
路的雙頻微帶天線

民國 三七六五號 金輅

專利權人

89 年 12 月 21
翁金輅

B

和 2.4/5.2 GHz 頻段之單 民國 三四七九號 亮智

詹正義

B

地面操作在無線區域網 中 華
路頻段之新型雙頻分集 民國
槽孔天線
使用一種具有被旋轉角

B

度之正方形寬槽孔的新 中 華
型寬頻印刷槽孔天線設 民國
計

新型第 M 二
四八零四一
號
新型第 M
二七零五零
七號

詹正義、吳
宗翰

詹正義和
蘇家緯

日至 110 年 8
月 27 日
93 年 5 月 1 日

詹正義

至 104 年 1 月
23 日

極平面天線
一種使用具有摺疊的接

日至 108 年 2
月 24 日
91 年 10 月 1

一種操作在無線網路通
訊系統的 2.4/5.2/5.8 GHz 中 華 新 型 第 二 二 詹正義、曾

專利期間

93 年 10 月 21
詹正義

日至 102 年 9
月 24 日
94 年 7 月 11

詹正義

日至 104 年 1
月 17 日

一種適用操作於數位通
訊系統、個人通訊服務系
B

統、第三代全球行動通訊 中 華
系統和藍芽頻段的共面 民國
波導饋入之寬頻印刷單

新型第 M
二八九二三
八號

極天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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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正義和
郭淙銘

95 年 4 月 1 日
詹正義

至 104 年 9 月
1日

4. 歷年來申請獲得十次以上行政院國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補助，擔任計劃主持人，補助
計劃編號有 NSC- 81-0115-E-151-08，NSC -83-0117-C-151-023E，
NSC-90-2213-E-151-00，NSC-91-MOE-S-151-003-X3，NSC-92-MOE-S-151-003-X3，
NSC-92-2213-E-151-013，NSC-92-MOE-S-151-003-X3，NSC-94-2213-E-151-002，
NSC-95-2221-E-151-016，NSC-96-2221-E-151-002。請參閱國科會網站。申請榮獲校
內計劃補助，擔任計劃主持人，補助計劃編號 KUAS-90-EC-002，KUAS-91-EC-002，
KUAS-92-EC-004。申請獲得教育部專題計劃補助，專題計劃研究名稱無線通訊關鍵
零組件整合系統之建構，計畫編號：93C9052。

5. 由於研究成果表現優異，受聘擔任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之期刊審查委員(reviewer)，其
中包括有 IEEE Transaction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IEEE Antennas and Wireless
Propagation Letters、IEE proceedings microwaves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IEE
Electronics Letters、PIER & JEMWA。
6. 被推薦刊在 2006 Who's who in the world、2006~2007 Who's who in Science Engineering
及 2006~2007 Who's who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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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2005 年被推薦為 IEEE 國際電子電機學會之資深會員。

8. 連續從 91 至 96 學年度榮獲校內學術論文獎助。請參閱研發處網站。

9. 在 2008 年被推薦為台灣天線工程師學會之永久會員。並受聘為該學會之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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