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 友 電 子 報     2014年 09-10月 
各位系友，歡迎您來信，母系非常樂於收到您的消息。 
EMAIL：ne_ess@ess.nthu.edu.tw 

承蒙各位系友們對本次選舉的熱烈支

持，本屆理、監事已順利產生(名單如下列

表)，本會並於10/4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由理事們互選出新一屆理事長人選，

新任理事長為核工所榮譽退休教授施純寬

教授獲選! 

編號 系級 姓名 職稱 理/監事 

1 71 施純寬 清華大學工科系榮譽退休教授 理事長 

2 74 林明觀 沛成科技公司 總經理 常務理事 

3 73 陳布燦 台電公司 副總經理 常務理事 

4 80 梁正宏 清大核工所 所長 當然常務理事 

5 87 葉宗洸 清大核工所 主任 當然常務理事 

6 77 李    敏 清華大學工科系 教授/主任秘書 理事 

7 75 白寶實 清華大學核工所 教授 理事 

8 70 陳貴明 台電公司  前董事長 理事 

9 73 林文昌 台電公司 董事長特別助理 理事 

10 76 陳條宗 泰興工程公司 協理 理事 

11 78 黃琮評 
台積電營運組織人力資源服務處台中廠
區人力資源專案副處長 理事 

12 74 薛燕婉 清大原科院 副院長 理事 

13 89 曾繁根 清大工科系 教授 理事 

14 79 潘   欽 清大工科系 教授 理事 

15 80 曾文毅 台灣大學光電生醫學研究中心 教授 理事 

16 83 張   欣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處長 理事 

17 84 黃秉修 經濟部核四專案辦公室 組長 理事 

18 86 馮玉明 清大工科系 副教授 理事 

19 87 邱德成 益鼎創業投資公司 董事長 理事 

20 90 藍永強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
授 理事 

21 90D 馬殷邦 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所長 理事 

22 97 黃朝毅 Raytrex和瑞科技公司 執行副總 理事 

23 74 喻冀平 清華大學核工所  教授 理事(候補) 

1 87 董瑞安 清大原科院 院長 當然常務監事 

2 72 蔡春鴻 原子能委員會 主委 監事 

3 73 黃小琛 核能學會 秘書長 監事 

4 82 邢憲生 智榮文教基金會 常駐資深顧問 監事 

5 82 譚振邦 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 經理 監事 

7 91 羅吉進 工業技術研究院 組長 監事 

8 93 莊朝淵 台北市南門國中 教師 監事(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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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狀態 

NE94同學會花絮特寫 2014/09/27 

九月二十七號，清華校園裡，一樣的天空，一樣的白雲，但是對 94級的學長們

卻很不一樣。今天是畢業 20周年的核工 94級同學會，老同學們見面，談笑間有

說不完的當年點滴趣事。彼此互相吐槽，簡直如同相聲表演，感情真好！ 

畢業二十年，系友們皆事業有成，孝忠學長與國光學長也準備了簡報和大家經歷

分享，氣氛有說有笑。孝忠學長當年是 94級裡面第一個進入台積電的同學，後

來，這一屆 80多位同學中，有 16位都在台積電工作過。國光學長在大陸 LED

大廠發展有成，對於如何與中國大陸互動也有一套精闢的見解。國光學長提到給

學弟妹的建議：「台灣的優秀青年還有機會，我們要在各個領域去參與她、改變

她。我正在參與她與改變她，我改變了至少兩百個大陸青年的命運，也改變了他

們的思維。台灣還有優勢，中國大陸是你們的廣大舞台，成功只給準備好的人。」

眾位學長姐們開玩笑地說：「應該要把他的成績單跟現在的成就擺在一起給學弟

妹看。讓學弟妹們知道，即使成績被當的亂七八糟也不要氣餒！」此外，兩位學

長提到願意提供暑期實習名額予學弟妹及產學合作的機會，學弟妹們充滿感謝！ 



系所近況 
恭賀王中南、劉鈞、周惠育、彭顯智、李慶宏、劉鈰誼、蔡俊穎、巫偉融、 

           潘榮隆、曾繁根教授榮獲第十八屆奈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優秀壁報論文獎 

           論文題目：應用微米等級的陣列結構與奈米碳管來承載奈米等級的觸媒並用 

           來增進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的效能 

恭賀楊昇同學(工科系碩二)、張芝庭同學(核工所碩二) 榮獲第十六屆硼中子捕獲 

           治療國際會議 Fairchild Award 

          指導教授：薛燕婉教授 

恭賀洪靚軒、蔡佳蓉、邱又文三位同學參加103年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獲 

           頒永記造漆防蝕獎獎學金  

恭賀李宗翰同學參加103年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 獲頒陳讚利防蝕研發獎獎學金 

恭賀巫勇賢教授、歐陽汎怡教授 榮獲本校102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恭賀陳昕遠同學、楊凱鴻同學及歐陽汎怡教授 榮獲IUMRS-ICEM 2014電子材料 

           國際會議Best Poster Award  

系所研討會及講座相關訊息歡迎上網查詢：http://www.ess.nthu.edu.tw/bin/home.php 

我的核工‧我的工科映像”心情故事”徵稿內容 

我的核工‧我的工科映像”舊照片”徵件內容 

歡迎 
持續投稿 

 個人在清華NE-ESS，親身經歷的難忘事況及心情故事。 

 題目自訂。 

 文體與表現形式不拘。 

 以繁體中文書寫，避免中文、外文夾雜。 

 字數500字以內。 

活動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40-1163-3885.php 

 

 各系別舊照片，數量不限。 

 照片以高解析度300dpi以上為佳、每張1M以內(含掃描檔案存成.jpg檔案格式)，不符合則不刊

登。 

         以上請將文稿傳送至ne_ess@es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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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暑期營隊成果花絮I 學生與國際接軌.讓視野更寬廣 

第三屆2014低碳綠能暑期營  

師生們參訪了香港 、深圳和北京，最後回到了台灣，結束了這三個多禮拜的旅程。一路上，

尤其在國外，同學們受到了香港和北京同學們很多的照顧，他們除了帶領暢遊當地的景點、

享用當地的美食。除此之外，在國外也感受到了許多，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業界，所帶給大家

寬廣的見識，學生收穫非常非常良多。(參與學生心得撰稿) 

攝於韓國仁川機場-師生合照 

攝於韓國KAIST NEQ- 結業式獲頒證書 

KAIST NEQ系館前-全體師生合照 

Summer School of Nuclear Engineering of 2014 

學生道出出外與他國交流，除了學習層面上的認知更重要是透過

數日活動出外與他國交流，在核能這個小圈子中日後或有相見機

會，如此情誼將顯得更為重要，且以己之長與他校同專學生進行

互動除體會自不足外也額外給予自己練習英文溝通的機會。 

(參與學生心得撰稿) 

理事長：施純寬      總幹事：顏麗娜      EMAIL：ne_ess@ess.nthu.edu.tw 
電話：886-3-5742828      傳真：886-3-5724598      
地址：300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網頁： http://www.ess.nthu.edu.tw    
系友資料更新：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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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暑期營隊成果花絮II學生與國際接軌.讓視野更寬廣 

The Maintenance Science Summer School 2014 

Hsinchu, Taiwan(第五屆，本屆台灣第一次參加及主辦活動) 

本營隊邀請亞洲各知名大學核工相關科系學生前來參加。活動時

間於2014年8月3日至8月9日。此暑期交流營，旨在增加學生之

核工專業知識、英語溝通能力及拓展國際觀。經由五天的短期學

術交流及研討，使所有參與者皆能有豐碩之收穫。 

核工暨工科系友會新任理事長簡介 

施純寬教授 
 學歷：清華71核工 

 75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  
 核工系 MS 
 78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  
 核工系 Ph.D 

 現任：核工所榮譽退休教授 

        核能與新能源教育研究協進會董事 

        兼任執行長 

校友服務中心將著手進行校友資料系統之功能更新 

問卷網址：http://ppt.cc/tkA6 

校友資料系統：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UPDATE/ 

敬請撥冗於103年10月24日(五)前上網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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