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101年度年

會暨第 29屆全國學術研討會	
行前資料	

 
 

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7-8 日 
地點：國立中山大學  

 
主辦單位：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國立中山大學 

承辦單位：國立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系 

共同承辦：正修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技術推展中心、高雄市政府、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立宜蘭大學 機械工程系、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南部科學園區 產學協會 

大會網址：http://www2.nsysu.edu.tw/CSME29/index.html 



各位與會貴賓與同學： 

     
感謝您對101年中國機械工程學會年會暨第29屆全國學術

研討會的支持，本會議即將於 101 年 12 月 7 日假國立中山大學

圖書資訊大樓及機械與機電系館舉行。本次會議將與國科會工

程處，固力、能源及熱流學門成果發表會共同舉辦，會中特別

邀請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史維博士，為大會發表專題演講，

歡迎各位至國際會議廳參與。 

 為使您可以順利安排交通行程，大會特別提供本行前通知，

提供您交通及大會議程規劃的訊息，請您參考。詳細的論文發

表議程，已於 101 年 11 月/16 日公布於大會官網並寄送給您。

接駁車資訊、會場地圖、遊高雄港乘船碼頭及晚宴會場交通規

劃，均列於本行前通知中，請各位卓參。 

    期待您 12 月 7 日的蒞臨。 

 

 
國立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系 主任 

                         CSME 29 總幹事 

林哲信 敬上 

  



101 年中國機械工程學會年會議程表 

 
日  期  時  間  年  會  活  動  備  註 

星
期
五 

十
二
月
七
日 

09:00~10:00 報到及現場註冊  圖資大樓 11樓

10:00 年會、研討會聯合開幕典禮 

圖資大樓 11樓

國際會議廳 

10:00~10:05 理事長致詞 

10:05~10:10 籌備會主任委員致詞 

10:10~10:30 來賓致詞 

10:30~11:20 專題演講 

11:20~12:00 

頒獎 

 機械工程獎章 

 服務貢獻獎 

 傑出工程教授獎 

 傑出工程師獎 

 優秀青年工程師獎 

 年會論文獎 

 博士學位論文獎 

 碩士學位論文獎 

 簡卓堅教授獎學金 

12:00~13:30 午餐（餐盒） 
NSC工程中心產學

推廣說明會* 
1107室 

14:00~17:30 
1. 觀光船遊高雄港 

2. 陽明海運高雄海洋館 

14：00圖資大樓

1F後方集合出發

香蕉碼頭 

18:00~20:00  晚宴  （河邊海景宴會廳）  香蕉碼頭 

 

* NSC 工程中心產學推廣說明會：國科會工程中心進行業務簡報，以及機械工程學會進行機械

工程認證推廣說明會，歡迎各界參與。 

  



第二十九屆 CSME 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日  期  時  間  學  術  研  討  會  活  動  備  註 

星
期
五 

十
二
月
七
日 

09:00~17:30 
熱流、能源、機械固力學門成果發表會 

報到及現場註冊 

年會：圖資 11 F

學門：圖資 1 F 

研討會：機電系

10:00~10:30  年會、研討會聯合開幕典禮  圖資大樓  11 F 

10:30~12:00  論文分組發表(一) 學門活動  機電系 

12:00~13:00  午餐（餐盒）  NSC工程中

心產學推廣

說明會* 

機電系中庭 

13:00~14:30  論文分組發表(二)  學門活動
圖資 11F 

（1106、1107室）

14:30~15:00  茶敘  機電系中庭 

15:00~16:00 

大會專題演講 

香港科技大學 

史維  副校長 

壁報論文展示 
國際會議廳/理

工長廊 

16:00~17:30  論文分組發表(三)  學門活動  各公告場地 

18:00~20:00  晚宴  （河邊海景宴會廳）  香蕉碼頭 

星
期
六 

十
二
月
八
日 

08:30~12:20  報到及現場註冊 

壁報論文展示 

機電系 1F 

09:00~10:30  論文分組發表(四) 

各公告場地 10:30~10:50  茶敘 

10:50~12:20  論文分組發表(五) 

12:20 – 13:30  午餐  (便當)  機電系中庭 

13:30~15:00  論文分組發表(六)  各公告場地 

15:00  賦歸 

 

* NSC 工程中心產學推廣說明會：國科會工程中心進行業務簡報，以及機械工程學會進行機械

工程認證推廣說明會，歡迎各界參與。 



大會場地規劃 
 

 
 學術研討會： 

1. 聯合開幕式及 Keynote 演講：圖資大樓 11 樓 國際會議廳 

2. 口頭發表場地：電資大樓（2-4 樓教室）、機電系館 

3. 壁報論文發表：理工長廊 

4. 廠商參展：機電系 1F 玄關 

5. 茶點、午餐領取 （機電系館中庭） 

 國科會學門成果發表會： 

1. 能源學門演講及座談：圖資大樓 11 樓 （1107 室） 

2. 固力學門口頭發表場地：圖資大樓 11 樓 （1106 及其他研討室） 

3. 固力、熱流學門壁報成果展示：理工長廊 

 國科會工程推展中心業務推廣及產學媒合說明會： 

時間： 12/7 （12：00 -14：30）  地點：圖資大樓 11 樓 （1106 室） 



中山大學 圖書資訊大樓 11 樓場地規劃 

 



史維  博士 

大會專題演講 

 

講題：Multi-Scale & Surrogate-Based Techniques for 

Power, Propulsion & Energy Systems 
 

 

 

  

 

簡歷： 

• 1977        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士  

• 1981, 1982   U. Michigan - Ann Arbor 航天工程碩士、博士 

• 1983 - 1988  GE, research center  

• 1988 - 2004  U. Florida  

• 2005 -       U. Michigan – Ann Arbor, Clarence L. “Kelly” 

Johnson 講座教授 

• 2010. 08 -    香港科技大學 首席副校長 

 

學術榮譽： 

• 美國航天及宇航學會院士 

•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  

• 美國航天及宇航學會 2003 年 Pendray 航天文獻獎  

•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2005 年 熱能轉換紀念獎 

• 美國工程師委員會 2009 年傑出教育家獎 (加州 Sherman 

Oaks 分會) 

 

 



交通資訊 

搭乘高雄捷運 KRT 是抵達中山大學最便捷快速的方式！ 

●高雄捷運  （橘線 西子灣站） 

 步行：請由 1 號出口出站，往西子灣隧道方向行走約 10 分鐘，通過隧道後右轉抵達機

電系。 

 公車：請由 2 號出口(鼓山一路)出站，轉乘公車橘 1，至中山大學行政大樓下車。  (每

5 分鐘一班車) 

 接駁車：大會於 12 月 7 日上午 8：30 – 13：30 提供接駁車往返會場。請於 2 號出口(鼓

山一路)出站，搭乘大會接駁專車。 

 

 

●自行開車   

 本校位置位於高雄市鼓山區蓮海路 70 號，若由外縣市而來，可由中山高速公路中正路

交流道下，沿中正路接五福路直行到底左轉鼓山路後右轉臨海二路，即可至本校。 

 自行開車者，請將車量停放於海景餐廳旁的海堤停車場，計次收費。 

  



主持人及論文宣讀者參考事項 
 

一、一般注意事項 

1. 12 月 7 日 09:00~17:00 報到地點：工學院機電大樓 1 樓。 

2. 12 月 8 日 08:30~15:00 報到地點：工學院機電大樓 1 樓。 

3. 12 月 7 日(星期五)搭大眾運輸工具前來者，請自行轉搭高雄捷運紅線，至美麗島站，

轉橘線至西子灣站，2 號出口上午 8：30 - 12：30 備有接駁車。 

 

二、主持人注意事項 

1. 主持人請直接向報到處辦理報到。 

2. 提供主持人該發表場次之論文抽印本一份。 

3. 主持人請負責各分組會場秩序與論文發表時間之控制。 

4. 主持人請於論文研討開始前先說明論文發表及時間規定。 

5. 為提高會場研討氣氛，請主持人主動提問題討論。 

 

三、宣讀論文作者須知 

1. 請於發表場次開始前十五分鐘到達會場並向主持人報到。 

2. 每一論文宣讀現場皆備有單槍投影機/電腦主機，並有服務同學代為操作，若宣讀資料

使用 power point 檔案，可請服務同學先讀進硬碟。 

3. 請於 10 分鐘內宣讀完畢，預留 5 分鐘供作討論。 

4. 倘若臨時無法親臨宣讀，務請託人宣讀。 

 

四、交通注意事項 

1. 由於校園內停車位有限，建議與會者盡量利用大眾運輸工具前來。有關交通住宿方面

問題，可上大會網站 http://www2.nsysu.edu.tw/CSME29/查詢。 

2. 自行開車前來之與會人士，請將車輛停放來賓停車場，並依本校規定繳費。 

 

五、附註 

1. 其他資訊請隨時參考研討會網站 http://www2.nsysu.edu.tw/CSME29/ 

2. 本校電資大樓長期為實施節約能源，平時 2 ~ 4 樓不停電梯。請各位與會貴賓見諒。 
   



大會晚宴地點及遊港船資訊 

 

遊港船乘船及下船處：香蕉碼頭  （開船時間：12/7 下午 14：30） 
接駁車開車時間： 12/7 下午 13：30 （圖資大樓 1F 後門） 

 

晚宴會場: 河邊海景宴會廳 - 香蕉碼頭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蓬萊路 23 號(七賢三路底、漁人碼頭旁)  

電話：07-5612258 

大會接駁車： 12/7 下午：17：00 – 18：00 （圖資大樓 1F 後門） 

 

 高雄捷運 (橘線 西子灣站) 

請由西子灣站 2 號出口出站步行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步行  
請由西子灣隧道口出口沿臨海二路右轉七賢三路，步行約 15 分鐘即可到達。 

 自行開車 
七賢三路左轉到底過「高雄港牌樓」即可到達。(前方處有大型公共停車場) 

 公車 
請搭乘 248、五福幹線於新濱碼頭站下車步行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