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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107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一）中午 12： 10 

開會地點：電機 205 會議室  

會議主席：王院長敬文   

出席委員：蘇德仁副院長、梁廷宇主任、林嘉宏委員、陳附仁委員、黃科瑋委員、  

        洪盟峰主任、陳聰毅委員、鄭瑞川委員、邱建良委員、陳華明所長、  

        劉世崑委員、高秀芬委員、林威成主任、張雲龍委員、張道行委員、  

        陳洳瑾委員  

壹、主席報告 : 

    教育部優化技職院校實作環境計畫 -培育電資領域與智慧製造類產業環境人才

計畫書面審查意見回覆與簡報審查，預計 12 月中旬後啟動，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核定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  

    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表如附件，請各系所主任及所長協助意見回覆。  

貳、提案討論：  

電子系  

案   由  ：教育部對本校學術單位整併規劃審議結果，提請討論。  

說   明：  

  1.教育部函文及審查結果，請參閱 (P2~P6)。  

  2.案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電子工程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決議，

請參閱 (P7~P51 )。  

決   議：經全體出席委員討論後通過。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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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建工校區)電子工程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3 日 

資訊大樓八樓會議室 

ㄧ、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1. 1071-1 軍訓室工作日誌，請參閱附件 1(第 2 頁 )。  

 

三、各委員報告  

 (依校務會議、教評、申訴評議、圖書館之順序 ) 

 

四、提案討論  

(一 )教育部對本校學術單位整併規劃審議結果，提請  討論。  

(提案人：洪盟峰  主任 ) 

【說明】1.教育部函文及審查結果，請參閱附件 2(第 3-7 頁 )。  

2.本校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針對教育部回覆，請參閱

附件 3(第 8 頁 )。  

3.有關本系討論整併議題之系務會議紀錄摘錄，請參

閱附件 4(第 9-11 頁 )。  

【決議】出席人數 28 人，現場投票 22 人，同意票 3 票，不同意

票 19 票，統計結果請參閱附件 6(第 59 頁 )；本案不同

意與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整併。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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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科大第一校區電子系回覆如下：  

(一 ) 囿於兩校區電子系現有教學研究空間限制，且短期內無法搬遷至同一

校區，故建請合併後，本系得先以「電子工程系智能系統組 (第一校區 )」

名義對外招生，使學生充分瞭解系之特色及上課位址。此乃思及兩校

區相距十餘公里，車程至少半小時，再加上沿路交通事故頻傳 (自三校

整併後 10 個月內，本校已有 6 名學生發生交通意外死亡 )，爰基於節

省通勤往返之時間及兼顧學生上下課交通安全為優先考量，擬採分校

區分組招生。  

(二 ) 茲針對委員建議事項 --大學部不宜分組招生此部分內容回應：本校目

前有 51 個跨領域學程，供學生依個人興趣修讀；再加上本系承認學

生得跨系選修  18 學分認列為畢業學分，以鼓勵學生進行個人生涯進

路之多元發展。爰此，分組招生應不致影響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  

(三 ) 合併後，俟兩校區電子工程系搬遷於同一校區後，再行檢討分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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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9 日 ) 

(三 ) 本系續留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意願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人：洪盟峰  主任）  

【說明】依據 107 年 5 月 23 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領域整併討論會議    

       決議，本校電機資訊學院及電資學院已合併，如【附件 3，p. 23】，  

       徵詢本系是否有續留電資學院的意願。  

【決議】緩議。  

 

(四 ) 本系與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合併意願及規劃事宜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人：洪盟峰  主任）  

【說明】依據 107 年 5 月 23 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領域整併討論會議  

       決議。  

【決議】本系有意願與一校區電子工程系合併，同意開始規劃相關議題並  

       將規劃整併計畫書提下次系務會議討論。  

 

2.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 ) 

(七 ) 本系續留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意願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人：洪盟峰  主任）  

【說明】依據 107 年 5 月 23 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領域整併討論會  

       議決議，本校電機資訊學院及電資學院已合併，如【附件 12，p.   

       30】，徵詢本系是否有加入電機資訊學院的意願。  

【決議】本系加入本校建工校區電機資訊學院。  

 

(八 ) 本系與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合併意願及規劃事宜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人：洪盟峰  主任）  

【說明】1.依據 107 年 5 月 23 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領域整併討論會議  

       決議。  

      2.依本系 106-2-5 系務會議決議：本系有意願與一校區電子工程系  

       合併，同意開始規劃相關議題並將規劃整併計畫書提下次系務會  

       議討論。  

【決議】本系尊重本校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系務會議對該系未來發展的規  

       劃，本系現階段維持在建工校區運作，並規劃本系未來發展計畫  

       提報學院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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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5 日 ) 

(一 ) 本系合併計畫書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人：洪盟峰  主任）  

【說明】1.系主任說明，計畫書如附件一。  

       2.電機資訊學院整併會議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決議】目前暫不考慮整併，說明如下：  

(1) 空間、經費等資源不足。  

(2) 同一系所雙校區運作，違反現行規定。  

(3) 礙於班級數受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核定本

(院臺教字第 1060040739 號 )限制。  

       4.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7 日 ) 

(五 )討論本系合併計畫書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洪盟峰  系主任）  

【說明】1.依台評會意見，建議本系資訊組併入資工系案以及原一科電子  

        系與海科微電系併入本系，請參閱【附件 11，p.22】。  

       2.電機與資訊學院主管因應台評會意見之討論會議決議，請參閱  

        【附件 12，p.23】。  

       3.系主任說明。  

【決議】本系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本系不同意本系資訊組在空間、經費、員額皆不縮減之條件整併

資工系；因空間、資源有限，同意本系與第一校區電子系合併，

不同意與楠梓校區微電子系合併。  

 

5.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7 日 )-整併計畫書請參閱附件 5(第 12-58 頁 )。  

(一 )討論本系與第一校區電子系整併計畫書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洪盟峰  系主任）  

【說明】1.請參閱【附件 1，p.2-36】。  

2.系主任說明。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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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 

五、臨時動議  

(一 )本系堅持報教育部日間部四班並單一校區建工校區運作，提請  討論。  

(提案人：邱建良  老師 ) 

【說明】邱建良老師說明。  

【決議】  

1.有關本校調整院系所作業，本系已依據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一次與第二次系務會議決議於作業申請表中說明，如下：建工校區電子

系與第一校區電子系合併後，除須維持兩電子系現有之教職員生規模並

保障其現有權益外，初期尚未合併在單一校區前，亦須維持兩校區目前

之教學穩定。建工校區電子系支持在建工校區新建大樓，第一校區電子

系支持在第一或建工校區新建大樓，希望未來校方邀集建工及第一校區

兩電子系，針對合併後單一電子系的完整性空間規劃，做充分之討論並

達成共識後新建大樓提供電子工程系合併於單一校區充裕的發展空間。 

2.有關建工校區電子系與第一校區電子系的合併，本系再次重申必須在學

校能夠於單一校區提供足夠空間容納兩系全體師生，並確保班級數與師

生人數維持目前規模的前提下，兩系才會進行實質合併作業。  

3.本案呈送院務會議提案討論決議後，送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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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調整院系所作業申請表(初稿) 

 

申請單位 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及第一校區) 

發展規劃 ■依併校計畫書(核定版)       □另規劃申請 

異動案名  

調整別 
□院系所更名  ■院系所整併  □院系所整併並更名 

□其他：                

校內審核與 

行政程序說明 

【校內相關程序說明】 

■系(所、學程）會議決議通過 

第一校區會議日期：107年 9月 5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會議 

建工校區會議日期：107年 9月 17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會議 

□      學院會議決議通過(新歸屬學院或籌備處)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次會議） 

＊請檢附各級會議紀錄 

 

  



13 

 

壹、整併、調整申請理由(合併計畫書已核定之單位免填本項次) 

本系(電子系)奉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60180589號函核定在案，並經建工校區電

子系與第一校區電子系兩系系務會議同意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但

合併後除須維持兩電子系現有之教職員生規模並保障其現有權益外，初期尚未合併

在單一校區前，亦須維持兩校區目前之教學穩定。建工校區電子系支持在建工校區新

建大樓，第一校區電子系支持在第一或建工校區新建大樓，希望未來校方邀集建工及

第一校區兩電子系，針對合併後單一電子系的完整性空間規劃，做充分之討論並達成

共識後新建大樓提供電子工程系合併於單一校區充裕的發展空間。兩系整併過程中，

凡涉及兩系現行教研系務的調整改變，以及影響未來經營發展的相關事項，皆須經兩

系充分討論並同意後，報請校方裁示使得施行。本系(建工校區)從民國五十八年成立

至今已 50年．以三組運作已有 16年歷史，本系(第一校區)成立於民國 95年，組織

編制分別電子工程系及電子系碩士班，目前維持四技大學部及碩士班之運作方式，對

於落實電子資通訊整合教學績效良好，並已建立有效的教研模式，學生專長定位清晰，

課程多元，獲得 IEET 認證肯定。未來將整合電子工程系教學與研發資源，與地方政

府及產業積極合作培育所需電子資通訊專業以及系統整合人才，並進一步強化區域

產學網絡，凝聚在地產學能量，以協助地方產業轉型發展，並據此配合國家社經環境

變遷、因應少子化社會與產業發展趨勢，並調整短中長期發展計畫。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建工校區電子工程系前身為省立高雄工專電子科，五十年來培養出超過一萬四

千名名電子工程專業人員，是南台灣第一所電子專業科系，迄今仍是國內重要的電子

專業實務人才培育基地之一，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及產業升級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為能

更上一層培育新世代電子專業人才，以提供國家建設及高科技工業之所需，分別於民

國八十五年、民國八十九年升格為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目前

經發展為具有博士班、碩士班、日四技、進修部四技與碩士在職專班等完整學制的電

子專業系所．並以電子、電信與系統組、資訊與醫學資電等四大專業發展方向，來規

劃所需設備與教學研究環境，為未來的社會培育具「國際化」、「專業化」、「即用

化」、「全人化」之電子資通訊科技與系統整合人才。 

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成立於民國 95 年，初創時之組織編制分別電子工程系及

電子與資訊工程研究所，屬一系一所之運作方式。為求系所組織、資源能更有效運用，

自 97學年度起將電子與資訊工程研究所更名為電子工程系碩士班，以系所合一的運

作方式統整系所資源及落實教學目標，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學校及電院學院之中長程

發展目標以 IC設計，綠能科技，於 102年獲准招收碩士在職專班，為未來的社會培

育具「國際化」、「專業化」、「即用化」、「全人化」之電子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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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整併後，將朝五大專業發展方向，說明如下： 

一、IC、半導體與光電技術： 

由於國家重點扶植半導體產業及積極培育電子科技人才，使得我國半導體元件技

術已居領先國家之林，並積極朝向奈米技術發展。尤其在系統晶片(System on 

A Chip, SoC)技術發展的帶動下，半導體產業持續發展在鄰近的南部科學園區 1

06 年引進新投資案產業包含光電產業 3 家、積體電路產業 3家、 生物技術產

業 7 家、精密機械 2 家、電腦周邊產業 2 家、其他園區事業 3 家，合計 20

 家，累計投資金額約為新台幣 3,368.9 億元。其中高雄園區新引進 12 家廠商

進駐，投資金額共計新臺幣 3361.3 億元，包括華邦電子將在路竹基地蓋廠，所

需電子專業人員缺口逾兩千人。因此，未來對於電子晶片設計與應用人才的需求

將十分殷切。例如，對晶片設計與製造技術的提昇改良，與奈米元件之電性研究

及其應用電路之開發，都是目前本系電子組教學重點。 

二、電信與系統技術： 

行動通訊與物聯網的熱潮已經來臨，隨著行動通訊及晶片設計技術突飛猛進，各

式穿戴式生醫設備、短中長距離的各式通訊技術蓬勃發展國內電信相關企業紛紛

朝向 5G 技術發展，目前在全球 LTE 與 LTE-A 技術的導入國家中，共有 119 個國

家、354個營運商導入 LTE，19個國家、25家營運商導入 LTE-A，顯示行動通訊

技術的提升預期將帶動物聯網應用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包含天線設計、光量子通

訊、嵌入式系統、網路管理技術人力需求將隨物聯網的發展持續增加，以因應二

十一世紀全球電信業挑戰之所需。 

三、計算機軟硬體技術： 

近年來的計算機軟硬體技術突飛猛進，隨著雲端系統、數據分析與物聯網應用逐

步普及與深化，計算機專業人才需求也較過去強勁。不僅是電腦視覺、生物資訊、

微型機器人、多媒體訊號處理、資訊安全、人工智慧等等軟體技術開發，有關軟

硬體整合專業人才在未來物聯網應用是十分重要的成功因素。本系資訊組具有得

天獨厚的優勢，本系在高階軟硬體整合設計人才培育耕耘已久，結合本系電子及

電信與系統兩組的資源朝軟硬體整合也已經獲得許多成果，包括國內外競賽獲獎、

研發專利技術等。 

四、醫學資電技術： 

自南科園區 106年起推動「南部智慧生醫產業聚落推動計畫」，將結合 ICT數位

技術發展微創手術、精準醫療、客製化醫材之發展趨勢，提升醫材高附加價值及

高值化，及透過臨床研究及市場拓銷等方案後，南部地區對於生技醫療人員的需

求越來越強烈．隨著廠商產值之提升。到 106 年底投入生醫產業有效廠商共 73

家，投資額達 262.1億元，就業人數 2,607人。本系自 103年成立醫學資電組博

士班，迄今已培育多位醫學資訊與電子專業高階人才並任職於科技公司與醫療機

構，為南部的生醫產業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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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能系統技術： 

智能系統整合了各種面向的技術，隨著當前消費性終端應用新趨勢，包括物聯網、

雲端大數據、5G 通訊等應用，未來半導體產業將為產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支撐骨

幹，我國 IC 設計業者將招募具有新研發技術之人才，回應半導體產業與市場結

構變遷，藉由數位及類比 IC 相關領域教授所開設的課程，奠定學生專業基礎及

實務應用，扎實培育未來市場所需之人才；而綠色能源加入智能驅動，利用資通

訊技術及網路應用，建置智慧節能系統、佈建智慧電網，善用臺灣所具備發展綠

能的利基，透過綠色能源相關領域教授共同指導，先行建立學生專業知識技能，

進而帶動研究發展能力，為學生未來就業打下基礎。 

 

除五大發展方向外，整體來說本系積極落實系所的教育目標有六，包括: 

一、專業學能：教導學生電子工程基礎及應用之課程，培養具有電子專業學能的優質

工程科技人才。 

二、實務技術：藉由理論與專題製作、實驗及實習課程(包括校外實習)之結合，培養

學生實務技術能力。 

三、團隊合作：訓練學生具有溝通表達、團隊合作的能力，培養健全人格特性。 

四、終生學習：教育學生不斷自我成長，培養終生學習之意願與能力。 

五、工程倫理：教導學生具備弘、毅、精、勤的工作態度，並培養學生工程倫理素養。 

六、多元教育：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與學習環境，培養符合社會脈動與國際發展所需的

人才。 

據此所規劃的系所教學與研究發展目標與產業需求、未來趨勢、知識發展、技術進步

的相互配合。 

 

參、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台灣電子產業發展至今已將近四十年歷史，從 1970 年間政府全力主導 IC 技術

引進，以及早期推動 PC組裝和周邊零組件標準化，衍生出完整電子產業生態鏈，

在產業高度群聚效應推動下，已在全球電子產業站穩關鍵性地位，並累積堅強 O

EM／ODM研發與製造實力。台灣電子產業在全球 ICT的供應鏈體系中，表現極為

亮眼，從零組件供應面，晶圓代工約佔七成、半導體封測服務約佔五成、觸控面

板約佔四成、LCD面板與 LED發光二極體接近三成等；從系統終端產品面，所有

消費性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電等高科技產品，幾乎都由台灣廠商提供設計、

研發、零組件供應、組裝與代工製造。 

二、全球進入以物聯網領軍的資料經濟時代，產業營運模式從過去單一產品、與技術

導向發展模式，邁向多元化生活應用、系統整合、與資料分析發展模式，台灣電

子產業應掌握以使用者需求導向的創新服務，結合現有上下游整合的群聚優勢，

加強在應用系統和關鍵技術的跨領域生態體系整合，發展服務型應用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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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台灣電子產業朝向高價值的典範轉移。 

三、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預測了資通訊（ICT）產業的十大趨勢，預期 ICT各領域

將在「智慧、開放、服務、整合」四個方向發展。其中「智慧」就是由人工智慧

（AI）來帶動的智慧化應用與技術熱潮；「開放」就是指開放的軟體與網路運算

架構；「服務」則是迎接 5G時代的未來新興技術發展方向；而「整合」則是多

元智慧應用崛起帶來的跨領域應用、系統整合解決方案等跨域化趨勢。資策會產

業情報研究所歸納出 10個 ICT產業的重要發展趨勢，包括「辨識精準化」、「零

售智慧化」、「資安 AI化」、「軟體開放化」、「運算邊緣化」、「技術服務

化」、「網路服務微型化」、「電信營運數據化」、「應用跨域化」與「產業集

中化」等。在此十項重要發展趨勢中，有八項與本系的發展重點有關。 

四、自駕車已成為全球最勢不可擋的議題之一，Google、蘋果等國際企業進入自動駕

駛，物聯網進入聯網車輛領域，而台灣車電產業約佔車輛零組件 37％，產值超

過 2,200 億元，加上車聯網技術的興起，雲端、AI 及大數據的發展，車用電子

將會有更多元的應用及發展，而電子系第一校區因鄰近楠梓加工區，與光寶科技

公司進行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設計一系列的車用電子基礎及實務課程，提升學

生自我優勢及增加就業機會。 

五、為改善全球氣候變遷，逐漸惡化的趨勢，對環境友善的綠色能源議題正如火如荼

的發展，國際間相繼提出改善方案，更於近年簽置「巴黎協定」，為各國對抗全

球暖化做出承諾，在台灣，由經濟部主導綠能發展，發展「5 加 2 產業創新計

畫」，以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及綠色經濟為目標，而電子系第一校區亦配合

國際趨勢及政府政策，針對智慧新節能、太陽光電等進行研究，並與民間企業產

學合作，為環境保護貢獻心力。 

六、在過去幾年裡，全球商業環境在鐵路產業不斷發展變化，以香港鐵路公司為代表

的亞洲經營機構於斯德哥爾摩、墨爾本、倫敦等亞洲以外地區成功經營快速交通

運輸系統、東日本鐵路公司獲得德國境內城市快速交通運輸系統的經營合約，而

去年在台灣，政府注入 8千億資金推動軌道建設，此政策創造出至少 30,000個

就業職缺，更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電子系第一校區長期與高鐵、高捷及台鐵公

司產學合作及培育人才，強化台灣軌道人才並為學生增加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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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資員額規劃 

一、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現有專任教授 15人、專任副教授 8人、專任助理教授 5

人．共二十八人。 

二、電子工程系第一校區現有專任教授 8人、專任副教授 2人、專任助理教授 1

人．共十一人。 

詳細資料如下表（依姓氏筆畫序） 

姓名 職稱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楊正宏 講座教授 專任 
美國北達科達州立大學

資訊科學博士 

數位學習/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資料探勘/

資訊檢索/影像辨識/嵌入式系統開發/醫

學工程/醫療資訊/生物資訊 

李財福 特聘教授 專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醫學物理與資訊/醫用加速器/醫學工程/

影像處理應用/演算法理論應用 

施天從 特聘教授 專任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

博士 

雷射二極體技術/光纖通訊技術/光纖雷

射/光波導理論計算/光電半導體元件製

作 

蘇德仁 特聘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控制理論與應用/衛星通訊/類神經網路/

模糊理論與應用/智慧控制 

王鴻猷 教授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工程

博士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混合模式積體電路設

計/電流式電路設計 

江柏叡 教授 專任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計算電磁/光主被動元件設計/高頻微波

電路設計 

吳曜東 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光纖通訊/光子晶體/光波導/光子超物質 

沈志隆 教授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博士 

太陽光電能/風力發電/燃料電池系統整

合供電/高亮度 LED 驅動器/TFT-LCD 之

LED 背光模組驅動系統/汽機車節能之電

子點火系統 

洪冠明 教授 專任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半導體物理理論/量子元件理論與模擬/

光電元件理論與模擬 

洪盟峰 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電腦網路/嵌入式系統/人工智慧/感測網

路/復健輔具開發/農業資訊系統 

張簡嘉壬 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博士 

嵌入式系統晶片(SOC)應用與設計/生醫

訊號處理(DSP)/醫療儀器設計/Linux 系

統研發 

梁財春 教授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博士 
太陽能電池/光電工程/光資訊處理/光纖

放大器/光學圖形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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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超 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博士 

太陽能轉換系統晶片設計、電源管理晶片

設計、智慧型控制晶片設計、電子電路設

計自動化 

陳俊吉 教授 專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博士 

類比 IC設計、智慧型感測器 IC設計、時

序產生器 IC設計、時序至數位轉換器 IC

設計 

陳昭和 教授 專任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影像/視訊處理/電腦視覺/影像辨識/車載

視覺系統/機器視覺系統/智慧型監錄系

統(DVR)/電子輔助安全駕駛系統 

陳朝烈 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無線通訊網路嵌入式系統/網路通訊矽智

財與 SOC 設計/計算理論/計算智慧與機

器學習/影像處理及其 VLSI 設計 

陳銘志 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數位矽智產設計/FPGA 系統雛形驗證/密

碼學/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曾國境 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太陽能光電系統設計應用/高效率能源轉

換技術/分散式電源系統技術/氫燃料電

池發電技術/電能監控技術 

楊素華 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光電子學/光電元件/半導體與元件物理 

詹正義 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微帶天線/天線工程/微波工程/微波積體

電路/通訊理論 

劉志益 教授 專任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

博士 

半導體元件與物理/非揮發性記憶體元件

/微電子材料/半導體製程技術/低溫共燒

陶瓷/微波元件 

劉炳宏 教授 專任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無線感測器網路/行動隨意網路/行動計

算/分散式計算/演算法分析與設計 

鐘國家  教授  專任  
英國培斯里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生醫電子晶片設計 /行動寬頻物聯

網 (IoT)/無線射頻辨識 (RFID)/網路

通訊 /無線感測網路行動通訊  

丁信文 副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類比與混合信號電路設計/測試與可測試

性設計/積體電路設計與電子電路系統應

用 

朱紹儀 副教授 專任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計算機網路/通訊系統/編碼理論 

吳毓恩 副教授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博士 

綠色能源供電系統之設計與研究、單晶片

微處理器之數位控制、數位系統設計、多

處理機糸統、電力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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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肇基 副教授 專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博士 

光纖通訊/積體電路設計/光纖放大器/光

電元件 

邱建良 副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

博士 

光電積體元件設計製作量測/光波導模擬

分析/黃光微影製程蝕刻/光電材料分析/

光學設計及光學檢測/生物晶片切割及編

碼設計/微帶線高頻傳輸分析/OLED 元件

封裝/高頻光電引擎模擬設計 

陳浩暉 副教授 專任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博士 

射頻積體電路被動元件開發設計/積體電

路元件模型分析/高頻電路設計/天線分

析設計/微波工程/微波電路構裝設計/電

磁理論/電磁數值模擬方法 

潘天賜 
副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 
專任 

美國紐奧良大學工程應

用科學博士 
智慧型機器人/機電整合/自動控制 

潘建源 副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天線工程原理/微波工程理論 

薛丁仁 副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

程博士 

MEMS 感測器/半導體元件製作/太陽能

電池/奈米元件技術 

謝欽旭 副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計算機網路/嵌入式系統/智能計算 

林志學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資通訊安全/數位影像處理與分析/物聯

網應用 

許耀文 助理教授 專任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德

分校電子博士 

數值電磁場分析/被動微波元件/導波管

濾波器及雙工器/高頻晶片系統整合及封

裝/微波及毫米波單晶放大器 

連志原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

博士 

影像處理/資料與視訊壓縮/嵌入式系統

設計與應用/FPGA 設計/數位 IC 設計 

陳聰毅 助理教授 專任 
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電

腦科學博士 

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影像處理/資訊

安全/影像與視訊處理 

鄭瑞川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博士 
智慧型演算法/數位訊號處理 

謝慶發 助理教授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車用電子/FPGA 設計/嵌入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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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員額規劃 

107學年度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與第一校區各類組核定招生員額數，如下表： 

一、大學部： 

 

二、碩士、碩專及博士班： 

學年度 招生類別 人數 小計 

107 

碩士班 
第一校區 30 

 

93 
建工校區 63 

碩專班 

第一校區-鐵道組 8 
 

 

45 第一校區-資電組 10 

建工校區 27 

博士班 
第一校區 5 

 

16 

建工校區 11 

 

 

 

 

 

 

學年

度 

招生 

方式 

招生 

類別 

推薦

甄試 

一般

生 

登記

分發

一般

生 

技優 

甄審 

技優

獨招 

繁星 

計畫 

申請 

入學 

身心

障礙

甄試 

原住

民保

留 

合 

計 

107 

建工校區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組 

0 12 

14 0 0 17 3 0 168 
建工校區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組 

80 42 

第一校區 52 10 7 19 1 2 91 

小計 186 24 7 36 4 2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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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

形1） 

1.學生來源： 

大學部入學管道計有：高中生申請入學、技優甄審、大學部推薦甄試、

聯合登記分發、繁星計畫及外籍生，為落實招生宣導，提升本系聯招排名，

本系持續招生宣導工作，十大重點招生來源學校配置老師進行宣導，除以

進班宣導、協助高中職學校模擬面試等方式進行，也藉由辦理高中職營隊

等活動擴展本系知名度。 

因應國家經濟發展，培養電子領域高階專業人才，設立碩博士班及碩專

班，針對產業需要將領域及課程更加分門別類，使能深入探討專業，透過

各領域教授所承接之產學合作，以理論結合實務，鏈結產業發展及需求，

進而展現本系實力及知名度。為培育碩博士班高階學術研究人才，能夠在

研究上提出創新的學術理論及具備宏觀視野，配合產業發展訂定研究方向，

採以小班制教學方式進行主題式探討，且協助教授進行產學合作案，體察

產業需求並協助解決問題，研發可應於產業的創新技術。 

107學年度招生方式及招生名額如下表所示： 

 

學制 
招生名

額 
學生來源 鄰近學校招生情形 

日

間

部

大

學

部 

電子系第一校區 91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繁星 

不分組(109 學年度起分為智

能系統組招生) 

電子系建工校區 168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繁星 

分電子、電信與系統、資訊組

招生(109 學年度後資訊組改

名為計算機組) 

南台電子系 200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繁星 

分網通、晶片、系統、微電子

組招生 

正修電子系 114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繁星 
不分組 

崑山電子系 71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 
不分組 

台科電子系 111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繁星 

分計算機、系統、光電及半導

體組招生 

北科電子系 81 
高中生、甄選入學、技優

甄保、聯登、繁星 

分計算機工程、通訊與訊號處

理、電波工程、積體電路與系

統組招生 

進 建工校區電子系 58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招生 

                                           
1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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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部

大

學

部 

南台電子系 無   

正修電子系 50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崑山電子系 30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台科電子系 無   

北科電子系 48 書審及面試 

分計算機工程、通訊與訊號處

理、電波工程、積體電路與系

統組招生 

碩

士

班 

電子系第一校區 30 甄試及筆試 
不分組(109 學年度起分為智

能系統組招生) 

電子系建工校區 57 甄試及筆試 
分電子、電信與系統、資訊組

招生(資訊組改名為計算機組) 

南台電子系 42 書審及面試 分一般組與海外研習組 

正修電子系 10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崑山電子系 11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台科電子系 183 甄試及筆試 
分計算機、系統、光電及半導

體組 

北科電子系 108 甄試及筆試 

分計算機工程、通訊與訊號處

理、電波工程、積體電路與系

統組 

碩

專

班 

電子系第一校區 18 書審及面試 分鐵道組、資電組 

電子系建工校區 27 書審及面試 
分電子與計算機組、AI 與資

安組招生 

南台電子系 0   

正修電子系 0   

崑山電子系 7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台科電子系 0   

北科電子系 26 筆試及口試 

分計算機工程、通訊與訊號處

理、電波工程、積體電路與系

統組 

博

士

班 

電子系第一校區 3 書審及面試 
電子組(109 學年度起改為智

能系統組招生) 

電子系建工校區 11 書審及面試 
分電子、電信與系統、資訊、

醫學資電、資工、光通組招生 

南台電子系 3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正修電子系 0   

崑山電子系 0   

台科電子系 6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北科電子系 10 書審及面試 不分組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2、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1、就業領域主管

                                           
2
 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mp=1)

填列。 



23 

 

之中央機關3） 

1.畢業生就業進路： 

(1)電子系畢業生就業進路廣泛，市場上需求量高，不論是進入電子相關產

業，如電腦資訊業、積體電路業、通訊業，亦可到研究法人單位從事研

發工作，例如，工研院的光電所、電通所、電子所等，所規劃課程以理

論與實務兼具，研究電子資通訊技術與整合應用為範疇，包括數位類比

電路設計、感測與通訊元件設計、通訊與資訊系統設計。並以電子材料、

元件製程、編碼調變、光學技術、射頻電路、微處理機控制、電力電子、

生醫感測與分析、生物資訊、多媒體處理、微機電整合、無綫通訊技術、

綠能與光電系統技術為主要技術發展方向，並結合射頻電路、微處理機

控制、電力電子及通訊等技術，深耕智慧電動車與智慧鐵道，強調理論

與實務合一，培育出許多電子優秀人才。 

(2)在鄰近包括經濟部加工出區現有 604 家企業、81000 位以上從業人員、

年產值 1841 億台幣涵蓋電子零組件、金屬製品、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居多。高雄軟體園區現有 133 家企業、1000 位以上從業人

員，年產值 143億台幣、數位科技業居多。南科高雄園區(路竹、橋頭)

現有 61家企業、3600位以上從業人員，年產值 766億台幣主要產業為

生技醫療器材、光電業及精密機械業。電子系與區域產業緊密連結除現

有工程、管理、人文人才培育工作，發展回流教育規模，協助產業人才

升級。建置創新技術人才培育場域，吸引產業進駐建立共同實驗室，培

育即用人才。並善用資通訊技術，形塑校區成為智慧校園與產業特色技

術之示範場域。 

(3)南科管理局台南園區及高雄園區截至今年 5月 3日止，今年度已引進積

體電路 1家、光電 1家、精密機械 5家、生物技術 2家，合計 9家，累

計投資金額約為新台幣 12.2 億元。產業投資內容涵蓋 LED 模組、光電

顯示器、生物技術與精密機械．此外，華邦電子去年獲准南科高雄園區

投資設立新廠，總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3,350億元，預計需要逾千名專業

人力。華邦電新廠未來將用於生產利基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和快閃記

憶體等半導體產品。台積電亦規劃今年投資 7000 億元台幣建置 5 奈米

廠房，預計在 2020年投產，成為全球第一家進入 5奈米製程的晶圓廠。

也將提供 4000 個就業機會．這些重大的投資案對於南部電子專業人員

需求十分的迫切．由過去電子工程系對區域電資產業人才培育的貢獻，

如能配合產業發展，擴大人才培育的規模，未來對於地區產業的發展將

有更大的貢獻。 

(4)去年政府所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5加 2產業創新計畫」，已

擴大公共建設支出來吸引民間參與，並且刺激消費。直到 106年 9月，

                                           
3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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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投資的金額已經達到 1兆 2,000億元．藉由高階人才培育、技術的

引進，強化臺灣產業創新群聚、系統整合的量能．所欲帶動的產業規模

成長實需要更多且更前瞻實務專業人才的投入．依據科技部公布資料三

大科學園區就業人數均創下新高，所以電子工程系的人才培育的量能應

配合區域產業的發展逐步成長，以因應區域產業的迫切需求。 

2.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1)根據經濟部針對產業趨勢調查，全球市場對數位經濟相關晶片需求大增：

數位經濟之核心技術，如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SM)、

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虛擬

實境(VR)及擴充實境(AR)等需要高性能及低功耗的晶片，甚至可程式邏

輯閘陣列(FPGA)市場均將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隨著行動通訊及晶片設

計技術突飛猛進，各式穿戴式生醫設備、短中長距離的各式通訊技術蓬

勃發展國內電信相關企業紛紛朝向 5G技術發展，目前在全球 LTE與 LT

E-A 技術的導入國家中，共有 119 個國家、354 個營運商導入 LTE，19

個國家、25家營運商導入 LTE-A，顯示行動通訊技術的提升預期將帶動

物聯網應用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包含天線設計、光量子通訊、嵌入式系

統、網路管理技術人力需求將隨物聯網的發展持續增加，全球 IC 設計

公司對高階研發人才需求迫切，根據評估，於電子軟、硬體各方面人才

需要 100,000 人，如此龐大的人才需求，顯示出未來電子系學生的就業

狀況穩定。 

(2)由於國家重點扶植 IC產業及積極培育電子科技人才，使得我國 IC技術

已居領先國家之林，並積極朝向奈米技術發展。尤其在系統晶片(Syst

em on Chip, SoC)技術發展的帶動下，IC產業持續發展在鄰近的南部

科學園區 106年引進新投資案產業包含光電產業 3家、積體電路產業 3

家、生物技術產業 7家、精密機械 2家、電腦周邊產業 2家、其他園區

事業 3 家，合計 20 家，累計投資金額約為新台幣 3,368.9 億元。其中

高雄園區新引進 12家廠商進駐，投資金額共計新臺幣 3361.3億元，包

括華邦電子將在路竹基地蓋廠，所需半導體專業人員缺口逾兩千人。因

此，未來對於半導體及光電元件人才的需求將十分殷切。 

(3)自南科園區 106年起推動「南部智慧生醫產業聚落推動計畫」，將結合

ICT數位技術發展微創手術、精準醫療、客製化醫材之發展趨勢，提升

醫材高附加價值及高值化，及透過臨床研究及市場拓銷等方案後，南部

地區對於生技醫療人員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隨著廠商產值之提升。到 1

06年底投入生醫產業有效廠商共 73家，投資額達 262.1億元，就業人

數 2,607人。本系自 103年成立醫學資電組博士班，迄今已培育多位醫

學資訊與電子專業高階人才並任職於科技公司與醫療機構，為南部的生

醫產業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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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國家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行政院注入 8千億資金進行軌道建設，未

來基礎、新北、台中、台南將推動捷運建設，此政策將帶動軌道相關工

作職缺至少 30,000 人，本系與高鐵、高捷等相關軌道企業合作，致力

於培育軌道技術及高階人才，為學生創造最佳就業機會。 

(5)2017 年台灣車用電子產值約 2,200 億元，加上車聯網技術的興起，雲

端、AI及大數據的蓬勃發展，車用電子需求有增無減，智慧車輛將會有

更多元的發展與應用，本系與光寶科技公司合作，成立「汽車電子產業

學程」，設計出一系列的車用電子基礎及專業科目，提供學生更多選課

的機會，為學生奠定車用電子領域基礎，提升自我優勢及增加就業機會。 

3.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經濟部、交通部、科技部。 

 

 

柒、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

情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為全國首創以融合「親產優質」、「創新創業」及「海洋

科技」三大特色為主軸發展之大學，並以人文及社會關懷為本，培育學生發展多元、

務實致用之知能，配合國家與產業近年的人才的需求，培育本校畢業生為高級專業工

程師或中高級企業幹部人才為主。目前為配合國家整體經建發展政策推動創新產業

並為區域產業培育更多電子材料、數位及類比 IC設計、光通訊、無線通訊、智能計

算、大數據分析、生醫感測與分析、綠色能源電路設計、汽車電子研發及鐵道機電技

優人才，未來將繼續以務實規劃人才培育、實務研發、技術創新與國際合作等四大發

展重點，以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典範優質大學」。 

本系在研究、教學方面表現良好．在研究方面著重於電子材料、數位及類比 IC

設計、微機電系統與微型機器人、電力電子、綠色能源、生醫電子、生物資訊、多媒

體處理與通訊、電子工程及產業電子化整合技術等研究。在教學方面重視實務教學與

國際連接，為了建立與維持本系畢業生在職場建立的良好口碑，本系對於學生的學習

評量考核較為嚴格。在相關任課部分，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任課教師徹底執行教學品管措施，將學生缺曠課送交課務組統計，若有需求即會

啟動預警補救措施：包含聯繫家長、諮商輔導轉介等。 

二、對於基礎必修課程維持比例性的淘汰率。 

三、本系大二學生需參加工程數學與電子學大會考評估基礎科目的學習成效。然後由

導師與任課老師根據會考成績採取進一步的學生課業輔導措施。 

四、本系亦要求任課老師在學期中舉行學生學習問卷調查，作為改進教學及開課的參

考。 



26 

 

五、本系設有夜間課業輔導制度，由研究生或大四學生擔任助教，負責協助輔導系上

學生在工程數學、電子學、物理、微積分、程式設計、電子電路、C語言與電路

學等課業上的疑惑。 

六、每位高中生均安排有一位系上老師擔任專任輔導，以協助其在低年級時克服專業

課程學習上的障礙。 

七、為利學生當課業有所疑問或需老師協助解答困惑，本系每學期老師均有提供解答

學生課業問題之教師解惑時間表、，俾利學生對於課業有任何問題時，能適時得

到老師協助。 

八、鼓勵大學部同學前三年修完必修課目，第四年參加校外實習，作為職業試探與未

來工作銜接． 

 

過去本系有關國際合作績效良好，每年邀請歐美學者蒞系交流，近三年合作學校

計有：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奧科拉荷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北京

大學、早稻田大學、胡志明師範理工大學、河內工業大學、芹苴大學等，目前在本系

就讀外籍學生逾三十人，此外，有關(一)創辦國際期刊及國際研討會，提升國際視野

(二)深耕國際姊妹校(三)籌組學(協)會並參與專業組織等工作績效也十分良好。整

體而言，全系的教學品保與持續改善機制獲得 IEET工程教育認證的肯定，也深獲產

業界好評． 

 

捌、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本系現有學位學程有日四技與日碩博士班電子學位學程、電信與系統學位學程、

資訊學位學程與智能系統學位學程．結合理論與實務教學積極縮短學用落差，來解決

目前國內的就業市場經常找不的適合的員工，造成缺工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大學畢

業學生卻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其原因之一在於現今的大學生過於專注追求學歷，只重

視理論與考試卻忽略了實務能力的培養，因而往往無法勝任職場上的任務需求。本系

體認到此一產業需求與大學教育的落差現象，因此本系經常與產業界進行交流合作，

並且積極地參與產業界人才的培育，而每學期皆有一百多位學生在老師的輔導下赴

各企業，例如：日月光、高鐵、高捷、台積電、聯電、光寶科技等進行校外實習或是

參訪，除讓學生經由參訪與實習來印證課堂所學之理論，亦藉此瞭解各個公司的核心

價值與所需職能，及早為將來的就業作準備。 

另外，授課老師除了加強學生的專業理論基礎外，亦協助學生解決公司所面臨的

技術性問題，其效益不僅提昇公司的產能與競爭力，亦促成更多的產學合作案，進而

讓學校與產業的合作關係更加的緊密，提供產業界能結合學界現有厚實資源，積極開

發前瞻、創新性產業技術，促成領導型產業技術之發展。藉由加強與產業界相互交流

及合作，使本系培育之電子科技人才符合產業之實際需求。本系的學生不僅在校期間

經常獲得參與產業的相關研發專案或是至產業實習的機會，畢業後更是廣受所有電



27 

 

機及電子領域產業的歡迎與肯定。 

本系設有課程規劃小組負責對系上課程的規劃進行設計與持續改善。除了進行

學生問卷調查與產業界座談外，每學期均會召開課程小組會議，對系上所開授之課程

與未來發展進行規劃與討論，並將會議結果提交系務會議決議修訂實行。此外，本系

亦積極鼓勵老師編製課程的專書、講義與教具以提升教學的成效與品質。 

本系為提升學生素質以達成系訂教育目標，其具體課程規畫策略如下圖所示： 

 

教師
提升教師實務與
產學合作能力

課程
能力學程與檢核

指標的訂定

學生
加強學生生活、
學習及語文輔導

圖書設備
配合課程規劃
加強實驗設備
與圖書資源

教學品保
教師評鑑與

評量回饋追蹤
檢覈機制

研究發展
鼓勵產學研究

與技術發展並將成
果轉為教材

國際化
專業化
即用化
全人化

 

圖：系所目標與策略規畫 

 

一、訂定能力學程及檢核指標 

本系在課程規劃上是以能力學程為單元，其中包含院訂基礎能力學程，系專業基

礎能力學程及系專業核心能力學程，如下表所示。能力學程的訂定，一方面讓學

生容易了解課程的內涵及其前後關聯，二方面方便製作課程地圖以利學生按圖索

驥，規劃其個人之學習計畫。此外，亦訂定檢覈指標，以明確規範說明各課程所

裕培養之能力及考核內容，方便學生及老師檢核其學習及教學成效。此外，為加

強學生實務能力，除實施必修之實務專題課程外，亦鼓勵學生選修校外實習課程，

以達成學習即用化及畢業後立即就業的目標。在校外實習方面，為方便學生選修

該課程，本系目前已與京元電子、日月光、輝創電子等超過一百家公司簽約合作，

由廠商提供總數超過 200個校外實習名額供學生選修。 

二、提升教師實務及產學合作能力： 

提升教師實務能力，將有助於教師於教學上說明理論的實務應用，而不至於令學

生在學習上出現理論與實務脫節的情形。因此，提升教師實務能力對學生未來的

就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均有決定性的幫助。此外，提升教師產學合作的能力，

再配合專題實務課程的實施，教師將可帶領學生實際從事與業界密切相關之實務

研究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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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學生生活、學習及語文輔導： 

針對系上學生所實施的輔導機制措施條列如下： 

成立讀書會、推行閱讀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一)排定教師解惑時間表。 

(二)由語文中心的協助，安排各種語文學習的課程及活動。 

(三)聘請兼任外籍教師，教授工程英文及科技英文寫作。 

(四)聘請業界專家擔任本系之業界導師，以加強學生畢業就業前之輔導，提升學

生之就業力。 

 

讀書會係由系辦公室整理各班必修科目成績不理想同學之名單，轉發班代通知這

些同學，依人數多寡由系辦公室向學校接洽輔導教室，提供給這些接受輔導同學，

於每日下課後至晚上進修推廣部下課間的時間自修，並協調研究所的學長、姐在

自修教室幫學弟妹解惑和輔導。前往自修的同學、及駐班解惑的學長姐皆須在當

日的牽到單上簽到，以掌握出席狀況，系上每位均需依個人作息時間，排定教師

解惑時間表。本系自九十三學年度起，每學期依老師之上課作息時間，排定特定

時段替學生解答課業上的困惑，以解決學生學習上或課業之問題，強化學生之學

習成果，對於程度較差之同學給予適當的教育機會，趕上教學進度。本制度實施

至今成效良好，深獲學生青睞，使得學生學習不至於發生學習障礙或跟不上進度，

充分發揮本機制之預期功能。 

語文中心每學期均有辦理 TOIEC訓練班，TOIEC模擬測驗，以提升學生之英文能

力。此外，本系亦聘請美籍教師，教授工程英文及工程英文寫作，以加強學生的

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四、配合課程的規劃加強實驗設備及圖書資源 

依據課程的規劃，擬訂各項實驗課程內容，並依實驗內容規畫實驗設施，以配合

實驗教學。本系每年之部門經費均以共通實驗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以改善基礎

實驗課程之設施，達到充分支援教學之目標。其次，則補助進階實驗課程所需之

實驗設備。進階實驗課程之經費來源，除部分由部門經費補助外，亦由各種教育

部教學計畫挹注資金。在圖書資源方面，每年學校撥與本系之圖書資金亦多達 2

00萬元，其中包含期刊、中西圖書、電子書及各種電子資料庫，以方便學生借閱、

查詢及下載瀏覽，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五、鼓勵產學研究與技術發展並將成果轉為教材 

本校訂定有各項產學合作之獎補助辦法，以鼓勵教師進行產學合作，一方面善盡

學校之社會職任，二方面則可提升教師之實務能力，三方面則可提升實務教學能

力。次外，亦鼓勵教師將產學合作成果轉為補充教材，以彌補教科書之不足。 

六、教師評鑑與評量回饋追蹤檢覈機制 

本校訂有教師評鑑及教師評量之考核機制，教師可透過教師評鑑與教師評量分析

了解自己於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上不足之處，進而改善提升教學、研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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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輔導品質。本系教師歷年之教師評量成績平均約為 4分(5分制)，且教師評

鑑結果亦無未通過者，顯示本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上的表現均十分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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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丁信文 

龔暉竣 一種基於每秒百萬指令中央處理器功能檢查方法 

吳梓濤 一種類比濾波器可測試性技術之探討 

詹景翔 
一個逐漸趨近式操作之改良型雙斜率類比數位轉換器之

設計 

吳欣穎 
 

改良型電阻串數位類比轉換器與整合逐漸趨近式操作之 

低功率雙斜率類比數位轉換器之探討 

謝偉志 探討電容矩陣中心點飄移之任意比例電容陣列之擺放 

劉修安 新型類比數位轉換器與改良型電阻感測器設計 

陳麒元 類比濾波器設計與驗證 

吳宜穎 
一個具偏移誤差校正技術的改良型逐漸趨近式類比數位

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王鴻猷 

何柔臻 市電(110V/220V)轉 24V閘極驅動器設計 

劉人佑 8位元 100-MS/s管線式類比數位轉換器 

穆安迪 一種新的 CMOS電流模式對數函數電路 

林嘉鉦 應用於自動匯流排繞線 TCL/TK程式設計 

鮑婉琦 具快速回復時間之電流偵測直流/直流降壓轉換器 

張簡丞凱 精準電流偵測之高效率雙模調變降壓轉換器 

王健名 
具高精準動態電流偵測機制之高效率電流模式降壓轉換

器之設計 

陳宏瑋 物件追蹤於嵌入式系統之實現 

阮國明 使用簡化主動模型之電路符號分析法 

陳友惟 濾波器與震盪器之系統合成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朱紹儀 

胡暄彪 有限域下傅立葉轉換的優化與應用實作 

郭峻宏 
基於中國剩餘定理與磁碟陣列概念之輕量級雲端應用平

台 

張俊彥 
物聯網之認證協定設計及輕量型加密演算法硬體電路之

實現 

哈比斯 以加拿大鵝群遷移為概念的新型啟發式最佳化演算法 

阮晉達 於充電式無線感測網路中最少化移動充電裝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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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宏 隨機計算的改良應用與硬體實現 

許堯銓 無線感測網路下抗獨立攻擊與共謀攻擊之安全定位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江柏叡 

姜宗昊 基於心電波形與脈搏傳輸時間的血壓即時量測系統 

邱眾凱 基於數位訊號處理於近紅外光監測空氣品質之發現 

蔡佳哲 改善與監控室內空氣品質物聯網系統 

王嘉右 應用於飛秒雷射之系統控制模組設計 

詹凱鈞 駐波積體傅立葉轉換頻譜儀之分析與設計 

王韋鈞 近 UV-LED之紅色磷酸鹽螢光粉合成及發光特性探討 

林雅雯 
混合式學習與探究應用於數學教學成效及探究信念量表

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吳曜東 

黃泳儒 利用矽光子微型共振腔波導結構設計全光式元件 

王維廉 
利用金屬-絕緣體-金屬表面電漿波導奈米環型共振腔結

構設計全光式元件 

許翼鈞 根據表面電漿類電磁透明原理設計全光式元件 

鄭明雄 多層超穎平面型光波導結構之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李財福 

潘建智 
接受 Q-Switched 1064nm Nd: YAG治療雷射臉部色素沉

著發生發炎後色素沉澱副作用之危險因子分析 

吳俊寬 
顱內良性腫瘤使用電腦刀之 IRIS與 MLC放射治療計劃劑

量分析與二次癌症風險評估 

許正憲 
應用最小絕對壓縮挑選運算子與馬氏田口系統特徵選取

提升乳癌放射治療併發症之預測能力 

陳冠宇 
乳癌病患接受強度調控與動態弧形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後

誘發二次癌症發生率評估：依鎖骨上窩治療狀態分析 

蘇家弘 病人生理資料與生命徵象即時監控系統平台開發 

李曉飛 

 

應用傾向分數配對探討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和動態弧形強

度調控放射治療誘發二次癌症之風險評估：針對鼻咽癌

和乳癌病患接受治療為例 

黃凱俊 放射治療輻射劑量之誘發二次癌症機率評估與平台建構 

陳志堅 
框架式視覺觀察與效能改善於肺部電腦斷層掃描圖像和

臉部識別圖像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周肇基 巫季憲 2.5Gb/s與 5Gb/s時脈與資料回復電路設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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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志成 
25Gb/s四階脈波振幅調變光接收器之轉阻放大器電路設

計與分析 

陳泓志 內建時脈之偽隨機位元序列產生器電路設計 

李哲岳 
高速四階脈波振幅調變垂直腔面射型雷射驅動電路之設

計 

陳彥成 寬頻互補式金氧半線性轉阻放大器電路之設計與分析 

李緯宸 高速偽隨機位元序列產生器與檢測器之設計與製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邱建良 

林孟勳 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氣密封裝、檢測及壽命之研究 

詹朝富 
30GHz高頻共平面波導結合微帶線電路於鑽孔玻璃基板之

研製 

劉益瑋 鑽孔玻璃填充金屬或導電膠的低熱阻元件之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施天從 

林育正 短波長光收發模組與 400Gb/s QSFP-DD光接收模組研製 

廖泉裕 
25-Gb/s小封裝光收發模組與高速四階脈波振幅調變光接

收模組研製 

謝昆霖 印刷電路板結構之高頻特性與 QSFP-DD光收發模組設計 

邱俊霖 高速高密度之高分子聚合物波導光發射與接收模組研製 

蘇哲賢 100Gb/s低密度分波多工單模光纖光發射與接收模組 

王瑋 四階脈波振幅調變光發射與接收電路設計 

王瑞年 高速多通道光收發模組研製 

余志偉 散熱基板應用於發光二極體晶片模組之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洪盟峰 

林昆佑 基於貝氏定理的智慧家庭服務推薦技術 

范姜昱翔 應用於電子零件圖樣之文字層面驗證系統 

蘇加富 適應性側掃聲納影像盲區偵測演算法 

林譽恒 基於機器學習之豬隻異常偵測系統 

王彥智 運用類神經網路建構 SMT封裝元件輔助分類系統 

林聖爲 結合集合論以及圖論圖型之聚類演算法-以菜單分類為例 

葉俊億 
結合解離策略與基因演算法用於溫室環控的多輸出入控

制器設計方法 

謝玫紜 
以嵌入式系統實現具遠端微氣候監測的智慧植栽及其行

動照護軟體 

施建州 應用於水下滑翔機可達路徑規劃之演化計算技術研發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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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和 

林佳恩 基於深度學習之移動式即時人臉偵測系統 

鄭承展 使用平滑注意力權重 CNN之中文情緒分析系統 

林盟富 非直線運動模糊畫面之即時影像復原系統 

伍健和 應用於開放空間之移動式即時臉部搜尋系統 

李冠霖 快速大幅晃動畫面之即時視訊穩定系統 

楊炎萍 極端晃動畫面之即時視訊穩定系統 

洪祥恩 教室內學生上課姿態之即時分析系統 

王翔麟 線性運動模糊畫面之即時視訊復原系統 

余碩文 監視畫面之即時視訊拼接系統 

郭志賓 基於候選區域偵測之即時人群人臉偵測與追蹤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楊正宏 

陳廣育 乳癌病徵分析使用生物地理最佳化 

李建緯 應用支持向量回歸結合粒子族群最佳化於觀光需求預測 

高翊凱 
基於田口式方法結合二進制差分演算法應用於全域最佳

化問題 

林煜勛 基於粒子群演算法結合禁忌搜尋應用於蛋白質摺疊預測 

吳國銓 深度學習應用於生物醫學資訊學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楊素華 

劉子豪 結合散射層與色轉換層之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郭智富 
低溫水熱法成長氧化鋅奈米柱結合 PEDOT之高電致變色

特性 

洪英哲 深紅色鈦酸鹽螢光粉合成及發光特性與指紋辨識的應用 

李怡靜 紅色鋁酸鹽螢光粉合成及發光特性與溫度穩定性探討 

黃廷景 結合氧化鋅奈米線與色轉換層之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曾之邑 
低溫水熱法成長氧化鋅奈米柱結合三氧化鎢之高電致變

色特性 

黃道亮 
基於超薄層結構實現高電致發光性能與高色彩穩定性之

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鐘斌峰 簡單結構之色溫線性可調近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徐廼杰 增強場發射特性之氧化鋅-鋅核殼結構奈米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名 

詹正義 

邱昱潔 置於金屬邊框之 LTE/WWAN手機天線設計 

林冠侖 具有金屬邊框 LTE手機天線之設計 

方穎昇 應用於 LTE智慧型手機之小型化單極天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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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源 

謝丞恩 RFID讀取器之圓極化平面槽孔天線設計 

楊緯琳 應用於 GPS/RFID圓極化槽孔天線之設計 

趙紫旭 WLAN應用之雙頻圓極化平面單極天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劉志益 

翁照凱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法製備石墨烯與其於電子元件之應 

遲萬瑋 鈦電極搭配氧化銦錫點接觸電阻式記憶體之製備與探討 

許孟仁 
利用氧化鋅鎵製備單層和多層結構之透明導電膜與其改

善探討 

張煜軒 氧化銦錫點接觸電阻式記憶體製備與其改善探討 

林盟崇 氧化鍺薄膜之電阻記憶特性探討 

楊志鵬 
氧化石墨烯薄膜及其疊層結構作為電阻式記憶體之特性

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劉炳宏 

胡世明 車載感測網路於感興趣區域空污偵測之應用 

周容德 基於新型網路攻擊下智能電網的脆弱性分析 

林彤 
應用於多種資料類型最小化網路延遲之分散式無碰撞資

料匯集排程演算法 

王士源 
應用於移動式無線感測網路覆蓋最大權重目標物的有效

率演算法 

翁浩哲 
應用於多通道無線感測網路最小化網路延遲之分散式無

碰撞資料匯集排程演算法 

阮玉秀 
在無線感測網路中有效率感測器佈置與能量補充之演算

法的設計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潘天賜 

林勁甫 智慧型停車場即時指引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陶氏建 軟件計算研究與工業應用 

吳秉儒 智慧型家用庫存管理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謝欽旭 

賴忠建 植基於區塊鏈技術之物聯網資訊安全 

呂學嘉 積體電路零件符號輔助建置技術 

詹詠翔 啟發式最佳化方法應用於影像物件追蹤 

劉慧君 
異質性資料庫相似物件搜尋法及其在房屋交易網站之應

用 

里僑爾 啟發式最佳化方法應用於智慧電網之配置與管理 

顧皓翔 植基於 SCTP之隨選視訊服務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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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志穎 植基於軟體定義網路之物聯網管理架構 

王皓廷 結合基因演算法與先驗演算法用於規則探勘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蘇德仁 

蕭子靖 
模糊演算法結合加速度感測器應用於功能性動作檢測評

估系統 

龎家耀 基於模糊演算法應用於即時診斷心律不整之穿戴式系統 

顧達昀 
以粒子群演算法設計智慧型菜單-於物聯網架構下以 FPGA

實現 

葉文安 
模糊演算法結合加速度感測器應用於布朗斯壯動作評估

系統 

莊英昌 電子標籤結合模糊理論於人群疏散引導 

林宏諺 模糊演算法應用於疲勞分析之預警機制-以小腿肌為例 

黃明元 
自適應粒子群體最佳演算法應用於障礙環境感測器佈點

最佳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鐘國家 

龔宇帆 
使用蜂后移植(QHBM)演算法於具自適性物聯網系統之智

能家庭 

劉修維 
使用 PCA特徵提取及監督式學習預測心室中隔缺損心臟

疾病 

田卓翰 基於 CWT及 STFT演算法於心音訊號處理及分析 

德迪 使用支持向量機演算法於正常與異常之心音信號分類 

劉家維 蝴蝶網路編碼演算法應用於物聯網數據傳輸 

廖國勝 PPG生理信號於 HRV心律變異度分析 

陳韋翰 利用熱能影像處理於非接觸式呼吸監測系統 

安培興 物聯網整合生醫訊號處理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洪冠明 
謝志昌 含功率因數修正之 1 kW電源供應器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郭永超 

賴存孝 太陽能無線充電系統之合成與診斷 

藍元璟 微換流器之無線充電晶片系統設計 

蘇承翔 微換流器之太陽能無線充電晶片系統設計 

趙士銘 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之無線充電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張簡嘉壬 
莊承道 轉轍器定位點位置自動化監測服務系統之開發 

張博凱 應用無線充電技術輔助輕軌列車供電系統之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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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嘉均 實現一套非破壞性輪胎破損檢測系統 

蔡允順 晶片測試載板高速訊號佈局分析 

鐘培元 西門子 S700K型轉轍器定位點解析遙測系統 

李盛穎 實現一套可編輯波形之電子處方箋電刺激器 

曾献程 實現一套軌道電路訊息顯示裝置 

黃天富 實現一套轉轍器定位訊息顯示裝置 

陳嘉男 國產化鐵道廣播系統之多功能遙控麥克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名 

陳銘志 

黃豐猛 應用於勞工安全之人員定位系統設計 

張貴森 設計一個基於 Beacon技術的跌倒偵測系統 

邱建宇 具有成像能力的自行車車輪顯像系統 

蔣逸程 具有自動循跡系統之自走車設計 

徐章哲 設計一個基於 Beacon技術的精準定位系統 

蔣序承 使用多層感知器類神經網路之蒜頭選別機 

陸祺文 晶片測試印刷電路板之數位高速差動訊號分析與優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吳毓恩 

吳育麟 
應用於綠色能源系統之新型疊接式單開關高升壓直流轉

換器研製 

邱屏南 
應用於太陽能供電系統之新型高效率隔離型三端雙向

DC/DC 轉換器 

盧科均 具非對稱半橋架構之非接觸式電力轉換器研製 

陳宣翰 具電力調度與最佳化管理機制之能源管理系統設計 

湯勝捷 局部放電即時捕捉系統設計 

黃國恆 具耦合電感之新型三端高升/降壓雙向 DC/DC轉換器 

陳春旭 實現一套列車資訊轉換系統 

張家豪 改良型混合模擬退火與粒子群演算法之最大功率追蹤 

陳易群 
應用於電力儲能系統之整合式三端三向直流/直流轉換

電路 

黃立維 一種低功耗且快速反應的無線組網通訊技術 

蔡銘佳 太陽能光電架設與量測之模擬互動學習系統 

陳彥廷 太陽能發電系統之電腦輔助教學研製 

陳堅銘 無線傳輸系統在高速鐵道列車車軸軸箱溫度監控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3名 

陳浩暉 張一男 使用非對稱微帶馬蹄線設計雙頻微波交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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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誌聲 具有傳輸零點的寬頻帶通濾波器 

許文瑞 極小型威爾京生功率分配器設計 

林慶杰 
任意長度傳輸線的小型化設計與其在威爾京生分波器的

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陳俊吉 

劉秉竑 具二進制權重機制之 CMOS數位至時間轉換器 

郭宗億 
具偏移消除之全數位 CMOS時域智慧型溫度感測器之設

計與實作 

朱哲勳 基於脈衝擴增之全數位 CMOS數位至時間轉換器 

林祐廷 具改善解析度之全數位 CMOS數位至時間轉換器 

尤松泉 
具自動曲率校正之高精度全數位智慧型溫度感測器之設

計與實作 

陳彥呈 
具精簡製程變異校正之全數位 CMOS脈衝縮減時間至數

位轉換器 

方煒 
具成本效率之全數位 CMOS時間與溫度至數位雙功能轉

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陳朝烈 

蔡智堯 基於可程式化系統晶片之手勢操控電子白板系統 

鄭錞維 二階反覆線性內插多項式係數特徵為基礎之紋理辨識 

李宥霖 基於零點遷移之多載波通訊調變與解調 

戴瑋德 通用室內定位框架之研究 

曾勖華 
用戶中心式軟體定義網路與資源虛擬化於數位內容傳播

之應用 

林應傑 
基於輪廓特徵之影像辨識晶片雛型實現及其手勢辨識之

應用 

張家峻 基於圖像檢索之觀賞魚識別系統 

許智偉 
基於地標以及路面偵測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晶片雛形實

現 

廖柏洵 
低成本室內定位系統之接收場型修正以及錨點區域分組

濾波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名 

沈志隆 

邱柏傑 
以三繞組耦合電感提升電壓轉換比之新型隔離式雙向直

流轉換器 

沈治衡 具車位導引功能之電子商務式智慧停車場管理系統 

游進文 具能量回收之柔性切換交錯式隔離型雙向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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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雁飛 
以阿基米德立體追日系統結合菲涅爾透鏡技術實現太陽

能光電轉換效率最佳化之設計 

洪維澤 應用於醫療之 LLC 諧振轉換器設計與研製 

劉適豪 生產線機械手臂的點位校準系統之精準度改善 

林經偉 冷凍壓縮機之冷卻循環機制之改善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曾國境 

許益峰 應用於燃料電池之新型交錯式高昇壓轉換電路研製 

劉珩 新型隔離型雙向與單向直流-直流轉換器之研製 

黃浩翔 電池模組化平衡充電結合高昇壓轉換技術之研製 

張玉承 應用於超級電容充電之高效率轉換技術設計與分析 

李易謙 應用於高降壓功率轉換之新型隔離架構研製 

張詩宜 新型隔離雙向轉換架構之設計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拾、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24802 冊，外文圖書 18328 冊、中文

期刊 156 種、外文期刊 129 種。107 學年度擬增購中英文圖書  230 冊、

中文期刊 15 種、英文期刊 12 種。  

二、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 (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電腦更新    107 學年度增購 
  1,92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無線資通訊晶片

整合生理訊號系

統 

   107 學年度增購 
  8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數位示波器    107 學年度增購 
  8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源供應器    107 學年度增購 
  1,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生醫晶片模組整

合異質性網路通

訊平台 

   107 學年度增購 
  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Mac 電腦    107 學年度增購 
  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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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開發系統    107 學年度增購 
  1,0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磁波傳播模擬

軟體 
   107 學年度增購 

  6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3D 天線量測實

驗設備 
  107 學年度增購 

  3,6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單槽充電座 107學年度增購 
25,2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Mac筆電 107學年度增購 
42,79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Zebra行動電腦 107學年度增購 
40,635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雙天線 RFID讀

頭 
107學年度增購 

41,167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微波電路分析與

設計平台 
107學年度增購 

81,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智慧電網應用實

驗模組 
107學年度增購 

87,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流探棒 107學年度增購 
92,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ARK工業電腦 107學年度增購 
61,058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源供應器 107學年度增購 
25,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數位式切換平台 107學年度增購 
1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類比數位量測平

台 
107學年度增購 

2,0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中

執行。 

生醫電子行動寬

頻網頁物聯網

(WIoT)平台 

   108 學年度增購 
  78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數位示波器    108 學年度增購 
  1,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3D 天線量測實

驗設備 
  108 學年度增購 

 2,5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波形產生器    108 學年度增購 
  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源供應器    108 學年度增購 
  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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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電子訊訊整

合物聯網核心技

術開發系統 

   108 學年度增購 
  86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FPGA 開發系統    108 學年度增購 
  1,00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數位設計測試實

驗平台 
108學年度增購 

1,9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中

執行。 

電路模擬與發展

平台 
108學年度增購 

3,3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中

執行。 

類比訊號放大控

制器 
108學年度增購 

32,484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頻譜分析儀 108學年度增購 
1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流量測器 108學年度增購 
75,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高頻電路開發模

擬平台 
108學年度增購 

1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中執

行。 

車輛影像儲存系

統 
109學年度增購 

12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8通道 DAQ高速

資料擷取器 
109學年度增購 

1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路圖輸出平台 109學年度增購 
25,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高頻高精度功率

計 
109學年度增購 

15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腦更新 109學年度增購 
4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量測資訊顯示系

統與實作平台 
109學年度增購 

1,900,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

執行。 

高壓差動探棒

(700V/25MHz) 
109學年度增購 

35,000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電腦    109 學年度增購 
  1,92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嵌入式生醫系統

晶片開發系統 
   109 學年度增購 

  750,000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109 年度預算中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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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目前本系所使用空間分為建工校區的第一校區兩部分別說明如下 

一、現行建工校區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自行支配之空間 2,833.87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0.72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19.58平方公尺。 

(三)座落圖資大樓 4、5、6、7、11(半層)、12樓，共 6.5個樓層。 

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現有空間，行政及辦公空間(含系辦公室、老師辦公室、會

議室、材料室等)現有 891.41m2，教學空間(總計 6 間教學實驗室)現有 855.09m
2，研究空間(總計 25間研究實驗室與碩博士生研習室) 現有 1,087.37m2。 

二、現行第一校區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目前在第一校區能自行支配空間＿2391.9＿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6.9＿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217.45＿平方公尺。 

(三)座落工學院大樓 第二樓層、電資學院大樓 第二、三、五樓層、跨領域

實作工場 第二樓層、財金學院大樓 第二樓層、教師研究大樓 第三樓

層。 
三、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整體而言，本系可用空間偏低，低於教育部大學設立相關標準．尤其本系建工

校區空間更加侷促．第一校區大學部規模約為建工校區大學部的三分之一，但

可用空間約有建工校區的八成，且目前並無多餘空間可作調度。考量電子系穩

定經營與發展，在電子系兩校區師生尚無法遷移前，仍以目前空間及現有師生

規模，分別於建工與第一校區持續經營運作，以確保教學工作順利推動，但為

電子系與電資學院長久發展，宜新建校舍空間讓電子系兩校區師生遷移至同一

空間。但在此之前，合併初期為確保師生安全、減少師生在校區間奔波、避免

交通風險與人員傷亡，兩校區之教職員生除仍保持目前規模於現有空間持續教

學經營發展外，亦懇請學校在行政、教務、學務、總務多予以協助。包括增加

系務副主管與系教官、建立校區間交通運輸、教室直播系統、視訊會議室與研

討室、可跨校區運作的校務、差勤、請購系統以順暢未來 1~4年系務推動。在

新的系所空間獲得後，會依據系所運作的需要與配合學校的規劃逐年調整。 

四、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目前建工校區電子資訊大樓，外牆已年久龜裂，每逢大雨各樓層皆滲水成災．造

成儀器設備的損壞或是工作不便，雖是年年報修但始終未竟其功，為維護人員與

設備的安全、改善教學與研究環境，建議學校於建工校區新建電子資訊大樓．如

依據教育部頒大學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工業類大學部設立標

準為每名學生所需校舍樓地板面積為 17 平方公尺、研究所設立標準為每名學生

所需校舍樓地板面積為 21平方公尺。以未來日間大學部 1036位學生、研究所 2

68位學生，如欲達設立標準，未來預計所需樓板面積大約需要至少兩萬兩千平方

公尺，以便建立包含教學教室、教學實驗室、研究型實驗室、教師個人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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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行政辦公室、會議研討室、研究中心等空間。 

 

拾貳、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一、電子系 103-106 年度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成果(含政府、科技部及民間企業) 

電子系建工校區  

學年度  

科技部計畫  產學計畫  技術移轉案  總計  

件數 經費(千元) 件數 經費(千元) 件數 經費(千元) 件數 經費(千元) 

103 26 19,365 20 18,944 12 3,444 58 41,753 

104 29 22,139 11 6,937 19 10,918 70 57,332 

105 20  18,412  11 4,774 9 4,136 30 27,322 

106 18  16,927  13 6,623 8 2,145 39 25,695 

電子系第一校區  

學年度  

科技部計畫  產學計畫  技術移轉案  總計  

件數 經費(千元) 件數 經費(千元) 件數 經費(千元) 件數 經費(千元) 

103 7 4,375 7 8,944 4 3,543 18 16,862 

104 7 6,366 8 7,274 6 3,143 21 16,783 

105 8 4,865 8 8,295 5 5,244 21 18,404 

106 9 5,664 12 12,232 6 6,186 27 2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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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廠商 

與本系配合之實習廠商如下表： 

 

1.  千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千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工研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

中心  

4.  工研院電光所智能應用微系

統組  

5.  工業技術研究院  6.  才智科技 (股 )有限公司  

7.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日月光半導體 (股 )有限公司  

9.  以勤科技 (股 )有限公司  10.  北極光電 (股 )有限公司  

11.  台灣高鐵  12.  孕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弘音電子有限公司  14.  永揚消防 (股 )有限公司  

15.  玉山輪胎 (股 )有限公司  16.  立陽光電有限公司  

17.  丞禹科技有限公司  18.  合志資訊有限公司  

19.  成浩科電 (股 )有限公司  20.  成磊企業有限公司  

21.  竹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  艾斯霸科技有限公司  

23.  西川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24.  利佳興 (股 )有限公司  

25.  君茂科技儀器有限公司  
26.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

醫院  

27.  亞力電機 (股 )有限公司  
28.  亞太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華泰

電子 ) 

29.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0.  佳又盛股份有限公司  

31.  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3.  定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4.  延昌創新有限公司  

35.  明益事業有限公司  36.  杰頂先進科技有限公司  

37.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松下電器  

39.  前沿科技 (股 )有限公司  40.  南亞科技 (股 )有限公司  

41.  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奕誠先進科技有限公司  

43.  星博電子 (股 )有限公司  44.  皇亮科技 (股 )有限公司  

45.  皇博數位有限公司  46.  科西嘉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47.  茂利科技 (股 )有限公司  48.  韋昌建設 (股 )有限公司  

49.  紘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51.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2.  國家光電  

53.  國研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

心  
54.  得也股份有限公司  

55.  捷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捷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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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傑爾普股份有限公司  58.  富比庫股份有限公司  

59.  智邦科技 (股 )有限公司  60.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翔威國際 (股 )有限公司  62.  華保工業有限公司  

63.  超豐電子 (股 )有限公司  64.  雄菱股份有限公司  

65.  集浦有限公司  66.  雲海先進科技 (股 )有限公司  

67.  微星科技 (股 )有限公司  68.  愛民衛材 (股 )有限公司  

69.  新吉塔企業社  70.  新興隆電業行  

71.  源陞線切割工業社  72.  源隆科技 (股 )有限公司  

73.  瑞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74.  瑞集實業有限公司  

75.  詮技企業有限公司  76.  資正電子  

77.  達鋒精密有限公司  78.  雋宜科技有限公司  

79.  睿奇國際有限公司  80.  網件有限公司  

81.  赫宏科技有限公司  82.  銓璟電子有限公司  

83.  閤晟企業有限公司  84.  儀巨科技有限公司  

85.  德明通資訊有限公司  86.  潔淨能源有限公司  

87.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8.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89.  霖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頻普電子 (股 )有限公司  

91.  頻譜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2.  聯發科技 (股 )有限公司  

93.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94.  聯雅科技 (股 )有限公司  

95.  聯網寬頻電訊  96.  鍾山企業社  

97.  鴻熙科技 (股 )有限公司  98.  豐碩資訊有限公司  

99.  蘋果芽數位科技 (股 )有限公

司  
100.  騰城科技有限公司  

 

三、校級及院級研究中心 

(一)鐵道技術中心：由張簡嘉壬老師負責，以建構本校鐵道技術研發與教學環境，

並有效地整合開發鐵道技術之資源，規劃及推動鐵道技術等相關之學術研究

與實務應用，發展成為鐵道技術研究與產學合作中心，並辦理其他鐵道技術

之相關教學、研究或產學合作事項，其主要工作項目為： 

1.承接政府機關、法人組織、公司企業及其他團體或個人委辦之各項研究計

畫，提供鐵道技術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成果。 

2.辦理各項鐵道技術相關之推廣教育班、專責人員培訓、教育研習課程、宣

導推廣活動等。 

3.舉辦各項鐵道技術之國內或國際研討會，並與國內外相關團體或研究機構

進行產學合作、學術交流或協調聯繫。 

4.辦理其他各項鐵道技術之相關教學、研究或產學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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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陽能光電技術研發中心：由前電資學院梁財春院長，電子系吳毓恩老師、

沈志隆老師、郭永超老師、曾國境老師，與光電所的高宗達老師所組成，研

發團隊的實驗室計有：光纖與繞射光學實驗室、綠色能源電路設計與應用實

驗室、節能電路設計實驗室、類比積體電路實驗室、再生能源電路實驗室、

光電元件實驗室等六間研究實驗室，太陽能光電技術研發中心結盟的廠商，

目前約 20餘家，除了推動實驗室結合，進行光電、電能處理、IC設計跨領

域的合作，提升研發能量、爭取計畫外，並致力於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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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台灣評鑑協會諮詢意見回覆對照表 

 

調整後學院／系所規劃 台評會結論 台評會諮詢意見 院系所務會議決議 

建工校區電子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不支持 

1.同一學校內，不宜有

2 個以上名稱或領

域非常相近之系所

存在，對資源整合與

配置都會有所影響，

造成重疊及浪費。系

所分割過細，不利於

跨領域科技整合，對

學生未來在職場上

之發展亦有不利影

響。 

2.建議將建工校區電

子工程系、第一校區

電子工程系、楠梓校

區微電子工程系三

系合併為單一電子

工程系，未來建議在

同一校區運作。 

1. 本系從民國五十八年成

立至今已 50 年．本系以

三組運作已有 16 年歷

史，對於落實電子資通

訊整合教學績效良好，

並已建立有效的教研模

式，學生專長定位清晰，

課程多元，獲得 IEET 認

證肯定。三組教研關係

已密不可分，資訊組過

去發展方向在與計算機

科學與應用，尤其是軟

硬體協同設計．對於整

個電子系來說，已是一

個不可或缺的存在。就

如同現有台大電機系計

算機組、成大電機系資

訊與系統組、台科大電

子系計算機組、北科大

電子系計算機工程組。

一旦缺少該組，則相關

軟硬體整合技術教學環

境將消逝，對產業人才

培育也有影響．本系三

組各在不同電子相關領

域各有不同專業的教學

研發展，並在跨領域整

合上提供學生多元的學

習及整合性的應用，本

系資訊組，負責計算機

技術相關知識的傳授及

應用發展，該組除在大

一及大二提供各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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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語言的基礎訓練課

程外，亦於大三、大四乃

至研究所提供他組學生

相關的計算機軟、硬體

課程，多年來亦與他組

的老師間密切合作完成

多項整合型的學術型及

產學合作計劃。若該組

離開本系將使學生在多

元學習的機會及環境上

不再如現今般的密切與

方便，教師間的合作及

資源共享上也將變得疏

遠，請多多考慮電子系

發展需求．在合併之前，

本系獲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為全校之冠也

曾培育多位同學獲得教

育部頒技職楷模，整體

而言，學生就業率高也

獲業界肯定．全系師生

兢兢業業、追求卓越．資

訊組在電子系的表現也

相當亮眼，在全國 IC 設

計競賽資訊組學生曾獲

數位 IC 設計優等獎項，

與電子組學生所獲之全

客戶與類比 IC設計獎項

互相輝映，執行教育部

智慧電子、SOC 計畫時，

也是資訊組與電子組等

師資合作授課，為共同

培育跨領域人才合作無

間，成績表現優異的學

生對跨組修課比跨系修

課來的有意願。故實不

宜切割電子系，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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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研發能量並有負

眾多系友的期望，還請

三思。因此，經全系老師

開會充分討論後，投票

決議本系資訊組不與本

校資工系合併，並於 10

9 學年度更名為計算機

組。 

2. 如能整合同校電子專業

科系，應有助於研發能

量的提升，進而協助區

域產業發展．第一校區

電子系與本系的發展有

多元性的互補，例如軌

道電子、汽車電子等，而

在 lC 設計上更能增進本

系電子組的教研量能。

因此，經全系老師開會

充分討論後，投票決議

參考台評會意見與第一

校區電子系合併。但因

空間、資源有限，為維持

教學研究環境的穩定與

學生權益，並請學校參

照台評會意見提供空

間、資源與行政協助，以

利未來可在同一校區運

作。 

3. 楠梓校區微電子系從成

立至今，其教學研發展

方向均以海洋為主題具

有其獨特性的發展方

向，且若同時與第一校

區電子系及楠梓校區微

電子系合併在空間資源

及初期的三校區運作上

有極大的難度，加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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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同意改名續留海

工院，除有發展上的區

隔外，亦保有海洋工程

的完整性。因此，經全系

老師開會充分討論後，

投票決議不與楠梓校區

微電子系合併。 

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 不支持 

建議將建工校區電子

工程系、第一校區電子

工程系、楠梓校區微電

子工程系三系合併為

單一電子工程系，未來

建議在同一校區運作。 

尊重台評會意見及其他兩

系的意願下，同意合併為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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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電子工程系 

本系與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整併案票數統計表 
因空間、經費等資源不足，同一系所雙校區運作，違反現行規定，並礙於

班級數受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核定本 (院臺教字第 1060040739 號 )

限制。是否同意本系與第一校區電子工程系整併，請投票表決。 

應到人數 出席人數 投票人數 同意票數 
不同意 

票數 

廢票票數 

31 28 22 3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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