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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概況 

本校位於新竹縣芎林鄉，地處大新竹地區的中央，周圍臨近一高、二高與高

鐵，另有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周邊工業區、清華、交大等產業及學

術重鎮環繞其周。學校係以培養區域產業及地方特色發展所需的科技與管理人

才為辦學目標，我們也自我定位為一個以實務研究為導向的教學精緻型學校。目

前為止，畢業校友六萬多人，在各行各業堅守崗位，見證台灣由農業往工商再到

科技的發展歷程。學校設有三個學院(工程與設計學院、民生科技學院、商務與

觀光管理學院)，轄下有 14 個系及 2 個研究所(電機與電子工程研究所、機電工

程研究所)，學生總人數約 4800 人，另有三個配合地方產業及在地文化特色的校

級研究中心(綠能產業、玻璃創意及客家文化中心)，以及三個教學中心(語言、體

教與通識中心)。圖 1 為學校系、所與學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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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校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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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沿革 

本系隸屬電資學院，成立於民國 59 年，成立之初設五年制專科部二班，共

一百人。民國 72 年，增設進修部二專。民國 86 年 8 月本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同

年 11 月本科接受教育部工業類評鑑榮獲一等，翌年 8 月改制為電機工程系，並

開始招收學院日間部二技一班、二技進修部在職班一班及增設二年制專科部一

班。民國 89 年開始招收四技部學生，之後歷經民國 91、95 與 99 年三次評鑑均

獲一等佳績。於民國 101 年更名為電機與電子工程系，由於辦學績優，102 學年

度獲教育部核准設立碩士班。 

近年來，本系在學校及相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下，陸續增購風力發電模擬系

統、燃料電池教學展示系統、電能監控展示平台、太陽光能發電儲能裝置、產

氫機、風光電互補綠能監控系統、無電追日系統、電能轉換示範系統、燃料電池

堆檢測與教學平台、太陽能電池 I-V 特性測試設備、紅外線熱顯像儀設備、智慧

型太陽能電動實驗車、燃料電池實驗車、資料擷取控制系統、多功能綠能運具充

電系統、氫能儲存系統-超純水機、綠能檢測儀組、工程設計工作站等設備，並

且指導學生製作第一代～第五代燃料電池車參與國內各項燃料電池車競賽，在

教學與研究方面已經累積相當多的成果。圖 2 為本系發展沿革說明。 

 
圖 2:本系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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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目標與特色 

本校立基於新竹地區，鄰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工業區與工業技術研究

院，以培育「區域產業與地方特色」永續發展所需的人才為主。44 年來持續為

國家社會培養眾多產業與科技人才，目前畢業生人數累積逾五、六萬人，分布於

國內知名工商產業各界卓然有成，間接也促成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創新。事實

上，大專校院所持續提供充沛之研發創新人力和新竹地區高科技產業得以蓬勃

發展有密切的關聯性。 

本系畢業學生大多服務於周邊之新竹科學園區和新竹工業區，為高科技產

業培植數眾多的技術人才。本系於民國 96、97 年度榮獲教育部技專校院發展學

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建構綠色能源轉換與網路監控教學平台』、民國 99 年榮

獲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建立特色典範計畫『建構綠色能源開發與應用之教學暨

服務平台－子計畫(三)綠色能源運具發展計畫』（三年期計畫）及國科會補助私

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綠能運具關鍵技術開發』（三年期計畫）之

研究經費支持，並且利用各項設備資源整合系上既有研究人力與技術，以發展綠

色能源與智慧控制為主軸的應用技術，將本系「電能科技」與「訊號控制」兩大

核心技術拓展成為發展綠色能源產業與智慧產業的應用技能。圖 3 為本系教學

與研究之發展特色說明。 

 
圖 3:本系教學與研究之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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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系以燃料電池可攜式系統的整合應用為導向，開發 200W 燃料電

池與二次電池的複合自行車與三輪車，探討整合後可能會面臨的問題，並以性能

指標應用在燃料電池車行駛效率的問題上。本系於民國 97 年製作第一代燃料電

池車參加第一屆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以 1 公克氫行駛 1.01 公里佳績榮獲第三

名(11 月 15 日)；民國 98 年製作第二代燃料電池車參加全國永續能源車耐久賽

榮獲第二名(7 月 19 日)及大台北國際無車日創意綠色運具大賽第一名(9 月 19

日)；民國 98 年製作第三代燃料電池車參加第二屆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最佳

團隊精神獎、最佳創意技術獎、最佳設計獎(12 月 17 日)；民國 99 年製作第四代

燃料電池車參加 2000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四名(12 月 17、24、26 日)及參

加 2011 國際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競速組第一名(10 月 21、22 日)；民國 101 年

第五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12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一名(10 月 26 日)，並

且僅使用 16.8 克的氫燃料行駛約 60 公里的距離；民國 102 年第五代和第六代燃

料電池車參加 2013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一名和第二名(10 月 4 日)；民國

103 年第五代和第六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14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一名 

(10 月 4 日)。本系參與綠能相關教學活動，如表 1 及圖 4。 

表1:本系綠能運具發展及參與競賽概況 

年度 競賽車 競 賽 榮 譽 

97 第一代燃料電池車 參加第一屆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二名。 

98 第二代燃料電池車 參加 2009 全國永續能源車耐久賽榮獲第二名。 

98 
第二代燃料電池車 

第一代光能車 

參加 2009 大台北國際無車日創意綠色運具大賽榮獲第一

名。 

98 
第二代和第三代 

燃料電池車 

參加第二屆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最佳團隊精神獎、最

佳創意技術獎、最佳設計獎第三名。 

99 
第二代燃料電池車 

第一代光能車 
獲邀參與 2010 新北市國際無車日氫能車與光能車展示。 

99 第四代燃料電池車 參加第三屆 2010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四名。 

100 第四代燃料電池車 參加 2011 國際燃料電池車競賽榮獲競速賽冠軍。 

101 第五代燃料電池車 參加 2012 全國燃料電池車節能競賽榮獲冠軍。 

102 
第五代和第六代 

燃料電池車 
參加 2013 全國燃料電池車節能競賽榮獲冠軍與亞軍。 

103 
第五代和第六代 

燃料電池車 
參加 2014 全國燃料電池車節能競賽榮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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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第一代燃料電池車：參加第一屆 2009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三名。 

2.第二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09 全國永續能源車耐久賽榮獲第二名、2009 大台北國際無車日創意綠色運

具大賽榮獲第一名 

獲邀參與 2010 新北市國際無車日氫能車與光能車展示。 

3.第二代及第三代燃料電池車：參加第二屆 2009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最佳團隊精神獎、最佳創意技

術獎、最佳設計獎第三名。 

4.第四代燃料電池車：參加第三屆 2010 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第四名。 

5.第四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11 國際燃料電池車大賽榮獲競速賽第一名。 

6.第五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12 全國燃料電池車節能大賽榮獲第一名。 

7.第五代及第六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13 全國燃料電池車節能大賽榮獲第一名及第二名。 

8.第五代及第六代燃料電池車：參加 2014 全國燃料電池車節能大賽榮獲第一名。 

圖 4:本系參與綠能相關教學活動剪影 
 

展望未來，本系將配合政府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

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文化創意)，四大智慧產業(雲端運算、智慧電

動車、智慧綠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 )」之政策，並且在本系所奠定發展綠

能產業相關領域之特色教學與研究的良好基礎下，培育符合國內綠色能源與智

慧產業所需具備專業實務能力的科技人才，為厚植國家競爭力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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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陣容 

本系碩士班師資來自於電機、電子、機械等不同領域，採用以應用技術為

主，理論為輔的教學方式。以智慧型電網和智慧型車輛為主軸研究領域，研究

範圍涵蓋(但不限於)：電能監控技術、節能/儲能技術、電能轉換技術、電能管

理技術、系統整合控制技術、光電感測與量測技術、電子資通訊技術、智慧型

控制技術等，各教師學歷與研究專長參見表 2。 

 

表 2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碩士班專任師資 

專任教師 學歷 研究專長 

謝劍書 

教授兼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博士 

未知信號估測、可靠控制、強健

控制、卡門濾波器 

謝振中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電力電子 

盧豐彰 

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電業發展規劃、介面控制與應用、

電腦軟體設計與應用 

徐聖哲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博士 

影像處理、圖像鑑別、控制系統、

模糊控制、類神經網路 

鄭時龍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機電整合、數位電子 

趙中興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動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燃料電池、微機電工程、半導體

工程、再生能源技術 

田麗文 

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訊號處理、物件辨認、類神經網

路、智慧型控制系統、GPS 應用 

劉志生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電力電子、微處理機系統、精密

量測、光電工程、積體光學、光

電電磁學、半導體工程 

許益健 

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 

訊號量測分析、超音波輔助平台

設計與架構 

陳國堂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 
電機機械、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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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 學歷 研究專長 

鍾金河 

助理教授 
國立勤益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 

數位影像處理、單晶微控器程式

設計 

溫兆俊 

助理教授 

私立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進修) 

測量系統研究與製作、壓電致動

器之驅動電路設計與製作、數位

系統解碼電路 

 

除了表列的師資，學生們也可依自己興趣或是在職工作任務，選擇其他相關

系所（如機電工程系、電子工程系、數位內容科技系等）老師為其共同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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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目標、修課規定與課程規劃 

本系設立研究所之教育目標為： 

（1）培育地方政府和產業園區發展綠色能源產業與智慧產業所需具備專業

實務技術之研發人才； 

（2）培育符合國內綠色能源與智慧產業所需具備專業實務能力的科技人才； 

（3）積極發展綠色能源與智慧產業相關專業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故本系碩士班之特色在專精於發展綠色能源產業與智慧產業之各項專業實

務技術。為達成上述教育目標，應養成學生適當的能力（參考表 3），畢業後於

職場具有競爭力，成為優秀專業工程人才。其具體的做法為提升學生自信心並加

強訓練學生，使其具備：規劃、撰寫計畫書及執行專案研究的能力；運用科學方

法和數學分析技巧解決問題的能力；協調、溝通、團隊合作的能力；終身自我學

習與創新的能力；理解專業倫理、重視智慧財產權及工程師社會責任的能力。 

表 3：研究所養成核心能力一覽表 

具備規劃、撰寫計畫書及執行專案研究的能力 

具備運用科學方法和數學分析技巧解決問題的能力 

具備協調、溝通、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終身自我學習與創新的能力 

具備理解專業倫理、重視智慧財產權及工程師社會責任的能力 

 

本系碩士班學生至少應修滿二學期之「書報討論」課程、專業選修課程 24

學分，以及完成碩士論文 6 學分。有關碩士班學生畢業學分規定及專業選修課

程規劃情形，分別如表 4 和表 5。 

表 4: 碩士班學生畢業學分規定 

專業選修 書報討論 碩士論文 畢業學分 

24 必修 6 30 

註:書報討論為一學年 0 學分 3 小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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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電機與電子系碩士班專業選修課程規劃一覽表 

第一學年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一上 系統模擬與分析 3/3 一下 現代控制理論與應用技術 3/3 

一上 數位訊號估測 3/3 一下 行動通訊網路原理與實務 3/3 

一上 無線通訊與網路技術 3/3 一下 影像辨識原理與應用技術 3/3 

一上 智慧型感測器與應用技術 3/3 一下 馬達驅動原理與應用技術 3/3 

一上 線性系統理論 3/3 一下 射頻辨識系統原理與應用技術 3/3 

一上 電力數值方法 3/3 一下 人工智慧與應用技術 3/3 

一上 交直流轉換器分析與設計 3/3 一下 機電整合與應用技術 3/3 

一上 高等熱力學 3/3 一下 車載資通訊技術 3/3 

 

一下 系統晶片設計與應用技術 3/3 

一下 電力監控實務技術 3/3 

一下 電磁相容設計與應用技術 3/3 

一下 燃料電池系統設計 3/3 

一下 電網保護與協調 3/3 

一下 變頻器原理與應用 3/3 

一下 分散式電源應用技術 3/3 

一下 再生能源併網技術 3/3 

一下 充電與儲能技術 3/3 

一下 能源管理系統 3/3 

第二學年 

二上 專利申請實務 3/3 二下 智慧型車輛控制 3/3 

二上 智慧型機器專論 3/3 二下 智慧節能控制專論 3/3 

二上 軌道機電系統概論 3/3 二下 智慧生活科技專論 3/3 

二上 智慧型電網專論 3/3  

不分 

學期 
校外實習 

利用寒暑期或平時課餘期間，實習滿 72 小時，給予抵專業

選修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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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所空間、研究設備及特色實驗室介紹 

本系座落於電機一館和電機二館，現有專業實驗室有 15 間（含學院其他系

科共同使用空間及設備資源），教師研究室 18 間，以及其他（包括：系辦公室、

研究生研討室、系學會等）空間，合計本系教學空間為 3123m2。圖 5 至圖 7 為

本系可使用空間各樓層配置情形。 

本系實驗室主要分為基礎實驗室與專業實驗室（含工程與設計學院及電子

系可支援本系教學研究之實驗室），包含: 

基礎實驗室：電子學實驗室、電腦網路實驗室。 

專業實驗室：綠能科技實驗室、電能監控實驗室、智慧控制與量測實驗室、電力

電子實驗室、電動機控制實驗室、電機機械實驗室、微控制器實驗

室、多媒體行動通訊實驗室、晶片佈局實驗室、數位系統實驗室、

自動感測實驗室、通訊實驗室、專題研究實驗室。 

此外，本系可支援教學之相關空間如下: 

數位教材製作室：大型海報印表機、高解析度 HD 錄影機、高解析度數位攝影

機、可選擇式布幕背景與攝影棚、數位影像及影片編輯系統、

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會議室：簡報、會議，可容納 30 人。 

視聽教室：簡報、教學、研討，可容納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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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電機一館平面圖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所)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2 

 

 

 

 

 

 

 

 

圖 6:電機二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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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二曲樓二樓及四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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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系（含學院及電子系）近 10 年採購，可提供作為本研究所相關研究

用途之 30 萬以上主要設備，羅列於表 6。本校其他教學單位可支援本研究所作

為相關研究用途之 30 萬以上主要設備，羅列於表 7。 

表 6：可提供作為本系碩士班相關研究用途之 30 萬以上主要設備一覽表 

品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高頻儲存示波器(Tektronix 500MHZ 5GS/S) 1 臺 380,000 380,000 

三相電力分析儀(Voltech 三相 AC 220V PM 3000A) 1 臺 350,000 350,000 

可程式三相交流電源供應器(致茂 6590) 1 臺 816,761 816,761 

數位式功率計(YOKOGAWA WT1030M) 1 臺 335,000 335,000 

阻抗分儀器(HP 4194A) 1 臺 977,468 977,468 

網路圖形監控系統 1 套 434,500 434,500 

遠程視訊監控實驗系統 1 套 380,000 380,000 

工業配電系統模擬裝置 1 套 460,500 460,500 

電機大樓監控系統 1 套 534,500 534,500 

向量分析儀(20HZ～26.56HZ) 1 臺 1,498,000 1,498,000 

網路分析儀(3MHZ～8GHZ) 1 套 992,000 992,000 

麥克森干涉儀(MB104 測量光譜範圍 6500～500cm-1) 1 套 770,000 770,000 

PCB 電路板雕刻機 310*220mm 1 臺 330,000 330,000 

蝕刻機(KAE-90N 耐酸鹼 PVC 工程塑膠) 1 臺 440,000 440,000 

邏輯分析儀(Agilent 1683A 34 Chanel) 1 臺 420,000 420,000 

向量信號產生器(100KHZ~6GHZ 0.01HZ resolution) 1 臺 1,580,000 1,580,000 

藍芽系統測試儀(CBT32) 1 套 744,000 744,000 

Iocomp 虛擬儀表元件軟體 1 套 395,000 3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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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風力發電模擬系統(WSP-5C-250) 1 套 635,000 635,000 

類神經分析模擬軟體 1 套 450,000 450,000 

MATLAB/Simulink 1 套 376,000 376,000 

燃料電池教學展示系統 1 套 1,580,000 1,580,000 

網路綜合協定分析模組(K&H ITS-101 Series) 2 套 700,000 1400,000 

氫氣產生機(產氫純度:99.9999%以上) 1 臺 600,000 600,000 

太陽能 1kW 發電系統 1 套 1,743,000 1,743,000 

電能轉換系統模擬軟體(Caspoc 網路 16 人版) 1 套 310,000 310,000 

電腦化電機機械特性量測設備 2 套 454,250 908,500 

天線教學實驗系統 

(Amitec RF Transmitter5MHZ~2GHZ 提供 30 種以上天線) 
1 套 450,000 450,000 

風光電互補綠能監控系統 1 套 505,028 505,028 

太陽能電動車(五人座電動車) 1 臺 370,000 370,000 

紅外線熱顯像儀設備(FLIR A320 100MB) 1 臺 700,000 700,000 

智能家居及能源管理發展平台 

(Lonworks ILON100,CIC- 910A Control Module,Zigbee) 
1 組 612,000 612,000 

太陽能電池 I-V 特性測試設備 

(EKO I-V Checker MP-170) 
1 套 320,000 320,000 

燃料電池堆檢測與教學平台(PEM 300W 5L/min) 1 套 825,000 825,000 

太陽能燃料電池實驗車(2 人電動車) 1 臺 1,000,000 1000,000 

氫能電動車 1 臺 420,000 420,000 

電能轉換示範系統 1 套 367,000 367,000 

無線監控及讀錶教學系統 1 套 340,000 340,000 

高效率 700W 燃料電池 1 組 330,000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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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可支援作為本系碩士班相關研究用途之 30 萬以上主要設備一覽表 

品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桌上型掃描檢測套裝系統(VITANA Shape Grabber) 1 臺 980,000 980,000 

雷射雕刻機(雷射管:CO2 25W 雕刻面積:60cm*30cm) 1 套 680,000 680,000 

影像式工具顯微鏡(高精度顯示值 0.1um/1um 可切換) 1 臺 696,000 696,000 

動態機械性能試驗機 1 臺 2,490,000 2,490,000 

工業級快速原型機(Solidscape Pattern Master System) 1 臺 2,095,000 2,095,000 

ANSYS(ANSYS Ver.6.1 研究版) 1 套 480,000 480,000 

動態測試軟體(Instron 光碟版) 1 套 311,500 311,500 

三軸仿真關節模擬機構 1 套 880,000 880,000 

伺服控制器與軟體 1 套 600,000 600,000 

運動力學量測系統(SIMI ON Force BP600900) 1 套 950,000 950,000 

六軸平移式動態模擬裝置(6 自由度 空機重:1100kg) 2 套 398,000 796,000 

運動線索控制模組(取樣時間 0.01S) 1 套 350,000 350,000 

3D 模型與場景建構(互動式動畫與場景 3ds 輸出) 1 套 350,000 350,000 

CNC 雕刻機(雙微 MDX-540) 1 臺 420,000 420,000 

200W ND-YAG 激光加工系統及其周邊 

(雷射波長:1.06um,最大輸出能量 50J) 
1 組 2,700,000 2,700,000 

數值分析軟體(ANSYS V12.1) 1 套 450,000 450,000 

Pro/E 繪圖軟體(PTC Wildfire 5.0 40user License) 1 套 328,000 328,000 

汽車教學訓練系統(丞雄 D3000 系列) 1 套 350,000 350,000 

電腦化汽車感測量測實驗裝置(俊輪 KL-61001A) 1 套 343,000 343,000 

發電機模具(六俊 外轉式發電機定子) 1 套 758,000 7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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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援本系教學之實驗室與重點研究設備介紹如下： 

綠能科技實驗室 

  

電腦化系統模擬教學設備 1.5kW 燃料電池示範教學平台 

  

綠色能源整合平台 燃料電池堆檢測與教學平台 

1.主要設備: 風力太陽能燃料電池學習模組、 CASPOC 系統模擬教學軟體、

1.5KW 燃料電池示範教學平台、太陽能產氫整合平台、燃料電池

堆檢測與教學平台、太陽能特性檢測儀、紅外線熱顯像儀設備。 

2.相關課程:燃料電池導論、燃料電池設計技術實務、再生能源實習、綠能科技

專題、綠能科技學習營。 

3.建置經費:約 1200 萬。 

4.研究計畫: 

 99 年教育部特色典範計畫(總經費 1076 萬元) 

 100 年教育部特色典範計畫(總經費 580 萬元) 

 99 年～101 年國科會補助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三年 1313 萬元) 

 99-100 年跨領域學分學程-燃料電池應用技術學程計畫(總經費 9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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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監控實驗室 

  

電腦化教學設備 工業配電系統模擬盤 

  

電能監控展示平台 綠能與氣象資訊展示平台 

1.主要設備:電腦化教學設備、工業配電系統模擬盤、PLC_based 教學訓練箱、

電能監控展示平台、電能轉換示範系統(綠能與氣象資訊展示平

台)、無電追日發電系統、氫能電動車、PLC 教學訓練器。 

2.相關課程:遠端監控實習、電力監控實務、可程式控制應用實習、綠能科技學

習營。 

3.建置經費:約 720 萬。 

4.研究計畫: 

 96、97 年度教育部重點特色暨推動技專校院整合專案計畫「建構綠色能源轉

換與網路監控教學平台」。 

 101 年教育部特色典範計畫(總經費 25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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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控制與量測實驗室 

  

智慧型控制實驗模組 電動機組合式控制模組 

  

電動機組合式微控制模組 控制模擬分析 

1.主要設備: NI-ELVIS、LabVIEW 8.20、Matlab、Simulink(含 Toolbox)、NI 溫

度控制訓練板、NI 旋轉倒單擺控制訓練板、NI 直流馬達控制訓練

板、電動機組合式控制模組、電動機組合式微控制模組、組合式控

制模組訊號輸出顯示器、MATLAB 數值分析模擬軟體。 

2.相關課程:專題研究、線性控制系統、影像處理、訊號與系統、控制系統實習、

微算機實習、微控制器實習。 

3.建置經費:約 37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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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控制實驗室 

  

PLC-Based 無刷伺服馬達控制教學系統 X-Y Table 控制系統 

  

無刷伺服馬達控制教學系統 遠端步進馬達控制系統 

1.主要設備:PLC-Based 無刷伺服馬達控制教學系統、X-Y Table 控制系統、無

刷伺服馬達控制教學系統、遠端步進馬達控制系統、NI PXI 自動

化測量系統。 

2.相關課程:專題研究、電動機控制實習。 

3.建置經費:約 5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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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電子實驗室 

  

電力電子教學設備 電力電子教學訓練平台 

  

阻抗分儀器(HP4194A) 高頻儲存示波器 

1.主要設備:高頻儲存示波器、可程式直流電源供應器、直流式電子負載、阻抗

分儀器(HP4194A)。 

2.相關課程:專題研究、電力電子學實習。 

3.建置經費:約 300 萬。 

4.研究計畫: 

高性能切換式可分離感應電力傳輸系統之研製。 

（NSC97-2221-E233-008-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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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機械實驗室 

  

電機機械訓練系統 電動機-發電機組 

  

變壓器實驗裝置 電機機械電腦量測與繪製實驗裝置 

1.主要設備:電機機械訓練系統(三台式五套)、電動機-發電機組(兩台式九套)、

變壓器實驗裝置(五套)、電機機械電腦量測與繪製實驗裝置(三

套) 。 

2.相關課程:電機機械、電機機械實習。 

3.建置經費:約 4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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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實驗室 

  

前視圖 三用電錶 

   

信號產生器 示波器 

1.主要設備:電源供應器、信號產生器、示波器、三用電錶、實驗桌。 

2.相關課程:電子學實習、工業電子丙級實習、儀表電子乙級實習、電子電路實

習。 

3.建置經費:約 80 萬。 

4.研究計畫: 

丙級即測即評即發證術科檢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TH-100-檢-E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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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佈局實驗室 

  

個人電腦 大型繪圖機 

  

Laker 晶片軟體 廠商捐贈的微控制器與 ARM tool 

1.主要設備:個人電腦、大型繪圖機、廠商捐贈的微控制器與 ARM tool 及晶

片、UHF RFID 讀寫器。 

2.相關課程:晶片佈局、單晶片原理與應用、RFID 應用、嵌入式系統。 

3.建置經費:約 250 萬。 

4.研究計畫: 

教育部 RFID 科技及應用學程計畫 

青輔會建置 RFID 科技產業實務應用之職涯進路與課程學習地圖就業力計畫 

與璉達科技合作 高頻 RFID 與微控制器連接之研究之專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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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控制器實驗室 

  

8051 USB-ISP 電腦 

  

8051 萬用燒錄器 ALL-11 系統晶片 PSoC 

1.主要設備:系統晶片 PSoC 8051 萬用燒錄器、ALL-11 8051 USB-ISP、電

腦、三用電錶、電源供應器。 

2.相關課程:單晶片 8051 實習、系統晶片 PSoC 實習、專題製作。 

3.建置經費:約 3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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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實驗室 

 

  

高階數位電錶與儲存式示波器 溫度校正爐與壓力校正器 

  

麥克森干涉儀 重量感測系統 

1.主要設備:高階數位電錶、儲存式示波器、溫度校正爐、壓力校正器、麥克

森干涉儀、重量感測系統、ZigBee 無線感測溫度監測系統、紅

外線熱影像儀、非接觸式測溫器、太陽能模組實驗站、壓電振動

子相關測量設備。 

2.相關課程:感測與轉換實習、電子實習、專題研究。 

3.建置經費:約 6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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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系統實驗室 

  

個人電腦 XY 軸教學平台 

  

電路板佈局 可拆卸式 CPLD 實驗模組 

1.主要設備:個人電腦、鑽孔平台、數位式直流電源供應器、雷射印表機、

Cadence PCB Design EDU。 

2.相關課程:數位系統及實習、可程式邏輯設計與實習、數位積體電路設計與

實習、硬體描述語言及實習、電路板佈局、專題製作。 

3.建置經費:約 200 萬。 

4.研究計畫: 

可拆卸式 CPLD 實驗模組研製 

 99 年度提升原住民就業力丙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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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行動通訊實驗室 

  

ZigBee 定位實驗模組 無線生理訊號量測模組 

  

WinFast_310 嵌入式系統開發模組 FS2440XP 嵌入式系統開發模組 

1.主要設備:ZigBee 定位實驗模組、無線生理訊號量測模組、WinFast_310 嵌入

式系統開發模組、FS2440XP 嵌入式系統開發模組。 

2.相關課程:嵌入式系統設計實務、行動通訊系統設計實務、無線生理訊號量測

系統設計實務。 

3.建置經費:約 1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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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網路實驗室 

  

前視圖 自動電壓調整器 

  

集線器 電腦伺服器 

1.主要設備:電腦伺服器、自動電壓調整器、集線器、個人電腦、電腦教學廣播

系統、實驗桌。 

2.相關課程:計算機結構、電路設計與模擬、電腦繪圖、C 程式語言、電腦軟體

應用丙級實習、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實習。 

3.建置經費:約 2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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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各項特色教學設備與綠能運具介紹如下： 

 

氫電複合實驗車 

 

太陽能發電裝置 

 

綠能運具及燃料電池競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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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招生相關資訊 

104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招收 10 名研究生，其中一般生 7 名，在職生 3 名。

有關招生名額、考試科目及考試日期，如表 8。本系碩士班考生報名手續及應

繳交證明文件與資料，如表 9。 

表 8 : 本系碩士班招生名額、考試科目及考試日期 

招 生 類 別 碩士班 

名 額 一般生：7 名 在職生：3 名 

修 業 年 限 2 至 4 年 2 至 6 年 

考 試 科 目 

及 佔 分 比 例 

口試50% 

書面資料審查50% 

同 分 參 酌 

順 序 

1.口試 

2.書面資料審查 

書 面 資 料 

審  查 

1.必繳資料：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2)個人履歷自傳。 

(3)碩士班讀書研究計畫。 

(4)專業能力證明資料(包含：專業證照、專業論文發表、專業著

作、專業技能競賽獲獎、專題作品或專題報告等，並提出證明

文件者)。 

2.選繳資料： 

非專業能力證明資料(包含：榮譽、競賽、研習、訓練、作品等，

並提出證明文件者）。 

※上述資料於報名時一併繳齊。 

報 名 日 期 

通訊報名：自104年3月16日至4月10日止。（以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自 104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7 日下午 5 時止。（假日除

外） 

（本校教務處招生中心仁愛樓 1 樓）  

口 試 日 期 104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 

附註：1.相關事項以本校招生簡章為準，招生簡章電子檔（含報名表件）張貼於本校校網。 

本校招生網址：http://promo.tust.edu.tw/，考生可自行下載招生相關資料。 

2.研究所相關問題洽詢電話（03）5927700 轉分機 2205、2207~2209 或本系分機 2700、27011。 

本系招生網址：http://ee.tust.edu.tw 之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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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本系碩士班考生報名手續及應繳交證明文件與資料 

項   目 說       明 

繳交報名費 

1.報名費 1,200 元。請利用銀行轉帳繳費，戶名：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

學，帳號：017-001-00208-2，行別：臺灣土地銀行竹東分行(金融機構代號 005)。 

2.低收入戶子女考生報名費全免；中低收入戶者報名費 840元。須附縣市政府或

其依規定授權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正本（非清寒證明），惟證明文件未於報名繳件期限內繳驗者，其報

名費不予優待，事後亦不接受補件。 

3.請將報名費收據或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黏貼於報名表副表。 

繳交報名表 

正、副表 
將填寫確認無誤之報名表貼妥相片及身分證影本，並於簽名欄處親自簽名蓋章。 

繳交相片 本人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正面照片二張（黏貼於報名表正表）。 

繳交身分證影

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副表）。 

繳交學歷(力) 

證件 

1.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2.大學應屆畢業生繳交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03學年度第 2學期須蓋註冊章）。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檢附下列其中一項證明文件影本以供查驗： 

A.大學修業證明書 

B.專科畢業證書 

C.專科進修補校資格證明書 

D.高考（或相當）及格證書、甲級技術士證 

繳交書面資料 各系書面資料審查文件 

軍人身分考生

應繳證明文件 

現役軍人(含替代役男)報考除應符合本校報考資格之規定外，並應依據國防部

87.12.30（87）戍成字第 5603號函之規定，出具 104年 9月 1日以前退伍或解除

召集之證明。 

在職證明書 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應繳交「在職證明書」(附表二)。 

函寄報名表件 

將上列相關表件依序由上而下疊放整齊，於右上角以迴紋針夾妥，裝入牛皮紙信

封（自備），貼上「報名郵寄封面」(本簡章第 12 頁)，以限時掛號寄交「大華科

技大學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委員會收」。 

備   註 

1. 考生應自行檢查前述應繳交之各項文件是否正確齊全，如因表件不全、資格

不符、逾期報名而遭取消考試資格應自行負責，所繳報名費不予退還。 

2. 報名表內所填連絡電話為本會與考生作必要或緊急連絡之用，應確認無誤以

避免無法通訊致生考生權益受損情事。 

3. 報名所繳交之表件及審查資料，不論錄取與否，一概不予退還，請自留原件。 

4. 每一信封袋以裝一分報名表件為限。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所)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25 

 

八、傑出系友 

姓 名 公 司 機 關 職   稱 

鄭永金 總統府 現任國策顧問 

彭進添 新竹縣議員 第十六屆縣議員 

江添貴 昇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賴旺根 全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蔡成達 英格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董事長 

黃聖光 展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彭士榮 大華科技大學 數位系副教授兼主任 

鄧榮斌 大華科技大學 研發處校友組組長 

邱正坤 大華科技大學 電機系講師退休 

彭永淦 首華大飯店 執行董事 

范志行 松展集成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方正宗 耐鍀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啟源 新竹市議會 現任第八屆市議員 

溫智良 宸鴻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楊新偉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通所 網路服務組資深工程師 

王永富 基隆市二信高職 電機科專任教師 

胡雅婷 清華大學 電機系博士班進修 

張登俊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D/EQ 部經理 

蔡棟煌 鉅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經理 

黃俊雄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部部經理 

劉華洋 漢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處副處長 

張剛維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 

彭興淦 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級主任工程師 

※本系畢業學生眾多，限於版面僅作部分刊出，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