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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文賢技佐

郭芳璋教授。
後排 ( 左至右 )：沈明祈技士、李棟村講師、吳鍚聰副教授、周賢興教授、葉敏宏副教授、鄭岫盈教授、
游文賢技佐、謝建宇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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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革
本系前身為民國 60 年「省立宜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所創立之「電子設備修護科」，民國 77
年原校改制為「國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始招收五年制專科生。為因應時代變遷，於民國 80 年
增設二專日間部，且為提昇本系競爭力，於翌年增設夜間部及新建系館落成啟用；民國 86 年仍因
科技人才需求，再增設二專日間部第 2 班。
隨著本校於民國 87 年經教育部核定升格為「國立宜蘭技術學院」，旋即於次年成立「電子工
程系」，並分別增設二技日間部一班及減招二專日間部一班；續於民國 90 年再次減招二專日間部
及夜間部各一班，另增設四技日間部一班及四年制進修部電子工程系一班。
嗣後，於民國 92 年經教育部將本校改制為「國立宜蘭大學」的同時，本系更名為「電子工程
學系」延用至今，且本系配合國家計劃及科技發展調整，於同年減招五專日間部一班及增設大學日
間部一班，後於民國 93 年及民國 102 年，分別減招二技日間部一班及增設研究所一班與停招四年
制進修部電子工程系。
迄今本系每年招收日間大學部兩班 84 名學生及研究所 18 名研究生，並配合電資學院招收碩士
在職專班電子組 5 名學生。

設立目標
本系為均衡國家建設及社會發展需求，提供電子相關領域專業教育、研究及在職訓練，充實基
礎實務與研發人力，教學與研究以「智慧物聯網」、「通訊與訊號處理」及「半導體與積體電路設
計」等三大領域為主，以培育專業優秀電子人才，並啟發學生獨立思考，繼而達到自我學習訓練，
以養成解決相關難題之專業知識能力，並以「系統晶片」、「媒體通訊」及「智慧空間」作為本系
發展特色，而智慧物聯網應用為其核心，並透過軟硬體相互整合及同儕之間通力合作，誘發本系學
生對於電子相關領域之興趣，進而從中體驗快樂學習之處，在本系教學風氣薰陶下，提高芸芸學子
對於研究的熱衷，且對於大學部及碩士班設有以下教育目標之期許，以孕育無數頂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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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專長
本系目前專任教師有 15 名：教授 7 名、副教授 5 名、助理教授 2 名、講師 1 名，其專長如表列。
伵 䣯

⢑ ⋋

㖾榖⨶㨵

⫆搵

㕀 ㍯

僈㇞䤽

併⛲ὂ佬憳总⤎⭟⍁⣒

㕟ἴ姱噆嘼䏭˚䨴檻曢巖娔姯˚态姱㉧堺

㕀 ㍯

愔Ⲓ䚯

⛲䪲ㇷ⊆⤎⭟曢㩆⍁⣒

ℰ曢Kờ˚檿怆Kờ˚⤯䱚Kờ

㕀 ㍯

㝾ὃᾱ

併⛲⌾⊇⤎岮ⷌ⍁⣒

檿㔯僤怲䭾

㕀㍯

悘⻡㕮

⛲䪲⏗䁊⤎⭟曢㩆⍁⣒

⯫栢曢巖娔姯凮憶㸓˚⤐䷁娔姯˚䄈䷁态姱

㕀㍯

䍲䄳➵

併⛲⌾⊇⤎曢㩆⍁⣒

㕀㍯

峉凯

⛲䪲ẋ态⤎⭟曢⬷⍁⣒

$, 䳢䵘˚⤁⩹檻嘼䏭˚䉐偖䶙㙡ㅎ

㕀㍯

㸟䫠

⛲䪲⏗䁊⤎⭟曢㩆⍁⣒

'63 凮䄈䷁态姱⟡栢 ,& 娔姯Əⴳ⅌䳢䵘娔姯

≖㕀㍯

吰㔶⭶

⛲䪲⏗䁊⤎⭟曢㩆⍁⣒

㕟ἴ姱噆嘼䏭˚⽘₶嘼䏭姯䭾㔄⽘⭟

≖㕀㍯

惔劚䑲

⛲䪲Ḕ⤕⤎⭟曢㩆⍁⣒

曢免䶙巖˚䄈䷁䶙巖˚堳⊼䶙巖

≖㕀㍯

␚挒偗

⛲䪲⏗䁊䦸㉧⤎⭟曢⬷⍁⣒

岮态姱⭰⅏˚曢⬷曢巖

≖㕀㍯

㝾䦧厱

⛲䪲凡䁊⸒䮫⤎⭟岮ⷌ⍁⣒

⊐䏭㕀㍯

晟䑅⼞

⛲䪲⏗䁊⤎⭟曢㩆⍁⣒

ℰ乽态姱˚䨴檻ℰ⭟˚㙝䈮娔姯

嬂⸒

㜵㣆㜸

⛲䪲ẋ态⤎⭟姯䭾㩆ⷌ䧲䟻䩝㈧

姯䭾㩆䶙巖

≖㕀㍯

⼜ẲẨ

⏗䦸⤎曢㩆ⷌ䧲䟻䩝㈧⍁⣒

⤎㕟㓁岮㖀㎉⊿˚䉐偖䶙㙡ㅎ˚ⴳ⅌䳢䵘˚⤁

⊐䏭㕀㍯

嬄⻡⭮

䄈䷁䶙巖凮堳⊼态姱˚䮧僤㻻䭾㲼娔姯˚㕟ἴ䳢
䵘娔姯˚姯䭾㩆䴫主

㙡ㅎ姯䭾˚㻻䭾㞝㦲Ƌ)3*$ƌ娔姯˚好姱嘼䏭˚
䉐偖䶙ㆰ䔏˚ⴳ⅌䳢䵘

恟

⛲䪲⏗䁊⤎⭟曢⬷ⷌ䧲⭟䳢䟻䩝

⯫栢䨴檻曢巖˚桅㮻䨴檻曢巖˚㕟ἴ䨴檻曢巖˚

㈧⍁⣒

⾕㳉䨴檻曢巖˚憒䘩曢⬷㙝䈮

4.2

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電機資訊學院

⩹檻嘼䏭

第四章

ạ

317

102 至 108 年本系教師研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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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點
智慧電子、創意 3C 是研究方向，並以智慧物聯網作為現階段主要的應用範疇。「電子工程」
是擷取電機資訊領域中最精華的部分，以 3C（資訊、通訊、消費電子）為主要核心。本系具體的
研究發展重點在「智慧物聯網」、「半導體與積體電路設計」及「通訊與訊號處理」三個領域。
一、「智慧物聯網」領域：旨在培育以「網路通訊技術」整合電腦運算所需之技術人才。因此，主
要在加強學生對於「雲端技術」、「高速電腦與感知網路」、「行動運算」、「資通安全」及
「嵌入式系統設計」、「人工智慧」、APP 等電腦相關之專業研究知識。
二、「通訊與訊號處理」領域：旨在培育學生具有「多媒體影音處理」、「智慧型資訊處理」、「RFID
系統設計」、「行動通訊」及「光纖通訊」等技術之原理及實務製作能力，並且相互應用整合。
三、「半導體與積體電路設計」領域：旨在培育具有半導體或積體電路晶片設計所需之技術人才，
本領域以「光電與高速元件」、「奈米元件」、「半導體元件設計」、「數位訊號處理與無線
通訊晶片設計」、「射頻積體電路設計」、「醫療電子晶片設計」等為研究主軸，並以「系統
晶片設計」做為研究整合。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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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一、教學教育方針
本於實務合作、社會參與及 3C 整合，作為本系教學教育方針。
( 一 ) 實務合作：由於本校前身隸屬技職教育體制，一向保有實際動手操作驗證理論之優良傳
統，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方針，著重基礎實驗室建設，嚴格要求每位學生均有獨
立作業之基本能力。本系同時與多家企業緊密合作，提供學生寒暑假實習機會，並向科
技部、勞委會等單位申請產學合作及就業學程計畫，先後獲得教育部電資通訊領域與科
技部電子資通領域優良獎之肯定。
( 二 ) 社會參與：本系致力於養成學生服務及協調合作的品格及能力。除配合勞動部、本校電
資學院、研發處與育成中心，支援地方產業升級等研發能量外，對於提昇宜蘭地方半導
體與資通訊教育紮根工作更是不遺餘力。自 91 年以來連續榮獲教育部「資訊志工優良團
隊」獎勵，營造本系優良傳統，不但提供學生專業實習機會，同時對陶冶學生成為參與
社會關懷的現代公民教育，同樣有著極大助益。自 107 學年度起本系另成立電子志工社
團，與宜鼎國際基金會合作科技教育動手學計畫，培養電子志工團隊至中學擔任種子教
師，帶領學生社團進行魔法自走車科技訓練，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每學期也至少有 3 至
5 門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提供社會服務，以符合教學卓越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擴大公共
性服務要求。
( 三 ) 3C 整合：本系除設計兼具深度與廣度之一系列基礎必選修課程，以培植基本專業能力
外，並要求學生畢業前必須完成兩類學分學程，尤其鼓勵其中之一為跨系所學分學程，
以拓展學生視野。同時執行「垂直整合專題（VIP）」計畫，提供十餘間專業研究導向實
驗室，積極鼓勵學生於大二下開始參與專題研究課程、競賽與產學合作計畫，並陸續開
設嵌入式系統暨 Andriod 產品整合設計、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應用於產品設計等就業學程，
強調 3C（資訊、通訊、消費電子）整合之創造服務能力養成。

二、特色課程
設有：系統晶片設計學分學程、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及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並由電機資訊

( 一 ) 系統晶片設計學分學程：系統晶片設計與應用為我國高科技產業核心之ㄧ，為了配合國
成系統晶片之能量，以延續我國既有產業競爭力而培育晶片系統設計所需之人才，使學
生未來可直接投入 3C 產業，提高系統晶片設計所需科技人才的數量與質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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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計算機與網路已是現今發展電子科技產業最重要之核心基礎，
也是未來資通訊產業必備的基本知識。是以，欲提昇國家資通訊產業的競爭力，特別培
育具計算機與通訊網路之人才，使學生未來可直接投入資通訊 3C（電腦、消費性電子、
網路）整合之產業。
( 三 ) 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產業為國家未來重點科技產業核心之一，而「智
慧生活」更是重要指標。為配合未來發展「人工智慧、大數據」與「物聯網」整合的產
業需求，以及提昇本校畢業生就業機會及職場競爭力而培育物聯網軟、硬體整合所需之
人才，提高電子人才之質與量，使學生可直接投入未來智慧物聯網相關產業。
( 四 ) 通訊學分學程：電信產業為國家重點科技產業核心之一，而「無線 M 台灣」更是未來科
技生活的重要指標。為了配合未來發展「無線網際網路」與「行動個人通訊網路」雙網
整合的產業需求，並增加本校畢業生就業機會及職場競爭力，特以本學程培育電信相關
產業所需之人才，提昇通訊電子人才之質與量，使學生可直接投入未來 3C（電腦、消費
性電子、網路）整合之產業。

三、菁英育成
積極爭取科技部（國科會）等研究計畫、申請校內外教學改善研究計畫及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用以改善教學研究設備及培育傑出人才。
( 一 ) 科技部（國科會）等研究計畫：本系教師屢獲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顯示在此方面的努力
獲得肯定，並藉此改善教學研究實驗室之設備。
( 二 ) 校內外教學改善研究計畫：如：「智慧空間教學與研究改善計畫Ⅰ、Ⅱ」、「建置植基
於雲端運算之教學研究基礎設施」、「物聯網特色教學與研究」、「智慧電子前瞻技術
精進課程及模組推廣計畫」、「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推廣計畫」等。
( 三 )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本系獲該經費資本門補助，並投入改善教學研究
設備。

四、專題研究
第四章

採循序漸進之教學方式，配合整合性實作課程、計畫管理與書報研讀課程及整合性專題實作等
課程安排與 VIP 全院專題競賽，用以提昇大學部學生對於專題研究之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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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整合性實作課程：是以本院特色垂直整合學群計畫（VIP, Vertically-Integrated Projects）為基
石，以各研究實驗室為學群，採用師徒制的方式進行的計畫；學群由多重工程領域（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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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甚至是跨領域（Cross disciplinary）方式組成，使知識學習不再片段化，也更激
盪出學生跨域統整之能力。學群藉由碩士班研究生垂直混編之師徒制方式來輔導低年級，
協助進行問題分析、知識運用與解決實務問題，以傳授程式設計的各項技巧。VIP 拱頂石
課程大二下學期為「計畫管理與書報研讀」課程，此門課程作為大三「專題研究（一）、
（二）」的基礎準備課程。
( 二 ) 計畫管理與書報研讀課程：為使學生能順利銜接大三「專題研究（一）、（二）」課程，
本院特於大二下學期開設「計畫管理與書報研讀」課程，院、系也制訂定〈計劃管理與
書報研讀課程施行辦法〉。本課程以全院共構方式進行，明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
8~10 場講座（至少含專案管理專題演講五場、智慧財產權兩場與工程倫理課程專題演講
一場），本門課程除培養學生對計畫管理的實用知能、智財保護與工程倫理基本知識之
外，另配合電資學院「VIP 垂直整合學群計畫」於開學第二週安排實驗室參觀，協助學生
僅早認識本系、本院各研究型實驗室鑽研計畫項目與指導老師專長，務使學生在投入「專
題研究」課程之前，即能充分掌握應注意事項，以及相關成員角色與責任。本課程透過
教授專案管理知識，培養學生從題目發想、團隊組成、題目確認、計畫經費與進度規劃
之管理、工作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與風險評估之技巧，並學習時間管
理知識，學習使用 Microsoft Project 與 Gatt Project 軟體進行時間與工作規劃，完成工作方
法之敘述與專題步驟之解析，最後撰寫出三年級要執行的專題研究（/ 實作）計畫書，並
進行計畫書撰寫成果公開發表。
( 三 ) 整合性專題實作課程：主要是大三「專題研究（一）、（二）」，為二個學期（各一學分）
之必修課程，本課程明定由本系全體教師參與擔任專題指導教師，學生則以 4~6 人為一
組接受指導，指導教師針對當今電子工程相關議題為主題指導學生進行研究或依主題需
求指導學生進行實作，以幫助學生了解電子工程領域的相關理論或實務。在「計畫管理
與書報研讀」課程中指導教師培養學生從題目發想、團隊組成、題目確認（含預期目標
與預期成果）、計畫經費與進度規劃與進度規劃之指導後，三年級專題主要進行工作著
重在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之訓練與指導，每學期結束前進行期末公開發表及評量。因此，
指導老師也會培訓學生使其具備撰寫與口頭報告之表達能力，加強學生處理、解決複雜
且整合性工程問題的技巧。
( 四 ) VIP 全院專題競賽：專題實作拱頂石課程經過三年級一整年之研展，期間輔以學生間團
本系大四上增開「專題研究三」選修課程，除配合高教深耕四年解一題之目標要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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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輔導學生延續研究或實作，以利畢業後升學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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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實作與交流，更能放大學習成效，最後本院會辦理 VIP 全院專題競賽並頒獎；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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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外實習
近幾年本系扮演企業（目前簽約廠商約有 16 家）與學生之間之校外實習溝通橋樑，並依適才
適所，媒合協調許多校外實習的機會，讓學生於升大四暑假或大四參與校外實習，以利理論與實務
之銜接及教學學習成效之展現，並透過實務操作印證所學，增加職場之適應力與競爭力。
㨵ⴲ㛟⟔⪤亐ᵸ㐶
⨶ⴲ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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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競賽成果
本系鼓勵老師及學生多參與國內外相關競賽，並提供必要之協助。藉由競賽，體現學識理論與
技科實務之結合運用，且透過老師的細心指導及學生的腦力激盪，每每屢獲佳績、殊榮。
㨵ⴲ⊁僅䦴宻ノ㙚䰯壆

第四章
電機資訊學院

322

4.2

⨶ⴲⵤ

䦴宻⊁僅㧟㐶

亿⳩⊁僅ᵸ㐶

⨶䏝⊁僅ᵸ㐶





















































































































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ᣐᆴ३•Ѳᚪፓൣኬ




























 㨵ⴲ⊁僅䦴宻ノ㙚䰯壆 




⨶ⴲⵤ


䦴宻⊁僅㧟㐶


亿⳩⊁僅ᵸ㐶


⨶䏝⊁僅ᵸ㐶












































































學術交流












本系鼓勵教師參與專業學術活動，各教師陸續至美、日、中、韓等國參與各專業學會舉辦之學

術研討會暨發表論文，並獲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邀請全系教師加入。學生方面則透過交換生




制度、校際參訪及學術研討會參與等活動，以及電子工程學系學生出席境外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辦




法，鼓勵學生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達到學術交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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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 電資學院 VIP 企業參訪，參觀地震測報中
同濟大學師生蒞臨本系進行學術參訪交流
心、佳晶科技等 (103.04.23)
(10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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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䵺㭞  ⭶㽋⻡娔㛰昷⅓⏟˚Ἰ⽾䇆怇㛰昷⅓⏟
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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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王煌城主任主持 104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趙校長涵捷、胡院長懷祖特別蒞臨會場與新生及家長
闡述本校教學理念，座談會後新生及家長前往格致大
樓，參觀教學研究環境與設備 (104.9.9)

本系與資工系合辦電資科技夏令營，縣內高中生參加
人數 40 人 (104.7.7~7.8)

歷任系 ( 所 ) 主任
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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