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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系的重點
What is your CHOICE?

你現在的選擇，決定未來人生中所看到的
風景，不要輕忽!

請堅守3個原則：
1. 興趣：興趣是你的燃料，會點燃你的熱

情，讓你快樂學習。
2. 前（錢）景：請確保你所選擇的系可以

帶來穩定的未來。
3. 瞭解：請瞭解你所選擇的系的內涵，不

要因為「好像很有趣」這些理由而投下
你的未來人生。



T型人才
T-shaped people

電子資訊技術在現今科技發展中扮演關
鍵角色，舉凡機器人、物聯網、無人機、
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健康科技…等產品皆
以其為核心，產業急需優秀人才投入以
發展創新應用與服務，改變世界風貌；
也衍生眾多新創公司，吸引眾人目光。
電資人才除工程專業知識外，通常也需
具備智慧財產權、專案管理、創意設計…
等管理智能，更要懂得團隊合作時的溝
通與表達，以確保產品開發能順利完成。
具備管理智能的電資T型人才，現是產業
爭相挖角的對象，也是具潛能的創業者。



科工系在做
甚麼?

What is the EMAT?

我們培育具管理智能的電子資訊人才。

電子資訊的發展推陳出新，包括應用電
子、物聯網、機器人、開源軟硬體、智
慧能源管理、智慧健康科技等。如果你
熱愛動手實作與發揮創意的樂趣、期盼
成為具電子資訊專業知識的創客，更想
成為創業者。那麼，科工系為你未來的
職場發展或創業奠定基礎，加入我們，
一起創造未來。



科工系在做
甚麼?

What is the EMAT?



我們培育優質T型人才



為何選擇
科工系?

Why EMAT?

• 培養跨領域多元能力:
你不但會學到電子資訊軟/硬/韌體工
程技術，也會培養管理智能，成為優
秀T型人才。

• 就業前景佳:
電子資訊軟/硬/韌體工程技術的大專
畢業生，起薪為所有學門中第2高。

• 職場發展機會多:
具管理智能的電資人才，於職場上有
較多機會升遷至高階管理職位，或成
為創業者。



機器人

Robots

機器人是由電腦程式控制，
能感知環境變化，並自動執
行對應任務的人造機器裝置。
系上現有16軸機器人、循跡
自走車、足球機器人、飛行
機器人 ..等設備，使用於課
堂教學、學生專題實作與參
加校外競賽，培養同學程式
設計、系統整合與機器人應
用能力。

發展特色



應用電子

培養同學電子設計與應用
能力，著重各式實用且創
新之電子裝置設計，如真
空管時鐘、計時晶片設計、
積體電路佈局、功率放大
器等，系上具備完整電子
電路設計發展軟/硬體工具，
同學於專題中設計創新電
子裝置並參加校外競賽，
已獲得多次獎項與專利。

發展特色
Applied Electronics



資電應用設計

培養同學計算機軟硬體、
程式設計、網路之整合應
用能力，著重各式實用且
創新之應用開發，例如物
聯網應用、體感式與擴增
實境學習遊戲、攜帶型緊
急避難指示系統、智慧綠
能管理、智慧健康科技..等。
系上開發的綠能耕水機獲
得多次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金牌獎。

發展特色
Applied Electronic-information



合作企業與
機構 經緯航太

東元集團-
資訊電子事業群

泰金寶電通

智崴資訊

群控自動化

橙榕資訊
傳閔工程

正陽企業

中山科學研究院

環保署

嵌入式系統發展協會



核心
課程

物聯網應用
模組課程

智慧機器人
模組課程

商業大數據
模組課程

課程設計



教育認證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e

IEET「工程教育國際認證」
通過『工程教育國際認證』，畢業生具
備國際認可的專業核心能力，畢業就與
國際接軌，學歷為美國、加拿大、澳洲、
英國、日本等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國家所認可，可在當地參加專業
工程師證照考試，對學生未來升學與就
業有著極大的加分優勢。



培育學生
卓越的策略

Upgrade Your Ability

• 除了課堂的課程外，科工系也透過課餘活動以強化同學的其他能力:
- 參加系學會、露營活動、系上球隊、 歌唱大賽…等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與領導統御能力，豐富大學生活。
- 參加企業參訪活動，為往後職場生 涯做好準備。
- 專題成果發表，訓練同學成果簡報能力。
- 鼓勵同學參與系上教師的業界產學計畫或科技部研究計畫，厚植研發能力。
- 鼓勵同學參與科技部大專生計畫與校外競賽，培育自我挑戰能力。



培育學生卓越
的策略-科工系活動

Upgrade Your Ability









培育學生卓越的策略

Upgrade Your Ability

• 理論與實做混合的上課模式，落實做中學的
教學理念。多間教學與研究實驗室，由熱誠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教學、專題製作與實習。
- 電子設計自動化實驗室
- 院共同數位邏輯暨電子電路教室
- 3C整合設計與工程應用實驗室
- 專題實驗室(一)(二)

• 企業實習:
舉辦企業實習說明會，媒合同學到企業實習。

• 課程中融入專業證照輔導:
課程中融入邏輯設計、高階微控制器專業證
照輔導。



培育學生卓越的策略

Upgrade Your Ability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04-106年):

• 106年度 程玉玲 計畫名稱：S暨倒三角形翼
飛翼船縱向穩定性測試

• 106年度 王璿茵 計畫名稱：無人機掛載空污
污染物感測儀研製

• 105年度 陳 翰 計畫名稱：應用Cortex-M4
微控制器實現六軸旋翼無人機之控制

• 105年度 黃思嘉 計畫名稱：緊急逃生攜帶型
指示系統

• 104年度 陳炳宏 計畫名稱：應用樹莓派實現
具影像辨識功能之智慧無人搬運車研究



培育學生卓越的策略

Upgrade Your Ability

參加校外專業競賽(104-106年): 
• 104學年度 學生：劉育儒、李承宏、湯皓竣 參

加 Maker Faire Taipei-自走車競賽-優勝
• 104學年度 學生：劉育儒、李承宏、湯皓竣 參

加 TIRC 台灣智慧機器人大賽-第三名
• 104學年度 學生：黃思嘉、邵盈瑋、陳嬿羽 參

加 COOL酷酷比-城巿盃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
賽-優等

• 104學年度 學生：黃婷茵 參加 全國大專院校皂
藝創意行銷競賽-創意皂土實品類 佳作

• 104學年度 學生：呂浚豪 參加 全國大專院校皂
藝創意行銷競賽-深度巿場調查類 第一名

• 104學年度 學生：呂浚豪 參加 全國大專院校皂
藝創意行銷競賽-創意3D商品(書面設計類) 佳作



培育學生卓越的策略

Upgrade Your Ability

參加校外專業競賽(104-106年): 

• 105學年度 學生: 李亦翔 參加 2017台灣無人飛
機創意設計競賽創意組-語音聲控無人機 第三
名

• 105學年度 學生: 侯冠群 參加 2017臺灣國際創
新發明暨設計競賽-語音聲控無人飛行載具 銀
牌獎

• 106學年度 學生: 林威志等 參加 2017東京威
力科創機器人大賽-南區初賽晉級決賽



培育學生卓越的策略

Upgrade Your Ability

專業證照賽(104-105年): 
• 103學年度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實用級認證 42位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專業級認證 7位
IC佈局設計能力認證 2位

• 104學年度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實用級認證 34位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專業級認證 4位

• 105學年度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實用級認證 15位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專業級認證 11位



教學設備

Education & 
teaching resources

嵌入式系統開發平台 FPGA 晶片開發平台 電子電路實驗儀器

積體電路設計專業軟體 足球機器人 16軸機器人



教學設備

Education & 
teaching resources

VLSI 設計軟體高階伺服器 競速自走車 多軸無人機

邏輯分析儀 手勢偵測裝置 電路板雕刻機



雙聯學位

QUT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與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簽訂2+2雙聯學
位。在科工系修讀2年，經篩選後可赴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主修電機工程)修
讀2年，即可取得兩邊的學位。

昆士蘭科大在2015年世界大學排名為
263名。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加入我們 成就卓越
Join Us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