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教師專長背景對於學院發展之互補性與整合性
電資學院目前有三系一所二中心（電機系所、電子系所、資工系所、光通所、
電子通訊中心、能源科技中心）同質性高，因此本院師資之整合，除配合學校鼓勵
教師進修加強本身專業知識、職能提升，落實發展系所特色。各系所發展重點說明
如下：
1. 電機系所發展重點：
(1) 教學特色
¾ 電機系教師以工業實務與應用研究領導教學且教學經驗豐富，均嚴
格要求學生學習品質，經嚴格訓練後之畢業生不論深造或就業均頗
受企業之歡迎與肯定。
¾ 電機系技術專題為必修課程，每學年皆舉行專題製作成果展示與評
審，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及系友參與，提升學生的專業實作能力與
經驗。
¾ 學生專題製作成果頗受佳評，不論以實作成果或整理成論文參加比
賽，皆能獲致優異成績。
(2) 研究特色
¾ 電機系研究所專長領域分為電力組、控制組、及資訊與通訊組三
組。
¾ 電機系教師應用研究成果顯著，教師多有工業界實務經驗，在應用
研究方面有諸多成果與專利。教師將專利匯集以技術報告送審教授
升等獲得通過。
¾ 電機系電能研究中心承接台電公司、教育部與工業界實用導向研究
計畫成長迅速，近幾年每年計畫金額均超過 1000 萬元。此研究中
心為本系之研究重心之一。
¾ 電機系近三年專題研究計畫（包含國科會、教育部、產學合作）件
數及金額成長迅速，比 90 年評鑑時之業績有長足之進步(約為當年
之 3 倍)。
(3) 服務特色
¾ 電機系教師提供電力電子、電力品質、電能節約、機電整合與產業
自動化等專業項目服務，藉由學校育成中心的培育室，成功地輔導
了為數眾多相關領域的中小企業，使其能研發新產品、自創品牌。
¾ 電機系電能中心協助學校建立電能管理系統，四年來已為學校節省
約 500 萬元之電費。亦協助南部地區各級學校提供免費之節能分析
與技術服務，現有多所學校已接受過輔導，成效顯著。
¾ 電機系自設立以來，藉由建教合作模式提供南部大型公民營企業員
工在職訓練，以及授與文憑之回流再職教育，建立起產學良好的互
動與合作模式。更配合政府提升產業研發能力政策，接連獲得 94
年秋季 (10 位名額)、95 年春季(30 位名額)及 95 年秋季產業研發碩
士專班(15 位名額)，共可培訓 55 位電力電子、面板製程及綠色能源
產業自動化所急需之高級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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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系所發展重點：本系所發展特色，分別於教學、研究及服務等三特色
建立目標，茲敘述如下：
(1) 教學特色
¾ 本系教師以工業實務與應用研究領導教學且教學經驗豐富，均嚴格
控管學生學習成果，致本系畢業生於職場上頗受企業之歡迎與肯
定。選擇繼續深造之畢業生，亦可輕易考取國立大學研究所，並延
續學術發展之路。
¾ 本系實務專題列為必修課程，每學年皆舉辦專題製作競賽，製成論
文集，並鼓勵在校大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以提升學生的專業知
識和實作能力與經驗。
¾ 鼓勵學生參加技術證照考試，以取得應有之專業素養，畢業後有助
於提高於職場上的競爭力，並鼓勵學生多加參與各類國際競賽，每
年皆能獲致優異成績，尤以 94 年度本系鄭平守老師指導之學生陳
富凱代表國家參加「第三十八屆芬蘭主辦國際技能競賽工業電子
類」比賽，榮獲銅牌獎，最為突出。
(2) 研究特色：本系所研究領域分成電子、電信及資訊等，其研究發展方
向為：
(a) 電子組研究方向：
¾ 電子材料之電性研究
¾ 電子元件之電性研究
¾ 光電顯示器元件之研究
¾ 電子電路與系統之設計
(b) 電信組研究方向：
¾ 語音、影像信號處理之研究與應用
¾ 通訊技術發展與應用
¾ 雙頻、寬頻與微帶天線之研究
¾ 光波導之特性分析與應用
(c) 資訊組研究方向：
¾ 超大型積體電路設計之研究
¾ 醫學工程及生物資訊之研究
¾ 多媒體訊號處理及人工智慧系統之研究
¾ 電子商務及資料庫管理系統之研究
z

z

z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顯著，其中有多位教師具工業界實務經驗，在應用
研究方面有諸多成果與專利，每年度的期刊論文和研討會論文總數更
是在一兩百篇上下。
本系於 91 學年度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19,800,000 元成立電子通訊
科技研究中心，成為南部電子通訊技術之先驅，此研究中心為本系之
研究重心之一。
本系近三學年度專題研究計畫件數及金額成長迅速，比改制科技大學
前業績呈倍數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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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特色
¾ 本系教師提供電子、光電、通訊、資訊、VLSI 設計及 IC 設計等專
業項目服務，藉由學校育成中心的培育室，成功地輔導了為數眾多
相關領域的中小企業，使其能研發新產品、自創品牌。
¾ 本系藉由建教合作模式提供南部大型公民營企業員工在職訓練，以
及授與文憑之回流在職教育，建立起產學良好的互動與合作模式。
更配合政府提升產業研發能力政策，成立產業研發碩士專班，預計
可培育出電子、資訊與通信方面急需之高級人力。
¾ 為服務社區及推動產業升級，本系每年寒、暑假定期主辦 社區電
腦教學，免費服務社區民眾及校友，並經常舉辦與電子、資訊及通
訊方面的學術研討會與技術論壇，以利協助相關產業升級。
3. 資工系所發展重點：學術研究發展將分成三組各自成立其特色實驗室，共
享資源、各自發展，朝向最具全球主流性產業的「生物資訊」、「數位內
容」與「網路通訊」發展，最能配合南部科學園區群的重點產業發展(高雄
路竹電信園區、高雄楠梓生技園區)及國家型計畫(兩兆雙星之生技、數位
內容與生醫科技島)發展計畫。故訂出下列以「創新」
、「應用」為導向之發
展重點：
¾ 生物資訊－生物資訊處理暨應用、生物資訊建構。
¾ 網路通訊－寬頻無線網路、多媒體網路存取。
¾ 數位內容－多媒體影音設計、多媒體影音檢索與傳輸、多媒體資料
庫。

本院特色發展主要整合各系所專長(如表 1-5-1 所示)，並考量產業需求與前瞻
性，每個發展特色均整合多系所師資而成。
表 1-5-1、本學院各系所教師主要專長分佈領域與可整合跨院系所
可共同發展學院及跨院特色之
系所
教師主要專長分佈領域
整合系所
電機 能源科技、網路資訊、自動控制光通 光通、電子、機械、化材
電子 電子通訊、IC 設計、資安多媒體
電機、光通、資工、化材
資工 生物資訊、數位內容
電機、電子
光通 無線通訊、光電數位生活
電機、電子、化材



教師互動與合作的規劃
(1)本學院訂定教師合聘原則，要求各系訂定教師合聘辦法，作為教師互動
與合作之機制之一，使電資學院各系所師資專長運用更靈活，並能共同
規劃實驗室，推動跨系就業學程，爭取外界計畫，提升教學品質。師資
整合機制如圖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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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整合機制
系所
實驗室發展
跨系就業學程

系所

院教師合聘辦法
師資整合

特色學程
教學資源共享
提昇教學品質

技術研發中心

研究中心

爭取外界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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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師資整合機制
z 合聘教師成效：電機系 92 年成立光電實驗室時，因尚未聘入光電專 長
李孝貽老師，透過院的合聘辦法，由光通所合聘鄭乃仁老師與郭進春老
師共同規劃實驗室空間（光電所無大學部且受限空間不足，無光電實驗
室）
，並協助審查新聘教師專長，對於電機系在初期光電大學部的課程與
實驗幫助很大。資工系剛成立，只有一班學生，僅聘一位專任教師，為
了規劃新系，並建立新系制度與發展特色，合聘電子系陳昭和、楊正宏
規劃「數位內容」、電機系黃文祥規劃「網路通訊」，搭配新聘教師張雲
龍規劃「生物資訊」，奠定資工系發展基礎，目前資工系合聘教師有 6
位，光通所合聘教師有 2 位。
(2)透過外界研究計劃的爭取與執行，促進教師合作。例如國科會與教育部計
劃，電資學院事先了解每個計劃所需不同專長的教師，主動邀請教師討論角
色的分工。特別是教育部年度獎補助計畫申請，工學院整合跨系教師合作提
出申請，歷年計畫皆高分通過，在全校電資學院申請及獲補助比率居全校之
冠(表 1-4-1 所示)。
 其他有關院內教師合作具體表現
1. 辦理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本學院舉辦國際合作諮詢委員會，透過該會議(如附冊 3-10)建議積極舉辦過
內外研討會議，其成果如下：
(1)由電子系主辦，通識中心及院內各系所教師協辦 2007 年 11 月 26~28 日於
高雄市金典飯店舉辦第 3 屆智慧型資訊隱藏及多媒體信號處理國際研討會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國內外與會人士，約 350 人。
(2)2007 年 12 月 02 日舉辦九十六學年度電子系應屆畢業生專題製作競賽。配
合本系在各學制所開設的實務專題課程，將電子、通訊、資訊相關領域的
22

技術，應用在專題的設計與實作當中，藉由此次活動的成果競賽，以激發
學生的創意設計思維，增進實作能力。
(3) 電 子 系 協 辦 在 日 本 熊 本 舉 行 之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ICICIC-07)，本校校長為大會
榮譽主席，電資學院廖院長為顧問委員會主席，共有約 650 人與會，盛況
空前。
(4)電子系、電資學院及進修學院主辦 2007 年第一屆高應大創意網 e 化競賽，
並頒發由高雄市陳菊市長署名之獎狀。
(5)廖斌毅、蘇德仁、潘正祥及張瑞芳等四位教授，受邀參加 2007 年 10 月 12
日～17 日在中國深圳隆重舉行的第九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簡
稱高交會）。(如圖 1-5-2 所示)
(6)由電機系葛世偉老師主辦 PLC 網路控制教學研討會。
(7)由電機系方校長、王冠智老師、陸緯庭老師作品入圍由宏基集團及時報文
教基金會主辦的龍騰微笑競賽。決選題目：突破未來驅動的心臟；永磁無
刷馬達再造。

圖 1-5-2、執行卓越教學計畫主辦 PLC 網路控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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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計畫
(1)9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創新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表 1-5-2)、『光電顯示
影像人才培育計畫』(表 1-5-3)。96 年『光電顯示影像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表
1-5-4)。
表 1-5-2、95 年教學卓越計畫 『創新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
單位
計畫執行人
工作項目
電機系
陳明堂教授 能源科技人材培育
G
電機系
黃文良教授 基礎能源教育人才培育
G-1
電機系
葉增雄教授 能源工程電路與系統模擬人才培育
G-2
電機系
陳明堂教授 高效率電能轉換人才培育
G-3
電機系
賴俊如教授 低耗能無線通訊系統人才培育
G-4
土木系
沈茂松教授 綠色能源應用於土木工程之人才培育
G-5
機械系
李順晴教授 潔淨能源系統人才培育
G-6
模具系
艾和昌教授 太陽光電應用暨示範推廣人才培育
G-7
化材系
吳茂松教授 太陽能材料人才培育
G-8
工管系
黃營芳教授 能源科技運用行銷管理人才培育
G-9

表 1-5-3、95 年教學卓越計畫『光電顯示影像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
單位
計畫執行人
工作項目
I
電子系 潘正祥主任 創意光電影像顯示科技教學計畫
I-1
電機系 李孝貽教授 光電工程實驗之建置
I-2
電子系 洪冠明教授 光電影像教學評量系統建置
I-3
電子系 洪冠明教授 光電製程實驗之建置
I-4
電子系 陳聰毅教授 光電數位影像教學
I-5
工管系 何正得教授 半導體生產管理教學
I-6
化工系 何國賢教授 光電材料製作教學
I-7
光通所 陳華明所長 光電與通訊系統導論教學
I-8
土木系 李良輝教授 影像技術於土木工程人才培育
I-9
資工系 黃文祥主任 多媒體影像動畫於資訊人才培育
I-10
機械系 陳昭先教授 光機電教學

表 1-5-4、96 年『光電顯示影像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課程單元
執行單位
I 光電顯示影像科技人才培育
電子系潘正祥主任
I1 光電數位影像處理技術
電子系
I2 光電數位類比電路基礎教學
I3 綠能照明技術之教學平台建構
I4 光電與通訊系統教學品質提升及人才培育
I5 嵌入式影像模組控制系統

電子系：洪冠明
電機系
光通所陳華明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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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文祥主任、賴俊如老師獲得通過『教育部資通訊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課程
發展計畫』補助設備費共 388,000 元。
(3)陳華明、林憶芳老師指導研究生陳依婷、陳建宏、翁逸仙參加『崴海尼可
3.5 GHz 網路天線設計比賽』獲得佳作獎，獎金壹萬元。[2007/1/5]
(4)陳華明、林憶芳老師指導研究生陳依婷、林哲彥、陳柏樺同學參加『高應大
第三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獲得佳作，獎金伍千元及獎狀一只。
[2007/4/30]
(5)陳華明、林憶芳老師指導研究生陳依婷、林哲彥參加經濟部工業局舉辦之
『2007 通訊大賽二部曲-手機天線設計競賽』，獲得入圍獎金壹萬元及獎狀一
只，並進入複賽。(天線實體照及獎狀如圖 1-5-3 與圖 1-5-4 所示)

圖 1-5-3、天線實體照

圖 1-5-4、比賽入圍獎狀

2.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
z 本院鼓勵各系教師申請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透過本院電子通訊中心及能源
科技研究中心積極與地方產業、區域內學術單位互動及合作。
電子通訊技術研發中心主要研究項目
 衛星通訊
 無線網路行動通訊
 多媒體處理與管理

 資訊通訊安全
 系統整合
 通訊服務

目前已輔導多家廠商並提供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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