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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現況簡介

系所
成立或併入
學年度

目前招生
人數

現有
學生數

資訊工程系
90奉准籌設

91招生
44 185

資訊工程碩士班 93 19 33

資訊工程物聯網碩士班
(原積體電路設計碩士班更名)

107 4 5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

8 5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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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3



張英超教授
-資工系系主任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專長：

網路通訊領域

無線網路、無線網路

隨意網路協定、物聯網系統

實驗室:無線與行動網路實驗室(E114)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36

TEL：

04-7232105 EXT 8427、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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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

系統整合領域

VLSI演算法設計、數位系統設計

影像處理晶片設計

實驗室:數位晶片設計實驗室(E112)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2樓 E231

TEL：

04-7232105 EXT 8439

陳仁德教授-系統整合領域召集人
圖書與資訊處系統開發組組長5



施明毅教授

學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蘿拉分校計算機科學博士

專長：

軟體發展領域

電子商務、資料庫系統

演算法、資料探勘

實驗室:資料探勘實驗室(E117)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38

TEL：

04-7232105 EXT 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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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岳教授
-軟體發展領域召集人

學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

軟體發展領域

VLSI 設計

通信及影像處理

實驗室:數位系統設計實驗室 (E106)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2樓 E232

TEL：

04-7232105 EXT 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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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朝欽教授
圖書與資訊處圖資長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專長：

 系統整合領域

 巨量資料分析

 多核心高速計算

 智慧計算

實驗室:平行與智慧計算實驗室(E107)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40

TEL：04-7232105 EXT 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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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凱城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

系統整合領域

超大型積體電路

系統晶片設計

實驗室:電子設計自動化實驗室(E116)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2樓 E235

TEL：

04-7232105 EXT 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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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教授
學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

系統整合領域

類比/ RF IC Design

實驗室:

類比混合訊號實驗室(一)(EB231)

類比混合訊號實驗室(二)(EB234)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37

TEL：

04-7232105 EXT 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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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昶霈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

系統整合領域

超大型積體電路、低功率積體電路

數位/ 類比轉換器、數位頻率合成器

實驗室:

電路實驗室(一)(EB229)

電路實驗室(二)(EB223)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34

TEL：

04-7232105 EXT 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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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如淵教授
校務研究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科學博士

專長：

軟體發展領域

數位影像處理

資訊安全

演算法

實驗室:多媒體技術實驗室(E115)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35

TEL：

04-7232105 EXT 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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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聯福教授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專長：

軟體發展領域

模糊查詢、資料探勘

雲端運算、機器學習

實驗室:軟體工程實驗室 (E108)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1樓 E139

TEL：

04-7232105 EXT 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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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德榮教授
-網路通訊領域召集人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博士

專長：

網路通訊領域

EON網路、WDM網路、無線網路

演算法、人工智慧

實驗室:光纖網路最佳化實驗室(E109)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2樓 E237

TEL：
04-7232105 EXT 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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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德雋教授
(借調:經濟部技術處)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

程式語言、程式設計

無線通訊、計算機網路

實驗室:無線通訊網路實驗室(E111)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2樓 E236

TEL：

04-7232105 EXT 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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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益禎教授
-圖書與資訊處網路與資訊系統管理組組長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專長：

網路通訊領域

網際網路協定、無線網路

物聯網、網路管理

實驗室:網路協定實驗室(E113)

研究室:工學院大樓2樓 E234

TEL：

04-7232105 EXT 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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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地理位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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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空間
(系辦分機8401-8404）

15間教師研究室、

15間教師實驗室、

系辦、系學會、電腦教室

大中小研討室8間

3間領域專精實驗室

多功能演講廳

工學院共用實驗室等

增設三間智慧車聯網專用實驗室

18



資工系系辦(1F)19



資工系研討室(二)20



資工系電腦教室21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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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過關評量實驗室(108學年度新建置) 道路擬真實驗室(108學年度新建置)

電路實驗室 數位晶片設計實驗室

類比與混合訊號實驗室 網路協定實驗室

數位系統設計實驗室 無線與行動網路實驗室

平行與智慧計算實驗室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軟體工程實驗室 電子設計自動化實驗室

光纖網路最佳化實驗室 資料探勘實驗室

無線通訊網路實驗室 物聯網實驗室

前瞻網路通訊實驗室
電腦教室(Ⅰ)
電腦教室(Ⅱ)108學年度新建置

系統整合實驗室 軟體發展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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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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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莓派

平行與智慧計算實驗室(E107-伍朝欽教授)

智能車

人工智慧小車開發套件

叢集計算系統

GPU工作站
顯示:NVIDIA GTX 1080Ti

專業工作站
顯示卡：NVIDIA RTX 2080Ti

25



類比混合訊號實驗室(BE231、BE234-林志明教授)

空拍機

伺服器

熱壓式銲線機 顯微鏡主體

晶片設計量測顯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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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設計雛形模擬平台

Xilinx XUPV5-LX110T Altera DE3

數位晶片設計實驗室(E112-陳仁德教授)

晶片設計伺服器

晶片設計相關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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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計自動化實驗室(E116-魏凱城教授)

GPU圖形處理器
Stratix IO模擬板 微控制器開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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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莓派

電路實驗室(BE229、BE223-易昶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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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

手機

以人工智慧辨識機車進入大車盲點之主動預警系統

樹莓派3B+、雙鏡頭

Jatson Nano
PHANTOM 3 無人機Duckiebots 鴨子車

無線與行動網路實驗室(E114-張英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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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實驗室(E108-賴聯福教授)

平版電腦

智慧型手機

GPS車載系統平台

電腦伺服器(工作站)

IMAC電腦

個人電腦主機

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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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電腦

樹莓派

彩色雷射印表機

數位系統設計實驗室(E106-陳伯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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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探勘實驗室(E117-施明毅教授)
33

個人電腦主機/螢幕

伺服器

筆記型電腦



嵌入式系統開發模組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E115-蕭如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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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網路最佳化實驗室(E109-丁德榮教授)

個人電腦主機
筆記型電腦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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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樹莓派開發板製作的“可攜式心電照護系統”及“IOT智慧照明燈具組”

以RoboCAR實作二維格狀平面中考慮斷點之最短路徑動態規劃

網路協定實驗室(E113-詹益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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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條件注意事項37



• 畢業修習學分 32學分
系必修「論文指導(一)」及「論文指導(二)」共計6學分不計入畢業學
分。

凡選修本系碩士班開設科目一律採認為本系碩士班畢業學分。

修習外系碩士班開設科目，至多採認6學分為本系畢業學分，惟修習
前須先申請核准方可選修。

系必修「書報討論」及「進階書報討論」須各修習2次。

資工碩士班修習「網路通訊專題研究」、「軟體發展專題研究」與
「系統整合專題研究」課程3選1。

物聯網碩士班修習「物聯網專題研究」。

物聯網碩士班修習必修「物聯網」、「智慧物聯網實務」及2選1「人
工智慧」、「類神經網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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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位考試要件:

修畢碩士班規定學分。

物聯網碩士班研究生所做之研究需與物聯網相關。

通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路教學平台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
程。

研究成果滿足下列任一條件:

Ⅰ.一篇經指導教授認可，且以研究生為第一作者(教師除外)之學術論文；英文論文須已

投稿，中文論文須已被接受。

Ⅱ.已提出一項經指導教授認可，且以研究生為第一發明者(教師除外)之國內外發明專利

申請。

Ⅲ.參加經指導教授認可之全國或國際性，並經系務會議核可之競賽，獲得佳作(含)以

上。參賽作品應至少有一位指導教授掛名，且除指導教授外，申請人列於其餘作者之第

一順位。若競賽只分等級而無排名，名次之認定，第二或三名分別相當於只有一或二個

作品列名於前。

Ⅳ.經指導教授核可，以研究生為第一作者(教師除外)完成一顆下線且量測成功晶片。

Ⅴ.資訊工程(含物聯網)經指導教授認可之相關創新系統實作並需公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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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位考試流程及注意事項:

參閱本系「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需提出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結果，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結果
總相似度百分比上限為30%。

資訊工程碩士班暨物聯網研究生修業規章。

40

http://www.csie.ncue.edu.tw/csie/resources/files/downloads/%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8%B3%87%E8%A8%8A%E5%B7%A5%E7%A8%8B%E5%AD%B8%E7%B3%BB%E7%A0%94%E7%A9%B6%E6%89%80%E7%A2%A9%E5%A3%AB%E7%8F%AD%E7%95%A2%E6%A5%AD%E6%B5%81%E7%A8%8B%E5%8F%8A%E6%B3%A8%E7%AB%A0%E4%BA%8B%E9%A0%85-%E4%BF%AE%E6%AD%A3.pdf
http://www.csie.ncue.edu.tw/csie/resources/files/downloads/%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8%B3%87%E8%A8%8A%E5%B7%A5%E7%A8%8B%E7%B3%BB%E7%A2%A9%E5%A3%AB%E7%8F%AD%E4%BF%AE%E6%A5%AD%E8%A6%8F%E7%AB%A0(1070306%E7%B3%BB%E5%8B%99%E6%9C%83%E8%AD%B0%E9%80%9A%E9%81%8E).pdf


碩士班課程/畢業條件資訊資料參考/下載:

本系網頁→課程資訊→資工碩士班、物聯網碩士班

http://www.csie.ncue.edu.tw/csie/course.php?tab=csiegraduate&card=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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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修業規章、學位考試規定及相關表格資料參考/下載:

本系網頁→檔案下載→學生用資料下載→碩士班文件

http://www.csie.ncue.edu.tw/csie/download.php?tab=student&status=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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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本校(系)碩士班入學相關獎學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續讀

本校碩士班獎勵要點
大力卜股份有限公司
獎勵優秀學生作業要

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
學院碩士班研究生入
學獎學金作業要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入學獎學

金獎勵辦法

對象 本校五年一貫預研生 錄取本校碩士班學生 錄取本院碩士班學生 本系大學部畢業生

入學管道 推甄/一般考試 推甄/一般考試 推甄/一般考試 推甄/一般考試

獎勵內容

 凡錄取本校碩士班，於當學年度
註冊入學，經各招生系所審核推
薦，免收「學雜費基數」及「學
分費」，每碩士班獎勵名額以教
育部核定招生名額之35%或至多
五名為原則，且獎勵最多以一學
年為限。

 錄取本校碩士班之學生
（不含交換學生及選讀
生）且入學成績優秀者，
各系所於每學年入學碩
士生中擇優推薦，送教
務處提交「本校學生入
學獎勵金審查小組」審
議，每一碩士班至少一
名，餘依各碩士班招生
名額綜整考量彈性調整，
總人數以不超過84名為
原則，每名核發新台幣2
萬5仟元。

 獎助金額：每學年視年度
募款總金額，由審查小組
審議各系獎助總金額。

 審核程序：
新生入學獎學金：由各系每
學年依核定總額，提送獎勵
名單與金額，送本院辦公室
提送「本院學生入學獎勵金
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
小組）審議，獎勵名單於每
年10月底前公告，並核發獎
勵金。獲獎名單公告後，獲
頒本獎勵金者因故離校（含
休學、退學）時，該獎勵名
額不予遞補。

本系預研生，在學期間
每學期(連續二學期)本
系自動頒發每名新台幣
壹萬元獎學金。

每學期(連續四學期)本
系自動頒發每名新台幣
伍仟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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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雙聯學制
本系簽訂雙聯學制一覽表:

 2+2雙方學士學位：

學生可在本校就讀兩年，接著到雙聯學制學校學習兩年的課
程，即可獲得雙方之學士學位。

 1+1雙方碩士學位：

碩士班學生可在本校就讀一年，接著到雙聯學制學校學習一年
的課程即可取得雙方之碩士學位。

學制 雙聯學制學校

學士班2+2 美國肯尼索州立大學

碩士班1+1
美國肯尼索州立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Fresno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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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雙聯學制學生

學年 姓名 年級 學號 學制 名稱 備註

108 盧柏鈞 資工碩一 M0854001
碩士班
1+1

美國肯尼索州立大學
本系五年一貫生
於107-1提早畢業，並於107-2
提早入學本系資工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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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參與產學合作

計畫時間 計畫名稱 廠商名稱/政府機構 參與教師 金額

2020/9/8/1~2021/5/31
整合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PLC與製造

管理系統MES之創新產品研發
光測有限公司 伍朝欽 43萬

2018/4月1~2019/1/31 第十三屆盛群盃HOLTEK MCU創意大賽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陳伯岳/鍾翼能 1,050,000

2019/7/1~2019/12/31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
畫

和碩生技公司 魏凱城 7,2000

2018/10/01~2019/09/30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智慧化研磨系統平
台研發(3/3)(107-2218-E-018-001)

銀泰科技/科技部
賴聯福
伍朝欽

6,060,000

2017/10/01~2018/09/30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智慧化研磨系統平
台研發(2/3)(106-2218-E-018-001)

銀泰科技/科技部 賴聯福/伍朝欽 4,950,000

2017/7/1~106/12/31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
畫

伊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魏凱城 7,2000

2016/10/01~2017/09/30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智慧化研磨系統平
台研發(1/3)(105-2218-E-018-001)

銀泰科技/科技部 賴聯福/伍朝欽 6,020,000

2016/7/1~2016/12/31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
畫

曜鋅科技公司 魏凱城 7,2000

2016/4/1~2016/7/31 系統訊息自動發報系統開發 隆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魏凱城 9,2000

2016/1/1~2016/12/1 瑕疵檢測技術合作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魏凱城 /伍朝欽 552,000

105/11/1~106/4/30 雲端行銷服務系統開發計畫 伊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魏凱城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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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參與產學合作

計畫時間 計畫名稱 廠商名稱/政府機構 參與教師 金額

2015/05/01～ 2016/03/31
高精密線性滑軌、滾珠螺桿之智能化磨
床開發(104-3011-E018-001)

銀泰科技/科技部 賴聯福 2,934,000

2015/7/1~2015/12/31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
畫

黃朝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魏凱城 7,2000

2012/02/01～ 2013/01/31
教育部101年度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
畫

鼎誠資訊/教育部 賴聯福/丁德榮 250,000

2011/06/01 ~2012/05/31
智慧型水質檢測品管系統之研發 (100-

2622-E-451-005-CC3)
京魁系統/國科會 賴聯福 225,000

2002/12/01 ~ 2003/12/31

中部科學園區推動計畫：以行定通訊平
台發展的遠端遙測與監控系統 (91-2218-

E-018-004 )

和信電訊/國科會 賴聯福 3,499,200

47



學生競賽

為鼓勵全系學生參與各項競賽活動與專業證照檢定，以激發學生之
進取心、榮譽心並為系爭光，訂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學生參加各項競賽獎勵辦法」。

 申請對象：學生（團隊或個人）於本系在學期間對外參加活動競賽獲獎者。

 申請類別：分資訊專業競賽類、專業證照類、英語能力檢定類等三類。

名次

等級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佳作等其

他名次
範例說明

A 10,000 5,000 2,500 2,000
ACM, DAC/ISSCC或相當等級之
國際性競賽

B 5,000 3,000 2,000 1,000

教育部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
競賽、旺宏金矽獎、中華電信
軟體加值大賽或相當等級之全
國性競賽

C 3,000 1,500 1,200 800

全國車載資通訊創意與實作競
賽或相當等級之全國性特定領
域或性質之競賽

D 1,000 800 600 500 區域性程式競賽或資訊競賽

備註: 1.參賽隊伍未達八隊者，獎勵金減半發給。
2.同名次者，獎勵金對分。
3.獎勵金核發以申請之類別(團體或個人)為單位。

項 目 獎金1500元 獎金3000元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87分-110分 111分以上

全民英檢測驗（GEPT） 中高級複試通過
中高級複試及高級初

試通過

多益測驗 聽力閱讀

（NEW TOEIC）

多益測驗口說

850分-880分

及

110分(含)以上

881分以上

及

111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 聽力閱讀

（NEW TOEIC）
850分-880分 881分以上

48



學生競賽 獎勵級別 獎勵金 (單位:新台幣)
第一級 3,000
第二級 2,000
第三級 1,000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獎勵級別
國際認證 CCNA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Cisco 3

國際認證 CCNP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Cisco 2

國際認證 CCDA (Cisco Certified Design Associate) Cisco 2

國際認證 CCDP (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 Cisco 2

國際認證 CCIE(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 Cisco 1

國際認證 CCSP (Cisco Certified Security Professional) Cisco 2

國際認證 SCJA (Sun Certified Java Associate) Sun 3

國際認證 MCSE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Engineer) Microsoft 2

國際認證 MCSD (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 

Developer)
Microsoft 2

國際認證 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Associate)
Microsoft 3

國際認證 MCSM（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Master） Microsoft 1

國際認證 LE (Linux Essentials) Linux 認證IDC 公司 3

國際認證 LSA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Linux 認證IDC 公司 2

國際認證 LNA (Linux Network Administration) Linux 認證IDC 公司 2

國際認證 LEA (Linux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Linux 認證IDC 公司 1

國際認證
LPIC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ed) 

LevelⅠ
Linux 認證IDC 公司 3

國際認證
LPIC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ed)

LevelⅡ
Linux 認證IDC 公司 2

國際認證
LPIC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ed) 

LevelⅢ
Linux 認證IDC 公司 1

國際認證 NCLP (Novell Certified Linux Professional) Novell 2

國際認證 RHCE (Rea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RedHat 3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獎勵級別
國際認證 OCA(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Oracle 3

國際認證 OCP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Oracle 2

國際認證 OCM (Oracle Certified Master) Oracle 1

國際認證 OCAJP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Programmer)
Oracle 3

國際認證 OCPJP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Programmer)
Oracle 2

國際認證 OCMJD (Oracle Certified Master Java 

Developer)
Oracle 1

國際認證 OCPJWCD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EE5 Web Component Developer)
Oracle 2

國際認證 OCPJBCD(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EE5 Business Component Developer)
Oracle 2

國際認證 OCEJWSD(Oracle Certified Expert, Java 

EE6 Web Services Developer)
Oracle 1

國際認證 OCMJEA(Oracle Certified Master, Java 

EE5/ EE6 Enterprise Architect)
Oracle 1

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

CPE專家級(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Expert)

大學程式能力檢
定委員會

1

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

CPE專業級(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Professional)

大學程式能力檢
定委員會

1

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

CPE進階級(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Advanced)

大學程式能力檢
定委員會

2

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

CPE中級(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Intermediate)

大學程式能力檢
定委員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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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競賽 獎勵級別 獎勵金 (單位:新台幣)
第一級 3,000
第二級 2,000
第三級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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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獎勵級
別

EC-Council資訊安全
攻防系列
國際證認

C∣ND網路防禦專家
認證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3

EC-Council資訊安全
攻防系列
國際證認

C∣EH駭客技術專家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2

EC-Council資訊安全
攻防系列
國際證認

C∣EH駭客技術實戰專
家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2

EC-Council資訊安全
攻防系列
國際證認

C∣EH MASTER駭客技
術大師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1

EC-Council資訊安全
攻防系列
國際證認

E∣CSA資安分析專家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1

EC-Council資訊事件
回應系列
國際證認

C∣CIH資安危機處理
員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3

EC-Council資訊事件
回應系列
國際證認

C∣HFI 資安鑑識調查專
家

EC-Council國際電子商務顧
問

2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獎勵級別

EC-Council資
訊事件回應系
列
國際證認

E∣DRP 資安災害復原專家
EC-Council國際
電子商務顧問

1

EC-Council資
訊安全國際認
證

EC-Council CTIA 威脅情資分析專家

EC-Council Certified Threat 

Intelligence Analyst

EC-Council國際電子
商務顧問 3

EC-Council安
全運營中心
(SOC)分析師
國際認證

EC-Council CSA 安全營運

EC-Council Certified SOC Analyst

EC-Council國際電子
商務顧問 2

EC-Council資
訊安全國際認
證

EC-Council CISM 資安經理人

EC-Council Certifie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EC-Council國際電子
商務顧問 1

EC-Council資
訊安全國際認
證

EC-Council CCISO 資安長

EC-Council Certified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EC-Council國際電子
商務顧問 1

國際資訊安全
專業人員證照

CISSP資安系統專家認證

Certified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Professional

(ISC)² 1



本系資工碩士班二年級 陳其賢同學

錄取~~經濟部工業局「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

109年7月至12月止，
獲詮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台幣一萬元/月之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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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資工碩士班二年級 王德祥同學

錄取~~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109年菁英培育獎
助」

109年1月1日起，就學期間
獲車測中心每月提供
新台幣一萬五仟元之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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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資工物聯網碩士班一年級 鍾國辰 同學

錄取~~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110年菁英培育獎助」

110年1月1日起，就學期間
獲車測中心每月提供
新台幣一萬五仟元之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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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本校提供多項校內、內外獎助學金，詳如至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參閱。

http://stuaff01.ncue.edu.tw/files/11-1020-1014.php?Lang=zh-tw

校內獎助學金

校外獎助學金

工讀助學金

急難救助扶助

校園餐券發放

原住民獎助學金(原資中心)

入學獎勵金(教務處)

僑生獎助學金(國際處)

高教深耕揚鷹計畫獎勵金(教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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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進路

本系應屆畢業生大部分可考取國內知名資訊相
關碩士班進修。

在就業方面:畢業生擁有寬廣而多樣的就業管
道，畢業生任職科學園區、研究單位、私人企
業或擔任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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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畢業進路56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時代來臨~

資訊工程科技領域涵蓋網路、軟體、系統整合及IC設計，為目前「物聯網」所需
之主要領域範圍。

Hot Jobs！

★物聯網工程師：
須同時具備「智能」與「通訊」2大領域的專業知識，在傳統產品上增添感知功能，進而
連網。

★物聯網系統研發工程師：
協助架構物聯網平台，並進行開發測試。另外也須負責跨平台的系統移植。

★數位IC設計工程師：
參與物聯網IC開發設計，須同時具備程式設計與影像處理能力。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172期

資訊工程系-畢業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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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系友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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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傑出碩士班系友生涯發展-林家樑、王聖智

現職:

台北市政府資訊局/

應用服務組/分析師
經歷:

 資工碩士班102級

現職: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檢
測暨網通技術組/副主任
經歷:

 長榮大學助理教授
 資工碩士班96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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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傑出碩士班系友生涯發展-孫任毅、盧鍾、陳金源

盧鍾
現職:

趨勢科科技股有限公司
經歷:

 資工系大學部 98級畢業生
 資工碩士班100級畢業生

孫任毅
現職:

匯頂科技 GOODIX

經歷:

 資工碩士班100級畢業生

陳金源
現職:

聯發科技份有限公司/技術副理
即將轉任:

香港商默升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資深工程師
經歷:

 資工系碩士班100級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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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生畢業流向

科技公司 政府部門 教職 財團法人 升學 準備就業 其他

人數 47 11 7 3 2 13 3

百分比 54.7% 12.8% 8.1% 3.5% 2.3% 15.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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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流向統計圖

40K~50K

43%

50K~60K

23%
60K~70K

4%

70K~100K

15%

100K以上

15%

碩士班畢業生薪資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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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生畢業流向
碩士班學生任職上市/外商科技公司

聯發科技份有有限公司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oogle資料中心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光科技公司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JABIL捷普研發中心 怡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匯頂科技GOODIX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K海力士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凌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89%

42.22%

13.33%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上市

未上市

外商

科技公司/外商、上、未市比例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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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傑出大學部系友生涯發展-邱柏勳、吳展瑋

現職:

GOOGLE (台灣)/工程師
 資工系大學部98級

現職:

好想工作室 創辦人
經歷:

 最早開發此口罩地圖程
式

 資工系大學部96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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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之亂終結者-本系吳展瑋學長開發口罩地圖廣受媒體關注

相關連結:

＊TVBS新聞網 「工程師開發「口罩地圖」耗60萬 唐鳳找到他」
＊聯合新聞網 「直擊口罩實名制的幕後工程 政府、藥局、工程師全
跳下來解圍」
＊聯合新聞網 工程腦抗病毒 唐鳳的民間「神隊友」終結口罩之亂
＊三立新聞網 「開發口罩地圖夯 工程師收60萬帳單」
＊自由時報 吳展瑋架設「口罩地圖」黃偉哲致贈感謝狀
＊數位時代 超商口罩地圖工程師坦言「聯繫上唐鳳」，實名制將上
路…他們打算怎麼做？
＊華視新聞 口罩地圖 工程師科技抗疫
＊未來城示 「科技防疫｜自製「超商口罩地圖」的工程師：地圖上
線6小時，我收到60萬Google帳單」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嚴竣，造成一罩
難求之情況。最早開發此口罩地圖程式之軟
體工程師，即是本校資工系吳展瑋校友。透
過政務委員唐鳳聯絡，合作開發出「超商口
罩地圖」及「藥局版口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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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ue.edu.tw/p/406-1000-2522,r93.php?Lang=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DTmbDMFU&feature=youtu.be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58/433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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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50417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453/mask-in-pharmacy-2020
https://news.cts.com.tw/cts/life/202002/202002241991496.html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239?fbclid=IwAR0-HsbL-OtLgRE1W75hGzaqLIR9QW90d6OUbxNmaHEo0WfXepvahGlFUec


智慧車聯網主題式課群
(計畫主持人:伍朝欽教授)

「智慧車聯網實務」課程將學習如何建置
五層式智慧車聯網系統，並以車輛研究與
測試中心(車輛中心)四個研發主軸：「安
全」、「通訊」、「節能」與「停車」，
做為系統功能與技術要求，探討其設計因
素與實作演算法。

以「車隊智慧出遊系統」為專題主題，讓
學生利用其他課程所學及建構之子功能及
子系統，整合、創作一個可展示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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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車聯網主題式課群
(計畫主持人:伍朝欽教授)

增設三間智慧車聯網專用實驗室，配合主題課程之教學
與實驗。

ㄇ字型電腦教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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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車聯網主題式課群
(計畫主持人:伍朝欽教授)

增設三間智慧車聯網專用實驗室，配合主題課程之教學
與實驗。

過關評量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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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車聯網主題式課群
(計畫主持人:伍朝欽教授)

增設三間智慧車聯網專用實驗室，配合主題課程之教學
與實驗。

彰化市區道路擬真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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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車聯網主題式課群
(計畫主持人:伍朝欽教授)

建立成果展示專區與雲端展示系統，分享學生作品，推廣主題
課群概念。

建立教學資源共享雲端系統，藉由經驗傳承，開發更大型且創
新之實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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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聯絡電話:04-7232105 分機8401~8405

本系EMAIL:csie@cc2.ncue.edu.tw

本系系辦公室位置:寶山區工學院大樓1樓

資工系網頁:www.csie.ncue.edu.tw

資工系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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