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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李博明老師榮獲 2019 IEET 教學傑出成奬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二年舉辦一次的教學傑出獎，108 年 5 月 24 日於長榮

海事博物館進行頒獎典禮。本次全國總共有來自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南臺科大

等 10 位老師，獲得年度教學傑出獎的榮譽，其中南臺科技大學由電子系李博明副教

授以及電機系杜翌群副教授分別獲得此獎項，與清華大學皆為兩位老師獲獎，並列本

年度最大贏家。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是一個非營利性組織，主要宗旨為研究、推廣工程及科技教育，

培育專業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其推動的「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係

針對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校院、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授予副學士、學

士、碩士或副教授學位之學程（degree-granting program）進行認證。IEET 自 2004 年

來，負責推動國內的工程教育(EAC)、資訊教育(CAC)、技術教育(TAC)、建築教育(AAC)

及設計教育(DAC)認證。目前國內已經有臺、清、成、交等數十所公、私立大學參與此

項認證，是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教育認證單位，其認證並獲得國際肯定，可與國際接軌。 

為提升國內教學品質，持續提倡以學生學習成果導向之教學和評量，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自 2015 年起辦理 IEET 教學傑出獎項，藉此鼓勵受認證之學程教學成效卓越之

教師。南臺科技大學自 2015 年以來，連續獲得該學會的肯定，為全臺唯一一所連續三

屆獲得 IEET 教學傑出獎之大學；2015 年由本校電子工程系余兆棠教授獲獎，2016 年

則由視覺傳達設計系陳重光教授取得這項榮譽，2019 年更由電子工程系李博明副教授

及電機工程系杜翌群副教授再次榮獲這項榮譽。 

此次獲獎的杜翌群副教授亦曾獲得 2017 年 Super 教師全國大專組評審團特別獎

及「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2018 年「金鐸獎」教學獎，而李博明副教授則為 2018 

年 Super 教師全國大專組首獎得主，此次再獲得本年度 IEET 教學傑出獎。顯見南臺

科技大學在教學方面的深耕，已受到各界的關注及肯定。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理事長歐善惠(左)頒發教學傑出獎予李博明副教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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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報導：南臺科大發表快速偵測有害氣體環保新利器 

 經濟日報 莊玉隆 2019-05-20 

環保意識抬頭，各界對空氣品質的相關議題日趨重視，為國人身體健康把關，南

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邱裕中團隊，研發出在 3 秒內可快速偵測有害氣體的分析

儀器，有效監控、防治空污，讓民眾呼吸乾淨空氣。這項環保新利器，為乘載無人飛

行器的可攜式空氣品質監測系統，適用定期或不定期的空氣品質監測數據與分析，有

效防止工業廠房排放有害氣體與微粒，提高空氣品質。 

邱裕中表示，目前國內環保署的空氣品質檢測站，大多使用大型儀器，不適於機

動防治。再者，空氣汙染時間，飄忽不定，更不會侷限在固定範圍，難以掌控；以現

行環保署的固定式空氣品質檢測站，無法即時掌握到空氣汙染源位置，以及其相關飄

散資訊，若要進行即時數據分析，困難重重。此外，市面上現行流通的氣體感測器，

皆為電化學式半導體感測器，以金屬氧化物感測器為例，反應速度慢、感測頭必須經

常更換，且容易受到環境溫濕度的干擾，使用上限制條件也較多。 

邱裕中長期投入光學式感測器的研究，2019 年執行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

研究中心「AQI 氣體感測器服務平台專案計畫」，致力開發光學式氣體感測器，更專

注於自行開發設計光感測器元件。邱裕中說，光感測器元件具有偵測特定波長的功能，

能有效排除背景光線的干擾，進而提升訊雜比，非常適用於光學式氣體感測器，相較

於傳統的電化學式氣體感測器，光學式氣體感測器反應速度快、使用週期長、無耗材

需求，符合環保，目前已可偵測 PM2.5 濃度、二氧化氮濃度、反應時間 3 秒內，可應

用於工廠煙道環境、大型鍋爐燃燒排放、大型柴油輪船的燃燒排放監控，相關技術獲

得系統廠商的認證，並簽署技轉合約，已進入量產階段。 

校長盧燈茂表示，學校非常鼓勵老師創新研發，也積極補助經費讓老師從事相關

研究，台灣空氣污染日益嚴重，空污檢測開發與應用，已是學校鼓勵的重點之一，讓

老師「化研為用」，創造有利於經濟發展、民生市場的新事物，期許未來能為學校帶

入更多樣的經營面貌。 

 
邱裕中教授 (左二)與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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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佳大學調查 南臺科大排名大躍進 
 

南臺科技大學在遠見雜誌日前公布的「2019 台灣最佳大學排行榜」，技職大學排

名，從去年第 12 名躍升為第 7 名，首次進入前 10 強；另外，在大學分類排行文法商

大學類的名次，也由去年的第 19 名進步到第 14 名，為唯一入榜的科技大學，同時在

全國私立大學排名中，與明志科大入榜前 20 名的唯二技職大學。 

在該調查的六大面向中，社會影響力 (包括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校長互評、在

學學生參與競賽、論文出版成效等)，私立科大第一、全國第八；九項關鍵指標中，在

學學生參與競賽論文出版，排名第四，為全國科大第一；台灣專利數方面，排名第七。

在在突顯該校在董事長張信雄與校長盧燈茂的領導，近年來推動教學卓越與發展典範

科大及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挹注下，辦學績效獲得豐碩成果，贏得各界肯定。 

南臺科大以產業最佳夥伴自我定位，在教學革新與致力產學的基礎上戮力耕耘。

近年來，依既有的發展規模與辦學特色、外部區域條件、人才需求、產業趨向等因素，

及緊密鏈結校務發展計畫五大發展主軸，分別就落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

學校特色、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性、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四面向，提出 32 個推動策略與

對應具體作法，並在董事會大力支持、全校教職員生通力合作下，已初具成效，未來，

該校在各項辦學策略具體實施持續發酵下，前景可期。 

校長盧燈茂表示，南臺科大建校 50 年以來，秉持「信義誠實」校訓，作育英才，

不僅持續邁向「技職頂尖的標竿學校」，也不忘實踐「造福社會，建設國家」的創校

宗旨，使南臺科大辦學除了要贏得教育界的好評價與榮譽之外，也要獲得社會各界的

高度肯定與口碑。 

盧燈茂說，南臺科大多年來致力教學革新，推行國際化，深耕產學合作，整合產

官學研外部資源，不僅協助企業培育契合式人才，解決產業人力缺口，並與企業共同

開發關鍵技術，建立師生研發應同時，也展現產業應用價值的觀念，協助區域中小企

業升級轉型，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遠見》「台灣最佳大學排行榜」: 2019 年技職排行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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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號外! 

恭喜以下 17 位同學錄取 108 學年度電子系預備研究生! 

 
  



6 

光榮事蹟：恭喜南臺科技大學電子系博士生陳良弼拿到

個人最大獎_「青年學者潛力精英獎」 
 

  
 

 
指導教授張萬榮老師與陳良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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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事蹟：電子系郭敬暘榮獲 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

400 公尺接力銅牌 

 

南臺科大同學(由左至右)電子系郭敬暘、國企系王彬、電機系王柏文、電機系鄭維允

榮獲 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 400 公尺接力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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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事蹟：電子工程系獲得 107 學年度系際杯排球錦標

賽冠軍 
 

 

  
學生活動: 畢業典禮 

     
本校於 108 年 6 月 1 日舉行「108 級畢業典禮」，此屆畢業生多達 4,405 名，學校

特別規劃上午、下午及星光三場畢業典禮，讓全體師生、貴賓、家長一同歡送畢業生。

蔡英文總統及陳建仁副總統特頒賀電，期勉畢業生能確立具體方向目標，翻轉學習探

索未來，以自我成長迎接挑戰，共同為國家永續榮景貢獻心力。校長盧燈茂、董事長

張信雄、南臺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理事長王耀德等貴賓則期許學生戮力追求遠大

的目標和理想，成為樂觀進取的人，將所學貢獻國家社會。畢業典禮以「薪火相傳夢

想飛航」為主題，意指畢業生與校友薪火傳承，逐年茁壯、邁向成功，以及「你以南

臺為榮，南臺也以你為榮」知足回饋的成長歷程。 

    南臺科大辦學績效良好，已躋身頂大水準，2019 年更榮獲 CHEERS 雜誌「企業最

愛大學生」全國科技大學第六私立科大第一之殊榮，與國立大學並駕齊驅。今年畢業

生更有許多的突出表現，電子系畢業生蘇明偉同學，在大三時獲得最大規模獎學金—

「鴻海獎學鯨」(每人 10 萬元)，且在課業、社團、志工表現也都相當優異，考取 15 張

證照，並參與多項資訊競賽，堪為學弟妹的榜樣，學生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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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108 級畢業典禮現場情形 

    本系今年大學部共有 5 班、研究所一班及兩位博士畢業學生，獲獎名單如表列，

其中陳良弼代表博士生於畢業典禮代表上台接受校長親自撥穗。 

107 級畢業典禮電子系學生獲獎名單(德智體群&證照達人)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德育獎 

碩研電子二甲 郭丞晉 四技網通四甲 黃冠華 四技晶片四甲 王泳茗 

四技晶片四乙 沈姿珊 四技系統四甲 邱淳甄 四技微電四甲 顏宜德 

智育獎 

博研電子三甲 林岑芳 碩研電子二甲 吳明達 四技網通四甲 林柏彰 

四技晶片四甲 林丞沛 四技晶片四乙 沈姿珊 四技系統四甲 蘇康維 

四技微電四甲 顏宜德     

體育獎 

四技微電四甲 蔡翔宇 四技系統四甲 許惟喬 四技晶片四乙 沈姿珊 

四技晶片四甲 張天一     

群育獎 

四技系統四甲 陳俊融 四技系統四甲 曾亮齊 四技微電四甲 吳翊維 

四技網通四甲 邱宏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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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於學校舉行畢業典禮前，系學會規劃於國際會議廳舉行本系之撥穗典禮，余

兆棠主任主持開場介紹參與師長，陳文山老師、李大輝老師、李博明老師、陳昭綾老

師、王俊凱老師、張萬榮老師熱情參與並給畢業同學祝福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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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的撥穗典禮會場 

  

  
頒獎 



12 

 
系統四甲 

 

 
晶片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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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四乙 

 

 
微電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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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通四甲 

 
碩研電子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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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彩與花絮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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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教學活動:107 學年四年級專題實務得獎作品展示

與     專題口試記實 
田子坤老師 撰稿 108.6.12 

    實務專題課程為本系為檢驗學生在校四年學習成果與核心能力之重要科目，課程

之安排使學生有充分時間可進行專題創作，達到所學所用之效果，分別開課在大三及

大四下學期。為使專題實務課程能有效達到預期之目標，本系特制定電子工程系學生

專題實施要點以規範與輔導學生進行實務專題課程。 

 在為期一年半的實務專題課程中，學生須在大三下找好專題指導老師，接受老師

之指導進行專題製作。在此期間學生可能須根據指導老師之要求參與相關之研究或資

料收集與研讀及進行專題實驗。本系實務專題課程除強調學生實作之精神外，也教導

學生撰寫計畫書之能力。藉由此課程，在大三下學期結束前，學生須以組為單位撰寫

實務專題研究規劃書。在此規劃書撰寫過程中，學生可學習如何與同組同學討論及分

工合作，同時學會如何進行專案規劃。為加強學生之學習效果及考核學生此階段之學

習成效，本系要求大三學生在學期末所繳交的實務專題研究規劃書，須經系學術委員

會老師審閱及評分。本系學術委員審閱學生所撰寫之專題規劃書並給予初稿修改意見，

要求學生進行補充修改後再給予評分。此外為教導學生重視智慧財產權及了解智財權

相關事項，本系要求學生在實務專題課程修課過程需到學術倫理網站修讀學術倫理課

程，並於期末繳交修課證明。 

    大四學生於 5 月前完成作品並參加校外比賽，於每年 5 月舉辦大四學生專題作品

成果展及口試，並安排本系低年級學生來觀摩，比賽得獎或發表論文之專題作品參與

實務專題作品展示外，作品未得獎之學生也同時參與展出並接受老師口試。每一組除

展出作品外，並張貼海報簡介作品。參與展示之學生除全員出席參與展出作品外，並

對參觀之師長及同學講解作品內容及創意。特別鼓勵大一至大三電子系學生參觀。 

今年度大四學生表現非常優秀，107 學年第 2 學期共有 223 人修習實務專題(二)，

其中有 49 組 145 位學生參加比賽得獎或發表論文，符合本系專題實施要點之規定得

申請由指導老師自行口試，但須參加作品公開展示與解說，另外有 20 組 54 位學生申

請口試。也有 24 位學生未提出申請(不及格要重修)，107 學年大四學生專題製作之詳

細統計資料如表一。 

 

表一：107 學年大四生專題執行情形統計表 

 微電四甲 系統四甲 晶片四甲 晶片四乙 網通四甲 
修課人數 46 43 44 42 48 
申請指導老

師自行口試 
34 32 34 21 24 

申請口試 7 8 8 13 18 
未申請 5 3 2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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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視四年級學生一年多來的努力成果，本系於 108 年 5 月 15 日舉辦 107 學年大

四學生專題作品成果展及口試。今年展示會分三梯次輪流舉行，並安排本系低年級學

生來觀摩。展示會由系主任開場，說明目的及給予學生勉勵，圖一為系主任及專題口

試老師與第一梯參加展示學生合照。今年學生專題作品展示規模比往年壯觀，除學生

比賽得獎或發表論文之專題作品參與實務專題作品展示外，作品未得獎之學生也同時

參與展出並接受老師口試。為鼓勵學生參與專題作品展示與方便電子系學生參觀，這

次作品展示場地特選在電子系 J 棟 1F 走廊展出。每一組除展出作品外，並張貼海報簡

介作品。參與展示之學生除全員出席參與展出作品外，並對參觀之師長及同學講解作

品內容及創意，如圖二及圖三。 

  
圖一、專題口試老師與學生合影      圖二、專題作品展示學生接受老師之詢問 

  
圖三、參觀專題作品展學生            圖四、學生接受口試老師詢問 

 
第一梯次作品展出主要以參加口試之組別為主，參與口試學生為參加過比賽未得

獎之同學，今年度有 19 組學生參與口試，由林福林、楊榮林及田子坤老師共同評分，

圖四為學生接受口試老師詢問情形。本梯次展出作品除參與口試學生作品外，另有部

分參加比賽得獎之學生作品，其中以圖五張萬榮老師指導顏宜德等四位學生作品；基

於深度學習技術之智慧藥物辨識系統獲得教育部 DSP 比賽第一名及胡偉文老師指導

吳翊維等三位同學之智能水閥獲得全國水五金創新設計大賽優等最為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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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梯及第三梯參與展示之專題成果皆為參加比賽得獎學生作品，在第二梯展示

作品中最為耀眼的作品有張萬榮老師指導余岳勳等四位學生之視障者用藥辨識智慧

眼鏡裝置獲得經濟部技術處搶鮮大賽季軍、楊榮林老師指導魯裕元等三位學生所創

作之智慧型瓦斯烘豆機外掛監控模組、及楊庭銘等兩位同學所設計之智慧化油煙處理

系統分別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創新競賽佳作及全國大專院校產學創新實作競賽佳

作，圖六為楊庭銘與陳念慈所展出之智慧化油煙處理系統作品。電子系余主任指導張

正耀等三位同學之校園空氣品質監測網及由蔣承佑等三位學生所設計之智慧頤帶安全

帽分別獲得盛群杯佳作及傑出獎，圖七為蔣承佑等三位同學展出之智慧頤帶安全帽作

品。唐經洲老師深耕於汽車電子領域，多年來指導學生獲獎不計其數，今年度唐老師

指導學生分別獲得車用電子創新第 2 名、盛群盃佳作、車用電子創新發明賽優等、及

兩岸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第三名等多項獎項，圖八為陳子躒等三位學生所設計 CAN 

BUS ECU 之手機遠端遙控作品獲得車用電子創新發明賽優等獎。 

           

  
圖五、教育部 DSP 比賽第一名學生作品            圖六、智慧化油煙處理系統 

  
       圖七、智慧頤帶安全帽          圖八、CAN BUS ECU 之手機遠端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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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學生展示作品中，有黎靖老師指導郭周全等五位學生參加國際電腦鼠比賽

獲得第二名作品。郭瀚鴻老師指導張天一等三位學生創作遠端監控魚菜共生系統，參

與校慶專題作品展獲得第一名。薛雲太老師指導學生設計之 SMD rework 返修台獲得

產學創新實作競賽佳作。李大輝老師指導謝念軒等四位學生設計陣列式發電具自動化

追日系統獲得人工智慧暨機器人設計與應用亞軍。胡偉文老師指導張仁鈞等學生之自

動飼料機獲得行動與智慧終端創新應用賽特優獎。李博明老師指導四位學生之作品全

國青年創議應用賽銅牌獎。圖九、十為部分獲獎學生作品。 

 

  
         圖九、SMD rework 返修台                 圖十、 自動飼料機 

 
 本次學生專題作品展示學生參與非常熱烈，除四年級學生展示成果外，三年級與

低年級學生也熱烈參與。為強化展示效果，電子系要求三年級學生需撰寫參觀學習單，

加強三年級學生對專題製作課程與專題作品研究能有更進一步之了解，學生除可了解

本系專題實施方式外，也可藉由學長之得獎作品與製作經驗得到啟發。同時對於未來

之實務專題之研究方向能有更進一步了解，達到本系舉辦作品展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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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教學活動:邱裕中老師的創意思考課程，引入創意

高齡思維，讓學生藉由創意新思維強化心靈素質與強

度，面對未來高齡社會 
 

  今日（1080501）很榮幸昨日可以邀請到周妮萱講師，前來演講，演講主題為：創意

高齡 (Creative Ageing)！ 

    因應人口老化，長照的概念已經變成一門顯學，妮萱講師於英國求學期間，專攻

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後更因其家庭長期照顧經驗，開始更進一步深入「創意高

齡」，結合服務設計的設計方法，提倡創意長照思維。這個概念小弟也是第一次聽到，

過程中講師講解了英國老年人受限於文化枷鎖，在超高齡社會中如何利用藝術創造來

帶領自我走出思維的錮柩，創意高齡更強調每個人在變老過程中如何鍛鍊「心智肌耐

力」，確實是令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有感於台灣的長照偏重硬體設備以及科技輔

具，講師目前所任職的地方，更是打造「創新長照」的服務平台。過程中講師也分享

了丹麥整個國家的老人照護文化，真的十分精彩！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邀請妮萱前

來演講。 

  

周妮萱講師授課實況 

 

系上教學活動:專題演講 

很榮幸週二(1080507）可以邀請到奇美醫院柳營分院的侯佳儀技術主任前來南臺科技

大學演講，演講主題為：從滴血認親談輸血醫學。 

生老病死人之常態，每個人都有意外與住院的機會，當面臨到輸血的情況時您對輸血

的了解有多少呢？ 

讓我們聽專家如何說～～ 

講師說輸血從古代發展到現代，從未知到已知，已經不是單純把血型分成Ａ、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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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型這麼簡單，每一次輸血都必須謹慎的檢驗確認才能將風險降到最低，輸血錯誤

嚴重可能會致死，真的太嚇人了。再加上血型會被疾病、年齡影響導致變化，真的太

專業了。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邀請侯佳儀技術主任前來演講。 

  
 

  

侯佳儀技術主任授課實況 

 

系上教學活動:專題演講 

    非常高興週二(1080514)能夠再次邀請到奇美醫院吳麗卿主任前來蒞臨指導，這次

吳主任繼續把主題給深化了 → 在本次的演講中我們學習到原來人體腸道裡面的菌種

是一個不錯的研究課題，好的菌種會維持人體身體的平衡，但是如果過度使用抗生素

的話，腸道的菌種有可能會被過度破壞而失去本來的平衡，課程中還介紹了細胞醫療

的進展，透過自體細胞的循環與培養可以用來治療自己本身的癌症或疾病，真的是醫

學上一大進步啊！看到現場的同學聽得眼睛都睜大大的，想必是收穫非常多，希望這

種演講可以常常舉辦來對我們這些電子電機領域的人多一點灌頂加持的功用！另外最

重要的是吳主任特別勉勵學生要先強化自己的強項，才是在社會上好的競爭方法，有

競爭力之後再慢慢彌補自己的弱項。這真是一個很棒的建議，也是一個優秀的思考邏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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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麗卿主任授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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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 臺南高工電子科學生參訪本系 

孫萱旻 撰稿 

    2019 年 5 月 10 日 星期五本校邀請國立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子科學生參觀本

校電子系，目的希望提升高中職學生就讀技職院校意願。雖然本校為私立科大，但是

是私立技職科大排名第一，資源豐富，不輸國立大學。本活動參與人次由台南高工電

子三甲學生 38 位，老師 3 位，以及電子三乙學生 37 位，老師 3 位，共計 81 位人員。 

    本系李博明老師為參訪學生介紹系上新建置一跨領域專題實作空間『J-Maker 實

作工坊』，J002 實習空間放置數位多功能量測平台、個人電腦、排煙系統、一小型會

議室以及一面大型黑板牆；J003 實習空間放置 3D 列印機、PCB 雕刻機、光固化 3D 列

印機、5 軸 CNC 及排煙系統。因是新建置實作工坊，固如有幸進入本系就讀之學生，

可使用到全新儀器、設備，環境乾淨整潔的實作空間。 

    本次活動為參訪學生安排參觀 J-Maker 實作工坊，全程由李博明老師為參訪學生

展示歷屆學生使用 3D 列印機所列印之專題成品，並由學生示範 3D 列印機之列印，有

分單噴頭與雙噴頭，單噴頭只可列印一種顏色，雙噴頭可列印兩種顏色。學生如有任

何專題想法，與老師討論過後，都可前來 J-Maker 實作工坊使用 3D 列印機列印自己的

專題。老師也會開課，教導學生列印的工具、軟體還有操作方法。 

  
李博明老師展示 3D 列印機所列印之專題成品 

    再來介紹 PCB 雕刻機(上圖三)，以前都用洗板子為主，有時候電路會洗不好，而

且會產生許多廢液，自從有了 PCB 雕刻機後，只要會使用電路設計軟體、雕刻機操作

軟體及設備，其實比洗板子簡單的多。而光固化 3D 列印機(如上圖四)產品生成方式，

李老師以濃度很高的糖水做為例子，使用噴槍燒糖水，糖水會凝結起來，一層一層堆

疊起來的方式比擬光固化列印生成方式，但光固化是以雷射光凝固樹脂，且是以顛倒

方式堆疊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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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博明老師介紹 PCB 雕刻機          李博明老師介紹光固化 3D 列印機 

    五軸 CNC，主要是做木頭加工，另外還有一台四軸 CNC 專門做金屬加工，主要

加工的材質為鋁、鐵、不鏽鋼、銅。 

 
李博明老師介紹五軸 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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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寬敞會議空間                    介紹大型黑板牆 

  
        介紹數位多功能量測平台        介紹排煙系統 

    李博明老師表示，J-Maker 實作工坊內之貴重儀器承諾開放給學生使用，藉此吸

引參訪學生就讀本系意願。學生們只需發揮創意，正確使用設備，維持好環境整潔，

歡迎大家來使用。 

     

系上活動: 立志高中資訊科學生參訪本系 

孫萱旻 撰稿 

 
    本系 2019 年 5 月 22 日 星期三邀請高雄市立志高級中學資訊科學生參觀本校電子

系，目的希望提升高中職學生就讀技職院校意願。雖然本校為私立科大，但是是私立

技職科大排名第一，資源豐富，不輸國立大學。余兆棠主任為參訪學生介紹學校周圍

交通、美食及商店，說明就讀本校的居住或通勤皆具備良好的功能，介紹本系完整的

學程、各式專業實驗、教學設備與教室、優良的授課師資及通過 IEET(台灣工程教育機

構)認證，可提供學生一應具全的就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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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棠主任介紹本系 

     

    本次活動第一站為參訪學生安排參觀體驗電腦鼠，由黎靖老師實驗室學生展示迷

宮電腦鼠；透過介紹中央處裡器、紅外線感測器、馬達與真空吸引系統說明硬體架構，

利用電腦鼠行走迷宮的過程講解軟體程式的演算法功能，清楚展示電腦鼠各方面的專

業技術。 

  
學生展示迷宮電腦鼠 

 
    第二站安排參觀 J-Maker 實作工坊，全程由李博明老師為參訪學生展示歷屆學生

使用 3D 列印機所列印之專題成品，並由學生示範 3D 列印機之列印，有分單噴頭與雙

噴頭，單噴頭只可列印一種顏色，雙噴頭可列印兩種顏色。學生如有任何專題想法，

與老師討論過後，都可前來 J-Maker 實作工坊使用 3D 列印機列印自己的專題。老師也

會開課，教導學生列印的工具、軟體還有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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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博明老師展示 3D 列印機所列印之專題成品 

    再來介紹 PCB 雕刻機，以前都用洗板子為主，有時候電路會洗不好，而且會產

生許多廢液，自從有了 PCB 雕刻機後，只要會使用電路設計軟體、雕刻機操作軟體

及設備，其實比洗板子簡單的多。 

  
李博明老師介紹 PCB 雕刻機 

    而光固化 3D 列印機產品生成方式，李老師以濃度很高的糖水做為例子，使用噴

槍燒糖水，糖水會凝結起來，一層一層堆疊起來的方式比擬光固化列印生成方式，但

光固化是以雷射光凝固樹脂，且是以顛倒方式堆疊生成。 

  
李博明老師介紹光固化 3D 列印機 



28 

    李博明老師介紹使用上較危險的五軸 CNC，主要是做木頭加工。另外還有一台

四軸 CNC 專門做金屬加工，主要加工的材質為鋁、鐵、不鏽鋼、銅，因加工材質是

金屬類，故更加危險，須小心謹慎使用。 

  
李博明老師介紹五軸 CNC 

    第三站安排參觀張萬榮老師的物聯網實驗室(Internet of Things Lab)（如下圖十三、

十四、十五、十六），此實驗室宗旨在於建構一個緊密結合物聯網相關專業教學與科學

研究的平台，以此實驗室為核心從事前瞻嵌入式軟體和硬體以及物聯網應用系統研發。

IoT 實驗室的大學部專題生與碩博士生研究主題均根據產業的技術發展趨勢和實際需

求來規劃，所研發的技術成果因此可與物聯網產業應用與價值緊密結合。 

  

  
張萬榮老師實驗室學生介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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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博明老師表示，J-Maker 實作工坊內之貴重儀器承諾開放給學生使用，藉此吸

引參訪學生就讀本系意願。學生們只需發揮創意，正確使用設備，維持好環境整潔，

歡迎大家來使用。本活動參與人次由立志高中資訊科學生 25 位，老師 1 位，共計 26

位人員。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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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交流活動: 聯勝光電施處長及王經理來訪 

1080524 
    今天非常高興聯勝光電施處長及王經理從台中遠道而來拜訪小弟，除了向兩位長

官介紹光電與積體電路故障分析中心的服務量能，也交換了諸多台灣光電產業趨勢與

發展方向。希望我們雙邊可以藉由產學碩士班、或者是碩士班工讀合作案，來強化更

深入的合作關係，讓本系碩士班學生還沒畢業就已經提前就業，銜接求學道路上的最

後一哩路。 

 
 

參與社區活動:電子系物聯網實驗室善用科技深耕社區 

    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簡稱 USR)透過創新科技以及新媒體

的力量，落實「高齡友善社區營造」之計畫目標，108 年 5 月 25 日在金華社區展示服

務成果，美國加州等四個衛生福利部長和疾管局官員等七人應台灣衛福部之邀來台交

流，會中南臺科大展示「銀髮報報」居家安全服務通報系統、「金華通」社區 APP 以

及由阿公阿嬤擔綱網紅的 Vlog 網路影片等，讓美國嘉賓留下深刻印象與高度肯定，充

分展現跨系跨團隊的社區服務聯盟，透過不同領域的師生合作，將所學專長應用於社

區，成功提升高齡生活品質。其中電子系物聯網實驗室以科技輔具落實社區照護，研

發「銀髮報報」成果融合社區照護受獲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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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報報」研發團隊與金華社區人員合影 

  

 
「銀髮報報」研發團隊與金華社區人員合影 

  
     對此，電子系張萬榮指導教授帶領實驗室學生與本校高齡照護系陳美珠教授及創

新產品設計系歐陽昆教授之研發團隊針對台南市金華社區弱勢族群導入高科技發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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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銀髮報報」，該裝置「銀髮報報」利用低功耗長距離無線通訊技術 SigFox，不需連

結居家 Wifi 網路，可以讓居家老人在平時獨自在家發生緊急事件(如跌倒)時按下按鈕

可以即時求救，本裝置將於今年六月全面導入金華社區，將有效提升社區老人居家安

全。 

  
「銀髮報報」系統展示 郭丞晉同學向參觀展覽民眾介紹「銀髮報報」系統 

  
 

  
參觀展覽民眾親自體驗「銀髮報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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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訪視: 李博明老師訪視實習學生 

1080528 
    今天是大四最後一次實習訪視，廠商對於本系學生的表現都非常滿意，並跟李博

明老師表示會在學生畢業後正式聘用我們的實習生。去年的實習已經看到成效，學生

畢業後獲得錄用，廠商找到有用/可用的人才。今年有很多人踏上實習的路，希望接下

來這一年大家能獲得很多寶貴的實習經驗，甚至是畢業後廠商直接留用!! 

 

 
 

  

李博明老師訪視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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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電子週-夜鷹行動 

撰稿:系學會韓文軒副會長 

 

108 年 5 月 1 日電子工程系學會舉辦了一場電子週主打 VR 體驗，此款 VR 遊戲

屬多人連線 Room Scale 級別的 VR 互動電影遊戲，以軍用的規格來打造，絕對的沉浸

感及零暈眩，根據玩家的成績來決定該劇情的發展方向，是一款多人連線的 VR 遊戲。

玩家藉由扮演反恐特勤隊小組成員，感受到警匪槍戰電影的臨場感。而過程中還能與

同伴之間進行即時語音溝通，最後還會統計出每位玩家的個人成績與評價，增加玩家

之間併肩作戰。其他同學們的體驗過程，這次活動可以體驗到的同學較少，期待下次

能將活動規模能更加盛大。讓錯過體驗的同學一次補回，感謝一同協助的工作人員及

歡樂 VR 工程師。 

 
 

 
南臺科大電子系Facebook，歡迎加入 

 

系上為了強化對同學及系友的宣傳及輔導功效，並且凝聚同學對系上的向心力，

在 Facebook 成立了下列網站，歡迎各位系友加入相關社團，分享各項系上資訊。 

(1) 南臺科大電子工程系(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tust.eecs/)：這是由南臺

科大電子工程系師、生、系友、好友共同成立的社團。這裡不僅僅是公告南臺

電子系上活動動態的地方，更是一個大家可以分享人生經驗，互相給對方加油

打氣，好康道相報，甚至協助大家找到好工作、開創光明人生的園地。團結力

量大，讓我們透過這個社團結成好友，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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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臺電子系專題(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6855272026776/)：提供同

學專題相互討論的平台，進而提升製作專題的興趣與能力。 

(3) 電子科技新知布告欄(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08229029197382/)：引

入最新的科技新知，達到教育同學熱愛科學並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

球的影響，以及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力。 

(4) 南臺電子人文布告欄(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68635039878613/)：引

入人文、美學、情感、心理及關懷社會的資料與報導，培養終身學習與社會關

懷之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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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通訊電子報》之目的 
 

本系自 60 年開始有第 1 屆畢業生以來，目前已有 1 萬 2 千多位系友在各行各業

展現所學，為社會貢獻心力。系友是系上最珍貴的資產，團結的系友更是相互支持的

一股強大力量！因此本系在民國 98 年校慶時成立系友會，希望透過定期的活動，系友

間可以互通訊息，學長、姐可以做為學弟、妹在職場上的導師，甚至能在職涯、工作

經驗等各方面提攜學弟、妹，凝聚南臺電子系友暨校友團結互動的力量。 

要團結系友首要工作就是要做好系友的聯繫，在黃景祥學長(70級五專)的建議下，

本系自 101 年 12 月 1 日開始發行《系友通訊電子報》，除了讓系友知道母系、師生及

畢業系友們的各項訊息及活動外，也透過電子報將系上師生及畢業系友的光榮事蹟與

大家分享。據此，《系友通訊電子報》之發行方向與重點為： 

1. 刊登系友在各領域的傑出成就及光榮事蹟。 

2. 報導系上各項重要活動及在校師生之成就及榮譽。 

3. 作為系友與系上師生溝通、產學合作及徵才就業的橋樑。 

4. 在校師生及畢業系友公開的園地，歡迎大家主動投稿，分享人生的經驗。 

總之，願每一個系友除了大學四年或研究所數年與系上師長有聯繫外，更在未來

的生活中與母系密切相關，真正成為一個相互扶持的大家庭。最後還要請大家多多支

持。系友意見交流或投稿請寄：ctyu@stust.edu.tw  

 

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  余兆棠 敬上 
連絡電話：06-2533131 ext 3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