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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 中華工程協會(IEET)認證委員

• 教育部顧問(2017)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發長(2014-17)

• 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2014-17)

•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訪問學者(2010-11)

• 環境工程技師(1993)

• 環境工程高考及格(1989)

蔡勇斌院長



科院各系

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教育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應用化學學系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科技學院學士班

科技學院



科技學院學士班
教育目標

科技學院
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



科院學士班-特色

1.雙熱門領域特色。

2.雙專題執行課程。

3.雙能力培養。



科院學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打破系所科際藩籬，有效整合教學資源，
達到學生跨域學習目的。

•以學生學習興趣為教育軸線，輔以科院特
色，培育跨領域人才。

•著重實作教學，從做中學習跨領域技術。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院學士班開授課程

教授 許孟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

究所博士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 AI人工智慧導論、智慧生活、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魏學文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

程博士
(1)xDSL (2)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3) Digital
Transmission Systems (4) Error-Correcting Codes

微積分（上）（下）。

副教授 黃建華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所
通訊組博士

無線行動通訊網路、多躍式網路、感知協力網路、
無線電資源管理

微積分（上）（下）。

副教授 王國隆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D

遙感探測於災害識別偵測及減災、地工災害之物理
模型試驗 、坡地災害境況模擬 、坡地災害之風險
與衝擊、邊坡受震災害

普通物理（上）、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副教授 曾惠芬 美國范德堡大學博士 生物化學、酵素分析 普通化學（上）。

教授 陳皆儒
Ph.D., Cornell 
University

基礎工程、土壤行為與性質、地工構造物分析與設
計

普通物理實驗、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副教授 余長澤 國立陽明大學博士 腫瘤細胞分子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侯建元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分校土木系

結構與材料失效分析、金屬疲勞、結構動力分析 機率與統計、工程數學。

副教授 黃育銘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
資料壓縮, 錯誤更正碼, 整合式訊源與通道編碼,資料
隱藏碼,視訊加密

線性代數。

教授 阮夙姿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 圖論、演算法、離散數學 離散數學。

專案助理教授 楊智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

士
綠色工法、環境教育、水質分析 專題實作探索、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師資名冊表
（一）必修課程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院學士班開授課程

院長兼教授 蔡勇斌 國立中央大學博士

廢棄物再利用、污泥處理與處置、藻類生質能、生
物可分解塑膠、奈米材料應用、營養鹽去除、重金
屬、控制生物膜、最佳化控制、飲用水水質、廢水
淨化處理

水處理工程、環工生物統計、水質分析、環境規劃管理、環
工生物處理、環境工程單元操作、水高級處理再利用、土木
工程設計實作、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陳谷汎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

研究所博士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環境奈米技術、環境分子
生物技術、水資源及流域管理、噪音評析與控制

土木工程設計實作、環境微生物學、地下水污染防治（英）、
永續環境與能源導論、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郭明裕 國立中山大學博士 計算化學、有機光電材料
材料化學（下）、永續環境與能源導論、專題製作、畢業專
題。

教授 劉一中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多孔隙介質與磁性流體運動、流體動力學、熱傳學 生態工程導論。

教授 鄭淑華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分析化學、電化學感測器 分析化學（上）（下）、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蕭桂森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
城分校電機工程博士

奈米材料與技術、薄膜與鍍膜技術、光學製作、量
子電子學與雷射科技

光電科技導論、雷射原理與應用、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陳祥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電機工程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電機工程博士 奈米製作技術、永續環境與能源導論、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陳皆儒
Ph.D., Cornell 

University
基礎工程、土壤行為與性質、地工構造物分析與設
計

工程與防災風險管理概論、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彭逸凡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計算流體力學、紊流理論、流體物理、計算水力學 水文學。

（二）選修課程（永續環境與能源）



教授 陳建亨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
究所博士

(1)奈米壓印技術(2)薄膜電晶體(3)積體電路技術(4)
奈米電子元件(5)奈微機電系統 (6)生醫感測元件

近代物理。

教授 傅在峰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 生物化學導論、生物化學、

教授 楊德芳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
士

有機反應、有機合成 有機化學（上）（下）。

教授 卓君珮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
學工程博士

光催化材料、有機電子元件、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材料分析

儲能材料與元件、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林素霞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
學及工程博士

光電薄膜、奈米材料 材料科學導論。

專案助理教授 楊智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

士
綠色工法、環境教育、水質分析

水處理工程、土木工程設計實作、水質分析、水高級處理在
利用、專題實作探索、、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副教授 黃俊穎
國立台灣大學電子工
程博士

光電半導體元件奈米材料虛擬儀控自動化光電量
測

固態電子學（一）、虛擬儀控程式設計、專題製作、畢業專
題。

助理教授 李明賢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
學與工程博士

鈣鈦礦太陽能電池、鈣鈦礦光電元件、液晶光學、
液晶光電元件

永續環境與能源導論、太陽能電池導論、光學、專題製作、
畢業專題。

助理教授 羅慶瑞
亞洲理工學院工學博
士

水土保持工程規劃與設計、生態工法規劃與設計 生態工法規劃與設計。

兼任助理教授 謝秀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電
機博士

電子學、LED驅動電路設計、光電量測技術 發光二極體。

兼任助理教授 洪保鎮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
程研究所博士

空氣污染控制、儀器分析 空氣污染防制、污染防治系統規劃與設計。

兼任副教授 吳獻堂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
程學系博士

工程經濟、工程估價 工程經濟。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院學士班開授課程

教授 許孟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

所博士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

智慧生活、AI人工智慧導論、RFID應用、專題製作、畢業專
題。

教授 李佩君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研

究所博士
視訊傳輸、視訊編碼、錯誤更正、 訊號處理、影像
處理、DSP應用

智慧無人載具之體驗與應用、數位視訊技術、數位影像處理、

教授 林繼耀
美國密西根大學航空工
程學系博士

非線性動態控制、飛控與導航技術、錯誤檢測、系
統辨識

智慧機器人原理與控制、智慧無人載具之體驗與應用。

教授 洪志偉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博士數位信號處理、數位語音處理、語音處理應用
數位訊號處理導論、數位訊號處理導論、深度學習與語言識
別、MATLAB機器學習應用程式、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教授 陳履恆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 電腦圖學、虛擬實境 VR/AR應用實作、非擬真成像技術、虛擬實境。

教授 郭耀文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所博
士

網路排程交換技術、寬頻網路、嵌入式系統、xDSL、
高速數位電路設計

數位邏輯實驗、數位邏輯設計、微算機原理與實驗、嵌入式
系統機器學習應用程式、

教授 陳文雄
美國南加州大學（USC）
電機工程博士

(1)影像處理與型樣辨識 (2)資料壓縮 (3)生物測定與
辨識 (4)行動計算與網路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導論、深度學習與圖型識別之
TensorFlow程式設計與實作。

副教授 翁偉中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電機
工程博士

天線設計、微波工程、計算電磁學、電磁干擾及相
容、品質工程、最佳化演算法應用於電磁問題

數位邏輯實驗、數位邏輯設計、專題製作、畢業專題。

副教授 林宣華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
Web資料探勘、資訊擷取、行動App、數位學習系
統、社群探勘

Web程式設計、資料庫系統、SQL程式設計、Python機器學
習實務。

副教授 陳依蓉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嵌入式系統設計、記憶體系統設計 FPGA實作深度學習方法。

兼任助理教授 曹永忠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
學系博士

軟體工程、系統分析與設計、物件導向程式開發與
設計、軟體專案管理、Arduino開發、物聯網程式開
發與設計

嵌入式系統機器學習應用程式設計、物聯網系統設計與實作。

（三）選修課程（AI人工智慧）



永續環境與能源AI人工智慧 跨領域

土木系 應化系 應光系電機系 資工系

科院學士班



• 科技學院學士班整合院內資訊工程學系、土木工
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應用化學系、及應用材
料與光電工程學系等五科系的教學資源，由五系
整合「AI人工智慧」與「永續環境與能源」兩大
跨領域學程。

• 也搭配開設相關實作專業課程與實地見習場域，
學生在不同科系的老師共同指導下參與學習及探
索自我，而有機會跨兩個領域或多個領域的學習，
以能培育出跨領域溝通與創新的π型人才，進而
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與國際移動力。



物聯網

人工智慧無人載具

AI人工智慧
掀起新的革命

教育部數位經濟培育人才計畫

中科管理局機器人培育人才計畫

情境感知

虛擬助理

深度學習

大數據分析

.. More



永續環境與能源



修業規則
本班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條件，得取得學士學位

•修滿全校共同課程學分數15學分。

•修滿通識領域課程學分數16學分。

•修滿本班專業必修課程44學分。

•修滿本班專業選修課程47學分，至少一個領域修滿31學分。

•自由選修6學分。

•本班英語門檻為校定中級通過

（托福itp470、多益550、全民英檢中級初試等通過其中一項）

畢業學分數為全校共同課程、通識領域課程、專業必修課程
及選修課程五者之學分數，合計共128學分。



畢業出路
•畢業後可從事 AI人工智慧

•物聯網

•大數據

•電子

•電腦

•網路通訊業

•環境工程

• 循環經濟

• 綠色社區經營

• 能源材料
• 半導體製程
• 從事這些領域的工程
師或研發人員

• 亦可選擇自行創業或
擔任公職人員

• 國營事業單位人才，
或可繼續升讀國內外
研究所。



科一327



科四322



科四209-1



班上活動

班學會-迎新宿營 導生活動



特色活動：射、御、禮、樂



坐公車-方便、密集



•美食

•美酒

•美景



科技學院學士班
歡迎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