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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年度第一學期資工系專業課程書單 

學制：日間部四技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資工一 A 王維倫 計算機概論 必修 待確認     

資工一 A 余國正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必修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FS712 978-957-442-484-9 洪維恩 旗標出版社 

資工一 A 程深 離散數學 必修 待確認     

資工一 A 魏上評 扣件製程概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一 B 余國正 計算機概論 必修 計算機概論 630603 978-986-503-061-2 趙坤茂等 全華書局 

資工一 B 黃郁琇 離散數學 必修 離散數學 第五版  978-986-280-288-5 吳世弘 譯 歐亞書局 

資工一 B 謝隆斌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必修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 4 版 FS712 9789574424849  洪維恩  旗標 

資工二 A 李克明 電子電路(一) 必修 電子學基礎理論 06300-01 978-986-503-070-4 

楊棧雲、洪國永、張

耀鴻 全華書局 

資工二 A 李宗哲 資料結構 必修 

資料結構理論與實務-以 C

語言實作(第三版)  978-986-6800-83-2 陳會安 學貫行銷 

資工二 A 傅日明 Python 程式設計 選修 一步到位!Python 程式設計 F9719 978-986-312-570-9 陳惠貞 旗標 

資工二 A 黃志峰 數位系統設計 必修 邏輯設計第二版 108312 978-986-378-026-7 伍添祿 宋正熙編著 高立圖書 

資工二 A 黃郁琇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務 選修 最新網路概論 F7724 978-986-312-528-0 施威銘研究室 著 旗標 

資工二 B 李宗哲 資料結構 必修 

資料結構理論與實務-以 C

語言實作(第三版)  978-986-6800-83-2 陳會安 學貫行銷 

資工二 B 陳俊吉 網頁程式設計(一)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 B 黃志峰 數位系統設計 必修 邏輯設計第二版 108312 978-986-378-026-7 伍添祿 宋正熙編著 高立圖書 

資工二 B 蔡文欽 電子電路(一) 必修 電子學 基礎理論 06300-01 978-986-503-070-4 

楊棧雲.洪國永.張鴻

耀 編譯 全華圖書 

資工二 B 謝作生 3D 列印實務 選修 

學 SOLIDWORKS 翻轉 3D

列印 2016 622507 978-986-463-053-0 詹世良張桂英 全華圖書 

資工二 B 謝隆斌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選修 

學會 Swift4 程式設計的 21

堂課 ACL052600 9789864767236 蔡明志 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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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日間部四技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資工三 A 王耀金 

大數據分析與雲端管

理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 A 李克宇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

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 A 李克明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必修 

例說 89S51－C 語言（第六 

版） C129e6 978-986-430-426-4 

張義和、王敏男、 許 

宏昌、余春長 

新文京開發 

出版 

資工三 A 林仲晟 演算法 必修 圖說演算法：使用 C 語言 MP21816 9789864342921  吳燦銘、胡昭民 博碩文化 

資工三 A 傅日明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選修 掌握 JavaSE11 程式設計 MP31910 978-986-434-410-0 陳錦輝 博碩 

資工三 B 王維倫 演算法 必修 待確認     

資工三 B 王耀金 機器人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 B 李克明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必修 

例說 89S51－C 語言（第六 

版） C129e6 978-986-430-426-4 

張義和、王敏男、 許 

宏昌、余春長 

新文京開發 

出版 

資工三 B 林麗滿 健康照護系統導論 選修 健康產業管理  978-986-194-309-1 

魏慶國、王舜睦、翁

淑娟 華杏出版社 

資工三 B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三) 選修 待確認     

資工四 A 張福榮 專案管理 選修 學會專案管理的 12 堂課 MO31801 978-986-434-282-2 鍾文武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資工四 A 傅日明 機器學習 選修 

輕鬆學會 Google 

TensorFlow 2.0 人工智慧深

度學習實作開發 MP22004 978-986-434-463-5 黃士嘉、林邑撰 博碩 

資工四 A 黃郁琦 科技輔具理論與實務 選修 1.輔助科技學  9789865828844  鍾高基 華格那企業 

資工四 B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五) 選修 待確認     

資工四 B 謝廷旻 

醫學影像處理系統實

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 B 李克宇 醫療照護基礎與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 B 謝隆斌 

資通訊軟硬體技術與

資安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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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日間部四技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資工一丁 王耀金 計算機概論 必修 計算機概論    全華 

資工一丁 張建原 工業 4.0 概論 選修 工業 4.0 理論與實務 6412 9789865030407  臺北科技大學  全華圖書 

資工二丁 李克明 物聯網系統概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丁 李宗哲 
記憶體元件特性概

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丁 林仲晟 電子電路實習 必修 Arduino 微電腦應用實習 AB12001 9789863089391  施士文 台科大圖書 

資工二丁 黃郁琇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

務 
選修 最新網路概論 F7724 978-986-312-528-0 施威銘研究室 著 旗標 

資工二戊 王士銘 
記憶體元件特性概

論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戊 李克宇 物聯網系統概論 必修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特

訓教材 
 978-986-476-098-5 張志勇等 

碁峯資訊圖

書 

資工二戊 李宗哲 電子電路實習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戊 謝坤達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

務 
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6441 978-986-503-383-5 王麗琴 全華圖書 

資工三丁 王士銘 
記憶體測試設備概

論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丁 王維倫 
記憶體封裝設備概

論 
必修 待確認     

資工三丁 王耀金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 
選修 用 Arduino 全面打造物聯網    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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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日間部四技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資工三丁 傅資工明 JAVA 程式設計 選修 掌握 JavaSE11 程式設計 MP31910 978-986-434-410-0 陳錦輝 博碩 

資工三戊 王士銘 
記憶體測試設備概

論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戊 何俊輝 JAVA 程式設計 選修 待確認     

資工三戊 吳忠義 
記憶體封裝設備概

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戊 黃郁琇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丁 吳忠義 品質管理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丁 李克宇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

務(二)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丁 李克宇 機器人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丁 鄭智謙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待確認     

資工四戊 王耀金 機器人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戊 陳俊吉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戊 黃志峰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

務(二) 
選修 

micro:bit 微型電腦帶著走：

使用 python 輕鬆學 
PN017 978-986-455-764-6 陳致中編著 台科大圖書 

資工四戊 吳忠義 品質管理 選修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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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研究所碩士班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

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碩資工一甲 王維倫 
嵌入式自由軟體

設計 
選修 待確認     

碩資工一甲 吳政翰 資工科技英文  待確認     

碩資工一甲 李克宇 行動通訊系統 選修 自編教材     

碩資工一甲 翁木龍 雲端運算實務 選修 Python 資料分析  9789864769254  
Wes McKinney 張

靜雯 
歐萊禮 

碩資工一甲 黃志峰 
感測器與電路設

計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碩資工二甲 何俊輝 人工智慧 選修 待確認     

碩資工二甲 林仲晟 行動軟體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碩資工二甲 黃宇正 
嵌入式遊戲軟體

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碩資工二甲 鄭志賢 數位家庭網路 選修 
超圖解 Python 物聯網實作

入門 
FT797 978-986-312-5235-00699 趙英傑 旗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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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進修部四技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資工一甲 許智淵 工業 4.0 概論 選修 工業 4.4 理論與實務 6412 978-986-503-040-7 劉益宏等人編 全華 

資工一甲 傅資工明 
計算機程式設計

(一) 
必修 

C&C++程式設計經典第三

版 
EL0156 978-986-347-262-9 蔡文龍 碁峰 

資工一甲 黃郁琇 微積分(一)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一甲 謝隆斌 計算機概論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甲 李克明 數位系統設計 必修 數位系統設計 321701 978-957-21-6574-4 許榮睦 全華書局 

資工二甲 李宗哲 資料結構 必修 
資料結構理論與實務-以 C

語言實作(第三版) 
 978-986-6800-83-2 陳會安 學貫行銷 

資工二甲 黃志峰 計算機結構 必修 計算機結構入門啟示錄 5934 978-957-21-5725-1 沈雍超編著 全華圖書 

資工三甲 王耀金 影像處理統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甲 吳忠義 
記憶體測試設備概

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甲 吳忠義 
記憶體封裝設備概

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甲 李克宇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甲 曾慶權 工業 4.0 概論 選修 工業 4.0 理論與實務 6412 978-986-503-040-7 
劉益宏、黃士嘉、

陸元平著 
全華書局 

資工四甲 林師嫺 品質管理 選修 品質管理：永續經營實務 08242-01 978-986-503-373-6 徐肇聰、吳嘉興 全華 

資工四甲 張心垚 影像處理系統實務 選修 

數 位 影 像 處 理 (A 

Computational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2/E) 

2051A4 978-986-378-145-5 陳乃塘 編譯 高立圖書 

資工四甲 傅資工明 
JAVA 程式應用實

務 
選修 掌握 JavaSE11 程式設計 MP31910 978-986-434-410-0 陳錦輝 博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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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進修部四技 

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資工四甲 鄭志賢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

務(二) 
選修 自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