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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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國正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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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郁琇 線性代數 必修 iLA線性代數 6362007 978-986-503-018-6 姚賀騰 全華圖書

資工一A 王耀金 Python程式設計 選修 Python程式設計 F9719 978-986-312-570-9 陳惠貞 旗標出版社

資工一B 謝隆斌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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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李克明 線性代數 必修 應用線性代數 978-957-483-799-1 莊紹榮、楊精松、吳榮厚 東華書局

資工二A 王維倫 計算機結構 必修 計算機結構 978-986-201-479-0 蔡昌隆 博碩文化

資工二A 李克明 電子電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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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華圖書

資工二A 謝坤達 機率與統計 必修 機率學 6393007 978-986-503-213-5 姚賀騰 全華圖書

資工二A 林仲晟 電子電路實習 必修
Arduino 微電腦應用實習

(含AMA Fundamentals Level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術科試題) - 最新版(第三版)
AB12002 9789864557271 施士文 台科大圖書

資工二A 陳俊吉 資料庫管理系統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A 何俊輝 資訊安全概論 選修 資安實務示範課程發展計畫-資安教材(自編)

資工二A 傅日明 JAVA程式設計 選修 Java se14 技術手冊 CL0593 978-986-502-513-7 林信良 碁峰資訊

資工二B 王維倫 計算機結構 必修 計算機結構 978-986-201-479-0 蔡昌隆 博碩文化

資工二B 蔡文欽 電子電路(二) 必修 電子學(基礎理論)
電子學(進階理論) 06300-01
630101 978-986-503-070-4
978-楊棧雲.洪國永.張鴻耀 編譯
楊棧雲等 全華圖書

資工二B 黃郁琇 機率與統計 必修 工程統計 978-986-6121-31-9 潘南飛、溫志忠編譯 高立圖書

資工二B 李克宇 電子電路實習 必修 Arduino微電腦應用實習(第二版) AB12001 978-986-308-939-1 施士文 台科大圖書

資工二B 傅日明 JAVA程式設計 選修 Java se14 技術手冊 CL0593 978-986-502-513-7 林信良 碁峰資訊

資工二B 劉建源 前端動態網頁設計 選修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Dreamweaver CC（第二版） AEY039511 9789864769810 吳玄玉 碁峰資訊

資工三A 李克明 微算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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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三A 李龍雨 作業系統 必修 作業系統 第6版 18039 978-986-154-803-6 陳玄玲譯 全華圖書

資工三A 王耀金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A 李克宇 數位訊號處理 選修 數位訊號處理-Python程式實作 6196017 978-986-503-257-9 張元翔 全華圖書

資工三A 鄭志賢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

(一）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B 李克宇 微算機實習 必修 例說89S51-C語言 (第五版) C129e5 978-986-430-026-6 張義和、王敏男、
許宏昌 余春長 新文京開發

資工三B 莊智隆 作業系統 必修 作業系統 18039007 978-986-154-803-6 William Stallings原著 全華圖書

資工三B 黃志峰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

(一）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B 林麗滿 健康照護系統實務 選修
醫療品質管理學

醫學資訊管理學

978-986-194-334-3

978-986-194-503-3

藍忠孚等作

張慧朗等作
華杏出版社

資工三B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四) 選修 Python架站特訓班(第二版)：Django 3最強實戰(電子書) ICL063300 9789865028862 鄧文淵 碁峰資訊

資工四A 傅日明 資安生活、倫理與法律 選修 教育部先進資通安全實務人才培育計畫(自編教材)

資工四A 謝廷旻 醫療電子儀器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B 李龍雨 工業4.0概論 選修 工業4.0理論與實務 6412 978-986-503-040-7 臺北科技大學 全華圖書

資工四B 黃志峰 數位影像處理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B 黃郁琇 5G+AIOT整合應用 選修 自編教材

碩士班

碩資工一甲 翁木龍 人工智慧實務 選修 銷售 AI 化！看資料科學家如何思考 9863127027 Masanori Akaishi 著 王心薇 譯 旗標出版社

碩資工一甲 何俊輝 應用軟體安全 選修 資安實務示範課程發展計畫-資安教材(自編)

碩資工一甲 鄭志賢 資料中心虛擬化實務 選修 實戰Vmware vSphere7 部屬與管理 CA0268 978-986-502-779-7 顧武雄 碁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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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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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慶權 電子電路 必修 電子電路控制與應用 597002 978-986-503-321-7 葉振明 全華圖書

資工一甲 謝隆斌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必修 C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FS714 978-957-442-484-11 洪維恩 旗標出版社

資工一甲 黃郁琇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務 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與實務（第十一版） 全華研究室 全華圖書

資工一甲 劉建源 Python程式設計 選修
Python初學特訓班(第四版)：從快速入門到主流應

用全面實戰(電子書)
ICL059400 9789865025533 鄧文淵 碁峰資訊

資工二甲 王維倫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選修 微電腦原理與應用－Arduino(第三版) 9789865030 黃新賢、劉建源、林宜賢、黃志峰 全華圖書

資工二甲 何俊輝 資訊安全概論 選修 資安實務示範課程發展計畫-資安教材(自編)

資工二甲 李克明 物聯網系統概論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甲 傅日明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甲 何俊輝 作業系統 必修 作業系統 F7852 9577179061 薛智文 旗標出版社

資工三甲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三) 選修
Python架站特訓班(第二版)：Django 3最強實戰(電

子書)
ICL063300 9789865028862 鄧文淵 碁峰資訊

資工三甲 黃志峰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甲 林師嫺 資安生活、倫理與法律 選修 
資訊倫理與法律(二版) ITP737 9789866121647 袁建中, 高崑銘 高立圖書 

資工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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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四甲 鄭智謙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Android初學特訓班(第九版)  ACL058000  9789865023072 文淵閣工作室 碁峰資訊

資工四甲 王士銘 機器學習 選修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技術與原理 ACD020500 9789865025885 株式会社アイデミー, 山口達輝, 松田洋之 碁峰資訊

資工四甲 陳妍俐 數位影音製作 選修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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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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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國正 計算機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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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一丁 李克宇 電子電路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一戊 余國正 計算機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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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一戊 黃志峰 電子電路 必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丁 張心垚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必修 微電腦原理與應用 06239027 9789865030261 黃志峰 全華圖書

資工二丁 吳忠義 記憶體測試設備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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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二丁 王耀金 物聯網與Arduino系統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丁 王士銘 記憶體封測模擬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丁 鄭志賢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二)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丁 傅日明 JAVA程式應用實務 選修 Java se14 技術手冊 CL0593 978-986-502-513-7 林信良 碁峰資訊

資工三戊 王士銘 記憶體封測模擬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三戊 謝坤達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二) 選修
超簡單AIoT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

神器：Node-RED視覺化開發工具
MP32115  978-986-434-878-7 陳會安 博碩文化

資工三戊 黃宇正 JAVA程式應用實務 選修
 Java SE11與Android 9.x程式設計範例

教本(電子書)

資工四丁 王耀金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丁 林仲晟 數位影音製作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戊 楊熲煜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資工四戊 黃郁琇 數位影音製作 選修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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