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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傑 

教育部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顧問 

教育部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是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自⺠民國八⼗十五

年年推出第⼀一期超⼤大型積體電路路與系統改進計畫(85.07-89.12)，第⼆二期前瞻進階超⼤大型

積體電路路技術(90.01-94.12)⾄至第三期前瞻晶片系統(SOC)設計⼈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95.01-99.12)培養⼤大量量電路路設計(IC)，電腦輔助設計(CAD)和系統晶片(SOC)之優質⼈人

才，奠基臺灣由追隨者⾄至全世界重要的領頭⽺羊之⼀一的關鍵因素。 

由於積體電路路已成為各產業必要元件，最近幾期的⼈人才培育計畫開始擴⼤大跨域系統

⼈人才培育的⼒力力道，更更使得積體電路路成為創新與智慧系統的必要元素。⽽而這⼀一期的智慧

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107~110)以晶片為基礎培育跨域物聯聯網的優質⼈人才，

達到⼀一樹百穫的加乘⼈人才效果。計畫要成功⼀一定是眾⼈人⼀一⼼心⼀一德的成果，⾸首先感謝教

育部歷屆司長的鼎⼒力力⽀支持，闕志達顧問，藍藍曼琪科 長及翁如慧承辦員的指導與協助，

在計畫經費與⾏行行政資源上強⼒力力挹注。最重要的還是學界同仁無私的付出，電⼦子產業領

袖們的襄助下，在總聯聯盟中興⼤大學黃穎聰教授及其四⼤大分項團隊的建構,執⾏行行與管考

下，⿑齊⼼心為國培育未來來之⼈人才，成果豐碩。 

最新⼀一期的教育部資科司⼈人才培育計畫，因為智慧化晶片設計與應⽤用的突⾶飛猛進，積

體電路路的製程，元件與封裝技術進入下⼀一世代，引領更更快，更更⼩小，更更強異異質整合系統

的時代來來臨臨,再推出四年年期「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由成功⼤大學李順裕

教授擔任總聯聯盟主持⼈人，邀請數位學有專長，有能⼒力力與熱⼼心的教授擔任分項主持⼈人。

再盼與產官學研各界⼀一同共襄盛舉，再為我國培育世界級優質⼈人才，在全球激烈的競

爭下，發光發熱為世界晶片系統產業重鎮。 

周世傑  謹誌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年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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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聰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本計畫延續先前教育部資科司推動的各項積體電路路⼈人才培育計畫，以智慧聯聯網技術

為主軸，最先由成功⼤大學電機系謝明得教授負責規劃，確立了了智慧空間、運輸、製造

以及物聯聯網基礎技術四個發展主題。經過公開團隊甄選，於 106 年年 11 ⽉月起由教育部

補助成立四個跨校教學聯聯盟，以及設立整合推動聯聯盟中⼼心(總聯聯盟)，整合學界⼈人⼒力力推

展本計畫。⽬目標是發展各種智慧物聯聯網相關的應⽤用與基礎課程，並強調問題導向式學

習、結合業界資源與開發磨課師線上學習資源等特⾊色。開發完成的教材，於 108 年年進

⾏行行試教推廣，並於 109 年年起對全國⼤大學校院進⾏行行全⾯面的公開徵件推廣。舉凡開發完

成的 40 ⾨門 PBL 專題課程(內含 68 個模組)、14 ⾨門應⽤用核⼼心技術課程 (內含 15 個模

組)、16 ⾨門智慧聯聯網基礎技術課程、54 ⾨門磨課師/OCW 教材、以及參參與推廣的 103 系

所，顯⽰示出本計畫執⾏行行以來來的豐富成果與擴散效益。 

值此近四年年計畫將要告⼀一段落落之際，特別感謝⼀一路路走來來的辛苦⼯工作夥伴，包括四個教

學聯聯盟的現任與歷任主持⼈人以及執⾏行行秘書，⼤大家都是為了了教育學⼦子的信念念，在繁忙的

⼯工作中投入⼤大量量的時間來來做志⼯工。謝謝教育部資科司長官、吳誠⽂文副校長、闕志達教

授兩兩位前顧問以及現任的周世傑顧問，對本計畫經費的⼤大⼒力力⽀支持以及執⾏行行上的諸多

指導與協助。更更謝謝所有參參與本計畫的老師、同學、業界先進以及幕後辛苦⼯工作的聯聯

盟助理理。未來來本期計畫的開發成果，除了了 110 年年度持續辦理理的公開徵件推廣之外，也

將由接續的「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幫忙維護，以線上學習資源的⽅方式

持續下去，謝謝⼤大家，也預祝下⼀一期計畫的成功。 

教育部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智慧聯聯網整合推動聯聯盟中⼼心召集⼈人 

中興⼤大學電機系 黃穎聰  謹誌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年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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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技術與
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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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介紹�

教育部⾃自 106 年年起，配合政府「亞洲•矽⾕谷」⽅方案之建置「物聯聯網產業虛擬教學平臺」

⽬目標，乃以「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為主軸，推動新⼀一期之跨領域、整合性⼈人才培育

計畫，期程四年年，以符合全球物聯聯網的發展趨勢與產業⼈人才需求。計畫的主要⽬目標包

括了了 

• 培育適合未來來各式智慧物聯聯網應⽤用所需，具備系統創新及整合能⼒力力之新世代

ICT 智慧電⼦子跨領域產業⼈人才。

• 落落實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之教學精神與課程/模組開發，並善⽤用開放

軟體與線上學習等資源，以因應物聯聯網多元應⽤用及快速發展的特⾊色。

• 結合跨領域教師/業師/專家之協助，提升電資領域師⽣生於智慧物聯聯應⽤用之跨領

域知識及技術深度。

計畫於 106 年年 11 ⽉月起正式執⾏行行，並於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四校設立了了四個跨校

教學聯聯盟中⼼心，分別聚焦於物聯聯網基礎與製造、運輸、空間三個應⽤用領域所需的技術

與⼈人才培育。由各聯聯盟中⼼心召集夥伴學校與老師，在第⼀一期計畫(106 年年 11 ⽉月~108 年年

3 ⽉月)的執⾏行行完成了了 36 ⾨門重點課程模組的開發，並於第⼆二期計畫(108 年年 4 ⽉月~109 年年

3 ⽉月)進⾏行行試點推廣、收集意⾒見見做模組內容修正以及製作磨課師與 OCW 等線上學習

教材。所開發的成果於第三期計畫(109 年年 3 ⽉月~110 年年 6 ⽉月)正式進⾏行行全⾯面推廣，透過

對全國⼤大學校院的公開徵件與篩選，補助相關系所老師將本計畫發展的教材資源應

⽤用於所開授的課程上，以提升同學在智慧聯聯網領域學習的深度與廣度，總計有 62 系

所、99 ⾨門課程的授課老師與修課同學受惠。各聯聯盟中⼼心也提供種⼦子教師與助教培訓

課程，並定時訪視與輔導。搭配課程模組拍攝的磨課師課程也已經在中華教育開放平

台上線，加上歷年年來來⼈人才培育計畫所累積的課程資料庫，⼀一併對學校開放，提供了了非

常豐富的教學資源，未來來仍可持續發揮本計畫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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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整合推動聯盟中心介紹�

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的整體計畫架構如下圖所⽰示。除了了前述四個跨校

教學中⼼心之外，也在中興⼤大學成立智慧聯聯網整合推動聯聯盟中⼼心(總聯聯盟)，主要⽬目的是

專責規劃整體計畫推動⽅方案、計畫執⾏行行督導與成效管考，並做為教育部與跨校教學聯聯

盟中⼼心的溝通管道。總聯聯盟每季定期統籌召開跨聯聯盟整合會議，了了解各聯聯盟⼯工作執⾏行行

現況，在第⼀一期課程發展階段，也協調聯聯盟間課程的分⼯工與建立課程地圖。在課程推

廣階段，則由總聯聯盟規劃對全國⼤大學校院徵件參參與推廣的計畫，並統籌相關徵件、審

查作業，以及後續的參參與⼈人員培訓、審查、訪視與計畫結案事宜。 

為了了提升參參與計畫老師學⽣生的學習成效，本⼈人才培育計畫也規劃有許多的配套學術

活動，包括國際/國內學術交流活動、國際/國內競賽專案、跨領域⼯工作坊等，都由總

聯聯盟總籌辦理理。此外總聯聯盟也擔負起建置線上學習平台資源、⼩小型成果發表記者會與

期末跨聯聯盟成果發表與審查會議，並將本計畫成果無縫式介接科技部與經濟部之相

關專題研發計畫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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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整合推動聯盟中心�
主持人簡介�

 

黃穎聰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2013.12-迄今) 

• 孟堯晶片中⼼心主任(2007.08-2010.07) 

•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2005.08-2013.12) 

• 國立雲林林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1993.08-2005.07) 

• 國立雲林林科技⼤大學技術合作處技術服務組組長(1997.09-2003.01) 

學歷：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電機系 博⼠士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碩⼠士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 學⼠士  

8



智慧聯網整合推動聯盟中心�
執行秘書簡介�

江衍忠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美商迅捷光電技術顧問(2017.02 ~ 2019.01)

•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2010.08～迄今 )

•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 2005.02～2010.07 )

•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 2002.08～2005.02 )

• 臺北市環保局⽊木柵焚化廠幫⼯工程司( 1997.12～2000.03 )

• 臺北市環保局⽊木柵焚化廠⼯工程員( 1994.09～1997.12 )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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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基礎技術聯盟中心介紹�
 

由智慧物聯聯基礎技術聯聯盟召集⼈人邀集電資領域教授及業界代表，建置智慧聯聯網技術

相關的基礎技術課程，為三個應⽤用聯聯盟之共同基礎。在上述三個應⽤用聯聯盟之中—包括

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聯盟、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聯盟、智慧製電⼦子應⽤用聯聯盟—有許多共同

的關鍵技術，其涵蓋的範圍包括電⼦子、電機、資通訊等領域。另外，許多解決⽅方案將

沒有明確的規格制定，⽽而必須從了了解場域及使⽤用者開始發展解決⽅方法，因應在智慧聯聯

網時代以電⼦子、電機、資通訊技術解決跨領域問題的特性，課程的規畫也必須隨之改

變，本聯聯盟的⼯工作，就是這⼀一些關鍵

ICT 技術模組的建置與推廣。延續與

基於過去智慧電⼦子計畫之成果，在第

⼀一期及第⼆二期計畫的⼯工作項⽬目及推

動策略略如下圖所⽰示，主要⼯工作項⽬目分

為課程模組建置以及課程模組推廣，

第三期計畫將致⼒力力於推廣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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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基礎技術聯盟中心�
主持人簡介�

簡韶逸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經歷： 

• ⾒見見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行長(2019-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2012.08-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副主任(2013.08-2016.07)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副教授(2008.08-2012.07)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助理理教授(2004.07-2008.07)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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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基礎技術聯盟中心�
執行秘書簡介�

 

施吉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網路路與多媒體研究所所長(2019.08-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高效能運算與科學技術中⼼心代理理主任(2019.07-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2017.10-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2008.08-2017.09) 

•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2004.08-2008.08) 

•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理教授(2004.02-2004.07) 

• 美國伊利利諾⼤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2003.08-2004.02) 

學歷： 

• 美國伊利利諾⼤大學電腦科學系 博⼠士 

•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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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介紹�

本聯聯盟⾃自 108 學年年度推廣 PBL 教學的課程，課程規劃發展⽅方向在於培育適合未來來各

式智慧物聯聯網應⽤用所需，具備系統創新及整合能⼒力力之新世代 ICT 智慧電⼦子跨領域產

業⼈人才。 

• 落落實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之教學精神與課程/模組開發，並善⽤用開放

軟體與互聯聯網平台等資源，以因應物聯聯網多元應⽤用及快速發展的特⾊色。

• 推動⽔水平分層技術扎根，垂直整合系統應⽤用，並結合跨領域教師之協助，提升

電資領域師⽣生於智慧物聯聯應⽤用之跨領域知識及技術深度。

由於各課程開發皆已完整，適合推廣⾄至各⼤大專院校與業界。 

課程規劃主軸內容 

主軸內容: 發展包含從底層到應⽤用層之全貌式互聯聯網課程   

具擴展性之物聯聯網架構使應⽤用系統可以連結眾多的終端裝置 (RESTful 風格之 API 設

計)應⽤用 APP 實現與異異質性網路路整合、雲端運算與資料庫 (Application-specific know-

how)、cloud AI、社群網站訊息的探勘與運⽤用、使⽤用者 UI 與網⾴頁伺服器系統、異異質

性網路路整合嵌入式系統、感測器 IC、低功率與獵能技術、edg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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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
主持人簡介�

 

陳中和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2006.08-迄今) 

• 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所長(2014.08-2017.07)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1999.08-2006.07) 

• 國立雲林林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1993.08-1999.07) 

學歷: 

• 美國華盛頓⼤大學 (Seattle) 電機系 博⼠士 

• 美國密蘇⾥里里⼤大學 電機系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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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
執行秘書簡介�

鄭光偉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2018.01-迄今)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2012.02-2017.12)

•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微電⼦子研究院⽣生醫晶片組計畫主持⼈人(2010.01-2012.02)

• 美國國家半導體電路路設計⼯工程師(2006.06-2006.09)

• 聯聯發科技資深 IC 設計⼯工程師(2002.08-2004.07)

學歷: 

• 美國華盛頓⼤大電機系 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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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介紹�
 

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聯盟以問題導向學習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為基礎，

邀集電資領域教授及業界代表與其它跨領域專家，從課程開發、課程優化、課程推廣

⾄至產業連結的四步驟規劃模式，設計引導式問題解決之實作型專題課程；主題包含無

⼈人駕駛⾞車車、光達與影像處理理、物件感測、智慧汽⾞車車、智慧⾏行行⾞車車安全監控、智慧汽⾞車車應

⽤用之深度學習、⼤大眾運輸及⾞車車聯聯網平台等。在⼤大學教育的最後⼀一哩誘發⼤大三、⼤大四、

研究所學⽣生的學習動機，結合其所學的理理論與實務訓練，培養並強化學⽣生的團隊合作、

有效溝通和專案管理理能⼒力力。 

 

搭配達⼈人培育計畫及產業實務課程，邀請⾞車車電廠商、臺灣⾞車車⽤用電⼦子協會等業界⼈人⼠士擔

任業師，提供學⽣生暑期實習、上課研習、場域參參觀的機會。籌辦智慧運輸電⼦子應⽤用場

域參參訪、智慧運輸創意鐵⼈人競賽、師資培訓研習營、AI ⾃自駕⾞車車競賽、智慧運輸產學菁

英論壇、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聯盟成果發表會等，協助聯聯盟內之學研團隊進⾏行行關鍵技術

專利利佈局，以活絡技術推廣與產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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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
主持人簡介�

賴伯承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經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教授(2020.08-迄今)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副教授(2015.08-2020.07)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2009.08-2015.07)

• 美國博通公司(Broadcom) 企業級交換機系統 Staff Scientist (2007.02-2009.07)

學歷： 

•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 電機⼯工程研究所 博⼠士

•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 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

•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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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
執行秘書簡介�

 

陳冠⽂文 助理理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經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助理理教授 (2016.02-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 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 專案計畫助理理研究員 (2014.10-2015.12) 

• 國立臺灣⼤大學  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  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  (2012.08-

2014.09)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 

•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科學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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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
前聯盟主持人簡介�

 

郭峻因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經歷： 

•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副院長(2017.02.01-迄今) 

• 國立交通⼤大學晶片系統研究中⼼心主任(2016.05-迄今) 

•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特聘教授 (2017.06~2020.05) 

• 國立聯聯合⼤大學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2015.08~2016.07) 

•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合聘教授(2011.08-迄今)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電⼦子研究所所長兼副系主任 (2012.08~2015.07) 

• 智慧電⼦子國家型計畫分項召集⼈人(2011.01~2015.12) 

• 國科會微電⼦子學⾨門複審委員(2009~2011,2013~2015) 

• 國科會微電⼦子學⾨門整合型計畫主持⼈人(2003.08~2017.07) 

• 國科會橋接計畫共同主持⼈人(2010.01~2015.12) 

學歷：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博⼠士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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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介紹�

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規劃創新教學課程模組，使⽤用國際最先進的技術與教材，提昇

產學合作與專家學者相互交流，加強學⽣生互動及學⽣生之參參與，藉以提昇產業學術研究

⽔水準與技術研發能量量，進⼀一步促進臺灣各個⾏行行業的⽣生產⼒力力與競爭⼒力力。 

聯聯盟開發應⽤用專題與系統平台技術兩兩⼤大類，共 5 ⾨門課程分別為⼯工業⼤大數據分析、智慧

農業與ＩＣＴ整合應⽤用、⼯工業物聯聯網技術於智慧⽔水產養殖之應⽤用、⼯工業物聯聯網與智能

雲端平台設計與應⽤用以及智慧製造影像暨產線系統設計與應⽤用，每⾨門課程再細分 2 ⾄至

3 個模組進⾏行行，第⼀一期進⾏行行教材開發，第⼆二期進⾏行行課程優化及推廣，第三期進⾏行行公開

徵件及推廣。 

另外，聯聯盟也規劃設計推廣以及配套活動，包括智慧製造專題實作交流會、⼯工業物聯聯

網短期課程、⼯工業物聯聯網產業論壇與產學合作、種⼦子教師培訓以及營隊。 

20



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
主持人簡介�

 

劉劉靖家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系 

經歷: 

• 清華⼤大學 聯聯發科技-清⼤大創新研究中⼼心主任(2020.03-迄今) 

• 清華⼤大學 電機系主任(2019.08-迄今) 

• 清華⼤大學 聯聯發科技-清⼤大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03-2020.02) 

•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通所特聘研究(2014-迄今) 

• 清華⼤大學	電機系副主任(2012.08-2015.07)	

學歷: 

•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電機電腦⼯工程 博⼠士 

•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系 碩⼠士 

•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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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
執行秘書簡介�

 

陳宜欣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經歷: 

•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2016.08-迄今） 

•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2004.08-2016.07） 

• 南加州⼤大學多媒體整合系統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2003.01-2004.06） 

學歷: 

• 南加州⼤大學 電腦科學 博⼠士 

•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理系 碩⼠士 

•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理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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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晶片系統與
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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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晶片系統推動聯盟中心介紹�
 

「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推動之核⼼心概念念，⼀一⽅方⾯面除了了能延續 100-104

年年 NPIE「智慧電⼦子整合性⼈人才培育推動計畫」所累積之跨領域(MG+4C)應⽤用能⼒力力，

及 106-110 年年「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所累積的智慧空間、智慧運輸與

智慧製造能⼒力力；另⼀一⽅方⾯面本計畫並研擬新的推動策略略與作法，期配合國家科技發展政

策，作為引領數位發展、帶動創新的施政藍藍圖，期加速我國半導體與晶片設計產業及

⽣生活融入⼈人⼯工智慧、物聯聯網、⼤大數據等智慧科技，同時發揮臺灣⼩小⽽而精、跨域整合快

的優勢，並帶動 5+2+3 產業創新及加值應⽤用，孕育優質⾼高階⼈人才。 

為配合「智慧晶片系統」開發技術，並依照所需之 IoT 智慧聯聯網及⼈人⼯工智慧技術，計

畫將聚焦前瞻智慧晶片系統設計與應⽤用相關技術，教育(學術)界將構思如何提出相關

⼈人培育計畫，以因應⾏行行政院的重要政策。有鑒於此，本計畫辦公室規劃「智慧晶片系

統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成立「智慧晶片系統整合推動聯聯盟」，擬於計畫(總聯聯盟)辦

公室下設置⼀一個智慧晶片系統基礎教材開發與智慧晶片系統應⽤用硬體平臺及三個智

慧晶片系統與應⽤用聯聯盟(智慧健康晶片系統與應⽤用、智慧終端裝置晶片系統與應⽤用、

智慧環境晶片系統與應⽤用)。 

透過教材更更新、⼈人才培育與教材推廣，於國內⾼高等教育機構推動相關教學改進⼯工作，

預期在⼤大學及技職教育體系訓練培育適合未來來產業在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所需⼈人才，

使所培育⼈人才具備感測創新、系統整合、應⽤用平臺技術之新世代 ICT 智慧晶片系統

跨領域產業的能⼒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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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晶片系統推動聯盟中心�
主持人簡介�

李順裕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2013/02-迄今’)

• 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人才培育先期規劃計畫主持⼈人(2019.12.01-2021.06.30)

• 半導體射⽉月計畫-具可攜式無線尿尿液檢測與預防⼼心⾎血管疾病之晶片系統與平台

主持⼈人(2018.05.01-2022.04.30)

• 南部智慧⽣生醫產業聚落落推動計畫(創新型)主持⼈人(2018.08.02-2019.08.01)

• 健康貼⾝身守護神⼩小聯聯盟計畫(共同)主持⼈人(2018.02.01-2021.01.31)

•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2011.08-2013.01)

•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2006.08-2011-.07)

•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2002.08-2006.07)

學歷: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博⼠士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

• 國立海海洋學院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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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晶片系統推動聯盟中心�
執行秘書簡介�

黃致憲 助理理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儀器系統與晶片組召集⼈人(2020.08-迄今)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助理理教授(2018.08-迄今)

• 比利利時校際微電⼦子中⼼心博⼠士後研究員(2017.01-2018.08)

• 美國⾙貝克休斯資深研發⼯工程師(2015.07-2016.05)

•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電機⼯工程系博⼠士級研究助理理(2010.08-2015.07)

• ⼯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雷射科技應⽤用中⼼心研發⼯工程師(2005.10-2010.01) 

學歷: 

•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 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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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晶片系統推動聯盟中心�
執行秘書簡介�

 

楊家驤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2018.08-)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 (2015.08-2018.07)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2014.08-2015.07)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助理理教授 (2011.08-2014.07) 

學歷: 

• Department of EE,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 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與資訊管理理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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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介紹�

將以「智慧健康晶片」為發展軸⼼心，藉由開發智慧健康晶片系統核⼼心技術模組和專題

應⽤用模組，及舉辦相關配套活動，來來培育⼈人才，以將晶片系統及感測器技術應⽤用於健

康醫療電⼦子上，進⽽而促進國內智慧健康醫療電⼦子產業的發展。 

感測器系統晶片整合應⽤用專題： 

近年年來來，隨著智慧型⼿手機內感測應⽤用的興起，國內有不少公司開始發展感測器技術，

為了了培育具實務經驗及解決問題能⼒力力的⼈人才，因此規劃了了感測器系統晶片整合應⽤用

專題。將針對智慧健康應⽤用中的周遭環境對健康影響之感測和如何促進健康兩兩個⾯面

向來來開發專題應⽤用教材。 

⽣生物序列列比對晶片設計： 

為呼應政府對六⼤大核⼼心戰略略產業-精準健康之訴求，聯聯盟特別規劃了了⽣生物序列列比對相

關之課程模組，就次世代基因定序資料分析以及胺基酸序列列比對，規劃資料分析晶片

設計的課程，預計以模組的⽅方式，先開發介紹性的模組內容，以利利後續推廣⾄至業界或

其他學校。 

智慧健康系統關鍵類比晶片設計: 

在智慧醫療晶片的系統中，需要搭配許多混合信號電路路，以滿⾜足不同的應⽤用需求。⽽而

這些混合信號電路路或類比電路路隨著應⽤用情境不同、感測器不同，以及其他考量量，⽽而需

要不同的晶片功能及不同的設計規格。 

本聯聯盟將針對混合信號電路路模組，規劃電源管理理、能量量攫取以及資料轉換器的晶片設

計為主，針對智慧健康晶片系統的特殊需求(⼿手持式、穿戴式或是植入式)，進⼀一步解

決這些系統所需的問題來來著墨墨，開發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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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載具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
主持人簡介�

林林宗賢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所長(2019.08-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副所長(2016.08-2019.07)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教授(2011.08-迄今)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2007.08-2011.07)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助理理教授(2004.02-2007.07)

• Senior Staff Scientist, Broadcom Corporation, CA, USA (2000-2004.02)

學歷： 

•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電⼦子⼯工程 博⼠士

•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電⼦子⼯工程 碩⼠士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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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載具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
執行秘書簡介�

 

劉劉宗德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2020.08-迄今) 

• 比利利時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設計技術研究員(2012.06-2014.04) 

• 聯聯發科技類比電路路設計⼯工程師(2004.09-2005.06) 

學歷：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電機與計算機科學 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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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環境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介紹�

氣候環境問題⽇日趨嚴峻、企業間的產業發展競爭不斷加劇，這是全球產業經濟共同⾯面

臨臨的問題。世界各國無不冀望透過智慧物聯聯網所帶動的產業升級，來來預防環境空汙問

題、解決氣候暖化變遷及提⾼高能源效率、優化企業資源、使產業鏈整合更更具競爭⼒力力，

並解決企業乃⾄至⼈人類⽣生存的難題。全球產業發展需要，開疆闢⼟土和重⼤大基礎建設所帶

來來的經濟發展與⽣生活便便利利，同時也帶來來了了現今全球正⾯面臨臨加劇的氣候變遷、地球暖化、

空氣、⼟土壤及⽔水污染的問題，⽔水和⼟土壤的惡惡化會影響種植物的品質與涵量量，造成食安

上的危害。⽽而臺灣是海海島國家，鄰近國家的沙塵暴暴侵襲也影響了了我們⽣生活環境的空氣

品質，加重了了空氣汙染的問題。科技越發達，⼤大家對⽣生活品質的重視度提⾼高，也更更注

重吸進去的空氣品質和所處環境狀狀況。 

因應政府推動相關⺠民⽣生專案計畫，教育部推動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聯聯盟計畫來來培育

智慧晶片領域所需⼈人才。智慧環境晶片系統與應⽤用聯聯盟聚集跨域跨校的教師，先以環

境形成三⼤大要素的空氣、⽔水質、⼟土壤應⽤用端為導向，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來來設計課

程。課程設計⽅方⾯面，透過智慧環境所需，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為主軸之教學精神，引導電資及跨領域師⽣生主動思考提出解決⽅方案。⽔水平分層⽅方

⾯面，著重於智慧環境所需之基本技術；垂直整合⽅方⾯面，以實際幾個應⽤用，作為整合系

統之專題實作並吸引跨領域學⽣生參參與。相關配套活動⽅方⾯面，藉由論壇演講、業界參參訪、

模組教學分享、晶片與系統應⽤用研討會、⼯工作坊、國際交流會、成果發表會等，促進

模組間的交流，更更與業師結合，透過業界出題，學界解題，建立緊密的產學互動，促

進產學交流合作機會，及提升國內智慧環境晶片系統應⽤用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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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環境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
主持人簡介�

 

鄭桂忠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2015.08~迄今) 

• ⼯工研院資通所技術組長(2017~迄今) 

•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2011.08~2015.07) 

•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2006.08~2011.07) 

• Second Sight Medical Products Inc.資深⼯工程 (2001.08~2006.04) 

學歷: 

• 加州理理⼯工學院 美國 電機⼯工程學系 博⼠士 

• 加州理理⼯工學院 美國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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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環境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
執行秘書簡介�

陳佳宏 助理理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經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理教授 (2018~迄今)

• 神盾科技研發部技術經理理 (2017.01 ~ 2018.08)

• Faraday Technology 美國 Oregon 分公司 Analog Design Engineer (2014.12

~ 2016.12)

• Mediatek 美國⿇麻州分公司 Senior Analog Design Engineer (2013.11 ~ 2014.12)

學歷: 

• Ph.D.,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 Ma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國立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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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終端裝置晶片系統與應用聯盟介紹�
 

智慧終端裝置晶片系統與應⽤用聯聯盟(以下簡稱本聯聯盟)⽬目標在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方法，

使所培育⼈人才具備能從智慧終端應⽤用系統去思考，培養學⽣生針對智慧終端應⽤用所需

的之前瞻晶片系統設計能⼒力力。本聯聯盟由陽明交通⼤大學電⼦子所張添烜教授主導，邀集電

資專業領域教授、業界代表與其它跨領域專家，以問題導向學習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為基礎，從課程開發、課程推廣、課程優化⾄至產業連結的四年年四步驟

規劃模式，設計引導式問題解決及學習成效之核⼼心技術與應⽤用專題課程模組，主題包

含快速應⽤用加速器開發、前瞻⾼高速智慧 edge AI 晶片設計、終端裝置智慧感知，與智

慧終端裝置應⽤用專題等，在⼤大學教育的最後⼀一哩誘發⼤大三、⼤大四、研究所學⽣生的學習

動機，結合其所學的理理論與實務訓練，培養並強化學⽣生的團隊合作、有效溝通和專案

管理理能⼒力力。搭配師資培育、學術交流、產學鏈結與課程推廣等配套活動，規劃邀請各

⼤大業界廠商⼈人⼠士擔任業師，結合產學與國內外優秀師資來來培育⼈人才，建立產學互動，

促進產學交流合作，以將晶片系統及智慧化技術應⽤用於終端裝置上，進⽽而促進國內智

慧終端裝置電⼦子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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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終端裝晶片置系統與應用聯盟�
主持人簡介�

張添烜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經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助理理教授/副教授/教授) (2004~迄今)

• 創意電⼦子數位設計部副理理(2000~2004)

• 教育部智慧電⼦子 IE 系統設計競賽主持⼈人(2014-2015)

• 教育部顧問室前瞻晶片系統設計（SoC）學程計畫(2007~2010)

• 臺灣積體電路路設計學會 (TICD) 2010 年年度傑出年年輕學者獎  (2010)

• 教育部前瞻晶片系統設計⼈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 前瞻課程發展計畫

(2008~2009)

• 國科會 NSOC 學術整合型計畫「績優計畫獎」(2009)

•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優秀青年年電機⼯工程師獎(2007)

學歷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博⼠士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碩⼠士

•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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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終端裝晶片置系統與應用聯盟�
執行秘書簡介�

賴伯承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經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助理理教授/副教授/教授) (2009~迄今)

• 臺灣積體電路路設計學會 (TICD) 2016 年年度傑出年年輕學者獎  2016

• 科技部優秀年年輕學者研究計畫 (2016-2019, 2019-2022)

• 科技部 NPIE 計畫成果「特優獎」 (2014)

• 國立交通⼤大學全校優良教學獎和電機學院傑出教學獎

• 教育部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聯盟協同主持⼈人/主持⼈人 (2017-2021)

• 教育部 AP 聯聯盟之計畫共同主持⼈人暨執⾏行行秘書 (2016)

• 教育部 AP 聯聯盟之核⼼心達⼈人培育計畫主持⼈人 (2012-2016)

• 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設計競賽之共同主持⼈人 (2013-2015)

• 教育部智慧電⼦子前瞻技術系統設計課程發展計畫-多核架構發展暨其應⽤用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1-2013)

學歷： 

•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 電機⼯工程研究所 博⼠士

• 美國加州⼤大學洛洛杉磯分校 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

•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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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技術課程
推廣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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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技術課程推廣計畫�
 

智慧聯聯網技術課程推廣計畫⽬目的係將總聯聯盟往下延伸三個應⽤用聯聯盟，分別為智慧空

間、智慧運輸、智慧製造等三項聯聯盟以及⼀一項基礎技術聯聯盟於第⼀一、⼆二期完成開發之

課程以公開徵件的形式進⾏行行推廣，並整合跨校師資發展相關教學課程，建置相關實驗

實作環境並提供跨校交流分享應⽤用，本次供提出 29 ⾨門模組，讓全國⼤大專校院相關系

所申請。為避免各系所衍⽣生出過多課程，將建議以其系所現有相關課程為基礎，從所

提供的 29 ⾨門模組，擇定採⽤用⼀一定比例例時數做為教材，規劃融入現有智慧物聯聯相關課

程成為⼀一⾨門課程。申請系所教師並應參參與種⼦子教師培訓，接受訪視，配合聯聯盟主辦相

關配套活動，並協助教學成效的評估與資料蒐集。 

透過課程推廣計畫加速相關⼤大學校院著⼿手發展建立智慧聯聯網教學資源，⿎鼓勵相關系

所運⽤用本聯聯盟發展之重點模組，深化系所課程規劃，逐步提升系所智慧聯聯網相關技術

與應⽤用之教學能量量。另外也將持續辦理理相關的配套活動，強化學習效果。 

本次課程推廣計畫獲補助學校達 43 所、獲補助有 62 案(99 ⾨門課程)、重點模組採⽤用達

230 次、約 3,000 名學⽣生習得本聯聯盟所提出之教材，總補助⾦金金額達約 4,300 萬。其中

申請案件數、獲補助課程及學⽣生受惠⼈人數均⾼高於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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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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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推廣教材—得獎名單�

獎項 學校 系所 老師 職稱 模組名稱 

特優 
國立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黃仁暐 副教授 

深度學習時空間資料
探勘 

特優 
國立 

宜蘭蘭⼤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陳懷恩 教授 

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
平臺與應⽤用 

特優 
國立 

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蕭旭君 副教授 

物聯聯網通訊及網路路安
全技術 

特優 
國立 

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林林忠緯 

助理理 
教授 

物聯聯網系統安全技術 

特優 
國立 

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

學系 
胡誌麟 副教授 

居家照護之影像辨識
和跌倒偵測應⽤用開發
模組 

優等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陳冠宏 副教授 

⼈人⼯工智慧視覺感知運
算系統模組 

優等 
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張添烜 教授 
深度學習於智慧汽⾞車車
應⽤用 

優等 
國立 

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

學系 
胡誌麟 副教授 

家電與能源管理理應⽤用
開發模組 

優等 

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廖育德 教授 
智慧農業與 ICT 整合
應⽤用 國立 

宜蘭蘭⼤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陳懷恩 教授 

優等 

國立 
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鄺獻榮 教授 
物聯聯網技術於智慧⽔水
產養殖之應⽤用 國立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黃致憲 

助理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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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推廣教材—得獎名單�

獎項 學校 系所 老師 職稱 模組名稱 

優等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曾柏軒 副教授 
⼯工業物聯聯網通訊與雲
端軟體平臺整合 

優等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陳彥霖 教授 
⼯工業 4.0 智慧影像分
析與應⽤用 國立雲林林 

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薛雅馨 副教授 

優等 
國立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李順裕 教授 

⽣生醫穿戴式裝置開發
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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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課程—得獎名單�
 
獎項 學校 系所 老師 職稱 課程名稱 

特優 
南臺科技 

⼤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王立洋 副教授 物聯聯網概論與應⽤用 

特優 
國立 

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

學系 
胡誌麟 副教授 物聯聯網技術 

特優 
國立 

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謝東佑 副教授 

機器學習系統設計實

務與應⽤用 

特優 
國立 

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謝東佑 副教授 

⾼高可 靠度系統 之設

計、測試與應⽤用 

特優 
國立 

⾼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張保榮 教授 智慧型系統 

優等 
國立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賴怡吉 教授 物聯聯網應⽤用系統專題 

優等 
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阮阮聖彰 教授 計算機組織 

優等 
國立 

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

⼯工程學系 
周瑞仁 教授 ⾃自動化系統設計 

優等 
國立 

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黃駿賢 副教授 軟硬體共同設計 

優等 
國立 

宜蘭蘭⼤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邱建⽂文 教授 

智慧物聯聯網概論與應

⽤用 

優等 
正修科技 

⼤大學 

電⼦子⼯工程

學系 
施松村 教授 物聯聯網應⽤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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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課程—得獎名單�

獎項 學校 系所 老師 職稱 課程名稱 

優等 
國立臺灣 

海海洋⼤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 
辛華昀 副教授 嵌入式系統設計 

優等 
亞東技術 

學院 

電⼦子⼯工程

學系 
陳⾱韋達 

助理理 

教授 

SOPC 嵌入式系統設

計 

優等 
國立 

⾼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

學系 
吳志宏 教授 機器⼈人影像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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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心得—優良推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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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B-4 深度學習時空資料探勘�
獎項：特優�

黃仁暐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首先感謝教育部提供這個平台和機會，讓我們能有計畫補助製作智慧聯聯網相關

的教材，並協助推廣⾄至全國各學校以供各級老師參參考使⽤用，感謝計畫辦公室和相關助

理理及同學的全⼒力力⽀支持，才能讓此教材更更趨完備，也謝謝各位老師選⽤用我們準備的相關

教材內容，並提供非常有建設性的修改建議。 

  ⼈人⼯工智慧已然成為世界各國未來來的發展趨勢，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隨處可⾒見見應

⽤用⼈人⼯工智慧相關技術的場域。這次製作的教材著重在⼈人⼯工智慧領域中近年年來來發展最

好的深度學習技術，藉由硬體的平⾏行行化加速運算，可使得我們能夠設計更更複雜的類神

經網路路，以解決過去無法突破的種種難題。學習⼈人⼯工智慧的理理論與技術，對於未來來各

⾏行行各業的應⽤用發展都有極⼤大助益，⼈人才培育的需求刻不容緩，希望後學未來來能有機會

持續與各位先進共同努⼒力力，為臺灣的⼈人才培育貢獻⼼心⼒力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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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A-6 物聯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
獎項：特優�

陳懷恩 教授 

國立宜蘭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非常感謝教育部對於智慧物聯聯網⼈人才培育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發揮國立宜蘭蘭⼤大學

在資通訊與農業跨領域整合的特長，將研發成果彙整編撰「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

與應⽤用」模組；也非常感謝臺灣⼤大學「智慧物聯聯基礎技術聯聯盟」的⽀支持協助，才能讓

我們的模組被多位老師採⽤用，提⾼高教材編撰的成果效益。 

本模組的教學理理念念強調理理論與實務並重，並規劃跨領域問題導向之專題，藉由線上學

習結合線下實習之創新教學模式，讓學⽣生除了了學習物聯聯網感測器與嵌入式系統架構

與應⽤用的理理論基礎外，也可以經由實際動⼿手進⾏行行實驗來來達到理理論與實務兼具的⽬目標。 

本模組加入「農⽤用感測器」與「智慧農業應⽤用案例例」等章節，作為「物聯聯網感測器軟

硬體平臺與應⽤用」模組在農業場域應⽤用的範例例，包含農⽤用感測器(感測層)、物聯聯網感

測器軟硬體平台(傳輸層)、智慧農業應⽤用案例例(應⽤用層)，把物聯聯網架構與應⽤用串串聯聯起

來來。 

在線上課程⽅方⾯面，本模組搭配 MOOCs 線上教材推廣，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管道，

並讓學⽣生能在閒暇之餘⾃自⾏行行線上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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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A-3：� 物聯網通訊及路安全技術�
獎項：特優�

 

蕭旭君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謝謝各領域老師的⽀支持，希望此教材模組能協助提升物聯聯網領域的資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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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A-4：物聯網系統安全技術�
獎項：特優�

林林忠緯 助理理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課程模組「物聯聯網系統安全技術」雖然時數不多，但是以⾞車車聯聯網資訊安全為範例例探

討可讓學員學習相關資訊安全技術的實際應⽤用，其中系統設計課程強調資訊安全與

其他設計⽬目標的整合，對於資源（如：運算資源或通訊資源）有限或限制（如：安全

safety 限制或時效性限制）嚴格的物聯聯網系統更更顯重要。實驗課程使⽤用世界許多課程

採⽤用並且具有⼤大量量公開資源的⼩小鴨⾞車車 Duckietown，無論是基本系統安裝與實驗或資

訊安全實驗，皆可讓學員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學習。在此感謝計畫與聯聯盟之⽀支持與洪

靖秦同學於實驗課程之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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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B-2居家照護之影像辨識和跌倒偵測應用開發模組�
獎項：特優�

胡誌麟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智慧空間聯聯盟給我們機會開發推廣教材，本模組以智慧家庭為應⽤用場域，導入

PBL 教學模式，在居家照護的需求下，運⽤用機器學習及影像辨識技術，作為物聯聯網技

術與實作教學的基礎。其中包含樹莓派嵌入式系統之軟硬體開發、⼈人⼯工智慧和影像辨

識應⽤用基礎入⾨門，讓學⽣生對於在⼀一般嵌入式裝置上整合開發智慧家庭應⽤用服務⽅方⾯面

能有更更進⼀一步的學習和實作體驗。 

在推廣教材的過程中，我們體會到以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模式作為授課⽅方式的核⼼心，

能夠有效引導學⽣生從發現問題、定義問題到解決問題，逐步培育學⽣生在物聯聯網技術與

應⽤用開發的知識技能。⽽而後我們也投入推廣研習⼯工作坊和拍攝⽰示範教學影片，參參考使

⽤用本教材的教授們也給予諸多建議和回饋，協助我們持續改善模組教材。 

對於此次獲獎，我們備感榮幸。也特別謝謝種⼦子助教侯建全同學及宋吳珉、盧怡君、

呂呂晟暐、王柏凱、班⿑齊林林及林林昆佑等同學之協助。再次感謝聯聯盟⽀支持本課程模組之開

發，讓更更多的學⽣生可以體驗智慧家庭物聯聯網技術相關課程，在未來來我們將會持續努⼒力力

維持教材模組的精益求精、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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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A-7 人工智慧視覺運算系統設計�
獎項：優等�

 

陳冠宏 副教授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開發電動輪輪椅的 WHILL 公司，和⽇日本航空及⽇日本

機場⼤大樓樓公司合作，已經在⽻羽⽥田機場展開電動輪輪椅⾃自動駕駛的試運⾏行行，顯⽰示智慧⾃自駕

輪輪椅所需的智慧物件偵測技術將⽇日益重要。我們開發的深度學習神經網路路－Agile net

能⾃自由選擇所欲偵測的物件種類，於公開測試資料集 MS COCO 的測試結果顯⽰示

Agile net 之偵測準確度比 YOLO v3 ⾼高出近 10 個百分點，和 YOLO v4/5 相仿，居全

球領先群，卻能節省 50%以上的運算複雜度，搭配我們所提出的 Adaptive 

quantization 和 GoP-mode 等技術，加速神經網路路推論速度達 1093%，在低成本移

動式平台 Jetson Nano 上達到 35 FPS，滿⾜足即時運算需求，⼤大幅提升深度學習神經

網路路的實⽤用性。 

我們所製作的⼀一系列列智慧物件偵測教材(磨課師影片已上架中華開放教育平台，課程

名稱：「⼈人⼯工智慧視覺運算系統設計」)獲得教育部經費補助進⾏行行推廣於各⼤大專校院教

學課程，因被採計使⽤用的次數⾼高於平均值 50%以上，很榮幸獲得優等獎榮譽，令我對

去年年花費整個暑期進⾏行行教材編撰和影片攝製稍感欣慰。 

感謝教育部和逢甲⼤大學的經費補助、主辦單位的肯定、選⽤用本課程模組和長期砥礪我

們的教師同仁們以及本團隊的所有成員，我會繼續努⼒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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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C-2深度學習於智慧汽車應用�
獎項：優等�

張添烜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得獎⼼心得分享： 

⾸首先要謝謝聯聯盟盟主郭峻因教授，願意找我開這個模組，果然教學是學習的最快⽅方法，

雖然，還是覺得廣⼤大的深度學習無窮無盡。其次要感謝我的課程學⽣生們，願意接受新

課程的不完美，並且帶來來更更多的回饋給課程成長。感謝我的助教群們，沒有他們的付

出，MOOCS 與實驗教材不會有今天的樣⼦子，感謝陽明交通⼤大學的教學發展中⼼心協

助拍攝與後製，專業的果然不⼀一樣。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是各個推廣的老師，希望這

個⼀一點點的貢獻能加速臺灣相關教育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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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B-1 家電與能源管理應用開發模組�
獎項：優等�

胡誌麟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智慧空間聯聯盟給我們機會開發推廣教材，本模組以智慧家庭為應⽤用場域，導入

PBL 教學模式，運⽤用家電與能源管理理的問題及需求，作為物聯聯網技術與實作教學的根

基。教學內容包含嵌入式系統之軟硬體開發、網路路傳輸技術與雲端平台操作、家電能

源管理理實驗等，培訓學⽣生了了解物聯聯網技術中的底層感測及區域網路路技術；中層核⼼心網

路路技術；上層服務平台技術及相關國際標準。 

在推廣教材的過程中，我們體會到以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模式作為授課⽅方式的核⼼心，

能夠有效引導學⽣生從發現問題、定義問題到解決問題，逐步培育學⽣生在物聯聯網技術與

應⽤用開發的知識技能。⽽而後我們也投入推廣研習⼯工作坊和拍攝⽰示範教學影片，參參考使

⽤用本教材的教授們也給予諸多建議和回饋，協助我們持續改善模組教材。 

對於此次獲獎，我們備感榮幸，也特別謝謝種⼦子助教宋吳珉同學及盧怡君、侯建全、

呂呂晟暐、王柏凱、班⿑齊林林及林林昆佑同學之協助。再次感謝聯聯盟⽀支持本課程模組之開發，

讓更更多的學⽣生可以體驗智慧家庭物聯聯網技術相關課程，在未來來我們將會持續努⼒力力維

持教材模組的精益求精、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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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2智慧農業與� ICT� 整合應用�
獎項：優等�

 

廖育德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這次的計畫主要是開發農作物⽣生長環境監測系統的教材。本課程模組主旨為導入資

通訊的科技於農業⽣生產應⽤用，提供學⽣生實際參參與，並且將所學應⽤用於農業⽣生產上，提

昇未來來從事農業科技研究的意願。相關的課程搭配電機專題，透過引導提升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力，並且整合農場需求，推廣農業 ICT 技術應⽤用，做為⽇日後各系所跨領域學

程範例例。 

此次課程與宜蘭蘭⼤大學陳懷恩教授共同開發。此課程提供結合電機與資訊相關的基礎

技術 MOOC 系列列課程，讓跨領域的學⽣生能夠先了了解智慧農業所需的專業技能，再將

所學應⽤用於實作專題。此課程於中興⼤大學⽣生物與機電⼯工程學系進⾏行行推廣，藉由學⽣生的

回饋再進⾏行行修正。在推廣的過程中，我們共同舉辦了了種⼦子教師以及學⽣生營隊訓練，讓

參參與的老師以及同學實際操作各項專題開發的項⽬目。 

在推廣的過程中，感謝中正⼤大學電機系李皇辰教授、成功⼤大學電機系黃致憲教授、中

興⼤大學⽣生物與機電⼯工程學系吳靖宙主任和林林浩庭教授提供我們團隊許多寶貴的建議

以及實務經驗分享，讓課程內容更更加完整。此外，感謝所有參參與的學⽣生、助教們和陽

明交通⼤大學 MOOC 課程團隊在教材開發上的協助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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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2智慧農業與� ICT� 整合應用�
(田間機器人資通訊整合應用)�

獎項：優等�

陳懷恩 教授 

國立宜蘭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非常感謝教育部對於資通訊導入智慧製造⼈人才培育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發揮國立

宜蘭蘭⼤大學在資通訊整合農業⽣生產應⽤用的特⾊色，將研發成果彙整編撰「⽥田間機器⼈人資通

訊整合應⽤用」模組；也非常感謝清華⼤大學「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的⽀支持與協助，

才能讓⽥田間機器⼈人推廣⾄至多所學校，展現教材編撰的成果效益。 

本模組以蕃茄⾃自動採收為案例例，採問題導向學習⽅方式，讓學⽣生從設計到實作解決問題，

並學習如何設計⽥田間機器⼈人應⽤用於設施農業應⽤用場域，以減輕從農⼈人⼒力力負擔、提升產

業價值。 

本課程模組之設計以⼤大學部⾼高年年級以上(含碩⼠士班)學⽣生為對象，內容包含理理論講授與

實驗，整合物聯聯網傳輸與機械⼿手臂採果之技術，將機械⼿手臂、機器視覺、⾃自走⾞車車載具

與物聯聯網通訊技術等課程整合為⼀一個機械⼿手臂⾃自動化採果專題。對於非電資領域（如：

⽣生資學院）不具備網路路通訊基礎的學⽣生，則建議藉由教育部線上(OCW/MOOC)課程

加強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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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3智慧水產養殖物聯網建置與整合�
獎項：優等�

鄺獻榮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讓我有機會與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黃致憲老師共同開

發「物聯聯網技術於智慧⽔水產養殖之應⽤用」教材，其中分為「智慧⽔水產養殖物聯聯網建置

與整合」以及「應⽤用於智慧⽔水產養殖之超⾳音波系統與設計實務」兩兩個模組，內容則包

含⽔水產養殖與物聯聯網簡介、⼈人⼯工智慧⽔水產偵測與辨識、超⾳音波原理理與系統、超⾳音波於

⽔水產養殖之應⽤用等，並且透過⼀一系列列的實驗與實作，引導學⽣生使⽤用各式開發板與設備

進⾏行行軟硬體整合，逐步實現⼀一個可以應⽤用於⽔水產養殖的智慧物聯聯網系統雛型。 

開發⼈人⼯工智慧物聯聯網技術應⽤用於⽔水產養殖的教材，對我個⼈人⽽而⾔言是相當⼤大的挑戰，所

幸透過教育部及聯聯盟定期會議的指導，以及教材開發相關經費的⽀支持，並由聯聯盟協助

錄製教學影片，使得教材可以順利利開發完成。推廣階段則要感謝黃致憲老師舉辦種⼦子

教師培訓活動，或許是「智慧⽔水產養殖」的議題比較新奇，再加上聯聯盟的強⼒力力宣傳獲

得不錯的迴響，讓我們的教材有機會推廣給其他學校採⽤用，培育更更多能夠應⽤用智慧物

聯聯網技術於⽔水產養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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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3智慧水產養殖物聯網建置與整合�
(應用於智慧水產養殖之超音波系統與設計實務)�

獎項：優等�

黃致憲 助理理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這次能有機會得到教育部的⽀支持開發超⾳音波應⽤用的相關教材，並深入探討超⾳音波於

⽔水產養殖之應⽤用，非常感謝智慧聯聯網總聯聯盟與教育部的⽀支持，也謝謝本課程的主持⼈人

鄺獻榮老師，不吝分享他寶貴的經驗，使我在教材的開發上得到許多啟發，另外，智

慧製造⼦子聯聯盟規劃的各項推廣活動，也讓我獲益良多，希望這次開發的課程能對國內

在超⾳音波實務應⽤用上有所貢獻，也希望未來來教育部能繼續⽀支持各類新課程模組的開

發，使教育不僅侷限於學校之內或書本之上，尚能結合終⾝身學習與最新技術的實務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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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4 工業物聯網通訊與雲端軟體平台整合�
獎項：優等�

曾柏軒 副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模組由李昭賢教授與本⼈人共同規劃，針對⼯工業物聯聯網如何在未導入物聯聯網的場域

快速搭建、管理理網路路，主要涵蓋「物聯聯網標準化平台」、「軟體定義物聯聯網閘道器管理理」

兩兩⾯面向，以物聯聯網網路路設施與管理理端之各項需求為問題核⼼心，講授如何基於軟體設計

⼀一符合⼯工業物聯聯網通訊的應⽤用。其中李昭賢教授錄製的 MOOCs 教材內容，包含運

⽤用 Node.JS、NodeRED 控制與管理理 OM2M 標準平台等線上單元，結合詳實的教材

編列列，使學⽣生能快速搭建所需的物聯聯網應⽤用。經由計畫執⾏行行邀請國立台北⼤大學通訊系

王鵬華教授開設微學分課程，採取以 MOOCs 線上教材、搭配定期課後與教師討論

的⽅方式，學⽣生能以 Arduino 打造 Web-of-Things 的專題，透過王教授協助，驗證教

材在物聯聯網快速搭建的可⾏行行性後開始推廣。推廣過程中接獲相關教師、助教對於本教

材的建議與回饋，對於內容釐清甚有幫助。謝謝計畫執⾏行行過程中包含聯聯盟劉劉靖家主任、

林林思廷⼩小姐與其團隊、以及總聯聯盟的協助，也謝謝中⼭山⼤大學陳坤志教授團隊給予⽀支援，

以及北科⼤大⾏行行動智慧型網路路實驗室成員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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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7 工業 4.0 智慧影像分析與應用�
獎項：優等�

陳彥霖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本次參參與教育部計畫辦公室提供這次機會。 

我們在執⾏行行教材模組編纂、針對教材設計 PBL 課程、並融入相關課程模組的過程中，

吸收與融合了了不少寶貴的教學改進經驗，進⽽而經這些重新設計的智慧影像分析與物

聯聯網應⽤用整合技術，加以編組成讓學⽣生可以實際動⼿手解決問題的 PBL 教學模組，包

含智慧製造、智慧漁業、與智慧⾃自駕⾞車車應⽤用，在北科⼤大開授課程的實際驗證中，證明

將理理論與實務結合，並結合實際場域問題的教學模組，可以得到相當好的學習效果，

後續也期望能持續將課程模組持續精進，整合更更多案例例並擴充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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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D-7 工業 4.0 智慧影像分析與應用�
獎項：優等�

薛雅馨 副教授 

國立雲林林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次教材主要與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陳彥霖教授⼀一同整合推廣。在當中負責

IIOT 模組介紹與 Webaccess 操作。其中包含：IIOT 模組介紹與操作、IIOT 模組操

作、Webaccess 操作。也於中華開發教育平台與其他教師⼀一同開設智慧製造影像暨

產線系統設計與應⽤用的 Moocs 課程。希望對於欲使⽤用教材教學或有意願學習的同學

有所幫助。感謝給予優良推廣教材之獎項，對於參參與編撰與推廣教材之所有⼈人員有莫

⼤大之⿎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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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B-5 生醫穿戴式裝置開發模組課程�
獎項：優等�

 

李順裕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教育部與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聯盟的⽀支持，讓我們團隊有機會完成「⽣生醫穿戴式裝

置開發模組」，此模組是⼀一個具有穿戴式物聯聯網設計的⽣生醫晶片開發模組，擁有低功

耗、微⼩小化以及物聯聯網化的設計，並且能提供⾼高品質的⽣生理理訊號，包括⼼心電訊號、腦

電訊號、肌電訊號等多種⼈人體的⽣生理理訊號。開發者透過此模組，可以快速地開發出應

⽤用於⽣生醫領域之穿戴式產品，縮短研究開發時間。此外，不同的訊號以不同的模組進

⾏行行訊號處理理，開發者可以依據⾃自⾝身之開發需求，⾃自由地組裝模組，如同組裝⼀一「智慧

積⽊木」，我們稱「TriAnswer:試穿戴(Try and Get Your Answer)」。本「試穿戴」期望幫

助開發者能更更輕易易地實現其設計構想，開發出產品雛形，蓬勃⽣生醫穿戴式產品之領域

發展。此模組⽬目前包含四個單元: 

單元⼀一：⽣生理理訊號介紹以及 Trianswer 模組介紹 

單元⼆二：藍藍芽及微處理理器背景知識介紹、Trianswer 傳輸模組介紹以

及 Arduino 實作。 

單元三：⼿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概念念介紹。 

單元四：⽣生醫穿戴式裝置系統整合。 

TriAnswer 模組原理理介紹網⾴頁: https://youtu.be/sQcyQJgb_so 

TriAnswer 模組實作介紹網⾴頁: https://youtu.be/2cSzfthJ7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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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心得—優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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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獎項：特優�

王立洋 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課程是⼀一⾨門廣度很⼤大的課程，開在⼤大三上。我將此課程定位⼤大三下開始之畢業專題

製作之先修課程，希望同學修完此課程後能夠掌握畢業專題所需要之各種技術，	引

導同學後續⾃自學之⽅方向，提升畢業專題製作之質與量量。	為達此⽬目標，我們充分地運

⽤用計畫經費購置各種實驗模組／設備，並且結合聯聯盟教材與我們⾃自編的實驗單元講

義與教學視頻，打造出⼀一非常緊湊⽽而有挑戰性的課程。	

如何在⼀一⾨門課中擠入這麼多技術來來教授是⼀一⼤大挑戰，所幸同學並非從零開始，先前已

學過程式設計與單晶片設計等相關課程；	⽽而我們也不打算深入地教學⽣生學習某⼀一種

技術；	⽽而是透過單元範例例的介紹與操作，讓同學學習各項技術剛好⾜足夠之知識。	重

點讓學在實作中深刻地去體驗 IOT應⽤用如何建立，清楚 IOT	的三層應⽤用架構之間的

介⾯面如何連繋，以及整體系統如何運作。	期末再以⼀一個分組 PBL	來來驗收同學學習的

成效。	 	

⽽而隨著期末成果展⽰示活動落落幕，我也鬆了了⼀一⼝口氣，	除少數幾個受不了了停修的同學，

⼤大部⼈人都成功地挺下來來，完成作品。	最後我想說的是非常感謝聯聯盟經費的奥援，否

則如此有企圖⼼心的教學實驗不會出現；更更要感謝我的兩兩個研究⽣生 TA，沒有他們的付

出，這些實驗環境跟實作單元⼤大概也很難⽣生出來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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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物聯網技術�
獎項：特優�

胡誌麟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物聯聯網技術課程涵蓋的系統與技術層⾯面甚廣，若若單要在⼀一個學期的課程中完全講授

且包含演習及專題實作，極具挑戰。我們導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之教學⽅方法，採做中學、學中做的教學設計，使⽤用推廣計畫的教材資源及⾃自製教

材等，我們規劃⼀一系列列 PBL 學習單元，以貼近學⽣生的居家⽣生活空間內所實際經歷的

問題作為出發點，逐步引導學⽣生進⾏行行發想、討論、擬議及提出有特⾊色的創意專題企劃，

期間適時採納設計思考單元，且根據學⽣生專題的共同需求，與業師商擬務實的協同教

學單元，特別是在影像媒體處理理、隱私保護與機器學習運算等教學內容。同時，我們

培育種⼦子助教⼩小組，隨堂協助學⽣生討論及參參與⼩小組團隊的經營，並且在學習過程給予

輔導與建議等。在教學過程中，我們體會到以 PBL 模式作為授課⽅方式，能夠有效引

導學⽣生從發現問題、定義問題到解決問題，逐步培育學⽣生在物聯聯網技術與應⽤用開發的

知識及技能。對於此次獲獎，我們備感榮幸。也特別謝謝 109 學年年種⼦子助教團隊林林昆

佑、黃勝志、王柏凱、許晁瑜、班⿑齊林林、呂呂晟暐、侯建全、宋吳珉、盧怡君、萬琦君

及周國斌等同學之協助，我們⼀一同經營這堂課程，也共同留留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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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機器學習系統設計實務與應用�
獎項：特優�

 

謝東佑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很榮幸能獲得聯聯盟以及委員們對我們的肯定，榮獲特優獎項，對我們是很⼤大的激勵。 

這⾨門課程希望能透過實務以及應⽤用的⾓角度讓學⽣生知道機器學習系統在⽇日常⽣生活中確

實可發揮作⽤用。除此之外，也能了了解實作機器學習系統的時候需注意到的種種議題以

及解決⽅方法。 

這⾨門課程的⼀一⼤大特⾊色在於引入翻轉教室與 problem-based learning 的教學⽅方式，結

合上述的課程⽬目標來來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這⾨門課程為新開課程，不僅第⼀一次

開課就吸引 56 位學⽣生選修，學期末的教學滿意度在 7 分量量表中更更得到 6.457 分的優

異異成績，也因此獲頒國立中⼭山⼤大學的優良教學課程。 

也很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有聯聯盟的師長們所開發出來來的課程模組教材，讓我們在準備

課程時省下了了許多時間，且⼜又能兼顧課程品質。除此之外，中⼭山⼤大學的學⽣生也能藉此

學習到不同學校老師的教學精華，更更能透過線上模組課程，打破時空限制，在實體教

室之外也能夠進⾏行行學習。相當感激許多師長們的辛勤勤付出與努⼒力力。 

最後，也很感謝我們的課程執⾏行行團隊，吳閏琮(博⼠士⽣生)、蔡京燁(碩⼠士⽣生)、莊學叡(碩

⼠士⽣生)以及陳則佑(碩⼠士⽣生)，因為有他們持續不斷的付出與努⼒力力，我們的課程才能有優

異異的推廣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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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高可靠度系統之設計、測試與應用�
獎項：特優�

謝東佑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很榮幸能獲得聯聯盟以及委員們對我們的肯定，榮獲特優獎項，對我們是很⼤大的激勵。 

這⾨門課程主要介紹⾼高可靠度系統的設計、測試與應⽤用，讓學⽣生能從⼀一系列列的實務問題

中對於智慧製造與智慧汽⾞車車所需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硬體防護設計進⾏行行學習，並

能實作。 

這⾨門課程的⼀一⼤大特⾊色在於引入翻轉教室與 problem-based learning 的教學⽅方式，結

合上述的課程⽬目標來來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這⾨門課程為新開課程，第⼀一次開課

就吸引 82 位學⽣生選修，在我們系上的研究所選修課程當中也是修課⼈人數最多的⼀一⾨門

課程。很開⼼心能與這些學⽣生們共同探討可靠度與安全性在現今電路路設計、測試與應⽤用

上的重要性與發展趨勢。 

也很值得⼀一提的是，很感謝聯聯盟的師長們所開發出來來的課程模組教材，讓我們能以⾼高

效率準備課程內容。除此之外，中⼭山⼤大學的學⽣生也能藉此學習到不同學校老師的教學

精華，更更能透過線上模組課程，打破時空限制，在實體教室外也能夠進⾏行行學習。 

最後，也很感謝我們的課程執⾏行行團隊，吳閏琮(博⼠士⽣生)、蔡京燁(碩⼠士⽣生)、莊學叡(碩

⼠士⽣生)以及陳則佑(碩⼠士⽣生)，因為有他們持續不斷的付出與努⼒力力，我們的課程才能有優

異異的推廣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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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智慧型系統�
獎項：特優�

張保榮 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智慧空間聯聯盟對本課程的肯定。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希望⾝身為這個

時代的學⽣生能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力。智慧型系統課程安排了了深度學習、⼯工業控制、

AIoT 平台相關的實作課程，引導修課同學從基礎的演算法開始學習，並逐漸整合控

制與執⾏行行環境，建置⼀一個智慧型系統。 

然⽽而，互相競爭也是⼀一種進步的⽅方法，我們在期末安排專題競賽，邀請了了業界⼈人⼠士評

比，結合了了學界與業界的意⾒見見，讓專題具備研究價值與實⽤用度。同時也讓學⽣生在參參與

競賽的流程中，培養提案時的表達能⼒力力、團隊合作與思考辯證的能⼒力力。 

在此由衷感謝教育部與智慧空間聯聯盟的鼎⼒力力相助，提供充⾜足的資源與課程培養種⼦子

教師，使得我們有⾜足夠的動⼒力力推廣⼀一系列列的課程，也希望未來來能夠持續合作，共創雙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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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物聯網應用系統專題�
獎項：優等�

賴怡吉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有幸全程參參與本「物聯聯網」系列列課程的設計、準備、與授課，對我來來說是⼀一趟收穫豐

富的驚奇之旅。收穫豐富的地⽅方是有機會以系統化、產業化的視⾓角，將「物聯聯網」相

關的技術與應⽤用領域逐⼀一深入探索，並讓它們系統化地在統合的架構中相互輝映，乃

⾄至於集結成冊出版；⽽而驚奇，則來來⾃自於在授課的過程中學⽣生所提出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每每超出個⼈人最天⾺馬⾏行行空的想像之外，如此教學相長，⼜又進⼀一步再帶來來更更多的收穫。

有幸得此機會，最需要感謝我系的計畫主持⼈人吳瑞北教授，若若無吳教授與張進福教授

當年年領先時勢創立本「物聯聯網」系列列課程，及長期的⽀支持與指導，也不會有今⽇日這⼀一

系列列的課程。⽽而智慧空間電⼦子聯聯盟提供的海海量量優質教材，對苦惱於更更新備課內容的個

⼈人來來說，正如同及時雨帶來來了了最重要的活⽔水⼀一般，充沛了了課程的⽣生命⼒力力。非常感謝聯聯

盟肯定我們團隊共同努⼒力力的成果，讓我們這收穫豐富的驚奇之旅，得以繼續前⾏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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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計算機組織�
獎項：優等�

 

阮阮聖彰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教授計算機組織這⾨門課程已經超過了了 15 年年，因為早期臺灣沒有 CPU 相關產業，總

想著要如何讓同學對這⾨門課程有更更深入且貼切的感覺，直到最近 RISC-V 架構的出現，

讓同學能有機會能⼀一窺 CPU 的奧秘，不再只是紙上談兵，但是相關資料與訊息之多，

對於上課得準備談何容易易。有幸這次教育部智慧聯聯網技術課程推廣計畫集合了了國內

具相關專長之教授，共同打造數個以 RISC-V 為核⼼心的相關課程模組，讓我在授課時

擷取所需的材料，豐富課程內容。另⼀一⽅方⾯面，因為計畫的補助，讓本課程能夠邀請

ARM、Intel，以及 Andes（晶⼼心科技）的⼯工程師來來親⾃自講授各家 CPU 的特⾊色及發展，

讓同學收穫良多，也讓此課程在校內課程評量量獲得 4.74/5 的⾼高分，深獲學⽣生好評。

節錄學⽣生評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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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自動化系統設計�
獎項：優等�

周瑞仁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課程主要⽬目標在於⿎鼓勵學⽣生從產業界或⽣生活中洞洞察問題，並獲致尋求解⽅方的能⼒力力，

因此以專題導向為核⼼心的教學⽅方式將「傳統單向式的學習模式」轉換成「做中學的學

習模式」，並根據專題所需的知能設計成 8 個有⽤用的實習項⽬目，愛因斯坦說過:「最重

要的教育⽅方法是⿎鼓勵學⽣生採取實際⾏行行動」。課程涵蓋的⼯工具包括智聯聯網以及機電⼯工程

相關知能。雖然在構思主題階段師⽣生花費較多的時間參參與討論，但在課程的進⾏行行中明

顯感受到學⽣生的企圖⼼心及積極投入的熱忱，學⽣生清楚認知到每次講授或討論的主題

與期末專題的哪個部分息息相關，配合每個主題的實作，讓學⽣生可以階段性地達成專

題⽬目標，這不僅能增進專業知識，同時學習探索與解決問題的毅⼒力力和能⼒力力，循此模式，

期待學⽣生進入社會之後碰到問題知道從何入⼿手，可以⾃自主或協同學習，從了了解需求、

構思問題並逐步解決問題，利利⽤用腦⼒力力激盪式的討論情境培養學⽣生主動發想、提問、團

隊合作的學習習慣，所習得的知識將遠比單純聽課抄筆記來來得刻骨銘⼼心。專業知識固

然重要，但在⼈人⽣生道路路上，做⼈人處事態度及核⼼心能⼒力力與素養才是真正帶得走的財富。

基於這樣的教學理理念念，透過⼀一系列列的課程設計，培養洞洞察問題、建構知識架構、創新、

⾃自主學習和團隊協作等能⼒力力，長期地深耕及實踐，可以明顯看到學⽣生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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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軟硬體共同設計�
獎項：優等�

黃駿賢 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非常感謝教育部補助辦理理智慧聯聯網技術課程推廣計畫的⽀支持，讓我可以進⼀一步強化

課程的深度與廣度，使得教學內容與業界重視的技術能有所連結，增加學⽣生的競爭⼒力力。

再者，也非常感謝負責模組 A-9 和 A-10 的劉劉教授和沈沈教授及其助教的⽤用⼼心，在種⼦子

教師培訓課程中讓我對其編撰教材內容能清楚掌握，在教學過程中才能有效地將知

識傳授給修課學⽣生。此外，也非常感謝計畫申請以及期中審查時每位委員給予的意⾒見見，

對於這個計畫的執⾏行行有莫⼤大的幫助。最後，再次感謝聯聯盟的肯定，很榮幸拿到優良課

程的⿎鼓勵，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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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智慧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獎項：優等�

 

李棟村教授、邱建⽂文教授 

國立宜蘭蘭⼤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教育部與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聯盟對本系的協助與指導，藉由教育部補助智慧聯聯

網技術課程推廣計畫，擴⼤大了了本系既有教材運⽤用於尖端⼈人才培育之效果，在聯聯盟中⼼心

細⼼心規劃與指導下，聯聯盟協助學院進階課程開授、相關技術學習及實作平台之擴散，

此計畫之資源對於未來來修課學⽣生於相關實驗、實作並達成各課程所要求之核⼼心能⼒力力

影響甚鉅。 

因應智慧聯聯網前瞻發展與創新應⽤用趨勢，此計畫經由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聯盟指導實

作 B-1、B-2 與 B-3 之扎實教材，已應⽤用在本系【智慧物聯聯網學分學程】多⾨門課程上，

使學⽣生在未來來物聯聯網職場上具備專業技能，也激發學⽣生的創造⼒力力與團隊合作的能⼒力力，

聯聯盟提供經費所採購的資源能幫助我們落落實實務教學，並已能增加學⽣生專業⼒力力進⽽而

提升產業競爭⼒力力，對本系於物聯聯網、⼤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等教學助益良多，也對未來來智

慧校園與智慧⽣生活空間之教學環境創新更更能達到預設⽬目標，在此對智慧空間電⼦子應

⽤用聯聯盟與教育部表達最⾼高謝意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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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物聯網應用實務 
獎項：優等�

施松村 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課程線上學習教材是以「A-6 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的 Moocs 課程教

材為主要內容，並採線上測驗⽅方式進⾏行行學習評量量，修課學⽣生 35 ⼈人，回饋意⾒見見表⽰示：

線上課程內容完整，由淺到深的介紹，⼜又可提供反覆觀看學習，讓學⽣生能確實學習課

程知識；實作部分可以依進度暫停解說畫⾯面及輸入程式，因此比較能跟得上實驗步驟，

也可以順利利完成實作。 

使⽤用重點課程模組讓學⽣生學習智慧農業的應⽤用實驗課程，透過⼩小型智慧溫室來來學習

電⼦子電路路、無線網路路與雲端運算的技術及使⽤用 LoRaWAN 通訊模組進⾏行行雙向控制的

實驗，對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昇很有助益。課程中除了了電⼦子電機科系的學⽣生學習外，

也能讓跨領域跨系選修的學⽣生學習電⼦子電路路、無線網路路與雲端運算的技術。透過跨領

域的認知學習，在相互學習激發的情形下，預期將可培育出具有創新能量量的學⽣生，適

應未來來科技的快速變化。 

計畫補助聘請業師參參與授課、期末專題指導及協助場域體驗活動，讓教學廣度更更加擴

展，也提昇了了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增長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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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嵌入式系統設計�
獎項：優等�

辛華昀 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海洋⼤大學 

資訊⼯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本課程使⽤用 A6 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模組及 B1 家電與能源管理理應⽤用開發

模組的教材去教授有關物聯聯網實務上的應⽤用。教材提供多種物聯聯網開發板的基本介

紹與應⽤用⽅方法，並使⽤用多種程式語⾔言及開發系統去撰寫、執⾏行行開發板上的軟硬體以及

架構⽬目標導向的物聯聯網系統，同時，教材所提供的程式範例例也是非常實⽤用且容易易上⼿手，

由淺入深，內容豐富，對於學⽣生⽽而⾔言等同具備了了完整開發⼯工具，可以有更更⼤大的創意空

間去設計更更具特⾊色的專案，藉以提⾼高學⽣生實作經驗，在課後，學⽣生也可以觀看磨課師

影片複習或是⾃自我充實。在短短 8 周的時間，我們達到極⾼高效能的學習成效，這是⼀一

項很好的課程典範，因教材內容完整、層次分明，按教材實施的成功率極⾼高，因此提

⾼高了了學⽣生與老師對於學習物聯聯網的興趣，非常感謝聯聯盟的補助與編輯設計教材的老

師與業師所付出的貢獻。 

為了了使教材更更通順完整，課程開始的前幾個⽉月，我們便便著⼿手進⾏行行課程教材研讀與實作，

其中不免有些重複與說明不夠清晰之處，我們也進⾏行行增刪，去蕪存菁，使此份教材更更

能符合多數學校相關科系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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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SOPC嵌入式系統設計�
獎項：優等�

 

陳⾱韋達 助理理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得獎⼼心得分享： 

⾸首先，謝謝教育部教育司以及智慧聯聯網整合推動聯聯盟在⼈人才培育計畫上。在四年年前，

我曾經努⼒力力要當智慧聯聯網課程開發教師的⼀一份⼦子，也投遞了了計劃書並到台⼤大進⾏行行書

⾯面審查，可惜最後卻沒有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但始終覺得⾃自⼰己所開發的教材教案適

合我⽬目前處於的環境，因此仍花⼀一年年多的時間把它完成，並參參與校內舉辦的教材教案 

，兩兩階段的選拔，最後由外審委員評選後得到特優之殊榮，接著去年年⼜又得知，智慧聯聯

網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已經有相當豐碩的課程成果，並預計推動到⼤大專校院裡，因此我

決定再申請⼀一次，將現有成果結合上模組 A-8：RISC-V 指令集架構實作與硬體架構

設計和模組 A-9：適⽤用於 RISC-V 指令集架構及記憶體階層的系統層級模擬，並順利利

拿到推動課程的計畫，去年年也利利⽤用暑假期間到台⼤大和台科⼤大上課，雖然是短短的幾天，

但感受非常強烈吳安宇教授和劉劉⼀一宇教授團隊在準備 RISC-V 教案的努⼒力力以及辛苦，

內容非常詳細和充實，我也將裡⾯面適合我們學⽣生的內容進⾏行行整合⾄至現有的課程上，成

果非常好，學⽣生也學的很充實。除此之外，也感謝友晶科技范振能資深技術經理理、徐

偉祥先⽣生和臺灣半導體研究中⼼心陳俊宇副研究員在 RSIC-V 實驗以及 FPGA 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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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機器人影像辨識技術�
獎項：優等�

吳志宏 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得獎⼼心得分享： 

感謝計畫評審委員的青睞，以及教育部與智慧製造聯聯盟計畫辦公室在計畫執⾏行行過程

中的資訊交流與⽀支援，讓本課程獲得更更多教學資源，得以順利利推動本課程。這個課程

已經開設很多年年，但多集中在獨立運作的機器⼈人影像辨識與機器學習技術。藉由這次

計畫，本課程將物聯聯網裝置整合於機器⼈人影像辨識的應⽤用上，並以 PBL 的概念念進⾏行行

解題式學習，讓學⽣生從單⼀一的機器⼈人影像辨識技術，延伸思考⼈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

間的整體系統觀，進⼀一步提升技術應⽤用的深度與廣度，師⽣生咸認為獲益良多。本課程

除原有機器⼈人影像辨識技術的介紹外，並串串接物聯聯網裝置，例例如 Nvidia Xavier、

WISE4012 等⼯工業級裝置，以 Node-RED 圖形化 UI 儀表板設計等。聯聯盟網站提供完

善的線上磨課師影片與教材，讓學⽣生得以利利⽤用時間進⾏行行彈性線上學習，激發學⽣生⾃自學

與同儕知識分享，增加教學與學習效率。藉由計畫的⽀支援，本課程得以聘請精機中⼼心

(PMC)業師介紹 PMC SkyMars 機聯聯網的業界應⽤用現況，與 GPU 伺服器在機器學習

計算的操作；此外，計畫提供的獎勵，讓學⽣生進⾏行行 PBL 實務專題，不但⼤大⼤大提升學

⽣生的學習意願與成效，且成果令⼈人驚艷。未來來希望能進⼀一步將物聯聯網與機器⼈人在智慧

⼯工業或⽣生活的應⽤用進⾏行行系統性的教學，並希望能與其他計畫團隊有更更多合作與交流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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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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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整合推動聯盟中心—成果亮點�

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除了了持續借鏡過去不同階段推動之⼈人才培育計畫

所累積的成功模式外，亦有別於過往，強調以產學共同制定之 PBL 機制作為教學平

臺建置及課程/實習設計的遵循主軸。本計畫所培育之師⽣生將同時具備跨領域系統設

計的知識及能⼒力力，除了了對於現階段國家產業轉型所需之⼈人才培育有具體幫助外，對我

國產業未來來欲進⼀一步朝向⾼高端、⾼高價值化升級蛻變所需之⼈人才核⼼心能⼒力力養成亦能收

到明顯成效。本計畫之整體⽬目標為培育適合未來來各式智慧物聯聯網應⽤用所需，具備系統

創新及整合能⼒力力之新世代 ICT 智慧電⼦子跨領域產業⼈人才，其成果亮點說明如下： 

在課程開發上，⾃自 106 年年度起⾄至 108 年年度共發展出 69 ⾨門課程，包含 40 ⾨門 PBL 專題

課程(含 68 個模組)、14 ⾨門應⽤用核⼼心技術課程 (含 15 個模組)及 16 ⾨門智慧聯聯網基礎技

術課程。除提供教材講義、配套實習單元、建議實驗器材規劃，還舉辦種⼦子教師與助

教的培訓課程，幫助使⽤用教材的老師與同學能快速上⼿手。此外在物聯聯網虛擬教學平臺

上；共發展出 31 ⾨門智慧聯聯網系列列 MOOCs 線上課程(模組)及 23 ⾨門 OCW 課程，並上

架⾄至中華開放教育平臺(https://www.openedu.tw/)，109 年年度持續將過去開發之課程

上架⾄至中華教育開放平臺進⾏行行推廣，截⾄至 110 年年 5 ⽉月底共計共計 9,386 ⼈人註冊 4.2 萬

⼈人次觀看且使⽤用課程教學平臺整合課程資源，以利利各界廣泛使⽤用。 

在推廣成效上，計畫執⾏行行第⼆二期時，就先針對學界、業界及社會界進⾏行行試推廣。在學

界⽅方⾯面，推廣⽅方式將由原課程及相關模組開發的老師，結合數個他校有意引進該課程

的老師，搭配學⽣生助教，共同組成⼀一個課程推廣⼩小組，做緊密結合、資源分享與教學

輔導，共計試點推廣⾄至 31 所⼤大學(如: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

國立成功⼤大學等)2,077 ⼈人受惠；在業界推廣上，以結合業界的員⼯工訓練需求，客製化

課程內容，透過包班或學校推廣教育中⼼心進⾏行行，共計 28 家企業(如:思納捷科技、台南

軟體協會、裕隆隆汽⾞車車、矽⽅方科技、原相科技、聯聯詠科技等企業)2,183 ⼈人受推廣；在社

會界推廣上，則以社會公益⾓角度為出發點，⾯面對社會⼤大眾或是其他非⼤大學級別的學⽣生

(如⾼高中⽣生) ，使其有機會接觸及了了解智慧聯聯網相關技術與應⽤用，共推廣 44 件(如: 社

會界推廣⾄至臺灣⾞車車⽤用電⼦子協會、⾼高中課程美術學科中⼼心、⾃自強基⾦金金會台北分部、內湖

⾼高⼯工、⼤大安⾼高⼯工、牡丹丹國⼩小)1,128 ⼈人受推廣。計畫執⾏行行第三期時，則以公開徵件的形

式進⾏行行推廣，共提出 29 ⾨門模組，讓全國⼤大專校院相關系所申請，共有 60 所學校(103

系所)申請，申請案件有 103 案(202 ⾨門課程)，獲補助有 62 案(99 ⾨門課程)，並使⽤用聯聯盟

所提出之模組達 232 次，約 3,000 名學⽣生習得本聯聯盟所提出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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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藉由各式配套規劃加強學習深度及廣度，106-110 年年均舉辦各類學術交流活動

(國際交流研討會活動、設計研討會、研究論壇、產學座談會等)，活動總參參與⼈人數約

8,561 ⼈人次；辦理理 IC 設計競賽、智慧聯聯網專題實作競賽、CAD 競賽等各類創意競賽，

競賽總參參加⼈人數達 6,902 ⼈人次，以此提升未來來科技⼈人之智能涵養，讓創新/創業氛圍

在校園內逐漸形成，也讓學⽣生主動學習變成⼀一個習慣，進⽽而助益國內智慧物聯聯網應⽤用

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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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基礎技術聯盟—成果亮點�

智慧聯聯網系列列課程 

「106 年年度磨課師課程發展計畫」所規劃 10 ⾨門 Moocs 線上教材已於 107 年年 6 ⽉月錄

製完成，並上架⾄至中華開放教育平台提供學習者觀看。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於 108

年年度將影片加上英⽂文字幕，使更更多國外學⽣生使⽤用該教材，⾄至 110 年年 5 ⽉月底共計 13,639

⼈人次觀看。 

開發教材─計算機結構/異異質性運算平台(台⼤大洪⼠士灝) 

異異質計算逐年年普及，但⼤大多數教師對於進入此⼀一領域以及開授相關課程的意願並不

⾼高，主要是現代異異質計算架構較傳統處理理機架構複雜，牽涉之議題較多，技術⾨門檻較

⾼高，本課程以 PBL 教學法，透過多種管道將課程內容與教學經驗分享與推廣。從 108

年年 1 ⽉月開始⾄至⼈人⼯工智慧學校、中研院、國研院、臺⼤大醫院、科創講堂進⾏行行異異質計算課

程授課，總計⼈人數超過 1,300 ⼈人次。 

開發教材─設計思考(台⼤大詹魁元) 

設計思考是⼀一套⽤用於協助不同專業背景的⼈人才合作、學習從⼈人的需求出發了了解問題、

進⽽而⽤用創新⼿手段解決問題的⽅方法。課程以 PBL 為原則，透過多樣呈現⽅方式、多項情

境模擬以及多位教學師資等，設計了了為期五週的線上課程，總共有 25 ⽀支 10 分鐘的

課程影片。統計⾄至 110 年年 5 ⽉月底已達 4,227 觀看⼈人次數。在 108 年年 4 ⽉月⾄至 109 年年 3

⽉月期間，舉辦「環島推廣計畫」，透過實地前往各地縣市進⾏行行 14 場⼯工作坊，並邀請不

同背景領域的青年年、企業⼈人員以及教職⼈人員成為⼯工作坊的學習者，總計 492 ⼈人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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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結合議題實地演練，⼯工作坊結束後則搭配設計思考入⾨門 MOOCs 線上課程及臉書

社團作為學習的延續。 

開發教材─多重感測/致動元件設計(台⼤大林林致廷) 

於 108 年年進⾏行行「廠商學習課程」，以廠商需求教育訓練為主軸，抽取相關線上課程模

組進⾏行行概論學習，推廣的規劃著重於配合產學技術交流會的⽅方式，以三⼩小時的時間進

⾏行行講解說明。配合的廠商共七家公司，共計 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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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教材─低功率設計與獵能技術(交⼤大陳科宏) 

為了了推廣到業界，並且讓業界⼯工程師可以與學⽣生有互動交流，於 108 年年 8 ⽉月到 109

年年 3 ⽉月期間，透過在聯聯詠科技、智安科技、聯聯陽半導體，以及在⾃自強基⾦金金會「智慧電

⼦子學院計畫」的業界課程開授，課程可以與業界⼯工程有密切的互動，讓⼯工程師以及學

⽣生可以⾒見見習技術。推廣時數總計 60 ⼩小時，共 230 ⼈人次。 

⼈人⼯工智慧視覺運算系統設計(逢甲陳冠宏) 

⼤大砌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年 10 ⽉月簽訂產學合作契約，進⾏行行「⾼高精準度物件

偵測輕量量化技術之開發」，主要有兩兩位碩⼠士班學⽣生參參與，完成協助公司建置 AI ⾼高精準

度物件偵測神經網路路以及開發相關輕量量化技術。 

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宜⼤大陳懷恩) 

與柯思科技簽訂合作備忘錄，並提供 uBlox NB-IoT 評估套件，以及 SigFox 模組與帳

號。正⽂文科技供 LoRa 基地台、LoRa 傳輸模組，及 Type A/C 技術⽀支援。另外，中華

電信提供 SIM 卡並升級基地台提供 NB-IoT 傳輸服務。 

系統⿊黑客松 

以軟、硬體結合為主軸的創客松競賽，融入現今「物聯聯網」熱⾨門主題。於 2018 年年競

賽中新增「開源貢獻」的項⽬目，⿎鼓勵參參賽者將程式碼上傳⾄至 Github，促進新興開發

版在網際網路路上之曝光率，提供⼀一個產業界與學⽣生相互接觸的平台。累計⾄至 110 年年 5

⽉月底，總計有 53 隊參參賽者將作品程式碼等資料公開在 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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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基礎技術聯盟—課程成果�

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 

國立宜蘭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陳懷恩教授 

非常感謝教育部對於智慧物聯聯網⼈人才培育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發揮國立宜蘭蘭⼤大學

在資通訊與農業跨領域整合的特長，將研發成果彙整編撰「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

與應⽤用」模組。在臺灣⼤大學「智慧物聯聯基礎技術聯聯盟」中⼼心的⽀支持下，讓「物聯聯網感

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模組被多位老師採⽤用，⼤大幅地提⾼高教材模組編撰的成果效益。 

「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模組的教學理理念念強調理理論與實務並重，並規劃跨

領域問題導向之專題，藉由線上學習結合線下實習之創新教學模式，讓學⽣生除了了學習

物聯聯網感測器與嵌入式系統架構與應⽤用的理理論基礎外，也可以經由實際動⼿手進⾏行行實

驗來來達到理理論與實務兼具的⽬目標。為了了讓學⽣生能夠實際動⼿手，本團隊設計了了植物照顧

套件（如圖⼀一所⽰示），讓種⼦子學校可以在可負擔的經費下，準備⾜足夠的套數供學⽣生實

際操作使⽤用。  

圖⼀一、植物照顧套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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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組加入「農⽤用感測器」與「智慧農業應⽤用案例例」等章節，作為「物聯聯網感測器軟

硬體平臺與應⽤用」模組在農業場域應⽤用的範例例。整個植物照顧套件共計有溫濕度感測

器、⼟土壤濕度感測器、繼電器、抽⽔水⾺馬達、OLED 顯⽰示器、按鈕、LinkIt 7688Duo 等

元件，以及LoRa與NB-IoT無線網路路模組，再加上以MQTT傳輸各項程式(Subscriber、

Publisher、Broker)單元。「物聯聯網感測器軟硬體平臺與應⽤用」模組是⼀一個完整且可搭

配套件實⽤用的模組。

(a) 說明參參數 (b)說明程式

(c)說明硬體晶片 (d) 說明指令

圖⼆二、MOOCs 課程截圖 

在線上課程⽅方⾯面，本模組搭配 MOOCs 線上教材推廣，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管道，

並讓學⽣生能在閒暇之餘⾃自⾏行行線上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MOOCs 依照教育部的

指導（如圖⼆二所⽰示），參參數有明確標⽰示(a)較為清楚、程式說明能在⼿手機中瀏覽(b)、硬

體晶片說明能明顯看出型號腳位(c)，以及指令以表格整理理說明(d)。在教育部的指導

下產出清楚且完整的教材，是本模組最⼤大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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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基礎技術聯盟—課程成果�

⼈人⼯工智慧視覺感知運算系統模組 

逢甲⼤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陳冠宏副教授 

⼀一、 最具代表性實務應⽤用研究成果 

智慧物件偵測之快速演算法與其硬體實現：我們開發的深度學習神經網路路－Agile net
能⾃自由選擇所欲偵測的物件種類，於公開測試資料集 MS COCO 的測試結果顯⽰示

Agile net 之偵測準確度比 YOLO v3 ⾼高出近 10 個百分點，和 YOLO v4/5 相仿，居全

球領先群，卻能節省 50%以上的運算複雜度，搭配我們所提出的 Adaptive quantization
和 GoP-mode 等技術，加速神經網路路推論速度達 1093%，在低成本移動式平台 Jetson 
Nano 上達到 35 FPS，滿⾜足即時運算需求，⼤大幅提升深度學習神經網路路的實⽤用性。 

⼆二、 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開發電動輪輪椅公司已經在⽻羽⽥田機場展開電動輪輪椅⾃自

動駕駛的試運⾏行行，顯⽰示智慧⾃自駕輪輪椅所需的智慧物件偵測技術將⽇日益重要。此研究以

智慧運輸為主要應⽤用，偵測室外道路路上主要移動物件包含：⾏行行⼈人、機⾞車車騎⼠士和汽⾞車車等，

以及⾏行行⼈人徒步區主要移動物件包含：⾏行行⼈人、輪輪椅、娃娃⾞車車和⼿手推⾞車車等，⾄至今已向產業

界施⾏行行技術移轉達新台幣 220 萬元，協助相關企業順利利取得深度學習神經網路路訓練

和整數點模型壓縮等關鍵技術。 

此外，我們所製作的智慧物件偵測教材(影片已上架中華開放教育平台，課程名稱：

「⼈人⼯工智慧視覺運算系統設計」)獲得教育部經費補助進⾏行行推廣於各⼤大專校院教學課

程，因被採計使⽤用的次數⾼高於平均值 50%以上，獲得優等獎殊榮。 

三、 學術研究成果 

Kuan-Hung Chen, Ke-Siang Cheng, and Jie-Ying He, “Perception Module Design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for Navigation in People-Rich Environments,” in Pro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 Taiwan (ICCE-Taiwan), Taoyuan, 

Taiwan. Sept. 2020. 

Kuan-Hung Chen, and Yu-Ta Lu, “ A Distance-Aware Technique for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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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Used in Self-Driving Vehicles,” in Proc. Int. SoC Design Conference, 

Yeosu, Korea, Oct. 21-24, 2020.  

Chih-Peng Fan, Yin-Tsung Hwang, and Kuan-Hung Chen, “Sensor Data Fusion of 

Intelligent Autonomous Mover for Object Detection and Collision Avoidance in 

Environments with Surrounding Crowds, ”  in Proc. Int. Conf.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All-digital, Jan. 10-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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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聯盟成果�

第一期(106/11~108/3)�

主題領域 PBL 課程開發:10 ⾨門課程，含 16 個模組 

創創⿊黑客松競賽活動(107/7/14~7/15) 

•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 決賽參參賽⼈人數:20 隊(⾏行行銷組+技術組:理理⼯工科系與商管科系 跨系合作)約 150 ⼈人

第二期(108/4~109/3)�

推廣課程：本聯聯盟提出「教材推廣計畫授課教材橋接參參考⽅方案」來來協助課程推廣進⾏行行，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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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創 AI IoT 競賽活動(108/7/6~7/7) 

•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 決賽參參賽⼈人數:22隊(⾏行行銷組+技術組:理理⼯工科系與商管科系 跨系合作) 約 140⼈人 
 

 
 

第三期(109/4~110/6)�

徵件推廣課程:規劃 6 ⾨門教材模組課程提供參參與推廣課程系所使⽤用，採⽤用次數共 66 次 

2020 創創 AI IoT 競賽活動(109/ 7/25~7/26) 

• 參參賽隊伍:約 35 組，約 200 ⼈人 

• 決賽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 初賽招募 100 隊/複賽晉級 35 隊/決賽獲獎 10 隊，分為⿊黑客組/創客組/公益組 

 

 
  

90



�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課程成果�

智慧感測系統與雲端整合運⽤用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 李順裕教授 

本課程主題為「智慧感測系統與雲端整合運⽤用課程」，所完成的推廣模組為「⽣生醫穿

戴式裝置開發模組」(TriAnswer:試穿戴)，此模組是⼀一個具有穿戴式物聯聯網設計的⽣生醫

晶片開發模組，擁有低功耗、微⼩小化以及物聯聯網化的設計，並且能提供⾼高品質的⽣生理理

訊號，包括⼼心電訊號、腦電訊號、肌電訊號等多種⼈人體的⽣生理理訊號。開發者透過此模

組，可以快速地開發出應⽤用於⽣生醫領域之穿戴式產品，縮短研究開發時間。主要完成

的場域為設計「智慧衣物之穿戴式物聯聯網檢測系統與應⽤用平台」，以提⾼高智慧衣物的

商業應⽤用與醫療價值，並培養異異質整合(電⼦子、資訊、紡織、⼈人因⼯工程、醫療)所需⼈人

才。實驗室團隊⽬目前透過此模組核⼼心技術與異異質整合，已完成三項產品雛形，如下: 

貼⼼心衣(YuCloth):在⾼高齡化社會的現今，結合穿戴式系統與物聯聯網概念念建構成穿戴照

護系統，為⼀一極具市場潛⼒力力的發展⽅方向。⽽而在穿戴照護應⽤用中，智慧衣佔有許多先天

上地優勢。⾸首先，與⼤大部分穿戴物品如⼿手表、⽪皮帶等不同，衣物為⽇日常⽣生活中必需品，

所以相關穿戴裝置較能被⼀一般⼈人所接受。同時，衣物與⼈人體有著較⼤大⾯面積的接觸，能

提供較多種類之⽣生理理訊號量量測，有效發揮穿戴式系統的潛能。因此，本團隊與天疆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智慧衣系統。系統使⽤用⾼高舒適度的紡織電極來來提供⼼心電訊

號與呼吸訊號的量量測，並透過藍藍牙將訊號傳送⾄至⼿手機，最後進⾏行行⾝身體相關資訊分析如

卡路路⾥里里消耗、⼼心跳變異異率情緒分析。 

寵⼼心衣(YuPet):「智慧寵物衣」之設計，結合動物衣帶與感測器，建立⼀一無線⽣生理理訊

號感測系統，利利⽤用前端偵測器偵測寵物⼼心電訊號(ECG)以及呼吸訊號，並透過演算法

將其轉為情緒、⼼心跳變異異率(HRV)等多項資訊，提供給使⽤用者參參考以及動物醫療的疾

病診斷，⽽而情緒指標，更更能讓飼主進⼀一步了了解寵物的⼼心理理狀狀態。此設計應⽤用穿戴式及

物聯聯網的概念念，並搭配完整軟體平台，可以讓使⽤用者藉由 web 或 APP 平台，讓飼主

即時掌握寵物之⽣生理理資訊，同時也將資料儲存於雲端資料庫中，可瀏覽寵物之歷史⽣生

理理狀狀態，更更可以透過這樣的訊息平台，與獸醫交流，進⼀一步地關⼼心寵物的健康狀狀況。

不僅僅可運⽤用在寵物醫療⽅方⾯面，更更可以與其他愛寵⼈人⼠士，建立互相交流的平台。 

寶⾙貝衣(YuBaby):「智慧寶⾙貝衣」之設計，結合嬰兒包⼱巾與感測器，建立⼀一無線⽣生理理訊

91



號感測系統，利利⽤用前端訊號檢測器偵測嬰兒⼼心電訊號(ECG)、聲⾳音訊號以及姿態訊號，

並透過 AI 演算法將其轉為情緒、哭聲原因等多項資訊，提供⽗父⺟母參參考以及嬰兒照護

的依據。⽽而情緒指標及哭聲原因，更更能讓⽗父⺟母進⼀一步了了解嬰兒的⼼心理理狀狀態。此設計應

⽤用穿戴式、物聯聯網及⼈人⼯工智慧的概念念，並搭配完整軟體平台，可以讓使⽤用者藉由 web

或 APP 平台，讓⽗父⺟母即時掌握嬰兒之⽣生理理資訊，同時也將資料儲存於雲端資料庫中，

可瀏覽嬰兒之歷史⽣生理理狀狀態，更更可以透過這樣的訊息平台，與醫⽣生交流，進⼀一步地關

⼼心嬰兒的健康狀狀況。 

相關作品網⾴頁參參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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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間電子應用聯盟—課程成果�
 

移動通訊網路路技術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胡誌麟教授 

本模組⽬目標是就智慧物聯聯網範疇內移動通訊網路路技術的發展及應⽤用，以能協助教師

進⾏行行「智慧居家」空間擬議與實務演練之發展⽅方向⽽而開發的新版的教材，由於涉及網

路路通訊多元，在教材開發規劃上分別介紹有物聯聯網底層之感測及區域網路路技術；中層

核⼼心網路路技術；上層之服務平台技術及相關國際標準，並且搭配實驗實習課程培養學

⽣生在物聯聯網專題的實務開發技能。此外，有別於傳統學理理與實作課程，在教材試⽤用的

教學中，我們導入問題導向的授課⽅方式，以貼近⽣生活的實際問題作為出發點，引導學

⽣生創意思考發想，經由計畫與課程資源的⽀支持，培育種⼦子助教⼩小組，隨堂協助學⽣生團

隊進⾏行行問題發想與討論，特別是在如何結合物聯聯網技術與移動通訊網路路來來解決問題。 

本模組設計撰寫 1 套 4 ⾨門 OCW 課程，包括共同模組_智慧家庭物聯聯網之導論、模組

A_智慧家庭物聯聯網之 PBL 家電與能源管理理應⽤用開發、模組 B_智慧家庭物聯聯網之 PBL

居家照護之影像辨識和跌倒偵測應⽤用開發、及模組 C_智慧家庭物聯聯網之 PBL 居家照

護之語⾳音辨識應⽤用開發模組，並同時搭配 10 份實驗單元教材。計畫期間，我們舉辦

2 場種⼦子助教研習營與 1 次淡江⼤大學協同教學積極推廣本模組教材。期間，亦使⽤用模

組教學資源協助修課學⽣生團隊完成 10 件專題作品。最後，謝謝林林昆佑、宋吳珉、侯

建全、盧盈君、呂呂晟暐、王柏凱和許晁瑜等種⼦子助教協助教材開發與教學，也謝謝總

聯聯盟給予 B-1 和 B-2 模組教材獲得優良推廣教材獎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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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時空間資料探勘(成功⼤大學/黃仁暐教授)

在 2 年年的計劃期間，本模組共計設計與開發 5 份與深度學習相關的教材，並依據相

關知識學習順序由淺入深，所涵蓋的主題依序為類神經網路路(ANN)、卷積類神經網路路

(CNN)、遞歸類神經網路路(RNN)、長短期記憶模型(LSTM)、⾃自編碼模型(AutoEncoder)、

⽣生成對抗網路路(GAN)以及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每份教材的內容包含架

構簡介、運作原理理、適合之應⽤用場景以及超參參數設計等內容。本教材的設計宗旨為讓

學⽣生能更更輕易易的理理解深度學習模型運作原理理，並藉此能正確地使⽤用深度學習模型解

決相關問題，為深度學習⼈人才培育更更進⼀一份⼼心⼒力力。因此，在架構簡介以及運作原理理之

部分，本教材屏除傳統之數學式教材，改為利利⽤用淺顯易易懂之實例例介紹架構與運作原理理，

使學⽣生能更更容易易了了解深度學習之模型，並能使⽤用相關之模型解決問題。為了了讓學⽣生能

更更明⽩白如何使⽤用深度學習模型，在教材中也設計了了超參參數的介紹，藉由正確的理理解超

參參數，讓學⽣生可以更更精準地使⽤用相關模型。除教授模型相關知識外，在課堂中更更邀請

博⼠士班學⽣生⼀一同討論如何應⽤用相關模型以完成專題，學期末時也舉辦期末專題展，邀

請業界主管級評審提供學⽣生專業的建議，並讓學⽣生有機會交流各⾃自的想法與作品。 

教材內容實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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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網路路於空間資訊之應⽤用(成功⼤大學/解巽評教授) 

在 2 年年的計劃期間，在解巽評教授的「智

慧城市資料⼯工程」課程，整學期我們納入台

南市政府的主管、公務⼈人員與學⽣生共學、合

作與共同討論 AIoT 的環節，市政府的主管

與公務⼈人員雖然不懂技術，但是對於領域

資料的理理解和碰到的實務內容都是說是學

⽣生最好活⽣生⽣生的教材，每周公務⼈人員的參參

與將使學⽣生更更了了解他們⾯面臨臨的⺠民⽣生痛點和

領域問題，該⾨門課的⽬目標是讓學⽣生得以結合台南⼈人公務⼈人員的領域知識和⾃自⾝身在前

半學期培養⽽而成的技術，運⽤用 AIoT 技術與⼤大數據原理理，共同解決真正的市政與⺠民⽣生

問題，培養出學⽣生與需求者溝通與解決跨領域的問題的能⼒力力。該教材也因此獲得教育

部智慧聯聯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獲選為 108 年年度五⼤大成果亮點。 

「智慧城市資料⼯工程」課程中，規定學⽣生開發的期末專案都需要直接安裝到市政府的

相關合作單位，例例如：開發安裝於環保局的噪⾳音改裝⾞車車輛偵測系統，或與社會局合作

的復康巴⼠士排班系統。此⾨門課結合學⽣生的專業技術與公務員擁有的數據與⾏行行政經驗，

對於學⽣生來來說，不僅所學可以真正幫助市⺠民取得更更好的服務，也獲得了了應⽤用所學⾄至跨

領域場域的好機會。對公務⼈人員來來說，城市⾯面臨臨的問題獲得了了解決，提升效率，也學

習到了了新科技如何應⽤用在該部⾨門的知識經驗。共有 18 項專題作品移植到市政府使⽤用。

其中非常多的作品都能解決城市痛點、造福社稷，並使解教授獲得全國社會優秀青年年

的殊榮，其中與環保局合作的噪⾳音改裝⾞車車輛偵測系統獲得了了聯聯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

特別獎的殊榮。開發與交通局合作的事故與非事故壅塞預警系統與⼤大眾運輸路路線規

劃系統也獲得 ACM 世界 SRC 研究⼤大獎與 ETC 全國交通管理理應⽤用競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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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聯盟成果�
 

導入新創學習模式，整合連結相關資源 

發展完整之基礎與實作課程，包括：106-107 年年度已補助發具

PBL 精神之應⽤用專題課程 3 ⾨門、應⽤用核⼼心技術課程 7 ⾨門，108

年年度補助發具 PBL 精神之應⽤用專題課程 1 ⾨門、應⽤用核⼼心技術課

程 5 ⾨門，協助相關學校系所著⼿手形成跨領域合作師資。並提供

多元的非同步開放式線上課程，透過課程資源分享平臺以達到

整合連結資源及推廣之⽬目的。 

▼ 智慧運輸聯聯盟第⼆二期課程特⾊色教學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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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理產學交流活動，提升學界對產業未來來走向的認知 

智慧運輸電⼦子設計與應⽤用成為國際產業上的熱⾨門項⽬目，未來來智慧運輸相關的應⽤用也

會持續成長，業界⼤大師⾼高峰論壇特別邀請宏碁、光寶、IBM 等知名業界專家及交⼤大教

授，從產業界及學界不同的觀點出發，解析未來來智慧運輸產業、技術與研究趨勢的發

展；產學菁英⾼高峰論壇則特別邀請瑞⼠士 ETH 研究員、交⼤大、成⼤大、台科⼤大及雲科⼤大

的教授，對產業現況、技術發展及未來來趨勢進⾏行行深度的探討及討論。 

辦理理創意競賽，加強學⽣生實作機會 

• 以智慧運輸相關議題辦理理類夏令營及創意發想競賽活動：創意運輸鐵⼈人競賽及

智慧運輸未來來創意發想競賽，吸引 300 ⼈人次參參加競賽，學⽣生藉由問題思考提出

解決⽅方案，以加強智慧運輸應⽤用系統之實作機會。

• AI Driving 暑期培訓課程及⾃自駕⾞車車系統專題競賽，除了了為國際競賽(AI-DO)做準

備，更更能讓更更多臺灣的莘莘學⼦子早⼀一步接觸機器⼈人領域的相關知識，促進國內

機器學習科技的進展，擴⼤大臺灣在 AI 的研發能量量與提⾼高國際能⾒見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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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課程成果�

深度學習於智慧汽⾞車車應⽤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	張添烜教授	

課程 

Part1: DL Model Compression and Acceleration 

Part 2. Object Detection 

MOOCs 課程 

中華教育平台 Ewant 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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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業、產學交流講座 

期末專題 

路路徑預測 

NVIDIA JETSON TX2 平台實作 Real Time Object Detection on 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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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電子應用聯盟—課程成果�

智慧⾏行行⾞車車⾏行行為整合式安全輔助技術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范志鵬教授、賴永康教授 

課程內容簡介: 本課程配合相關實作，以實驗模組為基礎，讓修課同學接觸並學習操

作嵌入式系統平臺(Raspberry Pi 樹莓派平臺/ Nvidia Nano)，建立⼀一個智慧⾏行行⾞車車⾏行行為

整合式安全輔助系統。本課程模組包含下列列實作單元: 單元 1：駕駛臉部/ 眼睛區域

/ 視線偵測; 單元 2：駕駛不專⼼心⾏行行為辨識(打⼿手機/吃東⻄西/抽菸等); 單元 3：影像空

間轉換、HSV 過濾器與影像處理理; 單元 4：⾞車車燈照射區域判斷與智慧⾞車車燈控制。 

(1) 駕駛⾏行行為狀狀態偵測技術-實作平臺配備：

• 平臺：Raspberry Pi 樹莓派平臺、Nvidia Nano GPU 平臺、USB 介⾯面 Webcam

模組

• 軟體：Ubuntu Linux (OS)，Qt5 designer，深度學習框架  (framework) 與

OpenCV 程式庫

駕駛不專⼼心⾏行行為辨識(打⼿手機/吃東⻄西/瞌睡閉眼) -Nvidia GPU 平臺 

駕駛視線偵測(穿戴式眼動儀) - Nvidia GPU 平臺 

Closed-eye & Di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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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車車燈-實作平臺配備：

• 平臺：⾞車車燈裝置( 含完整⾞車車燈機構與主⾞車車燈零組件)

• ⾞車車燈控制平臺：控制⾞車車燈亮暗/光線⽅方向

• 系統與影像處理理演算法計算平臺: 可使⽤用個⼈人電腦

• 軟體: 深度學習框架(framework) 與 OpenCV 程式庫

智慧⾞車車燈系統與設備整合⽰示意圖 

智慧⾞車車燈實作平台(含電腦、Webcam、⾞車車燈機構、⾞車車燈控制模組) 

101



�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聯盟成果�

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為培育國內智慧製造⼈人才⽽而開發五⾨門課程，

課程皆本著落落實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之

教學精神開發，讓學⽣生透過課程引導能有獨立思考與⾃自我學習的能

⼒力力，⾄至今修課⼈人數共計 2,189 ⼈人。 

⾃自 106 年年起，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於全台 14 所⼤大專院校、5 間企業推廣，推廣⼈人

數達 1,055 ⼈人，課程推廣學員不限於電機資訊⼈人才，課程內容也不侷限於半導體製造，

其中「農作物⽣生長環境監測系統製作與開發」課程的推廣⼈人數最多，其中⼀一場推廣是

在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進⾏行行，希望藉由不同領域間知識的融合交流與精

⼼心設計的專題實作課程，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們對於現今智慧農業的技術有更更深⼀一層

的了了解並增強其學習意願。 

中興⼤大學推廣情形 

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活動亮點 

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聯盟除了了開發及推廣課外，亦於 106 年年-110 年年期間舉辦了了 2 場短

期研習課程、3 場推廣課程、2 場學⽣生營隊、5 場種⼦子教師培訓、10 場產學交流座談。 

為⿎鼓勵國內⼤大專院校學⽣生投入智慧製造領域設計與實作，由國立雲林林科技⼤大學主辦

智慧製造物聯聯網實作推廣課程，課程中展⽰示與物聯聯網 IoT 相關之應⽤用作品，透過無線

感知模組 WISE-4012E、Arduino 與樹梅梅派等應⽤用，讓學⽣生能在實作課程中學習，激

發創造⼒力力與訓練實作系統之能⼒力力，並邀請物聯聯網相關領域老師以及業界講師前來來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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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課程講師，對物聯聯網作更更多的介紹與應⽤用教學，讓學員更更了了解物聯聯網領域之趨勢與

⽬目前需求，未來來將更更有競爭⼒力力。 

物聯聯網實作課程專題實作 智慧製造技術驗證場域參參訪 

物聯聯網產業論壇專題實務競賽 

除了了舉辦推廣課程外，本聯聯盟亦舉辦物聯聯網產業論壇專題實務競賽，以舉辦競賽的⽅方

式推動並達成計畫之⽬目標，強調學⽣生開發智慧聯聯網技術之軟硬體之能⼒力力，也培養參參賽

學⽣生對資源的最佳化運⽤用、系統整合與應⽤用創意展現。 

物聯聯網產業論壇專題實務競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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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課程成果�
 

⼤大數據巨量量資料分析實務與應⽤用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黃仁暐副教授 

本課程與台積電合作，邀請廠內資深⼯工程師來來講解台積電廠內巨量量

資料分析實務，內容包含 Hadoop、HDFS、SPARK 等分散式巨量量資料運算系統實務，

除了了介紹理理論基礎外，更更分享在台積電廠中使⽤用這些系統的實務經驗。除此之外，台

積電更更提供模擬真實製程所產出的相關資料供學⽣生進⾏行行分析，讓學⽣生能實際利利⽤用⼯工

廠內所能得到的相關製造參參數來來分析良率，並利利⽤用相關資料來來發想可⾏行行的期末專題。 

除了了製造參參數之外，台積電也提供了了晶圓的製造缺陷資料提供學⽣生進⾏行行分析，藉由晶

圓製造的缺陷資料進⾏行行缺陷種類的分類，並能藉由分類不同的缺陷來來得知機台出現

的錯誤。 

此外，本課程更更針對時序性資料探勘設計相關教材，內容包含時序性資料簡介、時序

性資料表⽰示法、距離計算以及相關分析與應⽤用實務，除設計教材外，本課程亦針對相

關內容錄製磨課師供學⽣生及老師觀看與使⽤用。 

本課程除講師講解課程外，更更保留留許多時間供學⽣生討論相關專題內容，並邀請博⼠士班

學⽣生與修課同學⼀一同參參與討論，期望能藉由博⼠士班學⽣生的專業與學⽣生的創意，共同完

成⼀一精美之期末專題。在學期末舉辦專題成果展，讓學⽣生能切磋交流專題成果，並邀

請業界主管級評審給予學⽣生專業之講評。 

課程⼤大綱（時序性資料探勘） 

• 時間序列列資料簡介 

• 時間序列列表⽰示式轉換 

• 時間序列列相似度計算 

• 時間序列列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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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開課畫⾯面 

期末成果發表會相關畫⾯面 

學⽣生修習成果 

修課⼈人數：106 ⼈人   專題產出：12 件 

業師⼈人數：4 ⼈人    總時數：21 ⼩小時 

專題展場次：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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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電子應用聯盟—課程成果�

⼯工業程序控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宋啟嘉、蔡建鋒 

本課程「智慧製造影像暨產線系統設計與應⽤用」之內容設計考量量⽣生

產製造的傳統⼯工廠提升進入⼯工業 4.0，作為最前線之產線設備必須具備以下能⼒力力： 

(1) ⽀支援機器視覺：以影像即時處理理技術取代⼈人⼯工識別，使得產線設備達到智慧化與

⾃自動化

(2) 內建多重感測器：透過感測器可以機台⾃自我檢測、⽣生產品質檢測

(3) 對外資料交換能⼒力力：不論是⽣生產過程數據收集，亦或是環境安全數據收集，可匯

流⾄至雲端進⾏行行後續⼤大數據智能分析。

基於上述之三⼤大技術發展趨勢，本課程分成三個模組「智慧⼯工業暨感測聯聯網控制應

⽤用」、「⼯工業 4.0 之智慧影像分析與實境界⾯面技術」、「產線與產線機台系統設計與應⽤用」

模組⼀一實驗平台以研華 APAX ⼯工業主機搭配客製化 Toolbox ⼯工具箱，其中模組⼀一軟

體式 PLC 開發環境為基礎，再由 Codesys ⼯工業控制為核⼼心延伸⾄至模組⼆二⼯工業⽣生產影

像處理理，再將感測與控制資料回傳到模組三雲端 WebAccess 系統。 

課程希望學⽣生習得⼯工業控制軟體與常⽤用之通訊協定的基礎並且將其應⽤用於智慧⼯工廠，

發展相關技術，如:⼯工業控制之軟硬體技術，並依序規劃專案之開發流程，結合⼯工業

物聯聯網模組，雲端資料處理理，期許學⽣生能在期末透過專題發表展現對應之開發能⼒力力與

技術能⼒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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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工業程序控制） 

• CoDeSys 基本範例例

• 硬體 PLC 與基本測試

• 外部控制與燈號硬體連接

• WISE/ADAM 控制

• 客製化⼯工具箱教學

• MODBUS 通訊

• MODBUS in CoDeSys

• PBL 實例例探討

以樹莓派加⼯工業 IO 模組搭配客製化 Toolbox ⼯工具箱 以研華 APAX ⼯工業主機搭配客製化 Toolbox ⼯工具箱 

學⽣生修習成果 

108-109 年年度以 PBL 問題導向為基礎，搭配研華 APAX ⼯工業主機與客製化 Toolbox ⼯工

具箱，透過軟體式⼯工業控制教材教學導影學員完成 28 件 PBL 問題導向專題製作。 

108 年年 27 ⼈人修課，109 年年 56 ⼈人修課。 

推廣教學 4 班次，共 13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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