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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更名、分組)特殊項目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涉醫事及師資培相關系所 

□學士班、□碩士班 

申請案名1
（請

依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電機學院 博士班                        

英文名稱：ECE College Doctoral Program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 □104學年度 □103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工學博士 

所屬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學類）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104 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 

系 

電子工程學系 53 348   348 
電機工程學系 98 736   736 

光電工程學系 93 154   154 

電機資訊學士班 92 112    

研 

究 

所 

電子研究所 47 - 522 198 720 

電機工程研究所 85 - 132 40 172 

電信工程研究所 68 - 266 101 367 

電控工程研究所 70 - 202 69 271 

光電工程研究所 69 - 167 85 252 

顯示科技研究所 93 - 42 - 42 
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 97 - 72 38 110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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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工程研究所 96-99（資訊學

院） 
100（與資訊學院

共管） 
102（五院共管） 
103（電機學院） 

 117  117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目前國內尚無類似之博士班 

招生管道 申請入學 

招生名額來源

及擬招生名額 

 

※（請明確告知，本案招生名額係由何系所調整而來，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

審查）15名（本院內部各系所調整）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域、

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理審查） 

網頁：電子系出路 http://highschool.ee.nctu.edu.tw/zh_tw/future 

網頁：電機系畢業規劃 

 http://www.dece.nct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網頁：電機系（碩博班）生涯發展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EEDI/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

1 

網頁：電控所生涯發展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CN/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網頁：電信所生涯發展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CM/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網頁：生醫所學生未來發展 

http://www.bme.nctu.edu.tw/webContent105.aspx 

網頁：光電系（碩博班）生涯發展 

http://140.113.78.152/qna.aspx#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電機學院院長 姓名 杭學鳴 

電話 03-5714864 傳真 03-5721014 

Email hmhang@mail.nctu.edu.tw 

http://highschool.ee.nctu.edu.tw/zh_tw/future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EEDI/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EEDI/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CN/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http://www.dece.nctu.edu.tw/NCTU_CM/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http://www.bme.nctu.edu.tw/webContent105.aspx
http://140.113.78.152/qn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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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類表，請擇

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以學系或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者，請填寫「表 1學系或研究所申請設

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

者（包括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表 2  學院申設博士班/申設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電機學院博士班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全院三系五所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計列

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

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電機學院 2015年校內自我評鑑結果 優 

■電子工程學系(研究所) 2014 年評鑑結

果為通過認證 

■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 2014 年評鑑結

果為通過認證 

■電控工程研究所 2014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證 

■電信工程研究所 2014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證 

■光電工程學系(研究所) 2014 年評鑑結

果為通過認證 

■顯示科技研究所 2014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證 

■生醫工程研究所 2015 年校內自我評鑑

結果 良  

■電機資訊學士班 2014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證 

■電機學院在職專班 2015 年校內自我評

鑑結果 優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定：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

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不含第一次評

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年評鑑結

果為   

□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年評鑑結

果為   
. . .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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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碩士班達

3年以上。】 

■電子工程學系（研究所）碩

士班 47 學年度設立，至 104

年 9月止已成立 57年。 

■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碩

士班 98學年度設立，至

104年 9月止已成立 6年。 

■電信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68

學年度設立，至 104年 9月

止已成立 36年。 

■電控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70

學年度設立，至 104年 9月

止已成立 34年。 

■光電工程學系（研究所）碩

士班 69學年度設立，至 104

年 9月止已成立 35年。 

■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93

學年度設立，至 104年 9月

止已成立 11年。 

■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碩

士班 97學年度設立，至 104

年 9月止已成立 7年。 

核定公文：97年 1月 16 日 
台高（一）字第 0970004465        

號。 

■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於

97學年度設立，97-99學年度

隸屬資訊學院、97學年度後

更名為生醫工程研究所，100

學年度正式啟動電機與資訊

學院兩院共管，至 102學年上

學期起再改成跨院合作模式

經營，與資訊學院、理學院、

工學院和生物科技院合作。

102學年度下學期奉教育部同

意調整行政隸屬於電機學

院，並於 103 學年度起定案，

於電機學院下成立生醫工程

研究所，至 104年 9月止已成

立 6年。 

核定公文：96年 10 月 15 日 

台高（一）字第 0960157389

號。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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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博

士班達 3年以上。【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總量標準附表四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於___學年度設立，至 104

年 9月止已成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

件：支援系所：      學

系（所）、      學系

（所）、（請按系所分別勾

選學術條件並按系所填寫

第五部份自我檢核表）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3、4)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 院實聘專任師資有 11人以上，其中三

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且 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 專任師資未達 11人以上者，得計列系

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達

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

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一、實聘專任教師 0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支援專任教師 159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57 位 

2.副教授以上 143位 
三、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159位。 

■ 符合 

□ 不符 

本院實施

教 育 部

「以院為

核心教學

單 位 計

畫」，全院

教師整合

支援學院

直屬博士

班。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定：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班之師資

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專

任教師 11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

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資

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應

有 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

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2.○○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 .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

共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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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條件2 

（請擇一

勾選檢

核，並

填寫表

5） 

 

 

■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

學、電資、醫學領域：近五年

（99.12.1-104.11.30）該院、系、所及

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3
平均每人發表

4
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

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

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篇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

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

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

入）。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

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 18 篇（件）

/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

文_18__篇/人。 

■ 符合 

□ 不符 

□ 人文領域：近五年（99.12.1-104.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

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

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

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

（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
5
經專

業審查
6
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專書論文合計      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

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

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

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

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

本/人。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選檢

核，並填

寫表 5） 

□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

及管理領域：近五年

（99.12.1-104.11.30）該院、系、所及

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

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

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

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

計入）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

上。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合

計___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

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

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

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

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

本/人。 

 

                                                 
2 所提學術條件應與申請案件之主領域相符。 
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5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6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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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領域：近五年（99.12.1-104.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

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五

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專書論

文），且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

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

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有審查機制

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專書論文合計        篇/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或

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

專書論著__本/人。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領(含設計類)域：近五

年（99.12.1-104.11.30）該院、系、所及

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

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上，且其

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為個人性展演，或

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

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

不予計入）。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

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

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

書論文合計   項/人，其中展演

場次   場/人，為個人性展演，

或其中   篇/人，發表於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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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壹、申請理由 

一、 本博士班為配合「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成立，目標為建立國內產業

界及學術界合作典範，培育具有產業觀點且具備最高等級研究能力的博士人

才，創造針對產業界需求之創新技術。 

二、 本學院執行「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依「博士班採學院聯合招

生方式」及「學院內延後分流機制」，規劃本博士班，提升教學資源使用，

強化人才培育需求。 
三、 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國際產業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新興國家也開始重視科技產

業並積極投入相關技術發展，台灣科技產業上需面臨歐美日韓等已開發國家

的戰略與技術優勢之挑戰，下有新興國家努力追趕並迎頭趕上之壓力，正面

臨空前劇烈的挑戰。無論是大型公司或是新創事業，都對人才的需求由過去

低人力成本以及單一技術人力轉變為對前瞻研發人才(尖端技術創新以及跨

領域技術整合與創新)、整體系統開發(工業設計與系統技術整合)、產品定義

與市場經營人才的極度渴求。 

四、 面對現時環境與架構的劇烈改變，需要嶄新的思維與不同以往的解決方

案。大學必須體認到大學不只是學術的殿堂，更應該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以

及了解產業脈動的技術人才為目標，台灣產業界也必須有更高瞻遠矚的視

野，不再汲汲營營於利用低技術門檻以及低研發人力成本所獲得的微利，

想要長期維持台灣產業的競爭優勢，就必須以更積極態度制定研發策略、

尋求產業技術層次的突破、以及勇於挑戰新興領域勇於產業創新和新創事

業。 

五、 創新及創業是促進產業增長升級的重要推手，學術界的的研究能量和培育

創新創業者的優質教育環境正是未來產業持續創新創業的最佳後援。如何

連結學術界及產業界在科技研發、甚至新創事業的需求，以及如何改善大

學院校中的課程，使得大學與研究所的畢業生在學校中課程所學以及研究

論文所開發的成果都能夠符合甚至引領產業界的發展趨勢，是大學與產業

在因應台灣產業新時代來臨共同所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六、  面對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台灣的國家戰略必須具有更前瞻的視野，更務實

的策略以維持競爭優勢，交大電機學院在電機資通訊領域之研究發展素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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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優異，全院有教師 159 名，學生 3306 名，其中博士生約 519 人，若能充

分發揮本院研究以及教學能量，必能樹立產業合作以及國際合作的典範。

以產業合作而言，本院積極與產業發展需求接軌，提供產業前瞻研究成果

與優秀的研發人才，以提昇產業競爭力。例如本院響應教育部提升博士培

育學用合一，依「協助大學校院與企業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作業

要點」，設置「電機產業研發菁英學程」，廣邀企業共同參與，論文研究由

大學與產業界共同指導，共同培育博士務實致用研發能力。這種產業與學

校在技術研發的互動機制，讓產業走進學校拔尖─「儲才於校」、「蘊藏下

世代技術於校」，讓學校為產業扎根，同時利用產研界之人才培育資源與設

施來做為學校教育之延伸。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本博士班的發展方向，在產學合作方面，銜接現有電機學院各系所之強項

領域，也考慮到國內產業界升級以及新創事業亟需的新技術，達成產學雙

贏。以下詳述電機學院各系所之強項領域，以及未來發展重點。 

二、 電機學院各系所之強項領域： 

(一) 電子工程學系與電子研究所在微電子材料、製程、元件與 IC 設計

有長久的發展歷史，未來更將利用原有之微電子優勢，在奈米科

技、3C(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 科技、高速寬頻網際網路技

術、生物科技、及醫學電子等領域，研究發展相關之晶片系統技

術及通訊網路技術。在晶片系統領域，重點發展 3C 產品之晶片系

統設計、設計平台技術、嵌入式軟硬體系統設計，以及相關電子

設計自動化技術。在通訊網路領域，重點發展高速寬頻網際網路

之相關技術、微奈米電子製程、晶片設計、無線通訊、多媒體傳

輸、射頻材料及製程、射頻元件及電路。 

(二) 電機工程學系、電信工程研究所及電控工程研究所主要的研究領

域分列如下：A、電機工程學系碩博士班：晶片系統設計、電力電

子系統、微機電系統、生醫電子系統、電腦輔助設計。B、電信工

程研究所：通訊科學與系統、網路通訊系統、微波與天線、影音

多媒體。C、電控工程研究所：控制原理與系統、智慧資訊系統、

智慧型機器、訊號與視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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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電工程學系為光電科技、光資訊、光通訊人才的養成搖籃，以

培育具有良好光電專業素養及堅強的電機資訊系統背景之光電人

才。目前，國家之科技發展策略已將通訊列為重要產業，隨著視

訊、語音、資料等應用需求與日俱增，高頻寬網路的建立勢必在

行。為了支援及時且大量的資訊傳輸，世界各國無不傾全力發展

能夠比傳統電交換網路多數千倍頻寬的光纖網路系統。此外諸如

光電系統、奈米光電等也都是產業研發及學術研究之重點。 

(四) 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主要研究領域分為三組：生醫資訊組、生

醫電子組、生醫應用組。目前研究中已有重大成果，如人機介面

(無線乾式腦波偵測、分析及回饋系統)、人工電子耳、無線十二島

成心電圖儀、人工視網膜晶片、健康照護之轉譯應用、居家照護

智慧型機器人、智慧型藥物載體與藥物傳遞系統、分子電子元

件、奈米線場效應電晶體生醫感測技術、生物資訊及電腦輔助藥

物設計等。將以「資通電生醫平台．產學研創新整合」為主要目標

發展，期望整合本校雄厚之 ICT資產，帶領台灣半導體電資通訊產

業跨入生醫應用之相關技術領域，因此著重 BioICT 之教學與研

發，並同時促進產學發展，在學術研究上以臨床需求為起始，以

解決臨床應用為主要導向。 

參、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依據技術發展前景、技術發展前景產業趨勢、以及表達合作意願對象的意見，

擬定以下三項發展重點。 

(一)晶片系統領域：積體電路是決定各項電子產品性能及市場競爭力的一項

關鍵因素，而多媒體應用家庭化造成資訊家電及後 PC 時代之來臨，對

System-on-a-Chip (SoC)之需求更加殷切，其中低功率之 IC 設計技術及其

應用更是一股未之能禦之風潮，此趨勢在新興的生醫電子與綠能電子更是

關鍵因素。園區為全國晶片設計相關公司全國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區，各家

公司無不竭力爭奪具備最先進的設計思維及工具的人才，在業界激烈競爭

的環境中，未來勢必轉變為以產學合作的嶄新模式積極培育博士級的創新

人才。 

(二)網路通訊領域：隨著資通訊相關技術與應用的飛速發展，世界已經進入

一個新的資通訊紀元。回顧過去二十年間大眾資通訊應用的演變，包括



第 11 頁，共 158 頁  

多媒體影音、有線與無線網際網路、行動通訊等等方面的發展，經歷了

一場大規模的資通訊革命。雖然如此，目前的技術與系統還未能滿足人

類在資通訊應用與服務方面的需求；更確切來說，其間相去甚遠。因此

我們預期在今後多年間，資通訊技術與應用仍將不斷快速發展，各種系

統與服務將不斷推陳出新，產業規模與產值仍將繼續增長，多媒體與通

訊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人才需求將長期存在供給不足的缺

口。 

(三)新創事業機會領域：創新創業是產業增長的雙催化劑，近幾年也成為教

育部和科技部推動的重點，不斷推出各種鼓勵培養創新創業的計畫、包

括在大學校園設立新型課程以及向創業團隊提供資金和創業環境。然

而、台灣的新創事業仍然面臨許多巨大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創新創業人

才的不易獲得。新創事業除了必須克服大型公司的人才挖角戰，如何找

到具高度創新能力同時具備新創事業概念的高素質人才成了最大挑戰。

交通大學向來在創新創業領域居全國領導地位，例如、由電機學院、資

訊學院、管理學院聯合傾力打造的交大創業實驗室便是獨步全國的教學

和創新環境。我們相信，在這樣基礎上培育的工程博士會是新創事業最

搶手的創新創業人才。 

 

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本項務請詳細說

明，俾利審核)：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

形7） 
 電機學院博士班初期規劃學生名額共 15 名，由學院原有全體博士生名額調

整，本班依「教育部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採學院招生及延緩分

流方式，和電機學院現有博士班聯合招生，依兩種管道入學。第一管道為碩

一新生於申請逕博生時同時申博士班，第二管道為各系所博士班新生、於入

學申請時註明加入本博士班意向，並於入學後六個月內完成加入本博士班程

序。本博士班除接受教育部產學合作培育菁英計畫之學生外，亦擬加收類似

畢業規定的學生，降低學用落差。 
 本博士班第二年之後的招生名額，擬依執行成效與需求每年做調整。此外，

                                                 
7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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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士班可收本院下屬其他博士班之轉所生，但須經指導教授和原研究所主

管同意，並於原研究所入學時間起算兩年內完成原博士班或本博士班資格

考。 

 本博士班未來視成效可能分流（分組），以容納更彈性的其他畢業需求。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8、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7、就業領域主管

之中央機關9） 
1.畢業後就業情形 

本校以往依規定在學生畢業離校時調查畢業生就業規劃，多數畢業生都

有適當的工作，日前依教育部指示追蹤理工類近 3年博士班畢業生就業狀況

也都顯示良好。 

電機學院畢業的學生大部分皆能順利就業，且大部分皆就近在新竹科學

園區上班，但近幾年來由於科學學區是賣命爆肝中心的形象，已漸漸有學生

傾向不進入科技領域，而從事自己有興趣的相關產業。 

未來本校將責成各系所調查過去博士畢業生的流向，進一步由負責校務

研究之大數據研究中心(已成立籌備處)進行數據分析及解讀，連同博士班

招生錄取率、註冊率、畢業狀況一起列為公開資訊，作為未來博士人才培

育之政策修改依據，也作為招生名額調整、博士班調整重要參考。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本校博士班已普及多數系所、而招生名額逐年萎縮的現況下，博士班招生取

才主要考量是擇優取才，而配合國家政策、產業脈動、社會需求、國際狀況

等，也將積極協助系所進行博士教育分流，並提供必要的相關調整與輔導，

使培育出來的博士人才能為社會所用。 

  二、本院近年來即大力推動產業及創新導向的特色課程，讓本院畢業同學學用合

一（如附表三至四所列），本博士班因執行「教育部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

畫」而成立。 

   

 

 

                                                 
8
 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mp=1)
填列。 
9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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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

點；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

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

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 

 
本院課程規劃向來重視學用合一，本院畢業學生絕大部分順利於國內外高科

技產業就業。然而本博士班不只著眼於滿足產業目前之技術人力需求，更展望未來

產業所需人才、並進一步引領未來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同時，應對快速變遷的產業

型態和經濟趨勢，本院近年來即大力推動產業及創新導向的特色課程，如附表三至

四所列。 
 
詳細課程規劃及修業規定分述如下: 

一、 課程規劃 

本博士班之申辦模式有二，一是碩博士 5 年研發一貫方式、另一模式供

已有碩士學位者申請。採博士新生入學後申請加入本博士班。本博士班產學

合作組，目標為產學雙贏，學校修習科目以及產學合作進行研究工作並重。

詳細修業規定如下述。 

二、 修業規定 

1. 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博士班畢業前至少須修滿專業科目 18 學分（不含

專題研討及專題研究），碩士班逕讀博士學位學生畢業前碩士班及博士班已

修及格課程合計至少應修滿 30 學分。專業科目認定採正面表列由本班辦公

室另行公告。 
 

2. 資格考核及研究計畫：入學兩年內前應完成資格考核、並通過研究計畫

(thesis proposal)審查。 
 博士生由修習過的專業科目中選擇三門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做為資格

考核依據。 
 三門修課成績皆達到及格學生成績前百分之四十或成績達 80 分以上

者通過資格考核。若有科目修習學生人數低於 5 人，則須授課教授出具文件

說明該生的修課表現，再經由學院博士班委員會決定是否通過。 

博士生之研究工作由指導教授及一位產業界業師(industrial mentor)共
同指導，研究方向應符合指導教授研究領域及產業研發需要。博士生應於入

學兩年內提出研究計畫由兩位校內教授(含指導教授)及產業界業師組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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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查通過。產業界業師需符合教育部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入學兩年後須每年提交一次進度規劃及成果報告，由指導教授及產

業界業師共同審查。若進度未如預期，須於半年內改善，若仍未達到要求，

應令退學。 
 
3. 論文口試及畢業： 

 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負責博士論文審查以及畢業口試。審查委員 5-9
人(含指導教授及產業界業師)，校內外委員各須三分之一以上，產業界代表

不得超過半數。 
 博士生必須到業界全時實習至少一年，並於博士班第四年(含)以前

完成。實習單位必須為與本校簽有產學計畫或合作協定之企業。實習之企業

須先經學院博士班委員會審查通過。 
 委員會就以下列兩項對博士生之研究成果進行審查：第一、論文研

究深度及論文或專書出版情況，第二、研究成果與研究實作成果展示，例如

必須與產業關聯，技術為世界領先水準、具技術轉移可能性、新創事業機會

等。兩項均通過，方具畢業資格。委員會依整體審查結果撰寫審查意見書、

並判定能否獲得學位。審查意見書須由委員會具名附於畢業論文之後。 
 審查結果如有疑義，應交由學院博士班委員會決議。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

之申請案可免填)  

由於資料繁多（請參考附表六所列） 

 

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 中文圖書 37,917 冊，外文圖書 88,589 冊；中文期

刊 59 種，外文期刊 257種。 

二、本博士班使用全院教學研究設備，約 30 間教學實驗室，150 間研究實驗室。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本博士班之師資，主要仍分布在電機學院各系所，不需額外之空間。成立二

年後，將依照博士班成長之實際需求，再行調整空間以供使用。目前全院系所所

使用之空間約 29641.85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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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增設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 1式 12份，跨領域案件，

每案列印 1式 14份。 

 

附表 1:交通大學電機學院與國外名校雙聯學位實施情況 

 取得對方學位 取得交大學位 

博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已取得

學位 

進行

中 

已取得

學位 

進行

中 

已取得

學位 

進行中 

K.U.Leuven 1 0 21 9 0 1 

TSP 1 0 5 0 7 0 

Suplec 1 0 4 2 0 0 

總計 3 0 30 11 7 1 

 

附表 2: 交通大學電機學院與國外名校交換學生概況 

地區 學校 2013 2014 2015 

美洲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33 39 27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2 3 5 

歐洲 

比利時魯汶大學(K.U.Leuven) 9 7 12 
瑞典查默斯理工大學 2 4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 10 10 10 
法國高等電力學院 

 
7 3 

法國國立電信學院管理學院(TSP) 1 
  

法國巴黎高等電子學院(SUPELEC) 
 

1 
 土耳其柯克大學 

 
2 

 英國南開普敦大學 
 

3 3 
亞洲 日本名古屋大學 1 1  

總計  61 89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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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01~104學年度交通大學電機學院曾開設之產業及創新導向專業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教授 

經 營 管 理 － 創 業 與 興 業 家 精 神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蔡娟娟 

朱博湧 

科技創業與營運(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幸多 

吳凱強 

創業與創新實作專案(二)( Foundations of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朱博湧 

新 創 事 業 財 務 工 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for New 

Ventures) 

洪志洋 

經 營 管 理 - 創 業 與 興 業 家 精 神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朱博湧 蔡娟娟 

科技與創意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李嘉晃 

資通訊科技與領導能力 (Leadership in ICT) 呂學錦 

創新工程 (Innovation Engineering) 林顯豐 

科技創業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幸多 

創業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on Entrepreneurship) 朱博湧 

創業加速 (Startup Acceleration) 黃經堯 

 

 

附表 4:105學年度交通大學電機學院預定增開之產業及創新導向專業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教授 學期 課程重點 
科技與創意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李嘉晃／資

訊學院 
下 透過歷史上重要發明的故事啟

發學生，讓學生了解發明背後的

需求驅動力，同時透過專題讓學

生組隊合作討論出對某項當代

科技的創新應用 
資通訊科技與領導能力

(Leadership in ICT) 
呂學錦／電

機學院 
上/
下 

將範圍專注在資通訊產業之創

新演進，並分析其中之機會與經

營決策之道，專題是產業分析與

經營分析 
創新工程 (Innovation 
Engineering) 

林顯豐／電

機學院 
下 一步一步帶領學生從問題與需

求分析開始，到解決方法之創

新，以及專利之佈局與迴避，專

題為創新設計之練習 
科技創業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幸多／資訊

學院 
下

(英) 
著重在創業方法之訓練，從技術

面、市場面、財務面、到經營管

理面，系列引導學生學習創業基

本知識，專題的訓練為真實的商

業計畫書(Business Plan)撰寫 
創業與創新實作專案 
(I)(II) (Case Studies on 
Entrepreneurship) 

朱博湧／管

理學院 
上 
下 

以市場上知名成功與失敗之創

業案例為素材，分析導致成功與

失敗的因素，專題為特定公司成

功或失敗之原因分析報告 
創業實作(Business 黃經堯／電 上 著重在創業實作，並以 18 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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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機學院 下 workshop 進行，藉以提升創業團

隊的能力 
新創事業財務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for 
New Ventures) 

洪志洋／管

理學院 
上 課程的內容從基礎的創業精

神、認識財務語言：風險、報酬

率、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

流量表，進而討論創業家可以使

用基本的融資工具：普通股、優

先股，以及新型融資工具可轉換

證券及群眾融資等工具，熟悉投

資者所進行的應進查核事項

（ DD ）、 投 資 條 件 書 (Term 
sheet)、營運計畫書（Business 
plan)、募資講稿（Pitch deck)等。 

 

附表 5: 現有電機學院專任師資名冊 

電子工程學系(系統組) 

1.  專任 電子系 方偉騏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 
積體電路系統、類神經網路與智

慧系統、多媒體與通訊 

2.  專任 電子系 王聖智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 電腦視覺、影像處理、訊號處理 

3.  專任 電子系 王毓駒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加州理工學院 

電路理論與方法學、射頻超大型

積體電路與系統晶片 

4.  專任 電子系 江蕙如 
副教

授 
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設計自動化、演算法設計與

分析、組合最優化 

5.  專任 電子系 李鎮宜 教授 男 博士 魯汶大學 
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視訊通訊

與高速網路 

6.  專任 電子系 吳介琮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 
類比與數位積體電路設計、電子

電路與系統 

7.  專任 電子系 吳重雨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生醫電子、類比與數位積體電路

與系統設計、類神經網路 

8.  專任 電子系 林大衛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 
數位通訊、無線通訊、訊號處

理、多媒體通訊 

9.  專任 電子系 林鴻志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元件物理、奈米元件技術、薄膜

元件技術、ULSI製程 

10.  專任 電子系 杭學鳴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壬色列理工

學院 

訊號/影像處理、多媒體通訊、

數位通訊 

11.  專任 電子系 柯明道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積體電路設計、積體電路可靠

度、生醫電子 

12.  專任 電子系 胡樹一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 微波、毫微波、MMIC Design 

13.  專任 電子系 桑梓賢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州立

大學 

寬頻通訊系統設計、訊號處理、

訊號處理器晶片設計 

14.  專任 電子系 陳宏明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 數位類比電路設計自動化、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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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設計分析與最佳化 

15.  專任 電子系 陳明哲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電子元件及電路、生物電子

雜訊、可靠性及擾動 

16.  專任 電子系 陳柏宏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日本東京大學 

無線電力傳輸、電源 IC設計、

低電壓電路設計 

17.  專任 電子系 陳紹基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水牛城分校 

數位通信數位通信、多媒體訊號

處理、積體電路設計 

18.  專任 電子系 陳巍仁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混合信號積體電路設計、高頻電

路設計、通訊系統 

19.  專任 電子系 莊景德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 

元件設計、邏輯與記憶體電路設

計、微處理器 

20.  專任 電子系 郭建男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洛杉磯

分校 

無線通訊 SoCSiP系統整合、

RFMMWave電路 

21.  專任 電子系 郭峻因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VLSI設計、數位信號處理、DIP

設計、SOC設計 

22.  專任 電子系 黃威 教授 男 博士 
加拿大曼尼托巴

大學 

數位積體電路、記憶體電路與系

統、三維晶片(3D IC)微系統整

合 

23.  專任 電子系 黃俊達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設計自動化、生物晶片設計

自動化、微處理器設計 

24.  專任 電子系 黃經堯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羅格斯大學 
無線多媒體接取技術控制管

理、無線遠距醫療傳輸系統 

25.  專任 電子系 溫瓌岸 教授 女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積體電路與系統、數位通訊、電

子電路設計 

26.  專任 電子系 馮智豪 
副教

授 
男 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 

數位訊號處理、統計訊號處理、

通訊、多媒體 

27.  專任 電子系 張添烜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數位矽智財與系統晶片設計、訊

號處理、計算機結構 

28.  專任 電子系 張錫嘉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系統晶片設計、編碼理論、訊號

處理 

29.  專任 電子系 趙家佐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 
積體電路測試、電子設計自動

化、積體電路統計時序分析 

30.  專任 電子系 劉志尉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系統晶片設計、訊號處理、數位

通訊、編碼理論 

31.  專任 電子系 蔡嘉明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高速及類比積體電路,半導體光

電元件 

32.  專任 電子系 鄭裕庭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 微光機電、奈米技術、系統封裝 

33.  專任 電子系 賴伯承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 

系統晶片設計, 計算機輔助設

計, 多處理器系統 

34.  專任 電子系 簡鳳村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 

無線通訊系統、信號處理、網路

資源管理、最佳化設計 

35.  專任 電子系 周世傑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數位積體電路、混合信號積體電

路、計算機輔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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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固態組) 

36.  專任 電子系 李建平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理工學

院 

半導體光電元件、半導體物理與

元件、分子束磊晶 

37.  專任 電子系 汪大暉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 
半導體元件可靠性、快閃式記憶

元件、高速元件與電路 

38.  專任 電子系 林國瑞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量子/奈米結構半導體雷射、光

電元件分析與量測 

39.  專任 電子系 林聖迪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分子束磊晶成長、奈米結構成長

與元件製作 

40.  專任 電子系 林鴻志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元件物理、奈米元件技術、薄膜

元件技術、ULSI製程 

41.  專任 電子系 林炯源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 

超大密度磁性儲存、奈米傳導、

半導體量子結構 

42.  專任 電子系 林詩淳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 

第三代太陽能電池、半導體元件

物理與模擬 

43.  專任 電子系 施敏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史丹佛大學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積體電路製

程技術 

44.  專任 電子系 胡樹一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 微波、毫微波 

45.  專任 電子系 侯拓宏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 

奈米記憶體元件、分子電子元

件、奈米製程技術 

46.  專任 電子系 荊鳳德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 

奈米積體電路製程、奈米 CMOS & 

Memory、微波通訊元件、無線通

訊電路 

47.  專任 電子系 郭治群 教授 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深次微米元件、高速類比、射

頻、非揮發性記憶體元件 

48.  專任 電子系 莊紹勳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 
奈米 CMOS元件、快閃記憶體、

元件物理、可靠性量測 

49.  專任 電子系 莊景德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 

元件設計、邏輯與記憶體電路設

計、微處理器 

50.  專任 電子系 陳明哲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電子元件及電路、生物電子

雜訊、可靠性及擾動 

51.  專任 電子系 陳冠能 教授 男 博士 麻省理工學院 
三維積體電路(3D IC)、相變化

記憶體與邏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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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專任 電子系 張俊彥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元件、SiGe 元件、無線通

訊、III-V 族元件 

53.  專任 電子系 張國明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佛羅里達大

學 

半導體材料與元件,積體電路製

程技術,微小機電元件 

54.  專任 電子系 崔秉鉞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積體電路製

程、電性量測分析 

55.  專任 電子系 曾俊元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普渡大學 
陶瓷材料與元件、電子構裝、奈

米材料與元件 

56.  專任 電子系 鄭晃忠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積體電路製程技術、半導體材料

與元件、光電與薄膜技術 

57.  專任 電子系 鄭裕庭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 微光機電、奈米技術、系統封裝 

58.  專任 電子系 霍斯科 教授 男 博士 基輔大學 
量子結構與元件、半導體物理與

元件、量子物理計算 

59.  專任 電子系 顏順通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量子元件、光電元件、熱電元

件、兆赫波、凝態物理 

60.  專任 電子系 簡昭欣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元件物理、奈米元件技術、奈米

記憶體元件技術元件物理 

61.  專任 電子系 蘇彬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 

矽奈米電子、半導體元件物理、

元件模型及設計 

62.  專任 電子系 李佩雯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 

量子/奈米結構成長與光電元件

技術、半導體物理與元件、積體

電路製程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組) 

63.  專任 電機系 王蒞君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喬治亞理

工學院 
無線通訊系統 

64.  專任 電機系 溫宏斌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 

計算智慧、系統晶片與高效能

微處理器驗證與測試、雲端運

算、 

65.  專任 電機系 陳信宏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理工

大學 
語音信號處理 

66.  專任 電機系 簡仁宗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機器學習、訊號處理、語音辨

認、人臉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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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專任 電機系 魏慶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理工

大學 

晶片系統設計及測試、容錯系

統設計、系統可靠度設計 

68.  專任 電機系 蘇朝琴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麥迪生分

校 

VLSI電路設計與測試、通信

電路系統 

69.  專任 電機系 白田理一郎 教授 男 博士 名古屋大學 
快閃記憶體元件與電路積

體、電路系統 

70.  專任 電機系 邱俊誠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科羅拉多

大學 
微機電系統，圖像穩定器 

71.  專任 電機系 張文輝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農工

大學 

合併音源通道編碼、數位浮水

印、語音訊號處理 

72.  專任 電機系 渡邊浩志 教授 男 博士 筑波大學 
理論物理、奈米元件、元件模

擬 

73.  專任 電機系 洪浩喬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混合信號電路設計 

74.  專任 電機系 洪崇智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

大學 

類比與混合信號積體電路設

計、電源管理積體電路設計 

75.  專任 電機系 王逸如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語音信號處理 

76.  專任 電機系 黃聖傑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感官多媒體通訊、生醫中醫系

統晶片設計 

77.  專任 電機系 冀泰石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馬利蘭大

學 

聽覺、語音、音訊感知訊息處

理 

78.  專任 電機系 闕河鳴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晶片系統設計、微電子、電信 

79.  專任 電機系 廖育德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華盛頓大學西

雅圖分校 

積體電路，生醫電子，感測器

設計  

80.  專任 電機系 陳稷康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

學 
超音波、生醫電子 

電機工程學系(電信組) 

81.  專任 電機系 黃瑞彬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波導結構 

82.  專任 電機系 鍾世忠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平面天線及陣列、微/毫米波

電路設計、電磁數值分析 

83.  專任 電機系 吳文榕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紐約州大 
無線通訊、訊號處理、晶片設

計 

84.  專任 電機系 吳霖堃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堪薩斯大

學 

雷達遙感、雷磁波理論、電磁

相容 

85.  專任 電機系 李大嵩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普渡大學 通訊系統、訊號處理 

86.  專任 電機系 李程輝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網路安全、寬頻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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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專任 電機系 李義明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半導體元件模式與模擬、電路

模擬與設計最佳化 

88.  專任 電機系 孟慶宗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州立

大學洛杉磯校 
微電、微波、電信工程 

89.  專任 電機系 唐震寰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 

無線通道模型建構量測、天線

設計、射頻 IC 設計 

90.  專任 電機系 張志揚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電機工程、微波工程、毫米波

積體電路 

91.  專任 電機系 陳伯寧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馬利蘭大

學 

統計通訊、應用導向硬體設

計、網路管理 

92.  專任 電機系 陸曉峯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空時碼設計，代數數論 

93.  專任 電機系 黃家齊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 

行動通訊、無線通訊、數位廣

播 

94.  專任 電機系 蘇育德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無線通訊、通訊信號處理、錯

誤控制系統 

95.  專任 電機系 方凱田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 

無線通信網路、無線定位技

術、嵌入式系統設計 

96.  專任 電機系 高榮鴻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

學 

無線網路、行動計算、網際網

路、無線隨意與感測網路 

97.  專任 電機系 林顯豐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西北大學 

心臟電生理，自律神經調控，

生醫螢光測量分析，生醫電子

與信號處理 

98.  專任 電機系 
Krishna P. 

Pande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

學 
無人機技術等 

99.  專任 電機系 王忠炫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錯誤控制碼、無線通訊、訊息

理論、訊號處理 

100.  專任 電機系 李育民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 
VLSI設計自動化 

101.  專任 電機系 陳富強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

學 

微波工程、電磁理論、天線設

計、數值電磁 

102.  專任 電機系 田伯隆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光纖和寬帶網絡 

103.  專任 電機系 伍紹勳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行動寬頻無線通訊、非同調通

訊、空時通訊 

104.  專任 電機系 吳卓諭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信號處理，無線通信 

105.  專任 電機系 林亭佑 
副教

授 
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計算機網絡協議和算法 

106.  專任 電機系 黃謀勤 
副教

授 
男 博士 

瑞典查爾摩斯

工學院 

平面天線及陣列、電磁理論、

高頻技術及電波衍射分析 

107.  專任 電機系 紀佩綾 
助理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 

微/毫米波電路設計、電磁理

論、左手物質傳輸線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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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專任 電機系 劉俊宏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無線通訊與網路、訊息理論、

隨機幾何與圖論無線通訊與

網路 

109.  專任 電機系 李冕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伊利諾伊

大學 

Inform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Coding Theory  

電機工程學系(電控組) 

110.  專任 電機系 林進燈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普渡大學 
計算機視覺，模糊神經網絡、

腦機介面 

111.  專任 電機系 王啟旭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 
數字化控制，模糊神經網絡 

112.  專任 電機系 吳炳飛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影像辨識與處理、 

控制系統理論與設計、智慧車

安全與控制系統 

113.  專任 電機系 陳永平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

阿靈頓分校 

智慧型法則、非線性控制、影

像處理 

114.  專任 電機系 趙昌博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州

立大學 

光電系統趨動及感測 IC、下

世代顯示系統 

115.  專任 電機系 宋開泰 教授 男 博士 
比利時荷語魯

汶大學 

即時影像處理與應用，機器人

學，生產自動化 

116.  專任 電機系 林昇甫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

學 

影像處理與辨識、模糊類神經

網路、圖形識別 

117.  專任 電機系 林清安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 
多變數控制、線性系統 

118.  專任 電機系 林源倍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加州理工

學院 

通訊訊號處理、多載波通訊系

統、無線通訊 

119.  專任 電機系 林錫寬 教授 男 博士 
爾朗思紐崙堡

大學 
機器人技術，製造，自動化 

120.  專任 電機系 胡竹生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 
有源噪聲控制，工業自動化 

121.  專任 電機系 張志永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北卡羅來

納大學 

圖形辨識、模糊類神經晶片、

模糊類神經網路 

122.  專任 電機系 陳福川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州

立大學 

系統工程 (控制、通訊、電子

電路) 

123.  專任 電機系 楊谷洋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西北大學 
機器人學習控制與力控制、機

器人路徑規劃與校正 

124.  專任 電機系 鄒應嶼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精密伺服系統、智慧型運動控

制、高效率電源系統 

125.  專任 電機系 廖德誠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馬利蘭大

學 

非線性控制、電力系統、引擎

壓縮系統、電子電力 

126.  專任 電機系 羅佩禎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佛羅里達

大學 

醫學工程、數位訊號處理、禪

坐之生命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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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專任 電機系 邱一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卡耐基美

隆大學 

微機電系統，微感測器，能量

擷取 

128.  專任 電機系 梁耀文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錯誤偵測與診斷、容錯控制、

切換式系統控制 

129.  專任 電機系 陳鴻祺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電力電子、變頻控制、

DSP/FPGA 控制實現 

130.  專任 電機系 董蘭榮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喬治亞理

工學院 

生物醫學圖像處理，VLSI結

構 

131.  專任 電機系 歐陽盟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多原色和視覺的 SOC 

132.  專任 電機系 蔡德明 教授 男 博士 
加拿大麥克基

爾大學 

人工電子耳、人工電子視網

膜、神經工程、深層腦電刺激 

133.  專任 電機系 周志成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西北大學 

模糊學習系統、類神經網路模

糊化 

134.  專任 電機系 黃育綸 
副教

授 
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嵌入式作業系統、網路安

全 、網路語音通訊 

135.  專任 電機系 蔡尚澕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通訊信號處理、基頻晶片設計 

136.  專任 電機系 蕭得聖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州立

大學柏克萊分

校 

車輛自動駕駛系統、自動高速

公路系統、車用電子 

光電工程學系 

137.  專任 光電系 謝漢萍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卡內基美

隆大學 
顯示技術、系統、薄膜太陽能 

138.  專任 光電系 劉柏村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顯示元件系統面板技術、軟性

電子 

139.  專任 光電系 陳智弘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馬里蘭大

學 

光纖通信系統、慢光元件、光

調制模式 

140.  專任 光電系 戴亞翔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半導體元件、主動式平面顯示

器 LTPSTFT元件分析 

141.  專任 光電系 余沛慈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

學 

太陽能電池元件與技術、奈米

結構及光電元件 

142.  專任 光電系 冉曉雯 教授 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軟性電晶體、新製程開發、生

化感應元件 

143.  專任 光電系 李柏璁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

學 

光子晶體元件及其應用、太陽

能前瞻性技術 

144.  專任 光電系 盧廷昌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半導體材料及元件之技

術與應用 

145.  專任 光電系 許根玉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理工

學院 
全像光資訊處理儲存及顯示 

146.  專任 光電系 謝文峰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 非線性光學奈米光電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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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專任 光電系 賴暎杰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 

量子光固子物理、鎖模光纖雷

射、光纖元件 

148.  專任 光電系 郭浩中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

學 

III-V Nitride 高速半導體雷

射技術 

149.  專任 光電系 陳方中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加州州立

大學 
有機半導體元件太陽能電池 

150.  專任 光電系 黃中垚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

學 
光學、凝態物理、非線性光學 

151.  專任 光電系 黃乙白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液晶顯示光學 3D 顯示系統 

152.  專任 光電系 安惠榮 
副教

授 
女 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超快半導體光學特性研究、兆

赫頻波光譜研究 

153.  專任 光電系 林怡欣 
副教

授 
女 博士 

美國中佛羅里

達大學 

液晶光電元件、液晶物理、液

晶光學 

154.  專任 光電系 田仲豪 
副教

授 
男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非成像光學設計、色彩與視覺

工程 

155.  專任 光電系 謝美莉 
副教

授 
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全像術、光學資訊儲存處理及

應用研究 

156.  專任 光電系 鄒志偉 教授 男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光纖通信、寬頻接取網路、先

進訊號調變技術 

157.  專任 光電系 陳政寰 
副教

授 
男 博士 英國劍橋大學 

微光學、繞射光學、顯示光學

系統、光學系統設計 

158.  專任 光電系 陳皇銘 
副教

授 
男 博士 

美國羅徹斯特

大學 

液晶光電元件材料、軟性有機

光電元件 

159.  專任 光電系 孫家偉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生醫光電技術及臨床應用 

160.  專任 光電系 陳瓊華 
助理

教授 
女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積體光電元件及其應用 

生醫工程研究所 

161.  專任 生醫所 林顯豐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西北大學 

心臟電生理，自律神經調控，

生醫螢光測量分析，生醫電子

與信號處理 

162.  專任 生醫所 董蘭榮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喬治亞理

工學院 

生物醫學圖像處理，VLSI結

構 

163.  專任 生醫所 蔡德明 教授 男 博士 
加拿大麥克基

爾大學 

人工電子耳、人工電子視網

膜、神經工程、深層腦電刺激 

164.  專任 生醫所 李博仁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英國愛丁堡大

學 

奈米材料合成、感測元件製

作、表面化學修飾、生物晶片

整合、生醫樣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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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專任 生醫所 莊競程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 

生醫光電工程技術、生醫電子

系統、醫學工程 

166.  專任 生醫所 許鉦宗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州

立大學 

掃描式探針奈米微影技術、奈

米元件、微/奈電子製程、奈

米生化感測元件 

167.  專任 生醫所 陳稷康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

學 
超音波、生醫電子 

168.  專任 生醫所 陳榮治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癌症診斷、生醫感測、生醫

材料、臨床分析化學 

169.  專任 生醫所 陳冠宇 
助理

教授 
男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Bioprocess Engineerin、

Stem Cell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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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102-104學年度)： 

一、電子研究所（博士班）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趙家佐   

李崇仁 

林政偉 低功耗前瞻靜態隨機記憶體之測試方法與錯誤模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張俊彥 韓銘鴻 多重閘極無接面金氧半場效應電晶體之物理，元件操作，及電路應用之研究 

徐曉萱 堆疊型閘極介電質及銦鎵鋅氧化物雙通道結構應用於薄膜電晶體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吳重雨   

劉文泰 

陳煒明 應用於植入式神經輔具之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積體電路與系統晶片設

計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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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劉志尉 陳信凱 適用於多媒體應用之高速高能量與面積效率隨機性乘法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鄭晃忠 簡筠珊 利用雷射處理奈米碳管薄膜應用於光電與生醫元件特性之研究 

張加聰 柱狀奈米碳管陣列之場發射元件特性與應用之研究 

黃昱智 銅基阻變式隨機存取記憶體元件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柯明道 邱柏硯 系統單晶片應用之靜電放電箝制電路與輸出緩衝器可靠度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張添烜   

黃乙白 

王國振 適用於可攜式裝置應用之三維互動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侯拓宏   

雷添福 

羅文呈 電阻式記憶體寫入速度及干擾困境之統計研究及快速預測方法 

吳仕傑 利用單電晶體之多位元電阻式記憶體於低成本嵌入式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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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黃經堯 曾理銓 自組式網路中的無線資源管理：分散式學習與穩當策略 

林烜立 在無線通訊系統中應用於影像傳輸的適應性技術之優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李建平 鄭旭傑 被動式鎖模半導體量子點雷射之研究 

戴文長 無摻雜 GaAs/AlGaAs量子井之橫向 p-i-n二極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張國明,  

賴瓊惠 

陳巨峰 應用混合氮氧氣體及電漿氟化與氮化處理技術對矽鍺奈米線於生物感測試

劑之靈敏度研究與特性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林鴻志   

黃調元 

郭嘉豪 具懸浮奈米線通道之場效電晶體和多晶矽奈米線互補式金氧半反相器的研

製與特性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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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黃俊達   

周景揚 

林步青 針對 FIR與 FFT演算法於超大型積體電路實作上之解析式面積最佳化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陳宏明 劉時穎 設計收斂之擺放轉置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曾俊元   

張鼎張 

何思翰 先進 High-k/Metal Gate之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電性分析與可靠度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陳明哲 張立鳴 奈米尺度場效電晶體中電漿子引致長距庫侖效應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郭建男 柯鈞琳 互補式金氧半毫米波放大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林聖迪 傅英哲 單一砷化銦量子點之磁光特性及其與光子晶體共振槍之耦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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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張國明 何柏慶 氫、氧與硫對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效能之影響以及 AMPS-1D 之元件模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溫瓌岸 周文昇 應用單電感雙輸出交換電源轉換器達成動態電壓調整之高解析視訊數位類

比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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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李鎮宜   李欣儒 隨機二位元與非二位元低密度同位元檢查碼解碼器之研究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王聖智 曾禎宇 基於學習之階層式圖模型及其於影像分層及深度重建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江蕙如 余彥廷 新穎的微影技術製程熱點偵測平臺 

楊喻名 針對奈米積體電路之時序分析與最佳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李建平 林岳民 含有銻元素的半導體成長與其高電子遷移率電晶體之研究 

林建宏 銻化鎵基第一型砷銻化銦鎵/砷銻化鋁鎵量子井之研究及在中紅外線雷射

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李鎮宜 賴義澤 應用於行動健康照護之智慧感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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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博) 
張錫嘉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周世傑 范姜毅 適合助聽器的噪音降低與回授消除演算法 

邱奕瑋 次臨界操作及低功率內嵌式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設計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周世傑   

陳巍仁 

蘇明銓 應用於序列傳輸系統之突發式時脈資料回復電路與全數位式展頻時脈產

生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周世傑   

楊家驤 

劉瑋昌 60 GHz 頻帶室內無線數位基頻接收機及具時序錯誤容忍功能電路之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林聖迪 李依珊 單一砷化銦量子點與微型柱狀共振腔之偏振解析耦合作用 

巫朝陽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製程單光子累崩光偵測器特性與其應用 

張家豪 在磷化銦基板上的第二型砷化銦鎵/砷銻化鎵量子井中紅外光雷射 

林仕偉 磊晶鋁薄膜的成長與傳輸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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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存 半導體奈米雷射之設計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林鴻志   

黃調元 

林政頤 平面式與三閘極結構之 N型無接面多晶矽薄膜電晶體的研製 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施敏     

劉柏村 

傅治翔 高效能銦鋅錫氧化物薄膜電晶體元件開發與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柯明道 蔡惠雯 提升積體電路栓鎖防疫能力之設計方法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崔秉鉞   

呂函庭 

蕭逸璿 三維快閃記憶體技術及其特殊現象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張錫嘉 楊其衡 應用於 NAND型快閃記憶體系統之 BCH編解碼器之研究 

林振揚 渦輪碼之互反雙重柵欄:演算法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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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莊景德 盧建宇 抗變異奈米互補式金氧半導體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陳宏明 潘柏丞 敏捷類比電路合成與佈局設計遷移方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陳冠能 柯正達 低溫晶圓接合研究及其三維堆疊整合應用 

施建宇 三維積體電路之頻率振盪元件封裝特性與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陳紹基 林穎聰 適用於毫米波通訊系統之波束成型以及前端數位接收器之演算法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陳巍仁 黃世豪 整合單晶光感測二極體之高速 CMOS 光接收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曾俊元 黃駿揚 高可靠度特性的過渡金屬氧化物電阻式記憶體製作與特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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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黃俊達 劉家宏 應用於微流體生物晶片之樣本製備技術 

黃雅詩 三維積體電路設計最佳化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黃遠東改崔

秉鉞/陳瓊華 

徐新峯 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表面電漿共振感測器之設計、研製與特性量

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趙家佐 楊皓宇 前瞻性嵌入式記憶體之錯誤模型與測試方法：業界實例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劉志尉 張國強 適用於助聽器之低功耗數位訊號處理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鄭晃忠 蔡萬霖 石墨結構奈米材料之元件特性與應用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簡昭欣 吳宏基 氧氣控制、快速熱退火與其他元素摻雜 對於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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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簡昭欣   

羅廣禮 

陳哲偉 非平面型三閘極鍺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整合於矽平台 

鍾政庭 高介電材料於鍺基板及異質磊晶鍺元件於矽平台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簡昭欣、  

雷添福 

余建賢 主動層及透明電極應用於可撓曲電晶體之元件製作及特性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蘇彬 
范銘隆 鰭狀、穿隧場效電晶體和異質通道三維積體超薄層元件於超低功耗靜態隨

機存取記憶體和邏輯電路之設計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張俊彥 林緯 應用於深次 20奈米快閃記憶體之錯誤處理方法 

許祐誠 應用於多階儲存單元快閃記憶體之系統可靠度改善方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博) 

江蕙如   

周景揚 

鄭安哲 使用有效的電路刺激產生法與邏輯修正以加速產品上市時間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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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王聖智 謝汝欣 基於深度卷積神經網路之手勢辨識技術研究 

陳奕中 針對受過人工視網膜手術之病患之視覺輔助系統 

王耀笙 基於相容性身體部位組態 的隨意姿勢人體偵測研究 

姜政銘 適用於人機介面之單一攝影機手勢辨識技術 

羅介暐 基於多視角影像之戶外場景前景背景分離技術研究 

蔡秉宸 基於限制性波茲曼機的訓練深度類神經網路研究 

謝佳峻 運用於多攝影機系統之射線空間內插法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江蕙如 蔡廷南 使用定位同步技術之非同步電路自動化流程設計 

張育維 使用動態邊界與元件合併 移除時序分析中共同路徑悲觀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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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王聖智, 簡

鳳村 

廖姿婷 基於深度神經網路之圖層三維深度排序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李建平 林柏榕 磷化銦鎵/砷化鎵異質接面電晶體安全操作範圍之二維模擬 

呂鴻霆 利用 W-type量子井在磷化銦基板上實現中紅外光電激發雷射及波長可調外腔

式雷射 

李韋儒 具金屬光柵增強型之量子點紅外線偵測器 

許文馨 深蝕刻布拉格反射鏡面之邊射型半導體 Q開關雷射 

吳芊縈 利用光柵耦合的被動鎖模量子點雷射達成在 1.3微米波段波長可調且低重複率

的超短脈衝光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吳重雨 李皓 應用於下視網膜植入具互補式金氧半太陽能電池供電及影像與電源分區架構之

電流刺激晶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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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釗逵 應用於下視網膜植入具太陽能電池及分區供電之 65奈米互補式金氧半 64像素

雙向刺激晶片設計 

王義瀟 應用於可植入式醫療器件的 65奈米互補式金氧半導體制程低功耗串接式鎖相

迴路之設計 

鄭丞翔 應用於植入式生醫元件之互補式金氧半 13.56-MHz具有新型低功率相位鍵移解

調變器之功率與資料傳送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李建平、  

顏順通 

楊政紘 砷化鎵與磷化銦遠紅外光譜與聲子能態密度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 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李鎮宜 洪子訓 基於機器學習之浮點加速器設計 

張鈺筠 基於人體通道傳輸之正交分頻多工基頻處理器設計 

古方如 應用在貝氏循序切割大數據分析的位元平面乘載資料架構 

吳昇展 基於 PEG演算法之低密度同位元檢查迴旋碼設計與實作 

張紝炘 基於人體通道傳輸之正交分頻多工基頻處理器設計 



第 41 頁，共 158 頁  

劉家麟 應用於超高效率 H.265標準之高記憶體效率內嵌視訊解碼器 

楊宇滔 一個低功率且高準確度的電容感測電路及其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周景揚    

賴伯承 

呂勁甫 考慮執行緒平行度且快取記憶體資源並應用於通用圖形處理器之執行緒排

程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周世傑 羅凱俞 一個 3GHz具隨機取樣突波抑制技術之全數位式鎖相迴路 

鍾兆貴 具有低功耗與寫入輔助技術的 40 奈米製程 256Kb 6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周景揚 賴之彥 在多核心系統中考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讀/寫特性以降低功率消耗之排程

機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杭學鳴 陳敬昆 利用高解析度彩色影像提升時差測距深度圖的品質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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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聖迪 呂秉耕 單光子崩潰二極體光計數與暗計數之時間特性 

王繼正 具波導模態共振反射鏡之共振腔增強型量子點紅外線偵測器 

張胤傑 砷化銦單量子點於垂直電場中之光激螢光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大衛 楊葆崧 運用功率延遲輪廓近似之線性最小均方差通道估計於 LTE下行時變通道傳輸 

謝男鑫 以偵測循環字首類型為重點之 LTE 初始下行同步 

梁晉源 LTE 隨機存取訊號於可能具有宏大都卜勒位移之多徑通道中之檢測 

陳信宏 LTE 及 LTE-A多使用者多輸出入傳輸之強韌預編碼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詩淳 林峪群 薄膜矽太陽能電池元件特性退化之模擬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鴻志,  

黃調元 

詹景文 薄膜形貌工程薄膜電晶體之單極性反向器之設計與製造 

張皓竣 藉由有機保護層提升 a-IGZO 薄膜電晶體之穩定性及可靠度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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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培 一氧化錫薄膜電晶體的製作與特性分析 

陳品岑 薄膜輪廓工法－氧化鋅薄膜電晶體之製作與特性分析 

黃宇安 以薄膜工程製作次微米無接面銦錫氧化物薄膜電晶體及其特性分析 

姜鈞 氮化矽側壁硬式光罩方法製造多晶矽奈米線非揮發性記憶體元件之特性研

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施敏,    

張鼎張 

吳銘修 前瞻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應用於閘極驅動陣列基板技術之自我加熱效應物

理機制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侯拓宏 劉仁傑 應用時依介電層崩潰理論於電阻式記憶體可靠度與切換機制之研究 

張朝淵 二硒化鎢薄膜電晶體之製程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桑梓賢 曾暐翔 用於近身通訊網路的人體通道量測與特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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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柯明道 黃楀晴 高壓製程之靜電放電防護元件設計 

林冠宇 運用在人工耳蝸的雙向雙極性電壓刺激器設計 

范美蓮 奈米互補式金氧半製程下應用於射頻積體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顧珊綺 具有正負電壓極性之抑制癲癇發作雙向電流刺激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胡樹一 余若涵 內建三倍頻器的 W頻段接收機設計 

李茂誠 低功率連續逼近式類比數位轉換器之設計 

賴冠婷 毫米波 CMOS 及 GaAs 功率放大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荊鳳德 李衡 高介電係數介電層應用於氮化鎵電晶體之特性探討 

傅國洋 應用二氧化矽介面層改善二氧化鈦電阻式記憶體的功率開關特性 

莊政新 介面緩衝層氧化物對氧化鋯鉿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鐵電電容的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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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俊彥   陳雅芳 以磁性濺鍍氧化鋅量子點嵌入於二氧化矽之尺寸效應探討 

郭才豪 Data Pattern 對 NAND 快閃記憶體寫入擾動特性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俊彥   

張翼 

李宗運 砷化銦通道之高電子遷移率空乏型與增強型之高頻與邏輯數位之元件特性

研究 

戴谷銘 利用氮化鋁/氮化矽作為閘極介電質及鈍化層之低電流崩潰氮化鎵金屬絕緣

層半導體高速電子遷移率電晶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國明 陳冠宇 氫還原暨硫化對硒化銅銦鎵太陽能電池的影響 

李皓仲 利用含硫酸性溶液作銅銦鎵硒吸收層表面鈍化之研究 

陳信廷 氮電漿處理高介電係數介電質二氧化鋯應用於大氣壓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

積製備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之研究 

鄭銘宏 利用鈍化層與雷射退火改善由大氣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積製備氧化鉿/氧化

鋁/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之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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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維恆 應用雙層高介電質材料氧化鋯/氧化鋁鑭於製備大氣噴射式電漿沉積氧化銦

鎵鋅薄膜電晶體之特性研究 

陳健源 利用大氣壓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積製備不同比例之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與

雷射退火處理之電性研究 

吳誌恩 雙層結構硒膜應用於銅銦鎵硒吸收層之硒化研究 

李文隆 使用具粗糙表面結構的氧化鋅摻鎵薄膜作為 矽薄膜太陽能電池前電極之研

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錫嘉 賀子誠 應用於冷鏈物流之環境感測讀出電路設計與實現 

劉瑋倫 適用於快閃記憶體之低密度奇偶校驗碼解碼器之設計與實作 

傅星萍 錯誤攻擊法實驗與具抵抗電路之先進加密標準核心設計 

莊憲榮 聯合訊源通道編碼技術用於無線近身網路之心電訊號壓縮 

林日和 以柵狀最小值-最大值演算法實現之 2.56 Gb/s 非二進 位低密度同位元檢

查碼解碼器架構 

蔡泓原 應用於 RS 碼及 BCH 碼之關鍵方程式求解器設計及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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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翼、    

施敏 

張智翔 高功率氮化鋁鎵/氮化鎵高電子遷移率電晶體之金屬接觸製程研究 

徐偉庭 三五族量子井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相關於晶向在低功率高頻的應

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添烜 江沛澤 30fps 超高畫質 HEVC解碼器設計 

丁奕晴 適用於即時超高畫質 HEVC之快速框內預測演算法與設計 

周效瑜 適用於即時高畫質 HEVC之快速畫面間移動估測演算法與設計 

陳炫谷 適用於 HEVC之高輸出率 CABAC編解碼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景德   

黃威 

楊傑超 快速獨立成份分析於多重氣體感測器應用之低功耗演算法暨架構共同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莊景德 張智皓 40 奈米製程技術操縱在低操縱電壓的 256-kb 8T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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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林毓柔 應用於 2.5D異質整合生物感測微系統之矽載板資料傳輸 

楊邵喻 鍺環繞閘極奈米線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及無接面電晶體、邏輯電路和靜態隨機

存取記憶體之研究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 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紹勳 陳敬翰 二氧化鉿電阻式記憶體之探討與隨機電報雜訊分析 

林尚墩 閘極漏電流的變異對三維金氧半電晶體的影響 

王漢樽 U型多重讀寫氮化矽快閃式記憶體之耐久性及資料保存探討 

伍邦齊 二氧化鉿高介電層之 N通道金氧半電晶體氧化層缺陷研究 

林宗慶 由實驗方法分析三維金氧半電晶體的彈道傳輸特性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峻因 劉   畇 兼具亮度連續性和可彈性調整動態範圍的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影像感測器 

簡柏宇 複雜背景中具深度資訊之手勢追蹤與辨識 

鄭秉揚 AdaBoost 物件偵測演算法之異質運算加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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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翔 微型鏡頭陣列之高動態範圍影像技術 

李哲政 採用對比調整與曝光控制之單鏡頭高動態視訊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紹基 王柏崴 具低面積複雜度改良型多重路徑延遲回授之快速傅立葉轉換處理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宏明 黃川嘉 使用高斯梯度與定點技巧的佈局演算法 

林新鈞 考量跨電源供應域靜電放電與快速帶電器件模型分析之平面規劃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明哲 魏思勻 探討奈米級場效電晶體之遠距庫倫效應 

王啟安 速度過衝減弱化之超短通道雙閘極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賴修翊 次臨界區奈米級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隨機擾動訊號切換強度之建模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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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巍仁 洪政豪 25Gbps 等化器與時脈資料回復電路 

陳弘凱 一個低電壓基於時間三角積分類比至數位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冠能 孫石民 包含暫時接合及自底向上矽穿孔成型之前瞻三維積體電路製程整合及技術

研究 

游宗翰 三維異質整合技術之低溫混合接合於發光二極 體元件應用 

沈婷婷 三維積體電路技術之銅/銦金屬低溫接合面研究 

呂典融 三維積體電路關鍵技術 於先進背照式感光元件應用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曾俊元 林榆瑄 氧化鋯電阻式記憶體搭配氧化鎢之雙極性與自我限流特性研究 

黃冠彰 具交叉結構二氧化鉿電阻式記憶體之可靠度與非線性特性研究 

余芸錚 奈米碳管/鈷氧化物複合電極材料於超高電容器之應用研究 

何宗翰 氧化鋯電阻式記憶體之單極性電阻切換特性研究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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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俊達 張顥瀚 於數位微流體生物晶片中共享稀釋操作之多反應物樣本製備技術 

沈國政 應用多種混合模型於微流體生物晶片以達到反應物最小化之樣本製備程序 

賴鵬先 以拓撲結構相似性驅動之線長極小化佈局演算法 

楊偉豪 應用於數位微流體生物晶片之 多功能環狀架構暨對應之一站式合成演算法 

陳建宇 針對可重組態單電子電晶體陣列於構造限制下之面積最小化合成技術 

林子敬 應用於進位儲存加法器式多常數乘法設計面積最小化之智慧型正負號延伸

及精確位元計算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經堯 郭泓志 在蜂巢網路的機器通訊網路下之能量效益群組傳輸 

羅仲煒 針對物聯網之群集壓縮感知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劉志尉 林晉毫 適用於有限脈衝響應濾波器組之低面積且低能量消耗最少冗餘有號數位移

與相加運算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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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清 適用於數位訊號處理應用之多級運算引擎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鄭裕庭 林辰宣 應用於家用電線量測之可撓式電流感測器之自我校正模型 

吳品儒 利用脈衝式電鍍法合成鈷鎳錳磷與氧化鋁奈米複合 硬磁與相關特性改善之

研究 

陳則宇 應用於術中脊髓神經電生理監測之微型標籤式磁刺激元件之研究 

王覺瑋 六角柱體之酸鹼與溫度感測探針整合電阻值轉電壓放大電路設計與製作於

即時的心肌監測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簡昭欣 錢弘彬 利用源極與汲極工程改善鍺通道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特性 

廖純敏 改變 TiO2結構對(CH3NH3)PbI3敏化太陽能電池特性影響之研究 

張邦聖 原子層沉積二氧化鋯/三氧化二鋁於砷化銦鎵金氧半電容之電性與表面化性

分析的研究 

曾主元 利用蕭特基源極與汲極接面改善鍺通道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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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顏順通 吳明錡 以電激發砷化鎵塊材為兆赫波增益介質之研究 

鐘沛鋼 砷化鎵型電晶體於兆赫波至遠紅外波段輻射特性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崔秉鉞 連崇德 以深層暫態能譜分析碳化矽缺陷之研究暨溝槽式接面蕭基位障二極體之設

計分析 

施哲儒 鎳鍺化物接觸之 N+-P鍺淺接面 及接觸電阻之研究 

王國丞 碳化矽金氧半場效電晶體通道遷移率劣化機制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崔秉鉞、  

林炯源 

林翰奇 鎳鍺化物與 N型鍺接面摻雜析離對於蕭基位障的影響:透過第一原理計算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威 江咨霆 具製程、溫度感測器之熱效能管理應用在矽穿孔三維整合 

吳珮蓁 具抗製程、電壓、溫度變異之超低電壓數位操控穩壓器應用於超低功率動態

調節電壓頻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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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威     

莊景德 

王唐瑄 應用於多通道神經感測之可配置小波離散轉換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溫瓌岸 劉志峻 應用於複合性功能感測單晶片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趙家佐 黃召穎 應用寫入輔助電路之低功耗雙埠靜態隨機記憶體之測試方法 

陳昱安 微調電路佈局以適合聚焦離子束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簡鳳村 吉家駿 於多基地台環境下考量干擾之無線網路資源分配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蘇彬 
楊青維 藉由三維沃爾洛伊圖對於隨機晶格邊界在可堆疊 NAND記憶體造成的變異特

性之模擬與分析 

李克駿 穿隧式場效電晶體與鰭式場效電晶體的隨機變異特性 於類比特性指標之比

較及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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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崔秉鉞 黃致弘 游離輻射對 N型電晶體的隨機電報雜訊之影響研究 

楊易瑾 利用鋁基介面層之高品質金屬-絕緣層-鍺電容器之研究 

盧立偉 晶粒尺寸於垂直閘極半導體-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半導體記憶體元件

特性變異之研究 

楊昕翰 碳化矽金氧半場效電晶體特性之研究暨深層暫態能譜分析系統改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大衛 許夏銘  基於離散傅立葉轉換技術之 LTE 上行通道估計 

王彥凱 基於隱含式通道狀態資訊回授以強化 LTE下行多用戶多輸出入傳輸之通

道估計 

尹唯丞 LTE 上行通道傳輸之強健通道估計 

謝佳佑 LTE-Advanced 之下行多輸出入通道估計 

呂政哲 時頻線性最小均方差通道估計於 LTE-Advanced下行多輸出入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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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方偉騏 黃冠儒 應用於十六通道腦波即時處理系統之高效能奇異值分解處理器與線上遞

迴獨立通道成分分析之系統晶片設計與實作 

林琨智 應用於無線床邊監護系統之高集成度多核生醫信號處理晶片設計與系統

實作 

黃偉晉 基於低功耗動脈光容積描計法訊號調變與解調變晶片設計之可攜式生理

監測系統實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溫瓌岸 孫維佑 應用於指紋辨識之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暨平行處理介面電路設計 

張嘉夆 單晶片微機電諧振器整合之振盪器設計及其延伸應用於多元感測 

江泰維 以 0.18μm製程完成之新穎三軸磁力計與加速度計共通結構與整合電路設計 

何輔中 具溫度補償及直流偏移校正之加速度計讀出電路設計 

林鴻庭 三軸加速度計整合分頻多工讀出電路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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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周世傑 林禹文 適用於數位助聽器之快速傅立葉轉換系統的音高式噪音消除與回授消除技

術設計 

洪志豪 具備源級跟隨 PMOS讀取和位元線降壓電路的 28奈米 36Kb高速 6T靜態隨機

存取記憶體 

趙俊凱 次微米內嵌式記憶體之低功耗設計 

安禾杉 2.2mW 5GHz 全數位鎖相迴路用於在類比多音收發器 

黃亮瑜 十億級資料傳輸室內無線 SC/OFDM 接收器之系統架構設計與相位雜訊消除

演算法及設計 

羅 立 應用於 60 GHZ通信系統之高吞吐量 FFT處理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詩淳 賴詩韻 高品質因子及低增益閾值之受激輻射引致表面電漿子放大元件模擬特性

研究 

曾紀維 低成本高效率太陽能電池元件使用漫反射鏡之模擬研究 

林尚儒 薄膜太陽能電池的光捕捉最佳化之模擬研究  

賴偉銘 介電反射器太陽能電池與超穎材料完美吸收器之光學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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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錫嘉 楊志文 應用於非二位元低密度同位元檢查碼之高面積效率隨機解碼器 

高郁琪 應用於高解析度高能量效率之廣用型感測平台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杭學鳴 周靖倫 自兩幅影像中估測相機位置參數 

翁司頻 利用高解析度彩色影片提升深度圖的品質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侯拓宏 林妍君 以電阻式記憶體為基礎之電子突觸元件與精簡模型 

周群策 Ta/TaOx/TiO2/Ti雙氧化層電阻式記憶體於交錯式陣列與軟性電子之應用 

戚力仁 利用非晶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實現低溫全氧化物積體電路 

王鈺芬 電阻式記憶體及電子突觸元件之數值模擬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施敏 廖于德 非晶態氮摻雜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特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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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洪宜諼 前瞻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之閘極電應力與自我加熱效應可靠度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柯明道 湯凱能 使用低壓元件堆疊來達成高壓積體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曾建豪 抑制癲癇發作之電荷平衡電流刺激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聖迪 沈書文 在無摻雜之砷化鎵銦/砷化鋁鎵量子井上橫向 P-N接面的製備與特徵 

劉烜維 單晶鋁奈米結構表面電將共振之光學特性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遠東 柯星佑 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結構光子晶體波導元件之研製與特性量測 

賴柏均 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環形共振陷頻濾波器之設計,製作和特性量

測 

葉柏志 具覆蓋層之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環形共振感測器的設計、製作與

特性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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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禮嘉 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結構光子晶體錐形耦合器之設計製作與特

性量測 

張承翔 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環形共振器之分波多工器的設計、製作與其

特性量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紹基 許博鈞 一種應用於准循環低密度奇偶檢查碼解碼之再編碼預處理技術及改進解

碼矩陣架構 

謝宗翰 一種適用於低密度奇偶校驗碼解碼之創新尋找近似最小值的方法及其在

穿刺渦輪低密度奇偶校驗碼上之應用 

蕭博仲 高自由度之非均勻線性天線陣列架構搜尋演算法 

陳柏皇 應用類費氏數列於準循環奇偶校驗碼之編碼 

張凱捷 基於濾波器組多載波系統之創新多載波傳收機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顏順通 林煌翔 以第一原理計算分析砷化鎵與磷化銦 紅外線雙聲子特徵譜線之研究 

黃競加 兆赫波波段之微共振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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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晟綱 遠紅外波段下二維金屬孔洞型微共振腔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俊彥 邵繼聖 新穎性奈米尺度多重閘極無接面電晶體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紹勳 呂品毅 探討金屬高介電層互補式金氧半電晶體崩潰的新穎方法 

洪健珉 三維金氧半電晶體基本邏輯閘電路的變異性模型 

莊嘉暉 雙介電層低功耗電阻式記憶體之設計與導通機制探討 

趙堉斌 互補式面穿隧場效電晶體之結構設計與低功耗電路應用探討 

吳嘉偉 淺溝渠隔離氧化層對三維閘極電晶體的可靠性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俊達 陳揚 針對縮減乘積項之二元決策圖變數定序法及其於單電子電晶體陣列面積最

小化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簡昭欣 唐晨揚 金屬源極與汲極工程對磷化銦金氧半場效電晶體特性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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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林晉宇 利用自我對準金屬源極與汲極於砷化銦鎵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電性與化性

的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景德、黃威 楊鈞麟  應用於高密度神經元感測之 11位元低電壓面積與功耗最佳化之類比數位轉

換器 

郭裔平 應用於低功率事件驅動感知平台之超低電壓全數位操控線性穩壓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景德 陳倩如 穿隧式場效電晶體與鰭式場效電晶體的隨機變異特性於元件及邏輯電路

之研究 

鄭銘慶 40 奈米製程技術操縱在低電壓的 256Kb 8T 雙埠隨機存取記憶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趙家佐 賓恕雍 基於量測電晶體特性之預測曝光層級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讀寫容限 

沈桓丞 使用晶片內部硬體製程監控器作速度分級之最佳化技巧 

郭士華 降壓超頻測試： 藉由晶片的錯誤行為來預測系統層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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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敬和 瑕疵導向的工業用測試流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宏明 黃家麒 一個整合分析優化以及生成的 2.5D晶片電源供應網路合成器 

林柔君 類比佈局合成之最佳化與設計遷徙自動化研究 

吳韋辰 高效率增量時態優化佈局 

胡盛德 一個在數位佈局階段整合擺放及繞線的快速雛型產生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添烜 周宗本 適用於中風復健之即時低複雜度腦機介面開發 

張家豪 適用於 HEVC框內編碼之快速率失真最佳化使用晶片內部硬體製程監控器

作速度分級之最佳化技巧 

方瀚萩 HEVC 之快速框內預測演算法與設計 

陳怡雯 適用於即時高畫質 HEVC編碼之分像素移動估測快速演算法與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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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建男 賴志維 穿隧式場效電晶體與鰭式場效電晶體的隨機變異特性於元件及邏輯電路

之研應用於影像系統之太赫茲偵測器電路設計 

張家愷 應用於醫療通訊系統之無石英振盪器的頻率偏移調變收發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蘇彬 徐誌緯 三五族碎能隙異質接面穿隧式場效電晶體之隨機變易特性的模擬與探討 

沈信宏 量子電容對於三五族多閘極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本質反轉層電容之影響 

余冠瑾 單晶三維積體之銦鎵砷/鍺超薄電晶體邏輯電路與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考

慮層間電耦合之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明哲 

 

陳泉利 長距庫倫作用於塊材矽之探討 

廖禹喬 電漿子強化矽場效電晶體之遠距庫倫效應 

王煥翔 次臨界區奈米級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隨機擾動訊號振幅統計分佈引致臨

界電壓偏移之建模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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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簡鳳村 林柏佾 在多基地台的環境下考量有限的回程網路容量之基地台叢集化研究 

王文郎 感知無線網路異質性頻譜之拍賣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王聖智、 

簡鳳村 

陳冠廷 基於深度卷積信念網路之 人臉視角轉換技術 

洪非凡 基於深度信念網路之國語單音辨識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經堯 余俊宏 密集小型基地台與裝至間通訊共存之干擾消除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巍仁 賴聖華 一個 10 Gbps,高動態範圍之 CMOS 光通訊接收機 

吳欣彥 電漿子強化矽場效電晶體之遠距庫倫效應一個應用於 4G LTE-A的非整數

鎖相迴路 

李欣蓓 一個應用於 4G LTE-A的非整數鎖相迴路 

張凱婷 採用 CMOS製程之 THz影像系統信號源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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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李建平 彭柏霖 三五族半導體微米捲管耦合發光特性 

林志洋 高功率單葉型操作之量子點雷射陣列 

李謙偉 在絕緣體上單晶鍺薄膜上製作自旋載子注入與偵測元件與其特性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明哲 

 

陳泉利 長距庫倫作用於塊材矽之探討 

廖禹喬 電漿子強化矽場效電晶體之遠距庫倫效應 

王煥翔 次臨界區奈米級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隨機擾動訊號振幅統計分佈引致臨

界電壓偏移之建模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江蕙如 黃士恒 考慮時脈門控時序之暫存器分群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蔡嘉明 

 

章博璿 單光子雪崩二極體主動回復電路與其在測距上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楊家驤 蔡雨澄 適用於多天線系統之幾何平均值分解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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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周俊瑋 一個具平行化演算法之廣義上三角分解處理器 

羅其偉 一個超低電壓抗錯有限脈衝濾波器 

劉浩皿 應用於骨導式人工耳蝸之低功耗聲音訊號處理器設計與實作 

李承晏 標準元件數位流程相容之能量回收電路設計與實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治群 

 

羅毅人 元件佈局相關之寄生效應和參數萃取方法應用於奈米射頻 CMOS 模擬及雜

訊分析 

林敬翔 低功耗 CMOS超寬頻與毫米波低雜訊放大器之 分析與設計 

林彥穎 元件參數萃取與解析式模型以探討奈米 CMOS元件佈局效應對於直流與高

頻特性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吳重雨 鍾榮真 應用於神經訊號記錄之六十五奈米互補式金氧半八通道類比前端電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吳介琮 張家綾 應用於音頻訊號處理之三角積分調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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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林敬翔 低功耗 CMOS超寬頻與毫米波低雜訊放大器之 分析與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劉志尉 張仲華 適用於 HEVC之快速移動估測演算法與硬體架構設計 

詹益權 一個低面積及高能量效益之使用分散式算術的適應性有限脈衝響應濾波

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冠能 郭書喬 三維積體電路之低溫銅與銅接合結構設計及可靠度研究 

謝佑生 三維積體電路之超薄緩衝層技術於細間距銅/錫襯墊接合開發及電性研究 

蔡宗延 三維積體電路技術之光裂解高分子於暫時性接合與鎳錫導線暫態液相接

合研究 

呂淑霖 三維積體電路應用之超音波低溫銅柱接合研究 

張育瑋 銅柱與錐形矽穿孔接合在三維整合製程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鄭晃忠 黃百韜 電漿處理之奈米碳管薄膜應用於酸鹼值感測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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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炯源 鄧聖瀚 硼摻雜於矽奈米晶體鑲嵌於非晶二氧化矽的分布研究的模擬計算 

林庭煦 以密度泛函理論研究鐿矽及鐿鍺接觸的蕭特基位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霍斯科 楊力衞 用單和八能帶模型模擬三五族半導體量子點和分子的等效 g 因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曾俊元 張翔喻 高介電材料於導電橋式及透明電阻記憶體之轉態特性研究 

藍順醴 氮化矽薄膜應用於銅導電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特性研究 

蔡孟翰 奈米碳管/氮摻雜石墨烯複合電極材料於超級電容器之應用 

江法伸 氧化鋯金屬橋接電阻式記憶體轉態特性優化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荊鳳德 劉瀚凱 改變製程時氮氣含量對氮氧化鋅薄膜電晶體之特性探討 

郭家銘 高性能氮化鋁鎵/氮化鎵電晶體之製作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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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又銘 不同快速退火條件對氧化鋅薄膜電晶體的特性探討 

鍾丑智 不同金屬上電極對氧化鋯鉿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鐵電電容特性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峻因 陳冠宇 視訊雷達之多車距偵測與車道偏移警示技術研發 

林奕廷 多國速限偵測技術開發與其嵌入式系統實現 

鍾竣宇 危險駕駛行為偵測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楊嘉瑞 具多人偵測、追蹤與行為分析之智慧監控系統技術 

劉政國 應用於腸胃道潰瘍偵測與臉部膚質偵測之多重病灶影像偵測技術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方偉騏 馮智威 基於穩態視覺誘發電位之多通道腦機介面電話撥號系統實作 

廖家駒 基於總體經驗模態分解之 有效 PPG訊號處理系統的實現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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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翔文 擴散光學斷層掃描之三維非線性六邊形重建演算法系統晶片設計 

張睿程 應用於腦波意念判斷之多通道線上遞迴獨立成份分析晶片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王聖智 吳佩珊 基於特徵結構性學習之螢光顯微鏡圖片癌細胞辨識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王聖智  簡

鳳村 

洪非凡 基於深度信念網路之國語單音辨識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江蕙如 李承睿 因應電路微幅更新之快速的時序與時脈樹悲觀性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李建平 林志洋 高功率單葉型操作之量子點雷射陣列 

李謙偉 在絕緣體上單晶鍺薄膜上製作 自旋載子注入與偵測元件與其特性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李鎮宜 徐彥睿 針對大數據分析之建構於可程式邏輯板 Hadoop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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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莊哲偉 具擴展性的分散式資料儲存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汪大暉 郭晉榕 零時和時間依賴引致臨界電壓改變量分布在奈米線結構無接面電晶體 

林汶潔 電阻式記憶體操作後導致缺陷產生與寫入干擾錯誤時間劣化之研究 

蔡德宏 不同介電質的平面式及閘極環繞式氮化矽快閃記憶體之寫入/抹除/保存

模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周世傑 羅立 應用於 60 GHZ通信系統之高吞吐量 FFT處理器設計 

謝孟修 單一載波、正交分頻多工、濾波器組三模組基頻接收機系統於 60 GHz頻

帶應用 

姚宇誠 60 GHz 多載波濾波器組系統之相位雜訊消除與取樣頻率偏移追蹤等化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林大衛 呂政哲 時頻線性最小均方差通道估計於 LTE-Advanced下行多輸出入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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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郭雨昇 本於預編碼式通道探測及通道品質指標回授在訊號傳送端作多用戶多輸

出入傳輸之通道估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聖迪 鄒柏威 硼摻雜於矽奈米晶體鑲嵌於非晶二氧化矽的分布研究的模擬計算 

蕭有容 以密度泛函理論研究鐿矽及鐿鍺接觸的蕭特基位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詩淳 傅思銘 介電與金屬散射器在奈米光學之應用 

朱念平 垂直側壁孔洞狀寬頻超穎材料完美吸收器 

陳柏宇 背面照光式 CMOS影像感測器採用 0.11微米製程技術之模擬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林詩淳、  

沈昌宏 

顏聖倫 利用奈米壓印技術製作前瞻奈米光學結構 應用於提升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林鴻志、  蔡昕佑 無機保護層對一氧化錫薄膜電晶體特性與穩定度之影響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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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黃調元 簡崇哲 氮化矽側壁硬式光罩製造之環繞式閘極多晶矽無接面奈米線薄膜電晶體

特性研究 

張智斌 探討保護層對於非晶態銦鎵鋅氧化物薄膜電晶體穩定性之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侯拓宏 林智斌 過渡金屬硫屬化物薄膜電晶體:晶粒尺寸與摻雜效應 

林子評 阻絲與非阻絲型態電阻式記憶體之數值模擬研究 

張宇宏 利用非晶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實現低溫高壓功率元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施敏 洪宜諼 前瞻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之閘極電應力與自我加熱效應可靠度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柯明道 廖顯峰 佈局最佳化的低壓元件堆疊來達成高壓積體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黃義傑 100 至 200伏特 SOI製程高壓積體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楊子毅 抑制癲癇發作之十六通道雙向電流刺激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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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睿閎 應用於 2.4GHz T/R開關前端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鄭莞學 具有低輸入電流峰值抽載特性之正負高壓產生器及其在生醫晶片上之應

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胡樹一 黃仲瑩 Q 頻帶 90nm CMOS寬頻接收機 

王憲棠 77-110GHz 65nm-CMOS寬帶數控移相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桑梓賢 劉中榮 多用戶多輸出入傳輸的修正型區塊對角化 

張佑任 使用三維空間填充曲線的類比通道編碼 

單守毅 車用網路抵抗載波間干擾的方法與模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荊鳳德 郭家銘 高性能氮化鋁鎵/氮化鎵電晶體之製作與分析 

劉又銘 不同快速退火條件對氧化鋅薄膜電晶體的特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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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瀚凱 改變製程時氮氣含量對氮氧化鋅薄膜電晶體之特性探討 

鍾丑智 不同金屬上電極對氧化鋯鉿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鐵電電容特性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崔秉鉞 周鴻儒 N+-P 鍺淺接面暨接觸電阻研究 

梁佳琳 極小晶粒與通道厚度於垂直閘極半導體-氧化矽-氮化矽-氧化矽-半導體

記憶體元件特性之影響 

吳宗翰 碳化矽基板之氮化鋁金氧半電容器暨稀釋一氧化二氮之氧化機制之研究 

尹新賀 矽基片 B型抗諧振反射光波導滑輪操場環形共振陷頻濾波器之設計,製作

和特性量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俊彥 葉宇晨 建構可調變觸發電壓與維持電壓的堆疊型矽控整流器應用於高壓箝位電

路之靜電放電保護 

蔡銘謙 奈米磁鐵 FePt在 PN接面二極體結構之磁電耦合特性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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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國明 林旻翰 藉由大氣壓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積系統將氫導入非晶銦鎵鋅氧主動層之

薄膜電晶體之研究 

楊正偉 利用雷射退火改善離子佈值後 P型 4H-碳化矽及蕭基二極體之電性研究 

劉午陽 微波退火對大氣電漿沉積氧化銦鎵鋅層於電阻式記憶體元件之影響 

鄭家堯 微波退火處理對於氧化鑭鋁/二氧化鋯/銦鎵鋅氧化物薄膜電晶體之電特

性與可靠度研究 

賴廣仁 可應用於生物分子感測之鋁薄膜移轉技術之特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添烜 劉楷 具物體邊界精緻化之高畫質視角影像合成設計 

方志仲 應用於 HEVC即時具交錯細微排程超高解析度移動估測處理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錫嘉 游鈞元 相關性功率攻擊與其抵抗電路-以 MICKEY_v2串流加密器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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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張翼/    

黃調元 

陳錦瀚 利用氮化鋁鈍化層與遠端電漿表面處理於銦化砷鎵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

電性與可靠度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紹勳 趙堉斌 互補式面穿隧場效電晶體之結構設計與低功耗電路應用探討 

吳嘉偉 淺溝渠隔離氧化層對三維閘極電晶體的可靠性影響 

黃智宏 運用介電層熔斷崩潰機制設計新穎的單次寫入唯讀記憶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紹勳,  

汪大暉 

王元鼎 高介電層金屬閘極 CMOS電 晶體功函數與臨界電壓變異之關聯性探討 

楊勝博 雙介電層低功耗電阻式記憶體之設計與最佳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景德 吳則慶 混合穿隧式場效電晶體與鰭式場效電晶體的高效能 32位元前瞻進位加法

器與閂鎖電路超低壓應用之研究與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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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莊景德,  

黃威 

李光宇 28 奈米高介電係數金屬閘極製程操縱在 近/次臨界電壓之 256kb 6T 靜

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黃硯榆 應用於高密度神經感測之低雜訊截波穩定型之開迴路神經訊號放大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治群 羅毅人 元件佈局相關之寄生效應和參數萃取方法應用於奈米射頻 CMOS 模擬及雜

訊分析 

林彥穎 元件參數萃取與解析式模型以探討奈米 CMOS元件佈局效應對於直流與高

頻特性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峻因 陳冠宇 視訊雷達之多車距偵測與車道偏移警示技術研發 

林奕廷 多國速限偵測技術開發與其嵌入式系統實現 

鍾竣宇 危險駕駛行為偵測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楊嘉瑞 具多人偵測、追蹤與行為分析之智慧監控系統技術 

劉政國 應用於腸胃道潰瘍偵測與臉部膚質偵測之多重病灶影像偵測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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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郭建男 張家愷 應用於醫療通訊系統之無石英振盪器的頻率偏移調變收發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宏明 陳玟欣 多源時脈網路合成之比較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明哲 黃麟淯 探討長距庫倫作用:實驗證據與微觀計算 

莊禮陽 奈米級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和鰭狀場效電晶體之隨機擾動訊號引致臨界電

壓偏移之統計變異建模化 

蔡明芙 影響場效電晶體微縮化的兩大因子: 長距集合式庫倫作用與彈道傳輸 

江志騏 決定奈米尺寸場效電晶體之有效通道長度與源/汲極串聯電阻的先進方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冠能 張育瑋 銅柱與錐形矽穿孔接合在三維整合製程之研究 

謝佑生 三維積體電路之超薄緩衝層技術於細間距銅/錫襯墊接合開發及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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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淑霖 三維積體電路應用之超音波低溫銅柱接合研究 

蔡宗延 三維積體電路技術之光裂解高分子於暫時性接合與鎳錫導線暫態液相接

合研究 

郭書喬 三維積體電路之低溫銅與銅接合結構設計及可靠度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紹基 張凱捷 基於濾波器組多載波系統之創新多載波傳收機設計 

蔡維綸 應用於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之多平行度混合基底前饋式快速傅立葉轉換

處理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陳巍仁 張凱婷 採用 CMOS製程之 THz 影像系統信號源設計 

李欣蓓 一個應用於 4G LTE-A的非整數鎖相迴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曾俊元 張翔喻 高介電材料於導電橋式及透明電阻記憶體之轉態特性研究 

藍順醴 氮化矽薄膜應用於銅導電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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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法伸 氧化鋯金屬橋接電阻式記憶體轉態特性優化之研究 

蔡孟翰 奈米碳管/氮摻雜石墨烯複合電極材料於超級電容器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馮智豪 戴紹恆 適用超高密度異質網路之強健干擾管理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俊達 林童暄 針對可支援多種混合模型之微流體生物晶片 並具備多重最佳化目標之樣

本製備技術 

林殿國 於數位微流體生物晶片中可將反應物最小化 之多目標濃度及多反應物樣

本製備技術 

柏汶宜 建構於旅行推銷員問題模型上之可重組態單電子電晶體合成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威 梁宇傑 應用於多感測器平台之多輸出具電容共享之切換式電容電源轉換器 

杜易霖 應用於異質感測器之物聯網路由器的動態資料管理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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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黃國威 & 黃

調元 

鄭守博 使用氮化鋁及閘極介電質成長後電漿處理法改善三五族砷化銦鎵場效電

晶體元件特性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楊家驤 劉浩皿 應用於骨導式人工耳蝸之低功耗聲音訊號處理器設計與實作 

李承晏 標準元件數位流程相容之能量回收電路設計與實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趙家佐 蔡知螢 利用平行測量與模型化隨機森林預測臨界電壓平均數與變異數 

李高騏 使用閂鎖比較器快速量測臨界電壓變異數之 WAT測試電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劉志尉 詹益權 一個低面積及高能量效益之使用分散式算術的適應性有限脈衝響應濾波

器 

張仲華 適用於 HEVC 之快速移動估測演算法與硬體架構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鄭晃忠 黃百韜 電漿處理之奈米碳管薄膜應用於酸鹼值感測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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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研究所(碩) 
詹惟勝 連續波雷射結晶製備應變多晶矽奈米線三閘極薄膜電晶體之研究 

黃敬餘 準分子雷射結晶及反向摻雜應用於低溫 p型多晶鍺薄膜電晶體之研究 

張世學 利用氧電漿改質倒金字塔微結構上之石墨烯薄膜應用於延伸式閘極場效

電晶體之酸鹼感測器之研究 

邱毓凱 氧電漿處理水平排列奈米碳管薄膜應用於超級電容電極之研究 

林曉群 以二維晶粒成長技術製作具類單晶矽之薄膜電晶體之特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鄭裕庭 李元鼎 六角柱體酸鹼/溫度感測探針之製程改進與三維溫度補償之心肌監測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霍斯科 楊力衞 用單和八能帶模型模擬三五族 半導體量子點和分子的等效 g 因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研究所(碩) 

蘇彬 
沈信宏 量子電容對於三五族多閘極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本質反轉層電容之影響 

余冠瑾 單晶三維積體之銦鎵砷/鍺超薄電晶體邏輯電路與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考

慮層間電耦合之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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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控工程研究所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吳炳飛 
鄒岱佑 智慧型輪椅機器人基於多感測器融合之遠距離人員偵測與追蹤 

王承濬 應用於室內之行人追蹤系統及其在手持式裝置上實現 

孫岳君 基於 Kinect之障礙物偵測與導引系統於嵌入式平台上之實現 

曾品苡 基於 RGB-D感測器之適應性人基於 RGB-D感測器之適應性人員線上學習與

追蹤及其在智慧型輪椅機器人的應用員線上學習與追蹤及其在智慧型輪

椅機器人的應用 

賴柏宏 雙臂機器人之行動輔助設計 

蕭凱澤 基於雷射雷達之外形偵測用於多機器人跟隨 以及輪椅機器人的乘坐舒適

性評估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周志成 
范育豪 應用支持向量機器提升模板匹配法於圖像檢索的準確性 

李姿瑨 基於少量訓練資料之新穎形態相似度量於圖形識別 

劉彥錚 基於少量訓練資料之新穎形態相似度量於圖形識別 

周敏婷 基於圖像分割的自動化前景選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昇甫 
魏晟傑 基於單一臉部深度影像之人臉辨識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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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群富 熱影像行人偵測與人臉辨識演算法及其於夜間陌生人偵測之應用 

陳皇村 具有色偏修正能力之景色分類系統:設計及應用 

吳東穎 基於定小波轉換及影像特徵分析於電腦斷層影像自動提取耳下腺病灶方

法之研究 

葉明揚 基於人體姿態估測之投影片演示控制系統設計 

黃雅君 應用電腦視覺於腎臟組織切片之腎小球偵測研究 

黃炳晟 基於電腦視覺於有害雜草種子辨識系統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清安 
蕭岳澧 雙饋式感應發電機之直流電容電壓的控制與模擬 

廖俊裕 風力發電機的強韌控制系統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進燈 
林峪鋒 強健特徵之自動化多視角動作辨識 

許勝智 智慧型社區安全影像監控系統之研究 

詹聖瑋 基於 JointBoost之強健且即時多類別偵測器 

莊維彧 駕駛員之大腦血氧濃度及腦電波與疲勞的相關性 

黃嵩博 基於穩態視覺誘發電位開發偵測偏頭痛發作之系統 

陳宥羽 使用保守驗證之適應性線上 Boosting 偵測器 

莊鈞翔 執行持續性注意力的駕駛任務中動覺回饋與腦波變化之關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第 87 頁，共 158 頁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錫寬 
何坤泰 馬達空間向量控制法則之單電阻電流量測新法 

林仲則 影像處理應用於雨滴偵測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邱俊誠 
葉冠廷 電容式隱形眼鏡眼壓感測器之設計、製作與量測 

邱健豪 雙通道非侵入式近紅外光譜儀腦訊號量測系統實現 

依高曼 以 Hausdorff 距離及 Fourier 級數從事心臟疾病分類 

周雷峻(與黃聖

傑共同指導) 

利用矽穿孔技術整合微探針陣列以實現高品質神經訊號 擷取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5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洪浩喬 
曹文翔 一個十二位元每秒兩千五百萬次取樣具非同步時脈產生器與全數位校正

機制之連續近似類比至數位轉換器之實現 

溫弘義 一個低功率快速鎖定 1.20GHz 至 6.95GHz全數位式鎖相迴路之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胡竹生 
李明唐 基於多秩訊號模型之語音純化波束形成與多通道後濾波 

莊凱傑 高擬真度之工件隨機堆疊取放演算法的模擬與驗證平台 

許凱翔 具磁力計自我校正功能之磁性輔助視覺慣性測程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徐保羅 
尤誌緯 LuGre 摩擦力模型於 CNC高速微動之精密控制設計與調整 

張志嘉 整合資料預測控制與具有延遲及訊息遺失之網路伺服馬達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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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佑 基於情境模擬之多軸運動平台控制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張志永 
吳政道 生物網路逆向工程之演化式最佳化計算 

詹子厚 日夜視訊之人臉辨識 

劉品章 利用模糊加權平均集成運算於影像脈衝雜訊去除 

張維倫 基於相似程度之自適性共振 1 號模型之自動缺陷偵測與分類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福川 
蔡鴻銘 投射式電容式觸控面板電極圖騰之最佳化設計 

林錦毅 解析式的非線性直流增益曲線模型運用在雙級運算放大器 

黃文新 基於藍牙在 IEEE802.11b頻道下之干擾情況模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鴻祺 
郭又瑋 永磁同步風機模擬器供電之直流發電系統 

李韶儒 以半橋反流器實現光電能 最大功率追蹤控制 

鄒宗辰 切換策略於全橋電路並聯操作之環流抑制特性研究 

廖振宇 三階層升壓型切換式整流器之無感測控制技術 

張大開 直流無刷馬達無位置感測控制之起始位置偵測 

黃立明 交錯式升壓電路之單電流感測器電流平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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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政江 多維度回授量化調變於雙串接電動式振動機之電流控制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黃育綸 
葉書宏 針對網路拓樸圖進行潛在關鍵節點的分析研究 

陳玟媗 社群網路資料流動分析模型之研究：以 Facebook為例 

林俞呈 Android 行動設備的安全分析器研究 

劉展均 針對電池衰退之電池剩餘時間預測模型 

徐合邦 基於行為之虛擬化環境的記憶體管理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黃聖傑 
廖慶凱 臉部影像血壓計 

盧元恒 手指影像血壓計 

周雷峻(與邱俊

誠共同指導) 

利用矽穿孔技術整合微探針陣列以實現高品質神經訊號 擷取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5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董蘭榮 
林建霆 適應性磷酸鋰鐵電池組之健康狀態平衡 

游閎名 用於混和電源系統之前端數位脈寬調變直流轉換器研製 

鄭至為 利用電流配置管理之並聯電池放電老化平衡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廖德誠 
游正育 CAN 網路自動燒錄系統之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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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偉 公車到達時間估測方法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趙昌博 
陳弘哲 應用於有機垂直奈米接面氣體感測器之全自動讀取電路設計 

江昭德 應用於電磁式獵能系統之自調整式無壓降電荷幫浦電路 

管清華 最佳化全積體電感型升壓 DC-DC 轉換器電路 

陳緯達 具電池溫昇抑制之光伏電池快速充電系統設計 

蔡哲弘 發光二極體元件與系統之最佳化設計製作與應用 

孫祥方 新型感測系統應用於可撓曲式觸控面板 

彭玄文 以 0.18微米 CMOS製程設計一高精準度低功率之溫度補償石英震盪器 

李誌偉 應用於可攜式脈搏血壓應變感測之前端類比讀取電路設計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歐陽盟 
李幸璁 基於超頻譜影像系統分類上皮組織與固有層實現黏膜組織癌症檢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羅佩禎 
吳佩珊 探究非線性相依性的方法論以應用於禪定腦電波分析 

張致豪 禪坐的心肺交互作用與大腦空間動態研究 

沈煜庭 禪定以及休息之腦電波非線性相依性的時間演化 

黃韋銘 禪定以及休息之 Alpha波和腦電位質心的微狀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蘇朝琴 
何承振 單線傳輸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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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哲 功率電晶體可靠度分析與自我溫度平衡機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王啟旭 
楊子逸 在 Android行動裝置上經由汽車 OBD-II介面實現車輛物聯網的應用 

李承祐 汽車發動機在不同駕駛狀態的怠速智慧型控制 

王俊鴻 非線性遲滯現象的自適性模糊控制 

沈俊宏 WiFi 遠端監控機器人的智慧型避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宋開泰 
林瑋哲 基於模型重建之手術器械接觸力估測研究 

林明翰 全向運動之家用機器人分享控制器設計 

邱奕夫 基於機率之移動式抓取姿態規劃 

吳巧敏 基於感測資料曲線追蹤之雙足機器人斜面補償步態控制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源倍 
蔡思凱 位元分配預測應用於時間及空間相關多輸入多輸出通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梁耀文 

洪靜怡 應用非線性容錯設計於電動載具之直接橫擺力矩控制 

張修維 應用積分型順滑模控制技術於電動車輛轉向控制與不均勻路面煞車控制 

朱韋銘 應用 SDRE控制技術於二階非線性系統之全域穩定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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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竣民 非奇異終端順滑模控制之研究及其於機械手臂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永平 
曾御旻 基於非監督式特徵學習與監督式分類器學習演算法在手部切割之應用 

蔡仁傑 基於星狀骨骼特徵之人型姿態辨識系統 設計應用於居家復健 

莊惠琪 基於 RGB-D影像資訊之即時指拼法辨識系統 

黃冠銘 基於稀疏表示之人臉辨識在行動裝置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科宏 
黃梓期 電力線磁能採集與充電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楊谷洋 

石淳元 真實環境下之被動式行動輔具避障導引系統開發 

張邱涵 基於步態影像與足壓之被動式輔具操控系統研發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鄒應嶼 
何冠陞 應用於馬達驅動器之可變輸出電壓無橋式 SEPIC功率因數校正轉換器之

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蔡尚澕 洪英哲 正交分頻多工架構應用於多輸入多輸出系統之 峰均值分析與序列設計 

林普暄 多使用者多輸入多輸出線性前置編碼系統之傳送天線及使用者選取的設

計與效能分析 

陳冠均 在多頻帶的帶通採樣下降低抖動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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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控工程研究所 蕭得聖 
王維民 桌球飛行狀態估測與碰撞模型之建立 

古祐安 基於前輪側向力跟隨之車輛橫擺運動控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宋開泰 
吳政輝 基於 CAD模型之物體姿態辨識及其於機械臂隨機堆疊抓取之應用 

簡佑霖 基於使用者施力與重心估測之下肢外骨骼機器人輔助設計 

吳尚陽 基於力與步態資訊之行走輔助機器人順應性運動控制 

吳建宇 連續型機器人之語音控制及其於可視性限制下之混合視覺伺服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清安 
汪言璋 飛彈尾翼和側向推力複合控制系統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進燈 
吳柏羲 使用 Boosting式局部偵測器以適應多角度及部分遮蔽之車輛偵測與追蹤 

黃冠智 警示回饋對於腦波及行為上的影響及其於疲勞駕車之應用 

蘇聖堯 具穩健臉部校正之人臉辨識系統 

謝宗佑 核化式適應子空間自組織映射圖於不對稱類別分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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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昊 基於深度稀疏表示分類法的人臉辨識方法 

陳炳鴻(與楊谷

洋共同指導) 

使用部位深度 Haar特徵網路之行人偵測 

鄧品文(與楊谷

洋共同指導) 

可攜式 Wi-Fi無線傳輸 64通道高解析度 腦波量測系統開發與驗證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錫寬 
林立偉 馬達頓轉扭矩之估測與速度控制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邱俊誠 

吳宗瑋(與歐陽

盟共同指導) 

電容式隱形眼鏡眼壓感測器 之可行性製程設計、封裝與量測 

桂承楷 應用於眼壓監測之無線射頻標籤的設計、製作與量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洪浩喬 
洪紹峰 適用於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之全整合型內建自我測試電路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胡竹生 

簡佑軒 應用於關鍵字監聽之諧波結構語音活動偵測演算法 

謝龍興 使用多超音波感測器與限制型卡曼濾波器之目標追蹤 

孫冠群 基於單一範圍地標與指向資訊之定位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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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勁源(與黃育

綸共同指導) 

使用慣性量測儀於空間幾何限制之 影像特徵點追蹤演算法與 感測器融

合技術 

王俊吉 基於雷射指標器與位置感測器之機器手臂參數校正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徐保羅 

李家豪 伺服馬達之 QFT穩健控制器設計與 CNC精密運動之監控系統實現 

林昱安 以 EtherCAT通訊網路達成伺服馬達之遠端控制器參數調整 

張竣凱 具震動抑制之 QFT同步運動控制器設計與實現 

吳伯一 伺服馬達的 H_∞/QFT整合式穩健控制器設計與實現 

林業勛 CNC 精密伺服運動之遠端診斷與調整系統 

湯皓雲 以 EtherCAT實現 CNC先進伺服運動控制設計之關鍵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張志永 
廖時慧 利用簡化之 Nelder-Mead與粒子群聚演算法 整合模型於類神經網路訓練 

蔡家揚 基於距離之向量量化演算法之自動缺陷偵測與分類 

陳韋翰 應用廣義模糊加權平均集成運算於影像脈衝雜訊去除 

賴昱圻 基於 CamShift演算法於有亮度變化環境的多人物追蹤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梁耀文 
林立岡 非線性控制系統， 採用“狀態相關(微分形式)Riccati 方程式”設計 

鄭力仁 基於 SDRE控制技術之二階非線性系統狀態軌跡追蹤及全域穩定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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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連群 有限時間收斂之連續容錯控制 

彭芳儀 利用 SDRE策略探討非線性系統之全域穩定度 

林昱辰 基於加冪積分法之連續有限時間控制及其於機械手臂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科宏 
彭勝銪 應用於可攜型嵌入式晶片系統之高效能電源管理策略 

邱昭彰 應用於液晶電視之高效能交流-直流電源模組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鴻祺 
王 榮 六開關反流器供電之單相交流電源設計與實現 

陳燕儒 永磁同步發電機之無位置感測控制 

連威翔 具飛馳電容多階層升壓直流直流轉換器之交錯式控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黃聖傑 
林耿弘 微循環影像血壓之研究 

邵凱宇(與蕭得

聖共同指導) 

黑色素及血壓檢測系統平台微型化之研究 

王惠民 音樂節奏影響心率變異性：演算法，模型，與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董蘭榮 
彭玉彬 應用於 MRI影像之適應性權重模糊分割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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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廖德誠 
游哲嘉 車輛路徑導引控制法則之設計 

羅崧銘 基於功率調變之無線感測網路定位系統平臺設計與實現 

吳國禎 符合 ASIL D等級之車用網路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趙昌博 
張鈞凱 應用於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之以脈衝頻率調變的單電感雙極性多輸出

直流升壓電路 

莊煒宜(與楊谷

洋共同指導) 

深腦刺激系統應用於帕金森氏病之 模擬、分析與控制 

蘇晉毅 應用於有機垂直奈米接面氣體感測器之全自動混合訊號讀取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歐陽盟 
寸碧秀 可攜帶式瞳孔量測儀之研究 

陳胤源 彎刀鋸齒形遮罩之弦波式光學旋轉編碼器之模擬與分析 

吳宗瑋(與邱俊

誠共同指導) 

電容式隱形眼鏡眼壓感測器 之可行性製程設計、封裝與量測 

鄭偉德 環場掃描式膠囊內視鏡之設計與驗證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蕭得聖 
邵凱宇(與蕭得

聖共同指導) 

黑色素及血壓檢測系統平台微型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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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皓崴 以 CUDA技術實現高速視覺系統及具精準動態控制與力感測系統之擊球機

器人 

楊哲維 以 Brush輪胎縱向力模型為基礎之個別輪胎的路面摩擦係數估測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楊谷洋 

莊煒宜(與楊谷

洋共同指導) 

深腦刺激系統應用於帕金森氏病之 模擬、分析與控制 

陳炳鴻(與林進

燈共同指導) 

使用部位深度 Haar特徵網路之行人偵測 

鄧品文(與林進

燈共同指導) 

可攜式 Wi-Fi無線傳輸 64通道高解析度 腦波量測系統開發與驗證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黃育綸 
曾勁源(與胡竹

生共同指導) 

使用慣性量測儀於空間幾何限制之影像特徵點追蹤演算法與感測器融合

技術 

呂乾豪 基於虛擬化技術之即時 EtherCAT 控制平台 

許育瑋 LTE 安全測試平台與案例設計 

戴君立 參用網路動態資訊之基於拓樸的安全分析方法 

池騏安 可調式雲端風險評估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王啟旭 
王之政 尋找現代智慧型渦輪車輛的實際喘振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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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堯 智慧型適應控制於飛彈防禦系統及分數階系統 

李 騏 在安卓系統上之車輛物聯網系統的設計與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吳炳飛 

陳柏諺 智慧型輪椅機器人基於 Q-學習之人員跟隨模糊控制器與舒適度新標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昇甫 
洪培家 以多觀點進化演算法訓練 TSK 式模糊類神經網路之研究 

劉欣宜 全景攝影機參數補償方法應用於三維深度估測系統之研究 

廖姣柔 安全監控系統中遺留物及其遺留者偵測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源倍 
吳秉勳 探討在駕車時對抗疲勞之腦電波及腦血氧特徵 

王芷琳 利用於時間相關多輸入多輸出之基於幾何平均分解的差動回授預編碼器 

林佳華(與蔡尚

澕共同指導) 

使用多天線之物理層安全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蔡尚澕 
林佳華(與林源倍

共同指導) 

使用多天線之物理層安全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0.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邱一 
林佳暐 具有可變電感的 CMOS MEMS加速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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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永平 
周彥仰 基於深度偵測之即時臉部辨識系統設計 

曾皓謙 結合費雪特徵臉之非負數稀疏表示法應用於行動裝置之人臉辨識系統 

邱夢姿 基於 RGB-D影像資訊之即時指寫法數字辨識系統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楊谷洋 
黃俊捷 上肢外骨骼機器人之實現與控制 

林承胤 上肢外骨骼機器人之智慧型控制開發 

吳靜婷 被動式行動輔助機器人意圖導引系統開發及其醫院臨床試驗 

蕭佳琪 針對工業機械手臂開發之平板虛擬圖繪式人機介面系統 

周道 基於 EMG訊號之上肢穿戴式外骨骼機器人控制系統開發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鄒應嶼 
林巧仟 分段式永磁同步馬達無感測控制分散式驅動器之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控工程研究所 羅佩禎 
柯兆齊 以相位同步與非線性相位耦合分析來探討多年禪定修練者的心肺功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吳炳飛 
林渝翔 應用於駕駛安全監控之人臉表情辨識系統於雙核心嵌入式平台上之實現 

曹哲瑋 基於自適應增強演算法的串聯式分類器及物件估測之車輛偵測與追蹤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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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驍哲 永磁馬達遠端監控及在線退磁診斷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周志成 
李坤哲 基於強健 GrabCut 與醒目區域偵測的自動化前景選取 

郭毓涵 具有散播型態之細胞蔓延於互動式前景擷取 

蔡柏勳 結合標準化切割與色彩空間分佈特徵於自動化醒目性前景選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昇甫 
廖柏翔 應用區域成長法於膝關節電腦斷層影像中骨組織分割之研究 

王世瑋 夜間增強技術應用於一般閉路電視監測影像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清安 

劉宇晉 攔截飛彈複合控制系統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林進燈 
黃志勝 腦電波有效性連結之評估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楊谷洋 
洪境晨 基於上肢外骨骼機器人之模擬器模擬器設計與控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趙昌博 
錢平傑 應用於磁性尺細分割編碼器之前端類比電路設計與實現 

吳昌憲 新式感測電路應用於超薄型 On-cell可撓曲式觸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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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莅騏 以 0.35微米 CMOS製程設計一微小化非色散式二氧化碳氣體感測器電路系

統設計 

黃敬浩 應用於無電池式太陽能物聯網標籤(IoT Tag)之可見光通訊接收電路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劉俊宏 

 

郭晉廷 具機會式排程之綠能卡爾曼濾波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控工程研究所 蕭得聖 
劉閔智 七軸機器手臂模型建立及疊代學習控制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四、電信工程研究所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洪崇智 蘇俊仁 全數位快速鎖定且具可程式工作週期之脈寬調變電路 

許瑞瑜 應用於人工電子耳之低功率連續時間三角積分類比數位轉換器 

周芳鼎 高性能之二進位式數位類比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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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忠炫 

蕭惠云 具有不均等錯誤保護之群碼技術之探討 

莊孝謙 對低密度校驗矩陣之圖形解碼方法修改之探討 

董家銓 應用雙向信度差值與訊息暫停傳遞機制於低密度奇偶檢查碼動態解碼排程

之研究 

蕭昌龍 多天線行動通訊系統先進傳輸技術研究 

李叔桓 低密度奇偶檢查迴旋碼其遮蔽機制與編碼限制條件放寬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蘇育德 

韓松俯 智慧電網狀態估計之匿蹤攻擊與防護 

陳科夆 大型天線陣列系統的秩值與複合通道估計及閉迴路傳收機之設計 

張軒誠 非理想通道資訊及時空關連通道下之空間調變信號偵測 

谷駿志 論在固定能量及異質鏈路狀態下之中繼站選取 

林志宇 基於頻譜之無線網路分散式聚落化與鄰近裝置之偵現 

巫武修 正交分頻多工存取多天線系統之通訊資源分配與小型基地台配置最佳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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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育民 

何嘉桐 巨集模型與稀疏復原之電源供應網路暫態增量分析技術 

李威宏 基於交替方向隱式插入延遲法之具線性複雜度的晶片電源網路暫態分析 

孫至鼎 高適應性三維積體電路電源供應網路設計最佳化 

陳威銘 模型降階法在大量輸入輸出電路下之效能的改善 

陳思翰 ICEPL: 考慮溫度與熱梯度的熱感知平面擺置 

劉盈享 考慮時序效應三維積體電路平面規劃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紀佩綾 

何冠霖 新穎人造傳輸線實現之縮小化及高功率分配比鼠競環耦合器與任意輸出埠

功率分配比及相位差之雙頻耦合器設計 

施亦陞 利用末端短路結構之縮小化、頻寬增益之零階共振天線設計 

陳則宇 利用垂直線與分佈電容製作之寬頻化枝幹耦合器、以耦合量大小控制之雙頻

枝幹耦合器、與基於左右手傳輸線之雙頻鼠競環折疊基板整合波導耦合器 

謝昇佑 縮小化與任意輸出相位之雙頻交叉耦合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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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蒞君 

呂思翰 利用智慧型天線於階層式蜂巢狀系統干擾管理技術之研究 

陳彥貴 雲端無線進階系統分散式大量天線分群演算法之設計 

陳昱帆 頻域與用戶域之排程技術於合作式多天線與多基地台之研究 

彭敬庭 高功率效率小細胞網路的最佳基地台密度之研究 

趙淳智 雲端無線接入網系統下之分散式大量多重天線中使用者移動性對分群演算

法的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方凱田 

陳建華 具幾何輔助之無線網路定位與追蹤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逸如 

蘇仲銘 基於加權有限狀態轉換器國語語音辨認系統之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冀泰石 

謝坤燁 以傅立葉轉換之時頻域調變為特徵之因子隱藏式馬可夫模型多音高追蹤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鍾世忠 林祖偉 微型化環形諧振腔帶通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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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銘茱 毫米波無接觸式晶片與基板轉接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霖堃 諸葛宗聖 利用漸近邊界條件分析四面橫向皺褶結構之矩形波導之色散 

蔡涵婷 應用於微波接收機之寬中頻 CMOS 混頻器 及高頻類比數位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唐震寰 郭育源 物聯網無線電波功率延遲模型之建立與驗證-應用於冷鏈物流恆溫箱之連網 

林明道 應用於 LTE之負阻式輸入匹配新穎寬頻低雜訊放大器 

黃治文 低功耗寬頻率可調範圍之陣列式主動電感振盪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張文輝 李育瑋 基於 MPEG-7的歌者辨識與歌唱評分系統 

潘建豪 基於離散小波轉換的心跳分類系統 

吳宜庭 基於 JPEG2000心電圖像之快速身份辨識系統 

呂柏廣 以手機實現智慧型無線心電圖儀之研究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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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尚璠 基於 MIDI之內涵式鋼琴音樂檢索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信宏 劉子睿 多語者漢語韻律模型之建立與其在語者韻律轉換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程輝 蔡政谷 長期演進技術升級版下行鏈路中具毫微微基地台之軟頻率複用機制下適應

性頻率分配 

楊宗翰 進階長期演進技術下行鏈路中毫微微基地台布建下之部分頻率複用協調機

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黃家齊 丁冠銘 60GHz 正交分頻多工系統波束形成技術之研究 

張雅涵 60GHz 無線通訊系統相位雜訊消除方法之研究 

余日翔 上鏈 LTE單載波頻分多址技術之研究 

黃健瑋 LTE-A 下行蜂巢系統改善 SINR方法之研究 

周伯謙 在單載波區塊傳輸系統中結合時域波束成型和頻域等化之方法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5&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8&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8&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1&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0&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9&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8&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5


第 108 頁，共 158 頁  

馬峻楹 基於最佳化之前瞻無線通訊系統實體層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文榕 連南鈞 低操作電壓奈米級靜態隨機記憶體電路設計 

梁凱奇 多輸入多輸出 OFDM與無合成器 LINC-OFDM系統之遞迴偵測與解碼 

梁建河 正交分頻多工行動通訊系統之同頻干擾消除 

林軒平 應用於封包交換網路時間同步問題之適應性非線性卡爾曼濾波器 

易佳瑩 使用混合式陣列天線於 60GHz OFDM 網路之傳輸量提升 

陳柏豪 用於 LTE/A系統之三維定位波束成型法與追蹤 

劉家妤 空間調製多輸出輸入系統之低複雜度接收機 

戴偉豪 編碼無合成器之 LINC-OFDM系統:系統設計和效能分析 

戴光廷 用於非線性功率放大器之查表數位預失真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大嵩 李常慎 感知無線電網路中分散式頻譜偵測與接取及其在小細胞網路之應用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8&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9&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0&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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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翊恆 在智慧型天線系統中使用圓柱形陣列之波束成形設計 

李明峻 多輸入多輸出系統中空間調制之預編碼器設計 

蔡宗育 調頻連續波雷達系統之多目標物偵測與辨識 

黃崇榮 高效率之球型解碼演算法及其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張志揚 葉家亨 威爾金森式濾波功率分配器之隔絕度分析 

楊青浩 W頻段基板整合波導機械式開關器研究設計 

何東叡 X頻段平面式高功率整合技術設計研製 

邱士量 W頻段導波管鰭線帶通濾波器改良設計及雙岔型雙工器設計 

鄭宇良 W頻段矩形波導管至基板整合波導轉換器與基板整合波導混成耦合雙工器之

改進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孟慶宗 莊格瑋 用主動帶通濾波器做頻道選擇的直接降頻接收機和射頻元件的特性分析 

吳政魁 具源極退化電感之 CMOS共源極低雜訊放大器的設計及其分析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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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德 具主動射頻通道選擇濾波器之 5/60 GHz 雙模態接收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富強 胡登凱 穿戴式可彎折天線及平面式毫米波多極化陣列天線 

陳鼎元 基於類蕈狀結構之小型三頻雙模態微帶天線 

伍昭霖 新型任意雙頻枝幹耦合器應用於雙圓極化天線之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田伯隆 譚邵渝 保證 WiFi技術服務品質之基於速率分群分散式協調功能 

柯柏宇 多約束贏者全拿類神經網路及其平行分級排程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伍紹勳 邱麟凱 適用於毫米波雙重極化陣列天線之混合式波束成型與多使用者前置編碼技

術 

李尚晟 行動自組織網路的頻譜與功率分配機制 

許智皓  針對三導極無線心電圖系統之強韌性心電訊號合成方式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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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義明 簡昭欣 在鍺通道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上製造閘極介電層二氧化鋯/鍺堆疊結構之研究 

陳昱宇 離散摻雜位置效應以及隨機金屬晶粒在塊材鰭式場效應電晶體特性影響之

研究 

陳頡陽 以多目標演化技術實現矽薄膜太陽能電池結構設計最佳化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溫宏斌 薛菘昀 考慮溫度效應影響的統計型軟性電子錯誤率分析架構 

王鉉崴 以 CUDA 為基礎快速靜態時序分析引擎以及其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陸曉峰 田孝婷 具回饋的多用戶多天線通道之天線選擇及傳輸方式的設計與分析 

羅傑 多輸入多輸出雙使用者干擾通道在傳送端 沒有通道狀態的資訊下使用功率

劃分的自由度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高榮鴻 劉益興 應用於無線通訊網路中以網路容量為依據的媒體接取控制 

邱浩原 利用佇列狀態的裝置對裝置通訊網路資源分配演算法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4&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4&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5&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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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毅 應用於裝置對裝置通訊的機會式中繼網路資源分配方案 

陳致寰 應用於物聯網之利用訊號特性的預測式輪詢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林亭佑 曾憲泓 真實多跳階無線網路系統之切頻與繞徑機制問題研究 

呂季壕 無線隨意網路之漸層式傳輸功率控制及繞徑協定實作 

顏政易 IEEE 802.11 傳送速率與後退參數調整機制之實作研究 

劉桓廷 智慧型環境之全域感測器佈署及局部覆蓋率修復網路協定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邱一 蘇柏青 具有微流道之可撓電磁式能量轉換器 

夏子軒 車用鋰電池電壓監控系統 

楊皓鈞 應用於車用電子電池陣列管理系統之微機電電流開關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簡仁宗 楊博凱 貝氏非負矩陣分解於單通道音訊分離之研究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7&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4&h1=7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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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采威 深層遞迴類神經網路之正規化及聲學模型之建立 

顧原竹 貝氏遞迴式類神經網路於語言模型之建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卓諭 黃珮欣 以能量偵測演算法偵測隨機到達和離開之主要使用者訊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信工程研究所 

黃謀勤 諸葛宗聖 利用漸近邊界條件分析四面橫向皺褶結構之矩形波導之色散 

趙偉全 從蕈狀結構反射相位圖取得表面波帶隙之近似方法 

梁永勳 使用漸近線型負載邊界條件分析平面式接地介電基板上含金屬線型格柵結

構的表面波與散射特性 

葉南更 應用漸近皺褶邊界條件與橫向共振技術於 基板整合波導之分析 

邱怡嘉 利用漸近解分析內嵌週期性金屬圓柱介質波導之色散特性 

黃建融 制定饋入低剖面天線的標準流程圖及使用反射相位萃取人造磁導體頻帶 

蔡博丞 設計加入集總式元件的微小化蕈狀式結構並使用此蕈狀式結構來加強小天

線的輻射效率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4&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4&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5&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6&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7&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7&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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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蘇育德 陳佩汝 大型多天線系統之三維通道估計 

彭俞甄 自主性裝置對裝置網路之效能：分析式模擬評估 

簡子軒 碼率相容之縮短低密度校驗碼與結合重覆編碼之混合式重傳技術 

曹景程 乘積低密度奇偶檢查校驗碼之位元翻轉解碼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育民 洪源懋 以基於良率的電源接墊增置方法強化晶片上的電源供應網路 

陳群 TNAPL:三維積體電路針對矽穿孔雜訊改良的佈局擺置 

楊啟平 Tr-GIT:基於積分轉換的三維度積體電路暫態熱分析技術 

盤冠德 NaDaP:三維積體電路針對矽穿孔雜訊及分佈密度改良的佈局擺置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紀佩綾 蔡宗穎 操作在 1.7-2.7千兆赫茲、具頻寬與傳輸零點控制之小型化二階可調式帶通

濾波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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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蒞君 陳冠昇 應用在高吞吐量及高能量效益超高密度網路中的干擾意識小細胞管理技術 

陳佳佳 利用隨機幾何的方法在一般通道環境下小細胞系統的性能分析 

徐家康 非同步多細胞分時雙工巨型多輸入多輸出系統下減緩領航訊號汙染效應之

研究 

蔡昆宏 在利用隱性回饋的推薦系統中動態更新模型問題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方凱田 田瑀婕 結合手部辨識的智慧型視力估測系統 

朱瑞鴻 次世代無線網路下頻譜共享通訊協定之設計 

林雨沛 基於壓縮感知及通道響應於室內定位技術之設計與分析 

邱培軒 應用於行動裝置並結合圖像目標物追蹤與手部追蹤之雲端互動式擴增實境

系統 

郭治緯 針對具載波聚合 LTE-A網路所設計且以提升能源效率為目標之下鏈路資源

分配技術 

陳秉正 在 LTE-A系統下針對基地台之流量預測省電排程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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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逸如 王柏鈞 漢語語速相依韻律模型之語者調適及其在語音合成之應用 

許民宗 雙麥克風回音壓抑之研究 

蔡仲堯 英語階層式韻律模型之建立與其在語音合成之應用 

鄭茂隆 使用於複合詞組建構之中文詞分群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冀泰石 林世庭 增強語音理解度之結合時頻域增強之語音強化演算法 

翁恪誠 使用時頻變化調變之多工學習深度信念網路的語音情緒辨識 

陳奕廷 深層信念網路在雙耳語音分離及消除迴響上的應用 

黃盈諳 時頻域調變之理想二元遮罩和語音理解度 

蕭方濟 以空間線索為根據的時頻遮罩應用於雙耳回響聲源分離與雜訊消除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鍾世忠 梁家綸 應用於 77GHz車用防撞警示雷達系統之 45度線性極化高增益低旁波束微帶

天線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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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煒霖 單脈衝衛星追蹤地面站天線饋入器設計 

陸柔宏 X頻段圓極化可控波束天線 

黃盈偉 具地面多路徑反射補償效應之嶄新 24GHz車用雷達設計 

劉介剛 毫米波無接觸式主動晶片至基板轉接設計與量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霖堃 許哲瑋 設計 5GHz 低相位雜訊之共模回授壓控震盪器及適用於 WLAN應用之微型曲折天

線 

陳乃菖 5.2-GHz 線性度增加之功率放大器與增益提升之升頻器之設計 

陳文生 3.1-10.6 GHz 超寬頻低雜訊放大器及 24 GHz低功率高增益接收機前端電路之

設計與分析 

陳建瑋 應用於 IEEE802.11a之低功耗頻率合成器 

楊萬暄 整合非平衡轉平衡器之新型差動饋入式微帶天線設計 

鄒育霖 適用於 IEEE 802.15.6無線人體區域網路之人體通道接收機及 ISM 頻段低功耗

射頻接收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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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唐震寰 賴政元 應用於室內 Access Point的低剖面雙頻天線 

顏瑞賢 具高頻寬之微小化雙頻濾波天線 

薛文崇 用於人體區域網路之縮小化超寬頻寬槽天線之設計與性能分析 

李孟哲 多頻帶濾波天線之創新設計方法 

楊明儒 
梯形接地面與 L型分支結構之微小化雙頻 WLAN USB Dongle天線 

林昶佑 超寬頻雙頻帶拒槽孔天線增強增益壓抑之研究 

戴大為 創新耦合架構微小化可調手機天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張文輝 
李宗唐 電子鋼琴演奏熟練度的自動評分系統 

劉耀蓬 基於分散式訊源編碼架構之心電圖身份認證系統 

吳沛馡 基於條件隨機場的心律不整自動分類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信宏 
 

謝東融 應用於編碼-多輸入多輸出接收機之轉換式清單解映器 

羅裕璋 中文語音停頓韻律標記預估之改進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2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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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仰駿 使用韻律信息之中文自發性語音辨認 

吳聲鋒 使用於中文自發性語音辨認之聲學模式及韻律模式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程輝 黎梁偉 MIMO-OFDM系統之鏈路自適應演算法 

白逸凱 長期演進技術系統下針對聯播傳輸之裝置對裝置叢集生成策略 

李冠甫 OpenFlow 網路中改良式單鏈路故障恢復之機制 

林則亦 LTE-A 系統下無線資源控制之上行背景流量整形機制 

劉建志 長期演進技術網路中非連續接收機制之省電效能分析以及改良 

杜銘航  在蜂巢網路下之 Device-to-Device 通訊上行頻帶部分頻率重複使用區域 

黎柏均 針對應用程式背景流量之省電機制 

宋少中 建立在小世界模型下針對裝置對裝置叢集內部聯播利用轉傳技術支援之檔案分

享演算法 

藍振瑋 在沒有基地台服務的場景下以公共安全為目的之裝置對裝置同步方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黃家齊 鄭學璟 室內多入多出天線正交分頻多工系統節能演算法之研究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2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2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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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昕峰 分散式裝置對裝置通訊系統之設計與模擬 

潘駿逸 正交分頻多工系統中降低峰均值功率比方法之研究 

施詠文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之通道估計與資料偵測方法之研究 

洪銘謙 第五代蜂巢式系統領航訊號汙染抑制方法之研究與模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文榕 黃汀華 可調基底之稀疏貝式學習:演算法與應用 

高啟翔 MIMO-OFDM 系統中到達角度，離開角度以及通道之聯合估計:一個壓縮偵測

的作法 

林大為 蜂巢正交分頻多工系統中之同頻干擾消除 

黃文毅 全雙工無線電之自我干擾消除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大嵩 
曾智君 於分頻雙工大規模多天線系統中基於區塊稀疏特性之壓縮下行通道狀態資

訊還原 

戴子豪 大規模多天線系統中能量效率最大化之天線選擇法 

葉洸亘 用於異質性網路中加強版細胞間干擾協調之動態干擾抑制與負載平衡技術 

黃浚柏 於多天線空中測試系統中結合天線選擇之三維空間通道仿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張志揚 張維欣 兩種微帶線慢波結構與短路端步階阻抗諧振腔雙頻濾波器之設計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6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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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博文 適應性單刀四擲開關之分析 

鄭翔聲 W頻段矩形波導至基板整合波導 E平面轉換器 

蔡國鼎 X頻段三階濾波器嵌入單刀雙擲/單刀四擲開關 利用封裝二極體和新穎共振

腔設計 

陳孟萱 W 頻段基板整合波導 T型與枝幹型頻率雙工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伯寧 
周奕岑 整合訊源與通道編碼調變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孟慶宗 邱智揮 矽製程蕭特基二極體尺寸最佳化以及應用 60GHz蕭特基二極體次諧波混頻

器之 SiGe BiCMOS 5/60GHz接收機 

楊子慶 最佳化設計低雜訊放大器與具傳輸零點濾波器之微波/毫米波雙模態接收機 

王鈞緯 MOSFET 雜訊分析及其低雜訊電路的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富強 陳冠廷 新型雙頻高阻抗反射面應用於天線增益改善 

徐銘鴻 結合類蕈狀結構與矩形環狀天線之 三頻雙極化小型天線設計 

施佳志 新型超穎材料電路單元應用於雙頻延伸型 CRLH洩漏波天線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10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9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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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黃瑞彬 郭芳銚 高隔離度 X-波段船舶雷達天線之研究 

蔡岳霖 來波方位測定之天線系統設計 

劉哲豪 以正交調變器為移相器之陣列天線波束掃描系統 

莊錦政 次世代毫米波行動通訊系統之中頻收發模組 

陳倚彬 二維相位陣列天線系統之波束切換與波束掃描技術結合 

簡駿帆 次世代行動通訊系統之信號入射方向估測與波束合成演算法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田伯隆 
陳奕秀 在多速率及多網路基地台 WiFi系統之網路選擇最佳化 

楊佳霖 QoS Wi-Fi網路系統之分群傳送實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伍紹勳 蔡東倫 小細胞雲端無線接取網路之合作式通訊與仿真機制 

劉曙豪 
毫米波通道中通用於雙極化混合式天線陣列之空時前置編碼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4&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6&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5&h1=8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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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義明 黃文聰 具梯形通道塊材鰭式場效應電晶體元件及其電路特性擾動之研究 

許勝嘉 本質參數擾動對於低操作電壓塊材鰭式場效應電晶體元件特性與電路功率

消耗變異之研究 

張翰東 製程變異、金屬功函數擾動及隨機摻雜擾動對 10 奈米全閘極奈米線場效應

電晶體特性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溫宏斌 郭冠辰 分區定址動態繞徑演算法的開發與實踐在軟體定義網路之資料中心 

張哲誠 利用四值編碼考慮訊號轉換效應的邏輯功能時序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陸曉峰 湯迪文 於無線多輸入多輸出與多重存取通道下高分集與多工權衡且具低複雜度收

發機設計 

徐家康 非同步多細胞分時雙工巨型多輸入多輸出系統下減緩領航訊號汙染效應之

研究 

王嵩瑋 在有限的通道使用量下單一及多個中繼器的動態解碼後傳送協定之分集與

多工增益權衡效能的設計與分析 

陳經文 可調整且具回朔之最小均方差偵測在多輸入多輸出天線系統中的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高榮鴻 
郭阜達 利用時空訊號統計相關性之物聯網預測式媒體接取機制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4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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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曉莛 以網路容量為基礎應用於裝置對裝置群播通訊的分群法與功率控制 

李曉茜 應用於多天線雲無線接取網路的動態用戶排程機制 

詹婷雅 應用於無線異質網路以干擾對齊技術為基礎的小細胞分群演算法 

蔡沛剛 支援網路功能虛擬化及服務鏈 的軟體定義網路中的訊務工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林亭佑 鄭維中 CSMA/CA 無線網路系統上空間重複使用率與傳輸可靠度之整合研究 

林駿安 無線行動感測器佈署之路徑規劃演算法設計及實作 

邱冠傑 IEEE 802.11 通訊標準的鏈路速率, 競爭視窗,及頻道參數交互作用對效能

影響之研究與系統實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邱一 
李明軒 使用銅網電極製作之可撓式駐極體能量擷取器 

林佳暐 具有可變電感的 CMOS MEMS加速度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簡仁宗 
包苡廷 張量式類神經網路應用於多通路資料分類 

陳泓宇 深層半監督式學習於領域調適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卓諭 
陳卿銜 利用振幅資訊之單一位元壓縮式感測 應用於分散式參數估計技術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1&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2&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n9r8Vi/record?r1=3&h1=5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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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凱寓 大規模多天線系統之 低複雜度天線選擇演算法與入射角度估測演算法 

陳景文 消除干擾訊號在壓縮場域上:基於投影的方法 

莊于禎 合作式頻譜感測在多數決法則下次要使用者傳輸功率配置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3 
電信工程研究所 

林育德 
周德昕 寬頻緩變半寬縮短化微帶洩漏波天線陣列與調變式週期性鉚釘結構控制傳

播特性之半寬微帶洩漏波天線陣列 

蔡宗穎 操作在 1.7-2.7千兆赫茲、具頻寬與傳輸零點控制之小型化二階可調式帶通

濾波器 

林育杰 寬頻緩變半寬微帶洩漏波天線陣列 

陳昱升 可切換波束之 8x8巴特勒矩陣平面天線陣列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林亭佑 
彭康協 基於 WiFi 技術之真實室內無線網狀網路 Bunnet 系統實作與效能評估 

林暘烜 多重速率載波偵測無線環境之隱含式回饋傳輸速度感知功率控制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洪崇智 

陳宗益 採用時域快閃式量化器與改良式資料加權平均實現方式之連續時間三角積

分調變器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1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1&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2&h1=3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CfCFao/record?r1=3&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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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忠炫 呂祖漢 改善傳統圖形解碼演算法在低密度校驗迴旋碼上之研究 

顏基峯 壓縮感知技術使用調變寬頻轉換器應用於寬頻頻譜掃描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蘇育德 鄭歆霖 以籬柵圖為基礎之編碼空間調變訊號建構 

梁芸閤 毫米波通訊：蜂巢狀系統的特性與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育民 潘麒文 三維積體電路與手持裝置之熱分析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紀佩綾 張文源 縮小化與任意功率分配之雙頻正交耦合器使用複合式左右手傳輸線以及可

調式具頻寬以及傳輸零點變化之雙工器引入新穎雙模共振器 

許廷禎 任意輸出相位之雙頻交叉耦合器與高度可調式正交耦合器 

黃柏崴 基於複合式左右手傳輸線之雙頻任意功率分配鼠競環耦合器暨具隔離度改

善及頻寬調整之可調式濾波功率分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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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蒞君 楊書豪 多對裝置間通訊存於異質性網路資源管理技術之研究 

樂鴻宇 基於射頻互聯之三維動態記憶體多核移動平台的應用驅動記憶體分配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方凱田 陳俊全 在感知小細胞網路中不同系統拓樸下具有能源效益的頻譜選擇及資源分配 

鄒曜駿 針對雲端無線存取網路所設計之聯合分群與功率分配機制 

劉恆修 基於地圖資訊與訊號強度指紋之室內區域估計系統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王逸如 康富傑 基於條件隨機場之中文樹狀結構標記 

游俊龍 中文自發性語音之聲學模式及韻律模式的改進 

蔡易儒 中文語言模型及語意概念自動標示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冀泰石 徐忠謙 針對聲學訊號的調變處理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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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振祥 非等距麥克風陣列之降噪演算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鍾世忠 林韋成 24GHz 連續調頻雷達接收機模組之設計 

施亮宇 汽車防撞雷達與複合式波形設計 

許倬綱 應用於手持行動裝置之複合型多頻天線設計 

蔡忠翰 應用於 77GHz汽車防撞雷達之 13GHz 訊號源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霖堃 吳振逸 以耦合矩陣合成帶通耦合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唐震寰 詹文智 適用於人體區域網路之小型化超寬頻天線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信宏 

吳孟哲 中華現代人名與稱謂之結構分析 

歐立安 
使用深層類神經網路之中文語音辨認 

吳伯彥 基於類神經網路之中文語音停頓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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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李程輝 
林冠華 長期演進行動網路上透由傳輸控制協定之擁塞控制改進的延遲降低 

陳柏勳 
在重疊蜂巢式網路下藉由分組達到裝置對裝置通訊的資源分配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伯寧 
呂欣祐 修正型非正交多重接取系統傳輸設計和效能分析 

李佳珉 進階投票演算法之干擾調變分類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陳富強 
康家銘 

應用雙頻高阻抗平面的新型雙頻法布立-培若共振腔天線 

孫峻皓 時序迴轉技術的理論分析和應用 

李芊鋆 雙頻串聯式饋入陣列偶極天線 

蘇峰毅 具有高隔離度和高效率的新型縮小化 MIMO陣列天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黃瑞彬 
彭立州 下世代毫米波高速傳輸通訊系統之系統規劃與評估 

張晉瑋 相位可調之本地震盪架構應用於相位陣列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田伯隆 
蔡孟橋 基於 OpenvSwitch平台的錐狀光資料中心網路虛擬化定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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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吳卓諭 
高聖傑 無線中繼網路之用以減少訓練冗餘的最佳線性通道預測：演算法設計與效能

分析 

黃俊偉 針對多天線感知無線網路考慮量化通道資訊回授誤差下之波束型成技術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信工程研究所 

黃謀勤 
潘俊維 利用具有正或負折射率的分裂式環形共振器超材料合成微波聚焦透鏡 

謝凱翔 利用週期性金屬貼片陣列操控表面等離子極化激元與倫伯格透鏡之設計 

陳昭倫 用超材料表面結構設計與合成人造馬克斯威爾魚眼透鏡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五、電機工程研究所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蘇朝琴 
夏子軒 車用鋰電池電壓監控系統 

陳勇志 低電壓高輸出擺幅類比前端電路應用 EEG ECG記錄 

趙可卿 應用於 0.5V全數位鎖相迴路的電壓源靈敏度補償機制 

楊皓鈞 應用於車用電子電池陣列管理系統之微機電電流開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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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婷 應用於臨界可調式電壓之 DC-DC 轉換切換式電容晶片 

許耿嘉 使用最小線間距之低功率高速晶片內部匯流排電路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闕河鳴 
邱俊達 一個時脈為 1 GHz訊號頻寬 50 MHz 之十一位元連續時間積分三角調變器 

蔡宗甫 應用於三角積分調變器之低功耗差動二級放大器高溫補償  

何嘉倫 閉迴路癲癇偵測之生理訊號處理積體電路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蔡尚澕 
張庭禎 一種帶通採樣抖動減噪接收器以及硬體實現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歐陽盟 
龔益群 超頻譜生醫影像系統之巨量資料處理與雲端操控之研究 

陶冠亨 利用立體顯示器探討視調節微顫動與眼壓對於視覺疲勞之研究 

黃福尚 應用於三相變頻器以 FPGA為基礎數位電流控制器之研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歐陽盟 
陳宥伯 自動機器視覺檢測次毫米元件之全景影像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董蘭榮 
宋哲遠 不受電池老化影響之電感式平衡控制研究  

黃郁祺 應用於影像追蹤遮蔽問題之改良式粒子濾波器  

朱成發 應用於 X光影像之雜訊移除與動態範圍強化處理 

孫尚廷 應用於 X光影像之衝擊濾波器硬體實現 

彭宇軒 適應性電容式電池平衡管理演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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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溫宏斌 
王鉉崴 以 CUDA 為基礎快速靜態時序分析引擎以及其應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陳科宏 
黃紹祥 使用壓控電阻於 94%效率之近定頻自我振盪式 D類音頻放大器 

黃詠聖 非同步自動調零技術使輸出電壓變化小於 3%的固定導通時間控制轉換器應

用於 28奈米製程的 5G無線通訊系統  

蔡祖為 具備快速反應及互穩壓消除之單電感四輸出降壓直流-直流電源轉換器  

黃柏憲 結合阻抗鎖定迴路之數位式低壓降線性穩壓器用以改善先進製程之低電源

雜訊抑制能力  

彭睿竑 具備連續性內阻偵測機制與自動能量傳遞控制之切換式快充充電器研究設

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洪崇智 
李其哲 全數位廣域且具可程式工作週期之脈寬調變電路  

江俊彥 具有電流模式平滑轉換電路之高效率切換式鋰電池充電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洪浩喬 
林慎白 實現一個基於多關聯性的背景式數位校正之 十三位元每秒一億次取樣管

線式類比數位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2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邱一/ 

歐陽盟 

洪偉哲 以單一氣體感測器偵測多種氣體之演算法開發  

葉韋麟 應用於神經復健最佳動作想像通道之腦機介面開發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機工程研

蘇朝琴 
吳政隆 應用於車用鋰電池通訊之收發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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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張可謙 一個可操作於 0.5伏特具製程變異補償機制的動態調整電壓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闕河鳴 
黃柏諭 利用 CUDA平行化的經驗模態分解應用於心電圖推導呼吸訊號  

陳靜懷 深層鑑別式流形學習於語者辨識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溫宏斌 
張哲誠 利用四值編碼考慮訊號轉換效應的邏輯功能時序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黃聖傑 
邱暐淳 非加壓式血壓與心跳量測系統應用於手部抗震與臉部之微型化設計  

羅仕翰 黑色素與血壓檢測演算法開發暨系統平台實現  

張瀚中 CRAT: 行動程式碼審閱輔助工具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陳科宏 

孟哲浩 具有線電壓重建及平方正弦波技術以達到高功率因數及低總諧波失真之降

壓型功率因數校正控制器  

張致維 87% 整體高效率及 11μA極低待機電流的筆電整體電源管理利用彈性電壓

調整及動態電壓調整技術 

林奎良 使用低共模雜訊與動態增壓技術之內嵌單電感雙極性輸出電源模組之 D類

音頻放大器 

蘇以萍 應用於平板電腦之高效率單電感多輸出直流-直流 降壓轉換器 

陳暐中 高效能之漣波調變導通時間控制之降壓電源轉換器 

周盈瑋 應用於通用串列匯流排電力傳輸並具有動態靴帶式電壓技術之高效率降壓

型電源轉換器  

簡孟緯 28奈米製程應用於手機無線通訊系統並具有暫態增強與能量回收技術的固

定導通時間控制降壓電源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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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杰 28 奈米製程虛擬固定切換頻率的固定導通時間控制型降壓電源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洪崇智 
花逸翔 使用自我校正時間放大器與相位內插數位控制振盪器且具有 1ps解析度時

間數位轉換器之快速鎖定全數位鎖相迴路 

劉彥威 具有電流模式平滑轉換之雙輸入與改善充電時間之切換式鋰電池充電器 

魏崇軒 具輕載效率改善與輸出漣波抑制之寬負載雙模升壓型穩壓器  

鄭如涵 使用 1ps解析度多級時間數位轉換器之全數位鎖相迴路  

杜宸誠 具有動態鋸齒波產生電路以達快速響應之高效率非反向升降壓穩壓器  

林佳霓 應用於人工電子耳使用新穎資料加權平均法之三角積分類比數位轉換器 

蕭彥邦 使用具校正機制時間放大器之時間數位轉換器之全數位鎖相迴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洪浩喬 

何宗岳 具前景式自我校正功能之十四位元每秒兩億次取樣電流導向式數位類比轉

換器設計 

江哲儀 舒緩胃食道逆流症狀的 植入式無線供電刺激器晶片設計  

林建禮 俱溫度補償數位控制振盪器之全數位頻率合成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邱一 
蕭孟岳 應用於神經訊號感測之可撓式腦皮質電極與微探針陣列整合、設計與驗證

  

余昕懋 利用微壓電噴墨系統應用於氣體感測器觸媒摻雜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邱一/ 
陳昇泰 水膠薄膜濕度感測器之設計、製作與測試 

火神龍 使用隱含知識技術壓縮多行深度學習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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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盟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白田理一郎 
吳程輝 快閃記憶體元件抹寫週期可靠度與溫度之關係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電機工程研

究所 王蒞君 
黃俊程 在 OpenFlow建置客製化網路下提升擴增性之管理機制 

沈易興 研究軟體定義網路在機器對機器通訊網路和無線網路的效益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機工程研

究所 蘇朝琴 
吳家宇 3D 列印技術整合鋅感測薄膜之酸鹼感測計 

楊信鴻 內建溫度感測及熱平衡機制的降壓轉換器設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魏慶隆/ 

陳科宏 

趙祐磁 應用於可攜式裝置之 6.78MHz高效率單級穩壓整流器 

林韋廷 28 奈米製程虛擬波跟蹤技術的固定導通時間 控制型降壓電源轉換器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104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闕河鳴 
李詔熙 深層貝氏推論於主題模型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溫宏斌 
黃宣銘 軟性電子錯誤之進階效應分析-從元件層級到電路層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4 
電機工程研

究所 陳科宏 
劉世晧 切換電容式電壓轉換器之電路分析  

陽德甫 應用於生物醫學裝置之電池供電 97%輸出電壓精確度且 自消除偏移的 28

奈米降壓型轉換器  

林羣賀 應用於通用串列匯流排電力傳輸之高效率單電感多輸出直流-直流降壓轉

換器  



第 136 頁，共 158 頁  

黃如玉 應用於近場通訊技術並具有自我校正逆電流之磁場感應式整流供電系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名 

104 
電機工程研

究所 林亭佑 
王貴留 有邊界監測環境下異質方向性行動感測器之加強型佈署演算法設計與實作 

林奕廷 具動態監控能力之 3D環境即時攝影機調派系統設計與實作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六、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A 博士班 李柏璁 郭光揚 新穎矽量子點薄膜應用於太陽能電池之開發 

102A 博士班 賴暎杰 鞠曉山 超高重複頻率鎖模光纖雷射之研究 

102A 博士班 李柏璁 蔡家揚 金奈米環陣列表面電漿特性與感測應用之研究 

102A 博士班 盧廷昌 吳政璁 新穎氮化鎵光子晶體雷射之研究 

102A 博士班 冉曉雯 李長紘 無機暨有機半導體電晶體及感測器之開發研究 

102A 博士班 黃乙白 陳致維 微光學液晶元件於裸眼式立體顯示器之應用研究 

102A 博士班 林怡欣 鄒雨時 電控調變液晶聚光器之太陽能發電系統 

102B 博士班 盧廷昌 洪志蒼 高功率邊射型與光子晶體面射型 雷射二極體之研究 

102B 博士班 謝文峰   

施宙聰 

施能謙 可調單頻 Nd:GdVO4雷射及其光譜應用 

102B 博士班 郭浩中   

張俊彥 

張世邦 次世代新穎氮化銦鎵/氮化鎵半極性奈米金字塔發光二極體之

磊晶成長與元件特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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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B 博士班 謝文峰    蔡智雅 自組裝多鐵性奈米材料之介面應力引發之磁電耦合研究 

102B 博士班 戴亞翔   

張鼎張 

張耿維 保護層應用在非晶態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 之電性物理機制研

究 

102B 博士班 許根玉 劉仁崇 軟鉍礦晶體於近紅外光之光折變特性研究與應用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3A 博士班 李柏璁 林品佐 晶片系統中用於操控微米及奈米粒子之近場光鑷夾設計 

103A 博士班 李柏璁 施

閔雄 

徐功書 可撓式的聚二甲基矽氧烷平台和第二型銻化鎵/砷化鎵量子奈

米結構的先進微型共振腔雷射之研究 

103A 博士班 謝漢萍 王奕智 能隙工程於銅銦鎵硒薄膜製程暨太陽能特性之應用研究 

103A 博士班 陳方中 莊名凱 以先進奈米結構增進高分子太陽能電池特性:電漿增益與轉印

製程的應用 

103A 博士班 蔡娟娟 梁辛瑋 開發並優化以微晶矽氧做為 N型摻雜與背反射層的微晶矽薄膜

太陽電池於多接面太陽電池之應用 

103A 博士班 郭浩中   

李柏璁 

林炳成 探討與改進氮化物材料光電及微電子元件之特性 

103A 博士班 郭浩中   

紀國鐘 

李佳祐 氮化鎵化合物光電元件優化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許根玉   

陳坤煌 

張巍耀 外差疊紋干涉術的原理與其應用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盧廷昌 張巧芸 改善氮化鎵系列發光二極體效率下降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郭浩中   

施閔雄 

陳國儒 新穎高效率白光光源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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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B 博士班 陳瓊華 張郁欣 使用等效電路模型設計奈米表面電漿子元件 

103B 博士班 盧廷昌 賴映佑 寬能隙材料半導體平面型微共振腔雷射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鄒志偉 陳世豪 新世代可見光通訊系統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鄒志偉 吳郁夫 下一代光接取網路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鄒志偉 楊凌岡 矽微型環共振式光纖雷射之研究 

103B 博士班 黃乙白 張育誠 藉由降低干擾提升立體影像品質於立體顯示器應用研究 

103B 博士班 陳智弘 盧奕誠 利用新穎面射型雷射於高速長距離光互聯系統 

103B 博士班 賴暎杰 吳尚穎 光纖雷射混合式主動及被動鎖模與同步機制 之理論建模研究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4A 博士班 劉柏村 范揚順 低功耗高密度與低成本非晶態氧化物半導體式電阻式記憶體技

術之研究 

104A 博士班 
張振雄  

簡世森 
鄭承恩 奈米碳材料應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對電極之研究 

104A 博士班 
田仲豪   

張書維 
鄭璧如 

基於一維光學結構之旋光隔絕器、電漿子奈米雷射及藕合式感

測器 

 
 

七、光電工程研究所及顯示科技研究（碩士班）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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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A 顯示所 陳方中 凌安愷 摻雜低折射率材料提升高分子有機發光元件的光萃取效率 

102A 顯示所 陳方中 林士惟 利用金與氧化石墨烯之奈米複合材料之侷域性表面電漿共振效

應增強有機太陽能電池效率 

102A 光電所 林怡欣 

謝文峰 

倪詩雅 表面配向對聚合物穩定藍相液晶之晶體成長與電光特性的影響 

102A 光電所 蔡娟娟 簡誌君 發 n型微晶矽氧於非晶矽/非晶矽鍺串疊型薄膜太陽能電池作為

中間反射層的研究 

102A 光電所 謝漢萍 

黃乙白 

方宣賀 圖騰化光罩之光學三維多點觸控系統 

102A 光電所 盧廷昌 許悅山 成長於不同氮化鎵模板之氮化銦鎵多重量子井之光學特性研究 

102A 光電所 謝漢萍 

黃乙白 

蘇雍仁 利用變焦影像產生高動態深度範圍之深度圖 

102A 光電所 賴暎杰 林仕斌 被動鎖模摻鉺光纖雷射光固子與混沌脈衝操作態之研究 

102A 光電所 謝漢萍 

黃乙白 

趙正昌 可攜式手勢辨識預測 X光劑量系統 

102A 光電所 安惠榮 張可揚 有機金屬螯合物之時間解析光激螢光研究 

102A 光電所 謝漢萍 紀岡廷 應用於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之硒化製程於吸收層鎵元素暨

能隙分佈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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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A 顯示所 謝漢萍 蔡旻諺 應用紫外光遮罩於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之光穩定研究 

102A 光電所 林怡欣 陳柏儒 一種利用液晶透鏡之光學成像系統的對焦與光學變焦研究 

102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陳柏翰 有機/無機混合型串疊式太陽能電池 

102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楊東庭 光操控於光子晶體/類光子晶體砷化鎵太陽電池之特性分析 

102A 光電所 張振雄 吳健銘 大面積石墨烯成長行為與機制探討 

102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黃揚越 週型型矽奈米柱陣列無機-有機混合型太陽能電池 

102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江建瑯 藉由金奈米粒子提升矽太陽能電池光學吸收 

102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吳炳樞 石墨烯/N型單晶矽蕭特基接面太陽能電池之研究 

102A 光電所 陳智弘 宋慈遠 非線性失真補償應用於載波間干擾消除於長距離正交分頻多工

被動光網路系統 

102A 光電所 黃中垚 廖哲霈 大面積高均勻性電漿沉積之矽基薄膜太陽能電池之研究 

102A 顯示所 謝嘉民 

陳智弘 

蔡易昕 應用非晶矽鍺薄膜技術於光伏及光偵測器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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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A 光電所 田仲豪 邱郁勛 利用獨立成份分析法評估新型電子紙之色料特性 

102A 光電所 陳皇銘 

徐嘉鴻 

梁一凡 表面奈米銀結構應用於膽固醇液晶元件之研究 

102A 顯示所 陳皇銘 陳志斌 無偏振片之高對比與低壓液晶模態 

102A 光電所 余沛慈 

朱治偉 

潘懷德 砷化鎵基混合式異質接面太陽電池 

102A 光電所 張振雄 蘇育弘 利用機械剝離法製作 GaSe薄膜並探討光學與電學特性 

102A 光電所 盧廷昌 曹哲瑋 非極性 a面氮化鎵缺陷型光子晶體共振腔特性之研究 

102A 光電所 盧廷昌 陳顥文 新穎氮化鎵一維光子晶體發光元件研究 

102A 顯示所 陳皇銘 陳建宗 利用酞菁系列材料之表面修飾提升多晶矽奈米線場效電晶體對

氨氣感測靈敏度 

102A 顯示所 謝文峰 王宣民 將氧化鋅/氧化鎂鋅單量子井成長在 c-面藍寶石基板之光學特

性探討 

102A 顯示所 陳皇銘 

徐嘉鴻 

賴淳熙 利用含氮官能基修飾多晶矽奈米線場效電晶體表面對氨氣感測

之影響 

102A 光電所 陳智弘 蔡于紳 具成本效益之下世代被動光網路 100Gb/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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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A 光電所 盧廷昌 黃柏皓 砷化鎵金屬奈米共振腔發光元件研究 

102A 光電所 黃乙白 蔡登曜 3D顯示器互動介面技術之人因研究 

102A 顯示所 盧廷昌 張嘉哲 多邊形 AlGaInP紅光發光二極體之研究 

102A 光電所 李柏璁 陳佑政 硼摻雜效應於超高密度矽量子點薄膜之研究 

102A 光電所 蔡娟娟 蔡沅夆 應用於矽薄膜太陽能電池之高能隙及高導電率 n型微晶矽氧化

物作為背反射層的開發與研究 

102A 光電所 安惠榮 劉東閔 以雷射結晶化高密度電漿成長非晶矽鍺薄膜之低溫虛擬基板 

102A 顯示所 李柏璁 朱恒沂 藉由波導耦合之金領結結構捕捉奈米粒子 

102B 光電所 安惠榮 江邦賢 利用同調兆赫光譜研究巴克紙的光電特性 

102B 顯示所 安惠榮 李珉澤 氮化銦薄膜之非線性光學特性 

102B 光電所 鄒志偉 林萬豐 OFDM-LED可見光通訊的特性與多重存取應用 

102B 光電所 林時彥 陳彥豪 新穎石墨烯電晶體的製作及其元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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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B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宋庭萱 近場偵測與光學控制表面電漿干涉 

102B 顯示所 戴亞翔 林俊佑 以全數位資料驅動操作之液晶顯示器畫素電路 

102B 顯示所 戴亞翔 謝忠倫 偏壓以及照光下 非晶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之雜訊行為研究 

102B 顯示所 戴亞翔 陳亞瑋 非晶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對動態光照及正向偏壓之時間響應

的研究 

102B 光電所 冉曉雯 

許根玉 

張柏懿 高耐壓垂直式有機電晶體 

102B 顯示所 鄒志偉 林炤男 多光源可見光通訊系統應用與探討 

102B 顯示所 鄒志偉 蘇宏權 應用在短距離網路的特種光纖研究與開發 

102B 光電所 許根玉 許育銘 電腦全像投影顯示系統研究 

102B 顯示所 安惠榮 嚴仕君 利用同調兆赫光譜研究金屬薄膜的電性轉換及銀奈米線薄膜的

熱穩定性 

102B 光電所 安惠榮 

余沛慈 

蔡堯鈞 利用反射式兆赫光譜技術研究銀奈米線 薄膜的電性轉變及熱

穩定性 

102B 光電所 劉柏村 陳人傑 使用非晶矽薄膜電晶體之低功耗畫素補償技術應用於平面顯示

器之研究 



第 144 頁，共 158 頁  

102B 光電所 安惠榮 劉維勳 十六氟酞菁鋅與酞菁鋅之超快載子動力學 

102B 光電所 安惠榮 陳樺 鋅與鋁螫合物於介電質及金屬層上之光激螢光之研究 

102B 顯示所 安惠榮 蘇修禾 金屬(鈦,鋅)酞菁之超快載子動力學及非線性光學特性研究 

102B 光電所 冉曉雯 周家瑋 具奈米結構之新穎氧化物半導體電晶體研究 

102B 光電所 冉曉雯 

蔡娟娟 

葉柏宏 低溫液態製程金屬氧化物薄膜電晶體 

102B 光電所 余沛慈 鄭凱元 光處理技術應用於混合型有機/砷化鎵太陽電池 

102B 光電所 冉曉雯 蘇亨璨 具即時性偵測鋅離子之固態尖端式光感測器 

102B 光電所 冉曉雯 喬欣 小線寬金屬氧化物薄膜電晶體及複合式光偵測器 

102B 光電所 陳智弘 莊竣硯 矽光子：光柵式耦合器介於光纖及絕緣層上之矽波導 

102B 光電所 陳智弘 陳昱超 高速正交分頻多工被動光網路系統透過非線性失真補償技術 

102B 光電所 陳智弘 黃朋昊 運用垂直共振腔體面射型雷射搭載正交分頻多功調變於數據中

心之光互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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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B 光電所 賴暎杰 王一評 窄線寬偏振保持布里淵光纖雷射之特性研究 

102B 光電所 謝美莉 陳鴻昱 體積全像於太陽能集光元件之應用研究 

102B 顯示所 陳瓊華 賴韋秀 雙倍自由頻譜間距之交錯連結陷波濾波器設計 

102B 光電所 陳智弘 褚軒豪 高損耗預算和高容量使用自相位調變在被動光纖網路正交分頻

多工系統 

102B 光電所 蔡娟娟 周仰皓 應用於三接面薄膜太陽能電池之寬能隙非晶矽氧上電池開發與

研究 

102B 光電所 田仲豪 蔡承瑋 多頻譜影像應用於頻譜重建之研究 

102B 顯示所 田仲豪 連子豪 反射眩光於虹膜取像系統之研究 

102B 顯示所 田仲豪 黃少宏 影像感測器離散失真修補方法之研究 

102B 光電所 郭浩中 

謝嘉民 

徐偉棋 探討平頭式氮化銦鎵與氮化鎵多重量子井包覆奈米柱核殼結構

綠光發光二極體之成長與光電特性 

102B 光電所 郭浩中 林汶儀 利用下轉換機制提升太陽能電池效率 

102B 光電所 陳方中 林軍豪 金奈米粒子與氧化石墨烯奈米複合材料於高分子有機發光二極

體之表面電漿共振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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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B 光電所 劉柏村 張哲豪 應用於非晶矽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之閘級驅動電路陣列技術 

102B 光電所 郭浩中 

程育人 

邱勝煥 利用可撓式螢光粉膜片與混合式螢光粉結構製作高效率白光發

光二極體 

102B 顯示所 冉曉雯 

蔡娟娟 

鍾龍江 可攜式固態氨氣感測器 

102B 光電所 郭浩中 

程育人 

范嘉榮 利用能帶結構設計改善氮化銦鎵綠光發光二極體之外部量子效

率和高電流效率下降現象 

102B 顯示所 施閔雄 林祥宇 利用金奈米柱提升單層與三層之二硫化鉬的電致發光與光致螢

光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3A 顯示所 謝漢萍 

黃乙白 

徐翊鈞 直反式感測器的設計與研究應用於近距及遠距偵測之三維互動

系統 

103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余書丞 成長高品質石墨烯並應用於有機-無機混合型太陽能電池 

103A 光電所 黃乙白 翁嘉鴻 應用於側視角之集成式飄浮 3D影像研究 

103A 光電所 陳皇銘 黃健翔 表面奈米銀結構修飾 VA-IPS與 TBA液晶顯示元件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陳皇銘 

徐嘉鴻 

呂學漢 受體修飾層用於有機薄膜電晶體氨氣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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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A 顯示所 陳皇銘 侯昕佑 氣溶膠噴塗印刷技術改善液晶元件特性之研究 

103A 顯示所 陳皇銘 朱玄通 多環電極液晶透鏡之新製程 

103A 光電所 陳皇銘 郭韋廷 利用含氟官能基對多晶矽奈米線場效電晶體表面改質之氨氣感

測 

103A 光電所 謝漢萍 

劉柏村 

陳鈞罄 氧化物半導體電阻式記憶體與薄膜電晶體技術整合之研究 

103A 顯示所 賴暎杰 顏光廷 主動電光調變鎖模半導體增益光纖雷射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盧廷昌 陳季薇 以聚焦離子束製作之氧化鋅奈米薄膜之雷射特性分析 

103A 光電所 謝漢萍 詹豐瑞 應用雙主動層於銦鎵鋅氧薄膜電晶體之接面穩定性改善研究 

103A 光電所 盧廷昌 楊俊庭 以金屬表面電漿侷限之奈米雷射的研究 

103A 光電所 郭浩中 

施閔雄 

廖偉淳 室溫下金屬鍍膜氮化鎵之手性結構之雷射特性 

103A 顯示所 劉柏村 

徐嘉鴻 

吳昱達 應用通道保護層於透明非晶態銦鋅錫氧化物薄膜電晶體技術之

研究 

103A 光電所 劉柏村 

徐嘉鴻 

賴郁嘉 非晶態氧化銦透明薄膜電晶體技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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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A 光電所 盧廷昌 吳培誠 高功率氮化鎵發光二極體結構特性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劉柏村 馬忠民 氮摻雜氧化鋅薄膜電晶體技術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余沛慈 

紀國鐘 

洪牧民 選擇性濾光膜應用於單接面砷化鎵電池之特性研究 

103A 顯示所 黃乙白 邱士恆 動態掃描液晶透鏡 用於增加 3D積分影像顯示解析度 

103A 光電所 李柏璁 許擇恩 新穎混合式奈米棒二聚物/奈米環電漿結構於粒子捕獲及環境

感測之應用 

103A 顯示所 余沛慈 翁瑋笙 鈍化層於高效率混合式 矽異質接面太陽能電池之應用 

103A 顯示所 施閔雄 張瑋彬 可撓式電漿子超穎材料下的 可調變法諾共振之感測應用 

103A 光電所 李柏璁 鐘坤達 金屬性氧化鋁鋅奈米結構其電漿行為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黃乙白 李佳穎 三維立體視覺刺激於穩態視覺誘發電位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陳瓊華 張超然 次波長光柵波導結構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蔡娟娟 曹佑羽 開發摻雜型氫化微晶矽氧於非晶矽/非晶矽鍺串疊型薄膜太陽

能電池作為穿隧復合接面及中間反射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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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A 光電所 蔡娟娟 涂文翔 開發寬能隙氫化非晶矽氧薄膜應用於單接面及雙接面非晶矽薄

膜太陽能電池 

103A 顯示所 張振雄 黃暘瑞 藉由油氣控制成長單層和多層石墨烯於二氧化矽基板 

103A 光電所 李柏璁 張家瑞 磷摻雜效應於超高密度矽量子點薄膜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陳方中 龐文豪 背通道效應對雙極性有機薄膜電晶體特性的影響 

103A 光電所 盧廷昌 

戴亞翔 

楊鈞傑 砷化鎵光子晶體面射型雷射特性之研究 

103A 光電所 施閔雄 

張書維 

余祥鳴 紅外局部表面電漿光學感測器對 A549癌細胞之遷移 

103A 光電所 陳方中 汪彥昊 利用生物可相容材料製作可撓式有機太陽能電池 

103A 光電所 陳瓊華 蕭弘祥 應用於光波導系統之頻域有限差分法架構 

103A 光電所 李柏璁 鄭聖諺 表面電漿分裂盤耦合結構的增強法諾共振現象 

103A 光電所 郭浩中 

施閔雄 

黃柏巽 圖案化藍寶石基板對氮化鎵發光二極體發光效率影響之探討 

103B 光電所 陳方中 劉慶鴻 以奈米電漿結構增進高分子堆疊式太陽能電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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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B 光電所 黃乙白 蘇于傑 微透鏡陣列式傳感器系統的設計與研究應用於近距離之三維座

標偵測 

103B 光電所 謝文峰 呂倫仰 非共振性幫浦激發在週期位能勢下之一維和二維激子-極子凝

聚 

103B 光電所 戴亞翔 陳奕融 改變閘極電壓量測波形以探討非晶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之電

滯機制 

103B 光電所 林時彥 張崇恩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法成長之大面積二維晶體及其異質結構 

103B 光電所 施東權 施東權 型態二砷化銦/銻化鎵超晶格紅外線二極體偵測器在熱影像的

應用 

103B 顯示所 林時彥 王證鈜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法成長之大面積單晶石墨烯及其在電晶體之

應用 

103B 光電所 戴亞翔 蔡宗樺 整合閘極與源極驅動電路於顯示面板上之研究 

103B 光電所 陳方中 蔡昇達 溶液蒸氣壓控制鈣鈦礦薄膜成長及其在太陽能電池的應用 

103B 光電所 盧廷昌 李亞宸 具氧化侷限結構之全介電質式氮化鎵 垂直共振腔面射型雷射

之研究 

103B 光電所 謝文峰 張寧安 M面氧化鋅/氧化鎂鋅多重量子井結構之光學非均向性研究 

103B 光電所 謝文峰 簡呈安 雷射濺鍍法透過改變氧壓成長不同濃度之 M面氧化鎂鋅薄膜達

成調整能隙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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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B 顯示所 陳方中 黃炯福 以交聯電荷傳輸層增強鈣鈦礦發光二極體效率 

103B 光電所 蔡娟娟 蕭閔文 優化微晶矽單接面與雙接面太陽電池: 藉由最佳化 N型微晶矽

與微晶矽氧作為摻雜與背反射層 

103B 光電所 賴暎杰 林聖傑 基於非線性放大光纖迴路之極化保持被動鎖模摻鉺光纖雷射 

103B 光電所 陳智弘 陳力瑋 非線性失真補償應用在高容量長距離被動式光網路系統 

103B 光電所 孫家偉 呂玳丞 EEG/NIRS 同步量測以 WCST測試於前額葉認知功能研究 

103B 光電所 孫家偉 邱宸聞 時間解析擴散光學斷層掃描術研發及臨床應用 

103B 光電所 孫家偉 黃政翰 偏振敏感光學同調斷層掃描即時影像在牙科之應用 

103B 光電所 蔡娟娟 馮仲彥 小分子空間電荷限制電晶體 

103B 光電所 郭浩中 

張書維 

陳姿蓓 奈米結構發光二極體與奈米量子點複合物顏色轉換效率研究 

103B 顯示所 鄒志偉 陳仲彥 以 CMOS Sensor為可見光通訊接收器之應用與研究 

103B 光電所 蔡娟娟 

冉曉雯 

廖容崧 液態製程光電元件之塗佈製程以及感測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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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B 光電所 郭浩中 

施閔雄 

廖書緯 氮化鎵螺旋與雙螺旋金屬共振腔奈米雷射之室溫發光特性 

103B 顯示所 陳智弘 黃呈翔 運用 850光波段的垂直共振腔體面射型雷射搭載正交分頻多工

調變於光互連系統 

103B 光電所 鄒志偉 黃郁書 以可見光與遠紅外光雷射退火技術 製作低熱預算奈米級矽鍺

電晶體 

103B 光電所 蔡娟娟 

冉曉雯 

郭豐毓 表面能調控之圖案化溶膠凝膠氧化銦鎵鋅薄膜電晶體 

103B 光電所 郭浩中 

程育人 

凃宗逸 新穎高效率之可撓式白光光源關鍵技術開發 

103B 顯示所 黃乙白 王峻甫 動態掃描單層液晶透鏡用於增加 3D積分影像顯示解析度 

103B 光電所 謝漢萍 

黃乙白 

許毓峯 高阻值液晶透鏡應用於大尺寸立體顯示器之分析 

103B 光電所 陳智弘 林哲宇 正交分頻多工被動光網路系統分波多工達高速和高損耗預算 

103B 光電所 郭浩中 

程育人 

沈天琳 利用三維電漿子超穎材料增進量子點發光效益 

103B 光電所 謝漢萍 

黃乙白 

旋韻 利用液晶透鏡陣列提升光場顯微鏡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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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4A 光電所 劉柏村 張志睿 非晶態鎢摻雜氧化銦透明薄膜電晶體技術之研究 

104A 顯示所 郭浩中 李潔如 利用前瞻量子點於發光二極體之照明與顯示器應用 

104A 光電所 黃乙白 施智維 應用微光學元件於裸眼式立體顯示器生成漂浮三維影像 

104A 光電所 黃乙白 林哲民 應用微透鏡陣列於內嵌式光學感測器之三維互動系統 

104A 光電所 陳方中 楊舜興 有機光伏元件於室內低照度光源的應用及其效能之改善 

104A 光電所 陳方中 廖彥豪 生物相容性有機光伏電池提供電刺激效應於 PC12細胞分化之研

究探討 

104A 光電所 劉柏村 

戴亞翔 

洪紹桓 應用於高解析度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之新穎式閘極驅動電路

陣列技術研究 

104A 光電所 謝嘉民 陶立康 非晶矽基光伏元件應用於環境光能量採集之研究 

104A 光電所 劉柏村 

戴亞翔 

蔡承諭 應用非晶矽薄膜電晶體於低功耗顯示器畫素記憶技術之研究 

104A 光電所 劉柏村 

謝漢萍 

林雅涵 鋁摻雜於銦鋅錫氧化物薄膜電晶體技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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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A 光電所 陳智弘 鐘珮瑜 在光互連系統採用垂直共振腔面射型雷射並作非線性失真補償

技術 

104A 光電所 李柏璁 陳旻秀 複合式銀-金圓型孔隙之次波長聚焦特性研究 

104A 光電所 劉柏村 

謝漢萍 

張駒中 微量鎵摻雜於非晶態銦鋅錫氧化物薄膜電晶體穩定性提升之研

究 

104A 顯示所 劉柏村 

謝漢萍 

葉秀芸 應用非晶態銦鋅氧化物薄膜電晶體內嵌式光感應技術之研究 

104A 光電所 田仲豪 符致軒 光場同調性量測── 利用微透鏡陣列量測韋格納分佈函數之

研究 

104A 光電所 陳皇銘 霍婷 探討不同相對濕度環境下含聯三伸苯結構之有機材料於多晶矽

奈米線場效電晶體表面修飾對氨氣感測影響 

104A 顯示所 陳方中 謝宗錞 以低能間隙高分子製作之有機光伏元件在低光強 度應用探討 

104A 碩士班 余沛慈 陳昱丞 混合型有機-矽奈米柱太陽能電池之形貌與界面特性控制 

104A 碩士班 施閔雄 謝騰毅 高敏感度可繞式金屬介電質金屬結構 之電漿子感測器 

104A 碩士班 盧廷昌 吳彥模 氧化鋅表面電漿奈米雷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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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 

學年度 研究所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102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方凱田 狄天柏 混合式毫微微蜂巢式基地台網路之資源配置與分群方法 

102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黃經堯 高旻頌 異質網絡中的一個新的換手必要性估計方法 

102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林進燈 狄斐立 高通量腦電波之訊號處理 

102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３名 

102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周世傑 吳智傑 50Gb/s 115mW 全數位適應性決策回授等化器與雜訊抑制濾波器 

102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103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黃經堯 桑正翰 蟻群傳染目標的最佳化—一種移動 Ad-hoc網路服務探索演算法 

方娜拉 小型基地台功率嗅探控制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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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曾俊元 辛沛柔 鎵摻雜氧化鋅奈米柱金屬橋接電阻式記憶體轉態特之研究 

103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李程輝 黎梁偉 MIMO-OFDM系統之鏈路自適應演算法 

103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鄭裕庭 賈璞燕 以石墨烯為震膜之低功耗微型喇叭製程設計與開發 

103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黃經堯 歐司凱 使用智慧型手機建立行人區電子地圖 

103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黃瑞彬 林科名 應用於光子晶體之熱輻射特性變化 

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杭學鳴 王愛梅 立體景物重組之影像合成與攝影機對位 

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黃威 

莊景德 

張立雅 可用於低電壓系統超低功率電壓準位轉換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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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林亭佑 石孟柏 無線行動感測器佈署之免碰撞路徑規劃設計 

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曾俊元 歐克麥 氧化鋅摻雜鈷應用於透明電阻式記憶體之電阻開關特性研究 

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周世傑 安若楠 60GHz 室內無線 Gb/s SC/OFDM 基頻接收器的 FPGA 雛型設計 

103 B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104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郭峻因 莫斯那 基於視覺之圓形和三角形交通號誌即時偵測與辨識系統 

104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簡仁宗 馬俊力 深層長短期記憶類神經網路於語音辨識之研究 

104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李鎮宜 康艾文 一款應用於可程式化實驗室晶片之以取比例為基礎的高精準度及

高效率電容讀出電路 

104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林顯豐 羅娜絲 研究開發斑馬魚心臟電生理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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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周世傑 梁文禎 60GHz FBMC 基頻接受器之符元間干擾與載波間干擾抑制等化器 

104 A 電機資訊國際學

位學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