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課班級 必修/選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上課時數 實習時數 授課老師 書目名稱 冊別 作者 出版公司 書號

機一甲 專業必修 機械工廠實作 404F32A 2 1 3 洪宗彬 工廠實習機工實習 第七版 蔡德藏 全華 282706

機一乙 專業必修 機械工廠實作 404F32B 2 1 3 蔡明旭 工廠實習：機工實習 (第七版) 蔡德藏 全華圖書 0282706 

機一丙 專業必修 機械工程概論與實作 404C60C 2 1 2 許昭良 工廠實習機工實習 第七版 蔡德藏 全華 282706

機二甲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一) 404F11A 3 3 陳志冠 工程數學精要 第三版 羅文陽 高立 2975

機二乙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一) 404D12B 3 3 周卓明 工程數學 曾彥魁 全華 06292

機二丙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一) 404C12C 3 3 黃柏文 工程數學
莊紹容、揚

精松
東華書局

機二甲 專業必修 動力學 404F12A 3 3 黃秋虎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乙 專業必修 動力學 404D14B 3 3 郭柏立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丙 專業必修 動力學 404C14C 3 3 郭柏立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甲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一） 404F13A 2 2 游步平 材料力學 第十版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黃慶

祥等譯

蒼海書局
978-986-280-
385-1

機二乙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一） 404D16B 2 2 林阿德 材料力學 第十版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黃慶

祥等譯

蒼海書局
978-986-280-
385-1

機二丙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一） 404C16C 2 2 林阿德 材料力學 第十版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黃慶

祥等譯

蒼海書局
978-986-280-
385-1

機二甲 專業必修 數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404F34A 2 1 3 李政男 數控工具機 第五版 陳進朗 全華圖書 541004

機二甲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404F35A 2 1 3 黃怡澄
Pro/Engineer Wildfire 5.0
零件設計入門與實例

1 林清安 碁峰 EC0055

機二乙 專業必修 工程材料 404D18B 2 2 蔡明旭 工程材料科學（第2版） 洪敏雄等 全華圖書 593101

機二乙 專業必修 機械製圖 404D57B 2 1 2 余元利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2018版 圖研社 全華 4907080

機二丙 專業必修 邏輯設計與實作 404C70C 2 1 2 黃怡澄 邏輯設計 1 張銘崑 新科技 1083

機二丙 專業必修 電路學與實作 404C61C 2 1 2 孫允平

電路學(精華版)(修訂版)
第9版，原文版：

Introduction to Electric
全一冊

黃世杰 譯，

原著:Richard
C Dorf/James

歐亞書局
ISBN 978-986-
93282-6-5

機二甲 專業選修 電路學與實作 404T40A 2 1 2 張琨璋 基本電學 精華版 賴柏洲 全華 6308

機二乙 專業選修 電路學與實作 404R79B 2 1 2 王述宜 講義

機二丙 專業選修 機械製圖 404Q32C 2 1 2 余元利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2018版 圖研社 全華 4907080

機三甲 專業必修 製造工程 404F22A 3 3 張琨璋 機械製造第7版 全 蘇春熺譯 歐亞書局
ISBN978-986-
280-265-6

機三甲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404F38A 2 1 3 王進猷 講義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404F24A 2 1 3 江榮傑 PLC原理與應用實務 王文義等 全華 05924047

機三乙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404D74B 2 1 2 洪宗彬
Mastercam2D繪圖及加工

使用手冊

楊振治、鍾

華玉、林似

諭

全華圖書 6269017

機三乙 專業必修 機械設計原理 404D68B 2 2 蔡穎堅 機械設計（第三版） 全 光灼華等 全華圖書 0608902

機三乙 專業必修 流體力學與實務應用 404D62B 2 2 黃秋虎 流體力學 初版
王珉玟等三

人譯
滄海書局

978-986-280-
3011

機三丙 專業必修 流體力學與實務應用 404C39C 2 2 溫茂育 流體力學 精編本

原著：Young
et al.，譯

者：周德明

等

歐亞書局有

限公司

ISBN：

9789868613294

機三丙 專業必修 邏輯設計與實作 404C63C 2 1 2 江榮傑 講義

機三丙 專業必修 控制系統工程 404C42C 3 3 謝忠明 控制系統工程 第七版
黃淳德、毛

瑋龍譯
滄海書局 ME0380C

機三丙 專業必修 氣壓控制與實作 404C64C 2 1 2 蕭惟隆 講義

機三甲 專業選修 熱處理 404T07A 2 2 洪宗彬 熱處理 洪忠喜 全華圖書 04298-02

機三甲 專業選修 振動學 404T09A 2 2 黃柏文 振動學 平裝本 王栢村作 全華書局

機三甲 專業選修 控制系統工程 404T11A 3 3 謝忠明 控制系統工程 第七版
黃淳德、毛

瑋龍譯
滄海書局 ME0380C

機三乙 專業選修 邏輯設計與實作 404R81B 2 1 1 黃怡澄 邏輯設計 1 張銘崑 新科技 1083

機三乙 專業選修 控制系統工程 404R42B 3 3 王述宜 自動控制 蔡瑞昌 全華 3754

機三乙 專業選修 製造聯網整合技術 404R85B 3 3 蔡明旭 工業4.0：理論與實務 劉益宏等 全華圖書 10456

機三丙 專業選修 機械設計原理 404Q04C 2 2 周卓明 機械設計 光灼華 全華 0608902

機三丙 專業選修 品德與專業倫理 404Q07C 2 2 江榮傑 工程與倫理 張一岑 全華 909501

機三丙 專業選修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404Q73C 2 1 2 楊展佳
Mastercam2D繪圖及加工

使用手冊
全

楊振治、鍾

華玉、林似

諭

全華 6269017

機四乙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設計▲ 404D65B 3 1 2 余元利 講義

機四丙 專業必修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404C66C 2 1 1 林忠民 講義

機四丙 專業必修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404C49C 3 3 孫允平

電腦量測與自動控制入門

手冊(應用LabVIEW及NI-
DAQmx驅動程式)

全一冊 徐章生 編著
儀上有限公

司

ISBN: 978-986-
89466-0-6

機四乙 專業選修 工業管理學 404R01B 2 2 陳鴻雄 工業管理導論 初版 鄭榮郎 滄海書局 IE0272

機四乙 專業選修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404R84B 2 2 林忠民 講義

機四乙 專業選修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404R54B 3 3 孫允平

電腦量測與自動控制入門

手冊(應用LabVIEW及NI-
DAQmx驅動程式)

全一冊 徐章生 編著
儀上有限公

司

ISBN: 978-986-
89466-0-6

機四丙 專業選修 非傳統加工 404Q12C 2 2 蕭惟隆 非傳統加工 全 許坤明 全華 559502

機四丙 專業選修 電動機原理與應用 404Q38C 2 2 王述宜 講義

機四丙 專業選修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404Q48C 2 2 溫茂育 熱力學-精華版 (該班已購) 全一冊

原著

:Borgnakke &
Sonntag;譯者:
章哲寰

歐亞書局有

限公司
6273784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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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級 必修/選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上課時數 實習時數 授課老師 書目名稱 冊別 作者 出版公司 書號

機一甲 專業必修 機械工程概論與實習 904A671 2 1 2 許昭良 工廠實習機工實習 第七版 蔡德藏 全華 282706

機一乙 專業必修 機械工程概論與實習 904A672 2 1 2 洪宗彬 工廠實習機工實習 第七版 蔡德藏 全華 282706

機一丙 專業必修 機械工程概論與實習 904A673 2 1 2 蔡明旭 工廠實習：機工實習 第七版 蔡德藏 全華圖書 0282706 

機二甲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 904A751 3 3 孫允平 簡明工程數學 全一冊 羅文陽 高立圖書 002976

機二甲 專業必修 動力學 904A121 3 3 蔡居萬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甲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一) 904A141 2 2 林阿德 材料力學 第十版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黃慶

祥等譯

蒼海書局
978-986-280-
385-1

機二甲 專業必修 電路學與實習 904A521 2 1 1 張琨璋 基本電學 精華版 賴柏洲 全華 6308

機二甲 專業必修 機械製圖 904A531 2 2 余元利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2018版 圖研社 全華 4907080

機二乙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 904A752 3 3 溫茂育 工程數學 全一冊
蔡繁仁、張

太山 編著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
21-6440-2

機二乙 專業必修 動力學 904A122 3 3 蔡居萬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乙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一) 904A142 2 2 游步平 材料力學 第十版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黃慶

祥等譯

蒼海書局
978-986-280-
385-1

機二乙 專業必修 電路學與實習 904A522 2 1 1 張琨璋 基本電學 精華版 賴柏洲 全華 6308

機二乙 專業必修 機械製圖 904A532 2 2 黃怡澄 講義

機二丙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 904A753 3 3 王述宜 講義

機二丙 專業必修 動力學 904A123 3 3 劉傳仁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丙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一) 904A143 2 2 吳盈輝 材料力學  8/e SI制
Hibbeler原著

鄭詳誠譯著
高立

ISBN 978-986-
280-080-5

機二丙 專業必修 電路學與實習 904A523 2 1 1 王述宜 講義

機二丙 專業必修 機械製圖 904A533 2 2 黃怡澄 講義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工程材料 904A661 2 2 黃清忠 工程材料學 第五版 楊榮顯 全華 330074

機三甲 專業必修 邏輯設計與實習 904A421 2 1 1 江榮傑 講義

機三甲 專業必修 流體力學與實務應用 904A581 2 2 溫茂育 流體力學 精編本

原著：Young
et al.，譯

者：周德明

等

歐亞書局有

限公司

ISBN：

9789868613294

機三甲 專業必修 機械設計原理 904A591 2 2 周卓明 機械設計 光灼華 全華 0608902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微電腦介面實習 904A681 2 1 1 王進猷 什麼是控制器
飆機器人-普
特企業編譯

普特企業

機三甲 專業選修 品德與專業倫理 904N591 2 2 江榮傑 工程與倫理 張一岑 全華 909501

機三甲 專業選修 數值控制加工 904N411 2 2 許昭良 數控工具機原理與實習 全
陳天生黃寶

建編著
高立 105812

機四甲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設計　 904A461 2 2 葉振雄 Pro/e Wildfire5.0電腦輔助設 全一冊 蔣德元 高立 530336

機四甲 專業必修 非傳統加工 904A621 2 2 陳鴻雄 非傳統加工 (第三版) 全一冊 許坤明 全華圖書 05595-02

機四甲 專業必修 精密量測及實習 904A641 2 1 1 林阿德 精密量具及機件檢驗 全一冊 張笑航 全華圖書 223005

機四甲 專業必修 氣壓控制與實習 904A691 2 1 1 蕭惟隆 講義

機四甲 專業選修 工業管理學 904N601 2 2 鄧翔宇 工業工程與管理 第5版 鄭榮郎 全華圖書
ISBN：978-
957-21-9904-6

機四甲 專業選修 熱處理 904N751 2 2 熊仁洲 金屬熱處理 第18版 黃振賢

新文京開發

出版有限公

司

A052-A

機四甲 專業選修 精密工具機技術 904N481 2 2 黃秋虎 精密工具機技術 初版 張堅浚 全華 10418

機四甲 專業選修 電動機原理與應用 904N501 2 2 溫茂育 電機學 全一冊
顏吉永/林志

鴻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05187-01

機四甲 專業選修 銲接工程與應用 904N511 2 2 陳德輝 銲接學 修訂版 周長彬等 全華 05360 01

機四乙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設計　 904A462 2 2 蕭惟隆 SIMENS NX 8.X入門與應用 全 周文成 文京 C176

機四乙 專業必修 非傳統加工 904A622 2 2 陳鴻雄 非傳統加工 (第三版) 全一冊 許坤明 全華圖書 05595-02

機四乙 專業必修 精密量測及實習 904A642 2 1 1 林阿德 精密量具及機件檢驗 全一冊 張笑航 全華圖書 223005

機四乙 專業必修 氣壓控制與實習 904A692 2 1 1 蕭惟隆 講義

機四乙 專業選修 工業管理學 904N602 2 2 鄧翔宇 工業工程與管理 第5版 鄭榮郎 全華圖書
ISBN：978-
957-21-9904-6

機四乙 專業選修 精密工具機技術 904N482 2 2 黃秋虎 精密工具機技術 初版 張堅浚 全華 10418

機四乙 專業選修 銲接工程與應用 904N512 2 2 葉振雄 銲接學 修訂版 周長彬等4人 全華圖書 536001

機四乙 專業選修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904N522 2 2 溫茂育 熱力學-精華版 全一冊

原

著:Borgnakke
& Sonntag;譯
者:章哲寰

歐亞書局有

限公司
62737840010

機四乙 專業選修 奈米工程與應用 904N532 2 2 周卓明 自編講義

開課班級 必修/選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上課時數 實習時數 授課老師 書目名稱 冊別 作者 出版公司 書號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動力學 S042031 3 3 黃秋虎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三甲 專業必修 材料力學 S042141 3 3 林阿德 材料力學 第十版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黃慶

祥等譯

蒼海書局
978-986-280-
385-1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工程數學 S042161 2 2 周卓明 工程數學 曾彥魁 全華 06292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工程熱力學 S042051 2 2 劉傳仁 工程熱力學   陳呈芳 全華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工程材料 S042081 2 2 謝其龍 工程材料科學 洪敏雄等7人 全華 0593101

機三甲 專業必修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理* S042211 3 3 熊仁洲 品質管理 (整合性思維) 三版
李友錚、賀

立行
前程文化

978-986-626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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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級 必修/選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上課時數 實習時數 授課老師 書目名稱 冊別 作者 出版公司 書號

機四甲 專業必修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理*　 S042191 3 3 熊仁洲 品質管理 (整合性思維) 三版
李友錚、賀

立行
前程文化

978-986-6264-
37-5

機四甲 專業必修 電腦輔助機械製造 S042111 3 3 楊展佳
Mastercam2D繪圖及加工

使用手冊
全

楊振治、鍾

華玉、林似

諭

全華 6269017

機四甲 專業必修 自動控制 S042171 2 2 葉振雄 自動控制 修訂二版 劉柄麟等2人 全華圖書 03013-02

機四甲 專業必修 流體力學 S042201 3 3 王進猷 講義

機四甲 專業選修 電腦輔助設計 S048271 3 3 王進猷 講義

機四甲 專業選修 焊接工程 S048251 2 2 謝其龍 銲接學(修訂版) 周長彬等4人 全華 0536001

機四甲 專業選修 工具機概論 S04843 2 2 洪宗彬 精密工具機技術 張堅浚 全華圖書 10418

開課班級 必修/選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學分 上課時數 實習時數 授課老師 書目名稱 冊別 作者 出版公司 書號

機一甲 必修科目 電機學 7045211 2 2 黃清忠 電機學 第3版 范盛祺等著 全華 614502

機一甲 必修科目 機械製圖 7045491 3 3 許昭良 圖學 第五版 王照明 全華 3407047

機一甲 必修科目 精密量具及檢驗 7045441 2 1 1 陳德輝 精密量具及機件檢驗 第六版 張笑航 全華 223005

機二甲 必修科目 動力學* 7045351 3 3 黃秋虎 應用力學：動力學 第十四版
張柳村等三

人譯
歐亞書局

978-986-280-
317-2

機二甲 必修科目 熱力學* 7045361 2 2 溫茂育 熱力學-精華版 全一冊
原

著:Borgnakke
歐亞書局有

限公司
62737840010

機二甲 必修科目 氣液壓與實習 7045371 3 1 2 林忠民 講義

機二甲 必修科目 材料力學 7045381 2 2 吳盈輝 材料力學 第五版
許佩佩、鄒

國益
全華 02876-04

機二甲 必修科目 機械材料實驗 7045481 3 1 2 陳德輝 材料工程實驗與原理 修訂版 李勝隆 等 全華 01979-01

機二甲 必修科目 製造工程 7045446 2 2 陳龔聲 機械製造 　四版 　簡文通 全華圖書 548002

機二甲 選修科目 熱處理* 7048331 3 3 洪宗彬 熱處理 洪忠喜 全華圖書 04298-02

機二甲 選修科目 生產管理 7048461 2 2 謝其龍 生產管理(第四版) 郭雲龍 全華 05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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