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力能源 智慧控制 電子電路 通訊

天人物我通識課程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理念

電機專業基礎課程

社團與大學生活

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發行單位：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發行人：張光正校長

總編輯：顧志遠教務長

主  任：楊仲準

文稿編輯：許映潔

美術編輯：粘力元

32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200, Chung Pei Rd., Chung Li, Taiwan32023, R.O.C.

Tel(03)2652093(or ext2091.2092) Fax(03)2652099

E-mail：CEDSH@cycu.edu.tw

訂閱電子報請上：中原大學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首頁

本系特別重視專業與通識之平衡、學養與人格之平衡、個體與群體之平衡、以及身心靈之平衡。

本系的發展特色在「品德人格教育」、「專業與實務」、「國際觀」以及「學生社團活動」等

面向具體呈現。

本系成立於民國 61 年，民國 70 年開始雙班制，民國 80 年由篤信大樓遷移至電學大

樓並成立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以電力能源、智慧控制、通訊及電子電路為

研究發展重點；民國88年成立「博士班」及「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以期造就更多「電

機」專業領域之高級科研人才。

     

圖書：本校圖書館有關工程及科學方面之書籍計有二十萬冊以上，有關電機工程方

面之期刊、雜誌計八十餘種。

教學實驗室：有設備齊全及新穎的各專業實驗室，含電力及電機機械實驗室、電子

電路實驗室、通信及控制實驗室、計算機網路實驗室、電機 Design House 等。

各老師尚有研究實驗室，供其指導學生研究使用。

進修：國內外各大學之電機相關研究所，本系與美國密西根科技大學、克里夫蘭大學、

萊特大學等有交換碩士生之計劃，修畢者可獲電機碩士學位。

就業：國內外電機、電子及資訊相關企業，如西門子、艾波比 (ABB)、台積電、聯華

電子、台灣茂矽電子、台達電子、中華工程顧問公司、德州儀器、飛利浦、工研院、

旺宏電子、蔚華科技、中鋼、台北捷運局、中船、中鼎工程等。

除下圖的重點課程外，並依科技發展，開設尖端課程。

電力能源：電力工程、電機控制、電力電子、電力品質、再生資源。

智慧控制：控制理論及應用、系統分析、智慧系統、機械人工程。

通信工程：通信系統、射頻微波、數位通信、網路通信、無線通信。

電子電路：類比電路分析與設計、RC 主動電路設計。

中原大學電機系畢業系友提供約新台幣壹仟萬元之獎學金，用以獎勵優秀同學就讀本系所。

中原大學電機系為全國電機類組首先通過第二週期 IEET 認證的學系，通過認證意味者對電機系之教
育品質的保證，核心能力的肯定及就業競爭力的具備。 

除物理、計算機二個基礎實驗外，本系尚有多門必修、選修之專業實驗課程，加強學生實作之能力：
「電力實驗」、「控制實驗」、「通訊實驗」、「微處理機實驗」、「類比數位電路實驗」、「電子
實驗」、「電路實驗」。

中原大學電機系與【聯華電子】及【日月光電子】合作分別開授【半導體製程專題實務】及【積體電
路封裝測試實務】等課程，加強學生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本系規劃與職業架構銜接的專業學程，包括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科技管理、服務業管理、產業分析及創新

創業等學程，使學生可以依其發展方向選修相關學程與報考商管相關證照。多門課程與專業證照結合，安排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本系與商設系等系所合作共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程，以培養具創意思維與商業能力之文創人才；另一方面共同推動商管專

業服務學習，使學生透過行銷企劃、企劃書撰寫、廣告設計等跨領域學習活動，為非營利組織提供廣告行銷企劃服務，高度重視

弱勢族群的需求。而為強化學生在大陸經營環境上的認知與能力，本系為此與商學院各系所共同設置「中國大陸經營管理學程」，

提升學生未來赴大陸工作的就業力。在就業規劃上，本系在大學部開設企業實習課程，協助培養學生的職場競爭力。此外，本系

與知名的鼎泰豐與饗賓兩大餐飲集團以及 1111 人力銀行、全聯福利中心合作規劃就業學程，培養餐飲、創業與零售管理人才，全

面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本系特別開設多門全英語課程供學生修習，而實用英文課程亦以輔導通過英語文能力檢定為目標。此外，本系與應用外語系

共同規劃設置「商管專業英語學程」，含括英語及商管專業訓練，以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本系已有多位學生分赴美國、日本、韓國、以及大陸等名校擔任交換生。本系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外實習或國際營隊，包括本校

商學院所舉辦之商業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夏令營、美國利維能源公司實習、美國傑克遜州立大學與佛羅里達州迪士尼樂園所提

供之迪士尼交換實習計畫等，對提升英文能力與擴展國際視野有相當的助益。

    本系特別鼓勵學生參與各項社團活動，以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本系學生除踴躍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外，對於企管系學會活

動的投入更是積極。本系系學會每年均舉辦迎新露營、企管之夜、個案競賽、才藝之夜、企業營運模擬競賽等活動。系學會不但

連續多年獲得本校社團評鑑綜合性社團優等，2011 及 2012 年更榮獲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鑑特優獎，在 2014 年也獲得績優獎

的高度肯定。

    Cheers 雜誌在 2003-2006 年以及 2008 年均評選中原 EMBA 為國內最受喜愛 EMBA 前十名。2014 年就讀意願調查名列 3,000 大

企業經理人最愛私立大學 EMBA 的第一名，顯示本系深受企業肯定。本系系友在各就業類別以及職務均能發揮所長，其中在電子資

訊、傳統製造、批發零售及金融保險業上有較高比例的系友投入，主要擔任管理財經 ( 包含行政總務、經營幕僚、人力資源等 )、

行銷業務 ( 包含業務銷售、產品企劃、專案管理等 ) 與客戶服務等職務。

    為加強學生的人格教育，本系特別重視導師對於學生的課業、生活與生涯輔導，各班導師均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中原大學

是國內最早將企業倫理列為必修課程的學校，而本系在課程設計上不僅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更重視企業倫理的傳授，課程的目

標即在於培養人格健全且正直自信的企業經理人才，使企業在管理與營運上走一條正確的路。

中原大學知識通訊« 第八期 »
大學入門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 1

1.
大學
入門

2.
科普
專欄

3.

多元
學習

4.
高中
園地

電機系簡介

企管系簡介

復旦高中活動預告

Google sketchup 
3D列印課程

拿破崙的科學家(下)
──傅立葉

前進外交部!
學生幹部領導知能參訪活動

打印  的創意！
科教中心3D列印課程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特色

系所特色

教學特色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師資

設備

未來出路



【文 / 中原大學物理系　高崇文教授】

   另一位拿破崙的科學家是

約瑟夫 ‧ 傅立葉男爵（Joseph 

Fourier）。他於 1768 年 3 月 21 日出生於法國約訥省歐塞爾。幼年

即父母雙亡的他被送入天主教本篤會接受教育，之後考入巴黎高等師

範學校，畢業後在軍隊中教授數學。在法國大革命時他也曾熱衷政

治，甚至在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時期還曾入獄。1795 年他到巴黎高等

師範學校教書，之後又繼承大數學家拉格蘭日，成為巴黎綜合理工學

院教授。

    1798 年他跟隨拿破崙遠征埃及，被任命為新創立的埃及研

究所的副負責人（負責人是大數學家蒙日 Gaspard Monge）。由於

英國艦隊對法國人進行了封鎖，所以他受命為遠征部隊生產軍火，著

名的羅塞塔石 Rosetta Stone 就是此時被發現的。1801 年，拿破崙

遠征軍隊失敗後他也回到法國，原本他想要回去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繼

續他的學術研究，卻被拿破崙任命為伊澤爾省長官，忠心耿耿的他

只好摸摸鼻子前去赴任。之後他也致力於完成並出版 The Description de 

l'Égypte，完整呈現他們在埃及的研究報告，讓埃及七千年古文明重現

在歐洲人面前。這部十卷鉅著第一卷在 1809 年問世，直到 1829 才

全部付梓。

  數學上等於是

解一個帶邊界條件得

偏微分方程式（今天

的理工科學生一定不

陌生吧）經過一番研

究，傅立葉宣稱，一

個單變數的任意函數，

不論是否連續或不連

續，都可展開為正弦

函數的級數。雖然這個結果並不完全正確，傅立葉卻正確地察覺到

有些不連續函數是無窮級數的總和，這是一個重大的數學突破。約瑟

夫 ‧ 拉格朗日曾提供了這個（錯誤的）定理一些特別的例子，並暗

示這是一般的方法，但他沒有繼續發展。直到 1829 年約翰 ‧ 狄利克

雷最先給出傅立葉級數收斂的條件。今天傅立葉分析已經成為物理學

中最重要的一項工具連他自己作夢也想不到，這個理論日後竟是量子

力學的骨架，成為所有物理系學生不得不會的基礎工具呢！這本書的

另一個貢獻是指出方程式兩邊必須具有相同量綱的概念，即指當方程

式兩邊的量綱必須相同。

   傅立葉另外一項成就是發現所謂的「溫室效應」。在 1820 年傅

立葉計算出，如果只考慮太陽輻射的加熱效應，那地球應該比現在冷

多了。他試圖尋找其它熱源。

    1809 年傅立葉被拿破崙

封為男爵。滑鐵盧戰役之後，傅立

葉曾流亡到英國。1816 年他回到巴

黎，六年後他當選了科學院的秘書，

並發表了《熱的分析理論》(Théorie 

analytique de la chaleur) 一文，此文是

建立在牛頓的熱傳導理論中熱傳導

速率和溫度差成正比的基礎上。

  雖然傅立葉最終建議，熱源可能大部分來自於星際輻射（這是

錯的），但他也考慮到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地球大氣層可能是一種隔

熱體，並將熱反射到地面造成升溫。傅立葉在他的文章提到了奧拉

斯‧貝內迪克特‧德索敘爾 Horace-Bénédict de Saussure 的實驗。

這實驗是在一個瓶子內部，黏貼滿了黑色軟木，在軟木間再平擺置入

幾片透明的玻璃，在玻璃與玻璃之間有用來隔熱的空氣。正午的陽光

可以從透明玻璃的頂部射入時，這個裝置內部的溫度變高。傅立葉認

為在大氣中的氣體可形成穩定的隔熱層，如同玻璃之間的空氣。傅立

葉進一步指出，在實際決定地球溫度的機制，會存在大氣對流因素。

不過傅立葉大概沒料到這個效應在將進兩百年後成了人類面臨的大問

題吧。

  回顧拉普拉斯及傅立葉這兩位科學家不平凡的人生，讓我們不

禁心生孺慕之情，也讓我們感受到只有奠基在偉大的科學傳統，才能

產生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與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樣的「明星學校」，人

才輩出、直到今日。而拿破崙知人任用，禮遇學者，居功厥偉，到底

是一世之英雄，足為後人景仰呀！

約瑟夫 · 傅立葉
Joseph Fourier
[1768/3/21 － 1830/5/16]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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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的科學家(下)
       ──傅立葉



    中原大學科

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從 103-1 學期

起，開放各高中申請體驗「創意設計

3D 列印」巡迴課程。體驗過該課程的

師生都對課程內容十分滿意，尤其是

從平面 3D 概念到立體 3D 模型建置的過程，同學們無不驚嘆如今日新

月異的嶄新科技。

    在體驗課程之前，同學們對於 3D

列印的印象大多來自於電視介紹，例

如某國某人利用 3D 列印技術成功列印

一棟房子，或者是成功列印器官細胞

等生物科技。但這一切的概念都十分

模糊，一直到中原科教的種籽講師偕同 3D 列印機實際到校授課，學生

們才恍然大悟，原來 3D 列印就是這麼一回事。

    種籽講師先從動畫、電影等運用

3D 繪圖概念開始講解、說明，學生透

過「變形金剛 2」之 3D 特效前後對比，

了解到現在的電影拍攝甚至不需要演

員了！再來則是如何將 3D 圖像透過列

印機成功列印成模型。學生第一次看

到 3D 列印機現場操作、列印都顯得很好奇、興奮，不約而同地圍著講

師仔細聆聽講解。現場印出的小模型鑰匙圈馬上成為有獎徵答的獎品，

學生們爭先恐後舉手發問，為的就是要把這紀念性的鑰匙圈帶回家。

    中原科教利用免費軟體 SketchUp 8 作為 3D 繪圖教學工具，毫無

繪畫基礎的同學也能透過課程輕鬆上手。

有的學生甚至感嘆：「沒想到不會畫畫

的我也可以用電腦畫出那棒的圖耶！」

其實 3D 繪圖有許多小技巧，可以簡單完

成複雜但重復性高的圖案，並不如大家

想像的那麼困難。

      如果你也很希望可以接觸這嶄新科技，不要猶豫，

                     立刻透過學校與中原大學科教中心預約吧！

      本校國際事務研習研社、醫工系國際衛生工程組織學生幹部一行 75

人，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舉辦領導知能參訪活動，前往外交部、公館

水岸自來水博物館參訪學習。赴外交部參訪及知能學習一直是本校學生

社團「國際事務研習社」歷屆領導幹部傳統活動，主要目的是讓同學能

更深入了解我國外交工作，包含外交歷史、業務內容、國家處境、現實

外交、外交部建築概念，及與大學生息息相關的國際事務，如 22 個邦

交國、遊學打工及免簽證國家……等。

    

    此次參訪活動是由學務處課指組、國際事務研習社及醫工系國際衛

生工程組織一起合辦，由課指組姜組長帶領學生幹部到外交部進行參訪

及知能學習，此次參訪主題為「青年參與國際事務」，全程受到外交部

執行長兼發言人高安女士熱情接待，透過外交部官員詳細的工作說明及

業務介紹之後，同學更瞭解青年參與國際事務的管道及未來放眼世界所

需具備的知能。當今是個全球化的時代，國際間交流越來越緊密，因此

我們不能故步自封，應當多參與國際事務，放寬我們的眼界，就如同外

交部林科長、翁科長所訓勉同學的話：「我們不能只用我們的角度看事

情，應該要用世界的角度看事情。」 

    另外，此次參訪所搭配的行程是自來水園區博物館環保之旅，該處

是一兼具知性與感性、人文與歷史、教育與環保的多功能休閒景點，藉

由參觀自來水園區博物館，讓同學更加瞭解臺北市建設自來水的歷史、

自來水淨水過程及水資源保護之重要性。園區裡除了有對台北自來水的

介紹之外，園區裡的環境非常優美，是個能欣賞風景又能學到新知識的

好地方。

    本次學生幹部領導知能學習之旅，著實讓大家增進不少眼界及知

識，對同學助益甚大，未來希望能多多舉辦類似的知能學習課程，讓同

學們能多了解課堂以外的知識。

【文 / 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梁鈺環小姐】

【文 / 課指組 姜德剛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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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日本系列
  之一

104年1月21日

日本大阪

104年1月26日

本校高一、二學生 36 人將於 104 年 1 月

21 日 ~104 年 1 月 26 日在校長、學務主

任及教學組長帶領下前往大阪清教學園

中學及滋賀縣延曆寺學園比叡山高等學

校進行交流。本次行程中安排了學校參

訪、文物及科技交流學習、歷史文化體

驗及著名景點參觀等，期使學生能透過

行動閱讀豐富生活體驗。

高中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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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2月15日

復旦中學

教務處教學組

戴芸青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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