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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可靠度科技工程學程(大學部)
一、 宗旨：
基於可靠度科技工程的推動是目前長庚大學重點工作之一，也是長庚大學的獨
特特徵之一，我們必需有特別的學程來訓練學生的可靠度知識，進而延伸到台
灣和海外的其他大學。擁有這些知識的學生將有利於台灣產業提升他們的競爭
力。
二、 依據：
依『長庚大學學程設置原則』辦理。
三、 目的：
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下，提升台灣所製產品的聲譽是極為重要的，以便能在全球
捕捉到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為了維繫我國電子和機械相關科技工業未來的經濟
發展支柱，可靠度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提出新的可靠度科技工程學程，修畢規
定的 21 學分者由校方發給學程證書，希望增加學生就業與創業機會。
四、 修習學分：
本學程修滿學程規劃必修課程 12 學分與學程規劃選修課程 9 學分，總學分達
21 學分者，經確認核定後即可取得可靠度科技工程學程証書。
五、 可靠度科技工程學程修習課程表：
課程名稱

程式設計

機率與統計

課程代碼 學分數 開課單位

EN1002

EE2070

3 學分

3 學分

電子系

電機系

必修/
選修

可承認抵免課程/備註

化材系: 計算機程式(CE1101);
必修 機械系: 程式設計(ME1162);
電機系: 計算機程式(EE124A)
化材系: 工程數學(2)(CE2009)；
電子系: 工程數學(機率與統
必修
計)(EN2024) ；
機械系: 工程數學(2)( ME2100)

材料工程(1)

元件量測與
可靠性
材料力學

CE2080

3 學分

化材系

電子系: 材料科學導論
(EN2160)；
必修
機械系: 機械材料(1)(ME2032)
備註:開放外系選修上限:5 人/年

ENM431

3 學分

電子系

必修 電子系變更為學碩課程

ME2920

3 學分

機械系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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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學(1)

機械系: 熱力學(2)(ME2070)；
化材系: 熱力學(CE3030)

ME2060

3 學分

機械系

選修

MEM691

3 學分

機械系

選修

EN3081

3 學分

電子系

選修

半導體元件
物理導論

EN3280

3 學分

電子系

選修

材料工程(2)

CE3040

3 學分

化材系

選修 備註:開放外系選修上限:5 人/年

流體力學

ME3030

3 學分

機械系

選修

電腦輔助工程
分析

材料結構與
特性

化材系: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1)
(CE2014)

六、 學程召集人：陳始明 (Tan Cher Ming) 教授（分機 5952）

可靠度科技專業學程
旨在全球經濟中競爭，以及為抓住全球可持續的市場去提升工程產品和科技的聲
望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工業產品和技術的可靠度是至關重要的。遺憾的是，
由於此學科具有複雜性和多學科科學的本質，很難找到可靠度科學和技術的共同
專業，而且在亞洲尚無此主題的完善學程和研究計劃。因獲得長庚大學高層管理
團隊的支持，長庚大學建立了亞洲唯一的可靠度科學和技術中心，長庚大學可靠
度科學和技術中心今擬建立大學生及研究生的可靠度科學和技術專業水準，在第
一階段，該計劃致力於電子工程科技。
此大學部學程所涵蓋的課程如表一。表中列出的課程是該專業學生的必修和規定
選修課程，學生能夠並且應該滿足學分要求而選擇其它的課程。修完學程的學生
也能夠自行額外付費進一步培訓，前往參加美國質量學會的可靠度科技工程師認
證，成為合格的世界可靠度科技工程師。
本學程負責人是陳始明教授，同時也是可靠度科學技術中心的主任，前新加坡
可靠度科技工程師認證學程的主席及新加坡品質學院的院士。
學程課程概要介紹如下:
程式設計 (電子系: 程式設計(EN1002)；化材系: 計算機程式(CE1101); 機械
系: 程式設計(ME1162); 電機系: 計算機程式(EE124A)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提供設計電腦程式的基本知識，讓同學能親自完成 C++基礎程
式設計，確實掌握電腦的特性。本課程共分二部份：第一部份「C++程式語言基
礎」
，介紹 C++的基本語法，以及函數和陣列等等主題。學習完這個部份，就可以
使用程式式程式設計的語法處理許多問題。第二部份「進階 C++程式語言」
，介紹
指標、字串、函數的進階應用、前處理指令、資料流與檔案的存取、輸出格式、
程式計時、struct 與資料結構等主題。學習完這個部份，就可以具備使用檔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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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料，自由設定資料格式，並將大型程式區分為許多小檔案，以解決實際問題
的能力。
機率與統計 (電機系: 機率與統計(EE2070)；化材系: 工程數學(2)(CE2009)；
電子系: 工程數學(機率與統計)(EN2024)) ； 機械系: 工程數學(2)( ME2100)
本課程教材多.有相當重的份量用來探討統計的方法和應用.課程內容包括機率
與統計緒論; 隨機變數;常見機率分佈(離散, 連續);隨機取樣;參數估計;假設
檢驗;線性回歸
材料工程(1) (化材系: 材料工程(1)(CE2080)；電子系: 材料科學導論(EN2160)；
機械系: 機械材料(1)(ME2032))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材料科學及工程之基本知識與各種材料之性質之概念及其用
途，課程內容包括材料科學簡介、原子結構與鍵結、結晶性固體之結構、固體的
缺陷、擴散、金屬之機械性質、金屬差排及強化機構、材料之破壞、相圖等。
材料力學 (機械系: 材料力學 (ME2920))
材料力學是基礎力學領域中的一門學科，研究固體承受外力作用時內部所產生的
應力與應變狀態。應力的分佈與組成該物體之材料相關，同時應變反映出物體受
力後的變形程度。課程中也研究物體受力後的穩定性，如柱狀結構受壓力作用下
的情形。許多工程上使用的方程式與規則皆是出自於本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材
料力學在實務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元件量測與可靠性 (電子系: ENM431)
解決多種類型的量測問題需要在處理可變性時，鑒別可變性和理解如何使用描述
和分析工具。統計學是應用數學的分支，關於可變性及其對判定的影響。遺憾的
是，大多數統計學課程沒有把工程應用帶到課程中，使工學院的學生不能將有用
的統計學知識帶到日常工作和研究工作中。 這門課程主要面向工學院的學生，
展示統計學在工程中的應用。全部實例基於工程問題，使用實際問題設定或者公
開數據。 課程內容也包括傳統之最佳化方法﹔線性問題之最佳化方法; 非線性
問題之最佳化方法如多目標最佳化和特殊問題之最佳化方法簡介。
熱力學 (機械系: 熱力學(ME2070/ME2060)；化材系: 熱力學(CE3030))
本課程介紹熱力學之基本定理與觀念，包括物質的組成與其特性，如溫度，壓力，
比容及其相關氣體方程式等，然後經由熱與功之能量轉換與守恆，導出熱力學第
一定律，並說明內能，熵與焓的觀念，最後探討熱力學第二定律與熱工機械熱效
率之間的關聯性。 再從熱力學基本定理與觀念出發,介紹各種熱力循環的方式與
工程之應用,並估算其性能與效率,包括以氣動力循環為主的引擎及內燃機,蒸汽
動力機,汽電共生的原理以及冷凍循環為主的冷凍空調機,同時以熱力學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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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生活中的環境與能源的關係。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機械系: MEM691)
這門課程設計之目的是給與學生熟悉 MATLAB 程式設計環境和計算機編程基本概
念，以解決工程問題。進一步高級專題包括數值模擬和控制系統中的圖形用戶介
面進展和模擬軟件應用。此外，將會培訓學生探索不熟悉的 MATLAB 函數來解決
給出的問題。
材料結構與特性 (電子系: EN3081)
本課程介紹基本材料熱力學特性以分析材料微結構之變化,提供半導體製程之理
論基礎。包含熱力學三大定律，熱力學函數，相平衡，化學反應，溶液，相圖，
擴散，微結構與相變化等，讓學生了解材料結構與熱力學性質控制關聯性。
半導體元件物理導論 (電子系: EN3280)
培養學生擁有基本半導體元件之物理概念, 為後續從事半導體,光電及電路設計
相關科技研發之基礎. 學生能獨立畫出元件能帶圖，並推估元件電流與電壓之關
係。讓學生了解固態物理基本概念外，也能達到: (1)了解奈米尺寸及材料對載
子之影響，(2) 載子行為,以了解元件電流特性，(3) P-N 接面,以了解利用電荷
控制電流，(4)雙極電晶體,以了解利用 P-N 接面組合成具有放大功能之元件，(5)
場效電晶體,以了解利用絕緣層整流之原理。
材料工程(2) (化材系: CE3040)
此學期以高分子金屬及陶瓷材料為畫分領域，介紹材料科學及工程各種材料之性
質製備及其用途。內容分為金屬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另對材料的性質，
分為電學、磁學、光學與熱學進行介紹。
流體力學 (機械系: 流體力學 (ME3030)；化材系: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1)
(CE2014))
流體力學乃是一門廣泛的應用力學，主要在討論液體或氣體處於靜止或運動狀態
時的行為。流體力學探討的範疇非常廣泛，諸如在直徑僅幾微米的毛細管內血液
流動，以至跨越美國阿拉斯加州 800 英里長、4 英呎直徑的輸油管中原油流動等
研究。為何飛機光滑的表面產生的流線可達到最高的飛行效率；高爾夫球粗糙的
表面形狀才可以增加其效益，等諸如此類問題的揭示皆須仰賴流體力學的原理。
流體力學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實際的科目，因為在每一位工程師的生涯中所從事
的分析和系統設計，或多或少都會牽涉到流體力學相關的知識。因此，本科目是
為了這個目的所設計的。也希望即使在學生一生中都不會用到流體力學仍能得益，
因為在本科目所學的是一種做學問的原則、方法和態度，也是從事頭腦體操的良
好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