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領域認證規範
本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本碩士班)申請航空領域之工程教育認證，而本碩士班之系
名、課程及師資，依據本報告前述相關教育目標(認證規範 1)、課程之組成(認證規範 4)及教
師(認證規範 5)的說明中可以佐證確實與所申請領域相符。茲將本碩士班相關培育目標、課
程規範及師資組成等摘要說明如下：

8.1 教育目標
本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配合國家產業與科技發展，培養具工程實踐及實務能力之優
質航空與電子科技高等工程人才，進而提昇國內航空與電子科技之研發能量。本碩士班規畫
有「航空科技」、「電子科技」及「系統整合」三個研究領域，並強調航空與電子技術之系
統整合與應用。
本系依據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IEET) 訂定要求符合
工程及科技教育 CAC2010 認證規範 3 要求之包含七項學生核心能力，以鑑定學生多元能
力，包括︰
3.1.1 創新與應用資訊科技及數學知識的能力
3.1.2 執行資訊科技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之能力。
3.1.3 設計及評估電腦化之系統、程序、元件或程式的能力。
3.1.4 計畫管理、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3.1.5 發掘、分析及處理問題的能力。
3.1.6 認識時事議題，瞭解資訊科技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
能力。
3.1.7 理解專業倫理及社會責任。
並據此，訂定本系之碩士班教育目標為培養碩士班學生具備下列智能，本碩士班之教育
目標詳見表 1-1 ?，摘要說明如下：
1.具備航空與電子科技相關設計、分析、實驗與整合之工程應用能力。
2.具備觀察產業脈動，發展符合產業需求技術之能力。
3.具備專業領域管理規劃與實務能力。
4.具備獨立思考、持續學習與團隊合作的精神。
5.具備國際觀與尊重專業倫理的人格特質。

8.2 課程規範
本碩士班規畫有「航空科技」、「電子科技」及「系統整合」三個研究領域，並強調航空與
電子科技相關設計、分析、實驗與整合之工程應用能力，訓練具備觀察產業脈動，發展符合
產業需求技術之能力，不僅具有專業領域管理規劃與實務的能力；而且具備獨立思考、持續
學習與團隊合作的精神，養成國際觀與尊重專業倫理的人格特質。各領域的課程主要發展重
點如下：
1.
航空科技領域課程：為配合國內航空產業技術需求，研究與發展重點分別為：
（1） 飛機專業進階課程：著重航空技術運用與開發之「航空公司管理實務」、「國際民航
法規概論」、「民航維修與改裝」，以及著重於基礎航空理論之「飛機動力系統」、「飛機
結構工程分析與設計」，「航空工程實驗方法」，「飛航安全，「自動飛行系統設計與模
擬」，「飛機穩定性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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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進階課程：「材料」、「固體力學與結構分析」、以及「能量轉換工程」、「熱
對流」、「有限元素法」、「工程最佳化設計」、及「科技論文寫作」為研究與發展重點。
2. 電子科技領域課程：
（1） 飛機專業進階課程：著重航空技術運用之「導航與衛星系統」、「航電系統工程」、
「自動飛行系統設計與模擬」、「飛機穩定性與控制」、「智慧型控制」、「線性系統理
論」、「非線性系統」和「現代控制系統」。
（2） 電子科技領域進階課程：包括通訊領域之「高等電磁學」、「微波與通訊」和「行動
通訊」，電力電子領域之「再生能源與電能轉換」、「電動機控制」、「照明工程」、「電
力電子磁性元件與應用」、「嵌入式系統設計」、及「科技論文寫作」為研究與發展重點。
3. 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與本校其他碩士班課程整合與支援：
本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分成「航空科技」領域與「電子科技」領域的課程，其中「航空
科技」領域與本校工學院碩士班課程相互整合與支援，而「電子科技」領域的課程與本校電
機學院碩士班課程相互整合與支援，本校管理學院碩士班課程可以提供豐沛管理知識，並鼓
勵學生跨領域學習，以培養具備觀察產業脈動，發展符合產業需求技術之能力。航空與電子
科技相關設計、分析、實驗、實做與整合之工程應用整合能力課程，以「無人飛機系統整
合」、「飛機系統監測與分析」、「車輛機電控制網路通訊與衛星導航」等方面做為發展重
點，同時於科技論文寫作中綜合呈現。

圖 3-9-8-1 「航空科技」領域之相關課程

圖 3-9-8-2「電子科技」領域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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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8-3 「系統整合」領域之相關課程

8.3 師資規範
本碩士班各項相關課程規劃、實習實驗室與設備設立乃參酌美國聯邦航空總署教學訓練
法規之規範、並與國、內外航空業界、學校之專家、學者多次研商而訂定，深具教學與研究
特色之成效。國內唯一同時設有航空機械組與航空電子組之科系，為飛機工程教育上提供完
整課程設計與整合功能，持續延攬具航空實務經驗且具博士學位或證照之教師提昇實務教學
品質，期能培養理論與實務兼具之科技人才，故教師之專長如下所列並均符合認證規範:
（1）航空機械組:
在機械組方面，以聘用飛機機身系統、結構與發動機與民航技術等相關領域之專業人才
為主，所聘任之教師在飛機結構之分析、發動機控制與飛機系統均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2）航空電子組:
在電子組方面，以聘用電能電路系統、無線通訊、導航與控制系統及資訊系統整合等相
關領域之專業人才為主，以符合發展航電專業技術之需求。
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師資相同，近年來持續增聘具有航空機械與航空電子相關專長之專
任教師，以充實碩士班之教學內涵與品質。至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止，碩士班計有專業專任
教師 25 位(不含共同科目教師)，包括教授 7 位、副教授 12 位、助理教授 5 位、講師 1 位。
其中具有國內外知名大學之航空、機械、電機、電子與資訊博士學位有 23 人，占全部師資
的 92%。碩士級教師是飛機維修證照的為專任講師，具有多年飛機維修實務經驗，並獲得美
國及國內飛機維修專業證照。而該講師目前正在進修成大交通管理研究所博士班，研讀航務
管理規劃。此外碩士班每學期皆聘請具備實務經驗之兼任教師，開設多門航空實務相關之選
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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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1學年度期中實地訪評離校意見書-持續改善說明
認證規範1 (教育目標)
本規範評量學程之教育目標及其執行成效：
1.1 須具備公開且明確之教育目標，展現學程之功能與特色，且符合時代潮流與社會需求。
1.2 須說明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教育目標之關聯性及形成之流程。
1.3 須說明課程設計如何達成教育目標。
1.4 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確保教育目標之達成。
建議改進處：無。
認證規範2 (學生)
本規範評量在學學生的教育與畢業生的品質與能力：
2.1 須訂有配合達成教育目標合理可行之規章。
2.2 須訂有鼓勵學生交流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3 須確切說明如何能持續並有效執行學生之指導與評量。
2.4 須能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完成所有的要求。
優點：
對應規範認證意見
2.2 已訂有鼓勵學生交流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建議改進處：
對應規範認證意見
2.3 宜加強針對專業背景不同之學生在航電課程方面之基礎學習與輔導。
持續改善說明
(5) 本系亦於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及 101 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針對此問題提出討論，會中決議與本系具提作法如下：
 針對航電組「數位邏輯」等需具備高職專業背景之必修課程，建議可將內容設計適合不
同多元入學之學生適用，亦可開課兩班，依學生程度不同，教材亦有不同版本，以便於
因材施教。
 針對非高工職背景學生，鼓勵其參加學校暑期之先修班(機械組：圖學及工廠實習；航電
組：基礎電學、基礎電學實驗)。並在大一下開設基本電學與實驗加強學生的基礎電學能
力。
(a) 下表為工程學院與電資學院新生暑期先修班開班一覽表，在本系積極宣導下，本系
102 學年度新生參加暑期先修班人數，在工程學院與電資學院皆居全校之冠，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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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課程有 11 人參加(全院共 49 人)，電資學院工程學院先修課程有 9 人參加(全院共 17
人)，顯示本系宣導成果與學生之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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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系於 102 學年度上學期開設並在大一下開設基本電學與實驗加強學生的基礎電學
能力。下表為 102 學年度 上學期 43011 四航電一甲 班級課表，本系已開設基本電學與
實驗選修課(四航電一甲一乙與四飛機一甲一乙合班)，並鼓勵專業背景不同之學生在航
電課程方面之基礎學習。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 上學期
43011四航電一甲班級課表 列印時間:102 年 07 月 31 日 09 時 43 分 42 秒
當
期
課
號
1361
1362
1363
1364
1365

科目名稱

時數
每週上課節次
學
授課
選別 分 講 實
教師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數授習

通識教育講座(一) 必修 0 2

地點

備註

待聘

7,8

學生活動中心 1F ASA0101
音樂廳

3,4

第 二 期 教 學 大 樓
ATB0201 普通教室

2F

第 二 期 教 學 大 樓
ATB0201 普通教室

2F

國文(一)

必修 2 2

何佳駿

微積分(一)

必修 3 4

蔣俊岳 1,2

服務學習(一)

必修 0 2

鄭佳炘

飛機學

必修 2 2

王士嘉

2

5
7,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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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A0102 虛擬教室
第 三 期 教 學 大 樓 1F
ATC0108 微型互動教室

1366
1367
1368

數位邏輯

必修 3 3

林煥榮 3,4

計算機程式

必修 3 3

宋朝宗 5,6,7

基本電學與實驗

選修 1 3

賴慶明

綜合工程三館 2F BGC0205
專業教室

1

綜合工程三館 9F BGC0905
CBT 電腦教室

5,6,7

綜合工程三館 8F BGC0801 四航電一甲一
飛機電氣系統實驗室

乙與四飛機一
甲一乙合班

1369
1370

線性代數

選修 2 2

段黎黎

航空感測器介紹

選修 2 2

林煥榮

第 二 期 教 學 大 樓
ATB0102 普通教室

5,6

1F

綜 合 工 程 三 館
10F 四航電一甲與
BGC1003 飛機次系統實習
四航電一乙合
工場

5,6

班

1371
1372

物理實驗(一)

必修 1 2

鄭瑩慧

3,4

物理(一)

必修 3 4

楊勝州

9
2





機械工程館 4F AME0406 物
理實驗室(三)

1,2

第 二 期 教 學 大 樓
ATB0201 普通教室

2F

第 四 期 教 學 大 樓
ATD0703 普通教室

7F

授課教師可因材施教在學業制度上，可依學生來源並了解其未來就業或發展方向，以便
在課程安排、設計不同考題，以測驗出學生程度。
建議授課教師視學生入學管道不同，教材取得平衡點，以符合教育部多方入學方案。
將不同入學方案學生，利用座談及建檔追蹤等其它方式，評估學習成效，了解學生需求
與現況，並進而解決問題所在。

圖 1 及圖 2 分別為本系航電組、機械組針對各種入學管道學生平均學習成就及抽樣學生學習
成就統計圖

圖 1 航電組 100 級全班及抽樣學生學習成就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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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機械組 100 級全班及抽樣學生學習成就統計圖
由統計結果顯示學習成效不彰同學大多數為技優及運動績優學生，但除了航電組技優學生其
平均不及格科目及分數在整個統計其間表現較差外，其餘學生在高年級的學習成效有改善之
趨勢。在抽樣學生方面，在航電組方面，低年級成績的差異在高年級本系持續將各項統計資
料傳達給系上老師，提供老師在學習輔導上之參考老師，本系也會持續對各種管道學施進行
追蹤輔導。
認證規範3 (教學成效及評量)
本規範評量學程之教學成效及其自我評量、發展及改善的計畫：
3.1 學生在畢業時須具備下述核心能力：
3.1.1 運用數學、科學及工程知識的能力。
3.1.2 設計與執行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數據的能力。
3.1.3 執行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之能力。
3.1.4 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製程之能力。
3.1.5 計畫管理、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3.1.6 發掘、分析及處理問題的能力。
3.1.7 認識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
與能力。
3.1.8 理解專業倫理及社會責任。
3.2 學程須提供自我評量過程及具體成果，以及持續改善的計畫和落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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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對應規範認證意見
3.1.3 業界重視之學生技術英文能力已加強。
建議改進處：無。
認證規範4 (課程之組成)
本規範評量學程之課程規劃及組成：
4.1 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至少應包含數學及基礎科學、工程專業課程
及通識課程三大要素，其中：
4.1.1 數學及基礎科學課程須佔最低畢業學分之四分之一以上。
4.1.2 工程專業課程須佔最低畢業學分之八分之三以上。
4.1.3 通識課程須與專業領域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標一致。
4.2 課程規劃與教學須考量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工程實務的能力。
建議改進處：
對應規範認證意見
4.2 宜加強飛機系統機電整合方面之課程，以配合產業需求與工程實務能力。
持續改善說明
a.本系因學生來源不同有航空機械組及航空電子組之分，但兩組課程有相當程度之整合，兩
組學生都必須修習飛機及航電之基礎課程，本系亦在選修課程上容許學生依照個人興趣選修
不同組別之專業科目，給予學生專業發展非常大的彈性與機會，提升學生競爭力。圖 3 為本
系機械與航電兩組課程規畫與整合情形。兩組學生必須相互修習多門非本組課程，以培養機
械與電子基本能力。

航空機械組課程規劃
飛機專業
基礎課程

航空電子組課程規劃

飛機
機身系統

飛機專業
基礎課程
基礎理論
與
通識課程

基礎理論
與
通識課程

飛機
發動機系統

飛機
通訊

導航與
控制

飛機航電
基本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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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
電力電子

機械組與航電組課程整合
航電組專業課程

機械組專業課程

飛機學
飛機系統導論、航空發動機學
飛機基礎修護學、飛機基礎修護實習
電機學、電機實習、電子學
航空電子電路、航空電子電路實習
飛機電氣系統、飛機電氣實習
航空通訊與導航、飛機電機控制

圖 3 機械與航電兩組課程規畫與整合
b.本系於前年聘任一位具機電系統整合專教師(鄒杰桐老師)，已於4年級開設機電整合課程，
並成立航空機電系統整合實驗室，近年亦參加國內外相關競賽並獲獎。
航空機電系統整合實驗室
航空事業是一個多種專業領域的整合事業體，因此本所將以航空專業、機械與電子多種領
域進行整合，使學生具備航空事業所應有的機電整合技術，故設立航空機電系統整合實驗
室，以發展航空機電系統整合技術、智慧型機器人、飛行機器人與無人飛行載具相關的精
密機電整合技術。本實驗室可支援機電整合、無人飛行載具、智慧型機器人與專題製作等
課程，也可作為研究生之研究與實驗空間。目前主要的設備有: 多旋翼飛行載具之飛控發
展系統、AVR 開發板、室內定位感測器 、影像辨識系統、三軸 CNC 雕刻機台與雙輪驅動
機器人底盤等。
認證規範5 (教師)
本規範評量學程教師下列各項的執行情形：
5.1 學程應有足夠的專任教師人數。
5.2 教師須參與學程目標的制定與執行。
5.3 教師的專長應能涵蓋其相關領域所需的專業知識。
5.4 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與輔導學生的成效。
5.5 教師與業界交流的執行成效。
5.6 教師專業持續成長的管道與鼓勵措施。
5.7 教師參與相關學術及專業組織以及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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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對應規範認證意見
5.4 1. 教師與學生之互動與輔導成效佳。
5.5 2. 教師與業界交流的執行成效佳。
建議改進處：無。
認證規範6 (設備及空間)
本規範評量學程教學相關軟硬體設備、設施及空間：
6.1 須能促成良性的師生互動。
6.2 須能營造一個有利於學生發展專業能力的環境。
6.3 須能提供學生使用相關專業設備與工具的學習環境。
6.4 須能提供足夠的資訊設備供師生進行與教育目標相符之教學活動。
6.5 須有合適之維護及管理制度。
建議改進處：無。
認證規範7 (行政支援與經費)
本規範評量學校及學程行政支援與經費：
7.1 須提供足以確保學程品質及賡續發展之行政支援及經費，並具備有效的領導及管理制度。
7.2 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業成長之經費。
7.3 須提供足夠的行政支援與技術人力。
7.4 須提供足夠的經費支應教學、實驗及實習設備之取得、保養與運轉。
建議改進處：
對應規範認證意見
7.4 宜加強老舊設備之更新及高單價維修零件之購買。
持續改善說明
飛機系教學設備因航太特性而價格高，其維修成本亦高，本系教學設備的維護透過學校提供
之年度設備經費補助及教育部專案計畫進行改善。考量飛機教學設備價格昂貴及高維修成
本，本系藏嘗利用各項委員會議提起討論，亦獲得與會委員仍將持續積極透過下面因應策
略，持續提升本系教學之質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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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創設初期購買多項飛機教學訓練台，為該訓練台係國外進，經長期使用後部分功能
已漸下降，然而國內代理商無能力維修，致使其使用之成效下滑，置也是旭多學生覺得
設備老舊的主因。唯訓練台設備頗為昂貴(平均每具約 150 萬元)，經討論後認為直接汰換
並非最好對策。目前本系是下列對策因應
(a)尋求國內廠商協助維護，目前已針對燃油訓練台及防冰防雨訓練台，開發訓練台或進
行更換損壞元件。
(b)鼓勵老師以本系教學棚場之飛機為主要教學平台，開發適合之實習單元，降低對訓練
台之依賴。



與國內航空相關機構合作，爭取汰除之設備，或合作開發課程。本系今年已於華信航空
爭取 ERJ-190 汰除設備-飛機機艏段，如下圖所示，目前該機首以安置在本系飛機教學棚
場外空地，該公司也應允協助本系復原結構之完整性。

 本系已向民航局申請成立維修訓練機構，可透過參與該機構設立，獲得德航提供之 CBT
教材(工業合作額度)。
 本系教師與多媒體中心合作開發多媒體教學教材，目前已開發飛機燃油系統、飛機發動
機系統等多媒體教材，製作品質及內容頗獲好評，並與華航洽談合作事宜，目前該教材
以提供修課學生使用。
 透過校外實習機會，使學生能透過合作機構提供之設備，加強對航空專業技術的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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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協同教學機會，獲取較新的教學資料，部分協同教學還安排直接至業界實地教學，
如本系邀請長榮航太公司協同教學，其中安排一天至長榮公司於飛機上進行教學，學生
及老師反應甚佳。
 本校 101 年度亦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及典範科技大學計畫，飛機系所提出之民航技術
人才培育為兩項計畫的項目，也獲得評審委院認為頗具特色。上述兩項計畫，本系分別
獲得 62 萬元(工程學院最高)及 450 萬元的設備費補助。表 1 及 1 表 2 分別為本年度教學卓
越計畫及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本系設備購買規畫表(部分設備已採購完成)
表 1 飛機系 102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設備購買規畫表
分項計 分項二：扎根工業基礎技術、厚實三創校園基磐
畫名稱
分項計畫三：立基學校特色領域、建構契合式產業學院
計 畫 期 程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明細
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機件保險
15,000
訓練台

2

30,000

40,000

1

40,000

虎鉗工作
30,000
台

3

張力計

機翼雷射
設
備
費

總價

雕刻加工 350,000 1
機
結構件教
學看板

飛行模擬
電腦主機

100,000 1

50,000

1

說明

備註

1.教導學生專業考照資訊。透過證照 1.補助款
課程推廣，成為乙級證照考試場地。 2.不足由飛機系設
2.策略 2-3-1(飛機系)
備支應補助款

1.教導學生專業考照資訊。透過證照 1.補助款
課程推廣，成為乙級證照考試場地。 2.不足由飛機系設
2.策略 2-3-1(飛機系)
備支應補助款
1.教導學生專業考照資訊。透過證照 1.補助款
90,000 課程推廣，成為乙級證照考試場地。 2.不足由飛機系設
2.策略 2-3-1(飛機系)
備支應補助款
1.補助款
與國內航空機構合作成立應用型實習
2.不足由飛機系設
350,000 實驗室。
備支應補助款
策略 3-1-2(飛機系)
與國內航空機構合作成立應用型實習 1.補助款
2.不足由飛機系設
100,000 實驗室。
備支應助款
策略 3-1-2(飛機系)
參考飛機與航空機構運作模式，建置 1.補助款
2.不足由飛機系設
飛機情境教室，配置多種模擬情境相
備支應補助款
50,000
關軟硬體設施，增進學習成效。
策略 3-1-2(飛機系)

飛行模擬
設備

150,000 1

合計

參考飛機與航空機構運作模式，建置 1.補助款
2.不足由飛機系設
飛機情境教室，配置多種模擬情境相
備支應
150,000
關軟硬體設施，增進學習成效。
策略 3-1-2(飛機系)
810,000 計畫補助 62 萬元，不足由飛機系設備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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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飛機系 102 年度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設備購買規畫表
經費項目
飛機維修檢測相關設
備(張力計、液壓管
路、點火設備、燃油
噴嘴、飛機儀表、複
材結購)）

單價

200,000

數量

總價

備註
(自籌款
金額)

飛機維修檢測檢測與訓練
200,000 場 地 ( 補 足 現 購 之 檢 測 設 0
備)

1

民航技術人才培育，

飛機棚場建置
在飛機棚場左側空地
搭建 8x20x5m 之機棚
(預計採透明採光罩方
式，可以兼顧防護及
景觀功能)）

說明

設備費

750,000

1

發動機內視鏡檢修相
關設備（可視化 PT6A
渦輪螺旋槳發動機(含 2,000,000
懸吊與基座安裝、光
纖內視鏡)）

1

航電系統維修檢測相
關設備（航電系統教
學看版、通訊系統維
修 教 學 看 板 、 PLC
實驗台、示波器、航
電系統零附件設備
1,100,000
(導航顯示器、導航頻
道選擇控制器、導 航
通訊測試器、無線電
歸航控制器、氣象雷
達等)）

預計擺放華信航空捐贈機
頭、機身及現有機棚內
750,000
150，000
CH-701 、 Velocity 及
Cessna 152 之飛機

2,000,000

民航技術人才培育
發動機內視鏡檢修實驗室

400，000

民航技術人才培育
1

航空電子系統實習工場、
1,100,000 電路實驗室、飛機電氣系 0
統實驗室

認證規範8 (領域認證規範)
本規範評量各學程領域之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其名稱所指之領域名實相符，若該學程屬整合性領域，則須分別滿
足各相關領域的認證規範。
建議改進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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