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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課程規劃 …大學部課程規劃 …

學域規劃/發展方向/課程與教育目標與特色之配合

學分數

國文外文 12

通識課程 18

系訂必修 82

專業選修 12

開放選修 6

合計 130

本系專業必選
十門課程中必選兩門課程修習
智慧型控制(上學期開, 3 學分)

能源工程概論 (上學期開, 3 學分)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及實習(上學期開, 3 學分)

創意設計(上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系統量測(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化學概論(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程序工程(下學期開, 3 學分)

動力機械(下學期開, 3 學分)

機器人動力與控制(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產業機械(下學期開, 3 學分)

學士班: • 畢業學分與必修學分調降，鼓勵學生自主選課學習

• 建立以『機電整合』為核心貫穿學士班課程

• 塑造生物機電專業核心課程。

• 專業必選課程的時間安排，將會儘量避開本系必修課程時段

• 例如：周一下午 (上學期)





台大機械系

台師大機電系



經驗分享

• What is 生機系?
–應用機械/ 材料、電機/ 資訊、化工/ 生物相關
知識，解決生物產業問題的工程科系

–以“系統”的較度，認識幫人類作是情的機械

–理論與實務的整合

–數學與力學的結合

–數學與電學的結合

–數學與生物學的結合

–電鍋學
• 你們所學的，很可能在十年後已經不重要了....



經驗分享 (年輕時的黃老師…)

• 就業

–生物產業、農業…

–生技、醫學工程…

–科技、工程…

• 升學

–大學部課程重疊的程度

–進入研究所需求的具備程度



機械領域課程焦點

• 固力設計：應用力學、機動學、材料力學、
機械設計

• 熱流能源：熱力學、流體力學、熱傳學

• 機電 (Mechatronics)：電工學、電子學、自
動控制、機電整合



機械領域可以做甚麼?

 空調環控: (半導體)廠務工程師、散熱工程師、
空調工程師、節能工程師



本系專業必選 其他相關
十門課程中必選兩門課程修習 本系提供 其他推薦
智慧型控制(上, 3 學分)

能源工程概論 (上, 3 學分)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及實習(上, 3 學分)

創意設計(上, 3 學分)

生物系統量測(下, 3 學分)

生物化學概論(下, 3 學分)

生物程序工程(下, 3 學分)

動力機械(下, 3 學分)

機器人動力與控制(下, 3 學分)

生物產業機械(下, 3 學分)

有限元素法
車輛工程
高等機械設計

振動學
高等動力學
黏性流體力學
固液二相流導論
設計思考入門

• 鼓勵學生自主選課學習

這領域，我想知道多一點，還有什麼課可以修?



機電領域 (Mechatron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Microcontro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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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tronics

Electrical 
Circuits 

Sensor
System 
Control

(Algorithm)

Controller
(Hardware)

User 
Interface

Actuator



本系專業必選 其他相關
十門課程中必選兩門課程修習 本系提供 其他推薦
智慧型控制(上, 3 學分)

能源工程概論 (上, 3 學分)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及實習(上, 3 學分)

創意設計(上, 3 學分)

生物系統量測(下, 3 學分)

生物化學概論(下, 3 學分)

生物程序工程(下, 3 學分)

動力機械(下, 3 學分)

機器人動力與控制(下, 3 學分)

生物產業機械(下, 3 學分)

無線感測器網路
技術特論
信號處理

數位控制 (EE)
線性控制系統
車輛動力學與控制 (ME)
適應控制系統(EE)

• 鼓勵學生自主選課學習

這領域，我想知道多一點，還有什麼課可以修?



應用力學知識領域

高等材料力學(34)
振動學(34)
有限元素法導論(34)
高等材料力學(34)

機器設計知識領域
機構設計(34)
機械元件設計(34)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34)

製造科技知識領域

工具機(34)
熱處理與表面改質(234)
電腦輔助製造(34)
製造原理(34)

熱流與能源工程知識領域

流體機械(34)
高等熱力學一(34)
黏性流體力學(34)
冷凍空調原理(34)
能源工程(34)

系統控制知識領域

系統動態學(34)
線性控制系統(34)
數位控制系統(34)
電動車輛動力系統設計(34)

電子電機知識領域
應用電子學(含實驗)(234)
電工學(234)

基礎與應用科學知識領域 近代物理(34)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02+3165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151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427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66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144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528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536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02+4523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02+454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364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505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02+4133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M146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M285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477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526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497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504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535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69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02+271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02+281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522+U4230


資訊領域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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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3,)

計算機程式語言

QS(3,)

資結與演算法

2R(3,3)

工程數學

QS(,)

離散數學

QS(,)

線性代數

QS(,)

機率與統計

QS(,3)

生醫資料探勘

QS(3,)

機器學習

QS(3,)

影像處理



本系專業必選 其他相關
十門課程中必選兩門課程修習 本系提供 其他推薦
智慧型控制(上, 3 學分)

能源工程概論 (上, 3 學分)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及實習(上, 3 學分)

創意設計(上, 3 學分)

生物系統量測(下, 3 學分)

生物化學概論(下, 3 學分)

生物程序工程(下, 3 學分)

動力機械(下, 3 學分)

機器人動力與控制(下, 3 學分)

生物產業機械(下, 3 學分)

影像處理原理及應
用
生醫資料探勘
機器學習應用概論
生醫影像概論

離散數學 (CS)

機率 (CS)

線性代數
機率與統計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CS)

生醫分子影像導論
(CS)

• 鼓勵學生自主選課學習

這領域，我想知道多一點，還有什麼課可以修?



台大資工

必修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1)
數位電子與數位電路(2)
數位系統與實驗(2)
線性代數(2)
機率(2)
演算法設計與分析(2)
系統程式設計(2)
作業系統(3)
計算機系統實驗(3)
計算機網路實驗(3)
計算機網路(3) 計算機結構(3)計算機程式設計(1)

選修

計算機概論(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1)
資訊系統原理(1)基礎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4)
數位電子學(2)離散數學(2)
計算機組織與組合語言(2)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上(2)資料結構與演算法下(2)
程式結構與設計(34)程式設計技巧(234)
數位系統設計(3)數位電路實驗(3)
計算機概論(1)科學計算(3)數學之美(1234)
計算邏輯簡介(34)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1075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141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161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04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6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8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9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67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911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912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913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461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480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1072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1073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1074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1076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14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2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3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701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25702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42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43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65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3730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4804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4811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48120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course.php?code=902+48130


工程用生物學*

普通物理學(甲)

普通化學(丙)

微積分
物理化學*
(生物物理)

工程數學(一)(二)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流體力學

熱傳學

材料力學*

熱力學

工程材料*

生化概論*

生物程序工程*

生物系統量測*

自動(程序)控制

基礎科學課程

工程科學課程

計算機程式語言

工程課程
(程序控制+輸送現象)

專業領域課程
(專業必選)

研
究
所
選
修(

生
物
感
測
、
組
織
工
程
、
食
安
工
程…

等)

1R(2,)

工程用生物學

2R(,3)

物理化學
(生物物理)

QE(,3)

生物化學概論

QE(,3)

生物程序工程

QE(,3)

生物系統量測

動力學

生物工程領域(bioengineering)



生物工程研究領域(bioengineering research)進階課程

• 生物感測與生物晶片次領域
 (分析)電化學、生物分子感測、生醫儀分、生醫儀表、微流體/

實驗室晶片、半導體製程、功能性材料、表面儀器分析

• 組織與細胞工程次領域
 生理學、動物細胞、(分子)生物技術、奈米製劑、功能性材料、

再生醫學、動物實驗

• 生化反應工程次領域
 反應工程(含反應器設計)、生物產業單元操作、輸送現象、高等

工程數學、食品工程、廢棄物處理

• 其他相關次領域/學群
 生物影像、生物資訊、綠色能源、醫療機電



本系專業必選 其他相關
十門課程中必選兩門課程修習 本系提供 其他推薦
智慧型控制(上, 3 學分)

能源工程概論 (上, 3 學分)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及實習(上, 3 學分)

創意設計(上, 3 學分)

生物系統量測(下, 3 學分)

生物化學概論(下, 3 學分)

生物程序工程(下, 3 學分)

動力機械(下, 3 學分)

機器人動力與控制(下, 3 學分)

生物產業機械(下, 3 學分)

生物分子感測元件
動物細胞培養與實習
生物產業單元操作
未來農業
電化學與生醫應用
環控農業工程學
生物材料物性分析

醫療器材設計概念
奈米製劑與組織工程
生物系統模擬與分析
生物廢水工程
生物材料學

高等工程數學
生醫儀表
功能性材料
表面儀器分析
生物影像
生物資訊
綠色能源
反應工程
輸送現象
食品工程
廢棄物處理
生理學
(分子)生物技術
奈米製劑
功能性材料
再生醫學
動物實驗

• 鼓勵學生自主選課學習

這領域，我想知道多一點，還有什麼課可以修?



如果我的興趣廣泛，想修其他有用的、一般工程相關的?

本系專業必選 其他相關
十門課程中必選兩門課程修習
智慧型控制(上學期開, 3 學分)

能源工程概論 (上學期開, 3 學分)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及實習(上學期開, 3 學分)

創意設計(上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系統量測(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化學概論(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程序工程(下學期開, 3 學分)

動力機械(下學期開, 3 學分)

機器人動力與控制(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產業機械(下學期開, 3 學分)

生物系統工程之外國
文獻導讀
MATLAB之工程應用
太陽能發電系統與工
程特論
農業機械法規與標準
特論

設計思考入門

鼓勵每位同學向導師尋求修課的建議，了解自己的興趣。



同學們，說說看，除了必修外，
你還想修什麼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