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訊號處理器應用實驗室簡介 

 指導教授：王朝興  

 學歷:美國密蘇里大學電機工程博士、成功大學電機學士 

 經歷:彰師大電機系專任教授、通識中心授課教師、師培中心

授課教師、雲科大通識中心兼任教師 

 電話分機：8212 

 Email: cswang@cc.ncue.edu.tw  

 學術專長: 數位訊號處理、電力電子、電力品質、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模糊理論、數位系

統設計、電路學教學研究、數位邏輯設計教學研究 

 授課課程: 模糊控制、數位訊號處理、電路學、科技英文、數位邏輯設計技術、電資產業概論

與工程倫理、生命教育、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 

 得獎: 

o 110年全國大專院校產學創新實作競賽「佳作」(作品:防疫口罩配戴辨識系統) 

o 110年指導學生彰師大社團評鑑-特優獎 

o 110年指導學生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甲等獎 

o 109年資訊科技應用學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o 109年彰師大傑出通識教師獎 

o 107年智慧機器人關鍵技術研發競賽榮獲「佳作」(作品:智慧型舞台燈光追蹤系統) 

o 106年全國大專院校產學創新實作競賽-機械與自動化類榮獲「佳作」(作品:智慧感測百

葉窗) 

o 106年全國大專院校產學創新實作競賽-資訊與電子類榮獲「佳作」(作品:真空管時鐘) 

o 105年 ICMST國際研討會論文最佳報告獎 

o 105年彰師大傑出通識教師獎 

o 105年特優導師 

o 103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績優人員獎 

o 102年核心通識「生命教育導論」教學評量優良教師 

o 101年特優導師 

o 94年績優導師 

 

 研究方向: 

1. 利用人工智慧(例如:深度學習、卷積類神經網路、類神經網路、模糊理論、基因演算等)對電力品

質做辨識或對變壓器作故障診斷與預測、機器人控制與機器視覺辨識、印刷電路板零件缺件之辨

識、車牌與交通號誌自動辨識。 

2. 利用數位影像處理及人工智慧自動辨識各種製程的瑕疵，例如鐵釘、砂紙、路面裂痕…等，及自

動辨識配戴口罩、安全帽。 

3. 利用數位訊號處理器 (DSP) 對電力系統取樣 ，並分析取樣資料以判斷電力品質，進而改善電力

品質，亦可測量風力發電機產生之電壓閃爍測量。此外，利用 DSP 結合類神經網路或模糊理論來

實現智慧型控制系統 ，以及語音處理與辨識系統。 

4. 藉由學習數位訊號處理器的開發，可以訓練同學韌體程式的設計，成為極夯的韌體工程師。 



 本實驗室碩士生畢業後就業情況(有回覆問卷的學生) 

畢業年 碩班畢業後任職第一間公司 目前任職公司 目前職稱

一般生(日間部) 2005 盟訊實業有限公司 新漢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06 台達電子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股長

一般生(日間部) 2006 台中私立慈明高中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辦事員

一般生(日間部) 2006
第一間 : 鴻友科技 第二間 : 友

達光電
友達光電 韌體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07 大銀 緯創 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07 寶元數控 精科智能 硬體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07 關務署 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官

一般生(日間部) 2008
先到台達電子任職三年，轉任

飛宏科技後，至今在職中
飛宏科技

高級工程師（課長

級職等）

一般生(日間部) 2009 茂德科技 台積電 講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1 成功大學電機系博士班 台灣積體電路 主任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1 誠研科技 法液空電子設備商 測試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3
1. 全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善

元科技有限公司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一般生(日間部) 2013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

中山科學研究院、奕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課長

一般生(日間部) 2014 大銀微系統 乾坤科技 電控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4 和碩聯合科技 和碩聯合科技 專員

一般生(日間部) 2015
中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化

纖廠

中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楊梅

化纖廠
副科長

一般生(日間部) 2015 新加坡特許半導體 台北大眾捷運公司 工程員

一般生(日間部) 2016 宏達電子(HTC)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6 台達電 台達電子 硬體設計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8 京元電子 京元電子 高級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8 鼎新電腦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製造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19 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21 正文科技 正文科技 軟體開發工程師

一般生(日間部) 2021 新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久龍電機廠、新博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顧問

 

畢業年 碩班畢業後任職第一間公司 目前任職公司 目前職稱

在職碩(夜間部) 2005 威盛電子 南京天易合芯電子（工作處：上海）封裝專家

在職碩(夜間部) 2008 矽品精密/日月光半導體 子公司 矽品工作滿25年 2021退休NA NA

在職碩(夜間部) 2011 台灣中油 台灣中油液化天然工程處 工程監造員

在職碩(夜間部) 2011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鍋爐操作員

在職碩(夜間部) 2012 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 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調度值班主任

在職碩(夜間部) 2012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開發副理

在職碩(夜間部) 2016 環鴻電子 環鴻科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設計經理

在職碩(夜間部) 2016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在職碩(夜間部) 2016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在職碩(夜間部) 2017 大通電子 高級工程師

在職碩(夜間部) 2017 一芝軒企業有限公司 保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

在職碩(夜間部) 2019 大通電子 大通電子 工程師

在職碩(夜間部) 2019 河筧工程、環隆科技、矽品精密工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助理工程師

在職碩(夜間部) 2021 輝瑞GSK藥廠 輝瑞GSK藥廠 E&M工程師

在職碩(夜間部) 2021 矽品精密 矽品精密 工程師  



 實驗室研究生福利: 

1. 擔任教育部或科技部研究計畫之助理，或通識課教學助理，每月數千元工讀金。 

2.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彰化地主隊寶島夢想家球賽之免費門票 

3. 合作廠商提供之知名運動品牌 Nike 產品優惠折價券 

 實驗室設備：  

數位訊號處理器 TI TMSDSK C6713 (3 組) 、電源供應器 Top ward 6303D (2 台) 、電壓放大器

Model 7500 、數位訊號處理器 TI TMSDSK C6711 、示波器(3 台) 、數位轉速計 、數位訊號處

理器 TMS320LF2407A 、波型產生器 AFG 3021B 、電力品質分析儀 、數位多媒體影音通訊發

展平台 DMEK 642 、個人電腦設備 (7 台) 、三用電錶 、USB 2.0 介面除錯發展工具 USB 510 

JTAG Emulator 、彩色雷射印表機 ''5.6'' Color TFT LCD MonitorTop ward 6303D、電力品質分析

儀、數位控制馬達組 

 實驗室環境:   

本實驗室位居工學院大樓六樓，居高臨下，鳥瞰大彰化，風景優美，乃讀書作研究的好地方。

工學院大樓於民國 101 年落成使用，設備新穎，環境優美，歡迎您的加入。 

 
工學院大樓 

 



 
本實驗室窗外風景，居高臨下，鳥瞰優美校園與大片草原，對面棟是管理學院大樓 

 
鳥瞰寶山校區校門口 

 
遠眺台中市、大肚山 



 

 
寬敞的實驗室環境，個人專屬桌椅與桌上型電腦一台 

 

 
電壓閃爍實驗設備 

 

 



 
桌電、示波器、訊號產生器、功率放大器，電源供應器 

 
實驗室有洗手台、掃把拖把置物櫃、午間休憩區 

 

 



 

 實驗室生活剪影: 

 

老師與研究生一起帶大學生參與開心農場種玉米 

 

 

老師與研究生在開心農場合影 

 



 

 



 

 

同學開心採收玉米筍 

 



 

玉米筍大豐收 

 

玉米筍大豐收 

 



 

玉米筍現採現煮現吃，人間美味 

 

 

 
老師帶團實驗室研究生與大學生參訪三育基督學院美麗校園 



 
20161001 工學院舉辦電力電子研討會擔任工作人員 

 

 

20160608 擔任生命教育助教與同學大合照 



 

20160524 擔任生命教育助教-午餐約會燙青菜給同學享用 

 

 
同學快樂享用午餐約會豐盛食物 



 

20160518 陶板屋與老師聚餐 

 

 

20160420 同屆的大學同學來訪，(左二同學)即將要去美國留學 



 

20160323  105 級碩班畢業照 

 

20160322 開心農場-帶同學種菜 



 

種菜使用的手套 

 



 

20160217 與老師一起爬後山登高望遠 

 

20151210 老師邀請實驗室與大學部一起聚餐(陶米樂餐廳) 



20151201  助教仲

哲在開心農場施肥 

 

20151027  慈心基金會跑站活動場地布置 



 

20151020 開心農場開張-搬鏟子 

 

20150626  104 級碩班畢業合照 



20150519  開心農

場收成豐碩 

 

20140326  實驗室全員爬後山 



 

20130619  在職班期末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