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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99學年度下學期課程綱要表
開課系所
名稱及代碼 電機工程學系電通組一年級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任 課 教 授
(中英文並列) 劉惠英
Huey-Ing Liu
開課科目代碼  
選
別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上 
下
   ○    1
課 程 名 稱
(中英文並列) 計算機概論實習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Lab
課程目標 本課程內容主要介紹電腦的軟硬體基本觀念、架構及其應用，以及電腦的相關的技術的介紹，如電
腦網路、程式語言、演算法、檔案結構與資料壓縮、資料結構、軟體工程等。
課程綱要 (自行修改)
計算機資料系統 (Computer & Data)
甲、 Number Systems
乙、 Data Storage
丙、 Operations on Data
(2) 計算機組織 (Computer Organization)
甲、 Computer Organization
乙、 Computer Networks
(3) 計算機結構 (Computer Architecture)
甲、 Algorithms
乙、 Operating Systems
丙、 Programming Languages
(4) 進階的議題 (Advanced Topics)
甲、 File Structures
乙、 Data Compression
丙、 Data Structures
授課進度 Week Date Topic
1 2/14 (一) Ch1 Introduction
2 2/21 (一) Ch2 Number Systems (第一次小考Ch1~Ch6)
3 2/28 (一) 2/28 (一) 放假一天。
Ch3 Data Storage (1)
4 3/7 (一) Ch3 Data Storage (2)
5 3/14 (一) Ch4 Operations on Data
6 3/21 (一) Ch5 Computer Organization (1)
7 3/28 (一) Ch5 Computer Organization (2)
8 4/4 (一) 4/4 (一) 放假一天。
Ch8 Algorithms (1)
9 4/11 (一) 期中考週
10 4/18 (一) Ch8 Algorithms (2)
11 4/25 (一) Ch6 Computer Networks (1)
12 5/2 (一) Ch6 Computer Networks (2)
13 5/9 (一) Ch7 Operating Systems (1)
14 5/16 (一) Ch7 Operating Systems (2)
15 5/23 (一) Ch9 Programming Languages
16 5/30 (一) Ch13 File Structures
17 6/6 (一) 6/6 (一) 放假一天。
Ch15 Data Compression
18 6/13 (一) 期末考週

先 修 課 程 計算機程式 (如：C/C++ or Java)
建議續修科目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資料結構，計算機組織，微算機概論。
指定教材
(用書、器材) Course Material：
Book：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2nd
Authors：Behrouz Forouzan, and Firouz Mosharraf
Publisher：Thomson (歐亞圖書代理，張志民：0925-311-739)
參考書目 Reference：
Book：Computer Science an Overview, 9nd
Authors：J. Glem Brookshear
Publisher：Pearson，Addison Wesley (東華/新月圖書代理)



評量方式 �課程中之隨堂考 
�報告   �作業(2次) 20% 期中考 20%
 期末考 20% 其他 Others 小考(2次)  40%
與電機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關聯性
(請勾選) 與大學部教育目標關聯性：
□ 全人教育、倫理涵養       █ 理論紮根、實務訓練
□ 團隊合作、跨域整合       □ 社會關懷、國際接軌
與大學部核心能力關聯性：
█ 運用數學、科學及電機工程知識的能力。
█ 執行實驗、分析數據、驗證理論的能力。
█ 電機工程軟硬體設計技術及使用專業工具的能力。
□溝通表達、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 瞭解專業領域最新發展及其對環境的影響。
□ 理解全人教育、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 外語閱讀、寫作及表達的能力。
□ 自我管理、終身學習的能力。
 與碩士班教育目標關聯性：
□ 研究發展創新       □ 理論實務整合
□ 專業倫理涵養       □ 國際視野提昇
與碩士班核心能力關聯性：
□ 應用電機工程知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獨立研究、分析、設計、模擬及驗證的能力。
□ 電機工程軟硬體與系統設計技術及使用工具的能力。
□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 瞭解專業領域最新發展及其對環境的影響。
□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 專業外語論文之閱讀、撰寫及表達的能力。
□ 自我管理、終身學習的能力。
 與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關聯性：
□ 基礎理論增進       □ 理論實務驗證
□ 專業倫理涵養       □ 國際視野提昇
與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關聯性：
□ 應用電機工程知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電機產品設計開發、規格分析、量測驗證的能力。
□ 電機工程軟硬體與系統設計技術及使用工具的能力。
□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 瞭解專業領域最新發展及其對環境的影響。
□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 專業外語論文之閱讀、撰寫及表達的能力。
□ 自我管理、終身學習的能力。
與學校基本素養關聯性
(請勾選) 全校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人際溝通行為
□團隊合作行為 ▓創新行為
教學方法關聯 (請勾選) ▓講授      □個案      □電子      □實境體驗式
□體驗教學  □競賽游戲  □電影教學  □競賽讀書會 □專題實作  □產業實習  □服務學習  □自主學習  □
對話教學   □PBL   
□其他:                      
其他 (自行修改)
1. 授課器材：電腦、單槍投影機、布幕。
2. 作業 (20%)：共2次 (各佔10%)。
� 作業需準時繳交，繳交時請上傳至iCAN網站。遲交者成績將會被打七折(70%)，缺交者當次以0分計算。
� iCAN網站：http://www.elearn.fju.edu.tw。
� 上述作業若有抄襲者，一經查獲，所有相同者 (被抄者與抄襲者) 一律以0分計算。
� 作業一律需繳交source code與binary code (.exe)。
3. 期中考 (20%)：筆試。
4. 期末考 (20%)：筆試。
5. 小考 (40%)：共2次 (各佔20%)。
� 第一次：筆試。
� 第二次：筆試。
6. 實習課成績由授課助教評定。
7. 系上提供學習輔導機制，請踴躍參加。
8. 全學期成績未達60分者即為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