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教學計劃表  

 

科目中文名稱：微算機概論    授課教師：莊岳儒 

開課班級 電子 系
所(日、夜、研) 三 年 必選修 選 修

學分數    3學分  3小時（上學期 3 學分） 先修科目 計算機概論、計算機

組織 
週次 月／日 內 容 
第一週 9/15 Ch0 Micro-Computer Overview 
第二週 9/22 Ch1 Introduction (1) 
第三週 9/29 Ch1 Introduction (2) 
第四週 10/6 Ch2 The Microprocessor and Its Architecture (1) 
第五週 10/13 Ch2 The Microprocessor and Its Architecture (2) 
第六週 10/20 Ch3 Addressing Modes (1) * 
第七週 10/27 Ch3 Addressing Modes (2) 
第八週 11/3 Ch4 Data Movement Instructions (1) 
第九週 11/10 期中考試週 
第十週 11/17 Ch4 Data Movement Instructions (2) 
第十一週 11/24 Ch4 Data Movement Instructions (3) 
第十二週 12/1 Ch5 Arithmetic and Logic Instructions (1) 
第十三週 12/8 Ch5 Arithmetic and Logic Instructions (2) 
第十四週 12/15 Ch6 Program Control Instructions (1) * 
第十五週 12/22 Ch6 Program Control Instructions (2) 
第十六週 12/29 Ch7 Using Assembly Language with C/C++ (1) 
第十七週 1/5 Ch7 Using Assembly Language with C/C++ (2) 

教學內容 
及進度 

第十八週 1/12 期末考試週 

講授方式 √ 課堂講授  分組討論  參觀實習  其他（       ）

教學設備 √ 電腦 √ 投影機 其他（       ） 

教材課本 The Intel Microprocessors (7th Edition), by Barry B. Brey (Prentice Hall, 
Pearson，新月圖書代理，陳森煌：0937-450-763) 

參考書籍 The 8088 and 8086 Microprocessors (4th Edition), by Walter A. Triebel & Avtar 
Singh (Prentice Hall, Pearson，全華圖書代理，黃文珍：0958-008-962) 

批改作

業篇數 0 備  註  

 作業成績：0％  期中考成績：30％  期末考成績：40％ 成績考

核方式  小考成績：30％  其他（ 助教成績 ）：0％ 

備 考 小考 2 次：各占 15%。 
*代表預定小考的時間。 

 



輔仁大學 97 學年度課程綱要表 
 

 

    開課系所 
名稱及代碼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大學部 3 年級 

必修 選修 上 下  

開課科目代碼 
 

 選

別  ○ 
學分數 

3  
 

課 程 名 稱 
(中英文並列) 

 

微算機概論 (Introduction to Microcomputer) 

 

任 課 教 授 

(中英文並列) 
 

 莊岳儒 (Yue-Ru Chuang) 

課程目標 
本課程內容主要介紹微算機內部的基礎架構、定址模式與各類低階程式指

令，並使學習的同學瞭解到微算機內部所需要的各類暫存器與其用途。 
 
 
 
 
 
 

課程綱要 
 

 
 
 

 

(1) 微算機介紹 (Microcomputer introduction) 
(2) 微算機與其架構介紹 (The microprocessor and its architecture) 
(3) 定址模式 (Addressing modes) 
(4) 資料搬移指令 (Data movement instructions) 
(5) 算數邏輯指令 (Arithmetic and logic instructions) 
(6) 程式控制指令 (Program control instructions) 
(7) 在 C 與 C++中使用組合語言 (Using assembly language with C/C++) 
(8) 程式化微算機 (Programming the microprocessor) 

 

先 修 課 程 
 

計算機概論、計算機組織 

 

建議續修科目 
 

嵌入式微算機概論 

指定教材 
(用書、器材) 

Book：The Intel Microprocessors (7th Edition) 
Authors：Barry B. Brey 
Publisher：Prentice Hall, Pearson (新月圖書代理，陳森煌：0937-450-763)
Equipments：電腦、單槍投影機、布幕. 

參考書目 The 8088 and 8086 Microprocessors (4th Edition), by Walter A. Triebel & 
Avtar Singh (Prentice Hall, Pearson，全華圖書代理，黃文珍：0958-008-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