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教學計劃表  

科目中文名稱：新世代通訊協定 IPv6 技術 授課教師：莊岳儒 

開課班級 電子 系所 ( 日、夜、研 ) 大四、碩士、碩在職專班 必選修 選 修

學分數 3學分 3小時（下學期 3 學分） 先修科目 區域網路、計算機

網路概論 
週次 月／日 內 容 
第一週 2/21 Introduction (第一次作業) 
第二週 2/28 228 政治性節日 (放假一天) 
第三週 3/7 Ch0 Overview of IPv4 
第四週 3/14 Ch1 IPv6 Versus IPv4 
第五週 3/21 Ch2 The Structure of the IPv6 Protocol (第一次小考)
第六週 3/28 Ch3 IPv6 Addressing (1) 
第七週 4/4 民族掃墓節 (放假一天) 
第八週 4/11 Ch3 IPv6 Addressing (2) 
第九週 4/18 期中考試週 
第十週 4/25 Ch4 ICMPv6 (1) 
第十一週 5/2 Ch4 ICMPv6 (2) 
第十二週 5/9 Ch6 Quality of Service (QoS) (1) 
第十三週 5/16 碩士班論文發表會 (停課一次) 
第十四週 5/23 Ch6 Quality of Service (QoS) (2) (第二次小考) 
第十五週 5/30 Ch10 Interoperability (1) 
第十六週 6/6 Ch10 Interoperability (2) 
第十七週 6/13 Appendix: Routing Protocols 

教學內容 
及進度 

第十八週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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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目標 本課程內容主要解說 IPv6 所有的新特性與功能。其中包括如何規劃、設計

並整合 IPv6 與現有的 IPv4 基礎架構等。 

教材課本 
IPv6 Essentials (IPv6 解析) 2nd, by Silvia Hagen, O’Reilly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並不得非法影印) 

參考書籍 
IPv6 Clearly Explained, by Pete Loshin, MK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並不得非法影印) 

批改作

業篇數 1 備  註 
1. 作業：IPv4、IPv6 閱讀報告(手寫加繪圖) 

2. 小考：2 次(期中考前 1 次&期末考前 1 次) 

 作業成績：10％  期中考成績：20％  期末考成績：30％ 成績考

核方式  小考成績：40％  其他（助教實習課成績）：0％ 
備 考 小考 2 次，每一次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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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碩士、碩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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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代通訊協定 IPv6 技術 (New Generation Protocol IPv6 
Technology) 

 

任 課 教 授 

(中英文並列) 
 

 莊岳儒 (Yue-Ru Chuang) 

課程目標 
本課程內容主要解說 IPv6 所有的新特性與功能。其中包括如何規劃、設計

並整合 IPv6 與現有的 IPv4 基礎架構等。 

課程綱要 

 
(1) Introduction：對此課程的概略性介紹。 
(2) Overview of IPv4：對 IPv4 通訊協定的概略性介紹。 
(3) IPv6 Versus IPv4：初步比較 IPv6 與原本的 IPv4 通訊協定的異同之處。

(4) The Structure of the IPv6 Protocol：IPv6 通訊協定的規格架構。 
(5) IPv6 Addressing：IPv6 通訊協定的定址方式。 
(6) ICMPv6：IPv6 通訊協定的網路管理訊息與方式。 
(7) Quality of Service (QoS)：IPv6 網路所提供的服務品質。 
(8) Interoperability：IPv6 網路與 IPv4 網路彼此間的互通性。 
(9) IPv6 Routing Protocol：IPv6 網路的路由協定。 
 

 

先 修 課 程 
 

區域網路、計算機網路概論 

 

建議續修科目 
 

高等計算機網路、網路交換技術、網路路由技術 

指定教材 
(用書、器材) 

Book：IPv6 Essentials (IPv6 解析), 2nd 
Authors：Silvia Hagen, 
Publisher：O’Reilly, 
Equipments：電腦、單槍投影機、布幕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並不得非法影印) 

參考書目 

Book：IPv6 Clearly Explained, 
Authors：Pete Loshin, 
Publisher：MK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並不得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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