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半導體工程系各班級線上授課連結及老師聯絡資訊 (部分課程待更新) 
外語教育中心(實用英文課)、博雅教育中心(通識課)、體育室(體育課)：各單位網頁皆已公告上課連結 

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E-mail 電子信箱 上課時間 開學第 1、2 週線上上課連結 

日四技

半導體

一甲 

普通物理(一) 吳兆穎 yarst5@nkust.edu.tw (一)1-3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axe3yt4jla 

普通物理實驗(一) 吳兆穎 yarst5@nkust.edu.tw (二)2-3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erxg7hjmvm 

微積分(一) 李致頤 jennylee@nkust.edu.tw (一)6-8 https://meet.google.com/onk-ypai-tui 

服務教育(一)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二)A(四)A － 

電路學(一)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四)5-7 
請用以下帳號：nkustmeecircuit42 登入 Google 
Meet 作遠距離教學 

實務應用文 詹秉叡 ts01241303@nkust.edu.tw (三)3-4 https://meet.google.com/hoi-hxko-dwy 

體育(一) 陳優華  (三)7-8 https://meet.google.com/qpv-egjy-ghd 

計算機與程式應用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四)2-4 https://meet.google.com/scu-zzmv-cyo 

普通化學 邱智藻 SC056@fy.edu.tw (五)2-4 https://meet.google.com/nug-hjde-xvq 

半導體產業介紹 蔡潤波 rbtsai999@gmail.com (五)6-7 https://meet.google.com/byj-dpyz-nuq 

日四技

半導體 
一乙 

計算機與程式應用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一)1-3 
https://meet.google.com/nvb-msui-kdj 

https://meet.google.com/hgp-jwob-utf 

服務教育(一)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二)A(四)A 
https://meet.google.com/zmp-dhbo-jib 

https://meet.google.com/nqr-wxzt-zgs 

普通化學 孫珮珮 ppsun@nkust.edu.tw (一)6-8 https://meet.google.com/sms-tdwy-pus 

普通物理(一) 陳榮斌 rbchen@nkust.edu.tw (二)2-4 https://meet.google.com/mxv-hxth-omz 

普通物理實驗(一) 陳榮斌 rbchen@nkust.edu.tw (四)5-6 https://meet.google.com/rsb-yzrz-ygi 

實務應用文 黃志盛 q08346@nkust.edu.tw (三)3-4 https://meet.google.com/wjs-dhtm-njs 

體育(一) 陳文良  (三)7-8 https://meet.google.com/ebn-furo-gse 

電路學(一)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四)2-4 
請用以下帳號：nkustmeecircuit41 登入 Google 
Meet 作遠距離教學 

微積分(一) 李致頤 jennylee@nkust.edu.tw (五)2-4 https://meet.google.com/svv-fwwk-bgk 

半導體產業介紹 黃成樑 chenghuang@nkust.edu.tw (五)6-7 https://meet.google.com/grb-hjsy-xvp 



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E-mail 電子信箱 上課時間 開學第 1、2 週線上上課連結 

日四技

半導體

技優 
一甲 

微積分(一) 李致頤 jennylee@nkust.edu.tw (一)2-4 https://meet.google.com/sgr-owth-zgz 

電路學(一)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一)6-8 
請用以下帳號：nkustmeecircuit 登入 GoogleMeet 

作遠距離教學 

數位邏輯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二)1-3 https://meet.google.com/wgz-opsc-uyr 

普通物理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四)6-8 
https://meet.google.com/kri-erhs-xxg 

https://meet.google.com/kxi-wspp-ggq 

全球鐵路列車發展概述 張簡嘉壬 ccjr@nkust.edu.tw (四)3-4 Microsoft Teams 會議系統 

IC 產業介紹與應用 蔡潤波 rbtsai999@gmail.com (四)1-2 https://meet.google.com/opw-nbvd-cqs 

普通物理實驗 吳兆穎 yarst5@nkust.edu.tw (五)3-4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a352gbrpdm 

實務應用文 王惠萱 renee0713@nkust.edu.tw (三)3-4 https://meet.google.com/ynd-ocdn-otm 

服務教育(一)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二)M(四)A https://meet.google.com/dhu-pxkh-zzv 

體育(一) 洪乙正  (三)7-8 https://meet.google.com/sos-vvzt-ihw 

日四技

半導體 
二甲 

電子學(一) 楊奇達 cdyang@nkust.edu.tw (一)2-4 https://meet.google.com/egu-cxnx-fte 

工程數學(一) 趙世峰 sfchao@nkust.edu.tw (一)6-8 
Microsoft Teams 會議系統，使用學校 e-mail
註冊 teams 帳號，團隊代碼 xsen8dz 

電路應用實務 趙世峰 sfchao@nkust.edu.tw (四)2-4 
Microsoft Teams 會議系統，使用學校 e-mail
註冊 teams 帳號，團隊代碼 2rtg0qx 

微電子電路實驗 趙世峰 sfchao@nkust.edu.tw (五)2-4 
Microsoft Teams 會議系統，使用學校 e-mail
註冊 teams 帳號，團隊代碼 j50zhdl 

電腦輔助電路設計實習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二)2-4 
https://meet.google.com/vwi-tfko-rii 

https://meet.google.com/ocq-wmto-efx 

數位邏輯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五)6-8 
https://meet.google.com/jer-yddi-nsm 

https://meet.google.com/fce-zvsc-ncq 

體育(三) 林建均  (三)7-8 https://meet.google.com/mwh-mfsw-umq 

向量分析 謝宗城 ob0522@gmail.com (四)6-8 https://meet.google.com/tyq-rngo-xtk 



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E-mail 電子信箱 上課時間 開學第 1、2 週線上上課連結 

日四技

半導體 
三甲 

通訊工程實習 趙世峰 sfchao@nkust.edu.tw (一)2-4 
Microsoft Teams 會議系統，使用學校 e-mail 註冊

teams 帳號，團隊代碼 12b9s9f 

半導體製程(一) 李重義 cy-lee@nkust.edu.tw (一)6-8 https://meet.google.com/mgx-akwh-cvc 

半導體元件(二) 黃成樑 chenghuang@nkust.edu.tw (二)1-3 https://meet.google.com/grb-hjsy-xvp 

VLSI 電路設計 黃成樑 chenghuang@nkust.edu.tw (三)1-2 https://meet.google.com/grb-hjsy-xvp 

半導體量測 楊誌欽 chchyang@nkust.edu.tw (三)3-4 
https://meet.google.com/vin-cndk-pdf 

https://meet.google.com/oxq-mhje-ywk 

半導體負電阻元件 楊誌欽 chchyang@nkust.edu.tw (五)2-4 
https://meet.google.com/gtd-sjnz-ari 

https://meet.google.com/ybs-dqqp-sbs 

單晶片實驗 葉旻彥 minyen@nkust.edu.tw (三)7-9 https://meet.google.com/txf-jcbm-boe  

光電元件量測暨封裝實務 楊奇達 cdyang@nkust.edu.tw (四)1-3 https://meet.google.com/euq-xmkn-cht 

感測元件暨電路分析 顏志峰 cfyen@nkust.edu.tw (四)6-7 https://meet.google.com/qgh-dxps-kdf 

太陽能電池製程與應用 張永昇 yschang@nkust.edu.tw (五)6-8  

日四技

半導體 
四甲 

磊晶工程 張永昇 yschang@nkust.edu.tw (一)2-4  

薄膜技術 張永昇 yschang@nkust.edu.tw (四)1-3  

感測網路應用實務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三)1-3 https://meet.google.com/kae-bxoo-kaz 

生物感測 楊誌欽 chchyang@nkust.edu.tw (五)5-7 
https://meet.google.com/prp-hgsi-ose 

https://meet.google.com/vuj-vevj-pqy 

進四技

半導體 
一甲 

電路學(一)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一)4-5 
https://meet.google.com/qab-imky-ubq 

https://meet.google.com/wmx-xmxc-wzq 

普通物理實驗 殷慰箴 waitseny@gmail.com (二)4-5 https://meet.google.com/osk-xagd-cef 

實用英文(一) 蔡若玫 jomeitsai@gmail.com (三)A-5 https://meet.google.com/out-wtzk-pkg 

微積分(一) 李致頤 jennylee@nkust.edu.tw (四)4-5 https://meet.google.com/oez-opwo-inw 

普通物理 陳榮斌 rbchen@nkust.edu.tw (五)4-5 https://meet.google.com/rgn-xjoy-ogf 

計算機概論(Office 軟體應用) 白敏賢 msbair@gmail.com (六)5-7 https://meet.google.com/ozh-grsk-yaq 



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E-mail 電子信箱 上課時間 開學第 1、2 週線上上課連結 

https://meet.google.com/kxc-pbqa-pxk 

實務應用文 許淑婷 amelia6913@gmail.com (六)8-9 https://meet.google.com/ayd-awzt-kzv 

博雅(全球)全球化與兩岸關係 蔣遠平 yoyo5668@mail.tf.edu.tw (六)11-12 https://meet.google.com/ppm-mcwz-jwh 

進四技

半導體 
產攜 
二甲 

電子學(一)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五)4-5 https://meet.google.com/got-wyru-anf 

計算機與程式應用 杜秋慧 duchiuhui@gmail.com (一)4-5 
https://meet.google.com/yuz-hvqa-

kdf?hs=122&authuser=0 

電腦輔助電路設計實習 陳博源 pychen@nkust.edu.tw (三)4-5 
https://meet.google.com/dfo-cgpk-wbm 

https://meet.google.com/ntp-xpoa-zzk 

微電子電路實驗 張順雄 shchang@nkust.edu.tw (四)4-5 https://meet.google.com/hfa-iigy-gpv 

職場實習(三) 
趙世峰 
張順雄 

sfchao@nkust.edu.tw 
shchang@nkust.edu.tw 

(三)7-9 － 

數位邏輯實務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二)4-5 https://meet.google.com/mgv-wwnq-idc 

博雅(社會)生涯規劃 蔣遠平 yoyo5668@mail.tf.edu.tw (六)7-8 https://meet.google.com/ppm-mcwz-jwh 

實用英文(三) 李怡慧 stellali@nkust.edu.tw (六)A-5 https://meet.google.com/yib-yibx-iem 

體育(二) 周鼎淯  (六)6 https://meet.google.com/nwy-wbqt-rka 

進四技

半導體 
三甲 

IC 產業介紹與應用 黃成樑 chenghuang@nkust.edu.tw (一)4-5 https://meet.google.com/grb-hjsy-xvp 

電磁學 顏志峰 cfyen@nkust.edu.tw (二)4-5 https://meet.google.com/qgh-dxps-kdf 

太陽能光電技術 顏志峰 cfyen@nkust.edu.tw (三)4-5 https://meet.google.com/qgh-dxps-kdf 

半導體元件 楊奇達 cdyang@nkust.edu.tw (四)4-5 https://meet.google.com/wij-mxst-zqb 

半導體製程 李重義 cy-lee@nkust.edu.tw (五)4-5 https://meet.google.com/fbc-rbmh-ptp 

博雅(歷史)南台灣歷史與文化 王和安 anher.wang@gmail.com (六)3-4 https://meet.google.com/nyj-ocig-iqd 

半導體封裝工程 蔡潤波 rbtsai999@gmail.com (六)5-7 https://meet.google.com/ztg-bnoq-tdg 

進四技

半導體 
四甲 

感測元件應用電路實習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一)4-5 
請用以下帳號：nkustmeesensor3 登入 Google 

Meet 作遠距離教學 

單晶片實驗 葉旻彥 minyen@nkust.edu.tw (二)4-5 https://meet.google.com/aiv-srjv-bsj 



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E-mail 電子信箱 上課時間 開學第 1、2 週線上上課連結 

感測網路應用實務 姚永正 yuchyao@nkust.edu.tw (三)4-5 https://meet.google.com/cvs-mykw-xce 

半導體構裝材料與製程簡介 何宗漢 thho@nkust.edu.tw (四)4-5 https://meet.google.com/sbj-rdzd-bnu 

碩士班 

奈米科技 顏志峰 cfyen@nkust.edu.tw (五)2-4 https://meet.google.com/qgh-dxps-kdf 

專題研究(一) 指導老師 － - － 

高等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黃成樑 chenghuang@nkust.edu.tw (四)2-4 https://meet.google.com/grb-hjsy-xvp 

感測應用與自動化生產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二)6-8 
請用以下帳號：nkustmeeplc2 登入 Google Meet 

作遠距離教學 

微電子工程科技 李重義 cy-lee@nkust.edu.tw (三)2-4 https://meet.google.com/nzs-iqjx-ttz 

高等積體電路製程 葉旻彥 minyen@nkust.edu.tw (一)6-8 https://meet.google.com/feo-ffbc-ssa 

水下高等訊號處理 張順雄 shchang@nkust.edu.tw (二)2-4 https://meet.google.com/hfa-iigy-gpv 

碩專班 

奈米科技 莊國強 kkchong@nkust.edu.tw (一)10-12 
請用以下帳號：nkustmeeplc2 登入 Google Meet 

作遠距離教學 

專題研究(一) 指導老師 － - － 

微電子工程科技 顏志峰 cfyen@nkust.edu.tw (三)10-12 https://meet.google.com/qgh-dxps-kdf 

高等積體電路製程 葉旻彥 minyen@nkust.edu.tw (二)10-12 https://meet.google.com/feo-ffbc-ssa 

半導體感測元件 楊誌欽 chchyang@nkust.edu.tw (四)10-12 
https://meet.google.com/jsa-cgpm-azc 

https://meet.google.com/vpv-tshc-ms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