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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存在之目的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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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is an institution that exists to 

advance the culture, both by acquiring new 

knowledge and by disseminating received 

knowledge in ways that inspire young people to 

use it – both crea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Donald Kennedy, Academic Du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學術這一行, 天下文化,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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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敬業

 親自準備投影片、考題、作業等。

 準時上下課。

 老師有沒有「用心」，學生很容易感受出來。

啟發

 若能啟發學生對該門課之興趣，使學生從學習
中得到樂趣，相信學生必能自動自發，得到極
大之學習效果。

 以自身任職於美國產業界之經驗，讓學生了解
如何將課堂之知識應用於真實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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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互動

 學生大多剛入門，需要老師不厭其煩地解釋。

 多和學生互動，以掌握學生對課程接受之程度。

 講解一個問題前，先問學生對該問題之看法。

鼓勵

 若在學習過程中，一再受到挫折與打擊，很容易
對學習失去興趣。

 在課堂上，學生若有好的表現，給予口頭嘉勉。

 作業與考題儘量由淺入深，難易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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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紀律

 第一堂課，必發給學生課程大綱，清楚告知
學生該門課之目標、要求、評分方式、考試
次數與考試日期等，並且嚴格執行，絕不因
人而異。

 對求情者的 policy 為 First In First Out (FIFO) –

越早求情者，越早被丟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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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公正

 分數雖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既然要給，務必
力求公正與客觀，正確反映出學生之程度。

 「評量」與「教學」同等重要。

 學生於學期中任何時候，可明確知道自己學
期總成績已獲得幾分。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期末不對全班或個人調分或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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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學士班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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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 修課
人數

教學
評量

99上 管院大一
共同必修

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 3 72 4.07

99下 網工所/資
工系

無線網路 (大學部「副核心」
課程)

3 10 4.71

100上 網工所/資
工系

無線網路 (大學部「副核心」
課程)

3 71 4.55

101下 資訊學院
共同必修

計算機網路概論 3 103 4.30

102上 資訊學院
共同必修

計算機網路概論 3 93 4.32

103上 資訊學院
共同必修

計算機網路概論 3 91 4.42

103下 網工所/資
工系

無線網路 (大學部「副核心」
課程)

3 88 4.37

104上 資訊學院
共同必修

計算機網路概論 3 99 4.52



教學成果:研究所選修

14

學期 單位 課程名稱 學
分

修課人數 教學評量

101上 網工所 無線網路協定
與技術

3 55 4.51

102下 網工所 新世代無線網
路協定與技術
(英文授課)

3 59 4.43

103下 網工所 網路效能分析 3 12 3.71

104上 多工所 創業實務 (英文
授課)

3 41 4.55



學生評語

上大學以來第一次遇到這麼認真
又教這麼好的老師

交大修過最好的課

謝謝老師認真的授業

老師上的很好，很善用例子解釋

老師很認真，教學很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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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語

譬喻貼切讓人更了解課程內容

老師上課與學生互動，保持全班
清醒專注

老師教學認真，學到很多，謝謝
老師

I really enjoyed this course, please 

keep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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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授課
教學方式可彌補英文障礙

任職於美國Bellcore時，曾於2001年在美
國紐澤西理工學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兼課，開授「ECE 783 -

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works」

 期末評鑑時「The overall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course」一項獲得3.50分（滿分為4.0；4-

Excellent，3-Good）。

17



18

學期 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 修課
人數

教學
評量

102下 網工所 新世代無線網路協定
與技術

3 59 4.43

104上 多工所 創業實務 3 41 4.55

英語授課



曾獲教學獎勵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傑出教學獎, 2015

年4月

九十四年度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全
校十人獲獎）, 2006年9月

入圍九十五年度（2007年）、九十六年度
（2008年）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九十五、九十六年度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評審委員會委員

九十四年度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傑
出教學獎（全院二人獲獎）,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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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交大學生獲得下列獎項
2014年通訊大賽SDN創新應用競賽最佳校
園菁英獎, 2014/12

IoT/M2M共同聯網平台與應用服務競賽佳
作, 2014/7/20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103學年度專題
競賽佳作, 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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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發展
撰寫一英文版之教科書「IP-based next 

generation wireless networks」，該書由國際
知名出版商John Wiley & Sons, Inc. 出版。

已被美國、英國、韓國、新加坡、香港、
印度、挪威、與我國多所大學採用為教科
書。

開授本校無線網路課程之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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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課程/教學發展相關的計劃
教育部102年度「網路通訊重點領域學程」，「
物聯網學程」主持人，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

教育部101年度「網路通訊重點領域學程」，「
物聯網學程」主持人，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

教育部100年度「網路通訊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教材發展：「嵌入式行動多媒體實驗」主
持人，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

教育部「第二期資訊軟體人才培育計畫 - 資通系
統軟體領域」規劃委員，2013 年至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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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學成果
支援開授管理學院大一共同必修「計算機
概論與程式設計」，該門課統一進度、共
同出題、共同考試、共同評分。

支援「交通大學」與「台中一中」合辦之
「高級中學科學班」，開授「計算機科學
概論(一)」與「計算機科學概論(二)」。

義務教導「新竹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雙語部
」學生基礎程式設計（英文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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