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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信科技(Communications)
1. 通信科技的發展

• 古代的通信
書信、烽火、旗號等

• 現代的通信
有線技術

1820, Hans C. Oersted 電生磁效應
1835, Samuel Morse  電報
1876, Alexander G. Bell  電話

無線技術
1831, Michael Faraday  電磁感應
1864, James C. Maxwell  麥克斯威爾方程式
1887, Heinrich Hertz  天線實驗
1896, Guglielmo Marconi  無線電報

網路技術
1960s  Internet TCP/IP Protocol
1990s WWW: World  Wid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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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信科技(Communications)
2. 通信科技的應用

• 雷達

• 廣播

• 射頻辨識(RFID)
• 全球定位系統(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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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導體科技(Semiconductor)
1. 半導體科技的發展

• 法拉第發現異常導體

Ag2S 電阻隨溫度上升而下降

• 真空管時代

1940s電腦

• 半導體時代

1947/12/23 Bell Lab
Shockley, Bardeen, Brattain 

1956 Nobel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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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導體科技(Semiconductor)
2. 半導體科技的應用

• IC: MOSFET
• Laser Diode
•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 MEMS
• Bio-Medical Chip
• DSP IC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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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科技(Control)
1. 控制科技的發展

• 動力發展階段

人力、獸力、自然力

• 蒸汽機/引擎/馬達

• 負回饋理論

瓦特的飛球轉速調整器

Maxwell Feedback 數學證明

• 半導體

• 電腦

EnvironmentPlant

SensorController

Driver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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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科技(Control)
2. 控制科技的應用

• 傳統控制

• 自動化控制

• 智慧型控制

類神經網路

模糊理論

基因法則

灰色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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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力科技(Electrical Power)
1. 電力科技的發展

• 電的發現
1600, Gilbert   電的通性(Electricity)
1745, Musschenbroek 靜電儲具：萊頓瓶
1752, Franklin  費城風箏實驗
1831, Faraday   磁生電

• 電池的發明
Baghdad battery
Galvanic cell
Voltaic Piles

• 公共電力的發展
DC Generator   Edison
AC Generator   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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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力科技(Electrical Power)
2. 電力科技的應用

• 太陽能電池
電動車、熱水器、建材 ….

• LED燈
照明設備、燈號 ….

• 發電器
風力發電、水力發電、潮汐發電 ….

• 電力電子
電力供應器、電力轉換器、變頻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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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1. 電機專業領域

Electronics

Power 
System

Electro-Relat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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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2. 訊號(Signal)

類比訊號(analog signal)
數位訊號(digital signal)

Digital

Analog

Analog signal

ADC samples DAC out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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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3. 傅立葉級數與轉換(Fourier Series and Trans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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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4. 濾波器(Filter)

   





0k

kkk tAtf cos

System
(Filter)

1

2

3

    





0k

kkkkk jHtjHA  cos

H(j)

國立交通大學電機系 陳永平教授編



伍、電機科技簡介伍、電機科技簡介

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5. 調變與解調(MODEM:Modulation & Demodulation)

AM (amplitude modulation)
FM (frequency modulation)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Carrier     Signal

Modulated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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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6. 調變(Mod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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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知識(Professional Knowledge)
7. 解調(Demod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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