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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是什麼?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中華大學



學系師資陣容

鄭藏勝特聘教授

馬廣仁教授

系主任:林育立特聘教授

黃俊燕副教授吳建宏副教授

林志陽助理教授
董其樺副教授

胡光宇副教授



◆配合台灣產業之發展

◆符合全球高科技之發展趨勢---跨領域產業

學系沿革及特色

A 跨領域學習：透過彈性的課程規劃，突破領域疆界與限定。

強調動手實作訓練：除專業知識之教授外更重視做中學，從動手實作中獲取知識。

推動全學期(學年)企業實習：為縮短學用落差，使學生在學與就業可無縫接軌，
提高學生之就業競爭力。

B

C

學系特色



◆培養具光電與材料跨領域專業知識（寬廣的選擇）之人才。

◆培養學生解決實務問題之能力（學以致用）並尊重工程倫理及注重團隊合作。

◆每學年舉辦專題競賽提升創意實作之能力(創意發想)。

教學目標與特色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跨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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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四年學習規畫

•基礎必修

•專業必修

•通識學習

•跨院體驗

•海外體驗

st

•專業選修

•企業實習

•跨領域就業學程

th

•專業必修

•專業選修

•通識學習

•專題實作(總結)

•專題競賽

•考取證照

rd

•基礎必修

•專業必修

•通識學習

•專業選修

nd
基礎階段

6

專精階段

專精階段(總整階段)

總整階段



中華大學資電院電學整合教學實驗室



特色教學實驗室-實驗室設備企業化

半導體設備
與製程實驗室

微型電子
顯微鏡設計
與製造實驗室

綠色能源
實驗室





年度 計畫來源 計畫名稱 計畫總金額

110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 光電感測技術與材料應用人才培育模組課程 1,070,000元

110 勞動部 光電半導體與材料跨域加值就業學程計畫 1,000,000元

109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空氣彈簧可變高度結構氣動力研究 500,000元

109 勞動部 光電與材料跨域整合與應用就業學程 1,000,000元

108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撓性減振動剛性資料庫分析與程式化 600,000元

108 勞動部 光電與材料跨域整合就業學程 1,000,000元

107 勞動部 綠色能源就業學程計畫 1,000,000元
105 勞動部 先進製造光機電整合設計技術學程 750,000元
104 勞動部 光機電整合產品設計技術人才 750,000元
100

教育部
「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
學程」_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552,000元

99
教育部

「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
學程」_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600,000元

98
教育部

「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
學程」_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2,550,000元

96 教育部 奈米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275,000元
95 教育部 奈米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428,500元
94 教育部 奈米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元

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參與廠商：京碼股份有限公司(竹科)、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科)、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竹科)、
台灣電鏡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竹科) 、矽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竹科)



中華大學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大三總整課程『專題實作』
接軌企業-培養學生解決實務問題之能力

題目 本校指導老師 企業指導老師

應用於脈搏血氧濃度量測之感測器模組 董其樺副教授 鼎元光電許政義副理

應用於腦波量測之感測器模組 董其樺副教授 鼎元光電許政義副理

應用手勢控制LED明亮之感測器模組 林育立特聘教授 鼎元光電許政義副理

應用於自駕車之光學雷達感測器模組 馬廣仁助理教授 京碼科技李俊豪董事長

應用於雷射雕刻機之光學尺製作 黃俊燕副教授 京碼科技李俊豪董事長

應用於環境感測之PM2.5感測模組 吳建宏副教授 聯華電子郭松年副處長

應用於環境感測之溫度濕度感測模組 吳建宏副教授 聯華電子郭松年副處長



企業參訪

參訪企業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研院奈米中心

毅太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科學園區探索館

交通大學Eco-City科技館

元璋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太空中心

參訪企業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北投綠建築圖書館

鶯歌陶瓷博物館

台電核二廠

長榮航太科技

北投綠建築圖書館

3M台灣研發中心

國際綠色產業展

新竹就業中心

瑞泰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舉辦專題競賽-
rd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全學期(學年)有薪實習

詠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實習-
th

典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smc.com/chinese


不僅學的多且廣，而且課程設計也跳脫以往

課堂上課枯燥的模式，課程融入動手實作的

單元設計，以議題導向式的課程規劃以提高

同學的學習興趣。

實作
人才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職場
競爭力 業界專家指導2

本系課程安排業界師資參與授課或講演活動，
讓同學可接觸業界最先進之技術與發展。

在學有薪實習1
本系與多家知名企業簽訂實習合約，讓同
學在畢業前都有機會進入職場實習(有薪
實習) 。

知名公司參訪3
本系每學期皆帶領學生至企業參訪，
藉由參訪讓同學了解企業實際工作概
況。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就業
薪資高

因為本系的跨領域設計，因此

本學系畢業生就業率高，根據

調查業界雇主對本系學生的滿

意度也高，另外以人力銀行所

公布大學生就業薪資做比較，

本系畢業生的就業初始薪資高

於一般私立大學。

本系為跨領域理工之科系，橫跨電
子、通訊、光電、材料等領域，故
畢業校友就業出路廣泛，選擇多元。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職務名稱 平均月薪(元)

奈米研發工程師 56,111

光電工程師 52,501

太陽能技術工程師 52,926

半導體工程師 50,969

光學工程師 50,774

材料研發工程師 50,418

微機電工程師 50,088

*資料來源2020年07月05日104(1111)人力銀行* 

私立大學 領域/科系 薪資 比例

中華大學 同類領域 6萬元 48%

其他私立大學 同類領域 6萬元 31%

勝

私立大學 領域/科系 薪資 比例

中華大學 同類領域 4萬元 86.1%

其他私立大學 同類領域 4萬元 72.4%

勝



全校唯一招收外籍生(菲律賓)班之學系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台灣同學撰寫的學習心得

菲律賓同學撰寫的學生心得

台灣同學與菲律賓學生合作學習 (材料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願景
年10

光電與材料產業往系統發展已是趨勢

培育設計系統的人才是未來本系的重點

-車輛防撞系統

-自駕車系統

-智慧製造系統

-醫療檢測系統

-人臉辨識系統培育設計系統人才



學系指標

19

Skill

Attitude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Responsibility

Team work

S

M

A

R

T



就業方向

⚫ 綠能科技/研發工程師

⚫ 半導體製程或設備工程師

⚫ AI 程式設計與應用工程師

⚫ IC封裝/測試工程師

⚫ 生醫檢測工程師

⚫ 光電工程師

⚫ 材料工程師



畢業系友就業公司(舉例)

⚫ 大立光電、群創光電、友達光電

⚫ 聯華電子、台積電、啟碁科技

⚫ 矽格、京元電子、日月光

⚫ 奇鋐科技、光寶

⚫ 台達電、乾坤、國巨

⚫ 晶電、鼎元、億光

⚫ 聯嘉、智邦

⚫ 國家衛生研究院



24

排名 學校 薪資

1 國立交通大學 67030

2 國立成功大學 65860

3 國立中央大學 62910

4 國立中山大學 62410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61450

6 私立逢甲大學 57770

7 私立中華大學 56960

8 私立元智大學 56920

9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54390

10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51820

資電學院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排名 學校 薪資

1 國立中央大學 60350

2 私立中原大學 55620

3 國立中正大學 55090

4 私立淡江大學 55030

5 私立輔仁大學 54420

6 國立政治大學 54010

7 國立中山大學 53480

8 私立元智大學 53410

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53100

10 私立中華大學 52940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建築與設計學院建築都市計劃學系

排名 學校 薪資

1 私立淡江大學 52090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49530

3 國立成功大學 48220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6840

5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45480

6 私立中原大學 44940

7 私立中華大學 44070

8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 43860

9 私立逢甲大學 43500

10 華夏科技大學 42920

109年 104人力銀行



人工智慧應用
組第一類組

材料應用組
第二類組

生醫光電組
第三類組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招生分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