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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歡迎您的加入 



發展方向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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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與 
電力電子 

控制與訊
號處理 

通訊與 
光電應用 

電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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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資通訊 
光電半導體 

綠能與電力
轉換技術 工業4.0 

機電整合 

因應產業需求與未來趨勢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view?sid=5107000000&mid=52010

1&degree=3&typ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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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亮眼 

專題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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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中華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一、便捷的交通網 

距捷運、高鐵、
台鐵南港站12

分鐘車程 

平均5分鐘一班
公車開往捷運站 



二、注重證照及業界實習 

乙級通信技術證照練習場 室配、工配、用電設備 
檢驗證照練習場 

乙級電力電子證照練習場 

日月光半導體    
穩懋半導體 
宸鴻光電 
隆通工程 
正能光電 
領眾科技 
鴻聯發科技 
探騚科技 

業界實習合作公司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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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爭取產業人才培育計畫，產學攜手合作教學 

補助單位 學 程 名 稱 

勞動部 
就業學程—光電半導體設備及智慧財產權實務學程
(102,104,105) 

科技部 
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計畫-平面顯示器製程與光
電應用實務人才培育模組課程(103) 

教育部 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100-102)三年期 

教育部 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102-103)二年期 

經濟部 
產業人才扎根計畫—觸控螢幕機電整合與智慧財產
權專業產業人才培育計畫(102、105) 

教育部 
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機電建置學分學程 
(103-104)二年期 

經濟部 
智慧化生產設備應用技術專業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106)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三、產學合作教學培育就業人才 



實務課程規劃及運作機制 

執行102年經濟部產業人力扎根計畫，
輔導7位學生各獲得3萬元獎學金。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及預算數(僅

列補助團體私人預算金額)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團體全

銜或私人姓名) 
撥款情形 

(撥款金額) 

觸控螢幕機電整合
與智慧財產權專業
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獎學金 陳彥銘 30,000 
獎學金 陳資翰 30,000 
獎學金 范志元 30,000 
獎學金 莊簦懋 30,000 
獎學金 吳庭瑋 30,000 
獎學金 陳駿瑋 30,000 
獎學金 林家鴻 30,000 
獎學金 黃柏穎 30,000 

合計 240,000 

★積極爭取政府資源，增加學生學習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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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實務課程規劃及運作機制 

執行103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
補助計畫，輔導10位學生各獲得
27,600元獎學金。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及預算數(僅

列補助團體私人預算金額)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團體全

銜或私人姓名) 
撥款情形 

(撥款金額) 

平面顯示器製程與
光電應用實務人才
培育模組課程 

獎學金 林承毅 27,600 
獎學金 吳東穎 27,600 
獎學金 顏守一 27,600 
獎學金 陳聖閔 27,600 
獎學金 趙子順 27,600 
獎學金 陳冠廷 27,600 
獎學金 吳亞育 27,600 
獎學金 李榮堂 27,600 
獎學金 顏旭伍 27,600 
獎學金 鄧皓偉 27,600 

合計 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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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課程名稱 業師姓名 業界教師任職單位 
業界教師 
職稱 

102 電力轉換器設計與應用 莊O峰 領眾科技 總經理 

102 電機機械實習 李O和 英華威 副總特助 

102 工業配電 李O南 大展電機技師事務所 電機技師 

102 工業配電 杜O宏 展延電機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 消防設備師 

102 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 劉O文 日月光半導體公司 處長 

102 人機介面觸控螢幕應用技術 苗O浩 銓碁光電公司 經理 

103 DSP晶片控制技術與應用 游O憶 唯邦科技 專案經理 

103 電能轉換技術 劉O佑 日山能源科技 技術部經理 

103 平面顯示技術與製程設備 吳O興 富智光電 經理 

103 平面顯示技術與製程設備 羅O岳 友達光電 經理 

104 智慧財產權管理 許O音 正能光電 經理 

104 光機電產業設備系統設計 許O宏 鉅安科技 經理 

104 專利撰寫申請與審查 呂O昌 智財局 科長 

104 自動光學檢測技術 徐O蔚 緯創資通 經理 

104 精密機械設計 黃O洲 太新光電 總經理 

2、經驗豐富業師參與授課，課程貼近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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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三、產學合作教學培育就業人才 



招生說明會 亞力電機參訪 學生業界實習 

 3、103學年到104學年開設「機電建置技術學分 
        學程專班」，配合業界需求開設客制化課程 
       ，專班同學畢業即可到合作之公司就業。 

  三、產學合作教學培育就業人才 

 4、業界參訪與業界專家演講提升創新實務能力。 
 5、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學，業師參與指導專題。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與正能光電公司之產學合作 

太陽光放光元件系統開發計畫之太陽放光系統控制元件開發計畫 

太陽光傳光元件系統開發計畫-傳光系統光纖耦合技術研究專案 

光學開關之機電光整合技術研究專案 

衍生發明專利14件 

參加國際發明競賽 
獲獎 鉑金獎1件 
         金牌獎1件 
         銀牌獎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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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北
國際
發明
展 
 
參賽
作品 
  
獲得
鉑金
獎 



與鴻聯發科技公司之產學合作 

基於物聯網之失智老人看護系統之研究 

具遠端遙控嵌入式人機介面之三維列印系統之研究 

大行程3D列印機之研究 

衍生發明專利5件 
        新型專利4件 

參加國際發明競賽 
獲獎 金牌獎1件 
         銀牌獎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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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探騚科技公司之產學合作 

工業4.0智慧化生產設備，
獲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補
助，受邀參加2016台灣國
際工具機展   

16 



◎課業輔導 
◎拔尖教學 

◎教學助理協助教學 

授課教師 

◎補救教學 
◎根據教學評量 
   修正教學策略 

教務處、學務處 

◎教師課業輔導成效 
◎導師缺曠輔導成效 
◎班級經營成效 

四、完善用心的輔導機制 
授課教師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李昆益老師獲得 
103年傑出教學獎 

楊瑞錶老師獲得 
102年優良導師獎 

蔡政宏老師獲得 
104年優良導師獎 



社
會 
服
務 

各
類
比
賽 

104 年
校慶學
生拔河
比賽冠
軍 

學生社團偏鄉辦理教育部寒暑
假教育優先區服務輔導營隊 

學生社團南港汐止
弱勢學童課輔活動 

103 年
活力杯
桌球比
賽亞軍 

102 年 創
意趣味競
賽一甲學
生腳踏車
接力比賽
第一名 

104年電
機系學
會社團
評鑑第
一名 

公民力提升:社團活動與服務學習課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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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核心三力-公民力 

電機工程系學生會會長林成璋、吳柏諺
獲遴選為102,104年大專優秀青年 

電機系之光 



五、專利發明年年獲獎 
2016台北國際發明展1面鉑金獎、 1面金牌、1面銅牌 

2015台北國際發明展1面金牌、1面銅牌 

2014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銀牌1件 

2014台北國際發明展金牌1件、銀牌2件 

2013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金牌1件 

2013台北國際發明展銀牌2件 

2013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金牌1件、銀牌1件 

2012中國國際發明展金牌1件 

2012台北國際發明展金牌1件 

2012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銀牌2件 

2011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金牌1件 

2011年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金牌2件 

2010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銀牌1件 

2010年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金牌2件 

2009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銅牌1件 

1面鉑金獎 

12面金牌獎 

9面銀牌獎 

3面銅牌獎 

20 

累積獎牌數 
全校第一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學生核心三力-創新力(國際及專題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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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明展競賽獲獎 



◎2011 全國波浪能轉換器創意實作競賽榮獲亞軍。 

◎2011 全國新興能源暨綠色能源創意競賽團體入選獎。 

◎2012 全國流能轉換器創意實作競賽榮獲亞軍。      

◎2012 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榮獲特別獎。      

◎2013 本校金華獎專題製作競賽榮獲工學院動力機械群第二名。  

◎2013 全國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榮獲季軍。 

◎2014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榮獲能源與環保群 

           入圍與參展。(全國共6組入圍) 

◎2014 本校金華獎專題競賽榮獲工學院資電群第三名、佳作及動 

           力機械群佳作。 

◎2015 本校金華獎專題競賽榮獲工學院資電群第三名及動力機械 

           群第三名。 

◎2016 北區技專院校專題創意競賽金質獎、銀質獎。 
◎2016 本校專題競賽榮獲工學院資電群第一名及動力機械群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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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專題競賽年年獲獎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教育部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暨能源科技創意實作
競賽成果展，高雄科工館與台灣科學教育館參展。 

六、學生專題競賽年年獲獎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七、研究所升學表現亮眼 
年度 學生 錄取學校 

105 鄧仲豪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所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色彩與照明科技所碩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機電所碩士班 

105 李金儒 台灣科技大學色彩與照明科技所碩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所碩士班 

24 

104 彭啟睿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碩士班 

國立宜蘭大學電機所碩士班 

長庚大學電機所碩士班 

104 陳利溢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力電子產碩專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所碩士班 

104 林子鈞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光電所碩士班 

103 林承毅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色彩與照明科技所
碩士班、臺灣師範大學光電所碩士班 

103 王翊仲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所碩士班 

103 王翊安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力電子產碩專班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電機系教師輔導學生升學博士班 

•陳建君                                    (國立台灣大學應力所博士畢業) 

•林裕展、李政哲、李欣哲    (國立台灣大學光電所博士班) 

•陳峙樺、林倉毅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所博士班) 

•楊宜斌、楊宜誠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所博士班) 

•陳冠宇、魏孝哲                    (國立台科大光電、電機所博士畢業) 

•周俊翰、陳柏堅、詹凱全    (國立台科大光電所博士班) 

•高千勛、林旻翰、王奕喆    (國立台科大電機所博士班) 

•林哲民、沈易達、葉全峰    (國立台北科大光電所博士畢業) 

•許志宏、李奕攸                   (國立台北科大學光電所博士畢業) 

•黃于泰、翁瑋菘                  (國立虎尾科大光電所博士班畢業) 

•王子龍、張治傑、吳家興    (大同大學光電所博士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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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發能量備受肯定 
◎ 2006、2008、2010、2012、2014、2016年中華科   
   大連續六次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學校」。 
◎2016年台北國際發明展本校獎牌總數以及鉑金獎總數為
『全國參賽學校之冠』。 
 ◎電機系為中華科大專利核准最多、得獎最多的科系。 

中華科大 
電機系專利 

核准、專利得獎數 
全校第一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學生核心三力-就業力(就業媒合及徵才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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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南科技到電機系徵才  

就業博覽會徵才  

聯合光纖到電機系徵才  



學生核心三力-就業力(系友會及校外實習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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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系友就業經驗分享 

系友創辦公司隆通工程徵才面談 系友創辦公司正能光電校外實習面談 



■98年畢業進修部系友簡達益創立正能光電公司(創櫃板7410) 

歷年已錄用電機系學生人數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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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畢業學生曾詩涵、林旻翰、高千勛、郭佳瑜、林濟翔 
                                                         周俊翰、林濟翔、廖家儀； 
100年畢業學生孫瑜陽、梁翰勛； 
102年畢業學生陳駿瑋、潘隆華； 
103年畢業學生謝汶靜、吳昆鴻。  

學生核心三力-就業力(系友會及校外實習面談) 



學生就業表現 

張恆耀 宸鴻光電技術長 

張永豐 吉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世通 隆通工程公司董事長 

林世國 台北捷運機電工程師 

李宏修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正工程司
兼科長 

李正彥 Panasonic主任工程師 

魏騰輝 中鼎工程公司  專案經理 

吳昌宜 精業技術顧問 

王子龍 勝華科技工程師 

劉競文 中芯半導體經理 

莊中緯  仁寶電子工程師 

郭俊瑋 奇美電子專案經理 

鄭百淳  宜揚科技產品工程師 

黃舒鈺  華寶電子工程師 

林裕章  中研院基因鑑定中心軟體工程師 

王思博 廣達電子工程師 

李如惠 連邦專利事務所工程師 

邱佳琳 揚智科技資深工程師 

曾啟榮 台電調度處工程師 

林志明  日月光電子工程師 

林世國 再轉任高鐵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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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星(甄選入學) 
★四年學雜費由獎學金全額補助。 
   電機系甄選入學統測原始分數加權後總分達450分。 

         http://www.cust.edu.tw/enroll/scholarship.html 

◎四技 
★高中申請入學：原始總級分各系前60%者，或總級分達   
   40級分(含)以上者，每名1萬元整。 
★技優甄審入學：以第一志願序錄取並註冊本校者，每名 
   1萬元整。 
★甄選入學統測原始分數加權後總分達300分以上：每名 
   1萬元整。(國、英、數各乘以 1 ，專業一、專業二各 
                       乘以2) 

八、新生入學獎學金 中華科大 
電機工程系 



中華科技大學電機系系主任 李昆益 
電話02-27851154 ext204   手機 0922615156 



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新進職員 











台北捷運招考／歷年各類科需用人數與錄取人數  



桃園大眾捷運招考／歷年各類科需用人數與錄取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