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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簡介目前交通大學「田家炳光電中心」的現況與未來的發展規劃，以及即

將興建的「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之籌備現況。「田家炳光電中心」在未來交大

光電研究與教學的發展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中也會試著勾勒出一些可能的

發展前景，讓《交大友聲》的讀者們也能一起來了解我們這段仍在進行中的努力

過程。

　　

簡介

光電科技的一個特性是兼具尖端科技與跨領域研究的特質，新的應用層出不

窮，提供了許多新興產業所需的關鍵性技術。這些發展已經使得我們現在的日常

生活幾乎無處不受光電科技之影響，也造就了不少新興的光電產業公司，從而使

得光電產業成為目前國內外最重要也是最有潛力的高科技產業之一。

由於光電科技產業具有跨光學、電學、資訊、機械、材料領域之整合性，必

須具有相當專業素養的光電工程師才有能力進行創新研發或有效地技術轉移，而

光電工程師除了要有數學、物理、電子電機等基本知識外，深厚的光學專業更是

不可或缺的修養，最好是從大學的基礎教育開始就一步步在光電的專業環境裡浸

淫培育。

早在雷射誕生的六十年代，交大師生即已在艱困的環境下開始光電科技的研

究。在 1980年交大率先成立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並於 1986年開始招收博士班

「田家炳光電中心」的

  現況與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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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最近為了因應國內光電產業及光電科技發展的最新人才需求，我們也已

經在 2004 年正式成立光電工程學系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以及成立顯示科技研究

所來培養顯示專業人才，與光電系所以一系二所的方式來發展。同時為了更進一

步提升我們在光電領域的學術研究，我們也在 2002 年規劃成立了一個光電研究中

心（即「卓越光電中心」，後來改名為「田家炳光電中心」），成立之初的想法是

本著交大光電所執行教育部卓越研究計畫（1999.4─ 2004.3）的基礎來發展出一個

光電卓越研究中心，可以在此中心下整合交大在光電方面的研究人才與資源來進

行更卓越之學術研究，從而可以配合光電系所來共同發展。

圖一所示為目前交大光電相關的組織架構，其中還包括 2004 年新成立的「顯

示科技研究中心」，未來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樣的整合性組織架構之發展來使交大

成為國際知名的光電研究與教學重鎮。

在 2002年初，透過光電所祁甡教授的推薦及 2002年 2月田家炳先生來訪交大

的機會，我們爭取到田家炳基金會同意捐款 5 仟萬元的可能機會，這些經費將作為

在交大校園內興建一棟「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並成立「田家炳光電中心」的部

分經費。

在初步溝通的過程中，張俊彥校長與光電所許根玉教授曾於 2002 年 5 月親赴

香港會晤田家炳先生，田家炳基金會之田慶先先生及夏華先生也於 2002年 11月親

訪交大，與電資學院吳重雨院長、祁甡教授、許根玉教授、潘犀靈教授等人討論

捐款協建光電大樓之事宜。透過這樣的協商與溝通，交大終於 2002年 11月底正式

發送田家炳光電中心計畫書予田家炳基金會，並於 2003 年 3 月之校務規劃委員會

議中通過與田家炳基金會簽定捐建光電大樓合約之議案，明定建築基地位置在工

四館西側停車場偏北處。

交大校方也於隨後正式去函田家炳基金會確認此捐建案，同意由交大校方籌

措配合款來興建「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並獲得田家炳先生回函確認此 5 千萬元

的捐款計畫，此大樓將作為未來光電系所及「田家炳光電中心」的主要發展基

地。

同時為了開始積極籌建「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在 2003 年裏我們針對建築

基地的取得以及總建築經費的籌措等問題開始依據行政程序在校內來進行討論，

在獲得一致的共識與可行的經費籌措計畫後，我們在 2004 年初成立「田家炳光電

中心大樓」籌建委員會，由工學院劉增豐院長任委員會召集人，並於 2004 年 3 月

正式將「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的興建構想書送達教育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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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初步的審議，教

育部於 2004年 5月同意將

本案列入九十三年新興工

程優先案件，正式受理並

審查本案的興建構想書。

再經過教育部多次的構想

書專案審查會議，教育部

終於2004年12月原則同意

補助本案，規劃設計報告

書併案審議。在這同時，

交大也於 2004年11月遴選

出「潘冀建築師事務所」來

負責「田家炳光電中心大

樓」的規劃，並開始進行

規劃設計報告書之準備。

2005 年 2 月，教育部終於確定通過補助本案，興建構想書的定稿本與細部的

規劃設計報告書也於 2 月併案送教育部審議，至此「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的興建

經費來源終於有較確定的把握。

　　

「田家炳光電中心」的現況與遠景

「田家炳光電中心」成立之初主要是以光電系所的老師與研究生來作為主要的

成員，所以與光電系所的合作相當密切。目前也有多位交大其他系所從事光電研

究的老師們一起熱心的參與，未來則希望能有更多其他系所的光電相關研究人員

的投入，使得本中心能真正成為交大校內跨系所跨領域的光電研究中心 。當前

「田家炳光電中心」的研究領域包括：

- Laser Physic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 Optical Communication and Fiber Optics

- Optical Storage

- Optical Design, Measurement, and Systems

- Display Technology

圖一：交大光電相關教學與研究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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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領域大抵涵蓋當前各種主要光電科技，未來也將配合其他新興光電

科技（如生醫光電）的發展來成立新的研究群。

如前所述，「田家炳光電中心」係以整合交大各系所在光電相關方面之研究

為主要目標。目前就整體發表在知名國際光電專門學術期刊之研究論文數量而

言，交大已超越美國一些著名大學，在亞洲則大約僅次於日本的少數幾所知名大

學。所以本光電研究中心在學術研究上應有很好的發展潛力，有機會成為世界知

名之光電研究中心。

為達此一目標，我們未來擬以交大執行卓越計畫所建立之基礎設施及研發成

果，結合校內在光電、電子、控制、電信、資訊科技、機械、材料及電子物理相

關科系的研究能量，並以產學合作互動方式聯合海內外華人在光電及資訊界的力

量，共同推動雷射與光電基礎研究、光電材料與元件、寬頻光纖通訊技術、光儲

存科技以及光顯示器科技等各項光通信、光資訊的基礎研究與應用，以建立交大

成為世界級的光電科技研究重鎮，協助發展我國資訊光電產業的核心技術。

更具體言之，我們將採取如下的策略：

(1)建立開放實驗室提供世界級的硬軟體，以支援本校各系所及國內外研究人

員從事前瞻性研究。目前我們正籌建田家炳光電大樓來作為未來光電系所及卓越

光電中心之新使用空間﹐將可藉此機會規劃並建立完善的光電研究硬體環境。

(2)增聘講座教授級研究人員，搭配博士後研究員、從事前瞻性研究。

(3)以研討會及互訪來促進國內外的交流與合作。

(4)以部份經費支援有時間急迫性、探索性、可快速啟動的焦點型研究計畫。

(5)與產業界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建立密切合作：邀請產業界選派工程師或研發

人員參加本校正在進行中的專題研究計劃，藉長期密切的交流互動以縮短光電學

術研究與產業界研發構想之距離。其中產業工程師因為參加科研而素質提高，也

可能因吸收新知而發明新產品，而學校研究計劃則可能由於工程師之協助而執行

更順利、更具體，這個合作研究計劃收效可能相當宏大，可謂大於雙贏的局面。

未來上述項目的執行程度當然得視未來中心經費多寡而定，不過我們將妥善

利用每年所能運用的經費來逐步完成。目前光電中心的空間（實驗室及辦公室）

與軟硬體設備等主要都是利用中心研究人員已有的資源來共用，中心的經費主要

來自中心研究人員執行經濟部科專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的管理費，目前除了部分

回饋給計畫主持人來使用之外，主要是用來支付學術邀請與訪問等雜項費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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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們希望中心本身每年也能有較多可以自己運用的經費，如此才能有足夠的

經費資源來發展。

在預期之成果方面，本中心現有參與人員中已有多位榮膺OSA 及 SPIE 等光電

國際學會 Fellow ，多位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預期未來本中心在光電重要期刊

發表論文數量將可逐年提升，論文被索引(citation)次數大幅度增加，產生更多之

相關學會 Fellow 與新的傑出研究獎或教育部學術獎得主，研究成果在國際上更加

獲得矚目(如發表邀請論文，邀請報告，名列光電年度重要發現，擔任重要會議之

Committee member 等)﹐在技轉與推廣上之專利申請及產學合作案也將可逐年提

升。

在未來一年我們也將積極延聘國際知名研究學者來出任本中心的主任，希望

藉由新的中心主任之領導來使本中心更國際化，可以真正邁向成為世界知名光電

研究中心的道路

「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的規劃與重要性

如圖二所

示，「田家炳

光 電 中 心 大

樓」興建預定

地點在光復校

區內，北側及

西側為運動休

閒區，東臨工

程四館，南側

為現正規劃興

建之交映樓，

初步的外觀規

劃則如圖三所

示。

未來這棟

大樓將會是光

電系所及田家 圖二：「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興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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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光電中心的主

要硬體基礎，一

樓主要為教學區

及系所辦公室，

二樓以上則為研

究實驗室及研究

人員辦公室。二

樓以上的每一層

樓將盡量以研究

群 的 方 式 來 規

畫，讓每一層樓

可以形成一個整

合式的研究群，

使具有類似研究

興趣與專長的研

究人員可以透過

群聚效應來加速成長。

目前光電系所之教學與研究空間乃零星分散於工程五館及電資中心多個樓

層，致使其研究與教學空間無法作整體而有效率的規劃。為因應未來光電系所師

生人數之成長以及光電研究規模的擴大，「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的興建實為相

當重要的關鍵，期望可藉以擴增整合並推動交大光電科技的教學與研究，使交大

能對我國光電高科技人才之培育及光電科技之研發持續作出具體的貢獻。

結論

一般言之，足夠規模的整合式硬體空間環境、足夠質量的研究人員、足夠優

秀的學生來源、以及足夠充分的研究發展經費等因素都是造就一個卓越研究中心

的必要條件。

在「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順利興建完成後，我們將更進一步具備第一個重

要的條件：足夠規模的整合式硬體空間環境。其他的幾個發展條件我們在過去都

已建立很好的基礎，未來如能再爭取到更充分及可自由運用的中心經費來進行整

合式的研究發展，應該有很好的機會可以來達到我們的目標：建立交大成為世界

級的光電科技研究重鎮。這樣的目標是我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我們未來的努力

方向。

圖三：「田家炳光電中心大樓」初步外觀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