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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系所沿革與動線生活機能

畢業生就業現況與產業趨勢

系所發展主軸、課程特色與學術深耕

110學年度招生種類與員額

本系選才方向



系所沿革

2021年─經教育部核定新增微電子應用技優專班及半導體、

AI擴充班，「日間部四技」共招生三班

2019年─因應三校合併，更名為「半導體工程系」

具有大學日間部/進修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改隸屬於電機與資訊學院

2018年─成立「進修部四技」

2016年─申請「產學攜手專班計畫」

核定外加招收日間部四技一班

2011年─成立「碩士在職專班」

2008年─成立「碩士班」

2004年─成立「日間部四技」大學部

2002年─成立「日間部二技」大學部

改名前---微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工程系-110學年度入學管道與員額
部別 學制 招生總額(名) 班級數

日間部
四技 164 三班

研究所 20 一班

進修部
四技 60 一班

碩士在職專班 12 一班

日間部四技-入學管道與員額(共164名) 報名時間

技優甄審(50名)
微電子應用技優專班

外加50
三年級上學期分組：人機介面系統整合組(25名)、

鐵道機電整合組(25名)

資格審查登錄：110.5.06(四 )10時至
110.5.12(三 )17時止

繳交報名費：110.5.11(二)24時止
通過資格審查之考生，方可網路報名：
110.5.20(四)10時至110.5.26(三)17時止

甄選入學(53名) 內含26 (含青儲組1)
外加27 (原住民1、AI半導體領域-擴充26)

第一階段集體報名及繳費：
110.5.21(五)10時至110.5.27(四)17時止
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上傳備審資料：
110.6.2(三)10時至110.6.7(一)22時止

聯合登記分發(53名) 內含24、外加29 (AI半導體領域-擴充23、原住民1、退
伍軍人1、僑生1、境外子女1、蒙藏生1、政府外派子女1)

集體資格審查登錄：
110.5.10(一)10時至110.5.14(五)17時止

高中生申請入學(4名) 外加4 第一階段集體報名及繳費：
110.3.22(一)10時至110.3.25(四)17時止

技職繁星(4名) 外加4 被推薦學生網路報名：
110.3.17(三)10時至110.3.24(三)17時止

進修部四技-單獨招生與員額(共60名) 報名時間

書面審查組(15名)
內含50、外加10 (AI半導體領域-擴充5、原住民1、退
伍軍人1、境外子女1、蒙藏生1、政府外派子女1)

書面審查組報名：
110.4.19(一)9時至110.7.6(二)17時止

統一入學測驗組：
110.6.21(一)9時至110.8.4(三)20時止

統一入學測驗組
電機電子群電機類27名
電機電子群資電類18名



地利之便—交通機能

• 左營高鐵站與高雄捷運紅線左營站共構
• 校區距離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300公尺，步行5分鐘內
• 下楠梓交流道10分鐘內
• 楠梓火車站有公車可達

動線生活機能



地利之便—繁華美食街動線生活機能

德賢路、德祥路的繁華美食街總長2公里，緊臨學生宿舍
區(300公尺)、楠梓加工區(200公尺)，因加工區聚落造成
龐大消費商圈



地利之便--實習、就業

緊臨楠梓加工區(500公尺)，楠梓加工區為全世界最大封
裝廠日月光總公司座落之基地，其它亦有華泰電子、光寶
科技、恩智浦、楠梓電子、日商雙葉電子…等約86間公司

動線生活機能



地利之便--實習、就業
動線生活機能

高雄科技園區(第二期)又稱橋頭園區
已於2019年12月行政院核定通過籌設計畫
預定2021年開始設廠，投資金額估5300億，增加2萬個新就業機會



地利之便--實習、就業
動線生活機能

而近年來，IC材料、晶圓製造、封裝測試等相關業者，持續進駐及擴大產能，
不斷提出對於高雄產業用地的殷切需求。故高科二期436公頃土地亦在橋頭正
式啟動，正坐落於本校第一校區的北面。
園區主要發展為人工智慧與半導體，兩者發展相依相存，在高雄的半導體聚落
已指日可待。



畢業生就業現況

本系畢業生的蹤跡

─全台三大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台中科學園區、南部

科學園區)的半導體產業公司

─加工出口區：高雄、楠梓、台中

─各地科技園區：內湖科技園區 ꞏ 南港軟體園區、 頂埔科

技園區、竹科龍潭園區、 台元科技園區、竹南園區、中

科后里園區等等



現況工作領域與職務現況

台積電、聯電、美光、鴻海、日月光、南茂、盛群半導體、福雷電子
、世界先進、晶元光電、中山研究院、友達、群創、欣興、仁寶……

畢業生就業現況-大學部

109年11月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簡稱IEET)進行，工程教育
認證所做問卷調查─大學部畢業3-5年系友(104-106畢業)



109年11月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簡稱IEET)進行，工程教育認
證所做問卷調查─大學部畢業3-5年系友(104-106畢業)相關
直屬主管問卷

畢業生就業現況-大學部

具備專業知識應用能力

具備跨領域分工與整合能力

具備解決工程技術問題及應對能力 具備良好團隊合作能力

若有晉用人才的機會，
您會推薦本系系友嗎?本系系友整體工作滿意度



現況工作領域與職務(109年調查)

109年11月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簡稱IEET)進行工程教育
認證所做問卷調查─研究所畢業3-5年系友(104-106畢業)

現況

研發工程師、積體電路佈局設計工程師、產品工程師、製程工程師、
設備工程師、測試工程師、品管工程師、系統整合開發工程師、……

畢業生就業現況-研究所



109年11月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簡稱IEET)進行工程教育認證
所做問卷調查──研究所畢業3-5年系友(104-106畢業)相關
直屬主管問卷

畢業生就業現況-研究所

具備專業知識應用能力

具備跨領域分工與整合能力

具備解決工程技術問題及應對能力 具備良好團隊合作能力

若有晉用人才的機會，
您會推薦本系系友嗎?本系系友整體工作滿意度



本系學生未來就業─半導體人才長年不足

從官方統計的2002年開始，光竹科職缺數徘徊在3000～7000多個

SEMI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籲：重視半導體人才培育，維持產業成長

現今電子業及半導體產業所開職缺至少62,628個就業機會



本系學生未來就業



系所發展主軸與課程特色



系所課程特色

本系針對半導體相關產業所培育職位諸如研發工程師、積體
電路佈局設計工程師、產品工程師、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
師、測試工程師、品管工程師、系統整合開發工程師、……

依照經濟部工程師技能基準，本系針對所需具備技能設計對
應的專業實務課程，以培育業界所需的即戰力工程師

學生至半導體產業實習操作製程機台



半導體製程工程師所應具備之職能基準與
對應規劃課程



半導體測試工程師所應具備之職能基準與
對應規劃課程



LED光學設計工程師所應具備之職能基準與
對應規劃課程



設計-電路佈局工程師所應具備之職能基準
與對應規劃課程



射頻積體電路佈局設計工程師所應具備之
職能基準與對應規劃課程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基礎、分析與實習課相關之理論課程為必選修科目：
半導體產業介紹、向量分析、光電半導體
元件、感測元件暨電路分析

半導體專業課程與實習課程皆為必修課：

半導體元件製程：半導體元件(一)、半導體製程、
VLSI電路設計實習(一)

微電子系統設計：虛擬圖控儀表實務、FPGA/HDL設計實習

、單晶片實驗(一)、射頻電路設計與實習

本系課程與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最大的不同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日間部四技 110 學年度入學課程結構規劃表 

「專業實習」課程內容，規劃學生從 7 門選修實習課中，選擇 5 門修習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數/時數 授課學期  

1 微電子應用電路實驗 

選修 

2/3 二下 

 

  
2 射頻電路設計與實習(二) 3/3 三上   
3 半導體量測實驗 3/3 三上   
4 光電元件量測暨封裝實務 2/3 三上   
5 單晶片實驗(二) 2/3 三下   
6 VLSI 電路設計實習(二) 2/3 三下   
7 感測元件應用電路實習 2/3 三下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專業實作課程時數為理論課時數1.29倍

 理論：51學分、51小時

 實作：47學分、66小時

一年級第一學期 一年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電路學(一) 3 3 電路學(二) 3 3
微積分(一) 3 3 微積分(二) 3 3

普通物理(一) 3 3 普通物理(二) 3 3
普通物理
實驗(一) 1 2 普通物理

實驗(二) 1 2

計算機與程式
應用

2 3 微控制器
實務應用

2 3

普通化學 3 3 數位邏輯 3 3
半導體產業介紹 2 2 向量分析 3 3

二年級第一學期 二年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電子學(一) 3 3 電子學(二) 3 3
工程數學(一) 3 3 半導體元件(一) 3 3

電磁學 3 3 虛擬圖控
儀表實務

2 3

微電子電路
實驗

2 3 微電子應用
電路實驗

2 3

電腦輔助電路
設計實習

2 3 FPGA/HDL
設計實習

2 3

嵌入式系統
實習

3 3 射頻電路設計
與實習(一) 3 3

光電半導體元件 2 2

三年級第一學期 三年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半導體製程 3 3 實務專題(一) 2 4

單晶片實驗(一) 2 3 單晶片實驗(二) 2 3
VLSI電路設計

實習(一) 3 3 VLSI電路設計
實習(二) 2 3

感測元件暨電路
分析

2 2 感測元件應用
電路實習

2 3

半導體量測
實驗

3 3 半導體製程技能
與實務培訓

3 3

光電元件量測
暨封裝實務

2 3

射頻電路設計與
實習(二) 2 3

四年級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實務專題(二) 2 4



110學年度入學課程架構規劃表



半導體元件製程組-重大設備



微電子系統設計組-重大設備



廠商捐贈設備清單
本系辦學績效卓著，研究及教學方面表現良好，獲得產業界的認同，於近年來
獲得產業界捐贈上億元儀器設備協助教學及研究。

 99 年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HOLTEK 微控制器實驗室新型e-ICE 開發系統設備

101 年財團法人新世紀教育基金會
雕刻機設備

104 年友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約1 億5 千萬之Altera 軟硬體並成立Altera 實驗室

104 年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 HT66F70A 開發系統設備

107 年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HOLTEK 微控制器實驗室設備

107 年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約1 千3 百萬之光電半導體元件量測設備(含自動/手動點測
機 4台，晶片表面狀態自動檢測機1台) 



虛擬圖控儀表實務-人機程式控制儀器
光電元件量測暨封裝實務-產業實際操作

https://is.gd/9CqGk7



課程新增
半導體製程技能與實務培訓－選修

本系半導體製程與檢測設備多為現今業界線上設備

委請原廠專家與老師針對系上真空系統、黃光製程、蝕
刻、蒸鍍、量測設備之動作原理、操作技巧於機台旁上
教授，最終考核培訓後獨立操作的成果

期末前完成PN二極體或太陽能電池製程，進一步量測元
件特性

由系上/原廠頒佈相關設備操作與製程認證書

以利學生謀職時之能力證明



課程新增
建構半導體製程教學實驗室

真空系統

旋轉塗佈機

顯微鏡

曝光機

清洗櫃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實務專題─微電子專題實務(一)(二)為必修，以利求職/升學
109學年度畢業生專題共49組，利用課餘時間團體分組合作
畢業前須於全系師生前公開發表
集結成全系出版作品集「專題成果研討會」
進而參加全國競賽、國際發明展
 2006年至今已經持續14年

產業實習為必修─縮短職場適應期
大四無必修課程，本系安排/審查電子資通訊領域公司供學
生於產業實習

提早體驗職場生態，養成職場倫理及態度、習得實務經驗
2014年至今已經持續7年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公司名稱 性質

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晶圓與IC 產品製造商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覆晶封裝製造商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封裝與測試製造商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與製造垂直整合商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半導體元件製造與測試

泰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ED照明系統製造商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綠能電力系統

微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設備設計製造

世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真空系統製造商

開星科技有限公司 生產製造LED相關產品

鼎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半導體元件製造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107-109全學年度實習-聯華電子



年度 主題 執行成效

103

參賽作品《定置網漁業可攜式即時環境監測系統》
榮獲2014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
成果展 生技醫農類群—第一名

參賽作品《煮婦好幫手》
榮獲2014 第九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
節能/家電控制組—銀牌

參展作品《多變量光電元件量測裝置》 2014年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教育部館

104
參展作品《以光媒介之電子鎖具》 2015年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教育部館
參賽作品《以光為媒介之電子鎖匙》 榮獲2015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發明大賞特首獎
參賽作品《腦波情緒改善系統》 榮獲2015生醫健康創業競賽—佳作

105 參賽作品《光觸發的鑰匙與鎖具》 榮獲2016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106

參賽作品《自動化光電量測平台》 榮獲2017 台北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易展—銀牌獎
參展作品《智慧辨識混光鎖具》 2017台北國際發明展—教育部館

參賽作品《機器人戰爭學院摸黑1 號》
榮獲2017 全國自走車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自走
車拐彎抹角 大專社會組—佳作

參賽作品《災害衝鋒支援車》
榮獲第十二屆盛群盃HOTEK MCU創意大賽 安全/
防盜應用組傑出

107 參賽作品《智慧辨識混光鎖具》
2018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電機
組競賽—第三名

參賽作品《智慧辨識混光鎖具》 榮獲2018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金牌獎

108
參展作品《自動化光電量測平台》 2019高雄自動化工業展
參展作品《具智慧辨識、高鑑別率與低耗電功能
之人機介面控制艦艇通訊燈號系統》

2019年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科技部創新發明館

109

參賽作品《智慧辨識艦艇通訊燈號系統與傳送方
法》

2020年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區—銅牌

A Ship Communication Light System Under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Control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High Recognition Rate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2020年烏克蘭發明獎—金牌

Automatic Measuring Equipment with Multiple
Variables for Optoelectronic Devices

2020年第14屆波蘭發明獎—銀牌



專題/國內/國際競賽/參展成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g2_7TyKSUdsLHs0DbXX3HdpyC4Qp6f0/view?usp=sharing

https://is.gd/ImTtY2



校外比賽

2014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生技醫農類群－第一名

「定置網漁業可攜式即時監測系統」
學生林建誠、蔡青祐、許嗣皓



校外比賽 「以光為媒介之電子鎖匙」學生林峰正同學等人

2015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發明大賞特首獎‐自由時報頭版報導
2015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教育部推薦之重點展品



半導體工程系

校外比賽
2016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特別獎

「光觸發的鑰匙與鎖具」 學生謝昀劭等人



校外比賽
2018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金牌獎

「智慧辨識混光鎖具」 學生許哲源、王梓睿等人

2018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第三名

展示影片



校外比賽
2017第十二屆盛群盃 HOLTEK MCU創意大賽

安全/防盜應用組 傑出

「災害衝鋒支援車」學生游善閔、陳功雨等



校外比賽 「自動化光電量測平台」學生王梓睿、劉佩穎等人

2017台北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易展銀牌獎
2020第十四屆波蘭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展示影片



3km展示影片

校外比賽 「智慧辨識艦艇通訊系統與傳送方式」
學生李廷逸、許哲源等人

2020第十六屆烏克蘭國際發明展金牌獎。
2020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銅牌獎



課程特色---半導體產業界接軌
為半導體業界培育即戰力之生力軍

對應本系畢業生核心能力
具備解決整合問題的基礎理論
具備相關產業所需理論科學與實務技能
培育專業倫理與國際視野之人才
具備執行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之協調能力
具備蒐集與探索相關國際產業脈動之能力

於畢業前能具有半導體專業知識與實務操作能力，
務必使本系學生培養半導體專業知識與技能得以降
低學用落差



學術深耕--辦理國際/全國研討會
為半導體業界厚植學術/產業研究之交流

每年辦理「微電子技術發展與應用研討會」

自2003年至2020年共辨理18屆



學術深耕--辦理國際/全國研討會
為半導體業界厚植學術/產業研究之交流
每年由張順雄教授辦理Physics and Mechanics of New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PHENMA)國際研討會

自2012年至2021年共辨理9屆



技優甄選專班 學制 招生總額(名) 類別
微電子應用
技優專班

人機界面系統整合組 25 電子類

鐵道機電整合組 25 電子類

110學年度入學管道與員額--技優甄選專班



110學年度入學課程架構規劃表--技優甄選專班



微電子應用技優專班-人機界面系統整合組

教學師資：本系微電子系統設計組研究領域之教師

教學實驗室及研究設備之資源：
 本系微電子系統設計組

 電力量測儀器

 單晶片暨感測系統應用電路套件

 FPGA模組+Holtek模組+NI模組

 高頻量測分析儀器

 迷你型半自動電路板蝕刻機

 各廠商捐贈

 盛群半導體：新型 HT66F70A 開發系統設備、HOLTEK 微控制器

實驗室設備等

 友晶創新：約1億5仟萬之Altera 軟硬體等

 致茂電子：約1仟3佰萬之光電半導體元件量測設備



軌道產業
技術聚落

高科大

高鐵
總機廠

高捷
總機廠

國家鐵道
技術研究暨

驗證中心

高捷
總機廠

高科大
鐵道技術中心

國家鐵道技術研究
暨驗證中心

高鐵
總機廠

國家鐵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國家鐵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

掌握關鍵技術‧形成軌道產業技術新聚落



微電子應用技優專班-鐵道機電整合組
實務接軌

與鐵道產業接軌
促進鐵道技術國產化

企業
捐贈設備

產學合作教學實作

與企業
合設實驗室
與台灣高鐵合設實驗室

進駐本校產業園區 高鐵捐贈
2千萬元設備

台鐵捐贈
2億元設備

合作
項目企業

代訓

檢測
認證 研發鐵道

關鍵技術

業師
協同教學

人才
培育

機電技術整合與檢測培訓 促使維修能力自主化
與關鍵零組件國產化



鐵道模擬系統
教學場域

繼電聯鎖訓練系統
教學場域

轉轍器訓練系統
教學場域

自動收費系統
教學場域

鐵道模擬系統教學場域

繼電聯鎖訓練系統教學場域

軌道號誌及道岔教育系統

自動收費系統教學場域

鐵道培訓基地由教育部補助設置，交通部指導，部分設施由台灣高鐵、臺鐵局捐贈
建置，設有5大主題教學場域，提供學員鐵道各式情境模擬之實作實習。

軌道號誌及道岔
教育系統

轉轍器系統教學場域

ATP、ATC訓練
系統教學場域

(建置中)

微電子應用技優專班-鐵道機電整合組
校內實務授課場域



高捷南機廠實地教學 高捷行控中心實地教學

輕軌機廠實地教學
輕軌行控中心實地教學

感謝高雄捷運、高捷工程局大力協助與安排

108年度新增高捷北岡山機廠

微電子應用技優專班-鐵道機電整合組
機房實地授課場域



本系選才方向
半導體科技所需專長：物理、化學、電子、電路、邏輯等

基礎理論與實務並重的技專端選才方向

多元入學選才方向-為何而做?如何做?成功獲得?失敗學習?

 修課紀錄-除必修之專業及實習科目與一般科目外，審查
重點為數學領域、語文領域–英語文

 課程學習成果-專題實作/實習科目/作品成果

 多元表現-競賽表現、檢定證照、特殊優良表現證明

 學習歷程-方向探索、反思、就讀動機、學習與生涯規劃

高中申請入學的選才方向-如多元入學，增加

 採數學考科情形採計「數學A」版

 審查重點新增科技領域(高中)



進修部一班
本系鄰近楠梓加工區，自105學年度起辦理進修部招生，錄取學生可轉介學
生至楠梓加工區內半導體相關領域產業，諸如：日月光半導體、華泰電子、
光寶科技等等半導體廠媒合優質的工作機會，創造就學與就業雙贏目標。
107-110學年度排課課表可銜接中班工作時段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