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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為大高雄地區(人口數約277萬人)中唯一具備研究學院申請條件的頂尖大學：
1. 國立大學之國際聲望(2020年QS世界排名前500名)─本校2020年QS世界排名為416名(2021年為412名)
2. 產學合作表現(企業資助產學合作經費於2017至2019年之3年經費總額達國立大學前30%，約1.58億元)

─本校2017至2019年企業資助產學合作經費總額約5.04億元
3. 人 才 培 育 能 量 (108 學 年 度 達 國 立 大 學 前 30% ， 約 1 萬 名 學 生 及 450 名 專 任 教 師 )

─本校108學年度學生數9,563名、專任教師541名

國立中山大學研發與產學合作績效

近五年的產學績效，為十年前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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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04人力銀行調查，自2015至2021年間，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整體人力缺口，最
低約為1.7萬人，最高則落在去年的Q4，達3.4萬人。台經院的數據也顯示，2019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雇用人數為22.5萬人，去年急速攀升至超過29萬人，等於台灣
半導體產業的1600家企業中，過去兩年平均一年增加3萬多的人才缺口，「29萬人
代表著29萬個家庭，加上半導體產業還會帶動其他產業，例如軟性服務業、百貨業、
餐飲業等，當市場大到一定的規模，國家就有必要持續扶植」，黃義佑點出關鍵。

確實，為了解決半導體人才的需求問題，2020年，總統蔡英文特別指示行政院召開
跨部會會議，鬆綁相關法規，並進一步訂定「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例」。2021年5月，條例順利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台、成、清與陽明交大先後
通過成立半導體學院，中山做為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的頂尖大學，今年1月，進一步
成為第五間獲選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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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義佑強調，學院師資由大學教授與產業專家共組，團隊會擬定符合產業發展所需的專業課程地圖
和專題技術研究主題，「學校與企業針對學制、師資、課程等方面進行溝通，我們只花了三個月，
就確定了合作細節，」他透露，中山與高雄在地、封測產業的日月光集團、華泰電子、穎崴科技，
以及電子零組件產業的國巨、雷科、穎崴科技、興勤電子、台虹科技合作，七間企業同意未來10年
挹注約9億元在中山半導體學院，加上國發基金約8億元的補助，等於會有17億元預算。所有學生將
能獲得約100萬獎學金，並在實習結束後，直接選擇進入企業就業，「等於讓學生念書時沒有經濟
壓力，還能使用企業昂貴的設備，學到最先進的know how，畢業後又可立刻就業。這對學生、家
庭、學校、產業、國家來說，是多贏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台、清、成和陽明交大紛紛鎖定IC設計、晶圓製造等半導體產業的上中游領域
開課，中山的兩間研究所，則瞄準下游封測與電子零組件產業。黃義佑指出，目前台灣的主流目光，
放在IC設計和晶圓製造領域，但2021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為台幣3.5兆元，其中，封測總產值
約為6400億元，而電子零組件產業的產值則為1.5兆元，半導體封測及電子零組件這兩個領域不僅
產值大，更不乏類似日月光集團及國巨等企業這樣，位居全球第一或領先地位的國際大廠，「我們
（中山大學）做為高雄在地學校，與相關領域在地大廠合作，能讓北漂青年因為好的學習、工作機
會回來，常伴長輩身邊，城市發展有了年輕人，也能緩解南北失衡的情形。這是在解決社會問題。」



5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7家出資企業皆為國家重點領域產業之上市櫃國際標竿公司



6

7家合作企業2020年合計營收約5,773億元，
2021年合計營收超過6,400億元，年成長率10.86%

產業名稱 企業名稱 員工數(名) 預估人才缺口
(名/10年)

出資金額
(億元)

半導體封測

日月光 101,981

1,000

9.07

華泰 5,568

穎崴 676

電子零組件

國巨 30,333

500

雷科 266

興勤 4,155

台虹 1,098

穎崴 676

合計 144,077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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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修業規劃及入學學籍課程管理機制

 垂直/橫向整合產業鏈科技人才創新培育模式
 有鑑於電子零組件為台灣經濟極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產業人才缺口問題的急迫性不亞於半導體產業。因此，國立中山大學
申設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除成立「先進半導體封測研究所」，同步成立「精密電子零組件研究所」，採創新垂直/橫向整
合產業鏈科技人才培育模式(非僅為單一公司培育人才，同意出資合作企業共7家)，以補足台灣半導體產業鏈完整拼圖所需封測、
零組件與設備相關科技人才缺口。

 1+2學年制產學共育機制消弭學用落差問題
 第1年：學生大部分在本校修課及少部分至業界進行初階實習
 第2年：學生須密集至業界參與進階實習且由業界轉任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擔任企業實務授課老師
 第3年：學生將至企業運用其精密設備儀器及所學知識進行高階實習與產業問題之研發，並且完成專題研究技術報告，經學位考
試後方能取得學位。每一位學生需由專任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指導教授，其中大學教授需搭配業界專/兼任教師或專業技術人
員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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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人數與入學機制
 建立同領域不同企業聯合招生、提供近100萬元之高額獎助學金、學生可依其意願提前選擇就業進路
 招生前公告本學院修業規劃、修業期間提供業界實習場域及本研究學院獎助學金額度等資訊，並經報考學生同意填寫報
名表、企業實習保密協定與退場後獎助學金返還機制同意書。

 採取聯合招生，並依學生選填志願分發。

 依據重點產業科技發展需求訂定專題研究主題，擴大產學合作績效
 本學院會訂定專題研究技術報告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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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跨領域學習平台(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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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跨領域(科技、管理與人文社會)知識學習平台
 本校申請設立一所可以兼顧跨領域特色及人文社會教育的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除了授予學生先進半導體封測與電子零組件專業科技以外，將輔以本校優質社科、管理學院之社會科學、企管/
資管/財管/行銷相關知識，並連結本校既有人文講座及地方創生相關社會教育資源，建立「跨領域(科技、管理、
人文社會)多元學習平台」，以激發跨域火花與強化多元學習成效。

 講座主題會因應國際發展酌予調整，例如增加SDGs、循環經濟及淨零排放等議題的講座，以利學生掌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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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簡章/報名系統網站

國立中山大學教務處首頁→招生最新消息
https://oaa.nsysu.edu.tw/p/406-1003-278658,r86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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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學生常見問題回應

一、有關畢業證書學位名稱會是這學院名稱嗎?
1. 本學院為「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設有「先進半導體封測研究所」及「精密電子零組件研
究所」，其目的為厚植我國半導體封測及電子零組件產業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及永續競爭力。

2. 兩個研究所都會針對其專業領域進行人才培育，強調專業能力、產業實務能力及跨領域視野的養成，
學位證書會註明學院、研究所及分組名稱，因研究學院仍為培育工學領域碩士，證書註記學位為：
「工學碩士學位」。

二、請問研究學院與原有系所差別
1. 本研究學院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通過設立，聚焦大高雄已居國際領先地位
之半導體封測及電子零組件產業的人才缺口問題，採取垂直/橫向整合產業鏈需求及1年大學授課+2
年企業實習的創新產學共育方式，由大學教授與產業專家組成師資團隊及共擬符合產業發展所需的
專業課程地圖及專題技術研究主題，合作企業提供實習場域(包括先進設備與儀器)並參與共同指導
學生，讓學生的專業能力培育得以充分對接國家重點產業發展的實務需求，以補足臺灣半導體封測
與電子零組件產業的科技人才缺口及永續其國際領先地位。

2. 本研究學院透過產學共育將有對接產業的課程設計、具實務專業能力的師資、企業提供的先進設備
及Know-how，培育學生具備產業所需的專業實務能力，是與現有系所最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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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學生常見問題回應

三、請問與企業合作模式為何? 是否包含就業保證? 研發實習如何媒合實習企業?合
作廠商一定有實習名額嗎?
1. 本研究學院採取垂直/橫向整合產業鏈需求及1年大學授課+2年企業實習的創新產學共育方式進行。
由大學教授與產業專家組成師資團隊及共擬符合產業發展所需的專業課程地圖及專題技術研究主題。
合作企業提供實習場域(包括先進設備與儀器)並參與共同指導學生，讓學生的專業能力培育得以充
分對接國家重點產業發展的實務需求。

2. 本研究學院引進企業資源，由業界投入培育經費、實習場域所需精密設備儀器、技術與知識、業界
師資及相關支援人力，並提供學生在校就學期間之修課/實作獎助金，及學生畢業後至培育企業就
業的機會。

3. 學生於畢業後若選擇進入培育企業就業滿兩年，則免返還任何在學三年期間所領的獎助學金(近100
萬元)；反之，若學生畢業後未選擇進入培育企業服務，也僅需返還碩一期間所領取之16萬元獎助
學金。

4. 精密電子零組件研究所學生於碩一上至碩一下之寒假期間，會依學生志願及修業成績等條件進行分
組。兩個研究所均會在碩一升碩二時，在學生於第一年對共同培育企業有所認識後，依學生意願及
修業狀況分發至培育企業進行實習，相關媒合分發均會考量學生意願進行。

5. 各研究所之合作培育企業在招生前就會依產業需求設有培育名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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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學生常見問題回應

四、從本研究學院畢業後學生需要綁定合作企業工作嗎?
1. 學生從本研究學院畢業後，本學院會尊重學生之意願選擇畢業後之進路，而不會要求學生一定要到
合作企業工作，但學生若選擇依其原先所簽意願進入出資合作企業服務符合本研究學院培育國家重
點產業發展所需科技人才之成立宗旨。

2. 本研究所學生入學後，即依修課進度領取碩一時每學期8萬元「修課獎助學金」及碩二、碩三時可
領取平均約達每月3.5萬至4萬之「實習獎助學金」，其資金來源包含國家及企業資金，目的是讓同
學於在校修業期間較無經濟壓力，其受領之獎助學金依本研究學院學生參與實習保密及獎助金核發
機制約定，會附帶學生畢業後至參與實習公司就業之服務規範，服務期間至多以學生畢業後二年為
原則。學生於畢業後若選擇進入培育企業就業滿兩年，則免返還任何在學三年期間所領的獎助學金
(近100萬元)；反之，若學生畢業後未選擇進入培育企業服務，也僅需返還碩一期間所領取之16萬
元獎助學金。

3. 本研究學院之合作培育企業均是相關領域之國際標竿企業，對本研究學院的畢業生將是非常適合的
發展進路，但不會以綁定的方式要求培育學生至企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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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學生常見問題回應

六、請問畢業論文撰寫有甚麼樣要求? 畢業論文有要求與相關領域相符嗎?碩論題目
需要和業界合作公司相關嗎?是否有規定要發表幾篇國際論文期刊?
1. 本研究學院學生之碩士學位論文採專題研究技術報告方式進行，技術報告之主題應與指導教授及共
同指導教授(業界轉任專/兼任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研訂契合產業發展或解決產業實務問題的研究主
題，其主題應與研究所相關產業之專業領域有關，不限定與合作企業相關。

2. 學生申請學位考試前需修習規定之學術倫理課程，取得學位之專題研究技術報告仍應符合本校論文
原創性比對之規定。

3. 本研究學院各研究所並未規定學位考試前需完成國際論文期刊發表之要求。

五、請問大學部所修的學分是否能抵免學院的學分?
本研究學院學生於入學前若於大學部曾修習相關研究所課程，且該課程學分未計為大學部畢業學分，
則可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向所屬研究所提出抵免申請，經所屬研究所核可後，方得抵免各研究所規定
之必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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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學生常見問題回應

八、企業實習是否計入工作年資? 
本研究學院採1+2學制，碩一在學校修習專業課程及初階企業實習，碩二及碩三則以安排至企業進行
進階及高階實習課程，並進行實務專題做為專題研究技術報告進行學位考試，在校期間可領取高額獎
助學金(不是薪資)，但實習課程仍為課程的一部分，學生於在學期間至合作企業實習，為本研究學院
為提升其專業智識所進行之職場屬性實務學習課程，學生並非該實習企業的勞工，應不計入就業年資。

七、請問進行模式以修課為主或以實習研究為主? 
本研究學院採1+2之創新培育方式，一年修課、二年實習，碩一完成課程18學分及參與跨領域學習平
台大師講座8堂以上，以培育學生專業能力及跨領域之視野，碩二進行進階企業實習，碩三進行高階企
業實習及專題技術報告之撰寫，兼顧理論及實務，以培育具專業實務能力之半導體封測及電子零組件
產業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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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報考說明

1.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
2. 備好證件照片檔案
3. 備妥審查資料電子檔
含兩分鐘影片連結

4. 報名費1000元
ATM、土銀臨櫃、信用卡繳交
(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得
申請免繳報名費

5. 繳費1小時後,可繼續至報
名網站登妥報考資料

6. 寄繳資料
實習保密切結、獎助金核發與返還
同意書、國外學歷切結等



21

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報考說明

報考資格
凡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各公私立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
外大學校院理工相關科系畢業
(理工相關科系不限電機、機械、材料等，化學、物理、海工等取得理工學位者)

取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於 111 年1 或 6 月畢業)

符合提前畢業標準及延長修業期限者，或具入學大學碩士班同等學力

修業年限(在校修課期間學費比照本校工學院碩士班標準收費)

1至3年，需延長修業年限至4年者，須向系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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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報考說明

取得報名專用碼
及繳費帳號

繳交報名費
ATM/土銀臨櫃/信用卡

至報名系統
上傳證件照片

至報名系統
登錄報名資料

報名權益確認
提供資料均為本人所有

學士報考資格
依輸入資料審核

上傳備審資料
影片連結、資料等

列印寄件信封
寄出應繳資料

再查詢報考資料
確保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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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報考說明

考試項目：
審查【佔 100%】
請將下列資料存成 pdf 檔上傳：

審查基本資料表(請依本所格
式)
含2分鐘自我介紹短片連結

大學歷年成績單
需含學業成績總名次證明；同等學
力者以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代替

讀書計畫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參與撰寫之研究報告、專題報告或
學術論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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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報考說明

考生請詳閱本研究學
院「學生參與實習保
密及獎助金核發機制」

規範參與企業實習課
程應簽署參與實習保
密切結。

規定受領獎助金事項
及服務年限規定：
獎助金金額
服務規範
簽署獎助金返還同
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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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招生報考說明

簽署「參與實習保密切結書」及「獎助金核發與返還同意書」寄繳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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