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108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義守大學  

「智慧電子學院計畫-義守製程工程師人才養成班」招生簡章 
 

一、參與單位: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單位：義守大學            合作單位：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開課資料：本班次為先聘後訓班「班別依公司規定，進行分發。」最低開班人數 10人。 

班別名稱 總時數 學費 訓練期間 上課時間 課程時數 

義守製程工程師 
人才養成班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企業

新招募人員班) 

202 小時 

自繳費用 
25,000元 

 
工業局補助 
25,000元 

108/07/15 
- 

108/09/05 

108/07/15-108/08/23 
每週(一至五) 

09 : 00 – 17 : 00 
108/09/02-108/09/05 

08: 00 – 17 : 00 
  

※實際上課時間、內容、講師， 
執行單位皆保有最後調整權利。 

基礎課程：60 

核心課程：60 

實務課程：80 

學科上課地點：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訓練教室。 

術科上課地點：義守大學校本部實驗室、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 各廠區 )。 

※ 備註:1.學員自繳訓練費用25,000元，報名時毋須繳交費用，待錄取後再行通知費用繳交時間。 

三、報名資格：1.學歷：碩士學歷以上(理工科系者尤佳)之青年。 
2.有兵役義務者須服畢兵役（含國民兵役）或免役者。 
3.學員參訓須以結訓後直接就業為目標，無就業意願或有升學計劃者，請勿報名。 

四、報名日期：108年03月08日起至107年06月29日(額滿為止)。 
     報名地點：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21 號 7樓 

洽詢專線：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王先生 電話：07-2169052。 
     報名資料：報名表、最高學歷影本、身份證影本、在學成績單及相關證照或訓練紀錄(可提供)。 
五、甄試時間：暫定07月01日~07月03日下午13時，由任用企業主管進行面試，預計招收20名學員，

面試錄取名單將於網站上公告並電話通知。(確切時間，請依電話聯絡時間為準) 
六、退費與結訓標準：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 9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

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未能開班時將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2.依經濟部工業局規定，學員完成全期訓練，學習成果評量達 60分以上，出席率達 70%，由工業局核發結

訓證書。 

3.受訓期間破壞公物或上課秩序，經告誡屢勸不聽者，培訓單位必要時得予退訓，並要求賠償。 

4.退訓或訓練成績不合格者，不發給結訓證書。成績不合格係指受訓期間各科考試(含筆試、實習、課程實作

與平常成績)成績按各科時數加權計算，總平均低於六十分(不含)者。 

5.受訓期間缺課時數達總訓練時數十分之三(含)者，無論缺課理由為何，不予以發給結訓證書。 

6.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於培訓過程中及培訓後做問卷及電訪調查。 

七、特色：教學環境優良，師資均有良好實務經驗，辦理各種職業訓練經驗豐富，口碑良好。 
八、簡章：請至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免費索取；或上網 http://www.eec.isu.edu.tw下載招生簡章。 

http://www.eec.isu.edu.tw/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108年度義守製程工程師人才養成班課程一覽表 

※下列課程師資均為義守大學、各大專院校之專業教授，以及日月光公司主管。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
時數 

實習
時數 

合計
時數 

課程大綱 

基礎課程：60小時 

1 機械與自動控制概論 12 0 12 

1.控制系統簡介 
2.系統模型之建立與數學描述 
3.系統之穩定性 
4.系統時域響應與性能衡量 

2 半導體元件概論 12 0 12 

1.半導體基礎 
2.二極體特性 
3.BJT 電晶體特性 
4.MOS 電晶體特性 

3 封裝技術概論 12 0 12 

1.晶圓切割 
2.黏晶 
3.銲線 
4.封膠 
5.錫球植入 

4 統計概論 12 0 12 

1.機率 
2.二元隨機變數 
3.隨機抽樣及分配 
4.區間估計 

5 凸塊製程技術概論 12 0 12 1.電子封裝技術發展趨勢 
2.黏晶 CSP 封裝產品與技術 

核心課程：60小時 

6 金屬濺鍍原理與應用 12 0 12 
1.電漿原理 
2.磁控電漿技術 
3.金屬濺鍍應用 

7 黃光微影技術 12 0 12 

1.微影光學系統效能 
2.光阻材料特性 
3.光阻塗佈技術 
4.顯影精度控制 
5.曝光光源 

8 化學電鍍技術 12 0 12 

1.電化學原理  
2.金屬薄膜電鍍 
3.電鍍槽製程控制 
4.成分分析 

9 電子封裝材料技-凸塊材料術 12 0 12 

1.合金材料  
2.合金相圖分析 
3.凸塊材料製程 
4.凸塊應力分析 

10 封裝製程整合製造與自動化 12 0 12 

1.工廠自動化 
2.自動化系統的組成要素 
3.工業用機器人 
4.製程整合 

實務課程：80小時 

11 封裝材料實驗 8 12 20 
1.封裝材料分析  
2.熱差分析 
3.材料特性量測 

12 封裝材料微結構分析 8 12 20 
1.電子顯微鏡(SEM) 
2.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  
3.X 光繞射儀(XRD) 

13 統計軟體應用與分析 8 12 20 
1.SPSS 介紹 
2.SPSS 資料處理 
3.SPSS 統計分析 

14 晶圓凸塊操作與實習-晶圓電鍍 4 6 10 1.Wafer Plating-製程及材料介紹與實習 

15 晶圓凸塊操作與實習-凸塊製程 4 6 10 1.Wafer Bumping-製程及材料介紹與實習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專業人才發展計畫-學員基本資料表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 

年 

民國 

年 
性別 □男□女 

服務單位 

(在職必填)  
服務部門 

(在職必填)  
職稱 

(在職
必填) 

 
工作累

計年資 
  年  

職    級 
□管理人員-高階       □管理人員-中階        □管理人員-基層 

□資深在職專業人員    □一般在職專業人員     □待業者         □學生 

居 住 地 縣/市 產 業 別 (備註) 

電    話 (   )            分機 手    機  

傳    真 (   ) E-mail  

服務單位

/身分別 

□企業、□政府捐助(贈)財團法人、□學校教職員、□非政府捐助(贈)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含公協會)、□行政法人、□政府機關(含軍人)、□學生、□待業者、

□個人工作者、□外國人 

最高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職 

特殊身分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低收入戶  □中堅企業員工   □非特殊身分 

參 
訓 
背 
景 

1.服務公司規模： 
□29人以下、□30~99人、□100~199人、□200~499人、□500人以上、□待業中 

2.您的參加培訓的動機為： 
  (1)□公司目前工作需要而由公司選派    (2)□公司未來需要而由公司選派 

(3)□個人目前工作需要自行申請而獲准  (4)□個人未來發展  (5)□其他： 

備
註
：
產
業
別
對
照
表 

01農牧業、02林業、03漁業、05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砂、石及黏土採取業、07其他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08食品製造業、09飲料製造業、10菸草製造業、11紡織業、12成衣及服飾品製

造業、13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14木竹製品製造業、15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16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1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18化學材料製造業、19化學製品製造

業、20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21橡膠製品製造業、22塑膠製品製造業、23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24基本金屬製造業、25金屬製品製造業、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電腦、電子

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28電力設備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造業、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32家具製造業、33其他製造業、34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裝業、35電力及燃氣供應業、36用水供應業、37廢(污)水處理業、38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

源回收處理業、39污染整治業、41建築工程業、42土木工程業、43專門營造業、45批發業47
零售業、49陸上運輸業、50水上運輸業、51航空運輸業、52運輸輔助業、53倉儲業、54郵政

及快遞業、55住宿服務業、56餐飲業、58出版業、59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60
傳播及節目播送業、61電信業、62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63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64
金融中介業、65保險業、66證券期貨及其他金融業、67不動產開發業、68不動產經營及相關

服務業、69法律及會計服務業、70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71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

檢測/分析服務業、72研究發展服務業、73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74專門設計服務業、75獸
醫服務業、76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77租賃業、78人力仲介及供應業、79旅行及相

關代訂服務業、80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81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82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

務業、83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84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85教育服務業、86
醫療保健服務業、87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8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90創作及藝術表演業、91
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92博弈業、93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94宗教、職

業及類似組織、95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96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請續填下頁「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版本日期：106.01.06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經濟部工業局 (以下簡稱本局 )授權 (計畫執行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執行 (計畫名

稱)____________________，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局前，依法告知下

列事項： 

一、本局或本局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因【（特定目的）「○○六 工業行政」、「○七八 計畫、管制

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而獲取

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Ｃ○○二 辨識財務者」、「Ｃ○○三 政府資

料中之辨識者」、「Ｃ○一一 個人描述」、「Ｃ○三八 職業」、「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Ｃ○六

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Ｃ○九三 財務交易」(支付金額)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

之資料。 
二、本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局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 

三、本局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局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

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或本局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聯絡電

話：__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__），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局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局或本局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

務。 

八、本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局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

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局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局或貴局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

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版本日期：10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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