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經濟部工業局106年度
專案計畫期末執行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計畫
執行期間：
全程：自106 年 08 月 23 日 至107 年 06 月 30 日
本年度：自106 年 08 月 23 日 至107 年 06 月 30 日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第 一部分
第一部分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目錄
I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第一部分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表

組別

電子資訊組

計畫名稱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計畫

受委託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政府經費(元)

24,250,000
計畫中文摘要

依據行政院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以「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
理念，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
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增進人才供需媒合，協助國內
企業尋才，驅動產業升級轉型動力。藉由本計畫項下「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
」及「鏈結產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兩大計畫推動主軸，擴大吸引國際人才來
臺，導引國家專業人才優勢，拓展我國業者新生力軍來源，並藉由產學策略合作，增進人
才供給與媒合，以協助我國產業因應全球化佈局，強化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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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計畫執行報告

一、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計畫目的與預期成效
1.目的
因應新一波產業轉型發展及國內人才供給現況，行政院於 106
年度施政方針「亞洲•矽谷」計畫中，以推動物聯網產業創新研發
和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為主軸，期奠基產業利基，重新拾回產業
動能與競爭力。並為進一步拓展國際人才來源與交流，依據行政
院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領，以「長期深耕、多元開展、
雙向互惠」核心理念，從「經貿合作」、
「人才交流」
、「資源共享」
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與東協、南亞及紐澳等國家，
創造互利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增進人才供需媒合，協助國內企業
尋才，驅動產業升級轉型動力。此外，有鑑於半導體產業之重要
性，行政院於「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年四年計畫暨 106 年計
畫」中，新增「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列為十大產業創新之重
點推動項目，期待延續國內產業優勢，搶進下世代未來契機。
依據上述，為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優勢，協助我國半導體業者
轉型跨足創新應用領域，期透過本計畫之先期推動，吸引東協、
南亞及紐澳等國際專業人才留台就業、串連產業人才供給與需
求、支援半導體產業持續成長及擴大吸引外籍人才來台，驅動產
業升級轉型動力。本計畫推動目標如下：
(1) 建構新興人才供給模式，擴增人才供給管道
規劃藉由本計畫先期推動，擴大吸引優秀國際人才來台，並
透過深入瞭解國內企業國際人才引進需求，作為政府階段性
引進相關專業人才規劃之參考。另推動建立國際專業人才引
進推動平台，將國際專業人才依其特性推薦給廠商及人才培
訓單位，並協助廠商搜集國際人才履歷資料，填補國內廠商
人才缺口，以期維持我國半導體產業成長力道。
(2) 聯結產學人才資源，挹注產業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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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透過國際人才引進策略，針對國際人才留台就業，亦規劃
透過鍊結產學資源與能量，深入瞭解國內大專院校國際人才
供給現況與專業技能需求，發展產學介接合作機制，增進國
際人才留台就業機會。以串聯產業人才供給與需求，協助企
業發展多元人才晉用管道方式，擴增國際人才運用，拓展產
業人才資源，以人才支援產業持續成長，推升我國半導體產
業成長動能。

2.預期成效
藉由本計畫項下「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及「鏈
結產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兩大計畫推動主軸，擴大
吸引國際人才來臺，導引國家專業人才優勢，拓展我國業者新生
力軍來源，並藉由產學策略合作，增進人才供給與媒合，以協助
我國產業因應全球化佈局，強化國際競爭力。預期成效列述如下：
(1) 「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分項
本分項藉由推動半導體國際人才之引進，建立國際人才與我
國廠商供需媒合平台，吸引國際優秀人才投入產業，以提升
高階人才研發能量，擴增基礎人才質量需求，長期擴大國內
人才供給管道，協助彌補國內人才需求缺口，進而協助國內
廠商增強其在半導體領域之能量，以期維持我國半導體產業
成長力道。
(2) 「鏈結產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分項
本分項聯結產學人才資源，綜整國際人才質化與量化需求，
匯集業學界專業能力，強化國際人才理論實務兼併就業能
力，建構系統性國際人才引進介接機制，活多元人才晉用管
道，擴大吸引國際人才投入半導體產業。

3.實際達成與原預期差異說明：無差異

2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二)計畫架構(含樹狀圖)
本計畫項下包括「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及「鏈結產
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兩大分項主軸，導引多元人才投
入，建構系統性國際人才引進介接合作機制。

(三)計畫主要內容
1. 規劃內容
「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分項
本分項計畫之主要工作為舉辦人才引進相關產業活動，規劃
人才引進機制，經由相關廣宣品、媒體宣傳及舉辦招攬人才活
動…等方式，宣傳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與人才優惠政策，以吸引
國際專業人才；並透過拜訪國內半導體廠商，深入調查並了解其
對其對國際半導體人才之引進需求，提供相關調查分析資料，作
為政府階段性引進相關專業人才規劃之參考資料。另將建立國際
專業人才引進推動平台，協助廠商擴大產業人才來源，延攬不同
專長之國際專業人才，以支援產業邁向國際化發展。其執行細節
如下：
1.1 了解產業需求，強化人才引進機制
本計畫將舉辦產業交流活動，了解廠商對引進人才之建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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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研擬國際人才引進機制，作為後續國際專業人才引進及
推廣之依據。
1-1-A.舉辦人才引進相關產業交流活動 1 場次(含)以上。
經由舉辦人才引進相關產業交流活動 1 場次(含)以上，
搜集產業界對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與用人規劃，以此推
動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
1-1-B.完成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機制 1 份。
透過搜集國內產業界對引進國際人才之期望與建議，
了解國內半導體廠商對國際人才引進之需求與管道，
以此規劃半導體國際人才之引進機制，作為後續國際
專業人才引進及推廣之依據。

1.2 推廣我國產業優勢，以吸引國際專業人才
本計畫將經由相關廣宣品、媒體宣傳及舉辦招攬人才活動…等
方式，宣傳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與臺灣教育體系之完整，以吸
引國際專業人才來臺工作，滿足國內廠商用人需求。
1-2-A.製作臺灣半導體產業推廣中、英文廣宣 1 份，各印製
300 份(含)以上。
為協助政府推廣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成果與人才優惠
政策之，透過中、英文的廣宣資料介紹我國半導體產
業優勢與延攬人才相關法規政策，以期協助推廣政府
產業政策，強化引進半導體國際人才之推動成效。
1-2-B.促成國際網路或媒體刊載我國半導體產業對人才需求
之相關文宣 8 篇(含)以上。
促成國際網路或媒體刊載我國半導體產業對人才需求
之相關文宣 8 篇(含)以上，宣傳臺灣政府產業政策與國
內半導體工作機會，增進國際專業人才對我國半導體
產業之認識，提升來臺工作之誘因，藉此擴大產業人
才來源管道多元化。
1-2-C.舉辦招攬人才活動 1 場次(含)以上，以吸引國際半導體
人才。
徵詢國內群聯、瑞昱、鈺創、松翰、創惟、華邦、旺
宏、茂矽、日月光、群豐…等半導體廠商參加海外招
攬人才活動之意願，並與國內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中興大學、中山大學、台北科技大學、台灣科技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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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等大學合作，並搭配新南向國家(如馬來西
亞、菲律賓…等)當地公協會，舉辦招攬人才活動，宣
傳臺灣半導體在國際之地位以及臺灣教育體系之完
整，以延攬國際優秀人才來臺，滿足我國半導體廠商
用人之需求。

1.3 建立國際人才引進推動平台
本計畫將經由拜訪半導體廠商，了解其對國際人才之引進需
求，調查及分析我國半導體產業人才需求面向，擴大人才引
進策略佈局之版圖，進而協助國內廠商增強其在半導體領域
之專業能量，擴充我國產業人才之供給，以強化我國產業競
爭力。
1-3-A.訪視半導體廠商了解其對國際半導體人才之引進需
求，完成訪廠記錄 3 份(含)以上。
訪視國內半導體廠商了解其對國際半導體人才之引進
需求，完成訪廠記錄 3 份(含)以上，透過訪廠機制，深
入了解廠商在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與海外投資佈局策
略，以及國際人才之培訓需求與合作意願，依此建構
擴增人才供給管道，以完善規劃國際專業人才引進機
制。
1-3-B.調查我國半導體產業之人才需求面向，完成專業人才
引進需求調查資料 1 份。
將配合產業發展趨勢，深入了解並調查我國半導體產
業之人才需求面向，包括國內半導體企業聘用國際人
才現況、對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的聘用標準、海外
徵才活動管道以及人才來台學習機制…等相關需求，
提供相關調查分析資料，作為政府階段性引進相關專
業人才規劃之參考資料。
1-3-C.建立國際專業人才引進推動平台 1 個，協助廠商引進
國際人才。
經由問卷或訪廠方式搜集國內半導體廠商對國際人才
職缺需求，並結合國內大專院校於海外舉辦招攬人才
活動，擴大搜集國際專業人才履歷資料，依此建構國
際專業人才引進推動平台。此平台將定期舉辦半導體
廠商、大專院校及國際人才交流聯誼活動，讓廠商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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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能更深入了解國際人才，人才亦可經由此聯誼活
動，了解台灣廠商之文化與風格，以及各校可提供之
專業訓練，避免進入業界後的認知落差，強化國際人
才與國內廠商之媒合成功機會。同時，將經由海外攬
才活動收集到的國際專業人才資料，盤點其專長與特
性，建置國際專業人才資料庫─東協與南亞國家專
區，提供給有意進用國際專業人才之廠商，以實體交
流活動與網路平台雙軌並進方式，擴充國際專業人才
引進之供給，推薦給國內半導體廠商或是轉介給國內
半導體人才培訓單位，於北中南部擴大推動人才之供
需媒合，以協助廠商補足人力缺口，提升產業競爭力。

「鏈結產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分項計畫
本分項之主要工作為透過結合國內大專院校資源，掌握國際人才
供給現況，並有鑒於專業人才職務需求多元，且各職務人數需求
不盡相同，亦將依企業對於國際人才需求情形，規劃建構產學介
接合作機制，以提供後續長期擴大國際人才運用之參考。此外，
藉由推動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模式，期以提升企業晉用國際人才
意願，進一步契合業界產業人才需求，引導國際人才投入產業，
協助產業擴大人才資源與提升產業競爭力。其執行細節如下：
2.1 盤點人才專業技能需求，建構產學介接合作機制
隨著東協及南亞國家等新興市場迅速崛起，近年來國內大專
校院與東協及南亞國家進行教育交流日趨頻繁與密切，逐步
擴大與各國發展人才培育合作，除有助於增進招生管道與交
流之必要性外，亦有助於提升東協及南亞國家人才留台發展
之意願。本計畫規劃除透過第一分項訪談半導體業者，瞭解
半導體業者對於國際人才之需求，同時針對目前國際人才來
台現況，藉由聯結學界資源方式，與國內大專院校進行深度
訪談與產學研專家請益，瞭解關鍵職務人才質與量。此外，
針對重要且急迫性人才，優先研擬產學合作介接策略，並規
劃辦理推廣說明會，擴大學界與國際人才參與，期建立導引
國際人才投入產業之創新管道，充裕我國產業人才能量。
2-1-A.完成國內大專院校訪談紀錄 3 案次(含)以上，掌握國
際人才專業技能需求。
因應國內少子化、高齡化、勞動人口逐年遞減及高等
教育全球化等社會轉型挑戰，國內大專院校近年來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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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深耕國際間大學的交流與合作。本計畫將透過訪談
國內大專院校，分析國內大專院校國際人才供給能
量，內容涵蓋如國際學生在學人數、科系分佈、校際
合作方式等資訊，亦針對優先引進哪些國家人才、哪
些國家人才適合進一步銜接國內半導體教學、專業技
術或軟性課程需求等進行瞭解。預計訪談對象規劃除
電子、電機相關系所外，學校之國際招生相關單位，
亦為掌握資訊對象，期鍊結學界半導體教學相關資
源，建立國際人才銜接模式。
將依上述綜整研析，並結合企業個別需求進行策略性
規劃，研擬適合國際人才與企業產學合作模式，透過
長期動態人才供給情形之掌握，期能有效為企業尋找
契合公司所需之人才。另於學校端亦能透過產學合作
模式，提升國際學生實務與就業力，補足人才與產業
實務所需之落差，提升學生求職競爭力。
2-1-B.針對國內大專院校或企業，辦理 1 場次(含)以上推廣
說明會，說明計畫產學介接方向，鼓勵半導體國際人
才投入產業。
為規劃透過多元性人才引進機制，策略性導引國際人
才投入產業服務，本計畫預計針對國內大專院校或企
業，串連如產業公協會、學校資源、企業資源等方式，
辦理推廣說明會，預計邀請學校國際人才招生單位、
教學單位、或企業人資參與，以招攬產業及學校共同
參與合作。
於說明會中除涵蓋計畫產學介接方向、規劃作法、半
導體產業人才需求等面向，同時推廣我國優質半導體
領域教學環境及臺灣文化，提高國際人才留台意願
外，期待藉此模式，逐步擴大以種子人才吸引更多國
際人才之策略，建構持續性人才交流平台，未來達到
拓展國際人才引進效益。
2-1-C.完成國際人才引進介接訓練計畫書 1 份。
為契合產業用人需求，補足國際人才專業能力不足，
本計畫將發展國際人才引進介接訓練計畫書。計畫書
規劃將以學校專業能量為核心，涵蓋如師資、教材、
設備等評估，期以協助國際人才介接達到學用合一，
或藉由納入連結企業與學校專題合作內涵評估，強化
國際人才理論及實務兼併之就業能力，協助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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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國內半導體產業，建構系統性國際人才引進介接
機制，供長期國際人才介接訓練推動之參考。初步規
劃介接實施方式包含：
 連結正規教育就學機制：國際人才招攬對象包含

具高中、大學、碩士學歷之國際學生，導入連結
國內公私立大學電機等相關系所學士、碩士或博
士學程，強化國際人才專業能力，擴增基礎人才
質與量需求，以符合企業之產業人才期待。
 介接短期訓練合作機制：針對具相關學經歷背景

或部份工作經驗之國際人才，透過介接國內智慧
電子學院訓練計畫，藉由短期技術能力提升模
式，提供台灣半導體產業所需專業人才，協助國
內企業提升研發能量。
 引進直接就業機制：針對已具相當工作經驗者，

透過提供產業媒合平台方式，媒合國際人才投入
半導體產業。然而，符合此類型之新南向國家專
業人才需求門檻相對高，供給人數相形較少，更
有賴長期與國內企業緊密之配合，進行客製化評
估與規劃，以利於國際人才銜接與導入。
2.2 整合產學資源與能量，推動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
半導體產業為我國重要高科技產業，擁有 IC 設計、製造、封
測完善的垂直分工體系，而我國優質的高科技人才為台灣半
導體產業根基。然而，在近年來國內少子化及勞動人口逐年
遞減現況下，考量國際人才發展之完整性下，本項目先期以
建立師資或課程資料庫，匯聚國內產學培訓能量。並有鑑於
國內大專院校不同的國際人才發展方向，將與國內大專院校
或企業洽談規劃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及導入業界師資方式，
構築產學介接實際案例，以利後續協助國際人才導入產業服
務之推動參考。
2-2-A.整合產學能量，建立師資或課程資料庫 1 案。
針對師資或課程能量建立之實施規劃，為強化國際人
才基礎與實務能力，師資資料庫內涵將連結大專院
校、產業公協會、企業資源或業界師資資源，進行綜
整分析與建立。課程資料庫將分為專業技術能力與職
場適應能力兩大主軸，於專業技術能力方面，由於半
8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導體技術涵蓋多元，將優先以企業所需人才數量較多
之關鍵職務，進行建置；另有別於國內人才之背景，
特別納入職場適應能力能量建置，針對國際人才在台
就業所需，如職場倫理、團隊合作、台灣文化等相關
通識內容，於介接訓練前期進行考量規劃，希望藉由
國際人才銜接正規教育或介接訓練計畫，能迅速投入
職場及適應在台生活。
2-2-B.與國內大專院校或企業洽談合作，規劃客製化產學介
接合作 1 案次(含)以上及導入業界師資 2 案次(含)以
上。
為持續長遠人才規劃，及早引進具潛力之國際人才，
從上述工作項目之國際人才需求及現況瞭解、產學資
源掌握、介接機制建立到匯聚產學能量之先期資源整
合，本項目目標將分別與國內北部如台北科技大學、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中南部如亞洲大學、逢甲大
學、義守大學等大專院校相關系所進行接洽，國際人
才產學合作介接之意願與可行性，同步與企業洽談國
際人才需求後，規劃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及導入業界
師資方式，推動實際產學合作案例，充分發揮我國半
導體人才訓練體系優勢。此外透過規劃導入業界師
資，預計將透過導入具業界教學經驗師資 2 位以上，
協助進行課程設計，填補國際人才目前較缺乏之實務
能力，推動產學介接合作，提升國際人才就業力。期
待透過多元方式，協助企業因應國內人才轉型趨勢
下，為國內企業拓展人才晉用管道，支援持續成長發
展。
此外，相對於新南向國家，我國薪資所得與政經環境
穩定，人民素養及社會治安良好，適宜居住及發展，
可成為吸引新南向國家國際人才來台就學及就業之
誘因，如未來能加強形塑友好外國人之環境，吸納國
際優秀人才，將成為我國科技業之生力軍與長期合作
管道。
2.3 引導國際人才投入產業，提升企業競爭力
為深化國際專業人才在台就業，加速媒合投入半導體產業，
規劃藉由辦理就業媒合活動或提供企業求才媒合服務，邀請
國內半導體相關企業參與媒合徵才活動、或與企業合作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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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等方式，促進國際人才在台就業，協助企業快速尋找合
適人才，擴大計畫人才媒合能量。
2-3-A.規劃就業媒合活動 1 場次(含)以上或提供企業求才媒
合服務 2 案次(含)以上，銜接求才求職需求。
 媒合就業活動：為提升國際人才在台投入半導體

產業，預計結合如產業公協會、學校或企業能
量，並邀請國際人才、學校單位、或國內半導體
相關企業參與媒合徵才活動，透過徵才講座、或
面試交流等形式，提升國際人才與企業間的交
流，提升國際人才投入產業服務之媒合效益，挹
注國內半導體人才需求缺口。
 企業求才媒合服務：為提升國際人才投入國內半

導體等相關產業，依國際人才之專業能力與續留
台灣就業意願，提供就業資訊與諮詢輔導，或依
國際人才需求舉辦職場文化、就業輔導等交流，
使國際人才除具備專業技能外，亦提升職場適應
能力。此外，透過蒐集專業人才職缺，藉由遞送
履歷服務增加國際人才在台求職機會，亦擴大企
業求才管道，縮短人才進用時間，增加國際人才
求職媒合機會。
2. 實際執行方法
(1)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日期

1.

106/10/31

2.

106/11/30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
調查我國半導體產業 已於 106 年 10 月 15 日完成專業人
之人才需求面向，完 才引進需求調查資料 1 份，作為政
成專業人才引進需求 府階段性協助產業引進國際專業人
才規劃之參考。
調查資料 1 份。
訪視半導體廠商了解 已訪視國內半導體廠商，於 106 年
其對國際半導體人才 11 月 30 日彙整完成在智慧車電、智
之引進需求，完成訪 慧醫電及智慧家庭領域之國際人才
廠紀錄 3 份(含)以上。 引進需求訪廠紀錄共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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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12/31

4.

107/1/31

5.

107/2/28

6.

107/5/31

7.

107/6/30

已於 106 年 12 月 15 日完成製作台
製作台灣半導體產業
灣半導體產業推廣中、英文廣宣 1
推廣中、英文廣宣 1
份，各印製 300 份，強化我國引進
份，各印製 300 份(含)
新南向半導體專業人才之推動成
以上。
效。
已於 107 年 1 月 30 日舉辦人才引進
相關產業交流活動─「新南向半導體
舉辦人才引進相關產 國際專業人才產學需求交流聯誼
會」1 場次，超過 70 人以上參與，
業交流活動 1 場次
針對新南向智慧電子產業未來展
(含)以上。
望、印度與印尼市場投資與人才需
求等專題進行分享。
已於 107 年 2 月 28 日完成「東南亞
暨南亞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機制」1
份，建立人才引進之六大推動方
完成半導體國際人才
案，以期促進國內企業、大專院校、
引進機制 1 份。
東南亞暨南亞人才三方互動交流機
會，擴大推動人才供需媒合，達到
提升我國整體產業競爭力之成效。
針對調查新南向國際專業人才引進
需求度最高的兩個國家「印度」和
促成國際網路或媒體 「菲律賓」，已於 107 年 4 月 30 日
刊載我國半導體產業 完成刊載 9 篇國際數位媒體廣告，
對人才需求之相關文 包含 Google 多媒體聯播網廣告、
Google 關鍵字搜尋廣告、YouTube
宣 8 篇(含)以上。
短秒影片廣告、Facebook 網域點擊
廣告。
已於 107 年 3 月 7 日至 3 月 9 日參
加印度通訊及資訊展(Convergence
舉辦招攬人才活動 1 India 2018)，設立「新南向半導體國
場次(含)以上，以吸引 際人才引進推動計畫-台灣廠商攬才
專區」
，宣傳國內 6 家半導體廠商之
國際半導體人才。
13 個工作機會，收到超過 65 份印度
人才之求職意願表。

11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8.

107/6/30

查核點

日期

1.

建立國際專業人才引
進推動平台 1 個，協
助廠商引進國際人
才。

已成立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
引進平台 1 個，於 107 年 4 月 19 日
舉辦「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
引進平台成立大會」
，超過 100 位以
上人士與會交流，建立產業、大專
院校及國際專業人才之交流媒合管
道。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鏈結產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
完成國內大專院校訪談紀錄 6 案
完成國內大專院校訪
次，對學校國際生現況與國際生專
談紀錄 3 案次(含)以
業技能進行分析，掌國際人才的流
106/10/31
上，掌握國際人才專
向與專業技能，協助產業擴大人才
業技能需求。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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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12/31

1. 於 106 年 12 月 13 日辦理國內推
廣說明會 1 場次，活動中介紹計
畫推動架構，及國際人才多元服
務，進行「白領外國人聘僱法規
新變革」專題演講，計 36 個單
位共 54 人出席，促進產學研運
用計畫資源合作，協助企業獲取
國際人才。
2. 辦理國外校園推廣說明會 1 場
次，於 107 年 3 月 2 日至 3 月 3
針對國內大專院校或
日至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企業，辦理 1 場次(含)
(KMUTT)及樂德納可信皇家理
以上推廣說明會，說
工大學(RMUTR)之電子、電機相
明計畫產學介接方
關工學院科系及國際處辦理海
向，鼓勵半導體國際
外人才引進活動，協助國內半導
人才投入產業
體企業發放徵才訊息，吸引約
300 位相關科系學生參與，擴大
吸引國際人才來台。
3. 辦理國外企業推廣說明會 1 場
次，於 107 年 3 月 4 日邀請逾
40 家泰國企業共 87 位代表辦理
「人才引進推動計畫海外推廣
說明會」
，說明計畫人才引進與
介接培訓機制等，提供企業更多
元化人才引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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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3/31

4.

107/4/30

5.

107/6/30

為強化國際人才理論實務兼併就業
能力，建構系統性國際人才引進介
接機制，依人才需求急迫性規劃連
結正規教育、介接短期訓練及引進
直接就業之 3 類型模式，完成國際
人才引進介接訓練計畫書 1 份。
為長期擴增基礎人才，招攬具高
完成國際人才引進介
中、大學、碩士學歷之國際人才連
接訓練計畫書 1 份。
結國內正規教育；針對具相關學經
歷背景或部分工作經驗之國際人
才，規劃短期訓練課程，強化人才
素質質；針對已具相當工作經驗
者，提供就業媒合平台，補充即時
所需人力，期完善國際人才引進介
接訓練推動基礎。
1. 完成建立師資及課程資料庫 2
案，師資資料庫涵蓋 21 名大專
院校與業界師資；課程資料庫涵
蓋技術培訓、通識培訓-商業華
整合產學能量，建立
語、職場適應力共 32 門課程。
師資或課程資料庫 1
2. 另於 106 年 12 月 5 日與交大國
案。
際半導體學院合辦舉行英語授
課之通識活動，豐富培訓資源網
絡，提升國際人才能力培養。
1. 為深化新南向人才在台就業，於
4 月 13 日假高雄科技大學辦理
就業媒合活動 1 場次，安排專題
講座、企業徵才分享、國際人才
規劃就業媒合活動 1
在台生活分享及面現場徵才面
場次(含)以上或提供
談，引導國際人才投入產業。
企業求才媒合服務 2
2. 因應國內半導體人才需求，協助
案次(含)以上，銜接求
提供企業求才媒合服務共 3 案
才求職需求。
次，客製化協助遞送電子、電機
學士及碩士級國際人才履歷至
企業，協助達到媒合人才服務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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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6/30

與國內大專院校或企
業洽談合作，規劃客
製化產學介接合作 1
案次(含)以上及導入
業界師資 2 案次(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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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與交大電機系發展客製化
產學介接合作 1 案次，進行
Analog Integrated Chip Design 研
習，涵蓋跨院校系所之國際工程
人才參與，並取得 14 位國際人
才履歷，協助提升人才就業力。
並於 3 月 24 日邀請國內半導體
廠商 RD 主管參與國際人才交流
活動，促進以國際人才吸引國際
人才，達到擴散國際人才吸納效
益。
2. 完成導入業師 2 案次，分別於
107 年 3 月 20 日與台北科技大
學合作導入業師，包含聯發科技
術部洪經理、美光林經理，以及
洲界國際進行分享，期提升國際
學生對半導體產業瞭解，以及留
台投入就業意願；於 107 年 4 月
12 日與中興大學合作導入業
師，由旺宏電子資深處長分享國
際人才在台就業職場文化，輔導
在台國際人才快速投入產業，期
能提升學生踏入職場專業能力。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2)工作項目實際執行情形說明
「引進國際人才，彌補我國產業缺口」分項
1.1 了解產業需求，強化人才引進機制(查核點 4、5)
1-1-A 舉辦人才引進相關產業交流活動 1 場次(含)以上。
已於 107 年 1 月 30 日假高雄集思高軟會議中心 1 樓
交誼廳舉辦「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產學需求交流聯
誼會」，超過 70 人參與，針對「新南向智慧電子產業未來
展望、印度與印尼市場投資與人才需求」等專題進行分享，
除了剖析未來智慧電子產業發展趨勢，亦提供與會來賓產
業人才需求趨勢相關重點資訊。活動同時針對南台灣智慧
電子產業於新南向國際人才需求方面進行調查，藉此搜集
產業界對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與用人規劃。透過各界在教
育、產業人力的意見交流，結合新住民及其第二代的力量，
作為國際專業人才引進及推廣之依據，以提升台灣與東協
及南亞各國雙邊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合作機會。

2018/1/30

2018/1/30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產學需求
交流聯誼會-會議照片(一)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產學需求
交流聯誼會-會議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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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完成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機制 1 份。
已於 107 年 2 月 28 日完成「東南亞暨南亞半導體國
際人才引進機制」1 份，重點如下：
推動方案
實施作法
1. 發送「東南亞暨南亞專業人才引進調查問
卷」調查廠商國際人才引進需求。
2. 訪視國內主要半導體及智慧電子領域廠
一、 盤點我國半
商，發送「企業訪談表」了解廠商在國際人
導體產業人
才與海外投資佈局策略。
才需求
3. 針對半導體、智慧電子廠商、新住民協會
及大專院校等單位，舉辦「新南向半導體國
際專業人才產學需求交流聯誼會」。
1.

深度訪談國內大專院校國際教學/招生單
位，掌握國際人才的流向與專業技能。
二、 盤點半導體
產 業 人 才 專 2. 舉辦「產學介接推廣說明會」
，瞭解產學對
業技能需求
於東南亞暨南亞人才之專業能力強化與學
習需求。
1.

製作「出發吧！到台灣實現黃金夢想」推
廣文宣，宣傳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及國際地
位。
三、 推廣我國半
2. 赴泰國指標大學舉辦「國際校園人才引進
導體產業優
活動」
，結合當地就業博覽會設立招生專區。
勢及工作機
3. 參加印度大型科技會展，設立「台灣廠商
會
攬才專區」。
4. 利用公協會之國際廣宣管道，宣傳我國政
府產業政策與半導體工作機會。
1.

成立「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引進平
台」，建立半導體、智慧電子廠商、大專院
校及國際人才之間交流媒合管道。
四、 建立國際專
業 人 才 引 進 2. 舉辦「平台聯誼會」
，強化國際人才與國內
推動平台
廠商之交流與媒合成功機會。
3. 蒐集國際專業人才履歷，建置「國際專業
人才資料庫─東南亞暨南亞國家專區」。
五、 推動客製化 1. 與國內重點大學合作，建立國際半導體人
才課程資料庫。
產學介接合
作
2. 延攬優秀國際學生擔任「種子師資」
，對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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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之國際人才進行短期半導體技術研習。
六、 舉辦國際人 1. 針對接受我國正規教育/短期培訓之優秀東
才就業媒合
南亞暨南亞國際學生，舉辦就業輔導媒合活
活動
動。
2. 針對具備相當程度或工作經驗者之東南亞
暨南亞國際人才，舉辦一對一就業媒合會。
透過東南亞暨南亞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方案與
相關實施作法，除了協助國內大專院校留才、整合產學資
源與能量，更加強我國廠商對於東南亞暨南亞地區人才市
場的了解，促進國內企業、大專院校、東南亞暨南亞人才
三方互動交流機會，擴大推動人才供需媒合，達到提升我
國整體產業競爭力之成效。
1-2 推廣我國產業優勢，以吸引國際專業人才(查核點 3、6、7)
1-2-A 製作台灣半導體產業推廣中、英文廣宣 1 份，各印製 300
份(含)以上。
已於 106 年 12 月 15 日完成製作台灣半導體產業推廣
中、英文廣宣 1 份，各印製 300 份。以「出發吧！到台灣
實現黃金夢想」為推廣文宣之主軸，內容涵蓋新南向半導
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策略、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及國際地
位、我國半導體暨智慧電子產業國際人才職缺，以及我國
延攬外國人才相關法規政策。
已於 107 年 4 月份完成寄送給駐印度、菲律賓、泰國、
馬來西亞、越南、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組，代為協助發放宣
傳，以強化我國引進新南向半導體專業人才之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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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廣宣封皮

中文版-廣宣內頁

英文版-廣宣封皮

英文版-廣宣內頁

1-2-B 促成國際網路或媒體刊載我國半導體產業對人才需求之
相關文宣 8 篇(含)以上。
已於 107 年 4 月 30 日完成國際網路或媒體刊載我國
半導體產業對人才需求之相關文宣，宣傳我國半導體之 IC
設計、IC 製造、IC 封測、IDM 領域及智慧電子領域共計 13
家廠商 32 個國際專業人才職缺，並介紹新南向半導體國際
人才引進推動策略、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及國際地位、我
國延攬外國人才相關法規政策，以增進國際專業人才對我
國半導體產業與攬才優惠政策之認識，提升來台工作之誘
因。
參考本計畫調查廠商對於新南向國際專業人才引進
需求，針對需求度最高的兩個國家「印度」和「菲律賓」，
刊載 9 篇國際數位媒體廣告，包含 Google 多媒體聯播網廣
告、Google 關鍵字搜尋廣告、YouTube 短秒影片廣告、
Facebook 網 域 點 擊 廣 告 ， 所 有 廣 告 累 計 曝 光 總 數 達
7,955,700 次，累計點擊總數達 39,205 次，另也建置 Facebook
19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粉絲專頁，獲得熱烈迴響，累計共有 843 個粉絲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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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舉辦招攬人才活動 1 場次(含)以上，以吸引國際半導體
人才。
已於 107 年 3 月 7 日至 3 月 9 日假印度新德里會展中
心 (Pragati Maidan) 參 加 印 度 通 訊 及 資 訊 展 (Convergence
India 2018)，設立「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計畫台灣廠商攬才專區」，本計畫共邀請 6 家國內半導體廠商，
提供 13 個工作機會，工作職缺包含 Analog IC Design
Engineer、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DRAM Product Test
Development Engineer、Equipment Support Technician、Test
Equipment Engineer、 Probe Process and Software Engineer…
等，並以各廠商所提供之公司簡介及文宣，設計出現場展
示海報，藉由與參觀者一對一面談方式，了解求職意願者
之能力背景及就業取向，同時推廣台灣半導體產業結構、
生產基地、產業發展趨勢、台灣主要 IC 廠商、工作機會提
供…等，讓印度專業人才、學校師生及有意願來台學生能
更深入了解台灣半導體產業，進而增進來台工作服務熱忱
意願。初步收到超過 65 份印度人才之求職意願表，本計畫
依照求職者之專長與特性進行職缺媒合並推薦給盛群、台
灣美光、致茂…等廠商，以協助提升台灣廠商延攬國際人
才效率與效益，強化台灣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之競爭力。

台灣廠商攬才專區照片攤位展示與現場交流

台灣廠商攬才專區照片推廣介紹台灣半導體產業與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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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攬才專區照片現場印度求職者填寫求職意願表(一)

台灣廠商攬才專區照片現場印度求職者填寫求職意願表(二)

1-3 建立國際人才引進推動平台(查核點 1、2、8)
1-3-A 訪視半導體廠商了解其對國際半導體人才之引進需求，
完成訪廠紀錄 3 份(含)以上。
已訪視聯發科技、鈺創科技、群聯電子、瑞昱半導體、
新唐電子、旺宏電子、聚積科技…等半導體廠商，並於 106
年 11 月 30 日彙整完成在智慧車電、智慧醫電及智慧家庭
領域之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訪廠紀錄共 3 份。透過訪廠，深
入了解廠商在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與海外投資佈局策略，以
及國際人才之培訓需求與合作意願，以完善規劃國際專業
人才引進推動機制。
1-3-B 調查我國半導體產業之人才需求面向，完成專業人才引進
需求調查資料 1 份。
已於 106 年 10 月 15 日完成專業人才引進需求調查資
料 1 份。問卷結果顯示 25%廠商已聘用東南亞/南亞專業人
才，主要來自馬來西亞，其次為印度、菲律賓及新加坡等
國家，從事工作多集中於「研發設計」
、
「行銷業務」 及「封
裝測試」類型。15%廠商於近兩年有意規劃引進東南亞/南
亞專業人才，馬來西亞及新加坡為最多廠商所選，其次則
是印度、菲律賓。本調查結果將作為政府規劃引進東南亞/
南亞專業人才之參考依據，提升整體產業人才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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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 建立國際專業人才引進推動平台 1 個，協助廠商引進國際
人才。
已於 107 年 4 月 19 日假高雄展覽館會議中心 304A 會
議室舉辦「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引進平台成立大
會」
，超過 100 位以上來賓與會，共同見證平台啟用儀式，
期建立國內產業、大專院校及國際專業人才之交流媒合管
道。本次成立大會也邀請到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日月光半
導體及加工出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擔任主講人，針對新
南向國際人才培育策略與行動方案、人才之教育和文化挑
戰、新南向人力資源與在地之連結等專題進行分享。
此外，已於 107 年 5 月 25 日舉辦「新南向半導體國際
專業人才引進平台產學合作分享會」
，提供會員新南向國際
人才相關之產學合作機會與人才鏈結資源。

2018/04/19

2018/04/19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引進平台
成立大會-會議照片(一)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引進平台
成立大會-會議照片(二)

同時，透過印度攬才活動和國際社群媒體等宣傳管
道，進一步與國際專業人才取得聯繫後，國際人才引進推
動平台共計收到 32 份印度及菲律賓之國際專業人才完整履
歷。針對廠商需求以及人才技術能力初步配對後，本計畫
已將 2 位印度專業人才推薦給 13 家廠商參考，後續將再追
蹤媒合結果。
此外，經盤點國際專業人才之專長與特性，本計畫已
完成建置「國際專業人才資料庫─東南亞暨南亞國家專
區」
，將符合資格之新南向國際專業人才履歷刊登至國際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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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才資料庫，開放供所有廠商參考，以網路平台與實體
交流活動雙軌並進方式，擴充國際專業人才引進之供給。

「鏈結產學介接合作，擴增國際人才運用」分項計畫
2.1 盤點人才專業技能需求，建構產學介接合作機制(查核點 1、
2、3)
2-1-A.完成國內大專院校訪談紀錄 3 案次(含)以上，掌握國際人
才專業技能需求。
本年度計畫以半導體 IC 設計、製造及封測職能基準
為依據，完成國內大專院校訪談紀錄 6 案次，透過訪談 6
所學校，訪談方向以「學校國際生現況」及「導入新南向
計畫機制合作議題」兩大面向為主，將訪談結果進行統
計，並配合企業之專業技能需求，掌握國際學生應強化之
專業知識及通識課程，期綜整產學雙方對於人才需求，規
劃產學介接合作模式，提升國際人才留台就業意願，擴增
國際人才運用。
為提升南向國家之人才對於半導體相關產業之瞭
解，學界建議培訓應優先奠定 IC 相關領域專業基礎知
識，另針對 IC 設計，建議加強 Semiconductor reliability
design and simulations、三維積體電路等課程；IC 製造，
建議加強生產製造管理、可程式邏輯控制等課程；IC 封
測，建議加強感測元件與技術、工業工程問題與解決等課
程；IC 應用，建議加強即時數位信號處理、Semiconductor
Product Engineering 等課程。通識管理課程，建議加強國
際人才華語文能力、台灣產業文化、文化禮儀、人際關係
等軟實力，以補足人才與產業實務所需之落差，提升企業
聘用意願及留台就業意願。
2-1-B.針對國內大專院校或企業，辦理 1 場次(含)以上推廣說明
會，說明計畫產學介接方向，鼓勵半導體國際人才投入
產業。
為擴大國際人才媒合，提升產學接介合作機會，於
24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106 年 12 月 13 日假集思竹科會議中心愛迪生廳舉行推廣
說明會，以國內重要半導體企業，及國際人才主要就讀學
校為優先邀約單位。邀請產學研單位達 36 家 54 人出席。
說明會首先簡介本計畫推動架構，後續進行國際人才多元
服務方案說明。另為促進企業延攬及任用國際人才，邀請
知名勞動法專家，宇恒法律事務所所長-沈律師，進行「白
領外國人聘僱法規新變革」專題演講，深入解說「外國專
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最新規定，並分享產業輔導實例，
指導企業預先做好相關聘用準備。與會企業表示律師分享
實務經驗，有助企業於延攬外國專業人才時，留意相關法
規及加快聘僱時程。活動最後安排意見交流時間，協助與
會單位充分了解計畫內容，及針對任用國際人才相關問題
進行答覆。促進產學研齊力合作，協助企業獲取優質國際
專業人才，推動下一波半導體產業升級與發展，加速我國
科技產業進軍全球市場。

推廣說明會由呂副組長主持，會中介紹推動架構，及國際人才多元服務
方案，促進企業延攬及任用國際人才。

此外，為擴大吸引國際人才來台，並促進國際人才
交流合作，辦理國外校園推廣說明會 1 場次。本計畫介
接東協第二大經濟體泰國培育重點科技人才之理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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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庫國王科技大學(KMUTT)及樂德納可信皇家理工大
學(RMUTR)之電子、電機等工學院科系及國際處就業輔
導組，於 107 年 3 月 2 日至 3 月 3 日至校園辦理海外人
才引進活動，介紹台灣教育資源、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
在台就業薪資福利與工作職缺等等，並協助國內半導體
企業發放徵才訊息，現場約吸引 300 位電子電機、自動
化等相關科系之應屆畢業生參與，並於會後持續追蹤媒
合效益，校園攬才活動於現場收到 25 份泰國人才履歷，
並有 10 位學生來台就讀成大、北科大及淡江大學並規劃
企業實習。透過國外廣宣有效協助國內產業吸納國際優
秀科技人才來台就讀與就業。
另辦理國外企業推廣說明會 1 場次，於 107 年 3 月 4
日於辦理「人才引進推動計畫海外推廣說明會」，邀請
泰達電、C&P Lighting、Applied DB industrial、CM Transfer
Engineering Group 等逾 40 家泰國台商企業共 87 位代表
參與，說明計畫人才引進與介接培訓機制、宣傳臺灣政
府產業政策、教育體系優勢，以及產學介接訓練模式等，
推動發展國際合作模式，提供多元人才引進資源。

至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向電子電機系學生進行人才招募廣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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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泰達電逾 40 家泰國台商企業說明計畫人才引進與介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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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完成國際人才引進介接訓練計畫書 1 份。
本計畫以國際人才引進策略，吸引國際優秀人才來
台，規劃聯結國內具半導體培訓能量之學研單位，以半
導體專業技能課程，強化國際人才技術能力外，另規劃
商業華語、常用台語、台灣風俗文化及職場適應力等課
程，提升國際人才就業軟實力，介接訓練模式包含連結
正規教育、介接短期訓練及引進直接就業等短、中、長
期 3 類模式推動落實。
a. 連結正規教育
依據新南向計畫推動政策，優先鎖定已發展及快速發
展之印度、泰國、馬來西亞、菲律賓、印尼及越南等 6
國具高中、大學、碩士學歷之國際學生，並依據教育
部 105 年度大專院校正式修讀學位之外國學生及其畢
業生人數資料分析，篩選電機、電子、資工、資訊等
理工科系，找出各國學生主要就讀學校，列為計畫優
先推廣對象，導入連結國內公私立大學電機等相關系
所學士、碩士或博士學程，強化國際人才專業能力，
擴增基礎人才質與量需求。透過深度訪談國內大專院
校，掌握國際人才供給能量及盤點專業技能需求，並
依據企業所需人才專長、或企業地域性、或因應企業
發展所需特定國家之人才，做為推動產學介接及人才
媒合工作之參考。
為傳達政策方向及計畫推動目標，促進產學研共同合
作，規劃辦理推廣說明活動，說明計畫架構及推動策
略、國際人才能力發展方案，以及就業媒合機制等面
向，並宣傳台灣半導體產業國際形象及人才職缺，推
廣產學介接訓練模式，協助企業收集國際人才履歷資
料，擴大國內半導體產業人才晉用來源。
b. 介接短期訓練
針對具相關學經歷背景或部份工作經驗之國際人才，
透過介接國內訓練計畫，藉由短期技術能力提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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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台灣半導體產業所需專業人才，協助國內企
業提升研發能量。
以學校專業能量為核心與業界資源，另輔以通識系
列，強化國際人才理論及實務兼併之就業能力，建立
師資、課程資料庫，豐富培訓資源網絡，提升國際人
才能力培養，協助國際人才投入國內半導體產業，供
長期國際人才介接訓練推動之參考。
調查分析有意聘用新南向國際人才之企業，徵才條件
首重語文能力、專業能力及職場適應能力。在語文能
力部份，除英文以外，也希望能以中文溝通，部分企
業甚至希望能以台語交談，使工作和生活能更順暢。
專業能力部份，企業希望優先聘用就讀國內大學院校
之外籍生，因台灣半導體歷經數十年發展，已建構一
套完整的半導體教育學程，具紮實的基礎技術能力，
經企業短期訓練後即可勝任工作。職場適應能力則包
含風土民情、生活禮儀、企業文化，以及職場潛規則，
較容易融入在地環境，以利長期居留。依據企業聘用
評估因素，規劃國際人才能力發展方案，包含半導體
產業概況、常用語文介紹，以及台灣職場與文化適應
力訓練，協助國際人才熟悉半導體產業職場，及早適
應在台生活。課程規劃如下：
(a) 半導體產業概況
邀請半導體業者或學研專家，介紹台灣半導體產業
歷史與現況，簡述 IC 設計、製造、封測等次產業
特色，相關職務內涵，以及產業未來發展前景。
(b) 常用語文介紹
安排國內華語文中心師資，根據語言教學的原理原
則，講授商業華語與常用台語，以豐富教授外國人
士華語文之經驗，帶領外籍生採分組練習方式，深
入淺出增進對華語及台語的學習興趣。
(c) 台灣職場與文化適應用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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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才投入台灣職場，首先必須面對國情不同，
伴隨而來的價值觀及企業文化差異，規劃邀請業界
主管或人力資源顧問，以實例引導國際人才認識台
灣企業文化，解讀隱晦的職場潛規則，增強職場適
應力轉化壓力為成長動能，快速提升融入工作環
境。
另，為推動更多在台就學之國際人才於畢業後留台就
業，針對頂尖大學之跨系、跨院校國際人才規劃短期
研習，協助提升就業能力，透過發展國際種子師資客
製化產學介接合作，構築產學介接實際案例，除有助
於建立國際師資能量，並藉由國際人才吸引國際人才
之推動模式，擴散人才吸納效益，帶動更多具潛力之
國際工程人才參與投入國內產業。
c. 引進直接就業
針對已具相當工作經驗者，透過提供產業媒合平台方
式，媒合國際人才投入半導體產業。然而，符合此類
型之新南向國家專業人才需求門檻相對高，供給人數
相形較少，更有賴長期與國內企業緊密之配合，進行
客製化評估與規劃，以利於國際人才銜接與導入。
為加速媒合國際人才投入半導體產業，規劃多元就業
輔導服務，邀請國內半導體相關企業參與媒合徵才活
動、或與企業合作履歷遞送等方式，促進國際人才在
台就業，協助企業快速尋找合適人才，擴大計畫人才
媒合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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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才引進介接訓練模式

2.2 整合產學資源與能量，推動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查核點 4、
6)
2-2-A.整合產學能量，建立師資或課程資料庫 1 案。
為使國際半導體人才投入台灣半導體產業，本計畫
將針對 IC 各領域建立師資與課程資料庫，期透過國內
產、學課程與師資資源整合，彙整培訓網絡能量，建置完
善人才培訓資源，提供做為國際半導體人才基礎與實務能
力的基石，師資資料庫依據師資專長，匯集 IC 設計、製
造、封測、半導體共通性與通識領域，集結北部台灣大學、
交通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明新科技大學，以及中南部亞
洲大學、義守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學界資源，廣邀各界專
家學者，投入國際半導體人才培育，此外，為了與產業現
況即時接軌，師資資料庫同步導入業界資源，結合各領域
具備業界全職五年以上相關經驗之專家，使師資資源與產
業實務連結，業界師資企業來源包含聯發科、凌陽科技、
台灣美光、旺宏電子、台達電子、華泰電子、華東科技、
矽品精密等 8 家企業，藉由業界資源強化實務技術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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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專業領域皆具備英語授課之經驗豐富的專家師
資，包含 IC 設計 5 名、製造 4 名、封測 6 名、半導體共
通性 3 名與通識 3 名，共計建置 21 名師資資源。
課程資料庫區分為專業技術能力與職場適應能力兩
大類，於專業技術能力方面，以具備國際半導體人才需求
之企業所需之職缺內容如類比 IC 設計工程師、製程工程
師以及測試工程師等，進行實務課程建置，並依照 IC 設
計、製造、封測各領域之關鍵職務規劃相關專業課程，同
時加以建置基礎半導體共通性課程，提供國際半導體人才
完善整體產業概況與趨勢知識，另外，相較於國內人才熟
悉台灣環境與文化，本資料庫特別針對國際人才需求，納
入職場適應能力課程，建置如線上客製華語、商業華語、
常用台語介紹、法規、台灣職場文化與職場適應力等相關
通識內容，提升國際人才在台就業軟實力，協助其迅速適
應台灣職場與在台生活，專業技術能力與職場適應能力共
建置 32 門課程。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師資與課程資料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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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際人才對於職場適應能力課程之需求，本
計畫於 106 年 12 月 5 日與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學院合辦
職場適應力英語講座，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講
授「商業華語基礎應用、台灣風俗習慣與常用台語介紹」
，
同時也結合具台積電、高通通訊科技、台達電子等企業豐
富講授經驗的心理人力資源培訓專家講授「台灣職場與文
化適應力」
，藉由專業講座 workshop 與小組討論活動，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帶領國際人才對台灣文化與職場的認
識，並強化其對華語及台語的學習興趣，並在活動中蒐集
具留台意願之碩、博士生履歷，協助國際人才投入台灣半
導體產業，期透過本計畫師資與課程資料庫建立，豐富培
訓資源網絡，提升國際人才能力培養。

與交大國際半導體學院合辦舉行英語授課之通識活動

2-2-B.與國內大專院校或企業洽談合作，規劃客製化產學介接
合作 1 案次(含)以上及導入業界師資 2 案次(含)以上。
¾ 與交大電機系進行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
有鑑於國內半導體人才需求急迫，為推動更多在台
就學之國際人才，於畢業後留台就業，透過發展國際種子
師資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針對頂尖大學之跨系、跨院校
國際人才進行短期研習，協助提升就業能力，除有助於建
立本計畫之國際師資能量，並藉由國際人才吸引國際人才
之推動模式，擴散人才吸納效益，期帶動更多具潛力之國
際工程人才參與投入國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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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發展國際種子師資與研習
本計畫透過與交大電機系發展種子師資客製化產
學介接合作，第一階段先招募國際人才，同步對國
際人才宣傳本計畫之推動目標、產業人才需求、以
及延攬跨校相關科系之國際人才。
第二階段針對交大、清大電機/電子/材料相關背景
之國際人才進行研習講授，此次研習共 30 小時，
涵蓋跨院校系所之電機、電子相關超過 20 位以上
國際人才參與，期在短時間內，強化國際人才之專
業能量，並取得 14 位國際人才履歷。

與交大電機系發展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

進行 IC 設計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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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國際人才與企業交流
為促進國際人才瞭解國內半導體產業現況與人才
需求，與交大合作之產學介接合作，並於 107 年 3
月 24 日邀請國內業者參與，分別簡介公司背景與
求才需求，並於企業簡報後開放廠商與目前在台國
際人才個別面談。
當天共 16 位交大、清大電機電子相關科系之國際
人才與會，並表示很願意提供履歷，如有相關適合
職缺，希望有機會於畢業後留台就業。藉由此企業
研發主管與國際人才直接交流，讓企業瞭解國際人
才之學習情形與就業能力，並讓國際人才瞭解進入
國內半導體公司工作，所需具備之專業能力，對於
推動國際人才留台就業，與企業擴大人才招募管
道，具有實質性效益。

企業與國際人才交流合影

y

擴大吸引國外人才
為擴大招募國際人才來台，本計畫並透過印度
國際學生進行推廣，將本計畫相關資訊提供在印度
半導體人才交流社群(VLSI Jobs in India)，此專業社
群目前已聚集 14,429 位相關成員，對於在國外進行
企業求才資訊廣宣具有幫助。此外，目前亦取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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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意來台就業或就學之印度人才履歷，顯示出擴
大吸納國際人才效益。

¾ 導入業界師資
為有效開拓更多潛在國際菁英人才，本計畫與台北
科技大學及中興大學國際處合作，邀集有意願留台
之東南亞學生，辦理導入業界師資，針對企業徵求
國際人才之需求條件，包含半導體產業概況、技術
能力及台灣職場與文化適應力等面相，導入業師輔
導在台國際人才快速投入產業，期能提升學生實際
踏入職場專業能力，提升在台國際生投入台灣半導
體產業就業力及職涯發展能力，協助國際人才熟悉
半導體產業職場，及早適應在台生活，並進一步促
進產學交流與合作。
107 年 3 月 20 日與台北科技大學合作，邀請聯發科
洪經理分享「台灣 IC 設計半導體國際人才留台之技
術發展」
、台灣美光林經理分享「台灣半導體企業徵
才現況分享」
，以及洲界國際顧問有限公司程總經理
分享「台灣職場與文化適應力」議題，當天參與之
北科大國際人才包括電機工程、電子工程、機械工
程、機械與自動化、化學工程等相關系所學生，共
計 29 位，並鼓勵東南亞生畢業後持續留台工作，深
化國際生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認知及留台就業意
向。
107 年 4 月 12 日與中興大學國際處合作，安排旺宏
電子謝資深處長分享「國際人才在台就業職場文化
分享」，當天共有 57 位學員參與，以印度、印尼、
馬來西亞、泰國、越南與新加坡為主。由於謝處長
過往在業界具有豐富新人培訓教學經驗，亦針對外
籍人才在台就業的適應力問題提出重點建議，並強
36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調台灣職場文化中態度與守時的重要性，不論在哪
個國家，員工積極主動的態度都是成功關鍵之一。
透過產學合作導入業師，除有助於國際人才快速瞭
解我國企業人才需求，亦協助企業拓展人才招募管
道，協助企業獲取專業國際人才。

3 月 20 日邀請聯發科分享

4 月 12 日由旺宏電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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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引導國際人才投入產業，提升企業競爭力(查核點 5)
2-3-A.規劃就業媒合活動 1 場次(含)以上或提供企業求才媒合
服務 2 案次(含)以上，銜接求才求職需求。
為協助國際專業人才在台就業，加速媒合投入半導
體產業，透過系統性就業媒合輔導機制，增進國際人才在
台媒合就業，並於 107 年 4 月 13 日假高雄科技大學辦理
「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計畫就業媒合活動」，
活動安排專題講座、企業徵才分享、新南向人才在台生活
分享以及現場面談徵才，邀請 10 家企業 27 位人資與技術
代表，以及 56 位大專院校應屆屆新南向人才參與。
本活動開始前即蒐集新南向人才履歷及企業職缺，
協助安排國際人才於當天活動優先面談；活動當天專題講
座邀請亞洲大學許教授及旺宏電子謝資深處長帶來半導
體技術與職場文化講座，以強化國際人才對於台灣半導體
產業知識及適應力；並安排印尼及印度籍新南向學生分享
在台就業生活，展現人才留台就業意願；亦邀請參與活動
之企業代表進行徵才分享，使人才充分了解國內企業之職
缺與企業文化；最後安排企業與國際人才面談，現場交流
熱絡，期透過本次活動提升國際人才投入產業服務之媒合
效益，挹注國內半導體人才求缺口。

38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06 月 29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工業局呂副組長至活動現場致詞

新南向人才於現場與企業進行面談

此外，因應國際半導體 IC 設計、製造及封測領域等
企業對於外籍人才的需求，為使企業能快速且適切地尋找
到可用之才，透過客製化辦理求才媒合服務，主動了解各
領域適合國際人才之職缺以及所需之人才背景，依各領域
企業提供之數位 IC、設備、封測、製程等適合國際人才
應聘之職缺，依據企業需求之學歷背景遞送 52 份印度、
印尼、越南、泰國與馬來西亞籍人才履歷，透過即時短期
有效擴大企業求才管道，完成協助提供企業求才媒合服務
予美光、群聯、日月光共 3 案次。
3.實際執行與原規劃差異說明：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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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量化成果 output)
(一)績效指標
106 年度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類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成立營運總部
數
衍生公司家數
建立產業發展
環境、體系或營
運模式件數
參與產業發展
環境、體系或營
屬
性

M. 創 新 產 運 模 式 之 產 業
業 或 模 式 團體數
建立

促成企業聯盟
家數
創新模式衍生
新產品上市項
數
促成產值提升
或創新模式衍
生新產品產值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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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類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效益說明

重大突破

1.舉辦「新南向半導體 1.針對南向國家

1.

引進推動
1

個，協助廠
商引進國
際人才。

業 或 模 式 2.

規劃客製

建立

化產學介

平台成立大會」，包

求，透過建立國

含泰準精密、中山大

際專業人才引

學、高雄科大等產

進推動平台，建

業、學校、公協會等

構產業、大專

超過 100 位以上人

院校及國際專

士與會交流。

業人才之交流

人才產學合作，匯聚

與企業資源，共

交大、清大國際人才

同促進聯結國

參與，並將國內半導

際人才供給與

體人才需求推動至

需求，透過推動

印度半導體相關專

客製化產學介

1. 1 個

1. 1 個

業人才社群網路，協

接模式建立，期

2. 3 案

2. 3 案

助企業擴大吸納人

長期面深化新

才招募管道。

南向國際人才

接合作 1

2-2.針對半導體產業概

案次(含)

況、技術能力及台灣

以上及導
資 2 案次
(含)以上。

業界創新能量。

等面相，邀請聯發

業界師資模

科、美光、旺宏等企

式，與北科大及

業進入學校說明，提

中興大學合

供國際人才留台就

作，促進產學連

業相關輔導，建立導

結，提升國際人

入業師之推動模

才留台就業意

式，期提升在台國際

願。

生投入台灣半導體
產業就業力及職涯
發展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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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學之國際工程 2-1.連結國內學界

專業人才

M. 創 新 產

國際人才需

2-1 推動與國內頂大交

建立國際

平 台

國際專業人才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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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類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效益說明

重大突破

建立國際品牌
或排名提升
相關產業產品
N. 協 助 提
升我國產

產值世界排名
提升

業全球地
位

促成國際互惠
合作件數
促進國際廠商
在台採購(千元)
1.透過刊載我國半導體
產業人才需求文宣，
介紹新南向半導體國
際人才引進推動策
略、我國半導體產業
優勢及國際地位、延
1.

N. 協 助 提
升我國產
業全球地
位

2.

促成國際
網路或媒
體刊載我
國半導體
產業對人
才需求之
相關文宣
8 篇(含)以 1. 8 篇
上。
2. 1 場
舉辦招攬
人才活動
1 場次(含)
以上，以吸
引國際半
導 體 人
才。

攬外國人才相關法規
政策，增進國際專業
人才對我國半導體產
業與攬才優惠政策之
認識，以吸引國際專
1. 9 篇
2. 1 場

業人才來台。
2.透過參加印度通訊及
資訊展，設立「新南
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引
進推動計畫-台灣廠
商攬才專區」
，宣傳我
國半導體產業及工作
機會，提升我國半導
體業者國際能見度，
亦協助提升台灣廠商
延攬國際人才效率與
效益，強化台灣在全
球半導體市場之競爭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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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相關廣宣
品、媒體宣傳及
舉辦招攬人才活
動，宣傳我國半
導體產業之國際
地位與臺灣教育
體系之完整，增
加我國半導體業
者之國際能見
度，期長期面吸
引國際專業人才
來臺，協助我國
半導體廠商擴大
研發人才能量，
支援海外市場發
展與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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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類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媒合與推廣活
動辦理次數
T. 促 成 與 促 成 合 作 研 究
學 界 或 產 件數
業 團 體 合 廠商研究配合
作研究
款金額(千元)
合作研究產品
上市項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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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類別

項目

1. 完 成 國 內 大
專院校訪談
紀錄 3 案次
(含)以上，掌
握國際人才
專業技能需
求。
2. 舉 辦 人 才 引
進相關產業
交流活動 1 場
次(含)以上。
T. 促 成 與 3. 針 對 國 內 大
專院校或企
學界或產
業，辦理 1 場
業團體合
次(含)以上推
作研究
廣說明會，說
明計畫產學
介接方向，鼓
勵半導體國
際人才投入
產業
4. 完 成 國 際 人
才引進介接
訓練計畫書 1
份。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重大突破

1. 綜整交通大學、台北
科技大學、中原大
學、逢甲大學、亞洲
大學、明新科技大學
之國際學生現況分
析，掌國際人才的流
向與專業技能，協助
產業擴大人才資源。

1. 3 案

1. 6 案

2. 1 場

2. 1 場

3. 1 場

3. 1 場

4. 1 份

4. 1 份

審查通過

2. 舉辦「新南向半導體
國際專業人才產學
需求交流聯誼會」，
搜集產業界對國際
人才引進需求與用
人規劃，促進產學研
之意見交流與合
作，作為國際人才引
進及推廣之依據。
3. 除辦理國內推廣說
明會，並至泰國向蒙
庫國王科技大學、樂
德納可信皇家理工
大學、泰達電等學校
與企業推廣說明，吸
引國內外之國際人
才與企業參與，擴大
國內外產學合作效
益。
4. 為強化國際人才理
論實務兼併就業能
力，依人才需求急迫
性規劃連結正規教
育、介接短期訓練及
引進直接就業之
短、中、長期人才引
進介接 3 類型模
式，完成國際人才引
進介接訓練計畫書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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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國內院校訪
談、人才引進交流
活動辦理、發展國
際人才引進介接
訓練計畫，充分鏈
結發揮我國半導
體專業人才訓練
優勢與能量，促進
產學合作，建構持
續性人才交流平
台，達到拓展國際
人才引進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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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類別

項目

1.

其他
2.

3.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訪視半導
體廠商了
解其對國
際半導體
人才之引
進需求，完
成訪廠記
錄 3 份(含)
以上。調查
我國半導
體產業之
人才需求
面向，完成
專 業 人 才 1. 3 份/1 份
引進需求
2. 1 案
調查資料
3. 1 場/2 案
1 份。
建立師資
或課程資
料庫 1 案。
規劃就業
媒合活動
1 場次(含)
以上或提
供企業求
才媒合服
務 2 案次
( 含 ) 以
上，銜接
求才求職
需求。

效益說明

重大突破

1. 透過拜訪國內半導體 1. 深入了解廠商
在國際人才引
廠商，了解其對國際
進需求與海外
半導體人才之引進需
投資佈局策
求，並調查我國半導
略，以及國際人
體產業人才需求面
才之培訓需求
向，提供相關調查分
與合作意願，以
析資料，作為政府階
規劃國際專業
段性引進相關專業人
人才引進推動
才規劃之參考資料。
機制。並透過國
2. 建立師資及課程資料
際專業人才引
庫，涵蓋專業領域輔
進需求調查資
以通識系列，師資資
料，盤點我國廠
料庫結合大專院校與
商對東南亞及
1. 3 份/1
業界資源共建置 21
南亞國家人才
名，專業與通識課程
引進需求，作為
份
資料庫建置共 32
政府規劃引進
2. 2 案
門，奠基未來國際人
東南亞/南亞專
3. 1 場/3
才能量提升之基礎。
業人才之參考
依據。
案
3. 透過辦理國際人才就
業媒合活動與服務， 2. 匯聚專業人才
之師資及課程
促進日月光半導體、
能量，協助發展
台灣美光、東台精
產學介接訓練
機、公準精密等企業
策略，促進國際
與國際人才面談互動
人才投入企業
交流，引導國際人才
服務，強化產業
投入產業，支援產業
競爭力。
成長與發展。並提供
美光、群聯、日月光 3. 導引國際人才
求才媒合服務，透過
投入產業服
多元化媒合方式，協
務，開拓企業
助企業更快速招募國
求才管道，並
際人才。
增進就業，協
助延續產業成
長動能。

(二)106 年度計畫績效指標實際達成與原訂目標差異說明：實際達成績
效指標超出或與原訂目標相符，符合計畫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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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outcome)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無
(二)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無
(三)經濟效益(經濟產業促進)：
 創新產業或模式建立
1.配合政府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與新南向政策，促進人才媒合交流，
以協助國內企業尋才。透過成立新南向半導體國際專業人才引
進平台，提供新南向國際人才相關之產學合作機會與人才鏈結
資源。同時，透過海外攬才活動和國際社群媒體等宣傳管道，
搜集新南向國際專業人才履歷，媒合推薦給國內廠商參考，以
網路平台與實體交流活動雙軌並進方式，擴充國際專業人才引
進之供給，藉此提升整體產業人才競爭力，進而協助我國產業
持續成長。
2.有鑒於每年國際人才來台之就學人數逐年攀升，支應我國產業發
展之人才需求亦持續增加，在本計畫之推動下，與國內頂大交
通大學合作，透過銜接產學能量，建立客製化產學介接合作模
式。此模式除透過以國際人才吸引國際人才，吸引交大、清大
相關國際工程人才投入，經由此人才吸納、研習、結合企業交
流之模式，國際人才紛紛並表示希望有機會留台就業，持續提
升專業能力以符合企業需求。此外，並拓展連結印度人才國際
社群網路，吸引在印度知名企業就業之國際人才主動提供履
歷，期長期面協助企業擴大吸納人才招募之管道。

 協助提升我國產業全球地位或產業競爭力
1.依據行政院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領，以「長期深耕、多
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理念，從「經貿合作」、「人才交流」、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與東協、南亞
等國家，創造互利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增進人才供需媒合，協
助國內企業尋才，驅動產業升級轉型動力。為促進產業對國際
專業人才的吸納，積極協助我國半導體業者轉型跨足物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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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子等創新應用領域發展，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優勢，本計
畫藉由國際網路或媒體刊載我國半導體產業對人才需求之相關
文宣，以及參加印度通訊及資訊展(Convergence India 2018)，設
立「新南向半導體國際人才引進推動計畫-台灣廠商攬才專區」，
宣傳國內半導體廠商之工作機會，提升我國半導體廠商之國際
能見度，增進新南向國際專業人才對我國半導體產業之認識，
擴大吸引國際人才來台，以協助提升台灣廠商延攬國際人才效
率與效益，強化我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之競爭力。
2.因應新一波產業轉型發展及國內人才供給現況，行政院於 106 年
度施政方針「亞洲• 矽谷」計畫中，以推動物聯網產業創新研發
和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為主軸，期奠基產業利基，重新拾回產
業動能與競爭力。本計畫透過訪視國內主要半導體及智慧電子
領域廠商，深入了廠商在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與海外投資佈局策
略，以及國際人才之培訓需求與合作意願，以完善規劃國際專
業人才引進推動機制。並透過國際專業人才引進需求調查資
料，盤點我國廠商對東南亞及南亞國家人才引進需求，作為政
府規劃引進東南亞/南亞專業人才之參考依據。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
1.本計畫透過訪談交通大學、台北科技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
學、亞洲大學及明新科技大學，深入了解國內大專院校半導體
產業相關科系國際人才目前就學情形，並彙整針對產學落差優
先需強化之相關領域專業基礎知識，以發展符合新南向國家之
國際人才培訓方針，期匯聚產學能量，共同為企業尋求契合之
人才。
2.為促進國際人才留台就業，建構系統性國際人才引進介接機
制，透過鍊結產學資源與能量，強化國際人才理論實務兼併就
業能力，發展半導體專業技能國際課程，並規劃商業華語、常
用台語、台灣風俗文化及職場適應力等課程，提升國際人才就
業軟實力，以連結正規教育、介接短期訓練及引進直接就業之
推動模式，促進產學合作，導引國際人才有效運用。並擴大至
海外辦理推廣說明會，至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KMUTT)及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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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納可信皇家理工大學(RMUTR)之電子、電機相關工學院科系
及國際處辦理海外人才引進活動，吸引約 300 位相關科系學生
參與，並另邀請泰達電等逾 40 家泰國企業共 87 位代表參與「人
才引進推動計畫海外推廣說明會」
，說明計畫人才引進與介接培
訓機制等，提供企業更多元化人才引進資訊，擴大計畫推廣與
促進產學合作之效益。
3.針對引進國際人才發展策略，完成國際人才引進介接訓練計畫
書，依人才需求急迫性規劃以連結正規教育、介接短期訓練及
引進直接就業等短、中、長期人才引進介接 3 大模式。為長期
擴增基礎人才，招攬具高中、大學、碩士學歷之國際人才連結
國內正規教育；針對具相關學經歷背景或部分工作經驗之國際
人才，提供短期訓練課程，強化人才能量；針對已具相當工作
經驗者，提供就業媒合平台與服務，建構系統性國際人才引進
介接機制之基礎。
(四)社會影響(社會福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無
(五)其他效益方面
1.透過調查我國半導體產業之人才需求面向，完成專業人才引進需
求調查資料，結合訪視聯發科技、鈺創科技、群聯電子、旺宏
電子…等半導體廠商，彙整智慧車電、智慧醫電及智慧家庭領
域之國際人才引進需求訪廠紀錄，匯集產業需求與建議，作為
政府規劃引進國際專業人才之參考，期契合企業人才需求，支
援產業持續成長與發展。
2.本計畫透過建置 IC 各領域師資與課程資料庫，提供做為國際半
導體人才基礎與實務能力之基礎，師資資料庫針對 IC 設計、製
造、封測、半導體共通性與通識領域，集結北中南部學界資源，
以及企業業界專家，藉由業界資源強化實務技術能量，奠基未
來國際人才進階培訓之基礎。課程資料庫方面，以具備國際半
導體人才需求之企業，進行技術專業課程建置，另結合職場適
應能力方面課程，共 32 門課程建置，期透過資料庫之建構，完
善後續提升國際人才在台就業技術能量與軟實力之根基，鼓勵
國際人才投入產業就業，支援企業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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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深化國際專業人才在台就業，加速媒合投入半導體產業，本計
畫透過舉辦媒合就業活動，邀集各大專院校優秀新南向人才與
智慧電子企業出席，透過活動安排業師專題座談，加強國際人
才對於國內智慧電子產業之了解，強化就業競爭力，邀請企業
進行徵才分享，加深國際人才對於產業之了解及企業印象，透
過安排面談，進一步促進人才與企業間交流，有效擴大產業攬
才訊息廣宣曝光。此外，本計畫亦提供客製化企業求才媒合服
務，涵蓋半導體設計、製造、封測，依企業人才需求蒐集求職
履歷遞送，協助企業拓展新興人才應用管道，達成吸引優秀國
際人才投入國內產業之效益，擴大計畫人才媒合效益。
4.性別平等促進
性別主流化工具

性別統計分析

具體作法

執行成效說明
1. 本計畫執行各項業務女性研
究人力達 85%，參與之女性
於計畫執行
比例佔全體人員達 1/2 以上。
期間性別統
計，分析女性 2. 半導體領域從業人員以男性
為主，截止目前為止收集 52
參與情形。
份國際人才履歷，其中 13 份
為女性，佔比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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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本計畫呼應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之重
點推動政策，期在擴展產業人才供給管道之目標下，援引國際人才能
量，支援產業持續發展，提升計畫推動效益，說明如下：
(一) 連接「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之相關正規教育人才培育，吸引目
前已在台就學之國際人才，於畢業後，透過本計畫推動下，特別
針對國際人才投入半導體相關領域所需之專業技術與軟性知能
進行加強，並提供企業求才資訊與就業媒合服務，導引目前在學
之國際人才，提升投入我國產業就業之意願與能力。
(二) 呼應「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加強培育創新產業發展所需關鍵人
才，針對推動物聯網領域發展之半導體核心關鍵人才，擴大連結
產學能量，培育未來所需關鍵人才。
(三) 連結「智慧電子學院計畫」之培訓能量，以半導體為基礎，擴大
智慧電子領域之人才延攬，本計畫針對國際人才，如有需長期養
成或短期在職培訓，可銜接智慧電子學院計畫進行訓練，援引計
畫推動資源與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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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展望
(一)人才養成有賴長時間的投入，同時，因應產業多元人才需求，更需
結合各企業規劃長期投入與搭配，方能吸引優秀國際人才來台，達
到攬才、育才、留才之成效。本計畫僅為一年期推動計畫，從產業
及計畫國外廣宣、各企業需求匯整、產學合作洽談、人才研習規劃、
至媒合服務之推動，都需時間累積更彰顯其從人才養成至投入產業
之效益。本年度期計畫推動，以擴大建立企業人才供給管道，以及
吸納更多優秀國際人才留台與來台為目標，展望未來，希望有機會
將今年度之推動模式擴散至國內更多產學合作，以及更多國家人
才，為未來產業人才供給開創更多元化之交流平台，亦能在國際化
競爭中，厚植我國產業人才能量。
(二)本計畫透過舉辦人才引進相關產業交流活動，搜集產業界對國際人
才引進需求與用人規劃，促進產學研之意見交流與合作，作為國際
專業人才引進及推廣之依據，期提升台灣與東協及南亞各國人才資
源的互補與合作機會外，長期而言，亦彌補我國產業人才缺口，以
增強我國高科技人才資源及創新能量，在維持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
下，並促進國際人才互惠交流，增進與新南向國家人才合作機會。
(三)在全球物聯網(IoT)、人工智慧(AI)等新興科技應用趨勢帶動下，半
導體產業及人才需求持續攀升，本年度透過產學介接合作模式，結
合以國際人才吸引國際人才之策略，除對於在台之國際人才，推廣
我國半導體產業人才需求，協助增進國際人才留台意願，並透過印
度人才社群網路，向在印度之國際人才宣傳我國半導體產業，以及
本計畫推動策略，期吸引國際人才來台就學或就業，引導國際人才
來台，建議未來可透過深耕國際人才專業社群網路，發揮人才群聚
效應，增進國際人才留台與擴散人才吸納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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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年度透過推廣台灣半導體之國外廣宣與國際參展，擴大宣傳我國
政府產業政策及國內半導體工作機會，提升新南向國際專業人才對
我國產業之認識，增進來台工作之意願。在此透過結合實體與虛擬
活動、媒合服務之推動，增進對於國際人才之瞭解下，除強化國內
企業晉用國際人才之意願外，更期盼未來有機會從開啟國際人才交
流合作，擴大至國際產業合作互補，進而建構國際間產業連結網絡
基礎，深化人才互動與產業共同發展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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