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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資訊工程學系？

未來二十年最有價值的科系：
資訊工程學系(Computer Science)

Bill Gates
Larry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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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靜宜資訊工程學系？

 IC設計、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時代已來臨

 ChatGPT：本系具備完整的電腦系統整合與網路

應用能力，從多元應用的領域發展出來，資工系

更是建構出包括：IC設計、系統整合、智慧型系

統、多媒體系統、網路系統、安全與應用系統、

以及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等。此外，靜宜大學資

工系亦擁有頂尖的師資陣容，為學生提供完善的

教學設備與環境，讓學生能充分發揮所長。



為什麼選擇靜宜資訊工程學系？

「科技業人才荒」

聯發科也搶不到人！
工程師超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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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靜宜資訊工程學系？

靜宜資工系目標:

為未來培育全世界企業爭相聘用的

IC設計、AI、資安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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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十大搶手人才！起薪破 4 萬

1111 人力銀行盤點
2022 年「十大亮點職務」
10 大搶手工作
資工系佔一半!



人力銀行yes123求職網今日發布調查顯示，高達
68.2%上班族認為，目前工作跟大學所讀科系之間是
「學非所用」

對於「學非所用」的原因，主要依序包括：學校所學的不具一技之長（29%）、主
修科系造成求職時的行業範圍受限（22.2%）、與主修科系相關的職缺，薪資不
符合預期（18%），以及學校所學的專業度或深度不夠（16.8%）、與主修科系相
關的職缺比較少（14%）。

若以大學就讀科系領域叉分析，認為學非所用者就讀科系，依序有：文史哲
（88.9%）、管理（86.7%）、藝術（83.3%）、社會與心理（82.5%）、外語（78.9%）、
地球與環境（50%）、建築與設計（46.7%）、工程（42.2%）、資訊（38.9%）、醫藥
衛生（33.3%）。

6成民眾工作成就感低！



各職業薪資與職缺平均值

https://www.104.com.tw/

軟體工程類生物科技類

餐飲類

行政助理類

薪
資

高

低

職缺

多少

錢多機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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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情報 > 軟體／工程類人員

https://www.104.com.tw/

https://www.104.com.tw/jb/wage/


靜宜資工第4名 靜宜資工申請入學
選填考生數
109 學年度 290

110 學年度 571

110 註冊率110%

110 報到率110%

111 學年度 申請

入學報名本系人數:

614

109 學年度

全台最熱門資工系!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562632



通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 一項非政府、同儕間的審查機制，主旨為以學生學習成果
為導向 (Outcomes-based)，確保系所的教育品質，亦即其
培育學生的成果。

• 目前有 24 個會員國。

• 會員國承認彼此文憑

• 本系所 2008 通過第一週期。

• 本系所 2014 通過第二週期。

• 本系所 2020 通過第三週期。

IEET認證通過
核定六年!



資工系的跨校聯合實驗室

• 2019年5月14日 與友晶科技舉行

Intel FPGA & HPC/AI聯合實驗室

• 2019年加入AWS Educate Program

系上師生可以在一定額度內

免費使用AWS雲端服務與AI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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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特色一：PBL 問題導向式學習課程設計

培養學生具備與職場對接的

高競爭力資訊職能



本系特色一：PBL問題導向式學習課程設計

台灣護國神山企業：台積電、鴻海、聯發科

本系核心能力

軟體：AI

硬體：IC Design

=>與護國神山群對接的高競爭力資訊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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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教育部核定補助辦理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設計畫

問題導向式學習



Cheers2020最佳大學指南
靜宜資工系專訪: 全國最具特色的創新教學



本系特色二：AI 人工智慧能力

培養學生成為現代各行業都迫切在找的

AI應用人才





人工智慧就業學程
科目名稱 開課年級

機器學習
資工系二上
國際班三下

Python 程式設計 二下

深度學習
資工系二上
國際班二下

人工智慧
資工系二下
國際班二下

智慧醫療 二上

機器學習維運與安全 三上

智慧製造
資工系三下
國際班四上



人工智慧就業學程

對接企業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臺中
榮民總醫院、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上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合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華新麗華股
份有限公司、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旭東機械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科技理財機器人
資料庫 => 資料探勘, 統計學 =>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 智慧金融

FinTech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理財機器人
資料庫 => 資料探勘, 統計學 =>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 智慧金融



金融科技（FinTech）已經喊了多年，但看來熱度依舊。
在零接觸的趨勢下，2021年台灣數位帳戶成長超過62%、行動支付會員突破
1,600萬人。
金融業者都在搶佔數位大餅，對FinTech人才的需求更是劇增。
本次調查發現，「數位金融人員」近3年增加了1.7倍。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100814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100375&utm_source=cj-web&utm_medium=article_content&utm_campaign=recommended_


智慧金融科技應用學程
開課學系 課程名稱 修別

財金系 金融科技基礎程式設計 必修
二擇一

資工系 Python 程式設計 必修

財金系 統計學(一) 必修
二擇一

資工系 機率與統計 必修

資工系 機器學習 選修

六擇二

資工系 深度學習 選修

資工系 人工智慧 選修

資工系 資料探勘 選修

資工系 資料科學導論 選修

財金系 大數據產業分析 選修

財金系 金融科技概論 選修

三擇一財金系 投資學 選修

財金系 個人理財規劃 選修



本系特色三：為 IC 設計打造的電腦硬體課程

培養學生具備足夠硬體知識

實際IC設計人才



IC 產業是台灣的命脈與驕傲



IC 產業是台灣的命脈與驕傲



IC 產業是台灣的命脈與驕傲

靜宜大學



前3大高薪職業均被IC設計工程師包辦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2022年整體勞工年薪平均67.7萬元

若依照職務來看，前五大高薪職務皆為專業門檻高、
需求缺口大的工程師，前五名為
• 類比IC設計工程師136.6萬元
• 數位IC設計工程師127.5萬元
• IC佈局工程師107.8萬元
• 土木技師/土木工程師102.9萬元
• 半導體工程師101.3萬元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salary-2022-202211-022121908.html



與晶片設計廠商合作培養IC設計即戰力的靜宜資工畢業生



IC設計就業學程
科目名稱 開課年級

基本電學 一上下

邏輯設計
資工系二上
國際班二上

嵌入式系統 二上

數位電子學 二上

工程數學 二下

IC設計簡介
資工系三上
國際班二上

硬體描述語言 三下

IC設計實作
資工系三下
國際班三下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工具應用實務 四上



IC設計就業學程

對接企業

益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極光先進雷射股份有限公司(Gigaphoton)

矽品精密工業公司



本系特色四：打造資訊安全課程

培養學生具備資安知識

資安技術實務能力的人才





資訊安全就業學程
科目名稱 開課年級

資訊安全導論 二上

平行運算 國際班二下

UNIX實作
資工系二下
國際班二下

Linux系統與網路管理
資工系三上
國際班二下

機器學習維運與安全 三上

作業系統 三下

系統安全 三下

資安實務 四上



資訊安全就業學程

對接企業

美商潤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zentera)、叡揚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鼎新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惠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
司、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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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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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完善的設備－全新宿舍(善牧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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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完善的設備－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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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教育部多項補助



簡報大綱

為什麼選擇資訊工程學系？

為什麼選擇靜宜資工？

教學績效

企業實習



私校程式能力全國有名 !



2022工業機器人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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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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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靜宜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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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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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企業實習

團隊開發

實務技術

成果回饋



50

產業鏈結—企業實習

 暑期企業實習：學生於七至九月進行企業實習，開
設「企業實習」課程 3學分，每學分60小時，共180小
時。

 全學期企業實習(含海外實習)：大四、碩班上與下學
期各開設「企業實習」課程 9 學分，每學分60小時，
共5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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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佳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益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上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精智動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矽品精密工業公司

惠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鏈結—企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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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企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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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實習薪資

序號 企業名稱 薪資

1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獎助金24,000元

2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月薪26,400元

3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薪30,000 元(內含伙食津
貼與到勤獎勵)

4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月薪26,400元，
擔任櫃員工作者另發給津貼
每月1,500元

5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學士月薪31,000元
碩士月薪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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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實習薪資

序號 企業名稱 薪資

6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 月薪24,600元

7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月薪26,400 元

8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176 元

9 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薪 24,600元

10 惠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176 元

11 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1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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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實習薪資

序號 企業名稱 薪資

12 展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176 元

13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每位實習學生每月伙食費1500元

14 百佳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時薪176 元

15 台灣碳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月薪 24,600元

16 益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士月薪30,000元；碩士月薪3,000

17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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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實習留任情形

序號 企業名稱 實習留任為員工情形

1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105學年：資工四B黃玉婕
106學年：資工四A王雅姿
106學年：資工四B黃展益
108學年：資工四A林文君
110學年：資工四B柯建亨

2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07學年：資工四A涂偉恩

3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學年：資工四A黃宗郁

4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8學年：資工四A蕭可欣

5 財團法人瑪麗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108學年：資工四A蔡旻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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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結—實習留任情形

序號 企業名稱 實習留任為員工情形

6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108學年：資工四B王皓文

7
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學年：資工四B劉冠呈

8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中國）有限
公司珠海分公司

107學年：資工四A李逸鳴

9
英屬開曼群島商意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8學年：資工四B陳艾琳

10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109學年：資工四A莊詠丞



58

產業鏈結—實習留任情形

序號 企業名稱 實習留任為員工情形

11 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學年：資工四B楊于誠

12 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學年：資工四A黃筱媛

13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學年：資工四B沈玟琇

14 惠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學年：資工四B蕭羽倢



畢業校友服務的公司企業

• NVIDIA
• 宏達電
• 華碩電腦
• 趨勢科技
• 矽品精密工業
• 日月光
• 大立光電
• 友達光電

• 和碩科技
• 廣達電腦
• 宏碁電腦
• 上銀科技
• 網銀國際
• 聯發科技
• 台灣美光晶圓科技
• 童綜合醫院資訊部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期待與您相遇在靜宜資工系
歡迎加入資工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