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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IC 設計產業屬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中的「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

業」(7112)。根據產業範疇，IC 設計屬於 IC 生產流程的前段，包括邏輯設計、

電路設計與佈局等，而 IC 設計廠商為不具自有晶圓廠的廠商，其設計好的 IC需

由晶圓廠代工製造。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數位經濟之核心技術，如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SM)、大數

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虛擬實境(VR)

及擴充實境(AR)等需要高性能及低功耗的晶片，相關之商業應用才剛起步，

未來 5 年各類型晶片包括 CPU、GPU、TPU、ASIC，甚至現場可程式邏輯

閘陣列(FPGA)市場均將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業者對 IC 設計工程師的需求

激增。 

(二) 政府產業政策之推動：政府將以「半導體射月計畫」，在 4 年內挹注新臺幣

40 億元於臺灣 AI 發展，透過補助產學合作，推動智慧終端半導體製程與晶

片系統相關研發，開拓人工智慧終端技術，以加速 IC 產業轉型與產業關鍵人

才的培育。 

(三) 隨著數位經濟商機浮現，全球 IC設計公司對高階研發人才需求迫切，造成國

內 IC設計人才外流。 

三、人才量化供需推估 

以下提供 IC設計產業 107-109 年人才新增需求推估結果，惟推估結果僅提

供未來勞動市場需求之可能趨勢，並非決定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策規劃

參考時，應審慎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由於 PC 市場衰退，智慧型手機的成長幅度有限，我國 IC設計業者目前主要

營收仍來自 3C產品，中國同業 ME2 產品競爭導致市占率下降，新興領域於 IoT、

AI等市場規模不大，營收與獲利難以彌補 3C相關晶片之衰退，因此 106 年台灣

IC設計產業產值將較 105 年成長 0.1％，預估為新臺幣 6,538 億元。即使如此，

IC設計業者仍積極徵才，全力研發新產品，以切入 IoT、AI、VR/AR 及智慧車電

等新興應用市場，據推估結果，107-109 年 IC 設計產業每年呈現穩定的人才需

求，每年平均新增 1,000~1,733 人。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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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 

情勢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1,500 

-- 

1,900 

-- 

1,800 

-- 持平 1,100 1,400 1,300 

保守 900 1,100 1,000 

註：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35；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7)，「2018~2020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 IC 設計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務人才需求條件

彙總如下表： 

(一) IC設計產業所欠缺之人才類型包含：資訊軟體類、半導體電子類、機械工程

類，整理如下。 

1. 資訊軟體類：韌體、演算法、軟體設計、系統設計、應用程式、作業系統、

驅動程式設計、系統測試、嵌入式軟體、軟體測試、觸控 DSP algorithm

研發等 11類工程師。 

2. 半導體電子類：數位 IC、類比 IC、佈局、觸控晶片設計等 4 類工程師。 

3. 機械工程類：電源、機構等 2類工程師 

4. 隨物聯網的市場需求逐步成長，在物聯終端的硬體需求上，對於晶片規格

的需求多著重於與裝置既有的功能結合並進一步強化，前述工程師除專精

負責之工作項目外，須對設計流程前端、後端及半導體製程等跨領域職務

有初步瞭解，方能提昇整體晶片設計之性能和良率。 

5. 受數位化、智慧化發展的影響，「軟體應用開發」、「軟體架構」、「資安應用」、

「AI 應用」等 4類工程師，未來可能成為 IC產業的新興職務。 

(二) 在基本學歷要求上，除「軟體測試」、「佈局」等 2類工程師要求大專學歷外，

IC設計產業所需之人才多要求具備碩士以上學歷；所需教育背景集中於「電

子與電機工程」、「機械工程」、「軟體開發」等學類。 

(三) 在工作年資要求上，有關韌體、類比 IC、演算法、應用程式、觸控 DSP 

algorithm 研發、電源、機構等 8 類工程師，其中除「機構工程師」要求 2

年以下年資，主要以 2-5年工作經驗為需求，其餘職務則不限年資。 

(四) 在人才招募上，主要以國內人才為招募對象，尚無海外攬才需求外，其中以

「類比 IC 工程師」之招募較具困難，而於人才運用方面，隨數位經濟商機浮

現，全球 IC設計公司對高階研發人才需求迫切，造成國內 IC 設計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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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主要面臨的困難包含：優秀人才易被其他產業/國家挖角(22%)、專業人

才數量不足(18%)。此外，據調查結果，無業者認為當前就業市場人才供給

充足，甚至有 37.5%業者表示人才不易尋得，有人才不足情形，惟亦有 56.3%

業者表示當前產業人才雖供給有限，但拉長招募時間仍可尋得人才，因此人

才供需狀況尚屬均衡。 

所欠缺之 

人才職類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資訊軟體類 

韌體工程

師 

韌體設計、編碼；軟硬

體工具整合；管理、發

展與維護嵌入式軟體/

韌體；因應分析客戶需

求，進行產品研發與除

錯、GSM/GPRS及其

他通訊系統 Protocol

相關 Firmware 

Programming。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Firmware Programming 

2. Boot Loader Programming 

3. PCI Firmware 

Programming 

4. DSP 韌體設計 

5. 產品測試/驗證 

6. 熟 Assembly 

2-5

年 

普通 無 -- 

演算法工

程師 

演算法的研究(設計晶

片專用演算法、設計軟

體模組演算法、撰寫搜

尋演算法專用的編譯

程式)、分析、檢測並

設計或修改相關軟體。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設計晶片專用搜尋演算法 

2. 設計軟體模組演算法 

3. 撰寫搜尋演算法專用的編譯

程式 

4. 音訊影像特徵擷取演算法 

5. Patten Match/ Coding/IP 

Lookup/Fuzzy 演算法 

2-5

年 

普通 無 -- 

軟體設計

工程師 

負責軟體的分析、設

計、程式撰寫與維護，

並進行軟體的測試與

修改，以及控管軟體設

計進度。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C Complier and Assembler 

2. 數位音樂及訊號處理設計 

3. 通訊軟體設計 

4. MIDI and Audio Rocessing 

5. MCU 軟體及工具設計 

不限 普通 無 -- 

系統設計

工程師 

系統架構設計、演算法

設計、系統應用設計、

系統驗證規劃。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系統設計 

2. 架構設計 

3. 軟硬體分割與驗證 

4. 系統設計與驗證 

5. 電路設計 

6. 演算法設計 

不限 普通 無 -- 

應用程式

工程師 

嵌入式作業系統應用

程式開發，系統功能驗

證，與測試部門溝通。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Algorithm and 

Optimization 

Programming 

2. Image Processing 

Programming(Effect and 

Compression) 

3. Data Base Sever and Client 

Programimng 

2-5

年 

普通 無 -- 

作業系統

工程師 

作業系統移植、作業系

統整合、處理器和系統

晶片等級電源管理、系

統績效優化(如 CPU、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1. BSP Programming、Kernel 

Programming 

2. Kernel Image 

Configuration and Design 

不限 普通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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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類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匯流排、中斷分析)。 (06132) 3. Linux System 

Programming 

4. Android 

5. Windows 

驅動程式

設計工程

師 

為產品撰寫或移植裝

置OS 之驅動程式，並

撰寫硬體模組測試程

式，及進行硬體模組測

試及驗証。需要進行分

析系統問題及改善系

統功粍等效能。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Driver Design(RTOS、Linux) 

2. USB Driver Design 

3. 驅動 IC 設計規格制定 

4. Wireless Device Driver 

5. VLSI 實體設計自動化 

不限 普通 無 -- 

系統測試

工程師 

設計系統測試案例並

建 立高 效 的 測 試流

程、全面測試軟體系統

的各項功能，包括工程

整合測試、軟硬體整合

測試、效能測試、系統

測試與分析。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Engineering Integration 

Test 

2. Software/Hardware 

Integration Test 

3. 通訊軟體設計 

4. MIDI and Audio Rocessing 

5. MCU 軟體及工具設計 

不限 普通 無 -- 

嵌入式軟

體工程師 

嵌入式系統設計與開

發，包括硬體系統的建

立與相關軟體開發、移

植、調試等工作、韌體

及 硬體 設 計 問 題分

析、IP網路通訊架構問

題處理、數位訊號處

理。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嵌入式系統整合 

2. 嵌入式介面技術 

3. C/C++語言撰寫 

4. Linux、RTOS平臺程式撰寫 

5. 韌體及硬體設計問題之分析

與解決 

6. 嵌入式系統開發流程，如 

ARM、MIPS RISC CPU 架構  

7. 軟體工程概念 

不限 普通 無 -- 

軟體測試

工程師 

從事軟、軔體測試，包

括規劃測試計畫，單元

測試(含模組測試)、軟

體整合測試、自動化測

試、效能測試、相容性

測試、撰寫測試報告，

尋找問題，協助改善品

質等工作。 

大專/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1. 軟體整合測試 

2. 自動化測試程式撰寫 

3. 多核處理器編譯技術 

4. 測試系統建置與管理 

5. 專案控管 

不限 普通 無 -- 

觸控 DSP 

algorith

m研發工

程師  

從 事數 位 訊 號 處理

(DSP)演算法，應用於

Touch Panel等領域。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1. 數位訊號處理(DSP)演算法 

2. 影像處理 

3. Touch Panel相關領域 

4. C/MATLAB 

2-5

年 

普通 無 -- 

半導體電子類 

數位 IC 工

程師 

依 產品 的 系 統 規格

(如：速度、面積、價

格)與半導體製程，從

事積體電路設計、修

改、測試、改良等工

作。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1. 邏輯設計 

2. 電子電路 

3. 訊號與系統 

4.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 

5. VLSI 設計 

6. 硬體描述語言 

7. 可測試電路設計與數位測試 

8. EDA工具技術 

不限 普通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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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類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類比 IC 工

程師 

從事類比電子晶片之

問 題 研 究 (TFT-LCD 

Driver IC 設計、Power 

IC 設計、TCON IC 設

計、Whole Chip 整

合 、 高 速 Interface 

Analog IP 設計)及技

術指導等工作。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1. VLSI 設計 

2.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3. 混合訊號積體電路設計 

4. 類比與混合訊號電路測試與

量測 

5. 電路測試驗證 

6. EDA工具技術 

2-5

年 

難 無 -- 

佈局工程

師 

佈局設計與繪製、佈局

成品之驗證、佈局成品

Pad座標。 

大專/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1. 類比電路設計 

2. 類比佈局概念 

3. 類比佈局技巧與限制 

4. 類比元件佈局考量 

5. ESD 靜電防護 

6. EDA軟體 

7. 佈局編輯器(Layout Editor) 

8. DRC/LVS驗證技術

(Assura、Calibre等) 

不限 普通 無 -- 

觸控晶片

設計工程

師 

觸控晶片及韌體設計

開發與演算法設計與

校調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1. Verilog, Perl, Synthesis 

Flow and FPGA Flow 

2. 數位訊號處理(DSP)演算法 

3. HW/SW Co-Simulation 

Flow 

4. Chip Architecture, Clock 

Tree Planning and Low 

Power Design 

5. Touch Panel相關領域 

6. TDD 演算法開發 

不限 普通 無 -- 

機械工程類 

電源工程

師 

研發與維修電源供應

器；負責電源 IC 規格

開發與驗證；訂定產品

電源規格，並進行產品

驗證、安規認證；設

計、製作與測試電路板

並撰寫結果報告；配合

EMI 解決電源 EMI 問

題。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機械工程細學類

(07151) 

1. 負責電源 IC 規格開發與驗證 

2. 設計、製作與測試電路板並撰

寫結果報告 

3. PCB電路板設計分析 

4.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系統設計

驗證 

5. 訂定產品電源規格，並進行產

品驗證、安規認証 

2-5

年 

普通 無 -- 

機構工程

師 

從 事新 產 品 機 構設

計、外型設計，並執行

機構材料遠用、圖面繪

製與機構模型製作測

試等工作。 

碩士以上/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軟體開發細學類

(06132) 

機械工程細學類

(07151) 

產品機構設計與結構評估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 

註：(1)上表代碼依據教育部 106 年第 5 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以上；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

求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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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以下為業管機關就其調查結果，所綜整出的人才問題及其相關因應對策。 
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相關科系畢業生投入 IC 設計之意願低，優質

類比及數位 IC 設計人才、韌體工程師仍然不

足。 

針對類比及數位 IC設計人才、韌體工程師等產業人才需求，提供相關

專業人才培訓，透過基礎人才養成及短期訓練，協助縮短人才供需落

差，挹注產業人才需求，並提升產業人才專業能力。 

新鮮人之基礎訓練不夠紮實、職場品德素養

不佳。 

IC設計工程師需具備電子、電機、資工等完整扎實專業能力培養，建

議教育部除強化學校基礎學能訓練，並可加強職場倫理、溝通協調及

學習態度等課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提供 IC設計短期專業培訓，於基

礎工程師培訓中亦加入職場倫理相關課程，以協助縮短產學落差，期

契合產業人才需求。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