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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 景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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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1%)) 
台灣自動化產業發展歷程

資料v源：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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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 
工t年齡m口於104年，高峰 

面臨老齡化及少子化，勞動力c足，m力產值必須提升

資料v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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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 
生產力4.0 ，關鍵在m才�

…
. 

資料v源0 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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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 況 檢 視�
�

 一) 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k) ／大發展課題研析�
 三)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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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況檢視 
前期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 	)

      �

 � f階、基礎m才�
培育�

高階m才�
培育�

產業�
高階m才�

產業基層、�
f階m才�

教育部�

科技部�

經濟部�

勞動部�

!  網路通訊m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  智慧電子整合性m才培育計畫�
!  資通訊軟體創新m才推升計畫�

!  機…產業專業m才
培訓計畫�

!  p業m力資源提升
計畫�!  產業先進設備m才培育計畫�

!  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
!  產學技術聯盟合t計畫�
!  產業技師培育計畫�
!  產業m才扎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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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 況 檢 視�
�

 一) 前期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k) ／大發展課題研析�
 三)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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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面向�
現況檢視�

有� 發展f� 挑戰課題�

教學�
 培育模式)�

專業領域m才培
育模式�

跨領域合t學習�
m才培育模式� 具產業領域知識j

跨領域系統整合應
用的培育模式及實
做場域�實t環境� 專業技術軟硬體

環境 實驗室)�
跨領域合t環境�

 AM-TMOIiLg PNaAC)�

產學合t�
透過專案、課程
等方式j：接型
產學合t連結�

直接型產學連結�

跨部會產學連結平臺�
供需切合j產學連

結機制�

技術領域課程�
電資通、機…、
機電等專業核心
技術�

5MT、雲端運算、
PCLPMO LCtTMOI 、…� big Bata�

k、現況檢視 
／大發展課題研析-工程智慧科技核心挑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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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 況 檢 視�
�

 一) 前期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k) ／大發展課題研析�
 三)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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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況檢視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工程科技m才優勢分析�

擁有53T、機…、資通訊優秀的專業m才，可為發展生產力4.0的／要基礎�
8� 
7� 
8� 
5� 
9�

4� 
3� 
5� 
3� 
3�

6� 
9� 
8�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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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軸策略與措施�
�

 一) f長程願景目標 10,-10/、110-11)年)�
 k)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三) 績效指標�
 四)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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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自造落實智造為平臺，培育生產力4.0的次dnm才�
f長程願景目標 10,-10/、110-11)年)�

 
( 	)

      �

 � f階、基礎m才�
培育�

高階m才�
培育�

產業�
高階m才�

產業基層、�
f階m才�

教育部�

科技部�

經濟部� 經濟部�

勞動部�

!  o問題導向  POMbJCm-
baPCB) 學習模式統整學生跨
領域、系統整合及動手做j能
力。�

!  發展／點技術與應用及產業領
域等課程模組知識庫，彈性多
元導入現有課程，開放學生自
h學習與應用 �

!  借鏡美國18P架構，
連結產、官、學、研
先進製造研發網絡。�

!  產學研合t，接軌國
際，培育生產力4.0
高階研發m才。�

!  o策略聯盟方式由
f堅p業結合供應
鏈，共同參與產學
合t，培育一條龍
jm才�

!  生產力4.0導入現有
在職m力培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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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軸策略與措施�
�

 一) f長程願景目標 10,-10/、110-11)年)�
 k)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三) 績效指標�
 四)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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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美國 18P j架構，推動生產力4.0jm才培育於大
學、法m與業界j整合資源�

"  NNMI (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AMPW^���

�R>F��%b9B15�
R>,F��^(MIIs)bL�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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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


��GR>/;b�9/�R>
'(b+2V"�=�98�\ R
>�S0`1&:J!�`X.�3`
5I)�@a 

oa資料v源0拓樸產研、RCNMOt TM ThC POCPiBCLt ML 3aNtROiLg 4MmCPtiA 3MmNCtitiSC 
1BSaLtagC iL 1BSaLACB 8aLRDaAtROiLg, 6RJy (01(、台經院彙整 �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h軸策略�         推動產官學研j先進製造研發網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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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軸策略�         推動產官學研j先進製造研發網絡�1�

�

 ( )  

工研院、國研院儀科f心
、晶片f心等….�

國內各大p業�
•  機…製造0 a銀、

研華、鴻海…..�
•  53T0 廣，、台

逹電、華碩…..�

�

(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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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製造研發網路：�
! 由各f心所g連j製造研發網路：科技部與教育部成

立的f心、經濟部或科技部所屬j法mf心等 可類
比18Pbj9985)。�

! 各f心必需聯合相關產業p業為合t夥伴�
! 各f心所負責jm才培育項目0�

!  成立跨領域P27推動j教育平台。�
!  研發m才的培育、共同訓練。�
!  提供產業在職工程師j進修。�
!  延續職訓至更高階訓練。�
!  協助:6T  ML jMb tOaiLiLg) 。�

!  透過現有j機制y進國際l流與鏈結�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h軸策略�         推動產官學研j先進製造研發網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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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軸�
策略�

發展 POMbJCm 2aPCB 7CaOLiLg 跨領域教學模式�
統整學生跨領域、系統整合及動手做j能力�

2�

�

�

發展／點技術與應用、產業領域知
識課程模組，建立模組型專業課程
知識庫，o為教師彈性多元導入現
有課程，提供學生自h學習與應用�
�

技術、應用、產業領域模組知識庫�
�

由 AaPC PtRBiCP 到NOMbJCm 
DMOmRJatiML % PMJSiLg，建立深入
瞭解e解決產業需求的機制及產
學共同合t學習模式�
�

Problem Formulation => Solving
�

結合機…、資通電領域既有j實驗
室及f小p業工t空：，建立臺灣
特色j自造者空：  maICO PNaAC)�

臺灣特色自造空：�

u用者需求→產品 或服務)性能→技術規格→產品 或服務)實現→實際運行j整合能力

教
�
�
�
�
師

工程個案�
產品個案�
生活實w�
實際應用�

模組化�
基礎課程�

業�
�
�
�
師�

8aICO�
SNaAC�

TOaiLiLg�
自造養成�

RCaJ-TMOJB POMbJCm SACLaOiM�

POMbJCm 2aPCB�
7CaOLiLg�

跨領域教學 �

由AaPC PtRBiCP到
NOMbJCm �

DMOmRJatiML % PMJSiLg�
�

大機…-53T領域的
課程模組精進�

深化動手學習、推動具
8aICO SNaACj教研

f心�
�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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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P27，建立深入瞭解e解決
產業需求，i至於定義及形成問
題，甚至看見可能的需求j產學
共同合t學習模式�

!  導引產學共同建立由「u用者需
求→產品 或服務)性能→技術規
格→產品 或服務)實現→實際運
行」整體流程j培育模式。�

!  推動大機…-53T領域的課程模組
改進、深化跨領域與動手學習。�

!  培養om為本深入瞭解u用者需
求，整合科技 與商業模式) 教與
學j量能。�

…
. 

資料v源0 工業局�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h軸�
策略�

發展 POMbJCm 2aPCB 7CaOLiLg 跨領域教學模式�
統整學生跨領域、系統整合及動手做j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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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做f學，整合由b而
a與由a而b創新，整
合產業／學校／社群資
源，完善創新環境跨領
域協同設計與製造，實
做深化學習。�

! g聯P27／各f心／ 
8aICO SNaAC／產業，
推動臺灣 DJaSMO 自造者
運動�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h軸�
策略�

發展 POMbJCm 2aPCB 7CaOLiLg 跨領域教學模式�
統整學生跨領域、系統整合及動手做j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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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軸�
策略� 推動多元培訓、職訓，提升在職m員職能�3�

具體措施�

1.推動生產力4.0跨領域m才培訓 

•  o專案導向行動學習法e結合多種教學策略於課程f，強化培訓效益。 

•  鏈結生產力4.0p業，o客製化培訓生產力4.0應用課程，建立p業專有生
產力4.0技術能量。 

2.聚焦資源提升從業m員職能 

•  鼓勵p業辦理生產力4.0相關訓練課程，o提升勞工相關職能。 

3.建立產業m才能力鑑定f心 

•  針對生產力4.0關鍵m才建立能力鑑定，o訓考用合一策略，協助p業篩
選m才e提升m才價值。�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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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軸�
策略� 強化產學銜接，培育生產力4.0所需m才�4�

具體措施�

1.建立生產力4.0產學連結m才培育模式 

•  針對生產力4.0所需專業技術m才，媒合產業與大學校院建立產學合t案。 

•  由p業提供業師、生產力4.0專題題目e協助規劃課程，強化產學鏈結及
實務應用。 

•  o策略聯盟方式由f堅p業結合供應鏈共同參與產學合t，培育一條龍
jm才。 

2.鼓勵產業提供優質機會 

•  結合產業公協會彙整p業實習需求，u學生可提升實務能力。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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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績效指標與效益�
 一) f長程願景目標 10,-10/、110-11)年)�
 k) h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10,-10/年)�
 三) 績效指標�
 四)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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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連跨部會相關機制，布建生產力4.0m才培訓網�
!  整合產學研相關資源，形成,個跨校教學策略聯盟。�
!  於大學校院設立產學聯合卓越製造f心：培育高階先進製

造系統m才，提升產業競爭力。�

#  充裕生產力4.0所需產業m力資源。�
!  培訓生產力4.0跨領域專業m才至少10,000m次。�
!  參與生產力4.0培訓p業至少1,(00家次。�
!  參與產學合t廠商家數至少,00家次。�
!  y成生產力4.0產學合t專題至少500案。�
!  y成學o致用率至少-5%，就業率至少.5%。�
!  建構生產力4.0跨領域m才能力鑑定至少1項，ey進p業

優先聘用%加薪能力鑑定合格者。�
�

績效指標與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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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題綱�



P.27 P.27 

討論題綱�

一.  如sg連跨部會產學研量能，導入產業資源，

形成生產力4.0m才培育系統。�

k.  如s結合國內既有大機…與53T領域的優勢，

加速培育跨領域j生產力4.0設計m才。�

P.28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