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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表

人培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表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承 辦 組 別 金屬機電組機械科

承 辦 人 張國樑

受委託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 絡 人 員 余立洲

電

人培總經費

36,078 千元

委 辦 費

話 03-5915905

21,060 千元 自 籌 款 15,018 千元

補 助 款

0 千元 自 籌 款

0 千元

補助對象 無

內容摘要：
一、人才培訓重點工作
因應中科/南科以及精密機械創新園區之設立與廠商進駐，帶動精
密機電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聚落形成，企業對機械產業的中高階藍白
領技術人才需求迫切，針對此人才需求情況規劃整體培訓方案，藉由
跨單位分工合作方式，運用各單位培訓能量，同時兼顧北、中、南地
域特性及產業需求，以就近供給精密機械設備產業聚落，務實解決產
業人才需求，並提升機械產業在職人員之職能與人力素質及縮短企業
技術人才培訓時間及降低企業人才培訓成本。
本計畫在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部分，著重在協調相關培訓單位執
行人才培訓課程規劃、教材編撰與媒體廣宣等事項，亦召開學程規劃
審議委員會、教材審議委員會，進行課程與教材審議作業，以符合機
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課程需求及方向。另外，執行工具機
暨機械零組件產業之人力需求調查報告，以協助經濟部依據國家發展
願景與國內外產業結構變遷，能更有系統的掌握 2012~2014 年產業科
技人才供需缺口，以助益重點產業發展。在人才培訓課程部分開設「短
期單項課程班」與「系列課程班」課程，其培訓內容著重在工具機、
一般機械及機械零組件、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雷射應用技術、
智慧機器人及模具等 7 類機械產業相關領域之中高階技術課程，以培
訓機械產業所需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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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期成果說明
1.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1)協調相關單位執行人才培訓課程分項之人才培訓計畫，並
督導、追縱及管理；並配合工業局辦理交辦事項：完成各
領域培訓單位之工作協調會 2 場(含)以上。
(2)辦理人才培訓計畫之媒體廣宣：運用媒體進行報紙刊登 4
次以上之計畫推動與廣宣工作。
(3)進行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評量規劃：完成「短期單項課
程班」100 門課 (含)以上及「系列課程班」15 門課(含)以
上之課程、教材編修與學習成果評量規劃。
(4)召開學程與教材審議委員會：召開學程規劃審議委員會、
教材審議委員會共 4 場次(含)以上。
(5)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才之需求調查：完成機械產業人才需
求調查分析報告 1 份。
2.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1)辦理短期單項課程人才培訓：完成 12 小時(含)以上之「短
期單項課程班」，培訓 3,000 人次(含)以上。
(2)辦理系列課程人才培訓：完成 36 小時(含)以上之「系列課
程班」，包含術科之實驗室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演練課
程達總時數 20%以上，培訓 400 人次(含)以上。
二、人才培訓執行成果
(一) 人才培訓計畫執行成果
1. 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1)協調相關單位執行人才培訓課程分項之人才培訓計畫，並
督導、追縱及管理；並配合工業局辦理交辦事項。
A.完成培訓單位之工作協調會 3 場次。
B.完成分包計畫驗收會議 1 場次。
C.完成人才培訓計畫之督導、追蹤及管理，依規定時間內
完成各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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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人才培訓計畫之媒體廣宣。
A.辦理計畫課程報紙刊登 4 次。
B.每月定期於機械工業雜誌及工具機暨零組件雜誌刊登
人才培訓課程資訊共計 16 次。
C.不定期於電子媒體與培訓單位網站刊登計畫課程資訊。
(3)進行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評量規劃。
A.完成機械產業相關領域 184 班次訓練課程、教材及學習
成果評量規劃。
B.完成教材更新率 35%以上。
(4)召開學程與教材審議委員會。
A.完成召開學程規劃審議委員會 4 場次。
B.完成召開教材審議委員會 4 場次。
(5)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才之需求調查。
A.完成「2011~2013 機械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報告」專
家會議 1 場次。
B.完成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問卷調查。
C.完成「2012~2014 機械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報告」1
份。
2.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1)短期單項課程班
A.完成開設工具機、機械零組件、FPD 及光電半導體製程
設備、模具、雷射、智慧機器人及一般機械產業相關技
術培訓課程。
B.完成 12 小時(含)以上之「短期單項課程班」159 班，共
培訓 3,319 人次。
(2)系列課程班
A.完成開設工具機、機械零組件、FPD 及光電半導體製程
設備、智慧機器人及一般機械產業相關技術培訓課程。
B.完成 36 小時(含)以上之「系列課程班」25 班，共培訓
44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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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相關資料(在職班)
項目

短期單項課程班

系列課程班

合計

實際開課班次

159

25

184

實際人次

3,319

448

3,767

班別

85

學員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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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執行報告
一、緣起
（一）依據
1.依據馬蕭總統競選政見及落實行政院 97 年 7 月 25 日訂定
鬆綁與重建以提升產業競爭力--中部推動械高科技產業
聚落及第六屆全國工業發展會議之高值化機械兆元產業
發展策略會議結論之一，未來將朝培育與引進人才，強化
人力資源為發展主軸。
2.依據 98 年 11 月 28 日經濟部機械產業發展座談會共識：
持續加強對業者技術輔導，進行能符合業界所用的人才培
育，供應機械業充足的藍領與白領人力，藉此協助機械業
轉型與升級。
3.依據 99 年 8 月 19~20 日第 7 屆全國工業會議結論，建議
政府以(1)調整人才培育機制，優化產業人力結構，(2)強
化人才訓練體系，協助職能轉換提升等為產業推動策略。
（二）計畫範圍
機械產業素有「工業之母」美譽，機械產業的發展常被
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世界各國無不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全力發展機械產業，而人才又為機械業之根本，故
政府為加速製造業升級，應協助業者建立培訓機會，結合學
術界、研究機構及民間企業等專家師資，培訓業界所需人
才，增加業者創新研發能力，提高國際競爭力。
依據 IEK「2011 機械產業年鑑」，台灣機械業近年來由
於技術能力提升以及市場景氣活絡所致，成功開拓了外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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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每年均有 5%以上之成長，雖 2008 年底受到景氣急凍影
響，出口訂單大幅滑落，惟歐盟及新興市場訂單仍有成長趨
勢，可見台灣機械業之技術實力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展望台灣機械產業未來發展，暨政府提出之整體經濟與產業
發展願景，機械業被設定為繼半導體業及光電產業後之第三
個兆元產業，預定於 2011 年突破兆元產值；在為數眾多之
機械次產業中，以機械、產業機械、模具、零組件及元件為
其主要推動目標產業，並鎖定特定關鍵零組件生產以搶進全
球前三大供應國，將台灣機械與機械零組件產品同步推向國
際舞台。
中科/南科以及精密機械創新園區等之設立與廠商進
駐，帶動精密機電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聚落形成，企業對金
屬機電藍白領技術人才需求迫切，如精密機械、工具機、模
具、零組件、自動控制及金屬加工等技術人力之需求日增，
故需針對此人才需求情況規劃整體培訓方案，達成擴大人才
供給面，增加可用人力進入產業，以滿足國內機械產業業者
對人才之迫切需求。此外，國內廠商規模較小，對於產品研
發、人才育成之投入有限，業者要自行培訓人才並不容易，
至於民間一般培訓機構多以課堂上課為主，較缺乏實作養
成，使得機械產業面臨基層技術人才缺乏之窘狀。本計畫希
望透過培訓單位之技術能力與人才培訓能量，以貼近產業實
務之訓練課程，將人力素質快速提升至業界需求，此舉將是
國內機械產業能繼續保有國際競爭力之最有效方式。
（三）內容說明
本計畫分成「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及「人才培訓課程」
兩個分項計畫來推動執行，各分項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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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1)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協調與管控相關單位執行人才
培訓計畫，辦理計畫推動之媒體廣宣工作，並配合工
業局辦理相關會議及交辦事項。
(2)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進行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評
量規劃，並辦理召開學程與教材審議委員會。
(3)產業技術人才之需求調查：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才之
供給與需求調查分析，提供政府產業政策與人才培訓
之參考。
2.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委由具備精密機械實際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
辦理機械產業中高階技術人才培訓課程，包含「短期單項
課程班」及「系列課程班」，其中開班進度於第 3 季結訓
人次達年度目標 70%以上，各課程詳細說明如下：
(1).「短期單項課程班」
A.每班上課時數 12 小時(含)以上，結合自辦學習成果
評量之培訓課程，培訓 3,000 人次。
B.細部培訓規劃班別如下︰
a.工具機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b.機械零組件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c.FPD、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d.智慧機器人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e.一般機械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f.雷射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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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模具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2).「系列課程班」
A.每班上課時數需達 36 小時(含)以上，除學科培訓
外，得包含術科之實驗室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演
練課程達總時數 20%以上，並結合自辦學習成果評
量之培訓課程，培訓 400 人次。
B.細部培訓規劃班別如下︰
a.工具機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b.機械零組件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c.FPD、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d.智慧機器人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e.一般機械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f.雷射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g.自動化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四）計畫架構
本計畫依據工業局「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構想書」之規範，整體架構涵蓋兩個部分：（1）計畫推動及
資源整合（2）人才培訓課程，整體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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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分項

工作項目
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

權重 30%
產業技術人才需求調查

辦理「短期單項課程班」
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辦理「系列課程班」
權重 70%

權重 100%
註：權重為工作量之比重與經費無絕對關係

【圖 1】計畫整體架構
在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部分，著重在協調相關培訓單位
執行人才培訓課程規劃、教材編撰與媒體廣宣等事項，亦分
別召開學程規劃審議委員會、教材審議委員會，進行課程與
教材審議作業。另外，配合工業局年度重點產業人力需求調
查作業，執行工業局指定之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產業之人力
需求調查報告。
在人才培訓課程部分除須辦理招生及學習成果評量外，
「短期單項課程班」與「系列課程班」課程內容著重在工具
機、機械零組件、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模具、智慧
機器人、高功率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及一般機械產業相關
領域技術課程班，以培訓機械產業所需之人力。「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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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除學科培訓外，另包含術科總時數達 20%以上術科之實
驗室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演練課程。

二、計畫目標
(一)本年度計畫目標如下：
1.完成各領域培訓單位之工作協調會 2 場(含)以上。
2.運用媒體進行報紙刊登 4 次以上之計畫推動與廣宣工作。
3.完成「短期單項課程班」100 門課 (含)以上及「系列課程班」
15 門課(含)以上之課程、教材編修與學習成果評量規劃，並召
開學程規劃審議委員會、教材審議委員會共 4 場次(含)以上。
4.完成機械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分析報告 1 份。
5.完成 12 小時(含)以上之「短期單項課程班」，並結合自辦學
習成果評量，共培訓 3,000 人次(含)以上。
6.完成 36 小時(含)以上之「系列課程班」，包含術科之實驗室
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演練課程達總時數 20%以上，並結合
自辦學習成果評量，共培訓 400 人次(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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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成效及績效衡量指標(KPI)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評估基準

1. 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
項：
(1)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協 (1)整合跨單位資源及分 (1)完成培訓單位之工作協
調與管控相關單位執行

工合作，運用各單位

調會 2 場(含)以上之計畫

人才培訓計畫，辦理計畫

培訓能量，同時兼顧

推動工作及運用媒體進

推動之媒體廣宣工作，並

北、中、南地域特性

行報紙刊登 4 次以上之廣

配合工業局金屬機電組

及產業需求，以就近

宣工作。

辦理相關會議。

供給精密機械設備產
業聚落，務實解決產
業人才需求，並運用
媒體進行計畫廣宣，
以擴大計畫效益。

(2)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進 (2)完成課程、教材及學習 (2)完成「短期單項課程班」
行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

成果評量規劃及召開

100 門課(含)以上及「系

評量規劃，並辦理召開學

學程規劃與教材審議

列課程班」15 門課(含)以

程、學習成果評量與教材

委員會，以符合產業

上之課程、教材編修與學

審議委員會。

需求。

習成果評量規劃，並召開
學程規劃審議委員會、教
材審議委員會共 4 場次
(含)以上。

(3)產業技術人才之需求調 (3)完成機械產業人才需 (3)完成機械產業人才需求
查：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

求調查，提供政府產

才之供給與需求調查分

業政策與人才培訓政

析。

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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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分析報告 1 份。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評估基準

2. 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1)「短期單項課程班」

(1)辦理「短期單項課程 (1)開 設工具機、機械零組
班」預計培訓學員

件、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

3,000 人次(含)以上。

程設備、模具、智慧機器
人、高功率雷射及一般機
械產業相關領域技術課
程班。完成 12 小時(含)
以上之「短期單項課程
班」，並結合自辦學習成
果評量，共培訓 3,000 人
次(含)以上。

(2)「系列課程班」

(2)辦理「系列課程班」預 (2)開 設工具機、機械零組
計培訓學員 400 人次

件、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

(含)以上。

程設備、智慧機器人、高
功率雷射技術、自動化技
術及一般機械產業相關
領域技術課程班完成 36
小時(含)以上之「系列課
程班」，包含術科之實驗
室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
演練課程達總時數 20%以
上，並結合自辦學習成果
評量，共培訓 400 人次(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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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方法
(一)計畫實施流程

年度計畫開始

召開培訓單位定期協
調會議

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
才之需求調查

規劃課程、教材及學
習成果評量

召開學程審議委員會
及教材審議委員會

辦理人才培訓計畫課
程媒體廣宣

辦理招生

辦理「短期單項
課程班」及學習
成果評量

辦理「系列課
程班」及學習
成果評量

進行定期工作報告作
業
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年度計畫結束

【圖 2】計畫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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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二 )計畫實施流程說明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分為計畫推動及資源整
合分項與人才培訓課程分項，其實施流程與主要工作項目內容
【圖 2】說明如下：
1.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1) 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
召開培訓單位定期協調會議：協調培訓單位進行人才培



訓課程規劃，並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計畫進度及配
合事項、辦理學程與教材審議委員會作業及分包計畫驗
收會議等。並配合工業局提交各項資料，包括季報、期
中檢討報告、執行成果報告及臨時交辦事項。
進行藍白領人才培訓計畫廣宣：進行人才培訓計畫之整



體課程廣宣活動，於主要平面或公協會之網路媒體宣導
介紹計畫課程內容，擴大學員參與程度。
(2) 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
規劃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評量：規劃工具機、一般機



械及機械零組件、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及雷射設
備應用技術、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設備技術、模具等機
械產業相關領域之中高階專業技術課程。延聘國內相關
專業講師編撰教材、課程時數及規劃課程之學習成果評
量方式。
召開學程審議委員會：邀請產學研專家學者擔任各領域



之審查委員，於課程規劃後召開各領域學程審議委員
會，審查年度訓練課程綱要及學習成果評量方式，提供
課程規劃做必要之修改，以符合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
才培訓計畫課程需求及方向。
召開教材審議委員會：邀請學程審查委員擔任，於期中



時召開各領域之教材審議委員會，審查年度新開設訓練
課程之教材綱要、內容與師資，以落實學員學習成果。
(3) 產業技術人才之需求調查
14

依據經濟部產業專業人才發展推動辦公室所制定之科



技人才供需推估調查操作手冊辦理，進行工業局指定之
重點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人才之需求調查實施流程【圖 3】：



a.透過問卷調查或親自訪談，收集業內主要廠商所需之
人才。
b.調查畢業生流向及轉業供給，分析產業人才之供給面。
c.藉由專家座談，協助人才需求關鍵議題分析。
d.透過產值成長率與人年生產力的估算，推算未來 3 年
的人力需求數量。


本調查目的在協助經濟部依據國家發展願景與國內外
產業結構變遷，能更有系統的掌握 2012~2014 年產業科
技人才供需缺口，並進而提出解決對策，以助益重點產
業發展。

15

人才需求調查開始

規劃人才需求調查
對象

設計調查問卷
No

專家意見
ok

問卷調查

廠商訪談

定義職務與科系相
關度

查詢台灣師範大學
「大專校院畢業生
流向調查資料庫」

產業人才需求面推估

產業人才供給面推估

產業人才供需分析

人才需求調查報告

【圖 3】產業人才需求調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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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藉由跨單位分工合作方式，運用各單位培訓能量，同時
兼顧北、中、南地域特性及產業需求，以就近供給精密機械
設備產業聚落，務實解決產業人才需求。委由具備精密機械
實際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執行機械產業人才培訓辦
理中高階技術課程，包含「短期單項課程班」及「系列課程
班」，實施流程如【圖 4】所示。

完成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

課程簡章製作

媒體廣告

辦理課程招生

講義編修印製

開辦訓練課程

學習成果評量

製作及寄發
培訓證書

培訓資料彙總建
檔、分析

【圖 4】人才培訓課程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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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課程說明如下：
(1)「短期單項課程班」
針對機械產業之在職人員規劃工具機、機械零組
件、智慧機器人、模具、FPD 及 IC 設備、雷射及一般機
械等產業領域之機械設計技術、機電整合技術、製造加工
技術、檢測分析技術、表面處理與熱處理技術、金屬加工
製程技術、模具實務技術、智慧型機器人設計技術、FPD
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技術、新興產業設備技術與機械業生
產與品質管理技術等課程，開設之課程內容說明如下：
A.每班上課時數 12 小時(含)以上，並結合自辦學習成果評
量之培訓課程。
B.細部培訓規劃班別︰
a.工具機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b.機械零組件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c.FPD、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d.智慧機器人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e.一般機械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f.雷射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g.模具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C.預計培訓機械產業中高階技術人力 3,000 人次(含)以上。
(2)「系列課程班」
針對工具機、機械零組件、智慧機器人、FPD 及 IC 設
備、雷射、自動化及一般機械等產業領域開設之系列課程
班，除產業專長之訓練課程外，亦配合國內產業所需的專
業認證，規劃與開設相關的學程班，內容說明如下：
A.每班上課時數需達 36 小時(含)以上，並結合自辦學習成
果評量之培訓課程，除學科培訓外，得包含術科之實驗
室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演練課程達總時數 20%以上。
B.細部培訓規劃班別如下︰
18

a.工具機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b.機械零組件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c.FPD、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d.智慧機器人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e.一般機械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f.雷射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g.自動化產業相關技術課程班。
C.預計培訓機械產業中高階技術人力 400 人次(含)以上。
(三)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人才培訓作業管理規範
第一條 ：目的
遵循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及委辦契約書，訂定本作
業管理規範以作為執行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之
管理依據。
第二條 ：範圍
一、適用範圍係指工業局委辦計畫之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
培訓課程；若工業局已有相關規範要求之項目，悉依工業
局之規定辦理。
二、短期單項課程包含工具機、機械零組件產業、FPD 與光電
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模具產業、雷射產業、智慧機器人
及一般機械產業等 12 小時（含）以上之單項課程，並結合
自辦學習成果評量之培訓課程。
三、系列課程包含工具機、機械零組件產業、FPD 與光電半導
體製程設備產業、雷射產業、智慧機器人、自動化產業及
一般機械產業等 36 小時（含）以上之系列課程。除學科培
訓外，得包含術科之實驗室或工廠等軟、硬體實務演練課
程達總時數 20%以上，並結合自辦學習成果評量之培訓課
程。
第三條 ：作業要點
一、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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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內容具備下列項目：
(一)【課程簡介】
(二)【開課日期】
(三)【開課地點】
(四)【課程費用】
(學員之收費須一致，相關減免標準須加以說明)
(五)【招生人數】(預計招收人數)
(六)【開班人數】(系列班、短期班最低開課人數為 10 人
以上)
(七)【課程內容】
(如教學需使用 PC 或其他實習設備，則加註說明。)
(八)【講師簡介】
(講師之聘任以研究機構、業界專家為主。開課前若原
聘講師因故不能前來授課，得另聘具同等資歷之專業
講師代理。)
(九)【培訓對象】(學員資格)
(十)【退費標準】
(十一)【人才培訓計畫名稱】於招生簡章上明確說明該課
程為「工業局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十二)【工業局委辦/補助經費】
二、簽到與簽退
參加培訓課程之學員，每日應有簽到及簽退之記錄，
方式不限，以可以證明學員出席為原則。
三、出席率
「短期單項課程班」與「系列課程班」出席率均需達
該班課程時數的 80%。
四、收費與退費
(一)本計畫辦理之課程，自籌款比例需達 50%(含)以上，採
企業包班者，大企業自籌款比例 70%(含)以上、中小企
業自籌款比例 60%(含)以上。
(二)針對學員身分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之特定
對象，政府負擔每位學員學費至少 70%，另國外班及企
業包班則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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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期單項課程班：如同一單位報名同一班課程 2 人(含)
以上，即享有折扣之優惠。報名後如因訓練單位之因
素，未能如期開班時則所繳交學費全數退還；正式上課
後，學員即不得以任何因素要求退費。
(四)系列課程班：依規定若學員未達上課時數標準得予以退
訓，扣除已支出成本及政府補助，其餘退費，依據職業
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退費。
五、培訓對象
本計畫主要培訓對象為工具機、機械零組件產業、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模具產業、雷射產業、智慧
機器人、自動化產業及一般機械產業之在職人員，及對該
課程有興趣之產官學界人士、待職之個人等，皆可參加。
六、證書發放標準
本計畫課程之學員於上課期間每日須有簽到及簽退
之出席紀錄，且出席時數達 80%，並於結訓前通過自辦學
習成果評量等上述資格者，執行單位會將培訓證書寄至受
訓學員公司之人力資源部或相關部門存查或分發，培訓證
書上並載明主辦單位、課程名稱、學員姓名與受訓期間、
時數等。
七、企業包班
本培訓計畫針對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之需求規劃及
辦理培訓課程，即所謂「企業包班」服務，企業包班之
執行方式依據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第6章之規定執
行辦理。
八、資料提報與驗收
(一)依據「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規定，於開課前
與課後進行開班相關資料建檔與分析並上傳至「工
業技術人才培訓資訊管理運用系統」。
(二)依據「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規定辦理驗收時
應繳交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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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其他
本計畫作業管理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經濟部工業局相
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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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情形及差異分析
(一)執行情形
(1)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協調與管控相關單位執行人才培訓
計畫，辦理計畫推動之媒體廣宣工作，並配合工業局辦理
相關會議及交辦事項。
計畫推動工作規劃如下圖：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進度追蹤
•執行成果報告

產業技術人才需
求調查分析

工研院
工研院 機械所
機械所
專案辦公室
專案辦公室

•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培訓計畫媒體廣宣
•協調培訓課程規劃

•辦理學程審議作業
•辦理教材審議作業

工業技術研究
院機械所

精密機械研究
發展中心

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

台灣電子設備
協會

臺灣區工具機
暨零組件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智慧自動
化與機器人協
會

台灣雷射應用
發展協會

台灣區模具工
業同業公會

100 年 1 月 24 日完成第 1 次培訓單位工作協調會議，協



調培訓單位進行人才培訓課程規劃，討論年度計畫進度
及配合事項、辦理學程及教材審議委員會作業等，並提
供作業所需之流程與相關應用表單，以利作業之一致性
(會議紀錄如附錄一)。
已依規定時程完成 1~3 季工作執行報告及期中與期末成



果報告，工作進度符合計畫書要求。
100 年第 2 季配合立法院預算刪凍結作業時程，完成與



分包單位(分包明細如附錄四)「100 年度專案計畫契約
及計畫書」簽約及呈報工業局核備，並完成分包單位各
期請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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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6 月 9 日完成第 2 次培訓單位工作協調會議，主



要進行工作進度檢討、期中成果報告配合事項及下半年
度重要工作事項(會議紀錄如附錄一)。
100 年 7 月 25 日完成期中執行進度檢討會議，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如下：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1.本計畫截至 100 年 6 月 30 日 持續積極推動計畫，期能如質如時達成
止，預定工作項目均有達成。

計畫目標。

2.本計畫上半年度之部分課程恰 7/25 會議後立即通知人培單位加強課程
符合人才培訓計畫最低開班人 檢視及廣宣，以有效利用資源。經統計
數(10 人)，為有效利用資源，應 分析全年度每班平均培訓 21 人次。10 人
進行課程檢視並加強廣宣以提 開課之班次上半年度有 6 班，下半年度
高課程之招生人數。

因開課時間(7/26)及電腦設備等因素仍
有 3 班，雖已大幅降低，下年度仍將持
續加強改善。

3.年度規劃之訓練課程資訊，建 已在彙整人培單位 101 年度課程規劃
議儘早公佈於相關人培單位網 中，預計 12 月中旬透過各單位網站公佈。
站，以利企業編列教育訓練預
算。
4.建議有關大型化、精密化工具 1.已於 10/19~10/20 辦理「機械設備振動
機地基工程之相關資訊除可於 問題之量測、診斷與改善實務」課程，
課程招生簡章及教材中提供相 並於簡章及講義中提供相關文獻資訊。
關文獻與資訊，以利學員參訓前 2.另於「經濟部工業局工業技術人才培訓
後之參考外，並可以投稿方式洽 全球資訊網」及機械工業雜誌與工具機
相關公會刊登。

暨零組件雜誌刊登開課資訊或簡章。

5.人培單位有私設訓練場地需求 已至「科技計畫管理資料庫」下載申請
者，可依規定於事前申請核備即 格式提供給人培單位，若有私設訓練場
可。

地需求者，可依規定於事前申請。
100 年 10 月 25 日完成第 3 次執行單位工作協調會議，



追蹤人才培訓課程進度及協調期末驗收相關事宜(會議
24

紀錄如附錄一)。
本計畫已於機械工業雜誌(336 期~343 期)、工具機與零



組件雜誌(28 期~35 期)、經濟日報(6/20、6/21、8/29)、
工商時報(8/31)、及各培訓單位網站等媒體進行計畫推
廣與課程宣傳，藉由媒體之報導擴大學員參與程度。
於 100 年 12 月 6 日在工研院機械所完成分包計畫驗收



作業。
100 年 11 月 28 日完成期末執行進度檢討會議，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情形如下：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1.本計畫全年度實際工作進度與 謝謝委員對本計畫的肯定。
預定進度相符，並達成計畫預定
目標，執行成效顯著。
2.為有效利用資源，應持續對課 本計畫培訓課程均符合人培最低開班規
程進行檢視並加強廣宣以提高 定，為有效利用資源，下年度仍將持續
課程之招生人數。

加強廣宣以提高課程之招生人數。

3.課程規劃應加強與產業需求結 年度規劃之培訓課程將予以分類，並在
合，建議以套裝課程方式規劃， 簡章中提供相關課程資訊，以利學員選
以利學員進階學習及企業之派 課參考。
訓安排。
4.企業包班應考慮結合產業鏈的 已於 12/6 分包計畫驗收會議說明，未來
共同需求進行規劃，以企業聯合 企業包班朝向上中下游企業聯合包班之
包班的方式辦理。

方式進行。

5.建議對學程的領域予以定義， 學程的領域定義分為機械設備暨零組
並對應各領域所規劃之課程類 件、光電半導體設備、智慧自動化、模
別，以利課程屬性與完整性之檢 具與金屬成型等 4 領域，相關課程屬性
視。

將於 101 年度課程規劃時予以分類。

6.人才培訓課程之課後滿意度調 遵照辦理，持續提供完善之師資、教材、
查，應注意不滿意的意見，並加 環境。
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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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進行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評量規
劃，並辦理召開學程與教材審議委員會。
依據培訓單位辦理之產業技術領域特性，規劃四個學程



及教材之培訓領域，如下圖。

領域課程及教材審議架構
審議領域

模具與金屬
成型領域

智慧自動
化領域

光電半導體
設備領域

機械設備暨
零組件領域

工研院機械所
台(灣工具機暨
零組件工業同業
公會 )
精(機中心 )

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電(子設
備協會 )
雷
(射發展協會 )

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台灣區模具工
業同業公會
金(工中心 )

執行單位 配(合單位 )

備、模具、智慧機器人、雷射、自動化及一般機械產業
共計短期單項課程班 159 門課，系列班 25 門課之中高
階技術課程及學習成果評量規劃。
完成各領域學程與教材審議委員敦聘作業，共計邀請 27



位產學研專家學者擔任。
100 年 2 月及 3 月完成各領域之學程審議委員會議共計



4 場次，主要審查年度訓練課程、課程綱要、師資及其
學習成果評量方式，以符合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
26

機械零組件產業

一般機械產業

工具機產業

、光電半導
FPD
體製程設備產業

雷射產業

智慧自動化產業

模具產業

應用產業

完成工具機、機械零組件、FPD 與光電半導體製程設



訓計畫課程需求及方向。委員重要意見如下：
大型、高精密設備地基基礎工程技術，有未來之需求，
請設法融入相關課程。
受限實機操作之數目，可考量將修課學員人數訂定上
限。
對於 ICT 高階人才培訓相關課程，可慢慢增加在機械
產業應用的課程上。
現在環境保護意識抬頭，建議可增加環安課程（如光
源與氣體）、綠色科技人才、綠能產業（如風力發電、
太陽能電池、CIGS 薄膜電池、碳足跡計算等）。
課程名稱與課程大綱內容應一致， 如模具材料選用及
熱處理表面處理課程、模具試模技術實務課程 。
短期班課程中軟體課程較多，建議多增加驅動、致動、
輕量化、省能源等機構方面課程，並可考慮增加電力
電子、(電源)能源管理方面課程。
100 年 7 月完成各領域教材審議委員會議 4 場次，審查



本年度新開設訓練課程之教材內容。委員重要意見如
下：
建議規劃精密機械設備環境規劃設計，如溫差、地基
等，及機關設計(不透過電源的自動化設計)課程。
應增加實務技術或實例介紹課程。
課程簡章註明“難易程度(基礎、核心、高階)”或者
為設計、製造、管理等層面，以利相關公司選派人員
參加訓練課程。
產業機械與自動化機械設計製造實務講義內容較廣
泛，建議可以再聚焦。
系列課程班安排順序建議：從原理、製程、設備、到
27

研發專利，這樣比較有系統架構。
未來適度增加模具缺陷的處理機制及「逆向工程」相
關課程。
上課學員資訊可否先給講師，並收集學員之問題、答
覆問題資料。
智慧自動化課程比重可增加，並推動有助於業界工程
師的課程，如強化 Sensors 整合應用部份及影像技術，
配合成功的應用案例。
自動化工程師的課程規劃若能配合認證題庫及出題老
師親自授課，其成效將更顯著。
(3)產業技術人才之需求調查：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才之供給與
需求調查分析，提供政府產業政策與人才培訓之參考。
依據工業局指定之工具機與機械零組件行業為範疇，進



行人才需求調查；工具機行業包括車床、鑽床、銑床、
磨床、鋸床、鉋床、沖(壓床)、剪床、NC 工具機、非傳
統加工工具機等，械零組件行業包括滾珠螺桿、線性滑
軌、軸承、齒輪、空油壓元件、其他零組件等。
100 年 1 月 25 日邀請產學研共 8 位專家，辦理完成「99



年度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專家會
議，調查報告內容委員大多予以肯定。
100 年 5 月提出人才需求調查文號申請，包含調查規劃



及調查問卷，行政院主計處 7 月中旬核定。
完成產業人才求調查各季進度檢視會議簡報。



100 年 9 月完成問卷調查，以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



業同業公會會員進行調查，發送問卷 478 份，回收問卷
共計 425 份，回收率達 89 %。經過資料淨化後進行統
計分析的問卷資料共計 414 份。
12 月份完成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



查報告初稿 1 份。101 年 2 月份辦理專家會議討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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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定稿印發。
2.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為兼顧北、中、南地域特性及產業需求，以就近供給精密
機械設備產業聚落，務實解決產業人才需求。委由具備精密
機械實際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執行機械產業人才培
訓辦理中高階技術課程，包含「短期單項課程班」及「系列
課程班」。本年度人才培訓課程係依據機械產業發展政策(如
新興產業設備、智慧自動化..)、功能性技術課程與審查委員意
見(如設計、機電整合、製造、品檢及管理類課程)、企業與學
員反應(如綠能設備、機電整合等)及專業人才核心職務技能需
求調查等面向進行規劃。
(1)「短期單項課程班」


完成短期單項課程班之講師遴聘作業與開課時程安
排，遴聘產學研專家學者擔任講師，並依產業群聚特性
分別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之公設場地辦理
訓練課程。



累計本年度完成開設「短期單項課程班」159 班及學員
之學習成果評量，培訓學員 3,319 人次。課程名稱及大
綱、培訓人數及自籌款收入等相關資料詳如。

(2) 「系列課程班」


完成系列課程班之講師遴聘作業與開課時程安排，遴聘
產學研專家學者擔任講師，並依產業群聚特性分別在台
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之公設場地辦理訓練課程。



累計本年度完成「系列課程班」25 班課程開課，培訓
學員共計 44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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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異分析
計畫項目

差異分析

調整理由 規格、功能、效益增減說明

1.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1)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協
調與管控相關單位執行人
才培訓計畫，辦理計畫推動
之媒體廣宣工作，並配合工
業局金屬機電組辦理相關
會議。
(2)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進
行課程、教材及學習成果評

符合計畫原定目標

無

無

量規劃，並辦理召開學程、
學習成果評量與教材審議
委員會。
(3) 產 業 技 術 人 才 之 需 求 調
查：進行機械產業技術人才
之供給與需求調查分析。

2.人才培訓課程分項：
(1)「短期單項課程

本年度「短期單項課程班」

3,319
預計培訓學員 3,000 人次 班」完成培訓
人次
(含)以上。

培訓人數超過 319 人次，「系

(1)「短期單項課程班」：

(2)「系列課程班」：

(2)「系列課程班」

448 人次
預計培訓學員 400 人次 完成培訓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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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課程班」培訓人數超過 48
無

人次。

五、經費運用情形
千元
簽約數

結報數

繳庫數

保留數

■委辦費
政府 □補助款
□代管補助款

21,060

21,001.4

58.6

0

■自籌款
廠商 □補助計畫自
籌款

15,018

15,981.525

0

0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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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六、檢討與建議
(一)國內機械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自有資源相對較小，需運用現
有相關法人機構、公協會與學校單位之現有專業人才，及政
府持續扮演支持者的角色，來協助國內廠商進行教育訓練，
以彌補國內機械產業研發人才不足之情況。
(二)人才培訓課程係依據機械產業發展政策、功能性技術課程與審
查委員意見、企業與學員反應及專業人才核心職務技能需求
調查等面向進行規劃，藉由跨單位分工合作方式，運用各單
位培訓能量，同時兼顧北、中、南地域特性及產業需求，以
就近供給精密機械設備產業聚落，務實解決產業人才需求。
(三)本年度為強化人才培訓課程的招生，除各人才培訓單位自行辦
理的媒體廣宣外，計畫辦公室每月定期彙整人才培訓單位招
生資訊，並在機械工業雜誌、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等媒體刊
登課程廣宣與招生資訊。101年度更將持續整合公協會與法人
培訓單位之廣宣管道，以擴大計畫培訓課程招生廣宣的效益。
(四)為使本計畫能夠持續精進，於101年度規劃進行系列班人才培
訓成效調查，以掌握學員學習成效，作為計畫改善與精進之
參考。
(五)學程審查委員及學員反應在人才培訓課程部份應增加實務課
程的比重，經檢視96年~ 100年實務與案例課程平均為50%，101
年度擬將提高至55%，以符合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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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錄

目

頁次

(一)、「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工作會議記錄… … ....34
(二)、人才培訓成果量化分析… … … … … … … … … … … … … …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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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工作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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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經濟部工業局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
人才培訓計畫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主
席

100 年藍白領人培計畫--第 1 次工作會議
工研院機械所、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灣電子
設備協會、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
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雷射應用發展協會
100 年 1 月 27 日 上午 10：00 至 12：00
工研院 21 館 109 會議室(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協同計畫主持人 滕步旭

紀

蔡曉萍

參加人員

錄

會議記錄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內容：
一. 100 年度藍白領人培計畫說明
1.今年度本計畫依舊分成「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及「人才培訓課程」
兩個分項計畫來推動執行，各分項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1)計畫推動及資源整合分項
◎計畫推動與媒體廣宣(將去年計畫推動及廣宣活動兩個工作項目
合併為 1 個工作項目)。
◎課程規劃與審議作業(將去年課程規劃及審議會議兩個工作項目
合併為 1 個工作項目)。
◎機械相關產業技術人才需求調查。
(2)人才培訓課程：包含「短期單項課程班」及「系列課程班」
，其中
開班進度於第 3 季結訓人次達年度目標 70%以上，各課程計畫經費
刪減後之目標如下：
◎「短期單項課程班」：每班上課時數 12 小時(含)以上，完成機
械產業技術人才培訓 3,000 人次(含)以上。
◎ 「系列課程班」：每班上課時數需達 36 小時(含)以上，完成機
械產業技術人才培訓 400 人次(含)以上。
2.本計畫辦理學程審議會議之目的，為使辦理相關培訓課程能透過各領
域委員之意見，以致更符合業界之需求；辦理教材審議會議之目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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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審核更新(20%以上)之教材內容、評量方式，以確認其與計畫目的之
符合性與適當性。
3.各領域分別邀請產學研 5 位以上委員，請各領域委員名單請於 2/15(二)
前確認並回傳由 ITRI 進行敦聘作業，附 99 委員名單請重新確認。
4.各領域於課程審議會前一週完成課程大綱及評量方式，並寄給委員進
行書審。新課程請特別標註。
5.由各領域執行單位分別辦理審議會時，請將會議時程確定後通知機械
所列席。
6.各審議會議後產出之簽到表、會議記錄、委員意見需留存並副本機械
所。
7.年度相關辦理時程請參閱年度重要工作與時程，並每月 25 日前請提供
次月辦理課程資訊(媒體廣宣用)。
二.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重點
1.分包計畫簽約金是政府款加自籌款數目並超過 100 萬，故請各單位於
3/25(五)前請提供 99 年度會計簽證至工研院。
2.針對學員身分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之特定對象，政府負
擔每位學員學費至少 70%，另國外班及企業包班則不予補助。
三.培訓課程配合事項
1.100 年度變更事項
(1)培訓對象：關於計畫執行單位與分包單位所屬員工不得參與計畫開
辦的課程此部分已跟工業局相關人員詢問中，目前等待回覆，後續
若有相關消息將在事後通知各執行單位。
目前各執行單位請依舊依此規定辦理。
(2)政府款/自籌款：公開招生 (5：5)、 學員身份為身心障礙者、原住
民或低收入戶之特定對象(7:3) 、企業包班 ( 中小企業 4：6) (大
企業 3：7)。
(3)企業包班：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課前需完成需求說明書。課
後 3 個月追踪工作表現滿意度。
(4)執行進度管制：第三季(9/30)達成培訓人次之 70%。
2.配合事項
(1)100 年度對外之報告與資料，請使用「天空藍」為標準封面顏色。
(2)「人才培資訊系統」資料系統請各單務必於開課前 1 個月需上傳完
成課程相關資訊，並隨時依實據情形修正。各班結訓後 10 天內建
檔並上傳完成【學員基本資料料、學員意見調查表、講師資料】等，
紙本備查。
(3)「培訓結案報告書製作」於第 3 次工作會議再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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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重要工作與時程
1.重要會議與預計時程
項次 工作名稱

時間

地點

負責單位

1

第 1 次工作會議

1/27(四)

新竹工研院 機械所

2

領域學程審議委員會

2/25(五)前 各領域

3

第 2 次工作會議

6/9(四)

4

教材審議委員會

7/15(五)前 各領域

各領域

5

第 3 次工作會議

11/15(二)

各領域

各領域

6

C 單位驗收會議

12/8(四)

新竹工研院 機械所

7

工業局期末驗收會議

12/20~12/30 工業局

各領域

台中精機中
機械所
心

機械所

2. C 單位文件繳交時程
項次 文件名稱

完成時間

負責單位

1

簽約(配合立法院凍結)

預計 3/30 前 機械所

2

第 1 季計畫執行進度報告繳交

4/1(五)前

各單位

3

第 2 季計畫執行進度報告繳交

7/1(五)前

各單位

4

期中報告繳交

7/4(一)前

各單位

5

第 3 季計畫執行進度報告繳交
(完成 70%培訓人數)

9/30(五)前

各單位

6

期末檢討報告繳交

10/28(五)前 各單位

7

成果報告/培訓文件

11/22(二)

各單位

註：每月 29 日前提供當月開課狀況表(中綱月報用)。
五、100 年度計畫書、契約書內容討論
1.計畫書撰寫重點
(1)基本資料
(2)預定執行進度及查核點
(3)執行方法：詳列課程名稱、課程大綱、學習成果評量方式及預計培
訓人次
(4)人才培訓作業管理規範：依各單位做法制定收費與退費規定
(5)資源需求：人力需求、設備需求、場地需求及經費需求
2.契約書重點
(1)第 2 條本契約服務費用：
◎政府款(服務費用上限)、自籌款及公費，如分包計畫之分包金
額。
◎自籌款限於乙方因執行本計畫向第三人所收取之金額。
(2)請款撥款方式：會計所需發票及報表外，另須繳交計畫執行進度
報告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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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正 19 條：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範。
(4)預計 3 月 30 日前將與各執行單位完成合約書簽約。
(5)執行期間自民國 100 年 1 月 3 日起至 100 年 11 月 30 日止。
六、會計作業配合事項
1.年度重要時程如下
類別 文件名稱

繳交時間

方式

季報 經費累計表
自籌款收入明細表

第一季：100 年 4 月 1 日前
第二季：100 年 7 月 1 日前
第三季：100 年 10 月 1 日前

先以傳真或 E-MAIL 傳
送報表

第一季：100 年 4 月 1 日前
第二季：100 年 7 月 1 日前
第三季：100 年 10 月 1 日前

寄達工研院正式報表

年報 經費累計表
經費累計表-工作項目
自籌款收入明細表
100 年 11 月 20 日前
財產目錄
成果運用執行報告表
研發成果收支表
結案 經費累計表
報表 會計師簽核報告

101 年 3 月 25 日前

寄達工研院正式報表

寄達工研院正式報表

2.請各單位之會計報表，請先事前傳真給會計，紙本可在候補寄至工研
院。
3.請各單位於 3/25 日前將 99 年度會計簽證報告寄送至工研院。
4.各科目有節餘款繳回時，管理費與公費需依計畫原訂比例計算繳回。
八、臨時動議
1.請各執行單位於簡章內標示身心障礙補助比例相關說明。
2.撰寫計畫經費編列請參考第六章人才培訓計畫執行管理說明
(P6-2)，參考開班直接管理費用使用科目。
3.”教材編撰費”將涉及講師著作權之歸屬，建議不編列此科目。
4.開課成果為驗收重要指標，將影響下年度之計畫考績及委辦費，期望
各位同仁務必努力達成今年預定目標及績效指標。
5.本計畫感謝大家提供意見，本計畫將規劃辦理相關人培系統使用及人
培開課經驗分享會議，也請各執行單位可以相互提供相關寶貴意見以
分享。
九、散會：100 年 1 月 27 日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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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經濟部工業局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
人才培訓計畫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主
席

100 年藍白領人培計畫--第 2 次工作會議
工研院機械所、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灣電子
設備協會、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
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雷射應用發展協會
100 年 6 月 9 日 10：00 至 12：00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2 樓 202 教室(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7 路 27 號)
協同計畫主持人 滕步旭

紀

蔡曉萍

參加人員

錄

會議記錄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內容：
一.各領域審查委員會審查意見(共通性)
期望請各單位第 2 年課程規劃能盡量符合委員需求。以下為 4 個領域委員
重要部份意見：
(1)班別名稱盡量請符合實際課程內容。
(2)軟體方面的課程於課後評量除了筆試及口試外，建議可以包含現
場程式撰寫。
(3)未來可考慮開設大型、高精密設備基礎工程技術。
(4)建議限定上課人數，以確保學員皆可實機操作。
(5)ICT 高階人才培訓相關課程，可慢慢增加在機械產業應用的課程
上。
(6)建議可以發展機械產業之課程地圖，強化多方面人才。
(7)目前環境保護意識抬頭，建議可增加環安（如光源與氣體）、綠
色科技人才、綠能產業等課程。
(8)智慧機器人領域短期班課程中軟體課程較多，建議多增加驅動、
致動、輕量化、省能源等機構方面課程，並可考慮增加電力電子、
(電源)能源管理方面課程。
二. 年度重要工作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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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下半年度計畫時程規劃如下所示，請各單位參閱。請各位
注意作業時程，請按時繳交報告。
工作項目
1

繳交第二季執行進度報告
(含會計報表)

2 繳交期中檢討報告
3 教材審議委員會
4

繳交第三季執行進度報告
(含會計報表)

5 召開執行單位第三次會議
6

繳交執行成果報告/培訓文
件

7 執行單位期末驗收會議

時間

地點

交付電子檔 7/1、

7 月 1 日 (五)前

紙本 7/5 前
交付電子檔 7/5、

7 月 5 日 (二)前

7 月 15 日(五)

紙本 7/5 前
各領域

請單位 7/15 前開會完
畢
交付電子檔

9 月 30 日(五)前
11 月 15 日(二)

備註

工研院

機械所

11 月 22 日(二)
12 月 8 日(四)前

工研院

1.教材審議委員會辦理方式說明：
(1)各領域請於 7/15 前辦理完成，時間確認後請副本通知。
(2)請各領域自行邀請 5 位審查委員，可沿用學程會議委員名單。
(3)請事前將新教材清單及大綱與講師資料寄送委員審查。
(4)會議當日請準備已完成的新教材(講義)一份供委員備查。
(5)審查用教材封面格式，將於會後寄給各單位。
2.整合型跨領域人才培訓規劃
工業局要求辦理跨領域課程，今年為規劃階段，明年就必須執行跨領域
人才培訓課程。
3.第 2 期款請款與期中報告作業說明，請大家注意請款時間。
工作累計進度達 25%，經費實支累計進度累計達已撥款項之 75%時，
可進行第二期請款作業，請各單位於請款時將發票與期中報告一同寄
出。會後將會寄送期中報告格式給各單位。
三、臨時動議
1.請各單位注意課程受委託單位應於各班開班日之 1 個月前、及各班結
訓後 10 日內上傳課程資料。
2.實地訪查部分今年度上半年尚未作實地訪查作業，預計下半年將會進
行課程實地訪查，屆時將在電話通知各執行單位提前準備相關資料。
3.請各單位注意會計報表中填寫數字為刪減後預算數，無須再呈現凍結
後預算數。
4.針對工業局要求 B 單位加強個人資料保護，因此各人培單位也應加強
個人資料保護及思考針對紙本(學員資料表)應如何保存學員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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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流程，明年度會要求各單位在簽約書裡放入個人資料保護法聲明
書及作業管制程序，以確保資料不外流及洩漏。
四、散會：100 年 06 月 09 日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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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經濟部工業局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
人才培訓計畫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主
席

100 年藍白領人培計畫--第 3 次工作會議
工研院機械所、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灣電子
設備協會、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協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雷射應用發展協會
100 年 10 月 25 日 上午 10：00 至 12：00
工研院機械所 11 館 177 會議室(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協同計畫主持人 滕步旭

紀

蔡曉萍

參加人員

錄

會議記錄
貳、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內容：
一. 100 年度計畫執行狀況
1.工業局期中檢討會議紀錄
(1)本計畫上半年度之部分課程恰符合人才培訓計畫最低開班人數(10
人)，為有效利用資源，應進行課程檢視並加強廣宣以提高課程之招
生人數。
(2)人培單位有私設訓練場地需求者，可依規定於事前申請核備即可。
(3)課程招生簡章及教材中提供相關文獻與資訊，以利學員參訓前後之
參考外，建議儘早公佈於相關人培單位網站，以利企業編列訓練預
算。
2.各領域審查委員會審查意見(共通性)
以下摘錄 4 個領域委員重要意見：
(1)同一班系列師資應多元化安排。
(2)教材類別應有歸類分析索引。
(3)建議規劃精密機械設備環境規劃設計，如溫差、地基等，及機關設
計(不透過電源的自動化設計)課程。
(4)課程簡章註明“難易程度(基礎、核心、高階)”或者為設計、製造、
管理等層面，以利相關公司選派人員參加訓練課程。
(5)「LED 磊晶製程與設備實務人才培訓班系列課程」，課程安排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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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建議：從原理、製程、設備、到研發專利，這樣比較有系統架構
(6)未來適度增加模具缺陷的處理機制及「逆向工程」相關課程。
(7)智慧自動化課程比重可增加，並推動有助於業界工程師的課程，
如強化 Sensors 整合應用部份及影像技術，配合成功的應用案例。
(8)自動化工程師的課程規劃若能配合認證題庫及出題老師親自授
課，其成效將更顯著。
3. 下半年度計畫時程規劃
100 年度下半年度計畫時程規劃如下所示，請各單位參閱。請各位
注意作業時程，請按時繳交報告。
項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負責單位

11/2 前收到電子檔

收件人：

各單位

目
C 單位繳交期末檢討報告

1

(11/5 收到無須裝印紙 滕步旭
本 2 份)

2

C 單位繳交執行成果報告、培訓 11/21(一)前收到

B 單位完成期末檢討報告

11/25(五)前

4

工業局期末檢討簡報

未定

6

各單位

結案報告書及講義明細表

3

5

新竹工研院

C 單位驗收會議 (含成果報告及 12/6(二)

機械所
工業局

機械所

新竹工研院

機械所

工業局

機械所

培訓文件修正並裝訂完成)
工業局成果驗收會議

12/20~12/30

二、100 年度計畫驗收作業說明
1.執行成果報告說明
(1)請於 11 月 2 日前，先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寄送交 B 單位，書面
資料 1 式 2 份（無須裝訂成冊）則於 11 月 5 日前送達 B 單位。
第一部分：請用質化及量化說明。
第二部分：本計畫執行報告中－四、執行進度差異說明、五、經費
運用情形、六、檢討與建議(請特別說明最特別的課程，
例如產業最需要、結合認證學程..)。
附錄：請新增學員職務圖表分析。
(2)期末執行成果封面，請用 100 年度之規定顏色裝訂。
2.培訓結案報告書&講義
43

(1)培訓結案報告書製作說明(會後另寄檔案表格)
(2)課程培訓報告書請依【查檢表】查檢無誤後，依 100 年度之顏色封
面裝訂成冊(一班一冊)，且需於 11/21 前一併寄至機械行書面驗收
作業，以縮短驗收會議時程。
(3)培訓結案報告書經Ｂ單位驗收後，需待工業局年度驗收會議完成，
再交由各培訓單位留存，留存時間至少五年。
(4)各單位課程講義請提供電子檔光碟即可，紙本由各單位自行留存備
查。
(5)確認學員身份是否符合補助規定:人才培訓計畫受委託單位及其分
包單位所屬員工，不得參與所承接之計畫開辦之培訓課程。
3.驗收簡報時程安排
(1)執行單位期末驗收會議時間於 100 年 12 月 6 日上午 09:30 至下午
16:00，於工研院機械所召開。
(2)各執行單位當天驗收時間如下：(請各單位於排定時間前到達即
可)
時間

單位

09:30~10:10

精機中心

10:20~11:00

雷射協會

11:10~11:50

金工中心

13:20~14:00

模具公會

14:10~14:50

機器人公會

15:00~15:40

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

16:00~16:40

電子設備協會

(3)單場時間安排如下：
時間

內容

10 分鐘

單位期末簡報

20 分鐘

期末繳交資料驗收

10 分鐘

討論

4.驗收簡報說明
(1)請依照規定之簡報格式內容。
(2)期末簡報、相關資料電子檔案，請需事先傳送，請寄到 ava@itri.org.tw
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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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計作業配合事項
(1)請依時程繳交會計報表，請先 E-MAIL 寄達 WJHO@itri.org.tw
100 年 11 月 25 日前繳交會計年報表。
101 年 3 月 25 日前繳交會計師簽證之結案報表。
(2)計畫之總人月數、人名須與契約書相符，並得以總人月數控管。
(3)計畫變更事項：工業局計畫人月數、人名及職級皆須符合契約書之
約定。如有異動須於季報中辦理變更，第四季最遲須於計畫結束前
1 個月提出申請備查。(各計畫契約書若有規範即需配合辦理)
(4)會計師查核配合：契約內規定需要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計畫，在簽
證過程中，費用與計畫執行的相關性及合理性若有疑義由計畫主持
人說明。
(5)契約收款：合約內有廠商自籌款部分，於計畫結案前需依約完成收
款。
三、101 年度計畫說明
101 年度專案計畫作業手冊執行單位召開說明會，本單位根據說明會
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與第六章人才培訓計畫執行管理辦法中，針對與
分包單位有關係的部分提出 7 點說明：
1. 個人資料資蒐集或電腦處理，應經當事人同意、執掌必要範圍內、對
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慮，且符特定目的，使得為之(應加上告知程序)。
2. 101 年度計畫簽約時新增委外人員保密切結書。
3. 進度報告(季報)新增：檢附招生簡章(完成公告)
4. 不得以置入行銷方式進行專案計畫政策廣宣。
5. 101 年度計畫書顏色為 150-200 磅雲彩紙-灰色。
6. 非公設場地填報作業：第 1 季 1/20 前，其餘各季於每季開始前 15 日。
7. 101 年度計畫精進與工業局交辦事項：

大陸人士(無身分證字號應不予補助)，並請注意其背景，且課程
內容不涉及國家機密技術之領域

對於適合女性學員之課程，加強能夠吸引女性報名之廣告用語或
文案，以利女性學員之招生。

公佈課程規劃：預計 12 月初彙整 101 年課程規劃資訊，透過廣
宣管道公佈。
參、臨時動議
1.請各單位請各自查看經費科目的明細是否符合規定，必免工業局若有
派會計師來本單位查帳。屆時若有相關問題部份仍能需要 C 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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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幫忙。
2.101 年度投標計畫書：請於 11/2 前完成 FY101 人培計畫之【進度與查
核點】與【經費預算】資料，並寄送至 yoyo_fng@itri.org.tw。
3.今年經費調整針對執行審查會議及跨領域會議之相關單位有分配推
動規劃費，其他單位則無此規劃費用。
4.請注意明年在招生身分上”法人機構單位’及”大陸人士”皆不可
認列人次，請務必注意學員報名之身分狀況。
肆、散會：100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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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人才培訓成果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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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滿意度調查(回收份數 3,601 份(100.11.09 止))
分析項目：【課程安排與設計】
難易度

明確性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0.1% 非常滿意
12.5% 0.8%
24.6%

普通
7.4%

滿意
62.0%

滿意
63.9%
時數安排

普通
14.4%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0.4%
0.1%
非常滿意
28.2%

不滿意
1.3%

普通
11.1%

非常滿意
24.3%

實用性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0.2% 非常滿意
0.5%
30.7%

滿意
57.5%

滿意
60.0%

分析項目：【講師與教材】
表達能力

專業知識
普通 不滿意
3.4% 0.1%
非常滿意
45.6%

滿意
53.5%

滿意
50.9%

普通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6.7% 0.2%
0.1%
非常滿意
39.5%

解決問題的程度

教材內容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非常滿意
11.5% 0.7%
0.1%
28.9%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1.6% 0.5%
0.1% 非常滿意
32.1%
滿意
55.7%

評量方式
普通
13.6%

不滿意
0.4%

非常滿意
24.1%

滿意
61.9%

滿意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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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項目：【學習環境與綜合意見】
教學環境及實習設備

行政事務

普通 不滿意
11.6% 0.7%

普通 不滿意
6.5% 0.1%

非常滿意
30.1%

滿意
57.6%

非常滿意
33.9%

滿意
59.5%

整體評價

能力之提昇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7.6% 0.3%
0.1%

普通
12.8%
非常滿意
30.8%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0.2% 非常滿意
0.3%
26.4%

滿意
60.3%

滿意
61.2%

培訓課程區域分析
課程地區_系列班(班級/人數)

課程地區分析_短班(班級/人數)
高雄(台南)
15%[23/380]

台北
22%[35/756]
高雄(台南)
22%[5/108]

台中
39%[61/1362]

台北
13%[2/28]
新竹(桃園)
22%[5/114]

新竹(桃園)
24%[37/805]

台中
43%[11/193]

156班3302人

23班4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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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背景分析(回收份數 3,601 份(100.11.09 止))
學員性別分析

學員學歷分析

女性
9%

博士其他 高中職
1% 1% 11%

碩士
24%

男性
91%

專科
21%

學士
42%

學員公司規模分析

1001~2000
人 2000人以上
9%
5%
501~1000人
12%
201~500人
16%

101~200人
12%

學員年齡分析

10人以下
8%
11~50人
21%

40-49歲
17%

51~100人
17%

50-59歲 60歲以上
1%
5%

35-39歲
22%

20-29歲
31%

30-35歲
24%

學員職務分析
現場幹部
10%

高階管理人員
12%
中階主管
21%
工程師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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