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度綱要計畫績效評估結果
綱要計畫名稱

標案執行單位

等第

智慧機械創新產業推動計畫(1/4)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 B 類
展中心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財團法人精密機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產業永續發展計畫(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培訓產業創新暨人力加值計畫(2/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業減碳領航計畫(1/4)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類
B類
B類

地下工業管線安全智能整合應用科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技計畫(1/4)

B類

科技計畫規劃與管理計畫(4/4)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

B類

政府軟體採購環境改善計畫(3/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雲端服務暨巨量資料產業發展計畫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3/4)-資料服務產業應用推動計畫

B類

智慧電子產業推動計畫(2/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智慧電動車輛產業推動計畫(3/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B類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產業溫室氣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體減量推動計畫(4/5)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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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執行單位

產業園區能資源整合及工業安全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動計畫(1/4)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結構優化躍升計畫(4/4)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等第
B類

B類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材料與化工產業整合發展計畫(1/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B類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技術服務業發展計畫(1/4)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B類

新一代寬頻通訊與創新應用發展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畫 (4/4)

B類

標竿新產品創新研發輔導計畫(4/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地區產業整合發展計畫(2/4)

B類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策略性產業人力資源發展與推動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畫(4/4)

B類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我國產業政策研究規劃及推動計畫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3/4)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B類

產業綠色成長推動計畫(1/4)

B類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亞洲生產力組織綠色卓越中心計畫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3/4)

B類

特定地區群聚產業轉型升級計畫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4/4)

B類

紡織產業發展計畫(1/4)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B類

產業創新價值卓越計畫(2/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傳統產業亮點維新計畫(4/4)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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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雲端服務暨巨量資料產業發展計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雲端服務產業應用推動計畫(3/4)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B類

推動工業合作計畫(4/4)

B類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3/3)-構建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鄉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B類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再生能源產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業推動計畫(1/2)

B類

重型運輸產業發展推動計畫(2/4)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B類

金屬產業發展推動計畫(4/4)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B類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計畫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B類
(3/4)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4/4)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B類

綠色工廠與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推動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計畫(2/4)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B類

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1/4)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B類

系統孵育整合出口計畫(1/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資訊安全人才培育計畫(1/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B類

主要經貿國家產業競爭研究及政策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規劃計畫(3/4)

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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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動計畫(3/4)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計畫(2/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等第
B類

B類

汽、機及自行車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2/4)

B類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綠色能源產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業推動計畫(3/4)

B類

新世代化學應用材料產業輔導與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廣計畫(2/4)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B類

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食品產業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創新與優化推動計畫(1/4)

B類

產業升級轉型行動計畫(2/4)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智慧內容產業發展計畫(2/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出計畫(1/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B類

數位內容跨域創新應用推動計畫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2/4)

B類

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生技醫藥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競爭力推升計畫(1/4)

B類

資訊產業應用與國際夥伴推動計畫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4/4)

B類

石化產業高値化系統技術與應用發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展計畫(4/4)

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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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計畫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4/4)

B類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
(3/3)-建構相關 APP 行動商務與本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土數位內容計畫

B類

新興顯示器產業發展推動計畫(3/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B類

專利檢索加值服務計畫(2/4)

B類

世博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功能性智慧材料技術輔導與推廣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畫(1/4)

B類

協助中小型食品產業升級轉型輔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計畫(2/4)

B類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
(3/3)-資深公民與弱勢族群 4G 公益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應用推動計畫

B類

食品產業振興與加值推動計畫(2/4)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B類

智慧手持裝置核心技術攻堅計畫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4/4)

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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