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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雙軸轉型 贏向淨零佈局
面對疫情爆發、氣候變遷、科技競爭等近年來的動盪世局，變動已是新常態，
企業需要能與時俱進的核心能耐來應萬變，數位與綠色雙軸技能的強化成為不
容忽視的人才發展趨勢，亦是企業在明日勝出的關鍵。

世界經濟論壇指出，2025 年全球將有 8500 萬個現存工作消失，同時也會有
9700 萬個新工作產生。這樣的變化，讓技能的升級與重塑躍升為各界人才發展
的首要任務，而如何育才、留才也成為企業最關注的議題。

人才發展與數位轉型是企業未來關鍵成長動能

人才是奠定企業永續發展之基石，面對台灣因為少子化、人才外流、
產業變遷快速等所帶來的人才荒危機，高達九成的企業雇主表示正
面臨著嚴重的員工技能落差問題。在 PWC (2022) 的報告指出，逾六
成的 CEO 認為人才發展與數位轉型是未來企業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預期將投入更多資本於員工技能培育與新興科技採購。而在 Mercer 
(2022) 的調查顯示，相較過去 HR 偏好從外部直接攬才的作法，越來
越多的 HR 認同從內部育才能更有效縮減技能落差，反映出培育員工
雙軸技能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我國製造業的數位及綠色技能需求趨勢

根據工研院產業學院的研究，近五年整體製造業的技能需求變化，以
數位技能來說，高成長部分集中於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
資訊安全等面向，相關產業應用如 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機器聯網、
自駕車、AIoT 異質整合、智慧醫療及精準健康發展…等；以綠色技能
來說，則以能源管理、環境審計與監管、綠色新材料等面向為高成長
技能，涵括電能營運、企業能效管理、企業碳足跡分析、化合物半導
體材料…等產業應用。

培育綠色、數位人才為當務之急

工研院產業學院每年為產業提供最新的人才培育方向，今年以「啟動
雙軸轉型 贏向淨零佈局﹘綠色 X 數位人才發展」為主軸，從「科技
管理」角度切入，針對企業領導者規劃高階人才研習課程，培養在變
局中的策略思維與決策能力，並結合精選主題：「淨零永續」以數位
助攻智慧淨零，提供科技減碳的專業攻略；「智慧機械」智造升級打
造低碳設備，分享智慧工廠導入的策略與方法；「智慧電網與綠能」
以智慧管理協助能源轉型，分析企業能源效率；「生技醫藥」邁向精
準健康與低碳照護，解析再生醫療趨勢發展；「智慧資通訊」從數據
驅動綠色發展，分享自駕車與車聯網技術應用發展。協助企業厚植雙
軸關鍵人才，在變局中把握轉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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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O 的任務和使命：帶領全員落實雙軸轉型
企業高階主管肩負永續經營責任，領導組織轉型，更須掌握產業變動與趨勢，從企業整體面來推動，如將員工因為轉型而產生的職能與工作內容變化納入考量等，以
成功驅動組織變革。工研院產業學院為回應產業需求，針對企業領導者規劃高階人才研習課程，培養在變局中的策略思維與決策能力，例如：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
研習班、科技產業 CTO 研發高階主管研習班、智權法務實戰高階人才培訓班、MarTech 行銷科技長認證班等，協助企業持續成長，成為企業培育人才最佳夥伴。

科技管理

推薦課程重磅顧問講師團隊

課程名稱

經營管理
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

科技產業 CTO 研發高階主管研習班

智權專利 智權法務實戰高階人才培訓班

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策略動態分析師認證班

MarTech 行銷科技長認證班

荷蘭 System Architecting 系統架構整合培訓

產業分析
資深產業分析師認證班

產業分析師資格認證班

研發管理 軟體架構師培訓班

工研院副院長
彭裕民

工研院法務長
王鵬瑜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陳添枝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徐爵民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史欽泰

聯發科技
副總經理暨法務長

宿文堂

研華科技技術長
楊瑞祥

前永豐金融資深副總經理
陳松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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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
課程簡介

工研院 40 多年來已培育超過數百位產業 CEO 及高階經理人，不僅扮演科技研發火車頭的
關鍵角色，同時也是科技管理人才的培育重鎮。產業學院自 2015 年以來已辦理九期科技產
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一年僅一期，每期以當年度熱門議題為核心，力邀科技產業領導人
共聚一堂，向國內產學研領袖級大師取經，吸取獨道的經營理念。透過 7 天紮實互動研討，
協助領導人架構出一張面面俱到的思考網。

課程特色

● 參加學員 50% 以上來自上市上櫃公司，30% 學員為總經理以上主管。
● 課程涵蓋多元，並配合產業發展趨勢專題演講、個案研究手法與共同研究交流的方
式，提供新一代領導人多元觀點與思考方向，培養其在科技快速變動下綜觀全局與運籌帷
幄的能力。
● 效法大師，傳承經營心法，與各界領域菁英同窗，課後亦能與歷屆研習班菁英交流餐敘，
跨域促動世代交流、形塑台灣新世代的企業家精神，促進產業內更多的良性互動。

課程綱要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陳小姐 02-2370-1111#308 SabinaChen@itri.org.tw

課程對象
產業具領導人潛力之高階主管

( 註：以 2022 年第九期「啟動淨零布局 ‧ 共創永續美好」為例 )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關鍵科技焦點

專題演講 -ESG 成就企業價值

數位轉型與資安風險對策

資料經濟 (Data Economy)：機會與挑戰

企業減碳行動 ITRI TECH 來助攻

科技創造零碳與循環新經濟

科技企業經營管理

科技行銷 - 洞悉客戶需求

智權戰爭下科技產業的競爭與發展

後疫情時代的企業變革與組織領導

國際觀與
企業競爭力

地緣政治與供應鏈風險

台灣產業併購與轉型創新的賽局

科技創新
思維與實踐

科技產業發展與創新服務思維

創業與創新 ( 哈佛個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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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 CTO 研發高階主管研習班

課程簡介

技術長 CTO 的工作要務是透過技術創新增加組織價值，為能產出領先於業界的
產品與服務，CTO 必須掌握所屬產業的技術核心、未來技術趨勢的敏銳洞察力，
及技術商業化等關鍵技能。

由工研院與業界專家學者擔任課程講師，開辦科技產業 CTO 研習班，課程主題
包括：技術策略、智財專利、企業轉型等核心課程，並融入淨零永續、自主移
動系統及智慧醫療與服務等工研院跨領域技術應用主題，且安排參訪自駕車平
台及 TIBIC 生醫產業跨域整合實驗場域及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等，提供跨領
域技術長交流平台，激盪多元觀點，促進跨領域合作機會。

課程特色

● 融合工研院特色，增加技術深度：配搭工研院技術專家、研發策略實務與
技術參訪。
● 結合跨領域技術議題，增加知識廣度：探討工研院 2030 技術策略藍圖重點
議題，包含淨零永續、自駕車系統、智慧醫療及服務，建立產業人脈，增加跨
領域合作機會。
● 混成學習，學習 100%：採部分課程雲端自學形式，能於課程期間不限
次數回放。

課程綱要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陳小姐 02-2370-1111#308 SabinaChen@itri.org.tw

課程對象
產業高階技術主管、研究計畫主持人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核心課程

技術策略

半導體技術策略與藍圖規劃經驗分享

技術策略與研發管理之實務

研華 AIoT 技術與商務雙軌策略

台達電工業物聯網技術策略與藍圖規
劃經驗分享

智財專利

企業智財風險與因應

科技戰爭下的全球專利布局與營運策略

企業轉型
淨零碳排之國際規範與台灣產業因應策略

智慧科技帶來的企業創新契機

跨領域技
術應用課程

淨零永續

自駕車系統

智慧醫療及服務

( 註：以 2022 年第二屆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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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助攻 智慧淨零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加劇，2050 淨零排放已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標，也是台灣的
目標。為配合國家減碳政策，金管會要求五年內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
體盤查，如何培育綠領人才發展、運用數位科技減少碳排，已成為各企業的
當務之急。

邁向淨零永續的第一步：企業應具備的關鍵「三力」

根據產業學院 (2022) 調查，受訪企業仍有近五成尚未投入淨零工作，主要是由
於不清楚相關配套措施與作法而停滯不前。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長周怡君指出，
企業要推動淨零轉型，其對應要點在於組織需具備關鍵三力：認知力、管理力、
技術力。首先，企業需加強組織內部各階層員工對於淨零永續、循環減碳的基
本認知力，提升全員減碳意識與行動；其次則是建構企業碳管理力，進行企業
溫室氣體盤查與碳足跡計算，擬定減碳途徑；最後，也是最考驗技術能耐的環
節，即培育能落實減碳工作的專業人才，厚植企業技術力。

淨零永續學校五大系列培訓 引導企業綠色轉型

為協助企業淨零轉型，工研院整合各界能量與產學資源成立「淨零永續學校」，
以人才培育為核心，以綠色職能為導向，透過系統性的培育提升產業的減碳格
局與效益。淨零永續學校以「建構企業碳盤查能力」及「提升企業減碳技術力」
為兩大核心目標，開設五大系列、超過 50 門以上的專業課程，提供處於不同減
碳工作階段的企業進行選課，包含 (1) 碳永續管理、(2) 能源供給、(3) 低碳導入、
(4) 循環再生、(5) 負碳加值。

針對剛起步減碳工作的企業，其首要任務在於進行碳盤查以掌握自身的碳排熱
點。淨零永續學校為綠領人才基礎能力所規劃的「企業碳足跡分析管理師認證
班」，便能帶領學員從了解碳足跡基本概念，到完成以自身企業產品為案例的
碳足跡報告，成為企業減碳種子成員。而針對已計畫導入減碳項目的企業，則

建議能進一步學習技術解方專業課程，依據業務需求安排「能源供給」、「低
碳導入」、「循環再生」、「負碳加值」等不同主題的訓練內容，強化企業培
育技術專才，提升減碳技術實力。

淨零永續

推薦課程

課程名稱

碳永續管理

企業碳足跡分析管理師認證班

企業碳策略及碳權操作

企業淨零永續 - 掌握綠色能源發展及導入

企業淨零永續 - 碳足跡趨勢、管理與實踐

溫室氣體盤查實作班

能源供給 綠領能源工程師自學特訓班

低碳導入 近零能耗建築設計師認證班

循環再生
綠色廠務初級人員系列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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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碳足跡分析管理師認證班
課程簡介

極端氣候來襲，淨零碳排已成為國際共識，全球已有超過 130 個國家宣示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歐盟更規劃 2026 年起針對高碳排產品徵收碳關稅，對貿易
以出口為導向的臺灣企業，如何檢視計算產品碳足跡，透過碳足跡管理以降低
碳排放量已成為企業競爭力關鍵。

為協助企業培育碳足跡管理關鍵人才，本課程由工研院綠能所碳足跡輔導超過
15 年專家團隊，獨家傳授碳足跡實務心法，培訓學員關鍵五力：

1. 解析力：透過案例解析 ISO14067:2018，建立碳足跡品質標準解析力。
2. 程序力：學會制定設計產品類別規則 (PCR)，以能在企業導入碳足跡過程中，
減少需尋找外部資源支援、成本升高之問題。
3. 計算力：了解碳足跡計算方法、工具，建立碳足跡計算能力。
4. 查證力：解析企業面對查證時，所需注意要點及企業因應方法，及如何取得
國內碳標籤。
5. 實踐力：學員將能以自身企業產品為案例，獨立完成乙份碳足跡報告，將所
學實際應用於企業。

課程特色

● 工研院碳足跡輔導專家團隊有 15 年輔導經驗，累計輔導超過 200 家企業，
親自傳授碳足跡實務心法，理論與實務兼備。
● 課程搭配「工研院永續碳管理平台」，使學員了解碳資訊資料庫，認識碳足
跡推動工具。
● 協助企業培育碳足跡種子成員，帶領公司其他夥伴推展碳足跡相關專案之執
行，建構企業自身碳足跡專業能量。

課程綱要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第一部分 - 碳足跡分析實作：關鍵五力

解析力 解析 ISO14067:2018

程序力 產品類別規則 PCR 程序演練

盤查力 碳足跡盤查與查證因應 & 國內碳標籤取得

計算力 碳足跡實作工作坊

實踐力 碳足跡實踐案例實作

第二部分 - 碳足跡概念、趨勢 ( 雲端自學 )

課程對象
產業具領導人潛力之高階主管

結業與證書
參加全系列課程，並完成分組報告與個人報告，
且經專家團隊點評核可，即取得「企業碳足跡
分析管理師證書」。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張小姐 03-591-8044 AngelC@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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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升級 低碳設備
根據國發會資料顯示，我國 2019 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 287.06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以製
造部門的排放量居首，約佔整體的 51.4%。台灣作為出口導向國家，於全球供應鏈扮演要角，面對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製造業者勢必需藉由數位轉型、導入綠能科技來升級智慧製造，發展高效率、
節能製程，以加速減碳，強化市場競爭力。

智慧機械

推薦課程

課程名稱

智慧製造

新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測試驗證及淨
零碳排關鍵議題

智慧機械與低碳製造技術

機器人 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技術整合工
程師學程 

電動車 電動車整車智慧系統工程師認證班  

聯網 /
數據 / 感測器 機器聯網與應用工程師人才培訓班 

無人機

運用多旋翼無人機於太陽光電設備
巡檢培訓班

多旋翼無人機操控飛行考照培訓專班

從智慧製造著手 降低耗能落實減碳

智慧製造是近幾年產業積極關注的議題，智慧製造整合各類跨系統之資訊感知、互聯、決策、執行
的功能，並與 IoT、雲端運算、大數據、AI 應用緊密結合，以建置出高效能、敏捷、彈性化與智慧
化的生產模式，其基本概念在於人機協同合作，透過機器大量數據分析作出產線最佳化建議甚至預
兆診斷，提高生產品質，減少製造場域能源消耗。

此外，製造業者亦可透過製程技術的創新，採用不同的製程方案，降低總體生產過程耗費能源。如
經由精簡工序來簡化生產流程，不僅能降低生產成本、減少碳排，更可達到提升產能、節能、節水、
減廢等效益；抑或是在製程中使用能再利用的材料，不但能解決廢棄物汙染問題，還能真正落實循
環經濟永續概念，將對環境的危害降到最低。

培育智慧製造專業技術人才 創造企業綠金商機

為協助製造業者導入創新科技，加速淨零轉型，工
研院產業學院針對智慧製造相關專業與技術之人才
需求，從低碳製造、機器人、聯網 / 數據 / 感測器
等面向規畫系列課程，包括新世代半導體製程技
術 / 測試驗證及淨零碳排關鍵議題、智慧機械與低
碳製造技術、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技術整合工程
師學程…等課程，引領企業打造智慧綠色製造生態
系，邁向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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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測試驗證及淨零碳排關鍵議題

課程簡介

目前半導體先鋒台積電 (TSMC) 在先進製程上已正式跨入 3 nm 以下的量產技術
節點，頂尖的半導體應用晶片除了需要優異的 IC 電路設計外，更需要完美的奈
米元件結構配以新世代或先進的半導體製程技術，以達到晶片最佳的性能表現。

本課程將深入淺出介紹半導體基本原理 ( 含先進 Strain Si, FINFFET, GAAFET 元
件與第三代半導體介紹 ) 及應用、半導體製造流程及各個製程模組之詳細介紹 
( 包括先進 / 新世代微影技術 )。帶領學員了解完整的新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原
理與技術前後之關聯性，並介紹以矽為主要材料之半導體製程技術。課程內容
包括 VLSI 半導體前段製程與後段金屬連導層製程說明、積體電路完整製作流程
後的晶圓 IC 良率考量、允收測試及 PCM 數據與 SPice 模型之關連性、電子工
業安全等，另更進一步介紹淨零碳排關鍵議題 - 如何達到淨零碳綠色製程。

課程特色

● 三天紮實課程，完整說明新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之原理、應用與測試驗證。
● 因應全球淨零碳排浪潮，精闢解析電子業者如何實現綠色製程、減碳排放與
提升能源效率。

課程綱要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半導體製造

半導體材料與積體電路之發展及應用

IC 製程簡介

晶圓清洗

氧化層薄膜技術 ( 爐管 )

黃光微影技術

擴散與離子佈植

薄膜製程

蝕刻 (Etching) 及研磨技術

半導體電性驗證、
工業安全與淨零

碳綠色製程

晶圓測試驗證

電子工業安全

晶圓廠淨零碳綠色製程目標

課程對象
從事或即將從事半導體產業，欲掌握先進半導體製程技術者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陳小姐 04-2567-5621 yuwan@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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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 能源轉型
台灣作為全球製造產業鏈的要角，用電需求極高，然受限於地狹人稠的島國地勢，使我國有高達九成的能源仰賴
進口，其中又以石化燃煤等能源為進口最大宗項目，若不及早因應恐難達成 2050 淨零碳排目標，能源轉型已成
為各產業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智慧電網與綠能

推薦課程

課程名稱

智慧電網

綠領能源工程師認證班

綠領能源工程師自學特訓班

電能營運經理人班

智慧充電樁之設計規劃 - 電力電子應用

能源管理
企業能效管理 - 節能技術應用班

空壓系統管理技術

再生能源 太陽能節能建築工程師認證班

能源轉型的核心關鍵：提升能源效率與發展綠電

推動能源轉型有兩項致勝關鍵，其一在於能源效率的提升，透過智慧電網來有
效控管供電端與用電端的使用資訊，以最佳化調整電力分配，並結合組織能效
管理來系統化改善能源績效，包括 EMS 電力、空壓、空調等常見的工業系統，
實現節約用電的目的；其二在於再生能源的發展，目前各國綠電項目仍以太陽
光電及風力發電為主，我國於 2021 年數據顯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僅有 6%，
如何擴大綠能使用、建立相關配套措施以穩定供電，將是未來首要發展的工作。
且隨著許多國際大廠相繼宣示 RE100，承諾於 2050 年前達成 100% 使用再生
能源。以製造出口為導向的台灣企業，可以預見對於綠電需求將有爆炸性的成
長。因此建置再生能源交易平台，邁向綠電交易自由化，也成為我國能源轉型
的重點方向。

電網學校以產業實務為導向 打造電力與電網即戰力菁英

台灣正面臨能源轉型的契機與挑戰，為培育更多電力與電網領域的專業人才，
以接軌國內外能源發展趨勢與就業，工研院邀集台電等約 30 家國內頂尖產官
學研機構成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提供職缺、獎學金、師資、實習
場域等資源；開辦以產業實務為導向的系列課程，例如以培育具備電網工程技
術能力為目標的「綠領能源工程師班」、以培育能洞悉市場動態及策略管理能
力為目標的「電能營運經理人班」…等特色課程，致力於耕耘電力與電網人才，
贏向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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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營運經理人班
課程簡介

面對能源轉型下新電業法、智慧化管理、新能
源崛起等議題，電力電網領域人才的需求大幅
提升。本課程著重電網產業實務面向，內容含
括：能源效率與需求面管理、電力市場與輔助
服務競價、電力新商業模式發展等等，課程聚
焦於探討電力電網產業市場實務運作，以培養
電力電網經濟及營運面之經理人、策略管理人
才為課程目標。

課程特色

● 國內獨特實務課程，集結電力電網領域一
級講師群，培育電網即戰力。
● 深度解析電力市場、經濟、交易、新商業
模式等產業關注議題。

課程綱要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能源效率與需求
面管理實務

能源效率與需求面管理

能源資料分析技術應用與 ESCO 輔導節能

能源管理系統規劃與設計

用戶節能投資 、M&V 與最佳化資產運轉維護分析

電力市場及
新商業模式

電力市場總覽與發展趨勢

現行電力交易模式及未來電力交易平台規劃

電力新商業模式概要

再生能源售電新商業模式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高小姐 03-591-6092 itriB00058@itri.org.tw

課程對象
從事電力電網相關產業或欲進入電力電網價值鏈之企業夥伴



11生技醫藥

邁向精準健康與低碳照護
根據國發會最新推估報告，2025 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佔
比將超過 20%。隨著高齡人口快速攀升與 AI 技術持續進步，生醫領域已邁向
精準健康的時代，

透過數位科技實現精準健康

不同於過往生醫產業較著重於疾病發生後的治療，精準健康則更專注於疾病發
生前的預防保健、個人化的照護與自我健康管理；透過跨領域的科技結合來提
升效率及精準度，具體展現在早期檢測、診斷、治療和照護等應用範疇。舉例
來說，在醫療大數據與 AI 決策的輔助下，AI 醫學影像辨識能協助醫師作出更
精準且即時的醫療判讀或預警、降低誤診或漏診的風險、同時減輕醫療的人力
與治療成本。再以近年來快速普及的穿戴式行動裝置產品為例，藉由個人生理
數據如心跳、呼吸、血壓等紀錄監測的深度分析，能幫助病患尤其是慢性病患
者更妥善追蹤、管理健康，進而針對個別病患採取適合的療法，達到精準健
康的目的。

精準健康的明日之星：精準藥物開發與再生醫療

新冠疫情爆發後，民眾開始更重視疫苗等藥物研發；加上高齡化趨勢，許多與
老化相關的疾病在現有藥物治療後，仍無法有良好成效的議題漸受關注。種種
因素影響下，使具創新性及國際競爭力的高值利基新藥，例如小分子藥物、核
酸藥物與細胞治療產品的市場潛力大增。以全球再生醫療市場來說，美國 FDA
預估 2050 年將達到 3,800 億美元規模；估計到 2025 年每年至少批准 10-20 種
細胞和基因療法。如何掌握關鍵生醫科技，藉由大數據運算提升藥物傳輸效率
與包覆技術，開發像針對癌症、神經退化性疾病等難治之症的新興療法，將是
臺灣未來進軍國際生醫市場的重點發展項目。

精準健康的涵蓋領域廣泛，但無論是在
預防保健、診斷治療、個人照護等應用
領域，均需要資通訊、機械、材料等不
同領域人才共同投入，跨域交流合作與
數位科技結合，已然成為生醫產業的關
鍵驅動力。

生技醫藥

推薦課程

課程名稱

智慧醫電

醫學影像診斷與判讀技術

以案例剖析 AI 智慧醫療影像辨識技術

智慧醫療影像辨識 AI 共通技術

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工程師培訓班

藥品

精準藥物開發與生產品質

中西藥優良製造確效計畫品質管理師

生技製藥 PIC/S GMP/GDP 品質管理及建廠、確效及文
件建構管理師培訓班

再生醫療、
細胞治療開發 再生醫療與細胞治療技術應用與生產品質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開發與生產品質

醫美 / 化粧品
醫美化粧品開發與生產品質

化粧品微生物檢驗鑑定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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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健康產品開發 /
GMP 品質管制系統
課程簡介

立法院於三讀通過「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期望再創臺灣生醫與產業整
合生態系的蓬勃發展，將新劑型製劑、再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醫療、創
新技術平台、其他策略及受委託開發與製造（CDMO）等生技醫藥產品產業
納入獎勵範圍；以及通過對生技醫療帶來重大變革的「再生醫療三法」修正
草案，此次草案釋出設立再生醫療基金、設立國家級細胞庫、縮短研發時間
助提早搶市等三大利多。因應「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及「再生醫療三法」
修正草案的通過，產業急需延攬並加速相關人才培訓，以滿足整體生醫產業
發展所需。

工研院「2030 技術策略與藍圖」密切扣合產業需求；產業學院邀集工研院生
醫所技術團隊，積極發展精準醫療、再生醫療與智慧醫療相關產業人才培訓
課程，並規劃辦理全數位「精準健康產品開發」與「GMP 品質管制系統」學
習內容；課程包含四大模組：「精準藥物開發與生產品質」、「再生醫療與
細胞治療技術應用與生產品質」、「健康食品開發與生產品質」及「醫美化
粧品開發與生產品質」；企業 / 學員可依需求彈性組合，提供多元的學習選擇。

課程特色

● 因應元宇宙發展趨勢，打造雲端教室，規劃四大模組課程，積木式學習內
容，可依您需求彈性組合，提供您多元的學習選擇。
● 全數位自學課程皆可搭配進階實體課程，完整學習地圖指引， 提供系統化
訓練規劃。
● 工研院生醫所專家技術團隊講師，導入工研院技術案例，理論與實務兼備，
若有進一步技術合作需求，可透過技術委託單進一步與技術團隊進行諮詢。

課程綱要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馮小姐 04-2567-2616 sophiafeng@itri.org.tw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第一部分 - 雲端自學：四大模組專業課程

精準藥物開發與
生產品質

1. 精準藥物開發技術應用
2. 藥廠 GMP 概論
3. 新藥法規概論

再生醫療與細胞
治療技術應用
與生產品質

1. 再生醫療、細胞治療開發技術應用
2. 再生醫療、細胞治療生產品質
3. 再生醫療、細胞治療法規概論

健康食品開發與
生產品質

1. 天然來源保健產品開發
2. 健康食品製造與品管
3. 健康食品法規概論

醫美化粧品開發
與生產品質

1. 醫美產品開發技術應用
2. 化粧品 GMP 概論
3. 化粧品法規概論

第二部分 - 進階實體課程 ( 詳產業學院生技醫藥領域專區 )

課程對象
國內生技製藥廠商 ( 新進人員、基礎研究人員、產品開發人員、製程工程
師、品保工程師、法規專員等 )、具生技先備知識欲進入生技產業者。

結業與證書
參加全系列或各模組課程，符合結訓標準，即取得全系列或各模組課程「培
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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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據驅動綠色發展
IDC 報告推估 2025 年全球聯網連接數量將增加至 270 億個、智慧邊緣總體市
場規模將達 650 億美元。隨著聯網裝置在各領域應用逐漸多元與普及，人工智
慧物聯網 (AIoT) 結合雲端系統和大數據分析，已成為各產業實踐雙軸轉型的關
鍵動能。數位技術是加速企業達成永續綠色經營的重要推手：數據的採集與分
析躍升為各企業的首要任務；將龐大的數據轉化為有價值的資訊，以便在有限
的資源下做出最佳商業決策。

AI 大數據的應用﹘自主移動之自駕車

AI 數據的應用展現在不同領域如工業自動化、醫療、教育等等，其中自駕車正
是近年來的主流焦點。相較於傳統汽車，自駕車除了能減少人為因素導致之交
通事故，同時有助更好的交通流量管理與調配，帶來降低耗能等優點。自駕功
能的實現需要仰賴各技術間的連結整合：包括感知預測、決策控制和自主移動
平台等三大核心系統的關鍵技術，使原本以機械性能為中心的汽車，能具備感
知與學習能力，以自行精準判斷及操控車輛的各種運動。

作為自主移動載具中最重要角色的自駕車，正帶動下一波交通運輸的創新，但
在達成商業化量產完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理想目標前，仍需有更多的技術突破與
人才投入。

AI 大數據時代的資安危機

根據 PWC 2022 全球數位信任洞察報告指出，全球有逾 25% 的企業曾因資料
外洩事件而遭受財務損失。AI 大數據應用範疇的擴大帶來許多市場新價值與機
會，但同時也衍生出資訊安全的課題，隨著網路威脅的頻率和複雜程度不斷增
加，加強網路防禦、提升團隊資安思維，並規劃整體性的資安策略已是各企業
的當務之急。

在各產業積極推動雙軸轉型之際，數
據已成為企業最核心的戰略性資源，
如何善用數據資源、深化 AI 技術能
量，並加速新興科技與人才的育成
投入，將是企業轉型的致勝關鍵。

智慧資通訊

推薦課程

課程名稱

自駕車 自主移動之自駕車技術

人工智慧

Python AI 人工智慧資料分析師

NVIDIA Jetson Nano 邊緣運算之深度學習與電
腦視覺實作

智慧系統
嵌入式物聯網 RTOS 硬即時作業系統開發

嵌入式 FPGA 系統加速應用程式設計

嵌入式技術 嵌入式物聯網 Linux 系統開發工程師培訓班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工程師培訓班

資訊安全管理實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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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移動之自駕車技術
課程簡介

近年來深度學習技術在各種機器學習任務上達到前所未有的精度，這樣的突破
使得駕駛輔助系統或是自駕車的感知系統可靠度有了極大的提升。本課程分作
三大部分﹘高階決策趨勢課程、自駕車通識課程與自駕車高階技術課程，內容
涵蓋自駕車產業趨勢解析、自主移動之人工智慧原理與相關共通技術、進階整
合技術如 CAN Bus、深度學習影像分析與感測融合技術…等等，學員可依需求
彈性組合，提供多元的學習選擇。

課程特色

● 針對不同職務規劃學習內容：為決策者 ( 如主管 /PM/ 產業分析師等 ) 與工
程師量身打造與工作實務相關的課程單元。
● 掌握黃金專注時間：將每課程段落設計成約 15 分鐘，以配合一般人的專注
力維持時間，強化學習效果。
● 每章節重點複習：每段章節都會由老師整理重點摘要 / 小互動，加深
學習印象。
● 期間內無限暢影：隨時回放或暫停，彈性調整個人學習步調。

課程綱要

課程簡介
˙ 高階決策趨勢課程：適合需要執行自主移動相關專案決策者。
˙ 自主移動之自駕車通識課程：適合對程式語言、基礎機電學已有基礎概
念的 AI 相關產品 PM、業務或欲擴充人工智慧相關知識者。
˙ 自主移動之自駕車高階技術課程：適合欲持續進修自主移動技術的智慧
車輛相關工程師。 

課程諮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徐小姐 02-2370-1111#309 zoye@itri.org.tw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高階決策趨勢課程

打造自駕車所需的基本元素

自駕車感測器晶片電路設計

自駕車監控管理平台

自主移動系統未來技術趨勢與藍圖

自駕車未來趨勢及車聯網產業生態

自主移動之自駕
車通識課程

最佳化技術 - 自主移動之人工智慧原理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之影像感知技術

自主移動之影像辨識

自主移動之無人載具避障導航

車聯網資安

自主移動之自駕
車高階技術

自動駕駛車輛 V2X 技術與情境介紹

自動駕駛車與聯網車技術發展

3D 光達於自駕車應用

聯網自駕車的關鍵技術與挑戰

CAN Bus 與自駕車系統關係

深度學習影像分析與感測融合技術

自駕車車用電子規範與可靠度評估

自駕車安全需求導向設計與驗證方法

車輛電子控制煞車技術



六大領域課程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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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領域專區
主題 課程名稱

經營管理

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

科技產業 CTO 研發高階主管研習班

產業分析

產業分析師資格認證班

資深產業分析師認證班

產業分析與服務創新應用手法

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策略動態分析師認證班

數位轉型策略分析實戰工作坊

數位轉型策略分析應用

MarTech 行銷科技經理人培訓班

MarTech 行銷科技長認證班

數位轉型創新應用人才養成班

荷蘭 System Architecting(SA) 系統架構整合培訓

主題 課程名稱

智權專利

智權法務實戰高階人才培訓班 

智慧財產應用與專利申請實務班

資訊探勘和專利檢索 

極致專利工藝之修煉

專利說明書撰寫基礎、技巧與實務課程 

專利文件產生過程與效用

檢索與布局實戰

侵害保護與管理

無形資產
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 - 評價分析師 (CVA) 國際認證班

無形資產評價分析師 - 商業知識先修班 

創新設計
色彩規劃管理師培訓班

用戶經驗設計 (UX) 方法與介面設計 (UI) 實務培訓班

研發管理
軟體架構師培訓班

產品可靠度工程應用實務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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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永續領域專區
主題 課程名稱

碳永續管理

環境審計監管

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聲明之查證與確證規範介紹

溫室氣體盤查實作研習班

生態系減碳路徑工作坊

產品碳足跡

碳足跡趨勢、管理與實踐 

碳足跡管理實踐研習班 / 實踐級

碳足跡管理實踐研習班 / 專家級

碳足跡熱點分析 - 以紡織產業為例

碳稅碳交易 企業碳策略及碳權操作

目標擬定
科學基礎碳目標 (SBT)

高階主管 1DAY ( 循環基金會 )

永續金融

CDP CDP 實戰演練工作坊

TCFD TCFD 實戰演練工作坊

ESG

ESG 實戰演練工作坊

企業 ESG 報告書撰寫及國際標準解析

企業因應 ESG 永續發展布局與因應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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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能源供給

低碳能源

風力 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與海事工程

太陽能 太陽光電系統規劃、設計及安裝訓練

氫能 ( 規劃中 )

電力系統

智慧電網

綠領能源工程師

電力市場及輔助服務競價機制

電力新商業模式案例探討

充電設備規劃與應用

充電設置規劃實務

儲能

微電網與儲能系統基礎

鋰電池與儲能材料應用

儲能系統併網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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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低碳導入

低碳製造

能源管理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訓練課程

能源管理資訊系統建立與應用

通用設備節能

節能空壓系統管理技術實務

節能空調與工業能管系統實務

工廠設備動力系統節能應用實務

製造設備節能 ( 軟硬整合 )

智慧低碳製造

智慧生產數據分析

智慧製造理論與實作

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

製程節能 ( 共通性 )

半導體製程節能

低碳運輸

電動運具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 初級培訓班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 中級培訓班

電動車整車智慧系統工程師認證班

電動汽車設計關鍵與技術整合

電動二輪車 - 整車智慧系統實務

綠色運輸及建設
電動巴士機電檢修與智慧減碳排程應用

物流運輸 ( 冷鏈 )

低碳建築
零碳建築

近零能耗建築設計

太陽能節能建築工程

建築節能 低碳工法 ( 照明、建材、塗料、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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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循環再生

污染防治

製程餘料處理

綠色廠務初級人員系列 廢水處理

廢氣處理

低碳材料

陶瓷材料 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研發技術人才培訓系列 

生質材料   

生質材料發展與應用現況

生質塑膠材料發展與產品應用

生質發泡材料技術與應用

生質燃料技術發展與應用開發

金屬 / 塑膠 / 複合材料 ( 規劃中 )

負碳加值

負碳技術 碳捕捉再利用及封存 (CCUS)
二氧化碳基礎學

二氧化碳應用學 ( 以鋼鐵石化業為例 )

碳資產

自然碳匯 土壤碳匯、濕地及藍碳

碳權市場及其應用

碳權基礎課程 - 碳權開發方法學

國內外碳權市場 - 現在與未來

產業碳風險與綠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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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領域專區
主題 課程名稱

智慧製造

新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測試驗證及淨零碳排關鍵議題

智慧生產技術及製程管理全系列 

智慧機械與低碳製造技術

智慧生產工程師初級能力培訓班

製造業數位轉型實務解析

AR+AI 智能製造元宇宙實作與分析

德國 FESTO 工業 4.0 關鍵核心 - 智慧製造理論與實作種子
人才培訓班

機器人

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 - 技術整合工程師學程 

職場用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中電機機械控制實務

六軸機械手臂程式設計與操作模擬基礎實務班

機械設計與機械手臂開發實務培訓班

遠端遙控機器人實作班

電動車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 初級培訓班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 中級培訓班

電動車整車智慧系統工程師認證班

主題 課程名稱

電動車

電動汽車設計關鍵與技術整合

電動二輪車整車智慧系統實務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就業培訓班

汽車開發整合技術研習班

化合物半導體之電動車動力電子散熱技術

車用電子功能安全系列課程 - 自駕車電控煞車系統功能安全
設計與驗證

聯網 /
數據 /
感測器

機器聯網與應用工程師人才培訓班

封裝與電路板層級之電源完整性 (PI) 分析與實務

製程設備 SECS 及 GEM 連線技術培訓班

智慧生產數據分析

產品失效模式分析 (FMEA) 結合產品失效關鍵大數據分析 (Big 
data) 

生成對抗網路 (GAN) 與實務解析

整合 Python 程式設計與 CCNA 網路技術之物聯網應用

利用數據統計準確做出生產及品質決策

AOI 與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PLC 半導體設備 SECS/GEM 設計規劃與實務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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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無人機

運用多旋翼無人機於太陽光電設備巡檢培訓班

高負載高續航無人機技術與組裝培訓班

多旋翼無人機操控飛行考照培訓專班

多旋翼無人機職業航拍及接案實務精修班

機電整合

荷蘭機電整合國際認證班

機電整合技術與人機系統設計全系列

機電整合暨可程式邏輯控制器 (PLC) 培訓班

機電設備感測校正與電腦輔助模擬密封實作訓練 (STC)

機電系統動態分析與控制應用 

機台程式撰寫實務

模態分析與系統動態

台達電 HMI 人機介面程式教學暨模擬實作

奈米級精密定位平台技術

動態建模和模式綜合分析 

聲音與訊號處理

自動化控制暨機電整合系統應用實務

三菱 PLC 可程式控制器教學暨模擬實作

工廠設備動力系統節能應用實務

PC-based 機電系統程式開發

PLC 控制器基礎應用實務

Python 機器學習 +TRIZ 系統性創新問題反應與分析解決工作坊

主題 課程名稱

機械 /
機構設計

機械產業工程師暨主管人才認證班

公差設計與量測應用工程師培訓班

機械結構設計技術實務培訓班

高速主軸設計與應用

精密定位與 AOI 對位技術實務

半導體製程設備設計

ANSYS 結構分析技術師培訓班

ANSYS 進階結構分析技術師培訓班

CAD 電腦輔助設計工具機結構

CAE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SolidWorks 零組件工程圖與 CSWA 實務培訓班

SolidWorks 進階零組件工程圖與 CSWP 實務培訓班

機械零組件

齒輪與齒輪傳動系統設計探討系列課程

夾治具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班

永磁無刷馬達之分析、設計與實例模擬

自動化元件選用與應用實務工程師培訓班

馬達驅動器開發與設計工程師培訓班

汽車開發整合技術研習班

滾動軸承技術及智能化軸承實務班

KISSsoft 軟體輔助齒輪傳動設計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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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精密加工

專業射出人員培訓認證班

進階射出技術應用專業人才培訓班

模具發包驗收要項及先進射出技術人才培訓班

沖壓鈑金模具估價實務培訓班

沖壓製程與產品設計開發應用實務培訓班

熱處理與材料分析實務

模具用鋼材及熱處理實例分析

靜電放電 (ESD) 防護設計與測試驗證培訓班

工業生產線 ESD 控管與 ESD 防制標準實現

產線電磁干擾 (EMI) 防制設計與接地工程培訓班

電子電路介紹與 EDA 模擬分析驗證實作培訓班

金屬表面防鏽處理技術

航空板金成形與多軸加工應用實務研習班

銲接製程與實務問題解決

智慧製造與潤滑實務檢測分析

精密機械誤差源分析

生產 /
品質檢測

運用 Minitab 活用 DOE 田口實驗設計方法找出最佳參數

活用田口實驗設計達到多目標穩健設計

活用田口 DOE 在「研究開發」與「製程最適化」之應用工作坊

混合實驗設計 - 配方及工程參數多目標最佳化

主題 課程名稱

生產 /
品質檢測

New AIAG-VDA FMEA DFMEA and PFMEA 新版失效模式
與效應分析

Minitab 六標準差 GB 綠帶實作

製程能力分析與 SPC 管制圖實作

MSA-GR&R 品質測量系統分析實務應用班

VDA6.3 製程稽核實務實戰

生產異常解析處理技巧實務班

汽車、工業及醫療設備之電線電纜線束設計、品質與生產

急單交貨及多樣少量訂單的生產管理技巧

非破壞性檢測技術與應用

無塵室建構設計及監控檢測稽核

ISO-26262 車用電子功能安全系列課程

工程研發數據統計及迴歸

製程統計與 Excel 資料科學分析

量測與校正實務培訓班

量測變異分析與不確定度評估研習

三次元量測應用與分析實務

ISO/IEC 17025：實驗室管理人才訓練系列課程

現場管理 -5S 整理整頓實務

系統整合 /
3D 列印 工業 4.0 下的電聲技術應用 - 聲學攝影機與 3D 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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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與綠能領域專區
主題 課程名稱

再生能源

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與海事工程

太陽能節能建築工程師認證班

太陽光電系統規劃、設計及安裝訓練

智慧電網

綠領能源工程師認證班 

綠領能源人才招募式培訓班

電能營運經理人班

智慧充電樁之設計規劃 - 電力電子應用

儲能

微電網與儲能系統基礎

鋰電池與儲能材料應用

儲能系統併網實務

能源管理

企業能效管理 - 節能技術應用班

空壓系統管理技術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課程

ISO 50001 能源績效指標及能源基線應用研習課程

電力電子

電源電路架構與系統設計應用實務

功率半導體元件特性解析及應用實務

切換式整流器及電動車充電器之建構

車用電子產品應用系統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

電源供應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主題 課程名稱

電力電子

電源工程師儀器量測原理與應用實務

電源供應器時域與系統分析儀器量測操作實務

電動車馬達驅動系統及其 G2V/V2G 移動式儲能應用

全橋式電力轉換電路設計應用實務

全數位化控制電力轉換器之分析、設計與硬體在環 (HIL) 驗證

功率半導體元件特性解析及應用實務

功率半導體零件應用失效分析與對策

切換式整流器及電動車充電器之建構

車用電子產品應用系統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

寬能隙功率半導體元件特性解析及應用實務

儲能系統及其電力電子關鍵技術

高頻變壓器與電感設計實務

永磁同步馬達變頻器之分析、設計、硬體實作與硬體在環
(HIL) 驗證

永磁同步馬達及同步磁阻馬達之驅動控制與應用

常用馬達驅動系統及其關鍵技術

AC/DC 及 AC/AC 轉換器分析與設計

DC/DC 轉換器及電源供應器分析與設計

LLC 諧振式電源轉換器電路與系統分析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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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藥領域專區
主題 課程名稱

智慧醫電

醫學影像

基礎醫學 

X 光臨床技術 

影像判讀 

應用於智慧醫療助理 (iMAS) 之醫療影像智慧輔助診斷判讀技術 

以案例剖析 AI 智慧醫療影像辨識技術 

智慧醫療影像辨識 AI 共通技術 

生理檢測、監測

生醫訊號處理技術與 AI 演算 

新興生醫檢測技術的趨勢與實現 

疾病訊號技術應用 - 心跳、呼吸、血壓 

醫療器材

研發技術

醫療器材新創營運計畫四部曲

醫療器材智權佈局與攻防

醫療器材試量產規劃

醫療器材之產品設計與行銷

GMP 品管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 ISO 13485:2016 精要

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準則要項說明

醫療器材 ISO13485/QMS 品質系統導入與產品實現規劃實務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工程師培訓班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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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醫療
器材 法規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

醫療器材的上市管理法規與產品註冊

醫療器材查驗登記與緊急許可

醫療器材上市後監督與緊戒系統

醫療器材行銷策略佈局規劃及設計

醫療器材專利檢索與佈局策略 

醫療器材法規認證策略

醫療器材風險管理 ISO 14971:2019 精要

醫療器材軟體確效實務

體外檢測套件設計精要

美國醫療器材上市前通知 510(k) 申請實務

台灣、美國及歐盟醫療器材法規策略管理與上市許可證
申請實務

主題 課程名稱

醫療
器材 法規

醫療器材分類與標準 

醫療器材廠房建置流程及規劃

醫療器材設計開發及設計管制

醫療器材產品設計、風險管理、上市法規與策略實務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法規

醫療器材滅菌與包裝確效

醫療器材滅菌標準法規及規劃實務

醫療器材軟體確效及生命週期

醫療器材可用性評估

醫療器材安全性

醫療器材安全性及有效性之規劃、設計、執行實務

醫療器材生物相容性

醫療器材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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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課程名稱

藥品

精準藥物開發

大分子藥物開發應用 

小分子藥物開發應用 

核酸藥物開發應用 

藥物劑型開發 & 特殊劑型應用 

植物來源新藥開發與應用案例 

藥廠 GMP 概論

中西藥優良製造確效計畫品質管理師

PIC/S GMP 製藥品質管理概論

PIC/S GMP 精修班

PIC/S GMP 電腦化系統確效

PICS GDP 精修班

符合現代化 PIC/S GMP 廠房及支援系統規劃

生技廠商建廠規劃與水 / 空調系統確效實務

新藥法規概論

臨床試驗簡介 

從新藥開發上市法規到 PIC/S GMP GDP 品質管理實務應用班

生技製藥 PIC/S GMP GDP 風險管理模式法規導讀、實務與案例

其他 生技醫藥業務銷售與產品行銷策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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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再生醫療、
細胞治療開發

產品開發應用

MSC 幹細胞產品開發與應用 

免疫細胞產品開發與應用 

細胞分泌體與外泌體開發與應用 

細胞無血清培養機的開發與應用 

生產 / 品質管理

細胞治療產品製造管制 

細胞產品生產概論 

組織工程技術概論 

細胞自動化生產系統整合 

細胞生產品質管制與新興應用技術研習營

法規概論

再生醫療三法草案簡介 

細胞治療特管辦法執行現況與 GTP 管制 

細胞治療新藥從開發到臨床試驗法規概論 

再生醫療管理國際法規與產業發展趨勢 

健康食品

產品開發應用 天然保健食品與原料發展趨勢 

健康食品製造與品管
台灣保健食品品質管理概論 

優良製造與清真認證稽查作業概論 

法規概論 健康食品現行法規重點說明

其他 數位時代生醫產品行銷策略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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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醫美 / 化粧品

GMP
品管

美粧原料與產品開發趨勢 

化粧保養品配方設計與實務調製技術應用

化粧品包裝材料特性與設計之安全性評估

益生菌相關生技保健食品暨化粧品產品開發工程師

面膜處方設計與調配實作班

化粧保養品原料應用與產品研發管理師

GMP 認證申請及文件準備 

GMP 稽查作業實務經驗分享 

化粧品品質管理概論 

化粧品製造工廠 GMP 設廠實務培訓班

化粧品 GMP 品保工程師認證培訓班

化粧品微生物檢驗鑑定訓練

化粧品防腐效能試驗說明及模擬操作訓練

法規概論

替代動物 / 藥理 / 毒性試驗 

化粧品從開發到上市法規概論 

化粧品產品資訊檔案 (PIF) 文件概論  

化粧品產品資訊檔案 (PIF) 建置實作訓練

化粧品專業技術人員 8 小時回訓課程 

化粧品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其他 皮膚照護產品品牌經營與行銷策略

醱酵技術 其他 生技產品醱酵技術人才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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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資通訊領域專區
主題 課程名稱

自駕車
自主移動之自駕車技術全系列 

CAN bus 自駕車通訊網路技術全系列 

人工智慧

NVIDIA Jetson Nano 邊緣運算之深度學習與電腦視覺實作

GPU 與 CUDA 加速運算的原理與實作

生成對抗網路 (GAN) 與實務解析

解析 AI 圖神經網路 (GNN) 與實務

AI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實戰班

AI 深度學習於電腦視覺與時序建模應用

Google TensorFlow 2.0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實作開發

Python AI 人工智慧資料分析師

Python 程式設計之基礎與電腦視覺之智慧應用實作

Python 機器學習實作應用研習班

Python 語言與工業人工智慧應用實作

用 Python 學遊戲設計

不寫程式也能玩資料分析 -orange data mining  

主題 課程名稱

智慧系統
嵌入式物聯網 RTOS 硬即時作業系統開發

嵌入式 FPGA 系統加速應用程式設計

嵌入式技術
嵌入式物聯網 Linux 系統開發工程師培訓班

FPGA 與 Verilog 之基礎與 FPGA 自走車實作

資訊安全

企業資安管理與應用全系列 

資訊安全工程師初級培訓班

資訊安全工程師中級培訓班

資安情資蒐集與分析實務班

資安檢測工具實務班

資安弱點與源碼掃描工具實務班

滲透測試應用實務班

網路安全封包分析實務班

網路安全封包分析進階班 - 加密勒索攻擊

網頁安全開發深入解析

CompTIA Security+ 資訊安全培訓班

課程內容請以產業學習網公告內容為準，詳細課程請查詢 https://college.itri.org.tw
         表示為雲端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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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網路及
通訊技術

無線通訊 OTA 測試工程師

無線通訊整合設計工程師

高速數位電路電磁相容整合工程師

電磁相容及無線通訊系統規劃師

低軌道衛星通訊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數位通訊原理

無線通訊基頻電路設計

封裝與電路板層級之電源完整性 (PI) 分析與實務

封裝與電路板層級之訊號完整性 (SI) 分析與實務

使用 5G 專網打造商業應用情境

5G 通訊演算法開發工程師認證班

5G 天線設計及 OTA 量測實務

5G 時代下的高速訊號完整性解析

5G 毫米波技術的設計關鍵

5G 射頻技術解析

PLC 半導體設備 SECS/GEM 設計規劃與實務

主題 課程名稱

服務系統
開發

微服務 Kubernetes 與 Docker 開發實務班

軟體架構設計與應用模式

測試管理與個案設計實務班

Docker 容器技術實務班

GitLab CI/CD 與 Kubernetes 持續整合實務班

MongoDB 資料庫技術實務

LabVIEW 自動化控制整合工程師培訓班

AR/VR Unity 初階工程師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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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工研院產業學院 跨域人才 創新未來

近年來科技發展帶動產業環境快速變遷，為協助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產業學院
將組織定位於加速新興科技與產業發展人才培訓，厚植我國科技人才實力，主
要任務包括一、連結全球產業發展趨勢，引進國際先進學程，培訓種子師資及
產業所需人才；及二、協助政府研擬與推動產業人才政策，成為產業升級的人
才發展策略夥伴。

產業學院多年來本著服務客戶的宗旨，提供整合加值的科技人才服務，以協助
客戶因應環境變動及市場競爭，除了扮演工研院內技術單位對外培育產業技術
人才的戰略夥伴，更積極扮演政府智庫及產業界人才議題諮詢與協助者之角
色，持續朝為科技產業打造創新人才、厚實人力資源進而提昇產業競爭力的方
向而努力。

人才是國家重要的資本，也是企業競爭力的驅動能

量。工研院產業學院自 2003 年成立以來，已服務超

過 5,500 家企業，每年協助逾 10,000 名學員完成專

業技術或科技管理相關之課程培訓，提供 400+ 種線

上 / 線下跨領域課程與專業職能認證學程，為產業界

雙軸轉型、人才培育的最佳策略夥伴。

ABOUT

任務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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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研院技術案例為核心規劃優質課程，
結合線上線下多元學習方案

科技人才培訓課程
依據產業人才職能需求，配合全球產業趨勢與創新學習模式發展，並以工研院
四十年來蓄積深厚的研發能量為基礎，匯聚工研院研發成果、領域專家、以及
全省學習據點網絡與先進教學設備等各項資源，發展多元學習設計基礎並辦理
各類科技專業學程，為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建立核心，及培育可加速擴散之種
子師資人才。

客製化企業專班
產業學院融合多年與國際知名機構合作及人才個案輔導經驗，依企業業務發展
與人才培育需求，從管理、研發、人才發展角度，量身打造多元的客製化學習
方案，近年來已與 150+ 家來自於科技、製造、生技醫藥等不同產業的上市櫃
公司合作企業專班。

雲端自學
產業學院雲端教室將工研院獨有的技術能量轉化為數位學習課程，匯集各科技
領域的專家學者，線上分享新興技術發展與應用案例等寶貴經驗，讓職場進修
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學習更便利有效率 !

人才發展與鑑定
產業學院長期研究先進國家人才發展策略，協助政府擬定新興產業人才政策與
培訓計畫，亦協助推動我國職能基準、人才認證及發展的機制。

依不同情境設計合適的教學法與學習活動，
打造最佳學習體驗

產業學院參考國內外新型態人才培育標竿案例與學習模式，並整合工研院跨領
域知識與前瞻技術之優勢與經驗，以多元培訓方式，型塑跨領域創新人才。

演講形式教學
以特定主題為中心，作有系統及有組織的口頭講述教學

個案分析教學
透過個案背景情境、挑戰、機會或問題描述，讓學員根據狀況及掌握擁有的資
訊，進行分析並制定決策

體驗情境學習
透過團隊建立、團隊合作與討論，不斷學習及反思，共同解決問題，達到從經
驗中學習及成長目的

專案導向學習
藉由找尋主題、規劃專案、蒐集資料、建立決策行動、問題解決及呈現作品，
完成學習探究歷程

技術實地參訪
安排技術單位或實驗室參訪，並與研發或生產者實際討論，使學員具體理解相
關技術並促進未來交流合作

業務項目 培訓模式

企業專班服務諮詢：03-591-9333  itricollege@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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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客戶與
合作夥伴

鴻海精密工業、聯詠科技、友達光電、宏碁、緯創資通、廣達電腦、台達電、
和碩聯合科技、仁寶電腦、旺矽科技、億光電子、英業達、台灣艾司摩爾、
NVIDIA、佳世達科技、台灣戴爾、欣興電子、宇瞻科技、群聯電子、光寶
科技、金寶電子、立隆電子、鐿鈦科技、台灣晶技、正崴精密工業、群創
光電、中揚光電、矽品精密工業、神基科技、致茂電子、明泰科技、泰金
寶電通、華晶科技、光鋐科技、順德工業、美商科磊、台灣通用器材、智
捷科技、連展科技、叡揚資訊、經緯航太科技、華星光通科技、智崴資訊
科技、德律科技、朋程科技、世平興業

巨大機械、GARMIN、盟立自動化、遠東新世紀、東元電機、漢翔航空、
大同、長興材料工業、勝一化工、協益機械、士林電機、上銀科技、健策
精密工業、台灣日立、永大機電、台全電機、台灣應用材料、宏遠興業、
臺灣菸酒、東和紡織、新光鋼鐵、大億交通工業製造、晶碩光學、三陽工
業、裕隆汽車、中華汽車、大連化學、金豐機器工業、鑽全實業、雷科、
大銀微系統、帝寶工業、飛宏科技、康舒科技、聚和國際、明基材料、至
興精機、東台精機、加百裕工業、倉佑實業、中興電工機械、美律實業、
大東樹脂化學、岱稜科技、晶元光電、全球傳動、通產工業

順天堂藥廠、瑞基海洋生物科技、永信藥品、常廣、五鼎生物技術、永昕生物
醫藥、冠亞生技、和康生物科技、普生、博錸生技、邦特生物科技、美時化學
製藥、新穎生醫、愷得醫材、正瀚生技、旭邦醫療

臺灣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灣科技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清
華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

荷蘭 Mechatronics Academy、荷蘭 High Tech Institute、德國達姆施塔特大學
TU Darmstadt、歐洲專業法規機構 TOPRA

台灣電力、台灣光電半導體產業協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資訊工業策進會、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農業科技研究院、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

製造業

生技醫藥業

教育機構

國際機構

政府機關 / 財團法人



35

工研院產業學院

網址  college.itri.org.tw
信箱  itricollege@itri.org.tw
電話  886-3-5919333
傳真  886-3-5820303

台中學習中心 
04-2560-4616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4 樓 ( 中科管理局工商服務大樓 )

台南學習中心 
06-363-6693
台南市歸仁區高發二路 360 號 B 棟 318 室 ( 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

高雄學習中心 
07-336-7833#22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243 號 4 樓之 1  ( 企業領袖廣場 )

培訓據點

台北學習中心 
02-2370-1111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 科技大樓 )

新竹學習中心中興據點 
03-591-8319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 4 段 195 號 21 館 101 室

新竹學習中心光復據點 
03-573-2167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321 號 01 館

產業學習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