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產學訓合作人才培育需求登錄說明

經濟部工業局

109年2月12日



一、問卷填寫與媒合服務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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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為協助廠商運用政府資源，滿足人才招募、與學校共同培育人才、運用新

南向人才等需求，與教育部及勞動部合作，提供專案媒合服務。

 企業如有與學校共同辦理「引進實習生」、與學校共同辦理「產學合作培育人才

(新南向) 專班」、「職前訓練」、「(博碩人才)徵才」等需求皆可踴躍提出。

 經濟部彙整企業需求後，依學校及政府相關方案之受理時程，進行轉介，各需求

項目負責之部會如下：

1.企業人力招募、職前訓練：將轉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各分署，協助提供人力媒

合及人才培訓等就業服務措施，博碩高階人才將轉介科技部提供媒合服務。

2.產學合作培育人才（引進實習生、合作開辦專班或新南向專班）：將轉介教育部、勞動

部、經濟部，提供媒合服務。

 服務流程如下圖：

1.廠商需求登錄
登錄截止日為

3月20日

2.需求轉介
轉介至相關部會

媒合

3.進行媒合洽談
預定於4月啟動進

行各式媒合，協助廠
商洽談合作對象。

4.廠商填寫滿意度問卷
服務完畢，請廠商

確認媒合成果，並填
寫滿意度問卷，作為
後續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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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填寫與媒合服務說明(2/2)

點選後，進入
需求登錄畫面

 問卷登錄網站：

• 可google「經濟部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進入網頁，即日起開放登錄需求。

登入網址： https://www.italent.org.tw/Coedu/Login/44

https://www.italent.org.tw/Coedu/Login/44


二、問卷內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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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產學訓合作人才培育需求登錄表
經濟部為協助廠商運用政府資源，滿足人才招募、與學校共同培育人才、運用新南向人才等需求

，與教育部及勞動部及科技部合作，提供專案媒合服務。企業如有「引進實習生」、與學校共同辦理

「產學合作培育人才(新南向) 專班」、「職前訓練」、「(博碩人才)徵才」等需求皆可踴躍提出。

若對問卷內容有疑問，洽詢窗口: 李曉媛 研究員，電話(02)2701-6565分機328，E-mail: 

hsiaoyuan@itri.org.tw。

公司名稱 所屬產業

統一編號 員工人數 人 公協會:
公司成立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資本額:           萬元 負責人:

主要產品名稱或營業項目： 1. 2. 3.

承辦窗口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地址：

本公司依法設立，且無重大違法情事(如勞動檢查、違反建教法)，所提供員工福利待遇皆符合勞基法要求，並為員工投

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是 否
個資宣告: 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產業專業人才政策規劃與推動平臺計畫為提供良好服務及滿足您的權益，我們必須蒐集、處理所提供之個
人資料。本院已建立嚴謹資安管理制度，在不違反蒐集目的之前提下，將使用於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與其他合法方式。未來若
您覺得需要調整我們提供之相關服務，您可以來電要求查詢、補充、更正或停止服務。

☑同意 填表人： (簽名)

壹、廠商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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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2/4)

職稱/工作
項目名稱

具備
知識
技能

工作
時間
/班制

薪資待遇
(建議薪資為

23,800元以上)

提供食宿
(請勾選)

希望
召募對象
(請勾選)

學歷要求
(請勾選)

人數
(填數字)

希望需求服務形式
(依重要性排序，填數字

1~3，1代表最重要)

希望合作對象
(請依合作優先順序填寫

學校科系，1為最優先)

薪資:
時薪 元～ 元
月薪 元～ 元，
40001元以上

津貼(獎助學金)，
元/月

住宿

膳食

學生

待業者

高職

實習【註1】

產學專班【註2】

職前訓練【註3】

學校及系科

1.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

勞動力發展署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註1】勾選實習，請填寫以下題項:

A.實習期間（可複選）：學年 下學期(2月~6月)上學期(9月至1月) 暑期

B.接受服務意願 希望政府協助媒合學校合作，請填寫並確認上方希望合作對象欄位資料內容。

暫不需要，已自行與學校合作，請填寫合作學校/科系為1.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可自行增列)

【註2】勾選產學專班，請填寫以下題項:

A.專班資源部會（可複選）：教育部(包含產學攜手、產業學院) 勞動部(產學訓、雙軌旗艦)經濟部(人才扎根)

B.接受服務意願 希望政府協助媒合學校合作，請填寫並確認上方希望合作對象欄位資料內容。

暫不需要，已自行與學校合作，請填寫合作學校/科系為1.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可自行增列)

【註3】勾選職前訓練，將由勞動部協助企業運用職前訓練資源培訓人才或推介職前訓練班結訓學員(待業者)至企業任職。

貳、產學訓需求，廠商在半年之後有用人需求可填寫本類，一個職務請填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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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3/4)
參、新南向人才需求:廠商在新南向國家有設廠或業務發展者，欲透過專班培育後運用人才至企業服務

，且願意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學生將於110年可安排至台灣企業內實習)，請填寫下表(不同職務或工

作地點，請分筆填寫)。

職稱 工作項目 薪資待遇(建議薪資為23,800元以上) 人數 工作地點 國籍(可複選)

薪資:

時薪 元～ 元

月薪 元～ 元，40001元以上

津貼(獎助學金) ， 元

﹍﹍﹍縣市

﹍﹍﹍鄉鎮區

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

加坡汶萊越南寮國柬埔寨緬

甸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爾

斯里蘭卡不丹澳大利亞紐西蘭

薪資:

時薪 元～ 元

月薪 元～ 元，40001元以上

津貼(獎助學金) ， 元

﹍﹍﹍縣市

﹍﹍﹍鄉鎮區

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

加坡汶萊越南寮國柬埔寨緬

甸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爾

斯里蘭卡不丹澳大利亞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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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徵才需求，廠商有立即用人需求可填寫本類，一個職務請填一列。

二、問卷內容(4/4)

職稱 基本學歷要求 人數 薪資待遇（必填，建議需23,800元以上） 工作地點(請填寫縣市)
元～ 元，40001元以上

元～ 元，40001元以上

元～ 元，40001元以上

元～ 元，40001元以上

元～ 元，40001元以上

三、貴公司，亦可以至勞動部台灣就業通網站進行求才登記，網址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member_first_login.aspx?loginType=login2。

四、貴公司，有聘僱海內外博碩高階研發人才： 可至科技部海外人才橋接方案(LIFT2.0)網站登錄需求
（https://lifttaiwan.stpi.narl.org.tw/mng/account/login），將協助廠商媒合各領域博士級人
才及海外AI碩士，洽詢專案歡迎聯繫lift@stpi.narl.org.tw。

五、貴公司，有聘僱109年6~8月應屆高中職畢業生，可至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網站登錄需求，網址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 ，點選廠商專區。

一、貴公司，是否有徵才需求？ □是 □否。（必填）

二、貴公司，有新設廠或建置新產線之大量需求：您可簡要填寫下列需求表，由本計畫協助提供勞動
部服務窗口或網站接續服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member_first_login.aspx?loginType=login2
https://lifttaiwan.stpi.narl.org.tw/mng/account/login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


三、需求登錄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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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員登入

若貴公司是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會員，
(1)請於帳號欄鍵入統一編號，密碼欄鍵入密碼。
(2)帳號及密碼鍵入後，請按下方[登入]按鈕，即

可開始登錄需求。
(3)忘記密碼可按右下方(忘記密碼?)查詢或重設。

1 至經濟部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首頁點選產業人才需求/企業人才需求登錄，進入需求登
錄畫面

現有會員登入

Key-in 統一編號

有兩種方式進入需求登錄畫面:
(1)至經濟部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首頁，請點

網頁左上方[產業人才需求]下拉選單，點
選[企業人才需求登錄]進入登錄畫面。

(2)點選下面連結，直接連結到說明畫面。
https://www.italent.org.tw/Coedu/Login/44

2.1

若貴公司承辦人異動，可能無法取得密碼，請聯
繫系統管理員協助或致電李小姐02-27016565分
機328，或E-mail:itp_service@itri.org.tw。

9

(1)
(2) Key-in 密碼 (3)

http://hrd.college.itri.org.tw/CoEdu/Coedu/Login/32
https://www.italent.org.tw/Coedu/Login/44
mailto:itp_service@itri.org.tw
mailto:itp_service@itri.org.tw


2.新會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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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註冊：請填寫會員資訊 若貴公司尚未申請過帳號，則屬新會員
(1)請按[企業會員註冊]按鈕進行帳號開設。
(2)請您填寫必填資訊，以利後續提供媒合服務

 統一編號
 密碼：長度介於12-20，且需有數字

、英文大小寫的密碼
 公司名稱
 產業別：請依企業營運項目選擇類

別，亦可參考附件1建議進行點選。
 負責人
 營業項目：至少需填一項
 公司地址
 聯絡窗口姓名、部門、職稱
 電話、E-MAIL

2.2

若貴公司帳號已被註冊，請聯繫系統管
理員協助或致電李小姐02-27016565分
機328，將由專人協助查詢。

(1)

(2)

mailto:itp_service@itri.org.tw


2.新會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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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註冊：請填寫會員資訊

(3)請勾選公司合法為員工投保且
無重大違法情事聲明。(可點
選重大違法情事說明閱讀)

(4)請勾選個人資料同意聲明。
(5)按下存檔，則可進入產學訓需

求登錄畫面

2.2

(3)

(4)

(5)



3.登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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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錄需求：依序登錄各類需求，產學訓需求新南向人才需求徵才需求

可運用左側工
具列進行各項
功能的轉換

企業在3~6個月有用
人需求，想運用以下
方式培育或招募人才，
可登錄此類需求:
1.與學校進行產學合
作培育人才（引進
實習生與合作開辦
專班）

2.運用政府職前訓練
資源



3.1產學訓需求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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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訓需求登錄

(1)請填寫需求各項資訊
 職稱/工作項目
 具備知識技能
 工作班制(如日班、夜班、輪班等)
 薪資待遇：可選擇時薪(158元以上)、月

薪、獎學金形式，並依法填寫薪資區間
(23,800元~40,000元)，或勾選40,001元
以上。

 勾選提供食宿項目
 勾選希望召募對象類別：分為學生(培育

儲備人才)、待業者(運用職前訓練補足人
才)2類。

 選擇學歷要求及填寫需求人數：從高中
職、專科、大學、碩士到博士共5項

(2)選擇希望需求服務形式：針對廠商所提職缺，
可同時享有3種服務形式，媒合實習生、媒合
學校開設專班、提供職前訓練，請依優先順序
選定服務形式。

3.1

(1)












(2)

參考過去需求功能：點選後，可選擇廠商
曾登錄過的產學訓需求資料，您可據以修
改，減少重複輸入的時間。

常用職稱/工作項目：點選後，系統將
自動帶入職務名稱，您可據以修改，減
少重複輸入/key-in的時間。



3.1產學訓需求登錄-實習服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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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訓需求登錄希望需求服務形式-實習

(3)請填寫第一優先順序(以實習需求

為例)各項詳細資料，

勾選實習期間(可複選)
勾選接受服務意願：依據企

業所填需求選擇是否需要政

府協助。

A.若需政府協助，請勾選[希
望政府協助媒合學校合作]
選項，並依合作意願優先順

序填寫3個希望合作學校/科
系。若不知鄰近地區的學校

或學校是否有相關科系，可

點選[學校清單查詢]後填寫

B.若不需政府協助，請勾選[
暫不需要]選項，並填寫已

自行合作學校/科系。

3.1

1

2

(3)



3.1產學訓需求登錄-產學專班服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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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訓需求登錄希望需求服務形式-產學專班

(4)請填寫第二優先順序(以產學專班為例)
各項詳細資料，
勾選計畫方案(可複選)：系統會依

據企業所填職缺之學歷要求，帶出
相關之計畫方案，請選擇想運用之
計畫項目，若不了解計畫內容，可
點選[計畫方案]說明連結，查看相
關資訊。

勾選接受服務意願：所填需求
A.若需政府協助，請勾選[希望政
府協助媒合學校合作]選項，並依
合作意願優先順序填寫3個希望
合作學校/科系。若不知鄰近地區
的學校或學校是否有相關科系，
可點選[學校清單查詢]後填寫。

B.若不需政府協助，請勾選[暫不
需要]選項，並填寫已自行合作學
校/科系。

3.1

2

(4) 希望需求服務形式

1



3.1產學訓需求登錄-職前訓練服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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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訓需求登錄希望需求服務形式-職前訓練

(5)請選擇第三優先順序希望服務形式(
以職前訓練為例)

(6)按[存檔]按鈕。
(7)選擇繼續填寫或是檢視需求

 若要新增下一筆產學訓需求，
請按[是]按鈕

 若要填寫新南向人才需求，請
按[否]按鈕

 若要檢視剛填寫完成之需求內
容，請按[檢視需求]按鈕

3.1

1 2 3
(7)

(5)
(6)

新增下一筆產學訓需求 填寫新南向人才需求 檢視需求



3.2新南向人才需求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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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才需求登錄

廠商在新南向國家地區(例如印尼、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有設廠
或有業務發展，欲運用該國家人才(
大專生)，皆可填寫此類。
將透過與學校辦理專班進新南向國
家人才進行培育，且須提供在台實
習機會。

(1)請填寫需求各項資訊
 職稱
 工作項目
 薪資待遇：可選擇時薪、月薪、

獎學金形式，並依法填寫薪資區
間(23,800元~40,000元)，或勾選
40,001元以上。

 需求人數
 工作地點
 人才需求國家(可複選)：印尼、

等新南向16個國家。
(2)按下[存檔]按鈕

3.2

(2)

(1)



3.2新南向人才需求登錄

18

(3)選擇繼續填寫或是檢視需求
 若要新增下一筆新南向

人才需求，請按[是]按鈕
 若要填寫徵才需求，請

按[否]按鈕
 若要檢視剛填寫完成之

需求內容，請按[檢視需
求]按鈕

1 2 3(3)

新增下一筆新南向人才需求 填寫徵才需求 檢視需求

新南向人才需求登錄3.2



3.3徵才需求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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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有徵才需求，包含博碩高階研發人才、高中畢業生、因建置新廠或產線之大量徵才需求，
皆可透過本網站連結至各計畫網站登錄需求，或至勞動部台灣就業通網站進行求才登記。

可將企業內部用人需求表或是刊登於人力銀行之職缺資訊，貼入勞動部台灣就業通
或科技部海外人才橋接方案計畫網站、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網站，即可同時享有多項
服務，節省登錄時間。

徵才需求登錄3.3

(2)若企業於109年6~8
月有聘僱應屆畢業高
中生人才需求，可點
選[查看計畫說明內
容]，或點選[至網站
登錄需求]，參加青
年就業領航計畫。

(3)企業欲運用勞動部
就業服務資源，可
點選[登錄人才需求]
至台灣就業通網站
，進行求才登記。

(1)

(2)

(3)

(1)若企業有聘僱博碩士
之需求，可至網站
登錄需求，將有計
畫團隊協助參加媒
合活動及線上媒合
。



4.需求檢視及登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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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及修改需求登出系統4

(2)維護需求:可選
擇欲修改之需
求項目，點選[
維護]按鈕，進
入畫面後，可
更改各項資訊
。

(3)刪除需求:可選
擇欲刪除之需
求項目，點選[
刪除]按鈕，則
可將需求整筆
刪除。

(4)點選左側工具
列最下方[登出
]按鈕，即可登
出系統。

感謝您的參與

(1)

(2)

(3)

(4)

(1)利用右側卷軸，
上下滑動檢視產
學訓需求、新南
向人才需求各類
需求。



附件1.產業別選擇建議表(1/2)
領域名稱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智慧機械 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保健食品 製造業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其他食品製造業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健康福祉
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

務業
居住型照顧服務業 居住型照顧服務業 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鋼鐵 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 鋼鐵製造業 請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離岸風電 製造業 電力設備及裝配製造業
發電、輸電及配電機械製造
業

發電、輸電及配電機械製造
業

船舶/造船 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航空 製造業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車輛/自行車 製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智慧紡織 製造業
紡織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綠色創新材料 製造業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
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半導體 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LED 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發光二極體製造業

太陽能光電 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太陽能電池製造業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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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產業別選擇建議表(2/2)
領域名稱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通訊 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塑膠製品 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橡膠製品 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工業設計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專門設計業 專門設計業 工業設計業

人工智慧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資訊服務業

請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資訊安全

資料服務

數位印刷 製造業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生技醫藥 製造業 藥品及醫用化學品製造業 藥品及醫用化學品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醫藥器材 製造業 其他製造業 醫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其他醫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冷凍空調 營建工程業 專門營造業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
安裝業

冷凍、空調及管道工程業

電路板 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食品 製造業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飲料製造業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依企業主要營業項目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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