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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單位

名稱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課程名稱 【產業園區產業輔導服務人員跨域加值精鍊課程】   

上課地點 
北區班:新北產業園區 3樓會議室(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號) 

南區班:蓮潭國際會館 1樓 R108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報名地點/ 

專線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4路 1號 2F )  

電話：04-23585158分機 33 傳真：04-23585998 聯絡人：王先生 

報名方式 

採傳真或官網自行報名 

1. 請填妥報名表(附件)傳真至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04-2358-5998 

2. 或 E-mail至 ipmf@hibox.hinet.net  王先生。 

3. 官網: http://www.muga.org.tw/booking.php 

訓練目標 

緣由:經濟部工業局自 100年至 109年委託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持續推動產業

園區升級轉型再造計畫、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希望以產業園區長

期形成之群聚優勢，導引更多的學研創新能量進入園區，打造園區成為具特

色之區域創新基地。策略作法一方面由法人單位導入創新元素以加速產業

群聚的鏈結與產業價值鏈的提升，形成園區亮點；另一方面則藉由在地大

專院校學術單位與產業園區合作，以豐沛學界研發能量來提升園區個別廠

商的創新能力。但由於產業園區廠商組成多元，園區廠商需求亦相當多樣

化，大專院校從事產學對接之產業媒合服務人員、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及

服務中心之人員即扮演著極為重要之角色。有鑑於此，中華民國工業區廠

商聯合總會為縮減學用落差，有效落實對接管道，並培育具備完整智財知

識、產學合作、政府技術研發及服務創新補助專案計畫之專業人才，特舉

辦此跨域加值精鍊人才養成訓練。 

學科:智慧財產知識與應用課程、產學媒合課程、專案管理技能課程、研發補助 
     計畫分享課程。 
技能:具備服務園區廠商之技術媒合及移轉、產學合作、專案管理、政府創新研

發及服務創新補助專案計畫之輔導服務人才。 

北區班 
(課程場

次、講師 

及時數(課

程場次可

全選或單

元場次選

擇，請參考

報名表)) 

日期 場次 講師 時數 

07 月 31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00~16:00 

一、產學媒合技巧及實務 
二、產業輔導服務人員必備之政府資源 

朱建明 

張立達 

 

3小時 

3小時 

 

08 月 07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00~16:00 

三、問題分析解決之應用技巧 
四、敏捷式專案管理應用實務 

曾正文 

曾正文 

 

3小時 

3小時 

 

08 月 14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00~16:00 

五、智慧財產知識與應用實務 
六、智慧財產權益協商與合約談判 

 

蔡志雄

蔡志雄 

 

 

3小時 

3小時 

 

南區班 
(課程場

次、講師 

及時數(課

08 月 21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00~16:00 

一、產學媒合技巧及實務 
二、產業輔導服務人員必備之政府資源 

朱建明 

張立達 

 

3小時 

3小時 

 

109年度產業園區產業輔導服務人員跨域加值精鍊課程招訓簡章 廣告 

http://www.muga.org.tw/book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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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場次可

全選或單

元場次選

擇，請參考

報名表)) 

08 月 28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00~16:00 

三、問題分析解決之應用技巧 
四、敏捷式專案管理應用實務 

曾正文 

曾正文 

3小時 

3小時 

 

09 月 04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00~16:00 

五、智慧財產知識與應用實務 
六、智慧財產權益協商與合約談判 

 

蔡志雄

蔡志雄 

 

 

3小時 

3小時 

 

招訓對象 

及資格 

條件 

學 歷：高中職(含)以上 
1. 大專院校從事產學、技轉、育成、產業人才培訓之相關主管或人員. 
2. 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相關行政人員. 
3. 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聯誼會相關服務人員. 
4. 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相關人員. 
5. 從事管理顧問之實際輔導人員. 
6. 大專院校研究中心或相關系所教授或助理人員. 
7. 其他對產業園區顧問輔導及服務工作有興趣者. 
8. 企業界對智財知識及政府補助計畫..等相關實務知識有興趣者. 

遴選學員

標準及 

作業程序 

學員學歷：高中職(含)以上。 

招訓方式：1.郵寄招生簡章。2.email招生簡章。3.本會網站公開招生。 

遴選方式：符合上述招訓對象及資格條件者皆可報名。 

招訓人數 每場次 20人 

報名起迄

日期 
109年 06月 01日(一)至 109年 07月 17日(五) 

預定上課

時間 

北區班:109年 07月 31日（星期五）至 08月 14日（星期五） 

南區班:109 年 08月 21日（星期五）至 09月 04日（星期五） 

每週五 09:00~16:00 上課，共計 18小時 

授課師資 

★ 朱建明老師 

 學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博士 

 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生醫發展暨創新育成中心技術主任、勞動部微型

創業鳳凰計畫輔導顧問課程講師 

 專長: 創業諮詢顧問輔導、貸款融資、計畫書撰寫、產學合作建構、

醫療器材法規、專利與智財保護。 

★ 蔡志雄老師 

 學歷: 逢甲大學 經營管理所碩士 

 經歷: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所長/合夥人、弘光科技大學、大葉

大學兼任講師。 

 專長: 會計/財務/內控/專利/商標/著作權、專利合約、業務開發。 

★ 張立達老師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商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立琦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執行長、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協理 

 專長: 創業計畫書撰寫/創業貸款與政府補助計畫撰寫/經營與行銷策

略。 

★ 曾正文老師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永美電腦資訊社負責人、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CMC國際註冊 

管理諮詢師、國立中正大學 清江學習中心 推廣教育教師、國立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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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兼任講師、國立中正大學推廣教育教學楷模、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屬 102~105 年度協力事業單位人力資源提       

升計畫 輔導委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0~109 年度共通核心職        

能 3C 課程講師、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數位學習        

服務顧問及『創業圓夢計畫』創業顧問、勞動署高屏澎東分署         

「108 年及 109年人才資源發展中心計畫勞務委託服務案」輔導顧 

        問。 

 專長: 問題分析與解決、專案管理、企業資源規劃、網路行銷、企業 

經營診斷與輔導。 

費用 全程免費 

說明事項 

1. 報名者可全選 6場次(北區班或南區班)或複選個別場次課程，個別場次是否開

課，訓練單位保有開課與否之權利。 

2. 全選全部場次(北區班或南區班)課程之學員，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6，

可取得由承辦單位所頒發之結訓證書。 

3. 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參與學員需自備口罩，以因應配戴之需。 

4. 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之重大事故(如颱風、地震…等)，由政府公告課程

舉辦地點當天停止上班上課，為顧及參與學員安全，當天課程將停止辦理或順

延，是否再行舉辦，承辦單位將擇期另行通知。 

5. 全選全部場次及報名同一天跨中午不同兩場次之學員，承辦單位備有便當，若

不使用便當者，請提前告知承辦單位。 
6. 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恕無法提供課程講義電子檔。 

7. 尊重講師及其他人聽講權益，上課時記得務必將手機關機或調為震動！未經同意請

勿錄影、錄音。 

8. 課程三天前，學員將收到【E-mail上課或電話通知】，敬請留意信件。 

9. 如需取消報名，請於開課前七日以電話或 email聯絡承辦人員。 

10.全選全部場次(北區班或南區班)課程之結訓學員請配合培訓後電訪訪問。 

11.報名學員同意承辦單位得於「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告知

書」所載之特定目的、類別、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或法令許可之範圍內、

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報名學員之資料，報名學員並瞭解得向承辦單位行使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各項權利。 

訓練單位 

聯絡專線 
聯絡電話：04-23585158~33     聯絡人：王先生   
傳  真：04-23585998       電子郵件：ipmf@hibox.hinet.net 

補助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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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班交通資訊：如何至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1.捷運(機場捷運線) 

●請搭乘機場捷運線至新北產業園區站， 
出 1號出口後左轉→走五工路，約 5分鐘可抵達。 

 
2.自行開車(無設置停車場，頇請自行停車或旁邊有收費車場) 

●北上：從國道 1號的 33-五股號出口下五股交流道， 
聯絡道/107甲縣道。走福慧路前往新莊區的五工路 9。 

 

●南下：從國道 1號的 27-三重 號出口下交流道， 
走 104縣道、中山路高架道路/縱貫公路/台 1線和新北大道二段前往新莊
區的五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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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班交通資訊：如何至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一《開車》(導航定位【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停車位需自理，敬請見諒)  

1.高速公路：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 
路交流道下接翠華路-左轉崇德路約距 250公尺後，會館在您右邊。 
2.高雄市區： 
(1) 北上：博愛三路→ 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公尺後，會館在您左邊。 
(2)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
路。 

 
 
二《高鐵＆台鐵＆捷運》   
1. 台鐵新左營站│高鐵左營站│高捷 R16高鐵左營站往四號出口， 

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 
2.台鐵左營站延東北方向步行走至新庄仔路接崇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