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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每年投入超過300億元，推動產業升級轉型， 110年度有約 159項計畫或措

施（產業別63項，功能別96項），提供產業輔導、補助及人培服務。

生產
(35)

行銷
(14)

人才
(6)

研發
(10)

財務
(14)

企業六大
功能

產業別(4類)

電子資訊(11)

•電子產業(5)
•光電產業(1)
•資訊產業(5)

服務業(7)

•技術服務產業(2)
•商業服務產業(3)
•物流服務產業(1)
•連鎖加盟產業(1)

金屬機電(15)

•金屬產業 (3)
•機械產業(7)
•運輸工具產業(3)
•重型機電產業(1)
•家電產業(1)

民生化工(30)

•石油化學產業(4)
•食品醫藥產業(11)
•一般化學產業(8)
•紡織產業(7)

註：110年度產業輔導資源來自工業局、貿易局、智財局、能源局、標準檢驗局、中小企業處、技術處、投資業務處、商
業司及中部辦公室等10個單位之輔導計畫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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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7)

功能別(6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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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類（經營管理、生產技術、資訊應用、工安環保、節能減碳）

裝箱
撿料

製造

組裝

品管
倉儲

運送

監控

電
箱

雲端

經營管理 相關資源

• A.如何建立公司的服務品質及經營體質？

• B.如何轉型為文創新型態經營模式？

• C.如何運用數位科技改造企業體質？

•企業經營品質躍升計畫(A) 

•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B)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製造數位轉型計畫(C)

生產技術 相關資源

• 提升產品品質、強化生產效率、減少機
器故障率，該如何做？

•AI加值智慧製造產業推廣計畫
• 智慧機械-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

應用

資訊應用 相關資源

• A.如何即時掌握客戶需求？
• B.如何運用數位化科技強化經營？
• C.如何從廠內智慧化進階到跨廠智慧化？

•資訊服務業推廣計畫-智慧製造國產化資
訊應用解決方案示範輔導(A)
•深化中小企業數位參與計畫(B)
•智慧機械-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
應用補助計畫(C)

工安環保 相關資源

• A.如何做好工安，避免意外？
• B.如何減少污染？
• C.資源如何有效循環利用？
• D.如何符合國際環保標準？

•產業工作環境改善計畫(A)
•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B)
•產業循環經濟整合推動計畫(C)
•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計畫(D)

節能減碳 相關資源

• A.如何降低排碳？
• B.如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節約能源成本？
• C.工廠動力設備汰舊換新，有無補助？

• 製造部門低碳生產推動計畫(A)

• 製造部門能效提升計畫(B)

•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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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有好的產品，不知道
要在哪裡賣？
•B.我想找通路合作，不知
該怎麼找？

(二)行銷類（市場行銷、品牌發展）

賣場/超市

通路

百貨公司

市場行銷與相關資源 品牌發展與相關資源

會展

•E.我如何瞭解當地市場商情？
•F.如何提升國際行銷能力？
•G.如何建構國際競標能力？

市場

•C.我們是小公司經費不足，
如何參加國際展覽活動？
•D.我們產品想參展，但沒有
經驗，該如何辦理？

線上購物平台

•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A)
•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推動計畫(B)
•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海外國際展覽業務(C)
•加強提升我國展覽國際競爭力方案(D)

•推廣貿易工作計畫-海外據點業務拓展(E)
•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F)
•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專案(G)

•公司如何建立自有品牌及推廣?

品牌

•台灣品牌耀飛計畫

4

一、經濟部輔導資源（3/8）



(三)人才類（人才協助）

•A.要找國外人才來台就業，有沒有管道？

•B.要找數位人才，要去哪裡找？

相關資源

•產業人才海外網絡鏈結暨延攬計畫(A)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B)

人才媒合

人才培訓
•有無資訊服務、紡織、機械、智慧財

產及能源管理等專業技術領域在職培

訓課程？

相關資源

•產業專業人才培訓相關計畫
(工業局工業技術人才培訓全球資訊網)
https://idbtrain.stpi.narl.org.tw/classinfo.htm

人才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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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類（研發創新、創意設計、智慧財產）

• A.想做研發，經費不足怎麼辦?
• B.有技術研發概念，但不知如何落實?

相關資源：

研發創新

相關資源：

智慧財產

• A.公司的產品技術該如何保護，

避免侵權?

• B.如何做專利佈局，順利進入

想打入的市場?

相關資源：

創意設計

• A.自主開發新產品，有無補助？

• B.如何設計具特色化優良產品?

研究成果

Patent

•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TIIP)(A)

•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B)
•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A)

•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AB)

• 強化企業智慧財產經營管理計畫(A)

• 智慧財產價值躍升計畫(B)
•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A)

• 設計諮詢診斷服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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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務類（財務融通）

•中小企業營運與融資協處計畫(A)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B)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C)

•促進中小企業財務健全發展計畫(D)

•A.營運資金、研發資金不足，想要貸款？
•B.想要新(擴)建廠房及增添設備，可以貸款嗎？
•C.想要創業，如何貸款?
•D.如何健全財務體質，衍生後續順利貸款？
•E.擔保品不足也沒保證人，可以貸款嗎？

借貸 還本付息

貸款

保證

•直接信用保證(E)
•相對保證專案(E)

•公司想擴廠投資，如何找人投資?

•想尋求募資，有哪些管道?

•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推動計畫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計畫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服務計畫

投資 利潤分享

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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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育成(A) 產業服務(B) 其他(C)

(六)其他（創業育成、產業服務）

•A1.我想要創業，但不知道該怎麼做？

•A2.我們是社企新創公司，沒有營運與管理的經驗，該怎麼辦？

•A3.我是新創企業，有無有無資源可協助公司成長？

•B1.公司希望升級轉型，有誰可以幫幫我？

•B2.公司想要將公司know-how知識有效管理傳承，該怎麼做？

•B3.有無協助產業園區創新發展及提升競爭力的資源？

•C.如何設立產業標準？

相關資源

• 臺灣創業生態系基礎
服務整合平台(A1)

• 社會創新企業支援平
台(A2)

• 知能產業推動發展計
畫(A3)

• 產業競爭力整合服務推動
計畫(B1)

• 產業知識管理加值計畫
(B2)

• 產業園區產業輔導創新計
畫(B3)

• 團體推動標準化
活動補助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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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資源查詢：

輔導資源查詢：

可在此快速查詢各項專案

輔導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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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網站 (http://assist.nat.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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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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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看別人怎麼做（1/2）

計畫名稱：智慧機械-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應用

廠商名稱：億馨針織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成立）

主要產品: 各式機能及針織布料染整加工

契機 數位優化 效益

打色數據蒐集、AI學習分析 品質提升效率更佳

製程倚賴老師傅進行布樣

打色，對色配方紀錄，未

能有效整合分析，需依經

驗與運氣方能成功打色，

欠缺有效提升正確率之打

色方式。

1.雲端色庫智慧化應用管理：蒐集打

色、現場測色等資料，採用AI深度學

習，解決打色次數過多問題。

2.染整品質與履歷追蹤系統：建立生

產經驗知識庫，解決染整良率問題。

傳統製程待提升

建置打色數據庫

1.工序減50%

2.交貨省16天

3.良率由80% → 90%

(交期：30天 → 14天)

(打色次數：6次 → 3次)



人-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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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效益培訓重點遭遇瓶頸

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
培訓廠商：健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 創立於1987年，資本額2,346萬元
• 主要營業項目：工具機製造

廠內組裝師傅常掉入既
有作業模式的迷思，故
欲透過培訓課程建立內
部訓練教材，提升產品
品質。

針對營運長及製造部、應用
部、設計部主要成員12人，
開辦精密組裝技術人才培訓
課程，並以健溢實際案例進
行課中研討及課後輔導。

 營運長表示透過組裝用
治具，協助改善問題並
簡化製程，對公司幫助
頗大。

 協助廠商修訂組裝作業
標準書及製作組裝用治
具。

 建立內部訓練教材，並
培養內部種子師資1人。

課後輔導
問題診斷

實際案例操作

二、看看別人怎麼做（2/2）



三、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簡介（1/2）

產業輔導-
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產業推廣-推廣政府輔導資源

產業輔導-
協助災後及營運困難企業

檢驗及

認驗證

技術服務

能量登錄

資訊

服務

設計

服務

智慧

財產

研究

發展

自動化

服務

永續

發展

管理

顧問

系統

整合

資料

經濟

產業推廣-
技術服務業登錄與管理

產業推廣 說明會

競爭力 中心網站

臉書 粉絲團

平面媒體 廣宣

專家諮詢
釐清問題

現場訪視
提供建議

媒合資源
落實改善

現場診斷
改善作法

債權債務協
商協助

無薪假與
裁員關懷

災後復建
服務

勁哥

我們是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的”勁”哥團隊，
我們是一群充滿活力、有服務熱誠的產業服務團隊
，你有問題，我們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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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表

服務立即到

電子郵件申請

itliu@moeaidb.gov.tw

傳真申請

02-23253027

「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線上下載申請表
http://assist.nat.gov.tw/GIP

現場親自申請
請聯繫現場服務人員

２、申請方式：

１、服務聯絡方式：

競爭力中心免付費電話

0800-000-257

三、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簡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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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及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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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問題

歡迎找勁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