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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型態︰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來文機關︰

簡郁諺承辦人︰

普通密等︰

創新育成中心承辦單位︰

1070001542

金企字第1071000594號來文字號︰

主旨︰

說明︰

正本︰

副本︰

收發文號︰

普通件速別︰

電子傳送傳送方式︰

有關貴校申請之107年度「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
，核定結果及後續辦理事項詳如說明，請查照。

一、依本計畫於107年1月29-30日之指導委員會議相關決議事項辦理。
二、有關  貴校所提「南崗兼竹山工業區產業轉型升級輔導計畫」(園區分區：南崗
　　及竹山)，審查核定為「修正後通過」，核定計畫經費新台幣85萬元，執行期程
　　自107年1月30日至107年11月30日止。
三、惠請確依申請須知規定及委員審查意見內容(如附件1)修正計畫書內容，並於核
　　定通知日(發文日期)起三十日內(日曆天)，備妥簽約計畫書、委辦契約書(如附
　　件2)、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如附件3)、個資盤點清冊及合格登記
　　或設立證照影本送至本計畫辦理簽約作業。

發文日期︰ 2018-02-27

外來文

附件說明︰ 如文

南開科技大學

簽核單位 簽核人員 簽核時間 狀態項次

【總收發_分文】綜合業務組 王昭敏進行分文動作

總收發 　 2018/02/27 14:09 總收發_管理1

簽辦意見︰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胡玉佩』登記桌分文至承辦人】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2018/02/27 17:33 登記桌_分文2

簽辦意見︰

一、依說明配合辦理。
二、本計畫簽約事宜將另案簽呈。
三、敬會會計室。

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助理　簡郁諺 2018/02/27 17:39 待處理3

簽辦意見︰

擬如擬

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助理　戴坤輝 2018/03/01 14:03 串簽4

簽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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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核單位 簽核人員 簽核時間 狀態項次

擬如擬

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黃啟瑞 2018/03/01 16:37 串簽5

簽辦意見︰

擬如擬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研究發展長　江昭龍 2018/03/01 17:27 串簽6

簽辦意見︰

【◤會計室◢『羅靜萍』登記桌分文至承辦人】

會計室 　 2018/03/02 08:34 串簽7

簽辦意見︰

敬悉

會計室 書記　羅靜萍 2018/03/02 08:34 串簽8

簽辦意見︰

擬如擬

會計室 會計主任　簡德忠 2018/03/02 08:51 串簽9

簽辦意見︰

【◤秘書室◢『莊芳濱』登記桌分文至承辦人】

秘書室 　 2018/03/02 10:57 串簽10

簽辦意見︰

陳核

綜合業務組 組長　莊芳濱 2018/03/02 11:03 串簽11

簽辦意見︰

擬請核示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炎成 2018/03/02 15:33 串簽12

簽辦意見︰

悉

許副校長室 副校長　許聰鑫 2018/03/04 20:42 串簽13

簽辦意見︰

｛[校長室][孫台平]決行作業｝悉

校長室 校長　孫台平 2018/03/06 10:10 決行14

簽辦意見︰

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助理　簡郁諺 2018/03/06 10:10 流程終結15

簽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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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 
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 

 
 

(提案/簽約)計畫書 
 

 
 
 
 

計畫名稱：南崗兼竹山工業區產業轉型升級輔導計畫 
園區分區：中區(南崗兼竹山工業區) 
輔導單位：南開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職稱：江昭龍教授/研發長 

 

 

 

 

 

 
 

計畫期程：107 年_1 月_30 日~107 年 11 月 30 日 

附件 3：產業園區專案輔導提案/簽約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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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意見回覆及處理情形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1 

107 為輔導第 6 年，有關 297
家廠商拒訪部份(採問卷調查

的結果)，建議應再努力，能

讓園區廠商瞭解產學鏈結作

法。 

 

有關 297 家廠商採問卷調查拒

訪部份，應歸類為暫無需求，本

年度將列為優先需求訪談之目

標，藉由面對面溝通方式使園區

廠商瞭解產學鏈結作法。 

2 

規劃主軸及重點相當明確，

值得肯定，不過人才是園區

重要議題，建議自訂指標僅

辦理人才媒合活動 1 場次，

似有不足，且與職場體驗中

人才需求媒合內容上相同，

建議應該有所區隔，且媒合

人才建議能相關單位配合如

勞動部或採取更具體有效之

作法，以協助廠商人力的需

求與在地的就業。 

1.本專案計畫自訂指標修正為

協助園區觀光工廠申請政府補

助資源 1(含)案以上。P7、P28 

2.另規劃辦理之人才媒合活動

係與配合勞動部辦理校園徵才

活動，協助園區廠商人力的需求

與在地的就業。 

3 

有關自動化、製程改善及產

品開發為園區廠商主要議題

之一，然計畫推動主軸仍為

訪廠、輔導等一般性的作法

描述，應更進一步釐清廠商

實際需求為何，才能與計畫

訴求之工業 4.0 契合，建議這

部份能再進一步說明輔導的

重點為何。 

本計畫之執行策略為協調整合

內外部資源，協助提供園區廠商

個別需求解決方案，以化零為整

方式，逐步達成園區轉型升級目

標。從專案計畫執行過程，盤整

訪談廠商需求，始終以人才招募

需求為大宗，其次則為製程改善

(包含自動化及資訊化)，因此將

配合協助廠商改善過程，引導其

與工業 4.0 的結合。P15 

4 

P24 已有重點輔導的廠商及項

目，期末應有具體產出量化質

化成果之說明。 

 

重點輔導的廠商及項目為與廠

商需求訪談後之初步技術輔導

需求項目，將列入期末執行報

告。 

5 

除了年度重點輔導規劃外，建

議以往輔導之產業，例如竹山

工業區產業輔導仍應繼續。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持續輔導竹

山工業區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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