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說明會 

    為協助各大專校院面對國內少子化所帶來之衝擊，教育部特委託金屬中

心，以國內大專校院為協助輔導及諮詢服務之對象，順應政府五加二加二產業

創新研發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相關重大產業施政主軸，作為培育國家人才

與產業發展新動能，結合各大產業工會資源與能量，針對申請服務個案學校之

特色、優勢及需求，聘請專家提供輔導諮詢與相關協助，以創造為國家培育人

才與為學校、學生找未來的產學雙贏局面。 

    為使學界可進一步了解相關資訊，因此特於北中南東舉辦說明會，分享中

央各項政策、區域產業發展、地方政府資源、在地產業人才需求及回流教育或

在職進修需求等資訊，以及學校轉型及多元發展之參考模式與作業機制，同時

邀請各產業公協會及企業代表一同參與提供意見，歡迎各校報名參加，蒞臨指

導。 

 

主辦單位：教育部 

執行單位：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一、 說明會場次資訊 

 中部場 南部場 北部場 東部場 

日期 9/26(二) 10/6(五) 10/17(二) 10/24(二) 

時間 13:30-17:30 13:30-17:30 13:30-17:30 13:30-17:30 

地點 台中世貿中心 金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臺鐵大樓(臺北車

站) 

石材暨資源產業

研究發展中心 

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天

保街 60 號 

高雄市楠梓區高

楠公路 1001 號 

臺北市中正區北

平西路 3 號(由東

3 門旁進入) 

花蓮縣吉安鄉南

濱路一段 534 號 

會議室 201 會議室 研發中心大禮堂 第 5 會議室 會議室 A 

 

 

 

 



二、 說明會議程 

9/26(二)中部場 

時間 會議議程 單    位 主講者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來賓致詞 

13:40-14:00 
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說

明 

金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 
胡昌明 組長 

14:00-14:20 航太產業概況與人才需求 
台灣區航太工

業同業公會 
閻鐵麟 總幹事 

14:20-14:40 手工具產業概況與人才需求 
台灣手工具工

業同業公會 
游祥鎮 理事長 

14:40-15:00 
風力發電產業概況與人才需

求 
中央大學 崔海平 教授 

15:00-15:20 休息 (餐點與交流) 

15:20-17:00 綜合討論  

10/6(五)南部場 

時間 會議議程 單    位 主講者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來賓致詞 

13:40-14:00 
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

說明 

金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胡昌明 組長 

14:00-14:20 鋼鐵產業概況與人才需求 
台灣鋼鐵工業同

業公會 
沈錦全 總幹事 

14:20-14:40 
風力發電產業概況與人才

需求 

台灣風力發電產

業協會秘書長 
黃聰文 博士 

14:40-15:00 
軌道工業產業概況與人才

需求 

中華軌道車輛工

業發展協會 
史文虎 秘書長  

15:00-15:20 休息 (餐點與交流) 

15:20-17:00 綜合討論 



10/17(二)北部場 

時間 會議議程 單    位 主講者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來賓致詞 

13:40-14:00 
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說

明 

金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胡昌明 組長 

14:00-14:20 
電子電機產業概況與人才需

求 

台灣區電機電子

工業同業公會 
徐 興 秘書長 

14:20-14:40 
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產業概

況與人才需求 

臺灣機械工業同

業公會 
王正青 秘書長

14:40-15:00 車輛產業概況與人才需求 
台灣區車輛工業

同業公會 
吳智魁 處長 

15:00-15:20 休息 (餐點與交流) 

15:20-17:00 綜合討論 

 

10/24(二)東部場 

時間 會議議程 單    位 主講者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來賓致詞 

13:40-14:00 
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

說明 

金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胡昌明 組長 

14:00-14:20 石材產業概況與人才需求 石材公會 陳富台 總幹事 

14:20-14:40 
新農業產業概況與人才需

求 

石材暨資源產業

研究發展中心 
林志善 總經理 

14:40-15:00 休息 (餐點與交流) 

15:00-17:00 綜合討論 

*如因不可抗力之特殊原因無法執行時，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更或暫停活動之權利 

  



三、 報名方式 

聯絡人 

校名/單位：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加人員 1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參加人員 2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如欄位不夠請自行新增) 

您可以 

1.回傳報名表 

請填妥報名資訊後，以 email 或傳真將「報名表」與「個資收集同意書」回

傳至以下聯絡人： 

王怡文小姐 

電話：02-27013181#502 

傳真：02-27085460 

Email：harriet5@mail.mirdc.org.tw 

梁麗芳小姐 

電話：02-27013181#501 

傳真：02-27085460 

Email：fang@mail.mirdc.org.tw 

2.線上報名 

請點選以下報名連結，進行線上報名 

中部場 https://goo.gl/rbw429 

南部場 https://goo.gl/FPQQR2 

北部場 https://goo.gl/w33XJw 

東部場 https://goo.gl/BCqbov 

 

 



四、 個資收集同意書 

 

個人資料蒐集、處理、利用告知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因執行教育部計畫辦理大專校院資

源加值與活化說明會，向您蒐集個人資料，並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於蒐集時依

法向您告知下列事項： 

1.蒐集目的 

1.辦理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說明會及相關行政

管理。 

2.教育部本次以外之產業推廣、宣導、輔導，以及教

育部受其他公務機關請求行政協助事項。 

2.個人資料類別 
識別個人者 

如姓名、職稱、地址、聯絡

方式 

現行之受僱情形 如雇主、工作職稱 

3.個人資料利用之

期間、地區、對象

及方式 

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料教育部僅於

中華民國領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

理方式利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當事人權利 

您可向本中心「個資當事人權利行使窗口」行使查詢

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停止蒐集處

理利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料之權利，電話：07-

3513121 轉 2360。 

5.不提供個人資料

之權益影響 

若您不提供個人資料，教育部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

的之相關服務。 

 

本人已閱讀並了解上述之告知事項，並同意教育部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

處理及利用本人個人資料。 

立書人簽名： 

 

日      期：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