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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109年度 

本會秉持「策進中華民國資通訊科技創新應用，協助發展數位

經濟」之宗旨，以「數位轉型的化育者(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為定位，藉由整合智庫、人培，以及資通訊技術研發和推

動之能量，發展出各項符合產業需求的解決方案與應用服務，協助

促進政府與產業的數位轉型。 

在全會努力下，雖 109年度整體臺灣產業發展與企業經營皆面

臨全球疫情傳播的嚴峻挑戰，但本會在與資通訊領域相關之技術研

發、產業服務、智庫幕僚、人才培育等業務執行面仍有佳績表現，

更特別用心著墨於能支援產企業度過防疫課題的各種可能性。茲將

109年度重大成效摘要如下： 

(一)開源文化構築研發基礎環境與技術擴散平臺，共創多贏

商機 

本會深知軟體開源為重要國際趨勢，故於 109年度開始積極投

入環境建構之資源布局，以冀導入開源文化來帶動製造、醫療、能

源及傳產等領域之關鍵技術升級轉型。在實際運作上，本會首先以

開源工具為基底，自主開發出一套「DevOps整合工具開發平臺」，

廣泛與各式工具產品合作，推出產業所需之數位轉型軟體工具包。

目前該平臺共累積有 20項開源工具、20項預鑄布署、一站式開源

軟體授權環境建構，以及資安檢測環境確認；技術內容上則涵蓋工

業聯網裝置、數位分析、敏捷開發及測試、能源調度、轉型價創方

法等五類，將開源成果免費釋出，供業者選擇導入各種產業應用之

中，使臺灣業界的軟體開發品質得以趕上國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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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敏捷工具整合平臺除於本會技術研究所內部率先進行推廣

應用外，為擴大產業效益，本會亦商洽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合

作推動 Open SEA開放軟體產業生態系聯盟，並與 、 、

等資服業者合作拓展開源機房委外管理業務；搭配本會與

公司、 共同於疫情期間開發運用的 Jitsi開源視訊會議系

統，加值發展為線上智能會議軟體，輔以 AI智能財會、AI智能環

構等主題衍伸技術應用相關軟體，以整合之開源工具提供服務，協

助平臺運用業者提升營運效率，降低營運發展成本。 

而此項工作推動不僅可精進本會自身的軟體研發環境，驅使本

會能更清楚聚焦於化育者之定位角色，協助產業鏈的各階段組成業

者齊心發展有助數位轉型之解決方案；更可藉由開源社群經營，與

公協會、學界、各產業領域先導業者及 SI系統整合、資服業者之合

作，精準掌握各項產業應用之需求，提升業界軟體開發能耐，推動

整體開源生態發展，建構出串接產學研各方之多贏合作模式。 

(二)以技術研發回應產業發展需求，力促產業數位轉型 

本會持續聚焦於「智慧製造、智慧服務、網通感知、尖端應

用、環境建構」五大領域之核心技術研究發展，109年度於科技專

案上累計專利獲得 76件、專利技轉於產業應用 176件，促成廠商投

資金額約 49.9億元，創造研發成果收入約 1.2億元。 

進一步觀看，在前述科技專案研發成果中，積極促成對產企業

移轉授權之金額達 500萬以上的高效益技術移轉案累計達 6件，內

容涵蓋 5G通訊技術、大數據雲霧協作技術、智慧工廠、智慧交

通、智慧醫療、Fintech科技金融服務等主題。茲將 6件代表性高效

益技術移轉案摘述如下： 

1. 5G-New Radio自主小基站：因應新世代聯網基礎建設與

高速傳輸需求的開展，本會亦積極投入基於 SoC單晶片系

統的「5G-New Radio小基站」Turn-key一站式解決方案

布局。藉由彙整本會先期於 工廠之 5G實務布建

OOOO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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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早期參與 5G國際標準制定之優勢，以及經濟部科

專計畫所累積 5G核網技術和國內晶片廠、網通廠之終端

解決方案，共同打造堅實的本土技術實力，突破 5G領域

關鍵技術受制於國際大廠的困境。目前該技術已技轉予

，技轉合約金額達 1,000萬元，協助其透過技術支

援，進行實體層、通訊協定之研發與整合測試，提供國內

網通業者更高性價比、更優質的技術支援選擇，未來更可

奠基於此平臺，發展出多元化的衍伸應用與創新服務模

式。 

2. 5G應用整合雲霧協作式機器學習：為應對傳統製造業產

線生產資訊不透明，高度依賴人工經驗傳承研判，加以特

定專業製造領域之智慧化需搭配高成本新型機具，加重企

業數位轉型負擔等問題；本會與 攜手合作，為傳

統產業導入WISE-PaaS工業物聯網雲平臺及相關雲端服

務之技術整合。此外，配合 WISE-Marketplace一站

式物聯工業 App機制，集結多樣物聯網相關之產業專用

Apps與基礎通用 Apps，便利本會技術研發人員從中選擇

相近工業 App（Industrial App，簡稱 I.App）為需求業者

直接進行二次開發組裝，大幅縮短各種如故障預診斷、機

臺異常通報、營運管理戰情室等應用方案導入時程，有效

降低產業機智化導入成本，提高產線整體良率與產能，優

化業者營運效能並強化競爭力。目前本會在相關項目中穩

定與 合作，聚焦於協助業界提供 雲霧協作式

機器學習作業流程及 5G智慧工廠應用整合技術，連續三

年已累積有超過 500萬元之技術移轉金額。現行先以

、 等金屬加工業為首要典範樹立標的，逐步

完成製程設備機臺聯網、生產數據可視化、工作排程與生

產管理程序數位化轉型；未來可再延伸技術擴散至其他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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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製造領域（如金屬扣件、金屬沖壓製品、金屬鍛造製

品、汽機車零組件等），預估影響產值約可達一兆元，與

業者共創數位轉型商機。 

3. AI庫存預測結合 5G傳輸：由於深知製程上的 Cycle time

循環週期時間與庫存管理調度策略對封測業者在營運上的

重要性，為協助本國業者面對全球競爭，本會透過數位所

AI庫存預測技術平臺的強化運用，協助企業準確預測即

將缺料之機臺，並組成專網國家隊（援引 、

、 、 等企業技術資源）以 5G低延遲、高效率

網通整合技術，和服創所 AMR（Autonomous Mobile 

Robot）自主移動機器人技術，指揮引導無人搬運車即時

進行補料，有效降低產線機臺需停機待料的時間，縮短

15%的 Cycle time，且降低有貨待料率以增加獲利，藉此

打造全臺首例 5G 毫米波智慧工廠。在各方技術團隊共同

努力之下，109年度該項技術技轉予 公司之合約金額

已達 500萬元，加速 5G智慧工廠落地深耕。 

4. AI影像辨識技術：本會奠基於過往智慧交通相關多元混

合車流影像辨識及安全偵測警示系統開發等經驗，持續深

化車聯網 V2X（Vehicle to X）市場應用與場域實證，並

聚焦智慧機車開發議題，提升行路安全。在該研發項目

中，本會結合 AI影像識別技術來發展機車適用之安全警

示系統路側設施與車上裝置，偵測機車行進間的風險並預

先警示前方路況，避免事故發生；實證上則於

大學與 大學內的易肇事路段增設 20組智慧路側設

施、新增 700輛機車內建智慧聯網設備，亦與共享機車業

者合作導入車聯網智慧設備於營運車隊中，強化駕駛資料

蒐集及行為分析，且配合現行車款設計，整合系統警示訊

息至儀表板上，於實驗場域中實地實車來驗證安全改善的

OOOO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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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目前此項技術成果共取得技轉合約金額約達 600萬

元，未來計畫擴及整個機車產業（含機車製造業、機車租

賃業、車電業等）發展創新產品及創新應用服務模式，擴

大營業範圍與營收。 

5. AI深度學習乳篩偵測模組：觀察到現存醫療體系自先進

國家引進之歐美規格檢測設備無法精準適用於亞洲人的體

型及體質差異，為回應此診斷準確度之醫療缺口，並展望

龐大亞洲醫療診斷市場商機，本會優先以婦科乳房篩檢做

為研究標的，以國人醫療影像資料研發訓練模型並結合 AI

相關技術，自主開發出可偵測乳房腫塊與鈣化位置，以及

研判腫塊惡性病變程度之 AI深度學習乳篩偵測模組。該

模組目前已移轉予 公司，技轉合約金額達 650萬

元；此外，本會亦更進一步協助 公司將新技術與既

有產品整合導入醫療院所，完成智慧乳篩閱片系統和 iPad

版行動閱片工具，在醫師查閱病患醫療影像圖片的同時，

系統可有效輔助醫師判讀，且提示醫師病徵可疑之位置及

其嚴重程度，避免醫療診斷上的疏漏。透過此項關鍵技術

移轉，本會可望協助 公司成功跨足智慧醫療 AI領

域，從傳統醫療影像儲傳系統廠商，轉型成為 AI資訊軟

體業者，藉由提供多元化之服務，與醫院建立深入合作關

係，從而增加產企業競爭力。 

6. 數位沙盒數據 API服務：為解決需把握時間效益之新創事

業與金融機構之間溝通合作時程動輒耗費 6-12個月等過於

冗長的無效率問題，本會積極於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打造一

站式數位沙盒平臺。即運用本會建構之平臺在管理介面、

流量計量、數據來源分析等模組，協助金融機構、科技公

司上架金融、跨域整合等應用相關 API至數位沙盒，供應

給園區進駐之新創團隊創意實證之發想與試作使用。目前

OOOO

OOOO

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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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沙盒已累計有 17家合作供應商，以及涵蓋六大實證

主題之 38組標準規範 API（其中 28組已完成上架）；更

吸引 82次使用單位申請，產出 42項實證成果，與促成如

與 合作即期帳單管理、 與

合作逾期款項管理......等 6項商轉成果，合計技轉合

約金額額已 500萬元，充分協助新創事業降低業務發展初

期易面臨的法遵困境與推動成本問題，成為有效的跨域合

作共創輔導平臺，健全 FinTech 產業創新生態體系。 

另將其他代表性技術研發合作或移轉成果摘要如下： 

1. 衛星技術：本會長期關注新興技術之國際標準制定程序，

每年皆派員參加多次 3GPP標準制定會議，掌握最新報

告、規格制訂方向及待克服技術問題等技術先機，以利於

在第一時間研擬解決方案並布局相關技術的專利申請。在

不懈地努力下，109年度本會完成全球第一個 NB-IoT 

over NTN衛星系統實證，由 參與晶片設

計、資策會系統所負責基地臺相關技術研析，且加入國際

衛星大廠 合作建構衛星系統，成功以低雜訊

比、超長距離傳輸，解決高軌衛星傳輸造成的訊號衰減、

延遲及頻率偏移等問題，布局太空通訊商機。而該技術之

研發成果亦於交通部會議中心之「我國 NTN頻譜規劃方

向探討」國家政策會議中成為亮點，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

討論與借鏡，深耕本會重要網通資產。 

2. 數位孿生品質決策支援系統：本會觀察到臺灣享譽全球的

自行車工業，由於產業鏈數位化能力不足，造成產線與品

質把關過程的完整數據收集不易，加上客製化生產線使得

加工方式和機臺設備規格多半不盡相同，擷取生產參數等

資訊格式統一困難，導致業者在產線運作預測診斷、品質

管控及檢驗上都受到時間和成本效益的挑戰，急需導入智

OOOOO OOOOO OOOOO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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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品質全檢測運用。據此，本會以整合在地資訊服務業、

設備業、學界等能量，構建國產化在地化的數位孿生 AI

品質決策解決方案，以 AI模組同時彙整「人員知識孿

生」（利用設備參數的歷程與品質變化關聯，複製與合理

專業人員知識）和「品質預測」（利用人員的知識孿生，

預測品質的趨勢與校調的時機）之雙重價值；再透過異質

聯網和同步處理技術，將各種生產過程中會出現的數據

（如模具壓力、非接觸多點料模溫度、料件數據、有效工

況震動及工件量測尺寸等）串連成感測特徵履歷，研發出

主動式預測、肇因診斷等智慧分析服務，大幅省去產線人

員需要事後對成品精修調整的非必要成本。該項技術成果

除導入自行車工業之外，亦擴大為金屬加工製造產線所運

用。109年度不只在 、 、 等資服與系統整

合業者的技轉成果上創造出 587萬元民間收入；綜合所有

產業領域的技術採用成果，更可創造出高達 1,826萬元民

間收入的成績，亦連續三年獲得「美國 R&D 100 Awards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的國際殊榮，表現亮眼。 

3. 農漁業數位分身：由於未來 10年間臺灣農漁業就業人口

恐因高齡化音速，導致近 11萬人退場，使得國內傳統水

產養殖面臨高密度養殖帶來的高養殖風險，亟需轉型升

級。本會為協助傳統農漁業因應此問題，故藉由數位分身

技術研發，與各農漁業頂尖代表建立起數位分身示範基

地，包含以 為領導核心的漁電共生示範基地、以

為領導核心的溫室蔬果示範基地、以 為

領導核心的食藥用菇示範基地、以 為領導核心的魚苗

繁殖示範基地、以 為領導核心的智慧禽舍示範基

地，以及以 為領導核心的綠色農場示範基地，透過數

位分身萃取達人行為跨域協作，累積數位智財與技術資

OO OO 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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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讓傳統農企轉型為科技型農企生態系。前述技術成果

累積至今，已吸引超過 965人次申請參訪，且創造出

1,200萬元民間收入（技轉+工服），更積極向印尼、厄瓜

多、汶萊等國家南向擴散。 

4. 光學檢驗 AI覆判服務：本會藉由將光學檢驗 AI覆判服務

導入 ，提升供應鏈需求預測準確度，109年度合

計技轉合約金額為 495萬元；成功導入後，可為業者節省

資金積壓 2千萬/年。 

5. 供應鏈銷售預測及流程改善：本會藉由協助

進行數位優化，創造全球供應鏈銷售預測與

物料訂貨流程改善等作業，促進業者集團內的數位轉型，

109年度全案合計技轉合約金額為 525萬元。 

(三)聚焦技術創新應用，輔導中小企業、中南部與傳統產業

聚落發展 

本會藉由歷年持續不斷地累積技術開發成果與 know-how，透過

跨業整合、強化產業鏈結，強化扶植中南部地區與各地中小企業發

展出新興應用，完備營運商業模式，藉此均衡全國產業發展。茲將

109年度代表性成果摘要如下： 

1. AI軟硬一體機：本會藉由 AI軟硬一體機之工業聯網裝

置，以整合後之系統使既有設備可達連網監測效用，解決

中小企業因製程多樣化造成產線物料調度與品質控管成本

過高的問題。109年度獲得 、 、

採用，分別協助 導入紡織廠織品 AOI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自動光學檢測）服務，降

低廠內瑕疵品檢測的人力需求；協助 導入化纖廠

訂單自動化解析服務，確保國內外各廠產能調配的前置作

業標準化，減少因流程調整帶來的資源浪費；以及協助

OOOOO

OOOOOOOO

OOOOOOOO

OOOOO OOOOO OOOO

O OOOOO

OOOOO

O



11 

導入高爾夫球製造廠之供應鏈數位串流暨 AI應

用，確保製程中的供料與交期穩定，減少交易成本與流程

時間。 

2. AI設備預診斷：本會透過協助螺絲製造與金屬加工業者

─ ，發展出金屬扣件 I.APP（Industrial App，相

近工業 App）及配套之生產設備/模具故障預診斷解決方

案，成功使 之產能利用率提升至少 45%，出貨不

良率下降 44%，突破中小型金屬扣件業者數位化能力不

足，生產數據多以紙本並仰賴人工研判之困境，透過雲端

服務降低傳統製造業智慧製造導入門檻，強化產業競爭

力，未來可望將該成果再延伸至其他金屬製品領域。 

3. 品質預測模型：為強化我國資服業者於製造業之資訊服務

能量，本會將同步處理模組與製程品質關聯分析技術移轉

予資服業者─ ，並與本會技術團隊共同輔導自行

車花鼓製造廠─ ，協助 建立起在非

自動化生產之狀況下的有效品質預測模型。該技術導入

後， 產線的不良率由 3%降低為 1%以下，節省

年成本達 275萬元，實現國內第一條具品質預測功能的自

行車花鼓生產線，有利於未來爭取國際自行車品牌訂單。 

4. 智慧工廠管理服務：本會藉由技術導入，產出手機/平板版

本可使用之報工系統，協助南部防爆燈具製造商

運用自動排程打造生產戰情室，提供每個工站進行簡便而

迅速的產線即時報告。透過此項報工服務， 得以

了解目前訂單所在之工序、產量、狀態，有效減少人工排

程的時間成本，並以更精準的方式計算急單/插單是否能如

期達交；且管理階層亦能精準掌握產品履歷，找出待改善

之產線瓶頸，往智慧工廠的轉型邁進。 

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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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體感遊戲體驗分析管理平臺：109年度疫情對各種產業造

成之營運衝擊，包含實體場館在內之業者也面臨急迫轉型

的壓力。有鑑於此，本會透過輔導南部體感科技產品開發

設計業者 ，開發 VR虛擬實境飛輪、VR

虛擬實境划船、VR虛擬實境攀岩，以及體感遊戲體驗分

析管理平臺，打造體感健身房，並於高雄心運動體能訓練

中心進行實證，持續合作體感六軸平臺之開發。在本會積

極的技術支援投入下， 由原先的小型體

感內容產製商，轉而跨域經營起位於高雄駁二 的

體感場域，員工人數倍增；年營業額也由約 1千萬元提升

至超越 5千萬元之表現，達到五倍成長。該項數位轉型成

效更促使 與韓國「首爾智慧城市協會」

之代表簽署MOU合作意向書，此國際合作預計將為該企

業帶來 30萬美金的訂單，發展前景可期。 

6. 工控資安防護快篩服務：在工業 4.0的趨勢帶動下，封閉

式的工控環境逐漸走向開放式，隨之提高的連網頻率，讓

工控設備成為駭客覬覦攻擊的目標，資安風險日增。本會

透過提供資安智能工控防護快篩服務予南部機械設備製造

業者 ；即針對工控場域網路環境，以深度學習與

AI可轉移學習技術之導入，進行自動化資產盤點、網路封

包分析和後續白名單偵防示警，提升營運相關設備與網路

自主防護能力。技術與服務導入後， 順利將原本

需數周之大量人工解析的防護作業縮短至數天（甚至數小

時內）便可生成報告；所建立之偵防示警白名單亦能有效

偵測產線異常行為，包括近年常見之主流勒索病毒

（WannaCry、Trisis、VPNFilter、Ryuk等），多能迅速於

示警後進行續隔離防護，有效降低工控產業智慧化之運作

風險。 

O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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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國家產業政策，主導跨領域技術合作創新 

自從經濟部於 107年 7月宣布啟動「法人革新」，賦予本會

「平臺型法人」之發展定位後，本會歷年皆視大環境趨勢與國家產

業發展政策，積極規劃執行跨領域技術合作方案，媒合領域型法人

擅長之專業領域研發能量與在地產企業關係網絡，帶動各別領域產

業的技術紮根與服務創新。茲將本會於 109年度具代表性之跨領域

合作案摘述如下： 

1. 智慧健身評量技術：因應政府計畫推動次世代環境智能系

統技術研究，本會系統所主責於體感科技領域，結合鞋技

研發中心在運動健身產業之專業知識，與研發運動多感測

技術與運動效能評估指標的相關廠商（如 、

、 等）來進行運動設備升級，並整合現有穿戴

裝置開發出智慧穿戴動作辨識套件；此外，亦配合具運動

數據處理能力之虛擬教練軟體服務，以及健身房場域驗證

所需之 Apps開發，彙整關鍵廠商如 、 、

、 等軟硬體開發業者、內容商（如

、 、 ）與自行車研發中心的課程內

容一起推動場域前導測試，打造體感科技的虛實整合應用

新市場。目前該項方案已於新北泰山體育館、

、南部體感場域（包含鳳山運動園

區、 、 、橋頭園區等）推展可商轉創新應用服

務之場域實證，且完成與 之動作辨識技術產

業合作導入。本會更在 109年度串聯全臺 21家運動服務

業者、9家設備製造業者、10家資訊服務業者，及 10個

學研界/公協會/社群等單位，成立「MOVE運動科技大聯

盟」（目前累計會員有 50家），以「找夥伴、創商機」

模式，加速推動國民科技運動生態系，共創運動科技新產

品與新服務商模，增加跨界合作契機。 

OO OO O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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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智慧導向資安共創技術：因應政府對智慧製造產業未

來於資安技術應用的重視，本會資安所主責帶領工研院巨

資中心、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共同研商實際對工業控制現場資訊交換安全性需求缺

口之對接，並由精機中心與金屬中心協助執行場域驗證。

本跨領域合作項目將與全球一致的 IIoT工業互聯網/工業

物聯網相關系統安全框架等標準納入資安共創協作架構與

整合介面設計，針對 OT（Operation Technology，營運技

術）場域之端點導入 AI資安異常分析技術，建立起便於

快速架構的輕量化嵌入式設備異常行為偵測模組及系統威

脅分析技術資安元件，並善用工控協定逆向工程技術產出

5種以上未知工控協定之異常偵測基準線，對異常偵測之

實驗準確率可達 99%以上，協助業者解決當前生產線機臺

設備缺乏資安標準保護的問題，維持製程運作不受惡意攻

擊而中斷，提高企業自主防護能力。該技術目前已成功依

據國際資安驗證規範，建立產線工控設備測試平臺滲透測

試案例 40條，以及 5個分群和環境風險評量模型，且實

際將技術導入 、 、 、 、 和 ，

以及 、 與 等 9個場域

進行各類實際驗證，形成工控資安攻防測試的重要參考基

準產品，未來可望以合乎國際資安規範驗證之產品輸出海

外產線。 

(五)多方推動轉型意識，鏈結產業服務，打造數位轉型典範 

有迎合時代趨勢與產業需求的多元技術研發，也需要有完善的

產業服務加以配搭，才能讓技術更新全面性地於在地產企業中落地

生根。茲將本會於 109年度具代表性之產業服務成果摘述如下： 

1. 持續推動數位轉型學堂企業健檢與顧問服務：本會延續自

108年度起所建立之數位轉型能力盤點問卷、地方產業需

OO OO OO OO OOOO OO

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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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資料庫、資服業供給能力檢定資料庫等資源，結合方法

論與顧問服務機制，持續推廣有心轉型之企業參與數轉學

堂之健檢與顧問諮詢等服務。截至 109年底，數位轉型學

堂已累積有至少 3,990家企業會員參與轉型健診行列；透

過該項檢查，業者得以了解自家企業當前落在數位轉型的

何種階段，以及企業在各項數位資產指標上的評量表現

（內容包括運用能力成熟度、資產運用程度等），對本會

據此進一步協助有數位轉型需求之企業對接本會顧問能量

與各所新創技術有相當助益。而在顧問服務方面，數位轉

型學堂則以企業中高階主管為授課標的，Top-down模式

灌輸轉型觀念，促進數位轉型意願。109年度已辦理

等 20多產企業共識營；另替

等 3家進行共創營，建立企業發展藍圖，促成

本會民收超過 300餘萬元。 

2. 完成數位轉型化育者推動白皮書：為啟發產企業深入理解

數位轉型之觀念，促進本會推動產業技術服務能之認同感

與果效，本會於 109年 7月完成《數位轉型化育者》專書

之編撰與出版，透過同步發送實體書 450本與線上電子書

下載（下載數截至 109年底已累計達 2,833次），分享全

球數位轉型趨勢、挑戰，和對國外產業之啟發，亦分享資

策會協助政府及產業推動數位轉型之方法、步驟與策略作

法，透過專書中的 33個「本土企業變革案例」，為更多

國內業者帶來啟發與激勵的效果，協助更多在地企業選擇

適合自己的數位轉型模式。 

3. 秉持化育者角色積極鏈結公協會與業者驅動轉型能量：本

會與產業公會（如 TEEMA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軟協、TCA臺北市電腦公會等）合作，拜訪業界領導

廠商（如 等），及訪談資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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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業者 20家，透過對各界推廣數位轉型觀念與說明本會

可提供技術與應用等支援性服務內容後，持續吸引更多業

者參與本會數位轉型學堂診斷分析建議，援引各界之力帶

動願意投入轉型行列的正向產業生態發展。舉例來說，

109年度本會運用科技監理創新，完成與 ITS中華智慧運

輸協會和小客車租賃全國聯合會共同發展「智慧租車平臺

及應用服務」，推動小客車租賃產業數位轉型，並促成與

簽署MOU合作意向書，加速智慧軌道產業發

展，協力開展車站智慧創新應用服務，提升智慧移動服務

的市場商機；此外，本會亦透過促成資通訊與健康醫療事

業之結合，支援 5G相關應用導入 ，帶動精

準健康的趨勢發展，引領臺灣醫療產業在數位醫療商用服

務上的革新，雙方並於 109年 12月 10日在臺大醫院北護

分院院長黃國晉的見證下，正式簽署「精準健康生態系策

略聯盟」。 

4. 成立具產業指導與示範性效果之數位轉型委員會：本會與

TEEMA電子電機公會合作成立「數位轉型委員會」，藉

由推動包含 CDxO培訓、轉型思維推廣、經驗交流及標竿

案例研究功能的「數位轉型長俱樂部（CDxO Club）」、

串連領域上下游供應鏈業者參與各項智慧化實證合作並催

生標竿示範產業群聚的「供應鏈生態轉型共創

（DxForesight）」，以及透過公協會推薦 12家數位轉型

楷模合辦「第一屆數位轉型楷模獎（DxAward）」等方

式，深入國內產業端建立起數位轉型推廣與示範作用。 

(六)發揮資通訊智庫功能，完備產業推動環境與執行策略，

深化各界的信任和影響力 

1. 以國家智庫高度引領各界預應籌謀後疫情時代產業策略：

因應 109年度疫情肆虐，為超前構思與布署後疫情時代各

種產業之發展或轉型策略，本會加強督導完成專題報告

OOOOO

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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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流行時代－疫情帶來的影響與變化」。該報告之議

題涵蓋度廣自疫情的擴散、影響，到後疫情時代之未來趨

勢，以疫情影響「政治經濟」、「生產營運」、「消

費」、「社會連帶」及「科技」等六大面向進行完整論

述，提供政府及產企業及早判讀未來風險與商機，為此預

作準備。針對前述專題報告，本會更於 109年度為國內外

政府及業界進行累計 20場次之「疫情後，產業策略因

應」議題分享（包含國外單位 5場、國內政府單位 9場、

業界 6場），充分完成知識交流與擴散，累積智庫角色之

影響力。 

2. 以專業智庫知能提出產企業應對環境風險之解決方案：針

對疫情延燒，本會產研所自 2月起，開始於 AISP情報顧

問服務網設置有「COVID-19專區」，免費開放超過 110

篇評析報告、22支影音分享，累積總點擊已超過 11萬

次；此外，亦於 YouTube開設「DxBAR頻道」，製作有

52部主題影片，同時分享本會研發成果及協助企業數位轉

型之案例，總計觸及人數達 76.7萬人、觀看 13.7萬次，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疫情期間的資訊新知。另一方面，本會

亦分別於 6月及 10月舉辦 33rd MIC FORUM 

SPRING/Fall研討會，以及實體或線上 CEO Briefing共

計 11場次，維繫與產業高階主管之鏈結，具體掌握產業

痛點及迫切需求。運用上述情報交流與研討活動，本會竭

力協助產企業能於疫情衝擊期間，即時掌握可採用之產經

變局、轉型趨勢與商機脈動，如把握時勢迅速部署數位經

濟、強化非接觸式及防疫科技等潛力應用及策略布局，協

助產企業在此波困境中，進行更具彈性、韌性與在地化供

應鏈調整等因應之道，深植產企業協助推動與困難輔導之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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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公正法人角色打造推動跨法人開源成果交流平臺：為驅

策各項科技研發成果加速技術移轉至海外市場，提振臺灣

本土研發之能量聲望；本會於 109年度以同時兼具研發與

智庫法人之公正角色，從研發分享、法制研析等路徑著

手，研擬「臺灣科技計畫授權條款 1.0版（Taiwan 

Technology Project License version 1.0,TTPL-1.0）」，並

建立「本土法人成果 Source Sharing平臺（Taiwan 

Source Sharing Platform，簡稱 TWSSP）」，推動跨法人

之間合於法遵架構的科技成果授權分享與協作。藉由該平

臺，法人之間以開放式創新精神出發，從成果的分享到發

展構想的徵集，都能有更迅速且方便的管道，援引跨法人

之智慧群力共創，將有限的資源轉化為對臺灣未來產官學

研界共同發展之最大效益，打造共創生態系，有利於促成

各項科技研發成果在開源領域能受到國內外產業界之尊重

與認同。 

4. 向政府提供優化開源資服採購相關規制之建言：支援國家

產業應對疫情衝擊之餘，109年度本會亦貫徹國際開源趨

勢及文化精神，加速研析開源社群商業模式、相關授權及

貢獻者條款等實際規劃運作（研析「開源商業模式應用於

政府科技專案成果開源研究」）。除協助中華民國資訊軟

體協會就其 109年度資服產業白皮書中，針對政府與產業

開源採購此部分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之外；更進一步督導會

內團隊，將開源軟體建置服務納入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之

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中，同時提供開源軟體安裝建

置人力服務與維護服務，協助政府部門降低採購預算並制

衡大廠的軟體授權定價，推廣政府開源應用。在本會努力

之下，109年度共計有 8家公司得標開源服務上架項目，

兼顧政府機關資訊業務推動與運用開源軟體提升我國資服

業者之軟體開發能量等多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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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各部會完善無人機相關之交通科技友善法規環境：在

107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後，本會遂緊鑼密鼓地展開各項與無人機應用於智慧交通

相關之法制環境討論與建構。故而於 109年度，本會分別

透過參與規範制定，協助農委會防檢局修正農噴無人機人

員術科考試等內容、協助交通部民航局參照歐洲航空安全

局和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等報告建立無人機在視覺辨識、自

動決策應用上的 AI應用標準及安全指引，更協助經濟部

5GO促進無人機廠房巡檢應用相關操作規範，帶領臺灣產

業邁向次世代智慧運輸新紀元。 

6. 支援經濟相關部會重要幕僚工作：本會產研所長期擔任經

濟部幕僚工作，針對全球與臺灣在地之重要趨勢議題與無

法預測之環境風險，作出即時且彈性的策略建言。舉例來

說，如協助政府擘劃 5G數位轉型下的新應用服務與新生

態系，透過對 5G網路系統、應用服務之需求端及供給端

盤點調查，找出機會，提供推動團隊參考運用；更協助挑

選出超過 20家業者於展演、交通、製造、遊戲等領域投

入 5G系統與應用發展，帶動衍生投資超過 40億元。此

外，本會亦鎖定紅色供應鏈議題，由產研所為經濟部對國

安局報告，製作「因應全球貿易新情勢，ICT產業供應鏈

重整之政策方向」簡報，提供產業發展意見，做政策制定

參考。 

(七)培育數位轉型人力能量，厚實產業所需人才 

本會長期肩負臺灣資通訊領域各項專業人才育成、跨域人才整

合，以及協助產官學研界建置人力培育基礎環境和擬定最適人才培

植策略之重要角色。茲將 109年度本會人培業務重要代表性規劃與

成果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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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轉型人才學習地圖與職涯訓練及認證平臺建立：數位

轉型為當前各領域之重點發展方向，為順利帶動產企業往

轉型之路邁進，培育出適當的專業人力對業者加以支援引

導至關重要。有鑑於此，本會邀請各研究所內部共 18位

專家組成團隊，在綜合考量政府發展重點、產業變遷趨

勢、本會自主研發主軸，以及盤點各研究所當前專業技術

人力現況後，最終鎖定「AI人工智慧、IoT物聯網、

Cyber Security網路安全和 Data Tech數據處理技術」四大

領域，做為 109年度本會人力培育的重點主軸，藉此完成

各類重點領域的學習地圖規劃，完備人才職訓循序漸進的

具體運作模式。另一方面，本會亦同時利用訪談會內研究

所主管、舉辦內部專家會議等模式，確立六大職務和職能

內涵（包含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師、物聯網應用工程師、資

訊安全工程師、安全軟體工程師、巨量資料工程師及巨量

資料分析師）、規劃能力評鑑主題及評鑑內容，並建置包

含職能補強學習回饋、職能評鑑考試平臺、試題鑑別度評

估系統及數位人才儀表板等系統（整體模型涵蓋轉型職能

基準建立、轉型人才職能盤點、轉型職能落差分析、人才

職能落差弭平，以及學習履歷技術認證等），有助於本會

據此制定出最適當的人才培訓管理策略，為未來供應產業

界各樣數位轉型人才之階段性培育計畫做足準備。 

2. 四大重點領域對應人才培訓及課程資產平臺化：針對前述

「AI人工智慧、IoT物聯網、Cyber Security網路安全和

Data Tech數據處理技術」四大重點領域，本會現已建構

有相對應領域課程共 229門，並將之規劃為教學核心資產

且逐步平臺化；包含 Corelab 143門、跨域網路學院 24

門、資安網路學院 8門、AIGO 44門、5G 產業課程與技

術資源平臺 10門等，皆放置於網路平臺活化運用。此

外，本會於 109年度辦理人才於四大領域之職能落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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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提供適性化學習建議及培訓專班，徵集部門符合條件

之同仁試行前測和後續培育、驗證學習成果且取得認證，

包含線上與實體課程資源共計 184門、規劃適性化實體培

訓專班 3班次；完成培訓並執行職能評鑑試題共 600題

後，全會參與的 149位專業工程師同仁整體測驗通過率為

61%，約有 90位技術人才取得相關認證，並於人才儀表板

上登錄統計，協助會內主管掌握人力現況，有制度地精進

團隊專業知能。 

3. 跨域合作串接資源以滿足產學研多方人培需求：為達以適

性學習科技支持數位轉型人才養成之目標，本會規劃以 31

堂產品化課程，搭配全線上自學型、混成式學習型、全直

播共學型 3種類型的 ICT能力標準教材，整合語文進修、

升學就業、技職培訓、高階專技四大領域的學習業者，制

定出對學習履歷的共通標準，完成對數位轉型人才培育模

式的基本框架共識。而有鑒於數位轉型人才需要跨域整合

的知能，故本會再進一步聚焦「網路服務與電子商務」、

「智慧聯網」、「資料科學與數據分析」、「智慧內

容」、「AI」、「5G」等議題，搭配產學研界合作執行

「在學」、「在職」等不同階段長期人才育成之型式，養

成具備跨域合作訓練經驗的優質人才。在執行實績上，本

會於 109年度就「在職」階段，透過產業出題×人才解題

的機制，匯集 64家企業或公部門所面臨的 93項 AI轉型

問題，發展出超過 52個 AI應用案例，將各產業領域企業

痛點和 AI人才智慧實作緊密接軌。就「在學」階段，一

則採用 PBL專題導向學習模式（Project-based 

Learning），鏈結 14家法人與 11家企業，將產業實際問

題設定為專題議題，由產業業師指導在學學生，結合五大

數位經濟領域線上課程與線下業師指導，從中累積跨域合

作與數位應用能力；二則回到產業出題，直接引進學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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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進入企業實戰，從中獲取第一線的實務運作經驗，以

5G議題為例，109年度本會即引導 20家企業就商用 5G

產品研發出題，並媒合 45所大專校院媒合學生進入企業

參與研發活動，完成 32個 5G技術專題，做到人才實戰、

以戰代訓。 

4. 開源敏捷工具平臺之種子人員培訓：為全力推動會內各技

術研究所相關研發人員充分運用「DevOps敏捷工具整合

平臺」，以自身技術力量投入並引領產、政、學各界熟悉

該開源平臺之使用，本會於 109年度優先選定會內各技術

研究所所內的一項計畫進行試用，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試行後，共計有 40名種子人員參與完成教育訓練內容，

經調查平均滿意度達 8.2分，對於累積平臺實際營運之服

務經驗及改善會內軟體研發環境帶來助益。 

5. 系統性推動數位轉型顧問培育：為厚植本會數位轉型學堂

之顧問服務能量，並持續性地產出優質顧問人力，協助各

產企業進行數位優化與數位轉型之任務，本會自 108年起

便開始推動相關 ACE（Architect、Consultant、

Evangelist）顧問培訓課程。截至 109年度已累積辦理第二

梯次，培訓內容包含顧問方法、交流講座、兩階段實戰演

練等，目前共累計培育出 100位數位轉型顧問。除培訓活

動以外，秉持長期育才規劃，本會亦著手建構數位轉型顧

問職能基準與學習地圖，完成顧問分級制度設計，以明確

的人才培育路徑系統性的涵育顧問團隊知識素養，並作為

本會後續對外部產業開課的培訓藍圖。 

6. 完成一級副主管接班人培育計畫與共識凝聚：本會經由探

討研析，發現會內高階主管平均管理綜合能力多高於臺灣

地區主管之水平，其中具優勢之能力主要在決策與風險衡

量、計畫與安排工作，而在傾聽與組織訊息、清晰思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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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部分能力則有待提升。據此，本會在綜合考量後，

開始逐步規劃會內一級副主管培育計畫，透過外部顧問與

Mentor一對一解析，依據主管個別之待發展能力，訂定個

人發展計畫；109年度共計有 20位高階管理人才參與，完

成主管管理才能評鑑地圖並產出個別報告。除次之外，為

強化跨域連結、凝聚團隊共識，本會更擴大辦理兩天一夜

之「策略會議及 iMAP共識營」，透過管理個案研討專班

來精進接班梯隊管理能力，並透過夜間活動、軟性團隊活

動，強化主管間情誼交流，迎向組織共好。 

(八)運用科技研發與智庫知能，善盡法人社會責任 

基於本會核心業務之設定，故在參與社會責任上，本會也努力

集思廣益、多元化地運用技術研發與智庫知能，守護國人生活便利

性與生活品質；尤在遭受疫情打擊的一年，以本會之運作能量連帶

提升臺灣於全球化趨勢中的國際聲望及尊嚴，更為重要。茲將 109

年度本會法人回應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代表性事例摘述如下： 

1. 開發遠距工作工具網站，維持安全距離降低防疫生活不

便：為於 109年度疫情期間善盡法人社會參與之責任，本

會動員研發專業及產業推動之能量，對應防疫安全與無預

警隔離等對遠距工作的需求，打造「遠距上班軟體工具網

站」，協助社會大眾及企業主適應過渡時期的生活不便與

困擾，目前累積服務人次已超過 2萬人。該網站主要蒐集

彙整本會主動篩選過之合適 e化工具及政府紓困振興之訊

息集，透過開源平臺提供給業界各級廠商（特別是中小企

業）參考使用，應用內容則涵蓋遠距上班、OA工具、企

業應用、商業服務、先進技術、機房管理等六大項目，共

計 358項產品；並與資服業者合作，免費推薦提供本國企

業適用之解決方案共 161項，分門別類說明功能，方便使

用者查詢，普遍受業者重視與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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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本國製造商供應國際防疫物資，提振臺灣國際聲望：

因應 109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帶來全球對防護用醫材、

檢疫用品的大量且緊急需求，以及各國在地產線物料人工

匱乏故無法及時供應產製等問題，本會臺日中心快速掌握

此缺口，多方媒合如 （供應

熔噴布等原物料）、

（分別藉由 與 之

通路，銷售防護隔離衣至新加坡與日本）、

（分別藉由 與 之

通路，銷售檢驗試劑至菲律賓與印度），以及

（媒合 手持式眼底鏡技術與

之品牌通路，共拓第三國市場）等，以臺日企業相

互合作順利供應各國市場採購需求。於此全球疫情緊繃之

際，讓臺灣藉由供應國際防疫物資來提振國家知名度及國

際聲望。 

3. 以法律智庫功能加速防疫醫療產品開發及臨床實驗合法進

程，提升人類生命安全感：本會在此波疫情中，不僅應用數

位科技對抗疫情，在必須遵循之法規程序上，亦積極彙整

WHO、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歐盟智財局、英國國民保

健署、德國聯邦資料保護與資訊自由官、日本內閣 IT綜合

戰略室、新加坡科技局等各國法制政策，回應處理透過公私

夥伴關係加速疫苗開發、緊急使用授權、政府資助呼吸器研

發成果於疫情期間之收購爭議、遠距醫療、個人防護設備出

口管制措施、使用位置資料和聯繫跟蹤 APP指引等議題。

此外，更參考美國 FDA「COVID-19大規模流行期間進行醫

療產品臨床試驗指引」，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規模

流行期間進行臨床試驗」建議，協助疫情解決方案加速臨床

試驗之餘，同時維護臨床試驗完整性與確保受試者安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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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政府應對疫情並完備法制碁盤，提供國人對生命財產有合

法醫療行為保護之安全感。 

4. 首創國內電輔交易平臺，支援輔助再生能源普及應用：隨著

民間對綠電的接受度與採用程度提升，106年立法院通過之

電力法中也確立國內將試行建立輔助服務與備用容量交易平

臺。有鑒於此，本會在技術研發上集結資策會、工研院、臺

綜院三大智庫之能量，以及 大學之

電力市場調度分析研究，完成電力市場自由交易技術和電力

系統機組排程；並將前述技術透過與設備廠

、資服業者 、 、 、連接器大廠

，以及 之合作，使儲能技術與調度技術國產化，

形成能源與電力輔助服務及銷售之產業生態系，共同帶動公

共電業轉型。此外，未來更計畫以三年三階段綠電交易服務

平臺建置及人才培育為重要工作項目，促進民間電源資源能

以此交易平臺同步導入，確保電網供能穩定，使再生能源的

推廣與應用得以更被廣大企業主與民眾接受，落實環境能源

永續議題。 

5. 持續推動原鄉無線寬頻，縮短數位落差：本會與原住民族委

員會自 102年度在桃園市復興區建置 i-Tribe戶外無線網路

開始，年年皆在此項工程上不間斷地投注資源心力；累計至

109年度，本會共已完成全臺各地 481個部落無線寬頻環境

建置，全國熱點達 2,886個，建置部落數達全國 737個部落

總數的 65.2%，部落人口涵蓋率為 81.66%，影響人數超過

35萬人。此外，本會亦多次辦理 i-Tribe推廣教育訓練課

程，109年度便約執行有 50堂課程，內容涵蓋使用教學、

直播在地農產等；甚而藉由該項計畫完成布農族紀錄片一

支、布農族《誰去取火》繪本一本，出版《縱谷傳音》音樂

創作音樂片一套。綜整觀之，該項數位落差縮減計畫不僅有

O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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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原鄉族人提升實際生活中對醫療、教育、觀光及產業推

動的便利性，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保存也助益匪淺。 

6. 提升校園交通安全，保障行路人生活品質：本會自 108年度

開始，便持續運用智慧交通辨識預警技術開發出適合亞洲地

區特有混合車流環境使用之安全警示系統。109年度，本會

亦擴大深化對此 Scooter2Infra Safety System智慧機車安全警

示系統之系統應用，整合邊緣端感知決策技術、雲端大數據

分析技術、智慧路側系統，以及機車車載設備，在場域推動

上擴大規模進行校園交通安全警示工作；即結合國內超過

10家產學研單位（包含 TTIA臺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大

學、 、 、 、 、

、 、 、 、 、

），透過在四所大學校內 70個易肇事路口安裝路側設

備，以及於 8,750輛學生機車和 550輛共享機車上安裝車載

設備等方式，有效使校園內機車行車速度降低 2%~14%、校

園內機車事故率減少 33%~50%。該項研發計畫已連續兩年

榮獲「2019 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全球 ICT卓

越獎之傑出公眾合作服務獎」、「2020 Edison Awards愛迪

生獎銅牌獎」之國際獎項肯定，成功維繫行路人的生命安全

與校內生活品質。 

7. 扣合高齡社會議題，促進銀髮長者健康生活：本會藉由與雙

北市府合作，於臺北市松山、內湖健康中心，以及新北市的

9個區域據點開設「銀髮長者健腦課程」，109年度累積有

307人次參與，亦運用 VR防盲體驗，推動各式銀髮族有感

學習，促進高齡社會全人健康生活意識，降低國家與個人之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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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動新住民語遠距教學，強化弱勢族群教育機會：本會運用

技術之直播共學服務模式獲得教育部國教署及各縣市政府支

持與採用。延續 108年度之推動成果，今年度亦於全臺 20

縣市施行新住民 7國語言直播學習，共計有 141校、410位

學童參與新住民語文遠距教學，降低城鄉人力素質發展落

差。另一方面，前述遠距教學服務模式在此波疫情中，更被

複製使用於「英語」教育，支援輔助 46校全校 3-6年級線

上學習，做到防疫不停學。 

在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支持與指導下，本會 109年度營運穩健，

研發技術移轉、產業技術服務、智庫幕僚、人才培育等業務均有成

長，技術成果產業化及創新應用亦有佳績。展望未來，將持續透過

建立跨產業數位轉型服務平臺，提供全方位之數位轉型化育服務，

加速產業數位轉型。 

另一方面，對內將提升組織活力，營造跨域共創文化；整合會

內資源，強化研發與數位轉型服務能量；以及運用創新科技，落實

社會責任。綜上所述，本會業務符合設立宗旨及捐助章程規定。 

 



貳、財 務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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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收 支 營 運 決 算 表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3)=(2)-(1)

％

(4)=(3)/(1)*100

5,663,830,032 收入 4,955,888,000 5,301,325,268 345,437,268 6.97%

5,562,462,716   業務收入 4,890,000,000 5,154,722,179 264,722,179 5.41%

5,562,462,716     勞務收入 4,890,000,000 5,154,722,179 264,722,179 5.41%

1,581,204,594       政府補助計畫收入 1,500,000,000 1,417,385,031 (82,614,969) -5.51%

2,596,453,913       政府委辦計畫收入 2,220,000,000 2,383,873,424 163,873,424 7.38%

1,384,804,209       民間委辦計畫收入 1,170,000,000 1,353,463,724 183,463,724 15.68%

101,367,316   業務外收入 65,888,000 146,603,089 80,715,089 122.50%

99,513,999     財務收入 65,396,000 144,028,977 78,632,977 120.24%

1,853,317     其他業務外收入 492,000 2,574,112 2,082,112 423.19%

5,612,254,564 支出 4,954,473,000 5,260,406,237 305,933,237 6.17%

5,590,855,944   業務支出 4,941,752,000 5,204,511,067 262,759,067 5.32%

5,123,984,169     勞務成本 4,517,942,000 4,726,725,065 208,783,065 4.62%

466,871,775     管理費用 423,810,000 477,786,002 53,976,002 12.74%

32,729,407   業務外支出 12,721,000 64,621,026 51,900,026 407.99%

22,379,731     財務支出 1,062,000 45,419,534 44,357,534 4176.79%

10,349,676     其他業務外支出 11,659,000      19,201,492 7,542,492 64.69%

(11,330,787) 所得稅費用(利益) -             (8,725,856) (8,725,856) -

51,575,468 本期賸餘 1,415,000 40,919,031 39,504,031 2791.80%

金   額 ％

其他綜合餘絀

(23,166,409)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                  88,997,683 88,997,683
-

195,004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

之其他綜合餘絀之份額

-                  57,968 57,968 -

4,633,280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之所

得稅

-                  (17,799,537) (17,799,537) -

(18,338,125)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                  71,256,114 71,256,114
-

項         目

主要係出售資拓宏宇股權致投資收

益增加

本年度預算數

(1)

主要係因呆帳估列迴轉

主要係因科技專案計畫減少

勞務收入增加致成本增加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主要係因積極爭取產業推動計畫，

以補政府補助計畫之缺口

主要係因財產報廢損失增加

主要係因承接工業局委辦計畫較預

期增加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9年度

上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本年度決算數

因建構全會營運管理平台、資安管

理及防護機制、提升全會骨幹網路

效能等支出，致管理費用增加

主要係因匯兌損失增加

上年度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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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 32,193,175

   利息股利之調整 (24,193,480)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 7,999,695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 113,543,514         

       各項攤提 56,953,124

       呆帳損失迴轉 (1,372,485)

       提列資產減損損失 3,148,98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賸餘 (16,375,322)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短絀 2,861,892

       處分無形資產短絀 9,797,487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賸餘 (91,600,36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款項減少 204,101,842

       　預付款項減少 25,091,895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70,364,061)

     　　什項資產增加 (763,944,273)

     　　應付款項減少 (64,322,632)

     　　預收款項減少 (96,750,046)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508,675)

       　淨確定福利負債-非流動減少 (45,824,892)

       　遞延負債減少 (18,617,102)

       　什項負債增加 764,785,105

       　負債準備增加 3,158,087

       營運產生之現金 21,761,776

       收取之利息 24,153,089

       支付之所得稅 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5,914,86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增加 (538,427,676)

   非流動金融資產-定期存款減少 408,714,202

   受限制資產減少 18,660,507

   退休職金減少 19,746,972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0,000,000)

   收取之股利 803,388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價款 491,713,169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94,716,521)

   取得無形資產價款 (48,809,19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處分價款 414,838

   什項資產–存出保證金減少 5,717,990

   遞延資產–遞延費用減少 3,245,32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07,062,99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什項負債–存入保證金減少 (1,296,709)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296,709)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51,681,15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91,462,09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43,143,243
           

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現 金 流 量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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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增   加(2) 減   少(3)

基金 700,000,000 -            -            700,000,000

  創立基金 129,500,000 -               -               129,500,000

  其他基金 570,500,000 -               -               570,500,000

公積 4,943,484 -            4,943,484      -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

  資股權淨值變動數

4,943,484 -               4,943,484         -                  因處分資拓宏宇股權，將採

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

變動數轉列餘絀

累積賸餘 2,467,684,932 112,117,177 -            2,579,802,109 轉入109年度之稅後賸餘數

40,919,031元；及確定福利

計畫之再衡量影響數

88,997,683元與其所得稅利

益(17,799,537)元

淨值其他項目 (57,968) 57,968         -            -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57,968) 57,968 -               -                  

    國外營運機構財

    務報表換算之兌

    換差額

(57,968) 57,968            -               -                  因處分資拓宏宇股權，將國

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

兌換差額重分類至餘絀

合    計 3,172,570,448 112,175,145 4,943,484      3,279,802,109

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淨 值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項        目

本 年 度 期 初

餘         額

(1)

本   年   度 本 年 度 期 末

餘          額

(4)=(1)+(2)-(3)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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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第1頁；共3頁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3)=(1)-(2)

％
(4)=(3)/(2)*100

流動資產 3,895,984,129 3,282,755,997 613,228,132 18.68%

現金及約當現金 843,143,243 591,462,092 251,681,151 42.55%

流動金融資產 1,550,435,731 1,012,008,055 538,427,676 53.20%

應收款項 829,485,517 1,032,977,871 (203,492,354) -19.70%

預付款項 99,566,857 124,658,752 (25,091,895) -20.13%

受限制資產 490,368,718 509,029,225 (18,660,507) -3.67%

其他流動資產 82,984,063 12,620,002 70,364,061 557.56%

投資、長期應收款及準備金 745,802,718 1,502,886,894 (757,084,176) -50.38%

採權益法之投資 176,230,265 564,853,267 (388,623,002) -68.8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46,986,319 186,986,319 60,000,000 32.09%

非流動金融資產-定期存款 0 408,714,202 (408,714,202) -100.00%

退休職金 322,586,134 342,333,106 (19,746,972) -5.7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55,431,445 371,500,422 (16,068,977) -4.33%

房屋及建築 16,202,040 16,532,694 (330,654) -2.00%

機械及設備 240,147,068 261,827,074 (21,680,006) -8.28%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8,699 143,322 (34,623) -24.16%

什項設備 43,128,921 44,409,938 (1,281,017) -2.88%

租賃資產 41,777,097 37,155,136 4,621,961 12.44%

購建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067,620 11,432,258 2,635,362 23.05%

投資性不動產 301,096,302 304,495,686 (3,399,384) -1.12%

土地 160,070,824 160,070,824 0 -        

房屋及建築 141,025,478 144,424,862 (3,399,384) -2.35%

無形資產 307,713,024 328,803,424 (21,090,400) -6.41%

其他資產 977,048,221 220,322,268 756,725,953 343.46%

遞延資產 70,725,544 72,225,874 (1,500,330) -2.08%

什項資產 906,322,677 148,096,394 758,226,283 511.98%

 資產合計 6,583,075,839 6,010,764,691 572,311,148 9.52%

項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比  較  增  (減)

說明：

本會會計制度於108年12月6日奉經濟部經計字第10804026050號函同意，自109年1月1日實施。因應新會計制度將108年12月31日部分會計科目

重分類，請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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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第2頁；共3頁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3)=(1)-(2)

％
(4)=(3)/(2)*100

流動負債 1,612,044,194 1,770,990,185 (158,945,991) -8.97%

應付款項 1,272,899,754 1,334,587,024 (61,687,270) -4.62%

預收款項 333,342,318 430,092,364 (96,750,046) -22.50%

其他流動負債 5,802,122 6,310,797 (508,675) -8.06%

長期負債 591,495,544 726,318,119 (134,822,575) -18.56%

淨確定福利負債 591,495,544 726,318,119 (134,822,575) -18.56%

其他負債 1,099,733,992 340,885,939 758,848,053 222.61%

遞延負債 171,116,490 178,914,920 (7,798,430) -4.36%

負債準備 37,733,955 34,575,868 3,158,087 9.13%

什項負債 890,883,547 127,395,151 763,488,396 599.31%

負 債 合 計 3,303,273,730 2,838,194,243 465,079,487 16.39%

基金 700,000,000 700,000,000 0 -        

公積 0 4,943,484 (4,943,484) (1.00)      

其他公積 0 4,943,484 (4,943,484) (1.00)        

累積餘絀 2,579,802,109 2,467,684,932 112,117,177 4.54%

累積賸餘 2,579,802,109 2,467,684,932 112,117,177 4.54%

淨值其他項目 0 (57,968) 57,968 -100.00%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0 (57,968) 57,968 -100.0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0 (57,968) 57,968 -100.00%

淨 值 合 計 3,279,802,109 3,172,570,448 107,231,661 3.38%

 負債及淨值合計 6,583,075,839 6,010,764,691 572,311,148 9.52%

項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比  較  增  (減)

說明：

本會會計制度於108年12月6日奉經濟部經計字第10804026050號函同意，自109年1月1日實施。因應新會計制度將108年12月31日部分會計科

目重分類，請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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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附表)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第3頁；共3頁             單位：新臺幣元

流動資產

應收款項 1,018,136,530 14,841,341 1,032,977,871 原帳列其他流動資產項下之應收收益、應收利息、應收退

稅款及其他應收款(合計14,841,341元)重分類至應收款項

受限制資產 567,343,912 (58,314,687) 509,029,225 原帳列受限制資產項下之代管資產(58,314,687元)重分類

至什項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27,461,343 (14,841,341) 12,620,002 原帳列其他流動資產項下之應收收益、應收利息、應收退

稅款及其他應收款(合計14,841,341元)重分類至應收款項

其他資產

遞延資產 60,599,392 11,626,482 72,225,874 原帳列什項資產項下之其他遞延費用(11,626,482元)重分

類至遞延資產

什項資產 101,408,189 46,688,205 148,096,394 1.原帳列受限制資產項下之代管資產(58,314,687元)

  重分類至什項資產

2.原帳列什項資產項下之其他遞延費用(11,626,482元)

  重分類至遞延資產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1,349,362,892 (14,775,868) 1,334,587,024 原帳列應付款項項下之保固準備(14,775,868元)重分類至

負債準備

其他流動負債 64,625,484 (58,314,687) 6,310,797 原帳列其他流動負債項下之代管補助款(58,314,687元)重

分類至什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準備 -              34,575,868 34,575,868 1.原帳列應付款項項下之保固準備(14,775,868元)重分類

  至負債準備

2.原帳列什項負債之負債準備-除役負債(19,800,000元)

  重分類至負債準備

什項負債 88,880,464 38,514,687 127,395,151 1.原帳列其他流動負債項下之代管補助款(58,314,687元)

  重分類至什項負債

2.原帳列什項負債之負債準備-除役負債(19,800,000元)

  重分類至負債準備

項    目
上年度決算

原申報數
(1)

上年度決算

重分類後申報數
(3)=(1)+(2)

重分類
(2)

重分類說明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