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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最近年度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 
      

    財團法人名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主管機關：經濟部 

    年度：111年度                           

捐助機關(構)：經濟部、台元紡織公司、新光紡織公司、永豐餘造紙、環球水泥

（股）、臺灣水泥（股）、大同（股）、三陽工業（股）、中國人造纖維（股）、聲寶

（股）、南亞塑膠（股）/臺灣塑膠（股）、太平洋電線電纜（股）、大陸工程

（股）、嘉新水泥（股）、臺灣聚合化學品（股）、東元電機（股）、大德昌石油化學

（股）、台南紡織（股）、臺灣松下電器（股）、華新麗華電線電纜（股）、遠東紡織

（股）、華隆（股）、東南水泥（股）、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拓展會、利華羊毛工業

（股）、士林電機廠（股）、和益化學工業（股）、中華紙漿（股）、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臺灣紙業（股）、亞洲水泥（股）、南港輪胎（股）、臺灣合成橡膠（股）、統一

企業（股）、統一大飯店（股）、華夏海灣塑膠（股）、益華羊毛工業 

    起迄日期：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一、營運計畫 

（一）業務計畫 

面對全球經貿紛爭及新冠病毒疫情衝擊，不論是產業及社會生活皆產生劇烈變

動，更加速了新興科技的應用與數位轉型的導入，政府也因應趨勢，除將新興科技

及數位轉型納入重點政策，並加速調整政府組織，籌設專責的數位發展部。 

資策會作為「數位轉型的化育者(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為在此波挑戰

中協助整體國家的數位轉型，除持續精進自身智庫、人培、研發及產業服務之能量，

深化各領域之服務外，更依內部重點策略，自行投資開源環境建構，提升軟體開發

環境及軟體合規，並成立數位轉型學堂(ACE School)，鏈結供需雙方。以下說明各項

業務之營運重點： 

1.技術研發： 

配合政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資安即國安、資料治理及數位經濟發展等政策方

向，本會持續深化「尖端應用」、「智慧服務」、「智慧製造」、「網通感知」及「環境

建構」五大領域，發展智慧交通、人工智慧、通訊、資安及資料治理等核心技術，

並強化技術的產業化布局，以協助政府與產業數位轉型。另一方面，為提升自身及

本土軟體業者的開發環境，本會自主投入發展開源軟體，傾力打造可靠、敏捷之開

源軟體環境，期協助業者強化產品合規並進軍國際。各領域重點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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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尖端應用： 

全球智慧交通市場未來 5年預計以 10.5%的CAGR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2025年達 545億美元，為協助我國成為多元車種混合車流安全系統的主要

技術輸出國，扣合行政院「台灣 AI 行動計畫」，結合人工智慧技術，以臺

灣機慢車混合車流的交通環境，發展利基型智慧交通應用。 

延續過往成果，今年將結合 Sardina 混合車流資料庫、iRSH 智慧路側

系統、TOS 智慧交通作業系統及二輪車安全警示智慧服務，發展 AI 全天

候交通安全輔助應用，並與國內機車、IPC、感測設備及系統業等產業業者

合作，進行產品出貨布局，此外，另與台灣松下合作發展 ITS智慧交通安

全警示系統原型，預計進軍國際市場(如法國鐵路與平交道監控市場)，共

創國際級系統整合公司。除推動產業，本會也與地方政府(台北、高雄)合

作，於車多事故熱區建置智慧路側設備，並引入事件軌跡自動繪測、車輛

軌跡預測等技術，協助政府發展道路安全警示應用。 

(2) 智慧服務：  

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興起，一個以資料驅動為根基的數位轉型

契機出現，但不論應用在開放金融、精準醫療或智慧城市，都需要一個信

賴體系與運作機制，而區塊鏈去中心化、高可信任、可追蹤性、透明度之

特質可補強機制之缺口。 

近年包括英國、新加坡、中國大陸、澳大利亞等都陸續將區塊鏈納入

其國家數位經濟或數位戰略等發展方針內，近期我國政府籌劃專責之數位

發展部時，也同時將資料治理列為重點業務之一。 

故扣合資料驅動之趨勢及政府數位治理之方向，本會運用多年累積之

區塊鏈技術，發展資料管理應用，近年以車聯網產業資料管理為主，結合

區塊鏈與物聯網技術，建置電子資料信任合規服務，研發如支援跨鏈資料、

來源管理、時間戳記證明、存證工具、交易資料監控、資料分析、IoT 上

鏈管理、檢驗憑證等功能模組或解決方案，落地實證方面，今年除協助智

慧車載裝置或車用電子系統業者服務轉型升級，同時協助監理單位制訂車

輛關鍵資料管理準則，並進行場域驗證。 

(3) 智慧製造：  

由於中美貿易戰及疫情造成了斷鏈風險，Gartner 亦於 2021 年公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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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科技趨勢主要圍繞著三大主題：以人為本、地點互異以及韌性傳遞。綜

觀國內外大廠也已分別朝人本感知互動、多人異地互動、產業韌性服務等

主流科技趨勢發展，故此，為以資通訊產業優勢，打造國內產業的全球供

應鏈韌性，並配合行政院「數位經濟方案」：DIGI+Industry 數位創新支持

跨產業轉型升級之政策方向，本會以自身智慧製造技術，發展情境感知韌

性決策支援系統。 

從盤點與歸納業界需求開始，並與產業合作，以實際場域蒐集感知數據，

建構 AI 決策支援模組，並以 MR/XR 技術結合自主移載機器人，讓機器

人可自主規劃安全送料路線，再結合體感互動系統，發展補料、檢料、品

檢等廠務支援應用，在急單、插單及生產品項頻繁且快速變動的環境下，

使產能與品質能立即發揮水準，在國際市場上保持競爭性。且為建構可永

續經營之解決方案與商業模式，將鏈結MAR 業者、SI 業者等，嘗試可行

之商業模式。 

(4) 網通感知： 

根據 GSMA預估，隨著 2019年 5G步入商用和兼容 5G的設備數量增

加，5G有望在 2025年占全球移動連接的 20％，為協助國內產業發展自主

完整 5G 系統，建立具競爭性之國產自主產業鏈，配合「臺灣 5G 行動計

畫」、「前瞻基礎建設」等政策，持續深化 5G核心技術，並淬鍊 5G創新應

用服務。 

在核心技術方面，持續深化下列技術：(1)在超可靠低延遲(uRLLC)通訊

技術部份，進一步開發 R16/R17 eURLLC 之 TSN 高階技術，並且驗證雙

連結下之資料複製功能，進一步提升無線傳輸可靠度，透過技術能量的累

積加強國產化 5G URLLC 暨 TSN5G 無線服務之產品價值；(2)5G小基站

系統技術，使其可支援 PDCP data duplication、R17 New QoS parameter、

intra-UE multiplexing，並研發 5G O-RAN相容之基站系統軟體整合技術；

(3)核網與遠距回程網路技術，持續優化 5GC輕核網系統，發展非地面 5G

回程網路技術。 

在創新應用上，運用 5G高頻寬、低延遲與多連結等特性，研發 5G互

動競技直播應用，包括：(1)結合MR技術增加無人機競技之互動性及娛樂

性；(2)發展可自選視角之電競直播平台，使觀眾觀賞即時虛實疊合的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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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況；(3)開發運動賽事影音加值應用技術，提供場內外觀眾觀賽新體驗。

另一方面，配合「前瞻基礎建設：新媒體跨平台內容產製」及行政院：建

構文化資產永續環境、促進跨域合作及公民參與等政策，本會運用 5G 及

智慧顯示等科技，於國家兩廳院、高雄展覽館等國家級場域淬鍊 5G 展演

科技創新應用，推動文創場館及業者善用 5G 環境與功能，讓全民享受高

品質文化內涵的生活，以達文化近用與平權。 

(5) 環境建構：  

因近年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美中紛爭及 COVID-19疫情導致遠距上

班WFH(Work From Home)成為新常態(New Normal) ，皆影響了網路威脅

情勢的發展，也讓資安防護面臨更多挑戰。面對上述資安挑戰及衍生之商

機，政府也將資安列入「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並強調資安即國安。 

配合前述趨勢，本會持續深化 5G、人工智慧、工控及晶片等領域之資

安技術，在 5G領域，持續研發資安偵防系統，同時建構 5G合規檢測，開

發 3GPP SCAS 檢測技術，建立檢測實驗室測試作業規範；在人工智慧領

域，持續深化資安 AI 技術，研發 AI 資安聯盟式學習及轉移學習，建構

Federated Learning、Transfer Learning框架，並與硬體或網通業者共創輕量

化資安異常行為偵測 appliance，加速技術落地；工控上，持續開發非侵入

式 OT 資安快篩與威脅分析技術-ICTD，建立輕量化嵌入式設備異常行為

偵測模型，並進行工控與智慧製造資安偵防場域實證；晶片領域上，持續

研發晶片 Postsilicon階段資安威脅檢測技術，並開發晶片旁通道攻擊檢測

工具，建立我國晶片檢測自主能量，強化晶片產品資安體質，同時協助晶

片設計及製造業者導入安全成熟度模型或國際資安標準(如 IEC62443)，建

構符合國際水準的資訊安全管控機。 

除協助產業完備資安環境，為協助提升國內軟體開發環境，且國際市

場逐漸開始要求產品需從源頭就做好品質把關。 

故為精進研發環境並協助產品合規以利外銷，本會以開源軟體為基礎，

根據國際新一代軟體開發工程方法，開發「敏捷開發管理與國際合規技術

平台」，雖軟體業已有部分 DevOps 工具，但工具分散且零散，一致性不

足，為解決此問題並實際對接產業痛點，本會鏈結產業公協會，依產業實

際需求，提供符合產業實際需求的整合式敏捷開發管理工具與服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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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於開發過程即符合國際標準，大幅降低產品因品質議題而遭到國際裁

罰之可能，並增加國際銷售出口的機會。 

2.產業服務： 

為協助產業數位轉型，資策會擘劃重點策略並成立數位轉型學堂(ACE School)，

協同產業公協會，提供各行各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推動數位轉型的策略與方法。延

續過去積累，今年將持續更新產業需求資料庫，並持續推廣本會數位轉型學堂顧問

服務，同時連結地方政府，導入顧問服務，共創產業數位轉型成功典範。 

於協助地區數位發展上，透過「地區型數位轉型創新中心 RDTIH」鏈結外部聯

盟夥伴、盤點地方產業發展方向及需求，並以智庫身分協助爭取中央資源，導入本

會技術解決方案或 ACE服務；另一方面，也將協助地方政府與業者規劃地區特定主

題技術，例如智慧製造、智慧養殖、體感科技等，協助地方特色產業數位轉型。 

國際業務方面，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透過本會長期經營之國外據點(如東南亞、

日本、中東等)及顧問、活動推廣之能量，持續協助業者進軍海外市場，協助業者取

得新南向國家智慧城市或智慧園區等商機，同時持續推動台日產業於智慧交通、資

安、智慧製造等領域之數位轉型合作，傾力打造被世界信賴的台灣品牌形象。 

3.智庫顧問： 

資策會長期觀測並分析全球產業與市場的發展動向，做為政府的智庫亦是產業

的顧問，在提供政府政策建言及協助完備數位科技相關之法律同時，也為產業提供

情報服務。重點業務如下： 

(1). 以國家級智庫之高度，作為政府之政策諮詢顧問提供建言與新興科技之技術藍

圖，如 B5G/6G 研究或 2050 科技未來年表等，同時深耕自身前瞻與第一手

(Primary)研究方法，掌握業界所受衝擊，引導政策方向以快速應對變局。 

(2). 擔任政府科技法制之智庫，協助政府因應數位轉型建構健全法制環境，如無人

載具、資料治理及新創等議題。且配合政府籌辦專責數位發展之部會，協助建

構數位發展法制基盤，並以先前成果，設計個別功能性作用法之法制，健全數

位發展法制環境。 

(3). 作為產業的顧問，提供嚴謹可靠的產業情資及企業顧問服務，並透過資料服務

及交流活動，持續強化與公協會及企業界的互動，共同針對關鍵議題提出建議

策略。 

4.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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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為產業發展之根本，四十年來資策會培育數十萬數位人才，並累積了豐富

的數位教育技術，近年，除扣合政策及產業需求培育人才，配合組織定位，也作為

智庫完備國內數位教育之環境及發展體系，此外，為達協助產業數位轉型之任務，

也持續優化自身人才培育機制，厚實顧問能量。重點業務如下： 

(1). 參考國外數位轉型策略並研析國內產業需求，建構完整的數位人才發展體系，

從繪製人才職能地圖(定義不同層級之數位轉型人才)、訂定職能標準、提供各

層級學習地圖到定義評鑑內容與方向，發展完整的數位人才發展機制，並以此

為基礎設計課程，期補足產業缺口並接軌國際。 

(2). 協助企業規劃數位轉型所需之人才發展計畫，依企業內不同層級之成員提供不

同之發展方式及課程，例如針對企業核心推手，以共創營或透過本會數位轉型

學堂推動之 CDxO Club等，與其他企業幹部交流經驗、分享案例。 

(3). 因應近年新興科技與美中紛爭所產生之資安需求，政府將資安列為下一個亮點

產業，資策會扣合政策方向，作為產業資安的化育者，與公協會合作調查產業

需求，並以人才職能模型為基礎，引進國際課程、建構職能培訓地圖，更透過

鏈結民間培訓能量，建置實戰培訓場地等培育人才，未來將持續推動本土化課

程、培育種子師資，完善國內資安生態體系。 

(4). 為提升顧問能量，持續於內部擴散 STEPS(Survey, Target, Engage, Pilot, Spread)

方法論，更設計 ACE 一至三級顧問課程，培育進駐企業、參與數位轉型之專

業顧問，並將持續優化方法論及培訓環境(教材、工具及協作平台等)，期藉此

強化自身，以達協助產業數位轉型之任務。 

 

（二）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狀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預算 111年度預算 

1.財務收支    

收入 5,301,325 4,842,813 4,578,957 

支出 5,260,406 4,842,213 4,571,878 

餘絀 40,919 600 7,079 

2.資產負債    

資產 6,583,076 5,687,458 5,437,933 

負債 3,303,274 2,407,056 2,150,452 

淨值 3,279,802 3,280,402 3,28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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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運用計畫 

（一）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投資計畫 

1.機械及設備：    43,140千元。 

2.什項設備：       3,897千元。 

3.租賃權益改良：  11,970千元。 

（二）資金轉投資計畫：無。 

（三）其他重要投資及理財計畫：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