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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为表彰在特定领域之技术或服务模式具有独特性与关键性，且具高度国

际竞争力等卓越表现之中坚企业，作为企业学习之楷模，特办理卓越中

坚企业遴选。 

(二)为培育具有在特定领域发展独特性与关键性技术或服务模式、品牌、国

际市场及通路等潜力之中小型企业，朝向中坚企业发展，以创造产业成

长新动能，特办理潜力中坚企业遴选。 

 

二、依据 

依据行政院104年3月核定修正之「推动中坚企业跃升计划」及经济部发布之

「卓越中坚企业遴选及表扬作业要点」订定，以遴选卓越中坚企业及潜力中

坚企业。 

 

三、受理期间 

自即日起至109年9月30日，逾期恕不受理。 

 

四、申请资格 

申请卓越中坚企业及潜力中坚企业遴选者，应属本部主管之制造业与服务业，

并符合下列资格条件： 

(一)依法办理公司登记或商业登记(如属制造业者，应依法办理工厂登记)。 

(二)企业年营业额200亿元以下或员工人数2,000人以下。 

*注1：曾获选为卓越中坚企业者，于证书有效期间内(有效期间为3年)不得再提出申请。 

*注2：曾获选为潜力中坚企业者，得再申请本届卓越中坚企业之遴选。 

 

五、申请类别： 

 (一)制造业类别 

1.金属机电类组：属基本金属、金属制品、金属模具、金属手工具、电力

设备、机械设备、锅炉、运输工具及其零件、产业用机械设备维修及安

装业等与金属机电相关之产业。 

2.民生化工类组：属石油及煤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药品及医用化

学制品、食品饮料制造、药品制造、医疗器材及设备制造、生物技术、

纺织制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行李箱、纸浆、纸制品、木竹制品、

化学材料、化学制品及非金属矿物制品等与民生化工相关之产业。 

3.电子信息类组：属通讯网络设备、信息软硬件、半导体设计及制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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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零组件、计算机、被动电子组件、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等与电子信息

相关之产业。 

 (二)服务业类别 

1.商业与文创服务类组：属批发、零售、餐饮及物流等与商业服务相关之

产业，及属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多媒体互动设计、设计品牌时尚、

数字内容、广告及创意生活等与文创服务相关之产业。 

2.技术服务类组：属提供管理顾问、智慧财产、研究发展、工程顾问等技

术或服务，或对其他产业业者提供规划设计、检验、认验证、测试、改

善制程、自动化或电子化工程、数据分析与加值、节约能源、新及净洁

能源利用、能源效率提升、资源回收、污染防治、工业用水再利用、温

室气体减量及职业安全卫生改善等与技术服务相关之产业。 

3.网络服务类组：属电子商务及提供网络相关服务，包含网络服务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网络内容提供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及网络应用软件供货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等与网络服务

相关之产业。 

 

六、申请方式及数据 

(一)自行申请 

申请企业应于公告受理期间内，备妥下列资料，送达经济部工业局： 

1.申请表。(附件1) 

2.最近1年经会计师签证之财务报表(符合年营业额200亿元以下)及劳工保

险缴费列表之投保人数数据复印件(符合员工人数2,000人以下)。 

3.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暨个人资料提供同意书(公司负责人、本案联络

人及申请数据所涉及之自然人皆请填写本同意书)。(附件2) 

4.实质审查申请书10份。(附件3) 

5.营造友善职场环境自我评量表。(附件4) 

6.电子文件(包含附件1、3、4及5)请以 email(寄至 mittelstand@csd.org.tw)

或透过档案下载连结等方式提供。 

(二)推荐申请 

1.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地方政府或公(协)会推荐参与遴选时，申请

企业应于公告受理期间内，准备自行申请资料，并检附受推荐企业意愿

书(附件5)送达经济部工业局。 

2.若由推荐单位自行将受推荐意愿书(附件5)送达经济部工业局，经济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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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将主动通知受推荐企业于公告受理期间内提送相关申请资料。 

(三)申请企业检送之相关申请资料，无论是否通过审查，均不予退还。 

 

七、联络窗口及送件地址 

(一)联络窗口：经济部工业局(经济部产业竞争力发展中心) 

电话：(02)2701-0526分机709，周先生 

或拨分机712，黄先生 

(二)送件地址：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41-3号1楼﹝请于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非假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上班时间送件﹞。 

(三)收件时间认定： 

1.透过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挂号邮寄方式：以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邮

戳时间为准。 

2.亲送或非透过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挂号邮寄方式：以经济部工业局收

件时间为准。 

 

八、审查作业 

卓越中坚企业及潜力中坚企业遴选程序分为资格审查、实质审查及决审三阶

段，遴选程序如图1所示： 

(一)第一阶段：资格审查 

经济部工业局收到企业申请数据后，进行资格审查；倘申请文件未齐备，

应即通知申请企业补送；企业经通知后，须于3个工作天内（不含通知当

日）完成补正。 

(二)第二阶段：实质审查 

实质审查由中坚企业审查会办理，并由经济部工业局局长担任召集人，

必要时得由召集人遴聘专业之学者专家担任共同召集人，其审查程序如

下： 

1.初审(书面审查)： 

(1)依企业申请类组进行初审（如某一申请类组之申请件数小于5件时，

得并入其他类组进行审查）。 

(2)如同一类组申请案数较多时，将依产业属性再进行分组，每分组由

类组召集人指定1位主审委员。 

(3)经各分组委员审查后，由类组召集人召开书审分组协调会，综整提

出类组推荐复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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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审(会议审查)： 

(1)类组复审会议由类组召集人主持。 

(2)会议审查时，企业应由高阶主管出席，原则上每案审查40分钟，其

中企业简报20分钟、询答20分钟。 

(3)全数案件审查完毕后，由类组召集人进行排序，并依审查结果提报

类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审查。 

(4)类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由中坚企业审查会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共同主

持，会议进行时，先由各类组召集人出席报告评审结果，再以共识决

方式，择优推荐一定比例之企业为卓越中坚企业决审候选名单，并决

定潜力中坚企业名单。 

(5)列入决审候选名单及潜力中坚企业名单之企业，过去3年内不得有违

反环境保护、劳工、食药品安全卫生等相关法令规定且情节重大之缺

失，或涉入重大争议纠纷，影响社会形象或民众观感。 

(6)前项重大缺失经查证属实，或前项争议纠纷经查证确有损社会形象

与民众观感，并报类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得取消其列入决

审候选名单及潜力中坚企业资格。 

(三)第三阶段：决审 

1.由经济部部长召开中坚企业发展推动小组会议办理决审，决定卓越中坚

企业名单。 

2.原则上采程序审查，中坚企业审查会召集人、共同召集人、各类组召集

人及经济部工业局等应列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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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查作业流程图： 

 
图1：审查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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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审准则 

(一)评选项目及配分 

   1.制造业 

评审大项 评审中项 配分 说明 

壹、领导与经
营策略(专
注于特定
领域及市
场，以价
值导向为
诉求，成
为世界级
或区域性
领导企业
为目标) 

一、领导模式及经
验传承 

20 

1.领导者具备活力与意志力等特质，拥有数字创新思
维，融合权威式与参与式领导。 

2.领导者与高阶主管在位时间长，并重视接班团队的磨
练。 

二、经营理念 

1.产品或服务以价值导向为主要诉求，而非价格导向。 

2.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环保价值。 

3.提供质量优良之产品及服务。 

三、企业目标 
具有成为市场领导产品或服务、业内最优秀企业等明确
目标，并在该领域可参与市场规则之决定。 

四、市场定位 

在特定领域专精，成为特定或地区性市场的主导者，找
到利基点集中投资与耕耘，不分散投资至其他非专精领
域。 

五、经营策略 

1.与世界级的竞争对手直接竞争。 

2.竞争策略运用质量与服务创造优势，以独特差异化强
势捍卫市场地位。 

3.核心项目不外包、依靠自己的竞争优势、深化核心价
值，自行生产多数设备。 

4.以核心能力做为企业成长驱动力，兼顾市场与技术并
持续掌握外部机会。 

六、组织文化 

1.提供优良的薪资与福利条件，积极营造友善职场环
境，塑造员工强烈使命感与认同感，员工流动率较同
业为低。 

2.建置企业获利分享员工之奖励机制，形塑全体员工参
与之文化。 

3. 近三年均替80%以上员工加薪，且员工薪资在同业平
均水平之上。 

4.积极营造双语环境，培育员工英文及其他外语能力。 

贰、关键技术
或服务模
式(关键技
术或服务
模式在特
定领域具
有独特性) 

一、关键技术或服
务模式发展策
略 

20 

具备良好且具潜力之关键技术或服务模式发展策略。 

二、关键技术或服
务模式竞争力 

拥有世界级特殊性 Know-How、制造技术或服务模式，
领先全球竞争对手。 

三、关键技术或服
务模式成效 

1.每位员工平均获得专利权之数量或产值较同业更高。 

2.能运用关键技术持续推出新产品或服务，且关键技术
具足够专利保护力。 

3.具备相当额度之技术移转、授权金收入。 

四、发展潜力 

1.未来关键技术或服务模式具发展策略规划与作法。 

2.具备良好技术或服务传承制度(如知识管理、人才培育
与训练机制等)。 

参、研发创新 

(持续投入
创新研发
程度及成

一、研发创新策略 
20 

1.具备良好且具竞争力之研发创新策略。 

2.具有良好客户服务回馈机制，能将顾客意见转化为创
新来源。 

二、研发创新投入 1.员工参与流程、产品或服务等研发创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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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大项 评审中项 配分 说明 

效) 2.研发创新投入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同业高。 

3.应用数字化或智能化科技进行技术或营运模式创新之
程度较高。 

三、研发创新成效 

1.不仅在产品或服务上保持领先，并且运用改善手法，
保持流程创新之领先。 

2.运用创新满足客户需求，进而创造新的市场。 

3.近3年获得国内外相关研发创新奖项、认证或补助情

形。 

四、发展潜力 具备未来研发创新策略与布局。 

肆、品牌(企业

或产品品

牌经营方

式及其成

效) 

一、品牌发展策略 

20 

1.成为世界级领导品牌之策略规划。 

2.具明确之品牌定位与目标市场。  

二、品牌发展投入 
1.品牌经营投入经费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同业为高。 

2.品牌经营投入人力。 

三、品牌发展成效 

1.品牌市占率、知名度、忠诚度或指名度。 

2.近3年获得国内外相关品牌奖项情形。 

3.品牌在国际间的授权状况(含授权的起始年度、授权的
国家数量等)。 

4.品牌在商标申请与专利注册情形(注册国家、类别)。 

四、发展潜力 具备未来品牌发展策略规划与作法。 

伍、顾客与市
场(以国内
为主要经
营或生产
基地，积
极掌握国
际市场及
通路) 

一、顾客关系管理 

20 

1.与客户保持密切关系，特别是顶级客户。 

2.成为客户不可替代之供货商，有良好而长期之顾客关
系。 

二、市场通路发展
策略 

1.贴近并全面掌握客户，以建立子公司或其他有效服务
方式，掌握经销通路及客户关系。 

2.于目标市场自行设立据点或运用合资方式，来解决文
化差异与国际管理。 

三、顾客与市场经
营成效 

1.已有相当比例营收来自国外市场。 

2.近3年获利与营收成长情形良好。 

四、主要经营或生
产基地 

以国内为主要决策中心或价值创造基地，企业经营基地
设置于国内，雇用在地劳工，创造在地就业机会，并可
带动上中下游关联企业成长。 

五、发展潜力 具备未来顾客与市场发展策略规划与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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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业 

评审大项 评审中项 配分 说明 

壹、领导与经
营策略(专
注于特定
领域及市
场，以价
值导向为
诉求，成
为世界级
或区域性
领导企业
为目标。) 

一、领导模式及经
验传承 

20 

1.领导者具备活力与意志力等特质，拥有数字创新思
维，融合权威式与参与式领导。 

2.领导者与高阶主管在位时间长，并重视接班团队的
磨练。 

二、经营理念 

1.产品或服务以价值导向为主要诉求，而非价格导
向。 

2.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环保价值。 

3.提供质量优良之产品及服务。 

三、企业目标 
具有成为市场领导产品或服务、业内最优秀企业等明
确目标，并在该领域可参与市场规则之决定。 

四、市场定位 

在特定领域专精，成为特定或地区性市场的主导者，
找到利基点集中投资与耕耘，不分散投资至其他非专
精领域。 

五、经营策略 

1.与主要的竞争对手直接竞争。 

2.竞争策略运用质量与服务创造优势，以独特差异化
强势捍卫市场地位。 

3.核心项目不外包、依靠自己的竞争优势、深化核心
价值。 

4.以核心能力做为企业成长驱动力，兼顾市场与技术
并持续掌握外部机会。 

六、组织文化 

1.提供优良的薪资与福利条件，积极营造友善职场环
境，塑造员工强烈使命感与认同感，员工流动率较
同业为低。 

2.建置企业获利分享员工之奖励机制，形塑全体员工
参与之文化。 

3. 近三年均替80%以上员工加薪，且员工薪资在同业
平均水平之上。 

4.积极营造双语环境，培育员工英文及其他外语能力。 

贰、关键技术
或服务模
式(关键技
术或服务
模式在特
定领域具
有独特性) 

一、关键技术或服
务模式发展策略 

20 

具备良好且具潜力之关键技术或服务模式发展策略。 

二、关键技术或服
务模式竞争力 

拥有特殊性 Know-How、服务技术或服务模式，透过
全球在地化取得竞争优势。 

三、关键技术或服
务模式成效 

1.每位员工平均营业额较同业更高。 

2.能运用关键技术持续推出新产品或服务，且关键技
术具有足够专利保护力。 

3.具备相当额度之技术移转、授权、加盟金收入。 

四、发展潜力 

1.未来关键技术或服务模式具发展策略规划与作法。 

2.具备良好技术或服务传承制度(如知识管理、人才培
育与训练机制等)。 

参、研发创新 

(持续投入
创新研发
程度及成
效) 

一、研发创新策略 

20 

1.具备良好且具竞争力之研发及流程创新策略。 

2.具有良好客户服务回馈机制，能将顾客意见转化为
创新来源。 

二、研发创新投入 

1.员工与顾客参与流程、产品或服务等研发创新程
度。 

2.研发创新投入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同业高。 

3.应用数字化或智慧化科技进行服务技术或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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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大项 评审中项 配分 说明 

创新之程度较高。 

三、研发创新成效 

1.不仅在产品或服务上保持领先，并且运用改善手
法，保持流程创新之领先。 

2.运用创新满足客户需求，进而创造新的市场。 

3.近3年获得国内外相关研发创新奖项、认证或补助

情形。 

四、发展潜力 具备未来研发创新策略与布局。 

肆、品牌(企业

或产品品

牌经营方

式及其成

效) 

一、品牌发展策略 

20 

1.成为全球或区域性领导品牌之策略规划。 

2.具明确之品牌定位与目标市场。  

二、品牌发展投入 
1.品牌经营投入经费占公司总营收比例较同业为高。 

2.品牌经营投入人力。 

三、品牌发展成效 

1.品牌市占率、知名度、忠诚度或指名度。 

2.近3年获得国内外相关品牌奖项情形。 

3.品牌在国际间的授权状况(含授权的起始年度、授权
的国家数量等)。 

4.品牌在商标申请与专利注册情形(注册国家、类
别)。 

5.国内外直营或加盟授权的合约年度及店数情形。 

四、发展潜力 具备未来品牌发展策略规划与作法。 

伍、顾客与市
场(以国内
为主要经
营或生产
基地，积
极掌握国
际市场及
通路) 

一、顾客关系管理 

20 

1.具备主要消费客群之经营能力。 
2.会员数、顾客回流率、满意度或回购率较同业为
高。 

二、市场通路发展
策略 

1.贴近并全面掌握客户，以建立子公司或其他有效服
务方式，掌握经销通路及客户关系。 

2.于目标市场自行设立据点或运用合资、授权方式，
来解决文化差异与国际管理。 

三、顾客与市场经
营成效 

1.已有相当比例营收来自国外市场。 

2.近3年获利与营收成长情形良好。 

四、主要经营或生
产基地 

以国内为主要决策中心或价值创造基地，企业经营基
地设置于国内，雇用在地劳工，创造在地就业机会，
并可带动上中下游关联企业成长。 

五、发展潜力 具备未来顾客与市场发展策略规划与作法。 

 

(二)若申请企业满足以下条件，审查时予以额外加分： 

1.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地方政府或相关产业公(协)会推荐者，得加

计1分。 

2.企业成立10年以上者，得加计2分。 

(三)获选卓越中坚企业者，评选结果须达80分以上；获选潜力中坚企业者，

其评选结果须达7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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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额 

(一)卓越中坚企业奖约10~12名，其中服务业至少2名。  

(二)潜力中坚企业约50名，其中服务业家数至少占10%。 

 

十一、奖励方式 

(一)获选卓越中坚企业者：由行政院院长颁发「卓越中坚企业奖」奖座及证

书。 

(二)获选潜力中坚企业者：由主办单位发给潜力中坚企业证明文件，并自遴

选后由相关政府机关依据行政院核定之「推动中坚企业跃升计划」及企

业需求，提供人才、技术、智财与品牌营销等面向之客制化优惠辅导措

施，以协助潜力中坚企业成长。 

 

十二、获遴选企业配合事项 

(一)卓越中坚企业得奖者：应配合主办单位之各类推广活动，如媒体访问、

成果展示及观摩发表等，以供业界标竿学习，促进国内经营管理与技术、

创新之发展。 

(二)获选潜力中坚企业者：运用相关政府机关之优惠辅导措施后，有义务配

合主办单位提报辅导成效。 

 

十三、后续管理 

(一)获选卓越中坚企业者： 

1.因伪造申请文件、关键技术侵害他人之相关知识产权、主要经营或生产

基地外移，或违反环境保护、劳工、食药品安全卫生等相关法令，就同

一事由连续违规并经各该法令之主管机关认定其情节重大之情形，经查

核属实者，得径行注销其卓越中坚企业奖资格，并收回奖座及证书。 

2.得奖者出现重大争议纠纷影响社会形象或民众观感，经咨询相关类组召

集人或专家意见，并签核经济部部长同意后，得注销其卓越中坚企业奖

资格，并收回奖座及证书。 

(二)获选为潜力中坚企业者： 

1.因伪造申请文件、关键技术侵害他人之相关知识产权、主要经营或生产

基地外移，或违反环境保护、劳工、食药品安全卫生等相关法令，就同

一事由连续违规并经各该法令之主管机关认定其情节重大之情形，经查

核属实者，得径行取消其受辅导资格，并收回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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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选者出现重大争议纠纷影响社会形象或民众观感，经咨询相关类组召

集人或专家意见，并签核中坚企业审查会召集人同意后，得取消其受辅

导资格，并收回证明文件。 

 

十四、营造友善职场优良中坚企业遴选作业 

为引导企业营造友善职场环境，并配合行政院性别平等政策，由经济部工

业局邀集相关专长委员，就进入复审(会议审查)之企业，审查其提供之评

量表(附件4)及相关书面左证资料，并依友善育儿、工作弹性及员工协助等

面向，择优推荐在各面向具创意作法且推动成效优良之企业为候选名单，

再由中坚企业发展推动小组决定营造友善职场优良中坚企业，并颁发奖状

予以表扬。 

 

十五、作业时程 

当年度得视实际状况酌予调整： 

作业项目 规划时程 

受理期限 公告日期至109年9月30日  

资格审查 10月上旬  

实质审查 10月下旬~110年2月下旬  

决审 110年3月下旬  

举行颁奖典礼 110年第4季 

 

附件1：卓越中坚企业及潜力中坚企业申请表 

附件2：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暨个人资料提供同意书 

附件3：卓越中坚企业及潜力中坚企业实质审查申请书 

附件4：营造友善职场环境自我评量表 

附件5：卓越中坚企业及潜力中坚企业受推荐企业意愿书 



第6届中坚企业遴选作业说明会 

一、办理目的： 

为提升台湾经济成长动能，行政院特订定「推动中坚企业跃升计划」，

以「建基盘」、「助成长」、「选菁英」等3项具体策略推动，其中「助成长」

部分系遴选持续深耕本业，在产品或服务上具有独特性，且具发展潜力之

「中坚企业」，加速其强化国际竞争力，同时带动关联产业成长，进军国

际利基市场。 

第1届至第5届已遴选出290家潜力中坚企业业者，透过中坚企业服务

团媒合各部会优惠辅导资源，加速其成长茁壮。本部已开始受理第6届中

坚企业遴选申请，为使有意参选之企业充分了解中坚企业政策、遴选申请

程序及相关政府优惠辅导资源，特举办本说明会，让更多制造业及服务业

业者有机会加入中坚企业行列，共同为台湾经济打拼。 

二、主办单位：经济部工业局  

三、执行单位：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 

四、邀请对象：有意愿参与中坚企业遴选之业者 

五、说明会时间及地点： 

(一)台中场：109年8月12日(星期三)下午2时 

中兴大学图书馆团体视听室(台中市南区兴大路145号3楼) 

(二)高雄场：109年8月14日(星期五)下午2时 

莲潭国际会议中心302会议室(高雄市左营区崇德路801号) 

(三)台北场：109年8月18日(星期二)下午2时 

集思台大会议中心米开朗基罗厅(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85号 B1) 

六、议程： 

时间 议程 报告/主持 

13:30~14:00 报到  

14:00~14:05 主办单位致词 工业局 

14:05~14:35 
第6届中坚企业遴选作业说明： 

中坚企业政策、申请机制及相关辅导资源 
工业局 

14:35~15:00 申请书撰写说明 中卫发展中心 

15:00~15:10 休息  

15:10~15:50 Q&A 工业局 

配合防疫注意事项： 

◆现场量测体温，超过摄氏37.5度者无法入场。 

◆请落实手部卫生并自行配戴口罩入场。 



第6届中坚企业遴选作业说明会 报名表 

参加场次 □ 8/12台中场        □ 8/14高雄场        □ 8/18台北场 

公司名称  

联络人姓名  
联络人 

电话/传真 

电话：(    ) 

传真：(    ) 

联络人 

E-mail 
 

公司地址  

参加者姓名 
身分证字号 

(配合防疫实名制) 
性别 部门 职称 电子邮件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个人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告知暨同意事项 
经济部(以下简称本部)办理「第6届中坚企业遴选作业说明会」，由执行单位（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执行，向您（含参

加者）搜集个人资料，谨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8条规定告知下列事项： 
1. 个资搜集目的：为办理本次说明会和相关行政作业(报名表、签到表及满意度调查问卷等)，及日后寄发相关讯息。 

2. 个资搜集之类别：如上述报名表所示 

3. 利用期间、地区、对象及方式：于活动存续期间内及目的范围内使用您的个人资料，不另作其他用途。并依通常作业所必

要之方式将于中国民国领域内使用您提供的个人资料，不会传输至其他国家或第三人。 

4. 您（含参加者）可以电子邮件方式(Mittelstand@csd.org.tw)请求查询或阅览、制给复制本、补充、更正、停止搜集、处

理、利用或删除您提供之个人资料。如因行使上述权利而导致权益产生减损时，主办、协办与执行单位不负相关赔偿责

任。另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4条规定，得酌收行政作业费用。 
5. 您（含参加者）可拒绝提供全部或部分个人资料，但若您（含参加者）不愿意提供真实且正确完整的个人资料，将可能导

致您（含参加者）无法参加本活动或取得相关讯息通知。 

※个人资料之同意提供 
经协办单位与执行单位向本人告知上开事项，本人确已获知且了解上开事项，并保证本人(如本人代为提供他人之个人资料

均已获得当事人同意)同意，由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与执行单位于所列搜集目的范围内，合理搜集、处理及利用本人（含参

加者）之个人资料及同意由协办单位留存此同意书，供日后取出查验。 

 

填写者签名：                              日期：109年     月     日 

◆报名方式：说明会前一日以传真或 E-mail 回传经济部产业竞争力发展中心 

传真：(02)2701-0536、E-mail：mittelstand@csd.org.tw 

或至以下网址报名 https://forms.gle/XJEZ9FYNZ9pDeMHX7 

◆洽询电话：(02)2701-0526 分机712，黄先生 

◆专属网站：https://www.mittelstand.org.tw/ 

file:///C:/Users/c0513/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p116/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4EM73HEZ/f212@csd.org.tw
https://forms.gle/XJEZ9FYNZ9pDeMHX7
https://www.mittelstand.org.tw/

	2020-07-27-13-18-24
	2020-07-16-16-3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