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8 页 

108 年企业参与产学训合作人才培育现况及意见调查 

亲爱的企业先进，您好： 

  经济部结合产业公协会共同推动产学训合作人才培育平台，为促进企业运用

各项政府资源，与学校合作共同培育人才，合作模式包含引进实习生、开设专班

或学程等，另转介部会提供职前及就业服务资源，多方面的协助产业弥补人才。 

  工研院承接「产业专业人才政策规划与推动平台计划」，为了更精进平台推

动作法，特进行本次调查，希望能了解企业在进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时的现况、

成效、遭遇的困难等；期盼 贵公司提供宝贵意见，作为政府调整产学培育作法

之参考。 

  您所填写的资料仅作为统计分析与意见回馈之用，个资将受到保密与保护，

敬请安心填答。敬请于 108 年 10 月 9 日(三)前填写，您可进行在线填答

https://www.italent.org.tw/event/Q201909_intro，或将以电子问卷填写后

Email:itp_service@itri.org.tw。如有任何填答疑问，请洽询(02)2701-6565 转 328

李小姐；。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敬祝  

实业昌隆！ 

工研院产业学院  敬上 

 

第一部份 企业参与产学合作人才培育作法 

1.贵公司在人才招募上主要的方式为何？（请选出主要的 3 项） 

□透过人力银行/中介公司 

□透过劳动部就业服务站协助 

□与学校进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含实习和专班) 

□透过校园征才活动 

□内部员工推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2.贵公司推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主要目的为何？(请选出主要的 3项) 

□提前招募各工作岗位所需人才 

□因应公司策略新项目而培养储备人才 

□补足生产线/服务场域所需之人力 

□保持与学校良好互动关系，回馈学校 

□为产业培育人才，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3.贵公司洽谈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是采取何种方式?（可复选） 

□自行与学校／科系窗口取得联系 

https://www.italent.org.tw/event/Q201909_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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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熟识的教授／学校人员帮忙促成 

□透过教育部促进产学连结合作育才平台(前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媒合服务 

□透过劳动力发展署各地分署媒合服务 

□透过产业公协会协助促成 
 

4.贵公司曾以下列哪些形式进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可复选) 

□捐赠设备或软件给学校，作为教师教学或学生实作使用(请详填第二部分) 

□引进实习生(请详填第三部分) 

□与学校合作开设产学专班/学程(请详填第三部分) 

□安排公司资深人员或主管担任业师授课(请详填第四部分) 

□接受学校教师到公司进行实务研习（4-8 周） 

□接受学校教师到公司的深耕服务(半年至一年) 

□项目委托学校(或教师)进行合作研发   

□设立奖学金或捐款 

□举办技能竞赛或论文奖      

□设立研发中心或实验室 

□办理师资培育研习活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以上皆无(跳填第六部分) 

 

5. 贵公司推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后，产生了哪些效益，或为公司解决了哪些问题?(请选出

最重要的 3 项) 

□建立稳定的人力资源管道   □缩短新人招募的时间 

□降低新人招募费用    □培育出符合企业核心关键人才或储备干部 

□间接提升在职员工职能   □提升企业形象或校园知名度 

□增加组织的活力与创意   □学校研发资源挹注，提升企业竞争力 

□引导公司经营阶层更重视人才资本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6. 贵公司认为产学合作人才培育的关键成功要素为何?(请选出最重要的 3 项) 

□事前征得企业主和管理阶层的支持 

□获得内部员工对于培育新人的认同与协助 

□公司内部建立完善的产学培育制度(包含订定实习计划/专班培育计划、专人辅导与关

怀、毕业留用机制…等) 

□依产业特性、地域、与公司的搭配性等因素，选择门当户对的合作学校 

□赋予实际的项目任务，并设定可达成的目标，激励员工和实习生积极参与 

□透过 mentor 制度，加深公司与产学生的信赖关系，建立对组织的向心力 

□获得政府相关计划的补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第二部份 企业捐赠教学设备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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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学生在校则可培养出符合产业所需之实务能力，缩短新鲜人至企业新人训练的时间，现今

教育部以「前瞻基础建设-优化技职校院实作环境计划」，在校园内建置「类产线」，模拟业界

工作环境供学生实习及实作，厂商若能多与学校合作，捐赠淘汰或教学所需设备及软件，可促

进学生实务能力的提升。有鉴于此，欲了解企业捐赠设备至学校之现况，敬请踊跃填答： 

1. 贵公司推行捐赠教学设备作法已有多久时间？_______年，_____月。 

2. 贵公司推行捐赠教学设备的动机为何？（请选出最重要的 2 项） 

□回馈毕业母校 

□配合企业推行之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方案(例如学程或课程需要) 

□为产业培育人才，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与学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抵税或享有税务优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贵公司近 2年（107 至 108 年）捐赠设备给学校的项目(硬件或软件都算)及数量为何?请

填写下表 

赠与项目 数量 金额 学校 科系 设备状态 

例如 CNC加工机 1 约 300万 勤益科大 机械系 □全新 

□汰换 

□中古 

     □全新 

□汰换 

□中古 

     □全新 

□汰换 

□中古 

4. 贵公司未来 2年（109 至 110）年是否愿意配合「前瞻基础建设-优化技职校院实作环境

计划」捐赠设备至相关学校，以促进学校改善教学? □是 □否 

5. 贵公司在设备捐赠上有何困难?或对政府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 企业进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现况 

 请以贵公司近 2年（107 至 108 年）推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的现况填覆以下问题。 

1.贵公司产学合作人才培育的经费来源： 

□公司出资 100%  □公司出资 80%-99% 

□公司出资 51%-80%  □公司出资 50% 

□公司出资 20-49%  □公司出资 19%以下 

□其他经费来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第 4 页/共 8 页 

2.与贵公司合作的学校类型是?（可复选） 

  □一般大学／学院  □科技大学／学院     □高中职 

3.贵公司以产学合作人才培育引进的人才，主要是哪些相关领域/科系？（可复选） 

□信息资工资科相关  □电子电机相关 

□机械自动控制相关  □生技医药相关 

  □材料化学相关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4.企业推行实习制度： 

（1）实习生人数（请填表） 

 高职生 大学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实习生人数     

 

（2）贵公司提供的实习期间有哪些?（可复选） 

□暑期(1.5个月)  □一学期(4.5个月) □一年(9个月)  

□其他 
 

（3）贵公司实习生的留用率为何?（单选） 

□0％     □1～5％   □6～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99％ □100％ 

5.企业与学校共同开设专班（学程）： 

  （1）开设班级数：_______班，总培育人数：_______人 

  （2）主要培育对象（可复选）：   

□研发类人才（例如研发工程师） 

□生产技术类人才（例如制程工程师） 

□现场技术人员（例如组立工程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3）贵公司专班生的留用率为何?（单选） 

□0％       □1～5％  □6～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99％ □100％ 

6.请问贵公司曾与学校合作采用那些政府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方案? (可复选) 

（1）经济部：□金属机电智机化暨人才扎根分项计划 

□智慧机械人才培育计划 

□智慧内容产业发展计划 

□跨域数字人才加速跃升计划 

□印刷跨域创新与产业跃升推动计划 

□时尚跨界整合旗舰计划 

□纺织服饰品产业设计与质量提升计划 

□鞋类暨成衣服饰生产力提升计划 

（2）教育部：□补助高级中等学校办理就业导向课程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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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携手合作计划  □产业学院计划  

□五专职场展翅计划  □产业硕士专班 

□补助技专校院办理师生实务增能计划 

□教育部协助大学校院产学合作培育研发菁英计划 

□新南向产学合作国际专班 

（3）劳动部：□补助大专校院办理就业学程计划 □双轨训练旗舰计划  

□青年就业旗舰计划             □产学训合作训练计划 

（4）科技部：□科学工业园区人才培育补助计划  

□科技部鼓励企业参与培育博士研究生方案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 企业提供业师至学校协同教学现况 

 企业的资深或管理人员至学校参与教学，可促使学生认识实际的产业发展，亦有助于学生实务

能力的培养，对企业而言亦可藉此招募人才。 

1. 贵公司推行业师至学校协同教学已有多久时间？_______年，_____月。 

2. 贵公司推行业师至学校协同教学的主要目的？（请选出最重要的 2 项） 

□协助企业招募人才 

□回馈毕业母校 

□配合企业推行之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方案 

□培育出企业所需的人才 

□为产业培育人才，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与学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贵公司目前有多少位业师至学校进行协同教学？_______位。 

4. 贵公司与学校合作上有何困难?或对政府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 遭遇问题及政策建议 
 

1.贵公司与学校洽谈后，未能合作的主要原因为何?(可复选) 

□该校／系已有固定合作对象，较难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该校／系学生可参加产学方案人数无法满足公司需求 

□该校／系校外实习课程时数或可实习期间无法配合 

□该校／系无开设专班之能量（名额或专业师资不足） 

□该校／系无开设专班之规划、或无开设专班之意愿 

□本公司职缺数不足，无法达到专班(或学程)开设要求 

□本公司无法配合提供业师协同教学 

□实习职缺已经由学校公告，但学生无意愿 

□学校教师无意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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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2. 贵公司认为以下哪些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措施是政府可以加强推动的？（请选出最主要的

三项，并依重要度排序，填写 1、2、3，1 表示最重要） 

□(1)请教育部公开大专校院／科系所之产学合作能量，作为企业选择合作对象之参考 

□(2)设计学校教师办理产学人才培育之奖励制度，提高学校教师参与意愿 

□(3)提高学校与中小企业合作的意愿，如加强中小企业产学辅导机制(例如：健全中小

企业实习环境、提供业师人才库等) 

□(4)开拓实习生来源，鼓励一般大学(高教体系)学生参与企业实习 

□(5)加强学生正确的实习观念与职场伦理教育 

□(6)实习结束后，企业及学生将实习经验回馈课程，让教师得以调整教学内容，以利学

校与企业动态持续链接 

□(7)推动企业参与产学培育优良企业选拔活动，增加企业曝光及提升参与之诱因 

□(8)定期办理产业人才培育交流座谈会，以促进产学双方交流 

3. 贵公司对于政府产学合作人才培育相关措施有什么改善建议？（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贵公司对于政府推行产学合作人才培育，请给我们一句鼓励的话，作为继续精 进的动

力。（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份 厂商资本资料 

1.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统一编号：______________ 

2.企业所属产业： 

(1)电子光电产业: □半导体 □电子零组件 □面板/显示器 □LED 

(2)机械:□工具机□精密机械 □电子设备 

(3)金属:□钢铁 □金属制品 

(4)运输:□车辆 □自行车 

(5)资通讯:□信息服务 □云端运算与巨量数据 □通讯（含智能手持装置） 

(6)设计服务相关:□设计服务 □数字内容 

(7)民生化工:□石化 □塑橡胶 □纺织 □食品 □生技 

(8)服务业:□连锁餐饮 □批发零售 □观光休闲 □旅馆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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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企业规模：□50人以下 □50人~100人 □101人-200人 □201人~500人 

□501 人~1000人 □1001人~2500 人 □2501人~5000人以上 

□5001 人以上 

4.推动产学合作年资：□没相关经验 □1年以下 □1-2年  □3-4年 □5-6年   

□7-8年 □9-10年  □10年以上 

 

请您阅读完个资同意书后，同意工业局及工研院搜集您个资的作法。 

 
经济部工业局个人资料搜集、处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书 

告知事项 
经济部工业局（下称本局）为了执行产业专业人才政策规划与推动平台计划，将搜集、处理及

利用您的个人资料（下称个资），谨先告知下列事项： 
一、搜集目的： 

      ○七二 政令倡导 

      一一○ 产学合作 

      一五七 调查、统计与研究分析 

      一七二 其他公共部门(包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财团法人及其他公法人)执行相关业务 

      一八二 其他咨询与顾问服务 
 

二、个资类别： 

      C○○一 辨识个人者。 

      例如：姓名、职称、住址、工作地址、以前地址、住家电话号码、移动电话、实时通账号、网络平台申请

之账号、通讯及户籍地址、相片、指纹、电子邮递地址、电子签章、凭证卡序号、凭证序号、提供网络身分

认证或申办查询服务之纪录及其他任何可辨识数据本人者等。 

      C○三八 职业。 

      例如：学校校长、民意代表或其他各种职业等。 

      C○六一 现行之受雇情形。 

      例如：雇主、工作职称、工作描述、等级、受雇日期、工时、工作地点、产业特性、受雇之条件及期间、

与现行雇主有关之以前责任与经验等。 

三、利用期间：至搜集目的消失为止。 

四、利用地区：中华民国地区及工研院驻点及办事处所在地区。 

五、利用者：工业局、工研院及其他与工业局或工研院有业务往来之公务及非公务机关。 

六、利用方式：在不违反搜集目的的前提下，以因特网、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 

七、您得以书面主张下列权利： 

      （一）查询或请求阅览。 

      （二）请求制给复制本。 

      （三）请求补充或更正。 

      （四）请求停止搜集、处理或利用。 

      （五）请求删除。 

      若有上述需求，请与承办人员(电话：(02)2754-1255 #2610；E-mail：jbliang@moeaidb.gov.tw)联系，本局将

依法进行回复。 

八、您若不签署本告知暨同意书，本局将无法提供您特定目的范围内之相关服务。 

九、对本局所持有您的个资，本局会按照政府相关法规保密并予以妥善保管。 

中华民国 10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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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阅读并了解上述告知事项，并同意工业局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项范围内，搜集、处理及

利用本人的个资。本项同意得以电子文件方式表达。（请勾选同意）。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个人资料搜集、处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书 

告知事项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称本院）为了执行产业专业人才政策规划与推动平台计划，将搜

集、处理及利用您的个人资料（下称个资），谨先告知下列事项： 
一、搜集目的： 

      ○七二 政令倡导 

      一一○ 产学合作 

      一五七 调查、统计与研究分析 

      一七二 其他公共部门(包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财团法人及其他公法人)执行相关业务 

      一八二 其他咨询与顾问服务 
 

二、个资类别： 

      C○○一 辨识个人者。 

      例如：姓名、职称、住址、工作地址、以前地址、住家电话号码、移动电话、实时通账号、网络平台申请

之账号、通讯及户籍地址、相片、指纹、电子邮递地址、电子签章、凭证卡序号、凭证序号、提供网络身分

认证或申办查询服务之纪录及其他任何可辨识数据本人者等。 

      C○三八 职业。 

      例如：学校校长、民意代表或其他各种职业等。 

      C○六一 现行之受雇情形。 

      例如：雇主、工作职称、工作描述、等级、受雇日期、工时、工作地点、产业特性、受雇之条件及期间、

与现行雇主有关之以前责任与经验等。 

三、利用期间：至搜集目的消失为止。 

四、利用地区：中华民国地区及工研院驻点及办事处所在地区。 

五、利用者：工业局、工研院及其他与工业局或工研院有业务往来之公务及非公务机关。 

六、利用方式：在不违反搜集目的的前提下，以因特网、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 

七、您得以书面主张下列权利： 

      （一）查询或请求阅览。 

      （二）请求制给复制本。 

      （三）请求补充或更正。 

      （四）请求停止搜集、处理或利用。 

      （五）请求删除。 

      若有上述需求，请与承办人员(电话：(02)2701-6565 #327；E-mail：itp_service@itri.org.tw)联系，本院将依

法进行回复。 

八、您若不签署本告知暨同意书，本院将无法提供您特定目的范围内之相关服务。 

九、对本院所持有您的个资，本院会按照政府相关法规保密并予以妥善保管。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代理人： 

姓名：周怡君 

职称：计划主持人 

中华民国 108 年 02 月 15 日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上述告知事项，并同意工研院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项范围内，搜集、处理及

利用本人的个资。本项同意得以电子文件方式表达。（请勾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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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系窗口：为利厘清填答内容及提供产学信息给您，请先阅读上页告知并同意后，再行填

覆联系资料。 
 

1.姓名： 2.部门：  

3.职称： 4.电话：                分机 

5.e-mail: 

6.地址: 

本问卷至此全部填答完毕，由衷感谢 贵公司的协助！ 

您的意见是我们规划产学合作人才培育作法的重要参考。 

敬请于 108 年 10 月 9 日前填答完成 

以电子邮件(itp_service@itri.org.tw)或传真(02-2701-3222)方式回复。 

 

今年度整体数据分析完成后，将提供分析结果供您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