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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臺灣AI行動計畫」願景目標，並配合109年5月20日

總統就職演說提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推動，持續強化臺灣資訊及

數位產業發展，以應用服務發展環境 (AI HUB平台)鏈結供需資源，促進

跨界跨業共創以帶動產業智慧化發展。希冀偕同公協會籌組產業AI化推

動工作小組(SIG)，在地推動相關產業智慧化升級轉型的輔導工作，並共

創產業AI化發展藍圖，促成產業實際落地應用，以協助產業推動數位轉

型。 

 

貳、 申請規定 

一、 申請資格 

1. 提案單位為公會、工會、或協會等依我國法規辦理法人登記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單位。期借重申請單位推動產業發

展之影響力，協助產業快速進入智慧化升級轉型階段。 

2. 申請之公協會須會務運作正常且經其主管機關核備在案(按照內

政部規定會務運作不正常，包括1年內未至少召開2次理監事會

議、1年內未至少召開1次會員大會、連續4年未開會員大會、理

事長任期已滿未改選等4項)。 

3. 可協助產業 AI化導入推動之實際執行人員需2人以上。 

二、 申請主題 

配合計畫整體產業AI化推動方向，鼓勵廠商透過導入人工智慧技術

應用，發展智慧解決方案，聚焦製程、裝置、服務等應用面向，結

合場域試驗建立智慧應用案例，SIG 申請以「製程智慧化」、「裝

置智慧化」、「服務智慧化」、「軟體智慧化」四大主題為主。 

1. 製程智慧化：協助在製造流程中導入 AI 技術，達到節省人力、

降低庫存壓力、快速穩定出貨等效果。例如：品質檢測、自動

化排程、預測性維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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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裝置智慧化：透過演算法、雲端服務優化各類裝置效能與功能，

包括提升運算處理速度、識別能力、自動化功能等。例如：影

音偵測、環境感測等各項硬體裝置。 

3. 服務智慧化：針對服務場域營運需求，透過 AI 提升服務效能、

品質及解決人力短缺之問題，或創造全新服務模式。例如：個

人化推薦、內容生成、客服機器人等。 

4. 軟體智慧化：針對既有系統整合業者升級需求，導入機器學習、

視覺辨識等 AI 相關技術，或發展各種領域的新型應用解決方案。

例如：ERP、CRM、營運/BI類應用等。 

三、 申請流程 

 

四、 申請時程 

自公告日起至 

110/1/29 

徵件與資格確認 

1. 採電子郵寄報名 

2. 務必於公告收件截止日 110/01/29(五)18:00前，完

成報名文件寄送 

110/1/18-110/1/20 SIG申請事項說明 



 

4 

AI智慧應用服務發展環境推動計畫 

SIG申請說明會 日期時間：110/1/20 上午 9:30-10:30 

地點：資策會民生科服大樓 808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 133號 8樓 

110/2/1-110/2/5 

簡報審查 

採現場簡報方式審查，日期與地點將另行通知 

自評選公告日起至

110/10/29 

執行與輔導 

1. 籌組產業 AI化推動 SIG 

2. 配合團隊進行企業訪視，釐清企業實際需求，輔

導企業申請落地實證獎助補助案 

* 因應疫情防制措施，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時間之權利 

1. 本計畫採線上申請，請務必於110/01/29(五) 18時前完成電子郵寄報名及繳

交資料。 

2. 聯絡資訊： 

北部輔導團隊-資策會： 02-6607-2581 李小姐  peisanlee@iii.org.tw 

中部輔導團隊 -台中市電腦公會：  04-2242-1717分機 232 葉先生

 jeremy@tcca.org.tw 

南部輔導團隊-中山產發： 07-9700910分機46 凃小姐 chiamantu@g-

mail.nsysu.edu.tw 

AI HUB平台技術服務窗口： 02-6607-2181  劉先生 tonyhwliu@iii.org.tw 

 

參、 應備文件 

一、 計畫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二、 協會(法人)登記證 (立案證明)掃描檔 

三、 提案簡報，內容需包含下列項目： 

 說明產業現況、數位化程度、預期 AI可投入之方向 

 說明輔導團隊之產業推動方式、合作分工模式 

mailto:peisanlee@iii.org.tw
mailto:jeremy@tcca.org.tw
mailto:chiamantu@g-mail.nsysu.edu.tw
mailto:chiamantu@g-mail.nsysu.edu.tw
mailto:tonyhwliu@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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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申請單位推動能量、產業需求評估、應用發展潛力 

 

肆、 推動內容 

一、 配合推動計畫，提供可訪視之需求業者名單並與服務團隊共同訪視，

以釐清產業智慧化需求。 

二、 提供產業生態鏈相關資訊，與服務團隊共同擬定產業領域AI應用發

展藍圖。 

三、 辦理分享或座談會活動。 

四、 配合計畫推動，執行 AI HUB平台相關工作任務。 

 

伍、 注意事項 

一、 個人資料之規範：申請單位執行本計畫需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

料，應符合個人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二、 申請計畫所提送之資料，無論審查通過與否或自行撤案，均不另發

還。 

三、 所有申請文件請打字撰寫，執行單位審查提案文件時，發現其內容

有不明確、不一致、明顯打字錯誤或簽名書寫錯誤之情形者，得通

知申請單位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 

四、 審查委員將依據申請簡報進行審查，申請單位須親自出席參加審查

會議進行簡報，無正當理由未出席者，視為棄權。 

 

陸、 審查項目及標準 

序 項目 內容 權重比例 

(一)  認知程度 

 申請單位明確了解產業欲解決之痛點，並具備

產業 AI化推動共識，可釐清產業 AI化準備度

(資訊化、自動化程度)。 

 產業推動 AI化與政府政策或 AI計畫之關聯性

程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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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 內容 權重比例 

(二)  經濟規模 

 推動產業 AI 化對台灣經濟貢獻度(如 GDP 占

比、產值、投資投入等)。 

 代表性廠商(或參與落地應用之廠商)能力及號

召力。 

 產業鏈串連與合作單位的完整度。 

30% 

(三)  未來擴展性  規劃項目之可延續性及未來發展方向。 20% 

(四)  執行能力  曾參與的政府(或產業推動)計劃。 20%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協辦單位：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中山大學南區促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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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產業 AI化推動工作小組(SIG) 

110年度申請表  

[表格內欄位均為必填項目] 

一、 基本資料表 

SIG名稱  

申請單位  

產業類別  

通訊地址 (○○○○○)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 分機  Email  

傳真號碼 ○○- 手機  

導入 AI應用

範圍 
 

同意事項： 

1. 同意由執行單位轉請審查委員會審查本單位提出之申請資料。 

2. 有義務回答審查委員會之審查意見。 

3. 本案所提供個人資料之當事人，均已瞭解並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依產業AI化推動工作小組(SIG)申請

須知相關辦法之作業程序進行管理；明瞭若提供不正確之個人資料，執行單位即無法進行前述各項作業。 

聲明事項： 

1. 申請文件所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符合申請相關規定，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2. 3年內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3. 未來針對本計畫之合作成果，不得進行誇大不實之宣導。 

4. 申請文件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申請單位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5. 申請單位負責人及經理人未具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稱之投資人身分。(「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稱投資人，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

公司，依規定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行為者。) 

 

 

以上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申請單位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請加蓋申請單位印鑑及負責人印章) 

 
 

 

 

 

 

申請單位印鑑：                                                              負責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