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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 AI 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 
AI 講師教練領航營 學員申請須知 

壹、計畫宗旨 

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培育產業 AI 技術與應用人才，110年度

辦理「AI 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下稱本計畫或 AIGO），希冀針對產業

及服務創新需求，將人工智慧（AI）及應用作為育成要點，以建立產業智慧化技

術整合，同時於實作中培養 AI 創新應用人才。 

  本計畫網羅各領域 AI與跨領域技術人才，組織 AIGO教練聯盟，並由聯盟

提供模組戰力解決企業痛點、培育企業 AI人才，建立產學研創生態系統，實踐

產業 AI 化數位轉型。本次的講師教練領航營遴選對從事 AI 教育訓練及顧問有

熱忱之人士，透過相關培訓課程與實作導入，由各領域專家擔任 AI 領航導師，

傳授專案實務經驗，提升學員的專業素養及能力，成為 AIGO 教練聯盟的種子

教練，期望未來能服務更多企業，鏈結聯盟能量，全面提升台灣 AI人才實戰能

力。 

 

貳、學員申請資格 

一、 具備 AI相關技術背景者。 

二、 有執行 AIGO歷屆解題競賽團隊尤佳。 

三、 有執行相關 AI專案者尤佳。 

四、 對從事 AI教育訓練及顧問有熱忱者。 

 

參、培訓內容 

一、 面試分組 

  學員於報名時需選擇一或兩個領域，並可自行排列優先順序，再由

專家學者擔任 AIGO領航導師，進行學員遴選與分組，並於培訓期間安

排諮詢輔導，此次聚焦 4大 AI領域，生物醫療、智慧製造、零售推薦、

公共領域相關應用說明如下： 

(一) 生物醫療：生物信息學、醫療影像信息學、病灶辨識、電腦輔助

診斷、電腦輔助手術、病理切片影像分析、流行病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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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製造：設備數據整合、視覺品質檢測、排程最佳化、製程配方

優化、設備早期診斷排休、供應鏈優化、設備數據數位化雲端儲存、

物聯網等。 

(三) 零售推薦：自然語言處理、推薦系統、情境感知、爬蟲探勘、客戶

關係管理等。 

(四) 公共領域：CSR、ESG、社會公益領域 AI 應用、政府部門 AI 應

用、資源分配、脫貧分析、教育優化、創業預測，或不在上述之列

的其他應用領域。 

 

二、 AI課程培訓 

  通過審查的學員將進行 AI講師教練領航營課程訓練以及 AIGO領

航導師線上課程，完成 28hrs的必修課程後，參與導師應用實作課程互

動討論，產出 AI應用實作教案，並於 AIGO線上小聚分享 AI技術，

相關課程內容如下： 

 

圖 1 AI講師教練領航營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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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講師教練領航營(必修 20hrs)： 

日期 時數 類別 課程大綱 

8/30 

AIGO計畫說明 

3hrs 
AI趨勢應用課程 

人工智慧 AI+應用場景的布局 

3hrs 激發 AI人工智慧的創造力 

9/15 7hrs 

AI講師課程 

企業顧問 VS講師 

台風與口語表達 

教學方法與原理 

9/16 7hrs 

學習目標設定 

有效溝通與傾聽 

試教與實作演練 
*課程日期暫定如上，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修訂課程日期的權利 

(二) AIGO領航導師線上課程(必選修 8hrs)： 

  AIGO 領航導師線上課程，提供豐富的領域學界課程與業界課程，

共 8門，每門課程 2小時，學員需修完該領域的課程(2門)，並於其他領

域任選 2門課程進修(例如：生物醫療領域的學員，需修完生物醫療的業

界與學界課程，並於其他 6門課程任選兩門)。 

 

圖 2 領航導師團線上課程 

(三) 應用實作 

  必修課程完成後，進行各領域導師分組實作，引導學員產出個人 AI

應用實作教案。分組實作共分為三個階段，學員需根據每階段須完成的

任務向導師進行報告，三階段的應用實作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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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案主題發想與提案 

2. 確認解決方法(可行性評估) 

3. 教案製作 

(四) 成果驗收 

  參考三、結訓標準並繳付相關文件。 

(五) 企業參訪 

  從四大領域中由 AIGO 領航導師推薦可參訪之場域，帶領學員

實地參訪了解 AI 發展現況及實際應用(後續參訪將視疫情狀況辦理)。 

三、 結訓標準 

  學員依照結訓標準完成受訓後可領取結訓證書，結訓標準如下： 

(一) 需完成 28小時的課程訓練，並全程參加導師分組實作。 

(二) 需產出個人化 AI應用實作教案至少 1門。 

(三) 於 AIGO線上小聚進行演說至少 1次。 

(四) 於 AIGO官網撰寫技術文章至少 1篇。 

(五) 繳交結訓報告 1式(內容應含教案內容、培訓心得)。 

(六) 於培訓結束後均應配合本計畫成果展示等宣導活動，並配合提供相

關資料於 AIGO官網露出。 

四、 AIGO教練聯盟擴散效益 

  參與領航營課程之學員，完成結訓條件後，可獲本計畫頒發「種子教

練」數位證書，將於 AIGO計畫中獲得之權利： 

(一) 免費課程：領航營課程包含 AI領域課程與 AI講師課程共 36小時，課

程費用全免。 

(二) 授課邀約：完成課程並成為 AIGO 教練聯盟講師後，計畫內之出題精

修班等課程及交流分享會將優先邀請擔任授課講師，並依規定核給講

師鐘點費。。 

(三) 個人曝光機會：於本計畫官網人才庫中曝光，可於 AIGO 線上諮詢室

與 AIGO 小聚活動等為企業進行服務診斷，提高個人知名度與相關經

驗累積。。 

(四) 擴展交流機會：產業交流媒合機會，透過定期的企業參訪活動，促成企

業培訓或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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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程序與注意事項 

一、 申請程序 

  申請本計畫培訓者，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將至 AIGO 官網活動頁面報

名，受理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0年 7月 25日，詳細作業流程如下： 

作業流程 說明 時程 

 【投件申請】 

1. 於「AIGO官網」公告相關資訊。 

2. 申請「AIGO官網」會員。 

3. 將「附件一、報名表.docx」於AIGO官

網活動頁填寫並上傳相關附件。 

公告日起至 7/25 

【書面初審】 

進行書面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培訓資格，

書面審查採通過與不通過進行初審。 

8月上旬 

公告初審結果 

【面試複審】 

第一階段通過後，進行面試複審，針對申

請人專業背景進行領域分組。 

8月中旬 

安排面試複審 

【公告錄取名單】 

於「AIGO網站」公告學員錄取名單及分

組名單 

8月下旬 

公告培訓名單 

【培訓課程】 

相關培訓內容請參考「參、培訓內容」。 
9月份 

【實作應用】 

相關培訓內容請參考「參、培訓內容」 
10月份 

【成果推廣】 

完成結訓條件之學員，可獲 AIGO 計畫

頒發「種子教練」數位證書，並需配合本

計畫提供之媒體曝光、專訪等計畫相關

廣宣活動。 

10月底 

※以上為暫定時程，屆時將依實際情況調整。 
  

 書面初審 

投件申請 

不合格 

不符合 

面試複審 

符合 

公告錄取名單 

培訓課程 

實作應用 

成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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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培訓課程全程免費，培訓期間務必全程參與，以免影響結訓標準。 

(二) 培訓成員因本培訓而獲知之商業模式、機密或個人資料，非經當事人

許可，不得擅自加工使用或對外發佈。 

(三) 培訓成員若有任何違約或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將撤銷培訓資格，

並依法律規定進行處置。 

(四) 本須知未規定之事項及任何臨時狀況（如政府計畫變更或其他不可歸

責之因素），本局得依實際計畫需求調整計畫時程，並於計畫網站即

時補述與公告，且保有各項課程最終解釋、更改及終止之權利。 

(五) 本須知經本局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

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解釋之權利。 

 

陸、各階段審查原則 

  申請學員需於 AIGO 官網活動報名頁面填寫領域志願以及上傳相關資料，

本計畫辦公室將籌組審查委員會，針對申請學員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其審查重

點依照《附件一、報名表.docx》內容評分，第一階段書面審查預計核定 40名學

員進行第二階段分領域面試複審，最終由 AIGO領航導師錄取 24名學員，相關

審查結果預計於本計畫官方網站公告，並由計畫辦公室通知錄取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