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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為順應世界變遷趨勢，整合資通訊技術

研發、培育人才及推動智庫之能量，開發我國相關產業之應用服務，

協助我國發展數位經濟，以促進政府與產業之數位轉型，進而提升國

家整體資通訊科技之創新與應用等相關技術。 

    僑務委員會與資策會為協助推動全球僑臺商資訊軟體產業升級

與技術服務，由資策會於其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資訊軟體服務專區」，

包含：服務介紹、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等項目；並提供《全球

僑臺商資訊軟體技術服務手冊》，內容有：資策會簡介、可移轉技術

及技術移轉境外實施規範、產業服務介紹與技術諮詢服務窗口等相關

資訊；另建立 LINE諮詢窗口（LINE ID：@world.weloveiii），提供從

事或對資訊軟體產業有興趣的僑臺商一個可與資策會直接聯繫的洽

詢管道。 

    茲彙編《全球僑臺商資訊軟體技術服務手冊》置於僑委會「僑臺

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及「全球僑臺商產業升

級與技術服務方案專區」(https://Tech.Taiwan-World.Net)，歡迎海外

僑臺商朋友下載運用並踴躍分享。期盼各位能運用資策會提供的相關

資源，提升全球競爭力及發展事業版圖，同時發揮僑臺企業之影響力，

將臺灣資訊軟體技術及創新能量推廣至國際舞臺。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童振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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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序言 

「不一定要跑得比熊快，只要跑得比你的同伴快，就不會被熊吃

掉了!」如同數位轉型一般，轉型的速度太慢，將會面臨被市場淘汰

的危機。近兩年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全球加速了數

位轉型的腳步與速度。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自成立以來，參與規劃研擬

並推動政府各項資訊產業政策，致力資通訊前瞻研發、普及與深化資

訊應用。近年來，為順應環境快速變遷，協助國內產業數位發展，資

策會以「數位轉型的化育者」（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

為定位，整合智庫、人培與資通訊技術研發及推動之能量，發展符合

產業需求的解決方案與應用服務，促進政府與產業的數位轉型，期望

能幫助大家成為那個「不會被熊吃掉的人」！ 

僑委會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與臺灣各

大研發機構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資策會也

期望藉此方案，能提供僑臺商企業相關產業技術合作經驗與案例，以

因應環境變革的轉型發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長 卓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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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介紹 

    海外僑臺商在全球的發展，無論是立足創業、擴充規模、甚至升

級轉型，均面臨激烈的挑戰。本會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

企業國際競爭力，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

紡織所、藥技中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設研院及台經院等 11 家

研發機構，研商「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能結

合臺灣研發技術能量，協輔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協助國內產業及研

發單位開拓國際市場，一同來開創雙贏局面。 

    為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計畫，爰提供相

關產業服務手冊，內容有：研發機構介紹、服務項目介紹、重要成果

展示、產業結合項目（鏈結臺灣產業，推銷臺灣產品、資材等）、服

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等；各研發機構並於其官網建置「全球僑臺

商服務平臺」專區網頁，包含：服務簡介、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目，以供有需求之僑臺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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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介紹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成立於 1979 年 7 月 24

日，由民間與政府共同籌設成立的法人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創設使命為「推廣資訊技術有效應用，提升國家整體

競爭力；塑造資訊工業發展環境與條件，增強資訊產業競爭力」。近

年為引領台灣發展數位經濟，乃以「數位轉型的化育者（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為新價值定位，積極整合智庫、人培、研發

及推動之能量，發展符合產業需求的解決方案與應用服務，促進政府

與產業的數位轉型。 

 

（一）服務項目與資源 

1、智庫顧問 

擔任「政府的智庫、產業的顧問」 促進產業向上提升 

資策會產業研究團隊長期觀測並分析全球產業與市場的發展動

向，積累豐富的研究方法與數據資料庫，成功鏈結國內外 ICT業者與

各國智庫、學研機構之網路，藉由提供全方位情報與顧問服務，為政

府與產業提供最佳化的前瞻視野、投資組合與策略規劃服務。 

消弭法規障礙 完備有利新興科技發展與數位轉型之法制環境 

面對新興科技與服務應用，資策會科技法律顧問團隊協助政府整

備與因應數位轉型發展及其衝擊，持續建構產業健全發展的法制環境，

並提供企業法遵諮詢，使企業在符合法令之前提下進行數位轉型，提

高生產效率與優化商業模式。 

2、技術研發 

深化技術布局 促進政府與產業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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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產業數位轉型服務」為研發主軸，聚焦「網通感知領域」、

「智慧製造領域」、「智慧服務領域」、「尖端應用領域」及「環境建構

領域」等五大領域之核心技術研究發展，運用現有研發資產與能量如

5G、智慧運輸、人工智慧、數據解析、資安及物聯網檢測等技術，以

協助政府與產業順利渡過數位轉型的時代考驗。 

打造產業生態系 建構可靠開源環境 

資策會積極運用現有研發能量打造不同領域之生態系，例如透過

自身 PaaS、5G、AI 等技術，建構具備國際競爭力及高價值之 AIoT

生態系。或是透過資安技術，發展適合各產業之資安鑄造框架，並推

動資安研訓、場域演練、檢測驗證等，建立資安共創生態系，創造可

信賴的台灣數位轉型品牌形象。亦透過 Living Lab場域驗證數據驅動

的數位創新服務，協助新創從市場需求驗證、MVP（Most Viable Product）

產出、商模驗證到資金媒合，持續推動數據服務的生態系。 

為精進自身軟體研發環境，並對接廣大開源社群，資策會自主投

入經費發展敏捷工具平台，搭配資安及法制規範，致力於建立可靠、

敏捷之開源軟體環境，並持續運用 AI 技術打造以數位轉型為目標的

完整環境建構平台，推展開源服務。 

 

3、產業服務 

成立數位轉型學堂 驅動產業轉型再起飛 

2018年資策會確立「數位轉型的化育者」的新價值定位，做為對

接數位轉型供需之橋樑，並成立數位轉型學堂協助產業數位轉型，從

顧問諮詢、人才培育著手，協同公協會能量，提供各行各業推動數位

轉型的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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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地方產業創造生機 建立可信賴的台灣品牌 

國際業務方面，透過投資評估、媒合及鏈結國外組織等方式，致

力促成台灣的系統整合輸出國際，開拓國際商機，在對日合作上，也

配合本會定位，聚焦資通訊、IoT、AI、5G等領域，藉由領導廠商之

技術及商務等合作，協助台灣產業進行數位轉型，並持續協助企業對

日拓銷，對接國際級研究機構及產業，創造互利雙贏之合作。 

 

4、人才培育 

運用數位科技培育專業人才 厚實數位轉型顧問能量 

資策會四十年來為國內培育各領域之數位人才超過五十萬人，累

積豐富的數位、線上與直播互動教育等技術與經驗。近年更將核心知

識資產平台化，建構數位人才知識庫，結合民間培訓機構，協助企業

客戶培育轉型所需的優秀人才。同時為強化自身顧問能量，於內部啟

動系統化人才培育機制，以實體課程、實務交流、深度對談等方式，

持續培育內部數位轉型學堂顧問。 

打造人才發展平台 推動教育產業數位轉型 

為接軌產業補齊數位與專業職能，並推動教育產業轉型，資策會

建立數位人才職能鑑識模型，以此為基準推估人才需求並設計課程，

以補足人才缺口。並以 i3EDU 線上頻道及 CoreLab 等線上平台強化

知識傳播，以小校聯盟、直播共學、跨國線上課程等方式推動教育模

式創新，推動教育產業數位轉型。 

 

（二）重要成果展示 

1、可移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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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安智能共創整合架構 

（2） IoT網通設備威脅模型 

（3） 工業控制主動式資安防禦與精準快篩模組 

（4） 5G智慧工廠 

（5） 專網系統管理技術模組 

（6） 乳房影像品質分類與評估模組 

（7） 體感協作服務平台-AR/VR服務加值模組 

（8） 智慧交通作業系統應用技術 

（9） 二輪車智慧安全聯網系統應用技術 

（10） 近沿海漁貨自動辨識與分析技術 

◎資策會技術移轉準則：資策會依據並配合《經濟部推動研究機構進

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補助辦法》、《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技術移轉，可以專屬授權、

非專屬授權或讓與等方式進行。 

2、專利 

（1） 無線網路系統及其基地台連線方法 

（2） 中控伺服器及其負載平衡方法 

（3） 影片擷取系統及其影片擷取方法 

（4） 辨識裝置、智慧裝置以及資訊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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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救災監測管理和預警系統以及方法 

（6） 行人偵測系統與方法 

（7） 計算機系統及音頻比對方法 

（8） 互動式廣告提供方法及系統 

（9） 用於車載隨意網路系統的傳輸控制方法以及通訊裝置 

（10） 直接通訊系統及其探索互動方法 

欲瞭解更多可移轉技術及專利，請掃描下方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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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1、LINE諮詢：請加 LINE ID：@world.weloveiii，或掃描下方 QR Code 

2、Email 諮詢：contactus@iii.org.tw 

3、電話諮詢：+886-2-6631-8168 

4、傳真：+886-2-2735-0655 

5、官網：www.iii.org.tw 

6、Facebook：www.facebook.com/weloveIII 

7、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06號 11樓 

 

 

 

 

 

 

 

 

 

 

mailto:contactus@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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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 Q&A 

Q1:如何諮詢資訊軟體相關技術？ 

A:只要對資訊軟體技術有任何問題，皆可透過「全球僑臺商資訊軟

體技術諮詢服務 LINE 專線」進行一對一諮詢。請先打開 LINE 搜

尋好友，並於用戶 ID欄位搜尋：@world.weloveiii或是掃 QR Code

加入好友，發送諮詢問題後，將有專人與您聯繫與回覆。 

Q2:諮詢資訊軟體技術相關問題是否需要支付費用？ 

A:為協助全球僑臺商解決資訊軟體技術相關問題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本全球僑臺商資訊軟體技術服務平臺免費提供技術諮詢服務。若

針對諮詢問題，後續有相關委託開發、服務方法導入、新創事業

育成與輔導、技術與產品檢測檢驗、人才培訓等項目需求，將會

依工作項目再分別計費。 

Q3:執行科專經常聽到的研發成果境外實施，目前規範的原則如何？ 

A:經濟部研發成果境外實施以我國產業優先為基本原則，以法人科

專之研發成果為例，目前依照《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第 16條(註)，非專屬授權境外運用研發成果，除

少數地區以外原則皆予開放，以擴大運用成果之彈性。專屬授權

境外實施則仍應經過報部核准執行單位始得進行境外運用。 

◎註：執行單位以專屬授權方式運用研發成果者，應以供我國研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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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企業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為優先。但不影響我國整體產

業及技術發展，經本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執行單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運用研發成果，且授權對象或區域屬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屬本部產業主管機關公告有影響我國產業

競爭優勢之虞者，應報經本部核准。但申請科技計畫時已規劃其為達

成計畫目標所必須之成果運用方式，並經本部審查計畫通過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研發成果再為讓與或授權者，亦適用之。 

    執行單位就無須報經本部核准之非專屬授權方式運用研發成果，

其運用情形應依相關規定向本部報告；必要時，本部得要求執行單位

提出說明。 

    執行單位無須依第二十八條通過制度評鑑者，其擬在我國管轄區

域外製造或使用研發成果應報經本部核准。 

    執行單位在我國管轄區域外運用研發成果，應符合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貿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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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軟體服務推動策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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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僑臺商資訊軟體服務專區 

    資策會已建置「全球僑臺商資訊軟體服務平臺」專區網頁，網址

為 https://www.iii.org.tw/OC/Contact.aspx?fm_sqno=91，歡迎多加參考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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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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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僑務委

員會於 110 年 4 月 16 日舉辦「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

方案」交流會，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

紡織所、藥技中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中華電信與設研院等

11家研發機構，以及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等僑臺商會代表，共同研商並

促進僑臺商與臺灣研發機構對接合作機會。 

童振源首先指出，今天交流座談匯聚全臺灣各部會最重要的

研發能量，是名符其實的國家隊。臺灣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3.11%，

居世界之冠，今年更預估會達到 4.64%；根據昨天行政院院會國

發會的報告顯示，不論是出口、景氣燈號皆突破近年紀錄，甚至

創下歷史新高，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研發能量。 

「沒有研發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競爭力！」童振源

強調，臺灣在經濟成長率中，研發佔 GDP 比重為 3.5%，是全世

界第三大投資研發國家，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大創

新國。 

因此，為了發揮臺灣的技術研發優勢，僑委會與臺灣各大研

發機構共同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

能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幫助海外 4萬多家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

也運用海外僑臺商網絡、生產基礎及人脈，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

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共同開創互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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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表示，為了串聯臺灣研發機構與全球僑臺商鏈結合作，

僑委會將扮演槓桿支點角色，提供系統性資訊彙整，建立單一數

位聯絡窗口，由各研發單位彙編服務手冊，包括介紹各研發機構、

服務項目和重要成果展示，並結合臺灣產業鏈，讓臺灣企業與臺

商有更多元的交流合作。 

此外，透過線上直播方式，讓全球臺商感受臺灣研發能量，

進行雙向對話；並安排與研發單位參訪與媒合，具體擴大研發成

果，將其國際化、產業化；更結合海外 3,274 位僑務榮譽職人員

及 2,676個僑團組織等僑胞能量與網絡，協助研發單位走向國際。 

交流會中，11家研發機構分別介紹各單位服務內容，同時在

活動現場設置展示攤位，讓僑臺商更了解各研發單位的優勢與能

量。透過今日僑臺商與研發機構的交流互動，促進對接合作商機，

期盼未來持續發揮臺灣優勢，協助全球僑胞茁壯發展，也運用全

球僑胞能量壯大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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