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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綜觀全球「設計」發展之趨勢，無論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

或人類社會生活等各領域，「設計」之影響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因

此，為了積極推廣設計美學、輔導相關產業、提升國際能見度，政府

在 2020 年成立了國家級的設計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Taiwa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 TDRI），進而期盼藉由設計

之發展來推動企業產能、提升國家整體之經濟量能。 

    僑務委員會與設研院為協助推動全球僑臺商設計相關產業之升

級與技術服務，由設研院協助提供《全球僑臺商設計產業技術服務手

冊》，內容有：設研院簡介、服務項目與資源、重要成果展示及服務

諮詢窗口等相關資訊；另建立 LINE 諮詢專線（ LINE ID：

@tw.DesignTech），提供從事或對運用設計相關產業有興趣的僑臺商

一個可與設研院直接聯繫的洽詢管道。 

    茲彙編《全球僑臺商設計產業技術服務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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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各位能運用設研院提供的相關資

源，提升全球競爭力及發展事業版圖，同時發揮僑臺商企業之影響力，

將臺灣設計產業技術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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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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Taiwa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簡

稱 TDRI）作為國家級研究智庫與跨領域整合平台，推動台灣創意產

業發展，協助資源整合、創造跨領域最大價值，是我們最大的使

命。主要任務為提升設計人才能力、驅動產業設計創新、建立設計

政策機制、推動公共服務創新、發展社會設計創新、推展國際設計

交流。 

「設計」是提升產業競爭力與附加價值的關鍵驅動力之一，也

是扮演促進文化與經濟互動及創新整合的重要角色，尤其疫情當

前，全球企業進行數位轉型，設計更能為服務流程、消費體驗、甚

至商業策略等領域創造價值。我們希望運用設計協助產業升級轉

型，透過國際交流合作，協助產業業者導入設計美學，加速帶動台

灣的創新經濟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產業競爭力。 

台灣設計研究院秉持創新不懈的精神，以設計洞察需求、創造

機會，致力於連結產官學界及不同專業領域攜手共創，帶來實質的

改變。相信設計不再只是關乎外觀的美感，更可以是翻轉產業及社

會的關鍵策略，未來將持續以設計創新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為產

業的創新發展找到新契機。 

 

台灣設計研究院 院長 張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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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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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經院及中經院

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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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雙贏局面。 

    為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爰提供產業技

術服務手冊，內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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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各研發機構官網建置「全球僑臺

商服務專區」，包含：服務簡介、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

目，以提供有需求之僑臺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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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介紹 

（一）台灣設計研究院簡介 

 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於 2003年成立「台灣創意設計中

心」(Taiwan Design Center, 簡稱 TDC)，為臺灣唯一一個以設計為核

心，促進產業與社會創新為目標的法人組織，深入設計創意產業的價

值網絡，全方位展開服務觸角提供知識與助力，並透過輔導設計產業

國際化、辦理國內外展會、舉辦專業設計獎項、推動設計媒合與產學

合作、建構展銷平台、營運創意場域多樣途徑，進一步創造設計整合

效益，藉此向世界宣言，「Designed in Taiwan」的時代已來臨。 

 2020 年 TDC 升格為國家級設計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

院」（Taiwa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 TDRI）。讓設計的角色融

入研發流程，成為產業決策核心；「台灣設計研究院」有三大使命：

第一、透過跨部會合作與跨領域整合，擴大設計之影響力；第二、搭

建設計創意平台，使年輕人創意得以發揮；第三、提升企業之設計位

階，使設計結合經營策略，發展設計領先型企業，提升臺灣成為高階

製造中心及高科技研發中心。 

 TDRI 運用「設計力」整合政府跨部會的資源，探索設計產業發展

趨勢、擬定國家設計發展策略、建構前瞻設計應用模式、建立跨域設

計生態系統、推動設計導入公共服務、帶動公共服務設計創新、形塑

社會頂尖產業聚落、建立社會設計創新標竿、扶植臺灣頂尖設計團隊、

提升臺灣設計國際能見度與聲量，持續擴大設計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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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項目與資源 

    TDRI 以「盤整研究、跨界媒合、創新設計、數位行銷」等

4 大面向投入輔導資源。首先以研析產業特色與地方脈絡、歷

史文化為基礎，以策略差異導入設計/跨域專家團隊（D-TEAM）

構築未來發展面貌，用設計進行創新與升級，定位品牌策略、

開發新品與包裝、延伸至空間場域進而銜接市場通路，協助業

者開創新商機。 

1. 品牌輔導、產品創新 

企業設計創新研究與設計工具開發 

   將研發能量投入企業創新，洞察產業及社會的需求，在

組織創新管理、產品服務創新、流程創新等面向，提供現況與

前瞻趨勢的探析，如發展企業設計力健檢機制，界定設計創新

指標及方法論，作為台灣企業進行自身設計成熟度的診斷工

具。 

品牌、產品與服務設計創新輔導 

    協助企業創新，導入設計美學、使用者經驗、服務體驗、

品牌策略、產品開發等之諮詢診斷與輔導專案，媒合國內外設

計團隊，透過設計客製化輔導模式，推動產業國際交流與合作，

進行跨域創新，協助業者在多元市場的社群溝通與行銷工具中，

統整資源、創造自身的品牌價值與商業競爭力。 

產學跨域創新實驗平台 

  透過鼓勵產業間的跨域聯合出題，促使企業跳脫既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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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嘗試跨產業合作創新的可行性。進一步與設計相關校系

合作，導入學生創意思維，以年輕設計能量促進產業發展，同

時也將企業實務需求導入設計教育，帶來未來創新可能的雙向

正向影響。 

2. 觀念革新、人才培育 

培育新一代創新人才 

    以多元途徑培育產業所需設計/創意人才，如發掘設計新秀、

促成產學合作，媒合創意設計人才。並透過課程與工作坊，讓

學員從專題講座與實務操作中，增進設計相關專業知識。 

辦理設計創意市場講座 

    不定期舉辦「創新、創意、創業、設計、品牌、市場、趨

勢、通路、行銷、經營、管理、文化、藝術」等線上或線下的

多元講座及設計課程。 

辦理創新服務體驗工作營 

    面對產業快速變化，為協助台灣業者跨世代永續經營與品

牌轉型，TDRI 導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服務設計

（Service Design）等工具，協助企業善用設計工具進行研發流

程創新，運用設計思考流程聚焦使用者體驗，透過共創工作坊，

探索創新應用情境。 

3. 主題推廣、展覽行銷 

    依受輔導業者之產品與服務特色，協助申請適合之國際展

覽或競賽，透過「主題策展」、「地方設計展」、「城市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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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展」等，推廣特色設計商品，強化在地業者、設計師

與產業間之鏈結與整合，並將輔導成果推薦給通路品牌商，創

造商業效益。 

（三）重要成果展示 

1. 品牌輔導、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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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外銷業者品牌輔導專案 T G A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oject」 

協助優質農產品牌建立或重塑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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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念革新、人才培育 

根據產業需求辦理設計培訓，透過課程、講座、分享會、

工作坊等方式，導入設計相關知識、思維、經驗與案例，協助

企業提升產品與服務價值，開發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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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推廣、展覽行銷 

2016台灣設計 X日本精造-合作成果展覽 

 

2019深圳國際工業設計大展-台灣館 Taiwan Desig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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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1、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8:00（臺灣時區 GMT+8，

國定例假日除外）。 

2、 Email 諮詢：ebbie_chen@tdri.org.tw 國際發展組-陳小姐 

3、 電話諮詢：+886-2-2745-8199 Ext. 572 國際發展組-陳小姐 

4、 傳真：+886-2-3322-9028 

5、 官網：https://www.tdri.org.tw 

6、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WTDRI 

7、 地址：11072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2 樓（松山文創園

區） 

 

◎全球僑臺商設計產業技術服務 LINE 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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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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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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與設計研究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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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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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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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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