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培育生產力 4.0 人才
之課程規劃」成果發表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間：2016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一) 10：00-15：3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會議目的：
為利各技專校院瞭解生產力 4.0 產業發展趨勢及人才培育重
點，本部召集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對焦製造業、商業服務業及農業發展課程模組及相
關配套措施，本次會議目的為分享三領域課程規劃成果，透過經
驗分享及交流，提供各校推動人才培育作法參考。
 參與對象：全國技專校院對應製造業、商業服務業及農業相關領
域系科之主管及教師
 議程(主辦單位保留異動權力)：
時間

主題內容
報到及入場

09:30-10:00
10:00-10:10

開幕致歡迎詞

10:10-10:20

貴賓致詞

10:20-11:00

主講者

教育部 陳良基次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廖慶榮校長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陳重光 執行長

生產力 4.0 與產業

主持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朱瑾 研發長

革命：以人才培育

簡報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物聯網中心

觀點談起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
周碩彥 主任
主持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朱瑾 研發長

11:00-12:00

生產力 4.0 人才培

簡報人：

育課程規劃總體報

1. 工業 4.0 人才培育課程規劃總體報告

(含生產力 4.0 各領
域產業趨勢、人才
培育及關鍵技能)
(地點：IB10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楊朝龍老師
2. 商業 4.0 人才培育課程規劃總體報告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孫思源教務長
3. 農業 4.0 人才培育課程規劃總體報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葉一隆教務長
午餐

12:00-13:00

分組報告

工業 4.0 各校特色
人才培育課程規劃
報告
(地點：IB202)

13:00-15:00

主持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姚嘉瑜 副研發長
簡報人：
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陳華明副研發長
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李嘉紘主任
3. 南臺科技大學 資工系李南逸主任
4.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于劍平主任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博正研發長
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典範計畫辦公室汪正祺主任
7.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王堯天主任
8. 龍華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陳逸謙院長
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蘇程裕主任
1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系張世穎主任
主持人：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孫思源教務長
簡報人：
【智慧金融領域】
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 洪志興主任

商業 4.0 各校特色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吳建文主任

人才培育課程規劃
報告
(地點：IB201)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胥愛琦主任
【智慧零售領域】
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蔡坤穆院長
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林純如研發長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商業自動化中心徐濟世主任
4.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學院李麗華院長
5. 南臺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林志鴻主任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
【全通路物流領域】
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蔡坤穆院長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管系 楊朝龍老師
3. 正修科技大學資管系 蘇家輝老師

農業 4.0 各校特色
人才培育課程規劃
報告
(地點：IB302)

15:00-15:10

15:10-15:40

15:40

主持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葉一隆教務長
簡報人：
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孫珮珮副教務長
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資源組組長 李建邦組長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邱采新教務長
3.
4.
5.
6.
7.
8.

身心健康中心
嘉南藥理大學
教務處課務組
南臺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李宗儒主任
陳鴻助副校長兼教務長
邱重銘組長
生物科技系兼生物中心 張春生主任
資訊工程系李冠榮系主任
謝坤宏副教務長
王宗松教務長
資訊科技系呂全斌系主任

Tea Time

綜合座談
(地點：IB101)

主持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廖慶榮校長
報告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姚嘉瑜 副研發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孫思源教務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葉一隆教務長
賦歸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培育生產力 4.0 人才之課程規劃」成果發表會
報名資訊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培育生產力 4.0 人才之課程規劃」成果發表會採線上報名
方式，即日起至 105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止受理報名，請至網址系統
http://goo.gl/qo65Hk 報名。
時間：2016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一) 10：00-15：1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聯絡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張郁珮 小姐 或 張宇凱 先生
電話：02-27301039; 02-27376297
Email：ypchang@mail.ntust.edu.tw; albert1112@mail.ntust.edu.tw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培育生產力 4.0 人才之課程規劃」成果發表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交通指南
會場位置圖

抵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的方式

開車





由中山高速公路下圓山交流道，接台北市建國南北高架道路，下辛亥路
往木柵方向行駛，於辛亥路二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台大校園旁）右轉，
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由北二高接台北聯絡道，於辛亥路三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左轉，過長興街
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停車資訊：停車地點在國際大樓或研揚大樓的地下停車場，每小時 40
元，抽票卡或使用悠遊卡付費，走路約 5 分鐘可抵達會場。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搭乘聯營 1、207、254、275、275 副線、275 區間車、650、672、673、
907、綠 11、棕 12、敦化幹線。

搭乘國道、省道客運
 福和客運（板橋－基隆）、（台北－基隆）、（新店－基隆）、（德霖
技術學院－基隆）。
 基隆客運（板橋－基隆）。
 指南客運、中壢客運（桃園－台北市政府），經新店、公館、六張犁 。
 台中客運、大有巴士（台中－台北），經龍潭、新店、六張犁、捷運市
府站、松山車站 。
 國光客運、台聯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台北）經中永和、公館、六張
犁、捷運市府站 。
 亞聯客運（新竹－台北），經工研院、清大、交大、竹科、龍潭、新店、



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生南路、仁愛路、臺北市政府。（停
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豪泰客運（竹北－台北），經新竹縣政府、新竹稅捐處、一高竹北交流
道站、二高竹林交流道站、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
生南路、捷運科技大樓、捷運大安、捷運忠孝復興、捷運忠孝敦化、捷
運國父紀念館、捷運市府站。（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新店線：由公館站 2 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台大舟山路
步行，於鹿鳴堂右轉，過基隆路後左行即可到達本校。或於公館站 1 號
「水源市場」出口轉乘 1、673、907、綠 11、棕 12 直達本校。
搭乘捷運文湖線：於捷運六張犁站（往公館、永和方向）轉乘 1、207、
672、650、基隆客運板基線直達本校。

台北捷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