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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向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碁石，根據2011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國內中小企業

的家數已達124萬8千家，占全體企業家數的97.68%。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不斷變動，為改善經營環境，

活絡中小企業發展動能，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積極協助中小企業拓展商機，促成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及技術

交流、拓展海外市場，並針對中小企業之問題與需求，提供適切經營策略與管理制度之輔導服務，以增

進企業經營效能，且積極強化我國管理顧問服務業之輔導能量，透過國內管理顧問創新服務手法，提升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能力。

100年度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在各執行單位的努力之下，總投入經費為6,564萬元，促成受輔

導廠商新增營業額約10.3億元，產出投入比為15.69倍。其中，在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服務方面，共計

派遣顧問臨廠短期診斷輔導148家、個廠輔導30家，以及推動5個管理顧問業策略聯盟，輔導中小企業49

家，增加管理顧問服務業及受輔導廠商之產值7.1億元。在促進中小企業商機媒合方面，透過國外及國內

之實體與虛擬通路，包括辦理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列車活動、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及運用中小企業

行銷專屬網站（Taiwan SME）等，協助2,888家次中小企業，促成媒合次數3,413次，創造商機達新台幣

28億380萬元，不僅幫助中小企業拓展商機、改善經營困境、發展新產品與技術，更協助中小企業健全經

營體質。

希望透過彙編本專刊，協助中小企業瞭解經營管理輔導體系資源，並透過輔導成果，提供國內中小

企業互相觀摩學習的參考。未來，政府將持續投入輔導資源與擴散成果效益，並與中小企業共同為國內

經濟再添發展動能。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

民國1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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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近年來，國內外環境變遷，在經濟自由化趨

勢與產業國際化潮流下，隨著全球化而走入競爭激

烈的微利時代，我國經濟主力-中小企業在此劇變

的經營環境中，為獲致永續經營之長遠目標，除積

極拓展市場需求以及努力培育高附加價值產出之企

業外，更需建立符合企業本身的經營管理制度並加

以改善及落實。

長期以來中小企業受到廠商規模偏小、先天

條件較為不足等不利因素限制，在成長發展過程

中，通常必須透過外部成長模式，藉以解決其不易

利用用內部成長模式所存在之問題。是故，如何結

合相關單位輔導資源，以做為協助中小企業經營之

政策工具，則顯得格外重要。

計畫目標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中小企業全面性的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暨
輔導體系協調推動計畫

經營管理輔導體系

緣　　起

經濟部為促進中小企業健全發展，自民國81年起依中小企業經營需求之各領域

設立財務融通、經營管理、生產技術、研究發展、資訊管理、工業安全、污染防治、

市場行銷、互助合作、品質提升、創業育成等11項輔導體系，提供中小企業各項輔

導。

體系任務

（一）促進中小企業健全發展，提供經營管理輔導。

（二）指導及協助中小企業提高經營效率，有效運用人力。

（三）提升中小企業未來產業競爭力。

輔導對象

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

100年執行計畫

（一）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暨輔導體系協調推動計畫 

（二）中小企業新技術新產品商機媒合推動計畫 

（三）新興中小企業創新服務加值計畫

（四）管理顧問服務科技發展計畫 

（五）中小企業國際行銷推廣輔導計畫

（六）台日中小企業合作交流推動計畫

（七）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計畫

（八）協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

中小企業處，電話：（02）2368-0816‧分機：212

100/11/02 趙義隆委員及洪鉛財委員
訪視苔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管理諮詢服務，並針對個別企業之問題與需求

提供短期診斷輔導以及個廠輔導，擬訂適切經營策

略與管理制度，以強化經營績效，健全企業體質，

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並整合經營管理輔導體系資

源及功能，以辦理經管體系之工作推廣與協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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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配合辦理相關廣宣以及成果展示活動，期能提

升中小企業競爭優勢。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1. 協助中小企業健全體質與提升競爭能力，並針

對企業策略規劃、組織設計、流程改造，以及

生產、銷售、研發、資訊應用、人力資源等各

項管理，給予適切的協助與輔導。

2. 在經營管理輔導體系中扮演協調溝通的角色，

藉由推廣宣導、提供諮詢服務、協調聯繫各計

畫執行單位、控管追蹤各輔導計畫，以有效掌

握各項計畫之執行情形及進度，以利進行體系

協調及聯繫工作，並針對各輔導單位輔導成效

及廠商意見調查，建立績效評估機制，以期提

供更便利、普及與專業之輔導服務。

計畫項目

1.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短期診斷100案

2.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個廠輔導10案

3. 設置專線電話提供協調聯繫服務及中小企業輔

導諮詢

4. 彙編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簡介1,000份

5. 彙編上（99）年度輔導成果專刊500冊

6. 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入口網站更新維護及提供線

上輔導申請

7.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網站更新維護及輔

導申請

8.彙整輔導工作月報

9.辦理經管工作檢討會議

100/11/0本處同仁陪同委員訪視有福機械有限公
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葉凱婷 專員 02-3343-112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張瑞珊 專員 02-2366-2224 

100/09/29-100/10/02「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中小企業館」活動現場及成果展示區

10.輔導成效廠商問卷調查

11.經管體系輔導計畫受輔導廠商期末訪視

12.配合辦理成果發表展示活動

成果

1. 短期診斷105家，針對企業所面臨之問題，提

供解決方案，並撰寫短期診斷報告，供廠商進

行改善，視需要有效轉介相關輔導體系，發揮

各輔導體系整合功能。

2. 個廠輔導11案，協助企業審視內外在環境變

化，擬訂適切的經營策略，並協助推動或加

強企業對市場定位的觀念及經營管理知識與技

巧，以提昇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3. 更新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入口網站及中小企業經

營管理輔導體系網站，並持續廣宣政府最新輔導

措施及活動訊息。

4. 編印經營管理輔導成果專刊500本，中小企業

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簡介1,000份。

5. 設立專線電話，提供中小企業諮詢經營管理及

中小企業輔導體系相關問題，或轉介至政府相

關單位接受輔導，並持續更新中小企業經營管

理輔導體系網站功能，提供中小企業輔導申請

等更便利之服務。 

6. 寄發200份問卷，經由問卷調查了解受輔導廠

商之滿意度情形，同時實地訪視專案計畫執行

單位及受輔導廠商／活動3次，了解輔導成效

優缺點，以提供中小企業處於未來研擬經營管

理輔導體系之工作方向與目標時之參考。

7. 配合辦理成果發表展示等相關活動，擴散計畫

成果效益。

計畫聯絡窗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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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創新再創新 好還要更好
添興食品力爭上游

執著、創新、力求完美

添興食品有限公司是由鄧添興先生所創立，

在草屯鎮的碧山路設有肉品加工廠及零售門市。

鄧添興從事肉品加工已有近二十多年的經驗，對

肉品的製作程序與品質要求均十分的嚴謹，堅持

要使用最好的肉品來製作，每天必定親赴肉品市

場挑選健康溫體豬肉，連在製程中使用的醬油、

調味料⋯都要使用最好的，所用的醬油是以三

家醬油大廠不同風味的醬油來混合配製的獨家配

方。有人認為肉類加工品並不需用到這麼好的食

材，但鄧添興自有堅持，認為要做就要做到最

好。

產學合作建構研發機制

除了對產品品質嚴加管控外，並尋找中國醫

添興公司的創意禮盒包裝，圖與
詩都流露出他對草屯鎮的感情與
熱愛

藥大學、中興大學、環球科技大學及建國科技大

學等老師提供專業技術指導或改善建議，積極的

研發創意新產品，如紅酒肉乾、檸檬肉乾、巧味

酥⋯，讓本公司的自有品牌－新珍香，在短期內

就打開了知名度，受到消費者的支持與肯定，在

市場已占有一席之地。



6 7

老店轉型棋餅立大功
中外餅舖創意闖藍海

意外傳承老店舖

提起左營，就不能遺漏中外餅舖，說到古早

味，那就更不能忽略他們的綠豆糕。中外餅舖由

余氏家族創立於1925年，老店座落於高雄市左

營區左營大路98號。日治時代是左營地區的鹽、

糖專賣店，在台灣光復後聘請一位來自上海的糕

餅師傅研發入口即化、甜而不膩、低糖且不含防

腐劑的頂級綠豆糕，而開始轉型為糕餅製造與批

發，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第二代主人余榮

欽堅持使用天然原料製作台式大餅與喜慶用糕

餅，總是吸引許多老饕購買。

張美華原本立志要當個麻醉師，從事醫護工

作，但在「姻」緣際會下，接掌了中外餅舖。初

期對糕餅製作與店務管理安全陌生，以外行人來

領導內行糕餅師傅所遇到的排斥與抗拒就可想而

打造品牌、開創新市場、滿足客戶需求

為了讓品牌的特性不致因產品類別過多而模

糊了焦點，在原有品牌「新珍香」外，另創新品

牌「添興師」，為兩品牌訂定不同的屬性與行銷

策略，並將各項產品依其特性分別歸屬到兩品牌

下，以配合不同的目標市場與消費客層的需求。

另為了擴大市場範圍與提升品牌的能見度與知名

度，鄧添興主動出擊參加各地的市集活動，以及

到上市上櫃公司設攤推銷產品，以增加客戶數及

營業額，及為日後利用E-MAIL及手機簡訊行銷

累積客戶資料庫。

持續改善安全至上

近年來，台灣發生了多起食品衛生安全的事

件，也顯示台灣中小企業一旦擴大規模後，往往

暴露出管理上的缺失，添興為確保所生產肉品的衛

添興公司位於草屯碧山路整潔明亮的門市

外包裝貼紙－迷宮（是鄧添興先
先分享他的創業歷程）

添興公司的門市

生與安全，以及提升門市的服務品質，除了自行參

加與食品衛生安全及門市管理、服務的相關的課程

外，並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0年度中小企業

經營管理輔導暨輔導體系協調推動計畫」，希望透

過標準化，降低流程控管的不確定性與食品安全問

題。經過管科會顧問的協助下，完成相關管理程序

及作業標準書；另配合加強現場環境之整理與清

潔、調整作業區域及生產動線，辦理員工衛生教育

訓練⋯。在公司全體員工的努力下，順利的取得品

牌大廠的OEM訂單，另一方面也協助添興順利取

得GSP驗證，使門市的服務讓消費者更為滿意，

營業額也得以大幅的增加。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的協助，在公司面臨轉型瓶頸時，適時地指派專業

顧問提供協助。

添興公司的產品組禮盒
是草屯人最佳伴手禮

添興公司因媒體的報導
經年不斷而成人氣店

添興公司常有創意十足的新產，所以常會接受到媒體
的主動採訪

知。張美華不服輸的個性，立志在最短的時間內

變成糕餅專家，於是報名參加高雄市小港職訓中

心與台北小麥食品研究所的烘焙訓練並就讀大仁

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科，積極及快速的學習烘培與

管理的專業知識，很快的就掌控局面，並將老店

發揚光大。

中外餅舖透過持續參加國內外的展銷活動提昇能見
成為糕餅業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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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棋餅立大功

中外餅舖綠豆糕聞名全國是創業以來的鎮店

之寶，但張美華認為隨著時代的改變、以及飲食

的多元化，中外餅舖應開發新產品，在原有純熟

手藝的基礎下，加上新的原料和烘培方式，開發

出更符合現代消費者口味的產品。

2001年起，高雄市政府每年所舉辦的左營

萬年季活動，指定中外餅舖製作『象棋型祈福綠

豆糕』，2005年，高雄市建設局再度指定中外餅

舖為旗鼓燈火嘉年華活動地方糕餅產業製造商，

並於同年12月榮獲高雄市十大特色伴手禮第二名

之殊榮，奠定了中外餅舖在港都地方糕餅產業的

重量級地位。

此外，張美華汲取地方文化為創意質素，

融合傳統糕點製作方法與西點的精緻特色，以保

中小企業新技術新產品
商機媒合推動計畫

計畫緣起

掌握顧客與市場，創造獲利商機是維繫企業

命脈之必要條件。我國許多創新型中小企業擁有

獨特的研發技術與成果，但常由於營運資源較不完

整，或對於商情資訊掌握不足，造成產品開發無法

Time to market，或失去技術與產品曝光的最佳時

機，造成商機的延誤甚至損失。需要有公正第三方

服務提供與整合者的角色，降低中小企業在商機資

訊與資源取得之門檻，提供資金、技術、行銷合作

管道，促成多元合作與開創獲利商機。

計畫目標

建構商機媒合整合性服務平台，發揮資源

整合綜效，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發揚既有優勢，掌

握市場與商機。提供商機媒合發表活動及網站平

台，協助中小企業釋放高附加價值之技術與產品

資訊，讓優質技術成果快速流動與應用，新產品

獲得曝光及行銷媒合的機會。同時提供促成商機

與技術媒合之專業服務，鼓勵企業間有效鏈結整

合，尋求策略合作夥伴，提高商機合作及技術交

流媒合成功機率。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維運商機媒合平台網站，持續傳遞予企業商

機媒合與升級轉型相關資訊。每年規劃於北中南

造型獨特可愛的火獅
餅蘊藏深厚的在地文
化與宗教情懷

中外餅舖結合地
方廟宇文化與創
意開發出全國首
創的大道公平餅

故事性十足的乒乓餅有
著新嫁女兒的複雜心情

存本土風味為原則，研製出大道公平安餅、火獅

餅、黃金鳳梨酥、乒乓丸、黃金月餅、一口鳳梨

酥⋯多項深具文化創意產品，備受各界肯定，也

成功打入年輕族群市場。

善用政府資源提升經營效率

中外餅舖為加強對消費者的服務品質及擴大

營運範圍，自2011年初開始在左營的著名景點蓮

池潭畔興建旗艦店。同時為了提升競爭優勢，中

外餅舖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0年度中小企

業經營管理輔導暨輔導體系協調推動計畫」，希

望透過政府資源的投入與專家的協助，提升中外

在市場競爭力。

在管科會顧問的協助下，根據每位同仁所負

責的工作與任務訂定合理的績效指標、協助進行

旗艦店先期規劃，針對流程與動線作一總檢討與

改善規劃、定期為員工舉行教育訓練與座談強化

品質意識。透過專業的輔導與資源的投入，使得

生產效率與服務品質大幅提升，年營業額亦增加

20%以上。展望未來，張美華表示將強化行銷與

服務能力，讓業績不斷的成長，品牌價值不斷的

提升。

參展廠商肯定活動，大聲比“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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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區辦理新技術及新產品商機媒合發表活動，塑

造深度商機洽談與媒合機會，讓優質案源與商機能

有效交流與曝光；並整合「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列

車」活動，創造綜效。針對輔導企業定期追蹤，持

續提供諮詢媒合服務，以期促成策略合作案例。 

計畫項目

1.維運中小企業商機媒合整合服務網

2.塑造多元化新技術新產品發表展示機會

3.整合商機媒合活動資源發揮加乘綜效

4.提供商機媒合輔導及持續促成服務

成果

1. 提供專屬計畫網站1式，增修並充實技術升級

商機拓展座談會邀請南僑關係企
業會陳飛龍會長專題演講

商機媒合活動參與盛況，場場爆滿

轉型與商機媒合資訊。

2. 辦理5場新產品、新技術及資金商機發表與

媒合商談會，參展家數90家，媒合洽談次數

1,979次，媒合金額1億5千萬元。

來賓參觀創新技術產品展示，洽談合作機會

3. 辦理1場中小企業商機拓展座談會，協助業者

強化市場競爭優勢。

4. 完成商機媒合會後促成服務與技術諮詢服務

200次。

5. 配合經濟部100年度各場次商機媒合活動進行

績效彙整與6次廣宣工作。

計畫聯絡窗口

工業技術研究院

張滋煒 經理 03-591-6162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2011中小企業
商機媒合列車
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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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斯公司成立於1980年，憑著30年的豐

富製造經驗與技術，廣泛收集顧客的建議，逐年

累積了先進而強勢的資料，提供最完善的冷凍、

空調生產設備，並協助客戶建廠與規劃生產流

程。2006年將業務由台灣拓展到歐洲、東南亞與

中東，並建立KLIMA品牌。公司分別於2008及

2009年獲得金炬獎及「創新研發績優中小企業選

拔創新獎」。近年公司運用長期開發機械設備以

及與業界合作所累積的經驗，開始著手研發重油

乳化之設備。

重油是許多工業在燃燒鍋爐上重要的燃料，

舉凡石油業、化工行業、化肥行業、鋼鐵行業、

造紙行業、大型食品行業（糖廠等）等都需要大

量的重油。為了節省重油的消耗，重油乳化均質

技術因此被開發出來，而一般的做法皆是在重油

中添加乳化劑以增加重油乳化的效果。康美斯的

研發團隊透過對乳化技術的深入了解，針對既有

技術改良與創新，開發出完全不需額外添加劑之

康美斯自行開發之乳化重油機

重油乳化設備，並請中油、成大研發會等實驗驗

證，證實經過康美斯的乳化設備生產出的重油，

與傳統重油相比較平均可節能14%，並降低工

業鍋爐煙道廢氣，可讓廠商在節省燃料費用的同

時，降低對環境的污染與傷害。

為有效推廣此創新技術成果，康美斯透過中

小企業處輔導計畫的協助，參加100年度「中小

企業商機媒合列車啟動儀式暨新產品商機發表展

示會」，當天即有30次媒合紀錄，會後繼續接洽

廠商達11家次。透過計畫輔導團隊工研院服科中

心後續追蹤輔導，目前康美斯的創新重油乳化設

合輝實業採用康美斯之乳化重油機裝
機現場實照

康美斯工業參加100年度新產品商機發表展示會
活動

備已逐漸被市場接受，越來越多客戶採用該設備

來達到節能的目的。例如以各種布類之樹脂定型

及布疋之染印、加工、製造、買賣為主要業務的

合輝實業已採用康美斯中型乳化機台，另外主要

業務為布疋染印、製造、銷售的裕貞紡織，亦已

採用康美斯中型乳化機台。總計於100年度參展

後，當年共為康美斯帶來730萬的實際商機。未

來，輔導團隊將持續積極協助康美斯以重油節能

服務的形式推廣，讓客戶不需負擔高額的設備採

購成本，可以租用的方式來使用享受乳化重油設

備所帶來的效益，「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列車」將

再次發揮科技紅娘的使命，協助中小企業創造無

限商機！

康美斯工業參加100年度新產品商機發表展示會
活動

康美斯節能重油乳化設備，從商機
媒合列車運轉帶出火熱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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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未來是服務經濟時代，服務創新與高值化將

是下一波企業成長的動力，我國也鎖定經濟發展將

朝製造與服務業雙引擎並重。觀察國內中小企業發

展服務創新，常面臨的問題包含：技術／產品本位

主義，對市場需求掌握與洞察力不足；缺乏服務創

新手法，不善應用科技加值服務模式；欠缺可獲利

的營運模式及整合價值合作網絡，因此本計畫推動

實質輔導以促成國內中小企業運用產業既有優勢，

掌握市場脈動進而達成服務創新加值。

計畫目標

篩選本身具有服務創新投資與成長意願的

中小企業個案，提供系統化的輔導。在服務思

維、市場需求掌握與洞察力強化上，協助企業導

入服務創新加值概念與知識，並建立企業服務創

新發展系統與機制；在科技應用與加值服務模式

能力培養上，帶領業者從剖析服務創新需求、進

行服務設計並融合科技，到發展營運獲利模式與

構築創新服務系統合作網脈，進而爭取資源與驗

證。藉由製造業強化服務內涵、服務業導入科技

應用、服務價值網絡建構等，創造亮點產業的產

中小企業服務創新趨勢座談，邀請專家共
同討論輔導推動措施

新興中小企業創新服務
加值計畫 生。服務創新輔導之成效經由案例分享及安排商

機合作，推動更多的業者積極參與服務科技化與

製造服務化的躍升行列。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邀集產官學研之服務業領域專家針對中小企

業發展服務創新之機會與挑戰等議題深入討論，

提出政策建言並擬定相關輔導措施。提供中小企

業服務創新智能培育機會，協助全面提升中小企

業服務創新能量。挖掘服務創新雛型概念，運用

需求洞察、商業模式

創新、科技創新應用

與加值、服務系統與

價值鏈深化等輔導手

法，促成產業價值鏈

中的廠商形成合作價

值網絡，帶動整體網

絡之營運升值。

計畫項目

1. 中小企業服務創新趨勢研析

2. 新興中小企業服務加值輔導

3.服務創新知識擴散與合作促成

成果

1. 辦理1場中小企業服務創新趨勢座談，將專家

座談結論彙編成服務創新輔導政策建言報告，

並做為未來輔導措施參考。

2. 辦理2場中小企業服務創新智能活動，培育人

才169人，協助中小企業提升企業內部服務創

新能量，並帶動業者研發投入5千萬元，讓企

業更能掌握市場契機。

3. 實質輔導創新服務雛型8案，引導服務創新概

念開花結果，發展高獲利服務模式，並帶動24

計畫團隊協助串聯創新服務網脈業者，共同研議規
劃服務平台

辦理中小企業服務創新秘
笈講座，業者反應熱烈

與輔導業者討論創新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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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

張滋煒 經理 03-591-6162

安排創新服務業者參加商機媒合發表活動，增加曝光度

家業者科技應用與加值

4. 安排5項輔導個案發表及曝光，促成商機合作

洽談102次，形成中小企業服務價值網絡，網

絡合作金額達30,050千元，並共同爭取合作商

機。

5. 帶動相關廠商營收增加1.5億，就業人數增加

200人，並創造亮點產業，吸引更多的業者積

極參與服務創新。

計畫聯絡窗口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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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會展CRM服務系統

「全人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迄今約十五

年的歷史，成立之後便開始承接各項中大型資訊

與網路平台建構案。以全人資通多年來專案經營

的經驗，賴世若執行長從傳統的名片市場中，意

識到供需雙方的需求以及可改變營運模式的契

機，並於98年從軟體開發設計公司轉型為服務導

向的名片整合創新公司，在100年9月成功開發

LinkPeople雲端人脈存摺服務平台，進而可長期

深耕各類型廠商或人脈管理相關業務，並透過此

雲端人脈平台的建立，延伸實體名片市場的管理

以及上下游整合的市場價值鏈的需求。

使用電子名片看展 隨手掌握最新商品資
訊 並輕鬆發展商務人脈

以往一般大眾或商務人士參加有興趣的主題

展覽，大多是依策展單位提供的平面圖隨意規劃

路線逛攤位，遇到較有興趣的內容才稍作停留駐

足參觀，然而往往最後留下的只是尚待整理的大

量商品DM及模糊的印象。

全人資通提出的「雲端會展CRM服務系

統」是讓參展民眾使用自己內建NFC功能的智慧

型手機（或現場租用NFC名片），就可使用全人

資通的LinkPeople電子名片平台編輯個人名片。

全人資通賴世若執行長

會展參觀者只要將NFC手機輕輕一碰展場中各處設

立的NFC設備，想得到的廠商或商品資訊、優惠方

案或更多深入的相關資訊就會立即傳送到手機上。

並且可簡化報到流程，省去簽名、填寫資料、發證

件的繁複步驟，通關只要一個觸碰動作。

商務人士與參展廠商參展可利用電子名片

快速傳輸的便利性，輕觸彼此手機即可將聯絡資

料直接送入通訊錄，省去編輯資料的麻煩。在參

與過展覽後，更可透過雲端人脈系統進行參訪行

程記錄、效益追蹤、人脈累積。而主辦單位則可

全人資通以電子名片發展出「雲端會展
CRM服務系統」，可改變現行的策展、
參展以及觀展模式，為上中下游廠商甚至
與會民眾創造便利與獲利

LinkPeople雲端人脈存摺服務，將個人電子名片從
“點與點”的聯繫，擴大到商務行為人脈的“面”

以透過與會人士的會場NFC紀錄，無論是報到、

參觀動線紀錄、廠商媒合紀錄等等資料都一目瞭

然，有助於後續分析活動效益。

全新展覽模式  即將啟動

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的

輔導，導入了中小企業處的「新興中小企業創新

服務加值計畫」資源，協助全人資通深度探索目

標客群的需求，包括在創新技術交流媒合會上進

行15次的媒合深度洽談，並運用調查手法深入了

解參展來賓及參展廠商的實際問題與需求，進而

調整整體服務模式的架構與分工，同時也協助全

人資通找到了營運模式的合作夥伴：易富網科技

及方圓會展管理。而這個創新的服務模式，將在

2012年7月高雄市工商展覽中心開始試辦，提供

不同一般策展單位的服務優勢，創造多方的共榮

互利，更重要的是能從此改變展覽行為，成為更

E化便利、更具知性深度、且更能提振區域經濟

的啟動點。

透過地圖的清楚標記，描畫出人脈網絡的完整，讓
使用者更能整合地區性的人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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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依據經濟部服務業發展推動會報將管理顧問

服務業列為重點服務業之ㄧ，「顧問服務業」與

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且對國內企業經營

管理能力提升之助力不容忽視。

計畫目標

為提升台灣管理顧問產業之國際競爭力，藉

由掌握國內管理顧問服務之諮詢、輔導、培訓等

產業能量分佈，積極強化我國管理顧問服務業人

才與業務之服務能量，優化管理顧問對產業經濟

脈絡與營運體質之掌握，協助企業升級轉型，並

帶動多面向產業價值鏈整合。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1. 政策形成與措施規劃：召開管理顧問業策略規

劃專家會議，針對我國管理顧問業政策規劃謀

管理顧問服務科技
發展計畫

求共識，並配合政府重大施政方針調整計畫推

動措施。

2. 基礎環境建置與人才培育：藉由管顧業產業背

景資料調查，審視產業缺口與掌握趨勢資訊，

並以此為依據建構優質的產業基礎發展環境，

【管理顧問國際論壇】2011/10/4~10/5全
球管理顧問領袖論壇

進而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管理顧問業；舉辦顧

問新知國際論壇，邀請國際管顧專家演講，促

進國內外顧問師互動交流管理新知及工具，提

升此產業服務素質。

3. 國際拓銷與技術發展：推動管理顧問業策略聯

盟，鼓勵創新營運模式，並透過管顧業大陸接

單服務平台，進行海外商機拓展與需求轉介，

協助中小企業或台商企業轉型升級。

計畫項目

一、知識聯網

1. 管理顧問服務業之產業供需調查：更新國內管

理顧問產業現況，並調查大陸台商營運瓶頸，

及對台灣管顧業之輔導需求，編撰出產業供需

調查報告。

2. 管理顧問服務業之知識平台：為促進管理顧問

從業人員彼此交流切磋，和增加與客戶之間的

互動關係，持續維運管理顧問服務業資訊交流

與供需服務媒合網站，增加媒合業務之機會，

及加值管理顧問從業人員之知識內涵。

3. 舉辦顧問新知國際論壇：配合2011「ICMCI全

球顧問管理實務高峰論壇」，邀請國際顧問針

對管理趨勢、新管理工具專題演說，深化國內

執業中經營管理顧問師之知識內涵與輔導能

量。

二、市場拓展與技術發展

1. 設立服務辦公室：編列專責人員，建立單一窗

口之台灣管顧大陸服務辦公室，提供大陸台商

企業更即時之經營管理諮詢服務。

2. 辦理管理顧問業與廠商企業商機媒合會：為提

升中小企業與台商企業對政府資源與台灣管理

顧問業之了解，透過媒合會交流，促發輔導商

機。

3. 推動管理顧問業策略聯盟：籌組國內管理顧問

業策略聯盟，帶動國內管理顧問業界輔導的新

氣象，擴展國內管理顧問業界的加值能量。

成果

1. 健全管理顧問服務業之發展環境，完成產業供

【大陸台商企業媒合會】2011/3/23珠三角台商轉
型升級顧問服務懇談會石碣場活動

【大陸台商企業媒合會】2011/3/24東莞市台商投資
企業協會謝慶源會長蒞臨虎門場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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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調查報告1式。

2. 持續維運管理顧問知識平台，並建構顧問線上

登錄黃頁系統及線上需求轉介等機制1式。

3. 辦理1場次管理顧問國際論壇，擴散全球最新

諮詢技術與管理工具，培育具現代化管理智能

及國際視野之管理顧問專業人才200人次。

4. 設立大陸服務辦公室，提供台商即時經營管理

諮詢服務，並辦理大陸地區3場次管理顧問與

企業商機媒合會，創造管理顧問業潛在商機。

5. 籌組3個管理顧問服務業策略聯盟，並促進其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徐千祐 02-2698-2989#2571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創新營運模式，有效提升服務品質，建立品牌

效益，輔導中小企業或台商企業49家，增加管

理顧問服務業及受輔導企業之產值7.1億元。

計畫聯絡窗口

富晶通科技 環保節能
邁向綠企業

企業源起

國內儲存媒體（DVD-R，CD-R）大廠中環科

技（CMC）為因應PDA及智慧型手機等個人行動

設備市場快速成長帶來之觸控面板需求，於2000

年11月與富士通（Fujitsu）Component集團合資成

立富晶通科技（以下簡稱富晶通），主要產品為

觸控面板，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GPS導航系

統、ATM等都是富晶通產品可應用之領域。富晶

通現址位於桃園華亞科學園區，擁有7000平方公

尺的廠房（圖一）和最新的觸控面板生產設備。

富晶通除了充分掌握企業競爭三大要素品質、成

本、交期外，環境保護及無毒綠色生產與綠色產

品亦是富晶通經營階層所重視之經營重點。

管理階層共識確定後富晶通余建華總經理

即任命在推動ISO管理制度有豐富經驗之品質管

理部郭玉如副總經理領軍成立推行委員會，展

開具體行動，在幾次會議中，成員們討論到各

項環保行動如隨手關燈、節約用水等等，經過

實施後之成效，仍未能達成企業級節能減碳的

目標，經諮詢長期為中環集團各子公司提供輔

導及教育訓練之科建顧問專家團隊後，決定採用

「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國際標準」做為整

個計畫之依據標準規範。

ISO 14064-1是ISO國際標準組織所制定發布關於因組織（企
業）活動所排放或移除的溫室氣體之計算與盤查報告的指引
規範。

圖一 富晶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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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顧聯盟，齊心協力，提升企業體質

科建顧問專家團隊評估富晶通專案之需求

後，建議富晶通除了盤查計算整體生產活動所產

出之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外，應具體掌握排碳量主

要來源，進一步採取積極減碳作為才能對企業產

生更大效益，此一提案獲得富晶通認同及採用，

為了能達成富晶通專案預期目標，科建顧問運

用中小企業處「100年度管理顧問服務科技發展

計畫」資源，結合在輔導美國綠建築（LEED標

章）及企業節能技術方面之專家冠呈能源科技、

國內環保專題研究龍頭綠基會、檢測儀器專業廠

商能邁科技及現場管理專長之威廉科研、杜德管

顧等五家管理顧問與技術服務業者，由科建顧問

發起組成顧問旗艦，整合管理制度與節能技術之

輔導能量，提出輔導之專案計畫，期望從具體精

確的溫室氣體盤查到實際減量策略均能提供富晶

通具體的參考做法。

計畫正式展開，首先是對溫室氣體盤查與

減量共識的訓練，經過講師說明後，學員們對於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標準及聯合國跨政府

氣候變遷小組（IPCC）制訂的溫室氣體計算排

放係數等有了深入的了解。

課程結束後，再由顧問旗艦成立數據蒐集

小組，在科建顧問引導下，小組成員先將富晶通

之工廠區域與生產功能劃分區塊，依此分工展開

盤查工作，期間富晶通執行人員高度配合協助盤

查，並在年底完成溫室氣體盤查清冊報告。

振翅待發，啟動節能，邁向綠色企業

透過盤查過程及盤查清冊資料顯示，富晶通

主要之碳排放源來自於廠務及生產用電，後續由

富晶通、及管理顧問旗艦單位共同進行後續專案

會議，會中針對富晶通之產線製程用電、照明、

空調系統、廠務公用電系統等逐一討論改善方案

做為持續改善之依據，並由科建顧問團隊建議導

入ISO 50001國際能源管理標準，使節能減碳落

實於日常管理中，並朝向節能15%的目標邁進。

成效小結：整合資源，邁向三贏新紀元

透過中小企業處「100年度管理顧問服務科

技發展計畫」資源的支持，組成管顧旗艦團隊，

提供富晶通一般管理顧問公司所陌生的節能技術

專業領域，在輔導過程中也引起了富晶通同仁對

節能的迴響，甚至會在休息時討論及分享個人的

節能小妙方；檢視本專案之成果，富晶通方面除

了具體的節能，降低7.7%生產成本與生產績效展

現外，也獲得往來客戶對其投入環保及無毒生產

線與產品之肯定，使拓展業務訂單方面獲得不少

助力，企業產值獲得了5%提昇。

圖二、富晶通產品應用領域

工作小組能源評估報告紀實

計畫緣起

國內許多有意願拓展海外市場的中小企業，

受限於高拓展成本、缺少經驗及資訊，面對國際

市場之競爭，單打獨鬥難以有效拓展，藉由本計

畫之實施應可強化中小企業市場行銷能力，協助

中小企業拓銷海外市場，促進貿易拓展商機及我

國經濟整體之發展。

計畫目標

本計畫針對我國中小企業的產業特性，提出

相關的市場拓銷輔導計畫，以精簡的人力、最經

濟成本、運用多元及良好的管道，來積極協助中

小企業業者拓展海外市場，希望能更有效協助業

者開發商機，爭取海外訂單。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1.海外行銷團。

中小企業國際行銷推廣
輔導計畫

2.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

3.商機媒合會。

4.研討會。

5.台北國際專業展展示專區。

6.網路行銷。

計畫項目

1. 海外行銷團－2011年天津台灣名品交易會：

2011年天津台灣名品交易會展品展示區



26 27

「2011年天津台灣名品交易會中小企業海外參

展行銷團」海外參展行銷團，以設立「台灣優

質中小企業展示專區」方式展出，共徵集34家

得獎廠商使用櫥櫃展示，17家使用攤位展示，

共51家廠商參加。總商機達新台幣（以下同）

9,022萬5千元。

2. 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於台灣及日本共

辦理5場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藉由台

日雙向技術及商機交流，促成台日業者了解彼

此，營造雙贏的結果。本年度共服務217家廠

商，媒合商機達2億9,014.5萬元。

3. 商機媒合會－後ECFA時代協助我優勢產業切

入大陸、印度、印尼、越南：辦理「後ECFA

時代協助我優勢產業切入大陸、印度、印尼、

越南市場」商機媒合會，協助媒合我中小企業

與大陸及東協重點國家買主，以拓展海外市

場，本次媒合會共22家買主來台，181家我商

參與，促成12億9,800萬元商機 。

4. 研討會－後ECFA時代中小企業前進大陸之機

會與挑戰：本研討會由台大經濟系林建甫教授

及勝泰衛材潘進吉總監擔任講師，共有203位

中部企業出席，聽眾與講者互動極為熱烈。

5. 台北國際專業展示專區：籌組「台北國際汽車

零配件展」、「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2

項台北國際專業展，設置「中小企業展示專

區」，以主題式加強攤位裝潢，以塑造我國中

小企業優質形象。

（1） 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展示專區共30

家汽車配件相關廠商參展，本專區買主

洽詢人數307人次，預估商機可達1億

4,723萬元。

（2） 台北國際電子展：展示專區共徵集27家

廠商參加，展覽期間參觀買主達300人

次，預估商機可達6,235萬元。

6. 網路行銷：維運「中小企業國際行銷專屬網站

（Taiwan SME）」，並協助我國中小企業加

入台灣經貿網，與國際電子商務接軌，運用網

路行銷資源向全球買主行銷，並協助將行銷光

碟攜赴各項國內外展覽現場展示推廣，增加行

銷管道以促進交易機會。本計畫持續98及99

年輔導之481家廠商，及761家今年新加入之

廠商運用中小企業國際行銷專屬網站（Taiwan 

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 台北場

2011年台北國
際汽車零配件
展展示專區

2011年台北國際
電子產業科技展
展示專區

工作項目 績效 活動數量 業者家數 促成商機 廠商滿意度

海外行銷團
預期目標 1項 50人 9,000萬元 80%以上
實際達成 1項 51人 9,022萬5千元 95%

台日商機及技
術交流商談會

預期目標 2場 100家 3,000萬 80%以上
實際達成 5場 217家 2億9,014萬5千元 100%

商機媒合會
預期目標 1場 160家 9億元 80%以上
實際達成 2場 181家 12億9,800元 95%

研討會
預期目標 1項 200家 - 80%以上
實際達成 1項 203家 - 87.93%

台北國際專業
展展示專區

預期目標 2展 50家 2,000萬元 80%以上
實際達成 2展 57家 2億967 萬元 92%

網路行銷
預期目標 1項 1,181家次 6萬瀏覽人次 80%以上
實際達成 1項 1,242家次 14萬1千320瀏覽人次 95%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徐上雯 02-2725-5200#1713

SME），累計108,097瀏覽人次。

成果

本計畫共服務中小企業1,958家次，促成商機

達新台幣18億8,804萬元5千元、台日商機及技術

交流10案、專屬網站瀏覽人次14萬1,320人次。

計畫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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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業全球趨勢

為響應節能減碳綠色產業風潮捲全球，綠色

產業泛指產業於生產過程中，基於環保考量，藉

助科技，以綠色生產機制力求於資源使用上節約

以及污染減量的產業。包含環保產業、資源再生

產業、清淨與再生能源產業、節能減碳產業、清

潔生產技術、綠建築技術等產業。「互若亞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於1984年，生產銷售竹材地板、

薄片、壁板與竹材等產品，並自行設計研發相關

產品，近年來在綠色產業興起下，開始發展綠色

建材，第一階段生產木質地板；第二階段從事竹

材地板的應用，將竹薄片應用在地板上，生產出

BR（捲切）系列和BV（平切）系列的地板。第

三階段將竹材作應用，製造生產樓梯板、櫃板、

門板、防火板等飾板。在不斷努力下， 互若亞的

建材通過國家檢驗標準，該公司產品遇高溫時不

會如一般建材，釋放有毒氣體。

產品獲多項認證肯定

互若亞股份有限公司為擁有國際  I S O 

9001、JIS（日本國家標準）靜音及防潮標準

認證、健康綠建材認證及生態綠建材認證，並

自行研發出竹薄片 的「平切」技術且取得為期

20年的「裝飾竹材薄片之製法」發明專利（第

135348號，至2018年 止），因而獲得第11屆中

Taiwan SME網站畫面

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生態綠建材－竹薄片

目前竹薄片是台灣第一件的生態綠建材。

生態綠建材雖然只有三個條件但是不易通過，審

核十分困難，首先必須是台灣的自有資源，而台

灣的竹子種類甚多、品質良好，能提供竹薄片充

足材料，故符合資格；第二是資源必須是不虞匱

乏，而竹子會不斷的再生成長，所以亦符合第二

個條件；第三是建材必須是天然材料占80%以

上，互若亞的竹薄片整片都是由竹子製成，符合

規定。互若亞股份有限公司的竹薄片為台灣少數

符合生態綠建材標準的建材。

擴大國際市場的拓銷

互若亞股份有限公司參加2011年天津台灣

名品交易會中小企業展示專區，藉由展覽平台，

蒐集國外買主與市場資訊，以獲得更多公司曝光

與宣傳機會，增加不少商機，並透過展覽期間舉

辦的採購洽談活動，與大陸買主進行洽談，爭取

展示專區現場情形

採購訂單30萬美元。此外，也透過國際行銷推廣

輔導計畫中Taiwan SME網站，設立目錄專頁，

透過多元方式與國外廠商取得連繫，拓展海外商

機。

展示專區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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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面對全球化競爭，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

企業除了內部經營體質改善、持續強化關鍵技術

開發外，與其他國家之企業加強交流合作、建立

跨國分工的合作聯盟實為最佳經濟策略。環顧亞

洲，台灣與日本不論是從歷史淵源、地緣關係的

角度，或是從經貿往來、科技交流的情形來看，

都有相當緊密連結的關係。強化台日產業合作的

方向，除了延續與日本大企業合作的模式外，有

必要跳脫現有的結構，開始思考將日本中小企業

列為主要合作對象，吸引來台投資或是與台灣企

業共同合作成立新事業，進軍第三地市場。有

ECFA的加持後，更可以將中國大陸當做主攻市

場，透過「台日合作、進軍大陸」的合作關係，

建立台日產業次世代合作關係的基礎。

計畫目標

台日中小企業合作交流
推動計畫

本計畫目標為創造台日中小企業互動交流與

互利雙贏的合作模式。台日中小企業合作進軍第

三地市場之最佳策略為以台灣利益為核心，整合

台日雙方既有交流窗口及資源，加強台日雙方具

策略共通性或互補性之中小企業之投資合作，協

助台日雙方企業技術整合升級，以強化台日中小

企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加速促成台日中小企業

合作進入第三地市場（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

為台日中小企業贏取共同經濟利益，促進雙方信

台日企業一對一媒合會，雙方企業代
表洽談情況-1

賴關係，建立台日中小企業雙方長期互動橋梁。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本計畫首先著重在架構台日中小企業合作交

流整合平台，連結其他官方單位與法人的資訊，

構築一個跨單位、跨領域的合作整合平台，讓現

有的資源展現最大效益，以利台日中小企業雙方

媒合。媒合過程中必需要先了解雙方的商業需

求，運用中小企業交流互訪、技術媒合會、市場

商機交流研討會等活動，塑造密切的交流並彙集

潛在合作機會；媒合會後的追蹤與各單位的支援

合作會是此計畫呈現結果的重要過程，藉由跨領

域技術整合與市場機會的確認後，進而建立新事

業以及建入第三地市場。

計畫項目

1. 建立台日中小企業合作交流整合平台 

2. 台日中小企業潛力個案媒合

3. 協助台日中小企業合作拓展第三地市場

成果

1. 建立台日中小企業合作整合平台，原則每季召

開會報1次。

2. 建立台日中小企業需求資料庫500筆、電子雙

台日企業一對一媒合會，雙方企業代表洽談情況-2

週報20則；完成台日中小企業媒合需求評估報

告30案。

3. 舉辦台日中小企業媒合交流活動7場；提供專

家顧問輔導服務，輔導台日中小企業潛力合作

個案23案，促成有合作意願案18案。

4. 提供第三地市場商情與動向：舉辦台日中小企

業第三地市場合作拓展論壇或研討會1場，完

成第三地市場商情報告1份。

日本技術說明
會暨技術移轉
經驗分享會，
7家日方公司來
台分享與交流

安排15家台灣中小企業赴日參加「福
岡縣綠能產業領袖研習團」，行程包
含3場商業交流會，與福岡縣內中小
企業互相交流，並參觀遠近馳名的環
保城（Eco Town）

5. 整合100年度本計畫辦理之各項活動，設計行

銷廣宣資料進行5次廣宣工作，編印行銷資源

手冊3,500本以及台日中小企業行銷手冊2000

本，並按時產出媒合績效成果追蹤報告。

計畫聯絡窗口

工業技術研究院

施武陽 經理 03-59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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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台日中小企業技術齊聚交流，
深化夥伴關係

日本是台灣最大的技術合作來源國和最大的

進口國，台日間產業技術合作歷史悠久，許多產

業的發展軌跡都有日本企業的影子，尤其是日本

的品牌經營以及研發創新能力，一向是台灣企業

的學習目標，也視為最佳的合作夥伴之一。為繼

續強化台日產業合作，除了深化過去的大企業合

作模式外，也有必要思考如何建立中小企業的長

期合作橋樑。然而台日中小企業規模小、家數眾

多、地理區位分散之特徵，加上有跨國溝通的阻

隔，若以單點型接觸形式，將無法較廣面地促成

台日中小企業的交流合作，勢必需要更有策略思

維以及運用規模化的方式進行合作洽談。「台日

中小企業合作交流推動計畫」採取平台式合作介

接，經由與台日各產業聚落及資源網絡機構、地

域公協會合作，建立合作機制與協議並運用合辦

媒合會，拉大台日中小企業的合作交流廣面與效

率。後續搭配成果追踪以及延伸促成服務，提高

合作成功機率。 

100年10月19日「台日中小企業創新技術

合作交流與投資媒合會」就是運用此運作模式所

辦理的台日媒合交流活動。此活動於台北臺大醫

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共有4家由日本銀行集團

推薦的日本中小企業發表創新技術。活動形式包

括日本業者簡報發表合作技術內容，並開放台

經濟部梁國新
次長代表台灣
致贈日方代表
禮物，象徵共
同建立合作交
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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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對一企業媒合。當天發表的4家日方企業各

具特色，Takex-Lab株式會社的生技產品，是萃

取濃縮孟宗竹表皮裏具有防腐效果的化合物，

可製成天然殺菌清潔劑以及天然食品添加劑，

高安全性、抗菌力持續性高，同時具有除臭效

果。Prostaff株式會社已有80多年的歷史，研發

的電動摩托車品牌Prozza，在日本開發、設計，

也與台灣和中國合作，製作組合後行銷各地。

Digitalmax株式會社為日本國內製作電子目錄業

績最好的公司，該公司的Live Book Master快速

電子目錄製作軟體，因多元化的設計巧思以及客

製化的特點，贏得許多大型企業的青睞，包括台

灣故宮博物院也採用該技術在網路上展現古物之

美，此次前來也期望與台灣企業進行技術及行銷

合作。Colobmin則專精研發高級洋菓子，該公

司產品在1924年被日本皇室首先指定為御用洋

菓子，“原宿捲”為東京原宿本店沙龍的限定產

品。近年來開發將餅乾印上圖樣，形成一個人化

的高級洋菓子事業，來台探尋個人化紀念餅乾的

市場合作商機。

日本企業發表
合作技術

台日一對一媒
合情況

本活動當天共促成25次以上的一對一媒合

洽談，會後亦有多家台灣業者聯繫接洽。其中，

Takex-Lab株式會社已開始進行與台灣業者合作

開發的準備工作，包括與工研院生醫所共同規劃

申請台灣生技食品類相關認證事宜。

Takex-Lab株式會社的竹子萃取天然殺菌清潔劑及
食品添加劑

Prostaff株式會社研發的電動摩托車

計畫緣起

為培育具現代化管理技術及國際宏觀視野

之經營管理顧問人才，加強中小企業輔導及服務

人員對市場脈動、產業知識、輔導技能及政府資

源的掌握，以強化管理顧問服務產業整體競爭優

勢，並提升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能量。

計畫目標

1. 以系統化培力方式，協助中小企業顧問產業人

才培育，使中小企業顧問產業，達到質與量的

提升。

2. 協助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輔導專業能力，系

統化逐階升級，從本土化到國際化，從管理實

務到策略佈置績效管控。

3. 系統化分階培力，可因應不同層級中小企業顧

問師之專業升級需求，及時間彈性配合。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
培訓計畫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一、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架構系統化分階培訓，開辦中小企業「管

理顧問師」、「經營顧問師」培訓班，以銜接

ICMCI（國際管理諮詢協會理事會）之認證。整

體培訓計畫從機能別管理輔導實務到綜合機能的

經營面策略布局，並藉國內外資深顧問講師授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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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引進國外先進國家企業經營管理之資訊、專

業管理技術及輔導技巧，協助中小企業培育具國

際視野的經營管理顧問人才。

二、ICMCI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

促進中小企業顧問產業的國際化，引進全球

最新的諮詢技術與管理工具，具體提升國內顧問

師的知能，並集結國內產、官、學、顧等各界菁

英及ICMCI總會之顧問代表，戮力完成本培訓課

程，確保學員以最短的過程、最佳的效益，達成

最大的功效。

三、全球管理顧問領袖論壇

於2011 ICMCI（國際管理諮詢協會理事

會）世界年會在台舉辦前夕，在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召開「全球管理顧問領袖論壇」，協助中小企

業輔導顧問師，透過此機會，拓寬國際視野與思

維，取得國際資訊，建立交流管道，落實接軌國

際，間接協助提升受顧問輔導的中小企業國際化

的競爭力。

計畫項目

一、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於台北、台中各開一個班次，兩班培訓時數

合計606小時，規劃開辦八個模組課程，並辦理

期末檢討會議，檢討培訓課程內容，規劃更符合

學員需要的課程。

二、ICMCI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

於台北開辦一班次。

三、全球管理顧問領袖論壇

於台北辦理國際論壇共兩天，由歐、美、亞

洲資深國際認證顧問師十餘位，專題論壇，與各

國輔導案例分別專題演講。

成果

一、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培育60位具「整合性診斷輔導專業技術」之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促使其服務國內中小

企業，提昇中小企業之經營管理能力，強化國際

競爭力。

二、ICMCI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

協助20位資深經營管理顧問師，接軌國際，

擴張國際視野，升級銜接國際認證資格的取得，

提升顧問師國際思維的輔導能力與形象。

三、全球管理顧問領袖論壇

加強各國管理顧問間之資訊交流，提升全球

諮詢顧問師之水準，鼓勵企管顧問通行跨國界的

網路資訊交流。

計畫聯絡窗口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李金玲 02-2367-8389#23

全球管理顧問領
袖論壇1-2

全球管理顧問領
袖論壇2-2（邀請
國際資深認證顧
問師專題論壇）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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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政府採購法」，自民國88年5月27日正式

施行後，對於全國各機關之工程、財務及勞務採

購案，不但建立了公開化、透明化、合理化、國

際化及公平化的採購制度，也落實了採購效率及

採購品質之提升。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依據「中小企業發展條

例」第37條規定，為建立中小企業公平合理的

法規環境、確保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機會，透

過成立「政府採購服務中心」提供中小企業參與

政府商機資訊與法律諮詢，建置不受時間限制的

資訊及諮詢系統，並辦理政府採購實務課程，協

助中小企業排除參與政府採購障礙，使其能在公

平合理條件下，取得政府採購機會，並提升競爭

力，促進永續經營，帶動產業發展，達成雙贏局

面。

協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
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計畫目標

1.建立政府與企業溝通管道。

2.政府採購實務經驗分享。

3.強化政府採購法律知識與觀念。

4.提昇中小企業e化採購作業能力。

5.提高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比例。

100.06.21政府採購實務講習會【主題：廠商如何維
護自身權益】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安排專職人員進駐政府採購服務中心，負責

受理中小企業採購法諮詢；另安排採購實務講習

課程，強化中小企業對於採購法規之認知，並輔

以網站「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資訊補給站」及

「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作業手冊」，以達輔導

之效益。

計畫項目

一、法令宣導

◆辦理政府採購實務作業講習會

◆ 管理並維護「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資訊

補給站」

◆發行政府採購電子報

◆ 編印「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作業手冊」

二、諮詢協處

◆設置服務窗口提供採購法相關諮詢服務

◆辦理企業團體輔導

三、現況研析

◆彙編政府採購現況報告

成果

一、 引導企業重視採購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以

保障自身權益

政府採購相關作業規定繁複，以多數中小企

業之規模，根本無能力培養專門之法務人才，而

企業內負責政府採購之人員，部分亦須分擔企業

其他業務，實務上常見因誤解法條以致違反政府

採購法之規定，故採購服務中心規劃辦理免費之

採購實務講習會，提供企業採購人員充實採購法

令知識之機會，以減少企業蒙受不必要之損失。

二、 協助瞭解政府採購流程，提升中小企業參與

政府採購比例

中小企業因不瞭解政府採購作業規定，而不

願意投入政府採購市場，透過政府採購服務中心

所提供之採購作業手冊，可瞭解參與政府採購之

相關流程及步驟，亦可透過諮詢專線，詢問參與

政府採購相關問題，藉以引領中小企業進入政府

採購市場，提升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比例。

三、建構公平合理之採購環境

透過實務諮詢案例及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所遭

100.08.10政府採購實務講習會【主題：履行政府
採購契約面面觀】

100.11.29政府採購實務講習會【主題：最有利標
實務作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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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障礙原因加以研析，探討是否屬於政府採購

法規制定之問題，並提供業務主管機關作為修法

之參考，以期建構公平合理之採購環境。

計畫聯絡窗口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朱綵華 高專 02-2366-2220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