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第六期)
科技產業快速發展下之管理策略與實務
 課程說明
近年來各種前瞻技術的急遽演進，不僅影響消費者行為與日常生活型態，科技產業的生
態體系以及市場遊戲規則也產生革命性巨變。面對這些改變，未來的領導人必須要有全新的
科技產業經營思維與策略，才能在商業戰場上搶得領先地位，率先將企業的業務營運融入新
的科技與產業新局。科技的進步無時無刻，科技管理的視角必須更廣更遠，而科技產業經營
人才的培訓更顯得重要，因為無法預見或駕馭科技浪潮的企業終將式微。
工研院 40 多年來已培育超過數百位產業 CEO 及中高階經理人，不僅扮演科技研發火車
頭的關鍵角色，同時也是科技管理人才的培育重鎮。在科技產業環境快速變遷之際，工研院
產業學院責無旁貸，連續數年辦理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期望運用工研院累積的產
業網脈，為臺灣培養科技產業的 CEO 人才，並藉此達成產業經營的世代傳承，促進臺灣下
一個科技榮景。
本優質菁英課程在產官學研各界支持與協助下，以一年一期之原則辦理，廣邀國內重量
級專家與知名領導人蒞臨授課，並分享其自身於科技發展及經營理念上的豐富經歷，以開拓
與會學員之視野與格局，進而在科技企業甚至產業中發酵並產生影響力。產業學院自 2015
年以來已辦理五期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其中超過九成之學員均具碩博士學位，培
訓後除有多位學員獲得晉升成為領導階層，課程並獲講師、學員、推薦者及產業界企業領袖
之肯定，實為國內最具特色之高階人才研習課程，名額有限機會難得，歡迎科技產業菁英人
才踴躍參加。

 課程特色
 課程涵蓋關鍵科技導讀、科技組織與經營效能、科技企業成長與策略決策、創新與創業等面
向，並配合專題演講、個案研究手法與共同研究交流的方式，提供新一代領導人多元觀點與
思考方向，培養其在科技快速變動下綜觀全局與運籌帷幄的能力。
 學員依嚴謹篩選與推薦機制經正式評選會議審核錄取，確保參訓品質及協助產業人脈建立。
 跨產學研及各科技領域之學員背景，配合課後溝通合作平台，長期促進產業內更多的良性交
流與互動。

 適合對象 產業界高階、工研院組長級或以上主管，預定學員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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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日期/地點

6/20 (四)
工研院
中興院區

6/28(五)
工研院
中興院區

時間

講題

講者/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交流早餐會

09:30-09:40

始業式引言

工研院產業學院 周怡君 執行長

09:40-10:30

團隊建立& MTV Show Time

工研院產業學院團隊

10:30-12:00

科技產業發展與服務創新思維

清大科管院 史欽泰榮譽講座教授

12:00-12:10

始業式合影

12:10-13:30

午間餐敘聯誼

13:30-15:30

專題演講：人工智慧的未來商機

廣達電腦 林百里 董事長

15:30-16:30

班務與分組討論說明

工研院產業學院團隊

09:00-12:00

科技行銷-洞悉客戶需求

清大科管院 金聯舫榮譽講座教授

12:00-13:30

午間餐敘聯誼

13:30-15:30

跨領域與價值創新

15:30-16:30

ITRI TECH DAY

工研院 羅達賢特聘專家

7/12(五)

09:00-12:00 台灣未來科技產業 CEO 的挑戰與使命

研華科技 何春盛執行董事

工研院

12:00-13:30

午間餐敘聯誼

中興院區

13:30-16:30

美中科技戰

台大經濟系 陳添枝名譽教授

7/19(五)

09:00-12:00

創業與創新(哈佛個案教學)

交大管理學院 朱博湧教授

工研院

12:00-13:30

午間餐敘聯誼

中興院區

13:30-16:30

企業競合思維

中美矽晶 盧明光董事長

7/26(五)

09:00-12:00

企業變革與組織領導

Digital Doctor pvt. Ltd. 郭耿聰執行長

工研院

12:00-13:30

午間餐敘聯誼

中興院區

13:30-16:30

以循環科技創造新經濟

工研院 彭裕民副院長

8/1(四)

09:00-12:00

智權戰爭下科技產業的挑戰

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 王鵬瑜執行長

工研院

12:00-13:30

午間餐敘聯誼

中興院區

13:30-16:30

高階主管應知之財務及風險管理

勤業眾信集團 陳清祥前總裁
主持人：產業學院 周怡君執行長
指導專家：

8/17(六)

09:00-11:40

分組成果發表與專家指導

史欽泰 清大榮譽講座教授

台北市

許金榮 漢民科技副董事長

孫運璿

羅達賢 工研院特聘專家

紀念館

11:40-12:00

結業式與頒證

12:00-14:00

合影與餐敘交流

14:00-15:00

紀念館導覽

自由報名免費參加
內容更新日期：2019/5/28

註 1：主辦單位保有課程內容及講師調整之權利。授課時間原則上每小時休息十分鐘。
註 2：每週課程另有課後分組討論時間 0.5hr，敬請特別留意，詳細課程表與教室請參考課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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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訓與證書
參加本課程之學員，出席率達 75%以上者得由工研院核發「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
班」結業證書。

【 開 課 資 訊 】
 主辦單位：工研院 產業學院
 授課日期：6/20(四)、6/28(五)、7/12(五)、7/19(五)、7/26(五)、8/1(四)、8/17(六)（每週
上課約八小時，日期如因配合講師有所異動將於開課前通知）
 授課地點：6/20(四)~8/1(四) 於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工研院 21 館
8/17(六)於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 6 巷 10 號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課程優惠價：每人 60,000 元整、舊學員推薦可享 VIP 優惠價 55,000 元整《費用包含學費、
講義、每日午餐及點心》
 報名期間：即日起自 6 月 14 日或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請下載報名表並填妥後傳真至 (03) 5820303 或 E-mail 至
itri532697@itri.org.tw
備註：為維護課程品質，產業學院保有篩選學員之權利，報名人數超出時將以科技企業高階主管
優先錄取，學員待收到確認報名成功後再行繳費即可。
 課程洽詢：03-5917601 蔡小姐．03-5918044 張小姐
注意事項：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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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經營高階主管研習班(第六期) 報名表
公司全銜

統一編號

連絡人姓名
聯絡地址

e-mail

連絡人電話
傳真電話

□□□
□三聯式，□ 公司統編同上

發票抬頭

□二聯式(含個人)

報名者姓名

部 門 / 職 稱

統編：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 手 機
(

)

E-mail

分機

膳 食
葷 素

手機：
報名者資料填寫
1. 報名者學經歷(請列出重要學經歷項目)※

□大學(含以下) □碩士 □博士

2. 參加本研習課程之目的與期望※

3. 公司規模與營業項目※

4. 特殊專長或榮譽：

5. 是否有推薦人

□是：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本報名表填妥後請傳真至(03)5820303 或 E-mail 至 itri532697@itri.org.tw，並請來電 03-5917601 確認
註 1：※標記為必填項目，並請詳實填寫，以做為篩選錄取之依據。
註 2：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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