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大 X 工研院】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工研院產業學院-高雄】蔡小姐：07-336-7833#22

 課程特色：結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專任師資及工業技術研究院高階主管與專家顧
問，理論紮根與實務應用並行，絕對是在職人士進修碩士前的重要里程碑!
 修課益處：
替未來攻讀碩士學位預作準備





提前探索，未來研讀在職碩士班可研究領域議題!



提前認識，未來研讀在職碩士班指導教授及其專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研院雙認證研習證書



可抵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碩士班學分(詳學分抵免規則)



提升專業管理能力，擴充人脈視野!

 招生對象
1. 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者（二專或五專畢業滿三年
以上者）。
2. 未來有意考取進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碩士班、在職碩士專班就讀者。

 課程大綱
授課日期
(每週六)
第一週

授課時間

09:00-12:00

108/11/2
(六)

第二週

13:00-16:00
09:00-12:00

108/11/9
(六)

13:00-16:00

授課主題

授課講師

開訓典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研院

台灣科技產業發展與價值創新

工研院-羅達賢 特聘專家

台灣產業的大未來~循環經濟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

帶給台灣的契機

究中心(IEK)- 劉致中組長

智財管理暨專利數據為基之科
技探索
無形資產對企業之價值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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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陳文生教授
工研院產業學院王本耀訓練長

時
數
3

3
3
3

第三週

09:00-12:00

科技 VS 知識管理

義隆電子-楊榮傑總監

3

13:00-16:00

科技 VS 知識管理(續)

義隆電子-楊榮傑總監

3

09:00-12:00

電子商務_物流供應鏈管理

(六)

13:00-16:00

電子商務_物流供應鏈管理(續)

第五週

09:00-12:00

智能化資料解析以案例方式

高科大-黃信嘉教授

3

13:00-16:00

智能化資料解析以案例方式(續) 高科大-黃信嘉教授

3

09:00-12:00

巨量資料-機會與挑戰

高科大-黃信嘉教授

3

高科大-黃信嘉教授

3

108/11/16
(六)
第四週
108/11/23

108/11/30
(六)
第六週
108/12/7
(六)
第七週

13:00-16:00

邁向未來製造-工業 4.0 之智
慧應用

富達網數位有限公司楊政達市場部總監
富達網數位有限公司楊政達市場部總監

3
3

09:00-12:00

創新研發管理

高科大-龍仕璋教授

3

(六)

13:00-16:00

創新研發管理(續)

高科大-龍仕璋教授

3

企業轉型創新策略與智能製造

鼎新電腦應用價值部-

第八週

09:00-12:00

應用服務方案

李訓仁顧問總監

企業轉型創新策略與智能製造

鼎新電腦應用價值部-

應用服務方案(分組實作)

李訓仁顧問總監

108/12/14

108/12/21
(六)

13:00-16:00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研院

第九週
108/12/28

3

09:00-16:00

(六)

1.參訪工研院-啟動創新實驗場
2.頒發工研院產業學院結訓證書及交流講座

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分證明須待成績計算完畢後發放)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課程內容與講師之權利

 授課期間：
 自 108 年 11 月 2 日（週六）至 108 年 12 月 28 日（週六）止，每次 6 小時，共計 9 週 54
小時。(本課程時間若有變動，將另行通知學員)

 上課地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室(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修課人數：
 本課程選修人數至少 25 名，若招生名額不足，本班有保留開課之權利。
 本課程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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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與收費標準：
 報 名 費：新台幣 1,000 元
 學 分 費：1 學分新台幣 7,000 元，共 3 學分 21,000 元。（已含上課講義費，若需書籍則另
購）★好康早鳥優惠：凡於 10/19 前報名者，八折優惠-3 學分費優惠價為 16,800 元，歡迎
有興趣的學員及早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28 日（一）17:00 止。
 報名與繳費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OaADg 與繳費。(或可詳見 DM 課程報名表)

(可直接手機掃描 QRcode 並線上報名→)

 聯絡方式：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 高雄學習中心 蔡小姐
 電話：07-336-7833#22
 E-mail：sylviatsai@itri.org.tw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育推廣中心 林小姐
 電話：07-381-4526#12841~12846
 E-mail：ifoffice01@nkust.edu.tw
 其他事項：
1.

學分證書：修課時數達授課時數三分之二以上，且學期總成績達 70 分（B-）者，由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授予學分證明書（非學位證書）。

2.

終身學習時數：取得學分證明書者，予以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3.

學分抵免：學分班不授予學位但可獲得本班授予之學分證明，待考入相關研究所碩士班
(建工校區：企業管理系、國際企業系、財富與稅務管理系、金融資訊系；
第一校區：資訊管理系、運籌管理系商務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財務管理系、金融系、
運籌管理系、科技法律研究所)，依法取得學籍後，得依各系所規定酌予採認其已修及格之
科目及學分。

4.

退費方式：繳費後如欲取消課程，檢附退費申請表及收據以書面提出申請。退費額度按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實施。

5.

旁聽申請：為保障學員權益，謝絕試聽、旁聽；本學分班亦不開放在校生(大學、碩士、博
士班)免費選讀並抵免學分。

6.

課程停開：課程如因故停開，僅通知選課學員，恕不另行公告。

7.

修讀本學分班之學員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違反規定情節重大或行為有損本校名譽者，本
校得停止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8.

停車證辦理：機車 150 元，汽車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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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 x 工研院】科技管理創新與實務碩士在職學分班

報名表

公司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地址:

發票：二聯式(含個人)
三聯式

姓名

◎

部門

職稱

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請以正楷書寫)

繳費方式：

□ ATM 轉帳（線上報名）
：繳費方式選擇「ATM 轉帳」者，系統將給您一組轉帳帳號「銀行代號、
轉帳帳號」，但此帳號只提供本課程轉帳使用, 個別學員轉帳請使用不同轉帳帳號！！轉帳後，
寫上您的「公司全銜、課程名稱、姓名、聯絡電話」與「收據」傳真至 07-3367855 工研院產
業學院高雄學習中心 收。
□ 信用卡（線上報名）
：繳費方式選「信用卡」
，直到顯示「您已完成報名手續」為止，方為確認完
成繳費。
□ 銀行匯款(電匯付款)：土地銀行工研院分行，帳號 156-005-00002-5（土銀代碼：005）。
戶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請填具「報名表」與「收據」回傳真至 07-3367855 工研院產業學
院高雄學習中心收。
□ 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抬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郵寄至：806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243 號 4F-1 工研院，蔡小姐收。註：信用卡、ATM 轉帳者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報名網
址：http://college.itri.org.tw 開課地點選擇『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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