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工研院
『產業分析師資格認證班』
台北秋季班
100 小時實體課程+線上研討會實錄模組、輔助指導案例實作

課程緣起
面對全球化及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產業版圖快速轉移，全球產業經營環境競爭更加劇
烈。面對科技推陳出新、國際資源重新配置，產業價值分工重整與多元發展，如何能讓企業
經營者，清楚自己所處的環境，正確研判本身與競爭者的實力消長，進而掌控產業全盤的戰
場情勢，擬訂有效的競爭策略，實為追求卓越企業的重要課題；而產業分析正是被視為因應
此一挑戰的重要工具與手法。
有鑑於此，產業學院特邀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APIAA)史欽泰創會理事長專
題講授及本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ISTI(原IEK）最專業的產業分析團隊，針對台灣未
來的發展趨勢，從社會、技術、經濟、環境、政策等面向進行剖析，提供全方位的精闢見
解。此外，為強化實戰效果，本班結合產業趨勢輔導課程的實作，並邀請企業界人士分享

實務案例；協助學員在短期時間內，建立產業市場敏銳度及規劃分析能力。

課程特色
本課程包含產業分析四項核心能力技能； 以培育學員成為產業分析達人。



產業知識力：利用結構化的學習，快速掌握市場機
會、產品發展與趨勢脈動



產業洞察力：藉由廣泛化資料收集，適切的分析模
型，以產生獨特有用見解



知識管理力：進行系統化的管理，以提升存、取與
使用效益



產業影響力：針對產業分析工作產出成果，藉由文
字興簡報方式表達呈現

■ 安排最完整的 100 小時實務課程，並且提供輔導老師協助小組案例實作，協助學員
完成產業分析的Project。
■ 搭配台灣產業權威智庫工研院ISTI的《線上研討會》實錄模組，觀摩資深ISTI(原IEK)分
析師群之簡報策略與表達技巧，同時增加產業領域知識，一舉數得！線上課程價值超過
45,000元，豪華規格，買到賺到！只有工研院才有！

課程目標
 ★ 建構產業分析四力能量：針對各企業體－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金融業、證券業或
資訊業等等之中高階主管及策略管理人員所設計，藉由產業分析四項核心能力之訓練，
加強學員個人資訊搜集、管理、分析技能、提昇企業經營決策能力。
 ★ 建構跨域產業交流網絡：藉此認識具有多年經驗的人脈群外，更能與來自包括金融、電子、
管理顧問、教育、及政府機構等各界領域之菁英分子跨業交流及溝通互動；以自然、同理
心及積極的方式去拓展及經營人脈。

授課對象
 關心新興產業發展脈動，並擬從中制定契機與因應之道的中階主管。
 聚焦產業發展趨勢，研提發展策略的行銷/企劃/策略規劃人員。
 致力系統化掌握與解讀產業與市場資訊，從中提出加值資訊的市場研究人員/證券、
銀行業相關人員。
 有志成為專業產業分析達人的人員。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含)以上畢業或同等學歷者。

課程日期與時間
自2019年09月22日(日)至2020年01月19日(日)止，每週六 09：00~12:00、13:00~16:00
或18:00，上課時數總計共120小時。(備註：除了開業式&結業式在週日外，其餘皆在
週六上課，實際課程時間請依上課通知為準！)

課程地點
台北－工研院台北學習中心：台北市館前路65號7樓
(上課地點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課程內容 – 9/22(日)開業式

模組名稱

課程名稱

時數

 數位行動時代談產業轉型

3

 數位經濟與數位轉型

3

 人工智慧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契機

2

 巨量資料與物聯網趨勢

3

 產業研究概論

6

 產業調查與需求洞察實務

4

 資料判讀與評析撰寫技巧

4

 市場預測方法之理論與實務

6

 技術與情境預測實務

6

產業洞察力模組3 –
策略管理實務(12小時)

 產業競爭與合作策略實務

6

 企業競爭分析理論與實務

6

知識管理力模組

 服務創新與商業獲利模式

6

 高價值專利分析與佈局

3

 說故事激發簡報力

3

 產業研究報告撰寫實務

3

 平台競爭與獲利模式

3

 如何撰寫營運計畫書

5

 如何解讀財務報表

6

 期中案例指導

3

 案例研習指導

11

 產業分析實例分享

3

產業知識力模組
(11小時)

產業洞察力模組1 –
產業分析研究要領(14小時)
產業洞察力模組2 –
預測方法教戰實務
(12小時)

(9小時)

產業影響力模組1 –
專業呈現教戰實務(6小時)
產業影響力模組2 –
企業經營與評價(14小時)

產業分析個案演練
(17小時)

綜合座談及交流



結業式暨交流座談 &頒證

(5小時)

5

【註】主辦單位保有調整課程內容及講師之權利

結業證書及認證
本課程之學員，出席率達80%以上，期中、期末報告及小組結案報告成績達70分以上
者，由工研院產業學院(College)核發「產業分析師資格認證班」結業證書。本結業
證書符合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APIAA）產業分析師資格認證所需專業課程
120小時。（相關認證規定，詳情請參照 APIAA 網站 http://www.apiaa.org.tw/）

課程費用 優惠價自2019/9/2~2019/9/16止
課程原價$ 62,000元/人（含稅），《費用包含100小時實體課程+線上學習(24H不間
斷)學費、講義、精緻午餐及點心》
【非會員優惠，限於期限內完成繳費】：


2019/9/16前，線上報名並利用信用卡完成繳費，享優惠價NT$59,000元；



二人同行或法人團體報名，2019/9/16前報名並完成繳費，享優惠價NT$58,000元

【工研院產業學習網會員優惠，限於期限內完成繳費並使用線上報名系統】：


2019/9/16前線上報名並完成繳費，享優惠價NT$57,000元；



二人(或以上)同行或法人團體報名2019/9/16前線上報名並完成繳費，享優惠價

NT$56,000元
 本課程不適用「早鳥優惠券」。

招生人數：產業分析師資格認證班 35 名
(依報名順序及完成繳費者為主，人數有限，報名從速，以免向隅!)

報名資訊
聯絡窗口：sabinachen@itri.org.tw
客服專線：02-2370-1111# 312 趙先生;02-2370-1111 # 308 陳小姐
傳真專線：02-2381-1000
網站：http://college.itri.org.tw
★報名取消與退費方式

 已完成報名與繳費之學員，課程主辦單位於開課前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寄發上課通知
函。若已完成繳費之學員欲取消報名，請於開課日三天前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產業學院
客服部，將退還 80%課程費用；一但開課，將不退費。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課程
主辦單位保留修訂課程日期及取消課程的權利。
★若發票有問題之處理

發票有問題請於收到發票一個月內來電告之，並將發票以掛號的方式寄回。

繳費方式
一、 信用卡(線上報名)
繳費方式請選「信用卡」，請按照系統步驟輸入相關資訊。但可能因報名忙碌，敬請略
為等候， 直至顯示「您已完成報名手續」為止，才確實完成繳費。

二、 銀行現場櫃檯匯款(電匯)
收款銀行：土地銀行 工研院 分行 收款帳號：156-005-00002-5 (土銀代碼:005)
收款戶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請清楚註明「公司名稱、課程訊息、姓名、聯絡電
話」並於繳費後，將「收據」傳真至 02-2381-1000，陳小姐收。

三、 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
支票抬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郵寄地址：10047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65 號7樓704
室 工研院產業學院 台北學習中心 陳小姐收

四、 計劃代號扣款
工研院同仁，請經由線上「工研人報名」填寫，經主管同意後即可。

 ---------------------------------------------------------------------------------------※注意事項：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傳真報名專線：02-2381-1000或email至：sabinachen@itri.org.tw 陳小姐收】
工研院 產業學院 2019產業分析師資格認秋季班 報名表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性

EX: 王小明
□男

別

□女

(證書使用)
出生日期

編號(免填)：
EX:HSIAO-MING WANG
西元

年

統編

公司名稱
現讀校院

大學/學院

/系級

月

日

部門/職稱
系/所

年級

E-MAIL
行動電話

公司電話

發票抬頭

統編

發票類別

□三聯式
□二聯式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

Email

 原 價：62,000元整
【提早報名享優惠，限於期限內完成繳費】
□ 2019/9/16前報名，享有優惠價新台幣 59,000 元；
報名費用 □ 2019/9/16前兩人同行或法人團體報名，享有優惠價新台幣 58,000 元
【工研院產業學習網會員優惠，限於期限內完成繳費並線上報名】
□ 2019/9/16前報名，享有優惠價新台幣 57,000 元；
□ 2019/9/16前兩人同行或法人團體報名，享有優惠價新台幣 56,000 元
本課程不適用「早鳥優惠券」，依報名順序及完成繳費者為主優先錄取!
□ 銀行匯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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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資訊

□ 即期支票：抬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郵寄至：100 台北市館前路 65 號

報名方式

7樓 704 室。
1. 線上報名http://college.itri.org.tw；課程諮詢專線：02-2370-1111#308 陳小
姐。
2.或將報名表傳真至02-2381-1000，陳小姐收。

(擇一)

本人由以下管道獲知本活動訊息：
訊息管道

□工研院書面簡章 □工研院E-DM □工研院產業學習網 □亞太訓練網
□

網(頁)站

□網路搜尋

□

雜誌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