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產業知識管理加值計畫」

知識加值應用標竿典範輔導
公 告
壹、目的
為協助企業推動知識管理，以提升知識管理應用能力並累積智慧資本，經
濟部工業局委辦之 107 年「產業知識管理加值計畫」，將結合合格登錄為「經
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之知識管理技術服務(以下簡稱 MA3)業者，
提供企業知識加值應用標竿典範輔導（以下簡稱本輔導）服務。
本輔導為推動產業升級轉型，運用知識管理之基礎，結合資通訊科技與知
識的創新應用，改善生產技術及營運效能，藉由跨組織、跨產業的協同合作，
進而協助企業佈建有利於智慧機械生態體系之發展，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並
據以形成產業智機化之標竿典範，特訂定本申請須知。
貳、標竿典範輔導範圍
面對產業結構與大環境的改變，企業與其供應商、客戶和企業夥伴相互形
成命運共同體，知識不再只是滿足企業本身，還包含滿足外部顧客的需求，因
此，依據企業導入目的，運用知識管理技術與其他經管工具，並透過資訊系統
駕馭知識的利用，轉化成企業學習和價值創新的關鍵，同時結合製造業生產力
再造成熟度評量，從「組織策略力」、「智慧製造力」、「智慧驅動力」、「創
新價值力」等構面評估，以協助企業佈建有利於智慧機械發展與應用的技術能
量，提升整體產業之競爭力。輔導範圍如下：

類型

研發型
<創新突破>

製造型
<快速傳承>

服務型
<及時回應>

跨區域(據點)/跨
組織/跨產業型
<知識擴散>

學習型
<持續學習>

 激發研發創意  傳承製造能力  問題快速回應  強化聯結時效  鼓勵持續學習
 快速累積智財  縮短學習時間  服務經驗交流  提升互動效率  延伸學習文化
 縮短研發時程  標準建立修訂  服務能力移轉  降低變更錯誤  發展人力資源
 減少設計變更  應變排除故障  服務一次成功  標竿學習應用  持續組織變革
導入目的  提高技術使用  異常處理交流  服務資訊回饋  交換重要知識  創新分享知識
 創新轉商品化  製程應用技巧  顧客關係維持  提高合作績效  內部回饋機制
 整合溝通團隊
 追求績效表現
 明確目標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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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研發型

製造型

服務型

<創新突破>

<快速傳承>

<及時回應>

跨區域(據點)/跨
組織/跨產業型
<知識擴散>

學習型
<持續學習>
 鼓勵彈性實驗
 授權賦能決策
 提升員工價值
 關鍵系統思考
 參與式之領導
 強調顧客導向
 容許質疑批判
 彼此尊重信任
 落實團隊願景

管理技術：知識管理機制、知識文件管理、知識分享文化、知識地圖、社群經營、組
知識管理 織學習、隱性知識外顯化、顧客知識管理、專家黃頁
技術

資訊技術：資料檢索系統、文件管理系統、企業入口網站、資料探勘、文字探勘、社
群網路服務
組織策略力：願景領導、策略規劃、經營管理、人力資源

生產力再 智慧製造力：精實管理、智慧生產、智慧服務、成果展現
造策略

智慧驅動力：智慧企業系統、外部系統連結、網路實體整合、行動商務運算
創新價值力：創新藍圖、創新流程、創新模式、創新文化

另被輔導廠商於申請輔導前，須先配合完成下列評量，俾便協助申請企業
快速地瞭解本身及產業之知識管理、智機化的推展現況，及利於輔導單位依據被
輔導廠商之線上評量結果及實地輔導情形，提供更完整的推動策略。
一、知識管理評量，請至本計畫網站（http://km.ekm.org.tw）申請企業會員，
完成作業申請後，即可至知識管理評量系統填寫「知識管理評量」量表，並產
出知識管理評量報告（免付費）。
二、製造業生產力再造成熟度評量，請至本中心專屬網站：
http://cpckm.ekm.org.tw/ibench/index.aspx 點選「生產力再造成熟度評量」進入評
量專區填寫，並產出生產力再造成熟度評量報告（免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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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資格
一、被輔導廠商
依公司法設立之本國公司（不含外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之分公司），且
所營事業之營業項目為製造業者。
二、輔導單位
（一）需為經合格登錄為 MA3 之業者（已登錄名單，請參考「企業輔導網」之
技 術 服 務 機 構 能 量 登 錄 合 格 廠 商 ， 網 址 為 ：
https://assist.nat.gov.tw/wSite/lp?ctNode=97&CtUnit=73&mp=2 ），說明如
下：
1. 尚未取得 MA3（含證書已逾有效期限）資格者，應於本年度召開本輔導
個案審議會之前，通過技術審查委員會之審核取得 MA3 資格，始得進行
輔導與提案，未通過者，不得進行提案之申請；其輔導提案之被輔導廠
商則須另尋 MA3 合格登錄業者協助輔導提案之申請。
2. 僅通過【MA3-管理技術類】或【MA3-資訊技術類】其中一類之技術服務
業者，則須與登錄另一類業者業務合作共同提案（須檢附「107 年度產業
知識管理加值計畫知識加值應用標竿典範輔導申請須知」附件 1-4 之「知
識加值應用標竿典範輔導協同合作承諾書」）。
3. 輔導單位於輔導期間內，應具有 MA3 有效資格並自行履行，不得逕行分
包或轉包，若輔導單位違反規定者，應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
（二）本輔導案須由輔導單位提出申請，被輔導廠商與輔導單位雙方不得為關
係人（關係人之說明，請參閱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之規定）。
肆、申請作業
一、 本計畫所編列之年度輔導預算如因凍結、刪除等不可歸責之因素，以致
僅能部分支應輔導案計畫政府款，或無法支應輔導案計畫政府款時，本
中心得減少政府款或終止契約，且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二、 輔導單位應自行確認並負責所輔導標的並無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三、 被輔導廠商對經濟部工業局違約之舊案無財務責任未清情況。
四、 不得以本輔導案相同或類似內容重複申請政府其他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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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導計畫起始日為本輔導案審查會審查通過之翌日。
六、 同一被輔導廠商年度內以申請本計畫一個輔導案為限，輔導案之計畫執
行期限不得超過本年度 11 月 30 日。
七、 接受本計畫輔導之廠商，4 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計畫輔導，惟有以下情形
者不在此限：
(一) 企業組織、營業內容或業務範疇有重大變更情事者。
(二) 曾接受經濟部工業局 103~105 年「產業聚落知識管理推動計畫」及 106
年「產業知識管理加值計畫」輔導，本次申請跨組織或跨產業的輔導
類型。
(三) 運用知識管理基礎，協助企業佈建有利智慧機械生態體系之發展（如
運用巨量資料技術察覺產品或服務趨勢，據以商業決策、問題改善與
預應或創新商業模式之用；或是結合數據與精實管理應用，以作為流
程最佳化分析或客戶價值之提升），透過政府專案輔導資源，協助進
行研發創新、效能提升、升級轉型或永續發展等產業知識化工作。
八、 輔導單位及被輔導廠商未來不得對本輔導案計畫之輔導成果進行誇大
不實之宣導。
九、 輔導案經費之編列區分為政府經費及被輔導廠商自籌款 2 項，經費運用
僅提供被輔導廠商導入知識管理之輔導顧問費用，不包括導入系統之軟、
硬體費用。本年度政府每案補助金額，以補助 100 萬元為上限，每案政
府經費之上限不得超過該輔導案計畫總經費之 50%，且實際補助金額
以輔導案審查會議核定為主，廠商應依原提報之廠商配合款及核定之政
府補助款，確實執行計畫。
十、 為擴散標竿典範示範能量，本年度執行期間及結案後次 3 年度內，在不
公開廠商機密資料的前提下，如需（被）輔導廠商配合發表與推廣輔導
成果、配合接受媒體採訪或拍攝輔導案改善過程與成果以出版刊物或製
作示範光碟時，（被）輔導廠商不得拒絶（應簽署同意書）。
十一、 被輔導廠商申請輔導案時，須先配合完成「企業知識管理評量之線
上自我評量(網址: https://km.ekm.org.tw 點選知識管理評量專區 )」及
「 製 造 業 生 產 力 再 造 成 熟 度 評 量 ( 網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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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pckm.ekm.org.tw/ibench/index.aspx)」，並自行列印上述 2 份評量
結果作為審查文件，方能提送計畫輔導案審查會審查。
十二、 凡具有以下要點者，評選總分將另外加計，最高分數得加至總分的
50%為限。
(一) 輔導目標與內容係運用知識管理之基礎改善生產技術及營運效能，進
而協助企業佈建有利智慧機械生態體系之發展，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並據以形成產業智機化之標竿典範（如運用巨量資料技術察覺產品或
服務趨勢，據以商業決策、問題改善與預應或創新商業模式之用；或
是結合數據與精實管理應用，以作為流程最佳化分析或客戶價值之提
升）有關（占 30%）。
(二) 知識創新整合工具之應用或與跨組織/跨產業知識整合之連結性密切
（占 15%）。
(三) 被輔導廠商曾經取得國家獎項（如國家品質獎、中堅企業等）、獲得
經濟部所核發之符合營運總部營運範圍證明函（占 5%）。
伍、收件方式
一、收件期限：即日起至 107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止（以中華郵政
郵戳為憑）。
二、應備資料：
（一）輔導案計畫書 1 式 6 份(含被輔導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書影本)
(註：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營利事業登記證不再作為證明文件，而以「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取代之。所謂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則指：登記機關核
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商業登記抄本、「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網址：http://gcis.nat.gov.tw/main/index.jsp）商工登記資料之商業登記
資料查詢網站之「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或依商業登記法第 25 條規定
請求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之證明書。)
（二）輔導案計畫書電子檔(含相關附件)
（三）企業知識管理評量自我評量結果報表 1 份
（四）製造業生產力再造成熟度評量自我評量結果報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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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證書影本（輔導單位）
（六）知識加值應用標竿典範輔導協同合作承諾書(共同提案之技術服務業者
須檢附)
（七）同意接受知識管理標竿典範輔導之機關證明函
（八）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含輔導單位、被輔導單位)
（九）輔導單位之顧問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
（十）知識加值應用標竿典範輔導個案申請文件查檢表。
三、受理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2 樓
中國生產力中心 知識經營組 吳小姐收
四、諮詢專線：(02)26982989 分機 2804 吳小姐、2979 葉先生
五、E-mail：2804@cpc.tw 、2979@cpc.tw
六、上網查詢：本計畫申請以計畫網站公告為準，申請須知及相關計畫書格式
等資料請上網（http://km.ekm.org.tw）查詢，並下載上述相關電
子檔案格式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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