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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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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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標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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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5/12/29 加強國際連結 深化與 1.與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合作，共同舉辦2017年GES
智庫合作(委託辦理)
Taipei Workshop。
2.參加在柏林召開之2017年GS會議，爭取主辦分場座談，
包括設定分場議題及撰擬背景資料等，並辦理組團、行程
規劃、撰擬與談參考資料等工作。
3.推動成立GES Asia聯盟。

3,490,856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強化我國與國際及亞太區域知名智庫的交流及合作網絡，
增進對國際經濟、社會、環境等議題之瞭解，深化臺灣經
驗之全球化內涵，並藉此推廣臺灣經驗，提升國際能見
度。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6/1/10 國家發展論衡季刊編印 「台灣經濟論衡」為報導經建政策與議題之專業刊物，內
與發行(委託辦理)
容包括：重大經建議題專題分析、國際與國內重要經貿議
題與趨勢分析，以及報導本會重要政策推動成果、編報每
月重要經濟統計指標等。

1,710,000 左右設計股份
有限公司

本刊訂戶包含國內、外政府機關、大學圖書館、智庫，以
及國內知名學者等；此外除本會網站並擴大網路書城上架
服務，有助強化政府與民間互動，提升經濟政策執行成
效。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6/4/10 國家發展前瞻規劃(第
二期，106年)(委託研
究)

2,85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提供本會出席APEC之CBPR體系研討會及國際隱私專業會
議等專業意見，有助我國後續加入CBPR體系並提出議題研
究2篇，供政策參考。

1.APEC及國際相關網路規範及數位經濟發展趨勢及議題研
析委託研究，主要內容如下：
(1)出席APEC會議及辦理相關會務，提供專業意見。
(2)辦理相關議題分析，供政策參考。
2.因應巴拿馬與我斷交，台巴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後
續發展對我影響之研析委託研究，主要內容如下：
(1)分析臺巴FTA洽簽歷程及重要內容，並探討過去臺巴
FTA之效益。
(2)分析臺巴FTA後續可能發展情境，以及對我經貿、投
資、政治外交之可能衝擊與影響，並提出具體因應策略與
建議。

2.本研究探討過去臺巴FTA之效益，並分析其後續可能發
展情境對我國經貿、投資等各面向之衝擊與影響，所提因
應策略及建議可供我國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3.美、歐政經新情勢對我之影響與因應之道委託研究，主
要內容如下：
(1)研析美國重要經貿戰略推動方向，包含：與主要國家
雙邊經貿結盟、美歐TTIP等議題。
(2)針對英國脫歐、德法選舉結果等歐洲政經情勢變化可
能造成之經貿版圖重整，評估對臺灣之影響與衝擊，並研
擬具體因應策略與做法。

3.本研究針對美、歐政經新情勢下，各國非傳統之經貿合
縱連橫策略，研析對我國影響與因應之道，所提因應策略
及建議可供我國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6/4/12 臺日年輕官員交流(委
託辦理)

本計畫突破官方交流限制，於2017年7月下旬協同經濟部
相關單位組團赴日，與日本經濟產業省官員針對我國推動
之政策重點或創新需求，如能源政策、IT人才培育對策、
數位經濟下的智慧製造政策等議題進行交流，作為後續我
國政策研擬之參據。

484,306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建立臺日年輕官員互動的機制與平臺，擴大與日本智庫及
重點科研機構的交流與互動關係，並強化雙方後續經濟、
科技、產業合作與創新連結的基礎，藉機布建友我人脈，
以深化臺日雙邊關係。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6/6/29 2017年臺灣經濟發展影 將臺灣經濟發展歷程與政策經驗，濃縮製作英、西、法、
音多媒體影片製作
日、德五語版寬銀幕多媒體影片，提升臺灣在國際社會的
(英、西、法、日、德 能見度。
語版)(委託辦理)

690,000 財團法人光啟
文教視聽節目
服務社

將「臺灣經驗」製作多國語版，上傳本會網站及YouTube
，並廣為宣傳，不僅能於外賓蒞臨場合播放，並藉由網路
傳播效益，讓國民了解現階段政府施政重點，亦讓國外人
士於短時間內認識臺灣。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6/8/16 國家發展委員會出版品 本計畫以本會及部分前經建會之102-105年出版品，及尚
數位典藏擴充計畫(委 未數位之出版品計759筆，委外進行數位化暨詮釋資料建
託辦理)
置作業，並整合至目前館內既有之機構典藏系統，使達到
更方便，更有彈性的管理與整合資料的運用。

450,027 飛資得系統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本會珍貴典藏素材透過資訊科技與網路傳播，促成更廣泛
的應用分享，發揮在學術、研究、社會文化與產業等各個
層面的應用，擴大散布面與公眾利益。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5/12/7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編 1.按月進行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調查，並根據調
製(委託辦理)
查結果編製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包含總指數及各細
項指數(生產、訂單、人力僱用、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
等)。
2.按月撰擬PMI與NMI分析報告，內容涵蓋總指數、個別指
數走勢分析。
3.每半年辦理1次營運展望調查，並配合舉辦2場座談會。

3,95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PMI及NMI可反映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狀況，且每月前3
個工作日內發布上月指數，有助於即時、精確掌握景氣動
向，協助各界掌握當前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變化。
2.透過半年1次之營運展望調查，可掌握廠商中期之營運
展望，彌補按月經濟數據之不足，另舉辦座談會可有助於
促進產官學交流，並協助各界掌握產業營運展望及動態。

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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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5/12/22 物價資訊看板平台與景 物價資訊看板平台提供各界即時查詢重要民生商品、油電
氣指標查詢系統維護
瓦斯水等物價資訊，不定期發布各相關單位之物價措施新
(委託辦理)
聞稿，並設置民眾提議專區，供民眾表達相關意見。景氣
指標查詢系統提供各界綜合查詢景氣指標、燈號、製造業
與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PMI與NMI），及各構成項目歷史
資料。

411,800 桓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按週、按月維護與更新「物價資訊看板平台與景氣指標
查詢系統」，確保民眾即時掌握重要物價資訊與最新景氣
概況。
2.定期維護物價資訊看板平台與景氣指標查詢系統，強化
網站的資訊安全防護能力，提升網站查詢之便利性與豐富
性。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5/12/29 國際財經及產業發展重 適時針對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政策資訊進行譯述及研析
要資訊特約譯述及研
，以掌握經濟發展趨勢，作為政府研擬因應對策之參考。
析-日本及韓國(委託辦
理)

285,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廠商已於計畫期間內撰寫15篇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發展
重要資訊特約譯述及研析，以及提供日、韓語翻譯等諮詢
服務。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6/1/19 資源利用模型更新維護 更新及維護資源利用模型，以進行投資重點產業之經濟影
及政策模擬分析(委託 響評估、附加價值貿易之後續研究分析等，並提供教育訓
辦理)
練與專業諮詢。

880,000 中原大學

1.更新模型資料，用以評估重點產業對我國資源利用及經
濟成長影響，及分析我國與中國在東南亞及印度市場之附
加價值貿易情況。
2.針對模型理論及分析方法進行教育訓練。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6/4/10 國家發展前瞻規劃(第
二期，106年)(委託研
究)

6,50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美國製造」對臺灣全球產業供應鏈角色之影響與因應
(委託研究)：深入分析「美國製造」政策及可能回流產業
對臺灣全球產業供應鏈角色之可能影響，為政府未來因應
川普總統「美國製造」政策推動，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1.從「降低美國對臺灣實行貿易制裁之可能性」、「創造
臺美產業合作新連結」以及「因應美國政策所可能帶來的
衝擊影響」等面向研提政策建議。

2.川普時代下臺灣亞太經貿新戰略(委託研究)：分析美國
未來推動亞太經貿新戰略，中國大陸及東協各國的經貿政
策將如何調整及未來走向，並對臺灣帶來的影響，做為政
府未來因應川普總統推動經貿政策，研擬相關因應對策之
參考。

2.協助政府掌握美國新政府的經貿政策及中國大陸及東協
的經貿政策調整方向，及其帶來的影響及跨國企業與臺商
如何調整布局，做為政府擬定兩岸經貿政策及動態調整
「新南向政策」措施之參考。

3.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對我國經貿之影響與因應
(委託研究)：深入分析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過
程中對臺灣的影響，研擬我國對外經貿發展策略之參考。

3.有助政府掌握在「一帶一路」推動下，東南亞、南亞等
國家經貿政策及其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之可能轉變，對臺
灣經貿布局及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影響。
99,500 國立清華大學

依據2000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間，利用Moving Block
Bootstrap修正抽樣方法，針對臺灣景氣循環的特性進行
抽樣，以估算各構成項目的檢查值，研究結果顯示，採用
Moving Block Bootstrap 抽樣方法，景氣燈號與GDP的相
關係數將較現行本會方法提升，且與現行景氣燈號之平均
差距最小。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公布競
爭力排名，本會擔任二機構在臺灣之合作夥伴，協助辦理
紙本與線上問卷調查工作，包括名單蒐集、抽樣、問卷發
送及催收，以提升問卷調查辦理品質。

245,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廠商在IMD及WEF國家競爭力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之期限前
，已完成蒐集1,000家企業名單、寄送800家企業經理人問
卷，並回收214份問卷。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6/12/26 精進公共建設計畫經濟 檢討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之架構及內容
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
，並蒐集主要國家、國際組織等相關規範與實務做法，提
(委託研究)
出具體且實務可行之精進建議。

830,000 安侯企業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經濟效益及財務效益之混用、經濟效益分類方式、經
濟效益重複計算、產業外溢與土地增值效果是否納入經濟
效益指標、折現率選用及提高風險定量可操作性等，提出
具體建議。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5/12/22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編 完成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專題編印
印與發行(委託辦理)
與發行，就「公共服務發展新趨勢」、「澎湖智慧低碳示
範島」、「公共治理與績效管理 」、「打造富裕數位國
家」等重要議題發行主題專刊。

1,094,510 德屹科技創意
有限公司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6/9/6 臺灣景氣對策信號構成 本計畫利用樣本重抽法中的 moving block bootstrap 方
項目檢查值之檢討與改 式，模擬並且比較不同方法下各燈號的檢查值。研究發現
進(委託研究)
，利用 moving block bootstrap 所得到的景氣燈號與
GDP相關係數較高，顯示本計畫所提出的 moving block
bootstrap 方式可以做為 stationary bootstrap 的另一
種抽樣選擇。
106/11/9 洛桑管理學院（IMD）
及世界經濟論壇（
WEF）國際競爭力企業
經理人問卷調查(委託
辦理)

2

每期電子檔除上傳至本會全球資訊網外，亦以電子報編輯
發送，訂閱人數約6,300人次；另印製紙本於五南及國家
書店供需要者購買，並寄存學校圖書館提供閱覽，與各界
分享國際公共治理發展新知與我國政府推動社會發展、國
土及公共治理經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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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5/12/29 臺灣公共治理指標調查 1.辦理臺灣公共治理指標調查
及公共治理相關議題研 2.辦理社會發展政策中長期個案計畫應用社會報酬率
究(委託研究)
(SROI)評估之分析。
3.即時性政策諮詢與研析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908,000 國立臺灣大學

1.透過指標調查，診斷我國政府治理情況，並提出相關建
議。
2.使用社會投資效益報酬方法，對「102-104年桃園市原
住民保母及托育人員培訓班」方案進行評估，了解社會投
資效益報酬方法運用於政府計畫評估的可能性。
3.完成「我國社會企業法制之政策評估」及「非營利幼兒
園推動現況之調查分析」共2案。

1,333,441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1.配合評獎作業時程，規劃及辦理實地評審作業，評選出
29個得獎機關。
2.透過評獎機制評選出績優服務機關，作為其他機關的學
習標竿。

877,200 全國公信力民
意調查股份有
限公司
90,000 異視行銷市場
調查股份有限
公司

瞭解民眾對社會發展長期趨勢或重要施政議題的看法，提
供決策參考。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2/22 第九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本獎項評獎作業分為書面評審（初審）及實地評審（決
實地評審委外服務(委 審）二階段進行，為善用民間專業機構及團體辦理評獎實
託辦理)
務經驗，委由專業廠商針對入圍機關規劃安排實地評審行
程及機關聯繫等相關行政工作。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2/22 106年度重大施政議題
民意調查(委託辦理)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2/22 106年度「民眾對當前 透過網路調查樣本群(Panel)辦理網路民意調查，蒐集分
經濟發展相關問題的看 析民眾對當前經濟發展狀況的意見與看法。
法」網路調查(委託辦
理)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3/22 第九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為使頒獎典禮達到表彰卓越服務機關，並引領服務改造風
頒獎典禮委外服務(委 潮之目的，爰委由專業廠商辦理本獎項頒獎典禮。本案內
託辦理)
容包括整體活動規劃、活動程序企劃執行、編印評獎紀實
及各項製作物品設計等。

954,123 邁思設計顧問
有限公司

辦理頒獎典禮表揚29個服務績優機關(第一線服務19個、
服務規劃10個），由院長親臨致詞及頒發獎座，鼓勵機關
同仁，進而激勵士氣，並製作評獎紀實，提升標竿學習效
益。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4/10 國家發展前瞻規劃(第
二期，106年)(委託研
究)
106/4/20 106年度重要政策議題
民意調查(委託辦理)

依據製造業、服務業及其他工業三個類別，辦理產業界對
經濟發展相關議題看法之調查分析。

400,701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調查結果提供經濟發展相關政策參考。

依業務需求，以住宅電話或手機號碼為底冊進行抽樣，就
民眾對政府施政相關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進行調查，並經
統計分析後完成調查報告。

607,200 典通股份有限
公司

瞭解民眾對社會發展長期趨勢或重要施政議題的看法，提
供決策參考。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5/12 106年度網路公開輿情 運用巨量資料技術，就前瞻基礎建設、一例一休、投資臺
分析服務案(委託辦理) 灣等議題，進行網路公開輿情分析。

570,000 意藍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瞭解民眾於網路上對公共政策議題所發表之意見與看法，
進行相關聲量、管道與正反意見等蒐集與分析，提供施政
參考。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5/17 政府服務獎視覺識別系 行政院於106年1月9日頒行「政府服務躍升方案」，設立
統設計委外服務(委託 「政府服務獎」，於107年起辦理第1屆評獎，為塑造本獎
辦理)
項整體形象，委由專業廠商進行「政府服務獎」視覺識別
系統設計。本案內容包含「政府服務獎」標誌（LOGO）設
計及相關應用系統、「政府服務獎」獎座設計及製作等。

214,000 邁思設計顧問
有限公司

「政府服務獎」係獎勵政府機關精進政府服務效能的主要
獎項，為塑造本獎項整體形象，透過視覺識別系統將獎項
核心精神傳遞給各界，藉以凝聚各機關之認同感與使命感
，並深化民眾對本獎項之認知。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9/13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規劃 為配合政府重要政策推動營造國際友善生活環境，並就國
及輔導(委託辦理)
際生活環境友善度較不足之區域，加強輔導改善，以促成
國際友善環境由點到面漸次擴散，經由中央、地方共同攜
手努力，優化及完善我國國際環境的友善度。

1,480,000 社團法人台灣
全球化教育推
廣協會

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地區產業之國際化作為，針對地方政府
及特定產業區域，進行實地之國際化操作與檢驗，並建立
典範，可為其他縣市參考；進行實地國際行銷及導覽人才
訓練，建立人才訓練之制度與模式；實際協助地區產業及
商家，進行國際觀光所需之基礎環境建置及人才規劃。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依業務需求，以住宅電話或手機號碼為底冊進行抽樣，就
民眾對政府施政相關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進行調查，並經
統計分析後完成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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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10/25 我國附命完成戒癮治療 本研究分析我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執行狀況，同時針對
之緩起訴處分機制與成 受處分人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受處分人經驗與需求，輔以
效之檢討(委託研究)
學者專家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評估當前相關運作機制，
並比較分析美國與德國毒品處遇制度，以供借鏡。

990,000 中央警察大學

本研究依制度設計、資源配置、治療評估、提升處遇成效
等面向提出建議供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戒
毒策略所提相關行動方案後續執行參考。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10/26 推動社會經濟－創新在 規劃了解不同類型之社會經濟體（例如社區協會、合作
地就業模式規劃委外服 社、社區產業、社會企業等組織）當前推動情形，找出其
務案(委託辦理)
所面臨之發展困境，並配合重要社會發展議題，協助社會
經濟體發展，提升地方就業機會及解決社會問題。

1,735,140 社團法人台灣
社會企業創新
創業學會

本研究以在地(鄉村)創業、社區經濟發展、社區基礎照
護、政府部門扶助社會經濟發展4類模式為例，探討廣義
社會經濟發展型態，初步歸納為「社區型經濟發展」與
「社群型經濟發展」二大類。建議「社區經濟」應關注社
區資源開發、利益共享與環境永續，進而達成創新在地就
業。「社群經濟」建議投入資源以創造在地就業需求之模
式，優於「幫助就業」的補救性措施，以協助商業自立。

促進產業發
展

105/12/30 打造創業生態環境 推
動國際創新創業園區暨
強化國際鏈結(第2
期)(委託辦理)

為強化臺灣新創國際鏈結，本案賡續推動台灣新創競技場
(TSS)工作，持續串連國際創新聚落，舉辦新創活動與課
程，提供新創專業業師諮詢、資金媒合及國際鏈結服務，
加速接軌國際市場，提升臺灣創新創業國際能見度。

48,000,000 鼎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本案已鏈結許多國際加速器、大企業、創投、業師資源，
串連全臺逾百家科技新創，協助6家新創成功申請海外加
速器、39家次新創參與國際新創展會，並舉辦15場次新創
活動、全英文專業訓練，促成130篇國內外媒體報導。

促進產業發
展

105/12/31 運動科技創新應用講座 鑒於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係亞洲 矽谷計畫之主軸之一，
(委託辦理)
本案透過介紹物聯網在運動科技領域之相關應用，以促進
物聯網和運動產業發展。
106/2/24 推動亞洲 矽谷計畫
邀請智慧醫療領域相關之國際新創團隊來臺，透過辦理展
強化我國智慧醫療相關 示活動、臺灣創業環境說明會、企業參訪、新創社群交
產業鏈結國際(委託辦 流、產業合作及創投投資媒合會等活動，促進國內相關業
理)
者及社群與其互動交流。

98,000 蓬勃運科顧問
有限公司

促進產業發
展

辦理2場運動科技創新應用講座，每場60人參加，介紹物
聯網於運動科技之相關應用。

5,948,000 財團法人時代
基金會

共計邀請國外17組、國內5組智慧醫療新創，除協助團隊
於智慧醫療新創展展示外，另安排其與36間企業、創投及
醫療院所進行媒合會議共223場，有助促進國內外交流合
作。

促進產業發
展

106/3/6 人工智能語音助手與物 透過辦理研討會之方式，廣邀各界踴躍參加，協助國內業
聯網創新應用國際研討 者結合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相關產品，快速實現創意並加速
會(委託辦理)
商品化。

98,000 中孚創聯科技
有限公司

完成辦理「人工智能語音助手與物聯網創新應用國際研討
會」，邀請如美國創新創客聯盟Randy Copeland副會長及
多位專家學者進行座談。

促進產業發
展

106/3/10 於GEC 2017辦理「臺灣 藉全球創業會議(GEC 2017)於南非舉辦期間，辦理 GEC
之夜」活動(委託辦理) 2017「臺灣之夜」活動，以引發國際對「亞矽計畫」之關
注，及增加我國於國際新創社群中曝光機會。

98,000 一諾新創有限
公司

「臺灣之夜」成果豐碩，吸引來自31國50人參與，大幅提
昇GEN 160會員國對「亞矽計畫」之關注，增加 GEN
Global 對設立GEN Taiwan 分會之支持，以及開啟其後我
國與泰國間就GEN創新創業領域合作之可能性。

促進產業發
展

106/3/15 擴增與虛擬實境技術研 為深化國內AR/VR產業技術，舉辦一場國際技術研討會，
討會(委託辦理)
將國外最新技術帶入臺灣，以協助業者掌握關鍵技術，並
開發出更多創新應用與服務。

98,000 台灣資料科學
協會

於2017年ACM多媒體系統國際會議期間，辦理一場擴增與
虛擬實境技術研討會，邀請6名海外學者及60位全球相關
領域專家共同與會，就AR/VR技術開發及應用深度討論，
並於會後進行互動交流及VR頭戴式裝置體驗。

促進產業發
展

106/4/10 國家發展前瞻規劃(第
二期，106年)(委託研
究)

辦理即時性議題「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趨勢研析」及
「應用區塊鏈技術發展智慧物流之效益分析」，其中金融
科技係研究區塊鏈及數位貨幣發展；智慧物流為因應數位
經濟發展，研究區塊鏈對於物流營運之影響。「利用電子
發票分析民間消費研究」分析大數據面向的民間消費統計
資訊。

1,96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完成「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趨勢研析」探討數位貨幣
及區塊鏈發展動態與發展建議、「應用區塊鏈技術發展智
慧物流之效益分析」研究物流體系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可行
性、「利用電子發票分析民間消費研究」分析大數據面向
的民間消費統計資訊。

促進產業發
展

106/4/13 臺灣無人飛機學生創意 藉由競賽活動作為創作平臺，提供學生進行學理與實務驗
設計競賽(委託辦理)
證之機會，並使學生藉由參與活動培養出對於無人飛行載
具開發與設計的興趣，將有助於促使學生未來能投入航太
相關產業，以確保我國未來於無人飛行載具發展所需人
才。

94,000 國立成功大學

計有25個大專院校共92隊報名，參加者來自臺灣、香港、
泰國、新加坡，參賽人數約900人且於三個飛行空域同時
競賽，各校透過海報，論文報告，及實機飛行等活動的交
流，使大家彼此瞭解目前國內設計能力，並與國外團體進
行交流，以增加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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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
展

106/4/26 全球價值鏈變化對臺灣 探討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及衡量方法，並以廠商層級的個體
廠商衝擊影響評估(委 資料分析臺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以及全球價值鏈
託研究)
變化對臺灣廠商衝擊影響實證研究。

690,000 國立臺灣大學

本研究首次串聯海關與稅賦等個體資料，運用新穎方法估
算全球價值鏈對臺灣廠商附加價值的變化及成因，並提出
產業調整應避免被全球價值鏈邊緣化等建議，提供產業創
新轉型升級規劃新思維。

促進產業發
展

106/8/22 鼓勵東協及南亞留學生 辦理大專院校校園巡迴說明會，針對東協及南亞在臺留學
在台創業(委託辦理)
生介紹我國亞洲 矽谷中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並宣導我
國創新創業優勢及育成資源，以增加我國創新創業能量，
並厚植我國新南向創新創業實力。

97,200 亞卓立群股份
有限公司

於臺灣大學等全省12所大學辦理校園巡迴說明會，吸引來
自26國281位學生參與，其中外籍生共251位（東協及南亞
學生佔176位），學生反應熱烈，超過6成學生於會後詢問
在臺創業管道；其他效益包括強化國際學生瞭解在臺創業
資源、創業家簽證、以及提升亞矽計畫國際能見度。

促進產業發
展

106/10/19 推動亞洲 矽谷計畫
針對科技創新等相關主題，強化線上英文報導及國際曝光
提升我國創新創業國際 ，並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對外行銷臺灣創新創業整體生態
能見度(委託辦理)
環境。

4,800,000 巨思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5/12/22 辦理總統府國家年金改 由於年金改革受國人高度關注，為使政府推動過程公開透
革委員會國是會議分區 明化，委託辦理會議網路直播、攝影服務、同時串流
會議(中南東區)及全國 YouTube及分場會議影片剪輯等。
大會網路直播(委託辦
理)

1,616,719 愛卡拉互動媒
體股份有限公
司

本案完成28篇長篇、226篇短篇報導，其中11篇與臺灣新
創競技場及亞矽計畫相關，並有26篇獲e27、Forbes等國
際媒體引用。另該頻道計有51%流量來自海外地區，包含
印度、美國及菲律賓等。廠商並邀請5家國際媒體來台3天
，撰寫7篇有關國內創新創業報導。另舉辦「2017創業大
如期完成相關委辦工作，透過會議網路直播，使國家年金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5/12/29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以尋求共識為基本原則，但有
員會國是會議全國大會 許多議題不容易達成共識，爰於20場委員會議後，召開全
行政工作(委託辦理)
國大會廣納民意，俾建立可行、可久的改革制度。

1,164,728 台灣源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6/3/8 辦理總統府國家年金改 提供會議所需之場地及相關設備，並適時配合會議需求，
革委員會國是會議 分 進行管理維護，以及會後進行場地設備清潔修復等工作。
區會議南區場次委外服
務(委託辦理)

884,144 方圓會展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活動順利圓滿落幕。
2.彙集會議中各團體、代表意見，提供總統府國家年金改
革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後續修法參考。
如期完成相關委辦工作(含場地及設備提供、佈置與管理
維護，以及會後場地設備清潔修復等)，俾利會議順利進
行及會後場地復原。

創新產業之人才培育及延攬策略研究：
1.蒐集整理歐美及亞洲鄰國等推動創新產業之人才培訓及
延攬相關策略做法。
2.聚焦我國創新產業發展，檢視未來人才需求。
3.研擬我國創新產業人才培育及延攬策略。

3,05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彙整盤點十大產業人才需求類型，針對我國現行政策尚不
足之處，參採歐美及亞洲國家攬才留才政策經驗(如德國
學習工廠4.0、芬蘭(Demola)創新平臺、丹麥離岸風力人
才培育做法等)，提出創新產業人才策略藍圖，該報告資
料豐富，政策研析亦具相當參考價值。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6/5/3 年金制度改革對總體經 在年金改革方案(草案)及後續相關法案之基礎上，進行年
濟及勞動市場之影響
金制度改革對總體經濟及勞動市場之影響評估，以提供政
(委託研究)
策規劃之參據。

87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本計畫運用相關資料，建構合適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並設計年金改革政策情境，透過研究成果，有助了解年金
改革對國家總體經濟及勞動市場之可能影響，充實政策分
析及規劃之參考依據。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6/11/1 強化Contact Taiwan網 分析「Contact TAIWAN網站」成效與不足之處，參考各國
站營運功能(委託研究) 攬才網站(如愛沙尼亞電子公民網站等)，並透過問卷調查
與訪談方式，就使用者介面設計、外語翻譯、社群媒體連
結及產官學合作等面向，提供具體建議。

239,500 一元三思有限
公司

本計畫藉由參考其他國家對外攬才網站之規劃及營運方式
，針對Contact TAIWAN網站之功能及服務，提出多項具體
修正及營運建議，均具相當參考性，已作為Contact
TAIWAN優化調整之重要參據。

3,470,000 財團法人國土
規劃及不動產
資訊中心

補助全國大專院校規劃系所共計7校9系，描繪出我國城鄉
環境未來2050年的發展景象，並舉辦跨校規劃成果聯展，
展現年輕學子的朝氣活力與創意能量，激發對未來國土空
間發展嶄新的靈感與思考。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4/10 國家發展前瞻規劃(第
二期，106年)(委託研
究)

改革推動過程公開透明化，有利於增進公民參與並凝聚共
識。

106/3/2 未來城鄉發展規劃(委
託辦理)

補助全國規劃相關系所學生進行「2050未來城鄉發展」跨
校規劃成果聯展。有別於傳統國土空間規劃由上而下的形
式，將參與對象擴大、深化至年輕族群，結合學校課程，
以及與在校老師、同學們一系列的對談交流，提前讓年輕
學子參與規劃國家未來城鄉發展願景，增加年輕世代對國
家未來國土空間發展的參與感及認同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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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5/22 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 透過本專案管理計畫成立專家輔導團輔導各縣（市）政府
生」專案管理計畫(委 執行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辦理政策宣導、人員教育訓
託辦理)
練、計畫執行建議等，並辦理縣市聯合成果展。

5,770,481 中華民國工業
設計協會

輔導各縣市政府計畫推動及專業諮詢，舉辦四場教育訓練
講座，以及各縣市計畫期中、期末報告聯合審查會，並建
立人才資料庫，以協助提升縣市計畫執行品質；於台北松
菸文創園區舉辦各縣市計畫執行成果聯合特展，強化政策
理念宣導及城市行銷推廣。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8/9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為配合有關部會下鄉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增進國人
宣傳手冊設計(委託辦 瞭解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容及效益，委外製作平面文宣約
理)
20頁。

50,000 吳菁蓉視覺創
意工作室

以淺顯易懂的文字，配合設計精美的圖片與表格製作懶人
包，有利民眾閱讀並短時間瞭解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容及
必要性。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10/30 106年國土資訊系統整 研析國土資訊系統發展議題，並協助本會推動圖資建置、
體推動專案(委託辦理) 圖資流通及服務等跨機關合作及交流事項。

4,750,000 財團法人台灣
地理資訊中心

本案組成專家顧問團，指認NGIS先進技術發展、圖資流通
或應用所遭遇之共通性、迫切性議題，並支援本會審議及
規劃有關空間資料處理作業。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11/22 推動有機農業六星加值 協助花東地區培育部落人才，輔導部落自立發展，並整合
計畫(委託辦理)
「食、宿、遊、購、行」等關聯性產業，推動有機農業結
合文創、環境教育或休閒旅遊之跨域六星加值產業。

1,950,000 財團法人慈心
有機農業發展
基金會

1.協助及輔導花蓮奇美、豐南(吉拉米代)及臺東電光、達
魯瑪克4個部落建立自主自立跨域之六星加值產業。
2.於107年5月18日舉辦本案輔導成果發表會，共計14家媒
體前來採訪及18則報導。
3.編印計畫成果專書，彙整計畫示範部落案例、實務推動
經驗與操作訣竅，並歸納成功關鍵因素。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12/8 推動地方發展策略計畫 分析日本地方發展相關政策架構、推動機制與執行成效；
(委託辦理)
分析我國現行地方發展相關政策與關鍵議題；研擬我國推
動地方發展策略計畫(草案)；及規劃辦理2次政策交流會
議。

4,058,580 台灣野村總研
諮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透過分析日本地方發展相關政策推動經驗，提出我國地方
發展策略計畫草案，期望促進地方人口及就業，並進一步
協助發展創新自主能量，以面對未來國內、外大環境變化
的嚴峻挑戰。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12/28 三維地理資訊發展策略 從探討國內、外三維地理資訊發展情形，再藉由問卷調
研析案(委託辦理)
查、座談會及研討會等方式凝聚各界共識後，提出推動三
維地理資訊發展之建議策略，做為相關政府機關推動發展
參考。

820,000 台灣地理資訊
學會

透過舉辦需求與資料架構、資料建置與圖台、網路服務與
資料共享、3D管線管理及推動發展策略探討等座談會，提
出3D GIS發展策略具體建議。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12/28 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 1.輔導本會核定補助之縣市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
生」第二階段輔導計畫 畫，以分別達成第一階段人地產之資源盤點、特色發掘與
(委託辦理)
形塑產業策略，以及第二階段之地區特色商品開發、國際
化品牌建立與人才培育等之計畫目標。
2.辦理「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縣市成果聯合特展
及經驗分享會，並赴國外辦理國際展覽及城市行銷。

5,542,403 中華民國工業
設計協會

1.輔導本會補助之縣市辦理偏鄉地區「設計翻轉地方創
生」第一階段計畫，達成資源盤點、地方特色發掘與型塑
產業策略，以及6個縣市推動第二階段計畫進行特色商品
開發、品牌建立等。
2.分於台北及日本東京舉辦地方創生展覽，進行政策理念
宣導及強化國際鏈結。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6/12/29 2018未來城鄉發展規劃 鑒於「未來城鄉發展規劃」委辦案，成效甚佳，並廣受學
(委託辦理)
校好評，爰啟動第二期之補助全國規劃相關系所學生進行
「2050未來城鄉發展」跨校規劃成果聯展。有別於傳統國
土空間規劃由上而下的形式，將參與對象擴大、深化至年
輕族群，結合學校課程，以及與在校老師、同學們一系列
的對談交流，提前讓年輕學子參與規劃國家未來城鄉發展
願景，增加年輕世代對國家未來國土空間發展的參與感及
認同感。

5,620,000 財團法人國土
規劃及不動產
資訊中心

1.擴大補助全國10校11系所師生共同參與，經過3場工作 以106及107年度預算支應
坊、2場座談會以及整個學期師生們的創意發想，描繪出 ，合併列示於106年度。
未來2050年我國城鄉環境的各種意象，並舉辦期末跨校規
劃成果聯展，展現年輕學子的朝氣活力與創意能量，激發
對未來國土空間發展嶄新的靈感與思考。
2.於台北車站及高雄駁二特區完成2場跨校規劃成果聯
展。

106/3/1 「服務業對勞基法新制 為了解勞動基準法新制一例一休政策之實施對服務業之影
(一例一休)的看法」電 響，以臺灣地區工商普查廠商資料為調查樣本群(Panel)
話訪問調查(委託辦理) 辦理電話訪問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企業之人力資源部門
主管，調查內容主要為服務業對勞基法新制（一例一休）
的看法包括對人事成本、人力調度的影響，以及受訪者基
本資料等項目。

70,000 循證民調有限
公司

管制考核

6

針對服務業的問卷調查結果作為未來評估或修正相關施政
方針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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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考核

106/3/1 「製造業對勞基法新制 為了解勞動基準法新制一例一休政策之實施對製造業之影
(一例一休)的看法」電 響，以臺灣地區工商普查廠商資料為調查樣本群(Panel)
話訪問調查(委託辦理) 辦理電話訪問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企業之人力資源部門
主管，調查內容主要為製造業對勞基法新制（一例一休）
的看法，包括對人事成本、人力調度的影響，，以及受訪
者基本資料等項目。

67,500 典通股份有限
公司

針對製造業的問卷調查結果作為未來評估或修正相關施政
方針之參考。

管制考核

106/4/26 大陸來臺旅客減少對觀 針對來臺觀光陸客減少，政府採行多項因應策略，進行政
光行業的影響及其因應 策執行影響評估，並委託民意調查專業執行機構辦理電話
措施電話訪問調查(委 訪問調查工作。
託辦理)

96,000 全國公信力民
意調查股份有
限公司

藉由民意調查蒐集、分析大陸來臺旅客減少對觀光行業之
影響及其因應措施相關議題之看法，以做為評估或修正相
關因應策略之參考。

管制考核

106/6/30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效益評估(委託研究)

探討長照2.0計畫資源布建之成效，檢視長照2.0計畫資源
布建目標擬定與執行策略之妥適性，並評估長照2.0計畫
資源布建與經費之執行狀況，據以提出政策建議。

492,000 社團法人台灣
老人學學會

本研究建議後續對於長照2.0政策之推動，應強化政策溝
通並提升大眾宣導，考慮修正目前相關政策用語，在補助
內容、支付與核撥方式與人員任用資格等面向，可採更有
彈性之作法。在資源布建上，善用既有服務團體，包括衛
政的醫療院所、社政的社區組織及原民各類服務機構與團
體，加速長照2.0服務資源之成長。

管制考核

106/12/1 技職教育再造政策－技
專校院創新經營與課程
革新研析報告(委託辦
理)

藉由探討我國技專校院於全球化激烈競爭、產業創新轉型
升級及少子女化衝擊下，我國技專校院立基於過去幾年的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重要基石，逐步推動創新經營及課程創
新教學，並強調創新創業，研提推動技專校院創新發展建
議。

90,000 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

為強化我國技專校院創新經營，本研究建議可致力於法規
鬆綁、資金投入、人才匯集及機制完善等面向，研提我國
未來推動技專校院創新發展之建議，如累積我國大學衍生
企業成功案例與樣態，分析多元發展模式，俾作為各校推
動之參據等。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6/1/13 法規鬆綁建言平臺增修 自99年起建置並維運「法規鬆綁建言平臺」，以維持平臺
與維護管理(委託辦理) 正常運作、增修系統程式、補強安全性，並提供線上諮詢
等服務。

502,550 植根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透過本平臺蒐集民眾與國內外商會團體相關建言，建置後
臺由各部會上網填報回應意見，並於網站標示相關處理進
度，提供即時性與公開透明化之服務。另106年9月配合本
會10大工作重點之新創法規調適工作，爰於平臺新增「新
創法規調適」功能，以接受新創業者之申請案件，並提供
查詢案件辦理進度。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6/7/26 我國參與「APEC發展微
中小型企業線上爭端解
決架構」倡議之先期研
究(委託研究)

本研究計畫目的即在瞭解我國參與APEC微中小型企業B2B
線上爭端解決架構倡議所將面臨之問題。透過外國與其他
區域組織線上爭端解決發展趨勢之觀察，國際組織相關指
引文件之研析，配合APEC推展資料之蒐整，分析檢視我國
現有法制環境之障礙，最終提出我國如何面對APEC倡議的
法制與因應作為建言。

797,000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

已於結案報告中研析國際公約、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ODR
機制之落實情形、提出國內現況及相關法規調適問題，並
參加APEC經濟委員會議蒐整ODR相關資料，於107年1月針
對推展ODR機制，提出具體建議或因應作為。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6/10/2 日本推動產業競爭力之 就日本法制發展經驗建構完整剖析之上，回頭檢視我國之
相關法制研究(委託研 現況，比較分析日本監理沙盒法制導入至我國之可能性與
究)
可行性；並基於前揭研究階段目的之成果，思考引進日本
監理沙盒法制至我國時，可能之潛藏問題點，針對該等問
題點研擬調適解決之方案，提出對於我國未來發展具體可
行之法制建議。

890,000 萬國法律事務
所

已於結案報告中蒐整日本法制相關案例及分析，所彙整之
比較法案例已納為本會內部研議參考資料。

註：上表「金額」欄位資料為決算總執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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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07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107/1/4 「加強國際連結--深化 1.與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合作，共同舉辦2018年GS
與智庫合作」(委託辦 Taipei Workshop。
理)
2.參加在柏林召開之2018年GS會議，爭取主辦分場座談，
包括設定分場議題及撰擬背景資料等，並辦理組團、行程
規劃、撰擬與談參考資料等工作。
3.推動成立GES Asia聯盟。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4,348,395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強化我國與國際及亞太區域知名智庫的交流及合作網絡，
增進對國際經濟、社會、環境等議題之瞭解，深化臺灣經
驗之全球化內涵，並藉此推廣臺灣經驗，提升國際能見
度。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7/1/15 美國公平貿易及新稅改
政策之影響探討－以
臺、中、韓三國為例
(委託研究)

1.分析美國公平貿易及新稅改政策之重點及可能發展，及
其對臺、中、韓三國可能產生之影響(含個別國家、總體
連動)。
2.研提臺灣因應之具體策略及政策建議。

92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本計畫探討美國川普政權提出公平貿易及新稅改政策，分
析對我國及相關國家之影響，研提多項臺灣因應之具體策
略及政策建議(如經貿面、投資面、產業合作面等)，可供
我國經貿政策規劃及研擬中長期國家發展計畫參考。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7/1/16 台灣經濟論衡季刊編印 「台灣經濟論衡」為報導經建政策與議題之專業刊物，內
與發行(委託辦理)
容包括：深闢報導本會推動或規劃中之國家級重大計畫或
方案，並搭配產官學研等各界多元看法，以及報導本會重
要政策推動成果、編報每月重要經濟統計指標等。

1,520,000 左右設計股份
有限公司

本刊訂戶包含國內、外政府機關、大學圖書館、智庫，以
及國內知名學者等；此外除本會網站並擴大網路書城上架
服務，有助強化政府與民間互動，提升經濟政策執行成
效。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7/6/11 2018年臺灣經濟發展影 將臺灣經濟發展歷程與政策經驗，濃縮製作英、西、法、
日、德五語版寬銀幕多媒體影片，提升臺灣在國際社會的
音多媒體影片製作
(英、西、法、日、德 能見度。
語版)(委託辦理)

820,000 高達數位媒體
有限公司

將「臺灣經驗」製作多國語版，上傳本會網站及youtube
，並廣為宣傳，不僅能於外賓蒞臨場合播放，並藉由網路
傳播效益，讓國民了解現階段政府施政重點，亦讓國外人
士於短時間內認識臺灣。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6/12/22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編 1.按月進行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調查，並根據調
製(委託辦理)
查結果編製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包含總指數及各細
項指數(生產、訂單、人力僱用、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
等)。
2.按月撰擬PMI與NMI分析報告，內容涵蓋總指數、個別指
數走勢分析。
3.每半年辦理1次營運展望調查，並配合舉辦2場座談會。

3,95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PMI及NMI可反映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狀況，且每月前3
個工作日內發布上月指數，有助於即時、精確掌握景氣動
向，協助各界掌握當前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變化。
2.透過半年1次之營運展望調查，可掌握廠商中期之營運
展望，彌補按月經濟數據之不足，另舉辦座談會可有助於
促進產官學交流，並協助各界掌握產業營運展望及動態。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6/12/28 臺灣景氣指標季節調整 檢討及精進台灣景氣指標季節調整模型，說明如何進行交
之檢討與改進(委託研 易日數、農曆年及一般性的季節調整。另外，詳細介紹季
究)
節調整的原理與步驟，X13-ARIMA-SEATS使用者的觀點及
使用者需要決定的參數，並解讀程式的結果檔案，尤其重
視季節調整結果的診斷。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1/23 國際財經及產業發展重 適時針對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政策資訊進行譯述及研析
要資訊特約譯述及研 ，以掌握經濟發展趨勢，作為政府研擬因應對策之參考。
析-日本及韓國(委託辦
理)

285,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廠商已撰寫10篇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發展重要資訊特約
譯述及研析，以及提供日、韓語翻譯等諮詢服務。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4/18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中長期社經參數推估
(委託研究)
107/8/1 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之經濟影響評估
(委託研究)

透過經濟模型推估110年至124年我國中長程社經參數，包
含整體GDP、三級產業結構占比等，俾利後續進行溫室氣
體排放趨勢推估。

33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綜合研究院

依據國家整體產業政策方向，推估我國整體GDP、三級產
業結構以及細產業GDP之成長趨勢，並與各部會共同檢視
推估結果，確保結果之合理性。

依據政府將擬定之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同時納入我國再
生能源發展目標，及考量政府相關配套規劃，採用單國動
態CGE模型，透過不同之模擬情境設計，評估溫室氣體階
段管制目標對整體經濟之影響。

710,000 中原大學

模擬顯示溫室氣體管制政策在沒有配套措施下通常會對經
濟、就業及物價產生若干負面衝擊，惟當搭配執行適當之
配套政策措施時，反在特定期間帶來正面的影響。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99,500 東華大學

1

針對景氣指標構成項目之海關出口值、機械及電機設備進
口值等數列之季節調整模型，加以檢討並尋找其他合宜統
計或計量方法，精進季節調整模型，建立符合進出口值交
易特性之季節調整模型，以精確反映進出口數列的季節波
動。

備註

107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8/21 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 1.瞭解「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之策略、發展現況
造2025」對我國產業發 ，並分析美中貿易摩擦長期化及各國對中國大陸投資設限
展之影響(委託研究) 對其推動之影響。
2.研判「中國製造2025」未來發展趨勢及對全球及兩岸產
業供應鏈的影響，並研析產業競合與我因應對策建議。

85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研析「中國製造2025」重點產業領域之發展現況，以及
美中貿易摩擦所可能產生影響等。
2.針對全球及兩岸影響較大的半導體產業深入探討，並對
機器人產業、醫材及醫藥產業提出產業競合觀察與兩岸競
合未來走向及政策建議。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8/21 混頻資料之應用與研究 運用「大數據」與「混合頻率資料」概念來精進景氣指標
(委託研究)
系統，以突破景氣指標傳統的編製概念及發佈頻率的限制
，並提升景氣指標的預測能力，以即時反映景氣循環的變
化，俾對急速變化的經濟情勢提前因應。

66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以本會之景氣指標系統為研究對象，討論並驗證混頻資
料之即時預測模型的應用。
2.混頻資料皆經適當處理，透過實證估計與應用，如主成
分分析之降低資料維度與萃取訊息、橋梁方程式串接建立
混頻資料之即時預測模型等，作為景氣指標分析之參考。

29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廠商在IMD及WEF國家競爭力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之期限前
，已完成蒐集1,000家企業名單、寄送640家企業經理人問
卷，並回收233份問卷。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11/23 洛桑管理學院（IMD）
及世界經濟論壇（
WEF）國際競爭力企業
經理人問卷調查(委託
辦理)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12/19 景氣監測預警系統之研 運用大量的金融市場資料建構臺灣的金融情勢指數(FCI)
究(委託研究)
，建立景氣監測預警系統，並嘗試透過 growth-at-risk
(GaR) 的概念，以FCI指標以及其他總體變數來預測未來
臺灣經濟的下行風險。

610,000 國立清華大學

1.建構probVAR模型預測未來一年經濟衰退的機率，並運
用Growth-at-risk (GaR)模型估算未來經濟成長的下行風
險。
2.研究所建立的金融情勢指數可以描述臺灣的金融情勢，
且領先景氣變化。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6/12/28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編 完成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六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專題編印
印與發行(委託辦理)
與發行，就「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設計翻轉 地方
創生」、「執行力與績效管理」、「聚焦ABCDE 加速發展
數位創新」等重要議題發行主題專刊。

833,660 德屹科技創意
有限公司

每期電子檔除上傳至本會全球資訊網外，亦以電子報編輯
發送，訂閱人數約6,400人次；另印製紙本於五南及國家
書店供需要者購買，並寄存學校圖書館提供閱覽，與各界
分享國際公共治理發展新知與我國政府推動社會發展、國
土及公共治理經驗。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7/2/8 107年度重大施政議題 依業務需求，以住宅電話或手機號碼為底冊進行抽樣，就
民眾對政府施政相關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進行調查，並經
民意調查(委託辦理)
統計分析後完成調查報告。
107/2/27 第1屆「政府服務獎」 本獎項評獎作業分為書面評審（初審）及實地評審（決
實地評審委外服務案 審）二階段進行，為善用民間專業機構及團體辦理評獎實
(委託辦理)
務經驗，委由專業廠商針對入圍機關規劃安排實地評審行
程及機關聯繫等相關行政工作。

611,000 全國公信力民
意調查股份有
限公司
1,780,000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瞭解民眾對社會發展長期趨勢或重要施政議題的看法，提
供決策參考。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7/3/29 第1屆「政府服務獎」 為彰顯得獎機關努力，推廣得獎機關優質服務，使民眾瞭
頒獎典禮委外服務案 解政府創新作為，爰委由專業廠商辦理本獎項頒獎典禮，
(委託辦理)
本案內容包括整體活動規劃、活動程序企劃執行、製作評
獎紀實電子書、得獎機關績效影片及各項製作物品設計
等。

877,000 邁思設計顧問
有限公司

辦理頒獎典禮表揚30個服務績優機關（整體服務類20個、
專案規劃類10個），由院長親臨致詞及頒發獎座，鼓勵機
關門同仁，進而激勵士氣，並製作得獎機關服務績效影片
，擴散得獎機關優質服務績效。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7/7/4 新經濟移民政策對經濟 依「新經濟移民法(草案)」之適用對象，論述外國專業人
社會之影響評估(委託 才與外國中階技術人力引進之經濟社會影響評估，包括推
估未來可能新增人數、對於總體經濟、勞動市場、薪資結
研究)
構之效益評估，並辦理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座談會，蒐
集各界意見及看法。

1,17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透過質化與量化之成本效益分析，評估新經濟移民政策對
經濟社會之影響，並蒐集主要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規劃在
不影響國人就業機會與薪資水準前提下，符合我國國情之
新經濟移民政策。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公布競
爭力排名，本會擔任二機構在臺灣之合作夥伴，協助辦理
紙本與線上問卷調查工作，包括名單蒐集、抽樣、問卷發
送及催收，以提升問卷調查辦理品質。

2

1.配合評獎作業時程，規劃及辦理實地評審作業，評選出
30個得獎機關。
2.透過評獎機制評選出績優服務機關，作為其他機關的學
習標竿。

備註

107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107/8 107年度[兩公約人權教 本案依據法務部所定「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
育訓練教材](委託辦理) 施計畫」，就兩公約內國法化沿革及本會所涉兩公約相關
條文進行彙整，並藉由本會各業務處代表深度訪談方式，
依本會業務重點研提兩公約人權教材。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98,000 國立政治大學

本教材配合本會人權教育訓練課程推動，在整體成效上，
參訓同仁對教育訓練規劃呈現高度滿意度，認同該訓練能
增進瞭解兩公約具體內涵、有助省思實務工作上所面臨
(或潛在)的人權議題、增進工作所需人權知能。

107/9/5 新經濟移民法對製造業
雇主僱用意願的影響調
查案(委託辦理)
107/10/15 社會創新趨勢及策略研
析(委託辦理)

以臺閩地區工商普查廠商資料檔為抽樣母體進行抽樣，就
登記有案製造業公司之企業負責人或人力資源部門主管辦
理新經濟移民雇用意願調查。

318,000 典通股份有限
公司

蒐集分析新經濟移民法對製造業雇主僱用外國中階技術人
力意願的看法，以作為政府施政改進與規劃相關政策參考
之依據。

行政院整合不同部會的資源，推動「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展現多元組織投入社會創新的面貌，然而組織型態多樣
，社會企業的定位難確認，政策配套不容易運作。因此，
有必要借鏡國際標竿國家作法，並針對適合我國社會創新
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生態系統（包括政策措施、法規調適與
立法等）進行探討。

1,15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研究發現：
1.社會創新行動巡迴座談實踐P2P的治理模式，所提供的
跨部會協處機制已有初步成效，且合作社的高度參與反映
我國合作社面臨之諸多跨部會的法規調適議題。
2.社會企業期待政府加強民眾對社企的認識及宣導，增加
育成輔導補助資金和放寬補助條件。
3.法規調適問題包括新興社會金融、財團法人法等。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7/12/11 「我國家戶結構變遷趨
勢下之超高齡社會調適
策略與規劃」(委託研
究)

本研究應用「家庭收支調查」2014年至2017年間統計數據
，分析我國現行各類型家戶之社會經濟生活樣態，並以
「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為基礎進行家戶推計，模擬我國
於2026年後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家戶結構變遷趨勢。

1,380,000 國立政治大學

本研究掌握家戶變遷趨勢，以家戶為分析單元，針對高齡
者之照顧、就業需求與經濟安全等面向，提出我國邁向超
高齡社會新興挑戰議題及研究建議，所提建議事項有助於
規劃我國超高齡社會調適策略。

促進產業發
展

106/12/19 強化國際鏈結－美國創 本案擬藉由臺灣新創分享美國創業經驗及所處產業的前瞻
業經驗分享會(委託辦 觀察，為未來有意前進美國發展的新創提供第一手訊息，
並讓參與者了解最新創新產業展趨勢。
理)

85,040 台灣盈士多科
技有限公司

辦理1場次美國創業經驗分享會，由INSTO、DT42及
Trinalog等具美國創業經驗團隊，分享當地創業經驗，並
介紹美國創業環境及所處新創產業發展之現況，網路直播
最後觸及的觀看人數則有341人次。

促進產業發
展

106/12/28 「打造創業生態環境－
推動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暨強化國際鏈結」第3
期(委託辦理)

為活絡臺灣新創環境，本案賡續推動台灣新創競技場
(TSS)工作，持續串連國際新創資源，提供新創業師諮
詢、資金媒合及市場拓展服務，加速接軌國際市場，提升
國際能見度，並活絡在地創新創業能量，為臺灣注入成長
新動能。

44,500,000 鼎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本案已鏈結許多國際加速器、大企業、創投、業師資源，
協助7家新創成功申請海外加速器、25家次參與國際新創
展會，促成230篇國內外媒體報導，並舉辦7次全英文投資
條件訓練，帶動19家會員新創成功募資合計逾12億元。

促進產業發
展

107/2/14 「推動亞洲 矽谷計畫 聚焦「亞洲·矽谷」關鍵領域(包含物聯網、自動駕駛、人
－邀請國際新創團隊來 工智慧、虛擬及擴增實境等創新科技及其相關應用)，邀
臺」(委託辦理)
請國際新創團隊來臺進行展示、參訪及交流。

9,420,000 財團法人時代
基金會

共辦理2梯次甄選、5場海外宣傳，邀請共計30家國際新創
來臺，辦理2場展示活動、2場交流活動暨晚宴，並安排與
50間企業、創投及健康醫療機構進行媒合會議共404場；
另促成加拿大政府在臺推動亞洲首項新創科技加速器。

促進產業發
展

107/3/26 「亞洲 矽谷計畫－推
動擴增與虛擬實境產業
鏈結全球商機」(委託
辦理)

本案串聯國內相關聚落業者能量，共同參與知名國際性大
展，介接全球ARVR創新聚落、知名企業及投資人等，以加
速我國ARVR產業連結海外市場，同時亦將強化ARVR產業國
際行銷，吸引全球人士關注，並培育優質ARVR新創事業，
期待挖掘更多創新應用服務。

34,600,000 實境共創股份
有限公司

輔導166家國內新創團隊，觸及614位投資人或商業夥伴，
並協助國內35家ARVR新創團隊參與臺灣、加拿大及日本等
7國之專業展會及商業拓銷，開發近500個商業機會，同時
辦理13場跨領域媒合會(包含紡織、車輛、建築、電信及
醫療等)，並進行國內外生態圈與企業發展調查，彙整發
行「2017-2018臺灣XR產業白皮書」中英文版各一式。

107/03/29 BlockCity臺灣區塊鏈研 為掌握區塊鏈最新趨勢，透過辦理國際技術研討會，協助
國內產業掌握國外技術、應用趨勢，強化國內區塊鏈應用
討會(委託辦理)
發展。
107/5/1 「打造創業生態環境－ 本案係在台灣新創競技場(TSS)計畫基礎上，與產官學研
推動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及新創社群共同探討臺灣創新創業國際品牌形象，並鏈結
暨強化國際鏈結」(第3 海外夥伴，協助新創鏈結海外資源。
期)擴充工作案(委託辦
理)

98,000 區塊邦股份有
限公司

透過辦理國際研討會，吸引共267人次參與，促成國內外
產官學研相關領域交流討論，有助於國內區塊鏈相關應用
與技術發展。

14,700,000 鼎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研究美國、法國新創品牌案例，與逾60位社群夥伴討論，
提出國家科技新創品牌報告，並主動連結美國、日本、泰
國社群，舉辦4次海外活動，促成62次海外商機媒合、業
師輔導服務。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促進產業發
展
促進產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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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促進產業發
展

107/5/14 亞洲 矽谷－物聯領航 協助推動亞洲 矽谷計畫有關物聯網資安、人工智慧、自
創新驅動計畫(第2
動駕駛、ARVR、行動生活、國際鏈結及新南向、創新創業
等重要工作，如試驗場域需求規劃、相關計畫追蹤管考、
期)(委託辦理)
關聯產業分析及推動成果發表等。

138,512,620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促進產業發
展

107/6/25 醫療影像倉儲建置與人 1.建置基本人工智慧應用環境：完善醫療影像資料之擷
工智慧應用(委託辦理) 取、調閱與標註服務環境。
2.影像資料去識別化：針對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造影
等醫療影像進行去識別化作業。
3.對外開放人工智慧應用雛型環境：開放人工智慧應用小
規模試作。

39,000,000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健保署

促進產業發
展

107/8/8 「打造創業生態環境－ 本案係在台灣新創競技場(TSS)國際鏈結基礎上，協助新
推動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創參與美國舊金山 2018 TechCrunch Disrupt SF並設立
暨強化國際鏈結」(第3 臺灣國家館展區，提升國際能見度，並鏈結海外市場。
期)-辦理
2018TechCrunchDisrupt
SF出國參展並設立臺灣
新創國家館展區計畫
(委託辦理)

2,900,000 鼎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協助8家新創參與美國2018 TechCrunch Disrupt SF並設
立臺灣國家館展區，提供展前英文電梯簡報、國際行銷等
訓練，協助新創國際曝光。

促進產業發
展

107/8/16 「強化亞洲 矽谷計畫 針對物聯網、創新創業等亞矽計畫主軸議題，以及法規鬆
及相關政策社會溝通委 綁、人才延攬等政府重要政策，透過電視、平面財經報紙
辦案」(委託辦理)
雜誌、網路等媒體，向社會大眾展現計畫推動成果及成功
案例，擴大政策推動效益。

8,000,000 民間全民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共製作13集長版專題節目「科技X創世代」及26集短版影
片，累積觸及收視逾570萬人次，另與國內重要財經平面
媒體合作，刊登共11篇報導，有助傳達政府對亞矽計畫的
重視及推動成果，增加亞矽計畫的曝光度。

促進產業發
展

107/8/28 「亞洲 矽谷計畫－強 建立物聯網系統層級安全評估機制，並與國際驗證單位合
化物聯網資安防護（第 作提供相關檢測服務，以及建置物聯網資訊分享及分析中
1期）」(委託辦理)
心（IoT-ISAC）介接N-ISAC，與八大關鍵基礎設施ISAC達
成國家資安聯防目的。

31,360,000 財團法人電信
技術中心

已完成智慧交通、智慧家庭之物聯網系統層級資安防護評
估機制，接軌國際資安防護要求，提供國內物聯網系統整
合廠商資安防護評估服務，並建置IoT-ISAC，提供物聯網
產業資安事件分析與分享服務，與關鍵基礎設施八大ISAC
補足全國聯防拼圖。

促進產業發
展

107/8/29 「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 1.優化平臺系統申辦就業金卡。
口平臺系統賡續優化及 2.擴充平臺系統申辦就業PASS卡。
功能擴充」(委託辦理) 3.擴充平臺系統申辦創業家簽證。
4.建置系統異地備援機制。

29,600,000 內政部移民署

建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審機制及各部會會審機制、 本案係委由內政部移民
新增眷屬（配偶、子女）及相關線上申辦及審查功能並提 署辦理，其中決標時間
供線上資料異動及審核流程、後續統計報表功能，並建立 係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申辦系統支援行動裝置及提供多元繳費機制等，提升就業
金卡線上申辦系統之可用性及便利性。

促進產業發
展

107/9/20 107年度「亞洲 矽谷
計畫－自動駕駛運行暨
資訊整合平臺先導計
畫」(委託辦理)

86,500,000 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數據
通信分公司

已建置國內第一個自主開發之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臺，可
蒐集光達、雷達等自駕車資訊，已分別於桃園、臺中、臺
南等地完成平臺運行驗證，並於桃園虎頭山辦理成果發表
會，以及於桃園、臺南辦理教育訓練，推廣自駕平臺之推
動成果及促進知識擴散。

規劃自動駕駛先導運行模式，並建置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
臺以蒐集自駕車行車動態及感測元件資訊，在國內場域辦
理資訊整合平臺之功能驗證及情境展示，並舉辦相關議題
之研討會、成果發表會，以促進知識擴散。

4

1.協助41家新創事業成功獲投200萬美元以上，包括智抗
糖(Health2Sync)、創意引晴(Viscovery)等。
2.與經濟部共同推動智慧城鄉應用服務徵案，鼓勵業者發
展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物聯網應用平臺等解決方案，總
計有94件案獲得推薦。
3.推動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協助矽谷臺灣幫落地及鏈結新
創圈，協助申請就業金卡並獲核准通過。
1.建置基本人工智慧應用環境：完成頭、腹部斷層掃描、 本案係委由衛福部健保
大腸鏡檢查等醫療影像結構化作業，並完善影像報告文字 署辦理，其中決標時間
自動擷取、病徵資訊萃取等雛型環境，供後續人工智慧模 係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型訓練使用。
2.影像資料去識別化：完成研究資料查閱平臺，可就所有
醫療影像進行篩選，進而匯出所需之去識別化資料。
3.對外開放人工智慧應用雛型環境：透過AI技術找出腦部
腫瘤影像的變化，發展腦瘤轉移自動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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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
展

107/10/31 綠色經濟與能源轉型學 辦理「綠色經濟與能源轉型學術研討會」之「綠色經濟與
術研討會(委託辦理)
行為」及「政策工具之效益」2項主題。

促進產業發
展

107/12/19 亞洲 矽谷計畫－公共
服務應用區塊鏈技術示
範計畫（第1期）(委託
辦理)

促進產業發
展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80,000 社團法人台灣
環境與資源經
濟學會
7,640,000 財團法人農業
科技研究院

透過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相關學者專家與會，分享研究
成果，作為政府推動綠色經濟及能源轉型政策規劃之參
考。

107/12/27 「地方產業人才盤點與 本案主要工作項目包含：盤點地方產業人才名單，建置地
創生共識深化推動計 方團隊資料庫、繪製人才地圖；籌辦2場地方創生交流會
畫」(委託辦理)
，協助地方產業人才與產官學單位進行媒合與交流；以及
綜整提出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建議。

960,000 甘樂文創志業
股份有限公司

調查盤點地方產業人才並深化地方產業推動共識，協助地
方瞭解地方產業人才，營造地方產業創新契機，逐漸吸引
人才及資本回流地方，振興地方經濟。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7/3/29 我國經濟移民法規及路 檢討現行經濟移民相關法規及已開放的移民路徑，並尋找
徑之檢討與創新作法專 可鬆綁再增加開放的移民路徑，優化我國攬才環境，期能
題報告(委託辦理)
規劃符合我國國情之新移民法規與路徑，為我國經濟帶來
正面效益，增加人口來源，改善人口結構。

99,800 國立臺灣大學

從主要國家近年提出的移民政策做法，檢視我國現行經濟
移民政策相關法規及開放的路徑，並分析本會研擬進一步
鬆綁做法及路徑之可行性。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7/6/19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查詢 1.建置我國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單一入口網站(中英文版)，
系統建置(委託辦理)
以開放資料(Open Data)形式，提供完整資料與一致性的
呈現格式，俾利查詢及資料運用
2.網站建置完成後，提供1年保固、維護及技術諮詢服
務。

1,730,000 楓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建置完成以使用者為導向建置我國人口推估平臺，網頁提
供豐富、互動與便利查詢之功能，使原始資料更能被民
眾、學術單位等依各自需求充分加值運用，進而提升人口
推估資料之使用效益，改善資料查詢之品質與效率。

460,000 中央通訊社

本計畫產出6支就業金卡持卡專訪影片(3分鐘)，受訪人分
別來自科技、經濟、文化藝術及教育等領域，影片錄製完
成後並於中央社全球視野新聞節目、YouTube頻道、華視
MOD頻道、韓聯社PNN新聞資訊交換平台等播放，充分達成
宣傳就業金卡制度，以及臺灣優質工作及生活環境之目
的。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為驗證區塊鏈導入公共服務之可行性，本計畫於食品物
流、農業金融及用電紀錄等領域試驗導入區塊鏈技術，建
立可信賴的履歷資料，降低資訊不透明的情況，強化各領
域運作效率，並期帶動國內區塊鏈產業發展。

107/11/21 就業金卡持卡人故事影 1.製作獲頒就業金卡的來臺焦點人物之訪談影音。
片拍攝及宣導(委託辦 2.增加影片曝光，提高點閱機會，在各平台強力發放。
3.嵌入網頁，兼顧良好政策行銷與成果展現。
理)

備註

完成食品物流履歷、農業供應鏈金融及電力資料平台等3
項區塊鏈應用驗證及計畫書各1式， 辦理3場區塊鏈應用
服務成果發表會。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7/4/27 推動我國氣候變遷調之 本計畫為協助本會評估與檢討調適行動計畫之執行成效，
執行評估、資訊整合及 並盤點各界氣候變遷調適資訊，推動建立公開溝通、資訊
能力建構(委託辦理) 流通之整合平台；建立我國氣候變遷國際合作網絡。

1,450,000 國立臺灣大學

蒐集歐美等先進國家及國際會議氣候變遷調適資訊、新知
及案例；提出「氣候調適行動評估架構與指標參考檢核
表」；盤點我國各部會建置氣候變遷調適平台；辦理能力
建構活動（包括國際交流會及工作坊）。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7/7/10 地方創生示範計畫(委 蒐集分析日本「地方版總合戰略制定指南」內容及「地方
託辦理)
版地方創生總合戰略」案例；以及辦理「地方創生計畫」
示範規劃。

3,800,000 台灣野村總研
諮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參考日本「地方版總合戰略制定指南」及「地方版地方創 以107及108年度預算支
生總合戰略」案例，選擇一縣轄下一鄉(鎮市)，以及一直 應，合併列示於107年
轄市之一區進行示範規劃，進一步協助及加速地方政府進 度。
行地方創生規劃工作。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7/7/10 地方創生CIS識別系統
規範制定設計(委託辦
理)
107/9/26 規劃推動空間資訊服務
測評機制(委託辦理)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本案工作項目包含：地方創生之品牌標誌、品牌名稱標準
字體、品牌色彩規範、品牌標誌與標準字體組合與組合運
用等基本識別設計，以及輔助與應用等相關規範。

99,750 樺致形象設計
有限公司

製作地方創生標誌，強化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整體形象，以
利地方創生政策之推動。

為促進本土技術、服務及品牌發展，本計畫透過文獻研
究、問卷調查及專家座談會等方式，提出以空間資訊服務
測評為手段，促進本土空間資訊產業發展之建議方案。

1,900,000 台灣地理資訊
學會

盤點研析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國家地理資訊主管機構推
動空間資訊技術與產業發展相關政策或策略，提出以GIS
為核心之跨領域計畫橫向整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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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7/11/15 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完成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資料之調查規劃、「都市及區域
地方經濟分析資料網委 發展統計－地方經濟分析資料網」網站之調整更新及107
託辦理計畫(委託辦理) 年度「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之出版編印工作。

2,700,000 財團法人台灣
地理資訊中心

為提升本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資料應用廣度、深度及效
益，進行資料調查規劃，除持續出版107年度「都市及區
域發展統計彙編」，提供都市及區域發展研究領域參考外
，另配合地方創生工作需求，調整更新「都市及區域發展
統計－地方經濟分析資料網」網站，整合地方發展基礎資
料，協助從事地方創生相關人員充分掌握資訊，提出切合
地方發展需求之事業計畫。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7/12/25 台灣地方創生博覽會策 為加強民眾了解地方創生政策及推動內容，並利社會各界
展整體規劃與策展執行 持續參與及支持，舉辦臺灣地方創生展，除了將各地方執
(委託辦理)
行地方創生事業的優良案例成果，呈現於國人面前，強化
地方創生之政策宣導、理念推廣及成果行銷；同時配合
2020東京奧運舉辦之契機，赴日本舉辦臺灣地方創生特展
，以拓展臺灣的特色產品、產業之國際行銷及能見度，提
升國家品牌形象。

8,419,469 中華民國工業
設計協會

1.國內展於108年11月1-7日共展出7天，期間除開幕活動 以107及108年度預算支
外，共舉辦2場國際講座、16場縣市交流活動或表演，並 應，合併列示於107年
提供創生好物市集，提供各地方政府展售各地地方創生選 度。
品，累計參觀人數共計28,350人次。
2.國際展於109年1月18-28日共展出11天，展覽以「科
技」、「共創」、「品牌力」、「活化/再生」四大主題
，展現臺灣地方創生的途徑與方法，以及不同類型的地方
創生故事，累計參觀人數共2,909人次。

管制考核

107/6/27 我國政府計畫管理制度 評估我國、美國、加拿大、芬蘭、澳洲等國政府計畫管理
革新(委託研究)
制度之運作現況，進一步就「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個
案進行分析，發現在規範層級上，包括各國政府計畫管理
體制均採低度之法律保留；在規範內容上，在於我國相較
於他國並無統整計畫管理事權之組織。

590,000 淡江大學

健全計畫管理體系及制度，提升國家資源投入效益；強化
計畫管理整合功能，評估學習先進國家運作體制；持續精
進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制度，擘劃國家未來發展願
景。

管制考核

107/7/7 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
(委託研究)

1.為評估第五期「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計畫」相關計畫及
工作項目的執行是否達到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推動所設定
之目標，相關政策執行績效和妥適性及實際執行問題。
2.本研究採用評等尺法、訪談法和PESTLE 問卷，進行績
效評估、妥適性、阻礙因素及其他改善建議研析，並評估
相關計畫之執行績效與優缺點。
3.針對實施策略、推動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之預算分析及
執行成果等評估結果，提出未來推動之相關建議。

495,000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本計畫研究報告提出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之14項建議，業
經相關機關列為規劃及採行方向計14項，參採率100%。

管制考核

107/7/10 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教學創新與在地關
懷研析報告」(委託辦
理)

釐清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與過去高等教育政策之不同處及
創新特色；檢視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之教學創
新措施及成效，並分析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可能面
臨之困境，提供未來政策方向及相關建議。

95,000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檢視目前我國高教深耕計畫轉型發展，並對焦「教學創
新」及「在地關懷」兩大核心之相關措施，研提政策與學
校經營面向建議。

管制考核

107/12/5 辦理「中興新村宿舍修 1.為簡化機關辦理文化資產送審程序，爰制定「中興新村
繕原則委外服務案」 宿舍修繕原則」。
(委託辦理)
2.將宿舍類型適當分類，依建築元素(如屋頂、牆面、門
窗、樓梯等)制定修繕原則。
3.修繕原則經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同意備查，本會業已召開
說明會，宣導各機關採用。

1,180,000 郭俊沛建築師
事務所

1.有效簡化文化資產送審程序，確保宿舍修繕作業順利進
行，同時兼顧維持宿舍文化資產價值。
2.依建築元素制定「中興新村宿舍修繕原則」，提供各機
關遵循依據。
3.本會持續提供諮詢輔導機制，協助各機關迅速辦理宿舍
修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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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6/12/28 法規鬆綁建言暨新創法 為因應商會建言之處理作業變更、配合本會106年11月23
規調適平臺之增修與維 日第50次業務會報紀錄之主席裁示等需求，增修平臺部分
護管理(委託辦理)
功能及維護項目如下：
1.平臺增修：包括前端網頁之設計響應式網頁、增列Open
data項目、修正新創法規調適相關網頁等，以及建置新創
法規調適後臺系統等。
2.平臺維護管理：提供系統安全及弱點掃描檢測服務、8
小時內排除故障、配合資安演練等。

470,000 植根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透過平臺處理歐美日外國商會、工總及民眾建言，由各部
會上網填報回應意見，提供各界查詢建言之處理情形或相
關最新消息等資料。另接受新創業者之申請案件，並提供
查詢案件辦理進度。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7/2/9 債務清理法草案對我國 我國在世界銀行經商環境評比的排名，在過去10餘年來，
世界銀行經商環境評比 已有相當進步。惟我國在部分指標的表現相較於我國的總
表現之評析(委託研究) 體表現，仍有可以加強的空間，債務清理指標即為其中之
一。本研究之目的在針對行政院與司法院於2016年提出之
債務清理法草案（原名：破產法），探討此一草案若經三
讀通過，對於我國在債務清理指標之排名會有如何之影
響。

100,000 國立臺灣大學

以債務清理法草案作為2018年經商環境報告「債務清理」
指標問卷之填答法規依據，並針對可得分與無法得分之項
目提出說明，透過深入分析了解草案對整體排名之影響並
提供填答建議，研究報告並已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後續研議
相關法制之參考。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7/4/18 因應歐盟實施「個人資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料保護規則」之對外說 Regulation, GDPR）》於2018年5月25日施行，其中的域外
明(委託研究)
管轄規定擴張本部法律的適用，使得非歐盟境內的個資控
管者及處理者也可能受其拘束，是我國個資控管者與處理
者即有詳加瞭解本部法律的需求，以確認是否適用該法，
並依其法律規範導入與調整因應作為。

100,000 達文西個資暨
高科技法律事
務所

透過針對GDPR之初步研析，完成GDPR相關說明及簡介，並
提供外界參考，有助於外界對於GDPR規定之了解。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7/7/4 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 由於人工智慧相關技術有長足的進步，各國紛紛將人工智
際發展趨勢與因應(委 慧發展納入國家重大政策，帶動未來經濟發展邁入新階
段。而隨著發展人工智慧成為國際趨勢，相關法制層面的
託研究)
需求也日益增加，目前國際間針對相關法制議題的討論，
雖仍未有定論，惟有鑒於人工智慧發展及其影響的重要性
，本計畫冀能透過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及討論，探討人工
智慧發展可能涉及的法規適用疑義，進而就我國現有法制
提出調適及因應建議，作為我國政府後續政策規劃的參
考。

820,000 理律法律事務
所

透過蒐集與爬梳各國官方文件及國際組織報告之內容，與
研析各國立法例、修法芻議、學術文章、專家意見及其他
重要討論，針對「AI對於著作權法制之適用疑義」等六大
議題提出法規調適及因應建議；研究報告並已提供相關主
管機關，作為後續研究相關法制之參考。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7/12/12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簡介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行政機關個人情報保護
法制之匿名（非識別） 法」及「獨立行政法人個人情報保護法」等三項個人資料
加工研究(委託研究)
保護法制，並從「匿名加工情報（資料）」、「行政機關
非識別加工情報（資料）」及「獨立行政法人等非識別加
工情報（資料）」等概念，說明日本關於匿名或非識別加
工個人資料之定義、要件，及非公務機關或公務機關利用
該等資料時應遵守之義務。並附論「次世代醫療基盤法」
簡介及有關醫療個人資料匿名加工規定。

500,000 東海大學

透過翻譯及簡介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行政機關個
人情報保護法」、「獨立行政法人個人情報保護法」及其
相關指引，了解日本關於匿名（非識別）加工情報之規
定；研究報告並作為後續本會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之
參考。

註：上表「金額」欄位資料為決算總執行數。

7

備註

108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7/12/17 「加強國際連結--深化 1.與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合辦2019年GS Taipei
與智庫合作」(委託辦 Workshop。
理)
2.參加在柏林召開之2019年GS會議，爭取主辦分場座談、
設定分場議題及撰擬背景資料等，並辦理組團、行程規
劃、撰擬談參資料等工作。
3.邀請國內智庫參與本案相關國際交流。

4,099,088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強化我國與國際及亞太區域知名智庫的交流及合作網絡，
增進對國際經濟、社會、環境等議題之瞭解，深化臺灣經
驗之全球化內涵，並藉此推廣臺灣經驗，提升國際能見
度。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8/3/6 全球經貿競爭格局轉型 1.研究課題涵蓋定期之國際經貿組織與區域整合趨勢分析
之台灣因應策略研析 (如：WTO改革，CPTPP、RCEP及重要國家FTA進展
(委託研究)
等)、不定期之即時或重大議題諮詢服務。
2.108年重要國際經貿事件及議題研析，如：美中貿易
戰、英國脫歐、USMCA等。

925,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本計畫就108年重要之國際經貿事件及議題，深入剖析對
臺灣之影響並研提政策建議，相關成果可支援我國重要政
策研擬與強化中長期國家發展政策規劃。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8/3/8 台灣經濟論衡季刊編印 本季刊為報導經建政策與議題之專業刊物，內容包括：深
與發行(委託辦理)
闢而多面向報導本會規劃或行政院核定推動重大計畫或方
案，有政策焦點、專題報導、名家觀點等單元；具前瞻性
政策之特別企劃報導、本會重要活動報導，以及政策懶人
包等。

1,070,000 左右設計股份
有限公司

本刊訂戶包含國內、外政府機關、大學圖書館、智庫，以
及國內知名學者等；此外除本會網站並擴大網路書城上架
服務，有助強化政府與民間互動，提升經濟政策執行成
效。

本計畫內容包含臺灣經驗創造、過去及當前國家發展政
策、以及介紹國家發展委員會工作等，濃縮製作英、西、
法、日、德五語版寬銀幕多媒體影片，提升臺灣在國際社
會的能見度。

830,000 高達數位媒體
有限公司

將「臺灣經驗」製作多國語版，上傳本會網站及youtube
，並廣為宣傳，不僅能於外賓蒞臨場合播放，並藉由網路
傳播效益，讓國民了解現階段政府施政重點，亦讓國外人
士於短時間內認識臺灣。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12/26 物價資訊看板平台與景 物價資訊看板平台提供各界即時查詢重要民生商品、油電
氣指標查詢系統維護 瓦斯水等物價資訊，不定期發布各相關單位之物價措施新
(委託辦理)
聞稿，並設置民眾提議專區，供民眾表達相關意見。景氣
指標查詢系統提供各界綜合查詢景氣指標、燈號、製造業
與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PMI與NMI），及各構成項目歷史
資料。

320,000 桓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按週、按月維護與更新「物價資訊看板平台與景氣指標
查詢系統」，確保民眾即時掌握重要物價資訊與最新景氣
概況。
2.定期維護物價資訊看板平台與景氣指標查詢系統，強化
網站的資訊安全防護能力，提升網站查詢之便利性與豐富
性。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7/12/27 108年臺灣採購經理人 1.按月進行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調查，並根據調
指數編製(委託辦理) 查結果編製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包含總指數及各細
項指數(生產、訂單、人力僱用、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
等)。
2.按月撰擬PMI與NMI分析報告，內容涵蓋總指數、個別指
數走勢分析。
3.每半年辦理1次營運展望調查，並配合舉辦2場座談會。

3,60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PMI及NMI可反映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狀況，且每月前3
個工作日內發布上月指數，有助於即時、精確掌握景氣動
向，協助各界掌握當前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變化。
2.透過半年1次之營運展望調查，可掌握廠商中期之營運
展望，彌補按月經濟數據之不足，另舉辦座談會可有助於
促進產官學交流，並協助各界掌握產業營運展望及動態。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2/15 108年國際財經及產業 適時針對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政策資訊進行譯述及研析
發展重要資訊特約譯述 ，以掌握經濟發展趨勢，作為政府研擬因應對策之參考。
及研析－日本及韓國
(委託辦理)

287,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廠商已撰寫10篇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發展重要資訊特約
譯述及研析，以及提供日、韓語翻譯等諮詢服務。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3/12 一般均衡模型運用及政 1.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評估政府促進內需相關政策之可能效
策模擬分析(委託研究) 益模擬，並研提政策配套建議。
2.評估國內經濟下行風險對國內整體經濟及產業的可能衝
擊；及其他臨時性議題之分析。

570,000 中原大學

本研究以CGE模型評估政府促進內需政策的量化效益，並
分析外生突發性事件對我國經濟及產業之衝擊，可作為政
府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8/4/17 2019年臺灣經濟發展影
音多媒體影片製作
(英、西、法、日、德
語版)(委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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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3/22 美中貿易摩擦下中國大
陸供應鏈調整對我國產
業布局之可能影響與因
應(委託研究)

1.分析美中貿易摩擦長期化，以及中國大陸內部經營環境
轉變等因素，對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與產業供應鏈外移之
影響。
2.研判中國大陸境外經貿合作區對臺商在東南亞布局的可
能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建議。

1,900,000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1.本案已研析對中國相關產業的影響，並探討可能從中國
外移的產業及產業供應鏈。
2.掌握中國產業在印尼、越南、泰國之境外經貿合作區，
以及印度之發展重點，探討對兩岸產業供應鏈的影響及競
合，並提出我國(含廠商)之因應對策建議。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3/25 數位科技對民間消費的 1.探討數位科技對民間消費的影響，以及政府有關零售、
影響及發展趨勢(委託 進口及民間消費等相關統計現況，並提出相關統計精進作
研究)
法。
2.提出協助產業應用數位科技促進民間消費活絡之政策建
議，蒐集消費相關法規之建言，提出相關配套措施。

90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針對數位科技發展趨勢下之數位民間消費之衡量與計算
，估算因數位科技發展所誘發消費彈性；使用 MIMIC 模
型，估算臺灣數位消費成長趨勢。
2.透過文獻彙整、深度訪談、座談會等，對刺激民間消費
作法，提出實務觀察與建言。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3/26 人工智慧發展對金融業 以文獻探討及國際比較的方式分析台灣金融領域AI的現況
創新轉型之機會與挑戰 以及挑戰，並透過專業人士深度訪談剖析台灣產業界實際
(委託研究)
面臨之問題，研擬未來國家協助金融業創新轉型發展所需
要的建議。

1,020,000 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1.解析人工智慧在台灣金融領域之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
及其對金融業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2.研析美、英、星等國政策，就政策法規、開放資料與人
力資源三大構面，提出我國金融業創新轉型建議與方向。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3/29 運用大量數據認定景氣 參考Stock and Watson (2014)與Giusto and Piger
轉折點(委託研究)
(2017)等轉折點認定方式，改由成長循環的觀點分別加以
分析，同時提出相應的調校策略。實證結果顯示，針對本
會過去認定的景氣轉折點，本計畫探討的兩類認定方法在
適當的模型選擇下，均展現良好的認定能力，能對景氣轉
折點的認定工作，提供有益的輔助資訊。

525,000 中原大學

1.本案運用Stock and Watson（2014）大量數據法、
Giusto and Piger（2017）學習向量量化法，經樣本外評
估驗證，均可協助認定我國景氣循環轉折點。
2.兩種計量方法均可提升認定景氣循環轉折點之即時性。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7/31 經濟趨勢調查之應用研 以我國趨勢調查資料建立「趨勢調查共同因子」，在預測
究(委託研究)
經濟成長率方面，趨勢調查共同因子之績效優於景氣領先
指標、同時指標；而在預測景氣衰退方面，納入趨勢調查
共同因子後，領先指標預測衰退能力有些許提升，故趨勢
調查共同因子具有輔助捕捉景氣動向之能力。

680,000 國立政治大學

1.運用MIDAS模型預測台灣經濟成長率，結果顯示經濟趨
勢調查萃取的共同因子之即時預測能力，優於領先指標及
同時指標，故能及早掌握景氣變化。
2.以動態Probit模型預測未來1個月之景氣收縮機率，研
究結果顯示，納入經濟趨勢調查共同因子後，可提升領先
指標預測景氣收縮之能力，故能研判目前景氣所處位置及
預測轉折點。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9/19 我國發展資料經濟之策 本計畫分析我國資料經濟發展現況及所面臨之問題，並提
略及展望(委託研究) 出完備我國資料經濟生態系可行之策略。透過比較我國與
其他主要國家在資料經濟發展的表現，針對我國資料經濟
發展面臨之問題、目前相關政策中須強化之處，提出具體
可行之因應策略。

1,305,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1.提出歐美亞主要國家推動資料經濟之政策與相關應用案
例，並分析我國資料經濟相關產業發展現況、問題與未來
趨勢，及分析我國現階段推動資料經濟的相關政策與法規
配套。
2.透過上述盤點及分析結果，提出協助我國資料經濟發展
之建議與方向。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9/25 全球價值重組趨勢下探 分析美中貿易、科技戰、供應鏈4.0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
討臺灣產業轉型策略與 ，及全球價值鏈重組下，前瞻全球價值鏈之可能轉變，分
作法(委託研究)
析我國產業轉型之課題風險與機遇，並參考國際經驗，提
出政府與企業因應策略及台商轉型的做法。

1,30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綜整美、德、中國大陸再工業化政策，且研析美中貿易、
科技戰及工業4.0將使全球價值鏈區域化、去中化、分流
，建議加強智慧供應鏈之國際合作、促成關鍵商品價值鏈
串流、強化工業4.0營運模式創新等策略。

2

備註

108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備註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11/29 108年度洛桑管理學院
（IMD）及世界經濟論
壇（WEF）國際競爭力
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
(委託辦理)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公布競
爭力排名，本會擔任二機構在臺灣之合作夥伴，協助辦理
紙本與線上問卷調查工作，包括名單蒐集、抽樣、問卷發
送及催收，以提升問卷調查辦理品質。

29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7/11/23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編 完成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七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專題編印
印與發行(委託辦理)
與發行，就「我國邁向超高齡社會之挑戰與政策整備」、
「國土資訊升級與創新發展」、「政府計畫全生命週期績
效管理」、「轉型x精準x信任 打造安全的數位世界」等
重要議題發行主題專刊。

1,210,000 意念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每期電子檔除上傳至本會全球資訊網外，亦以電子報編輯
發送，訂閱人數約6,500人次；另印製紙本於五南及國家
書店供需要者購買，並寄存學校圖書館提供閱覽，與各界
分享國際公共治理發展新知與我國政府推動社會發展、國
土及公共治理經驗。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8/3/7 第2屆政府服務獎實地 本獎項評獎作業分為書面評審（初審）及實地評審（決
評審委外服務案(委託 審）二階段進行，為善用民間專業機構及團體辦理評獎實
辦理)
務經驗，委由專業廠商針對入圍機關規劃安排實地評審行
程及機關聯繫等相關行政工作。

1,796,000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1.配合評獎作業時程，規劃及辦理實地評審作業，評選出
30個得獎機關。
2.透過評獎機制評選出績優服務機關，作為其他機關的學
習標竿。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8/4/25 第2屆政府服務獎頒獎 為彰顯得獎機關努力，推廣得獎機關優質服務，使民眾瞭
典禮委外服務案(委託 解政府創新作為，爰委由專業廠商辦理本獎項頒獎典禮，
辦理)
本案內容包括整體活動規劃、活動程序企劃執行、製作服
務績效影片、服務績效彙編電子書及各項製作物品設計
等。

970,000 喜丞創意股份
有限公司

辦理頒獎典禮表揚30個服務績優機關（整體服務類18個、
專案規劃類12個），由院長親臨致詞及頒發獎座，鼓勵機
關同仁，進而激勵士氣，並製作得獎機關服務績效影片，
分享得獎機關之優質服務，提升標竿學習效益。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8/10/22 數位科技下我國超高齡 本研究分析我國人口老化趨勢，並透過焦點座談、深度訪
社會因應策略(委託研 談、文獻探討等方式，針對就業、健康醫療、生活環境等
面向，提出我國運用數位科技工具因應超高齡社會之解決
究)
方案。

1,900,000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本研究針對超高齡社會下就業、健康醫療、生活環境領域
之衝擊、問題等進行分析，並蒐集先進國家經驗，提出以
數位科技為工具之解決對策建議，以強化未來邁入超高齡
社會之整備。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108/11/22 我國區域層級之家戶推 考量區域間之家戶結構差異，實質影響包含居住安排、高
計模擬(委託研究)
齡照顧、生養育支持等政策需求，故本研究辦理我國區域
層級之家户推計模擬，掌握各區域家戶社經特徵及變化趨
勢，並研析未來社會家戶型態所存在的空間樣態及新興議
題，以完備家戶推計體系。

1,925,000 國立政治大學

完成2020至2045年的區域家戶推計，包括區域家戶數量、
家戶型態、老年家戶數量及結構等，並綜整實證分析、國
外經驗及研討意見，就家戶結構高齡化與小規模、單人家
戶成長與區域差異、區域人口流動等三大面向，研提相關
政策建議。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31 加速新創掌握全球商機 為加速新創掌握全球商機，本案在台灣新創競技場(TSS)
(委託辦理)
國際鏈結基礎上，深化與東南亞市場的連結，辦理全英文
投資條件、市場拓展專業訓練，提供業師諮詢、資金媒合
及財務服務，加速新創布局全球，活絡國內創新創業氛
圍。

43,800,000 鼎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已推動AsiaRocks亞太新創聯盟，鏈結逾20個亞太新創機
構，協助9家新創成功申請海外加速器、27家次參與國際
新創展會，促成300篇國內外媒體報導，並舉辦全英文投
資條件訓練，帶動25家會員新創成功募資合計近10億元。

促進產業發
展

108/2/15 推動亞洲 矽谷－邀請 邀請國際新創團隊來臺，透過新創產品展示、企業一對一
國際新創團隊來臺(委 媒合等規劃，讓國際團隊與國內產業及新創社群深度交流
，強化我國產業及新創業者與國際合作的機會，並吸引國
託辦理)
際新創來臺發展。

9,700,000 財團法人時代
基金會

透過辦理2梯次甄選、6場海外宣傳，邀請共計31家國際新
創來臺，辦理2場展示活動、2場交流活動暨晚宴，並安排
與71間企業、創投及健康醫療機構進行媒合會議共364場
，促成美國新創Hyperion Core、英國新創Amplifi等來臺
落地。

促進產業發
展

108/3/21 自駕車用地圖與資訊整 建立自駕車高精度地圖之圖資轉檔、圖資更新機制，並介
合平台介接(委託辦理) 接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臺，將資訊整合平台蒐集之自駕車
感測資訊，轉換為自駕車用地圖可納入之格式，並擇定1
處場域進行驗證及成果展示。

9,000,000 內政部

已完成自駕車高精度地圖之圖資轉檔、圖資更新機制，將 本案係委由內政部辦理
車道線、交通號誌等圖資，轉換為自駕車系統圖檔格式， ，其中決標時間係委辦
並同步更新內政部圖資資料庫。已於桃園、臺中、臺南完 協議書簽訂日。
成驗證，以及於桃園虎頭山辦理成果發表會，完善自駕車
運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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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在IMD及WEF國家競爭力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之期限前 以108及109年度預算支
，已完成蒐集1,000家企業名單、寄送600家企業經理人問 應，合併列示於108年
卷，並回收198份問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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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
展

108/3/29 雙語國家政策廣宣活動 為加強民眾瞭解雙語國家政策之內涵及推動內容，本案透
(委託辦理)
過辦理創意短片徵選、評比競賽、英語情境體驗活動，以
及運用社群媒體等多元宣傳方式，期帶動學習英語為全民
運動，逐步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

4,950,000 凱格蘭創意整
合行銷有限公
司

促進產業發
展

108/5/2 亞洲 矽谷－物聯領航 擴大亞洲 矽谷計畫推動效益，持續引進全球資源與創新
創新驅動計畫（第3
研發能量，厚植國內企業系統整合實力，拓展海外市場，
並深化與地方政府之鏈結，協助地方導入數位科技，均衡
期）(委託辦理)
城鄉發展。

124,117,684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促進產業發
展

108/5/8 教育創新深耕計畫(委
託辦理)

透過舉辦國際論壇、偏鄉導入教育新創能量及運用人工智
慧等數位科技提供英語教育新創資源，以利發展國內教育
新創、推動地方創生及雙語國家等政策。

8,916,685 雜學股份有限
公司

促進產業發
展

108/5/9 醫療影像倉儲建置與人 1.醫療影像運用品質提升：新增X光、超音波、內視鏡等
工智慧應用第2期(委託 影像資料去識別化作業，配合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發展AI
文字探勘，以提昇醫療影像運用品質。
辦理)
2.發展AI醫療應用服務：設定AI應用主題，辦理1-3項AI
應用試作。

39,000,000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健保署

1.醫療影像運用品質提升：透過AI模型輔助，完成電腦斷 本案係委由衛福部健保
層掃描、核磁共振造影等醫療影像資料共16億張去識別化 署辦理，其中決標時間
作業。
係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2.發展AI醫療應用服務：完成全民健康保險資料AI服務中
心試辦，共有AI Labs、坤金醫研科技等15項應用服務
案。

1.校園短片徵選共募集251部影片。
2.3場英語評比競賽共露出新聞105則。
3.6場英語情境體驗活動共露出新聞120則。
4.雙語國家FB粉絲數超過17,000人，Line好友超過3,000
人。
1.促成思科108年11月在桃園青埔設立智慧創新應用示範
中心，與國內業者如臺達電、凌群電腦等共同合作，開發
智慧工廠、智慧零售、智慧能源等解決方案。
2.促成2案物聯網解決方案輸出新南向國家，包括思迅電
腦進入越南市場、愛卡拉互動媒體進軍泰國市場。
3.與美國矽谷創業學校Draper University合作，選送國
內青年赴矽谷參與創業訓練，迄108年12月底已選送27名
學員赴美參訓，培育國內新創人才。
舉辦1場國際性論壇並有超過500位民眾參與、5篇正面報
導露出、培育5家教育新創、辦理3場工作坊150人次以上
參與及建立1個英語教育新創協助教師示範案例。

促進產業發
展

108/5/16 推動XR跨域應用鏈結
全球商機(委託辦理)

本計畫將引導XR新創開發跨域創新應用，連結歐美、亞洲
等市場，促成更多商業合作案例。此外，亦將一對一精準
輔導XR新創，同時盤點國內外XR業者能量及產業發展趨勢
，以加速驅動XR生態系整體發展。

29,500,000 實境共創股份
有限公司

輔導4家新創發展XR應用於桃機地面作業訓練、重機具操
作職訓、遊艇展銷體驗及遊樂園AR互動娛樂，並協助近40
家新創連結臺灣、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市場，促成共19
案商業訂單。同時建立「XREXPRESS TW」品牌形象，辦理
「XR創新金典大賞」授獎予優質產品，吸引全球15萬人同
步在線觀賞。

促進產業發
展

108/5/16 亞洲 矽谷－自動駕駛 促進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台與自駕車用高精度地圖介接，
運行暨資訊整合平台先 進行平臺圖資回傳、圖資驗證，以及測繪自駕車用高精密
導計畫(委託辦理)
地圖及精度檢核，整合平臺圖資回傳、驗證之流程。

5,420,000 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數據
通信分公司

已建立高精度地圖圖資回傳至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臺之功
能，並進行圖資精度檢核，建立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臺與
高精度地圖之介接機制，並應用臺南沙崙場域測繪圖資進
行驗證，確認圖資回傳流程。

促進產業發
展

108/5/16 國家科技新創品牌形塑 品牌整體形塑，包含名稱、標語、整體設計理念，並進行
與設計(委託辦理)
基本系統及應用系統設計，包含標誌形象、參展空間等，
並據以編製識別系統規範手冊；另擬定品牌發表策略並執
行，以最大化品牌正向曝光。

3,770,000 日目視覺藝術
有限公司

透過問卷、專家訪談、工作坊等方式，與新創社群交流溝
通，據以產出國家新創品牌「Startup Island TAIWAN」
，並於108年12月18日辦理品牌發表會，超過300人次參與
，並獲15家媒體共17則報導(包含2則英文報導)。

促進產業發
展

108/8/16 雙語國家政策英語廣播 為擴大雙語國家政策推動效益，本案透過廣播媒體舉辦西
及多媒體活動(委託辦 洋歌曲比賽、每日2分鐘雙語資訊單元，以及邀請具雙語
能力之來賓進行專訪節目等活動，提升政策討論熱度，達
理)
成「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之目標。

985,000 財團法人臺北
國際社區文化
基金會

1.舉辦空中西洋歌曲K歌比賽共634人報名，線上投票超過
34,000票，總決賽直播觸及人數89,794人、觀看次數
30,973次。
2.製播每日2分鐘雙語資訊特別節目推廣雙語國家政策，
共製作8篇單元。

促進產業發
展

108/8/27 亞洲 矽谷計畫－強化 持續建立物聯網資安防護評估與檢測機制、擴展物聯網資
物聯網資安防護（第2 安情資應用分享，並強化資安人才培育，以及深化產業鏈
結，提升我國物聯網系統整體資安防護能量。
期）(委託辦理)

34,800,000 財團法人電信
技術中心

持續滾動修正系統層級資安防護評估機制，完成智慧農
業、智慧醫療之資安防護指引，並成立「物聯網資安聯合
檢測中心」，提供在地化服務與諮詢窗口，以及與學術單
位(如臺中教大、樹德科大等)合作，共同研發物聯網人工
智慧防護系統及工具，強化國內資安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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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
展

108/9/4 加強臺日創新創業資源 於日本舉辦新創媒合Demo day，邀請日本企業、創投與會
對接(委託辦理)
，協助新創業者直接向日本企業及創投展現創新實力，並
促成國內外媒體對於臺灣新創之正向報導。

620,000 巨思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促進產業發
展

108/9/16 電子商務跨域創新應用 推動電子商務跨域創新應用，透過國內外論壇及海外宣傳
暨鏈結新南向商機(委 媒合等規劃，並串聯新南向國家電商資源及結合地方創生
理念推廣在地特色產品，協助國內新創團隊拓展新南向商
託辦理)
機。

6,300,000 亞太品牌商務
加速器股份有
限公司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1/8 強化臺灣區塊鏈大聯盟 協助臺灣區塊鏈大聯盟業者參與2019新加坡金融科技嘉年
國際連結(委託辦理)
華及臺北國際金融科技展，以增進會員國際連結、創造國
內行銷機會，協助業者擴展商機。

763,316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

協助6家區塊鏈大聯盟業者參加新加坡金融科技嘉年華，4
家業者參與臺北國際金融科技展，促成3則會員參與新加
坡展會媒體報導；5則臺北金融科技展之媒體露出報導。
有效提升臺灣區塊鏈大聯盟業者之國內外能見度。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1/11 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資 辦理「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資源經濟轉型學術研討會」之
源經濟轉型學術研討會 「節能推動策略分享」及「綠色經濟與行為」2項主題，
(委託辦理)
包含活動規劃、學者專家邀請及現場布置等。

88,000 社團法人台灣
環境與資源經
濟學會

已於輔仁大學辦理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資源經濟轉型學術
研討會，包含「節能推動策略分享」及「綠色經濟與行
為」2項主題，並提供相關論文集作為施政及產業發展策
略參考。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1/13 女性創新國際人才交流
與展覽會場地租用(委
託辦理)
108/11/19 加強新創與馬祖地方創
生業者及青年交流(委
託辦理)

與美國在台協會(AIT)合作推動「Woman Expo女性創新國
際人才交流與展覽會」，辦理華山1914文創產業園區場地
租用工作。

351,827 邁視國際有限
公司

廠商已租用108年11月20日至22日活動場地，辦理場地勘
查、展前展後點交、公共安全維護等相關工作，活動圓滿
完成。

舉辦座談會，邀請馬祖在地青年、地方創生業者出席，與
本會邀請之創新創業領域業師交流，以促成雙方合作。另
安排參訪行程，以利本會及業師瞭解馬祖當地優勢，導入
新創資源，加速馬祖地方創生發展。

97,609 馬祖青年發展
協會

安排7位創新創業及社會設計等領域業師赴馬祖，實地訪
查7個青年創業空間，並辦理2場「地方創生X新創」座談
會，共22位在地青年、業者參與，透過經驗分享與討論，
促進雙方交流與合作，加強新創能量導入地方創生業務。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1/27 加速臺灣創新教育鏈結 為加速臺灣教育新創拓展全球市場，並強化實驗教育國際
國際(委託辦理)
鏈結，本計畫係協助教育新創及實驗教育機構團體拓展海
外業務，並辦理加速器計畫、大型論壇展會等，活絡國內
創新教育生態系，加速臺灣教育創新轉型。

12,974,888 親子天下股份
有限公司

本計畫已遴選「教育新創20+」，與臺大創創中心合作推
動加速計畫，舉辦大型創新教育論壇及新創展區，邀請國
際創新教育專家分享經驗，吸引4,000人次參與，並協助6
家教育新創參與新加坡教育展，促成海外商機。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2/5 加強臺美新創社群連結 本計畫期藉國內新創社群能量，強化與灣區新創事業、投
(委託辦理)
資人及社團組織之連結;同時促進與臺裔年輕專業人士及
企業家二代之常態性互動，蒐集灣區創新科技發展趨勢及
創新創業相關資源，以協助國內新創事業瞭解美國市場動
態並順利對接落地。

8,691,875 巨思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透過企業/投資線上媒合會，協助 39 家臺灣新創與 10
家矽谷關鍵企業與投資機構(如Cisco、HP 等)媒合，精選
具美國市場發展潛力之10家我國新創公司赴美開拓市場，
同時藉駐點創業家累計串連超過百家矽谷新創組織/意見
領袖，並產出8篇報導與36集Podcast節目，深入分析矽谷
創業生態圈。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2/16 桃園市青埔智慧城市應 為配合亞洲 矽谷政策，桃市府推動青埔地區發展成為智
用示範區(委託研究)
慧城市示範區，做為亞矽計畫成果展示場域，且鑑於亞矽
計畫之重點在於連結在地，爰為落實資源整合綜效，委由
桃市府針對青埔智慧城市應用示範區進行先期規劃。

5,000,000 桃園市政府

完成｢桃園市青埔智慧城市應用示範區委託研究｣案報告1 本案係委由桃園市政府
式，包含科技創新發展趨勢調研、科技創新示範場域規劃 辦理，其中決標時間係
暨多元意見蒐集，以及擴大科技創新示範場域政策規劃之 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社會溝通等成果。

促進產業發
展

108/12/31 亞洲 矽谷計畫 公共
服務應用區塊鏈技術示
範計畫（第2期）(委託
辦理)

3,300,724 財團法人農業
科技研究院

精進食品冷鏈物流溫度履歷資訊系統設計及導入智能合約 以108及109年度預算支
功能，透過視覺化界面展現，並以中部冷鏈物流路線為示 應，合併列示於108年
範場域，建置可信賴及查閱的溫度履歷系統1式，並辦理 度。
成果發表會1場。

促進產業發
展

由於區塊鏈應用服務發展快速，民間在區塊鏈金融貸款、
電力資訊應用等領域已投入資源發展，為提升資源運用效
率，爰本案第2期僅持續推動食品物流應用，以第1期推動
成果為基礎，持續強化區塊鏈公共服務的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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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19家新創業者赴日，與伊藤忠集團、Infinity
Ventures等5家日本大企業及新創社群交流，另與勤業眾
信、Jetro等單位合作，舉辦1場Demo day，安排7家新創
pitch，逾100家日本企業派代表參與，並促成42篇國內外
媒體報導。
辦理國內電商跨域應用論壇，吸引約700人到場交流；辦
理越南電商論壇及新創媒合會，超過300人參與，促成國
內新創團隊與當地新創網絡的交流合作機會，並協助2案
具地方特色產品行銷新南向市場。

108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6/18 年金統計查詢系統服務 1.設置單一入口網站，建置具互動式查詢及繪圖分析功能
(委託辦理)
之查詢系統，透過更友善便利的方式增進國人了解年金體
系概況。
2.網站建置完成後，提供1年保固、維護以及技術諮詢服
務。

1,770,000 楓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整合我國現行年金制度統計資料，以豐富、具互動性之設
計，提升網站查詢便利性，增進閱覽者使用資料之品質與
效率，進而提升統計資料之使用效益，並增進國人對年金
體系之瞭解。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8/12 區域人口推估方法及相 彙整並分析區域人口推估之相關方法論及技術層面相關議
關技術之研析(委託辦 題，針對我國區域人口推估提出適宜方法建議，並建立未
來我國區域人口推估模型之方法基礎。
理)

98,000 國立政治大學

探討年輪組成法在區域人口推估的運用，最終找出適宜我
國的區域人口推估方法，俾提供政府建構區域人口推估模
型之參考。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8/29 2030年臺灣人力需求圖 1.分析我國2019-2030年經濟成長率及各產業別附加價值
率的變動趨勢與影響因素，並研提我國未來十年產業發展
像與推估(委託研究)
圖像。
2.分析在AI、自動化等數位科技下，並考量產業間、產業
與職業間的關聯性，探討對於行業別及職業別人力需求之
消長。
3.設定人力需求模型架構，包含總體經濟與人力需求間之
連結。

2,36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從經濟發展、數位科技及人口老化等宏觀角度，由我國未
來經濟及產業結構變革趨勢切入，分析數位科技對勞動市
場之衝擊，建構出2030年我國產業發展及人力需求圖像，
俾利推估我國2019-2030年之人力需求。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9/16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1.篩選符合就業金卡資格之國際人才，鎖定目標族群，強
用法網路廣宣(委託辦 力發送宣導資訊。
2.定期進行網路媒體廣宣成果分析，做為隔次廣宣投遞作
理)
法調整之參據。
3.進行目標族群個案追蹤，並提供未來廣宣族群及管道之
建議。

1,93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本計畫透過全球最大專業人才平臺(LinkedIn)建置專屬頁
面，定期發布我國政府攬才政策、就業金卡制度，以及臺
灣人文藝術及企業就業等資訊，並提供Contact TAIWAN
聯繫管道，有效增加就業金卡曝光度，並讓更多外國人瞭
解我國攬才政策及生活環境等。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10/4 畢業生就業流向及海外 利用人力銀行資料庫，探勘近年畢業生就業流向資料，及
返臺求職者資料探勘 近年海外回流求職者輪廓資料，包括：
(委託辦理)
1.自學校畢業1至3年內之求職者，其就讀領域，及最近一
份工作之職類與產業別交叉分布情形。
2.近5年求職者中，其前一工作為海外地區者之人數與占
比，以及其年齡、教育程度、前一份工作與目前所應徵職
缺之產業、職類分布情形。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10/15 小區域死亡率與平均餘 蒐集並彙整近年各主要國家對於小區域人口之推估方法，
命的推估研究(委託辦 並對於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之推估進行分析，最終提出我國
區域人口推估的適宜做法等建議，以及應注意事項等相關
理)
議題。

98,000 真理大學

為多方參考專家意見，建立完備的區域人口推估作業，再
透過本次專題報告，探討死亡率及平均餘命在區域人口推
估中的運用，最終找出適宜我國的區域人口推估方法，俾
提供政府建構區域人口推估模型之參考。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10/17 Cohort Component與區 探討年輪組成法在區域人口推估方面之應用可行性，比較
域人口推估(委託辦理) 該方法之優、缺點及其限制，進而提出我國區域人口推估
的適宜做法，以及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議題。

98,000 國立政治大學

多方參考專家意見，建立完備的區域人口推估作業，再透
過探討年輪組成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在區域
人口推估的運用，探究對於我國區域人口推估最精準、妥
適之方法，俾提供政府建構區域人口推估模型之參考。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完
善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

108/10/23 國際經貿變局下我國人 分析國際經貿變局中，國際人才板塊移動情勢，以及貿易
才因應對策(委託研究) 戰下美國與中國人才相關因應策略及作法；分析我國人才
流動近況，並評估經貿變局對我國人才流動的可能影響；
檢討現行我國留才與攬才政策，研提具體政策建議。

950,000 國立台灣大學

有助瞭解國際經貿變局對國際人才板塊之移動趨勢，以及
美中貿易與科技戰對我國人才流動與海外攬才之影響；掌
握留住我國人才及吸引外國人才之關鍵因素，研提具體人
才政策建議。

285,000 104管理顧問股 增加對畢業生「職業別」就業流向，以及「自海外返臺」
等回流人力之了解，以掌握我國人才流動相關資訊，充實
份有限公司
政策分析及擬定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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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8/4/3 地方創生政策說明與宣 地方創生政策說明影音多媒體影片1支(6分鐘)及地方創生
導多媒體製作(委託辦 政策宣導短片3支(30-40秒)。
理)

640,000 甘樂文創志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以簡明扼要及生動活潑之地方創生政策說明影音多媒體影
片，協助本會向各界說明地方創生政策目標及主要內容；
播放地方創生政策宣導短片，使社會瞭解地方創生政策之
推動理念。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8/5/28 地方創生公私協力媒合 由廠商依主題(總合策略、企業投資、科技導入、地方創
推廣(委託辦理)
生案例推廣)，進行地方創生潛力計畫之發掘或媒合(各主
題8-10案例)，撰寫故事並傳播。

5,865,000 甲項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乙
項今周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
司、丙項天下
雜誌股份有限
公司、丁項年
代網際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引進民間力量，公私協力共同推動地方創生，增加創生計
畫推動量能及社會廣知度。

管制考核

108/7/30 社會發展計畫效益評估 探討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之執行成效，並以「強化地
以災害防救深耕第3 區災害韌性」及「促進民眾參與防救災工作」等兩大工作
期計畫為例(委託研究) 項目之計畫目標達成性與執行策略妥適性，分析計畫推
動、資源需求和法規體制3大層面議題。

492,000 國立成功大學

以全災害管理精神整合跨部會災害防救資源及體系；建構
我國韌性社區之可行推動模式及資源投入之適足性；提升
災防深耕計畫在人才培育及評估架構之合理性。

管制考核

108/8/13 公共建設計畫全生命週
期之營運評估 以基隆
火車站都市更新站區遷
移計畫為例(委託研究)

595,000 中華民國都市
計劃學會

分析評估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站區遷移計畫營運執行績效
，進而探討與現行我國政府計畫管理制度之運作機制、現
況及相關問題之關聯，提出未來同類型相關計畫營運評估
作業模式。

管制考核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研析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站區遷移計畫營運管理制度之運
作機制、實施現況及所遭遇相關問題，分析我國政府計畫
管理制度之妥適性；研提我國政府計畫營運管理制度方向
政策性建議。

108/12/23 社會發展計畫類別及審 依各部會計畫類別、項數及經費統計分析；就社會發展計
議指標統計研析報告 畫次類别細部分析；臚列社會發展計畫與上位計畫扣合計
(委託辦理)
畫清單；歸納社會發展計畫各類別主要審議指標；提出對
社會發展計畫類別及次類別調整、指標審議與管理機制之
建議。

91,521 陳志瑋

108/2/15 GDPR相關指引文件研 在1995年的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Directive
95/46/EC）》施行21年後，歐盟於2016年5月24日發布
析(委託研究)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並於2018年5月25日施行。歐盟
在《個人資料保護指令》下設有「第29條個資保護工作小
組（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WP29）」，現於GDPR下改設為「歐洲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職責包
含制定發布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及GDPR的指引文件，進
一步闡釋或舉例說明相關條文之具體適用情形。鑒於我國
刻正辦理向歐盟申請適足性認定事宜，同時考量我國部分
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亦可能有GDPR 之適用，應有必要
瞭解相關指引文件之詳細內容，據此，本會挑選11份指引
文件作為研析標的，並將其翻譯為中文供各界參考。

950,000 達文西個資暨
高科技法律事
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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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如強化主辦機關計畫管理能力、計畫類別精準歸類、 以108及109年度預算支
強化預算和計畫連結、國家發展計畫為總體策略、中長程 應，合併列示於108年
個案計畫為跨部會戰術和年度施政計畫為各機關計畫作 度。
業、「總體制度」次類別取代「其他」次類別、維持審議
彈性及簡化作業不訂定次類別審議指標等。
對於本會指定之11個GDPR指引文件提出研析，並提供該11
個指引文件之中文翻譯；本會並將研究報告置於官網GDPR
專區，供各界參考，有助於各界對GDPR相關指引之了解，
並作為後續本會辦理向歐盟申請適足性認定事宜之參據。

108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108/5/10 歐盟國家個人資料保護
法制因應GDPR施行之
調適 以德國與英國為
例(委託研究)

內 容 摘 要

金

針對歐盟會員國如何落實GDPR之情形加以觀察並分析，分
別對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與英國2018年資料保護法之
內容及二國各自落實GDPR之實際情形提出說明，且另就擇
定之我國目前較急迫或具有重要性之議題分析英國、德國
與我國個資法之異同。這幾個議題分別是監管機關之中央
與地方權限、個資特定目的外利用之要件、去識別化之要
件、程序、認定方式等規定、特殊處理情形(GDPR第9
章)、自動化機器做成之決策，以及當事人權利之議題相
關的法律制定與政策落實等。

107/12/17 法規鬆綁建言暨新創法 辦理法規鬆綁建言平臺維護管理作業，以加強資訊安全，
規調適平臺之維護管理 並陸續增修系統程式、擴充功能，進行平台多次改版，維
(委託辦理)
持正常運作。

註：上表「金額」欄位資料為決算總執行數。

8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950,000 世新大學

針對本會指定之6項議題，就德國、英國與我國個資法進
行比較分析，有助於了解我國個資法與歐盟國家法制之差
異，研究報告並作為後續本會辦理向歐盟申請適足性認定
及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之參考。

167,000 植根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透過平臺處理歐美日外國商會、工總、新創業者及民眾建
言，由各部會上網填報回應意見，提供各界查詢建言之處
理情形或相關最新消息等資料。

備註

109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本計畫內容包含臺灣經驗創造、過去及當前國家發展政
策、以及介紹國家發展委員會工作等，濃縮製作中、英、
西、法、日、德六語版寬銀幕多媒體影片，提升臺灣在國
際社會的能見度。

1,930,000 紀實影視製作
有限公司

將「臺灣經驗」製作多國語版，上傳本會網站及youtube
，並廣為宣傳，不僅能於外賓蒞臨場合播放，並藉由網路
傳播效益，讓國民了解現階段政府施政重點，亦讓國外人
士於短時間內認識臺灣。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9/3/5 國際經貿新規則研析暨 1.培訓課程以美國近期簽署FTA為主，進行CPTPP等跨協定
能量建構訓練(委託辦 比較、與WTO差異性之比較，依分析結果撰擬教材，規劃
理)
並提供培訓課程(完成15場)。
2.重要經貿議題分析：依本會指定之課程相關議題，提供
書面研析報告(完成5份)。

90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本案分析國際經貿規則演進趨勢及新型態經貿協定重要內
涵、特徵、演變及異同，並為我政府參與國際經貿事務人
員進行能量建構訓練；培訓課程可厚植同仁專業能量，研
析成果亦可供我國研擬重要政策及國家發展計畫之參考。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9/3/12 雙語國家政策英語廣播 為擴大雙語國家政策擴散效益，本案委託廣播媒體辦理雙
相關廣宣活動(委託辦 語資訊單元及公共服務英語力實測節目等，並透過與教育
理)
部雙語國家政策相關廣播節目結合，以及維運雙語國家社
群平台之方式，從不同面向強化政策之推廣。

4,400,000 財團法人台北
國際社區文化
基金會

1.公共服務英語力實測影片網路觀看次數超過80萬次。
2.空中西洋歌曲K歌比賽共募集906件參賽作品。
3.臉書粉專平均貼文觸及率提升至42.3%，Line@目標好友
數成長52.37%。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9/3/26 台灣經濟論衡季刊編印 本季刊為報導經建政策與議題之專業刊物，內容包括深闢
與發行(委託辦理)
而多面向報導本會規劃或行政院核定推動重大計畫或方案
，有政策焦點、專題報導、名家觀點等單元；具前瞻性政
策之特別企劃報導、本會重要活動報導，以及政策懶人包
雙語專欄等。

985,000 左右設計股份
有限公司

本刊訂戶包含國內、外政府機關、大學圖書館、智庫，以
及國內知名學者等；此外除本會網站及電子報並擴大網路
書城上架服務，有助強化政府與民間互動，提升經濟政策
執行成效。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9/9/30 雙語國家政策行政法人 為儘速處理行政法人設置事宜，加速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之
籌備專案辦公室(委託 各項策略，本案委託專業團隊規劃行政法人成立前置作
辦理)
業、雙語政策推動及對外溝通等工作，並期於110年8月底
前正式成立「雙語國家政策行政法人」。

6,341,000 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
協會

1.已於109年11月至12月完成4場諮詢會議。
2.協助草擬行政法人設置條例草案。
3.協助本會推動雙語國家政策各項策略，以及辦理成立行
政法人相關之前置作業。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8/12/20 109年臺灣採購經理人 1.按月進行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調查，並根據調
指數編製(委託辦理) 查結果編製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包含總指數及各細
項指數(生產、訂單、人力僱用、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
等)。
2.按月撰擬PMI與NMI分析報告，內容涵蓋總指數、個別指
數走勢分析。
3.每半年辦理1次營運展望調查，並配合舉辦2場座談會。

3,87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PMI及NMI可反映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狀況，且每月前3
個工作日內發布上月指數，有助於即時、精確掌握景氣動
向，協助各界掌握當前總體及個別產業景氣變化。
2.透過半年1次之營運展望調查，可掌握廠商中期之營運
展望，彌補按月經濟數據之不足，另舉辦座談會可有助於
促進產官學交流，並協助各界掌握產業營運展望及動態。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2/17 109年國際財經及產業 適時針對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政策資訊進行譯述及研析
發展重要資訊特約譯述 ，以掌握經濟發展趨勢，作為政府研擬因應對策之參考。
及研析-日本及韓國(委
託辦理)

285,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廠商已撰寫10篇日本及韓國財經及產業發展重要資訊特約
譯述及研析，以及提供日、韓語翻譯等諮詢服務。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3/26 運用人工智慧掌握景氣 本案對於採納人工智慧方法對時間序列預測的建議：任何
動態(委託研究)
單一模型皆會面臨未來資料性質不確定帶來的預測問題，
採用 Forecasting Average 整合結果可提高預測正確
性。人工智慧平台H2O.ai 提供之開源程式 autoML 有深
度學習項目，是將5個進階模型做預測平均，建議未來可
以直接採用。

950,0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1.本案運用人工智慧方法中的決策樹、支援向量機、隨機
森林、自動化機器學習及長短記憶模型，預測我國景氣轉
折點，可協助觀測景氣走勢。
2.實證研究顯示，採用多個人工智慧模型的預測平均（如
H2O.ai）之精確性與即時性較佳，可做為未來觀測景氣動
向之參考。

規劃及推動
國家發展計
畫綜合業務

109/2/24 2020年臺灣經濟發展影
音多媒體影片(中、
英、西、法、日、德語
版)(委託辦理)

內 容 摘 要

1

備註

109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執 行 效 益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5/29 後COVID-19疫情時代台 研析疫後全球經濟發展變化、風險與機會，分析對我國經
灣經濟課題與因應(委 濟的影響。並探討國內經濟發展之課題與對策及提振經濟
託研究)
成長、發展新興產業建議。另分析企業調整全球布局與強
化核心技術、加強供應鏈風險控管的做法，研提政府協助
措施。

1,13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6/4 編製民生數位物價指數 隨著電商崛起與網路消費普及，消費習慣產生結構性影響
(委託研究)
，過往實體通路為主要依據的物價指數計算方式，恐無法
完全反映生活成本。本研究希望透過電子發票，建立即時
物價指數，探查電商與實體通路物價變動上的差異。

940,000 國立臺灣大學

(本案研究進行中)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8/20 振興三倍券之經濟效益 2020年因應全球受COVID-19疫情肆虐，政府在國內疫情控
評估(委託研究)
制得宜下，順勢推出三倍券，以提振內需。本計畫透過模
擬情境設定，配合總體計量模型、產業關聯模型進行量化
分析，估算政策效益；同時利用廠商/業者/機關之深度訪
談，瞭解業者之實務經驗與觀察，作為政策效益評估之參
考。

47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透過總體計量季模型，計算振興三倍券提升民間消費、
產值、GDP等效益。
2.訪談國內內需服務業相關廠商，以掌握振興三倍券政策
之效益。
3.提出振興三倍券執行及評估成效之建議。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8/20 振興三倍券之經濟效益 2020年因應全球受COVID-19疫情肆虐，政府在國內疫情控
評估(委託研究)
制得宜下，順勢推出三倍券，以提振內需。本計畫使用產
業關聯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評估三倍券之總體經
濟效益；另收集零售商對三倍券政策之看法，進一步掌握
效益。

47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1.運用產業關聯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三倍券提升民
間消費、產值、GDP等量化的經濟效益。
2.藉由訪談國內零售商，進一步掌握三倍券政策之非量化
效益。
3.就三倍券的執行及評估成效，提出建議。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8/20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經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為近年國內推動的大型延續性基礎
濟效益評估(委託研究) 建設投資計畫，藉此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所需的基礎建
設。本計畫量化評估部分採取遞迴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
型進行評估，非量化部分則採取個別計畫效益項目彙整以
及專家深度訪談方式進行研析。

46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1.彙整政府相關部會編列之各項建設計畫經費後，藉由
CGE模型進行量化效益評估，包括國內投資、經濟成長
率、生產及就業等。
2.訪談國內參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或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影響之專家學者，以評估計畫潛在的各種非量化效益。
3.提出前瞻基礎建計畫執行及成效之建議。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8/20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經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為近年國內推動的大型延續性基礎
濟效益評估(委託研究) 建設投資計畫，藉此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所需的基礎建
設。本計畫運用產業關聯模型來分析該政策之總體經濟效
益，並彙整其非量化政策效益及相關亮點案例。

46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1.藉由彙整政府相關部會編列之各項建設計畫經費後，運
用產業關聯模型，得到國內投資、經濟成長率、生產及就
業等量化的經濟效益。
2.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非量化政策效益及相關亮點案例。
3.針對前瞻基礎建計畫的執行及成效評估，提出建議。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9/29 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 依據環保署提報行政院之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同時納入
制目標之經濟影響再評 我國減量策略及相關政策配套規劃，運用CGE模型，模擬
估(委託研究)
評估管制目標對整體經濟之影響。

190,000 中原大學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產業關聯表等資料更新模型，
並依據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政府規劃推動減量
策略，評估110至114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
價、就業人數等經濟變數之影響。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109/10/27 臺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 綜整國外支持中產階級相關政策與結合國內專家學者建議
趨勢之研究(委託研究) ，分析我國中產階級變動趨勢與遭遇之問題影響及成因，
並透過財稅等相關資料，探究中產階級所得(財富)分配惡
化原因及趨勢，提出協助中產階級發展政策建議。

1,130,000 國立政治大學

2

疫後國內經濟課題有提升供應鏈韌性；對應供應鏈分流趨
勢；輔導臺商布局轉型與升級；強化海外臺商與台灣供應
鏈鏈結；多元國際供應鏈合作。建議採行提供資源啟動結
構轉型、建立備源戰略合作的貿易政策、輔導中小企業臺
商與區域型製造夥伴結盟等策略。

(本案研究進行中)

備註

109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金

額 (元)

得 標 單 位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公布競
爭力排名，本會擔任二機構在臺灣之合作夥伴，協助辦理
紙本與線上問卷調查工作，包括名單蒐集、抽樣、問卷發
送及催收，以提升問卷調查辦理品質。

29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1.短期政策研究：就我國當前紓困振興措施對就業市場、
金融業、服務業（以觀光業為例）的影響及其成效，提出
分析。
2.中長期政策研究：從國際情勢切入，針對我國因應疫情
後全球與兩岸新情勢之發展戰略提出研析。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研擬經濟政
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促進社會發
展及計畫審
議協調

促進產業發
展

109/11/24 109年度洛桑管理學院
（IMD）及世界經濟論
壇（WEF）國際競爭力
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
(委託辦理)
109/12/10 臺灣防疫與紓困振興政
策之經濟成效研析(委
託研究)

內 容 摘 要

執 行 效 益

備註

(本案辦理中)

以109及110年度預算支
應，合併列示於109年
度。

5,370,000 財團法人中華
經濟研究院

(本案研究進行中)

以109及110年度預算支
應，合併列示於109年
度。

108/12/16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編 完成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八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專題編印
印與發行(委託辦理) 與發行，就「我國數位轉型下之超高齡社會發展藍圖」、
「蛻變･創生-離島永續發展新展望」、「政府績效與資料
治理」、「科技防疫X數位治理 打造韌性智慧政府」等
重要議題發行主題專刊。

1,200,000 意念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每期電子檔除上傳至本會全球資訊網外，亦以電子報編輯
發送，訂閱人數約6,600人次；另印製紙本於五南及國家
書店供需要者購買，並寄存學校圖書館提供閱覽，與各界
分享國際公共治理發展新知與我國政府推動社會發展、國
土及公共治理經驗。

109/7/9 重大政策議題民意調查 依業務需求，以住宅電話或手機號碼為底冊進行抽樣，就
(委託辦理)
民眾對政府施政相關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進行調查，並經
統計分析後完成調查報告。
109/8/5 109年開放政府培力工 依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相關規範，設計培力工作坊相關
作坊(委託辦理)
課程，透過教學課程、實務操作工作坊、論壇、對談及交
流講座等不同形式，辦理2天之實體工作坊，同時提供全
程線上直播。

900,000 全國公信力民
意調查股份有
限公司
420,000 財團法人開放
文化基金會

瞭解民眾對社會發展長期趨勢或重要施政議題的看法，提
供決策參考。

109/8/28 數位時代下之新形態政
策溝通發展趨勢與創新
模式-以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為例
(委託研究)

配合我國首次政府開放國家行動方案之擬定及推動，培養
公私部門政府開放相關認知及行動能力，促進交流以凝聚
共識。

本研究以武漢肺炎防疫政策為分析案例，探究政府在數位
時代面臨政策溝通情境與新興議題，並比較分析國際案例
，以及整理政府面對疫情過程之主要溝通手段與科技應用
經驗，以期提出因應數位轉型跨域政策溝通精進方向。

2,375,000 臺灣通傳智庫
股份有限公司

109/9/2 推展政府服務創新(委 配合第3屆政府服務獎期程，提出政府服務標竿學習與擴
託辦理)
散之規劃及執行，包括辦理頒獎典禮，並於頒獎典禮前後
，分別透過製作系列圖卡、影片、電子書，以及辦理研討
會等，彙整記錄政府績優服務成果，供後續教育訓練運用
及績效分享交流。

3,227,000 喜丞創意股份
有限公司

透過頒獎典禮表揚24個服務績優機關(數位創新加值項8
個、社會關懷服務項16個），彰顯優秀機關同仁的努力，
以及績優機關的服務成果。另藉由彙整績優機關服務成果
，帶動政府間服務創新經驗之績效分享交流，並強化民眾
對政府服務創新之認知度。

70,000 亞律國際專利
商標聯合事務
所

已於109年8月16日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正式函發國家新創
品牌Startup Island TAIWAN之商標註冊證。

109/1/10 國家新創品牌Startup 辦理國家新創品牌Startup Island TAIWAN於中華民國商
Island TAIWAN商標註 標註冊申請及領證相關事宜。
冊(委託辦理)

促進產業發
展

109/2/4 亞洲 矽谷–自動駕駛 優化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台功能，以提高運行精度，並於
資訊整合平台功能優化 國內推廣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臺，導入場域實際應用，擇
及推廣(委託辦理)
定國內場域進行功能優化之驗證及成果展示。

促進產業發
展

109/2/12 推動地方創生旅遊產業 透過盤點馬祖在地資源及串聯當地青年業者，提出整體旅
發展－以馬祖為示範案 遊發展策略建議及設計多元體驗行程，推動馬祖旅遊產業
例(委託辦理)
發展，並建立文化、社會、商業三贏的地方創生營運模
式。

8,000,000 內政部

945,000 馬祖青年發展
協會

3

(本案研究進行中)

已優化自動駕駛資訊整合平臺功能，運用人工智慧將標 本案係委由內政部辦理
線、標誌及號誌等物件之辨識結果回傳，優化圖資更新功 ，其中決標時間係委辦
能，已於臺北、臺中、臺南等場域應用，並辦理2020自駕 協議書簽訂日。
車高精地圖布建與導航安全實證國際研討會。
與地方創生專家洪震宇合作，舉辦6場培訓工作坊，增進
青年業者相關職能。另完成馬祖風土資源盤點，並提出現
況問題分析及旅遊發展策略建議，供當地業者及政府機關
參考，以促使公私部門建立地創合作共識。

109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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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標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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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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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
展

109/2/17 加速新創掌握全球商機 為加速新創掌握全球商機，本案在台灣新創競技場(TSS)
第2期(委託辦理)
國際鏈結基礎上，聚焦連結亞太新創生態圈，擴大與全臺
新創社群合作，辦理全英文投資條件、市場拓展專業訓練
，提供業師諮詢、資金媒合及財務服務，加速拓展海外業
務。

49,805,921 鼎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已於亞洲最大新創展會Meet Taipei打造國家新創品牌主
題專區，促成美聯社等國際媒體報導，並與AsiaRocks亞
太新創聯盟夥伴合辦10場線上活動，協助逾百家新創媒合
海外資源，舉辦全英文投資條件訓練，帶動18家會員新創
成功募資逾6億元。

促進產業發
展

109/2/26 強化國際新創來臺交流 邀請國際新創團隊來臺，參與新創展示活動及企業媒合等
合作(委託辦理)
規劃，讓國際團隊與國內產業及社群深度交流，一方面促
進國內外合作機會，同時亦有助於吸引國際人才來臺發
展。

13,250,700 財團法人時代
基金會

(本案辦理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3/2 協助我國教育新創團隊 協助我國具國際發展潛力之教育新創團隊，於美國
赴美參加SXSW2020文化 SXSW2020展會文化部所設置之國家館展出，並於行前辦理
科技教育跨域展會(委 電梯簡報、業務拓展及國際行銷等專業訓練。
託辦理)

318,280 雜學股份有限
公司

促進產業發
展

109/3/20 109年度醫療影像倉儲 1.醫療院所導入AI應用2處：將AI輔助模型導入醫療院所
建置與人工智慧應用 應用，打造智慧醫療實證場域。
(委託辦理)
2.持續開放醫療影像：除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造影等
醫療影像外，增加X光、超音波、內視鏡等去識別化之影
像資料。
109/4/10 亞洲 矽谷－物聯創新 3.辦理AI應用成果發表：邀請使用健保開放資料之團隊，
聚焦如AIoT、大數據等全球前瞻發展趨勢，並媒合國際大

22,960,822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健保署

促進產業發
展

47,903,988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交流平台計畫(委託辦 廠與國內企業跨域合作，開發多元創新服務，為國內產業
理)
升級注入新動能。

促進產業發
展

109/4/10 亞洲 矽谷－前瞻科技 本計畫係以協助物聯網、區塊鏈之發展及深化國際鏈結與
跨域應用計畫第1期(委 新南向為主，主要工作如促進物聯網大聯盟跨域合作、辦
託辦理)
理物聯網產值統計、研析前瞻數位科技趨勢及國內新創動
態、深化國際鏈結及新南向交流合作、協助亞矽計畫之協
調整合及對外溝通等。

促進產業發
展

109/6/16 亞洲･矽谷－物聯網數
位教育平台計畫(委託
辦理)
109/6/24 亞洲 矽谷計畫－強化
物聯網資安防護第3期
(委託辦理)

SXSW2020展會因新冠疫情爆發停辦，本案因而中止契約，
左列金額係終止契約金額。

1.醫療院所導入AI應用2處：已將AI判讀腦瘤轉移模型導 本案係委由衛福部健保
入臺北榮民總醫院、鼻咽癌AI判讀模型導入亞東醫院，輔 署辦理，其中決標時間
助院內放射科、神經外科等門診及病房護理站醫師判讀。 係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2.持續開放醫療影像：已擴充至乳房攝影、心臟超音波、
視網膜光學同調斷層掃描等23億筆去識別化之醫療影像資
料。
(本案辦理中)

67,726,024 台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

(本案辦理中)

善用開放軟體與線上學習等資源，建立跨校、跨領域之虛
擬產學研合作平臺，強化在物聯網、人工智慧、大數據等
前瞻科技領域之人才培育。

8,510,000 國立交通大學

(本案辦理中)

持續強化物聯網資安防護評估與檢測機制、擴充物聯網資
安情資及研擬應變機制、深化產業鏈結並建構資安標章認
證，完善國內物聯網系統資安標章認證機制，並協助企業
在地接軌國際，達成「臺灣品牌、資安確保」之佈局。

29,350,000 財團法人電信
技術中心

已完成智慧商業、智慧物流等物聯網系統層級資安防護評
估，並協助國內多家企業導入測試，另已完成資安標章認
證機制，且成功輔導台達電子之智慧燈具成為全球第一個
獲得UL IoT安全評等驗證的智慧燈具，有助廠商拓展歐美
市場。

促進產業發
展

109/7/12 後疫情時代重大政策廣 為協助後疫情時代臺灣經濟加速復甦及轉型，政府已提出
宣(委託辦理)
相關經濟政策，為讓全民了解，共創新局，本案就政府重
大政策，規劃製作3則主題報導及4則重大新聞稿於網路曝
光。

500,000 放言科技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政策廣編報導包括三倍券政策、防疫、振興措施等，
以及有條件開放境外人士來臺就醫、宜蘭鐵路高架化拍
板、國內景氣燈號連二綠及開放政府邀全民共商等新聞稿
露出，整體瀏覽量已達預定目標值，讓更多民眾了解重大
政策內涵及效益。

促進產業發
展

109/7/27 振興三倍券廣告刊登
(委託辦理)

刊登振興三倍券廣告於新新聞第1744期，刊登版位為內全
頁1頁。

已於新新聞第1744期刊登店家兌領三倍券攻略，增進民眾
對振興三倍券數位兌換及使用之瞭解。

促進產業發
展

109/7/27 振興三倍券廣告推播
(委託辦理)

刊登振興三倍券廣告於財訊雙週刊第613期，刊登版位為
內全頁1頁。

60,000 新新聞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
司
96,000 財信雜誌社股
份有限公司

促進產業發
展

4

備註

已於財訊雙週刊第613期刊登店家兌領三倍券攻略，增進
民眾對振興三倍券數位兌換及使用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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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
展

109/8/10 提升教育新創數位能量 掌握後疫情時代數位發展契機，導入科技推動教育新創數
(委託辦理)
位轉型及國際遠距交流，辦理數位轉型培育課程及論壇講
座等，並推動教育在地深耕與跨域創新應用，優化地方教
育新創數位能量。

10,550,000 雜學股份有限
公司

(本案辦理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9/4 推動XR跨域應用鏈結全 本計畫將引導XR新創開發跨域創新應用，連結歐美、亞洲
球商機委辦案第2期(委 等市場，促成更多商業合作案例。此外，亦將一對一精準
託辦理)
輔導XR新創，同時盤點國內外XR業者能量及產業發展趨勢
，以加速驅動XR生態系整體發展。

29,900,000 實境共創股份
有限公司

(本案辦理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11/16 智慧城鄉新南向輸出先 辦理智慧城鄉論壇，規劃新南向國際輸出模式及提出在地
導計畫(委託辦理)
實證模式，並促進政策溝通及交流。

促進產業發
展

備註

3,000,000 高雄市政府

已辦理智慧城鄉新南向國際中心論壇，以智慧治理X大數 本案係委由高雄市政府
據、數位產業X新南向為主題，分享如何運用科技解決政 辦理，其中決標時間係
府治理問題、發展市民有感服務，並提出南向輸出之建議 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如智慧交通、智慧水利等解決方案等。

109/12/2 108至109年度應用系統 1.優化就業金卡重新申辦作業，簡化流程，以及須檢附之
維護暨功能擴充案第3 資料。
次後續擴充(委託辦理) 2.外國人才來臺申辦系統整合，以及配合外國人才專法修
正之調整，包含就業金卡、就業PASS卡、創業家簽證線上
申辦系統，以及外籍白領線上申辦應聘居留證系統。

5,560,000 內政部移民署

(本案辦理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12/8 強化企業參與帶動新創 為強化新創和企業的合作，本計畫加強與企業溝通了解需
生態系正向循環(委託 求，並研析新創與企業合作機制。另透過媒合交流活動，
辦理)
促成大小企業合作機會。此外，亦將提升社會對企業投
資、併購新創議題重視，期帶動新創生態系正向循環。

9,150,000 財團法人臺北
市創業者共創
平台基金會

(本案辦理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12/10 疫情時代下台灣經濟成 針對疫情時代臺灣經濟成長動能為分析主軸，一方面以國
長動能與因應韌性之研 內結構進行內部成長動能剖析，以實證方法進行跨國比較
究(委託研究)
，同時研析我國疫情發生前後主要政策對經濟成長的效
益。另一方面，則由國際情勢的外在變化來進行深入專題
分析。

5,36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本案研究進行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12/31 加強臺美新創社群連結 本計畫期藉國內新創社群能量，強化與灣區新創事業、投
第2期(委託辦理)
資人及社團組織之連結;同時促進與臺裔年輕專業人士及
企業家二代之常態性互動，蒐集灣區創新科技發展趨勢及
創新創業相關資源，以協助國內新創事業瞭解美國市場動
態並順利對接落地。

16,200,000 巨思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本案辦理中)

促進產業發
展

109/12/31 加速臺灣創新教育鏈結 為加速臺灣教育新創拓展全球市場，本計畫將以線上、數
國際第2期(委託辦理) 位型態方式協助教育新創及實驗教育機構團體鏈結國際資
源，並持續辦理加速計畫、大型論壇展會等，引進國際業
師能量，活絡國內創新教育生態系。

11,500,000 親子天下股份
有限公司

(本案辦理中)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

109/3/3 國外求職者回流找工作 利用人力銀行資料庫，探勘近年求職者當中，前一份工作
資料探勘(委託辦理) 在國外任職者，渠等現在求職的工作、前一份工作、前前
一份工作之相關資料，以掌握美中貿易及科技戰情勢下，
本國人才流動之動態。

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

109/8/11 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功能 1.提升人口推估查詢系統之資訊安全，以符合資通系統防
擴充暨維運服務(委託 護基準之相關規範。
辦理)
2.系統功能之擴充、增修，提高系統維護的便利性。
3.提供1年維運暨保固服務。

136,500 104管理顧問股 有助瞭解近年本國人才流動狀況，作為本會後續精進留才
份有限公司
及人才回流措施之參考；相關探勘資料並經納入本會辦理
「國際經貿變局下我國人才因應對策」委託研究之分析探
討，有助提升研究成果。
780,000 楓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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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功能之擴充、增修，提升系統之穩
定性、安全性及維護方便性，以符合實際操作需求及相關
資訊系統安全規範。

本案係委由內政部移民
署辦理，其中決標時間
係委辦協議書簽訂日。

以109及110年度預算支
應，合併列示於109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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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人力資
源發展

109/10/6 強化延攬國際關鍵人才 1.建置就業金卡專屬中、英文網站。
(委託辦理)
2.鎖定關鍵人才主動出擊延攬，包括藉由大數據分析目標
群體並建立人才資料庫、拓展海外人脈網絡、推動整合性
國內外行銷工作，打造國家品牌形象。
3.提供從工作到生活全方位一條龍服務，強化申辦就業金
卡服務，以及來臺前後生活諮詢。
4.辦理就業金卡持卡人交流活動。

5,000,000 芳舟福泰股份
有限公司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9/2/6 108與109年度都市及區 蒐集及彙整有關機關就都市及區域發展之統計資料，印製
域發展統計彙編編印 並協助本會辦理開放資料工作。
(委託辦理)

872,000 財團法人台灣
地理資訊中心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9/6/1 109年度地方創生案例 1.積極媒合地方創生事業與新創團隊，辦理地方創生案例
編纂與推廣教育(委託 之採訪編撰與推廣教育，出版《新創導入：地方創生再進
辦理)
化》及《二地居：地方創生未來式》等兩本專書。
2.透過媒體數位傳播平台，宣導「關係人口」與「二地
居」案例。

3,530,000 遠見天下
天下雜誌

1.透過編纂專書與影音紀錄，持續政策宣導如何結合地方
產業優勢、新科技及數位經濟的創新思維，建構永續事業
經營，提供各界可持續學習的參考樣態。
2.藉由專書宣導值得採行的地方創生案例，帶動「二地
居」議題的討論，吸引更多「關係人口」關心地方發展，
供社會大眾參考與交流，進而帶動更多人投入。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9/6/9 109年度地方創生資訊 為加速推動地方創生政策，透過建置「地方創生共享交流
共享交流平臺(委託辦 平臺」，結合創生事業推動者、在地社群、青創新創等以
理)
共同協作模式，即時分享創生訊息，並透過推動中案例、
媒體報導及資訊創新活動，促進地方創生交流學習。

4,320,000 聯經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本案辦理中)

3,730,000 資誠永續發展
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本案辦理中)

就業金卡網站及LinkedIn專頁已完成建置正式上線，並提
供多元管道諮詢服務，包含電郵、電話、實體諮詢等，月
平均服務量已超過600人次。另成功拓展攬才觸角至美國
臺裔青年，並舉辦多場次就業金卡交流活動，協助持卡人
掌握在臺工作及生活所需資訊。

(本案辦理中)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9/10/6 109年度推動企業參與 推動企業投資或以CSR方式投入地方創生事業；建構地方
地方創生事業機制與策 創生事業生態系示範計畫與操作程序。
略(委託辦理)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9/10/23 109年度地方創生資料 建立政府資料開放示範機制、優化地方創生資料庫系統功
庫整體推動(委託辦理) 能與資料內涵、建立地方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加值應用機
制。

870,000 財團法人台灣
地理資訊中心

(本案辦理中)

健全國土規
劃及經營管
理

109/12/29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 協助辦理「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相關補助案徵件審
專案管理(委託辦理) 查、管考追蹤、績效評核，並強化與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
府之資源整合與協調聯繫，提供政策幕僚及智庫之專業服
務等。

11,400,000 台灣經濟研究
院

(本案辦理中)

109/6/23 社會發展計畫效益評估 1.評估「社會住宅直接興建」及「包租代管推動」等重點
－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工作之目標達成性與執行策略之妥適性，並藉由執行過程
為例(委託研究)
中遭遇之問題、民眾及民間團體與政府相關機關之協調互
動等面向，分析推動策略之妥適性。
2.盤點我國目前社會住宅(含包租代管)供給面與需求面之
落差。
3.評估本計畫執行績效與優缺點，透過原有規劃內容與實
施執行狀況之落差，分析其原因、成效及優缺點。

590,000 社團法人台灣
建築醫學學會

管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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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計畫研究報告針對社會住宅經營管理、建築設計及包租
代管等三大方向提出短中長期策略建議共13項。

以109及110年度預算支
應，合併列示於109年
度。

以109及110年度預算支
應，合併列示於109年
度。

109年度委辦計畫相關資訊一覽表
科

目

決 標 時 間

計 畫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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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考核

109/6/30 109年度公共建設計畫
全生命週期之營運評估
－以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為例營運評估案(委託
研究)

研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營運管理制
度之運作機制、實施現況及所遭遇相關問題，提出同類型
計畫營運管理制度方向之政策性建議；研提公共建設計畫
營運評估作業之推動機制。

590,000 財團法人成大
研究發展基金
會

分析評估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營運執
行績效，進而探討與現行我國政府計畫管理制度之運作機
制、現況及相關問題之關聯。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8/11/7 法規鬆綁建言暨新創法 為維護該平臺之正常運作，並配合推動法規鬆綁及新創法
規調適平台之維護管理 規調適等業務需要增修系統程式，及依資通安全管理法規
(委託辦理)
定辦理該平臺資通安全整體防護等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380,000 植根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蒐集新創業者及民眾之建言，並公布相關部會對該建言之
辦理情形，以促進新創產業發展，改善經商環境。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8/12/9 日本輸入外國化妝品相 以日本「藥機法」及其相關法規為中心，進行下列事項研
關程序及法規之研究 究：
(委託研究)
1.日本輸入我國化粧品（不包含「醫藥品」、「醫藥部外
品」）販售時，依藥機法及相關法規應向當地主管機關辦
理申請之流程及相關規定。
2.評析在日販賣之我國化粧品是否有業者所述「日本對於
輸入外國化粧品於該國市場販售之外國業者，均要求須有
當地工廠製造業許可證，致標籤可能誤導消費者」等情
形。

90,000 萬國法律事務
所

「日本輸入外國化粧品相關程序及法規之研究」委託研究
計畫，已完成日本輸入我國化粧品販售相關申請流程及規
定之報告，並公開供各界利用參考。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9/3/12 韓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 韓國政府為通過歐盟GDPR之適足性認定，於2020年1月由
因應GDPR施行之調適 韓國國會通過新修正之「個人情報保護法」、「信用情報
(委託研究)
法」及「情報通信網法」，並於2020年8月5日正式施行。
此次修法以「個人情報保護法」作為明定個人資料之具體
判斷基準，並將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提升為中央行政機關
，使其具有獨立監督個人資料色彩，藉此達到GDPR對於個
資監管機關獨立性之要求，再參考GDPR假名化而引進「假
名情報」的概念，特別的是無須當事人同意之「假名情
報」得被運用於科學研究中，韓國各界認為此次修法將有
助於促進新技術之開發，使韓國商業發展更加活絡；而
「情報通信網法」及「信用情報法」均刪除與「個人情報
保護法」相似或重複之規定，其中「個人情報保護法」中
增訂「情報通信服務提供者處理個人情報」特別篇作為專
章，「信用情報法」則同步引進假名情報的概念，使信用
業者在處理個人資料上與「個人情報保護法」相互配合。

348,000 達文西個資暨
高科技法律事
務所

透過研析韓國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了解韓國推動GDPR適
足性認定所為之修法方向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概況，並提
供韓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全文及該法所援引信用資料法、資
通訊網絡法之相關條文之中韓文翻譯對照，以作為後續本
會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之參考。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9/3/18 GDPR施行兩周年評估報 針對歐盟依據GDPR第97條第1項提出之兩周年評估報告進
告之分析及相關議題研 行分析，並提出值得我國借鏡之重點。比較及分析美國及
析(委託研究)
歐盟對於生物特徵資料之規範趨勢及實際案例。自動化之
個人決策與剖析相關規範之目的及內容，並分析目前歐盟
相關案例及實務問題。有關GDPR非公務機關之正當利益之
適用範圍，並蒐集分析歐盟相關案例及實務問題。

400,000 輔仁大學學校
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

(本案研究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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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9/5/19 GDPR相關指引文件研析 歐盟依GDPR第68條設立「歐盟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
(委託研究)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其職責包括
制定發布GDPR條文相關之指引，以利促進GDPR在各會員國
之一致適用。EDPB所發布之指引除釐清GDPR中核心概念外
，也涉及實務界的重要議題。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EDPB連續發布兩份指引文件，力求促進疫
情防控與資料保護之雙贏。我國所面臨的個資保護監理議
題，與歐盟有共通之處。且實務中我國公務機關與非公務
機關與歐盟之往來與合作，可能亦需遵守GDPR之相關規
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瞭解相關指引文件之詳細內容。

210,000 達文西個資暨
高科技法律事
務所

針對本會挑選4份指引文件提出研析，並將其翻譯為中文
，供各界參考，有助於各界對GDPR相關指引之了解；研究
報告並作為後續本會辦理向歐盟申請適足性認定及推動個
人資料保護法修正之參考。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9/9/21 平臺經濟下三方關係
(平臺、服務提供、服
務接收者)之國際法制
發展趨勢及法規調適之
研究(委託研究)

860,000 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

(本案研究進行中)

推動法規鬆
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
爭力

109/12/3 德國真實實驗室戰略及 鑑於德國與我國同為大陸法系之成文法國家，在建構產業
試驗性條款相關法制研 數位創新法制環境之作法上，目前我國係按個別產業領域
究(委託研究)
訂定實驗條例專法之方式，提供適法測試環境；德國則係
採取在個別法規訂定試驗性條款之方式，授權立法者或行
政機關就測試、補助與現行法制的排除適用等事項予以規
定。面對未來新興科技之發展，我國可否參考德國試驗性
條款之作法，於法治國原則下，突破傳統法規之界線，建
構創新實驗發展之適法空間，該國推動經驗與成果亟具參
考價值。考量德國推動上述真實實驗室相關政策措施已逾
1年，應已累積一定程度之實務案例，爰委託專業團隊自
法制面與實務面深入研析。

910,000 東吳大學

(本案研究進行中)

中興新村維
運

109/12/1 中興新村整體規劃委外 從國家發展角度盤點中興新村資源，並與附近學術機構結
服務案(委託辦理)
合，以及兼顧園區維護等，進行整體活化發展規劃等事宜
，主要工作包括：
1.中興新村資源盤點及調查，建立基礎資料。
2.蒐集國內外文獻及案例，並廣徵各界需求與意見。
3.運用村內建築及空間資源研提具體發展規劃方案。

隨著全球資通訊科技日新月異，數位化帶動新興商業模式
與網路服務蓬勃發展，部分新興服務將原實體提供之服務
，轉為透過網路平臺媒合需求者與供應者，並逐漸發展為
以網路平臺、提供者與接受者三方為主體之平臺經濟型
態。本研究將針對國際平臺經濟發展現況（如歐盟、美國
及日本等），蒐整平臺經濟相關實務運作案例及法制發展
趨勢，具體研析外國立法例對於平臺、服務提供者及需求
者間三方法律關係之發展現況；以及我國平臺經濟媒合服
務之案例類型，及其三方關係所遇問題，俾作為各機關進
行法規調適之參考。

1,950,000 社團法人台灣
生態城市暨國
土規劃學會

註：
上表「金額」欄位資料：1.已執行完畢之委辦計畫，為決算總執行數。
2.尚在執行中之委辦計畫，為預計總執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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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中興新村現況發展與資源，有效運用既有文化景觀資
產空間，媒合作為行政機關辦公空間、地方創生事業基
地、職務宿舍、藝術產業空間、智慧科技養生村等整體規
劃再利用，同時運用其花園城市獨特風貌與歷史紋理，賦
予中興新村再發展之新契機。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