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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才培力
產業的整體發展與企業成長動能，皆仰賴大量人才，勤美倡導終身學習，並以打造學習型組織為目標，透過勤美學院、內部講師制度及數位學習平台，培養同仁成為
職能內專家，同時結合深度產學合作，積極養成智慧製造等高端技術人才，帶動產業轉型。

2020 年成果 2021 年計畫 中長期計畫

CMP

◊�獲選經濟部工業局「智能金屬產業育才平台」
首家簽約公司，創新產官學合作模式

◊�取得 TTQS 銅牌
◊�建置 HRBP�(Business�Partner) 推動轉型
◊�每月開辦「益二三識」內部講堂，累計培養 28

名內部講師、52 堂自製原創數位課程

◊�學習型組織風氣養成計畫
◊�以激勵同仁自創數位教學課程與促進使用為優

先目標，制定鼓勵措施，養成同仁勝任職能內
專家

◊�升級智能金屬產業育才平台計畫
◊�聯手清華大學以數據應用為主軸，進行數據健

檢及統計製程式控制制 (SPC) 模組導入，以智
慧製造、精實管理達成優化製程、培育人才

◊�透過產學合作，以數據及統計製程式控制制方
向推動智慧製造再升級

◊�提升整體人力資本、創造價值
◊�中期以數位創新、流程再造、設備自動化方向，

提升人員數位能力，打造學習型組織；長期以
工程技術 (Engineering)、流程管理 (Process�
Management)、前程永續 (Sustainability) 三
項為主要開展軸心

CMS

◊�取得蘇州高新區首屆「高新匠領」技能大賽佳
績

◊�「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已完成高級工程師 60
人、技師 2 人

◊�開辦智慧製造講座、以大數據提升職業安全管
理課程

◊�產學合作簽約「智慧製造工藝技術研究中心」
並授牌「企業工作站」

◊�「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持續進行並申報擴大培
訓範圍

◊�「企業新型學徒制」持續培訓數位控制中級工
程師 46 名，高級工程師 33 名

◊�擴大特種設備、特種證件培訓專案
◊�與山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深入合作，涵蓋人才

養成，專利共同開發，專題研究等

◊�開發培訓平台，公司內培訓實作課程
◊�聘請講師開發智慧製造相關課程
◊�成立勤美培訓學校，自主招生培養專業技術人

才，達成招生即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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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成果 2021 年計畫 中長期計畫

CMW
◊�完成「海河工匠」首批線上培訓�
◊�職業技能培訓採用線上授課，充實專業並鼓勵

員工跨職能學習

◊�培訓達成率 100%、人均培訓時數 40H/ 人 ◊�推行線上培訓課程平台
◊�衡量並安排未來新入職人員參與「海河工匠」

培訓計畫

CMB

◊�通安鎮首家外來勞動者職業技能提升定點培訓
企業

◊�與蘇州技師學院建立企業新型學徒制

◊�結合理論與實作，與校方合作推展鑄造中級工
程師技能培訓，通過考核者可取得證照

◊�教育訓練管理系統化，並以線上課程為主、線
下為輔��������������������������������������

◊�擴大合作對象，計畫新增 1 至 2 家合作學校

◊�全面實施教育訓練與考試無紙化、網路化
◊�推展工學交替，由教師帶領學生至企業，進行

理論結合實作的課程，接軌產業������������������������������������
◊�設想未來學校開設企業專班，為企業發展提供

穩定、專業人才

▲�行萬里路─戶外健行▲�以大數據提升職業安全管理課程�▲�工業局「智能金屬產業育才平台」計畫

▲�職場過勞與暴力預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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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員工發展

自公司營運展開至職能缺口導向，以勤美學院為系統，搭配數位學習平台及內部講師制度，執行內部教育訓練，輔以外部職能訓練與進修等，鼓勵同仁自主學習、追
求自我成長價值。2020 年度教育訓練總時數 94,664 小時，人均受訓時數 53.66 小時，總費用約新台幣 6,532 千元。

� �

新生學院

通識學院

專業學院

管理學院

共好分享會

行萬里路

以公司簡介、企業使命與願景、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產業環境、
安全訓練為主軸，協助新進同仁盡速融入勤美

強化同仁共通職能，如：問題分析、溝通技
巧、專案管理、職業安全衛生、企業文化、
經營理念、誠信守則

依個別核心職能及職務專業需求，參與相應
之內部或外部訓練，以提升專業技能、累積
關鍵知識、引進創新概念

安排管理人員參加公司內部之管理經營訓
練、鼓勵自主申請外部管理課程，如：策
略績效管理、領導統御、策略規劃、組織
發展等

由各單位主管、人資部門及受訓同仁透過
內部分享會、讀書會，分享所學以擴散學
習效益，塑造團隊學習文化

結合員工旅遊、國內外考察，以標竿與經
典為學習對象，由公司出資協助同仁提升
專業職能，將創新創意帶進團隊，也拉起
集團內橫向交流的契機

勤美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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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

建設住宅

生活休閒

金屬成型

各事業體人均受訓時數 以職能別區分之人均受訓時數 以性別區分之人均受訓時數

管理人員����|����非管理人員 男������������|������������女

45.98/hr45.98/hr

55.41/hr55.41/hr

31.28/hr31.28/hr

12.27/hr12.27/hr

61.40/hr61.40/hr 39.55/hr39.55/hr

58.36/hr58.36/hr 55.03/hr55.03/hr

14.23/hr14.23/hr 39.80/hr39.80/hr

16.00/hr16.00/hr 9.07/hr9.07/hr

29.74/hr29.74/hr 32.81/hr32.81/hr

40.47/hr40.47/hr

16.80/hr16.80/hr 9.44/hr9.44/hr

50.59/hr50.59/hr

53.52/hr53.52/hr 65.03/hr65.03/hr

055



勤美概況 公司治理 員工關係 供應商、產品與客戶 環境永續 社區共榮

4.1 人力組成│	4.2 權益與福利│ 4.3 人才培力│ 4.4 員工溝通│ 4.5 職業安全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管理 附錄

4.3.2 產學合作

勤美採取自動化生產並實踐循環經濟多年，為邁向智慧製造奠定良好基礎，成為產業轉型表率，透過長期且深入的產學合作計畫，提供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平台，
期許成為養成高端技術人才的搖籃，為整體產業培育潛力新星。

合作單位

●明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河北工程大學

●中北大學資訊商務學院

●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孝感市工業學校

●瀋陽工學院

●山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9 人

3 人

2 人

13 人

10 人

54 人

20 人

85 人85 人

實習人數
合計  196 人

▍ 2020 年產學合作� ▍長期產學合作

累計提供實習名額
合計  1,209 人

目前仍任職於集團人數
合計  55 人

明志科技
大學

中北大學資訊
商務學院

山西機電職業
技術學院

瀋陽工學院湖北孝感市
工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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