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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創新服務
（2006~）

歲月長河 話

2019 進一步厚植國內
學術研究能力

轉型智庫研討，投注
前瞻之科技研發，獎
掖優秀科技人才，深
化社會公益服務。

生命與汗水凝成的榮耀之河，點點滴滴，
勾勒出創立、成長、轉型、貢獻、持續深化價值的歷程；
奠基工程服務，專注科技研發，執守公益無悔，獎掖人才不輟，建構智庫平台；

2019與國內六大學會合作頒發中技社學術
獎，圖為2019中技社學術獎簽約儀式合影

其中每一次的蛻變，無不體現中技社精神，與時俱進而不忘初衷。
●

循著前人堅實的步履，蓄積能量，自我淬鍊，激發潛藏睿智，引領科技前瞻；

1995 捐建國鼎圖書資料館

●

2015~ 擴大議題研究範疇
從早期循環經濟、油氣與潔淨能源
等環境與能源議題，逐步充實自主
研究能量，並擴增議題範疇至醫療
照護、糧食安全、國際經貿、智慧產
業、數位創新等社會與經濟層面。

中技人以其獨具的韌性與毅力，於歲月長河中激越澎湃，
在每一段里程寫下榮耀，延伸邁向永續，創造無限可能的未來。

2019
2018～

●

創導工程服務
（1959-1979）

智庫研究成果以「專題報
告」，提供政府機關、產業與
研究單位參考

參與國內外石化煉油廠之
設計監造，設立人才培育
基金、推動學術研究。
轉投資中鼎工程
公司邁向國際
化經營。

從事污防、節能、環保技
術諮詢與輔導，提供策
略建言與技術改進，
持續頒發獎學金並
贊助相關學
術活動。

1967 啟動海外工程服務

中央大學國鼎圖書資料館由本社
捐建成立

●

1987

●

1989

1994

1995

2002~03
●

1979
1967

1959

1962
1961-2

●

●

1981 成立觸媒研究中心
參與對二甲苯、銅鋅觸媒、
丙烯腈系碳素纖維等開發
成功

1979 轉投資成立
中鼎工程公司

●

●

1961-2 開創建廠工程先例

2018起陸續舉辦AI系列研討會，圖為
2019AI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
新研討會

●
●

2005 投資高鐵

2014 推動多元獎學金獎項

配合國家政策，投資參
與臺灣高鐵建設工程

1987 成立能源服務團
1989 成立環保科技中心

1962 設立工程教育
研究基金
●

自歷年公積中提撥盈
餘設立「工程教育研
究基金」，辦理社會
公益活動

先後承攬（菲律賓種德公司）關渡玻
璃瓶廠、（慕華公司）苗栗液氨尿素
廠建廠工程，圖為1961慕華公司合作
投資合約簽署

1994 捐助財團法人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傑出人
才發展基金會」計新台
幣1.62億元

●
●

2006 轉型成為
公益智庫法人
以能源、環境智庫為
定位，開啟知識創新
服務期

1981

1959本社創立重要推手－左起朱謙、
李國鼎、金開英

2018~ 關注前瞻科技發展

2005

1983

●

2014

2006

1983 成立工業污染
防治技術服務團

1959 中技社創立

與日商千代田化工（CHIYODA）合
作，開啟首個海外工程，圖為1967
泰國挽節煉油廠改善工程

2015～

2011

研究發展與技術服務
（1980-2005）

●

●

2011 出版第一本專題報告

1987起，能源服務團協助工廠
能源診斷，歷經多次業務轉型，
現更名為「能源暨產業研究中
心」。圖為2002承辦經濟部能
源委員會活動

1979轉投資成立目前為全球
百大工程公司的中鼎

2002~03
獲頒行政院文馨獎
2014起辦理境外生企業參訪及增設境外生研究
獎學金，圖為2018中技社科技獎學金頒獎典禮

1989起，環保科技中心致力於解
決環保問題，幾經轉型更名，現名
為「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圖為
2000流域水源水質研商會

智庫議題執行方式

智庫議題規劃原則

秉持公正客觀立場及開放態度，邀集國內外各領域產官學研之

•基於本社宗旨

專家學者共同合作，藉由研討會、研習會、論壇、座談會，蒐

•本於國際趨勢與前瞻思維

集資訊、發布成果、搭建交流平台，匯集多方意見，最後以出

•呼應社會與產業需求

版專題報告、書籍、刊登媒體等方式發表研究成果，並提供政

•兼顧科技實務與經濟考量

府和產業界前瞻可行的政策建言。
研討會

學術贊助

兩岸青年學子交流互訪

2006年迄今襄贊或辦理38場

以兩岸青年學子交流互動

國際研討會，共計邀請230

為經、加強產業人才培育

位國外專家學者來台，與國

為緯，提升台灣青年學子

內產官學研各界計9,792人

對未來兩岸產業科技發展

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研習會

的認知，厚植國內未來新
興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歷年探討重要領域與議題
科學技術：AI/5G/區塊鏈/基因編輯/自駕車

智庫平台
智庫平台

產業發展：石化/鋼鐵/醫療/智慧機械/綠能/
儲能/長照/電動車

座談會

能源暨產業
研究中心

經濟社會：國際經貿戰/平台經濟/全球化/
食品安全/高齡健康照護

論壇

環境政策：環境品質/循環經濟/生命週期評估/
環境永續指標
能源政策：電力安全/能源價格/核能政策/
能源配比/再生能源/能源效率

環境暨經濟
研究中心

自2006年起，以「科技創新．公益
永續」規劃藍圖，將數十年投注於能源、環
境技術諮詢與輔導的能量，轉化成立專業智庫，

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
產業減碳關鍵議題

本於創社宗旨，關注國際趨勢，掌握產經脈動，針

資源管理：水資源/糧食&能源&水資源鏈結/
企業自然資本/資源效率

資源議題，秉持開放與客觀的立場，結合自

對國內具前瞻與重要性的產業、經濟、環境及能
身與外在產學研專家學者，建構中立、公
益形象，匯聚實務經驗與專業資訊，成

智庫議題研究成果

為可信賴及專業的能源與產業、環

•智庫平台成果
自2006年至2018年底，完成研討112項議題；累計

300

邀請參與研討外界專家學者超過3,300人次，包括政府代表

250

透過國際級學者講演，拓展

人才培育

境與經濟智庫平台。

國內產學及青年學子視野，
豐富科技與人文知識。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邁向知識創新服務的新里程碑。

兩岸交流：兩岸能源/碳資產管理/空氣品質/
綠色產業

350

全球頂尖人物系列演講

中技社學術獎
協助國家推動經濟建設初期，深感
於「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是一

表揚各學術領域具顯著成就或貢獻的科
技人才，厚植國內學術研究能量。

切建設的根本，於1962年設置「工程教育研
究基金」，以其孳息辦理各項獎學金、學術講
座、學術贊助等公益活動，投資具發展潛質的
未來人才，深具科技遠見與前瞻性。

境外研究生企業參訪
帶領境外生實地參訪國內
具代表性及國際性的優質

秉持創社宗旨，培育人才不輟，期使

企業，增進境外生與企業

人才生生不息，攜手發揮群創

的良性互動，提升其加入

的恆久價值。

國內企業工作的意願。

超過450人次，合作研討學研單位超過50個次。

200

•智庫活動成果

150

舉辦43場次研討會、23場次論壇、249場次座談會、8場次研習

100

獎助大學創業學程

會，與國內外產官學研界超過12,000人次進行交流。

50

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智庫成果傳播

0
建言數

活動數

及培養創新創業精

自2011年起將議題研析成果彙整出版，至2018年底累計出版7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出版品

冊專題報告及8套叢書；此外，歷年更向707個產官學研相關單

(活動數包含研討會、論壇、座談會、研習會)

位/機構提出335項次政策建言及重要建議。

技術研發

神，辦理「大學創業
學程」獎助。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近年來總計投入48項技術研發計

AI

畫，研發總經費2.3億元，涵蓋大地工

獎助學金、創意競賽
1963年開辦獎學金以來，受獎

程、結構工程、工地管理、資源再生、

學生近4,000人。

資訊系統、製程優化、節能設備及智能

1. 研究獎學金：國內博二以上學

設備等14類應用技術領域。

生
2.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境外碩、

獲得36項國內外專利，已應用於
國內產業141次，增加產業
產值達33億元。

博士生
3.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境外碩、
博士生
4. 中技社AI創意競賽：團體獎，
由教授帶領在校學生參賽

本事

願景

中技社的價值與主張

深耕「科技、人才、前瞻、永續」

揭櫫「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

中技社創立一甲子，為國內公認極具專業與公信力的財團法人，

產事業之生產能力」宗旨，財團法人中技社於1959年10月12日成立，為

將以「國際與國內的橋樑、政府與民間（產學研）資訊交流與媒

民營與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原名「中國技術服務社」，

合平台」為定位與期許，持續努力。

2000年更名為「財團法人中技社」。歷經環境變遷，中技社不忘初衷，與

致力於智庫平台，成為國內公正、客觀及值得信賴之能源與產

時俱進，持續為深化價值而努力。

業、環境與經濟的專業智庫，確保國家能源與環境政策，在國家

為期對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有更深遠的貢獻，近年中技社以「智庫平台」

安全、社經發展與環境保護三者間取得平衡，促進能環產業發

定位新價值，以能源與產業、環境與經濟為兩大主軸，積極引進新知，提

展，獲致最大效益。

供產官學界溝通平台，探討政府政策與產業策略，以為政府建言及產業因

持續專注科技新知導入，前瞻應用趨勢合作研發，尋求研發成果

應的參採。

商業應用機會；因應高等教育普及，創新產業興起，人才全球化

六十年來，中技社在推動各項建設開發，提供能源、環境技術諮詢與輔

潮流，調整本社獎助學金規模與獎項多元化，積極育才攬才為國

導，建構可信賴及專業智庫平台的同時，並設立工程教育研究基金，培育

所用，提升國家競爭力。

了無數莘莘學子，近年來每年獎學金頒發金額超過1,000萬元。

未來中技社將持續以「科技、人才、前瞻、永續」自許，與時俱
進、創新求變，永續財團法人奉獻國家社會的公益承諾。

以專業財團法人自許，中技社一甲子的努力、成就與貢獻備受各界肯定。

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