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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成立宗旨與簡介

協會組織結構

辦理及參與重要會議活動

協助會員廠商拓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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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會願景與展望



壹、協會成立宗旨與簡介

◼ 本會成立於1983年，為資訊、軟體和新興技術相關產業的專業團體，也
是台灣最具歷史及規模的高科技協會之一，多次獲得台灣內政部評選為
最優良人民團體獎。

◼ 結合資訊軟體同業，謀求共同利益，並爭取政府制定有利本業發展之產
業政策。

◼ 協助推廣資訊軟體應用，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資訊化社會。

◼ 提供會員服務，參與並舉辦國際性活動，爭取商機。

◼ 1984年成為全亞洲資訊產業之「亞太資訊服務業組織(ASOCIO) 」之創
始會員國代表；於1994年加入全球資訊業之「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
聯盟(WITSA)」擔任理事，中華軟協為國內資訊產業中最具規模與影響
力的公協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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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

協會會址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239號6樓
(02) 2553-3988. 

大同辦公室
大同新設工大樓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
22-1號新設工大樓5樓C區

南區辦公室
軟協南區辦公室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
4樓 (高軟B棟)



中華軟協南區
辦公室成立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南區辦公室」
於2022年9月13日正式在高雄亞洲新灣
區「高雄軟體育成中心」成立！

軟協快速落地高雄就近服務軟協南區會
員，未來中華軟協與您共同攜手服務新、
青創資服業者

共創南臺灣龐大的數位轉型商機⭐



貳、協會組織結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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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任務組

政府產業政策與環境任務組

會員代表大會

理事會

理事長

秘書處

常務理事會

監事會

參與國際組織

智慧廣告與行銷應用促進會

元宇宙發展促進會

ESG數位促進會

開放軟體產業生態系聯盟

智慧醫療與高齡照護促進會

區塊鏈產業應用促進會

AI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

資安產業應用促進會

產業
服務處

數位
應用處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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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管理處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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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
服務處

政策
推廣處

新興
業務處

國際
服務處

智慧零售暨物流供應鏈促進會

智慧製造促進會

數位
轉型處



貳、協會組織結構-現任理事長

YEAR 2020-2023

沈理事長的三大策略及六項重點工作

三大策略為：
一、促進政府數位政策發展
二、提升產業數位轉型
三、擴大市場及會員服務

六項重點工作：
一、全力協助執行政府政策，提升國家資訊競爭力
二、推廣電腦軟體應用及人才培訓
三、促進工商產業升級
四、擴大資訊軟體應用市場
五、推動國際交流
六、促成同業合作，謀求共同利益

第15屆理事長 沈柏延
現職
•大同世界科技公司董事長兼策略長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大世科技(上海)公司董事長
•群輝商務科技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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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柏延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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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協會組織結構-會員結構概況

以軟體服務(38%)、創新服務加值應用(17%)、 資訊安全(14%)為大宗。

現有團體會員近700家，包括從事資訊軟體開發、系統整合、雲
端服務、物聯網、資訊安全、顧問諮詢、教育訓練等之企業。

項目 軟體分類 細項 百分比

A
系統暨工具性

應用軟體

程式開發軟體

9%專案管理測試系統

系統工具性應用軟體

B
各行業管理
及應用軟體

經營決策應用管理軟體

10%ERP

金融業務管理系統

C
多媒體與
數位內容

影音應用

12%數位學習應用

電子出版品

D 軟體服務

系統規劃與導入

38%客製化軟體開發

電子商務

E 資訊安全服務

安全內容與威脅管理

14%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身分認證與存取管理

F
創新服務
加值應用

雲端運算應用

17%

AIOT

巨量資料技術與應用

智慧城市

智慧製造

5G

總計 100%

系統暨工具性應用軟體

9%

各行業管理及應用軟體

10%

多媒體與數位內容

12%

軟體服務

38%

資訊安全

14%

創新服務

17%



中華軟協榮獲BSI-資訊韌性 精銳獎 殊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x2SIxi8yAE&t=14s


-《臺灣數位轉型 實現碳排淨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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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及參與重要會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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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數位轉型 實現碳排淨零》論壇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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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辦 理 及 參 與 重 要 會 議



110年 5/5 ASOCIO多國線上論壇@承德辦公室

參與亞太地區多國的線上論壇，交流分享台灣在後疫情時代的資通訊軟體應用經驗。
中華軟協集結多家台灣代表性廠商，提供科技防疫解決方案，包含「智慧醫療(Smart 

Medical)-工研院、磐儀科技、慧誠智醫；遠距辦公(Work From Home)-資策會、訊連
科技、合勤科技；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旭聯科技、巨匠電腦；雲⋯⋯端客服中心
(Contact Center)-大同世界科技、程曦資訊」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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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9/4 AI解決方案與資安線上國際記者會

本會與外貿協會合作辦理AI解決方案與資安線上國際記者會。吸引美國、
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孟加拉、緬甸、菲律賓、泰國、越南、歐洲、
德國、義大利、巴西、印度、印尼、埃及等16個國家及逾160位買家與外
媒線上報名，在線觀看人次逾200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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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18 本會沈理事長當選WITSA新任理事

WITSA世界資訊科技與服務業聯盟18日改選2020-2022年度主席與理事會，會
員國希臘信息技術與通信企業聯合會（SEPE）代表Yannis Sirros被推舉為新任
主席，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理事長沈柏延則高票當選WITSA新理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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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WITSA新任董事

中華軟協理事長沈柏延

WITSA世界資訊科技與服務聯盟18日改選2020-2022年度主

席與董事會，會員國希臘信息技術與通信企業聯合會

（SEPE）代表Yannis Sirros被推舉為新任主席，本會理事長

沈柏延則高票當選WITSA新董事(理事)。

WITSA理事會代表軟協被推選擔任「業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並推選擔任「業務發展委員會」的主席



-政府政策

17

參、辦理及參與重要會議活動



110年5/13民間支持-加速政府落實成立「數位科技發展部會」

邀請行政院吳政忠政務委員、立法院范雲委員、蘇巧慧委員出席，針對政府即
將成立「數位科技發展部會」之組織功能、法規、人力及資通訊環境等議題，
提供產業觀察與政策落實建言。 18



110年 8/31 政府採購法修法座談會

資服產業是支持各產業數位轉型發展的關鍵，透過參與政
府資訊軟體及服務標案，為政府創造出更多便民的服務

19



110年9/15 研議數位專責部會組織定位座談

110年9/15(二)舉辦「研議數位專責部會組織定
位座談會」，由中華軟協沈柏延理事長主持，並
邀請立法院數位治理委員會范雲會長出席，與軟
協理監事一同針對未來數位專責部會的功能進行
互動對談。會中也特別邀請叡揚資訊張培鏞董事
長擔任引言人，說明軟體產業發展及對專責部會
之期許，再請與會人士集思廣益一起討論落實的
方向。 20



準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鳯8/12率隊來訪中華軟協沈柏延

理事長及常務理監事、各任務組/促進會/聯盟會長，

交流數位發展議題！

唐部長說明數位發展部的組織架構及任務目標，沈理

事長也簡介中華軟協重點業務，並就資服業發展策略

及國際化提出建議, 會中討論熱烈，共同期待數位發展

部成立後能協助資服產業在數位服務開啟新篇章！



2021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電子版下載

2021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發表會



數位部成立，軟協再度向政府提出白皮書建言，並成
立資安長聯誼會，籲請政府為民間創建數位產業發展
沃土！✨

中華軟協今天舉辦「2022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發表暨
資安長聯誼會成立記者會」，邀請到數位發展部唐鳳
部長以影片方式出席致詞，數位發展部闕河鳴次長、
呂正華署長、智榮基金會施振榮董事長、台灣區電機
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李詩欽理事長、數位經濟暨產業發
展協會陳正然理事長、台灣數位科技與政策協進會張
培鏞副理事長及資安長聯誼會李德財總召集人等出席
支持。

「2022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以數位技術建立經濟、
科技、淨零、人文俱進的臺灣》為願景，從國家到產
業發展列舉五項戰略目標：1.建立數位強國、2.促進
數位平權、3.加速數位轉型、4.強化資安防護、5兆元
數位服務，並且在各項戰略目標下提出相關的重要策
略議題。期望與數位部的政策目標相呼應，政府與產
業共同攜手合作，期待臺灣在下一個十年會成為數位
強國！

2022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發表會



111年9/7 軟協成立 資安長聯誼會

在沈柏延理事長號召下邀請中央研究院李德財院士擔任總召集人，以及幾位資安專家以非營
利性質來帶領組成，包括鴻海研究院李維斌執行長、秀傳醫療資訊劉立副院長、資訊應用發展
協會張家生副理事長及中華軟協資安促進會高浩傑會長等人來擔任各產業會長。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6%9D%8E%E5%BE%B7%E8%B2%A1%E9%99%A2%E5%A3%AB?__eep__=6&__cft__%5b0%5d=AZXctoP8XM6iiKYiOhPQCvIYsRL662XW_t7pCH1A9otFDIhaO6NcgPJccY4aSPqAQ3ydlMNX6Pg_uo0Fbxf0ocJn9tFmCy9XFSOC6Ksp3BHRxKCS9nHUUjHcW3nSsOZA5_kx2VdCAWJgwpvi1WGXEuk0hNoHn_PpkCCTjMiu2FEg2gSLl4I1Ve4NwWXpI32gmG0&__tn__=*NK*F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B4%BB%E6%B5%B7%E7%A0%94%E7%A9%B6%E9%99%A2%E6%9D%8E%E7%B6%AD%E6%96%8C%E5%9F%B7%E8%A1%8C%E9%95%B7?__eep__=6&__cft__%5b0%5d=AZXctoP8XM6iiKYiOhPQCvIYsRL662XW_t7pCH1A9otFDIhaO6NcgPJccY4aSPqAQ3ydlMNX6Pg_uo0Fbxf0ocJn9tFmCy9XFSOC6Ksp3BHRxKCS9nHUUjHcW3nSsOZA5_kx2VdCAWJgwpvi1WGXEuk0hNoHn_PpkCCTjMiu2FEg2gSLl4I1Ve4NwWXpI32gmG0&__tn__=*NK*F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A7%80%E5%82%B3%E9%86%AB%E7%99%82%E8%B3%87%E8%A8%8A%E5%8A%89%E7%AB%8B%E5%89%AF%E9%99%A2%E9%95%B7?__eep__=6&__cft__%5b0%5d=AZXctoP8XM6iiKYiOhPQCvIYsRL662XW_t7pCH1A9otFDIhaO6NcgPJccY4aSPqAQ3ydlMNX6Pg_uo0Fbxf0ocJn9tFmCy9XFSOC6Ksp3BHRxKCS9nHUUjHcW3nSsOZA5_kx2VdCAWJgwpvi1WGXEuk0hNoHn_PpkCCTjMiu2FEg2gSLl4I1Ve4NwWXpI32gmG0&__tn__=*NK*F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B3%87%E8%A8%8A%E6%87%89%E7%94%A8%E7%99%BC%E5%B1%95%E5%8D%94%E6%9C%83%E5%BC%B5%E5%AE%B6%E7%94%9F%E5%89%AF%E7%90%86%E4%BA%8B%E9%95%B7?__eep__=6&__cft__%5b0%5d=AZXctoP8XM6iiKYiOhPQCvIYsRL662XW_t7pCH1A9otFDIhaO6NcgPJccY4aSPqAQ3ydlMNX6Pg_uo0Fbxf0ocJn9tFmCy9XFSOC6Ksp3BHRxKCS9nHUUjHcW3nSsOZA5_kx2VdCAWJgwpvi1WGXEuk0hNoHn_PpkCCTjMiu2FEg2gSLl4I1Ve4NwWXpI32gmG0&__tn__=*NK*F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8%8F%AF%E8%BB%9F%E5%8D%94%E8%B3%87%E5%AE%89%E4%BF%83%E9%80%B2%E6%9C%83%E9%AB%98%E6%B5%A9%E5%82%91%E6%9C%83%E9%95%B7?__eep__=6&__cft__%5b0%5d=AZXctoP8XM6iiKYiOhPQCvIYsRL662XW_t7pCH1A9otFDIhaO6NcgPJccY4aSPqAQ3ydlMNX6Pg_uo0Fbxf0ocJn9tFmCy9XFSOC6Ksp3BHRxKCS9nHUUjHcW3nSsOZA5_kx2VdCAWJgwpvi1WGXEuk0hNoHn_PpkCCTjMiu2FEg2gSLl4I1Ve4NwWXpI32gmG0&__tn__=*NK*F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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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及參與重要會議活動



產 學 合 作 ｜ 搭 建 平 台

本會已與13所大學簽立產學合作意向書(MOU)
(中興、東海、朝陽、中華、北商大、高師大、成大、

中山醫大、央大、大同、淡江、東華、北科大)



110年8/6 朝陽科技大學AI智慧工程應用產學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本會與朝陽科技大學舉辦「AI智慧工程應用產學策略聯盟簽約儀式」，邀請本會、
三菱電機、佳凌科技及驊宏資通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27



110年9/3與東海大學推動產學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與東海大學DMI-數位製造與創新技術聯盟，簽署MOU協力推
動培訓數位人才 (二代)、進行交流媒合等活動，協助並服務在
地製造產業，以數位科技讓產業升級轉型。 28



110年9/11 與中興大學數據中心簽署MOU

12

為全力推動AI技術與產業應用，本會與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簽署MOU，
將以創新5T (Information Tech.、Communication Tech.、Data Tech.、
Security Tech.、Operational Tech.)融合應用與興大大數據中心本身的數
據分析、資料探勘、機器學習等AI技術，偕同資服業者合作整合技術與應
用，為台灣各產業累積數位轉型及產業創新的實力 29



本會沈柏延理事長、張榮貴常務理事及詹麗淑秘書長受中華大學劉維琪校長邀請到校

簽立MOU並親自接待參訪中華大學職有為你中心，賈桃樂學習主題及AI+體驗：從寫

履歷、AR上妝、智慧面談到真人面試，全方位將學生打造就職環境預演，用心100分！

110年11/16 與中華大學簽署MOU

30



在全球資訊產業瞬息萬變之下，數位轉型成了產業升

級之關鍵要素，為此中華軟協沈柏延理事長以及詹麗

淑秘書長今日攜手臺北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簽訂「數

位轉型產學合作備忘錄」。

未來將集結雙方資源，共同協助台灣產業推行數位創

新與智慧零售，加速企業數位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

並期盼透過產學交流與合作，擴大產業效益。

110年12/24 與台北商業大學簽署MOU

31



沈理事長於5/26與中央大學周景揚校

長簽署產學合作MOU，未來雙方將共

同協助台灣產業善用數位技術推行數

位創新與智慧計算，加速企業數位轉

型、提升產業競爭力。

國立中央大學致力培養學生在數位創

新與智慧計算的能力，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將偕同本會資

服廠商會員，結合雙方師資、促進產

學合作。

111年5/26與國立中央大學簽署MOU



本會沈理事長與高雄師範大學簽署數位轉

型產學合作MOU

本會又再度迎來了新的合作夥伴🌞

未來與高師大將就智慧校園及智慧製造等

範疇啟動合作機制

中華軟協與高雄師大未來也將為資訊產業

共同努力💪🏻

期待每一次的合作帶來更大的效益

更期待未來也有更多新的夥伴加入軟協🌟

111年3/4與高雄市範大學簽署MOU



沈理事長與大同大學何明果校長6/23簽署

產學合作MOU，未來雙方將就智慧場域應

用及人才培育等範疇啟動合作機制

中華軟協與大同大學未來也將為資訊產業

共同努力。

電機資訊學院許超雲院長特別為本次
產學合作即興創作一首藏頭詩
期待本次合作能夠成功順利！

軟體正當道
協會能耐高
大同合作好
大學技術罩

111年6/23與大同大學簽署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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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共同協助台灣產業推動數位

轉型，於8/3上午舉行線上簽約儀式，

由沈柏延理事長與東華大學趙涵捷校

長簽署合作備忘錄。結合軟協會員廠

商與東華大學學界能量，用數位技術

推行智慧商務，加速企業數位轉型、

提升產業競爭力。合作範圍包含產學

合作、智慧場域驗證、人才培育、產

業數位轉型諮詢、個案研究、推廣行

銷等等。

111年8/3與國立東華大學簽署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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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與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攜手於111年9月23日（五）舉

辦MOU產學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由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沈柏延理

事長及北科大王錫福校長簽約✍

期許雙強將聯手進行數位創新與人工智

慧合作相關研究，以培育資訊安全前瞻

研究人才為最終目標🎯；協助臺灣產業

加速企業數位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

111年9/23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簽署MOU



-智慧製造、AI、資安

37

參、辦理及參與重要會議活動



110年5/22 智慧製造促進會啟動大會暨 會員聯誼會

5/13舉辦智慧製造促進會啟動大會暨會員聯誼會。近40家智慧製造資訊軟體業者出席參
與。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與時任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陳國樑主秘出席致詞

38



110年6/9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政府資安實務交流會

資安產業應用促進會於6月9日舉辦「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政府資安實務交流會」，
由舒世明前會長主持並引言。
有9家資安公司就案例切入做資安解決方案分享，政府機關近200位資訊資安人員
共聚一堂，交流熱烈。 39



110年9/2 政府資訊安全實務交流研討會

9月2日舉辦「杜絕勒索病毒危害降低資料遺失風險-政府資安實務交
流研討會」，由舒世明前會長主持。
本次交流會邀請政府機關近200位資訊資安人員共聚一堂，交流熱烈。

40



-公協會關係

41

參、辦理及參與重要會議活動



110年8/18 中華民國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暨各電腦公會來訪

42



110年9/17 拜訪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43



110年10/6 台灣智慧製造大聯盟成立大會

台灣機械公會與台灣區電機電子公會於台北福華大飯店，宣布成立「台灣智慧
製造大聯盟」，協助台灣設備業與製造業進行數位轉型。
由機械公會與電電公會主辦，本會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資訊工業策進會共同協辦，並由經濟部指導。 44



110年10/21 中華軟協 X 資策會兩會策略會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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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協助會員拓展商機



47

肆、協助會員廠商拓展商機-創新資訊應用展示暨研討會
◆為協助資訊軟體業者及工業局共契廠商推廣軟體產品，持續6年舉辦「創新資訊應

用展示暨研討會」(原創新軟體展)，搭建政府機關與資訊廠商間的橋樑，目前共契平
台每年有高達6,000個品項上架，2020年採購金額更高達到50億台幣，顯見有越來
越多資服廠商加入共契服務。

◆為使參展廠商效益最大化，2021年雖受疫情影響且在集會活動具有人數限制之下，
展示活動仍以北中南三場次全台巡迴實體展示方式進行，並以「雙論壇」－資訊安
全論壇及智慧應用論壇模式，讓與會者能彈性選擇參與之議題。共計54家次共契廠
商參與、47位講師進行新知分享，更有300位政府單位資訊、採購人員共襄盛舉，
創造更優質的資訊產業服務模式。

10/1(五) 下午13:30-17:0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4F

401.402會議廳 / 403展示廳

10/15(五) 下午13:30-17:00
台中豐邑市政都心廣場3F

301-303會議廳 / 304-306展示廳

10/22(五) 上午09:30-下午17:00
台北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感恩廳+噶瑪廳 / 貝塔廳



銀級金級鑽石級

肆、協助會員廠商拓展商機-2022數位應用週

7/19(二) ~ 7/22(五)

全線上數位論壇+展會



2022數位應用週 開幕論壇

「堅韌台灣 加速產業數位轉型」



https://digi.cisa.tw/forum-List.html
https://digi.cisa.tw/index.html


2022數位應用週 開幕論壇

臺灣數位轉型 實現碳排淨零

「堅韌台灣 加速產業數位轉型」開幕論壇

2022數位應用週



2022數位應用週 活動花絮



2022數位應用週 活動花絮



2022數位應用週 活動花絮



2022數位應用週 14場論壇
序 日期 時間 論壇名稱 YT最高上線人數 FB最高上線人數

YT累積觀看次數
(持續更新)

FB累積觀看次數
(持續更新)

1 7月19日 09:30-12:00
「堅韌台灣 加速產業數位轉型」

開幕論壇
571 1,894 1,342 1,893

2 7月19日 14:00-16:00
Transform Asia to Digital 

Service Society
64 1,107 536 833

3 7月20日 09:30-12:00 元宇宙關鍵下一步 ‧ 邁向新商機 784 776 1,530 955

4 7月20日 14:00-16:00 企業數位轉型X創新商業價值 185 960 939 1,064

5 7月20日 09:30-12:00 洞悉後疫情時代的智慧零售商機 119 734 833 995

6 7月20日 14:00-17:00
「數位臺灣 資安共行」資安交流

媒合會
161 1087 934 1,493

7 7月21日 10:00-11:30
「科技賦能 明日醫療」智慧醫療

應用論壇
708 790 634 557

8 7月21日 14:00-16:05 淨零創新 永續新經濟論壇 398 0 1,896 N/A

9 7月21日 10:00-12:00 企業碳盤查落地應用 113 370 568 923

10 7月21日 14:00-17:00 雲端轉型，「智」造新商機 907 388 2,889 451

11 7月22日 09:30-12:00 數位轉型：D2C直達消費者的心 819 604 853 975

12 7月22日 13:00-16:30 AI治理，步步為「贏」 465 359 631 616

13 7月22日 10:00-12:00
MarTech關鍵策略－小型企業新

商模．翻轉地方新經濟
meet：334 689 112 38,000

14 7月22日 14:00-16:30 區塊鏈與永續發展創新應用 meet：163 563 135 940

總計 14場次 5,791 10,321 13,832 49,695

全官網累積瀏覽數 20萬以上

資料統計期間：7/19-8/11



2022數位應用週 成果展示

館別 智慧應用 雲端服務 新創創新 資訊安全 淨零碳排

參與家數 22 15 10 26 12

心動按讚 5,931 N/A 3,340 4,042 3,487

累計瀏覽 11,722 2,721 6,419 10,942 7,984

總按讚數 16,800；總累計觀看數 39,788

項目 排名 公司名稱 數量

心動
按讚

1 英特內 451

2 哈瑪星 435

3 迅思創意 428

展示
攤位
瀏覽

1 慧與科技 785 

2 工研院 580 

3 哈瑪星 540 

資料統計期間：7/1-7/24



2022數位應用週 參展名單
智慧應用(22) 雲端服務(15) 新創創新館(10) 資訊安全(26) 淨零碳排(12)

人工智能 電子發票 三維人 三甲科技 大同世界科技

大同世界科技 開店平台 工合 幻雲資訊 大同智能
中華資安國際 行動支付 台灣資料科學 台迅科技 台灣微軟

互動資通 財會管理 谷林運算 台眾電腦 巨匠雲科技教育

台灣帆軟 會員極點系統 杰倫智能科技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 哈瑪星科技

台灣微軟 資訊安全 城智科技 如梭世代 美商鄧白氏
台灣資料科學 進銷存管理 展綠科技 來毅數位科技 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

巨匠電腦 企業資源規劃 博斯資訊安全 飛泓科技 倍力資訊

旭聯科技 生產管理 集智顧問 啄木科技 工業技術研究院
迅思創意行銷 數位行銷 薪傳智庫數位科技 捷而思 鼎新電腦

金財通商務科技服務 雲端辦公協作 眾至資訊 漢門科技
哈瑪星科技 客戶服務系統 智弘軟體科技 薪傳智庫數位科技

英特內軟體 雲端收銀 華苓科技

神通資科技 人力資源管理 華鉅科技
工業技術研究院 客戶關係管理 華電聯網

資訊工業策進會 雲智維科技
國眾電腦 雲想科技

楷巨國際 椰棗科技
漢門科技 楷巨國際科技

慧與科技 漢領國際

緯謙科技 碩壹資訊
鎧睿全球科技 精品科技

精誠科技整合
網擎資訊軟體

叡揚資訊
擎願科技



2022數位應用週 平面媒體 工商、經濟



2022數位應用週 網路媒體 近百篇新聞



2022數位應用週 電視媒體
三立、民視、八大、非凡



肆、協助會員廠商拓展商機-非凡電視科技軟實力

15

61
14

8/25
網站安全&智慧製造

巨鷗
科技

中興
工程

微軟 捕夢網

07/28
雲端物聯&智慧校園&金商物流

08/4
資訊安全&雲端產業

08/11
資安&AI&數位行銷

08/18
大數據&雲端應用

中兆匯
凌羣
電腦

雲協 金財通

不二
科技

中華
電信

安碁 雲協

互動
資通

微軟 國興 資策會

樂學網
久大
行銷

軟協X非凡共同製作專題節目

一等一
科技

和康
機械

9/1
智能機器人&智慧點餐

程曦
資訊

宣揚
電腦

優思
睿智

微軟



軟協在生態系扮演角色

促成台灣資服業及各展業都有國家代表隊成為產業”星群亮點“

產業

國際

會員

法人

政府

促進產業轉型

擴大跨國合作
開拓國際市場

擴大市場及會員服務
(提升資服業競爭力)

共同合作、互利雙贏

推動政府政策
(資訊力)

．機械 ．塑化
．醫療 ．食品

．零售 ．批發
．餐飲 ．農業

．學、研機構
．產業公協會
．工研院、資策會

．立法院、工程會
．科技會報
．經濟部、科技部

．WITSA
．ASOCIO

．本會資服會員
．外商會員
．贊助會員

62

願景展望



www.cisa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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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軟協會員服務項目

https://www.cisanet.org.tw/Member/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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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華軟協掌握第一手產業資訊

立即按讚加入軟協FB
https://www.facebook.com/cisanet/

立即瀏覽軟協官網
http://www.cisane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