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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製造能有效提升製造業⽣產⼒及競爭⼒。德國 TrendForce 旗下拓墣產業研究
所預計，2020 年全球智能製造及智能⼯廠相關市場規模將達 3,000 億美元。

本綜合課程由香港⽣產⼒促進局（⽣產⼒局）、台灣緯育股份有限公（TibaMe）、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MITSUBISHI ELECTRIC）和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協會（TAIROA）的技術專家教授，旨在將台灣嶄新的人⼯智能和預測性分析技術
轉移給香港，緊貼智慧城市和智能製造年代的發展步伐。學員可認識目前市場最先
進的智慧城市和智能製造技術，包括物聯網技術、預測性分析、人工智能、深度學
習、大數據和相關現場案例實踐等。

課程將在台灣台北和台中地區舉行，由台灣智慧⼯業和人⼯智能知名企業、協會內
的老師授課，總共培訓課時為24小時。

課程簡介

課程編號 10010523

日期及時間
11月22日 - 26日（共五天）
（星期日早到星期四晚）

地點 台灣地區（台北和台中）

語言 普通話

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港幣12,000元
（最高可獲得資助港幣8,000元）

備註

* 費用包括：經濟艙機票、機場稅、燃料
和保安費、酒店雙床房間、酒店早餐、午
餐簡餐、當地交通意外保險。
* 費用不包括：單人房附加費（港幣
1,600元）、當地晚餐、簽證申請費、特
殊航班和酒店安排的額外費用、導遊和司
機小費以及其他未提及的費用。

此課程現正申請「再⼯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資助，如申請成功，合資格學員最高可獲得2/3學費
資助。詳情請瀏覽：https://rttp.vtc.edu.hk。

本課程內容涵蓋先進的預測性分
析和人⼯智能技術：

1. 物聯網技術和架構在智能製造
的應用

2. 預測性分析機器學習模型在智
慧城市、智能製造上的技術和
應用案例分析

3. 電腦視覺技術技術架構在智慧
城市、智能製造上的技術和
應用案例分析

4. 物流、包裝和FPD行業AI智慧
製造業製造業解決方案解讀

5. 大數據在智能製造上的技術和
應用案例分析

課程費用: 港幣12,000元（最高可獲得資助港幣8,000元）
*此為最高資助金額，資助款項以最終批核為準

台灣預測性分析和人工智能培訓課程



行程/課程大綱

台灣預測性分析和人工智能培訓課程

申請RTTP培訓資助
公司如需為僱員申請RTTP培訓資助，須於開課至少兩星期前於https://rttp.vtc.edu.hk/rttp/login提交申請。另外，
申請表連同證明文件亦可電郵至rttp@vtc.edu.hk提交予秘書處。

日期 內容（上午 9:30 – 12:30） （下午 14:30 – 17:30） 地點

11月22日
（星期日）
三小時

9:05 a.m. – 10:55 a.m.
HX252（香港航空）或同級

課程一：物聯網技術和架構
在智能製造的應用
1. 台灣「⽣產⼒4.0」發展

方案
2. 應用物聯網技術進行數碼

轉型的案例
3. 物聯網的安全考量和挑戰

香港 - 台北

陳呼龍顧問
香港⽣產⼒促進
局

11月23日
（星期一）
六小時

課程二：預測性分析
1. 預防性維修保養到預測性

分析
2. 機器學習跟統計的差異
3. 監督式學習 - 迴歸、分類
4. 非監督式學習 - 降低維度、

分群

5. 半監督式學習
6. 如何運用機器學習實踐預

測性分析
7. 預測性分析於製造業的案

例
8. 預測性分析於智慧城市的

案例

台北

緯育股份有限公
司（TibaMe）

台北 - 台中

11月24日
（星期二）
六小時

課程三：e-F@ctory 智能製
造業解決方案
1. 邊緣計算技術
2. FPD行業智能製造解決方

案

3. 包裝行業解決方案解讀
4. 紙巾行業解決方案解讀
4. 物流行業解決方案解讀

台中

台灣三菱電機股
份有限公司
（MITSUBISHI
ELECTRIC）

11月25日
（星期三）
六小時

課程四：電腦視覺
1. 電腦 v.s. 人類視覺系統
2. 機器視覺的優勢
3. 電腦視覺處理軟軟件 –

OpenCV
4. 影像運算和影像處理

5. 影像分割與輪廓
6. 物件追蹤與動作分析
7. 深度學習偵測影像案例 -

⼯業口罩檢測
8. 深度學習分割影像案例 -

瑕疵產品影像分割

台中

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TAIROA）

11月26日
（星期四）
三小時

課程五：人工智能大數據技
術
1. 大數據的特點和分類
2. 數據分析平台
3. 大數據分析平台 –

Hadoop、Spark
4. 大數據與雲端運算
5. 大數據於⼯業4.0的案例

與實踐

4:50 p.m. – 6:30 p.m.
AE1841（中華航空）或同級

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TAIROA）

台中 –香港

查詢 許小姐 | +852 2788 5787 | yukihui@hkpc.org 
梁先生 | +852 2788 5305 | hobertliang@hkpc.org 



本課程將由香港⽣產⼒促進局（⽣產⼒局）、台灣緯育股份有限公司（TibaMe）、台灣
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MITSUBISHI ELECTRIC）和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ROA）的技術專家授課。

講師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並於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或之前，

以下列方式遞交至香港⽣產⼒促進局：

電郵：yukihui@hkpc.org 或 hobertliang@hkpc.org

報名方法

QR Code 
Here

查詢 許小姐 | +852 2788 5787 | yukihui@hkpc.org 
梁先生 | +852 2788 5305 | hobertliang@hkpc.org 

申請RTTP培訓資助
公司如需為僱員申請RTTP培訓資助，須於開課至少兩星期前於https://rttp.vtc.edu.hk/rttp/login提交申請。
另外，申請表連同證明文件亦可電郵至rttp@vtc.edu.hk提交予秘書處。

台灣預測性分析和人工智能培訓課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顧問 陳呼龍顧問
陳呼龍先⽣是香港⽣產⼒促進局的顧問，在智慧城市、智能製造、
⼯業4.0和模具標桿行業擁有超過10年的⼯作經驗。他還開展了一
個世界級技術基準測試項目，為香港模具協會建立一個包含100多
個關鍵性能指標的評估模型數據庫。

台灣緯育股份有限公司（TibaMe）專家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TibaMe），是全球最大的資訊及通訊產品
（ICT）企業集團之一的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Wistron Corp.)，
與美國頂尖雲端技術教育平台堂科 ，提供人⼯智能、預測性分析和
雲端數位學習平台系統，人⼯智能人才技術培訓等服務。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MITSUBISHI ELECTRIC）專家
三菱電機成立於1921年，是日本第三大綜合電機⽣產商，為三菱
集團的核心企業之一，也是世界五大光電產品製造商之一。三菱電
機從1949年開始在台灣展開事業活動，至今已創造一系列「第一」
的紀錄，也研發出許多劃時代的創新技術。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專家
由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會（ ROBOAT ）與台灣製造⼯程與自動
化科技協會（ TSMEA ），為加速推動智慧型自動化產業，全面落
實「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國際化」，並促進「傳統產業全
面升級」及「新興產業加速推動」於2011年合併成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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