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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IoE）就在当下



    我们早已经走入互联网时代，然而世界上

仍有 99%的事物尚未与之相连。而根据麦肯

锡全球研究院（MGI）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至 2025年，在中国，由互联网引发的 GDP

年增长将达到6,400亿美元至22,600亿美元。

思科认为，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

势不可挡，这势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对相

关人才的需求也将是巨大的。作為一名在校學

生，如何把握時代脈動，規劃職業生涯，為就

業做好準備？思科網路學會將為你提供“完美

方案”。目前，思科網路學會在全球165個國家

擁有 1萬個學院，現時有來自全球的 100 萬名

學生同時線上學習。在此，我謹代表思科網路

學會全體師生，歡迎你的加入！ 

练沛强

思科大中华区公共事务部

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思科估计，99.4%的物理对象至今尚未联接到互联网。这也

意味着 1.5万亿全球事物中仅有 100亿已经联接到互联网。从个

人层面上说，目前全球的每个人大约有 200个联接到互联网的事

物 ¹。这些事实说明，联接未来互联事物的领域具有巨大潜力。

即便如此，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参见图 1）。在

人员、流程、数据及事物的万物互联（IoE) 影响下，互联网的下

一轮显著增长即将到来。

图 1. 联接至互联网的事物数量的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Cisco IBSG，2013 年

万物互联（IoE）就在当下

“固定式”计算
（您去设备所在之处）

移动式／自动设备
（您随身携带设备）

物联网
（设备时代）

万物互联（人员、流程
数据、事物）



万物互联（IoE）将在全球创造 14.4万亿美元的潜在价值，

这将是 2013年至 2022年各个企业和行业之间可创造或将迁移

的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之和 ²。在未来 10 年中，中国的全球潜

在价值份额为 1.8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12%³。

图 24

1.4万亿美元
（全球 9.5万亿美元）

来自行业特定的用例

0.4万亿美元
（全球 4.9万亿美元）

来自跨行业的用例

1.8万亿美元
（全球14.4万亿美元）

思科对 “ 万物互联 ” 的定义是：聚合人员、流程、数据及事物，使网络联接比以往更具有相关性、

更有价值，将信息转化为行动，创造新的能力、更丰富的体验，给企业、个人和国家带来前所未

有的经济机遇。

1、2、3、4 资料来源，Cisco IBSG，2013 年



万物互联（IoE）带来新的机会、业务、体验和服务，并为个人、

企业以及国家带来巨大机遇。因此，未来中国各个行业将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对合格的网络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也将无处不在。

根据国际知名 IT行业市场调研公司 IDC所做的网络技能模

型分析，目前网络技能供不应求，而且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到可以

预见的未来。

IDC 估计整个大中华区 2012 年大约缺少 226,031 网络技

术专业人员，预计到 2016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315,680。这

些数据说明到 2016 年这一技能缺口将占到 27%（按总需求的

比例计算）。

大中华区的企业普遍缺少拥有良好技能的员工。未来应对这

一挑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更多的学生和专业人员提供基本技

能和新兴技术方面的正规培训。

网络技术人才需求

2012-2016年，大中华区网络技能供求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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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年，大中华区网络技能人才供求总体情况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2016
年度复合
增长率

需求 827,176 923,311 1016,872 1,100,924 1,181,898 9.3%

供应（人） 601,144 669,173 734,848 791,079 866,218 9.6%

缺口（人） 226,031 254,138 282,023 309,845 315,680 8.7%

缺口（%） 27.3% 27.5% 27.7% 28.1% 26.7%

大中华区总体网络技能缺口指数

总计 2012 2016
人数缺口 缺口（%） 人数缺口 缺口（%）

中国台湾 7,260 23.3% 8,776 21.1%

来源：2013 年 IDC

来源：2013 年 IDC

2012 年台湾对于网络技能人才的需求达到 31,183 人，其缺

口为 7,260 人，预计 2016 年这一数字会增加到 8,776。

数据来源均来自 IDC2013 年《大中华区网络技能缺口的发展白皮书》



思科網路學會成功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網路科技學習過程除齊全設備與

良好訓練空間外，優良的學習參考資料具舉足輕重地位。思科網路學

會打造的 24 小時不打烊的世界最大線上學習環境，完整由淺入深的

完整體系地學習模式，並以獨特的實作練習強化學生理論概念並引起

學習興趣，同時國際化的學習平台與內容增進相關專業英文能力。透

過有系統地學習思科網路學會課程，與思科網路學會認證講師群的不

吝指導，2013 年我代表台灣參加世界技能競賽 (2013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資訊與網路技術」職類獲得銅牌。未來我期許自己投

入資訊科技行業， 取得思科專家級證照， 成為跨領域整合整解決方

案專家與認證講師，為台灣資訊科技業貢獻一己心力。

“

”

劉會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資工系
第四十二屆國際技能競賽「資訊與網路
技術」職類銅牌



“我是思科網路學院的一名畢業生，通過在思科網路學院的學習

和和自己的不斷努力，我獲得了許多行業高級的認證，其中包括思科

CCIE、CCNP等。參加思科網路學院的學習幫助我打好了堅實的基礎，

向未來的事業發展邁出了第一步。我始終致力將專業帶進夢想的領域，

在工作的每天都能夠運用自己的技能不斷提升技術，將自己塑造成為

網路專家，並成為服務運營經理，帶領 IT 服務團隊。廣泛的技術知

識和工作經驗使我在申請應徵目前的工作時，成為突出的人選。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資訊科技及工程系畢業
並為香港理工大學資訊科技碩士畢業生及應屆
工商管理碩士生

梁偉傑



為何選擇思科網路學會

思科網路學會——“全球最大課堂”，享受線上學習的樂趣

顛覆傳統的學習方式

思科網路學會採用靈活的 E-learning 教學方

式，教育和互聯網的黃金組合超越了時間、

空間和社會經濟地位的藩籬使來自世界各地

的學生共同學習， 共同進步。

思科網路學會自1997 年面向全球推出以來，

已經在 165 個國家擁有 10000 所學院，至

今已有近 500 萬名學生參與該專案，現時全

球有 100 萬名學生同時線上學習。

思科網路學會於 1998 年引進臺灣。截止目

前，國內約有近 80 所大專院校與高中職校加

入，擁有超過140 名專業教師。臺灣地區目前

累計超過 7 萬名學生，每年超過10,000 名以

上學生參與該學習計畫，每年培養超過1 萬
多位學生的基礎網路建置，維護與實作能力。

指尖上的學堂

思科網路學會最新推出的基於雲的互動式學

習環境 Cisco NetSpace 能夠支援移動終端

的訪問。因此，用手機、iPad 學習也不再是

難事。

精心設計的課程，
內容豐富“學以致用”

思科網路學會專案致力於教授學生設計、構建

和維護電腦網路等相關技能，使學生成為符合

資訊時代發展要求的人才，為他們創造了更多

就業選擇的機會和發揮個人才能的空間。

權威的認證體系，
助職業生涯“平步青雲”

資料顯示 3，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7 月，

大中華區 2,230 名獲得 CCNA R&S 認證或

更高級別認證資質的學生中：82% 獲得了新

工作；88% 獲得了工作的機會；97% 獲得

了工作或教育的機會；98% 獲得了工作、教

育以及其他機會。

參加華佗盃網路解疑技能大賽 , 
獲得實習就業機會

自 2005 年開始，臺灣思科網路學會每年都

會舉辦華佗盃網路解疑技能大賽。這個賽事

不但可以考察學員在互動社會環境中的個人

能力、培養實際工作中的領導力和溝通力，

也是學員展現自己技術才能的好機會。

於此同時，參加華佗盃網路解疑技能大賽的

優勝者還將作為臺灣代表參加亞太區的比賽 , 
並獲得臺灣思科合作夥伴實習就業機會。

3 資訊來自 ERS,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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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網路學會課程設計結合學校老師們多年的教學經驗與思科專業技術人

員多年的實踐經驗，並於教材內容上提供實作練習的教材，對即將踏進社會就

業的學生是極佳的實戰機會。

教材內容豐富活潑，以互動模式引導學生學習。教材中英文對照，僅需按

鈕即可立即切換，讓學生不僅學習到專業的網路技能，還能夠加強英文能力。

配合最好的 Packet Tracer 模擬軟體，每個課程在規劃的開始即設定了

40%~50% 的實作練習，如此高比例的實戰練習讓學生在職場實際問題時，可

以因為在學校的實際操作而比其他人更快上手。

豐富的多媒體課程資源

思科網路學會課程介紹



多年來，思科認證數量一直保持著雙位數的增長，無論從品質、名譽、及

靈活性等方面都被世界廣泛認可。

通過對網路技術學院教程的學習，學生可以直接參加業界標準的認證考

試。思科專業認證的第一步為 CCENT 認證（Cisco Certified Entry Networking 

Technician），通過進一步學習可參加 CCNA 認證（Cisco Certified Networking 

Associate）及 CCNP 認證（Cisco Certified Networking Professional）。最高

級別的認證是 CCIE 認證（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該認證為業界

最高級別的網路互聯專業認證。

 在這些等級中，不同的發展途徑對應不同的職業需求。思科還提供了多

種專門的合格專家認證，以考察在特定的技術、解決方案或者職業角色方面

的知識。

思科權威認證之路

思科網路技術學院課程體系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TW (臺灣思科網路學會) 

點讚獲得關於臺灣思科網路

學會的最新消息

以下學校皆有開辦思科網路學會課程 , 歡迎與學校聯繫
( 以下學校名單，依加入臺灣思科網路學會時間排序 )

如何加入思科網路學會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
萬能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輔仁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銘傳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元智大學
中原大學
大華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葉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
淡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修平科技大學
吳鳳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世新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南華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德霖技術學院
大同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真理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
育研究所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聖約翰科技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環球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中華大學
新北市立鶯歌高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華梵大學
開南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亞東技術學院
醒吾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TW (台灣思科網路學會 )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HK & Macau

Cisco CSR -TW Facebook-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