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工業審議會
105 年度第 2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三）上午 11 時 30 分
地 點：經濟部工業局 201 會議室
主 席：吳召集人明機
記 錄：經濟部產諮會秘書處陳莉莉
出席委員：
卓共同召集人永財(蔡惠卿總經理代理)、傅委員偉祥(葉維煜簡任技正代
理)、陳委員玲慧、李委員慶華(賴基福專門委員代理)、陳委員信宏、詹
委員文男、劉委員仲明(蔡禎輝副所長代理)、蘇委員炎坤、黃委員文星、
張委員添晉、秦委員嘉鴻(蔡培松秘書長代理)、蘇委員淑津、詹委員正田、
宋委員志育(陳啟泰處長代理)、李委員詩欽(陳逸萍資深副總經理代理)
列席人員：
財政部 吳自心次長
臺灣大學機械系 黃漢邦教授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柯拔希理事長(陳枝昌副秘書長代理)
台中市經發局 呂曜志局長 (江振瑋專門委員代理)
台灣經濟研究院 邱俊榮副院長 (本會顧問)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政策組 胡組長貝蒂 (本會執行秘書)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二所 張建一所長(花佳正副所長代理)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 張國樑科長、謝又民研究員
經濟部產諮會秘書處 孫主任明德、李助理研究員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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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議題簡報：(略)
參、討論議案：「智慧機械產業推動作法」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詹正田董事長
當前政策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極其重要，因機器掌握工廠之製造、
製程。以紡織產業為例，目前製造機能性產品所使用之機器皆由德國進
口，再經過廠商自行研發改良，因而用在休閒布料之彈性纖維，可於抽
紗過程中減少製程，以大幅節省換紗成本，提高廠商之市場競爭力。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淑津技術長
一、 「智慧機械產業之推動」整體規劃適切，唯規劃整廠輸出，「智慧
化」是重點，其標竿場域的選定決定成敗，輸出對象亦須規劃，才
容易聚焦，開發產品。同時也歡迎學校教授帶領學生赴示範工廠進
行實地參訪。
二、 有關「在地化」，宜先了解目前國內廠商在自動化過程中，使用國
內自製及進口工具機的比例，而未來計畫執行 3～5 年後國產機具
使用率預定成長的百比分又為何，應先訂出目標值。
三、 智慧機械／智慧之都，不只是精密機械，軟體的適度開發，才能成
就智慧機械的誕生。國內感測器(Sensor)、物聯網技術(IOT)、巨量
資料(Big Date)等的規劃亦是刻不容緩。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詹文男所長
一、 簡報第 6 頁，建議推動方向是協助提升『解決方案供應商』的能耐，
因為外銷到國外市場還是需要與當地『系統整合商』合作方能竟其
功。
二、 簡報第 7 頁，願景有兩個面向。未來推動時建議從這兩個面向思
考。在智機產業化方面，目前已有基礎，如何自主為關鍵。而產業
智機化，因產業水準落差甚大，從模範來帶動示範，也形成行業規
範，比較有機會加速產業智機化的程度。
三、 願景已形成，目標建議要具體。在國防產業的思考上，理想上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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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有什麼？而非有什麼打什麼？我們需要什麼智機自主技術？
需要投入多少資源？何時要研發推出？也應有具體的衡量指標。
四、 建議考量智機產業振興條例的立法，以加速智機產業的發展。
五、 簡報第 9 頁，結合產學能量方面，
「訓練當地找，研發全國找」建
議應思考為「研發全球找」。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會 蔡培松秘書長
一、 建議揖注更多資源在「智慧機械產業」的發展，補助經費 6 億元，
似不足以彰顯政府對此產業推動的決心。
二、 請政府結合國內研發資源，開發中高階控制器，以提升國內機械廠
商之競爭力。
三、 我國仍以中小企業占多數，扶植其轉型升級，可思考研發適合小型
企業廠商發展的產品項目，如自助加油機若增加其智慧化連結，即
可由遠方控制，警告異常情形發生及排除故障等。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陳枝昌副秘書長
一、 工業局近期推動「智慧機械方案」不遺餘力，且確實掌握廠商需求，
工研院亦實地協助廠商跨域解決難題，廠商受益良多，實至為感佩。
二、 簡報第 10 頁，在「加強產學研合作，培訓專業人才」方面，目前
本會與工研院機械所合作推動「人才紮根計畫」，成果頗佳。第 1
次參與活動廠商即逹 150 餘家，工業局也提供補助經費，輔導廠商
申請並協助促成產學合作，相關機制希望未來能持續擴大辦理。
三、 建議將工研院機械所執行之「智慧製造產業創新知識庫」計畫，其
原文（英文）部分皆翻譯成中文，以方便國內機械廠商閱讀參考，
俾利國內機械設備業升級、成長。
英業達集團 陳逸萍資深副總經理
一、 從精密機械提升到智慧機械，需建立在智慧技術上，如: 機器人、
物聯網、大數據、CPS(虛實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精實管理、智慧技術和感測器，建議多著力於智慧技術的研發。
二、 智慧機械業 6 億元的補助經費，宜先考量（一）占我國 64%的外銷
產業；
（二）占 95%的中小企業。就此 6 億補助經費，建議應深入
了解補助優先順序，找出具領導技術的中小企業，以期達到示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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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英業達為例，我司著手於工業 4.0，布局工廠自廠化，添購
機器手臂作業，在工廠佈置感測器 SENSOR 以達人機合一的整合，
此也是重點方向。
三、 選擇產業別及示範平台極為重要，目前工業 4.0 廠商（如台積電等）
所使用之機器大多數是 4.0 之上，合乎工業 4.0 的平台，因此建議
不必補助此產業和平台。然而可以多著墨其他產業和平台。我國機
械廠商在節省成本、人工之競爭需求下，大量採購機器手臂，唯因
缺乏軟體，致使機器手臂效能降低，未來建議加強軟體系統整合的
研發，並培植軟體系統人才，以縮短產學落差，提升系統整合的能
量。
四、 最後，如何應用此 6 億元的補助經費，布局國際化是必然的趨勢。
在智慧機械中，領頭企業中，最重要的是布局國際化，才能培養出
國際智慧機械龍頭企業。
中國鋼鐵公司 陳啟泰處長
一、 國內發展智慧機械產業，領頭企業的選擇是關鍵，例如航太 4.0 推
動計畫，即由漢翔公司擔任整合及設計的角色。機械業也是由龍頭
企業提出材料及規格，再由相關衛星工廠提供其零組件與材料。若
加上工研院等法人機構的技術協助與政府的經費補助，更可加速完
成系統整合。
二、 未來工業 4.0 的發展，如智慧型機器，應達到少量多樣的客製化及
預防性維護的目標，以符合終端客戶的需求。在感測器方面，須再
輔以大數據的分析，達到即時性的調整功能，提供更好的服務。
上銀科技公司 蔡惠卿總經理
一、 智慧機械推動的專案計畫經費 6 億元，可聚焦在如下重點：
(一)跨領域整合上；
(二)針對還在工業 2.0、3.0 之中小企業的升級上；
(三)以臺灣在地耕耘、行銷全球，在臺灣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為主；
(四)示範性企業，可扮演 push（推動）與 pull（拉抬）角色的企業。
二、 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應合作推動人才培訓的分工，角色請明確
定位，避免資源重置。除了軟體人才外，機械結構的硬體人才也極
為缺乏。
三、 外貿協會派駐海外的服務人員也應思考加入有機械相關背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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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再者，中部地區之中正大學及逢甲大學機械相關人才皆值得重
視。
四、 臺中市政府很積極為「智慧機械之都」布局，希望中央與地方一起
努力。
臺灣大學機械系 黃漢邦教授
一、 宜考慮智慧機械的利基市場在哪裏？國家的科技政策如何配合？
完整的產業營運模式如何規劃？如何納入全球優秀人才為我國之
產業人才？
二、 日本三菱公司（Mitsubishi）之 e-manufacturing 的軟硬體規劃值得
參考。
三、 智慧機械的一大重點是智慧化工廠，可考慮將智慧化工廠結合，
Urban production 宜考慮綠能（Green technology）
，以適度解決中老
年優秀人才就業之交通問題，並吸引全球優秀科技人才來臺工作。
四、 政府宜有廣泛及具體的作法，以大規模補助國產工具機廠商使用國
產控制器。
五、 智慧機械的發展建議：
(一) 須模組化，以因應智慧化維修及少量多樣的客製化需求。
(二) 宜發展出廠商足以負擔之 scalable （可升級）的軟體，如 big
data、cps、IOT、Lean production、sensor fusion 等軟體，以便
植入機械設備中。
(三) 建立全球技術維修中心，並以模組化替換及遠端診斷維修為基
礎。
(四) 建立智慧機械的生產履歷，以方便將來維修及物流管理。
六、 為充實智慧機械人才，建議優良科技大學恢復招收五專學生，同時
讓五專優秀畢業生直升或直接報考科技大學研究所。
崑山科技大學 蘇炎坤校長
一、 臺灣機械產業主要問題包括：人才流失、關鍵技術和材料不足，缺
乏系統整合能力，加上行銷的發展腹地太小，整線整廠觀念，及國
際營運的貿易障礙和匯率等問題。
二、 推動智慧機械的發展的確需要經濟部和教育部、科技部適度之結合
推動，教育部在教育重點能重視技職教育、工程人才，目前技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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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也投入很多經費，加上課程教材的編撰，重視校內實習及校外實
習，提升了學生興趣及能力。另外，教授也重視以實質技術、專利、
技轉作為升等的標準，而科技部對研究計畫補助也可提升實際智慧
機械相關的研究和技術提升。
三、 政府單位結合法人、學術界協助產業升級，以工具機而言，產業出
口占全球第 4 位，但屬代工製造比較多，且高階產品不足，機械設
備缺乏穩定性，精密度、剛強性及數控系統，尤其在目前工業 4.0
或生產力 4.0，包括感測器、智慧機械人、物聯網技術、巨量資料
及雲端運算，物聯網主要為機器對機器，人對機器及機器對人的通
訊，而網路架構也由網際網路轉變為雲端運算架構，係 PaaS、IaaS、
SaaS 及 OTT TV 影音串流等新興服務，加強整體系統整合和應用
解決方案，尤其結合技職體系，科技大學教授及法人專家協助廠商
發展工業 4.0，以提升智慧機械水準。
四、 政府應協助制定標準及認證場所和技術，以協助國內廠商解決技術
提升之障礙和促進外銷能力。
五、 產學攜手專班，包括海外計畫對於人才的培育及提供有很大幫助，
應該再加強推動。
臺北科技大學環工系 張添晉教授
智慧機械產業之推動，其目標之一應為發展核心及應用技術，以環
境觀點來看，建議未來於研發或製程階段即加以思考：
一、 跨域異業之整合，宜有新思維，以創造出新技術。
二、 商業模式之考量應在研發設計，甚至於製造階段。
三、 永續性產品之觀點出發，應注意碳足跡／碳排放量降低及長壽命產
品之開發，由循環經濟之觀點，製造及設計階段可創造最大之循環
經濟體。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黃文星教授
一、 智慧機械產業之發展除了 6 億元的補助經費外，經濟部尚有其他資
源可應用。而此 6 億元經費之使用應屬上位階段，宜定位於產業政
策思考或產業環境建置上，其具體之產出可為「臺灣智慧機械產業
白皮書」，且白皮書之涵蓋範圍除了政策思考方向、產業推動作法
外，亦需考量產業之優先推動順序及如何滿足產業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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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機械產業應集中於工具機及出口產業機械之廠商，另外，國內
使用產業機械之廠商，且其產品是行銷國際者亦應一併納入考量，
如紡織、半導體業者。建議對每一個別產業作 SWOT 分析，使用產
業機械之產業，可將目標設定在「進口替代」。
三、 龍頭企業之挑選，可考量（一）產業鏈中各廠商有求於他的廠商；
（二）與其他廠商有生命共同體關係的廠商，如工具機業之上銀科
技、用鋼產業之中鋼公司等。其中「用鋼產業研發聯盟」之成功推
動經驗值得參考仿效。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陳信宏所長
一、 由需求端及需求端特色找著力點：且需求端的特色要能帶來「試煉」
的實質性（如精密化、智慧化、系統整合的要求）。同時考慮資源
限制，規劃整個計畫的布局與推動方向。
（一） 已提到的領域如：半導體、航太、紡織。
（二） 其他如：服務、農業、智慧醫材等利基型的領域。
（三） 與國際 Lead user 合作的可能性：如上銀與歐洲、ASML、樂
高（Lego）等不同領域之不同推動重點。
二、 補助計畫引導：
「以 Lead user 為核心的工業 4.0 產線」
、Lead user
加上其他利害關係人，包含系統整合商，有設備國產化與系統整合
要求、兩階段（先規劃、擇優實作、要求展示），並提供可能的
shopping list（包含法人研發成果）。
三、 建議參考日本安川的機器人村（觀光工廠 2.0）。
四、 中長期宜建立共通的維修平台，如 GE 的遠端監控戰情室。
台中市政府經發局 江振瑋專門委員
一、 五大創新產業發展方案通過之後有助於臺商在國外，或經濟部外館
業務之推動，建議在機場、高鐵站製作五大創新產業的宣傳廣告。
二、 智慧機械產業政策下台中市政府發展的工作：
(一) 建立智慧機械發展中心，工研院、PMC、金屬中心等法人，以
及各相關大學、公會、中科院及漢翔納入，以加強橫向聯繫，
避免資源重覆投入，且各機構研發項目應做區隔。
(二) 與台中市進行產學合作工作，目前臺灣少子化，每年 5000 人
從餐旅觀光系畢業但不好找工作，但每年工學院學生共約 9000
人還有很多科系要瓜分，即使機械系畢業生未來也未必從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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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業，主要就是黑手的印象，相較於餐旅觀光的光鮮亮麗，智
慧機械產業事實上是科技產業，有必要拍攝相關的行銷宣傳影
片昭告國人，扭轉國人過去的印象。
三、 鼓勵並獎勵民間組織跨產業升級聯盟，進行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升級
之診斷與輔導，並噵入民間力量來執行產業智機化，如 KPMG 等。
四、 上期商業周刊提到 3C 產業衰退導致 2015 年機械業衰退 2.6%，因
此以航太、智慧車輛、高端醫材、無人機命題，發展工具機、機械
業下一波的成長。此外，搭配南向政策，將國產控制器、整廠設備
等輸出至東協國家，除了在國內訓練東南亞種子師資外，直接搭配
臺商發展海外訓練及服務據點，如印尼臺商「印昌國際公司」成立
「福爾摩莎技術中心」做訓練，因此需結合教育部（各大學師資）、
外交部（駐外單位增加招商 KPI）及僑委會（廣大臺商）來執行。
五、 簡報第 5 頁，全球智慧機械之都在中部地區，廠商之分布宜確實將
中、彰、投、苗、雲、嘉等納入中部地區才有經濟地理的意義。
財政部 吳自心次長
財政部很榮幸參與此次會議，增加對「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的了解，相
信未來財政部在相關制度的設計上更可與經濟部密切配合。
主席裁示
一、 感謝吳次長對「智慧機械產業」之關切，希望未來稅制之設計能更
具彈性。
二、 今天各位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言，應有助於經濟部爭取科技會報之預
算，而 6 億元經費希望更有效運用於跨產業的異業整合，其重點推
動方向為：各產業別工業 4.0 製程的改善及研製新的智慧機械，以
提升傳統機械之智慧功能，加強競爭力。
三、 國內控制器之發展已具基礎，如研華電子研發之工業電腦，其控制
器未來將可再強化整合各產業之需求。
四、 軟體人才方面，較缺乏系統性的培育，與各產業之結合仍感不足，
宜再加強。
五、 全球推動工業 4.0 的主要內涵，即是將生產資源達到更有效率的利
用，其中也包含「綠色設計」，因此未來推動內容也須將能資源等
環境相關議題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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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書面意見
台灣經濟研究院 邱俊榮副院長(本會顧問)
一、 除既有各產業之外，拉攏重要產、企業（台積電、佳世達…等）培
養新產品新製程來進行進口替代應是重要工作；也可避免國際市場
景氣及匯率風險；此外，掌握產業，積極了解未來需求（如 CO2
封存相關機械），加強多方面的國際合作也是重要的工作，有助於
破壞式創新的開展。
二、 結合新南向發展機械業，即使透過 total solution 還是傳統生產、銷
售以營利的概念。可考慮以其他方式（授權合資、系統服務）與當
地產(企)業合作，引領當地產業發展，發展出不同的營利模式。
三、 產業合作有許多困境，教育資源分散，個別大學分配到的資源少，
硬體還需業界協助，但業界又有求於學界的研發創新，陷入惡性循
環，需要跨部會整體解決。這不單是機械業問題，其實是整體產業
問題，亟待整體解決。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蔡禎輝副所長

一、 智慧機械產業化、產業智機化之推動須考量設備標準化、製程標準
化、通訊標準化等，建議智慧機械推動須思考符合國際標準，未來
才能行銷全球。
二、 目前機械設備智慧化，廠商從底層到最上層應用服務需全部自行建
構，加工廠使用不同廠牌設備互聯困難，建議可考量建構臺灣智慧
機械雲端共用平台。
三、 臺灣零組件產值大於 3 千億元，建議除推動智慧機械製造系統，也
可考量智慧關鍵零組件模組。
四、 臺灣電子產業數字化自動化程度較高，從進口設備替代角度思考，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可考量光電與半導體設備智慧化之可行性。
經濟部技術處 葉維煜簡任技正
一、 技術處將以原本規劃之生產力 4.0 基礎，透過科專計畫之協助，移
轉至智慧機械之產業範疇。
二、 上述科專計畫將分別以法人、學界、產業等領域型式進行，期能在
智機產業化、產業智機化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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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智慧機械之關鍵技術及模組，技術處亦將盤點出未來研發重
點，再透過法科、業科、學科等科專計畫加以實現。

伍、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