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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第 27 届第 2 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录 

壹、时间：民国 105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5 时 30 分 
贰、地点：台中市侨园大饭店 国际厅 

(台中市惠中路一段 111 号 3 楼)  
参、出席：大会代表计 295 人，依规定最少应出席 200 人。 

本次亲自出席 229 人，委托出席 50 人，合计 279 人。 
肆、列席指导：总统府吴敦义副总统、经济部沈荣津次长、工业

局吕正华副局长、工业总会林明儒副理事长、外

贸协会康益智处长、精密机械发展协会许文宪理

事长等贵宾 58 位。 
伍、主席：柯拔希理事长             纪录：杜怡君 

陆、主席致词： 

各位长官、贵宾、理监事、会员代表大会先生、女士，大家

好，大家午安。 

感谢各位在春暖花开、落英缤纷的季节，前来参加今天的大

会。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寒意浓厚，但因各位的热情，化

解寒意，心里感觉暖洋洋。 

2015年，对台湾机械产业而言，是个别具意义的一年；适逢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特别将2015年订为「智能机械制造元

年」；也刚好是机械公会成立70周年，因此这一年，具有「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希望由机械公会提灯照路，点亮

台湾智能机械制造之路，引领台湾机械产业迈向新里程。 

2015 年全球景气走缓，台湾机械设备出口值 194.3 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衰退 6.9%。2015 年台湾机械产值估计约新台币 9,550
亿元，较上年小幅衰退 3%，台湾机械业挑战兆元产业的目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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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落空，实属遗憾。 

依财政部公布今年 2 月出口统计，出现连 13 黑，且已连续 9
个月两位数衰退，台湾机械产业的出口也呈现衰退，但比总体出

口表现良好。今年前 2 个月台湾机械出口 31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 10.3%；依新台币计，出口 1,032 亿元，较上年减少 5.9%。

预期这是今年的谷底，第二季起出口可望稳步趋坚，预估全年成

长约 5%，若加上新台币汇率(贬值)的助攻，今年有机会挑战兆元

产业成功。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 2 月底展开产业之旅，第二站来到机械

产业最大聚落—台中。新政府将「智慧机械」匡列在五大创新产

业计划中，计划打造中部为「全球智慧机械之都」，令产业感到

振奋。 

为了打造台湾为智能机械制造王国，针对台湾机械产业短期

及长期、全面性的发展需求，本人代表机械产业，当面向总统当

选人蔡英文提出，致新政府的 6 大建言： 

第一：协助台湾精密机械产业加速研发与生产智慧机械，将台湾

打造为智能机械制造王国。 

工业 4.0 是以智能制造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机械则

是智能制造的核心。机械业如火如荼发展智慧机械，由机械公会

提灯照路，点亮台湾智能机械制造之路。 

有人视工业 4.0 为产业的危机，但，我们看到的不是危机，而

是千载难逢的转机。机械公会试图擘划、引领台湾智慧机械发展

方向；在去年，启动智能机械制造元年，成立「智能机械产学研

委员会」，积极建构智能机械制造的成功方程式。 

今年，迈入第二年将建置示范工厂，透过虚实整合，实境呈

现智能自动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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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大学成立「工业 4.0 中心」，在产业界的协助下，设

立造价上亿元，全台校园第一个自动化智慧生产线，据了解是与

上博科技合作的自动化智慧模具实作中心，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案例。 

机械产业戮力推动智慧机械，惟相关研发、制造及营销等人

才严重缺乏，应加速人才培育及在职训练，才能全速前进。 
第二：启动新台币防御性贬值，以提升出口竞争力。 

汇率与关税左右机械业发展，在全球货币大战和自由贸易

FTA 的冲击下，台湾经贸及出口竞争力，节节败退。 

汇率战争是台湾机械业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各国竞相贬值的

货币战中，台湾机械业更在意的是，台湾好不容易建立的国际竞

争力及地位，毁于一旦；台湾机械业超过 70 年的努力，恐付诸流

水。 
建请新政府启动「防御性的贬值」，跟着贸易竞争对手国贬

值，让台湾在出口竞争，有喘息的机会。 
第三：加速两岸货品贸易洽签，并与贸易合作国洽签自由贸易协

议(FTA)，破除关税障碍，强化出口竞争力。 

在关税部份，两岸机械货贸尚有 700~800 项有待协商，而两

岸工具机尚有 65 项有待协商。建请新政府能够尽速通过两岸监督

条例，让没有争议的产品先行过关，有争议的产品，暂时搁置，

务求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协商。 

另外，也要尽快与贸易往来国家洽签自由贸易协议，破除贸

易障碍，化解被边缘化的危机。 
第四：建构精密机械台湾供应链，行进口替代之实，带动台湾机

械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台湾是机械出口大国，2015 年台湾机械出口额预估约 195 亿

美元，进口约 219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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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精密机械台湾供应键，行进口替代之实，以扩大国内市

场，助台湾机械业加速攀登兆元产业目标。中国大陆也以红色供

应链进行进口替代。 
未来应在 IT、航天与国防的设备领域，大力建置台湾供应链，

带动台湾机械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盼望政府能够大力补助校园经费，购买台湾设备，协助台湾

设备业者练兵。另一方面，培养跨领域人才，减少学用落差。 
第五：加速工业用地开发，解决机械产业对工业用地需求，协助

根留台湾。 
在土地方面，建请新政府能够加速释出新的工业用地，并加

速亟待开发的工业用地报编；解决台湾机械业对工业用地需求的

燃眉之急，协助台湾机械业根留台湾。 
第六：加速会展中心(南港二馆)兴建工程，提供台湾机械业一个足

够营销机械技术创新实力的国际舞台。 

另外，会展中心的规划与兴建，当务之急是南港展览二馆兴

建工程一再延宕，也是拖累台湾机械业挑战兆元产业失败的原因。

建请政府主管机关加速南港二馆兴建工程，提供台湾机械业一个

足够营销技术创新实力的国际舞台，提升出口竞争力。 

会展中心的兴建是一项重大工程，由寻找适合的土地到规划、

招标、动土、到兴建完成，旷日费时，费时约需十年，因此，第

三个大型会展中心(展览馆)必须及早规划。 

台湾机械业需要新政府提供新的政策工具，把柴火堆得好、

烧得旺，带来温暖，协助产业赶走寒冬。 

衷心盼望，新旧政府的政策具延续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

相权取其轻；以福国利民为前提，才是全民福祉。 

最后，敬祝各位贵宾以及大会代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鸿图大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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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主管机关代表及来宾致词： 

 吴敦义副总统致词：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原为台湾铁工业公会，成立于民

国 34 年底，目前拥有 2,700 家会员厂商。而台湾是机械出口大国，

机械产业为国家创造许多就业人才及财富，因此政府非常重视该

产业的发展。 

副总统说，台湾目前是出口占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依前

（103）年数据显示，台湾出口占 GDP 60%以上，较之美国出口占

其 GDP 9%左右、日本占 15%、大陆占 23%及韩国占 41%为高。

去（104）年全球景气走缓，台湾机械出口值约 195 亿美元，较前

一年衰退 6.9%；今（105）年 1-2 月台湾机械设备出口值为 31 亿

900 万美元，更较去年同期负成长 10.3%，显示台湾机械产品出口

面临困境。 

副总统指出，韩国由于韩圜贬值及签有自由贸易协议（FTA）

的加持，大幅提升该国机械在欧美、大陆及东协等市场的竞争力。

韩国工具机在 2013年出口欧美两大市场，大幅增长 124%及 136%，

已追上台湾出口欧美市场的金额。 

副总统谈及，民国 99 年我与中国大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

构协议》（ECFA），协议生效后，凡是列入 539 项早收列表的产品，

相较于其他未列入早收清单者，贸易量都有相当的成长，显见该

协议的重要性。目前机械项目约有 700-800 项，工具机约有 65 项

待协商，期盼《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能尽快在立法院通过，

并加速洽签《两岸货品贸易协议》，使机械与工具机货品输出至中

国大陆能全面减免关税。 

副总统说，在当前全球经贸多变与不稳定情况下，提升台湾

机械厂商之国际竞争力，机械新产品研发方向如自动化、客制化

及智慧化等已成为必备条件；此外厂商也应具备接急单和短单的

快速应变与交货能力，才能拓展台湾机械产品的市场，并与日韩

http://www.ecfa.org.tw/RelatedDoc.aspx?pid=3&cid=11&pageid=0&breadid=11
http://www.ecfa.org.tw/RelatedDoc.aspx?pid=3&cid=11&pageid=0&breadid=11
http://www.ecfa.org.tw/RelatedDoc.aspx?pid=3&cid=11&pageid=0&bread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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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产品竞争。 

副总统认为，我国应建构精密机械台湾供应键，行进口替代

之实，未来应在 IT、航天与国防的设备领域，大力建置台湾供应

链，以扩大国内市场，带动台湾机械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副总统也提及，「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会员厂商登记土地

需求达 66万坪，因此必须加速彰化二林精密机械园区的开发规划。

此外，该会每年举办机械展总需求摊位数达 9,500 个，为方便展出

及买主参观，政府也增编预算兴建南港第 2 展馆工程，完工后可

提供台湾机械业一个足够营销机械技术创新实力的国际舞台，期

盼该工程能在今年底前完成。 

今日出席「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2 次会员代表

大会，颁发「机械工业产学贡献奖」予得奖者，并期许该会继续

点亮台湾智能机械制造之路，引领台湾机械产业迈向新里程。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江振玮专门委员：(略) 
工业局吕正华副局长：(略) 
工业总会林明儒副理事长(略) 
外贸协会康益智处长：(略) 

捌、吴副总统敦义颁发「2016 机械业产学贡献奖」 

玖、专题演讲：【中国信托对景气及投资市场&汇率的走势看法】

(详讲义) 
主讲人：中国信托全球金融商品营销处何宗宜经理 

拾、理事会－会务报告      (详大会手册第 35 页至 131 页) 

拾壹、监事会－监察报告书   (详大会手册第 132 页) 
拾贰、本会第 27 届第 1 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 

(详大会手册第 133 页至 134 页) 

拾参、讨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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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单位：理事会 
(一)案由：拟定本会 105 年度工作计划草案，请承认案。 

说明：1.根据近年本会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工作需求，拟具 105
度工作计划草案(参见附件一，第 135-151 页)。 

2.案经本会第 27 届第 4 次理事会会议审查通过。 
办法：敬请大会审查追认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备。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 

 
提案单位：理事会 

(二)案由：拟具本会 104 年度岁入、岁出决算案，请承认案。 
说明： 

1. 依据本会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发生之各项收

入与支出，岁入新台币 68,205,031 元、岁出新台币

67,058,923 元，结余新台币 1,146,108 元，所拟具资产负

债表、岁入岁出决算书表案(参见附件二，第 152-160 页)。 
2. 案经本会第 27 届第 4 次理事会会议审查通过，并经本

会第 4 次监事会审查通过。 
办法：敬请大会审查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备。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 

 

提案单位：理事会 
(三)案由：拟具本会 105 年度岁入、岁出预算计划草案，请承认案。 

说明： 
1. 配合本会 105 年度工作计划，拟具 105 年度岁入新台币

伍仟肆佰万元整，岁出新台币伍仟肆佰万元整预算案(参
见附件三，第 161-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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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经第 27 届第 4 次理事会审查通过，并经本会第 4 次

监事会审查通过。 
办法：敬请大会审查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备。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 

 
拾肆、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大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谢永顺总经理 
一案由：建议政府扩大劳动安全检查，应请先受理申请辅导改善，

并对政府例行劳动安全检查发现缺失时，不应立即开罚，

应给予初次无意违失者，通知限期改善后再复检，复检

仍未改善，理当开罚。 
说明：政府扩大劳动安全检查之政策，为劳资权益及安全，我

们甚表赞同，惟中小企业工厂平时专注忙于创新、研发、

生产制造管理、营销，对于劳动法令欠缺了解，政府劳

动检查对于首次无心缺失应给予警告，限期改善如置之

不理仍未改善，理应受罚。 
办法：政府执行法令，其目的在于辅导改善，并非抢钱，建议

政府有关单位先接受申请免费辅导检查改善，同时检查

时发现缺失应给予限期改善并指导改善方法，如未改善

请予重罚。 
决议：本会正式行文给劳动部相关部会反应： 

1. 请政府开罚单前先给予厂商改善期，如限期未改善再开

罚。 
2. 向劳动部申请免费辅导检查改善。 

 

拾伍、散会：下午 17 时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