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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第 27 届第 3 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录 

壹、时间：民国 106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5 时 30 分 
贰、地点：台北市喜来登大饭店地下 2 楼 福厅 

(台北市忠孝东路 1 段 12 号)  
参、出席：大会代表计 291 人，依规定最少应出席 194 人。 

本次亲自出席 186 人，委托出席 89 人，合计 275 人。 
肆、列席指导：主法院林志嘉秘书长、经济部工业局吕正华代理

局长、外贸协会黄志芳董事长、全国工业总会洪

宝川常务监事、精密机械发展协会许文宪理事长、

国贸局何莉芬组长、内政部林素珍科长等 56 位贵

宾。 
伍、主席：柯拔希理事长             纪录：余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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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第 27 届第 3 次会员代表大会，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大

会代表于百忙之中拨冗出席，本次会议是由各地区所选出之「大

会代表」共 300 名，齐聚一堂，共同出席会议，实在是相当难得

的机会。 

【挑战兆元产业目标 审慎乐观】 

公会每年均筹组 4、50 余个国内外参展团，积极拓展机械设

备市场，使得台湾生产出来的精密机械深受国内外业者肯定及购

买。 

根据本会统计，去年2016年台湾机械设备出口值211亿美元，

如以新台币计则出口值达 6,818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2016 年台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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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产值估计约新台币 9,900 亿元，较上年同期成长 3%，2016 年挑

战兆元产业的目标，再度败阵，令人扼腕。 

依财政部公布今(2017)年 2 月出口统计，台湾机械出口值新

台币 1,110 亿元，成长 7.7%，今年机械产业产值铁定破兆元，可

成为台湾第 3 个破兆元产业。 

 2017 年台北国际工具机展： 

台湾机械工业公会与外贸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7 年台北国际

工具机展，展期为 3 月 7 日～12 日，共 6 日，于南港一馆、世贸

一馆、三馆、圆山争艳馆举办。本届 TIMTOS 展览主题订为「工

业 4.0+、智慧生产」，展出内容也与产业升级的诉求相呼应，包含

航天及医疗等级的五轴加工机、智能工具机及智能自动化加工生

产线等，提供「智能制造」、「智能工厂」的「工业 4.0」完整解决

方案，满足国际买主一站购足的需求，亦符合政府规划的创新五

大产业之一「智慧机械」。 

3 月 7 日开幕典礼邀请陈建仁副总统、3 月 11 日蔡英文总统

均亲临本展会，聆听厂商介绍最新工具机产品，给予台湾机械产

业莫大支持。 

本届展会改写连续三届缔造参展家数、摊位数及国外买主人

数三高纪录。 
参展家数：1,015／1,100 (2017) 
摊 位 数：5,411／5,430 (2017) 
国外参观人数：7,134／7,339 (2017)，成长率 2.87%。 
国内参观人数：39,903／42,807 (2017)，成长率 7.28%。 
总人数：47,037／50,146 (2017)，成长率 6.61%。 

工具机业者表示，景气复苏，国内外客户人潮及询问度、现

场接单都比往年热络，预估本次工具机展接单可突破 15 亿美元。 

蔡总统也特别指示经济部次长沈荣津，南港展览二馆 2018
年 3 月要如期完工，预估 2019 年初营运，台北国际工具机展规模

将会从目前全球第 5 大工具机展跃升为全球第 2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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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机械产业重点回顾】 

2016 年 2 月，总统蔡英文上任前展开产业之旅，第二站产业

之旅—「智慧机械产业」。本人(柯拔希)代表机械产业，有备而去，

率先提出「机械产业六大建言」。 

7 月，为了提升台湾精密机械产业竞争力，本人(柯拔希)宣布，

与中华民国创业投资公会合作，全力协助国内精密机械厂商股票

上市柜，预计五年内，让上市柜厂商家数，由目前的 20 余家倍增

至 50 家。与创投公会合作，是推动台湾精密机械产业「转骨」的

重要里程碑。台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环境，必须转型升级，

藉由进入资本市场来壮大经营规模，才能迈向国际化，进而有打

世界杯的实力与机会。 

9 月，土地银行推 200 亿元智慧机械产业升级融资项目，用实

际行动力挺智慧机械产业，总额度初步为新台币 200 亿元，提供

机械厂商全面性的企业金融一条龙服务，助台湾机械业打造新兆

元产业。土银启动智慧机械产业升级融资项目，扮演提供粮草的

角色，对机械业是个好消息。 

11 月，机械公会与台湾航天产业 A-Team 4.0 联盟签署合作意

向书，共组国家队争取全球航天商机。未来双方携手「共组国家

队争取全球航天商机」，推升台湾精密机械再升级。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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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机械公会【2017 年迈入智能机械

整合年】 

政府要打造台中为智慧机械之都，机械业要将台湾打造为智

能机械制造王国；还有长远的路要走，不光是近几年的努力，更

是攸关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本会早在 2 年多前开始推动智慧机械，2015 年是「智慧机械

元年」，2016 年是「智慧机械行动年」，今 2017 年定位「智慧机械

整合年」，期望产学研与政府主管共同合作，在跨领域的整合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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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让厂商来应用与推广，将台湾建设成为智慧机械王国。 

因应智慧机械及智慧工厂，MTduo 展将转型，在下届 2018
年时改为 iMT「台北国际智能机械暨智能制造展」，由客户端的

需求来设定展示主题，聚焦智能机械及外围的自动化设备，囊括

3.0 的自动化设备以及 4.0 的智慧化设备在内。 

机械公会也请求国际贸易区针对智慧机械展开有特色与创新

的国际营销。让国际买主更了解台湾智慧机械的发展及优势。 

【由需求出发的 12 家智慧机械会员示范厂】 

从 2015 年底到 2016 年一年多时间，在智慧机械行动年，分

二波建置了 12 家智慧机械示范厂，包括：永进机械(加工中心)、
台湾泷泽(CNC 车床)、百塑企业(塑料射出成型机械)、佰龙机械厂

(纺织机械)、陆联精密(齿轮加工机)、鼎圣机械(制鞋机械)、高圣

精密(锯床)、连结机械(油压机械)、远东机械工业(铝轮圈加工机

械)、铨宝工业(中空成型机)、凤记国际机械(中空成型机)以及庆鸿

机电工业(线切割机)等。 

从去(2016)年 12 月展开智能机械示范厂学习之旅。目前已经

参访：佰龙、百塑、永进、鼎盛、台湾泷泽，今年会陆续展开陆

联等示范厂参观。 

【国机国造 机械业拔刀相助】 

去年陆续参访长荣航宇精密及汉翔航空工业，并与台湾航天

产业 A-Team 4.0 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为「国机国造」开启新的

里程碑。在创新科技研发部份，带领 134 家会员厂商到国内科技

研发龙头—工业技术研究院取经、挖宝。 
未来在台湾逐渐形成航天产业聚落，可以到国际上争取订

单，而航天产业与精密机械业合作，也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到国际

市场争取订单，创造双赢局面。台湾机械业打开航天产业的大门，

接着将往国防领域拓展，再逐步把触角延伸到电子机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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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培育跨领域整合人才】 

在产学合作方面，目前机械公会已经和 10 家大学及科技大学

签署产学合作意向书，也全面启动产学的工厂参访，2017 年 3 月

14 日与成功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预计再和吴鳯科大及清华大学

签署合作意向书；也持续办理精密机械业人才媒合会。 

产业人才的培养很重要，以前着重学校培养业界可以使用的

人才，现在则希望学校可以培养智慧机械跨领域的人才，整合机

械、电机及资工等的人才。 

另外，未来要培养智慧机械「专家型教授」，如机械系教授兼

具某种专才，如成功大学教授郑芳田，除了机械背景，又具备虚

拟量测的专才，黄圣杰教授具塑料机械领域的专长，这种「专家

型教授」。把教授转型成为专家型教授，具备一种以上的机械领域

的专才，让这些专家型的种子教授在学校培养更多符合机械业使

用，懂得跨领域整合的学生(人才)，供业界使用。 

【用大机械公会格局 共创新局】 

机械公会在去年陆续恢复模具、木工设备、铸造等专业委员

会的功能，也成立新的「控制器及传感器专业委员会」。2017 年因

应智能机械的推动，将再增加几个功能性的专委会，强化并发挥

专委会功能。让机械公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大机械公会」，奠定台

湾机械公会是代表所有机械产业的公会地位。 

【向政府单位反映重大建议事项：】 

1. 南港第二展馆必须在 2018 年 3 月兴建完成，并能在 2019 年 3
月提供本会会员厂商在南港世贸中心规划 5,000 个展位，再加

上信义世贸展馆，合计达 7 千个展位，达成国际级会展中心之

水平。 

2. 彰化二林精密机械园区，从提出到目前已长达 11 年，期望能

在今（2017）年底前公告，和提供给本会会员厂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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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呼吁政府启动防御性货币政策。 

4. 政府主管部门在「一例一休」实施后，导致企业劳资双方均面

临冲击，企业生产力与国际竞争力逐渐下滑，建议政府主管单

位考虑适度进行修法，朝向与先进国家相同之劳动条件，例如：

与全球先进国家相同的周休二日、每月加班 60 小时、劳资双

方协商加班等等。 

5. 加速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工作，台湾是全球出口占 GDP 比率最

高的国家，请政府主管加速推动美台、欧台、台东盟等 FTA 等

相关自贸协议，协助我台湾企业在公平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竞

争。 

6. 2017 年是智慧机械整合年，产官学研共同合作来协助我精密机

械产业，将智慧机械应用于生产各类机械零组件产品等。 

在新的一年，本会将持续推动来协助会员厂商有更好的产销

环境，及台湾机械业者能够以新的格局、新的视野，掌握成长的

新契机，开创新局。共同团结努力将我们机械产业带领至另一新

境界，打造台湾为智能机械制造王国。 

最后，敬祝与会所有贵宾、会员们健康平安、事业发达、万

事如意、财源滚滚。谢谢大家！ 

柒、主管机关代表及来宾致词： 
立法院林志嘉秘书长：(略)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黄志芳董事长：(略) 
工业局吕正华代理局长：(略) 
全国工业总会洪宝川常务监事：(略) 

捌、理事会－会务报告      (详大会手册第 35 页至 131 页) 

玖、监事会－监察报告书   (详大会手册第 132 页) 
拾、本会第 27 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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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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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台、讨论提案： 

提案单位：理事会 
(一)案由：拟定本会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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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度工作计划草案(参见附件一，第 148-165 页)。 

2.案经本会第 27 届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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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岁入、岁出决算案，请承认案。 

说明： 
1. 依据本会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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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37,665 元、岁出新台币

57,872,543 元，结余新台币 865,122 元，所拟具资产负

债表、岁入岁出决算书表案(参见附件二，第 166-174 页)。 
2. 案经本会第 27 届第 8 理事会会议审查通过，并经本会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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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岁入、岁出预算计划草案，请承认案。 
说明： 

1. 配合本会 106 年度工作计划，拟具 106 年度岁入新台币

陆仟参佰万元整，岁出新台币陆仟参佰万元整预算案(参
见附件三，第 175-177 页)。 



 -8- 

2. 案经第 27 届第 8 次理事会审查通过，并经本会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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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贰、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 久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沈明华 总经理 
一案由： 

1. 有关 TIMTOS 之展期安排。 
2. 展会期间因【一例一休】造成人员调派之不便。 
3. TIMTOS 展摊位分配问题。 

决议： 
1. TIMTOS 展期系属国际化，目前暂不变动。 
2. 有关展会期间遇到【一例一休】问题，将安排于 4/27 本

会召开理事长时讨论，并搜集先进国家之案例如日本等，

向政府反应因应措施。 
3. TIMTOS 展会摊位分配比例，均依厂商提出之出口(进口)

实绩等证明来分配，目前因摊位严重不足，造成厂商分

配摊位时均打折扣，并委由工具机、零组件、金属成型

等三个专委会去讨论。本会已向蔡英文总统提出工具机

展时摊位严重不足，蔡英文总统特别提醒经济部不得延

误，务必于 2018 年完成南港二馆兴建，待下届(2019)南
港二馆使用后将有 7,500 个摊位，也会解缓摊位不足之问

题。 

拾参、专题演讲 
主讲人：汉翔航天工业(份) 廖荣鑫 董事长 
讲  题：【台湾航天制造未来的新想象】 

拾肆、散会：下午 17 时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