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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台灣機械產業在2017年產值首度突破兆元大關，達到
1.1兆元，在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雙引擎的加值下，一致
看好機械產業每年增加1,000億元產值，到2025年產值達到
2兆元的目標。

理事長 柯拔希

以智慧機械驅動智慧製造
讓台灣機械產業再次偉大

但，人算不如天算。2018年3月美中貿易戰開打，
2018年在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的加持下，台灣機械業產值
尚穩定成長達到1.18兆元。到2019年底美中貿易戰有緩和
跡象，美中雙方將在2020年初簽訂貿易協議，因此，各界
預期2020年將迎來春燕歸巢。
熟料中國大陸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隨即擴散到全球，台灣因為超前部
署，疫情控制得宜，受到許多國家肯定與讚許。因為疫情穩定，國人可以稍微喘口氣、
解封出遊，但全球新增病例卻屢創新高，為全球經濟復甦埋下變數。

等待黎明前的曙光
台灣機械產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1~5月機械出口值為103.1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8.4%。以新台幣計價約3,100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0.8%，在各國大幅衰退的情
況下，表現尚可接受。
展望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影響，預期全年產值仍能保有兆元水準。等待全球有
疫苗上市，疫情趨穩後，預期將有爆炸性的剛性需求，包括：「老齡化、少子化、自動
化、智慧化」四化的推升；加上第二生產基地，先是美中貿易催化了第二次製造業大遷
徙，衍生第二生產基地的需求。再經過這次新冠肺炎，更加確立第二生產基地的趨勢。
未來機械業的成長仍然可期，最重要的是廠商要先度過這次難關，存活下來。
在疫情爆發後，台灣政府迅速展開：防疫、紓困、振興經濟等三部曲。在防疫初
期，由口罩設備和工具機等相關業者組成的口罩國家隊，在短短40天工期，化不可能為
可能，協助口罩設備商完成92條口罩生產線的安裝，每日產能提高到1,500萬台片，讓台
灣機械業大放異彩，驗證台灣機械業是根留台灣的產業，突顯台灣機械業存在的價值，
也顯示台灣機械工業的底蘊，真正是機械業之光。
除了防疫，政府也提供機械業紓困方案，給予業者
喘息的機會，後續盼政府端出振興經濟方案，讓業
者生存下來，等待黎明前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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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長事理
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雙引擎
機械公會將2015年訂為智慧機械製造元年，推動台灣機械產業推動智慧機械暨智慧
製造邁向工業4.0。現在，台灣的機械業幾乎是「家家戶戶」智慧機械，呈現遍地開花的
景象。
「萬機聯網上雲端」囊括了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的短期及中期目標。短期目標「萬
機聯網」，由機械公會和經濟部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共同執行智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 SMB)計畫，協助台灣機械與製造業導入設備聯網，生產管理可視化與智慧化應
用，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

公版智慧機械雲上路
中期目標：加速機械雲與工業用感測器的開發，也就是機械公會與經濟部技術處和
法人攜手推動的公版智慧機械雲平台。機械雲就像是手機的「APP STORE」，將來會有
成千上萬個機械業專屬的APP，是一個創新的商業模式。
目前，由工研院、資策會、金屬中心及精機中心開發的APP約50個。未來，經濟部
技術處預計將每年提撥4億元，4年計16億元的經費，來開發建構智慧機械雲平台。將來
設備廠商或是終端用戶可以用很低的價格下載機械APP來使用。用共享經濟的模式來共
享智慧製造的美好。
最後，長期的目標是：AI以及大數據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蹲馬步 練兵再練兵
因TPS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縮寫為TPS)在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的過程，扮演重
要的角色，因此機械公會在2018年接下TPS輔導案的媒合窗口，TPS的短期成效雖然很無
感，須要長時間練兵才能看到成果，但，機械公會願意陪廠商一起蹲馬步、練功，共同
來推動「機械業豐田生產方式(Machinery TPS)」，希望M-TPS能夠成為機械產業的共通語
言，重建產業信賴秩序，協助機械業達到管理4.0、人才培育4.0以及科技4.0。
不景氣是外在的，大家所處的環境都一樣。重點是不景氣，大家在做什麼？景氣回
溫之際，就是驗收先蹲後跳這個成績單的時刻，蹲得多低，跳得就有多高。無薪休假，
表面是節流；實際上是在浪費改善的時間。
有新的產品永遠會有新的訂單，一定要有創新研發。面對不景氣，要繼續蹲馬步、
練兵。在後疫情時代，有新的商機也有新挑戰，數位行銷及虛擬展覽館，已形成一股風
潮；加上5G時代來臨，機械公會將陪伴廠商一起學習新時代的課題。
「科技始終來自機械！」期盼產業脫胎
換骨，以智慧機械驅動智慧製造，讓台灣
機械產業再次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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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機械工業現況與挑戰
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面臨全球快速變遷下的台灣機械工業

TAMI
109年7月9日

2019年全球機械工業和全球貿易均面臨美中貿易戰之變數，在經濟成長與消費
信心均欠缺之下，全球主要出口國家幾乎呈現衰退。2019年台灣機械出口值達到27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負成長7.5%，如依新台幣計價則出口值達到8,556億元，較之上
年同期負成長5.7%。雖然在貿易戰下，許多企業進行第二生產基地布局，但2020年
初全球卻遭逢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在各企業去中國化尚未完成下，使得全球產業發
展面臨更大挑戰與不確定性。
在此同時，全球也興起新一波貿易保護主義，包括進出口管制、原產地認證、
原料進出口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防衛機制、關鍵零組件管制出口、積極洽簽FTA
等都是未來可能會更加明顯的國際趨勢。相信在後疫時代，各國將加速去中國化的
腳步，將生產線移出中國或重新打造本土產業鏈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一、我國機械工業現況與挑戰

台灣機械產業為出口導向，除了要更仔細關注各國的經貿政策，更期望政府單
位在匯率彈性調整反應速度與FTA洽簽範圍等都需投入更多關注與努力，此外，協
助廠商加強在海外的推廣與拓展新南向、中南美等潛力市場都需要政府大力協助。
大陸目前占我機械產品出口約3成，兩岸經貿交流活動仍然重要，而互信與政治穩定
性更有利兩岸經貿發展。目前，在後疫情時代各國正全力拼經濟，短期內逆全球化
的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壁壘無可避免，但長期來看，台灣仍要加快腳步融入全球區
域經濟版圖，期望政府積極洽簽包括CPTPP、RCEP、台美FTA、台歐盟FTA等自由
貿易協定，以避免被國際邊緣化。
今天藉由會員代表大會之機會，向大會代表作以下之報告與說明，並期望各位
出席大會代表，在會中多提供台灣機械工業發展之卓見，以期能促進台灣機械工業
之快速增長。

(一)、2019年台灣機械工業產銷現況
2019年全年台灣機械設備出口減少，出口值達到27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負成長
7.5%。如依新台幣計價則出口值達到8,556億元，較之上年同期負成長5.7%。
現依據2019年海關進出口統計月報，分析台灣機械工業產銷情形如下：

1、台灣機械出口機種別情況
現依據海關出口統計資料，2019年台灣機械出口總值276億6,501萬美元，較上年
同期負成長7.5%。
2019年主力出口機種之出口額，茲分析如下：檢測設備排名第一位，出口值為
33億2,989萬美元，較之上年同期負成長2.5%。半導體、IC、面板用製程設備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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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出口值為32億2,071萬美元，較之上年同期成長2.8%。工具機產品排名第三
位，出口值達到30億6,387萬美元，較上年同期負成長16.2%。軸承、齒輪、滾珠螺
桿等傳動零組件類排名第四位，出口值為16億6,576萬美元，負成長22.8%。流體機
械類排名第五位，出口值為14億8,291萬美元，成長3.1%。閥類排名第六位，出口值
為12億9,967萬美元，負成長7.8%。特殊功能機械類排名第七位，出口值為12億5,316
萬美元，負成長16.2%。塑橡膠機械類排名第八位，出口值為10億1,173萬美元，負
成長13.7%。工具機零組件類排名第九位9億1,495萬美元，負成長19.0%。
依序是造紙、印刷機械類出口值8億1,459萬美元，負成長5.4%。運搬機械類，
出口值8億568萬美元，成長10.1%。木工機械類出口值為5億8,470萬美元，負成長
0.3%。刀具模具類出口值為5億5,009萬美元，負成長9.1%。食品包裝機械類出口值
5億3,204萬美元，負成長9.5%。紡織機械(縫紉機除外)類出口值5億1,286萬美元，負
成長19.7%。縫紉機及皮革與製鞋機械類4億7,401萬美元，負成長0.6%。控制器類4
億4,811萬美元，負成長9.9%。模具類4億3,310萬美元，負成長3.2%。有關台灣機械
出口機種別，詳如表1。

2、台灣機械出口國家別情況

一、我國機械工業現況與挑戰

依出口國家別排名來看，2019年出口中國大陸排名第一位，出口達到80億9,186
萬美元，佔總出額29.2%，較之上年同期負成長15.3%。美國排名第二出口達55億
4,053萬美元，佔20.0%，較上年同期成長4.3%。日本排名第三位，出口額達到19億
6,757萬美元，佔7.1%，較之上年同期負成長4.0%。
越南排名第四位，出口額達到10億6,462萬美元，負成長0.2%。新加坡排名第五
位，達到8億4,258萬美元，成長12.7%。韓國排名第六位，出口額達到8億3,325萬美
元，負成長19.1%。餘依序是荷蘭8億3,249萬美元，成長9.9%。德國7億8,295萬美
元，負成長3.5%。泰國6億6,618萬美元，負成長8.9%。印度負成長12.7%，印尼負成
長5.9%，香港負成長22.7%，馬來西亞負成長15.1%，英國負成長4.2%，菲律賓負成
長10.3%，墨西哥負成長2.5%，加拿大成長3.3%，俄羅斯成長12.6%，土耳其負成長
35.8%，澳大利亞負成長9.3%等。有關台灣機械出口國家別，詳如表2。
更進一步分析，2019年台灣機械出口較上年同期減少22億美元，出口減少代表
性市場，大陸佔減少65%，韓國佔9%，香港佔6%，土耳其佔6%等。

3、台灣進口機種別分析
依據海關進口統計資料，2019年台灣機械進口值達到347億1,696萬美元，較上年
同期成長30.2%。
最主要進口機種仍為半導體、IC、面板用製程設備排名第一位，進口值193億
4,498萬美元，佔全部進口55.7%，較上年同期成長65.5%。引擎及零組件排名第二
位，進口值為28億6,581萬美元，佔全部進口8.3%，負成長1.6%。泵，送風機，壓縮
機第三名是進口值為13億1,162萬美元，佔全部進口3.8%，較上年同期成長6.6%。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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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9年台灣機械出口機種別統計分析表
金額單位：新台幣億元

排名
Rank

出口產品
Products
機械設備 合計 total

2018年
金額
(Value)

2019年

2019年/
2018年
Change(%)

金額
Value

佔出口
比率%

29,898,103

27,665,011

100.0%

-7.5%

1

檢測設備nspecting and testing equipment

3,416,673

3,329,898

12.0%

-2.5%

2

半導體、IC、面板用製程設備
machinery for ic. Semiconductor

3,132,705

3,220,711

11.6%

2.8%

3

工具機 machine tools

3,655,271

3,063,873

11.1%

-16.2%

4

軸承、齒輪、滾珠螺桿 bearings, gears,
ball screws

2,157,885

1,665,768

6.0%

-22.8%

5

流體機械 pumps, compressors, fans

1,437,870

1,482,919

5.4%

3.1%

1,409,593

1,299,678

4.7%

-7.8%

閥類 valves & parts
6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機械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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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殊功能機械 other special machinery

1,495,948

1,253,169

4.5%

-16.2%

8

塑橡膠機械 plastics & rubber machinery

1,171,894

1,011,734

3.7%

-13.7%

9

工具機零組件 parts & components

1,130,224

914,951

3.3%

-19.0%

10

造紙、印刷機械 paper making,printing
machinery

860,799

814,596

2.9%

-5.4%

11

運搬機械material handling eguipment

731,668

805,686

2.9%

10.1%

12

木工機械 wood working machinery

586,541

584,708

2.1%

-0.3%

13

刀具模具cutters,molds and dies

605,149

550,095

2.0%

-9.1%

14

食品包裝機械 food & packaging
machinery

588,084

532,040

1.9%

-9.5%

15

紡織機械(縫紉機除外) textile machinery

638,889

512,864

1.9%

-19.7%

16

縫紉機 sewing machines,皮革與製鞋機械
leather & shoes making machines

477,025

474,012

1.7%

-0.6%

17

控制器controller

497,454

448,117

1.6%

-9.9%

18

模具 molds & dies

447,370

433,103

1.6%

-3.2%

5,457,061

5,267,089

19.0%

-3.5%

其他 others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月報

製表：TMTF/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四名是特殊功能之機械類進口值為11億354萬美元，成長1.4%。閥類排名第五位，進
口值8億7,952萬美元，負成長2.7%。空調冷凍設備類排名第六位，進口值為8億4,617
萬美元，成長1.6%。
餘依序是工具機類進口值8億678萬美元，負成長16.5%。機械零組件類進口值7
億8,858萬美元，負成長11.2%。處理材料製程設備類5億8,220萬美元，成長2.8%。運
搬機械類進口值5億5,628萬美元，成長10.7%。玻璃燈泡與玻璃器具機械類進口值4億
1,528萬美元，成長10.4%。紡織機械類進口值3億5,415萬美元，成長4.5%。塑橡膠機
械類進口值2億9,984萬美元，負成長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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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19年台灣機械出口國家別統計分析表
金額單位(Unit): US$1,000

排名
Rank

出口國家/地區
Country
合計Total

2018年
金額
(Value)

2019年

2019年/
2018年
Change(%)

金額
Value

佔出口
比率%

29,898,103

27,665,011

100.0%

-7.5%

1

中國大陸China

9,548,477

8,091,867

29.2%

-15.3%

2

美國United States

5,313,529

5,540,531

20.0%

4.3%

3

日本Japan

2,049,592

1,967,570

7.1%

-4.0%

4

越南Vietnam

1,066,998

1,064,629

3.8%

-0.2%

5

新加坡Singapore

747,878

842,586

3.0%

12.7%

6

韓國Korea

1,030,233

833,251

3.0%

-19.1%

7

荷蘭Netherlands

757,199

832,494

3.0%

9.9%

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機械公會)

德國Germany

811,560

782,955

2.8%

-3.5%

9

泰國Thailand

731,060

666,182

2.4%

-8.9%

10

印度India

671,591

586,391

2.1%

-12.7%

11

印尼Indonesia

587,208

552,643

2.0%

-5.9%

12

香港HongKong

624,088

482,659

1.7%

-22.7%

13

馬來西亞Malaysia

549,288

466,169

1.7%

-15.1%

14

英國United Kingdom

347,282

332,728

1.2%

-4.2%

15

菲律賓Philippines

365,378

327,796

1.2%

-10.3%

16

墨西哥Mexico

278,504

271,466

1.0%

-2.5%

17

加拿大Canada

260,900

269,385

1.0%

3.3%

18

俄羅斯Russia

231,455

260,556

0.9%

12.6%

19

土耳其Turkey

365,114

234,254

0.8%

-35.8%

20

澳大利亞Australia

240,419

218,145

0.8%

-9.3%

21

法國France

228,001

187,561

0.7%

-17.7%

22

巴西Brazil

131,283

131,093

0.5%

-0.1%

其他Others

2,961,066

2,722,100

9.8%

-8.1%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月報

一、我國機械工業現況與挑戰

8

製表：TMTF/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主要進口機械多使用於光電、通訊、資訊與半導體產高科技產業為主，而傳統產
業如紡織機械、塑橡膠機械等則進口金額不多。有關進口機械產品別，詳如表3。

4、台灣進口機械來源國分析
依進口來源國分析，則2019年進口機械主要仰賴日本、美國、荷蘭、中國大陸、
新加坡、德國等。日本排名第一位進口值為92億2,658萬美元，佔全部進口值26.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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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9年台灣進口機械主要機種別統計分析表
金額單位(Unit): US$1,000

排名
Rank

進口產品
Products

2018年
金額
(Value)

2019年
金額
Value

佔進口
比率%

2019年/
2018年
Change(%)

合計 Total

26,668,826

34,716,964

100.0%

30.2%

1

半導體、IC、面板用製程設備
Machinery for IC. Semiconductor

11,692,255

19,344,985

55.7%

65.5%

2

引擎及零組件 Engines & Parts

2,911,447

2,865,819

8.3%

-1.6%

3

泵,送風機,壓縮機
Pumps,Fans,Compressors

1,230,492

1,311,625

3.8%

6.6%

4

特殊功能之機械 Other Special Machinery

1,088,376

1,103,546

3.2%

1.4%

5

閥類 Valves & Parts

904,144

879,522

2.5%

-2.7%

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機械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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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空調冷凍設備 Air Conditioning &
Refrigerators

832,742

846,179

2.4%

1.6%

7

工具機 Machine Tools

966,400

806,788

2.3%

-16.5%

8

機械零組件 Components and Parts

887,637

788,580

2.3%

-11.2%

9

處理材料製程設備 Equip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Material

566,183

582,208

1.7%

2.8%

10

運搬機械 Handling Equipment

502,709

556,289

1.6%

10.7%

11

玻璃燈泡與玻璃器具機械 Machinery for
Glassware

376,050

415,285

1.2%

10.4%

12

紡織機械 Textile Machinery

338,875

354,150

1.0%

4.5%

13

塑橡膠機械 Plastics & Rubber Machinery

316,559

299,842

0.9%

-5.3%

4,054,957

4,562,146

13.1%

12.5%

其他 Others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月報

製表：TMTF/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較上年同期成長23.3%。美國排名居次，進口值為68億2,612萬美元，佔進口19.7%，
較上年同期成長21.9%。荷蘭排名第三位，進口值為65億305萬美元，佔18.7%，較上
年同期成長176.0%。
中國大陸排名第四位，進口值為38億8,514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1.9%。新加
坡排名第五位，進口20億5,318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34.4%。德國排名第六位，
進口值為17億8,881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1.8%。韓國排名第七位，進口值為8億
9,714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0.6%。餘則泰國佔1.6%，較上年同期成長1.6%。馬來
西亞佔0.8%，較上年同期成長12.2%。英國佔0.7%，較上年同期負成長20.4%。法國
佔0.4%，較上年同期負成長4.0%。越南佔0.4%，較上年同期成長23.7%。有關進口機
械國家別，詳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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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9年台灣進口機械國家別統計分析表
金額單位(Unit): US$1,000

排名
Rank

進口國家/地區
Country

2018年
金額
(Value)

2019年
金額
Value

佔進口
比率%

2019年/
2018年
Change(%)

合計Total

26,668,826

34,716,964

100.0%

30.2%

1

日本Japan

7,482,693

9,226,584

26.6%

23.3%

2

美國United States

5,599,578

6,826,121

19.7%

21.9%

3

荷蘭Netherlands

2,355,915

6,503,056

18.7%

176.0%

4

中國大陸China

3,813,245

3,885,148

11.2%

1.9%

5

新加坡Singapore

1,527,230

2,053,188

5.9%

34.4%

6

德國Germany

1,756,397

1,788,811

5.2%

1.8%

7

韓國Korea

891,877

897,146

2.6%

0.6%

540,038

548,812

1.6%

1.6%

8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泰國Thailand
(機械公會)
馬來西亞Malaysia

258,807

290,259

0.8%

12.2%

10

英國United Kingdom

315,859

251,524

0.7%

-20.4%

11

法國France

146,842

141,010

0.4%

-4.0%

12

越南Vietnam

111,265

137,587

0.4%

23.7%

1,869,080

2,167,718

6.2%

16.0%

其他 Others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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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製表：TMTF/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二)、2020年1-5月台灣機械設備進出口統計
1. 機械出口
(1)、5月機械出口22.90億美元，較上年5月出口23.92億美元，減少4.2%。以新台
幣計算約685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7.4%。
(2)、1~5月機械出口值為103.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8.4%。以新台幣計價約
3,100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0.8%。
(3)、1~5月機械出口值前3大：檢量測設備(13.93億美元/占比13.5%/較上年同期成
長6.5%)、電子設備(13.58億美元/占比13.2%/較上年同期成長2.1%)、工具機
(9.20億美元/占比8.9%/較上年同期減少30.2%)，詳如表5。
(4)、1~5月機械出口國前3大：中國大陸(29.9億美元/占比29.0%)、美國(22.2億美元
/占比21.5%)、日本(7.7億美元/占比7.5%)，詳如表6。

2. 機械進口
(1)、5月機械進口值為29.79億美元，較上年同月27.38億美元，成長8.8%。以新台
幣計價約891億元，較上年同期成長5.2%。
(2)、1~5月機械進口值為165.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4.7%。以新台幣計價約
4,980億元，較上年同期成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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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月機械進口值前3大：電子設備(67.60億美元/占比40.81%/較上年同期成長
3.7%)、檢量測設備(34.32億美元/占比20.7%/較上年同期成長14.8%)、渦輪機
(8.60億美元/占比5.1%/較上年同期成長7.2%)，詳如表5。
(4)、1~5月機械進口國前3大：日本(42.3億美元/占比25.5%)、美國(36.4億美元/占
比22.0%)、中國大陸(22.0億美元/占比13.3%)，詳如表6。

表5、 2020年1~5月台灣主要機械設備進出口統計
金額單位(Unit): US$1,000

2020年1~5月出口
排名

機械設備種類

金額
增減率
出口占比
(百萬美金)
(%)
1,393.58
13.5%
6.5%
1 檢量測設備
2 電子設備
1,358.92
13.2%
2.1%
3 工具機
920.66
8.9% -30.2%
4 動力傳動件
712.24
6.9%
-6.9%
5 閥類
501.77
4.9%
-5.4%
6 空氣壓縮/真空設備及風扇
379.48
3.7%
4.5%
7 塑橡膠機
361.57
3.5%
-8.9%
8 工具機零組件
337.37
3.3% -15.6%
9 昇降及輸送設備
335.67
3.3% -39.4%
10 動力手工具
293.60
2.8% -11.5%
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機械公會)
11 木工機
255.97
2.5%
12.3%
12 製紙及印刷機
252.60
2.4% -23.6%
13 事務機
235.71
2.3%
-3.1%
14 刀具/工具
222.40
2.2%
-1.2%
15 泵
215.26
2.1% -16.5%
16 食品加工及包裝機
212.47
2.1% -13.5%
17 渦輪機
198.28
1.9% -24.5%
18 紡織機
191.23
1.9% -10.5%
19 控制器
188.57
1.8%
-3.2%
20 模具
161.86
1.6% -13.9%
21 引擎
130.40
1.3%
-1.0%
22 縫紉機
82.81
0.8% -19.0%
23 農機
55.70
0.5%
2.7%
24 機器人
53.43
0.5%
0.2%
25 鍋爐
46.53
0.5% 274.7%
26 皮革與製鞋機
42.61
0.4%
-9.2%
27 冷凍冷藏設備
41.89
0.4%
-1.3%
28 空氣調節器
26.63
0.3% -10.6%
29 冶金及鑄造設備
21.26
0.2% -29.3%
30 自動販賣機
17.34
0.2%
12.8%
31 工業烤爐及燃燒器
17.01
0.2%
12.4%
32 污染防制設備
9.68
0.1%
2.4%

2020年1~5月進口
金額
增減率
進口占比
(百萬美金)
(%)
3,432.92
20.72%
14.8%
6,760.87
40.81%
3.7%
271.71
1.64% -24.3%
313.31
1.89% -13.0%
395.85
2.39%
13.7%
389.51
2.35%
4.3%
112.07
0.68% -12.4%
100.72
0.61%
-6.7%
392.92
2.37%
-1.5%
51.14
0.31%
9.5%
18.54
0.11%
-4.5%
252.04
1.52%
0.7%
82.81
0.50%
13.3%
80.33
0.48%
-5.1%
154.28
0.93%
0.4%
124.50
0.75%
4.0%
860.30
5.19%
7.2%
77.51
0.47% -32.5%
465.59
2.81%
17.9%
48.53
0.29%
-9.9%
351.17
2.12%
1.6%
17.64
0.11% -21.3%
57.30
0.35%
33.4%
40.48
0.24%
0.5%
26.67
0.16% -15.7%
2.73
0.02% -24.5%
108.11
0.65%
21.7%
185.89
1.12%
11.4%
74.30
0.45%
4.8%
3.73
0.02% -28.6%
23.41
0.14% -39.0%
30.83
0.19% 204.8%

排名

機械設備種類

33 營建及建築機械
34 焊接設備
35 其他
合計

金額
出口占比
(百萬美金)
8.98
0.1%
8.70
0.1%
1,024.27
9.9%
10,316.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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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5月出口

2020年1~5月進口

增減率
(%)
-20.6%
-28.6%
1.4%
-8.4%

金額
進口占比
(百萬美金)
102.02
0.62%
2.23
0.01%
1,154.42
6.97%
16,566.39
100%

增減率
(%)
1.7%
-32.1%
-0.2%
4.7%

表6、 2020年1~5月台灣機械進出口國家統計
2020年1~5月出口國家
排名

出口國家

百萬美元

2020年1~5月進口國家
出口占比

進口國家

百萬美元

出口占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本
美國
中國大陸
荷蘭
新加坡
德國
馬來西亞
南韓
以色列
泰國
義大利
奧地利
瑞士
英國
越南
法國
瑞典
墨西哥
丹麥
印尼
加拿大
菲律賓
西班牙
捷克
芬蘭
印度
比利時
香港
波蘭
土耳其
其他
總計

4232.70
3647.36
2208.88
1313.89
1102.93
979.17
483.05
473.56
358.64
245.44
196.63
192.91
151.66
97.26
77.92
73.87
56.38
54.60
46.43
42.34
42.31
27.85
24.61
24.31
21.72
21.44
20.72
19.81
13.66
13.42
300.94
16566.39

25.5%
22.0%
13.3%
7.9%
6.7%
5.9%
2.9%
2.9%
2.2%
1.5%
1.2%
1.2%
0.9%
0.6%
0.5%
0.4%
0.3%
0.3%
0.3%
0.3%
0.3%
0.2%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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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大陸
2993.76
29.0%
2
美國
2222.91
21.5%
3
日本
771.81
7.5%
4
越南
355.54
3.4%
5
南韓
339.29
3.3%
6
新加坡
318.08
3.1%
7
荷蘭
286.46
2.8%
8
德國
285.59
2.8%
9
泰國
222.76
2.2%
10
香港
205.72
2.0%
11
印尼
181.46
1.8%
12
馬來西亞
172.67
1.7%
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機械公會)
13
印度
171.89
1.7%
14
土耳其
149.86
1.5%
15
菲律賓
134.27
1.3%
16
義大利
115.12
1.1%
17
英國
112.69
1.1%
18
加拿大
92.54
0.9%
19
俄羅斯
80.94
0.8%
20
墨西哥
79.88
0.8%
21
澳大利亞
77.71
0.8%
22
法國
61.45
0.6%
阿拉伯聯合
23
50.46
0.5%
大公國
24
巴西
50.25
0.5%
25
比利時
45.53
0.4%
26
西班牙
45.28
0.4%
27
波蘭
39.84
0.4%
28
以色列
35.35
0.3%
29
紐西蘭
32.62
0.3%
30
孟加拉
32.17
0.3%
其他
552.54
5.4%
總計
10316.42
100%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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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台灣機械出口重要因素與2020年全球經濟展望
1. 影響台灣機械出口重要因素
● 今年台灣匯率走強，1~4月出口以美金計算負成長9.5%，但若以新台幣計算

負成長11.7%，兩者相差2.2%，台幣升值已壓縮台灣設備利潤空間，影響
台灣出口競爭力。
● 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後，各國興起保護主義，關稅常為各國角

力之政策工具，台灣FTA簽訂對象太少，嚴重影響台灣出口競爭力。
●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紛紛封城鎖國，且國際疫情尚未趨緩，影

響時間拉長，在國際商務人士無法正常交流下，接單與交機皆無法進行，
機械設備出口深受影響。
● 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持續進行，且愈趨嚴重與擴大，全球產業鏈重新洗牌

與調整，貼近目標客戶市場之短鏈發展趨勢下，全球製造業正進行重新定
位與布局，台灣機械業出口將面臨更嚴峻之挑戰。

一、我國機械工業現況與挑戰

2. 2020年全球經濟展望
根據IHS Markit (簡稱IHS)於2020年4月17日公布的預測報告，2020年全球經濟
衰退3.0%，較上次(3月)預測值調降3.7個百分點(詳如表7)，著眼於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對全球經貿活動的限制範圍擴大，且傷害程度加劇，全球經濟
展望因而遭調降為負值。
國際貨幣基金IMF於2020年4月14日公布全球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預測
2020年全球GDP衰退3%相較於前次(2020年1月預測全球GDP成長3.3%)，調降幅度
達 6.3個百分點。由於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干擾正常經貿活動，重擊全球經濟表現
令不確定性居高不下。
世界貿易組織於2020年4月8日公布貿易預測報告指出，由於肺炎疫情嚴重限
制正常經濟活動運作，預計2020年全球貿易量將大幅萎縮，跌幅介於12.9至31.9之
間，關鍵影響因素在於肺炎疫情的持續時間與各國政府因應政策的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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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世界及主要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率與貿易預測
單位: ％，百分點

2020年
項目

2019年

本次預測
(2020.04)

2021年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20.04)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實質GDP成長率
2.6

-3.0

-3.7

3.9

1.5

先進 國家

1.7

-4.5

-4.0

3.7

2.7

新興 市場

4.1

-0.6

-3.2

4.2

-0.2

北 美自由貿易區

2.2

-5.5

-5.1

6.1

5.3

美國

2.3

-5.4

-5.2

6.3

5.5

加拿 大

1.6

-5.5

-4.5

4.9

4.1

墨西 哥

-0.1

-7.1

-5.3

3.3

2.8

資料來源：財政部，彙整TAMI (機械公會)
歐盟
1.5

-4.5

-3.3

1.3

0.2

法國

1.3

-4.1

-3.1

1.1

0.2

德國

0.6

-4.5

-3.2

1.5

0.7

義大 利

0.3

-6.0

-2.5

0.8

-0.1

西 班牙

2.0

-5.0

-3.2

0.9

-0.1

亞洲

4.4

0.2

-2.6

4.8

-0.1

臺灣

2.7

-1.6

-2.7

2.6

0.3

中國 大陸

6.1

2.0

-1.9

6.3

-0.3

日本

0.7

-3.3

-2.5

1.3

0.7

韓國

2.0

-0.1

-0.3

1.8

0.2

香港

-1.2

-4.5

-1.5

3.6

0.2

印尼

5.0

1.0

-3.5

5.1

-0.4

馬 來西亞

4.3

0.5

-2.7

4.5

0.3

菲律 賓

5.9

0.8

-4.2

6.5

0.6

新加 坡

0.7

-3.4

-2.4

3.8

1.8

泰國

2.4

-6.0

-7.7

3.0

-0.1

越南

7.0

3.2

-2.9

5.7

-0.5

印度

4.9

-1.0

-6.1

5.2

-1.3

緬甸

6.4

2.8

-3.7

5.7

-1.1

澳大利亞

1.8

-4.5

-6.1

2.8

-0.1

紐西蘭

2.2

-4.2

-6.4

1.9

-0.5

一、我國機械工業現況與挑戰

全 世界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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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24

二、專題演講
主講人：
敬邀 國發會 龔明鑫 主委 蒞會主講

三、表揚「國家防疫貢獻獎」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本會會員組織情形
1. 本會所轄地區係整個台灣地區 ( 含澎湖 )，現擁有會員廠商總計 2,838 家 ( 含贊助會員
524 家 )，會員代表 5,510 人 ( 含贊助會員 772 人 )。本項資料統計係以本 109 年 3 月底
為截止日期。
2. 本會就會員廠商分佈情形及對會員廠商服務需要，分別在台北 ( 含基隆、宜蘭、花蓮 )、
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及高雄等七個地區分別設立地區服務處，專人負責為
會員服務，台北地區服務處則由總會兼辦。
3. 就會員分佈情形，台北地區佔會員總數 23.6%、新竹地區佔會員總數 13.7%、台中地區
佔會員總數 37.5%、彰化地區佔會員總數 8.3%、嘉義地區佔會員總數 3.3 台南地區佔會
員總數 8.2%、高雄地區佔會員總數 5.4%，分佈情形如附表。
台北地區會員

基隆宜蘭會員
廠商 28 代表人數 60

台中地區會員
廠商 1,070 代表人數 2,067

彰化地區會員
廠商 243 代表人數 454

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新竹地區會員
廠商 360 代表人數 753

台北市會員
廠商 107 代表人數 207
新北市會員
廠商 561 代表人數 1,029

(一)
會員組織情形

花蓮會員
廠商 3 代表人數 5

嘉義地區會員
廠商 106 代表人數 184
台南地區會員
廠商 224 代表人數 454
高雄地區會員
廠商 136 代表人數 297

正式會員 廠數 2,314 代表人數 4,738
贊助會員 廠數 524 代表人數 772
總
計 廠數 2,838 代表人數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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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組
別

四、

全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二)

26

會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編列年度
工作計畫

年度開始提計畫通過執行

年度終止提出本執行
成果報告

壹、
繼續推「ISO
9001:2015年
版品質管理系
統」，以加強
服務品質。

1. 配合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之ISO9001:2015之品質管理系統追
查，預訂時間為108年7月份。
2. 落實並持續維護此ISO9001:2015品質
管理系統之運作，並加強服務會員
廠商。
3. 本會之品質政策為「不斷提昇服務
品質，積極爭取會員權益」。

本會108年度ISO稽核：由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於108/8/8派員至
會追查稽核通過。

貳、
進行環境品質
改進。

1. 持續改善會務人員工作環境，美化
環境、綠化與維護。
2. 加強會務人員行政效率，每月召開
業務會報、追蹤、執行。
3. 力行五Ｓ運動
依據五Ｓ運動推動辦法執行：
(1)整理(SEIRI)……
也就是清除、區分要與不要的東
西處理。
(2)整頓(SEITON)……
將要的東西分類標示，並定位、
定量放置，而能方便快速取用。
(3)清掃(SEISOU)……
也就是清理、打掃擦拭乾淨。
(4)整潔(SEIKETSU)……
也就是規格化，設備或人員都不
把工作環境弄髒，隨時維持整潔
的狀態。
(5)教養(SHITSUKE)……
也就是訓練與紀律，全員確實遵
守工作場所的規則及生活紀律，
並養成習慣。

1. 會務同仁隨時依5S運動：整
理、整頓、清掃、整潔、教
養執行，保持工作環境美化
與維護。
2. 每週召開組長級會報，每三
個月召開全體會務人員業務
會報。
3. 依ISO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
之運作，並加強服務會員廠
商。
4. 本會之品質政策為「不斷提
昇服務品質，積極爭取會員
權益」。

備註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組
別

備註

4.加強服務態度、加強會員需求之服
務。
(1)提高會員滿意度為努力目標：
應注意服務態度，電話禮貌、長
話短說(語音系統應簡化，縮短等
候時間)、迅速回應等。
(2)重視會員之需求。
(不滿原因之探討、改進。)
● 今日事，今日畢。(注意法定期
限日內辦理，會議記錄1週內送
出。)
● 遵守上班時間，加班需要性之核
可，考核之嚴格執行。

全

肆、
吸收機械廠商
新入會

依工作計畫執行。

1.印製宣導資料。
2.調查未入會之機械廠商名單送服務處
及地區理監事參考。
3.依省市建設廳局受理工廠登記名冊，
函請新設立廠商入會並追蹤考核。
4.在理監事指導下，動員本會與全體服
務處人力，對尚未入會廠商積極爭取
入會。
5.至機械廠較多之工業區作專題演講宣
導加入本會之好處，勸導其入會。

依照工作計畫執行：
108年度吸收新入會廠商目標100
家，至12月底止新入會廠商109
家(含贊助會員42家)，已達年度
目標100家之109%。

(二)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會

1.請各專業委員會會長、副會長選出
所屬會員廠商每人拜訪若干家為原
則。
2.地區主任委員及該地區理監事(含候
補)就該地區會員廠商分出責任區，
每人拜訪3-5家為原則。
3.如有相關會員廠商未能列入拜訪名
單，則由秘書長負責。

四、

參、
拜訪會員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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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壹、會議
1. 會員代表大
會。

2. 各地區會員
會議。

四、

總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二)

28

項目

3. 理事會議。

務

執行辦法
會員代表大會：
辦理第2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時間：民國108年3月21日(四)
地點：台中市僑園大飯店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1段111號

依工作計畫準時召開，出席人
數：279人(含委託89人)

辦理地區會員會議：
1.預定第28屆第3次各地區會員會議召開
日期如下：
南區(台南、嘉義、高雄地區)：
時間：108.11.19(二)下午3時
中區(台中地區、彰化地區)：
時間：108.11.20.(三)下午3時
北區(新竹地區、台北地區)：
時間：108.11.21日(四)下午3時
2.召開上項會議並準備各地區會議議程
資料，及各項開會事宜。
3.於會議中頒發「第8屆熱心會員楷模
獎」予以表揚。

依工作計畫執行，彙整會議相關
資料，如期召開，出席人數：

理事會議：

依工作計畫如期召開，出席人數
符合過半數之出席。理事27人，
候補理事9人，理監事出席人數：

1. 依內政部規定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理事會會議召開預定時間如下：
第28屆第4次：108年01月17日(四)
第28屆第5次：108年04月25日(四)
第28屆第6次：108年07月25日(四)
第28屆第7次：108年10月31日(四)
第28屆第8次：109年01月16日(四)

組

執行成果報告

南區：685人(含委託216人)
中區：1,579人(含委託511人)
北區：1,049人(含委託341人)
於會中頒發「第8屆熱心會員楷
模獎」及2019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心得徵文競賽。

27人(含候補6人)
31人(含候補7人)
34人(含候補8人)
32人(含候補8人)
32人(含候補8人)

2. 必要時召開臨時理事會。
4. 常務理監事
聯席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28屆第04次：108年3月07日(四)
第28屆第05次：108年6月13日(四)
第28屆第06次：108年9月12日(四)
第28屆第07次：108年12月26日(四)

5. 各地區服務
處業務檢討
會議。

各地區服務處業務檢討會議
(第28屆第2次)：
訂於108年1月17日召集本會各地區服務
處人員、總會相關會務人員，共同檢討
本次會議缺失及改善方案，同時討論會
務推展事宜。

依工作計畫執行如期召開完成。
常務理監事12人
11人
10人
11人
9人
依工作計畫執行，於108年1月17
日召開第28屆第2次各地區服務
處業務檢討會議，共同檢討本次
會議缺失及改善方案，同時討論
會務推展事宜。

備註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6. 人事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討論本會會務工作人員人事案，擇期召
開。

108/7/25召開第28屆第2次人委會

貳、行政

1. 會員代表大會：準備各地區討論提
案、研議決議及前項大會決議執行
情形，彙整編印會員代表大會會議
手冊及會員代表大會名冊。
2. 地區會員會議：準備各地區討論
提案、工作報告、上次決議執行情
形，並編印各地區會員會議議程及
會員代表名冊。
3. 編印理、監事、常務理監事會議議
程資料。

依工作計畫執行，準時依各項會
議彙整相關資料，編印成冊，於
會議前寄送分發各大會代表、地
區會員代表、理監事等。

為使本會會員會籍正確無誤，並配合會
員需要做迅速之處理，會籍整理實施如
下：
1. 平時受理個別會員辦理會籍資料變
更。
2. 每年辦理全體會員會籍資料總校正
工作。

依工作計畫執行，於8月以掛號
函寄送會員廠商會籍檔資料，並
請修正後寄回，彙整後變更資料
及校正。

3. 編印會員名
錄

編印2019-2020中文、英文會員名錄：
根據會員會籍總校正資料配合新年度會
員名錄編印，分送各會員廠商及有關單
位。

於108年3月出版中、英文會員廠
商名錄，並分送各會員廠商及有
關單位。

4. 編印本會簡
介

編印本會「中英文簡介」。

依工作計畫執行編印簡介。

5.台北地區服
務處事宜及
徵收會費(含
基隆、宜
蘭、花蓮)

1. 請各地區服務處及會員同業繼續協
助推動勸導尚未參加本會各合法機
械廠商及新設立廠商爭取其入會。
2. 調查未入會之機械廠商名單送服務
處及地區理監事參考。
3. 繼續受理入會申請、變更資料與發
給投標比價證明及其他會員會籍業
務有關之服務。

依工作計畫執行，請各地區服
務處及理監事等，邀請廠商加
入本會。

1. 整備及編印
各項會議議
程資料

總
2. 會籍校正

務

(二)

隨時更新會員變更資料等有關
服務。
每半年徵收會費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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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92年度起初即依章程規定分級製
發會費通知單及收據徵收。
(1) 一年分二期徵收，以半年為一
期。
(2) 台北地區由本會派員徵收外，其
餘由各地區服務處協助徵收轉
繳，或直接劃撥與寄送總會。

四、

總

6.其他例行性
工作

推薦績優理、監事、優良會務工作人員
暨參加全國性工礦職業團體績優選拔、
節日慶典及社團活動的參與等。

108年度榮獲內政部特優職業
團體，優良會務人員：黃愛琳
理事長秘書、侯馨青專員，於
9/10接受表揚。
本會副理事長魏坤池榮獲「108
年度工礦團體優良理監事」之
殊榮，並於11月11日第73屆工
業節接受頒獎表揚。

參、
組織與人事

1. 各地區服務處組織與人事之調整。
2. 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3. 依據本會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繼續辦
理人員聘僱、考核、差勤、退職、
退休、撫卹等事項。
4. 繼續辦理員工福利活動。

依工作計畫執行。

肆、
器具採購、維
護

1. 電腦(含周邊設備)、影印機、傳真機
等設備的採購、維修及保養。
2. 辦公場所之清潔維護。

依工作計畫執行，適時維修、
保養及採購設備。

伍、
製作及發行機
械資訊。

1. 機械資訊於每月上旬出刊，內頁資
料以80頁為基準，因應製作成本及資
料多寡機動調整。
2. 機械資訊目前常設約十個單元，其
中產業人物專訪、特別企劃、產業資
訊、展覽會消息、會員動態、會務活
動等單元。
3. 機械資訊內容以產業資訊報導為
主，並輔以本會主辦的國內外展覽會
及國外拓銷團的相關報導、政令宣
導、會務活動報導、會員廠商動態、
貿易訊息等報導，其他最新科技、技
術之報導與介紹、新申請專利及報導
國際市場動態，則機動刊登。
4. 除各項參觀訪問及國際交流活動報
導外，並視需要邀請專家代為撰寫專
業稿件。

依工作計畫執行，每月上旬出刊
並寄送會員廠商、貴賓，提供產
業資訊報導、展會活動、會務活
動等相關資料。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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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免費供應會員工廠及相關機關團
體 外，並逐步增加贈閱對象，同時
接受各界自由訂閱。
6. 每月發行約3,200本，視配合的展覽
會而加印發行，每月平均3,500~4,000
本不等。
7. 網路版係擇錄當期重點資訊3至7則
不等刊於本網站，供會員廠商及外
界對機械產業有興趣者閱讀。提供
沒有時空距離的閱讀環境。
陸、
機械資訊電子
書

組

柒、
TAMI APP
行動網路

1. TAMI 行動APP：於107年11月新版建
構完成，新增了多項功能，包括：
(1)推撥功能：讓公會可為會員們提
供最即時的訊息與重要會務提
醒。
(2)展訊與活動：在APP直接報名可
免去撥冗傳真活動報名手續。
(3)個人報名管理：對本會公告的課
程、有興趣的活動，可標註查
詢，針對個人已經報名的課程也
有記錄可快速查閱相關資訊。
(4)建議與回饋：與會員們建立最直
接的溝通管道。
(5)機械資訊：將機械資訊月刊電子
化，透過APP隨時可查詢。
(6)贊助商區：提供贊助商介紹、
連絡資訊、產品介紹及型錄照
片……。

依工作計畫執行，隨時更新資料
提供會員廠商。

(二)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務

依工作計畫執行，機械資訊每月
同時發行「機械資訊電子書」，
E-mail全會員並刊登每週電子
報、本會APP。
於各項活動中提供QR code掃
描。

四、

總

1. 自民國107年元月起發行機械資訊全
文式電子書。
2. 電子書內容包含所有機械資訊月
刊，含廣告。
3. 電子書的收信頁以當期封面標題為
內容。
4. 電子書首頁加裝計數器以統計瀏覽
人次，於紙本機械資訊月刊中刊登
電子書訊息，讀者可直接掃描QR
code 連結訂閱。
5. 展場設置海報以推廣電子書之訊
息；舉凡本會與宗久有設立攤位的
展覽均會放置。
6. 由本會召開的各項會議，都放置QR
code立牌，方便手機掃描訂閱電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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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公益活動

每年編列慈善捐款，積極推動公益活
動，讓愛心能夠溫暖每個角落，使弱
勢團體感受到更多的溫暖與關懷。
1. 社會公益，愛心捐款。
2. 參與各公協會之聯誼與互動。
3. 國際性公協會之天災捐助。

依工作計畫執行，每年提撥預
算百分之1作為公益活動。

玖、
支援業務組及
展覽組相關展
覽會及會議活
動

1. 支援展覽組2019年「台北國際工具機
展」相關展會事務，及其他相關會議
活動。
2. 支援業務組2020「台北國際塑橡膠工
業展」相關展會事務，及其他相關會
議活動。

依工作計畫執行支援本會主辦
展覽等相關活動。

拾、
發生天然災害
之際，展開廠
商受災情況調
查及關懷行動

台灣地區因天然災害發生如：地震、
颱風、水災等，致使廠商生命財產遭
受損失時，進行調查及關懷行動。

依工作計畫執行，隨時打電話
關心會員，並提供相關資料。

拾壹、
會員自強活動
聯誼

舉辦北區(台北、新竹地區)、南區(嘉
義、台南、高雄地區)會員廠商自強活
動聯誼，促進會員之交流。

108年12月14日舉辦北區(新
竹、台北)會員廠商自強聯誼活
動，計122名，假新溪口吊橋、
角板山商圈、三坑老街、太平
紅橋巡禮進行聯誼活動。

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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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協 助 會 員 拓 銷 產 品
1. 2019/06/18-06/23，機械業赴印度(古嘉
瑞、克伊巴多)機械型錄展
2. 2019/09/20-30，機械業赴巴西、阿根
廷機械拓銷團
3. 2019/10/11-20，機械業赴孟加拉、印
度機械拓銷團
4. 2019/7-8月，越南機械拓銷團

1.配合外貿協會辦理新南向、中
南美洲、西南亞之拓銷團，本
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以
取得商機。
2.協助會員赴印度暨越南經貿投
資考察，掌握第二生產機會之
實際投資的情勢及促成經貿合
作機會。

2.國際行銷：
印製相關刊
物

1. 印製中文會員名錄，供國內外買主及
相關機構參考使用。印製中文簡體版
擴大向大陸市場推廣會員產品。
2. 印製英文會員名錄，供國外買主及
駐外單位參考使用，促銷我國產製機
器。
3. 印製金屬加工機械採購指南，協助工
具機會員廠商拓銷產品。
4. 印製台灣紡織染整成衣機械名錄，協
助紡織機械業者拓銷產品。
5. 印製台灣塑橡膠機械專刊，協助塑橡
膠機械業者拓銷產品。
6. 印製食品、包裝、印刷機械名錄，協
助業者拓銷產品。
7. 印製機械零組件採購指南，協助零組
件業者拓銷產品。
8. 協助各專業委員會印製各專業機種之
採購指南，以協助拓銷產品。

1.2019年共發刊採購指南4種、
發刊書本10,000冊，光碟片
28,200片。
2.於國內外展會、拓銷團、公共
場合強力協助會員推廣爭取商
機。

3.建立本會與
世界各國工
商協會之交
流及關係

1. 本會於各項展覽會及拓銷團與世界各
工商協會建立關係，並於拜訪當地之
工商協會介紹本會組織、業務推動情
形並提供各項專業名錄供參考使用，
以協助會員於世界各地開拓機械設備
市場。
2. 本會接待世界各工商協會及大陸相關
公協會來訪，促進雙方之交流及建立
關係。

1.本會今年度接待29團次工商團
體交流、建立關係。
2.例如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訪
問團、俄亥俄州東北部經濟發
展局、越南安沛省訪團、馬來
西亞投資發展局、印度塔米爾
州工業部投資局、美國SPI塑
膠協會等。

4.協助刊登廣
告

1. 協助會員刊登廣告，並於國內及國際
媒體上刊登聯合廣告，以整體宣傳，
加強促銷，爭取商機。
2. 協助會員於海外參展時刊登廣告，爭
取曝光率。

本會於各重點展會購買外牆、
show daily等廣告，協助會員廠
商增加曝光率，以取得訂單機
會。

業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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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協助會員處
理貿易糾紛

依據會員所提貿易糾紛案，積極要求
有關單位處理。

1.針對立式加工中心遭大陸反
傾銷調查，本會發函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及財政部關務
署。
2.擬建請共同研商參考美國、
日本或其他先進國家，對目
前貨品分類綜合加工機(加工
中心)再進行細分類。

6.機械研發：
辦理機械
業、各研究
院及學術單
位之參訪活
動

1. 辦理機械業與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中山科學研究院、工研院機械
所、各研究院之參觀活動。
2. 藉參觀活動瞭解業者之實際需求，及
請廠商提供需由各研究單位協助之合
作項目或共同開發之合作項目，加速
提升機械業產品之技術水準。

參訪鴻海民生廠、參觀工研院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智慧製造試
營運場域、參觀漢翔航空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工廠」
等。

7.國際行銷：
辦理海外之
機械型錄展

1. 本會與國外相關工商協會，於國際會
議中辦理機械型錄展，加強我國產品
之拓銷。
2. 本會與駐外經貿單位相互合作，於特
定地區辦理型錄展，以最少之成本，
達到協助會員拓銷之目的。
3. 機械型錄展過程中，建立本會與當地
工商總會之良好關係，進而協助會員
開拓當地之機械市場。

配合外貿協會及駐外單位之展
會活動，請廠商提供機械產品
目錄於國外廣為宣傳，增加曝
光機會，以取得商機。

務

貳、提供會員最迫切需要之資訊

組

1.政府之政令
新規

政府單位的相關法令、資訊，若與本
會會員有關的法令資料，將以最快速
之網站、電傳回復方式通知會員廠
商，同時透過會訊及網站的方式通知
全體會員廠商，使業者得到所需的政
令新規。

提供資訊蒐集、採購商機、商
情報導、提供技術訊息、政府
政令等，108年1月~12月共132
件。

2.國內外買主
採購商機

有關國內外採購商機之管道，包括國
內外電話之詢問，國外中英文函之詢
問，至本會洽談及政府單位寄至本會
之需求函，本會立即查詢合適之業者
供買主參考，另刊登重大採購商機項
目於會訊中，以便業者查詢，進而提
供交易之機會。

1.國內外業者欲購買我業者之機
械設備，本會提供可運用之會
員廠商名單，以供參考，並促
成商機。共計900件國內外來
函，廣為通知會員廠商，促成
多筆商機。
2.並將有關重要商機立即刊登本
會機械資訊及網站、電子報，
以通知會員廠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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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外展會
訊息

本會常接到國內外展覽公司寄來之展
會資訊，本會每月定期刊登機械資訊
及網站，以讓會員廠商知曉。本會將
推動或代理之展會，將以公函之方式
通知會員廠商參加或於各專業委員會
中向業者報告說明，以整體拓銷方
式，向主辦單位報名，除可減少攤位
費用，並以整體規劃方式，提升參展
之形象。

辦理國外機械展覽會：共計19
場次，參展廠商共212家，展出
面積6,862平方米，參觀人數達
786,108人。

4.國外拓銷活
動訊息

1.本會將整年度之拓銷活動登刊機械會
訊及網站，使會員有整年度之拓銷計
畫。
2.本會將拓銷活動行文全體會員，請會
員踴躍參加，以達到拓銷目的及取得
商機。
3.運用會訊及網站將拓銷活動之實際情
況及效果週知會員。
4.會員運用此拓銷活動之參與，使會員
取得與業者有關進口商、製造商、代
理商之資料，有助於減少會員找尋之
時間，促成商機成交之機會。

1.本會目前已針對業務之展會、
拓銷活動，將買主名單達
16,000筆以上。
2.如印度、孟加拉、泰國、越
南、印尼、墨西哥、緬甸、柬
埔寨、中國大陸、土耳其、義
大利、德國、美國等國之資料
週知會員，促成訂單及商機。

5.外國來訪考
察團座談會

本會接待之經貿考察團相當多，來自
世界各地，如歐美各國、中南美洲各
國、非洲各國、東南亞各國及大陸
等，來訪之單位包括政府單位、工商
部門、工商(公)協會等，主要目的為
經貿洽談、商業合作、技術合作、採
購國內設備、推廣產品至國內等，本
會邀請有關會員廠商，共同參與座
談會，建立雙方之經貿交流及合作機
會，有助於促成商機。

1.本會今年度接待29團次工商團
體交流、建立關係。
2.例如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訪
問團、俄亥俄州東北部經濟發
展局、越南安沛省訪團、馬來
西亞投資發展局、印度塔米爾
州工業部投資局、美國SPI塑
膠協會等。

6.機械研發：
協助業者聘
僱海外與大
陸科技人才
來台服務

1.配合本會舉辦之各種專業說明會，邀
請投資業務處向業者說明延攬作業之
辦法，進而協助業者擴大延攬海外產
業技術人才，加速國內產業升級。
2.協助業者申請聘僱海外與大陸科技人
才來台服務。
3.配合工業研究院機械所舉辦各項專業
技術研討會。

會員廠商如有海外人才需求，
本會提供投資業務處之延攬海
外產業、技術人才的相關資料
供參考運用，以協助引進國外
人才來台/返台就業。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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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機械研發：
協助業者技
術合作及引
進

1.提供本會業者技術引進及技術合作
需求之資料，將所需技術引進及合
作項目透過俄羅斯、德國、日本、
烏克蘭相關研究單位找尋合適之對
象進行合作。
2.赴日本、德國找尋各種技術項目包
括機械設備、材料、鑄造、鍛造、
深抽加工、焊接等供國內業界移轉
的技術。將舉辦技術說明會讓業界
運用，以提升我國產業的水準。
3.調查之技術合作及引進項目將與德
國、日本、美國等各公會洽談相互
合作及技術引進。
4.並針對會員所提之技術合作項目及
找尋之技術人才，配合德國VDMA
聯合會及工研院駐德國辦事處，協
助尋找所需之技術項目及技術人
才。
5.配合精密機械推動發展小組、工研
院國際中心協助我機械業者與德國
之業者相互策略聯盟。
6.配合本會大阪駐日據點協助本會會
員促成技術交流及合作機會。

1.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
蘭技術資料於網站周知會員
廠商，以協助引進新的研發
技術。
2.透過台歐盟產業對話會議，
協助業者引進先進技術，並
邀請專家來台。
3.邀請德國、日本技術專家於
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中進
行演講。

8.機械研發：
協助會員邀
請所需之國
際科學家及
技術人才來
台

本會與俄羅斯、烏克蘭科學單位相互
洽談，瞭解整理成中文技術資料，放
置網站及會訊週知全體會員，以提供
開發新產品之技術來源。

持續將技術資料庫置於本會網
站周知會員。

9.機械研發：
建立俄羅
斯、烏克蘭
之技術資料
庫供會員運
用

1.將國科會及各大專院校研究開發之
技術項目放置本會網站，週知會員
廠商參考使用。
2.通知會員提供所需之技術，促進我
業者與各大專院校之產學合作及提
升競爭力。

1.提供國立中央大學可移轉技
術項目達136項。
2.提供各大學之研發技術成果
達100項以上。

10.機械研發：
協助會員邀
請所需之國
內產業專家
及技術人才
促成雙方合
作。

1.配合辦理科技專案進行研究開發主
導性新產品、傳統產業升級等之說
明會。
2.金融財務：邀請中國輸出入銀行、
滙豐銀行、土地銀行、外商銀行協
助辦理財務相關方面之實務性研討
會、辦理輸出融資與保險之研討
會。
3. 辦理產學合作研討會。
4. 辦理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會。

1.辦理精密機械業人才媒合會
北中南3場次。
2.辦理研發補助計畫、市場研
討會、生產力4.0智慧機械、
IOT、產學合作、研發成果發
表會、精密量測、技術研發
等不同領域活動，共計43場
次，逾 2,049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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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辦理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
(SBIR)推動計畫之研討會。
6.辦理SMB研討會。
7.智慧機械跨域研討會
8.配合我政府各研發單位辦理科技專
案成果發表會。

業

1. 辦理「軌道產業國產化商機
暨投資臺灣說明會」，由交
通部鐵道局楊正君副局長分
享「鐵道產業興建及維修推
動策略」。
2. 會中建議鐵道局能夠協助業
者排除資格障礙，並定期提
供本會相關採購清單供業者
參考。

肆、
機械人才培訓
計畫

1. 全球工具機新技術發展趨勢。
2. 最新塑橡膠機械設計開發實務。
3. 紡織機械-最新應用與發展趨勢
4. 機械優化設計與軟體應用。
5. 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之發展趨勢。

1. 共辦理4場機械論壇系列，參
加會員達183家，使會員掌握
市場最新之研發技術及發展
方向。
2. 包括「智慧機械上雲端」、
「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
「智慧塑橡膠機械發展與應
用」、「智慧機械技術與優
化」四項主題。

務

組

伍、
技術專利推動
計畫

1. 調查會員廠商的需求。
2. 於本會網站、會訊廣為宣傳。
3. 請工研院、金屬中心、精密機械研
究發展中心提供技術專利供會員運
用。

1. 提供108年度工業技術研究院
材料與化所專案計畫，可運
用之技術合作項目23件，供
會員廠商運用。
2. 提供工業技術研究院之可移
轉技術成果及技術專利達355
項以上。
3. 提供中山科學研究院之技術
移轉項目共303項。
4. 持續提供其它研發單位的技
術成果及成果發表會之資
料，以供會員參考運用。

陸、
機械業熱心參
與公會之展
會、拓銷活動

1.本會會員參加展覽、拓銷活動、研
討會之名單，隨時鍵入電腦系統
中。
2.未來將本會各項活動提供會員們參
考。

持續配合辦理北中南區之廠商
楷模獎。

(二)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針對業者之困難及政府各項採購案，
向我政府單位反應及爭取會員承製之
機會，取得商機。

四、

參、
為反應本業意
見向有關單位
提出重要建議

37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組
別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柒、
專委會名稱

1. 塑橡膠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2. 紡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3. 流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4. 齒輪製造業專業委員會。
5. 工具、量具、研磨業專業委員會。
6. 食品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7. 國防及航太工業專業委員會。
8. 空油壓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9. 包裝印刷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10. 機械工程業專業委員會。
11. 運搬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12. 半導體暨平面顯示器設備業專業委
員會。
13. 流體監測業專業委員會。
14. 污染防治設備業專業委員會。
15. 軌道車輛業專業委員會。
16. 國際合作委員會。
17. 國產化與政府採購委員會。

1. 108年1-12月共辦理專業委員
會達22場次，逾847人次參
加，與各會員交流產業機械
資訊並提供補助資源、產業
資訊及合作管道。
2. 安排工廠參訪活動，交流產
業資訊。
3. 邀請研發法人單位介紹前瞻
技術計畫。
4. 介紹海外市場行銷計畫。
5. 海外機械產業之商情介紹，
讓會員掌握市場趨勢。
6. 會 員 廠 商 提 出 之 建 言 與 建
議，向7.政府單位反映，爭取
會員權益。
7. 宣導政府相關產業政令，讓
會員廠商掌握情勢。

辦理專業委員
會各項事宜

1.業務組目前負責17個專業委員會，
並依需要增減中，目前定期每六個
月將召開一次委員會議。
2.報告相關機械展覽會、機械產銷等
資訊。
3.協助同業經營、技術、管理之研
究，並提升品質，從事研發等工
作。
4. 同業製品外銷之擴展等事項。
5. 職業訓練人才培訓事項。
6.有關品質管制、機械安全與檢驗事
項。
7.研究解決同業共同之困難問題。
8.與國內外專業機構合辦專業性展
會。
9.組團赴國外參展、參觀工廠、技術
觀摩、參觀展會、舉辦交流商談會
等活動。
10. 發行專刊。
11. 交換員工管理、貿易經驗與市場行
情。

依工作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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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辦理智慧機械
產學研委員會
各項事宜

1. 整合研發、學術單位的技術能量，
協助本會會員導入智慧機械之業務
開發。
2. 有關智慧機械製造領域之有關政府
政策的建言。
3. 有關智慧機械製造之人力、技術移
轉合作與共同推廣等事宜。
4. 有關各產業對智慧機械之實際需求
調查。
5. 調查會員廠商對智慧自動化之需
求，以達推動工業4.0之方向發展。
6. 建立工業4.0之智慧機械成功示範案
例。
7. 建立智慧機械之Smart Box。
8. 建立跨域合作之媒合活動。
9. 辦理智慧機械研討會。

1. 召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
會」4場。
2. 辦 理 『 智 慧 製 造 系 統 證 照
班』。
3. 辦理「108年度智慧機械人才
培育計畫。
4. 舉辦「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
會」。

玖、
主動介紹會員
生意

1. 放置於本會網站週知會員廠商。
2.設置專人將國內外之購買機械詢問
直接傳真給本會會員廠商，以促成
商機。
3.另以電話及電郵之方式直接通知會
員廠商，以促成商機。

1. 國內外業者欲購買我業者之
機械設備，本會提供可運
用之會員廠商名單，以供參
考，並促成商機。共計900件
國內外來函，廣為通知會員
廠商，促成多筆商機。
2. 並將有關重要商機立即刊登
本會機械資訊及網站、電子
報，以通知會員廠商。

拾、
建立海外潛在
客戶名單資料
庫

本會於海外辦理參展及拓銷，將洽商
及有意購買我機械設備之名單及進口
商名單建檔，放置網站，週知會員以
促成商機。

1. 本 會 目 前 已 針 對 業 務 之 展
會、拓銷活動，將買主名單
達16,000筆以上。
2. 如印度、孟加拉、泰國、越
南、印尼、墨西哥、緬甸、
柬埔寨、中國大陸、土耳
其、義大利、德國、美國等
國之資料週知會員，促成訂
單及商機。

拾壹、
建立本會電子
郵件及傳真系
統、電子報

1. 建立本會電子郵件、傳真系統，以
達迅速聯絡、精簡人力之目的，及
達效率化及節省費用。
2. 建立座談會、專委會之電子郵件及
傳真系統，以增加效率達到服務目
的。
3. 將本會之展會、各項拓銷活動、研
討會、政府法令、商情以電子報快
速提供會員運用。

以TAMI APP及Google表單等
方式提升與會員廠商的溝通效
率，以及時將展會、各項拓銷
活動、研討會、政府法令、商
情供會員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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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機械業ｅ化：
運用TAMI名
稱建立中文繁
體、中文簡
體、英、日四
種台灣機械專
案網站，以建
構全球行銷系
統。

1.撰寫中、英、日、簡體四種語系之
自屬網頁及首頁(Home Page)，並利
用E-mail等電子通訊工具，建立公
會與會員廠商及全球客戶之溝通管
道，以降低行銷成本，並邀請業者
加入本會之網站，以快速開拓海外
之經貿市場。
2.加強本會網站網頁分類欄，細分各
分類欄位功能，分門別類以開啟網
頁及查詢下載等功能及增闢工作機
會欄位「線上徵才」，以加強與會
員廠商之互動。
3.結合公會相關展會及刊物，如：參
加國外國際性展覽會、參觀拓銷團
等，印製宣傳資料，積極推廣公會
網站知名度。
4.加強網路廣告及宣傳，於歐洲、美
洲及大陸地區等國際性網站註冊登
錄，以擴大廣宣效果，設立簡體中
文網站以加強對大陸市場宣傳及行
銷效果。
5.嘉惠本會會員廠商，以超連結免費
方式服務會員。
6.將機械公會網站定義為台灣機械
產業入口網站，並整合相關財團
法人機構如：機械工業研究所
（MIRL）、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MIRDC）、精密機械研究發展
中心（PMC）、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TMTF），以加強推廣機械產業電
子化。
7.加強推動與各媒體合作，擴大平面
網路廣告，以及產業報導相關資訊
宣傳以行銷全球。
8.建立APP系統服務會員廠商。

1. 安排會員2800家之資料上
網，充份運用本會網站，使
會員之資料隨時可查詢運
用。
2. 將本會會員之機械產品，運
用本會網站於海內外之展
會加強宣傳，增加曝光之機
會。
3. 本會目前已建立中文繁體、
中文簡體、英文、日文機械
專業網站。
4. 運用資通訊（ICT）技術，
強化系統整合技術，協助推
動建構先進薄膜製程示範平
台、推廣高階製造系統基礎
技術等工作。
5. 繼 續 推 動 機 械 業 電 子 報 發
行，以提供會員最新產業資
料，及行銷全球市場。

拾參、
國際行銷：協
助會員與國外
業者相互策略
聯盟及相互合
作以加強機械
業之國際化

1.調查會員廠商與國外機械業者相互
合作及策略聯盟之意願。
2.確定業者之意願，請我政府相關主
管單位與駐外單位協助找尋國外之
業者，並與我機械業者相互合作與
策略聯盟，以加速我機械業開創更
豐碩之利潤，及達成與國外合作雙
贏之策略。

1. 邀請德國Fraunhofer Iwu研發
單位之專家，來台主講及介
紹銑刀的預防保養及加工優
化智慧機械技術。
2. 進行工廠參訪、與台灣研發
單位多接觸，促成該技術
領域的相互合作，且安排專
家至台灣研發單位及至工廠
拜訪本會會員廠商，進而技
術移轉給研發單位或會員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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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
機械業工具機
製造服務產業
發展計畫。

1. 智慧設計製造：運用資通訊(ICT)技
術，蒐集掌握使用客戶生產與加工
應用需求，強化系統整合技術，結
合機台設計之模擬分析，在設計階
段就能納入終端客戶生產及加工應
用需求。
2. 製造服務：將工具機產業的營運範
疇由工具機產品擴增至全方位服
務，協助業者建立加工、問題診斷
等應用技術服務能力，並且協助業
者運用網路雲端服務平台發展全球
服務。

108年度本會配合財團法人精密
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推動計畫如
下：
1. 推動中小企業導入SMB，實
現生產資訊可視化，增加產
業競爭力。
2. 建構高效率加工技術，提升
我國難削材加工製程附加價
值。
3. 發展機械智慧監測系統，達
成機械傳動關鍵組件零故障
目標。
4. 建構工具機精度壽命增長基
礎技術，提升國產工具機品
牌價值。
5. 建置機聯網結合品質調控技
術，協助業者發展智慧化工
廠。
6. 建置空間精度檢測平台，協
助機械業者提升產品價值及
競爭力。

拾伍、
協助會員進駐
台中及彰化二
林精密機械科
技工業園區

1. 建請政府相關單位加速完成彰化二
林精密機械園區的開發，加速會員
廠商進駐時程。
2. 彰化二林精密機械科技園區會員需
求調查彙整後，已送工業局參辦，
並供彰化縣政府開發之參考。
3. 本會將陸續行文各相關單位及與有
關單位接洽，請加速完成彰化二林
精密機械科學園區。

1.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108年
3月22日，帶領胡永進副理
事長等人共同拜會彰化縣政
府。
2. 洽談二林精密機械園區開發
案，期望延續機械產業黃金
縱谷，並將彰化縣轉變為農
工並重大縣。

拾陸、
產銷、進出口
統計及分析

1. 產銷、進出口統計：
(1) 參考海關進出口月報，依據各
項機械、出口地區製作統計
表，刊登網站供業界運用。
(2) 受政府委託辦理之專案調查。

1. 產銷、進出口統計
(1)參考海關進出口月報表，
製作工具機、各產業機械
進出口值之統計表，於本
會各專業委員會向會員報
告，並放置機械資訊及本
會網站週知全體會員廠
商，以瞭解該產業產銷之
最新情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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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各國產銷統計資料。
(1) 與各國機械公會建立資訊交換
管道。
(2) 蒐集代表性雜誌，刊載統計資
料。
(3) 請國內研究機構協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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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各國機器公會、產業協
會等之產業資料
(1)蒐集各國機器公會建立資
訊之交換管道，接受各國
寄來之統計資料。
(2)蒐集代表性雜誌，所刊載
之統計資料。
(3)請國內研究機械協助提供
機械產銷統計資料，供業
界使用。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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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
協助調查新加
入會員之工廠

新申請入會之廠商，隨時前往調查，
以便辦理入會手續。

1. 調查新加入之工廠，並與擬
加入之廠商聯絡，隨時前往
調查，以便辦理入會手續。
2. 提供本會各項展會、拓銷、
宣傳、研討會等資料供入會
廠商運用。
3. 108年並爭取109家當地工廠
加入本會會員。

拾捌、
資料室充實資
料庫及強化
統計資料發佈
及充實圖書資
料，以提供會
員廠商參考運
用

1. 針對機械分類就進出口統計資料加
強蒐集及定期發佈在機械資訊與網
站提供業者參考。
2. 接受贈書：
各有關機構所贈送本會之雜誌等資
料，納入小型圖書室管理，週知會
員參考運用。
3. 提供相關市場資訊供會員參考
(1)本會赴海外拓展市場、搜集各工
商協會之市場資料、目錄等供會
員參考。
(2)收藏DVD、CD等資訊。

1. 針對機械進出口統計於機械
資訊、網站提供會員參考。
2. 定期將國貿局、外貿協會所
撰寫之商情於網站周知會員
廠商。

拾玖、
積極辦理吸收
新會員工廠

全省機械製造業有5∼6千家未加入本
會，108年度預計努力爭取100家加入
本會。

透過國內外展會、研討會、產
學合作及人才媒合等管道積極
邀請廠商加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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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壹、
國際行銷：
籌辦國內展覽

展

貳、
國際行銷：籌
組參展團赴國
外參展

備註

「2019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2019
年3月4日至9日。

參展商家數/攤位數：
國內886家5,553個攤位
國外340家1,379個攤位
共計1,226家使用6,912個攤位
國內外參觀者統計(人數)：
國外買主：7,511
國內買主：46,266
合計：53,777人
展期間相關活動：

依專
案專
款辦
理

1

3/4開幕典禮暨貴賓繞場參觀

2

3/4展中國際記者會

3

3/4日本工作機械協會JMTBA協會來訪會面

4

3/5~6高峰論壇

5

3/5與檳城機器廠商會簽MOU

6

3/5與土耳其機械製造公會MAKFED簽MOU

7

3/6酒會暨工具機競賽頒獎典禮

8

3/7科技部GLORIA智慧製造創新應用論壇

詳如下表

依工作計畫執行

(二)

依
案
款
理
或
請
貿
經
補

專
專
辦
，
申
國
局
費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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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展覽名稱

月

日

展商
家數

參展
面積

1

2019年杜拜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1

5~8

8

102

2

2019年孟加拉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1

9~12

9

202

3

2019年孟加拉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1

17~20

9

432

4

2019年印度國際金屬切削工具機展

1

24~30

30

1,044

5

2019年米蘭鞋機與製革機械展

2

20~22

5

353

6

2019年墨西哥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4

2~5

11

261

7

2019年越南西貢紡織製衣工業展

4

10~13

10

165

8

2019年中國國際機床展

4

15~20

123

5,031

9

2019年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4

17~19

6

81

10

2019年中國(晉江)國際鞋業(體育產業)博覽會

4

19~22

9

549

11

2019年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工業展

5

21~24

60

2,915

12

2019年俄羅斯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5

27~31

9

138

13

2019年波蘭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5

28~31

7

287

14

2019年廣州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

5

29~31

21

1,062

15

2019年波蘭國際工業展

6

4~7

8

108

16

2019年中國國際模具技術和設備展覽會

6

11~15

5

99

17

2019年歐洲國際紡織機械展

6

20~26

12

525

18

2019年青島國際機床展

7

18~22

6

73

19

2019年東京沖壓、鈑金、成型加工展

7

31~8/3

8

243

20

2019年菲律賓國際食品飲料機械展

8

7~10

6

108

21

2019年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8

14~16

10

162

展覽名稱

月

日

展商
家數

參展
面積

8

22~25

8

90

23

2019年中國(溫州)國際皮革鞋材鞋機展覽會

8

23~25

7

450

24

2019年漢諾威世界工具機展

9

16~21

21

1,240

25

2019年泰國國際塑橡膠展

9

18~21

6

126

26

2019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數控機床與金屬加工展

9

19~23

6

81

27

2019年越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0

3~6

8

450

28

2019年越南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10

10~12

11

243

29

2019年菲律賓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0

10~12

5

99

30

2019年越南國際包裝及印刷工業展

10

16~19

10

117

31

2019年德國杜賽道夫塑橡膠機械展

10

16~23

11

488

32

2019年名古屋機電合一MECT展

10

23~26

5

90

33

2019年緬甸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1

1~4

7

108

34

2019年芝加哥國際工業展

11

11~14

10

126

35

2019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械展

11

20~23

28

423

36

2019年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11

20~23

49

978

37

2019年越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11

20~23

7

90

38

2019年深圳國際模具、金屬加工、塑膠及包裝展

11

26~29

5

117

39

2019年印尼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12

4~7

33

459

40

2019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2

4~7

8

171

40

617

19,88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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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壹 、 台 日 機 械 經 貿 與 合 作

會

(二)

項目

1.邀請日本事
務專家或日
本顧問來台
經驗交流會

邀請日本事務專家及日籍顧問進行座
談及討論。

2019/11/7邀請清水 伸二教授第
5次來台演講「世界工具機最
新動向-製造現場可視化技術新
趨勢」主題，共237位工具機廠
商代表參加。

2.日本與台灣
機械業之媒
合商談會

舉辦一對一媒合商談會，促成台日機
械合作及互動。

2019/10/1-5東京及大阪舉辦兩
場「台日機械企業經貿商談
會」共21家45位台灣代表及32
家70位日商代表，完成193組1
對1媒合洽談。

3. 邀請日本商
社來台募集
供應商

以丸紅等大商社為邀請對象。

1. TIMTOS展會期間邀請19位日
本機械振興協會及日本工作
機械輸入協會代表來台參觀
及採購，也安排參訪相關產
業會員廠商。
2. 2019/5/21-23邀請到三菱重工
工作機械株式会社生產部 長
隆行部長代表前來與4家廠商
洽談。
3. 2019/11/4-9邀請日商新潟機械
NIIGATA株式会社長谷川誠
課長，透過本會聯繫來台採
購及拜訪在東京洽談過的5家
廠商。

4. 建立與日本
地方縣市的
機械產業合
作

1. 善加利用政府對日執行單位的資源，
將各方資源整合，轉知本會 台日機
械經貿與技術合作平台 廠商利用。
2. 主動出擊接洽日本機械業較發達的縣
市，洽談雙方交流的可能性。
3. 引導廠商在應對國際市場之餘，再花
些精力耕耘日本領域，對公司的長遠
發展絕對是加分的事。

1. 2019/3/6 三菱電機團高橋俊哉
副事業等一行3人拜訪本會。
2. 2019/8/23熊本縣團 奧泉和則
所長等一行3人拜訪本會。
3. 2019/8/23青森縣商工勞動團
嗚海圭總括主幹等一行6人拜
訪本會。

5. 維護 機械公
會日文網站

透過本會的日文網站，提供日商買主
查詢平台，也提供有意拓銷日本市場
的會員廠商登錄公司行銷資料。

1. 本會於2018年建置，目前已
申請登入平台會員廠商已達
42家。
2. 本會持續邀請有參加對日本
活動的廠商加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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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大 陸 經 貿 交 流
2019/7/11舉辦「兩岸智能機械
產業交流會」針對「智慧製造
+工業4.0」、「人工智慧、物
聯網及大資料為機械行業帶來
的新變化與突破」及「融合兩
岸優勢，推進兩岸智慧製造的
深度應用」議題進行討論，共
200餘位兩岸廠商代表參加。

2. 延續或擴大
與大陸友好
單位之關係

1. 熱情邀請與接待大陸友好單位來台參
訪。
2. 在互利互信的基礎下，共同合辦兩岸
活動
3. 持續開發新的友好單位。

1. 2019/1/16福建省機械工業團
林明光理事等一行10人拜訪
本會。
2. 2019/3/6河南省工業和資團郝
敬紅副廳長等一行29人拜訪
本會。
3. 2019/7/29山東省台港澳事團
尹曉民副主任等一行14人拜
訪本會。
4. 2019/7/5 中國機電產品進會
李榮民主任等一行4人拜訪本
會。
5. 2019/7/29山東省台港澳事團
尹曉民副主任等一行14人拜
訪本會。
6. 2019/8/8福建省工業和信團陳
亮處長等一行7人拜訪本會。
7. 2019/9/26福建省龍岩市訪問
團張繼光副局長等一行10人
拜訪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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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辦 大陸經
貿事務系列
座談會

探討大陸經貿有關之實務課題。

2019年度舉行兩場(台北、大陸
成都)交流會針對工業4.0發展
議題進行討論。

4. 宣傳 台灣機
械在大陸台
商經貿網

本會利用與大陸有關的接待與互動時
宣傳本網站，並鼓勵會員廠商能加入
資料庫，以在大陸市場拓展時加分。

1. 整合會員廠商在大陸之聯絡
據點，本會於2015年建置，
目前登錄之台商達830餘家。
2. 持續邀請對大陸市場會員廠
商加入平台。

(二)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1. 邀請國內及大陸學者舉辦相關法規、
智慧財產權研討會。
2. 協助國內業者組團赴大陸投資考察，
以了解大陸投資概況及發展趨勢與蒐
集相關法規依據。
3. 邀請大陸機械業傑出人士來台發表專
題研究，以利兩岸技術交流。
4. 蒐集大陸投資與經貿相關法規，及蒐
集大陸投資備選項目，為國內業者找
投尋投資機會。

四、

1.大陸機械工
業資訊、法
規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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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四、

會
務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5. 辦理 2019海
峽兩岸機械
工業交流會

依本會與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之協
議，2019年將在台灣舉行。

2019/8/21台北舉辦「2019年海
峽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
1.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28人、
公會廠商代表110餘人。
2. 兩岸機械工業現況、裝備製
造業智能製造標準化現狀與
未來工作重點、IOT通訊協
議現狀與未來趨勢、當前大
陸地區機床工具行業運行形
勢、打造「高性價比」的智
慧機械、工業機器人助力傳
統製造業轉型升級、智慧製
造產業發展等相關主題等議
題進行交流。

6. 辦理「兩岸
企業家峰會
智能裝備小
組」

參加大陸辦理「兩岸企業家峰會」活
動，並將在台灣TAMI設立辦公室。

1. 2019/7/10-14辦理 機械公會
2019年成都國營企業考察團
組團前往成都進行企業交
流，本團由莊大立副理事長
擔任團長，團員共23人。
2. 參訪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
公司、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
團公司兩家企業。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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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發
叁 、 專 案 計 畫
組

1. 大阪台灣機
械服務中心
「台灣機械
產品在日本
售前、售後
服務」計畫

1. 協助廠商引進日本機械技術、管理專
家或顧問。
2. 促成台日機械業商務合作。
3. 機械抱怨處理、維修服務。
4. 日本機械產業情報調查與分析。
5. 日本機械市場調查分析。
6. 日本機械產業新聞翻譯。
7. 邀請日本專家舉辦技術研討會。
8. 籌組會員參加日本機械展示會。
9. 台日機械業M&A合作。
10.籌組會員參訪日本機械考察團。

1. 日本技術專家媒合：5件
2. 台日商務媒合：4件
3. 協助會員廠商：2件
4. 台日技術合作：1件
5. M&A併購案：1件
6. 台北工具機展，邀請買主：
10家17位
7. 2019年度針對日本工具機產
業進行調查，完成後提交國
貿局備查。
8. 2019年1~12月份已完成20份
日本機械市場調查分析及106
篇的日本機械產業動態，刊
登機械資訊，讓本會會員能
夠了解同業之間的發展動
向。

備註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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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備註

9. 協助促成會員日方採購案：3
件
10.2019/7/15-19由本會工具機零
組件專委會許文憲會長)帶
領計12家14名零組件相關產
業廠商。行程中參訪三菱
電機智慧化工廠、AISIN汽
車引擎製造展示館、東洋
精機、青木製作所等4家公
司。
2. 推廣專案計
畫

務

發
組

(二)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開

1.推動TPS精實管理專案計畫：
發出「TPS精實管理輔導需
求問卷調查表」，會員廠商
提出訪廠需求，30家。
顧問訪廠後提供改善建議
書，16家。
媒合輔導的廠商：5家7案
舉辦「機械產業聚落精實管
理高鋒論壇」，105位會員代
表出席。
2. 辦理「2019台北國際工具機
展-高中職、大專校院、研究
所參觀及導覽活動」
透過本會申請參訪及導覽的
學校共有57所學校、170組班
系，學生人數達6,672人。
其中共有3,283位師生、85團
接受本會舉辦的南港展館導
覽服務，導覽位於參觀動線
的參展廠商共50家。
辦理 2019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觀後心得 徵文活動：投稿共
37所學校，171件作品，其中
大專84件、高中職81件、研
究所6位。
得 者研究所組共4名，大專
校院組共9名，高中職組共11
名。於在地區會議公開受。

四、

會

1.針對機械業推廣現場TPS精實管理改
善活動
2.針對台灣機械相關科系學生，提升機
械業產業國際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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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3. 日本推廣專
案計畫

1.促成台日商機或技術媒合工作。
2.奠定台灣機械銷日人脈
3.搜集市場最新情報，供會員廠商參考

1. 成立「台灣機械東京服務中
心」
2. 成立日期：108年5月1日。
3. 成立人員：
(1)石田康：服務中心的統籌
及業務推展
(2)田中享次：台日媒合工作
推展
4. 成立目的：
(1)擴大辦理台日媒合工作
(2)延續及深耕日商人脈
(3)擴大媒合機械產業
(4)日本工業4.0發展動向進行
資料蒐集

會
務

四、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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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發
組

肆 、 專 業 委 員 會
1. 專業委員

1. 大陸經貿專業委員會。
2. 台日機械技術合作與交流聯誼會
3. 控制系統與感測器專業委員會
4. 鑄造專業委員會
5. 工業用機器人專業委員會
6. 電子設備專業委員會

1. 大 陸 經 貿 專 業 委 員 會 於
7/11、8/21舉辦兩岸交流會。
2. 台日機械技術合作與交流聯
誼會於10/1-5日本舉辦兩場
「台日機械企業經貿商談
會」。
3. 控制系統與感測器專業委員
會及工業用機器人專業委員
會於2019/12/15-19一起聯合舉
辦「2019東京iREX機器人展
與參觀工廠見學團」前往日
本參訪。
4. 鑄造專業委員會於8/16舉辦
聯誼交流會。
5. 電 子 設 備 專 委 會 於 5 / 9 舉
行「電子業者交流會暨餐
會」。

備註

項目

執行辦法

執行成果報告

壹、
編製決算、預
算

1.年度終了按實際收支編造(107)年度決
算，並請廣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
本會財務、稅務查核簽證。
2.依據(108)年度實際狀況及配合
（109）年度工作計畫編列預算。

依工作計畫執行

貳、
金融財稅小組
：協助會員爭
取低利融資

針對會員廠商需求，辦理專題講座銀
行融資及稅法等相關議題」。

依工作計畫執行

參、
大樓出租管
理。

大樓二、三、四樓自用作為辦公室、
資料圖書室及會議室外，其餘(一、
五、六、七樓)均出租。

依工作計畫執行

肆、
財產目錄之整
編。

辦理財產登記、盤點、訂定使用(折舊)
年限。

依工作計畫執行

伍、
監事會議

監事會議：
1. 依規定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監事會會議召開時間如下：
第28屆第05次：
108年04月25日(星期四)
第28屆第06次：
108年07月25日(星期四)
第28屆第07次：
108年10月31日(星期四)
第28屆第08次：
109年01月16日(星期四)
2. 必要時召開臨時監事會議。

1. 監事9人、候補理事3人
2.第5~7次會議，均依工作計畫
如期召開完成，出席人數符
合過半數之出席。
第5次出席10人(含後補2人)
第6次出席9人(含後補3人)
第7次出席11人(含後補3人)
3.第8次會議，因武漢冠狀病毒
延後至109年05月28日 召開完
成
出席11人(含後補2人)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組
別

備註

財

(二)
一〇八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組

四、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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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事會工作報告
(三) 會務報告 1.總務組
編號

工作項目

實施概要
一、本會109年度依法召開各種定期會議如下：
1. 第2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108年3月21日，於台中市僑園
大飯店召開。
2. 第28屆第4-7次理事會議計4次。
3. 第28屆第4-7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計4次。
4. 第28屆第3次各地區會員會議於108年11月19日至21日，分
別由南區（台南、嘉義、高雄地區）、中區（台中、彰化
地區）、北區（新竹、台北地區）等三個地區召開，並頒
發各地區第8屆「會員楷模獎」。

四、
召開各種定期會議

二、辦理各項有關會議資料整備及辦理召開會議等事宜
1. 會員代表大會及地區會員代表會議：

會務報告

(三)

一

(1)依據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訂定會議日期整備協調
會議資料，印發開會通知、會議手冊、代表名冊，並向內
政部報備。
(2)辦理地區會員代表會議事宜。

總務組

1.

(3)會議紀錄彙整報備。
2. 理事會議及常務理監事會議：
(1)依照工作計畫所訂定日期，事先函請理事提供有關提案，
協調蒐集本會各組工作報告、各決議案辦理情形、整備資
料、印發開會通知單，並向內政部報備。
(2)會議紀錄整理、簽核、印發並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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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籍掌握並整理

一、會員會籍為本會重要資料，掌握正確會員動態，不僅關
係本會會務進展，更能從此項資料中得知本業發展狀
況。
二、本會會籍全部納入電腦並有專人負責管理。

三

製發會員證書、編印會
員、廠商中(英)文名錄

一、本會會員證書每三年換發一次，依舊證到期日更換新
證，電腦作業快速正確。

工作項目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編號

實施概要
二、為求保持資料正確，本會每年度均就最新資料重新編製
會員名錄，內容包括會員工廠廠名、廠址、電話、傳
真、負責人姓名、資本額、產品名稱以及工廠登記證字
號、會員證號及會員等級，并編有索引，俾便檢閱。
三、此項會員名錄除免費贈送各會員廠商外，並供應政府相
關單位及海內外客戶，作為採購台灣機械最重要參考資
料，此亦屬本會為會員廠商服務工作之一。
一、本會機械資訊係為月刊，每月上旬出版，截至108年12
月已發行754期，基本頁數為80頁，並視需要增加頁
數。
二、本月刊內容包括產業人物專訪、特別企劃、產業資訊、
展覽會消息、會務動態、政府政令新規、會務活動等報
導，另有服務專欄、貿易機會等提供會員廠商拓銷產

發行機械資訊

品，並有新技術、新產品的介紹。
三、另發行網路版機械資訊，於發刊後將部份珍貴資訊刊載
於本會網站擴大資訊之宣傳及拓展，增加讀者群，推廣
四、本月刊免費寄贈會員廠商及有關機關，也接受一般客戶
的訂閱，酌收工本費用1,000元/年。
五、本月刊曾獲第9屆全國工商礦業團體刊物評審月刊組進

五

發行：
機械公會電子報
機械資訊電子書
機械公會 APP

一、每週一均發行電子報至會員廠商E-mail信箱，週知會員
廠商最新訊息及本會活動。
二、107年1月新發行【機械資訊電子書】，敬請踴躍掃描
QR code，藉由手機瀏覽、通訊軟體Line之分享、下載、
pdf儲存，請大家多多利用此電子書。
三、機械公會APP：
1. 107年重新改版行動APP，提昇公會服務效能，會員互動
增加向心力，並增加公會「廣告性收入」創造平台經濟透
過「群推、個推」增加會員互動，提升會務人員的服務效
能，建立公會e化新的里程碑。
2. 本會APP已建置完成並於TAMI-28-3-各地區會員代表會
議中舉辦「捷足先登獎」抽獎活動，鼓勵會員代表下戴
APP。

1.

總務組

步獎，第10至11屆資訊服務獎。

(三)

會務報告

及宣導機械產業。

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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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實施概要
3. 下載方式：
(1) Iso 版安裝：(http://t.cn/Redcqq8)
請掃瞄右方QR-Code
(2) android 版安裝： (http://t.cn/RemrF1T)
請掃瞄右方QR-Code

一、本會榮獲內政部評鑑107年度全國性社會暨職業團體
【特優】殊榮，於108年9月10日接受內政部頒獎表揚。
二、本會黃愛琳理事長秘書、展覽組侯馨青專員榮獲內政部
107年度優良工作人員 之殊榮，於108年9月10日接受
內政部頒獎表揚。
三、本會副理事長魏坤池榮獲 108年度工礦團體優良理監事
之殊榮，並於11月11日第73屆工業節接受頒獎表揚。
四、108年9月7日獲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ISO 9001：2015

四、

年版評鑑通過並發照。

會務報告

(三)

五、107年10月編印「公會簡介」。
六、以幫助弱勢孩童為出發，讓這些孩童在無慮的環境下成
六

一般事務

長，特別愛心捐款予以下6個單位：桃園市育德兒童之
家、彰化縣慈生仁愛院、新北市榮光育幼院、中華唇顎
裂兒童基金會、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臺南市i關懷
希望協會。
七、為關懷弱勢族群特別贊助予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觀心
園愛心庇護工場、李勝賢文教基金會、糧莘庇護農場及

總務組

1.

臺灣雷特......等17個單位。
八、響應台灣海洋科技大學校慶暨關懷弱勢慈善募款餐會關
懷身障學生提供溫馨學習支持力量，將愛心挹注弱勢學
生。
九、開比價證明書、會員代表資格證明。
十、臨時交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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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機器工業大樓外牆拉
皮整修

一、本會機器工業大樓於民國62年建造完成，已逾45年，
業經本屆第2次(107/7/26)理事會決議通過：機器大樓外
牆修繕拉皮及內部設備整修。107年11月30舉行動工典
禮。
二、108年7月25日舉辦機器工業大樓更新落成慶祝茶會。

八

組織章程變更

內政部103.05.15內授中團字第1035036193號函：修正章程第
3條、7條、8條條文中 機器 修正為 機械 ，同意備查。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理監事會議活動剪影

四、

會務報告

(三)

總務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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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務報告
(三)

總務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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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會務報告 2. 業務組
1.協助會員促銷產品
（1）拓展對外經貿合作關係
① 香港雅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梁雅琪總經理一行三人於108年1月3日前來拜會，
本會由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一同接待。雅式梁總首
先介紹Chinaplas 2019會新增的設計美學、智慧機械兩個項目，將於展會中安
排相關活動，此次前來台灣即為蒐集相關資訊及尋求台灣法人單位的協助，
另外亦邀請王秘書長出席隔日的Chinaplas記者媒體採訪會。針對Chinaplas欲
新增的展出主題活動，王秘書長特別分享TaipeiPlas競賽中的機械美學部分，
並且致贈智慧機械產業白皮書給雅式參考，亦將為Chinaplas記者媒體採訪會
致歡迎詞。此次拜會有助於本會及雅式公司交流相關展覽經驗，本會亦於會
中向雅式公司爭取更多的Chinaplas展覽攤位，以利更多廠商能夠透過此平台
展出機械設備。
②本會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陳重光執行長、國立成功大學黃聖杰教授及林恩
印專員，於108年1月4日拜訪綠點高新科技(股)公司，由李銘衍總經理及劉勝

四、

彰副總經理一同接待。首先由黃聖杰教授進行綠點公司發展智慧製造重點式
說明，接著由李銘衍總經理進行分享20年來發展智慧製造重要歷程，當中指
出綠點公司發展智慧製造主要精神在於「總機小姐也可以執行模具設計」，

(三)
會務報告

因此綠點公司在模具設計中自行開發「專家引導系統」，只要依循該系統步
驟式引導，即可快速完成模具開發，並搭配ERP及MES系統輔助，亦即只要
模具設計圖完成後，透過BOM表展開，進入ERP確認物料現況，在物料確認
後，透過排程確定由合適機台進行加工，而工法部分在模具設計開發階段利
以完整落實。另外，由於該公司為蘋果供應商，因此綠點公司對於自身供應

2.

業務組

用CAD/CAM早已建立，因此機械業最重視的「人/機/料/法」在綠點公司可
商要求相當嚴格，所有料件在供應商提供後，皆會進行檢驗，確認品質一致
性，所以在製程前，所有工法工序及品質皆已確認完善，目的是要求產出零
缺陷。在李總經理詳細說明後，隨即安排至工廠現場證實其口述內容與現場
之一致性。本次拜訪雙方互動相當熱烈，會後陳重光執行長與黃聖杰教授對
於綠點公司發展智慧製造，給予高度肯定。
③本會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陳重光執行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林恩印專員及
黃巧雲專員，於108年1月24日拜訪流亞科技有限公司陳暐仁董事長。本次拜
訪主要因本會目前正在推動第四波智慧機械代表廠商，本會紡織機械專委會
王堅倉會長推薦流亞科技在協助客戶智慧製造所扮演的角色極具特色，因此
陳重光執行長首先說明拜訪目的，接著由陳董事長介紹流亞科技現況及該公
司在紡織染整中所扮演之角色。經陳董事長介紹，流亞科技在電控、伺服及
設計單元，為該公司主要核心競爭力，因此進而研發控制器，並且自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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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平台。陳董事長進一步表示，流亞科技發展單機智慧化已有30年之
久，而今(108)年主要希望落實紡織染整完整供應鏈，並且協助客戶打造戰情
室。經王堅倉會長推薦，及陳重光執行長熱情邀請下，陳暐仁董事長表達願
意向本會分享流亞科技協助客戶智慧製造之心路歷程。
④本會於108年2月14日由吳正煒會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張家蓁專員、劉育瑞
辦事員前往中央大學洽談產學合作事宜，國立中央大學由工學院蕭述三院
長、機械工程學系何正榮博士、鐘志昂博士、國際產學聯盟朱念慈執行長、
丁北辰博士協助接待，會中陳志臣副校長特別前來關心，並由吳會長代表本
會致贈機械工業70年史與智慧機械產業白皮書。本次拜會主要瞭解中央大學
工研院與國際產學聯盟目前於連結產學中希望聚焦協助企業需求，提供產學
服務與深耕前瞻創新應用，及透過本會的接軌，對於技術移轉、暑期實習、
人才培育等促進更多產學合作。本會將與中央大學進行產學合作簽署事宜，
共同推動產學研究創新開發、培育人才鏈結產學需求等合作。
⑤本會於108年2月15日由柯拔希理事長帶領參訪三隆齒輪，徐秀滄名譽理事
長、藍敏雄常務理事、汪麗艷常務監事、林奕杰常務監事、王正青秘書長、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陳枝昌副秘書長與本會理監事、顧問、專委會會長、主任委員、業務組黃巧
雲專員、服務處人員共計32位參加，柯理事長首先向名譽理事長、各位理監
事、顧問、會長問候新年，並表示很高興利用第28屆第4次監事會議暨南區理
監事聯誼餐敘機會，辦理參訪三隆齒輪活動，也很感謝大家的熱烈參與，未
來可多辦理此類活動，促進大家之間的交流。三隆齒輪廖昆隆董事長，也是
本會齒輪製造業專委會會長，向大家介紹三隆製作貫穿雪山隧道的齒輪與製
作過程，大家看得聚精會神，三隆公司的介紹影片讓大家更瞭解三隆一路走
來的歷程，廖會長還特別安排大家參觀三隆的產線、廠房與快建好的新廠，
讓各位瞭解齒輪加工的生產流程，本次參訪活動，讓大家感受到三隆的熱
情，也共同合影留念，活動圓滿完成。
⑥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108年2月22日參加內政部與國防部共同辦理之「中華民
國108年第76屆兵役節慶祝大會暨頒獎典禮」，陳枝昌副秘書長、業務組黃巧
雲專員陪同參加。本次柯理事長獲頒三等役政獎章，為本次受獎之唯一產業
界代表，本次內政部及國防部頒發役政獎章，用以感謝柯理事長長期擔任研
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管理會委員，並曾接受研發替代役專案推動辦公室
「研替十年有成成果專刊」專訪；頒獎典禮結束後，柯理事長還接受軍聞社
記者專訪，表達產業支持研發替代役繼續推動，若徵募兵制度要重新規劃，
希望能夠將好的制度延續下去。
⑦中國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訪問團」由商務部台港澳司李曉暉處長帶
領貿易救濟局魏蘶副處長、陳曉暄主任科員、中國機電商會台北辦事處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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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組長於2019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期間訪台參觀展會並藉此機會安排拜會台
灣廠商，本會於3月6日安排參訪東台與上銀兩家，由業務組黃巧雲專員陪
同。東台由嚴瑞雄董事長親自出面接待，蘇州東昱邱鳳輝總經理、生產本部
陳慶河協理、研發本部王志成協理也一併出席，首先簡報東台集團發展過程
與各事業體技術及服務範圍說明，其次參觀東台生產線與3D列印加工流程，
嚴董事長並簡單說明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情況，會後並招待一行人午餐餐
敘，洽談中國大陸投資與設廠相關事項。上銀則由卓文恆執行副總經理、中
國上銀彭彥祺總經理、于明德副總經理、大銀微系統游凱勝執行副總經理等
人接待，卓執行副總經理詳細說明上銀發展過程與各產品項目，並安排參觀
上銀各產品生產線及說明加工流程，使與會人員對上銀產品線有更深入地瞭
解，雙方並就大陸市場開發及參與上海進口博覽會等議題交換意見，氣氛相
當熱絡，會後上銀亦招待訪問團成員進行餐敘，活動圓滿完成。
⑧智慧機械辦公室林嵩荃副主任與經濟部金屬機電智機化暨人才扎根計畫 鄭
竣鴻經理、湯寶貞經理於108年4月11日拜訪本會，本次訪問目的以產學合作
人才培育之議題，來與本會相互洽談，王正青秘書長親自接待，且陳枝昌副

四、

秘書長、陳琦媛組長、張家蓁專員、賴緯倫專員共同與會。王正青秘書長特
別表示，因應未來智慧機械趨勢，「數位化」相關課程設計為相當重要的一
環，如SI系統整合、APP使用、相關科系跨領域的學習-資通、機械、程式語

(三)
會務報告

言等相關課程，必須要深入導入專業教育，以讓學生進入職場可順利銜接。
陳枝昌副秘書長特別於會中分享今年度人才扎根計畫與產學合作辦理之情
形，今年度人才扎根計畫已有50多件申請，透過人才扎根計畫進行，協助企
業培育企業所需人才外，更可順利學生於畢業留任企業。會議中林嵩荃副主
的學生人數高達兩萬多人，因此如何讓學校正視讓學生直接體驗智慧機械是

2.

業務組

任特別詢問今年機械小子事宜；王正青秘書長提到美國大型展會中，來參觀
很重要的一環，陳琦媛組長建議教育部可以將參訪台灣國際大型展會列為課
程設計中，讓學生於求學階段透過實際了解智慧機械。本次會議中相互提出
相當多建議與未來合作方向，相談甚歡，相信透過推動產學研的合作，可更
幫助企業培育所需專業人才，並提高學生進入機械設備產業之意願。
⑨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NEC)金子典雅先生、德永憲昭先生，於108年
4月11日，赴本會拜訪本會莊國欽榮譽理事長，本會王堅倉會長、黃旭璀會
長、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陳重光執行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許文通副秘書
長、林恩印專員等皆一同參加，連結公司及台灣瀧澤公司亦派代表參加。本
次NEC拜會主要介紹該公司提出生產革新作法之簡報，以榕懋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為實際案例進行說明。當中指出，協助榕懋公司改善先以導入精實管理
為主，透過現場實地勘查，找出生產線中各階段造成之浪費，同時透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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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中，NEC與榕懋公司共同討論出提升生產力改善方針。經過自身體質
改善後，再行導入NEC公司的IoT工具。金子典雅先生特別說明，每家公司皆
為不同個體，因此需要實際了解該公司欲改善及提升之項目為何，才能導入
適合作法。
⑩本會於108年5月4日參加產業徵才博覽會,本次活動主要目的為協助5加2產業
找到更多具有專業或技術能力的人才，經濟部特別辦理列5加2產業徵才博
覽會，邀請指標性廠商參與設攤徵才，同時展示政府推動5加2產業創新之成
果。活動當天柯拔希理事長、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工具機公會嚴瑞
雄理事長、木工機械公會張聰捷理事長特別進行活動開幕，並進行致詞。在
活動中，特別由財金文化媒體採訪本會 柯拔希理事長，針對渠帶領推動智慧
機械及智慧機上盒(SMB)輔導計畫暨設備聯網之成果概況、目前公會對於智
慧機械推動之建言、目前推動進展之看法，以及政府對於法規修法上能加速
協助產業發展之處等問題，向柯理事長請益，渠亦表達多年來推動的方向及
成果，使得機械廠商逐步朝向智慧機械的方向邁進，且因加上智慧機上盒之
後,讓生產管理可視化、生產排程優化等等提出建議；並在今年加強推動機械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雲，讓會員廠商來因應工業4.0時代趨勢及提升競爭力。
本次產業徵才活動，本會亦邀請會員廠商參加，包括上銀、友嘉、金豐機
械、巨大機械、永進機械、千附實業、磐石油壓、台中精機、旭東機械、隆
升精密、台灣麗馳、寧茂企業等32家，希望藉由本次的徵才活動，招募更多
的優秀人才進入精密機械產業，貢獻所長，使得台灣機械設備產業持續蓬勃
的發展。本會在就業博覽會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活動中，設立服務攤位，並將
2021年3月台北國際工具機展及2020年9月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台北國際
製鞋機械展於活動現場中廣為宣傳。
⑪本會於108年5月11日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合作辦理「2019年機
械業人才媒合會，開薪就業，職來運轉-成功大學台南場次」,本次活動為主要
協助求職者「回南潮」的機會以及「美中貿易戰」台商回流潮。當天特別邀
請到勞動部長許銘春致詞時表示，以及因應目前受「美中貿易戰」影響，爆
發台商回流潮，卻欠缺勞工，這波台商回流潮總共需求多少人力目前仍無法
預測，目前與經濟部密切合作，以利掌握欠缺多少人力，由專人協助提供客
製化媒合服務。這場就業博覽會共有九十家企業釋出超過六千五百個工作機
會，活動超過五千人參與，當天參加的企業有欣興電子、全聯實業、寶雅國
際、台灣極優服飾、洲晟實業、大亞電線電纜、台灣積體電路製造、群創光
電，本會亦邀請會員廠商參加，包括華宏新技、亞洲航空、直得科技、鑫隆
滾牙機械等企業，本會在活動中設立服務攤位，並將2021年3月台北國際工具
機展及2020年9月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於活動現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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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宣傳；同時宣傳台灣機械設備，及分送本會光碟資料；對於至本會攤位
詢問的許多求職者、即將畢業的學生，本會張家蓁專員亦向他們介紹機械產
業的概況，及進入機械產業的優點及前途光明，並引導至本活動的會員廠商
攤位上，讓參與的會員廠商能夠找到所需之適合人才。
⑫本會於108年5月10日由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帶領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
長、許文通副秘書長、翁儷凌組長等人拜會德國經濟辦事處Mr. Limberg處
長，本次拜會主要目的為本會辦理台北國際智慧機械展會(iMT duo)，將請
德國經濟辦事處能夠多邀請德國業者來參加展出，並討論德國國家館之展出
事宜；同時本會亦辦理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向Mr. Limberg處長介紹該展
會之規模、家數及各國參與之概況。本會柯理事長、王正青秘書長表示，本
會在海外展會時有辦理論壇的活動，希望邀請德國之技術專家至會場中介紹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的發展趨勢；在洽談中亦提及針對德國Fraunhofer Iwu研
發單位之專家，能夠來台主講及介紹銑刀的預防保養及加工優化智慧機械技
術及進行工廠參訪、與台灣研發單位多接觸，促成該技術領域的相互合作，
且安排專家至台灣研發單位及至工廠拜訪本會會員廠商，進而技術移轉給研

四、

發單位或會員廠商。德國經濟辦事處提供在德國辦理的紐倫堡國際粉體加工
技術暨設備展、德國各地區的展覽資料供本會參考，請本會多邀請會員廠商
參加。本次活動的相互洽談氣氛熱烈，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贈送機械工業70年

(三)
會務報告

史、智慧機械白皮書給予Mr. Limberg處長，且大家在德國經濟辦公室相互合
影，建立本會與德國經濟辦事處的友好關係。
⑬2019中國國際塑橡膠工業展期間，本會王正青秘書長於108年5月23日接受主
辦單位媒體CPRJ杜碧嘉記者採訪，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九
況、主要出口國家進行分析，接著依序針對台灣塑橡膠機械應用產業、台灣

2.

業務組

禾廣告蕭媛總經理亦陪同。王秘書長首先針對2018年塑橡膠機械產業出口情
塑橡膠機械產業發展前景、塑橡膠機械產業在大陸的發展、台灣塑橡膠機械
競爭力、回收循環經濟的看法以及中美貿易戰對台灣塑橡膠機械產業的影響
等七大議題進行精闢分析，令渠獲益良多，且對於台灣塑橡膠機械產業的競
爭力、智慧化、高性價比有更深刻的認識。本會於中國國際塑橡膠工業展首
次與官方媒體CPRJ合作，除了將台灣館廠商名單刊於首日展報之外，此次王
秘書長的專訪也將上刊於CPRJ雜誌上，將有助於台灣塑橡膠機械產業提升能
見度，讓全世界買主瞭解台灣塑橡膠機械的優勢、智慧化、高性價比等，進
而採購台灣塑橡膠機械產品。
⑭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李愛玲總經理及臺灣證券交易所陳麗卿副總經理，率領櫃
買中心王耀華副理、歐建益專員及證交所陳長惠組長、陳櫻儒專員團隊等一
行六人，於108年5月30日，拜會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本會王正青秘書長、陳

71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枝昌副秘書長及林恩印專員皆一同出席。本次拜會目的主要由柯理事長表
達，機械業為少數根留臺灣的產業，應鼓勵機械業要進入資本市場，才可網
羅更多新人才，進而同時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然櫃買中心及證交所向本會
表達，如成立機械類股，有願意轉往機械類股之業者較少。本會柯理事長即
表達本會可協助，本會王正青秘書長亦表達，本會及櫃買中心與證交所，可
一同促成此事，另陳枝昌副秘書長亦回應，臺灣機械業為支持臺灣經濟重要
產業，應鼓勵儘速成立。雙方討論相當熱烈，未來本會將持續宣傳成立機械
類股一事，同時協助提供輔導管道給本會會員廠商往資本市場邁進。
⑮俄亥俄州東北部經濟發展局Jay P.Foran副總裁及Mindy McLaughlin總監於108
年6月5日至本會拜訪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祕書長，主要目的為俄亥俄州
東北部經濟發展局近期積極與我國相關單位共同推動相關合作計畫，並鼓勵
我國企業赴美投資。首先，王秘書長特別介紹本會業務推動之概況以及協助
台灣機械廠商至海外拓展市場等，在談及有關推動智慧機械的工作，本會致
力結合政府、法人相關資源來推動協助機械設備業者導入智慧機械，如智慧
技術應用、數位化管理、智慧機上盒、供應鏈資訊串流、AI技術應用等，提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供會員廠商，以了解對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之需求，以因應工業4.0時代的來
臨。同時，王秘書長特別提供2019工具機展的展後報告資料，介紹台灣機械
的軟硬體實力不容小覷。Jay P.Foran副總裁也為本次的拜會，深入介紹俄亥俄
州亦為製造業之州，且為全州的經濟命脈，並且為全美第1 大傳動引擎及第
2 大輕車輛製造州，同時也致力發展製造業智慧化，並特別邀請本會可組團
前往該州了解投資環境與合作機會；而該州如有智慧機械的軟體合作計畫，
陳副秘書長也特別向Mindy McLaughlin總監說明，推薦拜會電腦公會、工研
院、軟體協會等單位，Mindy McLaughlin總監也特別予以感謝。Jay P.Foran副
總裁及Mindy McLaughlin總監在了解公會與台灣機械相關能量後，表示收穫
良多，拜會後本會王正青秘書長贈送70年史，並相約IMTS 2020美國芝加哥工
具機展再次碰面。
⑯越南商工總會透過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安排越南安沛省訪團於6月16日至22
日來台，由安沛省工貿廳阮英軍副廳長率領21位團員，主要目的為尋找和台
灣食品、農業機械的合作機會。本會於6月20日由黃巧雲專員、賴緯倫專員
接待，工總黃令喬資深專員陪同，帶領訪團參觀2019年台北國際食品機械展
暨包裝展，本會特別安排光大企業、奇美企業、固利堅、忠山、兆酆及金瑛
發等6家理監事、會長、副會長之公司，一一與越南安沛省訪團進行對接，訪
團對於廠商之藥品包裝整廠設備、農產蔬果、飲料、茶液整廠設備、食品包
裝機械、茶葉包裝機械、泡殼包裝機械、貼標設備的技術實力都感到相當肯
定，雙方亦相談甚歡。本次與越南安沛省的展場對接活動，透過6家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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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副會長之公司，將有助於台灣製藥、食品及包裝機械展現實力，逐步
讓越南的買主瞭解台灣機械的智慧化、高性價比，進而促成生意機會。
⑰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Syakella處長、黃佩雲經理於108年7月5日拜訪本會，本
會柯拔希理事長親自接待，且由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許文通副
秘書長一起相互洽談，首先柯理事長亦介紹本會會員生產的各種機械設備，
辦理國內外展會之情況，如何協助拓展海外之機械設備市場等等，在相互洽
談中並強調本會協助會員廠商導入智慧機械，在2018年時機械產值已達到新
台幣1.1兆元，並成為台灣第3個兆元產業，同時表達對於近年來的智慧製造趨
勢，智慧機械是智慧製造的基礎，且培養機械設備廠商轉型或多角化經營成
為SI工廠，是機械設備未來發展的方向與趨勢。Syakella處長特別介紹馬來西
亞投資發展局之業務，主要業務為負責促進投資、協調工業發展的主要政府
單位，若有意投資馬來西亞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國外投資者，可以逕向該單位
來洽談；且表示該投資局有專人的一對一洽談，及馬來西亞12個州的推動辦
公室可來協助國外投資者；渠亦特別介紹投資馬來西亞的投資政策及優惠措
施、投資者之稅率，並強調馬國對於聚焦在工業投資的項目包括電子零件及

四、

電子產品、機械設備、醫療產業、化學工業、航太產業(包括工程設計、系統
整合、維修等)，所以Syakella處長表示，從1980至2018年台灣投資馬來西亞共
有2514項製造的計畫案，金額達到約120億美元，佔在馬國投資的第8位，並

(三)
會務報告

創造約38萬的就業人口，對馬國貢獻很大；因此特別強調請本會邀請機械設
備業者多組團至馬來西亞投資考察。本次的拜會活動後，柯理事長亦贈送本
會編撰之機械工業70年史、智慧機械白皮書，以讓馬國投資局Syakella處長對
台灣機械工業的發展及推動智慧機械有更深刻認識；本次拜會活動促進兩國
⑱本會於108年7月11日辦理108年參觀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智慧製造試營

2.

業務組

的合作交流，實在相當有意義。
運場域，此活動為協助本會會員廠商建立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能量，從精密
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迎接全球智慧製造之發展趨勢。本次參訪由工研院智
機中心 戴仲裕工程師進行介紹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簡報與導覽，在簡報中
戴工程師特別介紹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所能提供之服務能量，如企業現
況診斷與期程、建廠規劃、設備開發、自動化整合、產線數位轉型、生產管
理系統以及認證輔導等，在診斷中並可協助智慧化、彈性化、自動化、半自
動、機械化的整合，如連結製造、生管、業務與供應鏈管理的智慧化企業管
理平台、導入製程模擬、設備性能分析等技術。而在導覽過程中分別有國產
化加工設備與外商駐廠企業，其中國產設備包括友嘉、台中精機、凱柏等，
此展區為以國產軟硬體設備為基礎，提供模擬分析、虛實整合系統、智慧機
械手臂等技術；外商駐廠為達梭系統與台灣三菱電機相關技術，其中台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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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電機於場域中所設置示範產線，完整呈現e-F@ctory概念，e-F@ctory為工
廠自動化的整合方案，將工廠自動化設備與IT系統技術相互結合，有效降低
從開發、生產到維修的總體成本。在智慧製造場域e-F@ctory概念區的展出內
容有：e-F@ctory概念示範產線、作業支援示範產線、產業用PC「MELIPC系
列」、數位展示。本次參訪共計有15家會員廠商，參與企業有安口食品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興達海
洋基礎股份有限公司等，本次參訪提供給廠商許多資訊，並且於活動後提供
當天簡報更深入參考，共同建立智慧生產系統，鏈結製造技術產業並成功轉
型。
⑲印度塔米爾州工業部投資局Dr. Neeraj Mittal，於108年7月23日，帶領幹事Mr.
Sajad Sadiq及業者Mr. Vaibhav Mittal一同拜會本會，本會由陳枝昌副秘書長及
林恩印專員進行接待。首先由陳枝昌副秘書長致上歡迎詞，同時介紹本會及
機械產業概況，接著由Dr. Neeraj Mittal介紹塔米爾州工業區概況，該州主要
以汽車工業及電子產業著名，如：BMW、HYUNDAI、NISSAN、西門子、
IBM、HP、SAMSUNG等，是印度南方重要的工業邦州，因此本次來訪希望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台灣相關機械業者，如工具機及塑膠射出機等，可以至該州進行投資設廠，
以串起整個汽車產業供應鏈。陳枝昌副秘書長回應，本會也預計組團至印度
參訪，屆時也可安排至該州工業區走訪，以帶動臺灣機械業者至當地投資意
願。
⑳巴西商務辦事處Mr.Lincoln處長一行4人於108年8月2日拜訪本會，本會柯拔希
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接待對方及相互洽
談，本次拜會之目的希望台灣機械設備業者能夠多至巴西投資及協助技術升
級。首先柯拔希理事長表達歡迎至本會，且說明台灣發展智慧機械之過程、
台灣機械設備業結合資通訊，強強合作、在五加二的產業中，智慧機械的
發展成績最為亮眼，機械設備業佔台灣GDP約8%，去年機械出口達274億美
元，已是破兆的產業；近來中美貿易戰，使得機械設備業找尋第二基地，來
增加競爭力。Mr.Lincoln表示，台灣中小企業成功經驗，值得巴西業者學習，
且巴西為南方共同市場的重要成員國，巴西市場擴大，加上政府積極改善，
對外資有許多優惠措施，因此，請台灣機械業者能夠多至巴西投資。本會王
正青總顧問表示出口巴西約1%，對台灣機械設備產業而言亦是很好的市場拓
銷，且強調巴西之進口稅相當高，建議巴西政府亦要降稅，對雙方之合作及
生意往來，才能夠更加增加。該辦事處游蕙茹商務官表示，巴西政府相關單
位將於9月24日來台辦理投資說明會，屆時亦希望公會多請會員廠商能夠來參
加，以了解巴西之投資環境及商業機會。本會對於雙方的洽談，將有助於能
夠促成雙方業者的實際生意往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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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AFRICA Lewi Import & Export Mr.Mesfin assfie與AFRICA Easy Go丁建中先
生、全球夥伴有限公司蕭燦宗執行長一行5人於108年9月17日一同拜會本
會，本會由陳枝昌副秘書長及張家蓁專員進行接待。首先由陳枝昌副秘書長
致上歡迎詞，同時介紹本會及機械產業概況，接著由丁建中先生協助介紹
Mr.Mesfin assfie本次拜會之目的。Lewi Import & Export為本地擁有大型工廠
的製造商外，投資與進口貿易也為主要營業項目，本次來台希望拜訪台灣射
出成型與醫療器材的相關機械業者，如瓶裝水瓶與醫療注射器等，因此在本
次拜會中，本會特別贈送會員名錄給Mr.Mesfin assfie，並於會議中，陳枝昌副
秘書長也特別推薦台灣具有指標性的企業提供參考，相信透過本次交流，未
來將可促進Lewi Import & Export與台灣業者之合作，協助會員廠商取的國際
訂單。
㉒本會於108年10月18日假德國塑橡膠機械展中，拜會美國SPI塑膠協會，該協
會資深主任Mr.Feder及NPE展會的主席Mr.Gunther一起互相洽談，由於2021 年
5月美國塑膠工業展假orlando展出，將請本會多邀請會員廠商參加，渠表示該
展為北美地區最大的塑膠工業展，2018年展出的面積超10萬平方米，當年亦

四、

有超過50家以上之台灣塑膠機械業者參加，因此特與Mr.Feder表達，本會將於
K展會後，多通知會員報名參加2021年NPE展，由於展會世界各國知名大廠的
塑橡膠機械、製品材料等業者參與，已使得各廠商們的重視。該協會特請本

(三)
會務報告

會先規劃需求多少面積及決定希望的展會之位置等，以利選擇更佳之展會位
置，以協助本會塑橡膠機械業者，拓展北美之市場及爭取更多訂單機會。
㉓工研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中心曹芳海執行長於108年10月28日拜訪本會，
本會由柯拔希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台
籲，在光製造搭載機械設備，進行加減法製造需求未來將與日俱增，此時運

2.

業務組

勵福林溪文董事長、林長昱執行長一同與會接待。由於柯拔希理事長不斷呼
用智慧化模組簡化工序及推動國產化設備平台，將有助提升臺灣機械設備技
術能力，增加機械業出口競爭力，故次此工研院雷射中心特別前來，針對工
研院現有技術能量，如何協助產業快速切入國內雷射需求之智能光製造產業
躍升計畫進行簡報，首要將積極推動國產雷射源，解決無頭產業痛點，其次
是智慧化雷射精捷搭接模組，與智慧機械設備無縫銜接，解決穩定度、耐久
性問題，最後則是布局創新差異化製程技術，為機雷設備產業鞏固新市場競
爭優勢。柯理事長於會中特別指示，將協助雷射中心向經濟部技術處、科技
部爭取相關計畫經費，業者的部分，台勵福也願意協助扶持國內雷射源廠，
透過實機驗證，協助其找到更龐大的商業模式。此計畫將有助於台灣上中下
游雷射產業鏈具市場競爭力，並期望縮小進出口逆差50%。
㉔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於108年11月5日拜訪印度台北協會施哲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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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本次拜會目的主要是針對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帶領會員們辦理的「印
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將組團過程、團員名單及行程向印度台北協會
施副會長介紹。首先施副會長相當感謝本會組團前往印度，為機械業投資印
度、瞭解印度商機開啟先機，但其表示印度幅員遼闊，商機無限，未來可至
其他的州參訪考察，未來若有相關考察團，印度台北協會願意出力協助安
排，此次考察團圓滿歸國後，副會長將邀請所有團員至協會餐敘，以瞭解團
員的考察經驗，及對印度投資的寶貴意見。陳副秘書長亦希望印度台北協會
能夠籌組印商來台，本會將盡力安排會員廠商與其對接。此次拜會有助於台
印間的經貿、投資、商機交流，使台印由生意往來開始，進而發展技術合作
的機會。
㉕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於108年11月7日拜訪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
辦事處阮英勇代表、黎光俊商務經理。本次拜會目的主要是針對本會柯拔希
理事長帶領會員們辦理的「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將組團過程、團
員名單及行程向阮代表介紹。阮代表相當歡迎本會組團前往越南，鎖定的平
陽、同奈兩省確實為台商投資重鎮，初步可以與台商交流，取得訂單，進而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設立行銷據點，或於越南投資設廠，阮代表亦表示，台灣機械性價比高，在
拓銷越南市場應相當有競爭力，未來亦可至其他省分多走走看看，待考察團
圓滿歸國後，代表將邀請所有團員至代表處餐敘，以瞭解團員的考察經驗及
寶貴意見。陳副秘書長亦希望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能夠多籌組訪問團
來台，本會將盡力安排會員廠商與其對接，增加生意機會。此次拜會有助於
台越間的經貿、投資、商機交流，使台越由生意往來開始，進而發展技術合
作的機會。
㉖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108年11月13日，率領胡永進副理事長、溫健宗會長、許
文通秘書長、王正青會務總顧問、張國樑副秘書長及林恩印專員等，一同拜
會工研院機械所胡竹生所長，胡竹生所長亦偕同蔡禎輝副所長及陽毅平副所
長及相關同仁，共計14位一同接待。柯拔希理事長首先說明本次拜會目的，
肇因政府雖列智慧機械為5+2產業創新計畫之首，然而實質提供的資源挹注
卻逐年減少，致使研發法人之研發能量也逐次弱化，如此持續下去絕非產業
之福，因此期望透過本次拜會，一同討論如何使機械業再次偉大。本次拜會
中，本會許文通秘書長提出建議作法之簡報，當中列出智慧機械白皮書修訂
版、公版機械雲、電子設備OpenLab跨場域協同研發與驗證聯盟等。另工研
院機械所蘇再組長亦提出工研院未來研究方向之簡報，主要對準機械雲為研
發方向。柯拔希理事長說明，為了推動智慧製造，設備聯網、感測器、雲端
服務，是三項必備推動項目，因此機械公會將持續不斷向政府建言，為了產
業永續發展，因重視機械研發項目，同時工研院機械所與機械業鏈結應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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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才能達到產研互惠。
㉗本會柯拔希理事長、魏燦文監事會召集人、魏坤池副理事長、王正青總顧
問、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張國樑組長..等一行人，於108年11月
19日拜訪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朱俊勳執行長，本次拜會之目的，將來協助本
會會員能夠運用該中心所發展的智慧感測與微系統整合運用關鍵技術；本會
抵達該中心朱執行長熱情的款待，帶領大家參觀該中心所研究開發的研發成
果；參觀後並與柯理事長等一起相互洽談，並表示該中心集中兩項核心之工
作，分別為MES智慧感測器及多重感測融合與系統整合應用，以及關鍵工業
感測元件/模組與系統整合應用、工業感測模組小量試量自主化供給。朱執行
長亦表示：該中心之關鍵核心技術包括多整合感測技術、智慧微系統應用技
術兩大類，又分為感測與致動技術、開放式快速試製整技術、動作感知系統
技術、3D影像辨識分析技術、感測融合與系統整合等等。今後本會亦與朱執
行長洽談，明年將繼續與本會合作；辦理感測器之相關技術研討會，將中心
之技術成果向會員廠商介紹，及廣為讓會員廠商來運用該中心研發之智慧感
測器的成果。

四、

㉘本會於108年11月28日辦理參觀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工廠」，
本次活動與經濟部工業局、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舉辦。為協助本會會員廠商建立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能

(三)
會務報告

量，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以迎接全球智慧製造之發展趨勢，特別規
劃參訪漢翔航空公司智慧工廠，漢翔公司在導入「跨廠區及異質加工設備聯
網」的佈建時，不到一年的時間成功打造航太產業工業4.0的產線，廠內結合
多機連線管理，使生產資訊透明化、溫升精度補償、機台健康診斷、人機協
制，乃至於每台機器的生產力規畫，都由一套即時監控系統來自動控制。本

2.

業務組

作等智慧化核心應用技術，舉凡機台運作、製程安排、組裝進度、溫溼度控
次活動共計有40家廠商前往參訪，透過參訪深入了解漢翔因應國際製造版圖
變化，漢翔航空升級至工業4.0策略，讓傳統生產設備升級至智慧化，強化在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2）印刷相關刊物﹐以協助會員開拓市場
2019年共發刊採購指南4種、發刊書本10,000冊，光碟片28,200片，於國內外展
會、拓銷團、公共場合強力協助會員推廣爭取商機。

（3）辦理國內外查詢信函或電話諮詢
①國內外業者欲購買我業者之機械設備，本會提供可運用之會員廠商名單，以
供參考，並促成商機。共計900件國內外來函，廣為通知會員廠商，促成多筆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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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並將有關重要商機立即刊登本會機械資訊及網站、電子報，以通知會員廠
商。

2.促進機械工業之發展與升級
（1）辦理專業研討會
＊辦理研發補助計畫、市場研討會、生產力4.0智慧機械、IOT、產學合作、研
發成果發表會、精密量測、技術研發等達43場次，逾 2,049人次參加，提供會
員所需之訊息及合作管道。

活動日期

1

108 年 1 月 03 日 ( 四 )

2

108 年 1 月 10 日 ( 四 )

四、

3

108 年 1 月 18 日 ( 五 )

4

108 年 1 月 14 日 ( 一 )

(三)

5

108 年 1 月 15 日 ( 二 )

6

108 年 1 月 16 日 ( 三 )

7

108 年 1 月 17 日 ( 四 )

8

108 年 2 月 21 日 ( 四 )

9

108 年 2 月 22 日 ( 五 )

10

108 年 2 月 27 日 ( 三 )

11

108 年 3 月 14 日 ( 四 )

12

108 年 3 月 22 日 ( 五 )

13

108 年 3 月 28 日 ( 四 )

14

108 年 4 月 02 日 ( 二 )

15

108 年 4 月 09 日 ( 二 )

16

108 年 4 月 18 日 ( 四 )

17

108 年 4 月 24 日 ( 三 )

會務報告

場次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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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名稱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108年度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提案說明會

『北美工業機械安全標準及巴西NR12檢驗』研討會

「如何在印度經商 :
工具機產業印度菁英人才培育工作坊」研討會

『 智慧機上盒輔導計畫說明暨設備聯網導入案例說明』
研討會

智慧製造概論研討會

108 年 5 月 17 日 ( 五 )

19

108 年 5 月 10 日 ( 五 )

20

108 年 5 月 16 日 ( 四 )

21

108 年 5 月 15 日 ( 三 )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18

核能除役產業商機說明會(系列三)–2019自動化無人搬運
技術暨台電需求說明會
『2019年全球機械產品市場發展趨勢與展望』研討會

「歐洲齒輪專家之最先進的齒輪製造工藝研討會」
22

108 年 5 月 17 日 ( 五 )

23

108 年 6 月 12 日 ( 三 )
源頭管理與列管機械驗證說明會

24

108 年 6 月 20 日 ( 四 )

25

108 年 7 月 12 日 ( 五 )

26

108 年 7 月 19 日 ( 五 )

27

108 年 7 月 26 日 ( 五 )

28

108 年 8 月 06 日 ( 二 )

29

108 年 8 月 07 日 ( 三 )

30

108 年 8 月 08 日 ( 四 )

31

108 年 8 月 16 日 ( 五 )

32

108 年 8 月 23 日 ( 五 )

33

108 年 9 月 05 日 ( 四 )

34

108 年 9 月 11 日 ( 三 )

35

108 年 10 月 04 日 ( 五 )

36

108 年 10 月 08 日 ( 二 )

37

108 年 10 月 24 日 ( 四 )

38

108 年 10 月 15 日 ( 二 )

「歐盟工業機械新版電氣安全標準與風險評估簡介」

39

108 年 10 月 24 日 ( 四 )

「機械產業-智慧化實務探討暨工業4.0示範產線參訪團」

40

108 年 10 月 18 日 ( 五 )

41

108 年 10 月 25 日 ( 五 )

42

108 年 11 月 15 日 ( 五 )

43

108 年 11 月 22 日 ( 五 )

亞太電信企業解決方案-智慧製造創新服務研討會
「AI加值智慧製造」研討會

四、

108年度金屬機電智機化暨人才扎根計畫提案說明會

會務報告

(三)
「工業大數據 智造機械雲 :
鴻海科技集團分享暨合作」研討會

「智慧製造數位轉型實戰講座」研討會

業務組

2.
雷射光製造-加減法加值機械設備研討會

2019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製造業

以職能為導向的人才發展與培訓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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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機械論壇
場次

講座名稱

活動日期

參加會員

系列一 機械論壇系列一「智慧機械上雲端」

108 年 5 月 28 日

45 人

系列二 機械論壇系列二 「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

108 年 7 月 12 日

36 人

「智慧塑橡膠機械發展與應
系列三 機械論壇系列三
用」

108 年 9 月 27 日

52 人

系列四 機械論壇 系列四 「智慧機械技術與優化」

108 年 12 月 12 日

50 人

＊共辦理 4 場機械論壇系列，參加會員達 183 家，使會員掌握市場最新之研發技術及發
展方向。

（3）產學合作工廠參訪團
① 本會於108年10月08日辦理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學生參訪邁萃斯精密股份有限
公司之產學參訪活動。本次參訪由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李朱育副主任、
中央大學產學營運中心謝啟山經理帶領28名學生前往，並由邁萃斯精密股份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有限公司宋賢德總經理、李玉如經理、李美嬌副理、蕭秀宏課長、呂治緯組
長、彭双盛副理、劉得安課長進行接待。首先邁萃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簡
報方式介紹該司成立於1994年，以齒輪傳動與精密機械為核心技術，從建立
數學模式開始，漸次發展出自有特色的設計軟體及研發關鍵製程所需的工具
機等產品，精闢的介紹幫助學生參訪前可以了解邁萃斯精密的技術能量，並
參訪過程中特別分為不同組別讓引領人在參訪過程中隨時解答學生的提問。
最後很榮幸可由邁萃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宋賢德總經理擔任QA時間的主持
人，其中學生熱烈地發問，宋總經理也詳細的一一回答，更加鼓勵學生於畢
業後投身入機械業。本次參訪過程中無疑是幫助學生打了一劑強心針，確信
機械業未來之展望與價值，並把所學有所舞台盡情發揮。
② 本會於108年10月28日辦理明新科技大學機械系參訪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
司華亞科技園區的工業4.0工廠之產學參訪活動。本次參訪由明新科技大學機
械系戴任詔主任帶領10位老師+43位學生前往，並由新漢張舜智處長、蔡明宏
業務經理、李其芳副理進行接待。首先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特別安排
於廠內的戰情室進行企業介紹，透過戰情室展現了新漢整合其核心能力，分
成六大事業體，包括IoT智動化事業、智能監控、物聯網、智能系統、車載電
腦和網路通訊，新漢的策略性整合規劃能提供巿場即時的解決方案與服務。
新漢之工業4.0工廠特別分為零組件組立、電板組立、雷射、校正區、測試到
最終自動包裝與封裝區，一條完整的生產線所需人數卻不到20位，十足展現
智慧機械對產出之高效率。最後由新漢張舜智處長擔任QA時間的主持人，其
中學生熱烈地發問，張舜智處長也詳細的一一回答，更加鼓勵學生於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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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入機械業。本次參訪過程中無疑是幫助學生打了一劑強心針，確信機械
業未來之展望與價值，並把所學有所舞台盡情發揮。

（4）辦理參訪鴻海集團民生廠
本會於 108 年 2 月 21 日由柯拔希理事長帶領參訪鴻海集團民生廠。徐秀滄
名譽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莊大立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蔡國智常
務理事、藍敏雄常務理事、蕭文龍常務理事、汪麗艷常務監事、林奕杰常務監事、
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與本會理監事、顧問、業務組賴緯倫專員共計
22 位參加。鴻海集團由呂芳銘副總裁、陳彌堅副總、亞太電信黃南仁總經理、
富鴻網邱登崧副總接待。
首先由呂副總裁親自導覽參觀 show room,介紹鴻海科技集團在「網通技術
設備及八大智慧生活應用」的各種應用，包含：雲 ( 端 ) / 移 ( 動終端 ) / 物 ( 聯網 )
/ 大 ( 數據 ) / 智 ( 慧生活 ) / 網 ( 路 ) + 機器人。接續專家座談會的部分，則由富
鴻網邱登崧副總進行簡報，分享鴻海關燈工廠、智慧製造等經驗，鴻海擁有硬
體、網路、物聯網的一條龍服務，且有製造的實戰經驗，未來願意扮演台灣廠
商邁向工業 4.0 的重要合作夥伴。

四、

透過本次的參訪，將有助於深化本會與鴻海的關係，未來將針對工業 4.0、
機械雲、人才培育等項目進行合作。

（5）拜會彰化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嘉義縣政府、科技部、櫃買中心等單位

(三)
會務報告

①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108年3月22日，帶領胡永進副理事長、蕭文龍常務理
事、游進坤顧問團總召集人、黃火煌顧問、許新洲主任委員、王正青秘書
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業務組黃巧雲專員共同拜會彰化縣政府，洽談二林精
密機械園區開發案。
接待。柯理事長先向王縣長介紹本會歷史與本會參與此開發案過程，並由蕭

2.

業務組

彰化縣政府王惠美縣長、建設處劉玉平處長、陳駿瑜科長、蘇婉瑜技士一同
文龍常務理事、游進坤顧問團總召集人、黃火煌顧問、許新洲主任委員等人
補充工業用地不足與廠商需求及開發效益等方面，並提供本會名錄、七十年
史、智慧機械產業白皮書等資料供彰化縣政府更加瞭解機械公會。
彰化縣王縣長並邀請本會一同參加3月27日環保署舉辦之環境評估審查委員
會，以業者代表身分，向環評委員說明產業需求及廠區設計等，共同努力爭
取環評過關，以使二林精密園機械園區能夠早日完成開發，延續機械產業黃
金縱谷，並將彰化縣轉變為農工並重大縣。。
②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108年3月25日，帶領徐秀滄名譽理事長、莊大立副理事
長、陳燦輝常務理事、許文憲常務理事、林奕杰主任委員、陳重光顧問、本
會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業務組黃巧雲專員共同拜會臺中市政府
盧秀燕市長。

81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本次拜會主要洽談如何利用臺中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的優勢，來協助臺
灣機械設備業，導入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使臺中成為世界知名智慧製
造之都，並使臺灣成為智慧機械和智慧製造王國；此外，建請臺中市政府相
關單位正視我機械工業之發展，於臺中再積極開發多個精密機械工業園區，
以協助我智慧機械產業之蓬勃發展，進而帶動臺灣整體智慧製造和經濟的成
長。臺中市盧秀燕市長、經發局高禩翔局長、許瓊華科長、凃茜文股長、林
國雄股長、鄧兆廷科員共同接待。首先柯理事長先向盧市長介紹本會發展與
推廣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四年多來的經驗與成果，並希望能夠在臺中已有精
密機械產業聚落的先天條件下，能使機械產業於台中地區永續經營。
盧市長感謝本會來訪，並說明地方政府將盡力協助解決部分土地需求，已重
新盤點多個已開發或規劃中的產業園區，會加速進行；此外會針對具發展性
之產業優先獎勵，規劃降低土地稅等方式，給予產業鼓勵，對於產業發展也
採取開放與鼓勵立場，減少不必要的干預與騷擾。雙方洽談甚歡，各位理監
事代表亦提出意見及邀請市長參與地方經濟活動，柯理事長亦代表本會與盧
市長交換禮品及合影留念。

四、

③本會於108年5月7日由柯拔希理事長帶領魏燦文監事會召集人、胡永進副理事
長、魏坤池副理事長、陳士端顧問、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及業務
組黃巧雲專員一同拜會科技部共同討論如何協助台灣機械設備產業發展之討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論會。
本次會議由科技部陳良基部長、工程司賴宇亭副司長、杜青駿副研究員、產
學司邱求慧司長、吳清源助理研究員共同接待。柯理事長首先向部長說明目
前中美貿易戰陷入膠著階段，對台灣機械產業應該是短空長多的絕佳機會，
全球製造商紛紛湧現尋找及建立第二生產基地的風潮，台灣精密機械產業近
年來推動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已略有績效，智慧機械遍地開花，更繼續向下
紮根。但是相較產業界衝勁十足，政府相關單位應該要對發展智慧機械與智
慧製造有更完整、短中長期的規劃，法人資源也要妥善分配。本會提出建請
科技部出面整合產學研各單位，能夠務實化的相互合作協助臺灣機械設備產
業來發展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增加編列發展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之相關計畫的
研究開發經費、正視機械產業需求，將學界研究發展之計畫成果落實到機械
產業界，有效運用學界能量來協助機械產業、加速投入發展雷射發生源(Laser
Head)、雷射切割、雷射焊接等製造技術、投入研究開發齒輪減速機、機器人
夾爪等高階技術領域關鍵零組件，協助機械設備產業參與機器人之研發與應
用升級及提升我機械業的國際競爭力等五大建言；魏監事會召集人也強調美
國景氣回升，投資需求大幅增加，政府應加速關鍵零組件開發，以免台灣機
械接單需求暢旺，卻要支付龐大成本購置國外的關鍵零組件。魏副理事長也
說明產學合作提案不易，因此都是自行投入經費與學校教授合作開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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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副理事長也說以往感受科技部與中小企業存在明顯落差，廠商不瞭解專案
申請方式，應該多與產業合作，由產業來推動技術發展。
陳部長回應機械業是未來相當有發展潛力的優秀產業，此後在資源分配之前
置審查程序當中，加強導入產業意見，並邀公會參與研發之成果發表會；此
外將學界培養之教授專長及研發項目資訊整理給公會，透過工程司及產學司
與公會密切聯繫，促進學界與產業更有效的合作。雙方洽談十分熱絡，並相
互合影。
④本會於108年7月23日由柯拔希理事長帶領徐秀滄名譽理事長、魏燦文監事會
召集人、魏坤池副理事長、李進勝理事、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
業務組黃巧雲專員、嘉義地區黃彥嘉辦事員偕同鼎坤塑膠魏秉文副董事長共
同拜會嘉義縣政府翁章梁縣長，嘉義縣府經濟發展處江振瑋處長、新聞行銷
處賴明宏處長、經發處開發科王振權科長、經發處使管科劉錦隆科長、蔡易
餘立法委員、專案管理公司PCM馮世墩經理一同與會。
本次拜會目的是建請嘉義縣政府相關單位正視我機械工業之發展，積極輔導
機械設備廠商進駐嘉義縣開發之馬稠後產業園區，以協助我智慧機械產業之

四、

蓬勃發展，進而帶動臺灣整體智慧製造和經濟的成長。嘉義縣政府首先簡報
說明馬稠後產業園區第二期規劃開發情況，翁縣長並歡迎廠商進駐嘉義縣，
柯理事長向翁縣長說明機械產業發展現況與土地需求情況，並表達機械產業

(三)
會務報告

根留台灣決心，反映工業區只租不售情況並不適合機械業，蔡立委與江處長
也對嘉義縣經濟發展做了詳細的說明，魏副理事長則說明目前已調查到之土
地需求，徐名譽理事長則舉出當初發展台中精密機械園區之經驗及廠商實際
需求，希望嘉義縣府可盡快規劃，公會則可出面號召廠商進駐，達成雙贏局
皮書給翁縣長，並合影留念。

2.

業務組

面。雙方互動熱絡，會後柯理事長致贈機械工業七十年史及智慧機械產業白
⑤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108年10月21日拜訪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陳
永誠董事長，本會許文通秘書長、張國樑組長、林恩印專員皆一同參加。本
次拜會目的主要請櫃買中心協助設立機械類股，同時輔導機械業上櫃事宜。
首先柯理事長介紹台灣機械業產業於全球機械產業扮演重要角色，接續說明
由於台灣機械業大多為家族企業，因此規模成長到一定程度後，則需要資本
市場挹注資源，以使企業永續經營並再度擴大企業規模。接著表達本會於去
年及今年，先後拜會金管會顧立雄主委及國發會陳美伶主委，兩位主委皆表
達正面支持立場，且看全球各國主要金融市場，皆有機械類股，此舉不僅表
示政府重視，亦代表機械產業在其國家之重要性，因此台灣設立機械類股，
實有其必要性。陳永誠董事長回應，了解本會柯理事長於為台灣機械產業努
力，櫃買中心對於設立機械類股，其實樂觀其成，但經了解後，由於機械業
在金融市場所占比不多，如果未來設立後，沒有一定數量的股票在其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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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個股股價表現可能會受影響，對於投資人權益亦可能連帶影響。陳永
誠董事長接續表示，本次了解到柯理事長對於機械類股設立的必要性，將再
與證交所及金管會研議設立機械類股的可行性。

（6）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拜會本會洽談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鄭立雄理事長，於108年7月24日率領王錦和
監事會召集人、林藤松副理事長、郭献鐘副理事長、徐國棠副理事長、廖本泉
常務理事、曾國峰常務監事及黃烈啟副秘書長等一行8人，拜訪本會柯拔希理事
長，本會魏燦文監事會召集人、胡永進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王正青秘
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許文通副秘書長、翁儷凌組長、林恩印專員及林子鈞
專員等皆一同出席。
本次拜會目的主要洽談2020年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下稱Taipei PLAS)合
作徵展事宜，柯拔希理事長呼籲，希望透過本次合作，可再度擴大Taipei PLAS
展出規模。魏燦文監事會召集人亦表示，透過本次合作，臺灣塑橡膠展可望邁
入全球前五大塑橡膠展。王正青秘書長提出，臺灣為全球第六大塑橡膠出口
國，而全球塑橡膠展，較具規模為德國K Show、中國Chinaplas、美國NPE，所

四、
會務報告

(三)

以Taipei PLAS很有機會成為全球第四大塑橡膠展。
柯拔希補充說明，名列前矛之全球展覽，意味全球重要買主將很有機會前
往參觀，因此本次合作不僅可擴大展出規模，亦可帶動整體塑橡膠產業鏈更加
完整。

（7） 本會參與「國機國造檢量測聯盟成立儀式」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協同經濟部航空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與台灣經濟研究
院，於本(108)年8月15日，邀集我國11家法人單位與公協會配合台北國際航太暨

業務組

2.

國防工業展舉辦「國機國造檢量測聯盟成立儀式」，期能凝聚業界共識，作為
國內發展航太產業之後盾。
我國擁有豐富檢量測設備及資源，若能強化國內航太零組件製造產業與檢
測驗證機構合作，將可發揮整合優勢，提高我國航太與國防產業國際競爭力。
因此本次由本公會柯拔希理事長與10家法人單位與公協會共同成立國機國造檢
量測聯盟，包括中科院、航太公會、電電公會、台經院、國研院、金屬中心、
工研院、電檢中心、資策會、車輛中心等單位。
在與會嘉賓們的見證下，11位法人單位與公協會代表共同完成了合作意向
書的簽署並合影留念，建立國內航太產業升級的里程碑；未來，國機國造檢量
測聯盟將以協助國內航太相關企業獲得國際航太認證為目標，整合全國檢量測
與驗證能量，增加資訊交流與彌補能量缺口，期盼減少檢驗成本並加速開發期
程，提升國際競爭力並帶動我國航太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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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會分別於北區、中南區辦理「源頭管理與列管機械驗證說明會」
本次辦理目的為保障國內勞工作業安全保護範圍，完善我國源頭管理機
制，並提升我國機械安全驗證技術水準與國際接軌，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08年2
月22日公告：指定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及加工中心機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七條
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並自108年8月1日生效。未來，鋸床及工
業用機器人也預計於今年度列為指定項目。為協助本會及國內從事車床、加工
中心機、鋸床及工業用機器人之相關廠商，具體了解勞動部之政策推動趨勢，
並協助業者提高機械安全設計意識，進而保護勞工作業安全，特辦理此說明
會，讓廠商及早因應準備，同時蒐集各界意見，做為政策推動設計之參考。本
次說明會報名相當踴躍，共計180位會員廠商參加。

（9） 本會辦理「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
受到美中貿易戰所帶來的衝擊，影響機械廠商接單，今年前三季台灣機械
出口值20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衰退8%。另外，包括德國、日本等機械業大國，
衰退幅度亦大，顯示這是全球性的景氣衰退。
貿易戰使得不少製造業廠商，正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

四、

海外第二生產基地商機可期。其中，印度已躍升世界第6大經濟體，科技人才豐
富，吸引全球投資人目光，適合台商設廠及設立行銷據點，充滿商機；越南擁
有眾多台商，供應鏈日趨完整，且位居東協樞紐，適合台商設廠及設立行銷據

(三)
會務報告

點，充滿商機。
有鑑於此，柯拔希理事長親自帶團，本會王正青總顧問、陳枝昌副秘書長
亦前往，於本(108)年12月1日至8日辦理「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包含
高力、嶸昌、詮豐、裕祥、新虎將、鴻綺、金豐、中部汽車、功益、PMC、新

2.

業務組

穎、台灣瀧澤、富強鑫、鼎聖等14家機械設備業者及法人研發單位參與，全團
共計24人前往印度班加羅爾、越南胡志明、同奈及平陽進行考察。
本團於12月1日抵達班加羅爾，12月2日、3日分別考察台達電、友嘉機械、
世正TIIP工業區並拜會卡納塔克州投資局；於12月4日抵達胡志明市，召開投資
座談會，12月5日、6日分別考察同奈、平陽兩省的勝邦金屬、全球動力、富平
工業區、BECAMEX IDC、東元美福馬達廠，並且拜會平陽省政府、越南平陽省
台灣商會、越南同奈省台灣商會。
此次「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將是台灣機械設備業深入印度、
越南市場的機會，本會將持續配合新南向政策，優先透過經貿交流，創造生意
往來的熱絡，並鼓勵台灣機械設備業赴印度、越南設立行銷據點，進而建立台
灣機械生產專區，就近開拓當地機械設備之訂單，以掌握「在地製造、關稅紅
利」為目標，期待我台灣機械產業能夠達成2025年總產值2兆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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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會舉辦「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會」
本會於108年12月24日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臺灣機械雲成果
發表會」，本次活動由本會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經濟部技術處指導，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魏監事會召集人、胡永進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許
文通秘書長、王正青會務總顧問、陳枝昌副秘書長、張國樑副秘書長及陳重光
執行長等皆一同出席。會議首先由柯拔希理事長致上歡迎詞，接著邀請經濟部
沈榮津部長及工研院張培仁副院長致詞，隨後邀請經濟部部長、本會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3位副理事長及4大研發法人代表一同到台上合影留念。本次會
議安排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羅佐良組長進行臺灣機械雲平台介紹，接著邀
請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工研院張副院長、微軟公司、臺灣人工智慧學校等進行
專家座談，隨後則請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機械所及資通所進行智慧機械
雲應用案例介紹，本次主要以工具機、塑橡膠機械、電子設備及紡織機械等案
例進行說明。現場與會人員於問題討論時間亦提出多項議題進行交流。

（11）本會向蔡英文總統、經濟部、勞動部、外交部、科技部等單位提出重大
建言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① 本會於108年1月23日以臺機公會業字第108008號函，發文財政部基隆關、經
濟部國貿局、經濟部工業局，告知本國產製研磨輪及類似品之產業，近幾年
來亦因大陸生產的上述研磨輪之產品在市場上低價充斥，且安全、品質無法
受到控管，如再行專案核准輸入，勢必衝擊我國砂輪研磨產業業者，此情與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8條第2項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
項目，須符合「對相關產業無重大不良影響」大相抵觸，故本會強烈建議為
顧及臺灣勞工安全與砂輪研磨業者之發展，敬請務必嚴加查核，不可輕放。
②台灣目前使用之貨品分類過於粗略，例如本次被調查貨品於台灣僅有綜合加
工機(加工中心)乙種，無法單獨查出立式加工中心的進出口資訊。所有資訊只
能藉由陸方之調查申請書中得知，對台灣產業相當不利。因此本會發函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及財政部關務署，擬建請共同研商參考美國、日本或其他先進
國家，對目前貨品分類綜合加工機(加工中心)再進行細分類，例如可研商細分
類為：立式、臥式、龍門式等分類。
③本會行文勞動部，建請勞動部全面研討勞動基準法，並進行適度修正，將有
助於臺灣機械設備業生產力之提升。當中指出，依照現行延長工時之規定，
一日之正常工時加上延長工時的上限為12小時，一個月延長工作時數上限為
46小時，如遇生產線訂單之需求，及適逢季節性產能增加，即使行政院所提
出上修延長工時為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仍不足以滿足生產線
上訂單之需求。並以勞動部去（107）年國際勞動統計資料、行政院主計處及
世界銀行（IMF）各國國人平均GDP綜合比較顯示，臺灣相較於其他國家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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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時及GDP之落差甚巨；對於機械製造業需要時間研發新技術及滿足供貨
產量等多重壓力下，實不應縮短工時，來滿足勞工之要求，卻罔顧雇主在公
司營運上之訂單壓力及實際需求。
④依據本會第廿八屆第二次地區會員會議提案辦理，因近日公告之新版能源政
策提出「核電不延役」、「火力發電年減1%」等兩項主要目標，並且全力投
入太陽光電、風力發電以及燃氣機組、天然氣接收站等各項計畫。對此，業
者仍擔心會造成缺電、電價上漲，進而導致臺商回流、外商對臺投資放緩等
問題，故本會正式行文經濟部，建請經濟部及各有關單位能夠審慎思考國內
能源政策，以符合工商界及社會大眾期望，維持供電及電價的穩定，讓臺灣
機械設備產業持續蓬勃發展，並能在2025年達成總產值2兆元的願景。
⑤本會建請科技部因應國際上工業4.0發展的趨勢，出面整合產學研各單位，能
夠務實化的相互合作，大力協助臺灣機械設備產業來發展智慧機械/智慧製
造，進而可在國際市場上與各先進國家的智慧機械相互競爭，及爭取更多智
慧機械訂單之機會。
⑥本會建請科技部能夠增加編列發展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之相關計畫的研究開發

四、

經費，來加速臺灣機械設備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智慧機械，及提升國際競爭
力。
機械產業界，請研商建立有效產學合作模式與專案評核機制，能有效運用學

(三)
會務報告

⑦本會建請科技部能夠正視機械產業需求，將學界研究發展之計畫成果落實到
界能量來協助機械產業，加速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打造台灣成為智慧
機械王國。
⑧本會告知陳部長臺灣投入發展雷射發生源(Laser Head)之科技專案與資源皆落

2.

業務組

後中國太多，恐影響未來發展3D列印或雷射切割、雷射焊接等製造技術，建
請科技部加速投入研究發展資源，並協助落實到機械產業應用層面，以協助
機械產業，加速發展雷射相關領域的前瞻技術，厚實國家雷射技術實力。另
外，建請工研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中心可將過去開發成功之研發成果與專
利，透過技術移轉或專利轉讓方式，讓更多機械產業廠商可應用此方面之加
工技術與專利，或於試量產場域合作加工開發，以協助機械設備廠商熟悉與
利用此方面技術。
⑨本會建請科技部提到機械業面對全球競爭及挑戰，未來的機械設備必須要搭
配機器人的應用，建請科技部能夠投入研究開發之資源，請學界及研發單位
能夠對機器人關鍵零組件，例如齒輪減速機、機器人夾爪等高階技術領域，
來持續研究開發和落實產學合作，期可協助機械設備產業參與機器人之研發
與應用升級及提升我機械業的國際競爭力。
⑩本會正式行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並副知經濟部。當中指出，根據亞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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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相關統計網站資料列表之說明，已明確顯示臺灣相較於亞洲其他國
家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落差甚巨，為配合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因此本
會建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研議放寬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以因應現況變化，盼
能提升臺灣中小企業之國際競爭力，共同振興臺灣之經濟規模。
⑪依據本會第廿八屆第5次常務理監事會議之決議案辦理，因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於本（108）年2月22日於該署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公告指定車床
（含數值控制車床）及加工中心機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納入列管之機械，並自中華民國108年8月1日生效。然此舉於公
告日至生效日不足半年，且僅在網站上公告，卻並無週知本會，同時據了解
該署於4月19日至7月19日，分別於北、中、南、東，辦理11場說明會，最後1
場說明會與生效日距離不足1個月，讓本會眾多工具機業者及相關供應鏈體系
業者無所適從。且該署倉促列管車床、加工中心機、鋸床及工業用機器人等
機械設備，實已造成機械設備業者強烈反彈。因機械設備為資本財，機械訂
單是經過長時間確認才完成，非一朝一夕所能決定，故倉促執行使得機械設
備製造商平白增添製造成本大幅上升，且影響訂單交貨時間，日後假如被安

四、

全驗證進口國家亦同時要求臺灣出口產品進入該國，亦必須要有安全驗證，
則臺灣出口產品成本將大幅上升，一旦其他國家反制臺灣出口產品，造成非
關稅貿易障礙，進而喪失許多機械出口訂單之機會，則我出口將遭受重大衝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擊。因此本會正式行文勞動部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同時副知經濟部，
文中表示務必暫緩實施。
⑫本會建請 勞動部修改外籍勞工聘雇之相關法令，放寬優質之外籍技術勞工，
續留在臺灣工作之年限由12年延長至14年，解決國內機械製造業者長期以來
對於外籍技術工短缺之困境。目前勞動部與立法委員亦曾提案討論，建立期
滿外籍技術勞工留臺評點機制，規劃以「薪資水準」、「華語能力」、「工
作技能」等項目進行評點，評點達合格分數以上，才能延長在臺工作年限。
惟，此法案尚在立法院一讀階段，未經立法三讀通過。有鑑於此，建請勞動
部儘速推動此修正法案，讓在臺灣工作之優質外籍技術勞工，能夠續留工作
年限延長至14年，以促進勞雇關係穩定，解決臺灣機械製造業者長期短缺外
籍技術工之困境，以維護及保障國內製造商之權益。
⑬本公會堅決反對勞動部職安署於本(108)年7月24日公告車床（Group 1手動控
制車床）及加工中心機（Group 1手動控制搪、銑床）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
條第1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而列入強制管制一案，本會理監事會決
議「本案全面暫緩實施」外，同時表明「沿用美國(UL)標準，並採用自我宣
告方式」、「請勞動部與經濟部先行協商，並與產業達成共識」之立場。此
文亦請經濟部及經濟部工業局協調勞動部職安署採納本公會意見。
⑭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率理監事於108年9月11日拜會蔡英文總統，提出臺灣為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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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口國家，面對主要競爭對手，臺灣在簽署FTA面臨困難，機械業又多根
留臺灣，建請政府主管單位能夠因應全球經貿高度競爭出口市場上，啟動我
新臺幣應有的防禦性措施，以提升我臺灣貨品在全球市場上之競爭力。
⑮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率理監事於108年9月11日拜會蔡英文總統，提出促進產業
投資正在被政府視為重要提振經濟發展，和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議題，
建請提高「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
減辦法」等法規抵減比例及延長適用年限，以鼓勵臺灣機械產業廠商，投入
研發與擴大投資，來帶動製造業升級。
⑯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率理監事於108年9月11日拜會蔡英文總統，提出建請政府
主管機關做一橫向整合，跨部會匯集並整合資源，結合產官學研，來協助臺
灣機械設備業，朝向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之方向邁進。以近年廠商相當有感
之智慧機械機上盒(SMB)為例，申請及審核流程簡便，廠商實際受惠，申請
後也有進階的需求，但108年及109年預算皆僅有3,000萬，希望可逐步增加至
每年5,000萬，以加速產業升級腳步；另外，機械雲為智慧製造發展的重要目
標，也應增列相關研發及輔導之補助預算，以符合產業期待。

四、

⑰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率理監事於108年9月11日拜會蔡英文總統，提出建請政府
因應全球智慧製造工業4.0的發展趨勢，集中資源協助臺灣精密機械產業加速
研發與生產智慧機械，並進一步打造智慧製造生產線，將臺灣打造為智慧機

(三)
會務報告

械和智慧製造的王國。本會建請政府相關單位在編列發展智慧機械/智慧製造
的研究開發經費時，要將國家資源充分分配，同時對於短中長期的研究開發
要明確、要分工；建請增列法人協助發展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之預算至每年至
少50-60億元，以協助更多中小企業能夠邁向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之路。
有關單位全面暫緩實施指定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加工中

2.

業務組

⑱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率理監事於108年9月11日拜會蔡英文總統，提出建請政府
心機(含搪床、銑床、傳送機)、鋸床(含圓盤鋸、帶鋸等)及工業用機器人(含機
器人系統)等四項於今年度列入源頭管理作業之措施，並進一步與產業溝通協
商，以免對產業造成傷害。本次勞動部列管之四項機械設備，全球皆採自願
性檢驗或自我宣告方式，惟臺灣採取強制檢驗方式，檢驗項目又較CE標準更
為嚴苛，此舉不但增加業者生產成本，更可能因為檢驗時程延宕交期，導致
後續交貨問題，本案未先與產業溝通並匆促決定實施，對已經接單不易之工
具機業者，可說是擾民的一項措施。目前雖先將傳統手動車床、搪/銑床緩衝
至108年底、數控車床、搪/銑床暫緩2年實施、鋸床與工業用機器人廢止原實
施公告，但對於工具機產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廠商的衝擊只有「緩」但沒有
「減」，因此，請於解決產業與業者疑義之前，務必全面暫緩實施此案，並
應進一步研商配套之補助或輔導措施，鼓勵業者自願性申請檢驗，才能真正
達到兼顧產業競爭力與關懷勞工作業安全之雙贏結果，並讓多數民眾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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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造成更多的民怨與對產業的傷害。
⑲本會正式行文勞動部。建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研議暫時凍漲基本工資，並於
日後研商調整基本工資時，研議將本地勞工與外籍勞工薪資分開考量，以避
免中小企業承擔過重之勞力成本。
⑳本會正式行文經濟部。建請政府研議於彰化地區設立機械零件加工區，提供
金屬加工業、熱處理業、齒輪業及金屬材料業等進駐建廠，藉此提供彰化地
區完整的機械設備上中下游產業鏈，將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讓臺灣機械設
備產業持續蓬勃發展，並能在2025年達成總產值2兆元的願景。
㉑本會正式行文經濟部工業局，建請能夠充分說明及宣傳產創條例修法之「公
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辦法」，並
協助機械設備業者申請利用，以推動台灣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並協助機
械設備業者爭取訂單。建請工業局應辦理多場次說明會，並利用多方管道宣
傳此辦法，讓廠商充分瞭解，並申請利用。本會亦建請工業局亦能夠派員至
本會辦理之地區會員代表大會說明，以將政府政策充分對產業說明，並可鼓
勵機械設備廠商申請，促成更多商機。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㉒本會正式行文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請加速開發臺中市文山工業區。建
請臺中市政府都發局提供多元發展規劃及其配套措施，儘速與土地所有權人
取得共識，落實臺中市文山工業區之開發，以解決機械業用地需求，並增進
臺灣機械產業蓬勃發展，促使機械設備業根留臺灣之政府政策。

（12）辦理機械跨領域技術需求之專家輔導媒合會
①本會於108年7月11日辦理108年「建立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能量之專家輔導」
媒合會。此活動為協助本會會員廠商建立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能量，從精密
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迎接全球智慧製造之發展趨勢，特邀請具智慧科技之
資通訊及智動化技術領域之公協會廠商專家，如工研院機械所、研華科技公
司、益模管理公司 、銳鼎科技公司等，進行能量及實績案例說明，如PI Box
技術(生產聯網技術說明)、工業 4.0 虛實整合及AI 大數據技術應用案例分享、
深度學習應用於AOI 實例分享，以協助會員廠商加速導入智慧跨領域技術。
當天參加媒合會之企業共計有15家會員廠商，參與企業有安口食品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興達海洋基
礎股份有限公司等，透過媒合協助會員廠商了解到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已成
為全球製造業的重要趨勢，在台灣有完整的數值工具機產業鏈，利用傳統的
生產設備，生產許多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讓中小企業可以輕鬆的跨出智慧製
造的第一步，讓企業主體驗智慧製造所帶來的好處與便利，進而帶動臺灣製
造產業快速升級。
②本會於108年9月10日與20號假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臺灣機械工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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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會，主辦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智慧機械產學媒合交流會。
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自104年推動以來，截至今年6月共
累積207件輔導亮點成果，增加學校收入5.02億元、衍生14家新創公司，透過
法人在不同專業領域的技術加值，串連學界與業界能量，建構多元的產學溝
通管道與平台，將學校研發技術實際與業界需求結合，提升各項技術的應用
層面，進而帶動產業發展。本次活動與機械公會攜手合作，並邀請包含工研
院產科國際所熊治民經理分享「智慧製造，台機械產業契機」、中正大學鄭
友仁教授分享-高精度智慧製造之預警性維護系統技術開發、勤益科技大學陳
紹賢教授分-工具機進給智能溫機系統、虎尾科技大學覺文郁校長、黃運琳教
授分享-光學式量測技術應用於機器人校正研究、虛擬電腦數值控制工具機技
術之研發、清華大學廖聰明教授分享-新高效率馬達驅動系統及其控制、中興
大學李慶鴻教授分享- AI於智能機台開發設計等5所優秀學校團隊分享其技術
內涵。
透過此次活動法人成果精準與產業客群對接，共同掌握產業未來需求，助國
內機械業者快速邁向智慧製造，掌握核心競爭力。台中場次現場逾30多家機

四、

械業者出席參與，台北場次現場逾32家機械業者出席參與，並且於會後廠商
也積極與教授交流指教，活動圓滿成功。
③本會於108年11月28日假漢翔航空公司翔園會館，舉辦「108年建立智慧機械

(三)
會務報告

跨領域技術能量之專家輔導媒合會」，本活動為協助本會會員廠商建立智慧
機械跨領域技術能量，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以迎接全球智慧製造之
發展趨勢，並邀請具智慧科技之資通訊技術領域之公協會、廠商專家-工研院
機械所、皮托科技公司、慧穩科技公司、益模管理公司、帆宣系統公司、研
洽談。以協助貴公司加速導入智慧跨領域技術。本次互動相當熱烈，共計21

2.

業務組

華科技公司、銳鼎科技公司進行能量及實績案例說明，並搭配1對1技術媒合
家會員廠商，共計47人報名參加

(13) 本會「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相關會議
①本會於108年3月7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504BC會議室，召開智慧機械產學
研委員會第廿八屆第四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主持，本委員會陳重
光執行長、詹炳熾副執行長、賴永祥副執行長、本會魏燦文監事會召集人、
徐秀滄名譽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莊大立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
長、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及林恩印專員等亦參加本次會議。
首先柯拔希會長說明本屆台北工具機展各項重要數據，並且徵詢所有出席委
員同意，邀請本會許文通副秘書長為本委員會副執行長，另本委員會陳重光
執行長亦說明本次會議各項議程，及最近簡要工作報告。本次會議安排智慧
機械推動辦公室，說明智慧機上盒108年輔導計畫及107年結案報告；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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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富鴻網雲端平台介紹；接著進行本次第四波智慧機
械代表廠商分享，分別為：台灣鑽石、流亞、盈錫、漢翔及德大，最後於會
議結束後，安排參觀本屆台北工具機展，此次安排參觀4家參展商，分別為：
慶鴻、遠東、永進及高聖。本次會議雖然緊湊，但現場互動熱烈。
②本會於108年6月4日假漢翔航太園區，召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第廿八
屆第五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理事長主持，本會徐秀滄名譽理
事長、黃博治榮譽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王正青秘書長、陳重光執行
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及許文通副秘書長等皆出席本次會議。
會議首先由柯拔希會長及漢翔航空公司胡開宏董事長共同致上歡迎詞，致詞
後由柯拔希理事長致贈胡開宏董事長本會機械工業70年史及智慧機械產業白
皮書。本次會議安排漢翔公司介紹該公司IoT完整架構及輔導智慧製造案例介
紹，並於介紹後安排至現場進行實地參訪，參訪過程中，針對漢翔公司各工
站項目，漢翔公司派專員一一介紹，並於介紹中進行相互交流。本次專題演
講中，安排綠點公司李銘衍總經理介紹該公司智慧製造案例分享，於簡報後
進行QA提問，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王正青秘書長、陳重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光執行長及精勁公司李朝森總經理等皆熱烈提問，現場互動相當熱烈；另安
排經濟部工業局人才扎根計畫介紹，及慶鴻公司實際介紹該公司產學合作之
心得分享。
③本會於108年9月5日假本會4樓會議室，召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第廿八
屆第六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理事長主持，本會魏燦文監事會
召集人、莊國欽榮譽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王正青會務總顧問、陳重光
執行長、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等皆出席本次會議。本次會議安排
4項專題報告，分別由國立臺灣大學蔡孟勳教授介紹「科技部機聯網平台介
紹」、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報告「臺灣機械雲規劃報告」、智慧機械推
動辦公室進行「智慧機上盒(SMB)成果報告」及工研院雷射中心說明「臺灣雷
射產業現況及服務能量介紹」等。本次4項專題報告，於簡報結束後，各委員
針對雲平台及雷射產業皆提出許多問題，現場互動相當熱烈，本次會議共計
42位委員及代表出席。
④本會於108年12月27日假銳泰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召開「智慧機械產學
研委員會第廿八屆第七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理事長主持。會議
首先由柯拔希會長致上歡迎詞，嘉義縣經濟發展局江振瑋局長亦到場表達感
謝。本次會議安排3項專題演講，分別邀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進行智慧機上
盒109年度輔導計畫介紹及智慧機械切入國際供應鏈相關計畫說明，並請銳泰
公司介紹該公司如何打造智慧工廠。現場與會人員針對專題演講內容提出問
題進行探討，於提案討論中，討論機械雲服務之各項功能模組APP應如何進
行盤點，以利未來將目前現有之功能模組，一併整合至臺灣機械雲當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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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智慧機械應如何切入國際供應鏈之項目，對於政府所提供之各項計畫進
行討論。最後於午餐過後，進行銳泰公司智慧工廠參觀，由於銳泰公司現場
一邊為傳統化設備，另一邊則是智慧化工廠，因此在參觀過程中，可完整瀏
覽機械業的過去到現在，使得本次與會人員非常專心，並且稱讚游董事長打
造智慧工廠的決心。

(14) 辦理專業委員會會議及各項重要會議
①本會與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說
明會之課程於108年1月3日、1月10日、1月18日分別舉行北、中、南區3個場
次。為因應本會發布首本智慧機械產業白皮書，當中指出針對人才培訓所因
應三項策略，分別為：一、設定短期智慧製造證照學程班和證照檢定考試制
度；二、推動藍領工人再培訓；三、落實並強化學校人才培訓。因此，本會
與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共同推動「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期望
臺灣機械業者在發展智慧製造過程中，透過此證照班，協助業者培訓智慧製
造相關人才。本說明會特別聘請產學研專家，講授與智慧製造系統相關的如
智慧工廠導論、Python機器學習概論及精實管理等之入門課程和如高等智慧

四、

工廠自動化及應用深度視覺技術之智慧製造等之進階課程；運用實際案例互
動教學，期望對智慧製造產業有所幫助，並強化學員在智慧自動化系統上的
整合能力。研習本學程中任何一門基礎或進階課程，並通過認證考試後，將

(三)
會務報告

頒發該門課程之合格證書。另外，若選修其中3門基礎課程和2門進階課程並
通過認證考試後，主辦單位將頒發「智慧製造系統工程師」證書。本次說明
會，北區場次共有18 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中區場次共有22 位廠商代表出
席參加，南區『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說明會場次共有16 位廠商代表出席參
②本會於108年1月11日出席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召開之「當前我國出口情勢

2.

業務組

加。
分析及對應拓銷作法說明會」，本會業務組黃巧雲專員出席此會議，本次會
議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產業拓展處及大數據中心分析出口情勢及篩
選未來潛力市場，並對美中貿易戰之市場變化、新南向東協市場、印度、中
南美等市場進行分析。本次會議，透過大數據觀察市場消長情況，並與各與
會公協會交換意見，楊珍妮局長並希望日後能夠增加互動機會，使貿易政策
推動更加貼近產業需求。
③本會與人才扎根辦公室合作辦理「108年度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提
案說明會」，於108年1月14日舉辦基隆場次、108年1月15日舉辦台北場次、
108年1月16日舉辦台中場次、108年1月17日舉辦高雄場次。近年行政院推動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期藉由智慧機械技術，強化製造業產業價值鏈在
智慧製造及智慧產品與服務的能力，為孕育前瞻性、整合、跨領域之智慧機
械人才、厚植關鍵核心技術扎根於校、加強產學鏈結，協助產業升級轉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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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企業人才需求，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藉由智慧機器人、運用物聯網、
巨量資料技術及精實生產管理，提供企業多元人才招募管道。經濟部工業局
挹注相關經費，提供企業與大學(機、電、資、通)領域校系共同申請智慧機械
產學合作，本次說明會，基隆場次共有26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台北場次共
有74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台中場次共有133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高雄場次
共有53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
④本會於108年1月29日於整廠協會會議室辦理「2019年歐洲國際紡織機械展」
展務會議，由本會王正青秘書長主持會議、陳枝昌副秘書長、黃巧雲專員進
行相關的展務報告，此次會議主要是推薦旅務的部分由汎歐、航宇等兩間旅
行社進行報告；展品運輸的部分由銓連、海灣、正鑫進行報告；最後則是崴
博、歐博興等兩家裝潢商設計展示。本次會議共有20位代表出席，王秘書長
特別告知廠商務必保險，並要求各協力廠商務必要派員於現場服務，並提供
廠商實惠的價格，讓廠商專注參展無後顧之憂。
⑤本會於108年1月30日於台中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辦理「2019年中國國際塑
料橡膠工業展攤位圈選暨展務會議」，由本會王正青秘書長主持會議、陳枝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進行相關的展務報告，此次會議主要是進行18平方
米以下攤位的選位，接續旅務的部分由汎歐、康莊、明佑等三間旅行社進行
報告；展品運輸的部分由紳運、海灣、正鑫進行報告；最後則是名唐、歐立
利及崴博等三間裝潢商的台灣形象館比稿。本次會議共有31間參展商出席，
首度展務會議結合選位，有助於提升廠商的出席意願，藉此選出最佳的台灣
展團設計，以利提升台灣展團的整體設計感及氣勢。
⑥本會與臺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舉辦『北美工業機械安
全標準及巴西NR12檢驗』研討會，於2月21日、2月22日、2月27日各於台
北、台中、台南各舉辦一場次。北美及南美是國內工具機外銷佔比第二大的
市場，中美貿易衝突與美國政府呼籲製造業至美投資的政策影響，2018年工
具機出口美國的年增率甚至達到了3成。工業機械設備進入北美市場不可避
免須要符合相關的安全驗證要求。此研討會針對工業機械北美市場的安全標
準要求及巴西NR12規範的要點做說明，期能幫助製造商於產品研發階段即考
慮並導入相關的安全設計，使台灣製造商在經貿交易的過程中，得以順利進
行。本次活動，台北場次共21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台中場次共有40位廠商
代表出席參加，高雄場次共有17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
⑦本會於108年2月22日於本會五樓辦公室舉行2019年機械工業產學貢獻獎「評
審小組會議」，本會議由柯拔希理事長、黃博治榮譽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
長、莊大立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陳重光顧問、王正青秘書長、陳枝
昌副秘書長進行本次獎項之審查。本獎項為促進本會會員廠商與各大專院校
之機械相關科系之產學交流與合作，以提升機械產業之技術升級；經本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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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長等之推薦，對產學研究發展合作之重點內容、技術特色與貢獻，
及所產出實際經濟成果，本年度貢獻獎共計20案進行申請，其中申請計畫中
包括遠端監控系統、輪圈加工自動化之智慧加工模組、智能化沖壓製成監控
與軟體系統研發、智能化非傳統電化學加工應用技術人才培育產學合作計畫
等，經過審核共計19件通過，並安排在2019年03月21日(星期四)之會員代表
大會中，頒發大專院校機械相關科系教師「機械工業產學貢獻獎」，予以表
揚。
⑧本會於108年3月7日，假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504BC會議室，召開智慧機械產
學研委員會第廿八屆第四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主持，本委員會陳
重光執行長、詹炳熾副執行長、賴永祥副執行長、本會魏燦文監事會召集
人、徐秀滄名譽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莊大立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
事長、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及林恩印專員等亦參加本次會議。首
先柯拔希會長說明本屆台北工具機展各項重要數據，並且徵詢所有出席委員
同意，邀請本會許文通副秘書長為本委員會副執行長，另本委員會陳重光執
行長亦說明本次會議各項議程，及最近簡要工作報告。本次會議安排智慧機

四、

械推動辦公室，說明智慧機上盒108年輔導計畫及107年結案報告；另安排富
鴻網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富鴻網雲端平台介紹；接著進行本次第四波智慧機械
代表廠商分享，分別為：台灣鑽石、流亞、盈錫、漢翔及德大，最後於會議

(三)
會務報告

結束後，安排參觀本屆台北工具機展，此次安排參觀4家參展商，分別為：慶
鴻、遠東、永進及高聖。本次會議雖然緊湊，但現場互動熱烈。
⑨本會與教育部印度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國立清華大學印度中心、
財團法人工具機發展基金會，於108年3月14日假集思臺中文心會議中心，共
活動召開之目的為印度近年經濟成長率7-8%，並擁有13億人口紅利，吸引國

2.

業務組

同舉辦「如何在印度經商 : 工具機產業印度菁英人才培育工作坊」研討會。本
際企業爭相進駐，已成為全球下一個製造與消費重鎮。我國大型電子電機企
業如鴻海、緯創、聯發科、台達電、友嘉等，也紛紛加快腳步在印度加碼投
資佈局。國際競爭的本質就是人才競爭，人才是企業最重要資本，為協助臺
商瞭解印度投資機會與印度人才的可塑性，會中邀請:1.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前印度區總經理) 郭耿聰顧問主講:印度崛起，2.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馬
諾基專案經理主講:TIIP園區介紹，3.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系主任 蔡宏營
教授主講:印度菁英人才課程介紹，4.國立清華大學印度中心主任王偉中教授
主講:印度菁英人才專班架構介紹，現場並有5位專家及教授與來賓做精采的問
答時間，本次研討會之目的在邀請具有印度多年實務經驗的企業家分享業務
發展歷程，並同時提供人力資源管理的解決方案，期能協助臺商培訓可用的
印籍人才，以夷制夷、借力使力，共創印度當地與全球商機。本次活動共25
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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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本會於108年3月14日假功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召開流體監測業專業委員會第
廿八屆第一次會議，本次會議由許宏銘會長主持。本次會議特別邀請柯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蔡尚志總經理介紹「微電腦瓦斯表未來趨勢」、智慧機械推
動辦公室張乃文經理介紹「智慧機上盒(SMB)輔導計畫」、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張盈珊督導介紹「補助企業辦訓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
畫」，並於專題演講之後進行三議題之討論事項，一、根據經濟部能源局擬
於2021年開始就要強制瓦斯公司必須幫全台300多萬用戶都裝設微電腦瓦斯
表，因應政策卻尚未提出實際措施，因此如何在政府協助下並透過補助計
畫，協助流體監測業者加速推動全台裝機；二、如何協助流體監測業者，運
用智慧機上盒(SMB)，讓生產管理可視化與智能化應用；三、如何運用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之員工招募及員工訓練等相關資源，以招募人才及提升員工之
能力，透過討論各委員也提供了許多建言與建議，本會也將彙整相關提案以
行文方式提供政府單位，進而保障台灣業者之基本權利與企業發展。
⑪本會於108年3月22日、3月28日、4月2日分別假台北、台中、高雄各舉辦『 智
慧機上盒輔導計畫說明暨設備聯網導入案例說明』研討會。本活動召開之目

四、

的為有鑑於國內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不足，生產數據多以紙本記
錄，仰賴人工操作，製造業若可追隨國際趨勢-智慧機械與製造(如機聯網、
IoT等)，將設備透過網路技術將設備聯網，擷取設備數據後進行生產管理數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位化或其他智慧化應用，將有助於製造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經濟部工業局智
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輔導計畫即是因應廠商需求而生，本會柯拔希理
事長以簡明的方式闡述SMB，就如同TV Box的概念，在既有設備裝上Smart
Machine Box(SMB)後，即可具備機聯網基本(通訊)功能，讓產業可以接著發
展大數據等智慧化功能；再輔以具有機械設備智慧化升級經驗之合格登錄機
構擔任輔導單位，以政府補助、專業輔導雙軌進行方式，加速製造業者朝向
設備聯網、生產管理可視化及智慧化應用邁進。研討會中心向本會會員廠商
介紹智慧機上盒輔導計畫及107年輔導單位針對廠商遭遇問題所提出的解決
方案與相關案例進行分享。本次研討會，台北場次共有36位廠商代表出席參
加，台中場次共有 40位廠商代表出席參加，高雄場次共有16位廠商代表出席
參加。
⑫本會於108年3月26日假彰化桂都美食館召開本會運搬機械業第28屆第2次專業
委員會，由林溪文會長主持。本次會議特別邀請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賴朕
坊工程師分享「齒輪嚙合量測設備與服務介紹」，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張乃
文經理分享「智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輔導計畫」，並進行討論事項，
包括如何協助運搬機械業者，運用智慧機上盒(SMB)，讓生產管理可視化與智
能化應用，及如何協助及鼓勵運搬機械業者多參與國外之拓銷活動，進而爭
取更多機械訂單。此外，李訓賢榮譽會長及林溪文會長亦提出在重要展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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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TOS等籌組運搬機械專區或是籌辦運搬機械專業展等，本會將會將議題帶
回公會妥善規劃，本次共有65位會員代表參加，互動相當熱絡。
⑬經濟部工業局吳明徽科長、中國生產力中心林宏謀協理一行五人於108年3月
27日與本會共同討論中小型製造供應鏈導入AI應用加值計畫，本會由王正青
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一同接待。首先由中國生產力中心介
紹中小型製造供應鏈導入AI應用加值計畫，此計畫協助重點、特色群聚中小
型製造業透過上下游供應鏈資訊串流，並導入AI服務，以加速產業升級。針
對計畫內容，王秘書長特別提醒，除了AI之外，雲端也是機械業重點發展的
項目，也應納入計畫內，此外，在計畫推動作法的部分，若衛星廠不具資訊
系統將造成推動困難，建議排除。由於ERP成本太高，且機械業缺乏相關人
才，故王秘書長對於此計畫相當肯定，並且致贈智慧機械白皮書供其參考。
此計畫將於5月份公告，後續會透過網站、APP、說明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申
請，將有助於加速機械產業升級並帶動系統整合設計規畫服務產業發展。
⑭本會於108年4月9日、4月18日、4月24日分別假台北、台中及台南各舉辦「智
慧製造概論研討會」。智慧製造實為機械業與資通訊產業結合而成的新領域

四、

技術，為期望機械業與資通訊產業可建立基礎溝通平台，因此本會特別邀請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鄭芳田主任，特別辦理北、中、南三區「智
慧製造概論研討會」，為本會會員廠商介紹智慧製造領域知識。本研討會將

(三)
會務報告

講授與智慧製造相關概念，從基礎智慧工廠導論切入，為會員廠商建構智慧
工廠的基本概念，進而引導至高等智慧工廠自動化之重要概念，最後運用實
際案例介紹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首屈一指之技術－「先進製造物
聯雲」，期望從基本概念導入，協助本會會員廠商對於智慧製造能有初步了
淺入深的講授，使現場互動相當熱烈。

2.

業務組

解。本次研討會報名相當踴躍，北中南三區共計有162人次參加，依據講者由
⑮本會陳重光執行長、陳枝昌副秘書長、許文通副秘書長及林恩印專員於108年
4月25日與工研院資通所陳玉倫副組長、蔡煥文副組長及李坤敏副組長共同
洽談公版聯網平台(NIP)會議，首先由陳玉倫副組長進行NIP目前發展及未來
規劃概況介紹，為了使未來各雲端提供的應用模組可彼此暢通，因此工研院
資通所與資策會及研華公司共同商議於平台上共同建置Common API，並期
望透過工具機、機械手及射出機等Information Model之建立後，未來只要於
SMB以上之架構，工研院資通所皆能提供完整服務。本會陳重光執行長提出
Information Model建立，除遵循國際標準外，亦要參考各國外各大控制器品牌
所建立Information Model之內容。另外許文通副秘書長亦表達要突顯NIP平台
有別於私有雲及其他現有平台所提供給機械廠商之價值，未來才能提高機械
產業之認同感及使用率。
⑯本會於108年4月26日假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舉行「流體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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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專業委員會第28屆第2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林倉立會長主持，本會陳枝昌
副秘書長、沈郁蓉專員亦參加此次會議。此次會議中安排專題演講，並邀請
1.工研院機械所詹瑞麟工程師，主講:工研院「泵浦產業輔導資源」介紹2.工
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湯寶貞經理，主講:智慧機械產學合作及補助資源之介
紹3.廷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自愷經理，主講:三相交流感應馬達預知保養技
術介紹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黃煒婷 業務輔導員，主講:(1)青年就
業旗艦計畫。蔡品睿業務輔導員，主講: (2)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暨充電起飛
計畫、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會議中提出討論事項如:(1) 因應泵浦MEPS即
將預告實施，應及早推動相關措施因應。(2) 如何運用[馬達震動分析雲平台]
物聯網解決方案,有效提高馬達設備的檢測效率及減少管理的負擔。會議中參
加的廠商與講師互動熱烈，並提出相關問題熱烈討論，參加會員廠商共有28
位。
⑰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今(108)年5月03日與國立中央大學假該校行政大樓三樓
會議室共同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當日參加簽約典禮的本會人員為柯拔
希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李進勝理事、王振吉理事、陳文傑理事、陳士

四、

端顧問、王世文會長、吳正煒會長、莊嘉郁董事長、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
副秘書長、李吉昌經理、李坤儒經理、錢武祥協理、張家蓁專員、劉育瑞專
員；中央大學參加人員包括周景揚校長、研究發展處顏上堯研發長、工學院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蕭述三院長、機械系何正榮主任、機械系鍾志昂副系主任、產學中心曹嘉文
主任、國際產學聯盟朱念慈執行長、劉士雅資深經理、丁北辰資深經理等18
人接待。首先由周景揚校長在校長室接待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副理事
長、王正青秘書長等多位理監事，及與該校工學院蕭述三院長、機械系何正
榮主任相互洽談及彼此交流，展開本次台灣機械設備業與該校工學院暨機械
系的相互合作。柯理事長亦強調，「技術合作」是本會長年重視的產學合作
項目之一，透過與中央大學工學院各教授的合作，相信對本會的會員廠商將
帶來升級轉型的好契機，提高技術水準、增加生產力與競爭力。於本次合作
簽署前，透過中央大學工學院協助，提供了共計136項技術項目，其中包括
「減速機設計自動化、齒輪設計分析、機械故障診斷暨監測、熱管技術、風
能測試驗證技術」等多項技術，本會會員廠商已有21家機械設備業，提出了
113項專業技術項目，準備與貴院工學院來進行產學合作的工作。在台灣臺灣
產業轉型升級在「五加二產業」中，執行成果最具體的就是智慧機械產業，
智慧機械產業在2017年產值已突破1兆元，以工具機來看，也從全球排名第5
位進階到第4位，進步的原因不外乎「天時、地利、人和」都到位。國立中央
大學工學院歷經40餘年之發展，在工程教育上所涵蓋之領域及規模架構已相
當完整，發展為一系多所架構。因此今天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今日與中央
大學透過合作簽署，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加強產學攜手鏈結技術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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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產業所需之人力。雙方在簽署合作意向書後，由中央大學的與會院長、
系主任、教授們與本會理監事、會員廠商相互交流洽談及彼此交換名片，以
促進本會會員廠商與該校有更多的實質產學合作的工作，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件事。
⑱本會於108年5月9日假東遠精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包裝印刷機械業專
業委員會第廿八屆第一次會議」。本次會議由王世文會長主持，本會陳枝昌
副秘書長、張家蓁專員亦參加此次會議，此次會議中安排參訪東遠精技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並由該司陳東欽董事長、林祐立特助等同仁接待。東遠以 專業
網印設備供應商 為定位，致力研發、生產、銷售各式 網版印刷機 ，以自
創品牌ATMA，行銷世界七十餘國，參訪過程中帶領本會會員廠商至東遠智
能化工廠與自動倉儲區，陳董事長認為提供同仁更好的工作環境一直是他的
追求，因此特地介紹東遠的員工餐廳、交誼廳、景觀健身房、視聽室。本次
專委會特別邀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林嵩荃副主任、黃嘉宏副組長分享智慧
機上盒(SMB)輔導計畫、「智慧製造輔導團介紹」；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林世偉博士分享「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局產業人才扎根計畫辦公室 湯

四、

寶貞經理分享「108年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暨人才扎根計畫」；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張書偉先生分享「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暨充電起
飛計畫、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會議中參加的廠商與講師互動熱烈，並

(三)
會務報告

提出相關問題熱烈討論，參加會員廠商共有33位。
⑲本會於108年6月4日假漢翔航太園區，召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第廿八
屆第五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理事長主持，本會徐秀滄名譽理
事長、黃博治榮譽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王正青秘書長、陳重光執行
希會長及漢翔航空公司胡開宏董事長共同致上歡迎詞，致詞後由柯拔希理事

2.

業務組

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及許文通副秘書長等皆出席本次會議。會議首先由柯拔
長致贈胡開宏董事長本會機械工業70年史及智慧機械產業白皮書。本次會議
安排漢翔公司介紹該公司IoT完整架構及輔導智慧製造案例介紹，並於介紹後
安排至現場進行實地參訪，參訪過程中，針對漢翔公司各工站項目，漢翔公
司派專員一一介紹，並於介紹中進行相互交流。本次專題演講中，安排綠點
公司李銘衍總經理介紹該公司智慧製造案例分享，於簡報後進行QA提問，本
會柯拔希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王正青秘書長、陳重光執行長及精勁
公司李朝森總經理等皆熱烈提問，現場互動相當熱烈；另安排經濟部工業局
人才扎根計畫介紹，及慶鴻公司實際介紹該公司產學合作之心得分享。
⑳本會於108年5月10日、5月16日在北區、中南區分別舉辦『2019年全球機械產
品市場發展趨勢與展望』研討會，辦理本次活動之目的為受到德國推動工業
4.0影響，智慧自動化與智慧工廠應用概念與趨勢佈及全球，美國、德國、日
本、中國，各國都推出與發展智慧製造技術及推動產業應用相關的政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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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工業4.0的潮流勢不可擋，會中特別邀請到工研院機械所錢睿宏經理主講
「智慧機械國內外趨勢發展與展望」，以及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熊治民經理主講「從國際技術趨勢看台灣智慧機械發展的下一步」，期望台
灣機械業者能夠掌握全球整體製造業與機械市場相關資訊及趨勢，方能提早
做好布局。本次研討會報名相當踴躍，北中南區共計40位廠商代表參加。
㉑本會與香港商歐洲機械服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108年5月15日及17日於台
中合作辦理「歐洲齒輪專家之最先進的齒輪製造工藝研討會」。本次辦理目
的為邀請瑞士的Reishauer公司、德國的Felsomat公司、英國的Dontyne公司，
派出最頂尖的專家針對「機器技術：滾齒，硬車削，激光焊接」、「低噪音
齒輪研磨技術」、「整合設計和有效的生產的齒輪製造軟件」、「齒輪磨削
工具」、「電動車元件的製造和組裝」、「齒輪研磨工藝的未來發展」等議
題進行精闢的講解，期望台灣機械業者能夠獲得最新的齒輪製造、變速箱組
裝、電動汽車、用於傳動齒輪生產的軟件等技術，並確保工廠能維持在最佳
狀況。本次研討會報名相當踴躍，兩場共計80位廠商代表參加。
㉒本會於108年5月17日假台北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舉辦核能除役產業商機說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明會(系列三)–2019自動化無人搬運技術暨台電需求說明會, 辦理本次活動之目
的為運轉40年的核一廠1號機已於2018年開始進入除役階段，核一廠2號機也
將於今年屆滿除役，台電預估核一廠除役費用約182億元，而除了台灣，包括
全球都有核電廠待除役，依法國EDF公司 2016 年之估計，未來15年內總產值
將達約 2,220 億美元。由於核能電廠除役事涉廣泛，並具多項專業要求，台電
公司希望藉此機會尋訪國內具技術實力的廠商，共同推動除役工作，培育本
土核電除役技術專業團隊，建立能除役技術產業鏈，朝向產化目標發展。會
中由台電專家團隊解說核電廠除役自動化無人搬運技術介紹、核電廠自動化
無人搬運技術需求，期望可為國內廠商開創一個新的產業市場與技術平台，
互相技術分享、共創商機。本次說明會計有30人次參加，廠商與台電專家團
隊互動相當踴躍。
㉓本會於108年5月28日辦理「2019年機械論壇系列一-智慧機械上雲端」活動,辦
理本次論壇之目的為自2015年起積極推廣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並讓不同種
類的產業機械皆能導入智慧機械，為使會員廠商對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有更
深入地瞭解，活動中邀請成大智慧製造研究中心鄭芳田主任，深入說明應用
先進製造物聯雲(AMCoT)於智慧工廠自動化(iFA)；並邀請中華電信研究院智
慧聯網研究所 呂光欽經理介紹中華電信IoT物聯網大平台；再來安排智能生產
方案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蘇柏丞副總經理解說iFA應用於鋁輪圈加工自動化之應
用實例；成大E化製造研究中心黃憲成副主任則說明 AMCoT/AVM/R2R/IPM
於吹瓶產業之應用案例，希望經由一系列的實例分享與說明，讓會員廠商能
夠更加全面瞭解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本次活動共計有45位廠商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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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相當熱絡！
㉔經濟部技術處羅達生處長帶領葉賜旭科技專家、張能凱科長、范姜國皓技
正、工研院機械所周大鑫副所長、智慧機械科技中心羅佐良組長、機械所工
業物聯網技術組吳志平組長、資通所智能製造服務系統組李坤敏副組長等一
行人，於108年6月6日拜會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本會王正青祕書長、陳枝昌副
秘書長、許文通副秘書長、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陳重光執行長、業務組林
恩印專員、黃巧雲專員、賴緯倫專員、張家蓁專員亦共同出席會議。本次拜
會目的，主要洽談智慧機械雲建置與應用服務規劃，柯理事長首先說明，經
濟部一直是與本會合作最多的政府部會，但政府各單位之間平行整合不夠，
投入產業推廣發展也太少，希望政府政策要能夠接地氣，讓學界研究長期與
前瞻性的技術、法人研發單位則處理中期及與產業對接的角色，產業則集中
於市場發展。本會近年推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發展，可以驕傲地說，台灣
的智慧機械可說是遍地開花，短期所推動的智慧機上盒(SMB)也讓機械聯網
已做到一個程度，現在則是要先將公版機械雲推出，讓廠商以經濟共享的概
念，從雲端下載資源，節省重複開發的成本，但因初期投入成本很高，一定
技術處所扮演的角色能夠將學術界的研發能量導入機械業，認同機械雲就是

四、

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且必須要做到與國際接軌，而非閉門造車。羅處長希望
產業所需要的公共資源之一，但強調必須滾動式的檢討，務必要讓中小企業
供者包括微軟、亞馬遜等平台商議價。未來雲平台與平台營運商的對接及合
作模式等都是技術處所關注之重點。柯理事長及羅處長皆認為未來雲平台的
營運可能是最困難的部分，所以法人應該扮演第三方公正單位，作為與平台
商接洽的角色，而智慧機械科技中心以現有設備及技術為基礎，強化佈建資
雲發展要注意以中小企業為主要目標、各產業機械製程工作規劃、工作準備
如何數位化、APP要陸續發展出來、舊機台串聯與應用、從控制端入手、優

2.

業務組

安及5G等軟硬體，相信可以做為廠商可信賴的雲平台。王祕書長並提出機械

(三)
會務報告

投入之數位化成本能夠有效降低，並藉由機械公會盤點廠商需求，向資源提

先發展公版再讓廠商各自優化等重點；陳執行長亦肯定技術處相關計畫已收
斂到與產業需求相互銜接，但應盡快落實標準化與格式化，調查廠商需求也
應該列出性能規格，考慮中小企業現狀及應用之可能性，讓廠商能夠實際應
用。陳副秘書長提到本會持續與各專業委員會會長徵詢各產業機械設備的需
求，機械雲應該務實，從共通性高的部分，一步步推動，要契合產業實際需
求。王祕書長並提及科技發展投入非常多，但沒有投入經費在推廣及落地讓
廠商真正瞭解，建議技術處應該在公會所籌辦的國際性展覽會中，如2020年
之智慧機械展(iMTDuo)將所發展之技術成果展現與積極推廣。雙方就智慧機
械與智慧製造實現於機械雲平台相關議題洽談相當熱絡。
㉕本會於108年7月2日假本會4樓會議室召開「2020年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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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2020年台北製鞋機械展」第一次籌備會議，本次會議由本會王正青秘書
長及外貿協會施玉霞處長為本次會議之共同主席，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及翁
儷凌組長亦共同出席。會議開始首先由本會王正青秘書長致上歡迎詞。外貿
協會施玉霞處長由於新任展覽業務處處長，因此將過去駐外及參與各大展會
之經驗進行分享。會中對於本展展期訂定、各展區之規劃、國外媒體邀請、
展前媒體宣傳及本展研討會之安排等，進行一系列策略討論，期望持續將本
展之上中下游產業鏈完整呈現，以維持本展於國際上領先地位。
㉖本會於108年7月4日參加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所召開「指定金屬材料加
工用車床等4項機械設備列入源頭管理作業協調會議」，本次會議由本會王
正青秘書長，帶領陳枝昌副秘書長、張國樑組長、林恩印專員、留健維專
員，連同本會會員廠商台灣瀧澤戴雲錦總經理、李吉昌經理、永進機械劉庚
朋協理、高聖張鴻昌主任、台達電鐘文敬博士等八位一同參加。會議首先由
該署周登春副署長進行簡單說明，後續由該署謝志宏科長進行概要性簡報。
本會王正青秘書長針對標準、經濟及作法等提出多項問題，當中包含該署指
出危險機械部分，須明確定義哪些機械項目為危險機械；強行實施將會造成

四、

台灣進口機械國家反制，以及台灣檢驗單位是否已具備檢驗資格等，同時請
勞動部與經濟部進行跨部會協商。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亦提出，本次會議如
在未達成共識前，務必要暫停實施，張國樑組長亦指出，有關進口商、代理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商及經銷商等，多數仍不清楚該署做法，因此強調該署有義務要周知各相關
業者。另台灣瀧澤、永進、高聖及台達電等，亦提出多項造成產業衝擊之建
言。該署副署長於會議結束前表示，請本會於7月10日前，將欲表達之具體訴
求以書面方式提出，該署再行研議相關作法。
㉗本會於108年7月5日假久大齒輪工業(股)公司，召開齒輪製造業專業委員會第
廿八屆第一次會議，本次會議由廖昆隆會長主持，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黃
巧雲專員亦出席此會議。會議首先由廖昆隆會長致詞，並邀請到精密機械研
究發展中心賴朕坊工程師分享齒輪嚙合量測設備及服務、智慧機械推動辦公
室林嵩荃副主任分享智慧機上盒輔導計畫、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黃嘉宏副秘
書長介紹智慧機械/智慧製造輔導團、工研院人才札根辦公室介紹109年度產學
合作人才培育暨人才札根計畫，並請久大齒輪徐玉筠副會長介紹該公司並帶
領大家參觀；會中並討論如何協助齒輪製造業者運用智慧機上盒(SMB)，讓生
產管理可視化與智能化、並建議齒輪製造業廠商讓智慧製造輔導團來協助加
速導入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以提升生產效率與國際競爭力以及如何運用政府
輔導資源來協助齒輪製造業者產品之研究開發及培育智慧機械所需之人才，
會議圓滿結束，共有20位會員代表參加。
㉙中美貿易戰開打，美國總統川普自2018年7月6日生效第一波價值500億美元
之機械設備業商品，課徵25%關稅；另於今年5月5日進行第二波2,000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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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關稅商品，由10%提升為25%。此戰一開，戰火將燃燒全球經濟市場，
將造成許多投資者將生產基地遷移至第二生產基地如東南亞、西南亞等區
域，而使得建廠生產過程中，將需要增加許多採購設備，促使更多機械設備
之訂單機會。本會特別與逢甲大學合作，於108年6月11日假上銀全球總部辦
理「中美貿易戰掌握全球商機暨AI促進臺灣產業升級」論壇，本會柯拔希理
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陳燦輝常務理事、許文憲常務理事、林奕杰常務監
事、張仕育理事、戴雲錦理事、卓文恆理事、王麗淇理事、廖昆隆監事、王
武雄顧問、王慶華顧問、本會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業務組林恩
印專員、黃巧雲專員易出席此論壇。本次邀請到鴻海集團郭台銘董事長、上
銀卓永財董事長等人，分享「工具機產業應趁AI之勢再起」及「全球美中貿
易戰機械產業的危機與轉機」，郭董事長先闡明工業為國家的硬實力，工業
強則國富，富國則利民，他分析美中貿易戰會是長期的貿易戰，未來市場將
一分為二，演變為以美國標準為首的一大市場及以中國為主的市場，廠商在
發展產品標準時，要多加注意。他也強調台灣應趁此機會發揮優勢，加速布
建5G資訊高速公路與整合AI技術，利用中小企業優良體質與札實的Domain
造成的影響，加強與美日之實質合作與維持與中國的關係，才有機會成為帶
動經濟的樞紐，本活動互動熱烈，共有超過200名廠商
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活動，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梁碩芃經理分享智慧製造大
革命及智慧製造數位轉型，分析各國發展智慧機械之政策與技術重點，並分
析AI演進的過程與導入製造業的情況，對於機器學習的工具與過程也詳細介
紹，並介紹VMX系統架構，包括稼動率監控、多機台生管監控，自動化刀具
副組長分享數位製造-高效切削甜蜜點解決方案，包括切削穩態分析技術，線
上振動監控與優化技術，切削路徑模擬分析及優化技術，協助廠商找出機台

2.

業務組

路徑，彈性製造單元控制系統以及在試營運場域實作的案例與經驗。彭達仁

(三)
會務報告

㉙本會於108年7月12日假台中智慧機械試營運場域辦理2019年機械論壇系列二-

四、

Knowledge將成功經驗複製到全球市場，並應加強洽簽FTA，減少貿易壁壘所

甜蜜點，進行最大效率加工，可增加30%以上效率，廠商發問及討論相當踴
躍、廖建智博士分享數位設計與Digital Twins，分享工具機加工需求，結構拓
樸優化技術，機電整合循跡誤差分析，機電模擬三大核心模組，及以上技術
之實務應用，廠商並提出實際加工問題討論，共有36位會員廠商參加活動，
反應相當熱烈。
㉚本會於108年7月12日，於台中日月千禧酒店與亞太電信合作辦理「亞太電信
企業解決方案-智慧製造創新服務研討會」。本次辦理研討會是希望協助會員
廠商，應用亞太電信與鴻海集團資源，導入「雲移物大智網+機械人」，及鴻
海集團發展之八大智慧生活應用，結合人臉辨識等技術，轉型成為「智慧工
廠」，成功達成企業數位轉型。本次活動邀請資策會馬進國副所長分享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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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發展趨勢，亞太電信汪宗諺經理分享人臉辨識與安防在製造業的應用及
解決方案，工研院吳志平組長分享用AI開啟智慧工廠的新應用，亞太電信簡
義益資深專案經理分享智慧打通工廠進化的任督二脈，現場互動十分熱烈，
共有60位會員廠商參加。
㉛本會於108年7月19日、7月26日分別假台北、台中舉辦「AI加值智慧製造」研
討會。為協助本會會員廠商建立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能量，導入AI人工智慧
相關應用SaaS模組於檢測、加工、排程上，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並
建立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本會特別邀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工研院、
資策會及金屬中心，針對AI加值智慧製造產業推廣計畫、智慧機械產業計量
標準建置加值計畫進行說明，在技術能量及案例分享的部分，共有工研院王
俊傑經理的迴轉機械預兆診斷系統、工研院黃琮琳工程師的製程診斷及遠端
技術服務、工研院蔡雅惠經理的基於機器視覺之智慧自動化、資策會黎毅輝
經理的AI應用於產線數位轉型案例分享、資策會歐麗琴協理的AI應用於設備
耗材管理與參數優化、金屬中心郭介連副組長的、線上品質預測及耗能優化
管理等七大議題，最後則與廠商進行1小時的諮詢診斷服務，千附實業、高聖

四、

精密、揚朋科技、研華、富鴻網、科智企業等業者，皆與各專家有熱烈的對
談交流。本次活動有助於廠商運用智慧製造相關輔導資源，提升製程設備智
慧化能力，藉由跨域媒合加快產業Domain與AI的結合，共同推動AI加值應用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服務模組，強化國內供應鏈上下游連結，廠商與各研發單位現場互動十分熱
烈，北區及中南區場次共有近100位會員廠商參加。
㉜本會於108年8月1日假連結機械(股)公司公司，召開空油壓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第28屆第2次會議，本次會議由王振吉會長主持，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沈郁
蓉專員亦出席此會議。本次會議特別安排參訪 : 連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會中亦邀請各界專家來做專題演講：
(一)「智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輔導計畫」主講人：智慧機械推動辦公
室 林嵩荃副主任(二)「智慧機械/智慧製造」、「智慧製造輔導團介紹」主講
人：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黃嘉宏副組長 (三)「108年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暨人才
扎根計畫」主講人：工業局產業人才扎根計畫辦公室主講人：湯寶貞 經

理

(四)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桃竹苗分署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主講人：張筆松
業務督導員、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暨充電起飛計畫、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
畫」主講人：王佩娟業務輔導員(五) 向領航企業看齊 從管理到預測打造IoT贏
利模式主講人：SAP大中華區數位平臺解決方案 向質彬總監、會中亦安排討
論事項:1.如何協助空油壓機械業者，運用智慧機上盒(SMB)，讓生產管理可
視化與智能化應用。2.為因應工業4.0時代趨勢，建請「智慧製造輔導團」來
協助空油壓機械業者加速導入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以提升生產效率與國際競
爭力。3.如何運用政府輔導資源，來協助空油壓機械業，以利機械產品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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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及培育智慧機械所需之人才。4. 如何協助及鼓勵空油壓機械業者多參與
國外之拓銷活動，進而爭取更多機械訂單。本次會議廠商互動熱絡，也交換
參觀工廠之心得，彼此留下深刻印象，共有30位會員代表參加。
㉝本會於108年8月5日假漢翔公司岡山廠區，召開「國防及航太工業專業委員會
第廿八屆第二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杜旭純會長主持，本會王正青秘書長、
陳枝昌副秘書長及林恩印專員等皆參加此次會議。會議首先由杜旭純會長致
上歡迎詞，緊接著邀請漢翔公司來為本專委會會員廠商分享「全球航太市場
分析及智慧製造介紹」，分享後隨即引導會員廠商進行現場參訪，本次主
要參觀該公司發動機製造部份，而發動機同時也為飛機引擎重要核心製造項
目，因此漢翔公司毫無保留提供給本專委會會員廠商觀摩。簡報完畢後進行
本次會議之提案討論，本次討論因漢翔公司於去年擴建機匣四廠及五廠，故
期望漢翔公司可提供更多業務機會與本專委會會員廠商交流，另外，為因應
智慧化時代來臨，由於漢翔公司發展智慧製造前，所推動精實管理具相當成
效，希望引自身推動之經驗，提供及協助本專委會會員廠商同樣推動精實管
理，以求未來導入智慧製造，可達事半功倍之成效。本次互動相當熱烈，共
㉞本會於108年8月6日至8日，假台北、台中、高雄辦理「109年度金屬機電智
機化暨人才扎根計畫提案說明會」。為因應臺灣就業人口減縮及遭受國際產
灣產業面臨的衝擊，行政院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期藉由智慧機
械技術，強化製造業產業價值鏈在智慧製造及智慧產品與服務的能力。特此
經濟部工業局執行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金屬機電智機化暨人才扎根分
業人才缺口，縮短學用落差，本計畫申請方案類別如下：1.實作型方案：針對
「精密機械、模具、紡織」等相關領域，以開設專業課程及實務習作方式與
企業進行產學合作。2.專題型方案：以「智慧機械」為主軸，培育企業所需之

2.

業務組

項」為強化智慧機械產業人才加值及產業升級轉型，透過產學鏈結，解決企

(三)
會務報告

業競爭壓力，在前後夾擊雙重挑戰下，為提升生產效能及降低成本，減緩台

四、

計40家會員廠商參加。

跨領域人才，藉由實作專題方式與企業進行產學合作。本會特別週知全體會
員並鼓勵踴躍參加，北中南三場次共有200位會員廠商及學校教授參加，互動
熱烈！
㉟本會於108年8月16日、8月23日分別假台中、台北舉辦「工業大數據 智造機
械雲 : 鴻海科技集團分享暨合作」研討會。自2011年德國喊出工業4.0口號
以來，全世界從政府到各個製造產業鏈，無不開始投入相關資源加入這場革
命，運用科技的力量創造生產新價值，期望帶來新一波的成長動能；鴻海科
技集團自轉型智能製造以來，體認到片狀發展有其侷限性，因此將累積45年
的製造經驗及工業大數據打造成工業互聯網平台，除有利集團內部整合和共
享外，更放眼對外賦能，以協助製造夥伴提升價值，形成共榮製造生態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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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此次主要針對CNC、刀具、模具、沖壓、成型等生產流程，提出以AI
人工智慧打造的智造機械雲，主講人的陣容相當龐大，有鴻海工業大數據辦
公室高虹安主任、楊昌樺 博士、Fii朱耀漢處長、陳耀甥資深工程師、吳崇瑋
工程師等。本次研討會有助於機械業者從鴻海的關燈工廠經驗，汲取寶貴的
智慧製造經驗，廠商與講師現場互動十分熱烈，也希望鴻海方能實際提出商
業模式，以利機械業者使用，後續也將透過各專業委員會推動及媒合各項專
業雲，本次研討會共有250位會員廠商參加。
㊱本會於108年8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4時在花博爭艷館與台北
市就業服務辦理「青銀共事亮起來」暨「精密機械人才媒合」就業博覽會，
機械設備為工業之母，目前已從機械出口大國蛻變為智慧機械產業，對於人
才之需求更為殷切。機械業身為台灣第三個兆元產業，2018年台灣機械設備
出口全球金額達253億7,353萬美元，2019年1月至6月出口全球金額達135億
2787萬美元，在全球機械產業扮演重要之角色，更為支撐台灣經濟不可或缺
之重要產業，但在製造產業中，包括電子零組件、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
製品等即高達6成的缺工。因此政府從107年辦理「5+2產業」中，機械產業紛

四、

紛導入智慧化、數位化的同時，對於跨領域人才需求也逐漸增加。本會多家
會員廠商參加，如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亞塑
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武機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金怡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宗龍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連傑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恆智重機股份有限公司、東庚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等；這次參與廠商產業別大致分為資訊科技
業、金融業、機械製造業、餐旅飯店業、及批發零售業，當天包括台灣松下
電材股份有限公司、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共計
140家企業前往徵才。另外，本活動更貼心提供免費心理諮詢、履歷健檢等服
務、職涯諮詢，歡迎有意求職之民眾一同前往預約幸福，展薪未來。
㊲本會於108年9月5日假本會4樓會議室，召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第廿八
屆第六次會議」，本次會議由柯拔希會長/理事長主持，本會魏燦文監事會
召集人、莊國欽榮譽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王正青會務總顧問、陳重光
執行長、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等皆出席本次會議。本次會議安排
4項專題報告，分別由國立臺灣大學蔡孟勳教授介紹「科技部機聯網平台介
紹」、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報告「臺灣機械雲規劃報告」、智慧機械推
動辦公室進行「智慧機上盒(SMB)成果報告」及工研院雷射中心說明「臺灣雷
射產業現況及服務能量介紹」等。本次4項專題報告，於簡報結束後，各委員
針對雲平台及雷射產業皆提出許多問題，現場互動相當熱烈，本次會議共計
42位委員及代表出席。
㊳本會與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於108年9月5日、9月11日共同合作辦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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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製造數位轉型實戰講座」研討會，此研討會為協助會員廠商取得政府的補
助資源，並透過顧問專家的專業知識與資訊技術服務業者為會員廠商之企業
導入智慧化的技術。本計畫特提供「客製化智慧製造診斷+輔導服務」，透
過專業顧問輔導能量與政府資源引介，陪伴中小企業進行智造體質檢視到計
畫申請，藉由專業顧問之力與定期訪視，攜手為企業成長盡一份心力。本次
實戰講座特邀中國生產力中心陳詩龍協理分享「製造業面對的關鍵機會與挑
戰」、泓格科技許修齊經理分享「智慧工廠實踐步驟與實務個案解析」、優
仕智服 鄭滄光總經理分享「工業4.0整廠整線自動化整合再造」、中國生產力
中心吳佳龍經理分享「專案計畫診斷與輔導資源說明」及實績案例說明，針
對智慧製造跨領域技術需求，提供專案計畫診斷與輔導資源介紹，期望透過
本活動之舉辦能促進台灣產業升級轉型，增進我機械產業國際競爭力。本次
研討會於台北與台中各辦理一場次，汲取寶貴的智慧製造經驗，廠商與講師
現場互動十分熱烈，共有60位會員廠商參加。
㊴本會於108年9月18日假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園重電廠，召開「機械工程業專
業委員會及國產化與政府採購專業委員會」，此次會議亦將主題訂為「軌道
副會長主持，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賴緯倫專員亦參加此次會議。會議首先

四、

產業國產化商機暨投資臺灣說明會」，由蔡國智會長、李進勝會長、李訓賢
由蔡國智會長、李進勝會長致歡迎詞，緊接著由交通部鐵道局楊正君副局長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製造數位轉型計畫」、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計畫
辦公室蔡美鈴組長分享「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簡報完畢後進
行會議的討論提案，本次討論針對鐵道國產化的部分，建議鐵道局能夠協助
業者排除資格障礙，並定期提供本會相關採購清單供業者參考；關於政府資
造業實施方案」，供會員廠商瞭解運用；關於美中貿易衝擊影響，導致機械
業不景氣，會中決議再去函經濟部，建請政府敦促回流台商使用國產機械，

2.

業務組

金挹注機械業的部分，兩位會長指示，公會將協助廣宣「加強投資策略性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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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鐵道產業興建及維修推動策略」、中國生產力中心林詩芳顧問分享

並提供投資抵減。最後則由大同重電廠進行廠區簡報，並帶領所有與會業者
參觀廠區，本次所有業者、講師以及大同公司互動相當熱烈，共計40家會員
廠商參加。
㊵本會於108年10月24日與台北市電腦公會合作辦理「機械產業-智慧化實務探
討暨工業4.0示範產線參訪團」，本活動辦理目的為，實現工業4.0目標的關鍵
是建立一個人、機器、資源互聯互通的網絡化社會，但製造業產業現況是企
業即使想做，但始終面臨一些盲點與問題不知如何下手。為推進產業智慧化
發展進程，特別邀請工業局機械產業資訊應用跨域服務團顧問與企業中高階
主管面對面進行小型座談會，上午探討製造業現況及製造業所面臨的智慧化
的困難與需求，下午安排到中原大學工業4.0智慧製造示範場域參訪，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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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製造業、資服業等跨域交流機會，以便深入了解產/學智慧製造應用現況
及所遇問題，同時促進未來發展或採用智慧製造相關ICT應用，盡早掌握市場
商機，才能促進產業數位轉型，本研討會現場互動十分熱烈，共有30位會員
廠商參加。
㊶本會於108年9月27日假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主辦2019年機械論壇系
列三-智慧塑橡膠機械發展與應用，並邀請協辦單位：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
心、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一起來共
襄盛舉，做一系列6個單元有關智慧塑橡膠機械發展與應用之精采的專題講
題。本次活動特邀請1.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王勇勝工程師，主講:數位工廠
轉型之路-串聯世界唯有SkyMars。2.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蕭景中工程師，
主講:人工智能-電腦視覺檢測。3.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專案辦
公室許淳雅組長，主講: 政府資源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4.工研院機械與機
電系統研究所蔣添樺工程師、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趙育昌經理，主講:
EUROMAP 77 資訊標準介紹及MES應用。5.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鄭
貴元經理主講:押出設備的智慧化發展與應用。6.德國Beckhoff公司莊旻倫經

四、

理，主講:具開放性及高精高速的控制技術。會中廠商並提出有關智慧塑橡膠
機械發展與應用之問題與討論，與講師們互動熱烈。會員們對於數位工廠轉
型之路、人工智能、政府資源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EUROMAP 77 資訊標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準介紹及MES應用、押出設備的智慧化發展與應用、具開放性及高精高速的
控制技術等議題，亦能深入瞭解，共有52位會員廠商參加活動，反應相當熱
烈。
㊷本會於108年10月4日、10月8日、10月24日分別假台北、台中及台南各舉辦
「雷射光製造-加減法加值機械設備研討會」。智慧裝置正朝輕薄短小方向發
展，精微細準的雷射應用於減法與加法製造因其應用廣泛，可融合先進製造
切鑽銲改(改質)的特性，持續在半導體、PCB、醫材、積層製造(3D列印)、
金屬微加工等新興應用領域發光發熱，雷射光製造將是未來提高生產效率和
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加工技術。為協助本會會員廠
商建立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能量，導入雷射及相關應用，從「傳統機械電加
工」轉進「精敏光加工」精密機械，特邀於雷射源、高能及高功率雷射加工
及雷射金屬3D列印研發多年的法人單位進行技術能量及案例分享、說明政府
推動智慧製造相關輔導資源，並提供診斷服務，協助會員提升設備精敏製程
能力。本次研討會報名相當踴躍，北中南三區共計有100人次參加，講師們以
精采說明及案例分享、說明政府推動智慧製造相關輔導資源，並提供診斷服
務，協助會員提升設備精敏製程能力，使現場互動相當熱烈。
㊸本會於108年10月15日，於 工業技術研究院台中學習中心402會議室與台灣德
國萊因(TUV Rheinland)合作辦理「歐盟工業機械新版電氣安全標準與風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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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簡介」。本次辦理研討會是希望協助會員廠商，在世界經濟論壇與麥肯鍚
諮詢公司公佈了全球16家燈塔工廠(應用智慧製造技術來提昇營運效率，促進
企業創新)之後，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長年關注智慧製造的發展趨
勢，歸納全球智慧製造的未來發展，如1、OT(生產系統)與IT(資訊系統)的整
合。2、機器人成為新型態的加工設備。3、製程設備(機械設備)具有認知能
力。4、虛實整合的數位模擬真實狀態建構。此外, 本研討會也將針對歐盟工
業機械新版電氣安全標準(EN 60204-1:2018)以及風險評估與安全相關控制系
統的基本設計與性能等級(PL, Performance Level)分析做說明。本研討會將邀
請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在這些趨勢下分析燈塔工廠中的智慧製造
關鍵議題，現場互動十分熱烈，共有60位會員廠商參加。
㊹本會於108年10月18日及10月25日假新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演講廳及精密
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二辦訓練教室與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合作辦理
「2019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製造業」活動，2019年因美中貿易
衝突持續延燒， 5月川普總統宣布對價值2,000億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
而川習於G20會晤時，雙方互釋善意，隨後於7月下旬重啟談判，美中衝突有
品加徵10%關稅，美中關係充滿變數，國際經貿情勢跌宕起伏，我國產業之

四、

趨緩跡象，但談判後川普卻又宣布將於9月1日對其餘3,000億美元中輸美之商
前景亦承受相當風險。除此之外， CPTPP、USMCA以及RCEP等大型區域整
年來致力推動加入上述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我國產業是否可因此受益，亦值
得關注。在此背景下，本研討會以區域經濟整合及美中貿易戰對工具機產業
之影響為主題，探討我國政府重大施政方向、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的必要
性，以及現今美中貿易衝突下，臺灣機械產業應如何因應，降低產業可能面
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貿易組及貿易發展組、服務組與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專家說明政府參與國際經貿事務之努力、美中衝突對我國製造業之影響、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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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衝擊與損害，進而將影響轉化為動力，期能促進產業升級。會中邀請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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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協定持續進行中，對本區域影響也逐漸顯現，我國政府為與國際接軌，近

中貿易摩擦下原產地認定注意事項、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等議題，互動熱
烈，共計有110位廠商與會。
㊺本會於108年10月24日與台北市電腦公會合作辦理「機械產業-智慧化實務探討
暨工業4.0示範產線參訪團」，本活動辦理目的為，工業4.0認為，實現工業4.0
目標的關鍵是建立一個人、機器、資源互聯互通的網絡化社會，但製造業產
業現況是企業即使想做，但始終面臨一些盲點與問題不知如何下手。為推進
產業智慧化發展進程，特別邀請工業局機械產業資訊應用跨域服務團顧問與
企業中高階主管面對面進行小型座談會，上午探討製造業現況及製造業所面
臨的智慧化的困難與需求，下午安排到中原大學工業4.0智慧製造示範場域參
訪，提供學界、製造業、資服業等跨域交流機會，以便深入了解產/學智慧製
109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造應用現況及所遇問題，同時促進未來發展或採用智慧製造相關ICT應用，盡
早掌握市場商機，才能促進產業數位轉型，本研討會現場互動十分熱烈，共
有30位會員廠商參加。
㊻本會於108年10月29日假新幹線花園酒店，召開「食品機械業專業委員會第廿
八屆第二次會議」，本次會議由陳毓奇會長主持，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及張
家蓁專員等皆參加此次會議。會議首先由陳毓奇會長致上歡迎詞，緊接著邀
請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黃秋香副研究員來為本專委會會員廠商分享
「國際食品智慧製造發展動態」；中國生產力中心 林詩芳顧問分享「推動中
小企業智慧製造數位轉型計畫」；元治國際顧問顧份有限公司 胡芝菱經理分
享「中國正式實施CRS-兩岸台商反避稅須知」；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黃嘉宏
副組長分享「智慧製造輔導團介紹」。本次會議中最重要報告2020年台北國
際塑橡膠工業展(展期2020年9月9日至13日)為擴大展出，將納入包裝機械擴展
到南港展覽二館，透過會議進而邀請會員廠商參展，藉以吸引更多觀展人潮
及國內外買主蒞臨，來協助廠商爭取訂單機會。本次互動相當熱烈，共計40
家會員廠商參加。

四、

㊼本會於108年11月15日及11月22日假機械公會四樓會議室及精密機械研究發展
中心二辦訓練教室與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合作辦理「以職能為導向的人才發展
與培訓分享會」活動，組織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創造人才競爭優勢，企業如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何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機制，以職能為導向的學習的重點，是以企業的營運
目標與策略計畫為核心，來導出訓練計畫，它首先用由上往下的方式，計算
出人力資源需求，然後從策略計畫和目標管理的項目中，再推導出更細部的
職能需求，例如以部門、專案、團隊或個人為導向的職能需求，接著找出與
現有人員的職能差距，然後訂出訓練計畫來彌補差距，如此的做法，是為了
讓訓練計畫與企業目標能有更緊密結合。本項活動除邀請具實戰經驗之專家
說明外並邀請具職能發展之企業，分享該組織職能發展經驗，透過實例經驗
分享帶動產業了解職能發展及職能培訓的方法。會中邀請廣見企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林文蘭訓練顧問、新麗企業(股)公司人資行政處林瑞娟小姐、逢甲大
學企管系趙裕彬助理教授、順德工業(股)公司人力資源處楊玉玫處長說明職能
導向用於人才發展與企業職能發展推動實務與成果分享等議題，互動熱烈，
共計有50位廠商與會。
㊽本會於108年11月26日，假臺南桂田酒店召開「塑橡膠機械專業委員會第廿
八屆第二次會議」，本次會議由王俊賢會長主持，本專委會王誠副會長、本
會魏燦文監事會召集人、魏坤池副理事長、蕭棟斌主任委員、國防及航太工
業專委會杜旭純會長、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陳重光執行長、陳枝昌副秘書
長、張國樑副秘書長等，皆一同參加本次會議。會議首先由王俊賢會長致上
歡迎詞，接著進行專題演講項目，本次會議安排「德國K-Show 2019觀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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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臺灣機械雲規劃報告、智慧機上盒(SMB)輔導計畫申請與成果、建立全廠
全機聯網與系統整合服務暨全球航太市場說明及漢翔塑橡膠業務機會及塑膠
射出成型機ISO國際標準現況及管理作法」等五大項專題分享，會議中講者及
會員廠商互動熱烈，且於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中更是互動頻繁，本次會議共
計50位出席，皆一致表達會議安排內容豐富且重要，於會後餐敘中更是賓主
盡歡。
㊾本會於108年12月12日假工研院機械所召開「工具、量具、研磨業專業委員會
第廿八屆第三次會議」，本次會議由白文亮會長主持，本專委會林秋波副會
長及本會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林恩印專員等皆一同出席。本次
會議首先安排參觀工研院機械所實驗室，分別為智慧研磨、研磨拋光、超精
密加工及視覺量測等4間實驗室，於參觀過程中，本專委會會員廠商皆相當專
心，與各實驗室解說人員互動熱烈。於會議室中，安排3項專題演講，分別為
「智慧機械推動方案相關計畫與政策、兩岸台商反避稅須知、工研院機械所
研磨加工介紹」等，介紹過程中，亦有許多業者對於本次專題安排感到相當
有興趣。最後白會長於會議結束前，邀請今日所有與會人員一同合影，留下
㊿本會於108年12月12日假台中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訓練教室舉行『2019年機
械論壇系列四智慧機械技術與優化』，本次會議由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主
機械相關單位的技術專家，來做一連串精辟的講解:1.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
械科技中心梁碩芃經理，主講: 智慧機械雲推動現況2.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
通訊研究所方譽荃技術副理，主講:5G專網推動工業智慧轉型3.工業技術研究
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廖建智博士，主講:CPS機電整合分析模擬技
術5.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蓋震宇經理，主講:量測智慧化推動現
況。本會主辦此論壇活動，是希望經由一系列的實例分享與現況說明，讓會

2.

業務組

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彭達仁副組長，主講:數據驅動切削製程診斷與優化4.工

(三)
會務報告

辦，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協辦，會中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

四、

美好的畫面。

員廠商能夠更加全面瞭解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之發展及未來趨勢，本次活動
共計有50位廠商代表參加，學員們也踴躍提出問題，與講師們互動亦相當熱
絡！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於108年12月23日召開『萬芳、景美及奇岩抽水
站機組更新暨埤腹等3座抽水站周邊設備更新工程』招商說明會，本招標工程
案自109年3月開工分2年施工，111年6月完工，採公開招標及最有利標之方式
招商。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沈郁蓉專員亦一起參加會議，會中水利工程處
亦就『萬芳、景美及奇岩抽水站機組更新暨埤腹等3座抽水站周邊設備更新工
程』做了詳細簡報說明及，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亦表示希望台北市政府多公
開有關招標公告內容以讓國內相關業者多加運用政府採購商機，以達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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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採購國內產製化之機械設備，以提昇國內流體相關業者之競爭力。
本會於108年12月23日假佰龍機械召開「紡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第廿八屆第
二次會議」，本次會議由王堅倉會長主持，本會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
書長、黃巧雲專員皆出席會議。本次會議安排五項專題演講，分別為「智
慧機械推動方案相關計畫與政策、兩岸台商反避稅須知、智慧製造輔導團介
紹、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貸款業務介紹、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業務及補助資
源介紹」，會議中並討論如何藉由運用中國生產力中心「推動中小企業智慧
製造數位轉型計畫」，協助紡織機械業者導入智慧化及數位化；請「智慧製
造輔導團」來協助紡織機械業者加速導入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以提升生產
效率與國際競爭力；如何運用及申請中國輸出入銀行「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
貸款」，協助紡織機械業者爭取國際訂單；如何請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來協
助紡織機械業者提升生產效率、技術層次及申請相關補助；如何協助及鼓勵
紡織機械業者多參與國外之拓銷活動，進而爭取更多機械訂單等五項討論事
項，王會長並於會議結束後，邀請今日所有與會人員餐敘，會議圓滿成功。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3.機械產銷進出口統計與分析
（1）產銷、進出口統計
①參考海關進出口月報表，製作工具機、各產業機械進出口值之統計表，於本
會各專業委員會向會員報告，並放置機械資訊及本會網站週知全體會員廠
商，以瞭解該產業產銷之最新情勢。

（2）蒐集各國機器公會、產業協會等之產業資料
①蒐集各國機器公會建立資訊之交換管道，接受各國寄來之統計資料。
②蒐集代表性雜誌，所刊載之統計資料。
③請國內研究機械協助提供機械產銷統計資料，供業界使用。

4.機械研發
(1)提供108年度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所專案計畫，可運用之技術合作項目23
件，供會員廠商運用。
(2)提供工業技術研究院之可移轉技術成果及技術專利達355項以上。
(3)提供國立中央大學可移轉技術之可移轉之技術項目達136項。
(4)繼續提供各大學之研發技術成果達100項以上。
(5)提供中山科學研究院之技術移轉項目共303項。
(6)持續提供其它研發單位的技術成果及成果發表會之資料，以供會員參考運用。
112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5.辦理精密機械業人才媒合會(北中南共3場)
(1)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王正青秘書長對於如何將大專工程科系
學生導入機械設備業相當重視，因此今年於北中南三地辦理精密機械業人才媒合
會，明年將繼續推動辦理。
(2)本會於108年5月4日參加產業徵才博覽會，本次活動主要目的為協助5加2產業找
到更多具有專業或技術能力的人才，經濟部特別辦理列5加2產業徵才博覽會，邀
請指標性廠商參與設攤徵才，同時展示政府推動5加2產業創新之成果。活動當天
柯拔希理事長、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工具機公會嚴瑞雄理事長、木工機
械公會張聰捷理事長特別進行活動開幕致詞。在活動中，特別由財金文化媒體採
訪本會 柯拔希理事長，針對渠帶領推動智慧機械及智慧機上盒(SMB)輔導計畫
暨設備聯網之成果概況、目前公會對於智慧機械推動之建言、目前推動進展之看
法，以及政府對於法規修法上能加速協助產業發展之處等問題，向柯理事長請
益，渠亦表達多年來推動的方向及成果，使得機械廠商逐步朝向智慧機械的方向
邁進，且因加上智慧機上盒之後，讓生產管理可視化、生產排程優化等等提出建
力。
本次產業徵才活動，本會亦邀請會員廠商參加，包括上銀、友嘉、金豐機械、巨
灣麗馳、寧茂企業等32家，希望藉由本次的徵才活動，招募更多的優秀人才進入
精密機械產業，貢獻所長，使得台灣機械設備產業持續蓬勃的發展。本會在就業
博覽會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活動中，設立服務攤位，並將2021年3月台北國際工具
機展及2020年9月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於活動現場中廣
對於至本會攤位詢問的許多求職者、即將畢業的學生，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張
家蓁專員亦向他們介紹機械產業的概況，及進入機械產業的優點及前途光明，並

2.

業務組

為宣傳；同時宣傳台灣機械設備，及分送本會光碟資料。

(三)
會務報告

大機械、永進機械、千附實業、磐石油壓、台中精機、旭東機械、隆升精密、台

四、

議；並在今年加強推動機械雲，讓會員廠商來因應工業4.0時代趨勢及提升競爭

引導至本活動的會員廠商攤位上，讓會員們如金豐機械、友嘉集團、台中精機、
上銀、磐石油壓、源利製刀、寧茂企業等公司進行一對一的洽談，讓參與的會員
廠商能夠找到所需之適合人才。
(3)本會於108年5月11日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合作辦理「2019年機械業
人才媒合會，開薪就業，職來運轉-成功大學台南場次」。
本次活動為主要協助求職者「回南潮」的機會以及「美中貿易戰」台商回流潮。
當天特別邀請到勞動部長許銘春致詞時表示，以及因應目前受「美中貿易戰」影
響，爆發台商回流潮，卻欠缺勞工，這波台商回流潮總共需求多少人力目前仍無
法預測，因此與經濟部密切合作，以利掌握欠缺多少人力，由專人協助提供客製
化媒合服務。這場就業博覽會共有九十家企業釋出超過六千五百個工作機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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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超過五千人參與，當天參加的企業有欣興電子、全聯實業、寶雅國際、台灣極
優服飾、洲晟實業、大亞電線電纜、台灣積體電路製造、群創光電，本會亦邀請
會員廠商參加，包括華宏新技、亞洲航空、直得科技、鑫隆滾牙機械等企業，本
會在活動中設立服務攤位，並將2021年3月台北國際工具機展及2020年9月台北國
際塑橡膠工業展、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於活動現場中廣為宣傳；同時宣傳台灣機
械設備，及分送本會光碟資料。
對於至本會攤位詢問的許多求職者、即將畢業的學生，本會張家蓁專員亦向他們
介紹機械產業的概況，及進入機械產業的優點及前途光明，並引導至本活動的會
員廠商攤位上，讓參與的會員廠商能夠找到所需之適合人才。
(4)本會於108年8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4時在花博爭艷館與台北市
就業服務辦理「青銀共事亮起來」暨「精密機械人才媒合」就業博覽會。
機械設備為工業之母，目前已從機械出口大國蛻變為智慧機械產業，對於人才之
需求更為殷切。機械業身為台灣第三個兆元產業，2018年台灣機械設備出口全球
金額達253億7,353萬美元，2019年1月至6月出口全球金額達135億2787萬美元，在
全球機械產業扮演重要之角色，更為支撐台灣經濟不可或缺之重要產業，但在製

四、
會務報告

(三)

造產業中，包括電子零組件、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塑膠製品等高達6成的缺工。
因此政府從107年辦理「5+2產業」創新政策中，機械產業紛紛導入智慧化、數位
化的同時，對於跨領域人才需求也逐漸增加。
本會多家會員廠商參加，如大同、安口、南亞、新武、本源興、金怡合、協易、
宗龍、連傑、恆智、東庚、富鴻網等；這次參與廠商產業別大致分為資訊科技
業、金融業、機械製造業、餐旅飯店業、及批發零售業，當天包括台灣松下電材
股份有限公司、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共計140家企

業務組

2.

業前往徵才。

6.辦理產學合作業務
(1)本會已與臺北科大、臺灣科大、臺北城市科大、勤益科大、逢甲大學、中興大
學、朝陽科大、高雄第一科大、高雄應用科大、中正大學、吳鳳科大等12所大專
院校簽署合作意向書，今年持續辦理。
(2)本會於108年2月14日由吳正煒會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張家蓁專員、劉育瑞辦事
員前往中央大學洽談產學合作事宜，國立中央大學由工學院蕭述三院長、機械工
程學系何正榮博士、鐘志昂博士、國際產學聯盟朱念慈執行長、丁北辰博士協助
接待。
會中陳志臣副校長特別前來關心，並由吳會長代表本會致贈機械工業70年史與智
慧機械產業白皮書。本次拜會主要瞭解中央大學工研院與國際產學聯盟目前於連
結產學中希望聚焦協助企業需求，提供產學服務與深耕前瞻創新應用，及透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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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接軌，對於技術移轉、暑期實習、人才培育等促進更多產學合作。本會將與
中央大學進行產學合作簽署事宜，共同推動產學研究創新開發、培育人才鏈結產
學需求等合作。
(3)本會於108年2月22日於本會五樓辦公室舉行「2019年機械工業產學貢獻獎評審小
組會議」，本會議由柯拔希理事長、黃博治榮譽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莊大
立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陳重光顧問、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進
行本次獎項之審查。
本獎項為促進本會會員廠商與各大專院校之機械相關科系之產學交流與合作，以
提升機械產業之技術升級；經本會理監事、會長等之推薦，對產學研究發展合作
之重點內容、技術特色與貢獻，及所產出實際經濟成果。
本年度貢獻獎共計20案進行申請，其中申請計畫中包括遠端監控系統、輪圈加工
自動化之智慧加工模組、智能化沖壓製成監控與軟體系統研發、智能化非傳統電
化學加工應用技術人才培育產學合作計畫等，經過審核共計19件通過，並安排
在2019年03月21日(星期四)之會員代表大會中，頒發大專院校機械相關科系教師
「機械工業產學貢獻獎」，予以表揚。
室共同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王振吉理事、陳文傑理事、陳士端顧問、王世文會長、吳正煒會長、莊嘉郁董事
長、王正青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李吉昌經理、李坤儒經理、錢武祥協理、
張家蓁專員、劉育瑞專員；中央大學參加人員包括周景揚校長、研究發展處顏上
堯研發長、工學院蕭述三院長、機械系何正榮主任、機械系鍾志昂副系主任、產
經理等18人接待。首先由周景揚校長在校長室接待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副理
事長、王正青秘書長等多位理監事，與該校工學院蕭述三院長、機械系何正榮主

2.

業務組

學中心曹嘉文主任、國際產學聯盟朱念慈執行長、劉士雅資深經理、丁北辰資深

(三)
會務報告

當日參加簽約典禮的本會人員為柯拔希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李進勝理事、

四、

(4)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今(108)年5月03日與國立中央大學假該校行政大樓三樓會議

任相互洽談及彼此交流，展開本次台灣機械設備業與該校工學院暨機械系的相互
合作。柯理事長亦強調，「技術合作」是本會長年重視的產學合作項目之一，透
過與中央大學工學院各教授的合作，相信對本會的會員廠商將帶來升級轉型的好
契機，提高技術水準、增加生產力與競爭力。於本次合作簽署前，透過中央大學
工學院協助，提供了共計136項技術項目，其中包括「減速機設計自動化、齒輪
設計分析、機械故障診斷暨監測、熱管技術、風能測試驗證技術」等多項技術，
本會會員廠商已有21家機械設備業，提出了113項專業技術項目，準備與中央大
學工學院來進行產學合作。在台灣臺灣產業轉型升級在「五加二產業」中，執行
成果最具體的就是智慧機械產業，智慧機械產業在2017年產值已突破1兆元，以
工具機來看，也從全球排名第5位進階到第4位，進步的原因不外乎「天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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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和」都到位。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歷經40餘年之發展，在工程教育上所涵
蓋之領域及規模架構已相當完整，發展為一系多所架構。因此臺灣機械工業同業
公會今日與中央大學透過合作簽署，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加強產學攜手鏈結
技術深耕，培育產業所需之人力。
雙方在簽署合作意向書後，中央大學與會之院長、系主任、教授們與本會理監
事、會員廠商相互交流洽談及彼此交換名片，以促進本會會員廠商與該校有更多
的實質產學合作的工作，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5)調查並彙整廠商產學培育需求：以調查表給會員廠商，促進廠商提供職缺、實習
或專班培育機會、業界導師、工廠參觀、技術合作等。
(6)本會調查全會員之需求，由104家會員廠商提供237個暑期實習的機會、164個就
業機會，並提供與本會簽署合作協議之17家大專院校，以供學生於暑假期間至工
廠實習。
(7)業界有任何技術之困難及專題，可請大專教授們協助及專題合作技術開發；本會
調查共有24家廠商提出相關需求，並彙整後提供各科大及研發單位來進行後續合
(8)透過問卷，本會會員提出「人才需求(沖模技術工程師、機械設計工程師、機械操

(三)

機器；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先進補償迴路超音波發生器」、「運動控制規

會務報告

四、

作事宜。

業務組

2.

作、CNC技術員)」、「待速定位器、手動脫水機、旋風後視鏡、居家自動智慧
劃、IOT整合」等技術需求，透過彙整，本會轉請工研院、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
心、金屬中心各研發單位協助會員，以突破技術瓶頸。
(9)校園演講：共計28家廠商願意至學校講課或演講。
(10)工廠參觀：共計65家廠商願意提供學校及學生至企業參觀。
(11)為使更多機械及相關背景人才加入機械產業，以解決廠商用人問題，公會與勞
動部合作辦理「2019年精密機械業人才媒合」活動，針對工程/研發/資訊/軟體/
系統人才為媒合方向的精英型就業，讓機械系、工程系等相關背景專長的社會
人士及學生等優秀人才，加入機械產業的行列。

7.運用網際網路進行全球拓銷
(1)安排會員2800家之資料上網 ，充份運用本會網站，使會員之資料隨時可查詢運
用。
(2)將本會會員之機械產品，運用本會網站於海內外之展會加強宣傳，增加曝光之機
會。
(3)本會目前已建立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英文、日文機械專業網站。
(4)運用資通訊（ICT）技術，強化系統整合技術，協助推動建構先進薄膜製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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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推廣高階製造系統基礎技術等工作。
(5)繼續推動機械業電子報發行，以提供會員最新產業資料，及行銷全球市場。

8.建立國外買主客戶資料庫
本會目前已針對業務之展會、拓銷活動，將買主名單達16,000筆以上，如印度、
孟加拉、泰國、越南、印尼、墨西哥、緬甸、柬埔寨、中國大陸、土耳其、義大
利、德國、美國等國之資料週知會員，促成訂單及商機。

9.服務會員（如提供資訊蒐集、採購商機、商情報導、提供技術訊
息、政府政令等）
(1)當傳統市場仍然表現疲弱，貿易重心轉移至新興市場，本會廣為周知「開拓緬甸
商機研討會」，本研討會將分享如何進軍緬甸市場、緬甸營商經驗分享，將有助
於會員廠商了解市場，探討緬甸市場的最新市場訊息。
(2)本會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貿易戰火下全球產業供應鏈之生機－臺灣物流中心
相關稅制及自由貿易港區多元營運模式運用，並更了解完成臺商全球價值鏈布局
策略。
與未來展望」由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孫明德主任發表演講與提供雙向交
流的機會。將有助於會員廠商提前掌握經濟趨勢脈動，擬定發展策略。
(4)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高頻變壓器與電感設計實務課程」，將有
業工程設計軟體進行高頻變壓器與電感設計與分析。
(5)本會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俄國與東北亞國家之政經關係發展」座談會，將有
助於讓有意深入瞭解俄國與東北亞各國之政經發展現況的會員廠商，獲得更多相

2.

業務組

助於學員學習如何從磁路基本觀念瞭解高頻變壓器與電感設計原理，並學習以專

(三)
會務報告

(3)在國際政經情勢紛擾不明的情況下，本會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2019經濟局勢

四、

與自由貿易港區未來發展新趨勢」研討會，將有助於會員廠商瞭解外商貨主物流

關資訊。
(6)本會特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工程圖學基礎與實務應用」課程，將有助
於參加本次活動之會員具備工程圖學知識、機械識圖與熟練機械製圖、建立基礎
實力並應用在工作上。
(7)本會特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模內精密成型系統關鍵技術開發計畫」之
產學研究合作計畫說明會，將有助於目前所需相關技術並協助研究開發之會員廠
商進行技術升級等優化。
(8)本會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智慧機械手臂技術開發與實務應用培訓班」，將有
助於參與的會員廠商更深入了解機械手臂實際應用與導入，並跨領域了解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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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等多元化內容。
(9)為厚植台灣產業競爭力，培育國際高階科技管理人才，本會協助周知會員廠商參
加108年度「跨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將有助於參與的會員廠商了解推動研發
成果之管理與運用將所學成果擴散，影響深遠。
(10)本會特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高精度工具機熱變形抑制技術實務」課
程，將有助於參與的會員廠商了解在現今工具機正走入高速化時代，熱變位問
題將更加受重視，因此，機台開發設計之初能將熱變位問題一併考慮進去，所
有的最佳溫度點都能以事先植入到最佳的位置，將現有的熱變位問題再抑制至
最佳狀態。
(11)本會將中國輸出入銀行與經濟部開辦「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訊息刊登網站
及APP週知會員廠商廣為參考利用，優惠內容包括：代辦買主徵信費優惠、全球
通帳款保險、保險費優惠等，以協助廠商利用金融工具資源，拓銷全球市場。
(12)本會特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2019年東南亞貿易及佈局訪問團」，將有助於
想進軍東協的會員廠商，瞭解目前印尼、菲律賓與馬來西亞政府強力推動製造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發業發展的好時機，掌握市場贏得商機。
(13)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功能別計畫聯合說明會暨MIT優質產品展，
期望會員廠商期望藉由本次活動協助業者瞭解政府計畫服務內容，另讓業者瞭
解政府協助產業研發創新及MIT產品升級轉型成果，並加以運用。
(14)本會特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智慧機械手臂技術開發與實務應用培訓
班」，透過課程學習機械手臂設計原理、各項關鍵組件的選用等，將有助於企
業成功訓練優秀機械手臂開發及應用人才。
(15)本會廣為週知會員廠商108 年加強輸出保險準備計畫優惠方案及新南向政策輸出
保險優惠措施，多加運用加強輸出保險準備計畫優惠方案及新南向政策輸出保
險優惠措施，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代辦買主徵信費優惠及保險費優惠。
(16)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考利用「2019年鼓勵邦交國採購機械設備專
案」，以協助廠商運用政府資源，提升友邦採購我國機械之誘因，拓展中南美
洲邦交國之商機。
(17)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新高效率馬達之驅控關鍵技術』訓練課程，以了
解馬達之比較特性、以及PMSM 與 SynRM驅動系統之一些操控關鍵技術，協助
會員廠商取得最新新高效率馬達之驅控關鍵技術。
(18)21 世紀的現今，企業是國家強盛的根基，而未來企業長青，有賴於能提供有
助於解決地球及人類挑戰的商品與服務。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
「邁向企業永續治理增加公司長期價值研討會」，透過此活動將有助於企業永
續治理在全球的快速發展，及有效發揮及公司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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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工研院以「專利產業化」為核心，發展出產業化的專利應用模式，本會特於網
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有關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108年度新增之可移轉研發技
術/專利成果公告，以促使廠商運用及早擁有重要專利組合。
(20)本會特將「2019年中東歐市場拓銷團」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保加利亞、羅
馬尼亞及俄羅斯之民生工業相關商機可期、工業產品的需求越來越龐大，以此
拓銷團將有助於會員廠商掌握可觀商機。
(21)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108年度綠能所專案計畫產學研∕業界合作暨成
果說明會，藉以協助國內節約能源、再生能源，環境相關產業之技術發展，並
提升台灣技術水準及能源效率。
(22)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舉辦之「107年
度可移轉技術研發成果發表會」，透過具新思維、金屬成形新方案、醫療生技
新進化、能源利用新方法，將有助會員廠商提升企業之本身技術能力。
(23)目前在製造業面臨少子化的衝擊下，勢必要借重智慧化技術協助，才能在勞動
人口不足的狀況下，持續提高製造業的生產力。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智慧機
求，關於智慧機械產品設計與開發的培訓也顯為重要。
(24)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智慧機械-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應用」計畫，
合、軟硬體系統建置等相關經費，以利提升企業系統整合設計規劃服務能量，
開創新的市場及服務商機。
(25)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並鼓勵申請小巨人獎，截止目前已有298家企業獲獎，
獲獎企業均表示，獲得小巨人獎對企業而言不僅是榮耀，更可增加諸多曝光機
(26)為因應全球生產自動化加速，機械手臂需求密度逐年攀升，本會特於網站廣為
周知會員廠商「智慧機械手臂研發設計班」，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設

2.

業務組

會，快速提昇企業能見度，為企業帶來無限商機。

(三)
會務報告

透過申請，將協助廠商進行有關企業智慧機械規劃、系統建置導入、系統整

四、

械產品設計班課程，讓會員廠商了解產業轉型從自動化至智慧化逐漸顯露需

計，將有助參與本課程之會員廠商強化職場競爭力。
(27)雷射因其高精密度、能量集中、可進行加減法整合製造等技術優勢，近年已持
成為生產的關鍵技術。本會特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雷射講堂-基礎及安
全培訓」，透過此課程將有助運用雷射之相關會員廠商快速、安全進入雷射領
域，具備專業雷射技術之職能。
(28)過去幾年數位轉型、物聯網、機聯網、邊緣計算、工業4.0、大數據、AR、AI…
各種名詞、技術、產品不斷浮出枱面，政府也大力鼓吹製造業升級。因此本會
廣為週知會員廠商參加「精密機械零組件產業工廠智働化實務研討會」，希望
可以幫助業者朝『務實的智慧製造』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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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儲能零件應用設計與失效分析對策」訓練課
程，讓會員了解儲能零件應用設計與失效分析對策之方式，保有一定的設計餘
裕度，避免日後市場可能的產品品質問題。
(30)本會廣為週知會員「108年工研院材化所產學研合作公開說明會暨107年成果發
表會」，藉由產學研各界共同參與研發，提昇我國的技術水準及產業競爭力，
有助讓產業界了解與參與各計畫的實施，希望藉由產學研各界共同參與研發，
提昇我國的技術水準及產業競爭力。
(31)本會廣為週知會員「電源迴路雜訊干擾分析與實務個案對策」課程，透過此課
程將有助會員廠商獲取成功解決工作上所遇到的相關實務方案，針對電源迴路
雜訊干擾找出正確對策，縮短產品開發時程。
(32)為協助產業掌握國際經貿趨勢與動向，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特別辦理
「2019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週知會員，
透過此研討會將有助會員廠商獲取最新資訊與分析，促進產業掌握新情勢之發
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33)工研院舉辦「全數位化控制電力轉換器之分析、設計與實作」課程，本會廣為
週知會員，透過此課程了解轉換器之原理、模式化方法、控制系統分析、控
制器設計及數位化技術，最後並以實際之降壓及升壓式DC-DC轉換器、單相
AC-DC整流器及DC-AC變流器等電路，驗證所有控制、硬體與韌體之設計方
法。
(34)本會特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特別辦理「108年研發成果績效展示及產
研合作計畫說明會」廣為週知會員，本活動為展示食品所執行科專計畫開發之
創新製程技術與產品，提供客製化洽談諮詢，透過此活動將有助會員廠商對於

業務組

2.

技術研發現況趨勢有更深入的了解。
(35)貿協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為企業培育國際貿易人才及行銷人才，並經過6個月
實施密集的商業英語及經貿課程訓練，特別於世貿辦理「國際企業特訓班」人
才媒合會。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週知會員，透過此活動將有助會員廠商覓得好
人才。
(36)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邁向工業4.0導入機器學習的智慧製造研
討會，透過此研討會將有助於廠商瞭解嵌入式系統、機器手臂、視覺軟體等，
如何透過機器學習的技術與應用，使企業朝向智慧製造發展之道。
(37)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荷蘭Mechatronics Academy機電整合學
程」，透過此課程可學習到分析機械動力學對整體模組的效能影響，使進一步
於設計初期即考量模組選擇的優勢與風險，協助從不同視角進行模組的規劃及
探討執行難題，幫助解決工作上的技術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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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為促成跨校、跨領域的產學合作，本次特舉辦「研發成果企業媒合發表會」，
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透過此活動推動企業搜尋產業發展技
術並促進學界掌握產業技術發展脈動。
(39)中華整廠發展協會特別辦理「2019西、北非洲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將帶領
廠商前往象牙海岸、突尼西亞、迦納拜訪當地政府產業相關部會及已在非洲當
地投資的國際企業大廠。本會特刊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透過此活動可協助
會員廠商前進非洲市場。
(40)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參加中經院舉辦的「印太區域：新情勢•新契機」研討會，
將聚焦於印太區域最新政治、安全與經濟展望、台商布局與對策、印度大選對
台影響等議題，透過此研討會將有助於掌握新南向市場商機，為公司拓銷區域
做時宜性的調整。
(41)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啟動中小企業傳承意識，建立正確接班觀念，本會特刊登
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參加管科會辦理之「中小企業傳承與轉型創新系列課程」，
透過此課程將有助於閉鎖型企業進行了解如何傳承與傳承關鍵。
網站廣為周知會員，透過此課程充份了解五軸工具機及五軸加工的重要技術，
使學員能對五軸加工建立穩固的基石，期能提升台灣工業界應用五軸工具機及
(43)有鑑於企業在面對市場、技術、產品的激烈競爭時，掌握優質專利可形成強有
力的防護網，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工研院舉辦「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等
相關專利讓與案說明會」，將有助於廠商增加廠商國際競爭力，促進整體產業
發展及提升研發成果運用效益。
討電動車之使用可減少化石能源之使用及碳排放，本會特刊登網站廣為週知會
員，透過此活動將有助會員廠商對於電動車至電網雙向操作電力電子技術更深

2.

業務組

(44)工研院綠能所舉辦「電動車至電網雙向操作電力電子技術」研討會，本課程探

(三)
會務報告

五軸加工之技術能力。

四、

(42)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五軸工具機及五軸加工技術與應用」課程，本會特刊登

入的了解。
(45)本會週知會員廠商參加於108年由工研院綠能所所辦理的「電路基板佈線構裝電
磁共容設計」課程，有助於設計者就產品構裝尺寸限制及適當材料成本壓力框
架下，除必須符合規格性能與熱處理外，使本會會員廠商了解如何建立構裝安
全電磁共容設計。
(46)工總舉辦「東南亞投資、商務爭端的預防與管控研討會」探討業者在東南亞國
家可能會遭遇的仲裁機制及其他法律問題。本會刊登網站廣為週知會員，透過
此研討會將有助於會員廠商深入探討東南亞投資風險管理、利用國際仲裁解決
商業糾紛、以「投資者與地主國仲裁」協定維護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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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台灣研發經理人管理協會舉辦「2019 IEEE國際機器人作業系統ROS 2.0高峰論
壇」及「2019 IEEE 國際工業論壇 AIOT與機器人翻轉智慧製造新商機」，，本
會特刊登網站廣為週知會員，透過此活動將有助會員廠商對於全球製造業的可
能發展樣貌，以及我國製造業未來的機會與挑戰。
(48)中國生產力中心籌組2019日本智慧工廠與全面品質管理考察團，除參觀智慧工
廠展觀察市場先端動向外，更規劃各類優秀企業，觀摩不同面向之管理手法。
本會特將活動資訊刊登網站周知會員，將有助於廠商觸發管理思維，相互激
盪，讓企業在邁向卓越之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49)工研院產業學院舉辦「循環經濟推動經理人培訓課程」，課程中將運用物質流
成本會計分析，找出成本節省改善方案，再透過生命週期評估發展綠色商業策
略。本會將活動資訊刊登於網站，將有助會員廠商一次掌握循環經濟實務關鍵
要領，共創藍海商機。
(50)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FY107研發成果發表會」，包含智慧車輛、智慧機械、
綠能設備等領域。本會特將活動於網站上公告，將有助於串連產學研的技術能
量，以精進機械產業的技術水準。

(三)

登於網站，將有助會員廠商瞭解政府推動之綠色工廠標章制度及其評估系統內

會務報告

四、

(51)工業局辦理北、中、南、東，共4場次之綠色工廠評估系統講習會，並於美崙
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東部場次之綠色工廠評估系統講習會。本會將活動資訊刊
容。
(52)「強化美國專利申請答辯品質之策略與技巧」研討會假台北市農會大禮堂舉
行，本會特將活動資訊刊登於網站，將有助會員廠商瞭解美國專利申請與答辯
實務經驗，來強化國內專利工程師等的美國專利品質管控能力。

業務組

2.

(53)外貿協會籌組「2019年南亞貿易訪問團」，將徵集資通訊產品、機械、零組
件、各產業機械業者前往拓銷南亞市場，本會將相關資訊周知會員廠商，將有
助於業者參訪當地企業、市場通路及商業環境，盡早布局南亞市場。
(54)外貿協會籌組「2019年中東市場貿易暨投資布局團」，將徵集汽車零配件、資
通訊、機械與自動化、智慧城市、綠能、五金建材等廠商，本會於網站廣為周
知會員廠商參加，將有助於廠商瞭解伊拉克巴格達、艾比爾及巴林麥納瑪等市
場，及早進行布局。
(55)經濟部中小企企業處特別舉辦「提升中小企業智財權能量與專利品質講座」，
講解提升企業智慧財產權價值、專利申請實務兩大議題。本會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廠商瞭解智慧財產權價值，以及申請專利的要項、可利用之計畫
資源，以提升廠商的競爭力。
(56)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舉辦「新產品開發實務應用」研討會，本活動特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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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開發執行、開發控制、開發結案等流程與如何有效控管。本會於廣為周
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瞭解新產品開發概念理論，與得到講師自身經驗的
分享談。
(57)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特別舉辦「2019年非洲市場貿易暨投資布
局團」，本活動特別分享新產品開發執行、開發控制、開發結案等流程與如何
有效控管。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透過參與此活動，成功進入非洲市
場。
(58)本會週知會員廠商參加由中國生產力中心所辦理的「108年中小企業服務優化
與特色加值計畫說明會」，透過此說明會協助會員廠商申請「服務優化與特色
加值診斷」、「服務優化與特色加值輔導」及「設計應用或特色優化群聚輔
導」，以厚植中小企業創新體驗力，優化中小企業體驗經濟力。
(59)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金屬產業循環經濟技術交流與商機推展研
習會」，將有助於透過高值回收技術案例分享，促進共識凝聚與技術合作，創
造資源最大價值，共創循環經濟未來。
辦理「2019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廠商獲取最新資訊與分析，促進產業掌握新情勢之發展，提早因
(61)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產業人才培訓據點計畫─智慧機械產業類」課
程，本課程邀請業界師資，帶領學習包括設計製圖、精密模具學、2D電腦繪
圖、3D造型與實體建模技術、拆模技術等專業職能，將有助於廠商透過理論與
實務結合並重的課程設計等專業技能，強化職場競爭力。
機械、手工具及自行車作為採購洽談會三大主題。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廠商協助我國業者拓銷海外市場。

2.

業務組

(62)「2019中部產業聚落採購大會-產業機械x手工具x自行車」於台中舉辦，以產業

(三)
會務報告

應準備。

四、

(60)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特與全國工業總會、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合作

(63)「全球影響力投資與商機趨勢」研討會為探討企業如何透過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吸引資金提供及強化企業形象，增進本業獲利，以達到永續發展及企業創
新的目標，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了解投資相關商機。
(64)國立中興大學產學鏈結中心特別編列有關該校工程科技相關成果技術，其中
「感測腦電波及電眼波之3D控制裝置及控制方法」、「可改善熱誤差之工具
機」等共計204項技術項目，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技術
升級，增加企業競爭力。
(65)由中衛發展中心與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合作辦理「量測儀器檢校管理實務」研討
會，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透過參加本課程更加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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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量測儀器基本概念與量測儀器常見的缺失案例分享。
(66)為強化強化產業AI人才之數位製造、服務及應用相關知識及技能，逢甲大學特
別舉辦「108年AI智慧應用與人才培育系列」課程，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廠商透過本課程，開拓企業於未來工業界競爭的藍海。
(67)為持續協助中小企業事業單位改善作業環境安全衛生，提升事業單位從業人員
安全衛生知識與技術，經濟部工業局特別舉辦風險技術研習會，本會於網站廣
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將有助於提升工安相關人員風險危害預知技術，協助工
廠落實改善、預防事故災害損失。
(68)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特別舉辦「電商物流實物班」，並聘請具電
商及物流領域經驗豐富之講師授課，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將有
助於會員廠商一起深入剖析跨境、通關、物流及行銷等疑難問題，讓業者熟悉
最新操作模式，增進國際拓銷競爭力。
(69)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台北、台中舉辦「2019年越南投資研討會」，本
次研討會將充分介紹投資全景與經濟發展策略等相關資訊，本會於網站廣為周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知會員廠商參加，將有助於機械廠商趁早瞭解適合赴越南投資的台灣企業，掌
握未來的商機趨勢。
(70)「全球AIoT趨勢研討及說明會」，分別針對AIoT時代全球產業創新營運模式及
人工智慧的發展與趨勢進行剖析。本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將有助
於廠商及早瞭解5G、邊緣運算、半導體等相關技術領域創新投資與能量，產生
新的商業合作模式。
(71)為促進我國服務業發展，行政院匡列新台幣100億元，並委由經濟部工業局辦理
「如何創業籌資與善用政府資源-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說明會，本
會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參加，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了解政府推動產業發展之
相關措施及獲取國家補助。
(72)「數位全球化、連結新世界台北2019 ICT高峰會」，以全球化視角，分享雲端、
網路、資安的創新方程式，實踐全球在地化即時服務所需。本會廣為周知會員
廠商參加，將有助於廠商應用雲端技術，服務遍布在世界各角落的客戶和供應
商。
(73)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將中心歷年於工具機產業、產業機械、機器
人、智慧化系統、驗證、光電材料及塗佈設備之技術提供給廠商進行移轉。本
會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洽詢技轉並進行加值運用，相關技術
亦有申請專利保護，可有效提升業者競爭力。
(74)本會廣為周知「台商持有大陸及海外資產的機會與風險」研討會，此研討會特
別針對時事，結合台商常見問題，從公司面到個人，再到企業二代的傳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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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了解台商回台將會面臨到所有的財務風險與應用，將有
助會員廠商更了如何操作安排。
(75)食品工業研究所舉辦「食品產業環境管制實務培訓班」，本課程特邀請具實務
經驗之專家擔任相關課程講師，透過互動及經驗之分享，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
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順利讓理論與實務能充分結合。
(76)工研院舉辦「五軸工具機及五軸加工技術與應用」，本課程主要目的是讓學員
充份了解五軸工具機及五軸加工的重要技術，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
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能對五軸加工建立穩固的基石。
(77)為協助建立廠商對馬達、轉換器及負載間搭配事宜之認知，工研院辦理「電力
電子系列∼常用馬達驅動系統及其關鍵技術」，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
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瞭解各式馬達驅動系統及其關鍵事務，瞭解線性馬
達概要。
(78)因此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台北市電腦公會舉辦「智慧工廠縱深聯防轉型
之路」論壇，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建構完
(79)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邀請李奧貝納公司首席大數據品牌顧問高端訓以
「大數據品牌行銷與商機」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
打造品牌。
(80)工研院舉辦「永磁同步馬達及同步磁阻馬達之驅動控制與應用」研討會，本會
特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同時了解其功率模組與控制積體電路之現
況及發展趨勢。課程著重理論與實務並重，可建立馬達控制技術及相關產品應
(81)高雄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辦理「扣件產業材料應用與國際行銷論壇」，本會特
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鏈結扣件產業先進共同促成產品

2.

業務組

用開發之能力。

(三)
會務報告

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將從實務的角度協助企業瞭解在大數據時代中如何成功

四、

整智慧製造的安全環境，開拓我國資安產業進軍國際市場商機。

高值化、生產智慧化、分析可視化，導入研發資源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82)英特爾工業有限公司舉辦「英特爾工業物聯網技術研討會」，分享運用邊緣運
算技術，加速智慧工廠的實現、如何利用電腦再生技術快速有效率的實現工業
4.0、利用AI視覺升級工業機器人系統等等。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更順利邁進智慧工廠的階段。
(83)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籌組「德國工業4.0智慧製造考察團」，本行程拜會智
慧機械、機電設備、汽車製造、系統整合等領域的全球領導廠商，。本會特將
活動資訊等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加速台灣產業升級，打造台灣
在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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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本會週知會員廠商參加「臺灣全球招商論壇」，此論壇是臺灣最高層級的年度
招商活動，也是呈現外商多年深耕在地，與臺灣未來投資潛力的平台。2019年
論壇將以「鏈結國際•加值臺灣」為主軸，聚焦5G、物聯網、AI、大數據、電
動車及自駕車等新興領域。
(85)智動協會舉辦「視覺感測技術與AI影像處理應用實務」培訓課程，本課程將介
紹機器視覺與機器學習兩大主軸，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
助於會員廠商了解如何選用合適的工具進行開發，並且透過AI與AOI之整合，有
效應用於工業自動化的領域。
(86)台達集團舉辦「智造關鍵裝備 整合工控新未來」研討會，透過北、中、南三場
活動分享台達最新工控軟硬體產品發展趨勢及應用，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
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了解設備提供最佳智能化解決方案，實現「創
變智造新未來」。
(87)工業總會辦理「台灣製造業：振興與升級」論壇，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
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了解如何強有力地營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讓
產業界能夠在合理合法的條件下根留台灣全力發展經濟，並吸引台商及外資的

四、
會務報告

(三)

投資。
(88)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亞西非洲組為協助台灣產業與國際買主對接，特別辦理
2019年亞西（中東中亞及土耳其）商機日，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參加本活動之會員廠商開拓更多國際訂單的機會。
(89)工研院綠能所特別開立「永磁同步馬達及同步磁阻馬達之驅動控制與應用」，
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對於馬達控制技術及相關
產品應用開發之能力。

業務組

2.

(90)貿協辦理「2019年歐洲商機日」，同時也針對美國大陸邀請到22家買主來台辦
理「2019年美國商機日」，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相
關廠商成功獲取訂單，並於當天前往贈閱會員名錄光碟，以提供國外買主多方
參考台灣機械業者進行，以促成會員廠商打通國際貿易之機會。
(91)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CITD數位學苑-創新數位學習課程」，實踐以顧客需求為
核心的優化顧客體驗與創造產品價值。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
將有助於廠商學習不設限，以厚植傳統產業創造創新力。
(92)隨著歐美制裁的延燒，俄國將對外合作重心東移，台俄協會特別舉辦「台灣與
俄國遠東地區之合作契機」研討會，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
有助於廠商對雙邊當前的各項交流有更全面的了解，並能夠有進一步合作。
(93)食品產業學院舉辦「產品研發策略與管理人才培訓實務班」，本會特刊登於網
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了解市售品品質資訊收集與新產品品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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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外，將也更了解量產與生產等關鍵，以助企業更成功拓展企業展望。
(94)工研院特別辦理赴德國培訓之「2019工業4.0案例導入見習營」。本見習營是為
了加速台灣產業轉型升級，追求永續發展之經濟新模式，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
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在複雜多變之市場經濟與技術環境下持續保持
彈性與競爭力。
(95)工研院舉辦「碳纖複材雷射/鑽銑複合加工技術研討會」，將探討碳纖複材的新
興加工方式，並從雷銑複合製程整合應用角度，分享創新工法對碳纖材料製造
的優勢與研發成果；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創新
碳纖複材應用與技術突圍，搶占市場先機。
(96)台日科技高峰論壇以數位創新與智慧製造為主題，針對數位轉型、數據共享平
台與互補共創、產業聯網標準與數位創新、數位創新應用拓展新市場、智慧製
造解決方案新動向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帶動台日在智慧製造領域與產業化應用的共創發展。
(97)「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課程，提供透過課程讓學員了解如何應用經驗累積實
將有助於廠商了解如何應用經驗累積實行大數據分析，提昇研發及優化能量。
(98)「亞洲生產力組織綠耕隊經驗分享會」，持續至印度、印尼、寮國、泰國及越
週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廠商了解深耕隊執行成效，及推動綠色產業輸出的經
驗。
(99)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辦理「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成果現場
觀摩活動」，前往朋程科技進行觀摩，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
(100)外貿協會舉辦之「2019年南部產業聚落採購大會-汽配 x 扣件 x 機械」首次於台
南辦理，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透過參加本次活動將有助於會

2.

業務組

以獲得實質節能改善方法，更參與台電減少用措施提供需量。

(三)
會務報告

南等5國進行深耕交流，以精進綠耕隊未來的執行成效。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

四、

行大數據分析，提昇研發及優化能量。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

員廠商取得國際訂單。
(101)「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持續為優質的新創企業與早期投資人服務。今
年特別辦理「投資人有約 冬季媒合會」活動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週知會員
廠商，透過參加本次活動將可順利取得國家補助款，為新創事業打響開門磚。
(102)教育部辦理「技職大玩JOB-職業試探體驗常設展」，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廣為週
知會員廠商，透過本次活動將可鼓勵更多學子對於航空農工領域的特色深入了
解，進而加入產業。
(103)中衛發展中心舉辦「精實創新管理-建構本質思考能力」研討會，本會特刊登於
網站廣為週知會員廠商，透過本次活動可協助會員廠商瞭解如何把產品開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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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挖掘出來的知識保存下來，成為企業的智慧資產。
(104)中小企業處辦理「中小企業智財價值升級計畫-創造中小企業專利權商業價值講
座」，本會特刊登於網站週知會員廠商，參加此活動將有助企業主管能策略性
思考如何創造專利權商業價值，協助企業營運發展。
(105)經濟部技術處所舉辦「2019產業焦點展DO IT TODAY」，鎖定創新科技，透過
實體展示、應用案例介紹、企業應用需求個別服務說明等活動，邀請相關產業
業者深入交流，創造落實應用之產業價值，本會特刊登於網站週知會員廠商，
參加此活動將有助會員廠商掌握先機。
(106)工協進會舉辦第287場工商講座-「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及其相
關子法解析」，並邀請財政部賦稅署、經濟部工業局及金管會證期局投信投顧
組進行專題演講，本會特刊登於網站週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了解境外資金匯
回管理條例等辦法。
(107)智慧機械或5G能夠抵稅的租稅優惠措施，已由總統公布增訂產業創新條例第
10條之1，並追溯至今年1月1日起適用。為利廠商申請，經濟部工業局特舉辦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智慧機械或5G投資抵減暨境外資金匯回實質投資宣導說明會」，並於中、南
部場次加碼介紹境外資金匯回投資產業辦法，本會週知會員廠商參加，共襄盛
舉。
(108)工研院綠能所舉行『常用馬達驅動系統及其關鍵技術』訓練課程，本會特刊登
於網站週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能夠建立對馬達、轉換器及負載間之搭配
事宜之認知，瞭解馬達之結構及共通操作原理。
(109)工總、工研院、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主辦「2019亞太產業鏈結成果論壇」，本
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透過成功台商的經驗分享，
儘早布局新南向市場，開創更大的商機。
(110)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吸引力的投資優勢，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商務組特安
排針對南台灣地區舉辦邁向國際化-美國商業和投資環境高峰會，本會特刊登於
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海外拓展市場及設立據點，開創更大的商機。
(111)為擴散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成果，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於今(108)年11
月12日舉辦「108年度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成果發表會，本會特週知
會員廠商參加，以利廠商對海外布局與開發市場有更深入的瞭解。
(112)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特地網羅國內精通資安法律的執業律師以及熟稔資安管
理制度導入之專家共同擘劃「資安法規與制度研析」課程，本會特刊登於網站
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深入瞭解產品與服務符合不同國家之資安法
規制度。
(113)雷射因其高精密度、能量集中、可進行加減法整合製造等技術優勢，近年已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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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新興應用領域發光，成為生產的關鍵技術，工研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中
心特別舉辦「雷射安全及基礎技術」課程，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
將有助於會員廠商安全並確實應用在雷射相關設備的設計與操作。
(114)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與凱拓國際法律事務所共同舉辦「美國專利實務發展與
人工智慧創新運用研討會」，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
廠商妥善應對美國專利實務發展與了解人工智慧在證據的創新應用。
(115)香港貿發局與SME Lab 中小企研究所共同舉辦「智營科技日2019」，本活動針
對如何充分利用雲解決方案的優勢來發展您的業務並提高效率與企業發展趨勢
等進行專題演講，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針對企
業規劃未來成長藍圖。
(116)2020年應如何布局/避險中國市場，相信是許多企業刻正關注的議題。因此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特別舉辦「第289場工商講座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展
望」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展望布局新年度。
(117)貿協舉辦「2019年非洲商機日高峰論壇」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
興市場。
(118)南亞各國也經濟成長放緩所帶來的挑戰。貿協特別派遣專人至當地，進行一連
說明會」。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了解如何在大
環境中趨吉避凶，找到屬於自己的藍海商機！
(119)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特別舉辦「全球AI技術發展與專利布局演變與趨勢暨台
歐美AI專利申請審查實務發展與應對研討會」，本次主題將針對智慧製造技術
商以瞭解AI新創領域的發展趨勢與變化。
(120)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美中貿易衝突及其對東南亞國家之影響與其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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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AI 相關技術進行解析，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

(三)
會務報告

串的市場調查，帶回第一手的最新資料並舉辦「2019印度、斯里蘭卡市調商機

四、

有助於會員廠商加強雙邊經貿交流，爭取更多雙邊產業互動，帶領台商開發新

應對策」國際論壇，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因應
及化解負面的衝擊，將會影響未來的經濟表現與產業走向。
(121)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為協助臺灣優質商品開拓國際市場，於印度、印尼
及馬來西亞分別設置「臺灣商品行銷中心」，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
此服務，將有助於會員廠商協助業者尋找當地合作夥伴開拓市場商機。
(122)台中市政府特別舉辦「2020產業趨勢論壇」，本次論壇從產業趨勢、創新模
式、未來發展，以及最接地氣的實戰經驗出發，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
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看清脈絡、佈局未來，再創商機！
(123)財團法人東吳企業管理學系與信義學堂共同辦理「AI經濟及Gig經濟夾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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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新挑戰」論壇，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到寬量國際、金庫資本、1111人力
銀行擔任與談人，本會特刊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看清脈
絡、佈局未來，再創商機！
(124)為促進台灣製造業智慧化轉型升級，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和國際半導
體產業協會共同舉辦「智慧製造:未來競爭力的關鍵決策」座談會，邀本會特刊
登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與會大型企業和新創團隊於活動結
束後展開聯繫合作。
(125)瓜地馬拉為中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近5年來GDP皆維持3%以上高成長率，商
機不容，極具拓銷商機，智利民主政治穩固、法制基礎健全、政府E 化程度與
貿易開放程度為拉美最高，適合我商拓銷。因此本會週知會員廠商參加由外貿
協會籌組之「2020年中南美洲拓銷團」，以協助會員廠商拓展中南美洲商機。
(126)工研院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將舉辦「工業感測技術與應用研討會暨科專可移
轉技術說明會」，會中將針對108年度可移轉技術、109年度先期授權技術、
3D+2D視覺感測辨識技術進行介紹。本會特刊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
協助廠商快速掌握智慧製造創新應用契機。

(三)

貿易中趨吉避凶、使用有效的避險工具等主題。本會特刊於網站周知會員廠

會務報告

四、

(127)新北市工業會專業委員會特別辦理「迎擊美中貿易戰掌握台商新契機」演講，
分享美中貿易對台商的衝擊與因應、如何評估買方信用風險、企業如何在國際
商，將有助於協助廠商快速掌握經貿訊息與財稅金融訊息。
(128)逢甲大學與鴻海工業大數據辦公室主辦「工業人工智能研討會」，主題包含
「工業人工智能邁向2020年的創新和技術商業化趨勢」、「精密刀具磨削APP
應用案例」、「5G雲網共生導流工業大數據」、「智能製造系統在產線實務應

業務組

2.

用」、「預測性維護的互聯工廠應用」等。本會特刊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
有助於會員廠商瞭解人工智能邁向2020年的創新和技術商業化趨勢。
(129)工研院擬將其所擁有之優質專利，以讓與方式提供國內廠商，促進整體產業發
展及提升研發成果運用效益。其中包括量測、機械與材料系統、光電與資通、
綠能與環境，本會特刊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增加廠商國際
競爭力。
(130)2020年上半年，中東歐市場拓銷團將前往黑海地區具經濟成長動能之四國，包
含羅馬尼亞、亞美尼亞、土耳其、烏克蘭，本會特刊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
有助於會員廠商優勢拓銷產業。
(131)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為提升輔導3D列印群聚平台，協助廠商鏈結園區內外資
源，因此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特別辦理「突破與展望_3D列印跨域產業
交流會」，本會特刊於網站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會員廠商交流各自耕耘的
結果，達到互助互信的產業聚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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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工研院舉辦「跨域創新智匯南臺灣」創新論壇，針對3D列印、循環經濟材料及
能源、智慧工廠應用、AIoT動態感測技術等議題進行說明。本會特將活動刊登
於網站廣為周知會員廠商，將有助於協助廠商進行產業升級、發揮在地優勢、
注入創新活水、培育關鍵人才，為南臺灣數位轉型點火添薪。

10.運用網際網路進行全球行銷
(1)協助運用國際網路，以建構全球行銷系統方面：
本會目前建置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英文、日文機械專業網站，網址：www.
tami.org.tw，皆與會員廠商網站互連，並刊登機械產業新聞、各種政府機關活
動、展覽訊息、市場資訊、貿易商機、招標公告工作機會等機械產業相關資訊。
目前透過網站提供訊息，協助買主及廠商媒合之機會，建立線上查詢登錄系統，
以營運全球方式與國際接軌。
(2)協助本會會員將機械設備、零組件之關鍵名稱項目。放置於世界有名之網站，如
Google搜詢網站內，讓全世界之業者、買主能立即隨時找到台灣之機械設備及零
組件，使台灣機械設備、零組件增加曝光率，進而採購台灣之機械設備。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本會之協助，協助我機械業者運用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於活
會員們相互洽談、購買、代理台灣管道，使會員們因而取得更多筆機械訂單。
(4)提供更多之鋼鐵最新商情，快速讓會員們瞭解以掌握鋼材之價格，及全球鋼價之
動向。
所有會員掌握市場變化。

11.加強新會員之入會事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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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所有機械市場訊息、公會會務、各種商情、法令，以最快速上網及電子報通知

(三)
會務報告

動前，通知國外所有買主、業者，以達到非常好的宣傳效果，進而至展場直接與

四、

(3)本會於海外辦理展覽會、拓銷團等活動時，亦透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

①調查新加入之工廠，並與擬加入之廠商聯絡，隨時前往調查，以便辦理入會
手續。
②提供本會各項展會、拓銷、宣傳、研討會等資料供入會廠商運用。
③108年並爭取103家當地工廠加入本會會員。

12.協助機械業發展新技術，以進行全球行銷
108 年度本會配合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推動計畫如下：

藉由政府科技預算補助/捐助/委辦等計畫資源的永續規劃與運用執行，精密
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精機中心)108年度透過(1)工業局智機產業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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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2)難削材加工製程技術平台暨關鍵模組開發計畫、(3)雲嘉南地方產業
創新與價值提升推動計畫、(4)機械與系統領域工業基礎技術研究計畫、(5)產
業機械機聯網及加工品質智能調控技術開發計畫、(6)產業技術服務平台環境
建構計畫…等計畫目標的達成，已建構起下列對應之關鍵技術能量並期待能
將其用以服務國內機械業界，進而促成國內整體產業轉型/升級之經濟效益。
1. 推動中小企業導入 SMB，實現生產資訊可視化，增加產業競爭力。
( 註：SMB(Smart Machine Box) 係指附加於機械設備，並具備資料處理、儲存、
通訊協定轉譯及傳輸，以及提供應用服務模組功能之軟硬體整合系統。)

精機中心執行工業局計畫「智機產業化推動計畫-智慧機上盒(SMB)輔導
計畫」，目標以因應全球智慧機械與製造發展趨勢，加速產業邁向智慧機械
與智慧製造時代。透過協助國內機械與製造業導入設備聯網、生產管理可視
化與智慧化應用，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推動作法及執行現況如下：
①於107年2月2日公布辦法，預計107年推動1,100台，108~109年合計推動
3,000台、110~111年合計推動5,000台，總計5年共推動設備聯網9,100
台。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②短期目標以提供稼動率及顯示設備即時狀態，功能模組規劃如下(1)設備
連線設定管理功能(2)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功能(3)設備稼動管理功能(4)
完工計量管理功能。
③中長期以掌握工廠生產進度、優化生產排程及提升設備加工效率與品質
為目標，功能模組規劃如下(5)設備操作歷程記錄功能(6)故障主動通報功
能(7)訂單交期預估功能(8)國際相容通訊標準。
④透過SMB輔導計畫，加速國內中小企業生產線由工業2.0升級至工業
3.0，目前聯網具體成果如下：
1.107年帶動21家系統整合業者(例如：科智企業、采威國際、日威科
技、詮源資訊、翔程科技等)，完成8個產業領域別，主要包含車輛零
件製造業、金屬零件製造業、機械設備/零件製造業等，完成61家廠商
申請通過，機台聯網數達1,300台聯網。
2.108年截至8月底止，共計8個產業領域別，主要包含金屬製品產業、塑
膠製品產業、其他運輸工具零件製造業等，已審查核定通過98案，機
台聯網數達1,620台聯網。
2. 建構高效率加工技術，提升我國難削材加工製程附加價值。

精機中心執行技術處「難削材加工製程技術平台暨關鍵模組開發計
畫」，其分項技術發展藍圖含括：高效率低溫輔助加工技術、多軸溫升熱
補償技術、鈦/鎳合金特用機設計技術、高效率複合材料加工技術、刀具劣
化檢知模組開發、鈦/鎳合金加工驗證技術、複合材料加工驗證技術。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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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於本計畫107 108年度間，已發展出可供技轉/工服之具體成果如下：
①透過實驗設計法、低溫輔助加工及專用治具夾持，對應碳纖維複材薄板
加工有效節省切削製程時間50%。
②完成汽車內裝部件之碳纖複合材專用銑削刀具設計，大幅降低刀具成
本，銑削性能可達國際品牌刀具德國春保森拉天時(CB-CERATIZIT)之
切削(行程)的90%。
③完成專用型刀具劣化切削感知功能，具有刀具正常加工(正常磨耗)、警
示準備換刀(劇烈磨耗)、建議更換新刀(嚴重磨耗)3種刀具狀態顯示。
④實證刀具壽命模型，刀腹磨耗預測誤差量僅8.47%。
⑤建立運動狀態下之機電同步模擬，精加工循跡(刀具相對工件)之模擬最
大誤差18.6%。
⑥機電系統整合後改善案例，提升穩態切削切深達66%，最大移除率
50%。
3. 發展機械智慧監測系統，達成機械傳動關鍵組件零故障目標

產設備關鍵組件損耗預測與加值應用技術(分項)_設備傳動元件多元感測加
值技術(子項)」，將建置一蝸輪減速機檢測平台，仿真蝸輪蝸桿潛在損壞
出加速度響應，開發一模型分析流程，達到同步模擬分析與技術驗證的應
用。精機中心於108年度將完成建立一精密減速機驗證測試與監測平台，
期能快速導入國內業者其生產設備，俾解決雲嘉南地區相關業者自行研發
的困難與風險：
精度功能。
②訊號融和演算技術開發: 2種機械學習演算法進行訊號分析與分類析與分

2.

業務組

①建置精密減速機驗證平台:精密減速機驗證平台具備自動檢測輸出傳動

(三)
會務報告

進行訊號偵測，以作為監診技術開發的驗證平台，並藉由模擬分析軟體求

四、

精機中心執行技術處「雲嘉南地方產業創新與價值提升推動計畫/傳

類，應用演算法進行精密減速機特徵融合及聚類分析。
③機器學習訊號預診技術模組: 精密減速機平台訊號故障預測模型重複準
確度>90%。
4. 建構工具機精度壽命增長基礎技術，提升國產工具機品牌價值

精機中心執行技術處「機械與系統領域工業基礎技術研究計畫/高穩定
整機組配基礎技術、工具機整機可靠度基礎技術(分項)」，並針對整機組
配(精度需求)與可靠度(壽命需求)範疇之基礎技術投入研發。聚焦『高穩
定整機組配基礎技術(子項)』，透過a.結構固定結合面剛性的提升，使得
機台構件結合面剛性提升30%(相較業界現況)；b.工具機地腳結構組裝結
合剛性的提升，基座組裝後其平面度扭曲精度提升15%(相較業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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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工具機整機可靠度基礎技術(子項)』，透過a.FEA分析系統，同時
結合機率設計分析可靠度需求，可靠度80%之要求條件下，定位精度可達
0.02mm；b.蒐集廠商多型機台維修失效資料，建立一套售服失效驗算模
型，模型分析與實際比對誤差率15%內。精機中心於本計畫107 108年度
間，業已發展出可供技轉/工服之具體成果如下：
①發展結合面鎖固性能提升技術，透過試驗載具在相同鏟花接觸率≒60%
的結合面，螺栓鎖緊扭矩1,200kgf.cm的狀態下，本計畫發展的鎖固設計
方法與業界經驗公式，在鏟花接觸率POP55-60%狀態下，結合面剛性由
5.36 109N/m提升到8.19 109N/m，約增加52.8%。
②載具基礎支撐對機台運動直線度與扭曲精度實驗結果：改善地腳支撐調
校精度後， Y軸(工作台移動軸向)平面扭曲精度由原本9.52μm改善為
6.98μm以內，底座基礎支撐調教後其平面度扭曲精度較業界現況提升
27%以上。
5. 建置機聯網結合品質調控技術，協助業者發展智慧化工廠

精機中心執行技術處「產業機械機聯網及加工品質智能調控技術開發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計畫(分項)，針對目前國內橡塑膠成形設備廠牌多元且缺乏聯網、智慧化
功能等問題投入開發。為使製造能力朝向自動化及智慧化，使既有設備先
具備機聯網基本功能，再進行機台設備聯網方案及智能化功能開發。本計
畫有效協助業者即時監控設備生產狀態，提升製程及產品品質穩定性，於
107-108年度，已發展出可供技轉/工服之具體成果如下：
①「跨廠牌射出機通訊模組技術」可應用於光電、汽車、3C電子、食品、
醫療與航太等射出成形加工件產業，將眾多射出機通訊格式轉換成OPC
UA格式，於工廠現場設備導入通訊碼解譯(翻譯)後，可建置為跨廠牌
主機、週邊輔機之全廠通訊網路。目前可支援10種廠牌射出機控制器連
線，並可正確顯示30種以上生產參數。
②「加工件品質即時調控模組技術」透過訊號量測模組，進行即時模內溫
度、模內壓力等關鍵訊號量測、擷取，再透過品質演算模組技術，自動
解析成形過程中之變異訊號，並計算出相對應之參數調整量，有效控制
其生產參數。目前可支援≧4點之模內即時訊號檢測(含壓力、溫度)及特
徵曲線診斷演算機制。
6. 建置空間精度檢測平台，協助機械業者提升產品價值及競爭力

精機中心執行技術處「產業技術服務平台環境建構計畫/機械設備空間
精度檢測平台(分項)」，透過空間精度檢測平台提供高精度、大範圍之多軸
精度量測服務，逐步建立空間精度補正、軌跡精度檢測及補正等進階服務，
同時運用檢測平台之軟硬體資源，培育產/學/研機構之機械檢測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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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機中心於107-108年度完成以下階段性檢測服務環境建構：
①機 械 設 備 空 間 精 度 檢 測 平 台 ； 空 間 精 度 量 測 平 台 儀 器 規 格 ： 量 測
範圍=最大量測範圍25米(球體)、角度精度≦20μm+5μm/m、直線
精度≦16μm+0.8μm/m、直線重複精度≦0.5μm、水平量測角度
=±360°、垂直量較角度=+77.9° 52.1°。
②建置空間重複精度量測標準程序、空間絕對精度量測標準程序(符合
ISO9283國際標準規範)。
③機械設備基底座標、工件座標校正服務；提供量測測試報告。
④建立多軸機構參數補償服務，根據機台各軸量測數值，計算出補正誤差
值，協助產、學界機械設備進行精度補償校正；108年度預計完成目標
有：
1.完成機器人各軸參數檢測校正
2.完成機器人空間精度校正自動量測輔助軟體
3.完成機器人機構參數鑑別SOP

四、

4.建立機器人離線校正模組，提供機器人參數校正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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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參觀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2019/07

會員廠商參觀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工研院技術人員詳加介紹

會員廠商參觀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工研院技術人員介紹機台運作

工研院技術人員介紹航太零組件加工之情形

會員廠商參觀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生產航太零組件

四、

會員廠商參觀「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機械手臂抓取零件生產情形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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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廠商參觀漢翔公司複合材料成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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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參觀漢翔航空工業(股)公司

2019/11

漢翔公司向會員廠商介紹航太技術能量
及如何協助機械業者導入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

四、

會員廠商參觀漢翔公司複合材料成果室

2.

業務組

漢翔公司之技術主管向會員介紹複合材料
生產航太零組件之情形

漢翔公司之技術主管向會員介紹複合材料
生產航太零組件之情形

會務報告

(三)

會員廠商參觀漢翔公司後，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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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產學合作工廠參觀團

2019/01-12

邁萃斯宋賢德總經理等主管與國立中央大學師生合影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系學生參訪新漢工業 4.0 工廠

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戰情室介紹

四、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學生參訪邁萃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明新科技大學參訪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示範產線

活動圓滿結束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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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機械系戴任詔主任
與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張舜智處長互贈禮品

2019 年第 1 次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柯拔希理事長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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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2019/01~12

委員會之委員於工具機展參觀會員生產之智慧機械

四、

委員會之委員於工具機展參觀會員生產之智慧機械

2.

業務組

委員會之委員參觀漢翔公司

2019 年第 2 次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柯拔希理事長主持會議

會務報告

(三)

委員會之委員參觀漢翔公司後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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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2019/01~12

2019 年第 3 次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柯拔希理事長主持會議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2019 年第 4 次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柯拔希理事長主持會議

2019 年第 4 次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時，
進行專題報告

委員會之委會參觀銳泰精密智慧工廠後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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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會
2019/12

經濟部沈榮津部長於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會中致詞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會中致詞

四、

經濟部沈榮津部長、經濟部羅達生處長、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胡永進及魏坤池兩位副理事長、
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與各研發法人相互合影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本會會員廠商參加本次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會之盛況

本會會員廠商參觀本次臺灣機械雲成果發表會之成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本活動機械雲端服務論壇中
與各領域專家座談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臺灣機械成果發表會中
接受各大媒體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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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機械論壇
2019/01~12

「智慧機械上雲端」機械論壇一

四、
「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機械論壇二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智慧塑橡膠機械發展與應用」機械論壇三

「智慧機械技術與優化」機械論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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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會 (北區)
2019/08

本會於人才媒合會中協助會員廠商及推廣台灣機械產業

本會會員於人才媒合會中徵才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四、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人才媒合會之盛況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143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2019年 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會 (中區)
2019/05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於人才媒合活動中，接受媒體採訪及宣
傳台灣機械產業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四、

本會於人才媒合會中協助會員廠商及推廣台灣機械產業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人才媒合會中，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參加開幕典禮及關心會員廠商徵才情況

144

人才媒合會中，求職者填列徵才需求
準備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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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會 (南區)
2019/05

本會於人才媒合會中協助會員廠商及推廣台灣機械產業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四、
會務報告

(三)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業務組

2.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求職者於攤位中與會員廠商相互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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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需求之專家輔導媒合會 (第1場次)
2019/07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技術專家，專題介紹並提供技術需求供會員參考

四、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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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之跨領域技術專家，
專題介紹並提供技術需求供會員參考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技術專家，
專題介紹並提供技術需求供會員參考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專家，協助會員廠商及相互洽談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專家，協助會員廠商及相互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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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智慧機械跨領域技術需求之專家輔導媒合會 (第2場次)
2019/11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技術專家，專題介紹並提供技術需求供會員參考

四、
會務報告

(三)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專家，協助會員廠商及相互洽談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專家，協助會員廠商及相互洽談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專家，協助會員廠商及相互洽談

2.

業務組

智慧機械之跨領域技術專家，
專題介紹並提供技術需求供會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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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拓展對外經貿合作關係
2019/01~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帶領各理監事、會長、顧問參訪三隆齒輪公司後相互合影

四、

鴻海集團呂芳銘副總裁親自向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
名譽理事長、各理監事介紹網通技術及八大智慧生活應用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帶領理監事
參訪鴻海集團民生廠後相互合影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蕭文龍常務理事、
游進坤顧問團總召集人、黃火煌顧問等人拜訪彰化縣
王惠美縣長，洽談二林精密機械園區開發案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等一行 8 人
拜會彰化縣王惠美縣長後相互合影

本會黃博治榮譽理事長參與台俄協會會員大會，促進交流

本會吳正煒會長、陳枝昌副秘書長拜訪國立中央大學，
促進相互合作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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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拓展對外經貿合作關係
2019/01~12

日本 NEC 金子典雅技術專家與本會理監事相互交流後，
本會莊國欽榮譽理事長致贈機械工業 70 年史、智慧機械白皮書給予對方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等一行 9 人
與台中市政府盧秀燕市長等相互洽談

四、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莊大立副理事長、陳燦輝常務理事、許文憲常務理事、林奕杰主任、陳重光顧問、
王正青總顧問、陳枝昌副秘書長等人拜訪台中市政府盧秀燕市長，洽談來協助導入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等事宜後相互合影。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永進副事長、王正青總顧問、
理監事與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等人相互交流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理監事、會員廠商中央
大學周景揚校長、工學院蕭述三院長相互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魏燦文召集人、胡永進副理事長、魏坤池副理事長、陳士端顧問、王正青總顧問、陳枝昌副秘書長
拜訪科技部陳良基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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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拓展對外經貿合作關係
2019/01~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張仕育理事、
許文通秘書長、陳枝昌副秘書長等人拜訪鴻海集團郭台銘
董事長洽談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親自接待證卷櫃檯買賣中心李愛玲總經理、
臺灣證卷交易所陳麗卿副總經理，洽談協助機械業上市上櫃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陳枝
昌副秘書長與印度駐台代表處史達仁代表相互交流

工研院機械所黃光華組長等一行 5 人拜訪本會許文通秘書
長、王正青總顧問、陳枝昌副秘書長，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莊國欽榮譽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
等一行 6 人拜訪漢翔公司胡開宏董事長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陳枝
昌副秘書長接待馬來西亞投資局 Syakella 處長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陳枝
昌副秘書長、陳琦媛組長接待中國機電商會台北辦事處李
榮民主任等人，促進兩岸交流

四、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
陳枝昌副秘書長、翁儷凌組長拜訪德國經濟辦事處
Mr. Limberg 處長，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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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拓展對外經貿合作關係
2019/01~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魏燦文召集人魏坤池
副理事長、李進勝理事、王正青總顧問、陳枝昌副秘書長等人
拜訪嘉義縣政府翁章梁縣長洽談協助會員有關工業區用地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等 8 人
與嘉義縣翁章梁縣長等人洽談後相互合影

四、
(三)
會務報告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魏燦文召集人、魏坤池副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
陳枝昌副秘書長等接待塑膠製品公會鄭立雄理事長、王錦和召集人等一行 8 人，促進相互交流

業務組

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
陳枝昌副秘書長接待巴西商務處 Mr. Lincoln 處長一行
4 人，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本會陳枝昌副秘書長接待非洲進出口商一行 5 人，
洽談採購台灣機械設備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代表機械設備產業參與國機國造檢量測聯盟的成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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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9/01~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胡永進副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張國樑副秘書長拜訪工研院機械所
胡竹生所長等人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魏燦文召集人、魏坤池副理事長、許文通
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拜訪工研院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朱俊勳
執行長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魏燦文召集人、魏坤池副理事長、
許文通秘書長一行 8 人拜訪工研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
中心曹芳海執行長，洽談相互合作事宜

會務報告

(三)

2019年 拓展對外經貿合作交流

業務組

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徐秀滄名譽理事長、莊大立副理事長關心遠東機械 ( 股 ) 公司 70 週年慶，
與莊國輝董事長、莊宇龍總經理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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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許文通秘書長、王正青總顧問、
陳重光執行長、陳枝昌副秘書長、張國樑副秘書長與
虎尾科大覺文郁校長等一行 6 人相互洽談 AI 事宜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會務人員等與
虎尾科大覺文郁校長等人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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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委員會及重要會議
2019/01~12

本會許宏銘會長主持流體監測專業委員會

本會林溪文會長主持運搬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運搬機械業專業委員中向會員廠商專題介紹

四、

中國國際塑膠機械展之組團會議，本會王正青總顧問
關心參展之會員廠商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本會林倉立會長主持流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本會王世文會長主持包裝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包裝機械專業委員會參訪東遠精技工業 ( 股 ) 公司後，王世文會長、胡永進副理事長、汪麗艷常務監事、
會員們與該公司陳東欽董事長等人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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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委員會及重要會議
2019/01~12

四、

本會柯拔希理事主持智慧機械雲建置與應用服務規劃會議

蔡國智會長、李進勝會長主持機械工程業專業委員會
及國產化與政府採購專業委員會

會員廠商們參訪大同 ( 股 ) 公司重電廠

廖昆隆會長主持齒輪製造業專業委員會

齒輪製造業專業委員會部份會員參觀久大齒輪 ( 股 ) 公司

王振吉會長主持空油壓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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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油壓機械之部份會員廠商參訪連結工業 ( 股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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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委員會及重要會議
2019/01~12

勞動部源頭管理會議爭取會員權益

陳毓奇會長主持食品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四、
會務報告

(三)

白文亮會長、林秋波副會長主持工具量具研磨專業委員會

工具量具研磨專業委員會之會員參訪工研院技術實驗室

王堅倉會長主持紡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2.

業務組

王俊賢會長主持塑橡膠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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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研討會
2019/01~12

「掌握全球商機暨 AI 促進台灣產業升級」研討會

四、
會務報告

(三)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說明會」

「108 年度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提案」
說明會 ( 北區場次 )

「108 年度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提案」
說明會 ( 中區場次 )

「108 年度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提案」
說明會 ( 南區場次 )

「北美工業機械安全標準及巴西 NR12 標準」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北美工業機械安全標準及巴西 NR12 標準」研討會
( 中區場次 )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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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研討會
2019/01~12

「智慧機上盒 (SMB) 輔導計畫暨設備聯網導入案例說明」
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智慧機上盒 (SMB) 輔導計畫暨設備聯網導入案例說明」
研討會 ( 中區場次 )

「智慧機上盒 (SMB) 輔導計畫暨設備聯網導入案例說明」
研討會 ( 南區場次 )

四、

「北美工業機械安全標準及巴西 NR12 標準」研討會
( 南區場次 )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智慧製造概論」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智慧製造概論」研討會 ( 中南區場次 )

「2019 年全球機械產品市場發展趨勢與展望」研討會 ( 北
中南區 )

「源頭管理與列管機械驗証說明」研討會 ( 北區及中南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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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研討會
2019/01~12

四、

「齒輪先進製造技術」研討會

「AI 加值智慧製造」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ＡＩ加值智慧製造」研討會 ( 中南區場次 )

「工業大數據 智慧機械雲：鴻海科技集團分享暨合作」
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工業大數據 智慧機械雲：鴻海科技集團分享暨合作」
研討會 ( 中南區場次 )

「智慧機械產學媒合交流會」 ( 北區場次 )

「智慧機械產學媒合交流會」 ( 中南區場次 )

「2019 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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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專業研討會
2019/01~12

「2019 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 中南區場次 )

「職能基準」研討會

四、

台歐盟產業聚落合作成功案例分享會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雷射光製造－加減法加值機械設備」研討會 ( 北區場次 ) 「雷射光製造－加減法加值機械設備」研討會 ( 中區場次 )

「雷射光製造－加減法加值機械設備」研討會 ( 南區場次 )

「智慧化實務探討暨工業 4.0」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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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台達電子 ( 股 ) 公司王漢忠主任、范朝欽主任、陳立彥
資深業務代表向會員廠商介紹印度投資設廠之經驗分享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會員廠商拜會
世正開發 ( 股 ) 公司後與張凱涵處長相互合影

會員廠商參觀考察世正開發 ( 股 ) 公司
於印度卡那塔克州工業園區

會員廠商參觀世正開發 ( 股 ) 公司
於印度卡那塔克州工業園區後相互合影

柯拔希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會員廠商參觀友嘉
印度新廠時，聽取簡報及向會員介紹投資設廠之經驗分享

全團會員廠商參訪友嘉新廠後，相互合影

業務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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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帶領全團會員拜訪印度卡那塔克州投資局

會務報告

(三)

2019年 機械業赴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 (一)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2019年 機械業赴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 (二)

2019/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帶領會員廠商
參訪越南同奈省全球動力公司

會員廠商參訪全球動力公司後相互合影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王總顧問拜訪同奈省台商會及吳明穎
會長，彼此相互交流及向會員廠商介紹該省之投資環境

四、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會員廠商與駐胡志明
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鍾文正處長、經濟組龔榮男組長等
人相互座談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會員廠商拜訪同奈省台灣商會後相互合影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贈送同奈省吳明穎會長機械工業 70 年史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帶領全團會員廠商
拜訪平陽省省政府副省長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贈送智慧機械產業白皮書給予
平陽省省政府 Mr. Dang Minh Hung 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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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機械業赴印度暨越南經貿投資考察團 (三)

2019/1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及會員廠商與平陽省副省長 Mr. Dang Minh Hung 相互合影

四、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暨會員廠商拜訪越南平陽省 BECAMEX
公司及聽取工業園區之簡報

會員廠商拜訪 BECAMEX 公司後相互合影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暨會員廠商拜訪越南平陽省台灣商會，
相互交流後與吳俊瑩會長、當地台商相互合影

會員廠商參訪越南東元電機馬達廠，實際瞭解生產概況

會務報告

(三)

業務組

2.

162

本會柯拔希理事長、王正青總顧問、會員廠商與越南東元電機陳建廷、葉亭志二位副總等人相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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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務報告 3.展覽組
2019年全年國內展
展覽名稱
「2019年 TIMTOS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日期

地點

3/4-9

台北

國內參展
廠商數

參展規模

國內886家

5,553個攤位

海外344家

1,447個攤位

2019年全年海外展40項
展覽名稱

月

日

參展商
家數

參展
淨面積

1

5~8

8

102

2

業

2019年孟加拉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1

9~12

9

202

3

業

2019年孟加拉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1

17~20

9

432

4

展

2019年印度國際金屬切削工具機展

1

24~30

30

1,044

5

展

2019年米蘭鞋機與製革機械展

2

20~22

5

353

6

業

2019年墨西哥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4

2~5

11

261

7

業

2019年越南西貢紡織製衣工業展

4

10~13

10

165

8

展

2019年中國國際機床展

4

15~20

123

5,031

9

會

2019年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4

17~19

6

81

10 展

2019年中國(晉江)國際鞋業(體育產業)博覽會

4

19~22

9

549

11 業

2019年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工業展

5

21~24

60

2,915

12 展

2019年俄羅斯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5

27~31

9

138

13 業

2019年波蘭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5

28~31

7

287

14 展

2019年廣州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

5

29~31

21

1,062

15 展

2019年波蘭國際工業展

6

4~7

8

108

16 展

2019年中國國際模具技術和設備展覽會

6

11~15

5

99

17 業

2019年歐洲國際紡織機械展

6

20~26

12

525

18 會

2019年青島國際機床展

7

18~22

6

73

(三)

3.

展覽組

2019年杜拜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會務報告

業

四、

1

163

月

日

參展商
家數

參展
淨面積

2019年東京沖壓、鈑金、成型加工展

7

31~8/3

8

243

20 業

2019年菲律賓國際食品飲料機械展

8

7~10

6

108

21 展

2019年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8

14~16

10

162

22 業

2019年柬埔寨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及食品工業展

8

22~25

8

90

23 展

2019年中國(溫州)國際皮革鞋材鞋機展覽會

8

23~25

7

450

24 展

2019年漢諾威世界工具機展

9

16~21

21

1,240

25 業

2019年泰國國際塑橡膠展

9

18~21

6

126

26 展

2019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數控機床與金屬加工展

9

19~23

6

81

27 業

2019年越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0

3~6

8

450

28 展

2019年越南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10

10~12

11

243

29 業

2019年菲律賓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0

10~12

5

99

(三)

30 業

2019年越南國際包裝及印刷工業展

10

16~19

10

117

31 業

2019年德國杜賽道夫塑橡膠機械展

10

16~23

11

488

32 會

2019年名古屋機電合一MECT展

10

23~26

5

90

33 業

2019年緬甸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1

1~4

7

108

34 業

2019年芝加哥國際工業展

11

11~14

10

126

35 展

2019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械展

11

20~23

28

423

36 展

2019年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11

20~23

49

978

37 業

2019年越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11

20~23

7

90

38 會

2019年深圳國際模具、金屬加工、塑膠及包裝展

11

26~29

5

117

39 展

2019年印尼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12

4~7

33

459

40 業

2019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12

4~7

8

171

617

19,886

會務報告

19 展

四、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展覽名稱

展覽組

3.

國外總計服務廠商家次與組團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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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組工作報告
一、國內展覽：籌辦中
(一)2020年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iMTduo 2020
(目前國內116家廠商報名，510個攤位；國外33家廠商報名，228個攤位)

(二)2020年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Taipei Plas 2020
(目前國內325家廠商報名，2109個攤位；國外75家廠商報名，264個攤位)

(三)2020年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 Shoetech 2020
(目前國內30家廠商報名，158個攤位；國外1家廠商報名，1個攤位)

二、國外展覽
(一)2019年杜拜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3.

展覽組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1月9日至12日
地
點：孟加拉、達卡、國際展會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9家廠商參展，202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650家。
3. 總展出面積：3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6,478人。

(三)
會務報告

(二)2019年孟加拉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四、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1月5日至8日
地
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世界貿易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8家廠商參展，102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914家。
3. 總展出面積：31,068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5,228人。

(三)2019年孟加拉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1月17日至20日
地
點：孟加拉、達卡、ICCB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9家廠商參展，432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381家。
3. 總展出面積：4,08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26,639人。

(四)2019年印度國際金屬切削工具機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1月24日至30日
地
點：印度、班加羅爾、BIEC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30家廠商參展，1044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22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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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務報告

(三)

展覽組

3.

3. 總展出面積：8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91,446人。

(五)2019年米蘭鞋機與製革機械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2月20日至22日
地
點：義大利、米蘭、Fieramilano RHO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5家廠商參展，353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326家。
3. 總展出面積：19,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27,500人。

(六)2019年墨西哥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2日至5日
地
點：墨西哥、Centro Citibanamex
1. 台灣參展廠商：11家廠商參展，261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870家。
3. 總展出面積：45,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0,000人。

(七)2019年越南西貢紡織製衣工業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10日至13日
地
點：越南、胡志明市、西貢會展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10家廠商參展，165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042家。
3. 總展出面積：33,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28,802人。

(八)2019年中國國際機床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15日至20日
地
點：中國大陸、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
1. 台灣參展廠商：123家廠商參展，5,031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712家。
3. 總展出面積：14.2萬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2.55萬人。

(九)2019年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17日至19日
地
點：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國際展示場
1. 台灣參展廠商：6家廠商參展，81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150家。
3. 總展出面積：38,217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6,177人。

(十)2019年中國(晉江)國際鞋業(體育產業)博覽會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4月19日至22日
地
點：中國、福建省、晉江市、美旗城一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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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台灣參展廠商：9家廠商參展，549平方米。
總展出廠商數：500家。
總展出面積：60,000平方米。
參觀或商洽買主：14.27萬人。

(十一)2019年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工業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21日至24日
地
點：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1. 台灣參展廠商：60家廠商參展，2,915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3,622家。
3. 總展出面積：25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6.31萬人。

(十二) 2019年俄羅斯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十三)2019年波蘭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28日至31日
地
點：中國大陸、廣州市、琶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21家廠商參展，1,062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700 家。
3. 總展出面積：5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5,000人。

3.

展覽組

(十四)2019年廣州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

(三)
會務報告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28日至31日
地
點：波蘭、凱爾采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7家廠商參展，287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910家。
3. 總展出面積：34,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9,000人。

四、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27日至31日
地
點：俄羅斯、莫斯科EXPOCENTRE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9家廠商參展，138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186家。
3. 總展出面積：42,385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5,096人。

(十五)2019年波蘭國際工業展
展覽期間：自民國108年6月4日至7日
地
點：波蘭、波茲南、國際展覽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8家廠商參展，108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000家。
3. 總展出面積：25,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8,573人。

(十六)2019年中國國際模具技術和設備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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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6月11日至15日
地
點：中國、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虹橋)
1. 台灣參展廠商：5家廠商參展，99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000家。
3. 總展出面積：8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84,881人。

(十七)2019年歐洲國際紡織機械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6月20日至26日
地
點：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24家廠商參展，2,259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750家。
3. 總展出面積：22,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25,000人。

(十八)2019年青島國際機床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展覽組

3.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6月11日至15日
地
點：中國、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虹橋)
1. 台灣參展廠商：5家廠商參展，153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2,000家。
3. 總展出面積：12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20,000人。

(十九)2019年東京沖壓、鈑金、成型加工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7月31日至8月3日
地
點：日本、東京市、BIG SIGHT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8家廠商參展，243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270家。
3. 總展出面積：29,76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0,113人。

(二十)2019年菲律賓國際食品飲料機械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8月7日至10日
地
點：菲律賓、World Trade Center、SMX Convention Center
1. 台灣參展廠商：6家廠商參展，108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000家。
3. 總展出面積：7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50,000人。

(二十一)2019年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8月14日至16日
地
點：越南，河內國際展覽中心 I.C.E. Hanoi
1. 台灣參展廠商：10家廠商參展，162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19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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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展出面積：4,5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1,013人。

(二十二)2019年柬埔寨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及食品工業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8月22日至25日
地
點：柬埔寨、金邊、鑽石島會展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8家廠商參展，90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200家。
3. 總展出面積：6,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8,171人。

(二十三)2019年中國(溫州)國際皮革鞋材鞋機展覽會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8月23日至25日
地
點：中國浙江、溫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7家廠商參展，450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695家。
3. 總展出面積：45,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9,568人。

(二十五)2019年泰國國際塑橡膠展

3.

展覽組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8月22日至25日
地
點：泰國、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6家廠商參展，126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250家。
3. 總展出面積：6,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8,000人。

(三)
會務報告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9月16日至21日
地
點：德國、漢諾威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220家。其中公會補助計21家，面積1,240㎡。
2. 總展出廠商數：2209家。
3. 總展出面積：181,086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17,000人。

四、

(二十四)2019年漢諾威世界工具機展

(二十六)2019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數控機床與金屬加工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9月19日至23日
地
點：中國上海、虹橋國家會展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6家廠商參展，81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2,610家。
3. 總展出面積：28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82,000人。

(二十七)2019年越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10月3日至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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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世界貿易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8家廠商參展，450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914家。
3. 總展出面積：31,068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5,228人。

(二十八)2019年越南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10月10日至12日
地
點：越南、胡志明市、西貢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11家廠商參展，243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 500家。
3. 總展出面積：6,9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5,000人。

(二十九)2019年菲律賓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展覽組

3.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10月3日至6日
地
點：菲律賓、馬尼拉、菲律賓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共5家、99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500家。
3. 總展出面積：100,00平方米。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5,000人次。

(三十) 2019年越南國際包裝及印刷工業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 10月16日至19 日
地
點：越南、胡志明市、西貢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共10家、117平方米。
2. 總參展廠商：375家。
3. 總展出面積：12,000平方米。
4. 參觀或洽商買主：16,226人。

(三十一)2019年德國杜賽道夫塑橡膠機械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 10月16日至23日
地
點：德國、杜賽道夫、杜賽道夫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徵集家數11家、488㎡
2. 大會總參展廠商：3,300家。
3. 總展出面積：177,059㎡
4. 參觀或商洽買主：224,116人。

(三十二)2019年名古屋機電合一展
展覽時間：自民國108年10月23日至26日
地
點：日本、名古屋、 名古屋市國際展覽中心
1. 台灣參展廠商：5家廠商參展，90平方米。
2. 總展出廠商數： 480家。
3. 總展出面積：17,46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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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觀或商洽買主：90,244人。

(三十三)2019年緬甸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展覽時間：自108年11月1日至4日
地
點：緬甸、仰光、YCC展覽館
1. 參展廠商：共7家、108㎡。
2. 總展出廠商數：110家。
3. 總展出面積：9,000㎡。
4. 參觀或商洽買主：9,100人。

(三十四)2019年芝加哥國際工業展
展覽時間：自108年11月11日至14日
地
點：美國、芝加哥、麥考密克展覽中心
1. 參展廠商：共10家、126㎡。
2. 總展出廠商數：1,700家。
3. 總展出面積：64,800㎡。
4. 參觀或商洽買主：48,278人。

(三十五)2019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械展

3.

展覽組

展覽時間：自108年11月20日至23日
地
點：泰國、曼谷、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1. 參展廠商：共49家、978㎡。
2. 總展出廠商數：1,000家。
3. 總展出面積：64,000㎡。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00,475人。

(三)
會務報告

(三十六)2019年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四、

展覽時間：自108年11月20日至23日
地
點：印尼、雅加達、KEMAYORAN展覽中心
1. 參展廠商：共28家、423㎡。
2. 總展出廠商數：557家。
3. 總展出面積：26,748㎡。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1,150人。

(三十七)2019年越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展覽時間：自108年11月20日至23日
地
點：越南、胡志明市、西貢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1. 參展廠商：共7家、90㎡。
2. 總展出廠商數：562家。
3. 總展出面積：15,000㎡。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2,681人。

(三十八)2019年深圳國際模具、金屬加工、塑膠及包裝展
展覽時間：自108年11月26日至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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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中國、深圳、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1. 參展廠商：共5家、117㎡。
2. 總展出廠商數：1,849家。
3. 總展出面積：74,681㎡。
4. 參觀或商洽買主：132,790人。

(三十九)2019年印尼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展覽時間：自108年12月4日至7日
地
點：印尼、雅加達、KEMAYORAN展覽中心
1. 參展廠商：共33家、459㎡。
2. 總展出廠商數：1,542家。
3. 總展出面積：36,800㎡。
4. 參觀或商洽買主：35,485人。

(四十)2019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四、

展覽時間：自108年12月4日至7日
地
點：土耳其、伊斯坦堡、伊斯坦堡國際展覽會議中心
1. 參展廠商：共8家、171㎡。
2. 總展出廠商數：1,134家。
3. 總展出面積：100,000㎡。
4. 參觀或商洽買主：47,306人。

會務報告

(三)

三、專業委員會相關會議：
場次

辦理日期
108年度

1

3月28日

製鞋機械業專業委員會第28屆第3次會議

11

2

6月25日

製鞋機械專業委員會第28屆第3次會員大會

25

3

8月13日

工具機、機械零組件專業委員會第28屆第3次聯席會

90

4

8月16日

模具、木器暨複材加工設備、鑄造專業委員會
第28屆第1次聯席會議

30

展覽組

3.

專委會名稱

合計

172

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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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照片

四、

2019年印度國際金屬切削工具機展

會務報告

(三)

展覽組

3.

2019年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工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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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國展覽會
1. 2019 年俄羅斯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2. 2019 年波蘭國際工具機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展覽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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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年歐洲國際紡織機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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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國展覽會
4. 2019 年柬埔寨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及食品工業展

5. 2019 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 數控機床與金屬加工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6. 2019 年名古屋機電合一展

展覽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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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國展覽會
7. 2019 年越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8. 2019 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械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展覽組

3.

176

9. 2019 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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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務報告 4.會務開發組
一、促進國際國內外交流
( 一 ) 日本交流相關活動
1. TIMTOS展會期間，邀請日商來台採購：
(1) 邀請日本相關協會：
日本機械振興協會及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代表來台參觀展覽
(2) 安排來台採購企業：
單位

姓名

Director

TAMI 安排面談的企業

Remy

Director

横山

Chief

ゴショー

大前

Manager

3

NK ワークス

三羽

Senior Managing 弘展、益壯
Director
虎尾科大 (Laser-R-Test)

4

キャプテンイン
ダストリー

大塩

General Manager
自行拜訪廠商
Sales

1

CKB

2

尋找 3D 列印關連廠商
自行拜訪廠商

青木 圭太

CEO

6

Mountain Tribe

大島 賢也

CEO

自行拜訪廠商

7

ニッケイ機工

長谷川 祥

営業部長

自行拜訪廠商

高林 利男

取締役

八ツ橋 慶蔵

製造部機械
設計課 係長

谷上 浩一

調達部機械
加工課 担当

9

西田機械工作所

10

4.
銀泰、德士、吉輔、引興、原億
昌、哈伯、葛蘭富泵浦、甲聖、
源潤豐、世聖

11

北村製作所

亀岡智

Maneger

12

東洋精機工業株
式会社

田中正治

Director

小川 剛

Director

近藤

Section Maneger 弘展切削、寶憶、台灣三軸科技、
日銪、艾斯科
Sales Rep

13
14
15

東陽株式会社
本間

會務開發組

8

(三)
會務報告

青木製作所

四、

5

大立、馬特、高鋒、油機、程泰、
台中精機、協鴻、弘展切削、大
慶電機、七駿

興農、百德、油機、三峰、鉅業、
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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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三)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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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兼松 KGK

豊田

事業部長

千葉

社長

自行拜訪廠商

18

丸紅

秋山

事業部長

自行拜訪廠商

19

三菱重工

竹原利道

採購

百德、高明、旭陽、台灣引興、
哈伯、逢吉、尚園、威士頓

(3) 應日商要求，協助安排其中兩家日商在展覽期間前往訪廠：
• 西田機械製作所：拜訪精冶及甲聖兩家工廠
• 東洋精機：拜訪隆升、德士凸輪兩家工廠
2. 邀請三菱重工工作機械株式會社來台採購
(1) 本會邀請到三菱重工工作機械株式 社生產部 長 隆行部長代表前來與4家廠
商洽談。
(2) 時間：2019年5月21-23日，共三天。
(3) 應日商要求，協助安排參訪企業：亞崴機電、百德機械、高明精機、大立機
器等四家廠商。
3. 持續推動台日機械產業合作工作，籌組 2019台日機械策略聯盟訪日團 ，於東京
及大阪舉辦「台日機械企業經貿商談會」。
(1) 時間與地點：
• 台日商談會-東京場：10月2日，於日本機械振興會館舉行
• 台日商談會-大阪場：10月4日，於日本「マイドーム大阪」舉行
(2) 參加廠商：
• 台灣機械業廠商共21家45位代表
• 東京場及大阪場歷經10個小時馬拉松式商談，完成193組1對1媒合洽談。
• 東京場次：日本商社及製造商20家40位代表，進行105組洽談
• 大阪場次：日本商社及製造商12家30位代表，進行88組洽談
(3) 意義：今年為第5年舉辦，並首度增加大阪場次，將台灣精密機械業拓銷日
本腳步進一步擴大到關西地區，可望為我業者帶來更多新商機與合作機會。
(4) 歷年商談會參加情形：
2016 東京

2017 東京

2018 東京

媒合組數

68 組

121 組

129 組

台灣企業家數

19 組

17 組

19 家

日本企業家數

11 組

17 組

21 組

2019
東京

大阪

104 組

88 組

192 組
21 家

21 家
23 家

20 家

12 家
3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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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談會後安排日商來台採購：
(1) 2019年商談會後，日商新潟機械NIIGATA株式 社長谷川誠課長，透過本會
聯繫來台採購及拜訪在東京洽談過的廠商。
(2) 時間：2019年12月1~4日，共4天
(3) 拜訪廠商：甲聖、旭陽、德川、引興、新虎將等公司
5. 邀請清水 伸二教授第5次來台演講及參訪
(1) 時間：2019年11月4~9日
(2) 地點：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地下一樓國際演講廳
(3) 演講時間：11月7日(四)下午
(4) 講題：世界工具機最新動向-製造現場可視化技術新趨勢
(5) 與會人數：237位工具機廠商代表參加
(6) 清水教授歷年演講：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莊大立會長

莊大立會長

陳燦輝會長

陳燦輝會長

參加
140 人
人數

212 人

61 人

151 人

237 人

( 二 ) 大陸交流相關活動

4.

會務開發組

1. 辦理「機械公會2019年成都國營企業考察團」：
(1) 組團目的：應中國機械聯合會邀請，組團前往成都進行企業交流。
(2) 參訪時間：2019年7月10~14日
(3) 「兩岸智能機械產業交流會」：針對「智慧製造+工業4.0」、「人工智慧、
物聯網及大資料為機械行業帶來的新變化與突破」及「融合兩岸優勢，推進
兩岸智慧製造的深度應用」議題進行討論。
(4) 參訪企業：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
(5) 本團由莊大立副理事長擔任團長，團員共23人。
2. 舉辦2019年「海峽兩岸機械工業交流會」 (第15屆)
(1) 時間：2019年8月21日下午
(2)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3) 本會與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從2005年每年輪流主辦。
(4) 今年交流會的議題重點是針對工業4.0發展議題進行論述。
(5) 與會人員：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28人、公會廠商代表110餘人。

(三)
會務報告

主席 莊大立會長

四、

「世界工具機 再談世界工 「優質工具機 「製造業現場 世界工具機的
技術的最新 具機業走向」 設計的關鍵 的 IOT 化技 最新技術動向 ~
講題
動向」
重點」
術」之現況 製造現場可視
與未來
化技術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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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三 ) 接待大陸或日本工商協會團體來會參訪問團：
日期

接待團體

貴賓

主要代表

接見代表

1/16

福建省機械工業聯合會

10

林明光 理事

林奕杰主任委員

3/5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

3

李曉暉 理事

王正青 秘書長

3/6

河南省工業和資訊化廳

29

郝敬紅 副廳長

王正青 秘書長

3/6

三菱電機

3

高橋俊哉 副事業本部長

柯拔希 理事長
王正青 秘書長

3/28

山東省濟南市參訪團

6

李玉 市台 副主任

王正青 秘書長

5/30

山東省蘭陵市參訪團

6

張寶桓 副部長

蕭文龍常務理事
王正青 秘書長

7/5

中國機電產品進口商會

4

李榮民 主任

7/29

山東省台港澳事務辦公室

14

尹曉民 副主任

王正青 秘書長

8/8

福建省工業和信化廳

7

陳亮 處長

許文通 秘書長
王正青 總顧問

8/23

熊本縣

3

奧泉和則 所長

黃旭璀 會長

8/28

青森縣商工勞動部

6

嗚海圭 總括主幹

黃旭璀 會長
許文通 秘書長

8/29

江蘇海安訪問團

4

嚴長江 副書記

許文通 秘書長

9/25

兩岸企業家峰會

1

徐覺民 召集人

柯拔希 理事長
許文通 秘書長

9/26

福建省龍岩市訪問團

10

張繼光 副局長

許文通 秘書長
王正青 總顧問

會務開發組

4.

柯拔希 理事長
王正青 秘書長

二、其他類別專案
( 一 ) 推動 TPS 精實管理專案計畫
1. 針對全會員發出「TPS精實管理輔導需求問卷調查表」。
2. 從1月至10月已安排國瑞或TPS退休專家進行30家次的訪廠，除了針對有輔導需
求的廠商媒合輔導公司外，也為提出訪廠需求的廠商安排TPS顧問前往訪廠，提
供工廠改善建言，以作為各廠自我改善之參考。
3. 2019年媒合輔導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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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輔導廠商

第一期

第二期

輔導單位

1

全球傳動

V

V

國瑞

2

精呈科技

V

X

國瑞

3

健椿工業

V

V

國瑞

4

崧富機械

輔導中

-

精勁

5

洽群機械

輔導中

-

精勁

4.

會務開發組

1. 本會自2016年起，連續辦了3年TRIZ研討會，其中有兩年是邀請到日本TRIZ 顧問
來演講及訪廠，發現不少廠商有興趣將TRIZ應用在產品創新上，無奈日本顧問
的費用實在是太貴了。
2. 目前在台灣將TRIZ理論實用在我們機械產業的實例少，經與東海大學工業工程
與經營資訊學系聯絡，表達機械公會希望能以產學合作的方式，協助養成屬於
台灣機械業的TRIZ教授。
3. 東海大學推薦了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的謝宛霖教授，經本會陪同謝教授拜
訪了幾家有興趣的廠商後，謝宛霖教授已與凱柏、盈鍚兩家共同合作申請政府
產學合作計畫開班授課。

(三)
會務報告

( 二 ) 日本交流相關活動

四、

4. 舉辦「機械產業聚落精實管理高鋒論壇」
(1) 時
間：2019年5月31日(五) 13:30~17:15
(2) 地
點：集思台中文心會議中心
(3) 主
席：機械公會 莊大立 副理事長
(4) 列席貴賓：經濟部工業局金機組機械科 陳玨寧科長
經濟部工業局金機組金屬科 張尚鈞科長
台中市經濟發展局 高禩翔局長
(5) 會議重點：邀請中心廠台灣麗馳及另組件廠哈伯精密公司代表分享公司廠內
實施TPS、與供應商及中心廠實施精實鏈結經驗、以及過程中所
碰到的課題；最後由國瑞前總經理李朝森（精勁公司總經理）以
其產業豐富的經驗、TPS的哲理，及加入IOT的利器等進行分享與
解惑。
(6) 出席廠商：共105位代表出席與會。
為了會員廠商能因實施TPS而改變企業的DNA、提升企業體質、
養成發展智慧機械的基本功，本會將持續進行調查及訪廠，期望
台灣機械產業鏈能以TPS為共同語言，共同精實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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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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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辦理「2019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 高中職、大專校院、研究所參觀及導覽活動」
1. 今(2019)年透過本會申請參訪及導覽的學校共有57所學校、170組班系，學生人數
達6,672人。
2. 其中共有3,283位師生、85團接受本會舉辦的南港展館導覽服務，導覽位於參觀
動線的參展廠商共50家。
3. 導覽講師由「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支援，共派出35位同仁擔任，
平均每位講師導覽2~3場。
4.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歷年來機械相關系所來訪學生人數一覽表
年度

2019 年

2017 年

2015 年

學校

57 所

22 所

16 所

班級數

170 班

6 學校 3 班

44 班

研究所

10 所

1所

0所

大學

33 所

8所

2所

高中職

24 所

14 所

15 所

接受導覽人數

3,283 人

1,600 人

587 人

接待總數

6,672 人

2,500 人

1,800 人

徵文比賽投稿件數

167 件

88 件

65 件

5. 接續辦理「2019台北國際工具機展觀後心得」徵文活動：投稿共37所學校，171
件作品，其中大專84件、高中職81件、研究所6位。
6. 得獎者研究所組共4名，大專校院組共9名，高中職組共11名。本會致贈獎金，並
安排於11月份本會地區會議中，邀請得獎學生及指導老師前來公開受。
( 四 ) 機械公會正式成立「台灣機械東京服務中心」
1. 成立日期：108年5月1日
地點：機械振興會館 機械振興協 ビジネスセンター
地址：〒105-0011 東京都港芝公園3-5-8 B107-1
電話：03-3434-8248
傳真：03-3432-4500
2. 人員配置如下：
姓名

工作項目

石田康

服務中心的統籌及業務推展

田中享次

台日媒合工作推展

兼差助理人員

協助翻譯及文書資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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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立目的：
(1) 擴大辦理台日媒合工作：將5年來累積的經驗協助廠商拓銷日本市場
(2) 延續及深耕日商人脈：東京機械相關公協會、及日商企業人脈
(3) 擴大媒合機械產業：除了原工具機、零組件、產業機械外，預定將再加入電
子機械設備及整廠設備的廠商的媒合工作。
(4) 日本工業4.0發展動向進行資料蒐集：提供我機械業發展智慧機械及IOT之參考
( 五 )「台灣機械在大陸台商經貿網」平台
1. 登錄台商已達830餘家
2. 說明：
(1) 為整合我會員在大陸之聯絡據點，本會於2015年建置「台灣機械在大陸台
商」經貿網 ，目前登錄之台商達830餘家。
(2) 網址：www.tami.org.cn
( 六 )「機械公會日文網站」平台：

一、日本技術專家媒合：5 件

4.

會務開發組

1. KE機械需要一位日本沖壓技術專家，介紹KO專家(AMADA公司退休)，5月26
日~5月29日之間，KO專家前往台灣KE工廠，針對鈑金加工技術指導進行現場溝
通(KO專家在鈑金加工方面擁有20年以上經驗)，預定從7月份開始技術指導KE工
廠。
2. 3月15日跟日本技術士會連絡，FU精機蕭董事長委託模具自動化倉儲系統方面專
家介紹，目前尚無這方面專家推薦，但3月13日海川有推薦芬蘭的FASTEMS公司
在模具自動化倉儲擁有豐富技術經驗，日本方面也是向該公司學習。
3. KA機械需要一位日本沖壓技術專家，介紹KO專家(AMADA公司退休)，5月18日
再度與KA公司陳顧問連絡，陳顧問表示，公司正在評估，等待KA進一步通知。
4. 5月26日~5月29日之間，KA專家前往KEA工廠，針對鈑金加工技術指導進行現場
溝通(鹿野專家在鈑金加工方面擁有20年以上經驗)。王董評估中是否從7月份開
始輔導工廠。
5. 7月15日跟日本技術士會連絡，FU精機蕭董事長委託模具自動化倉儲系統方面專
家介紹，目前尚無這方面專家推薦。

(三)
會務報告

2019 年大阪機械服務中心工作彙整報告

四、

1. 內容架構：本會簡介、本會對日活動公告、對日活動報告及相片、行銷日本有
意願的廠商公司資料及型錄(目前刊登的是5年來參加東京台日機械商談會的廠商
資料)、日商留言。
2. 提供點閱的對象：對台灣機械有興趣的日商。
3. 網站維持：陸續加入每年有參加對日活動的廠商基本資料、活動更新及記錄、
日商留言處理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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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日商務媒合：4 件
1. 1月10日BE機械公司想將公司產品ATC刀把、刀庫推展到日本市場，介紹Mazak
及Okuma兩家採購人員。
2. 1月17日協助IN公司，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產品。日本GN商社採購。
3. 3月6日下午2點陪同JKM公司拜訪IN公司胡董事長及胡總經理等5位，洽談合作方
向是JKM負責量產5軸5面加工機，IN負責美國及歐洲市場銷售，另IN考慮開發5
軸機的設計開發由JKM指導的可行性？
4. 3月6日下午4點陪同JKM公司拜訪KB公司蔡總經理合作模式：JKM公司委託凱柏
公司，OEM代工及歐美、亞洲市場的銷售。
三、協助會員廠商：2 件
1. 1月22日協助JE精機與日本KIRIU公司，立式車床新機種採購，設計變更時之溝
通。
2. 1月25日協助KE公司，駐日本蔡小姐簽證申請，介紹日本行政書士給蔡小姐，申
請長期駐日簽證申請。
四、台日技術合作：1 件

四、
會務報告

(三)

會務開發組

4.

4月15日~4月20日之間，協助JKM公司笠原社長邀請IN公司胡董事長及胡總經理
等，拜訪JKM公司。洽談合作方向是JKM負責量產5軸5面加工機，IN公司負責美
國及歐洲市場銷售，另IN考慮開發5軸機的設計開發由JKM指導的可行性？關於收
購JKM公司百分之50以上股權，JKM公司笠原社長表示，請胡董到該公司參觀工廠
後，繼續洽談。
五、M&A 併購案：1 件
5月23日~5月28日之間，協助HA精機(閥類製造)，沈董事長需要M&A日本機械加工
廠，(株)市川製作所擁有NC車床等機械加工設備15台，員工人數5人規模，加工技
術能力0.001mm，初步讓渡金額6,300萬日圓(包含廠房1,011㎡及土地1,439㎡)，沈董
預定7月份前往該公司洽談。
六、台北工具機展，邀請買主：10 家 17 位
1. 2/15日拜訪山善公司高井副部長及儲英明主任，邀請前往台北參加 台北工具機
展，採購工具機及機械零組件，高井副部長表示，會前往參加。
2. 拜訪武林通商武林社長，邀請前往台北參加 台北工具機展，武林社長表示，會
帶客人前往採購。
3. 電話連絡關東物產、兼松KGK OKANETSU工業、SUGIYAMA工業、OKUMA等
4家，邀請前往台北工具機展採購。
七、電子機械細分類：
1月29日，整理適合本會會員銷日之「電子機械細分類」。
八、2019 年零組件訪日團：
2019年7月15日~19日，計5日。由本會工具機零組件專委會許文憲會長(哈伯)帶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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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上銀、普森、維昶、靄崴、旭陽、儀辰、北鉅、吉輔、大家原、巨輪及本會，
計12家14名。行程中參訪三菱電機智慧化工廠、AISIN汽車引擎製造展示館、東洋
精機、青木製作所等4家公司，海川隨團服務，行程細部連絡，及現場翻譯工作。
(與展覽組配合)。
九、日本工具機產業調查：
1. 5月5日完成2019年1月~4月針對日本工具機產業進行調查，完成後提國貿局第1期
報告。
2. 8月30日完成2019年5月~8月針對日本工具機產業進行調查，完成後提國貿局第2
期報告。
3. 預計12月15日完成2019年9月~12月針對日本工具機產業進行調查，完成後提國貿
局期末報告。
十、大阪機械服務中心會計帳務：

十一、日本機械市場調查分析：

(三)
會務報告

4.

會務開發組

本年預定整理十五份，2019年1~12月份已完成20份
1. 「DMG森精機的世界生產戰略」。
2. 「工具機需求現況」。
3. 「2019年日本工具機發展動向(上篇)」。
4. 「2019年日本工具機發展動向(下篇)」。
5. 「2019年台北工具機展返台簡要報告」。
6. 「日本機械廠智慧製造案例」。
7. 「對應機構潮流的自動化」。
8. 「日本產官學機器人系統整合現況」。
9. 「2019年日本名古屋機械要素展概況」。
10.「大數據對應的IoT・AI潮流」。
11. 2018年世界工具機生產統計。
12. 工具機製造商加入系統整合領域。
13. 2019年日本FA公司營運現況。
14. 2019年台灣機械零組件訪日團摘要報告。
15. 日本塑性加工產業現況-上篇。
16. 日本塑性加工產業現況-下篇。
17. 2019年名古屋機電展-企業發展動向-上篇。

四、

1. 5月5日完成2019年1月~4月份，大阪機械服務中心會計帳務，並寄回公會，送交
國貿局核銷。
2. 8月份整理5~8月份大阪機械服務中心會計憑證(與會務開發組配合中)。
3. 預計12月份中旬整理9~12月份大阪機械服務中心會計憑證(與會務開發組配合
中)。

185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18. 2019年名古屋機電展-企業發展動向-下篇。
19. 2020年日本產業機器人發展動向-上篇。
20. 2020年日本產業機器人發展動向-下篇。
十二、日本機械產業動態翻譯成中文：
本會2019年1~11月份，將日本機械產業動態翻譯成中文計106篇，刊載於機械會
訊，讓本會會員能夠了解同業之間的發展動向。
十三、參加投資業務處攬才活動：
7月10日參加投資業務處舉辦攬才活動，地點神戶大學。
十四、協助促成會員日方採購案：3 件
1. 9月15日~16日之間協助日商AS公司，採購FE、FU、UA等3家彈簧相關機械設
備及彈簧零件。
2. 10月20協助日商KJ公司採購會員ZA、BA公司射出成形機。
3. 11/25日~11/26日，日本事業革新 Partners前來洽詢，台灣玻璃製造設備廠家，
介紹會員京華JI、TN機械、TA、DA科技等4家會員。
十五、日本機械資料收集整理：2 份

四、
會務報告

(三)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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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年日本製造業白皮書概要：簡要翻譯2018年日本製造業白皮書，日本由經
濟產業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整合，2018年日本政府補助方向：
對策1：製造現場的維持、強化、數位人材等人材養成對策。
對策2：對應新環境變化，提升附加價值。
2. 整理電子機械設備名稱-分類(中英日)：9/10日~9/26日整理電子機械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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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機械振興協會及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
代表來台參觀TIMTOS展會

2019年機械公會機械零組件訪日團
四、
會務報告

(三)

邀請清水 伸二教授第5次來台演講及參訪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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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機械企業經貿商談會及參訪(東京.大阪)

四、
會務報告

(三)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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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機器人展與工廠參觀見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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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機械NIIGATA株式 社來台採購

三菱重工工作機械株式 社來台採購

四、
(三)
會務報告

鑄造專業委員會

電子設備專業委員會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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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TPS精實管理專案計畫

四、
會務報告

(三)

機械產業聚落精實管理高鋒論壇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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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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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青島國際機床展

2019年深圳國際模具、金屬加工、塑膠及包裝展
四、
會務報告

(三)

機械公會2019年成都國營企業考察團

會務開發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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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務報告 5.政策服務組
一、勞動部源頭管理
( 一 ) 目前協商結果
1. 車床、銑/搪床group2,3,4暫緩2年；group1緩衝到108年底。
2. 於108年8月23日公告停止鋸床及機器人原108年5月22日實施公告。
( 二 ) 配套措施
1. 本公會強烈要求勞動部需有配套措施，以協助業者順利取得認證。
2. 協商結果，由勞動部補助買方(user端)採購，另由經濟部工業局編列預算輔導賣
方(maker端)。本公會並提group1相關會員廠(普通車床x31家、搪床x14家、銑床
x75家)，以利後續連繫說明(108/11/14高雄場、108/11/27桃園場、108/11/28台中場)
政府輔導措施。
3. 工業局輔導案通過16案(均為TAMI會員廠，本會所提供名單內)。

二、臺德論壇
四、
會務報告

(三)

政策服務組

5.

( 一 ) 本會於 108/9/12 帶領會員廠代表國內智慧機械產業赴德國參加第四屆臺德論壇，

協助政府落實推動智慧機械推動方案中之連結國際策略，藉由與先進國家交流，
尋求可能技術合作項目及潛在市場與商機，以提升我國機械產業競爭力。
( 二 ) 首屆臺德論壇於 2016 年在臺灣 ( 台北 ) 舉辦，爾後即持續採每年輪地方式 (1 年在

臺灣、1 年在德國 ) 辦理，成為臺德雙方機械產業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今 (2019)
年臺德論壇已邁入第 4 屆，在巴登符騰堡邦 - 斯徒加特的王宮廣場 Bertha-BenzSaal 廳，併第 18 屆臺德經濟合作會議辦理，臺方由經濟部王美花政務次長領軍產
官研等赴德與會，包括 :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國際貿易局陳愛蘭組長、智
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胡竹生副執行長、精密機械中心、工研院、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及由臺灣機械公會王正青總顧問所帶領的產業代表參加。德方則由德國聯邦經濟
事務暨能源部議會亞洲部主任 Andreas Nicolin 博士代表官方出席，出席者包括 :
德國企業臺灣委員會 Dirk Sanger、Siemens、SAP、Schunk、Bosch Rexroth 及 DFKI
（德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EnBW Asia Pacific、TRUMPF、Fraunhofer IPA 等。
( 三 ) 本次臺德論壇以智慧製造、5G 未來工廠 (FoF)、機器人及 AI 等主題，安排了 4 場

專題演講、 1 場座談 (panel discussion) 並簽署了 2 份臺德產業合作備忘錄。
( 四 ) 明 (109) 年第 5 屆在台灣舉辦，已爭取由 TAMI 執行。

三、爭取推動TPS經費
( 一 ) 藉由 SMB 讓機器設備運作及製程訊息可視化，讓企業了解生產管理上的盲點，

而 TPS 則是能夠協助企業進行後續改善的最佳工具之一。公會會員廠陸續表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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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導入 TPS，爰公會積極向政府爭取經費來支持。
( 二 ) 目前公會規劃，由公會擔任 TPS 推動平台，辦理說明會及媒合會及籌組審議委員

會進行補助計畫審查及計畫管考 ( 預計爭取委辦費 200 萬 )。
( 三 ) 本計畫規劃由需求端 ( 受輔導之機械廠 ) 提出計畫申請，預計爭取經費補助約 20

案。

四、機械產業 yearbook
( 一 ) 目的 : 提供政府產業資訊及建言
( 二 ) 108 年內容 :

四、
(三)
會務報告

5.

政策服務組

1. 機械產業範疇：
機械產業的範疇廣泛，目前世界各國均無一致之定義；基本上可分為廣義的機械
產業及狹義的機械產業2類：
A.廣義的機械產業
(A) 一般機械：
工具機、產業機械、通用機械、動力機械、零組件等。
(B) 電氣機械：
用於電力生產及輸配電用之設備(例如:資訊與通訊產品、家電產品、電子產品、
發電機、馬達、變壓器及電路開關等)。
(C) 運輸工具：
汽車、機車、自行車、火車、船舶、飛機等及其附件。
(D) 精密機械：
照相機、望遠鏡、醫療設備、鐘錶、光學儀器、檢驗測試設備等。
(E) 金屬製品：
金屬鍛造品、金屬手工具、金屬結構、扣件、彈簧、非鐵金屬製品。
B.狹義的機械工業:僅指一般機械製造業
(A) 工具機：
車床、鑽床、銑床、磨床、鋸床、刨床、沖(壓)床、剪床、NC工具機、非傳統
加工機。
(B) 產業機械：
紡織及成衣機械、包裝機械、木工機械、化工機械、塑橡膠機械、造紙印刷機
械、食品飲料機械、農業園藝機械、製鞋機械等。
(C) 通用機械：
事務機械、汙染防制設備、模具、壓縮機、鼓風機及風扇、電動工具、機械
人、輸送設備、泵浦、其他通用機械。
(D) 動力機械：
引擎發動、渦輪機、鍋爐及附屬設備、內燃機、其他動力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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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零組件：
軸承、閥類、齒輪、空油壓元件、其他零件。
• 臺灣通稱之機械產業一般採用狹義的機械產業
2. 日本政府補助政策
日本「先進設備引進計畫」係依據「生產力特別設置法」所訂定，目的是為了鼓
勵中小企業透過設備投資以提高勞動生產能力的計畫(註: 依據日本中小企業經營強
化法第2條第1項，所稱製造業之中小企業係指資本額在3億日圓以下或雇用員工數
在300人以下者)。這個計畫是要導入新設備的市縣區村單位有得到國家認定並符合
「先進設備引進計畫」規定時、其市縣村的中小企業/小規模事業者等就可以接受
認定。若通過認定時就可以活用優惠減稅制度或是融資等的支援措施。
3.108年度大事紀
(1)美中貿易戰衝擊機械業短空長多
(2)全球第3大工具機展TIMTOS在台北盛大展出
(3)勞動部源頭管理貿然實施，TAMI協調減緩衝擊
(4)2019年9月EMO展台灣機械廠精銳盡出
(5)財政部調整機械類統計資料，下修機械出口值。
(6)機械公會成立電子設備專業委員會
(7)機械雲落地加速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雙引擎大爆發
4.政策建言
(1)臺灣為貿易出口國家，面對主要競爭對手，臺灣在簽署FTA面臨困難，機械業
又多根留臺灣，建請政府啟動新臺幣應有的防禦性措施，以提升我臺灣貨品在
全球市場上之競爭力。
(2)建請政府提高「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
抵減辦法」等法規抵減比例及延長適用年限，以鼓勵臺灣機械產業廠商，投入
研發與擴大投資，來帶動製造業升級。
(3)建請政府因應全球智慧製造工業4.0的發展趨勢，集中資源協助臺灣精密機械產
業加速研發與生產智慧機械，並進一步打造智慧製造生產線，將臺灣打造為智
慧機械和智慧製造的王國。
(4)建請政府主管機關全面性擴大優惠貸款額度及降低貸款利率，以協助臺灣精密
機械廠商減輕財務負擔，並可鼓勵及輔導國營企業、學校、國內研究發展單位
及製造業多加採購國產智慧化機械設備，進而有效鼓勵臺灣精密機械廠商發展
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
(5)建請政府主管機關創設「國際機械併購基金」，以協助臺灣精密機械運用技術
專利移轉及企業併購，提升智慧機械發展水準，並進一步將臺灣打造為智慧機
械和智慧製造的王國。
(6)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臺灣機械產品訂單衰退，建請彙整政府各單位轄下局處
之年度機械設備採購標案清單，以供臺灣機械業者參考，進而爭取銷售機會。

( 一 ) 政府推動 5+2 產業創新計畫，迄今成效最為顯著的當屬智慧機械。智慧機械就

是把智慧技術 ( 如 : 大數據、IOT、3D 列印、機器人及 AI 技術等 ) 導入機械設
備中，以增加機械設備的服務功能。
推動的智慧機上盒 SMB(Smart Machine Box) 已具成果，在數據收集及可視化程
度已在國際上居領先行列，後續則需再在數據的分析應用上加強力道，以落實
在產業上的應用，提升台灣機械及製造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人工智慧
AI(Artificial Intellegence) 則在數據的分析應用上扮演關鍵地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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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目前臺灣在推動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方面，由於臺灣機械公會提議並大力支持

(三)
會務報告

五、規劃辦理AI論壇

四、

( 三 ) 爭取 109 年起為常態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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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請政府全力支持並投資機械業者成立SI新創公司，以運用精密機械產業智慧
機械發展成果及豐沛專業領域知識，複製成功經驗，造福更多機械設備產業，
共同邁入智慧製造領域。
(8)建請政府協調中國輸出入銀行擴大並落實出口融資貸款額度及可承貸國家，以
分擔我國廠商從事對外貿易之風險，使業者更具國際競爭力。
(9)智慧機械設備為我政府單位列為5+2的重點發展產業，建請政府能夠在股票金
融市場中，增列「機械類股」以符合市場之需求。
(10)建請政府主管機關做一橫向整合，跨部會匯集並整合資源，協調國家預算合
理分配，並結合產官學研，來協助臺灣機械設備業，朝向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
之方向邁進。
(11)建請政府正視機械產業需求，將學界研究發展之計畫成果落實到機械產業
界，建立有效產學合作模式與專案評核機制，能有效運用學界能量來協助機械
產業，加速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打造台灣成為智慧機械王國。
(12)臺灣投入發展雷射發生源(Laser Head)之科技專案與資源皆落後中國太多，恐
影響未來發展3D列印或雷射切割、雷射焊接等製造技術，建請政府加速投入
研究發展資源，並協助落實到機械產業應用層面，以協助機械產業，加速發展
雷射相關領域的前瞻技術，厚實國家雷射技術實力。

( 三 ) 規劃於 109 年辦理論壇，並規劃安排實際已導入 AI 技術之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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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凝聚台灣機械產業範疇共識
( 一 ) 目前台灣產官學研對於機械產業各自定義，對於統計數字各自表述，對於產業發

展狀況無明確指標，不利產業發展。例如 : 經濟部統計處所調查機械設備業產值
係由廠商上網填報之各別生產值數據加總、財政部統計處機械類出口值 84 章出
口總值 ( 出口含復出口 ) - 15 項出口總值、主計總處則是 5 年 1 次普查。
( 二 ) 財政部依目前據國際商品貿易統計相關規範 ( 維修服務應計為服務貿易而非商品

貿易 )，將「進口及復出口之飛機引擎」排除我國進出口商品貿易統計。自今年 9
月起修正資料並回溯至民國 90 年。造成 (107) 年機械類出口值下修 18.2 億美元。
( 三 ) 本會若 84 章項目中，經財政部判定非屬機械設備範疇則可排除出口統計，則若非

84 章但經認定屬機械範疇者，也應納入機械設備出口統計。
( 四 ) 本會已彙整應納入機械類統計範疇，並與工研院討論獲得共識，已請政府相關單

位盡速召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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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理事長拜會前國發會陳美伶主委
爭取擴大融資及投資機械業

柯理事長拜會櫃買中心
陳永誠董事長,爭取增設機械類股.

四、

經濟部王美花次長
於臺德論壇開幕致詞

5.

政策服務組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
於臺德論壇進行專題演講

會務報告

(三)

機械公會率團參加臺德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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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工業用機器人(含機器人系統)及金屬材料加
工用鋸機(含圓盤鋸、帶鋸等)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及設
備
設定檢驗作法

CNS 144901 (104.7.24)
機器人及機
器人裝置 工業機器人
之安全要求
- 第 1 部：
機器人

一、 驗 證 標 準 其 中 安 全 防
護之迴路設計中有關
ISO 13849-1:2006 標準
要求，得以 ISO 138491:1999 之 要 求 暫 代 ，
於列管 3 年後再依新標
準要求。
二、 機 械 設 備 本 身 之 電 磁
相 容 ( EMC) 安 全 要
求，對控制零組件及
相關周邊配件應提出
相關合格證明，於列
管 3 年後即恢復該標準
全部項目要求。

ISO 102181:2011
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
robots - Part
1: Robots

(三)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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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適用於鋸切
冷金屬（鐵
金屬和非鐵
金屬）、或

驗證標準

四、

品目名稱及
貨品分類號列
適用範圍
工 業 用 機 器 8479.50.10.00-3
人(含機器人 多用途工業機器人
8479.50.90.00-6
系統)
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
適用範圍： 包括之工業用機器人
適 用 於 工 廠 8515.21.00.00-7
或 非 工 廠 工 電阻式金屬熔接機及
作 環 境 中 操 器具，自動或部分自
作 之 三 軸 或 動者
多 軸 可 程 式 8515.31.00.00-5
致 動 機 構 ， 電弧（包括電漿弧）
具 有 某 種 程 金屬熔接機及器具，
度 之 自 主 自動或部分自動者
8515.80.10.00-3
性，可在其
超音波熔接機
環 境 中 移
8515.80.20.00-1
動，以執行
雷射熔接機
預 定 的 任 8515.80.90.00-6
務。
其他第 8515 節所屬之
貨品
8424.89.90.00-7
其他液體或粉末發
射、散播或噴霧用機
具
8428.90.00.00-9
其他升降、搬運、裝
卸機器
金 屬 材 料 加 8461.50.00.00-5
工用鋸機(含 鋸床或切斷機
圓盤鋸、帶
鋸等)

ISO
16093:2017
Machine
tools - Safety
- Sawing
machines for
cold metal

1

一、 指定驗證/檢測標準其
中安全防護之迴路設
計 中 有 關 ISO 138491:2006 標 準 要 求 ， 得
以 ISO 13849-1:1999 之
要求暫代，於列管 3 年
後再依新標準要求。
二、 標 準 中 機 械 設 備 本 身
之噪音量測，另以基
本簡要方式替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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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冷金屬
材料的鋸材

機器設備四周設定量
測點，以距離機體 1m
、操作站立面 1.6 m 位
置 及 靜 止 與 85% 之 機
械運轉功率條件，分
別量取背景與運轉噪
音，並以 dB(A)表示說
明。
三、 機 械 設 備 本 身 之 電 磁
相 容 ( EMC) 安 全 要
求，對控制零組件及
相關周邊配件應提出
相關合格證明，於列
管 3 年後即恢復該標準
全部項目要求。

四、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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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車床(含數值控制車床)及加工中心機為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
品目
名稱
金屬
材料
加工
用車
床(含
數值
控制
車床)

貨品分類號列
8458.11.00.00.8
數值控制臥式車
床
8458.19.00.00.0
其他臥式車床
8458.91.00.00.1
其他數值控制車
床
8458.99.00.00.3
其他車床

四、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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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
材料
加工
用銑
床/搪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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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7.10.00.00.0
綜合加工機
(Machining
centres)
8461.50.00.00-5
鋸床或切斷機

指定適用之國
適用之國際標準及
適用範圍
際標準及國家
國家標準
標準施行日
Group1: 用以切削使 108 年 8 月 1 CNS 15883
(105.5.16)工具機金屬成形之無數值
日
安全-車削機
控制之手動控制車
或
削機。
Group2: 用以切削使 110 年 8 月 1 ISO
23125:2015Machine
金屬成形之具有限
日
tools - Safety 數值控制能力之手
Turning machines
動控制車削機。
附註：
Group3: 用以切削使
一、 指 定 適 用 之 國
金屬成形之數值控
際標準及國家
制之車削機及車削
標準其中安全
中心機。
防護之迴路設
Group4: 用以切削使
計 中 有 關 ISO
金屬成形之單主軸
13849-1:2006 標
或多主軸之自動車
準要求，得以
削機。
ISO
138491:1999 之 要 求
暫代，於列管 3
年後再依新標
準要求。
二、 機 械 設 備 本 身
之 電 磁 相 容
( EMC) 安 全 要
求，對控制零
組件及相關周
邊配件應提出
相 關 合 格 證
明，於列管 3
年後即恢復該
標準全部項目
要求。
Group1: 適用於金屬 108 年 8 月 1 ISO 16090-1:2017
Machine tools
材料加工之無數值 日
safety- Machining
控制的手動控制搪
centres, Milling
床 ( boring) 及 銑 床
machines, Transfer
(milling)，如膝柱型
machines
銑 床 ( Knee and
附註：
column type milling

(三)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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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 用 之 國 際
標準及國家
標準其中安
全防護之迴
路設計中有
關 ISO 138491:2006 標準要
求，得以 ISO
13849-1:1999
之 要 求 暫
代，於列管 3
年後再依新
標準要求。
二、 機 械 設 備 本
身之電磁相
容 ( EMC) 安
全要求，對
控制零組件
及相關周邊
配件應提出
相關合格證
明，於列管 3
年後即恢復
該標準全部
項目要求。
三、 也 適 用 於 配
備有下列裝
置/設備的機
器：
1. 刀庫。
2. 換刀器。
3. 工 件 裝 卸 機
構。
4. 動 力 工 件 夾
持機構。
5. 切 屑 輸 送
機。
6. 動 力 操 控
門。
7. 額 外 的 車 削
設備。

四、

machines)。
8459.31.00.00-3 Group2: 適用於金屬 110 年 8 月 1
數值控制鏜銑床 材 料 加 工 之 具 有 限 日
數值控制的手動控
8459.39.00.00-5
制 搪 床 ( operated
其他鏜銑床
boring)
及 銑 床
8459.51.00.00-8 ( operated milling) ，
數值控制膝式銑 如 仿 形 銑 床 及 靠 模
銑 床 ( profile and
床
contouring
milling
8459.59.00.00-0 machines)。
其他膝式銑床 Group3: 適用於金屬
材料加工之數值控
8459.61.00.00-6 制 銑 床 ( numerically
其他數值控制銑 controlled
milling
machines) 及 加 工 中
床
心 機 ( machining
8459.69.10.00-6 centres) ， 如 自 動 銑
倣形或雕模銑床 床(automatic milling
machines) 及 銑 削 中
8459.69.90.00-9
心 機 ( milling
其他銑床
centres) ， 如 多 主 軸
銑 床 ( multi-spindle
milling machines) 、
齒 輪 銑 床 ( gearmilling machines)。
Group4: 適用於金屬
材料加工之傳送機
( transfer machines)
及 專 用 機 ( specialpurpose machines) ，
設計成透過預定順
序的切削操作及製
程參數，只處理預
先指定的工件或有
限範圍的類似工
件。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加工
中心
機、
傳送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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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務報告

(三)

政策服務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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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務報告 6.財務組
編號

工作項目

實施概要

一、108 度結束按實際經費收支編造 108 度決算，
一

編製預算、決算

並請廣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二、依據 108 年度經費收支並配合 109 年度工作
計畫情況編製 109 年度預算。

一、依章程徵收會費，一年分為二期徵收，以六
徵收會費

個月 ( 半年 ) 為一期。
二、台北地區由本會辦理徵收，其餘由各地區服
務處徵收轉繳。

四、

二

會務報告

(三)

本會機器工業大樓二、三、四樓自用，二樓作為辦
機器工業大樓之管理

公室，三樓作為圖書資料室，四樓作為會議室外，
一、五、六、七樓均全部出租。

四

設台北郵局郵政劃撥儲金帳戶

會員會費或其他款項可利用各地郵局劃撥至台北郵

第 0018304-5 號

局，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 0018304-5 號。

6.

財務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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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事會工作報告 ( 監事審核報告書 )
本會理事會編造 108 年度資產負債表、收支決算書、基金收支表、
現金出納表及財產目錄，暨廣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報告書，業經本
會監事會，予以審核竣事。
本會 108 年度各項財務報表，經核尚符，而全年度業務之推廣，在
理事會熱心積極之營運下，成效亦屬良好。理事會編造 109 年度預算，
經核尚符，於未來業務之推展，認為具有正面之效果，爰依法報告如上。

敬請 公鑒

五、監事會監察報告

監 事 會 召集人

魏燦文

常 務 監 事

汪麗艷

常 務 監 事

林奕杰

監

黃立翰

事

郭挺鈞
王木銓
王陳鴻
侯景忠
林佳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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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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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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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會第2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
編號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

擬定本會108年度工作 通 過 。 報 請 內 政 案經本會陳報內政部，業奉該部108.04.10
計畫草案，敬請承認 部核備。
台內團字第1080022855號函復同意備查在
案。
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

擬 具 本 會 1 0 7 年 度 歲 通 過 ， 報 請 內 政 案經本會陳報內政部，業奉該部108.04.10
入、歲出決算案，敬 部核備。
台內團字第1080022855號函復同意備查在
請承認案。
案。

三

擬具本會108度歲入、 通 過 。 報 請 內 政 案經本會陳報內政部，業奉該部108.04.10
歲出預算計畫草案， 部核備。
台內團字第1080022855號函復同意備查在
敬請承認案。
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

臨時
動議

擬報廢本會使用年度 通 過 。 報 請 內 政 案經本會陳報內政部，業奉該部108.04.10
超過「固定資產生財 部核備。
台內團字第1080022855號函復同意備查在
器具耐用年限」之器
案。
具設備乙批，敬請審
查案。

五、服務處組織簡則

提案單位：理事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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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 案由：有關108年度工作計畫成果報告、歲入、歲出累計表、現金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一案，提請討論案。
(詳附件一，第213-221頁)

說 明：1.本會108年度工作計畫成果報告。(詳第26-51頁)
2.依據本會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發生之各項收入與支出，擬
具108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支決算書表草案。
3.業經本會第28屆第8次理事會會議審核通過，並經本會第8次監
事會審核通過。
辦 法：敬請大會審查通過後，再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 議：

七、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 案由：擬定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1.根據近年本會會務發展情況及未來工作需求，擬具109度工作計
畫草案(詳附件二，第222-241頁)。
2.業經本會第28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辦 法：敬請大會審查通過後，再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 議：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 擬具本會109年度收支預算計畫草案，提請承認案。
說明：1.配合本會109年度工作計畫，擬具109年度收入新台幣陸仟萬
元整，支出新台幣陸仟萬元整預算草案(詳附件三，第242-243
頁)。
2.案經本會第28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
辦 法：提請大會審查通過後，再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議：

八、臨時動議

九、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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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歲入歲出累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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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歲入歲出累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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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現金出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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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資產負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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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財產目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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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財產目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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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財產目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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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財產目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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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八年度基金收支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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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全會
組
別

項目
壹、繼續推動

緣起、目的、目標
依本會第21屆第2次理監

「ISO

事會決議辦理。

9001:2015

自88年元月份首次認

執行辦法
1. 配合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之
ISO9001:2015之品質管理系統追查，預訂時間

為109年7月份。
年版品質管 證 通 過 。 9 1 年 6 月 I S O
2. 落實並持續維護此ISO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
理系統」， 9001：2000、98年7月ISO
之運作，並加強服務會員廠商。
以加強服
9001:2008、107年8月ISO
3. 本會之品質政策為「不斷提昇服務品質，積極
務品質。
9001:2015年版驗證通過迄
爭取會員權益」。
今。
貳、進行環境品 依據加強服務品質執行方 1. 持續改善會務人員工作環境，美化環境、綠化
質改進。

案辦理。

與維護。
2. 加強會務人員行政效率，每月召開業務會報、
追蹤、執行。
3. 力行五Ｓ運動
依據五Ｓ運動推動辦法執行：

附件二、一

(1) 整理(SEIRI)……

全

也就是清除、區分要與不要的東西處理。
(2) 整頓(SEITON)……
將要的東西分類標示，並定位、定量放
置，而能方便快速取用。
(3) 清掃(SEISOU)……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也就是清理、打掃擦拭乾淨。
(4) 整潔(SEIKETSU)……

會

也就是規格化，設備或人員都不把工作環
境弄髒，隨時維持整潔的狀態。
(5) 教養(SHITSUKE)……
也就是訓練與紀律，全員確實遵守工作場
所的規則及生活紀律，並養成習慣。
4. 加強服務態度、加強會員需求之服務。
(1) 提高會員滿意度為努力目標：
應注意服務態度，電話禮貌、長話短說(語
音系統應簡化，縮短等候時間)、迅速回應
等。
(2) 重視會員之需求。
(不滿原因之探討、改進。)
• 今日事，今日畢。(注意法定期限日內辦
理，會議記錄1週內送出。)
• 遵守上班時間，加班需要性之核可，考核
之嚴格執行。

222

備註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參、拜訪會員

深入了解會員廠商之需

1. 請各專業委員會會長、副會長選出所屬會員廠

廠商

要，經營上之困難，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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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備註

商每人拜訪若干家為原則。

及校正會員廠商之資

2. 地區主任委員及該地區理監事(含候補)就該地

料，提供會員廠商更適

區會員廠商分出責任區，每人拜訪3-5家為原

切之服務。

則。
3. 如有相關會員廠商未能列入拜訪名單，則由秘
書長負責。

肆、吸收機械

本會現有會員2,800餘

1. 印製宣導資料。

廠商新入

家，擬於109年度新增

2. 調查未入會之機械廠商名單送服務處及地區理

會

100家會員。

監事參考。
3. 依省市建設廳局受理工廠登記名冊，函請新設

會

立廠商入會並追蹤考核。
4. 在理監事指導下，動員本會與全體服務處人
5. 至機械廠較多之工業區作專題演講宣導加入本
會之好處，勸導其入會。

附件二、一

力，對尚未入會廠商積極爭取入會。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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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總務組
組
別

項目
壹、會議
1.會員代表大
會

2.各地區會員
會議

緣起、目的、目標
依照工業團體法第廿
七條、卅一條，工業
團體法施行細則第廿
六條、廿七條、卅條
及本會章程規定辦
理。

執行辦法
會員代表大會：
辦理第28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時間：民國109年3月19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市喜來登大飯店 福廳
(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2號地下2樓)
辦理地區會員會議：
1.預定第29屆第1次各地區會員會議召開日期
如下：
高雄地區：109年11月3日(二)下午3時
台南地區：109年11月4日(三)下午3時
嘉義地區：109年11月5日(四)下午3時
彰化地區：109年11月6日(五)下午3時
台中地區：109年11月9日(一)下午2時
新竹地區：109年11月10日(二)下午2時

附件二、一

總

台北地區：109年11月11日(三)下午2時
2.召開上項會議並準備各地區會議議程資
料，及各項開會事宜。
3.於會議中頒發「第8屆熱心會員楷模獎」予
以表揚。

務 3.理事會議

理事會議：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1.依內政部規定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理事會會議召開預定時間如下：
第28屆第08次：109年01月16日(星期四)
第28屆第09次：109年04月29日(星期三)
第28屆第10次：109年07月23日(星期四)
第28屆第11次：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組

第28屆第12次：110年01月21日(星期四)
2.必要時召開臨時理事會。
4.常務理監事
聯席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28屆第08次：109年03月12日(星期四)
第28屆第09次：109年06月18日(星期四)
第28屆第10次：109年09月24日(星期四)
第28屆第11次：1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5.各地區服務處
業務檢討會
議

各地區服務處業務檢討會議(第28屆第3次)：
訂於109年1月16日召集本會各地區服務處人
員、總會相關會務人員，共同檢討本次會議
缺失及改善方案，同時討論會務推展事宜。

6.人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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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本會會務工作人員人事案，擇期召開。

備註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貳、行政
1.整備及編印

追蹤會員代表大會、地
區會員會議及理監事會
等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會員代表大會：準備各地區討論提案、研議
決議及前項大會決議執行情形，彙整編印
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手冊及會員代表大會名
冊。
2.地區會員會議：準備各地區討論提案、工作
報告、上次決議執行情形，並編印各地區
會員會議議程及會員代表名冊。
3.編印理、監事、常務理監事會議議程資料。

2.會籍校正

確實掌握會員動態，將
異動變更情形隨時進行
電腦檔變更，並適時提
供正確資料。

為使本會會員會籍正確無誤，並配合會員需
要，做迅速之處理，會籍整理實施如下：
1. 平時受理個別會員辦理會籍資料變更。
2. 每年辦理全體會員會籍資料總校正工作。

3.編印會員名

繼續辦理。

編印2020-2021中文、英文會員名錄：根據
會員會籍總校正資料配合新年度會員名錄編
印，分送各會員廠商及有關單位。

各項會議議
程資料

總

錄

介

務

1. 本會有會員2,800餘

務處事宜及

家，持續爭取尚未入

徵收會費(含

會及新設立之廠商入

基隆、宜

會。

蘭、花蓮)

2. 本會台北(基隆、宜
蘭、花蓮)地區服務
處一切會員會籍、業
務之服務。

組

3. 徵收會費。

6.其他例行性

依據內政部指示辦理。

推薦績優理、監事、優良會務工作人員暨參
加全國性工礦職業團體績優選拔、節日慶典
及社團活動的參與等。

依據本會人事委員會之
決議，持續推行本會組
織與人事編制等調整。

1. 各地區服務處組織與人事之調整。
2. 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3. 依據本會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繼續辦理人員聘
僱、考核、差勤、退職、退休、撫卹等事
項。
4. 繼續辦理員工福利活動。

工作

參、組織與人
事

1. 請各地區服務處及會員同業繼續協助推動勸
導尚未參加本會各合法機械廠商及新設立
廠商爭取其入會。
2. 調查未入會之機械廠商名單送服務處及地區
理監事參考。
3. 繼續受理入會申請、變更資料與發給投標比
價證明及其他會員會籍業務有關之服務。
4. 於92年度起初即依章程規定分級製發會費通
知單及收據徵收。
(1)一年分二期徵收，以半年為一期。
(2)台北地區由本會派員徵收外，其餘由各地
區服務處協助徵收轉繳，或直接劃撥與寄
送總會。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5.台北地區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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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印本會「中英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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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組
別

225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組
別

項目

執行辦法

肆、大樓出租
管理。

繼續辦理。

1. 大樓二、三、四樓自用作為辦公室、資料圖
書室及會議室外，其餘(一、五、六、七樓)
均出租。

伍、器具採
購、維護

器具採購及辦公設備器
材之維護保養。

1. 電腦(含周邊設備)、影印機、傳真機等設備
的採購、維修及保養。
2. 辦公場所之清潔維護。

陸、製作及發
行機械資
訊

1. 依據第19屆第12次理
監事會會議決議案
辦理，自民國84年2
月份456期起收回自
辦。
2. 依讀者滿意度調查，
逐年調整報導內容，
滿足會員廠商需求。
3. 除印刷版，另發行網
路版，重點刊載於本
會網站供會員廠商及
社會各界人士參考。

1. 機械資訊於每月上旬出刊，內頁資料以80頁
為基準，因應製作成本及資料多寡機動調
整。
2. 機械資訊目前常設約十個單元，其中產業人
物專訪、特別企劃、產業資訊、展覽會消
息、會員動態、會務活動等單元。
3. 機械資訊內容以產業資訊報導為主，並輔以
本會主辦的國內外展覽會及國外拓銷團的
相關報導、政令宣導、會務活動報導、會
員廠商動態、貿易訊息等報導，其他最新
科技、技術之報導與介紹、新申請專利及
報導國際市場動態，則機動刊登。
4. 除各項參觀訪問及國際交流活動報導外，並
視需要邀請專家代為撰寫專業稿件。
5. 除免費供應會員工廠及相關機關團體外，並
逐步增加贈閱對象，同時接受各界自由訂
閱。
6. 每月發行約3,200本，視配合的展覽會而加
印發行，每月平均3,500~4,000本不等。
7. 網路版係擇錄當期重點資訊3至7則不等刊於
本網站，供會員廠商及外界對機械產業有
興趣者閱讀。提供沒有時空距離的閱讀環
境。

柒、機械資訊
電子書

依據第27屆第3次機械
資訊編輯委員會決議辦
理。

1. 自民國107年元月起發行機械資訊全文式電
子書。
2. 電子書內容包含所有機械資訊月刊，含廣
告。
3. 電子書的收信頁以當期封面標題為內容。
4. 電子書首頁加裝計數器以統計瀏覽人次，於
紙本機械資訊月刊中刊登電子書訊息，讀
者可直接掃描QR code 連結訂閱。
5. 展場設置海報以推廣電子書之訊息；舉凡本
會與宗久有設立攤位的展覽均會放置。
6. 由本會召開的各項會議，都放置QR code立
牌，方便手機掃描訂閱電子書。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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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目的、目標

務

組

備註

總

執行辦法

捌、TAMI
APP行動
網路

依據第26屆第9次理事
會會議決議案辦理。

1.TAMI 行動APP：於107年11月新版建構完
成，新增了多項功能，包括：
(1)推撥功能：讓公會可為會員們提供最即時
的訊息與重要會務提醒。
(2)展訊與活動：在APP直接報名可免去撥冗
傳真活動報名手續。
(3)個人報名管理：對本會公告的課程、有興
趣的活動，可標註查詢，針對個人已經
報名的課程也有記錄可快速查閱相關資
訊。
(4)建議與回饋：與會員們建立最直接的溝通
管道。
(5)機械資訊：將機械資訊月刋電子化，透過
APP隨時可查詢。
(6)贊助商區：提供贊助商介紹、連絡資訊、
產品介紹及型錄照片……。

玖、公益活動

繼續辦理。

每年編列慈善捐款，積極推動公益活動，讓愛
心能夠溫暖每個角落，使弱勢團體感受到更多
的溫暖與關懷。
1 .社會公益，愛心捐款。
2. 參與各公協會之聯誼與互動。
3. 國際性公協會之天災捐助。

拾、會員自強
活動聯誼

繼續辦理。

舉辦北區(台北、新竹地區)、南區(嘉義、台
南、高雄地區)會員廠商自強活動聯誼，促進
會員之交流。

拾壹、
支援業務組及
展覽組相關展
覽會及會議活
動

繼續辦理。

1. 支援展覽組2020年「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
智慧製造展iMTduo」相關展會事務，及其
他相關會議活動。
2. 支 援 業 務 組 2 0 2 0 「 台 北 國 際 塑 橡 膠 工 業
展」「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相關展會事
務，及其他相關會議活動。

拾貳、
發生天然災害
之際展開廠商
受災情況調查
及關懷行動

繼續辦理。

台灣地區因天然災害發生如：地震、颱風、水災
等，致使廠商生命財產遭受損失時，進行調查及
關懷行動。

務

組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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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壹、協助會員 繼續辦理。
拓銷產品
1.國際行銷：

繼續辦理。

1. 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拓銷及推廣活動

繼續辦理。

1. 印製中文會員名錄，供國內外買主及相關機構
參考使用。印製中文簡體版擴大向大陸市場推
廣會員產品。
2. 印製英文會員名錄，供國外買主及駐外單位參
考使用，促銷我國產製機器。
3. 印製金屬加工機械採購指南，協助工具機會員
廠商拓銷產品。
4. 印製台灣紡織染整成衣機械名錄，協助紡織機
械業者拓銷產品。
5. 印製台灣塑橡膠機械專刊，協助塑橡膠機械業
者拓銷產品。
6. 印製食品、包裝、印刷機械名錄，協助業者拓
銷產品。
7. 印製機械零組件採購指南，協助零組件業者拓
銷產品。
8. 協助各專業委員會印製各專業機種之採購指
南，以協助拓銷產品。

辦理國際
經貿拓銷活
動、技術交
流會
2.國際行銷：
印製相關刊
物

業

附件二、一

務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組 3.建立本會與

繼續辦理。

世界各國工
商協會之交
流及關係

1. 本會於各項展覽會及拓銷團與世界各工商協會
建立關係，並於拜訪當地之工商協會介紹本會
組織、業務推動情形並提供各項專業名錄供參
考使用，以協助會員於世界各地開拓機械設備
市場。
2. 本會接待世界各工商協會及大陸相關公協會來
訪，促進雙方之交流及建立關係。

4.協助刊登廣
告

繼續辦理。

1. 協助會員刊登廣告，並於國內及國際媒體上刊
登聯合廣告，以整體宣傳，加強促銷，爭取商
機。
2. 協助會員於海外參展時刊登廣告，爭取曝光
率。

5.協助會員處 繼續辦理。
理貿易糾紛

228

備註

1. 依據會員所提貿易糾紛案，積極要求有關單位
處理。

申請
國貿
局部
份費
用補
助

依專
案專
款辦
理

項目

執行辦法

備註

6.機械研發：辦 繼續辦理。
理機械業、各
研究院及學術
單位之參訪活
動

1. 辦理機械業與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山科
學研究院、工研院機械所、各研究單位之參
觀活動。

依
專
案
專
款
辦
理

繼續辦理。

1. 本會與國外相關工商協會，於國際會議中辦理
機械型錄展，加強我國產品之拓銷。

7.國際行銷：
辦理海外之
機械型錄展

緣起、目的、目標

2. 藉參觀活動瞭解業者之實際需求，請廠商提供
需由各研究單位協助之合作項目或共同開發
之合作項目，加速提升機械業產品之技術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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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與駐外經貿單位相互合作，於特定地區辦
理型錄展，以最少之成本，達到協助會員拓
銷之目的。
3. 機械型錄展過程中，建立本會與當地工商總會
之良好關係，進而協助會員開拓當地之機械
市場。

業

政府單位的相關法令、資訊，若與本會會員有關
的法令資料，將以最快速之網站、電傳回復方式
通知會員廠商，同時透過會訊及網站的方式通知
全體會員廠商，使業者得到所需的政令新規。

2.國內外買主
採購商機

繼續辦理。

有關國內外採購商機之管道，包括國內外電話之
詢問，國外中英文函之詢問，至本會洽談及政府
單位寄至本會之需求函，本會立即查詢合適之業
者供買主參考，另刊登重大採購商機項目於會訊
中，以便業者查詢，進而提供交易之機會。

3.國內外展會
訊息

繼續辦理。

本會常接到國內外展覽公司寄來之展會資訊，本
會每月定期刊登機械資訊及網站，以讓會員廠商
知曉。本會將推動或代理之展會，將以公函之方
式通知會員廠商參加或於各專業委員會中向業者
報告說明，以整體拓銷方式，向主辦單位報名，
除可減少攤位費用，並以整體規劃方式，提升參
展之形象。

4.國外拓銷活動 繼續辦理。
訊息

1. 本會將整年度之拓銷活動登刊機械會訊及網
站，使會員有整年度之拓銷計畫。

務

組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1 . 政 府 之 政 令 繼續辦理。
新規

附件二、一

貳、提供會員最
迫切需要之
資訊

2. 本會將拓銷活動行文全體會員，請會員踴躍
參加，以達到拓銷目的及取得商機。
3. 運用會訊及網站將拓銷活動之實際情況及效
果週知會員。
4. 會員運用此拓銷活動之參與，使會員取得與
業者有關進口商、製造商、代理商之資料，
有助於減少會員找尋之時間，促成商機成交
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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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5.外國來訪考
察團座談會

繼續辦理。

1. 本會接待之經貿考察團相當多，來自世界各
地，如歐美各國、中南美洲各國、非洲各國、
東南亞各國及大陸等，來訪之單位包括政府單
位、工商部門、工商(公)協會等，主要目的為
經貿洽談、商業合作、技術合作、採購國內設
備、推廣產品至國內等，本會邀請有關會員廠
商，共同參與座談會，建立雙方之經貿交流及
合作機會，有助於促成商機。

6.機械研發：

繼續辦理。

1. 配合本會舉辦之各種專業說明會，邀請投資業
務處向業者說明延攬作業之辦法，進而協助業
者擴大延攬海外產業技術人才，加速國內產業
升級。

協助業者聘
僱海外與大
陸科技人才
來台服務

2. 協助業者申請聘僱海外與大陸科技人才來台服
務。
3. 配合工業研究院機械所舉辦各項專業技術研討
會。

附件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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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繼續辦理。
7.機械研發：
協助業者技
術合作及引
進

1. 提供本會業者技術引進及技術合作需求之資
料，將所需技術引進及合作項目透過俄羅斯、
德國、日本、烏克蘭相關研究單位找尋合適之
對象進行合作。
2. 赴日本、德國找尋各種技術項目包括機械設
備、材料、鑄造、鍛造、深抽加工、焊接等供
國內業界移轉的技術。將舉辦技術說明會讓業
界運用，以提升我國產業的水準。
3. 調查之技術合作及引進項目將與德國、日本、
美國等各公會洽談相互合作及技術引進。
4. 並針對會員所提之技術合作項目及找尋之技術
人才，配合德國VDMA聯合會及工研院駐德
國辦事處，協助尋找所需之技術項目及技術人
才。
5. 配合精密機械推動發展小組、工研院國際中心
協助我機械業者與德國之業者相互策略聯盟。
6. 配合本會大阪駐日據點協助本會會員促成技術
交流及合作機會。

8.機械研發：
繼續辦理。
協助會員邀
請所需之國
際科學家及
技術人才來
台

1. 針對會員所需之技術，提供世界各國之科學家
如美國、德國、日本等之資料，以供會員參考
聯絡來台訪問，實際赴工廠技術指導，及提供
解決瓶頸之方法及技術交流。
2. 運用科學家來訪期間舉辦技術發表之研討會，
使會員瞭解國際技術發展之情勢及水準，使會
員縮短研發之時間及避免重覆國外已在發展之
技術，並有助於協助業者技術之提升及國際
化。

9.機械研發：
繼續辦理。
建立俄羅斯、
烏克蘭之技術
資料庫供會員
運用

1. 本會與俄羅斯、烏克蘭科學單位相互洽談，瞭
解整理成中文技術資料，放置網站及會訊週知
全體會員，以提供開發新產品之技術來源。

務

組

備註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11.辦理各項專 繼續辦理。
業研討會、
說明會

1. 配合辦理科技專案進行研究開發主導性新產品、傳
統產業升級等之說明會。
2. 金融財務：邀請中國輸出入銀行、滙豐銀行、土地
銀行、外商銀行協助辦理財務相關方面之實務性研
討會、辦理輸出融資與保險之研討會。
3. 辦理產學合作研討會。
4. 辦理精密機械人才媒合會。
5. 配合辦理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SBIR)推動計畫
之研討會。
6. 辦理SMB研討會。
7. 智慧機械跨域研討會
8. 配合我政府各研發單位辦理科技專案成果發表會。

參、為 反 應 本 繼續辦理。
業意見向
有關單位
提出重要
建議

針對業者之困難及政府各項採購案，向我政府單位反
應及爭取會員承製之機會，取得商機。

肆、機械人才
培訓計畫

延續機械論壇。

1. 全球工具機新技術發展趨勢。
2. 最新塑橡膠機械設計開發實務。
3. 紡織機械-最新應用與發展趨勢
4. 機械優化設計與軟體應用。
5. 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之發展趨勢。

伍、技術專利
推動計畫

繼續辦理。

1. 調查會員廠商的需求。
2. 於本會網站、會訊廣為宣傳。
3. 請工研院、金屬中心、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提供
技術專利供會員運用。

陸、機械業熱心
參與公會之
展會、拓銷
活動

繼續辦理。

1. 本會會員參加展覽、拓銷活動、研討會之名單，隨
時鍵入電腦系統中。
2. 未來將本會各項活動提供會員們參考。

業

組

柒、辦 理 專 業 專業委員會名稱
委員會各
項事宜

1. 塑橡膠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2. 紡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3. 流體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4. 齒輪製造業專業委員會。
5. 工具、量具、研磨業專業委員會。
6. 食品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7. 國防及航太工業專業委員會。
8. 空油壓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9. 包裝印刷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10. 機械工程業專業委員會。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1. 將國科會及各大專院校研究開發之技術項目放置本
會網站，週知會員廠商參考使用。
2. 通知會員提供所需之技術，促進我業者與各大專院
校之產學合作及提升競爭力。

備註

附件二、一

繼續辦理。

10.機械研發：
協助會員邀
請所需之國
內產業專家
及技術人才
促成雙方合
作

務

執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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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11. 運搬機械業專業委員會。
12. 半導體暨平面顯示器設備業專業委員會
13. 流體監測業專業委員會。
14. 污染防治設備業專業委員會。
15. 軌道車輛業專業委員會。
16. 國際合作委員會。
17. 國產化與政府採購委員會。

繼續辦理
專委會各項事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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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辦法

1. 業務組目前負責17個專業委員會，並依需要增
減中，目前定期每六個月將召開一次委員會
議。
2. 報告相關機械展覽會、機械產銷等資訊。
3. 協助同業經營、技術、管理之研究，並提升品
質，從事研發等工作。
4. 同業製品外銷之擴展等事項。
5. 職業訓練人才培訓事項。
6. 有關品質管制、機械安全與檢驗事項。
7. 研究解決同業共同之困難問題。
8. 與國內外專業機構合辦專業性展會。
9. 組團赴國外參展、參觀工廠、技術觀摩、參觀
展會、舉辦交流商談會等活動。
10.發行專刊。
11.交換員工管理、貿易經驗與市場行情。

務
捌、辦理智慧
機械產學
研委員會
各項事宜

依第27屆第3次常務理監 1. 整合研發、學術單位的技術能量，協助本會
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會員導入智慧機械之業務開發。
2. 有關智慧機械製造領域之有關政府政策的建
言。
3. 有關智慧機械製造之人力、技術移轉合作與
共同推廣等事宜。
4. 有關各產業對智慧機械之實際需求調查。
5. 調查會員廠商對智慧自動化之需求，以達推
動工業4.0之方向發展。
6. 建立工業4.0之智慧機械成功示範案例。
7. 建立智慧機械之Smart Machine Box。
8. 建立跨域合作之媒合活動。
9. 辦理智慧機械研討會。

玖、主動介紹
會員生意

繼續辦理。

1. 放置於本會網站週知會員廠商。
2. 設置專人將國內外之購買機械詢問直接傳真給
本會會員廠商，以促成商機。
3.另以電話及電郵之方式直接通知會員廠 商，以
促成商機。

拾、建立海外
潛在客戶
名單資料
庫

繼續辦理。

本會於海外辦理參展及拓銷，將洽商及有意購買
我機械設備之名單及進口商名單建檔，放置
網站，週知會員以促成商機。

組

備註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1. 建立本會電子郵件、傳真系統，以達迅速聯絡、精
簡人力之目的，及達效率化及節省費用。
2. 建立座談會、專委會之電子郵件及傳真系統，以增
加效率達到服務目的。
3. 將本會之展會、各項拓銷活動、研討會、政府法
令、商情以電子報快速提供會員運用。

拾貳、
機械業ｅ化：
運用TAMI名
稱建立中文繁
體、中文簡
體、英、日四
種台灣機械專
案網站，以建
構全球行銷系
統。

繼續辦理。

1. 撰寫中、英、日、簡體四種語系之自屬網頁及首頁
(Home Page)，並利用E-mail等電子通訊工具，建
立公會與會員廠商及全球客戶之溝通管道，以降
低行銷成本，並邀請業者加入本會之網站，以快
速開拓海外之經貿市場。
2. 加強本會網站網頁分類欄，細分各分類欄位功能，
分門別類以開啟網頁及查詢下載等功能及增闢工
作機會欄位「線上徵才」，以加強與會員廠商之
互動。
3. 結合公會相關展會及刊物，如：參加國外國際性展
覽會、參觀拓銷團等，印製宣傳資料，積極推廣
公會網站知名度。
4. 加強網路廣告及宣傳，於歐洲、美洲及大陸地區等
國際性網站註冊登錄，以擴大廣宣效果，設立簡
體中文網站以加強對大陸市場宣傳及行銷效果。
5. 嘉惠本會會員廠商，以超連結免費方式服務會員。
6. 將機械公會網站定義為台灣機械產業入口網站，
並整合相關財團法人機構如：機械工業研究所
(MIRL)、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MIRDC)、精
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工具機發展基金會
(TMTF)，以加強推廣機械產業電子化。
7. 加強推動與各媒體合作，擴大平面網路廣告，以及
產業報導相關資訊宣傳以行銷全球。
8. 建立APP系統服務會員廠商。

拾參、
繼續辦理。
國際行銷：協
助會員與國外
業者相互策略
聯盟及相互合
作以加強機械
業之國際化

1. 調查會員廠商與國外機械業者相互合作及策略聯盟
之意願。
2. 確定業者之意願，請我政府相關主管單位與駐外單
位協助找尋國外之業者，並與我機械業者相互合
作與策略聯盟，以加速我機械業開創更豐碩之利
潤，及達成與國外合作雙贏之策略。

拾肆、
繼續辦理。
機械業工具機
製造服務產業
發展計畫。

1. 智慧設計製造：運用資通訊(ICT)技術，蒐集掌握
使用客戶生產與加工應用需求，強化系統整合技
術，結合機台設計之模擬分析，在設計階段就能
納入終端客戶生產及加工應用需求。
2. 製造服務：將工具機產業的營運範疇由工具機產
品擴增至全方位服務，協助業者建立加工、問題
診斷等應用技術服務能力，並且協助業者運用網
路雲端服務平台發展全球服務。

業

務

組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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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拾伍、
繼續辦理。
協助會員進駐
台中及彰化二
林精密機械科
技工業園區

1. 建請政府相關單位加速完成彰化二林精密機
械園區的開發，加速會員廠商進駐時程。
2. 彰化二林精密機械科技園區會員需求調查彙
整後，已送工業局參辦，並供彰化縣政府開
發之參考。
3. 本會將陸續行文各相關單位及與有關單位接
洽，請加速完成彰化二林精密機械科學園
區。

拾陸、
繼續辦理。
產銷、進出口
統計及分析

1. 產銷、進出口統計：
(1)參考海關進出口月報，依據各項機械、出口
地區製作統計表，刊登網站供業界運用。
(2)受政府委託辦理之專案調查。
2. 蒐集各國產銷統計資料。
(1)與各國機械公會建立資訊交換管道。
(2)蒐集代表性雜誌，刊載統計資料。
(3)請國內研究機構協助提供。

拾柒、
繼續辦理。
協助調查新加
入會員之工廠

新申請入會之廠商，隨時前往調查，以便辦理入
會手續。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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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辦理。

1. 針對機械分類就進出口統計資料加強蒐集及
定期發佈在機械資訊與網站提供業者參考。
2. 接受贈書：
各有關機構所贈送本會之雜誌等資料，納入
小型圖書室管理，週知會員參考運用。
3. 提供相關市場資訊供會員參考
(1)本會赴海外拓展市場、搜集各工商協會之
市場資料、目錄等供會員參考。
(2)收藏DVD、CD等資訊。

拾玖、
繼續辦理。
積極辦理吸收
新會員工廠。

全省機械製造業有5∼6千家未加入本會，109年
度預計努力爭取100家加入本會。

組 拾捌、

資料室充實資
料庫及強化統
計資料發佈及
充 實 圖 書 資
料，以提供會
員廠商參考運
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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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備註
依專案
專款辦
理

壹、 國際行
銷：籌
辦國內
展覽

繼續辦理。

1.「2021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2021年3月15日(一)至20日(六)。
2. 2020/5/6-9，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iMTduo
3. 2020/9/9-13，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Taipeiplas。
4. 2020/9/9-13，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

貳、 辦理專
業委員
會各項
事宜

繼續辦理。

1.
2.
3.
4.
5.
6.

繼續辦理。

詳如下表

展

銷：籌
組參展
團赴國
外參展

依專案
專款辦
理，或
申請國
貿局經
費補助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組 參、 國際行

依專案
專款辦
理

附件二、一

覽

工具機專業委員會
機械零組件專業委員會
金屬成型機械專業委員會
製鞋機械專業委員會
木器暨複材加工設備專業委員會
模具專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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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展名

英文展名

月

日

金屬加工機械/工具機展
1

2020年印度國際金屬成型工具機展

IMTEX FORMING

1

23~28

2

2020年德國杜塞道夫國際線纜材暨管材展

WIRE & TUBE DUSSELDORF
2020

3

30~4/3

3

2020年韓國首爾國際工具機與製造技術展

SIMTOS

3

31~4/4

4

2020年中國數控機床展覽會

CCMT

4

7~11

5

2020年巴西聖保羅國際機械與設備展

FEIMEC

5

5~9

6

2020年俄羅斯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METALLOOBRABOTKA

5

25~29

7

2020年波蘭國際工業展

ITM POLAND MACH-TOOL
EXHIBITION

6

2~5

8

2020年青島國際機床展覽會

JNMTE

7

18~22

9

2020年美國芝加哥國際製造技術展

IMTS

9

14~19

10

2020年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數控機床
與金屬加工展

MWCS

9

15~19

11

2020年土耳其國際工具機暨自動化機械展

MAKTEK EURASIA

9

29~10/4

12

2020年德國鋁工業展(金屬加工、焊接、
鑄造、熱處理、鋁加工、表面處理)

ALUMINIUM DUSSELDORF

10

6~8

13

2020年越南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METALEX VIETNAM

10

8~10

14

2020年歐洲國際金屬材料加工展

EUROBLECH 2020

10

27~30

15

2020年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METALEX

11

18~21

16

2020年日本國際工具機展覽會

JIMTOF

12

7~12

17

2020年印尼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12

2~5

塑橡膠、包裝、印刷機械展
18

2020印度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PLASTIVISION INDIA 2020

1

16~20

19

2020年孟加拉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工業展

BANGLADESH IPF 2020

2

12~15

20

2020年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工業展

CHINAPLAS 2020

4

21~24

21

2020年馬來西亞國際塑橡膠工業展覽會

M’SIA-PLAS 2020

7

16~19

22

2020年緬甸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MYANMAR-PLAS 2020

8

21~24

23

2020年越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VIETNAM PLAS 2020

9

23~26

24

2020年墨西哥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PLAST IMAGEN MEXICO 2020

11

10~13

25

2020年印尼國際塑橡膠包裝印刷機械展

PRI

11

18~21

26

2020年法國巴黎國際包裝機械展

ALL4PACK 2020

11

23~26

27

2020年土耳其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PLAST EURASIA ISTANBUL
2020

12

4~7

英文展名

月

日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中文展名

食品飲料加工機械、包裝機械展
28

2020年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包裝及印刷科
技展

PROPAK PHILIPPINES

2

5~7

29

2020年新加坡國際食品與飯店用品暨食品機
械設備展覽會

FHA-FOOD & HOTEL ASIA

3

31~4/3

30

2020年德國杜賽道夫國際包裝工業展

INTERPACK 2020

5

7~13

31

2020年印度孟買食品加工及包裝機械展

INTERNATIONAL FOODTEC
INDIA

9

27~29

32

2020年越南國際包裝及印刷工業展

VNPACKPRINT &
VNPRINTLABEL 2020

10

20~23

工業展、綜合機械展
2020年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

M-TECH NAGOYA

4

15~17

34

2020年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VIETNAM MANUFACTURING
EXPO

8

12~14

35

2020年日本大阪(關西)機械要素展

M-TECH OSAKA

10

7~9

36

2020年深圳國際模具、金屬加工、塑膠
及包裝展

DMP 2020

11

24~27

附件二、一

33

鞋機、鞋材展
2020年米蘭鞋機與製革機械展

SIMAC TANNING-TECH

2

19~21

38

2020年中國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

JIF

4

19-22

39

2020年廣州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

INTERNATIONAL SHOES &
LEATHER EXHIBITION

6

2~5

40

2020年中國(溫州)國際皮革鞋材鞋機展覽會

CHINA (WENZHOU)
LEATHER FAIR

8

21~23

紡織機械展
41

2020年孟加拉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DTG 2020

2

20~23

42

2020年越南西貢紡織製衣工業展

SAIGONTEX 2020

4

8~11

43

2020年中國國際紡織機械展暨ITMA亞洲展

ITMA ASIA + CITME 2020

10

15~19

44

2020年印度國際紡織機械展

INDIA ITME 2020

12

10~15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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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會務開發組
組
別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壹、台日機械經貿與合作
1.邀請日本事務 提供會員對日本現今市
專 家 或 日 本 場及情勢的資訊
顧問來台經
驗交流會

邀請日本事務專家及日籍顧問進行座談及討
論。

2.日本與台灣機 促進我機械業者引進日
械 業 之 媒 合 本技術，提升產品競爭
商談會
力

舉辦一對一媒合商談會，促成台日機械合作及
互動。

3.邀請日本商社 加 入 日 本 商 社 的 供 應
來 台 募 集 供 鏈，共同新南向
應商

例：丸紅、Yu Asa、山善等大小商社。

4.建立與日本地 持續與日本地方的機械
方 縣 市 的 機 相關業者交流互動
械產業合作

1. 善加利用政府對日執行單位的資源，將各方
資源整合，轉知本會 台日機械經貿與技術合
作平台 廠商利用。
2. 主動出擊接洽日本機械業較發達的縣市，洽
談雙方交流的可能性。

5 . 維 護 「 機 械 繼續辦理。
公會日文網
站」

透過本會的日文網站，提供日商買主查詢平
台，也提供有意拓銷日本市場的會員廠商登錄
公司行銷資料。

會

附件二、一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238

務
開
發
組

貳、大陸經貿交流
1.大陸機械工業 繼續辦理。
資訊、法規
之蒐集

1. 邀請國內及大陸學者舉辦相關法規、智慧財
產權研討會。
2. 協助國內業者組團赴大陸投資考察，以了解
大陸投資概況及發展趨勢與蒐集相關法規依
據。
3. 邀請大陸機械業傑出人士來台發表專題研
究，以利兩岸技術交流。
4. 蒐集大陸投資與經貿相關法規，及蒐集大陸
投資備選項目，為國內業者找投尋投資機
會。

2.延續或擴大與 繼續辦理。
大陸友好單
位之關係

1. 熱情邀請與接待大陸友好單位來台參訪。
2. 在互利互信的基礎下，共同合辦兩岸活動
3. 持續開發新的友好單位。

備註

會

項目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3.舉辦「大陸經 配合大陸經貿專委會辦
貿 事 務 系 列 理。
座談會」

探討大陸經貿有關之實務課題。

4.宣傳「台灣機 繼續辦理。
械在大陸台
商經貿網」

本會利用與大陸有關的接待與互動時宣傳本網
站，並鼓勵會員廠商能加入資料庫，以在大陸
市場拓展時加分。

5. 辦理 2020海 繼續辦理。
峽兩岸機械
工業交流會

依本會與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之協議，2020年
將在大陸舉行。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組
別

備註

叁、專案計畫

務 1. 東 京 台 灣 機 2020年起原計畫移至東 1. 媒合引進日本機械技術、管理專家或顧問。

發

2. 於日本或台灣辦理台日商談會，協促拓銷日
本市場。
3. 台灣機械銷日之客訴傳達及處理。
4. 日本機械產業情報調查與分析。
5. 日本機械市場調查分析。
6. 日本機械產業新聞翻譯。
7. 邀請日本專家來台演講。
8. 籌組相關赴日訪問團。

2. 109提升智慧 持續辦理。
機械之產業
鏈精實管理

持續推動TPS精實管理。
TAIWAN PRODUCTION SYSTEM

肆、專業委員會
1. 專業委員會

例行辦理
依會長指示辦理。

1. 大陸經貿專業委員會。
2. 台日機械技術合作與交流聯誼會
3. 控制系統與感測器專業委員會
4. 鑄造專業委員會
5. 工業用機器人專業委員會
6. 電子設備業專業委員會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組

附件二、一

開

械 服 務 中 心 京服務中心執行
「台灣機械
產品在日本
售前、售後
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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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政策服務組
組
別

緣起、目的、目標

執行辦法

壹、擴大參與並爭取執行政府專案計畫

政

附件二、一

策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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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服
務

1. 辦理台德論
壇

促進台德機械產業

(一) 明年第5屆在台辦理
(二) 爭取由TAMI主辦
(三) 規劃配合明年9月TaipeiPlas展辦理

2. 編撰機械年
鑑(yearbook)
提供政府產
業資訊及建
議

促進我機械業者引進日
本技術，提升產品競爭
力

(一) 108年規劃：
各國機械產業範疇、各國政府補助政
策、產銷統計與分析、年度大事紀、政
策建言。
(二) 109年起常態性計畫。

貳、勞動部源頭管理
車床、銑/搪
床、鋸床及機
器人等4項產
品強制性納管

勞動部以保護勞工安全
為由，實施源頭管理

(一) 進度：
1.車床、銑/搪床group2,3,4暫緩2年；
group1緩衝到108年底。
2.鋸床及機器人撤銷原實施公告。
(二) 持續參加勞動部召開技術小組會議，適時
反應會員廠意見。
(三) 勞動部及工業局正規劃補助及輔導方案。

參、結合政府資源，提供會員廠商診斷、諮詢及輔導等服務
智慧機械輔導
團

協助業者加速朝智慧機
械/製造升級轉型

(一)辦理說明會
(二)安排輔導團到廠訪視
(三)協助爭取政府補助/輔導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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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財務組
組
別

財

項目

執行辦法

壹、編製決算
、預算。

1. 依章程編造108年
度決算。
2. 依章程編造110年
度預算。

1. 年度終了按實際收支編造(108)年度決算，並
請廣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本會財務、稅
務查核簽證。
2. 依據(109)年度實際狀況及配合（110）年度工
作計畫編列預算。

貳、金融財稅
小組：協
助會員爭
取低利融
資。

繼續辦理。

1. 針對會員廠商需求，辦理專題講座銀行融資及
稅法等相關議題」。

務 參 、 財 產 目 錄 繼續辦理。

1. 辦理財產登記、盤點、訂定使用(折舊)年限。

之整編。

繼續辦理。

監事會議：
1. 依規定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監事會會議召開時間如下：
第28屆第08次：109年01月16日(星期四)
第28屆第09次：109年04月29日(星期三)
第28屆第10次：109年07月23日(星期四)
第28屆第11次：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第28屆第12次：110年01月21日(星期四)
2. 必要時召開臨時監事會議。

九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

組 肆、監事會議

備註

附件二、一

緣起、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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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

九年度收支預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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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章程
中華民國64.07.18.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
內政部64.08.13.臺內社字第647773號函：「准予備查」。
內政部66.10.03.臺內社字第756000號函：「增加條文、准予備查」。
內政部69.11.25.臺內社字第57125號函：「修正條文、准予備查」。
內政部81.02.02.臺內社字第8174760號函：「修正條文、准予備查」。
內政部85.04.11.台(85)內社字第8509980號函：「修正章程增列第五十四條條文，原第
五十四條、五十五條條次變更為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條文，准
予備查」。
內政部86.11.10.台(86)內社字第8634031號函：「修正章程第四十七、五十四條乙案，
原第五十四條條次變更為第五十五條，准予備查」。
內政部87.07.27.台(87)內社字第8793165號函：「修正章程第十九條及出席會員代表各
地區出席代表選舉辦法第三條案」，以工業團體法第三條之規定為

附件四、公會章程

由不同意「通訊選舉」，修正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則同意備查。
內政部89.05.17.台(89)內中社字第8916704號函：「修正章程第八、十一、十三．．．
等條文：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改為「大會代表」同意備查。
內政部91.04.29.台內中社字第0910018114號函：「修正章程第四十五條條文」同意備
查。
內政部95.04.20.內授中社字第0950702540號函：修正章程地區「辦事處」更名為「服
務處」相關條文，同意備查。
內政部97.4.9內授中社字第0970006058號函：修正章程第22條條文增設「副理事長3
位」，同意備查。
內政部100.04.18內授中社字第1000008408號函：修正章程第8條條文，同意備查。
內政部102.04.17內授中社字第1025055887號函：修正章程第19條、第33條條文，同意
備查。
內政部102.10.08內授中團字第1025932609號函：更名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
內政部103.05.15內授中團字第1035036193號函：修正章程第3條、7條、8條條文中 機
器 修正為 機械 ，同意備查。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章程依據工業團體法及工業團體法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 二 條：本會定名為：「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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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本會以謀劃機械工業之改良發展，而配合國家經濟需要，團結同業增進
共同利益為宗旨。
第 四 條：本會為法人。
第 五 條：本會以臺灣地區為組織區域。
第 六 條：本會會址設於臺北市，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後設立服務處。

第二章

任

務

第 七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關於國內外機械工業之調查、統計、研究、改良及發展事項。
二 )關於機械工業所需原料來源之調查及協助調配事項。
三 )關於會員生產及產品運銷之調查、統計及拓展事項。
四 )關於技術合作之聯繫促成及推進事項。
五 )關於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事項。
六 )關於會員公益事業之舉辦事項。
七 )關於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之建立及動態調查、登記事項。
八 )關於會員業務狀況之調查事項。
九 )關於會員證照申請、變更、換發、會員資格證明及投標比價證
明等服務事項。
( 十 )關於同業糾紛之調處及勞資糾紛之協助調處事項。
(十一)關於會員產品之展覽及相互觀摩事項。
(十二)關於勞動生產力之研究、促進與同業員工技能訓練及講習之
舉辦事項。
(十三)關於政府經濟政策與工業法令之協助，推行及研究建議事
項。
(十四)關於接受機關、團體或會員之委託服務事項。
(十五)關於各項社會運動之參加事項。
(十六)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三章

附件四、公會章程

(
(
(
(
(
(
(
(
(

會員、會員代表及大會代表

第 八 條：
(一) 凡在本會組織區域內，使用發動機械2kW(瓩)以上產製機械
之機械工廠，並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者，不論公營或民營，
除國防軍事工廠外，均應遵照工業團體法於開業一個月內加
入本會為會員，前項會員應派代表出席本會，稱為會員代
表，每一會員工廠所派代表以一至五人為限，依下列分級標
準規定派出代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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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派

每月
會費額

級別

員工數

資本額

動力設備

一級

500人以上

10,000萬元以上

750kW(瓩)以上

五人

4,400元

二級

300人以上

4,000萬元以上

150kW(瓩)以上

四人

2,200元

三級

80人以上

500萬元以上

75kW(瓩)以上

三人

750元

四級

21人以上

100萬元以上

15kW(瓩)以上

二人

400元

五級

20人以下

100萬元未滿

15kW(瓩)未滿

一人

200元

代表名額

(二) 依據上表所列標準中以合格二項為準。
(三) 但，會員廠商自願提升會員級數，並提出申請者，只須符合本
會「分級標準規定派出代表人數」其中之一項標準，即可升
級。
(四) 本會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各地區
會員代表人數比例選出「大會代表」。
第 九 條：申請入會者應填具入會申請書含會員會籍登記卡、會員代表登記卡、及
工廠調查表，並附具工廠登記證影本，送由本會提經理事會議審查通過
後，准其入會。但應由本會將有關證照副本一份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通
知之。
第 十 條：會員非因廢業，遷出本會組織區域受永久停業處分者，不得退會。
第 十一 條： 會員代表以工廠之負責人、經理人或該廠之現任重要職員在廿歲
以上者為限。
「大會代表」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大會代表因喪失會員代
表資格，同時喪失大會代表資格。
第 十二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會員代表：
(一)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會員代表發生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代表資格，原派之會
員，應另派代表補充之。
第 十三 條： 會員代表及大會代表均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
一代表為一權。
第 十四 條： 大會代表因事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大會代表代理，但每一大會代表以代表一人為限。並不得超過親
自出席人數之半數。。
第 十五 條： 每一會員代表或大會代表應由本會分別填發出席證，並於召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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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員代表會議或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十五日前寄送各代表。
第 十六 條： 本會應於召開地區會員代表會議一個月前，通知各會員在召開大
會二十日前聲明其原派之會員代表是否續派或改派，不聲明者，
視為放棄續派或改派會員代表之權利。前項通知聲明均為以書面
為之。
第 十七 條： 會員指派或改派會員代表時，應以書面通知本會。
第 十八 條： 同業工廠於開業後六月內，不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者，應提經理
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限期加入。
同業工廠經通知逾期仍未加入本會為會員者，得由理事會決議，
報請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附件四、公會章程

第 十九 條： 本會置理事廿七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九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
補理事九人，候補監事三人，均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分
別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各以得票多數者為當選次多數者為候
補。其名次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前項理事
監事遇有缺額時，分別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以補足前
任任期為限。本會理監事之選舉票格式分為下列三種並應載明本
會名稱、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等，由本會理事會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者。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三) 將 參 考 名 單 所 列 之 候 選 人 印 入 選 舉 票 ， 並 預 留 與 應 選 出 名 額
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由理事會提出下一屆理、監
事候選人參考名單。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第 二十 條： 理 事 會 置 常 務 理 事 九 人 ， 由 理 事 於 理 事 會 用 無 記 名 連 記 法 互 選
之，以得票多數者為當選。
第二十一條： 監 事 會 置 常 務 監 事 三 人 ， 由 監 事 於 監 事 會 用 無 記 名 連 記 法 互 選
之，以得票多數者為當選。並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由理事於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用無記名單記
法選任之，以得票數最多數者為當選。
本會設置副理事長三人，由理事於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用無記名
連記法選任之。
第二十三條： 理事長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理事、
監事、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應各有三分之二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並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
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247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附件四、公會章程
248

第二十五條：理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前項理事會應於會員代表大會閉幕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之，非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延長。
第二十六條：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七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
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之：
(一)喪失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依本法之規定解職、罷免、或撤免者。
(四) 其所代表之工廠，依工業團體法之規定退會或經停權註銷會
籍者。
第二十八條： 理事監事出缺，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無候補理事候補監事遞補，而理事或監事人數超過全體理事或監
事名額三分之二以上者，不予補選。
第二十九條：大會代表職權如下：
(一)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二)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金額。
(三) 議決會務、業務之年度計畫，報告預決算。
(四) 議決各種章則。
(五) 議決會員及大會代表處分。
(六) 議決理事、監事之解職。
(七) 議決服務處之設立，合併或裁撤。
(八) 議決清算及選派清算人。
(九) 議決財產之處分。
(十) 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 三 十 條：理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 審定會員及大會代表資格。
(二)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 議決處分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 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七) 與監事會共同議決出席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派，改派或辭職。
(八) 審訂會務業務之年度計畫及預決算並追蹤及檢討其執行進度
及成果。
(九) 議決劃分召開預備會地區及應選出大會代表名額之實施計畫。
(十) 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十一)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三十一條：監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議

第三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分下列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均由理事長召集
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定
之。
(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大會代表五分之一以上
要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第三十七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之，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
時會議時，經送達通知而能適時到會者，得不受限制，並均應報
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或監選。
第三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以理事長為主席，或由理事、監事就常務理事常務
監事中共同推定三人至五人組織主席團輪任主席。
第三十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大會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以大會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1)章程之變更。
(2)會員及大會代表之處分。
(3)理事、監事之解職。

附件四、公會章程

第五章    會

第二十八屆第３次會員代表大會

(二) 監察理事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三) 審核年度預決算向理事會提出書面審核意見，並報大會通過
或追認。
(四)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五)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 與理事會共同議決出席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派、改派或辭
職。
(七) 監察本會財務及財產。
(八) 其他依職責應監察事項。
第三十二條： 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
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為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中互推一人代
理之。
第三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其他會務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
辦理會務，由理事長提報理事會通過任免之，並於通過之日起十
日內，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始准到職或離職。
前項會務工作人員之名額、職稱、待遇、及其服務規則，由本會
訂定，提經理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理事監事不得兼任本會會務工作人員。
第三十五條：本會得視事實需要設立各種專業委員會及專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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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選派。
第 四十 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出席之全體大會代表人數，應扣除受停權處分會
員所派之大會代表計算之。
第四十一條： 理事會、監事會應分別舉行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候補
理事、候補監事均得列席。
第四十二條： 理 事 長 或 監 事 會 召 集 人 ， 無 故 不 依 前 條 規 定 召 開 理 事 會 或 監 事
會，超過兩個會次者，應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
改選或改推。
第四十三條： 理事會監事會之決議各以理事過半數之出席，經出席過半數同意
行之。但理事或監事之辭職，應以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四十四條： 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
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如連續缺席滿兩
個會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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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本會之經費收入如下：
(1)入 會 費：會員入會時，依照會員等級標準中間級(三級會員)
全年常年會費總額之半數，一次繳納之。
(2)常年會費：依會員會費之資本額、動力設備及工人多寡為計算
標準，分為五級。依照本章程第八條規定按半年繳
納。但資本額，動力設備及工人數增減時應以書面
報告本會，而增減其常年會費。
前款常年會費遇有修設會所增加設備，或舉辦展覽等工作時，得
經主管機關核准，由會員按其等級或其他方式酌增繳納之。
(3)事業費：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籌集之。
(4)委託收益。
(5)基金及其孳息。
(6)捐助金。
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儲，非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不得動支。
第四十六條： 事業費之分擔，每一會員至少一份，至多不得超過五十份，必要
時，得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增加之。
事業費總額及每份金額，應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
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第四十七條：前條之事業費，會員退會時，不得請求退還。
第四十八條： 工廠於開業後一個月內不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者，於其加入時，
溯自開業之次月起，計算其應繳會費之總數，併為入會費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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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四十九條： 會員如不按照本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應提經理事會決議依下列
程序處分之。
(1)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2)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經勸告而不履行者。
(3)停權： 欠繳會費滿九個月，經警告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
會議並當選為理事、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權益。
前項第三條受停權處分之會員，其所派之會員代表已當選為理事
或監事者，應即解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其缺額。
第 五十 條： 本會應於下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編具下年度工作計畫及歲入歲
出預算書，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
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
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五十一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具本年度工作報告，歲入歲出決
算書，資產負債表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錄，提經理事會通過後，
送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後，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代表大會未
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五十二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五十三條： 本會如興辦事業時，應另立會計，每年送監事會審核後，提報會
員代表大會，並分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十四條： 本 會 因 故 解 散 或 撤 銷 時 ， 其 剩 餘 財 產 ， 除 清 償 債 務 ， 退 還 基 金
外，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且應歸屬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
第五十五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事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
任務主要為經濟部。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事主管機關之指導、
監督。
第五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業團體法及其施行細則與其他有關法
令辦理之。
第五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備案實施，修改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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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服務處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64.7.18第1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
內政部64.8.31臺內社字第647771號函：「准于備查」。
內政部85.4.11台(85)內社字第8509981號函：「准予備查」
內政部94.12.16內授中社字第940019551號函：「同意備查」
內政部95.04.20.內授中社字第0950702540號函：地區辦事處
更名為「服務處」，同意備查。
業經98.1.14.第24屆第12次理事會議決議通過：服務處「主
任」更名為「主任委員」
內政部102.10.08內授中團字第1025932609號函：更名「臺灣
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第 一 條：本簡則依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各服務處(以下簡稱各處)應設在各縣市政府所在地。
第 三 條：各服務處應受本會監督處理各該轄區內之一般事務，執行本會交辦事項，但不得

五、服務處組織簡則

對外收發文。
第 四 條：服務處之設置廢止由本會理事會議視實際需要提會員代表大會決定，並呈報主管
機關核准後辦理之。
第 五 條：各處應推行本會章程第七條規定任務。
第 六 條：凡當地工廠申請入會或退會，應該經各服務處調查後，送本會核辦。
第 七 條：凡本會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辦事章則規約之義務。
第 八 條：凡本會會員均有享受服務處所定各種權利。
第 九 條：各處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理事長就該處區域內之理監事或其他熱心公益之會員代
表中提名一人，經理事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第 十 條：主任委員之任期依照本會理監事任期為任期。
第十一條：主任委員為無給職。
第十二條：各處內部得斟酌實際情形分課辦事，其辦事細則由各處另定之。
第十三條：各服務處視其事務之繁簡，得設 專員、幹事、助理幹事、辦事員各若干人，由
主任委員提出，新進人員依規定試用三個月屆滿合格後，提理事會決議通過，
報請內政部核備後正式任用。
第十四條：各服務處每年應辦理地區會議，得依地區需要辦理會員聯誼活動一次，及申請
本會補助。
第十五條：各服務處視需要每季可召集該地區理事召開處務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或座談會。
第十六條：各服務處召開會議應報本會核備。
第十七條：各服務處經費由本會列入年度預算，並依實際支出情形核銷支付。
第十八條：本簡則經理事會議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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