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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18 日至 26 日梯次召开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第廿七届第一次各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  2 －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第 27 第 1 次各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徐秀沧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各位最敬爱的会员代表女士、先生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代表踊跃出席年度地区会员会议，代表大家关心公会的发

展，实在非常感谢。也感谢各地区主任及理监事的一路相随及付出，以实际

行动表达对本地区主任委员与会员的支持及关心，今年适逢改选 300 名【大

会代表】，从 11 月 18 日到 26 日，由高雄地区依梯次到台北地区，召开本会

一年一度的地区会员会议。 

先与各位报告今年机械产业的现况，近年机械业在面临欧债以及东南亚

地区的泰国政变、越南暴动等影响下，今年机械业的成长不如预期。去年度

机械业的出口值为 204 亿美金，下降了 1.6%，而工具机出口为 35 亿美金，下

滑了 16%。以上说明全球的景气动荡连带影响了台湾的机械出口，因此我需

要郑重跟各位报告，这一年来台湾机械产业所面临的处境。 

首先，汇率对台湾机械业的影响力非常巨大。本会在过去已多次向中央

银行反映，维持汇率的政策将对台湾出口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在两三个礼拜

前，本会带领机械厂商参加在今年 10 月底举办的日本塑橡胶工业展，及 11
月初的日本工具机展，当时汇率就对台湾及日本的出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那时的日币兑美元的汇率是 112 元，目前已经贬值至约 117 日元了。记得当

初安倍晋三上任时，日币对美元汇率仅有 78 到 79 元，到目前已经贬值超过

45%以上。再拿上礼拜所举办的泰国工具机展举例，假设两年前台湾一台机器

卖 100 万美元，日本厂商的报价可能落在 135~140 万美元间，而现在，在上

礼拜的泰国工具机展中，台湾报价须维持一百万美元，日本厂商报价却已降

至 105 万美元，因此台湾业者在国外的拓销上遇到很大的挫折。日币的贬值

让日本工具机业者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相当大的成长，日本工具机今年

在国外出口成长了多达 39%。 

我们另一个严峻的考验是关税问题。大约 10 天前中国与韩国在 FTA 的

洽商上已正式达成协议，目前台湾设备出口至中国的关税约高达 9.7%，再加

上 17%的加值税等，台湾将无法跟韩国竞争，因此这礼拜来，经济部长、财



 －  3 － 

政部长等开会才意识到，关税不能减免将对机械产业的外销产生多严重的影

响，台湾机械业就算再努力，在起跑点上就落后韩国一大截。再来，受到太

阳花学运的影响下，ECFA 的推动也遇到了困难，服务业贸易无法签暑，货品

贸易的签暑就无法继续进行。因此本会将继续推动货品贸易的签署，排除机

械业者的关税障碍。 

台北国际工具机展即将于明(104)年 3 月初举行，在本展每年持续的成长

下，目前已经成为全台最大的展览会，然而，近期工具机业者面临摊位不足

的问题，全台上千家工具机、零组件及相关接口设备业者，总共需要 9,500
多个摊位，目前台湾还没有足够大的展览馆可供展出如此多的摊位。在本会

积极协调与争取下，包括向台北市政府取得争艳馆的展览场所，目前只能展

出约 5,300 多个摊位的面积，因此所有业者的摊位面积都被缩减约 45%，这点

必须向各位致歉，看来仅能等待南港展览馆二馆的兴建完成后，到 2017 年时

此一现象才能稍作缓解。 

本会也相当重视人力的培育，人力短缺是许多机械业者都面临的问题，

这一年来，本会已在全台各地与数十间的大专院校机械科系进行产学合作。

机械产业并非外界所传的 22K 或是黑手产业，反而是稳定且具备外销能力的

重要台湾产业，目前工厂生产机械也已迈入智慧化，因此本会不断的向大专

院校机械系学生呼吁，鼓励机械系的学生毕业后能至工厂工作。 

明(104)年本会将迈入第 70 年，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产业公会。时代不断

的在进步、在变化，为让本会的名称与全球机械产业公会名称相同，也让我

们的会员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本会名称由｢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更

名为｢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于 11 月 1 日正式对外启用。另外，本会去(102)
年也在上海成立【上海联络处】，由胡展飞主任委员来协助在大陆进行拓销

的会员厂商。 

今天最重要的是选出本会各地区的「大会代表」，大会代表将扮演替会员

服务的角色，由本会 2,600 多家会员厂商共计 5,000 多位会员代表，为期能顺

利推动本会会务的决策与执行，本会须于全台七个地区选出 300 位【大会代

表】，来组成会员代表大会，是本会最高权力机构，并将于明(104)年 3 月出

席本会会员代表大会，祝福各位有心参与竞选的候选人均能高票当选「大会

代表」。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会员代表的参与，并敬祝各位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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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高雄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间：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 时 30 分。 

二、地点：寒轩大饭店(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区和平 1 路 33 号 2 楼(明轩厅)  

三、出席：本人出席 170  员，委托出席  84  员，共计 254 员。 

四、列席：徐秀沧理事长、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台北地区主任委员)、魏灿文

副理事长、黄火煌副理事长、王正雄主任委员、许新洲主任委员、

魏坤池主任委员、石东佑主任委员、郭瑷玫理事、萧栋斌理事、

胡炳昆监事、王正青秘书长、余秀敏组长、傅碧莲专员、杜怡君

专员、黄彦嘉办事员。 

五、主席：刘亚东主任委员                           记录：张树棠 

六、刘主席亚东致词： 

各位长官、贵宾与高雄地区会员代表女士、先生们，大家午安。 

首先要特别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高雄地区会议，今天会议，

将向各位与会员代表报告本会最近一年之会务推展情况，及高雄地区会

员与会务之变动等。今年适逢三年一次的改选「大会代表」，亦是今天会

议最重要之活动，期望各位能用心选出第 27 届高雄地区之「大会代表」，

热心为高雄机械业服务及建言。 

最后，预祝各位与会代表能选出理想的「大会代表」，亦祝福各位会

员代表身体健康，事业兴顺，万事如意。 

七、徐秀沧理事长致词：(详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八、改选高雄地区第 27 届「大会代表」：详后页当选名单 

九、专题演讲﹕高雄应用大学周至宏教授「谈先进制造」(略)。 

十、工作报告： 

(一) 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王正青秘书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

至第 94 页)。 
(二) 高雄地区会务工作报告：杜怡君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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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讨论提案： 

提案公司：尚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敝公司机械业会员厂商取得高雄大发工业区之合适建

厂用地。 
说明：大发工业区厂区密集，但是缺乏机械组装业，且过去五年以来，产

能已经呈现饱和状态，无法再替台湾开创更大产值，但在附近区域

苦寻多年未果，建请公会提供合适资源。 
办法： 

1. 建请公会协寻大发工业区周围合适之工业用地。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已于 103.10.02 致电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询问工厂用地申请事宜，

该局回复预计本（103）年 11 月将进行和大发工业区第二次厂商申

请事宜。 

(2) 已于 103.10.02 致电尚富公司张邓景小姐，回报此一情况，并且提供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工业辅导科承办人：陈亮志先生，联系电话：

07-336-8333#3162。 
决议：已协助会员厂商在近日提出工业用地之申请。 

 
十二、临时动议：无。 

十三、公布选举结果：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四、散    会：下午 5 时 30 分，会后聚餐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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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廿七届 
高 雄 地区会员【大会代表】当选名单 

编号 会员证号 姓  名 得票数 
1 90003 李俨训 135 
2 90003 李鼎苓 157 
3 90190 刘亚东 171 
4 90218 何炎文 154 
5 90218 孙得宾 165 
6 90218 孙正耀 153 
7 90232 洪崇发 183 
8 90232 郭登泉 170 
9 90232 邱谷川 172 
10 90326 张祥麟 163 
11 90326 王佳玲 156 
12 90326 王佳中 154 
13 90326 王正仁 165 
14 90372 蔡永材 158 
15 90372 洪一哲 164 
16 90372 黄文国 155 

监票人：许新洲、石东佑、魏坤池 
记票人：林惠萍、郭瑷玫、萧栋斌 
唱票人：李盟贤、王淑芬、王佳玲 
 
发出选票 211  张。 
回收选票 211  张。 
有 效 票 200  张。 
无 效 票  3   张。 
废    票  8   张。 

应当选人数：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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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台南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时 30 分。 

二、地    点：桂田酒店三楼(罗马厅)台南县永康市永安一街 99 号 

三、出    席：本人出席 190 员，委托出席 86 员，共计 276 员。 

四、列    席：徐秀沧理事长、黄火煌副理事长、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王

正雄主任委员、庄大立主任委员、许新洲主任委员、魏坤池

主任委员、刘亚东主任委员、萧文龙理事、郭爱玫理事、王

正仁理事、张仕育监事、王正青秘书长、余秀敏组长、傅碧

连专员、杜怡君专员、张树棠干事、黄彦嘉办事员。 

五、主    席：石东佑主任委员                         记录：洪淑惠 

六、主席致词： 

徐理事长、柯拔希监事召集人、黄火煌副理事长、魏副理事长、各地

区主任委员、各位理监事、贵宾、各位会员代表女士、先生们，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各位同业先进，在百忙中来参加本会台南地

区第 27 届第 1 次会议，希望能透过此会议让会员厂商互相联谊交流，交

换经营企业之甘苦及心得。今天另一重要事项就是改选台南地区之「大

会代表」。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七、徐秀沧理事长致词：（详首页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八、改选台南地区第 27 届之「大会代表」：详后页当选名单 

九、专题演讲：康宁大学张承晋教授莅会作「居家照护机器人在银发生活服

务产业上的应用」：详讲义内容。 

十、工作报告： 

(一) 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王正青秘书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

至第 94 页)。 

(二) 台南地区会务工作报告：杜怡君(详见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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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讨论提案： 

提案公司：亿耐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各国自由贸易协议。 

说明：政府自由贸易签订牛步，竞争力大幅下滑，尤以中国、东南亚等国

为甚，促请订立时间表尽速签订。 

办法：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对于各国区域经济整合情势与进度均相当关切，先前已于 8 月

14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03 号函请经济部、国贸局、工业局加速

与中国大陆签署第二阶段 ECFA 货品贸易协议之谈判，避免落后中

韩 FTA 之签订。 

(2) 本会并于 9 月 9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12 号函请立法院王金平院

长能够加速推动两岸相关法案，以加速区域整合。 

(3) 本会已于 10 月 6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6 号函请经济部国贸局

尽速推动 ECFA 货贸协议及争取与东协各国签署 FTA，以加强台湾

设备在东协各国市场之竞争力与占有率。 

决议：通过。持续要求政府主管加速与代表性国家推动 FTA 协议。 

 

十二、临时动议：无。 

十三、公布选举结果：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四、散    会：下午 5 时 30 分，会后聚餐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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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廿七届 
 台  南  地区会员【大会代表】当选名单 

编号 会员证号 姓  名 得票数 
1 80011 黄钟德 105 
2 80013 廖昆隆 126 
3 80035 叶明峰 96 
4 80037 魏灿文 171 
5 80053 胡峻嘉 159 
6 80062 翁育睿 93 
7 80097 吴有显 92 
8 80104 韦月华 79 
9 80106 谢钦泽 102 

10 80108 王俊贤 112 
11 80112 吴志哲 98 
12 80115 许万亿 85 
13 80138 颜志明 86 
14 80162 杨敏捷 87 
15 80195 胡炳昆 170 
16 80209 王庆君 88 
17 80228 黄国庆 101 
18 80272 龚有定 82 
19 80276 杨昆明 100 
20 80277 凌渊明 91 
21 80339 黄世贤 92 
22 80343 王世章 94 
23 80345 萧栋斌 109 
24 80345 萧尧睿 85 
25 80360 石东佑 154 

监票人：庄大立、许新洲、魏坤池、刘亚东。 
唱票人：郭瑷玫、洪淑梅、萧文龙、黄彦嘉。 
记票人：王淑芬、叶佳桦、洪淑娥、苏美英。 
发出选票：219 张。   回收选票：219 张。 
有 效 票：207 张。   废    票： 12 张。 

应当选人数：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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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嘉义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间：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2 时 30 分。 
二、地点：嘉义产业创新研发中心会议室 3F(嘉义市博爱路二段 569 号) 
三、出席：本人出席 89 员，委托出席 42 员，共计 131 员。 
四、列席：徐秀沧理事长、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魏灿文副理事长、王正雄

新竹主任委员、许新洲彰化主任委员、石东佑台南主任委员、刘

亚东高雄主任委员、郭瑷玫理事、胡炳昆监事、王正青秘书长、

余秀敏组长、傅碧莲专员、杜怡君专员、洪淑惠干事、张树堂干

事。 
五、贵宾：PMC 林耀堂 经理 
六、主席：魏坤池主任委员                            记录：黄彦嘉  

七、主席致词： 

徐理事长、魏副理事长、柯监事召集人、新竹王主任委员、彰化许

主任委员、台南石主任委员、高雄刘主任委员、各位理监事、中国输出

入银行高雄分行萧俊民副理、PMC 林经理、以及嘉义地区会员代表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感谢理事长多次为了汇率问题奔波努力，感谢王正青秘书长以

及筹办此次会议团队们的辛苦，才有今天的会议，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各

位最敬爱的会员代表先进们，在我担任主任委员这些年来的支持与爱护，

以后还需要各位在活动或政策上提供建议及继续支持！感谢这次参选【大

会代表】的候选人赞助本次会议布置用的花卉。 

最后，敬祝在座各位佳宾先生、女士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八、徐秀沧理事长致词：(详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九、改选嘉义地区第 27 届之「大会代表」：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专题演讲﹕中国输出入银行 高雄分行 萧俊民 副理莅会做「如何善用金

融工具拓展海外市场」：详讲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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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作报告： 
(一)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王正青秘书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至第 94 页)。 
(二)嘉义地区会务工作报告：黄彦嘉(详见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 97 页) 

十二、讨论提案：无 

十三、临时动议：无。 

十四、公布选举结果：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五、散    会：下午 5 时 20 分，会后聚餐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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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廿七届 
嘉 义 地区会员【大会代表】当选名单 

编号 会员证号 姓  名 得票数 

1 70011 林木钏 80 
2 70023 叶正宏 82 
3 70025 李仁荣 88 
4 70026 洪祖得 80 
5 70090 魏坤池 101 
6 70096 邱绍益 87 
7 70098 黄博源 76 
8 70112 林建成 80 
9 70123 谢明益 85 
10 70127 郭丰永 87 
11 70136 叶永灿 89 
12 70145 张国兴 74 

监票人：刘亚东、许新洲、石东佑 

唱票人：谢莲蓉、萧文龙、郭瑷玫 

记票人：谭淑宜、许议方、韦采华 

发出选票：104 张。 

回收选票：104 张。 

有 效 票：104 张。 

废    票：  0 张。 

应当选人数：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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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彰化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 时 30 分。 

二、地    点：桂都国际美食馆龙鳯厅 (彰化市中兴路 187 号) 

三、出    席：本人出席 221 员，委托出席 110 员，共计 331 人 

四、列    席：徐秀沧理事长、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王正雄主任委员、庄

大立主任委员、魏坤池主任委员、石东佑主任委员、刘亚东

主任委员、萧栋斌理事、郭瑷玫理事、张仕育监事、纪明哲

頺问、王正青秘书长、余秀敏组长、傅碧莲专员、杜怡君专

员、洪淑惠干事。 

五、主    席：许新洲主任委员                      记录：林玲娟 

六、主席致词： 

大家好，感谢我们彰化、南投地区各位敬爱的会员厂商老板及代表，

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于百忙中拨空、踊跃来参加这次第 27 届第 1 次

的会员大会，今天会议中也将选举【大会代表】，在此也先预祝各位候选

会员能高票当选。 

首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的贵宾，第一位是我们机械公会的

大家长--徐秀沧理事长、台北地区的主任委员柯拔希兼监事会召集人、新

竹王正雄主任委员、高雄刘亚东主任委员、台南石东佑主任委员、嘉义

魏坤池主任委员、彰化地区萧文龙理事、林溪文理事、台南萧栋斌理事、

台中张仕育监事、彰化地区纪明哲顾问、公会王正青秘书长、并感谢陈

明德教授专程为大家来做专题演讲。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贵宾及会员厂商之热烈参与出席，祝各位身体

健康！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七、徐秀沧理事长致词：(详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八、贵宾致词：略 

九、改选 TAMI 彰化地区第 27 届之「大会代表」：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专题演讲：逢甲大学讲座教授陈明德莅会做【台湾应该正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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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作报告： 
(一)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王正青秘书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至第 94 页)。 
(二)彰化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第 96 页)。 

十二、讨论提案： 

提案公司：凯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业)  
一案由：招不到机械设计人员及机械组装人员(很多传统产业均有此问题)。 

说明： 
1. 工厂招不到人，社会喊失业人员多。 
2. 我司是中小企业，全公司人员共约 60 人，全公司薪资及奖金去年

超过 3,800 万元，平均每人每月超过 5 万元。 
3. 没有高职人员来应征，都去升学。 
4. 来应征的人大概都大学毕业，但考试大都少于 30 分，甚至零分的

也不少。(较高学府毕业者不来小公司) 
5. 专业知识太差，应是源于要考大学不需要努力读书也都能上；在大

学不需努力也都能毕业。最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失业。 
6. 企业无法成长，会渐没落或只好到国外设厂，这应是台湾经济的大

隐忧。 
7. 教育制度应是始作俑者。 

办法：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对于机械专业人才招募与产学合作相当重视，除每年度与教育

部六大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共同办理人才媒合活动，并积极推动业界

导师、工厂参观、工厂实习、技术合作等产学合作相关构面。 
2. 本会持续与具机械(电)相关学系之各科大与技职专校签订产学合作

意向书，共同推动产学合作工作。 
3. 本会已于 11 月 11 日于台中地区与台北科大区产中心合作办理机械

产业人力需求座谈会，将邀请区产中心、技专院校与工研院，分享

产学专班、产业人力扎根计划，协助厂商寻求合适人才。并邀请凯

统工业(股)公司参与本会办理的人力需求座谈会。 

决议：公会将会持续推动产学合作，并将多方举办各类产学媒合活动，请

会员厂商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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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公司：金台益机械工厂 
二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我机械会员厂商取得员林地区工业建厂用地，及落实

根留台湾政策。 
说明：多年来彰化员林地区一直苦于工业建厂用地不足，大多是农业用地，

用于非法，用于工业行业，且当地政府一直无有效面对此问题提出

政策。若能于彰化员林地区，开发提供适当之工业建厂用地，这将

能改善彰化地区人才外移，厂商根留在地之帮助，让大员林地区为

彰化工业重镇，且人口密度高，加工及制造业多。 
办法： 

1.  建请政府单位重视且加速于彰化大员林地区设置适合之工业用地，

以解决当地我机械制造业，建厂用地之需求。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民国 103 年 10 月 6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5 号

函，建请经济部重新规划台中、彰化、员林…等工业区因建厂之

用地需求，释出足够的工业用地，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发

展并落实根留台湾之政策。 
(2) 经济部亦于 10 月 14 日经授工字第 10320425300 号函复本会，表

示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化既

有土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并将本

会建言纳入参考办理。 

决议：通过，持续要求政府主管应加速推动彰化二林精密机械园区等。 
 

提案公司：国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案由：建请公会协助会员厂商取得中部地区工业区之建厂用地，以落实根

留台湾政策。 

说明：目前土地成本(既有工业区)节节高升，对新设立之公司取得土地不易。 
办法： 

1. 建请政府单位重视且加速于彰化大员林地区设置适合之工业用地，

以解决当地我机械制造业，建厂用地之需求。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已于 103.10.01 致电国合陈志明经理了解其需求。 
(2) 于 103.10.01致电台中市政府及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询问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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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之规划情形。 
(3) 于 103.10.02 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3 号函请政府单位加速推

动工业园区规划事宜。 
(4) 于 103.10.02 致电国合陈志明经理本会处理情形。 
(5) 台中市政府于 10月 14日府授经工字第 1030202829号函复本会，

表示市府已申请设置太平产业园区(面积 14.37 公顷)、潭子聚兴

产业园区(面积 14.76 公顷)、丰洲科技工业园区二期(面积 55.27
公顷)及委外规画办理清水甲南园区一期(面积 81 公顷)设置规划

作业，市府将赓续积极加速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事宜，以满足厂商

用地之需求。 
(6) 经济部亦于 10 月 14 日经授工字第 10320425300 号函复本会，表

示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化既

有土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并将本

会建言纳入参考办理。 
决议：通过，持续要求政府主管应加速推动彰化二林精密机械园区等。 

 
提案公司：国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案由：建请公会协助会员厂商增加 TIMTOS 台北国际工具机展展馆面积，

以使厂商能有更佳之展出机会。 
说明：目前既有之展地面积严重不足，使得台北工具机展(TIMTOS)各厂商

均被压缩展出面积，也使得展出成果无法达到各厂商预期之最佳效

果。 
办法： 

1. 建请政府单位加速规划并设立更合宜及更多之展地。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本会于 103 年 10 月 29 日电洽陈志明经理关于

TIMTOS 展览用地部分，南港二馆预计 2016 年底完工，届时 2017
年 TIMTOS 展将可使用，并可解决场地不足问题。 

决议：预计在 2017 年南港二馆正式启用后，约可增加展出面积 5 万平方米，

期可协助解决场地不足之问题。 

十三、临时动议：无。 

十四、公布选举结果：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五、散  会：下午 5 时 30 分，会后餐聚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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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廿七届 
彰 化 地区会员【大会代表】当选名单 

编号 会员证号 姓  名 得票数 
1 60021 吴肇业 159 
2 60024 涂美华 165 
3 60024 汤安正 138 
4 60033 钟连在 161 
5 60049 林建相 161 
6 60068 许新洲 200 
7 60068 许芳洲 162 
8 60073 王能和 124 
9 60081 纪金怀 166 
10 60082 谢永顺 95 
11 60096 陈明和 193 
12 60119 黄呈丰 156 
13 60126 吴森雄 99 
14 60157 林溪文 205 
15 60184 萧文龙 191 
16 60188 黄秋烟 126 
17 60205 沈聪信 137 
18 60226 沈聪进 133 
19 60253 赖秋田 128 
20 60258 黄清森 167 
21 60265 柯俊雄 147 
22 60272 田明课 126 
23 60288 蔡茂林 90 

监票人：刘亚东、石东佑、魏坤池、萧栋斌 
唱票人：余秀敏、张玉凤、杨喻涵、郭瑷玫 
记票人：徐彩云、张美云、林凤琴、柯美秀 

发出选票： 264 张。 回收选票： 264 张。  
有 效 票： 258 张。  无 效 票： 1 张。   废 票： 5 张。 

应当选人数：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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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台中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时。 

二、地    点：台中市惠中路一段 111 号(侨园大饭店国际厅) 

三、出    席：本人出席徐秀沧理事长等 754 员，委托出席 377 员， 

共计 1,131 员。 

四、列    席：柯监事召集人拔希、黄副理事长火煌、魏副理事长灿文、王

正雄主任委员、许新洲主任委员、魏坤池主任委员、石东佑

主任委员、刘亚东主任委员、纪明哲顾问、陈日东顾问、萧

文龙理事、陈士端理事、萧栋斌理事、王正青秘书长、黄艾

琳理事长秘书、陈枝昌组长、卢月琼组长、余秀敏组长、陈

琦媛副组长、翁俪凌代组长、傅碧莲专员、杜怡君专员、林

玲娟干事 

五、贵    宾：台中市政府胡志强市长、外贸协会骆主任慧娟 

六、主    席：庄大立主任委员               记录：廖丽玟 

七、主席致词： 

各位会员代表、徐理事长、柯召集人、副理事长，各位理监事，很

高兴又到了每年一次的会员代表大会，在此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能在

百忙之中，拨空来参加这次的会议。 

时间过的很快，第 26 届的三年，转眼又要结束。我很荣幸地在六年

前，由徐理事长指示我接下主任委员的任务，我要感谢公会所有会务人

员的协助，以及所有理监事的支持，让我又完成了一个任期，谢谢。 

大约在 10 年前有一本管理的畅销书「从 A 到 A+」，里头有一个章

节谈到领导人，它把领导人的层次分为五级： 

第一级是：有高度才干的个人--能运用个人才华、知识、技能和良好的工

作习惯，产生有建设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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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是：有所贡献的团队成员—能贡献个人能力，努力达成团队目标，

并且在团队中与他人合作。 

第三级是：胜任愉快的经理人—能组织人力和资源，有效率和有效能地

追求预先设定的目标。 

第四级是：有效能的领导者—散发下属热情追求清楚而动人的愿景和更

高的绩效标准。 

看起来这已经是很好了，但是，大家都知到要持续的改善，这些改

善最终就是要融入公司文化里，变成常态，如果没有这样，改善是不容

易持久的。而第五级也是最好的领导人是：藉由谦虚的个性和专业的坚

持，建立起持久的卓越绩效。  

这让我想到现任的徐理事长，他没有最好的学历，也没有最大的财

力、企业，也没有很好的口才，可是对照书里写到的第五级领导：藉由

谦虚的个性和专业的坚持，建立起持久的卓越绩效。 

徐理事长他的亲和力，我想在座各位都可以感受的到，不过有些人

可能不知道，徐理事长在当兵前，每当公会有大会或是类似的活动，他

就来帮忙了，所以他做公会的事已经 40 多年了，没有人比他对公会的事

务更熟悉、更了解的。 

徐理事长六年做下来，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只有一件事是做的不好，

就是做得太好。 

徐理事长明年三月虽然就要卸任，不过大家放心，徐理事长他已经

建立好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都会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会员厂商做最好

的服务。 

在此，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八、徐理事长秀沧致词：(详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九、改选出席会员代表大会之「大会代表」：详后页选票得票数统计表 
有效票： 913  票    废票：3  张     
应当选人数：1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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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题演讲题目：「利用输银金融工具拓展海外市场」 
中国输出入银行台中分行  杨俊雄 经理。详如讲义 

十一、工作报告： 

(一) 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陈枝昌组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至第 94 页)。 

(二) 台中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第 97 页)。 

十二、会务质询﹕无 

十三、讨论提案： 

提案公司：迈鑫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国外客户未经本公司同意在当地申请注册，恳请   贵公会以书面

方式向该客户予以警告。 
说明： 

1. 本公司土耳其客户多年前购买少量机器，该客户就在土耳其当地

将本公司商标注册且成功地完成。 
2. 本公司多次向该客户协商希望能买回本公司商标注册权，但都无

法达成；据悉，他们已注册非常多家厂商商标 
办法： 

1. 恳请  贵公会出面通知该客户必须放弃本公司商标，否则联合其他

家厂商给予抵制。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已于 10 月 9 日与迈鑫谢副理联系相关细节，并于同日以

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41 号函发文至伊斯坦堡台湾贸易中心、

驻土耳其代表处经济组、外贸协会及国贸局。函请以上单位协

助向土国厂商了解情况，并协助协调请土耳其厂商放弃迈鑫商

标乙事，以避免日后迈鑫出口土耳其遭刁难或发生贸易纠纷，

更可经由此事避免其他厂商遭遇类似情况。 

(2) 目前尚未回复。 
决议：1.请外贸协会驻外单位协助办理，本会也持续追踪办理。 

2.请厂商重视于海外先行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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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公司：大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由：建请公会续办停掉多年的投资抵减。 

说明：许多投资人有意愿投资却苦无资金，希望能续办之前停掉多年的投

资抵减，增加投资意愿。 
办法： 

1. 续办停办多年投资抵减。 
2. 本会办理情形： 

自促产条例废止后，政府改以产业创新条例来因应各项产业升级，

其中由工业局主办之「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资抵减办法」，可

有效减低产业升级投入研发之资金与设备之负担，本会已于 10/2 以

电话方式向大成说明相关办法，本会并将持续关注各项有利产业发

展及升级创新的相关规定。 
决议：1.公会先提供其他抵减方案。 

2.持续提出其他适用产业抵减方案，促进投资意愿办法。 
 

提案公司：大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案由：建请公会协助建教合作普及化。 

说明：有工作机会却找无人才，希望藉由建教合作培育专业人才，提高竞

争力。 
办法： 

1. 提供建教合作管道。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对于机械专业人才招募与产学合作相当重视，除每年与教

育部六大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共同办理人才媒合活动，并积极推

动业界导师、工厂参观、工厂实习、技术合作等产学合作相关

构面。 

(2) 本会持续与具机械(电)相关学系之各科大与技职专校签订产学

合作意向书，共同推动产学合作工作。 

(3) 本会将于 11 月 11 日于台中地区与台北科大区产中心合作办理

机械产业人力需求座谈会，将邀请区产中心、技专院校与工研

院，分享产学专班、产业人力扎根计划，协助厂商寻求合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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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并邀请大成科技(股)公司参与本会办理的人力需求座谈会。 

决议：1.请教育部多多鼓励建教合作。 
2.请厂商主动出击，找学生。 
3.本会出面试行整合中小企业会员厂商，有人力需求再找学校合作。 

 
提案公司：日铕股份有限公司 

(四)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我机械业厂商针对建教生专法予以适度调整，且深度

推广，以落实政府产学合作之美意。 
说明： 

1. 建教生保障法于 102 学年度上路，规定建教生每日训练时间不得超

过 8 小时，二星期受训总时数不得超过 80 小时，且规定晚上 8 点

以后到隔天 6 点之间不得接受训练，且训练时间、食宿、薪资等等

皆有严格规定。 
2. 我国机械产业发达，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且多外销订单，为配合

国外订单，加班乃常有的事。企业主并非刻意延长工时，且也付出

相应加班薪资，因此建教生可工作时数应该有所调整。 
3. 如今建教生专法规定如此严格，企业主即使有心教导学生、培养下

一代，也会因法令规范太多而却步。 
4. 建教合作本意为提前让学生能实习将来职场的技能、降低未来进度

职场的不适应感，但若此时刻意保护，将失去本计划美意。 
5. 若政府能针对不同产业类别与公司规模适度调整规范，对于企业主

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将有莫大帮助。 
办法： 

1. 建请政府单位对建教生专法予以适度调整，针对机械产业及公司规

模适度调整规范，以落实政府产学合作之美意。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 年 10 月 13 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43 号函，建请教

育部改善建教合作实施办法与建教生权益保障法，并针对不同

的产业类别与公司规模大小来适度调整规范，对于企业主与学

生皆达到双赢的目的，进而培育学生学习更多职业技能，及落

实产学合作的目的。 

(2) 目前尚待教育部处理及回复。 

决议：本会先行了解【建教生专法】，再向教育部提出建议。 



 －  23 － 

提案公司：新益机械工厂(股)公司 

(五)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我机械业会员厂商对取得中国大陆之马口铁皮及铝片

之进口政策。 

说明：举凡产业机械如制罐机械、制盖机械....等各项机械设备，均需由买

方客户提供试车样品供机械试车之用，如马口铁及铝片等材料，现

因政府政策限制由中国大陆地区进口，造成机械制造厂家极大之不

便。 

办法： 
1. 建请政府相关单位对此政策适度修改，如属制造厂家试车之用而非

公开贩卖之行为者，能予开放，以解决机械厂家之殷切需求。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 年 10 月 02 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0 号函经济部

国际贸易局。惠请  国贸局适度修改政策及相关法令，放宽对

大陆地区马口铁皮及铝片进口管制，如进口前开材料属于制造

商生产作业上之试车行为，而非一般消费者之公开贩卖行为，

能够以项目之方式开放台湾机械设备业者使用，以解决台湾制

造商殷切之需求量。 
(2) 目前政府单位尚未回复。   

决议：本会将持续追踪，要求政府主管给予协助。 

 
提案公司：华锐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六)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我机械业会员厂商取得中部地区大型机械展览用地，

以落实中部机械业大型国际展览举办，以免舟车劳顿，劳民伤财之

苦。 

说明：举凡精密机械如工具机、自动化机械…等各项设备之生产制造，绝

大部份皆以中部地区为生产基地，亦为中部地区比重最高之产业，

且已形成产业聚落，为我国机械工业之集中地区，而机械业一直长

年以来若无符合国际标准之大型展馆，若能于中部地区开发建造，

符合大型国际展览之展馆，对于中部地区之机械业之参展及吸引国

外买主创造契机实用莫大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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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1. 建请中央及地方政府单位加建于中部地区找寻合适地点，尽速建造

大型国际展馆以解决我机械业。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 年 10 月 20 日台机公会展字第 10310010 号函复华锐

精机公司，经查台中市政府已公布台中市都市计划，含水湳经

贸园区之会展中心，该案预计于 2017 年底完工，2018 年 4 或 5
月开始营运。台中会展中心占地 3.85 公顷，楼地板面积 139,500
平方米，预计规划 3,000 个摊位，善加规划后，规模可符合专业

机 械 需 求 。 台 中 国 际 展 馆 该 开 发 案 详 请 可 洽 网 站

http://tarp.longi.tw/cht/02background/ 。 

决议：依台中市政府已公布台中市都市计划。 
 
提案公司：广呈工业(股)公司 

(七)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我机械业会员厂商取得中部地区工业区之建厂用地及

落实根留台湾之政策。 

说明：举凡精密机械如工具机、自动化机械…等各项机械设备，大部份皆

为中部地区机械业所生产之机械项目，亦为中部地区比重最高之产

业，且已形成机械产业聚落，为我国机械工业集中地区，而机械业

者多年来一直苦于建厂用地之不足，若能中部地区开发适当之工业

区，对解决我机械业建厂用地之不足，将有莫大效益。 
办法： 

1. 建请政府单位加速于中部地区找寻之工业区用地，以解决我机械业

工业区之建厂需求。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10.02 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3 号函请政府单位加

速推动工业园区规划事宜。 
(2) 台中市政府于10月14日府授经工字第1030202829号函复本会，

表示市府已申请设置太平产业园区(面积 14.37 公顷)、潭子聚兴

产业园区(面积 14.76 公顷)、丰洲科技工业园区二期(面积 55.27

http://tarp.longi.tw/cht/02background/


 －  25 － 

公顷)及委外规画办理清水甲南园区一期(面积 81公顷)设置规划

作业，市府将赓续积极加速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事宜，以满足厂

商用地之需求。 
(3) 经济部亦于 10 月 14 日经授工字第 10320425300 号函复本会，

表示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化

既有土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并

将本会建言纳入参考办理。 

决议：依台中市政府已公布持续积极加速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事宜，并持续

要求政府主管给予协助。 
 
提案公司：通展精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案由：建厂用地取得办法。 

说明：用地取得应以各区公有地为优先，租、售皆可，其次为私有地（取

得较不易）但就地规划较可行，以加工链、供需来说，有需求才有

违章，以现有的工厂就地规划阻力较小，地主租、售、自用皆可，

管理方面由政府或厂商管理。 

办法： 
1. 私有地取得应以现有违章工厂（10~20 公顷）就地规划，因加工链

有此需求。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 年 10 月 6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5 号函建请经

济部重新规划台中、彰化、员林…等工业区因建厂之用地需求，

释出足够的工业用地，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发展并落实

根留台湾之政策。 
(2) 经济部亦于 10 月 14 日经授工字第 10320425300 号函复本会，

表示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

化既有土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

并将本会建言纳入参考办理。 

决议：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化既有土

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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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公司：经匠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案由：请政府加速开发清水甲南产业园区及丰洲(二)科技园区，落实鲑鱼

返乡之政策。 
说明： 

1. 政府自 2007 年就已推动「鲑鱼返乡」政策，其首要关卡在于找寻

土地落脚设厂，但七年来鲜有台商回国设厂，其次是环评问题，但

精密机器工业堪称无污染工业。 
2. 台中是精密工业重镇，举凡机器人、自动化、服务器均有非凡的成

就，但苦无土地可资设厂或扩大投资设厂。 
3. 清水甲南产业园区距离台中港约 15 分钟车程，距台中国际机场约

15 分钟车程。丰洲(二)科技工业园区距离台中港亦仅 20 多分钟中

程，距台中国际机场 15 分钟车程交通十分方便。 
办法： 
1. 请公会建议经济部及台中市政府加速开发清水甲南产业园区及丰洲

(二)科技工业园区以因应台中地区精密工业界之设厂需求。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10.02 致经匠杨仕莙先生本会处理情形。 
(2) 103 年 10 月 6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5 号函建请经济部重

新规划台中、彰化、员林…等工业区因建厂之用地需求，释出

足够的工业用地，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发展并落实根留

台湾之政策。 
(3) 台中市政府于 10 月 14 日府授经工字第 1030202829 号函复本

会，表示市府已申请设置太平产业园区(面积 14.37 公顷)、潭

子聚兴产业园区(面积 14.76 公顷)、丰洲科技工业园区二期(面
积 55.27 公顷)及委外规画办理清水甲南园区一期(面积 81 公顷)
设置规划作业，市府将赓续积极加速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事宜，

以满足厂商用地之需求。 
(4) 经济部亦于 10 月 14 日经授工字第 10320425300 号函复本会，

表示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

化既有土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

并将本会建言纳入参考办理。 

决议：依台中市政府已公布持续积极加速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事宜，并持续

要求政府主管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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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公司：协钢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案由：建请公会协助我司取得大里附近工业区之建厂用地。 

说明：目前我司的厂房是租赁，租金一直调涨造成营运成本增加，也因为

是租赁，无法依照自己的想法作规划，若能取得建厂用地，对产业

未来的发展必有帮助。 

办法： 
1. 大里工业区已趋饱和，且地价逐年攀升，是否政府有公有地依较平

价的价格释出，以提供像我司一样租赁的公司，已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产业发展。 
2. 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于 103 年 10 月 6 日以台机公会业字第 103335 号函建请经

济部重新规划台中、彰化、员林…等工业区因建厂之用地需求，

释出足够的工业用地，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发展并落实

根留台湾之政策。 
(2) 经济部亦于 10 月 14 日经授工字第 10320425300 号函复本会，

表示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

化既有土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

并将本会建言纳入参考办理。 

决议：1.经济部正研拟办理「产业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并朝「活化既有土

地」及「增设适地性用地」两大主轴推动后续作为。 

2.请与本会理事许文宪连络，将给予必要之协助。 

十四、临时动议：无。 

十五、散  会：下午 5 时 40 分，会后餐聚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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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区当选大会代表名单：应当选 1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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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新竹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 ：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时。 

二、地    点 ：中坜南方庄园渡假饭店亚维农 A 厅(中坜市树籽路 8 号 1 楼）。 

三、出席代表：亲自出席 253 员，委托出席 124 员，合计 377 员。 

四、列    席：徐秀沧理事长、陈泮沧荣誉理事长、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

游进坤副理事长、彰化主任委员许新洲、嘉义主任委员魏坤

池、台南主任委员石东佑、高雄主任委员刘亚东、郭瑷玫理

事、萧文龙理事、王正青秘书长、黄艾琳理事长秘书、陈枝

昌组长、卢月琼组长、余秀敏组长、傅碧莲专员、杜怡君专

员。 

五、贵    宾：中国输出入银行新竹分行王廷杰经理 

六、主    席：王正雄主任委员              记  录 ：陈水锦  

七、主席致词： 

非常感谢各位贵宾、顾问、理监事、所有在座桃竹苗地区会员代表

女士、先生，业界先进、前辈能在百忙中拨空来参加本会第 27 届第 1 次

桃竹苗地区会员代表会议。大家午安！ 

首先我要代表大会欢迎莅临现场指导的贵宾：我们的大家长—理事

长徐秀沧先生、副理事长游进坤先生、荣誉理事长陈泮沧先生、监事会

召集人柯拔希先生、郭胜雄顾问、彰化主任委员许新洲、嘉义主任委员

魏坤池、台南主任委员石东佑、高雄主任委员刘亚东、胡永进常务监事、

郭瑷玫理事、蓝敏雄理事、陈士端理事、郭挺钧理事、王正青秘书长、

还有今天的特别来宾：中国输出入银行新竹分行经理—王廷杰经理，请

大家给予热烈掌声。 

各位，本人--正雄自从 98 年接任新竹地区的主任委员，到今天五年

多了，那也快毕业了。今天是我们的会员大会，藉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地

区的会员、公会的同仁、以及理监事们的支持与合作，更要感谢理事长

卓越的领导，我们的公会能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公会团体，我以身为台湾

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的会员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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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议，我们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改选本地区的「大

会代表」。我们新竹地区的会员厂数（含赞助）有 315 家，会员代表有 686
人，依全国要选 300 名名额之比率计算，本区可选出 45 名「大会代表」

稍后王秘书长会再向大家报告选举方式之细节及规定。欢迎我们的会员

踊跃的参与，为我们的地区尽一份心力。 

另外、在今天的大会中，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中国输出入银行新竹

分行经理—王廷杰经理，莅会作【利用输银金融工具拓展海外市场】专

题演讲，王经理的演讲是很专业的，希望能带给各位会员在融资合作上，

能有更多的整合资源。每一位会员今天都能够有收获。 

最后，敬祝在座各位佳宾女士、先生们，身体健康、事业兴顺、万

事如意！ 

八、徐秀沧理事长致词：(详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九、改选 TAMI 第 27 届新竹地区之「大会代表」：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专题演讲：中国输出入银行新竹分行王廷杰经理----「利用输银金融工具

拓展海外市场」。( 详如讲义内容) 

十一、工作报告： 

（一） 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详会议手册第 1 页至 94 页）。 

（二） 新竹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 97 页）。 

十二、会务质询：无。 

十三、讨论提案：无。 

十四、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百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胡永进 董事长 

(一)案由：听说 2015 年起劳动部新规定，堆高机要送到指定场所安全检验？

且费用高达伍万元？请公会详加反应。 

説明：此项规定虽出自好意，但应派人来厂检验，由受检厂商支付合理费

用，才是正确。 

决议：1.公会先了解劳动部是否规定要将堆高机送到指定场所安全检验及

数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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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会为争取会员厂商的权益，如果真的要送检，为安全起见，公

会要联合相关的公会向劳动部作进一步了解。 

提案公司：百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胡永进 董事长 

(二)案由：从大陆进口零组件、半成品或者制成品。还有大陆厂商有来跟台湾

厂商合作，但只办公司不设厂，产品由大陆进到台湾再转手出口，

就变成『MADE IN TAIWAN』，产地证明是否只有机械公会才可以

签发，才不会造成本土产业的伤害。 

説明：1.关于原产地证明书的问题，基于目前整个国家体制问题，长期以

来大部份由各地方的商业会签发，作为收益的来源。 
2.另外，大陆的货品进口到台湾再转出国外，政府承诺由海关去管

理，但必须要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单位。 
决议：1.有关大陆产品进口货品到台湾，再出口，目前似有可能已导致印

度对台湾塑料射出机进行反倾销调查。 
2.本会将再向政府主管单位反应，请政府加强管制。 

 

提案公司：煜丰机械有限公司  刘维尧董事长 

(三)案由：有关印度倾销的问题，大陆的拉链进入台湾以后，台湾的工业会就

出产地产地证明，造成秘鲁、巴西、阿根廷的关税问题。 

办法：请公会为有加入机械公会的会员厂商争取权益，建议公会与印度

谈判。 
决议：公会正在与印度相关塑料制品公会进行接洽，请其协助向印度政

府反应对台湾射出成型机反倾销调查问题，实际上是会伤害了印

度塑料制品业的发展。 
 
十五、公布 TAMI 第 27 届新竹地区大会代表选举结果：详如后页当选名单。 

 

十六、散    会： 下午 5 时 0 分，会后餐叙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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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区当选大会代表名单：应当选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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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台北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10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时。 

二、地    点：国军英雄馆宴会厅 (台北市长沙街一段 20 号) 

三、出    席：本人出席 457 员，委托出席 201 员，共计 658 员。 

四、列    席：徐秀沧理事长、王正雄主任委员、庄大立主任委员、许新洲

主任委员、魏坤池主任委员、石东佑主任委员、刘亚东主任

委员、陈士端理事、郭瑷玫理事、萧栋斌理事、洪崇发监事。 

五、贵    宾：中国输出入银行林水永总经理 

六、主    席：柯拔希 主任委员                     记录：林子钧 

七、主席致词： 

本会的大家长徐理事长、黄副理事长、顾问团蔡总召集人、黄三益

顾问、庄主任委员、王正雄主任委员、许新洲主任委员、魏坤池主任委

员、石东佑主任委员、刘亚东主任委员、陈士端理事、郭瑷玫理事、萧

栋斌理事、洪崇发监事、台北地区的所有理监事、还有最敬爱的会员代

表与各位业界先进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机械公会在各位会员代表支持下，由徐理事长及本会理监事所领导

的公会团队，这一年来做了许多会务推广，并透过这次的会议向各位会

员代表报告，详细内容都已经记载于手册中，请各位会员代表参考。 

为了协助本会各个不同领域的机械产业的业者，本会针对不同的机

械领域成立了 23 个专业委员会，这一年来大家也都有收到相关的开会

通知，透过这个机制来为同业的会员争取权益，并与同业的厂商互相交

流，强化整个机械产业的发展，机械产业也请大家能继续踊跃的参与。 

我国的机械产业为出口导向，因此如何带动机械产业出口及营销是

对机械产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本会一年带团参加多达50多场展览，

协助会员厂商将产品带到国外拓销及曝光。同时，本会也提供展览补助

等展览拓销资源，鼓励各位会员厂商能多加利用。 

除了展览拓销外，本会制作了新的 APP，持有智能型手机的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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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载，机械业相关的最新的活动及信息都会公告在 APP 上，同时本会

已建置的机械公会网站也会持续提供最新消息及会员厂商产品查询，并

也强化本会的网站排名，来提升会员厂商的产品曝光率。  

台湾出口占了总 GDP 近 70%，尤其台湾机械设备产业也非常仰赖出

口，因此本会非常重视出口的汇率及机械产品的关税障碍。本会徐理事

长曾多次向央行彭总裁大声疾呼要求台币贬值，尤其是面对竞争对手韩

国的韩圜大幅贬值下，新台币仍需要透过贬值来维持适当的市场竞争力。

另外，在关税障碍的排除上，本会一直在推动机械设备项目纳入 ECFA
货品贸易早收清单，这部分一直是由本会直接跟大陆机械工业联合会直

接进行协议谈判，本会也会持续来推动。虽然今年在汇率及关税弱势等

因素下，仅差一些就能达成迈入兆元产业的目标，今后机械业厂商的共

同努力尽早突破兆元门坎。 

本会亦持续推动机械产业的人才培育，今年来本会与教育部在许多

大专院校办理多场人才媒合及座谈会，本会徐理事长也亲自到场向各位

与会学生介绍机械产业之现况，机械产业目前已经蜕变成高科技精密产

业，目前已迈入工业 4.0 的时代，智慧化的生产线让员工用计算机来控管，

早已摆脱过去黑手产业的印象，且机械产业为工业之母，比电子产业来

得更加稳定，毛利率也更高，没有 22K 薪资的问题，鼓励就读机械科系

的学生加入机械产业。 

目前，由于台北的工业用土地价格节节高升，亦不好使用，因此部

分台北的工厂逐渐往桃园及新竹迁移，该现象也反映在今年度的台北地

区会员厂商数量，有微幅下滑的趋势。 

本会台北及新竹地区所举办的年度自强活动，将于本年 12 月 13 日

(六)举办宜兰一日游，欢迎各位台北及桃竹苗的会员厂商踊跃参与，透过

此联谊活动来认识新的厂商朋友，并促进同业间的交流。 

机械公会明年就正式迈入 70 年，请各位厂商今后继续支持，最后，

再次感谢各位会员及所有贵宾的莅临，并敬祝各位生意兴隆，家庭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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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徐秀沧理事长致词：(详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九、改选 TAMI 第 27 届台北地区「大会代表」：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专题演讲：中国输出入银行林水永总经理莅会作「中国输出入银行多元

金融服务协助机械业开拓全球市场」。(详如讲义) 

十一、工作报告： 
(一)本会 103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至第 94 页)。 
(二)台北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95 页至第 97 页)。 

十二、会务质询：无 

十三、讨论提案：无。 

十四、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明嘉企业有限公司 
(一)案由：从 103 年 7 月起货柜场直接向货主加收出口货物机械使用费，由

于货物是由船运公司经手安排接洽至货柜场，此项费用后续却是

货主须直接支付，但货柜场对帐明细无法详实让货主核对而引发

纠纷。 
办法：建议请机械公会协调相关船运公会，日后货柜场物机械使用费订定

收费标准后，再由船运公司先行代垫，最后船运公司向货主收费即

可。 
决议：1.先行了解收费标准。 

2.由本会出面与中华民国货柜储运事业协会等相关公协会先行洽

商，可由船运公司先行代垫，之后再由船运公司向本会会员货

主收费。 
 

十五、公布选举结果：详后页当选名单。 

十六、散    会：下午 5 时 30 分，会后聚餐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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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区当选大会代表名单：应当选 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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