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南区(嘉义、高雄、台南地区)
第 27 届第 3 次中区(台中、彰化地区)
北区(新竹、台北地区)
会员会议纪录

中华民国 105 年 11 月 08、09、10 日召开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3 次
北区(新竹、台北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间：中华民国 10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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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新竹、台北地区)会员代表，共计 1,003 人出席(含委托 336 人)。
新竹地区：本人出席 275 员，委托出席 138 员，共计 413 员。
台北地区：本人出席 392 员，委托出席 198 员，共计 590 员。
四、列席：徐秀沧名誉理事长、陈泮沧荣誉理事长、魏灿文监事会召集人、庄
大立台中地区主任委员/副理事长、魏坤池嘉义地区主任委员/副理
事长、许新洲彰化地区主任委员/常务理事、胡炳昆台南地区主任
委员、何炎文高雄地区主任委员、张仕育理事、萧栋斌理事、洪崇
发理事、郭瑷玫监事、林升进监事、萧文龙监事、郑祺耀顾问、黄
三益顾问、郭胜雄顾问、石东佑顾问、刘亚东顾问、简维能顾问。
五、贵宾：工业局张国梁科长
台湾航天 A-Team4.0 联盟廖荣鑫会长、汉翔航空公司何保华副总经
理、杜旭纯副总经理、庄秀美处长、陈宗鸿主任
台湾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稲叶元和 董事长
中华民国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黄理事长翠慧、苏秘书长拾忠、丁
副秘书长心雅
中国输出入银行：总行业务部 戴干振经理
土地银行北区：副总黄忠铭、一区主任张堂丰、二区主任李享尧、
企业金融部潘忞作副理、企业金融部专员黄琼慧
六、主席：新竹地区 胡永进 主任委员
台北地区 蔡国智 主任委员

记录：傅碧莲

七、主席致词：

 新竹地区

胡永进主任委员：

今天的共同主席蔡主委、柯理事长、各位名(荣)理事长、理监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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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任委员、顾问、在座台北、新竹的会员代表，还有盛情参与和指导
今天会议的台湾航天 A-Team4.0 联盟廖会长、中华民国创投公会黄理事
长、经济部工业局张科长、所有的贵宾们，以及我们的王秘书长和会务
人员，大家午安、大家好！
2015 年和 2016 年，对机械产业而言，是微幅又缓慢的衰退，主要是
受到全球经济不佳与区域政治不安的影响，尤其遭到主要机械出口对手
国，动则 20%、30%甚至 40%的货币贬值大战中，台币是呈现一支独秀
的，我们却还能有此表现，实在是难能可贵，也展现出了我们会员厂商
们的实力与韧性。
在经济面不佳，又加上内、外都令人既惊奇又梦幻的政治银河，我
们只能处变不惊，好生的妥善利用这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加速企业的改
革与产业、产品的创新研发，就能把危机化为转机，把压力化为成长的
动力。
在柯理事长上任这两年来，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与建言，这两年理事
长也要求会员业者要先自我努力于工业 4.0 的研发，也有多家业者呈现了
初步的研后成果，又在理事长睿意带领和奔走下，政府的五大新兴产业，
我们的智慧机械是第一个通过的，现在政府也非常积极的投入与产业界
合作，我们也应该体认到「机械智慧化」就快成为机器必须具备的，和
最基本的配备了，未来不具智能的机器将没有竞争能力，我相信我们的
会员厂商们做得到。
我们的理事长还积极的为会员们开发新商机，今天将与台湾航天工
业的廖会长签署合作，就是一例，也为会员找钱财，来支持和协助会员
厂商扩大经营的资金需求，所以今天邀请创投公会黄理事长、输出入银
行与土地银行的到来。
新竹地区今年成立了「TAMI 桃竹苗二代联谊会」
，并选出协易公司
的郭总经理出任会长，目前有成员约 20 名，已经试运行中，成效还不错，
明年会正式扩大招募二代会员，
我想信对第 2 代的接班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知道企业营运与发展，最重要就是人才与人力，因此我将会
即刻经由公会，并向嘉义地区魏主委(也是我们的副理事长)请益，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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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桃竹苗区域内大专院校建立产学合作，培育或找寻业者所须的优秀人
才和优良的技术人力，届时也请本区会员们多多参与，这些是理监事年
青化、活泼、积极的呈现。
另外，本人接棒新竹地区主任委员两年了，若有服务不周之处敬请
见谅！也请不吝指教！我和本区刘育瑞干事会全力学习来做好会员的服
务，所以会后请各位留下用餐，并给我一些指导和向各位请益。
由于今天的议程内容甚多，有专题演讲、和航天联盟的合作签署…
等等，我就不再担误会议时间了。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台北地区 蔡国智主任委员
首先感谢会员厂商代表、理监事、主任委员、顾问、顾宾，拨空出
席一年一度的北区会员代表会议。公会是机械业的大家庭，最近不管国
内外的经济状况，都是舜息万变，包括昨天全球瞩目的选举，也让很多
人跌破眼镜，但在柯理事长新思维的带领下，本会今年有很多正向的发
展，都是协助机械业找出路，所以请大家多多利用机械公会这个组织。
今年列入智能机械制造行动年，持续推动产学合作、导入创投提升机械
业新高度、携手台湾航天 A-Team 4.0 国机国造正式起飞，并于今天在各
位的见证下，与台湾航天 A-Team 4.0 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本会亦敦聘
20 几位立法委员担任本会立委顾问，由苏嘉全院长担任立委顾问总召，
今年 7 月份安排拜会经济部李世光部长、9 月拜会苏嘉全院长等等，为机
械业请命，如会员厂商常遇到政策法规异动、土地与法律等问题，本会
均行文向政府单位反应及建言，以提升国内外之业务拓展及机械产业之
竞争力，请会员厂商多多利用此管道。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发达，谢谢！
八、柯拔希理事长致词：略。(详首页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九、贵宾致词：徐秀沧名誉理事长 (略)
魏灿文监事会召集人 (略)
台湾航天 A-Team4.0 联盟廖荣鑫 会长 (略)
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黄理事长翠慧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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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题演讲：
主讲人：正源国际法律事务所
王律师慧绫---【企业合资之法律架构趋势】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柜台买卖中心
林慧频专员【认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会与挑战】
十一、颁 奖：表扬【第六届热心会员楷模奖】
十二、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与台湾航天 A-Team4.0 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
十三、中国输出入银行总行业务部 戴干振经理—倡导【新南向政府】
十四、土地银行企业金融部潘忞作副理—【推动智慧机械升级融资项目简介】
十五、工作报告：
(一) 本会 105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陈枝昌副秘书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
第 1 页至第 120 页)。
(二) 新竹地区会务工作报告：
略(详见会议手册第 121 页至第 123 页)。
(三) 台北地区会务工作报告：
略(详见会议手册第 125 页至第 128 页)。
十六、讨论提案：

 台北地区：
提案公司：万特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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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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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部地区机械业者所生产之机械项目，亦为中部地区比重最高之
产业，且已形成机械产业聚落，为我国机械工业之集中地区。
2. 也因应政府提倡台商回台设厂之政策，而我司(万特国际)多年来一
直苦于建厂用地之不足，若能于中部地区开发适当之工业区，对于
解决我司(万特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建厂用地之不足，将有莫大之帮
助。
3. 我司(万特国际实业有限公司)需求之建厂用地，约为1,000坪左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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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请政府单位加速于中部地区找寻合适之工业区用地，以解决我司
(万特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工业区之建厂用地需求。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于 9 月 23 日与该公司龙晓雯小姐联系后，及与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联系，并确认大台中地区工业用地开发情形，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表示，目前正着手进行之工业区有三，分别如下：

(1) 太平产业园区：预计 105 年底完成厂商登记作业。
(2) 潭子聚兴产业园区：预计 106 年办理产业用地出售作业。
(3) 神冈丰洲科技园区二期：预计 107 年 12 月起办理产业用地出售
作业。
为协助我会员厂商提供上述工业园区最新消息，因此提供「台中市工
业用地需求潜在投资者厂商调查表」
，并附上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工
业科联系信息，以利会员厂商尽速取得最新购地需求。
另上述信息于 9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供与该公司参考。

决议：提供数据供参考。

提案公司：建志机械有限公司
(二)案由：北部地区工业区之建厂用地(八里区)
说明：我司成立至今已有 45 年以上，厂房目前还是租赁，因土地的购买
成本太高，无法有属于自己的厂房。
办法：
1. 请政府单位找寻合适之工业区用地，以解决我机械业工业区之建厂
用地需求。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于 9/12 与吕特助通电话，9/14 以 email 方式回复，该公司提到北部
地区之工业区需求乙事，提供询问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与城乡发
展局之结果如下：
(1) 欢 迎 利 用 「 新 北 市 工 业 用 地 供 需 服 务 信 息 网 」
https://www.cfgis.ntpc.gov.tw/ntland ，可申请加入会员，之后便可查

询工业用地租/售相关信息，或可留下 贵公司之需求，也会有业
者与 贵公司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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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有地开发之工业区，经询问新北市政府经发局工业发展科，目
前规画进行中的只有新店宝高路附近工业区开发，若有更新信息，
会

在

新

北

市

经

发

局

网

站

上

公

告

。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index.aspx

(3) 若想查询新北市八里区各地区空地地目规划，可与新北市政府城
乡局都市计划科查询，电话：02-2960-3456#7114。
决议：提供数据供参考。

 新竹地区讨案提案：无。
十七、临时动议：
 台北地区：
提案公司：力富得股份有限公司 陈传盛董事长
(一)案由：建请我会联合全国各地工业会团体，行文中央相关业务主管机关及
立法院各政党办公室，请求中央银行及工业局等单位，修改或放宽
现行对工业用地投资建厂限期相关管制及罚则规定。
说明：
1. 现行中央银行通令全国各银行对国内各企业新购工业用地贷款，限
期两年内必须进行实质的建厂投资行为，否则将处以调涨贷款利息
处罚规定。
2. 经济部工业局也通令各地方县市政府，对辖内工业用地购置三年后
未进行实际投资建厂行为者，得裁处征数空地税罚则。
3. 产业界对于上两项遏止工业土地被恶意炒作地价，管制措施之精神
表示理解与赞同。只是产业界对于该相关规定二或三年的期限过于
短促，没有顾及产业界面临整体市场景气环境优劣，以及给予企业
建厂规划有充足的时间，仅以主管机关防范地价炒作管理立场作规
定，深感不解与困扰。
建议：
1. 建请我会联合全国各地工业团体，行文中央银行及经济部工业局、
立法院各政党办公室等单位，促请能在现行管制期限规定外，另给
予企业为因应国际市场景气大环境不佳，企业经营不易的沉重压力，
得各别提出申请展延管制期限以一次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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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并不敢奢求政府提供任何租税或融资优
惠措施，只旦求政府能体恤中小企业面临现今国际景气低迷的现实，
勿再紧守不合时宜的管制规定，以徒增中小企业的额外经营成本及
压力负担，为盼。
决议：列入议案，送理事会研讨。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少龙董事长
(二)案由：由于政府扩大劳动检查，为协助企业因应，建请公会增加劳检
相关议题的研讨会。
决议：安排劳动检查相关研讨会，协助会员厂商。

 新竹地区：无。
十八、散

会：下午 5 时 50 分，会后聚餐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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