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国 99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梯次召开 

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 
第 25 届第 3 次南区(高雄、台南、嘉义地区) 

中区(台中、彰化地区)、北区(台北、新竹地区)
会员会议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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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 
第 25 届第 3 次各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徐秀沧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各地区主席、理监事、贵宾、会员代表女士、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拨冗出席本届第 3 次地区会员会议，今年的地区会议由

以往之七个地区，改为北区(台北、新竹地区)、中区(台中、彰化地区)、南

区(高雄、台南、嘉义地区)三个地区召开会议。虽浓缩三个地区会议，但今

年各地区会员代表的参与情况均相当热络，彼此相互联谊交流、交换经营心

得之情形又较往年更甚，这是很好的现象。 

在这我向大家报告机械业者 近要向政府反应与争取的一些事情： 

第一：今年的 6 月 29 日，我们跟中国大陆签署了两岸经济架构协议

ECFA，签了 ECFA 之后，事情还是很多，待会工业局的黄科长在北区会做

专题演讲，而机械业通过早期收获的清单共有 107 项，才占 1/7 而已，而 2

年 3 阶段的逐年减税也会造成很多税则的修订，这也是我们公会要进一步服

务会员厂商的地方。 

第二：产学研的合作，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也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跟金

属中心、工研院机械所、以及成大、中正、中兴、逢甲等学校单位，都有相

当多的产学研合作。 

第三：国内外的展览会，公会在推动国外的展览会相当积极而不遗余

力，向国贸局争取了相当多的补助，这些信息请大家参考我们的会议手册，

内容相当丰富，请大家多多参考利用。而明年 3 月 1 日～6 日的工具机展，

报名的摊位已经高达 7,500 个，但是信义世贸一、二、三馆及南港展览馆所

能提供的摊位仅有 5,000 个而已，本会除了积极向政府建言，及要求在 2012

年底前将南馆第二展馆兴建完成，2011 年 TIMTOS 展摊位不足，也请工具

机会员多多包涵共体时艰。 

后祝大会成功，祝福会员厂商生意兴隆、健康快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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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第 25 届第 3 次 

南区(高雄、台南、嘉义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9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二、地    点：桂田中信酒店 2 馆 3 楼(国际厅)台南县永康市永安一街 99 号 

三、出    席：魏灿文副理事长、南区理监事、南区(高雄、台南、嘉义地区)

会员代表等共计 476 人出席(含委托) 

高雄地区本人出席 79 员，委托出席 67 员，共计 146 员。 

台南地区本人出席 149 员，委托出席 119 员，共计 268 员。  

嘉义地区本人出席  41 员，委托出席 21 员，共计 62 员。 

四、列    席：徐秀沧理事长、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庄大立常务理事 

纪明哲理事、张仕育理事、郭瑷玫监事、王正青总干事 

余秀敏专员、傅碧莲专员 

五、贵    宾：外贸协会主任洪耀腾、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陈昌本处长、

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代组长张国洲、工程师王铭祥、杨

智翔、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工程顾问黄舜泽建筑师、司达

行有限公司刘伟建董事长。 

六、讲    师：南台科技大学校长 戴谦 

七、主    席：高雄刘亚东主任委员 

台南石东佑主任委员 

嘉义林进一主任委员               记录：洪淑惠干事 

八、主席致词： 

台南石东佑主任委员： 

徐理事长、魏副理事长、刘主任委员、林主任委员、各位理监事、

贵宾、各位会员代表女士、先生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同业先进，能在百忙中来参加本会第 25 届

第 3 次南区会员会议，今年的地区会议是由高雄、台南、嘉义三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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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举办，与以前不一样，这都要感谢徐理事长的创举，将本会每年召

开之地区会议，由七个地区会议浓缩为三个地区(北、中、南区)会议，一

来可节省时间，二来促进高雄、台南、嘉义三个地区之会员厂商互相联

谊交流，并透过此会议，认识各行业、互相交换经营企业之甘苦谈及经

营心得。 

这次会议是首次由三个地区联合举办，台南作为地主，若有不周之

处，敬请见谅，也非常欢迎高雄、嘉义两地区之会员代表前来参加此会

议，明年(100 年)又是 3 年一次的选举年(改选大会代表)，又会各自在各

地区办理。 

后祝各位贵宾、会员代表、小姐、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高雄刘亚东主任委员： 

感谢高雄会员远道而来，亦感谢台南石主任委员办理本次南区会员

会议，这次不像往年的会议在各地区独自办理。南区大家踊跃的参与，

会让会员们有更多的交流，一定会让今天的会议更精采。谢谢！ 

嘉义林进一主任委员： 

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这次的会议是高雄、台南、嘉义三大地区的

联合会议，有非常多的贵宾的到来，也有非常丰富的专题演讲，相信今

天的会议一定会很精采。谢谢！ 

九、徐理事长秀沧致词：略。（详首页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十、专题演讲： 
南台科技大学校长戴谦---「嘉南高之机械产业现状与前景」：详讲义内容 
黄舜泽建筑师暨高新工程顾问---「如何利用现行法规提升价值及保障权

益」：详讲义内容 
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代组长张国洲—制造业服务化升级辅导简报 

十一、工作报告： 
(一) 本会 99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王正青总干事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至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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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地区会务工作报告：张树棠(详见会议手册第 69 页至 72 页) 
(三) 台南地区会务工作报告：洪淑惠(详见会议手册第 73 页至 75 页) 
(四) 嘉义地区会务工作报告：杨博砚(详见会议手册第 76 页至 78 页) 

十二、讨论提案：嘉义地区 
提案公司：德鑫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恳请协助处理本公司套标机等相关生产所需原物料价格调降

事宜。 
说明：本公司所需原物料如：钢、铝、铜、手工具…等，受各方面

因素影响而大幅上涨，自 98 第 3 季开始至今钢料价格上涨

涨幅约为 47%，铝料价格上涨涨幅约为 17%，铜料价格上涨

涨幅约为 29%，但相对本公司生产产品并无法随着原物料价

格调涨而调整售价，而造成企业竞争力降低。 
办法：建请政府有关单位施行相关配套措施，以抑制不当之涨价及

原物料屯积，导致原物料价格上涨，一旦原物料价格下降，

方能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以提升企业竞争力。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已于 99 年 10 月 1 日台区机会业字第 99213 号函工

业局。 
决议：通过，持续向政府相关单位反应，期可协助降低原物料价格。 

 
十三、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新胜光兴业机电有限公司  吴有显董事长 
(一)案由：本公司接到伊朗的订单，之前还有兆丰银行可代收货款，但

目前财政部下令各家银行不可代收货款，希望公会能帮忙协

助跟政府反应，找到解决之方式。 
办法：魏灿文副理事长 

本公司也是受害者之一，虽然之前已有向中国输出入银行投

保保险，但保险是法律行为，要理赔就是要进入法律程序，

时间也会拖很长，这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段时间也已

经有极力争取，也上诉到 高单位经建会，但因为美国要制

裁伊朗这个武器制造国，目前连中国输出入银行也不接受保

险承保的这项业务。且如果让美国知道还有和伊朗有所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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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银行，将冻结在美国的资产。我们公会、贸协和中国输出

入银行也已经和美国积极联系。目前唯一方式只能请对方厂

商透过第三国家如杜拜或中东地区之国家以现金买卖之方

式取得货款。本公司目前只有先停止所有对伊朗订单的制

造，先接别国订单之消极方式。 
王正青总干事： 
伊朗的事件在 10 几年前也发生过，当时是外汇的问题。之

前经由机器公会、贸协共同努力解决，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还

清 10 亿美金之货款。但现在的问题更严重，连中国输出入

银行都无法承作保险，只能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尽力去协助向

政府主管单位洽商和争取。 
台中地区庄大立主任委员： 
政府单位对机械公司都很帮忙，之前还派驻伊朗的代表协助

本公司，到伊朗当地公司去看对方是非武器制造的正当公

司，让出口核查能顺利完成。所以请各位厂商也给政府和公

会一些时间，会积极去努力争取适当的方式。 
决议：通过，持续向经济部、财政部、外贸协会等相关单位反应，

以争取我业界应有之权益。 
 

提案公司：永金科技有限公司 翁育睿董事长 
(二)案由：工业局、经济部有许多项目补助，如 SBIR 科专项目补助绿

能环保等经费之申请，为协会员厂商成国家项目经费补助申

请辅导小组。 
办法：王正青总干事 

每一年都会透过说明会、研讨会、精密中心与机械研究所、

金工中心等帮助各厂商，以争取政府之项目经费补助。 
魏灿文副理事长： 
可以利用和科技大学的产学合作方式，透过学校的教授帮各

位厂商提供提案，向工研院或国科会申请相关经费之补助。 
决议：通过，本会将持续办理说明会、研讨会，以协助会员争取研

发项目补助等。 
 

十四、散  会：下午 6 时 30 分，会后聚餐联谊。 



 － 6 －

 

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第 25 届第 3 次 
中区(台中、彰化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9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二、地    点：台中市惠中路一段 111 号(侨园大饭店三楼国际厅) 

三、出    席：徐秀沧理事长、王武雄副理事长、中区理监事、中区(台中、

彰化地区)会员代表等共计 945 人出席(含委托) 
台中地区本人出席 512 员，委托出席 163 员，共计 675 员。  
彰化地区本人出席 160 员，委托出席 110 员，共计 270 员。 

四、列    席：柯拔希监事会召集人、黄火煌副理事长、林进一主任委员、

刘亚东主任委员、石东佑主任委员、魏坤池理事、萧栋斌理

事、陈日东资深顾问、王正青总干事、杨广立组长、陈枝昌

组长、卢月琼组长、余秀敏专员、傅碧莲专员、洪淑惠干事 

五、贵    宾：台中市政府社会处 张国辉处长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台中服务处 骆慧娟主任 

六、讲    师：纪明哲 主任委员 

七、主    席：彰化地区 纪明哲 主任委员 
台中地区 庄大立 主任委员            记录：林玲娟干事 

八、主席致词： 

庄大立主任委员致词： 

各位贵宾、各位理监事、彰化地区主任、会员厂商代表、大家好！ 

感谢大家百忙中拨空来参加本会第 25 届第 3 次中区会员会议，代表

公会向大家致上 深之谢意，这届在徐理事长之带领下，公会做很多的

改变跟进步，像地区会员大会今年即改为北、中、南三区，目的在于增

进各会员间相互之沟通、学习与认识，若有场地局促不足之处，敬请大

家包涵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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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后有个国王欲奖励一位征战有功之将军，就请这将军自行提出

一个奖励方法，这将军想了一想，就说：国王，我的要求很简单，这里

有一个 64 格的西洋棋盘，您只要在第一格放一块钱，然后在第二格加倍

放二块钱，第三格再加倍就是四块，第四格就是八块钱，依此类推，把

整个 64 格的西洋棋盘放完就可以。国王直觉这个要求很简单，就一口答

应了，然后就一格一格的把钱放上去，一开始还很得意，可是当他放到

第 20 几格的时后就发觉不对劲，然后只好对那将军投降，这是数学里 2
的指数威力，现代人的生活是离不开计算机，而计算机 基本的的原理

就是 0101 的概念，而此原理就是导源于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故计算机

之发明实在应该感谢易经，在场各位应对易经不甚了解，甚至会有艰深

难懂之感觉，其实易经之称为"易"经，其实是不会难懂的，今天很感谢

纪明哲主任委员帮忙做此专题演讲，趁此机会让大家来认识易经，期望

对人生、生活有所帮助。 

近年来经济多元化，媒体总是耸动的报导一些较具新闻性之产业，

但对于机械业则寥寥可数，让厂商会员感受到机械业之局限。近日阅读

一本国科会策划，远流发行的一本书 -- 书名是「台湾科技产业惊叹号」，

它介绍了台湾创造极高价值产业的八大明星科技产业。而其中在里面有

一项就是"工具机"。基本上工具机说的就是机械，只不过它再加上了计

算机或是控制器，其实它基本上也就是各位在座会员厂商现在在制造的

东西，也就是说国科会把机械业视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经

济虽发展并快速成长，相信会员厂商在此产业都知道此行业之个中艰辛，

但媒体总是过度渲染并夸大利润，事实却是相反。了解机械业的都对此

行业感到钦佩，因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骄傲的产业。毕竟哪一个产业能像

机械业，即使经过金融海啸之洗礼，还能屹立不摇而且迅速再站起来，

生意更佳、更上一层楼，在此呼吁各位要以身在机械这个产业为荣！！ 

虽说景气好转，但若以 2008 年来比较，其实还是有些许距离的，原

因应在于欠工与欠料，受此限制，今年之业绩与利润还是不够的，这些

都是需大家再持续努力的，所以即使业绩不错也不要自满，应继续挑战

高峰，以上与各位相互期勉。 

后祝各位贵宾、会员代表、小姐、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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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明哲主任委员致词： 

理事长、主席、各位理监事、会员厂商代表、各位地区主任代表、

各位大家好，很高兴有此机会能与台中地区之各会员厂商共同参与会议，

并感谢理事长对于地区共同聚办会议之想法与创举，让大家能趁此机会

相聚一堂，促进各会员间之认识、学习与沟通，相信对于将来公会之凝

聚力有很好的帮助，另外今天将与大家共同来研讨有关于易经的二三事。 

业界同业大多属于社会之中间份子，一般时间皆认真拼经济，但除

了努力打拼外，也希望各位对于社会及国家能尽一己之力，作一表率进

而影响周遭，导正社会风气，让社会更详和，国家更有竞争力，个人对

于易经之学习有一些感想，希望藉此机会让大家来认识易经，进而从中

成长并获得些许帮助。 

后，再次感谢各位会员厂商之热烈参与出席，谢谢！   

九、徐理事长秀沧致词：略。（详首页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十、贵宾致词：台中市政府社会处 张国辉处长 (略)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台中服务处 骆慧娟主任 (略) 

十一、颁    奖：表扬热心参与本会活动之会员厂商(略) 

十二、专题演讲： 

彰化地区主任 纪明哲---『 简易易经与生活 』：详讲义内容 

十三、工作报告： 

(五) 本会 99 年度重要工作报告：杨广立组长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1 页

至第 68 页)。 

(六) 台中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69 页至 73 页) 

(七) 彰化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76 页至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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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讨论提案： 

台中地区提案 
提案公司：达佛罗企业有限公司  
(一)案由：请转请教育部正视教育质量，提升教育素质，切忌一昧只以

浮华数字表现就学机会，但人员知识与技术却背道而驰，请

查核。 
说明： 

1. 国内的教育，由大学录取率之高和录取分数经加权后仍呈现

二位数即可，复以教学内容和方式与实务远离，一昧只求协

助学生毕业，浪费社会成本与学生生命。 
2. 实务上，新一代的人员进入企业界仍需 2-3 年培育期，成本

吃重。 
办法：请教育部官员于拟订教育政策时慎思。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 本会已于 99 年 9 月 23 日以台区机会业字第 211 号，发函

教育部建请正视高等教育质量。 
(2)教育部于 10 月 14 日以台高(一)字第 0990172318 号函覆表

示，政府已立定三大策略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支持策略：建立高等教育适时弹性调整的人力培育机制，

确立了解国家整体人力供需值量变化，进而评

鉴其成效。 
扎根策略：强调实务致用策略，强化学生基础技术与研发

能力以应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将调整高等教育

人力培育与产业密切结合，以充裕产业所需人

才。 
实时策略：实施专业职能培育，实时供给专业技术人力，

因应产业发展，为解决重点产业发展所面临供

需失衡问题，充实产业专业技术人力。 
决议：通过，向教育部、经济部反应机械业所需求之人才。请政府

投入资源加强人才之培训，及促成产学之合作，安排学生到

企业实习等。 
理事长致辞时也强调，促进产学合作也是本会的工作重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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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持续将业界的需求与学校沟通，各位会员若对学校课

程内容有何建议，也可向本会反映，本会也会表达给学校。 
 
提案公司：达佛罗企业有限公司  
(二)案由：请转请经济部正视工具机业者之长久经营权，确保我国工具

机业在国际地位和工作人员就业机会，请查核。 
说明： 

1. 工具机业者面临 2008-2009 年以来欧美日各大制造业者削价

竞争力减弱，2009 年的销售已经降至 50%以下。 
2. 国内钢材供货商，即使是国有厂，未曾考虑协助国有产业，

一昧大量出口，导致内销价格不停调升，造成制造成本严重

上涨。 
3. 铸造公会更以几近联合垄断方式提高价格。 
4. 长期以来，硬件成本不降反升，降低在国内投资意愿。 

办法：请主持工业大计的经济部官员思考如何协助工具机业者，保

持全球第四的地位。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本会已于 99年 10月 1日台区机会业字第 99213号函工业局。 

决议：通过，向政府相关单位反应，期可协助降低原物料价格，及

试行安排与铸造公会进行洽商，并持续关心原物料的价格趋

势，及早让会员厂有准备并因应。 
  
提案公司：玮礼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案由：请政府相关单位采取必要措施抑制原物料价格不断上涨。 

说明： 
1. 铁材、铸件由早期的 1 公斤 20 几元，上涨至今的 3、40 几

元，涨幅太高，且涨价主动，降价却不主动。 
2. 面对大陆的低价竞争，在客户端卖不到是以反应材料上涨的

价格。 
办法：请政府部门采取必要措施抑制材料供货商不当哄台价格。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本会已于 99年 10月 1日台区机会业字第 99213号函工业局。 

决议：通过，合并第二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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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地区提案 

提案公司：良将制鞋机械有限公司 
(四)案由：委请审慎查核入会会员资格，尤以赞助会员为首要查核对象。 

说明： 
1. 陆资正透过台商人头在台湾设立公司登记，欲参与公会在大

陆地区及在世界各地的展览会，其目的：(1)可利用台湾品牌

的形象，享受各种有形及无形的利益，进而将伤害台商的根

基；(2)可获取公会补助。 
2. 实质审查会员，在大陆或其它地区均以陆资为主，且逾 50%

以上之公司，应禁止入会及赞助，其中有陆资侵占台商资产

及智慧财产权，帐目不清者，更应严格审查，禁止入会。 
3. 如经检举，或送审数据显示有陆资入侵疑点，应禁止其入会，

撤销参展的资格。 
4. 公会若无法慎重其事，研拟办法防止，预估十年内，将有陆

资参与公会高层职务。 
办法：建请公会拟定办法，惠我台商，保护台商权益。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业经本届第 6 次常务理监事会讨论决议：再深入了解相关法律

问题，并与全国工业总会接洽，必要时再提理事会议讨论。 
决议：通过，接洽相关单位，必要时提送理事会研讨。 

十五、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威士顿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1.有关各机械展览会之展场位置之配置，希望公会协助争取

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立场，避免影响各位会员厂商之权

益。 
2.有关于国际性之展览，亦希望公会协助争取较好之展场环

境与位置。 
决议：1.有关于国内之展场厂商位置之选择，本会会透过审查委员

会之机制，秉持公平、公正立场，以公开之程序办理。 
2.有关国际性之展览，基本上皆会受主办国在展场场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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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响，但本会皆持续了解并争取我业界应有之权益。 
 
提案公司：威士顿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由：建请公会各会员会议之召开，希望提前公布讯息，并能提早

预先通知各会员厂商，利于做准备，避免因时间之限制，影

响会员参与会议之权益。 
决议：各地区会员会议开会时间，皆会事先在前一年之会议中公布，

已预先公告于各会议手册中，请会员代表预留参加之时间。

开会通知单亦会依规定期限通知。 

 
提案公司：威士顿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案由：台湾机械业无法吸引青年才俊加入机械业行列，对机械业未

来的成长，确实堪虑！ 
有关于欠工问题，现阶段产业培育之人才， 终皆因利益之

考虑，常学非所用，造成人力之流失及各建教合作培育资源

之浪费，希望透过公会之影响力，在教育方面着手，透过强

制规范之方式，能为产业培育之厂家留住人才。 
决议：其实应不需太过迷信名校，各大专院校皆有不错之人才，在

机械业皆可看到各优秀人才，并不一定都出自名校；同时亦

建议各会员厂商主动出击，积极前往适当之大学招才，相信

定能有不错之收获。本会也很乐意协助介绍学校及老师来吸

引优秀人才，使之至会员厂服务。 
 
提案公司：立稳电梯公司 
(四)案由：建请提升清泉岗机场做为东南亚地区之交通枢纽，以利台商

走向国际。 
决议：通过，将尽速呈请交通部研议，公会亦将持续追踪。 

十六、散  会：下午六时三十分，会后聚餐联谊及换发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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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第 25 届第 3 次 
北区(台北、新竹地区)会员会议纪录 

一、时    间：中华民国 9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二、地    点：台北市长沙街一段 20 号(国军英雄馆宴会厅) 

三、出    席：黄火煌副理事长、、黄名誉理事长博治、陈荣誉理事长泮沧、

卢基盛荣誉理事长、蔡总召富添、北区理监事、北区(台北、

新竹地区)会员代表共计 692 人出席(含亲自、委托) 
台北地区：本人出席 253 员，委托出席 189 员，共计 442 员。 
新竹地区：本人出席 141 员，委托出席 109 员，共计 250 员。 

四、列    席：徐理事长秀沧、庄常务理事大立、台南地区石主任委员东佑、

魏理事坤池、郭监事瑷玫、张仕育理事、陈顾问昭南。 

五、贵    宾：经济部工业局 黄英坚 科长 

六、主    席：柯拔希 主任委员 
陈士端 理事(代王主任委员正雄)           记录：侯治安 

七、主席致词： 

台北地区柯拔希主任委员致词： 

大会的共同主席，新竹地区的陈理事士端兄、机器公会的大家长徐

理事长、陈荣誉理事长、黄名誉理事长、黄副理事长、蔡总召富添、台

中地区庄主任委员、各位理监事、还有 敬爱的会员代表与各位业界先

进，大家午安。 

首先感谢各位特地拨冗参加台北及新竹地区联合的北部地区会议，

这个会议是在徐理事长的创举之下，从 7 个地区到高雄台南嘉义合办、

台中彰化合办、及台北新竹合办，所以往后的 7 个地区会议，我们合并

成 3 个地区会议。而前 2 个地区会议都举办的非常成功，往后台北新竹

的北区会议也会按照此例，如果遇到 3 年一次的选举年(明年)，新竹地区

会议就维持在新竹办，台北地区会议就维持在台北办，所以小弟就在此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这次我们会有台北地区跟新竹地区合并的北

部地区会议，理事长是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平常兢兢业业的机

械业在自己的本业外，也能在这个北区会议让大家活动及交流，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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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会后留下来聚餐，多与同业认识与交流。 

机械业非常辛苦，在大家兢兢业业的辛苦经营下，才能安然度过金

融海啸，而机器公会做了很多事情，带领机械业迈向兆元产业的目标。

本会也在徐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到大陆去洽谈 ECFA 的相关事宜，双方

均相当重视两岸精密机械产业的发展。 

机器公会往年办了许多国外展览会，今年在展览方面也争取到政府

相当多经费上的补助，对于会员出国参展有实质上的帮助，各位会员若

有任何问题或心声，欢迎向公会反应，透过公会向政府建言，政府必定

会予以重视及采纳，来帮助各位会员在未来企业经营顺利发展，以及解

决现今所面临的一些课题，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一资源。 

本人在这里也向各位预告一项活动，就是本会将于 12 月 11 日举办

宜兰礁溪林美步道的健行自强活动，由于每次报名都很踊跃，所以这次

限制二部游览车及 80 位名额，名额有限，请大家踊跃参加；希望大家能

藉由这些机会多多交流，促进商机。 

台北地区的工作报告容后再做说明，待会我们也会请经济部工业局

的黄英坚科长来演讲 ECFA 相关事宜， 后在此非常感谢各位会员的莅

临，敬祝各位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谢谢大家。 

新竹地区陈士端理事致词(代王主任委员正雄)： 

今天的共同主席柯主任委员，徐理事长、陈荣誉理事长、黄名誉理

事长、黄副理事长、蔡总召富添、台中地区庄主任委员、各位理监事、

还有 敬爱的会员代表与各位业界先进，大家午安。 

今天王主任委员因事无法出席，因此临时邀请我来当代理主席，今

天小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合中跟各位做报告，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

个机会，而新竹地区是包括桃竹苗地区的厂商，也感谢大家大老远的跑

来台北来开这个会议。 

机械业在新竹地区争取优秀人才并不容易，因为要面临其它电子科

技产业的竞争，而 ECFA 的签署也为机械业争取了不少的商机，希望大

家藉由这个难得的商机，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及合作机会，互相交流。而

在讨论提案中，新竹地区并没有任何的提案，大家也可以尽量利用临时

动议的时间踊跃提案，提出来讨论，时间非常宝贵， 后祝大家身体健

康、事业顺利、生意兴隆，谢谢大家。 



 － 15 －

八、徐理事长秀沧致词：略。（详首页理事长各地区致词） 

九、专题演讲： 

经济部工业局黄英坚科长--「后 ECFA 时代机械业在大陆市场的机会与挑

战」 

十、颁    奖：表扬热心参与本活动之会员厂商。 

十一、工作报告： 
(一) 本会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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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页)。 
(二) 台北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69 页至第 73 页)。 
(三) 新竹地区会务工作报告：(详见会议手册第 78 页至第 80 页)。 

十二、讨论提案：台北地区 

提案公司：大顺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建请政府检讨外劳政策，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说明： 
1. 雇用 9 年之限制：优秀的外劳，难以十中选一，受限政府不逾 9

年之规定，必须新雇，语言、生活习惯、职前教育训练等等的无

形成本，企业既受外劳总量管制，为何还让企业陷入训练新手，

增加成本的梦魇、轮回，9 年期满拱手让给其它国家或返乡创业，

甚至期满前逃逸，对产业对社会非常不利。熬过金融海啸，找不

到本劳来工作，约 5 年后 3K 产业老师父普遍即将凋零，前景堪

虑。建请政府优先让 3K 产业外劳，排除 9 年之限制，以免须体

力也须技术的工作后继无人。 
2. 本、外劳薪资、劳保应脱钩：(a)调高基本薪资，本劳受惠有限，

3K 本劳薪资早高于 26,000，上次调高薪资 17,280 全部调给外劳；

(b)有来台未满 2 年之外劳，因父母相继死亡，也领丧葬补助，劳

保费没缴多少，殊不合理。如果脱钩，在法制上会形成对外劳歧

视，抵触国际劳工宣言，损害国际地位与竞争力且现实层面推动

的困难度很高，那就不要调高，因为整体考虑弊多于利。 
3. 建立管控不良外劳的机制：非因不可抗力停工、歇业而不被续约，

被解雇者，大部分是麻烦制造者，政府没有管控这些人，让同一

个外劳，在 9 年内可以入境 4 次，也就是让 4 家企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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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劳满 2 年被解雇者，企业应予通报相关单位列管，以全面提高

外劳的素质。 
办法： 

1. 建请政府先解除 3K 外劳入境 9 年之限制。 
2. 本、外劳薪资、劳保应脱钩。 
3. 建立管控不良外劳的管道，以全面提升外劳素质。 
4. 目前公会办理情形： 

(1)本会于 99.09.14 以台区机会业字第 99203 号函行政院劳委

会、工业局。 
(2)经济部工业局以 99.09.20. 09900833090 号函回复：本会建请

行政院劳委会重新检讨雇用外籍劳工 9 年之限制规定，事涉

及外籍劳工管理，系属 劳委会管理，请并案卓处径复。 
决议：通过，并持续追踪办理，并由本会转送全国工业总会，协助争

取机械业列入 A 级核配比率，及本劳外劳薪资脱钩等事宜。 
 

提案公司：台菱树脂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由：建请将砂轮制造业列为拟中之 3K 制造业外劳核配比率五级制

之 A 级(外劳核配比率 25%)行业类别，敬请  卓参。 
说明： 

1. 砂轮制造业的产品砂轮之工业用途极为广泛，举凡金属制品、

家具制造业、大理石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零件制造业、

运输工具制造业、造船业等产业，其产品需修边、磨光…制程

者，均需使用砂轮此一工具，砂轮可谓是工业之关键性生产工

具。然砂轮制造业因工作环境及生产制程肮脏、危险、辛苦，

本劳已少有人有意愿从事本业，甚至外劳皆已招募不易。若将

本行业列为外劳核配五级制中之 C 级行业、势将不敷实际之

需要，而影响产能，进而间接影响整体工业界之生产运作。 
2. 砂轮制造业生产之产品虽属关键性生产工具，但因从事本行业

之厂商少未能组成同业公会为业界争取权益，故权益常受政府

忽视。企盼政府正视本行业于工业界之必要性与重要性，予以

适当扶持与协助，使本业得以在台永续经营，共同为国家经济

发展奉献心力。 
办法： 

1.建请将砂轮制造业列为拟议中之 3K 制造业外劳核配比率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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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 A 级(外劳核配比率 25%)行业类别。 
2.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本会于 99.9.14 以台区机会业字第 99172 号行政院劳委会、

经济部工业局。 
(2)行政院劳委会以 99.09.17.0990033386 号函覆：1.同意依已预

告之 3K 新制规划 35%、25%、20%、15%、10%外劳核配

比率及适用特定制程与行业先行实施，并视实施后成效，再

作必要之检讨。2.后续将视整体经济及就业情势，透过本小

组之、资、政社会对话机制，在兼顾产业生存发展及保障国

人就业机会前提下，适时检讨外劳开放政策，以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 
决议：通过，请提供细部数据，本会将再致函争取提高外劳核配比率

25%。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案由：2008 年与 2010 年我们都有参加南港的台北国际塑橡胶展，参

展机台进/出场时间安排不好，反应几次都没有用，是否可考

虑依展商时间来弹性进/出场。 
说明： 

1. 2008 年与 2010 年我们参加台北国际塑橡胶展，因我们展示机

台小进场用堆高机移机至定位只要 15 分钟，没有必要依贸协

颜色规划提早入场。依我们参加多次国际展览(如：K 展

/NPE/IPF)的经验，也都是前一天进场、接电即可。 
2. 展示机台若提早入场又没人看管，东西丢了谁赔？ 

办法： 
1. 南港 1F、2F 展场不大，吊装机台或移机，堆高机人员 清楚，

建议日后参展厂商若有展示机台要进场，时间可直接与堆高机

人员联络确认进/出场时间后，再向主办单位报备即可。 
2.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本会已于 99 年 6 月 18 日本展展后检讨会决议，有关本展之进

出场时间，贸协安排之原则为「离货物出入口愈远者排的愈

早」，但进出场时间仍可弹性调整，本会也已持续向贸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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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再以「是否有机械须卸货及是否只展出型录及零件」为原则

再做规划。 

决议：通过，本会与贸协将依实际情况适时做弹性调整。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案由：建议中央政府日后公职人员选举日期请排定在每个月的第二个

及第四个星期六。 
说明： 

1. 不要忘了国民党执政星期六要上班，是政党轮替，陈水扁改掉，

因此政府从业人员是捡到半天。 
2. 近年来政府公职人员选举日，大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因目前全台湾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是维持月休六日(四个星期日

＋第二及第四个星期六)，其它的星期六还在工作、打拼赚钱。 
办法： 

1. 建请政府中央选举单位，目前有选举请固定在每个月的第二或

第四个星期六来执行。 
2. 优点：(1)投票率会提高。 (2)减少企业主困扰与不必要的损失。 
3. 目前本会办理情形： 

(1)本会于 99 年 9 月 20 日台区机会总字第 99076 号致中央选举

委员会建议函。 
(2)中央选举委员会于 99 年 9 月 23 日中选务字 0990007007 号

函覆本会，将录案作为订定投票日期重要参考。 
决议：本会已致函政府主管列入重要参考。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案由：理监事会议记录请统一格式制作，且要完整，让关心会务的会

员代表能了解理监事会运作情况与执行会员代表建议事项。 
说明： 

1. 2009 年公会出版的机械信息有刊载几次理监事会记录，格式与

内容都不一样。 
2. 记录内容看不到理监事踊跃发言及处理各地区会员代表提出重

要建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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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会不是例行公式，请把握时间，针对会员厂提出问题给予正

视及进行讨。 
办法：请依照正式标准的会议程序表格来执行，如时间、地点、出席

人员姓名(请列出，不是用几人)、请假人员姓名。 
决议：提供本会参考，而机械信息刊载要一致性。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案由：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是希望会员厂商代表踊跃参加及提出

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因此会议时间要规划 30-45 分钟给会员

们表达。 
说明：目前台湾产业因工资高及原物料贵，产品成本自然高，相对竞

争力就低，相信很多会员厂商都希望借助一年一次的会员大会

来建言、研讨，再透过机器公会来向政府反映，让政府部门重

视与关切。 
办法： 

1. 在议程安排时，请保留 30-45 分钟给会员代表来建这与讨论。 
2. 若前段议程延误，必须要顺延，不能草草结束，请司仪要掌控

好。 
3. 会员厂商时间也很宝贵，吃饭不重要。 

决议：提供本会参考。 

十三、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恒智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由：后 ECFA 时期，国外代理商在大陆将会有很多认证或检定的问

题，请公会协助提供相关信息，以便取得大陆市场商机。 
 决议：通过，由公会搜集相关信息提供参考。 

提案公司：利晟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由：泰国展摊位费用较贵，原先摊位费约 NT$8 万元，目前已经涨

到约 NT$13 万元，请公会协助处理。 
决议：通过，由本会搜集相关信息提供参考。 

 
十四、散   会：下午六时三十分，会后聚餐联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