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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內容大綱

一、嘉南高之機械產業現狀。

二、嘉南高機械產業重點問題及因應對策。

三、南台科大可提供合作之管道與資源。

2



3

廣義分類與範圍
項 目 範 圍

金屬製品
照相機、望遠鏡、醫療設備、鐘錶、光學儀器、檢驗測試設
備等

一般機械

紡織機械、化工機械、工具機、產業機械、整廠設備、原動
機、流動機械、冷凍空調設備、空氣壓縮機、機械元件等，
同時亦包括一般家用或辦公用之非電氣機械，如縫紉機及打
字機等

電氣機械
主要指用於電力產生及輸配電用之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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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工具 汽車、機車、自行車、火車、船舶、飛機等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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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台灣經濟研究院，中國民國機械工業年鑑1995，台北：台灣經濟研究院，1996年7月

一、嘉南高機械產業現狀一、嘉南高機械產業現狀
1.1機械工業分類與範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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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分類與範圍
項 目 範 圍

工具機
車床、鑽床、銑床、搪床、磨床、鋸床、鉋床、沖（壓）床、剪
床、NC工具機、非傳統加工工具機等

產業機械

礦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農業及園藝機械、食品飲料機、紡織及
成衣機械製造修配業、木工機械、造紙機械製造修配業、印刷機械
製造修配業、化工機械製造修配業、塑膠及橡膠機械製造修配業、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備製造修配業、製鞋機械、建築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等

通用機械
金屬模具製造業、污染防治設備、事務機器、空氣壓縮機及泵製造
修配業、液壓、氣壓傳動零組件製造修配業、包裝機械、輸送機械
設修製造修配業、飲用水設備製造修配業等

動力機械 鍋爐及附屬設備、引擎發動機、渦輪機、內燃機等

機械零組件
軸承、閥類、齒輪、控制器、引擎、電控零件、空油壓元件、油壓
元件、馬達

資料來源：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機械工業現況與趨勢分析，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1996年6月

1.1機械工業分類與範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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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2010年我國機械產業產值與成長率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 2010/04

1.2台灣機械產業現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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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年機械各行業產值

行業 產值（單位：新台幣億元）

工具機 669

泵、壓縮機、活栓、活閥 301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285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備 273

輸送機械設備 231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 181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 2010/04

1.2台灣機械產業現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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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台灣機械產業世界排名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部, 2008/02

1.2台灣機械產業現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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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1月~5月臺灣機械產值分析

總金額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六位

較去年同期成
長47.1％ 工具機

塑橡膠機械
類

特殊功能機
械類

流體機械類 閥類
軸承、齒
輪、滾珠螺

桿出口

63.6億美金 10.3億美金 4.3億美金 4.2億美金 3.7億美金 3.5億美金 3.4億美金

較去年同期成
長111％

半導體、
IC、面板用
製程裝備。

特殊功能機
械類

流體機械類
引擎及零組

件
機械零組件

處理材料製
程設備進口

101億美金 50.2億美金 8.4億美金 4.8億美金 3.2億美金 2.9億美金 2.5億美金

1.2台灣機械產業現狀(4/5)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部, 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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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1月~5月臺灣機械進出口國家分析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六位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泰國 越南 印尼

出口
20.8億美金

(32.7％)
9.8億美金
(15.5％)

3.4億美金
(5.3％)

2.2億美金
(3.5％)

2.1億美金
(3.3％)

1.9億美金
(3.0％)

日本 美國 中國大陸 德國 韓國 瑞士

進口
41.2億美金

(40.8％)
22.3億美金

(22.1％)
9.0億美金

(8.9％)
6.9億美
(6.9％)

3.2億美金
(3.2％)

1.3億美金
(1.3％)

1.2台灣機械產業現狀(5/5)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部, 2008/02



• 過去我國的工業發展高度集中在北部地區，特別是三
重、新莊、樹林一帶，連帶著吸引大批3C產業、家電
產業系統廠聚集。

1.31.3嘉南高目前展業現狀嘉南高目前展業現狀(1/3)(1/3)
北部地區機械產業發展現狀(我國早期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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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發展現狀(形成聚落)

中部地區為臺灣機械產業主要製造基地，以工具機業、

手工具業及製鞋產業為主。

相關產業已發展出機械產業設計研發製造聚落—工業

區、工研院機械所中區技術中心、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

心、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等研究機構。

加上周邊大專校院，已經形成完整的協力、彈性與具效

率的聚落，可深耕技術，朝可長可久發展。

1.31.3嘉南高目前展業現狀嘉南高目前展業現狀(2/3)(2/3)



嘉南高機械產業發展現狀(聚落不完整)
• 南部地區之機械產業以交通器材、金屬製品、塑膠製品
及螺絲螺帽等為主。

• 隨著中南部科學園區的發展，許多相關之機械產業亦有
隨下游大廠南遷而往南發展的趨勢。

• 台南縣工業區包括新營、柳營、官田、新市、龍崎、永
康、嘉益、南廓、學甲、曾文、得力、保安、南吉、龍
船、台南環保科技園區、台南科技園區等工業區，不過
由工業局管理及政府開發之編定工業區僅有官田、永康
、新營等工業區。

•• 南部南部雖仍有充分建廠土地，但產業聚落尚不完整。

1.31.3嘉南高目前展業現狀嘉南高目前展業現狀(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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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機械產業分佈

縣市 代表產業

嘉義縣 金屬櫥櫃、金屬桌椅、金屬模具、行動輔具、塑化醫材

台南縣
漆彈槍、眼鏡與配件、鋁擠型、鐘錶、塑膠管、汽車扣件熱處
理、皮革業、汽機車零組件、塑膠模具

台南市 安全帽、刺繡

高雄縣 鋼鐵設備維護、航太扣件熱處理、壓力容器、螺絲螺帽

高雄市 食品加工設備、船舶複合材料

屏東縣 掛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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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台灣機械產業發展瓶頸

台灣機械產業主要是以出口為導向，以2006年為例，

機械產值為181億美金，其中77％為出口外銷，然而

台灣機械產業缺口的機械設備及關鍵零組件，仍必須

仰賴進口，此部分高單價機械設備之進口主要運用於

刀具製作、滾珠螺桿、線性滑軌、汽車零組件、電子

產品等精密加工、半導體及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與零

組件的生產等，此部分為值得繼續研發與開發的內需

市場。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部, 2008/02

二、機械產業重點問題及因應對策二、機械產業重點問題及因應對策



• 下游產業外移。

• 出口(代工品為主)競爭力衰退。

• 大陸低價品大量傾銷。

• 先進製造設備取得不易。

2.22.2產業重點問題產業重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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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1/4)(1/4)

1950年代 進口替代→食品產業

1960年代 出口擴張→紡織產業

1970年代 改善基礎建設→石化/鋼鐵產業

1980年代 經濟自由化→資訊/機械/車輛產業

1990年代 產業升級→半導體產業

2000年代 創新研發→顯示器/3C產業

2008→ 全球金融風暴，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2010年代?
資料來源：工研院南分院,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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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揮光電半導體及資訊產業之優勢

兼顧外銷與內需，創造就業機會

要賺錢也要兼顧國民的生活品質

符合潮流所趨

節能、環保、健康、品味….

結合六大新興產業與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

創造下一波產業契機

除3C產業2010年代？
政府? 業界?

2.32.3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2/4)(2/4)

資料來源：工研院南分院,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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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3/4)(3/4)

六大新興產業

雲端運算

智慧電動車 綠建築

發明專利

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

資料來源：行政院各相關部會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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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台灣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4/4)(4/4)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部, 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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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1/6)(1/6)
嘉義縣產業優劣分析

♦優勢：

1.塑膠產業塑膠產業規模大規模大，台塑、南亞與台化均設廠於嘉義新港

鄉，為嘉義營收最多的製造業。

2.精密機械產業產業崛起崛起，大埔美精密機械工業區即將完成，

已有上銀、高峰與程泰等大廠申購。

♦缺點：

1.為農業大縣，出生率及人口外移嚴重，影響長期生產

力。

2.缺乏主導性明星產業作為前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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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產業優劣分析
♦優勢：

1.傳統產業傳統產業製造大縣，朝科技目標轉型，研發能力提升、

產業結構完整。

2.電子產業電子產業發展迅速，與金屬、機械及汽車業共同帶動產

業發展。

♦缺點：

1.南科生活機能待加強。

2.發展侷限於永康、仁德、新市與善化四區域。

　 3.食品、紡織與塑膠製品三大特色產業持續衰退。

2.42.4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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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產業發展潛能

【精密機械】

• 政府在已擬定的國家六年建設「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中，將精密機械技術列入發展重點，短期協

助傳統產業升級及支援新興3C及光電產業發展，長期

針對生物科技與奈米機械。

• 台南縣由於汽車零件規模大，具高附加價值與高成長

特色，可帶動周邊產業發展精密機械特色。

2.42.4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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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產業發展潛能
【模具】

•「模具」素有「工業之母」之稱(電器用品、汽機車零組

件、高科技產品對「模具」的依賴度最高)。模具技術水準

表示整個國家機械工業之水準。

•台南為塑橡膠機械發展重鎮，具有成熟的模具基礎，進入

電子資訊時代，模具產業自然要朝向製造電子、資訊、3C
產品之精微模具發展，如微尺寸零組件（微齒輪、金屬管

線、電鑄件、微馬達轉子或定子、微連接器）、精密光學

元件與鎂及鈦合金沖鍛3C殼件產品發展。

2.42.4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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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5/6)(5/6)
高雄縣產業優劣分析

♦優勢：

1.石化、鋼鐵軋延與合成樹脂石化、鋼鐵軋延與合成樹脂為高雄縣三大主力產業，為高雄縣三大主力產業，螺絲螺帽業螺絲螺帽業雇雇

用勞工人數多，是具特色之地方產業用勞工人數多，是具特色之地方產業。

2.高雄科學園區與環保科技園區預計在2010年開發完成，形成光電通

訊、電子及生物技術等產業之群聚。

♦缺點：

1.多數重要產業倚賴出口，風險集中。

2.光電、通訊與環保等新興產業仍處萌芽階段，短期內仍須

依賴石化業與金屬加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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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嘉南高機械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6/6)(6/6)
高雄市產業優劣分析

♦優勢：

1.石油、鋼鐵冶煉產業石油、鋼鐵冶煉產業規模最大規模最大，雇用人數最多。

2.船舶、冷凍冷藏水產、機車與鋁擠業之營收也佔很大之營收也佔很大

比例，為具地方特色產業比例，為具地方特色產業。

3.擁有港口與機場，地理位置優越。

♦缺點：

1.全球競爭加遽，國際都市競爭力排名兩年內下滑150
名。



1. 可避免東協加三區域體系成形後，台灣產業被邊緣化。

2. 台灣將獲得5~8%關稅成本競爭優勢，有利提高在中國大陸市場
之佔有率，甚至減緩產業外移。

3. 可提高兩岸產業分工腳步。

4. 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市場之優先合作夥伴及門戶。

2.52.5簽簽ECFAECFA對台灣機械產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對台灣機械產業可能造成的影響(1/3)(1/3)

【優點】

【缺點】

1.對相關產業立即產生衝擊。

2.低價品入侵本土，小型產業難與競爭及生存。

3.對大陸依存度提高，產業風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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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目前產業相關輔導措施，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以及提升產
業技術水準，包括：

2.52.5簽簽ECFAECFA對台灣機械產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對台灣機械產業可能造成的影響(2/3)(2/3)

【運用相關產業輔導】

政府因應機制

1.產品開發補助計畫：如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協助傳統產

業技術開發計畫辦法。

2.服務業研發輔導：如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3.技術及創新營運模式研發補助：如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業界

開發產業技術計畫、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等。

4.貸款及資金協助輔導：如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計畫、促進中小

企業智慧財產資金融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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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業已啟動「因應貿易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計畫」
，依個別產業特性及遭遇問題，輔導內容如下：

2.52.5簽簽ECFAECFA對台灣機械產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對台灣機械產業可能造成的影響(3/3)(3/3)

【推動「因應貿易自由化產業輔導計畫」】

政府因應機制

1.風險管理及行政支援協助措施：簽署貿易協定時優先爭取延長降稅

時程、協助運用貿易救濟、提供資金融資協助等。

2.相關產業輔導措施：進行輔導型產業現況調查、建立國產品共同標

章、協助拓展內外銷、提供產業技術與管理升級輔導。

3.相關產業個案輔導措施：運用研究機構技術能量，提供輔導型產業

個別企業升級轉型所需之即時、短期程技術輔導，加快企業升級轉

型速度。
28



2.62.6機械產業因應對策機械產業因應對策(1/5)(1/5)

一般評估，在2010年後，傳統電子、資訊、汽車等產業訂單回

籠，及各國景氣恢復，機械產業將加速復甦，如何在下一波高速

成長時代來臨前做好準備，擺脫傳統的代工經營模式或成本優勢

自居，強調技術升級及創新設計，將是產業生存之關鍵所在。

沒有單純的機械產業，要懂得跨領域與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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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關鍵產品登峰造極計畫

智慧電動車產品及應用服務

高階複合工具機及應用服務

高強度輕量化自行車及應用服務

電子書產品及應用服務

聯網電視產品及應用服務

新世代寬頻通訊產品及應用服務

水再生利用設備及應用服務

(圖片引用經濟部季刊)

(聯網電視)

2.62.6機械產業因應對策機械產業因應對策(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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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具創新力、活力與競爭力，面對未來商機的
開拓掌握深具潛力。

光電與3C產業在國際上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
雲端運算」新觀念的導入有利於其轉型，且未來商機
甚具爆發力。

太陽光電與LED照明，隨著台積電、聯電、友達…等
大廠的投入，應可帶動整體產業更快速的發展。

車輛產業因電動車電池、馬達與關鍵零組件等與國內
外大廠合作開發，未來發展看好。

健康照護與醫療器材已有相當的基礎，長期看好。
資料來源：工研院南分院,2010/10

2.62.6機械產業因應對策機械產業因應對策(3/5)(3/5)
台灣產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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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產業跨領域，如觀光旅遊、精緻農業、文化創意、醫療照護的
創新整合商機，值得深入探討發掘。

建立在製造業的服務業(2.5級產業)的整合服務價值，未來商機看
好，如精密機械、自動化…等系統整合廠商。

企業推動〝Open Innovation〞大力運用外界能量，與研究單位或
大學建立長期合作關係的觀念已大幅提升。

光電與資通訊深入影響各行各業，具備跨領域的人才與研發能量
，較易展現創新力與競爭力。

︰
︰

資料來源：工研院南分院,2010/10

2.62.6機械產業因應對策機械產業因應對策(4/5)(4/5)
台灣產業機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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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機械產業因應對策機械產業因應對策(5/5)(5/5)

未來產業應加強：

1. 開發生技、醫材、太陽光電等新材料/新製程技術。

2. 建立核心技術。

3. 發展具差異性或有價值性之產品。

4. 擴展高價客源由日本、美國、歐洲轉向台灣採購。

5. 低價零組件海外分工整合。

6. 境外技術支援及服務。

7. 完整市場分析與行銷策略。

資料來源：部分來自金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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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總人數18214人，全國第七大

• 專任教師589位，其中400位博士，2/3 具兩年業界經驗

• 設有工學院、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數位設計學院，共23系，32碩士
班，3博士班

工學院

商管學院

人文社會
學院

數位設計
學院

7系、12所
(含3博士班)

9系、14所

通識中心
4系、3所

3系、3所
、3中心

3組

STUTSTUT

3.13.1學校現況學校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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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台科大可提供合作之管道與資源三、南台科大可提供合作之管道與資源



‧ 特色與主軸

–集合跨系所相關領域教師組成核

心團隊

–建立核心技術，朝深化技術

研發、致力產學合作推動

–輔導區域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

–培育前瞻與高科技產業人才

精密機械研發中心

生技產品試量產技研中心

生醫電子中心

光電半導體中心

奈米研究中心

機器人中心

古機械研究中心

醫療輔具科技中心

化工與材料研究中心

新能源中心

積體電路設計與應用技研中心

媒體與設計研究發展中心

企業電子化中心

品質創新與統計發展中心

服務業管理研究中心

3.23.2研究中心研發服務能量研究中心研發服務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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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實驗室重點實驗室((約約22億億88千萬元千萬元))
•精密機械共同實驗室(1,000萬元)
•光電半導體中心(無塵室10,000萬元)
•生技產品試量產實驗室(2,400萬元)
•掃瞄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SEM 540萬元)
•200kV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HRTEM 3,200萬元)
•120kV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TEM 840萬元)
•高解析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HR-FESEM 600萬元)
•奈米材料物性檢測實驗室(1,500萬元)
•奈米加工與檢測實驗室(AFM, SNOM 940萬元)
•核磁共振實驗室(NMR 1,400萬元)
•奈米碳管顯示器研製實驗室(1,200萬元)
•燃料電池實驗室(400萬元)
•生命晶片實驗室(1,200萬元)
•奈米薄膜製造實驗室(500萬元)
•功能性奈米材料製程與測試實驗室(840萬元)
•奈米磁性材料製程實驗室(1,200萬元)
•奈米微波研製實驗室(1,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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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
(HR-TEM 3200萬元) TEM 840萬元

光電中心無塵室 生技中心試量產實驗室 NMR 1,400萬元

重點實驗室硬體設備重點實驗室硬體設備

高解析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HR-FESEM-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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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朱志良老師獲國家發明創作金牌獎與英國皇家物理學會最
佳論文獎

• 機械系莊承鑫老師獲上銀科技機械碩士論文獎

(被譽為台灣機械諾貝爾獎)
• 機械系莊承鑫老師獲 IEEE NEMS 2008 最佳會議論文獎

• 機械系吳忠春老師獲台灣金屬熱處理學會最佳論文獎

重點特色成果重點特色成果(1/2)(1/2)

機械系莊承鑫老師
連續兩屆榮獲上銀科技碩士論文獎

機械系朱志良老師
獲英國皇家物理學會年度最佳論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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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車、太陽能車、省油車、電車、節能車、寵物屋設計與製作省油車、電車、節能車、寵物屋設計與製作

太陽能車-火鳳凰二號

F3學生方程式賽車

節能
車 電車

省油
車 電車

日本F3學生方程式賽車省油獎
第三名

『澳洲世界太陽能車挑戰賽』
第五名(亞洲第一)

『全國大專環保車賽』
第十五屆三冠王、第十六屆雙料冠軍、第十七屆五連霸

其他重要成果：
9595年年20062006太陽能拉力車大賽太陽能拉力車大賽
--------第三名
9696年年『『日本第五屆學生方程式賽車日本第五屆學生方程式賽車』』
--------獨特設計獎獨特設計獎
9696年年2007 2007 SolidWorksSolidWorks學生方程式賽車設計
--------第一名第一名
9797年第三屆全國大專太陽能模型車競賽年第三屆全國大專太陽能模型車競賽
--------冠軍冠軍

97年和泰汽車2008Toyota T-TEP學校技能競賽
--------冠軍冠軍

重點特色成果重點特色成果(2/2)(2/2)

「智慧型寵物屋」
台北發明展獲得銀牌，成功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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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目標

• 以精密機械、模具及輔具產業技術

升級為核心，協助南台灣傳統產業

提升競爭力

• 使傳統產業與半導體、奈米、

光電、生技等高科技產業接軌

精密機械
技術

轉型提升

傳統產業
塑化、機械、金屬加工、
汽車零件、紡織、印刷、
模具、電機…

產業現況

南台科大介於台南科學園區、路竹科學園區

及台南科工區等三大科技工業區之間

鄰近工業區具眾多機械、工具機、模具工廠

台南縣─ 永康、官田、龍崎、新營、

佳里、新市、保安、亞太

台南市─ 和順、安平

高雄縣─ 允成、永安、岡山

傳統產業由於生產成本攀升，面對升級/轉型

的挑戰

3.33.3區域產業特色主軸─精密機械、模具與輔具區域產業特色主軸─精密機械、模具與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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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密機械與
模具聯盟

研究中心
核心技術

商管學院

技術開發
專業能力培訓

數位
設計學院

精密機械、模具及
輔具相關產業

人文
社會學院

育成中心

技術研發或技術轉移

文宣設計、產品設計與媒

體傳播

管理與行銷策略規劃

創業育成輔導

人才養成、在職訓練、學

生企業實習

協助外部資源取得

合作內容

3.43.4區域產業連結策略區域產業連結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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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推動策略與管理推動策略與管理

各院、系、所、中心訂
定關鍵績效指標

「教師產學合作獎勵辦法」
「教師研究獎勵辦法」
「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
「教師在校外兼職(課)處理要點」

產學合作資訊e化平台
多管道技轉媒合平台

檢視整體執行績效
提供改善建言
審查運作機制

「教師借調處理要點」
「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 「教
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針對政府單位或產業任
務分組，及時回饋資
訊，迅速爭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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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策進會

協助推廣／技轉研發成果
引進產學人脈與資源
提供產學合作建言

研發處

任務分組

院、系所、
研究中心

師生創業創意
競賽成果

外在資源資訊提供

績效管理

技術、設備、人才

學術研究

產學合作

人才培訓

創新育成
（創新育成中心）

研發
成果
清單

師
生
創
業
團
隊

創業萌芽團隊

可
技
轉
技
術
、
產
品

政府計畫申請與管控
資源整合與協調
專利申請與管理
（專利技轉權益委員會）
研發能量資料庫管理
法規制訂與推動
（獎勵辦法、推動規範）
研發成果與績效管理

建立產學人脈資源
媒合研發團隊與企業
推廣技術成果
協助產業計畫申請與管理

企業人才培訓專班
政府人才投資方案
學生企業實習
就業學程

輔導新創事業
培育萌芽團隊

媒介與推廣

新進人才提供
企業在職訓練

創 業

政府部會
財團法人
公民營機構

新創公司

產學合作策略

3.63.6研發與產學合作經營管理系統研發與產學合作經營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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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師生員工 畢業校友

研究中心
育成中心

多元爭取外部資源

產學服務人員
「走動服務」與「單一窗口」

強化產學媒合服務行政管理效率

建構研究中心
永續營運模式

擴大參與產學
人數

建構跨領域合作機制與
創新型研發整合支援服務

建構師生創業
輔導服務平台

計畫工作重點：深化區域產學連結

3.73.7產學合作推動策略產學合作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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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研究計畫

國科會專題 中央部會 技轉 產學合作 合計
參與產
學合作
教師數

件數 128 107 10 150 39597

金額 85,984,691 146,234,499 974,976 51,334,289 284,528,455
88

件數 136 148 39 341 664
98

金額 90,083,478 150,525,500 3,399,274 105,225,662 349,233,914

175

件數 121 100 16 395 63299
1/1-
8/14 金額 84,461,000 120,138,132 2,081,138 87,997,521 294,677,79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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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8全校研究計畫績效全校研究計畫績效



1. 通過經濟部工業局研究發展類、資訊服務類、檢驗及驗證服務、設計服務等技術服務

機構之認證

2. 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第一期

95件計畫、計畫金額684萬元；全國大專校院第一全國大專校院第一。

3. 經濟部工業局98年度「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通過22件計畫、計畫金額

3,895,974元；老舊工業區輔導計畫23件、計畫金額4,582,445元。全國大專校院第一全國大專校院第一。

4. 經濟部SBIR轉委託共計2件，商業司ASSTD 6件、工業局CITD 5件
5. 5. 與與澳洲、法國、美國、德國、南非公司簽訂簽訂77件國際產學合作案，總金額件國際產學合作案，總金額10501050萬元萬元

6. 通過經濟部3年期在地型學界科專計畫－「具特殊微結構滾筒模仁製作技術開發與其應

用」計畫，核准經費2100萬元

7. 通過國科會「未來輕量化四輪轉向迷你電動車之研發」整合型計畫，補助經費98年567
萬5仟元，99年500萬。

8. 8. 國科會私校研發國科會私校研發計畫「計畫「高精度微型CNC綜合加工機與三維量測系統」三年補助1200萬
元

9. 9. 協助育成廠商取得創新服務憑證協助育成廠商取得創新服務憑證 7 7 案，補助經費案，補助經費231231萬元萬元

3.93.9其他計畫績效其他計畫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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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精密機械與模具聯盟的服務

•精密機械的跨領域整合

•前瞻精密機械與微機電技術的深化

•落實產學深耕

•智財推廣工作

•研發成果推廣平台

•落實師生創業

與區域產業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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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1/7)(1/7)



對精密機械與模具聯盟的服務

與設計軟體業者合作

Solid works

辦理15班培訓課程

共培訓395人

其中98人取得證照

4/29與精密機械與

模具聯盟共同舉辦

電腦軟體輔助設計研討會

參加人數179 人

7/22與軟體業者舉辦

CAE molding 研討會

參加人數206 人

開發關鍵零組件

產學平台, 培育人才

開發市場, 聯合參展

模具學程

南台科大精密機械中心

精密機械與模具聯盟

99/02/25 成立
本校副校長任理事

五家模流分析軟體業者贈送本校
五種軟體150套(合計540萬元)

提供產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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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2/7)(2/7)



精密機械共同實驗室精密機械共同實驗室

三維量測

精密加工

電腦模擬

設計

模具與零組件設計開發、
機構設計、

機電整合、智慧型控制

微放電加工、
雷射加工、

MEMS、CNC工具機

工程分析、
模流分析、
缺陷分析

提供產業
total solution

三次元量床
白光干涉儀

產學合作案
(98/1/1~98/9/30)

共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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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3/7)(3/7)



三維量測

精密加工

電腦模擬

設計

高精度微型高精度微型CNCCNC綜合加工機與三維量測系統綜合加工機與三維量測系統

單軸+旋轉軸定位平台

1.高速微銑削設備
2. 微放電加工設備
3. 三維量測系統

二維定位平台模組化結構

光學尺

配重機構

主動振動控制系統

國科會整合型計畫三年1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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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4/7)(4/7)



「Array Repair」微米級定位平台之主
動振動控制研究

-- 主動式控制技術

-- 適應性控制技術

-- 次微米級振動位移

量測與控制技術

半主動式雙氣室氣墊隔振系
統研發

精密振動控制系統開發精密振動控制系統開發

次微米低頻振動主動控制
技術研發

皋遠股份有限公司
連續3年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連續4年

運用模糊控制技術發展雙氣室氣墊隔

振器之半主動振動控制系統

-- 半主動式振動控制

-- 可調整阻尼值的雙氣室

-- 氣墊隔振器設計

-- 模糊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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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5/7)(5/7)



52

具特殊微結構之滾筒模仁製作技術

技轉奇菱科技 $ 1,000,000 元

前瞻精密機械與微機電技術

滾印圖形轉印機構研究

金工中心500,000元

觸覺感測器與微粒操控
美國陸軍1,600,000元

新型噴流式離子交換槽
應用研究

昶閎科技272,000元

雙層壓電致動陣列模組技術、
麥克風晶粒黏著研究
工研院 550,000元

自行車板鎖模具開發
翰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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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精密機械領域特色與重要成果(6/7)(6/7)



精密機械與自動化相關研究計畫

中央部會 技轉 產學合作 合計

件數 2 6 40 48
97

金額 9,300,000 589,740 10,958,401 20,848,141

件數 11 17 140 168
98

金額 13,684,306 1,557,000 34,587,684 49,828,954

件數 6 7 125 138
99

1/1-8/14 金額 14,731,230 1,344,446 42,145,198 58,22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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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產學深耕

與企業深度合作

鳳記國際機械—工具機

直得科技– 滑軌、馬達、滾珠螺桿

奇菱科技—背光模組

學生實習

共23位學生至公司實習一年

從事CNC加工、研發、組裝

導師、學生、公司每星

期四座談

學生實習

共6位學生至公司暑假實習

從事工具機與模具製造

產學合作
開發全自動背光板缺陷偵測系統

教師深度研習
5位教師赴企業10週，開發背光模組自動組裝設備

學生實習
共6位學生至公司暑假實習

榮剛公司—特殊鋼材製造加工

產學合作
飛機引擎環型件加工與
材料性能探討

教師企業深耕
借調研發副主任

學生實習
教師帶5位學生量測與
分析鋼材加工條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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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11產業深耕與智財推廣產業深耕與智財推廣(1/3)(1/3)



智財推廣工作

彙整本校

專利與研發成果

製作成果手冊

聯盟14單位，專利共1264件

與電檢中心
策略聯盟

共同進行專利分級、包裝、推廣工作

與金工中心
策略聯盟

參與成大行動雲端智財伺服聯盟

98年11月19日通過台灣智財管理系統(TIPS)認證

成本價技轉、收商品權利金

提供專利清單予中小企業

發明人報告技術內涵

6/30與成大合辦智財商品化
之美好體驗講座

引進台北大型智權管理集團
從專利申請時就布局技轉

分析、組合專利
5、 6 、 11月聯合媒合會

11/10與金工中心辦理聯盟
精密機械專利媒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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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11產業深耕與智財推廣產業深耕與智財推廣(2/3)(2/3)



研發成果推廣平台

‧ 編製99年專利成果手冊（197件）與研發成果手

冊（76件）

‧ 99.10.06舉辦專利與研發成果展

‧ 99.12.11舉辦專利研發成果加值競賽，除提供

跨領域合作平台外，可再造本校專利品質與價

值，使其更具技轉機會

‧ 建置永久性輪展型「研發成果展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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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11產業深耕與智財推廣產業深耕與智財推廣(3/3)(3/3)



3.12廠商可以從南台得到的資源(1/6)

• 技術研發與技術轉移

– 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案

– 專利智財授權

本校專利349件，10月6日辦理成果展

南區聯盟14單位，共1264件，5、 6 、 11月聯合媒合會

– 量測與檢測 (貴重儀器)
– 協助新技術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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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宣、媒體與產品設計

– 產品設計、機構設計

– 平面設計、文宣設計、公司形象
塑造

– 多媒體設計、網頁設計

– 動畫暨遊戲設計

– 攝影、錄音、製片剪輯

3.12廠商可以從南台得到的資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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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與行銷策略規劃

– 營運輔導

– 行銷推廣

– ERP導入建立、製程管理

– 品質管理與統計分析

– 建立智財管理機制- TIPS
– 產業聯盟合作

• 創業育成輔導

– 新創企業

– 既有企業創新轉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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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廠商可以從南台得到的資源(3/6)



創新育成中心
中小企業處訪視績效評比，南台灣最優

累計輔導67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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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廠商可以從南台得到的資源(5/6)
•• 人才人才
− 人才培訓

• 學校自辦: 學分班課程EMBA、在職專班、短期推廣教育
訓練班…
• 客製化企業在職訓練班
• 教育部、工業局: 產學攜手計畫、產業碩士專班
• 國貿局: 語言訓練班
• 職訓局: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充電加值計畫(協助企業申
辦)

−人才網羅

•透過產學合作尋覓並培育公司未來員工
•實習生派遣 (暑期或學期制學分課程)
•外籍學生
•來自約20國170餘名的外籍生，是台商可以善用的海外
企業生力軍



• 外部資源

– 協助申請各類政府補助計畫

• 經濟部:  業界科專計畫、SBIR 計畫、 CITD計畫、ASSTD
計畫、即時技術輔導計畫…

• 台南縣、市 SBIR 計畫(中小企業小型創新計畫)
• 國科會: 產學合作計畫

• 教育部: 產業園區計畫

• 科技關懷計畫 (教授免費赴廠輔導) 
– 協助融資貸款申請

• 青創貸款

協助廠商撰寫申請政府計畫書、簡報製作、簡報演練
62

3.12廠商可以從南台得到的資源(6/6)



6363

謝謝聆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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