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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RoadMap 

經濟部 

沈榮津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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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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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前言 

貳、智慧機械推動 RoadMap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肆、智慧機械推動預期效益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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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於105/7/21召開第3057次院會，通過智慧機械

推動方案。 

二、會中請相關單位依整體計畫架構，逐項規劃具體方案內

容，管控進度與品質，並隨時依據產業需求及市場趨

勢變化，進行滾動式修正，以創造最大的產業效益。 

三、有鑒於初期工作事項以規劃為主，爰國發會請各部會先

行調配現有預算支應今 (106)年度所需經費循預算程序

編列。 

壹、前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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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智機化： 

減緩勞動人口結
構變遷壓力，加
速人力資本累積 

創新產業生產流
程並大幅提高生
產力 

善用電資通訊產
業優勢加速產業
供應鏈智能化與
合理化 

 智機產業化： 

深化智機自主技
術中長期布局與
產品創新 

發展解決方案為
基礎之智機產品 

建立智機產業生
態體系 

壹、前言 (2/2)  

推動策略 推動作法 願景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建構關鍵智慧機械產業平台 
⊙結合都市發展規劃，提供產業發展腹地與示範場域 
⊙推動智慧機械國際展覽場域，拓銷全球市場布局 

⊙法人創新商業模式-服務客戶的客戶 
⊙推動智慧車輛及無人載具應用 
⊙加強產學研合作，培訓專業人才 

⊙強化台歐、台美及台日智機產業交流 

⊙系統整合輸出 

⊙推動工具機於東南亞等市場整體銷售方案 

⊙強化航太產業之智慧機械行銷，拓展國際市場 

⊙推動航太、先進半導體、智慧運輸、綠色車輛、能源等產業的整體解決方案 
⊙推動「智慧型人機協同」與「機器視覺之機器人結合智慧機械產業應用」 
⊙發展高階控制器，提高智慧機械利基型機種使用國產控制器比例 
⊙打造工業物聯科技 
⊙開發智慧機械自主關鍵技術、零組件及應用服務，通過應用場域試煉後系統整合輸出國際 

⊙強化跨域合作開發航太用工具機，並整合產業分工體系建構聚落 

⊙半導體利基型設備、智慧車輛及智慧機器人進口替代 

(二)拓展外銷 

(一)國際合作 

(一)技術深化以建立系統性解決方案 

(二)整合產學研能量 

(一)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二)整合產學研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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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主要成果效益 
1.建構全球智慧機械之都，以
達進口替代效益。 

2.中高階控制器出口占比由
10%提升至18%。 

3.智慧機械產業年複合成長率，
至108年為2%。 

4. 工具機出口值由全球第5名
提升至全球第3名。 

5. 工具機總產值由全球第7名
提升至全球第6名。 

各年度主要成果效益 

 
1.累計建置15個亮點示範案
例，進行複製擴散。 

2.辦理台德/台日論壇，促成
國際交流合作。 

3.導入產業供應鏈開發2案以
上。 

4.成立「智慧機械發展中
心」。 

 

1.導入國產感測器應用(溫度/
振動/位移) 

2.完成水五金智慧產線試煉
驗證。 

 

1.累計建構3個以上典範智慧
產業生態體系。 

2.完成4案以上客製化整線輸
出案。 

3.帶動當年度新增智慧機械
與製造投資250億元。 

FY105 
(碁盤3.668億元) 

FY106 
(碁盤14.7億元/旗艦4億元) 

FY107 
(碁盤14.7億元/旗艦4億元) 

FY108 
(碁盤14.7億元/旗艦4億元) 

貳、智慧機械推動RoadMap 
計畫成果與效益 

國際 
合作 

連
結
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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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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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智慧 
機械 
之都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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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系統 
解決 
方案 

 
整合 
產學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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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每年培育跨域及軟體人才300人 

 
 

試煉 
場域 

 
 

拓展 
外銷 

106/4~108/11 機械(東台/協鴻/德大等) 、金屬運具(漢翔/桂盟等) 、電子(群創/東元等) 
106/6觀摩和成/漢翔/宏遠、106/9觀摩東元/桂盟/協鴻 
 

 108國產控制器出口占比提升至18%  107/6導入國產感測器應用(溫度/振動/位移) 

108/7 生態體系3個/整線輸出4案 

105/6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已成立   

 105/8成立  

108/12廠商進駐 

 106/9土耳其經貿之旅   107/9擴大土耳其慧機械行銷聯盟  

 105/12成立25個  106/3工具機展 

 108/9擴散土耳其推動模式          

  104/12AIM航太工具機 
              105/6YUS智動化團隊 

 105/9聯盟成立 

 106/7~108/6 航太工具機 
(長榮/東台/永進/德大等) 

 105/9爭取科發基金旗艦計畫  105/10公告主題式計畫申請  
                106/1執行主題式計畫  106/2執行旗艦計畫、旗艦型中堅企業2家(含)以上 

智慧機械園區(台中市府/神岡豐洲第二期)  

台德論壇會議(每年台灣德國輪流辦理)  

智慧機械系統整合輸出/整體銷售方案 

        全球智慧機械發展中心(台中市府/水湳經貿園區)  

台日論壇會議(每年台灣日本輪流辦理) 

 培訓專業及跨領域型人才(工業局) / 智慧機械軟體人才(科技部)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工研院) 

推動公協會成立智機委員會 航太工具機產業聯盟/水五金產業聯盟聯合展示 

成立跨域服務團 

機械買主聯盟(貿易局) 

成立工具機展示中心及北中南控制器訓練中心 

推動產業領航旗艦(3年投入12億元)/主題式 

試煉場域驗證/產線示範 

建構智慧機械生態體系 

                                            單機智慧化  

                         (感測器、控制器技術整合應用) 

                 整線智慧化 

(設備智慧聯網/大數據技術應用) 
                整廠智慧化 

(供應鏈智慧管理軟體系統應用) 
∞ ∞ 

水湳經貿園區會展中心  

106/2提送環評 106/12環評通過 107/12土地出售 

106/6細部設計及發包作業 110/6工程完成 

 106/3~107/12 水五金(上銀/和成/橋椿/橋智等) 

 108/1 預計完成建物 

控制器中心：105/10中正大學(南) 及勤益科大(中)已成立；106/6推動北科大(北)成立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經濟部) 

106/2啟動(暫定) 

 106/4 土地釋出給公協會、學校、法人合建新大樓 

智慧機械發展中心及智慧機械大學聯盟 

106/3東台新廠落成 107/12台中精機新廠落成 

106/8機器人展 

106/4台德(德國) 

106/6(或11)台日(日本) 

105籌組 

 105/5工研院與西門子簽署
MOU 

 105/8美國IMS於PMC成立智
慧預兆應用中心 

FY106 

FY107 

FY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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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24)  

(一) 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連結在地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工研院) 

1.工研院於105/8/1在臺中工

業區及南投中創園區服務產
業，成立智慧機械科技中心。 

2.發展國產控制器，及工具機

從設計、製造到應用之Total 
Solution，讓我國工具機產

業由智慧單機提升至整線、

整廠系統輸出。 

3.發展在航太、綠能、生醫、

汽機車整合應用技術，並建

構驗證系統，加速工具機產
業聚落與國際接軌，切入高

階新興產業商機，同時協同

在地能量共同推動台中地區
為「智慧機械之都」。  

拓墣優化 

V 

顫震監控

防碰撞

Faunc Monitor

稼動率監控

進給率優化

VibMoPro
主軸監控

機電整合分析 雲端設計平台 

機台性能檢測 加工參數優化 切削模擬 

智慧機械軟體開發平台 智能化App 虛實整合製造系統 

開放式控制核心 多軸複合化控制器 客製化人機介面 

智慧機械軟體捐贈 

建立示範場域 

推動航太工具機聯盟 

數
位
設
計 

數
位
製
造 

智
能
化
軟
體 

國
產
控
制
器 

核心技術 產業推廣 

國
內
推
廣 
應
用 

國
際
推
廣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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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RoadMap 展開說明 (2/24) 

1. 地點：台中水湳經貿園區 

2. 目的：邀集工研院、PMC及相關公協會進駐水湳經貿園區，
成立「智慧機械發展中心」，並邀集各產官學研進駐水湳

經貿園區，成立「智慧機械大學聯盟」 ，帶動企業支持大

學推動創新研發及育成，建置產學研共同平台，發展智慧
機械及航太產業。 

3. 進駐場域：創新研發專區及智慧營運中心。 

4. 規劃進度： 

(1) 已完成區段徵收及道路工程。 

(2) 目前正進行徵收區配地作業。 

(3) 預計106/4土地出租釋出(每坪約25~35萬元，使用期設
定為50~70年)提供給公協會、學校、法人合建新大樓。 

(4) 預計108/1 完成建物，並開始進駐。 

成立全球智慧機械發展中心及智慧機械大學聯盟 

(一) 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連結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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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園區 (神岡豐洲第二期)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3/24) 

神岡豐洲科技 
工業園區第二期 

1. 豐洲一期開發面積約47.64公頃，已於

99/5出售完畢。為滿足智慧機械產業用
地需求，故規劃豐洲二期，列為國家重

大建設計畫。 

2. 智慧機械園區 (豐洲二期)，規劃開發面

積為55.41公頃，其範圍內皆為公有土地。 

3. 進度： 

(1)目前辦理二階環評作業，預計106/12
二階環評審議通過。 

(2)107/4開發計畫審議通過。 

(3)107/8設置公告完成。 

(4)107/12起辦理產業用地出售作業。 

(一) 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連結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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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4/24) 

1.經濟部成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推動智機產業化、產業智機化，協助產業鏈結國際。 

2.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設置於PMC總部2F全部空間，並結合1F工廠空間，建立智慧機械示範產線。 

(一) 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連結在地 

執行長(沈榮津次長) 

                       ─台中市政府江振瑋專門委員 
                       ─工研院王維漢博士/精機中心詹子奇博士 

協調各單位推動─ 精機中心賴永祥總經理 

產業智機組 

推動產業導入智機化 

智機產業組 

建立智機產業生態體系 

副主任 (3人) 

主任 (1人)  

8人 5人 

國際事務組 

強化國際合作市場拓展 

3人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總計20人) 

顧問 

【主要任務】 【主要任務】 【主要任務】 

•公協會跨域媒合 
•產業標準制定與參予 
•示範產線建置與觀摩 

•跨域人才培育 
•跨域服務團籌組  

•智慧機械與製造諮詢診斷 
•協助智慧機械與製造研發補助與輔導 
•建構典範智慧機械與製造生態體系 
•建立智慧機械與製造整廠整線服務輸出 

•國際論壇會議 
•國際合作 

•市場拓展 
•國際招商與促成投資 

統籌策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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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湳經貿園區會展中心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5/24)  

1. 定位：辦理國際會議及展覽(10.91公頃，預算83.8億元) 

2. 規劃方向： 

(1)水湳國際會展中心規劃東側展館及西側展館。 

(2)東側展館分為展覽棟與會議中心棟，最大可彈性使用2,280攤

位，而會議中心棟除了各種規模之會議室，於會議棟上層規
劃2,200席固定席階梯會議中心，打造國際級會議中心。 

(3)西側展館規劃了2,502攤位，其中1,001攤位不開挖地下室，

以符合大型工具機展使用。 

3. 辦理進度： 

(1)預計106/10工程案決標。 

(2)預計110/6工程完工，111/2啟用。 

(一) 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連結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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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產學研能量 連結在地 

推動公協會成立智機委員會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6/24) 

1.已推動20個重點領域公協會成立智慧機械/製造推動委員會 

 電子資訊產業3個(電路板、光學、雲端)。 

 金屬運具產業7個(流體、螺絲、模具、航太、車輛、自行車、手工具) 。 

 機械設備產業3個(機械、電子設備、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 

 紡織產業3個(人纖、絲綢印染、棉布印染)。 

 其他領域代表4個(工總、北 中 南三處工業區廠商聯誼會)。 

2.預計106/2前將有另5個配合其理監事會議成立： 

   包括電腦、電電、顯示器、資訊軟體及工具機公會等
公協會。 

3.藉由委員會平台，盤點智慧機械Maker能量，並調查

User之需求後，再辦理跨域公協會媒合活動，促成雙
方合作，加速導入智慧機械，進行智慧化生產，並由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作為供需雙方的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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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專業及跨領域  型人才(工業局) / 智慧機械軟體人才(科技部)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7/24) 

1. 目的： 

強化智慧機械軟體實力，引導碩士後資訊/機
械人才投入，聚焦CPS系統模擬、CNC控制器

及App、系統整合平台等相關軟體開發。 

2. 作法及進度： 

(1) 規劃由法人提案(如:工研院、資策會、PMC、

金工中心等)提案申請軟體開發計畫，學校推

薦碩士後人才參與計畫，並於計畫期間需配合
至指定法人機關任職(預計月薪46,000元)。 

(2) 已與科技部爭取科技會報旗艦計畫1億元，目

前就申請辦法細節研議中。 

智慧機械軟體人才(科技部)  培訓專業及跨領域  型人才(工業局)  

1. 目的： 

推動產學合作，在校扎根智慧機械
關鍵技術，培訓實務、應用、軟體、

整合（SI）等相關人才，提供企業

跨領域智慧機械人才及招募管道。 

2. 作法及進度： 

(1) 由學校結合企業提案，共同規劃跨

領域課程。 

(2) 提供學生獎學金(金額及評核標準由

學校與企業共同擬定)。 

(3) 已完成106年提案計畫審查，通過
16案(總經費638.5萬元)。 

(二) 整合產學研能量 連結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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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北中南智慧機械人培及應用中心 (1/3)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8/24) 

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北部) 
105/6/7開幕啟用，並配合開設智慧機械學程培育相關人才。 

(二) 整合產學研能量 連結在地 

勤益科技大學成立「智慧機械人才培訓中心」(中部) 
奠定智慧機械人才培育基礎，持續發展創新技術、加值應用及智慧自動化，

建立中部地區工具機產業人才庫。 

中正大學「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AIM-HI)」 
投入智慧機械研究與技術開發(南部) 

金屬中心「3D列印營運服務及培訓中心」(南部) 

藉此中心發展3D列印加減法製造之新技術、新工法，協助業者進行創新產品
之原型件製造，並進行人才培訓。 

將「人才、研究、產業」三者鏈結合一，強化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之新能量。 

「3D列印營運服務及培訓中心」(中部) 
規劃設置於中部法人單位，可接受廠商委託進行少量代工，並提供產學訓

練課程，培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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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北中南智慧機械人培及應用中心(2/3)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9/24) 

「3D列印營運服務及培訓中心」(中部及南部) 

(二) 整合產學研能量 連結在地 

1.背景： 

(1)美國歐巴馬總統推動先進製造 (AMP)計畫，係將積層製造(3D printing)列為

重要推動項目，初始投入7,000萬美元經費，設立國家積層製造創新研究院。 

(2)2016 GE大舉投資20億美金，購併3家3D列印公司，正式開展3D列印加法新

技術，應用於航太工件之製造。 

2.目的：藉此中心發展3D列印加法製造之新技術、新工法，協助業者進行創新產

品之原型件製造，並進行人才培訓，降低業界初期投資風險，以支持業者

爭取國際訂單，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3. 作法及進度： 

(1)新技術、新工法部分： 

-工業局主題式計畫-航太零件加減法製造暨加工製程與線上量測技術開發。 

-工業局主題式計畫-3D列印鑄造砂模設備與材料產業化研發計畫。 

-技術處A+淬鍊計畫-金屬基層製造航太零組件開發計畫。 

-技術處A+淬鍊計畫-金屬粉末鋪層熔融技術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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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北中南智慧機械人培及應用中心(3/3)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0/24) 

「3D列印營運服務及培訓中心」(中部及南部) 

(二) 整合產學研能量 連結在地 

3. 作法及進度(續)： 

(2)專利部分： 

國內業者多以應用型專利、機構創新、改善型專利為主。 

(3)產學研合作部分： 

A.東台精機與金屬中心合作投入金屬鑄造用砂模3D列印技術。 

B.東台精機與工研院南分院研究團隊投入高值化金屬3D列印技術。 

C.成功及中正等大學為3D列印技術重要的人才養成學校。 

4.推動目標： 

航空 

汽機車 

醫療  消費性應用 

(1)支持國產3D列印設備開發。 

(2)搭配使用者進行設備驗證及改良，並培訓相關人才。 

(3)中心設置於中部及南部法人機構，作為國產設備試

煉場域，推動航空、汽機車、醫療等3D列印產業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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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單機智慧化-控制(Controller)層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1/24) 

 (1) 故障預測： 

－在主軸設備內部加裝振動、噪音及溫度等感測器，將所量測之數據送到雲端網路，進行大數

據比對分析，如有異常，則發出警訊，通知人員控制檢修。 

新設備的建置及舊設備的升級 

(2) 精度補償： 

        －加工過程因應機台設備熱漲冷縮導致機台變形，可在機台

內部(主軸、導螺桿等)加裝溫度感測器。 

    －將數據送至雲端網路分析預測其變形量並將運算結果藉由

機台聯網功能送回控制器，控制調整刀具進刀量，以確保

精度的一致性。 

(3) 自動參數調整： 

－在設備主軸頭運用音頻感測器(麥克風)，量測刀具與工件

接觸產生聲音之頻率，經軟體運算比對，控制調整進刀量

或主軸轉速，避免機台異常振動，造成加工品質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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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線智慧化-聯網(Pipeline)層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2/24) 

新產線的建置及舊產線的升級 

 (3)  自動調整產能： 

－透過設備聯網與製程監控軟體(SCADA)，監測生產過程中每一環節之產品品質狀況及生產條件
，當設備或加工品質發生異常，則透過MES系統重新設定製程，確保產能不間斷，並經由可視

化系統讓管理人員隨時掌控生產狀態。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1)  自動排程： 

－將訂單與產品規格經由聯網系統輸入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製造執行系統)，以依照廠內材料庫存現況

，以及生產線上設備之稼動情形，利用自動排程軟體進行虛擬排

程，確認製程與產能符合需求，再正式上線投產。 

 (2)  彈性生產： 

－生產線有固定生產、換線生產、混線生產，其中混線彈性生產，

是根據需求搭配軟體來實現整線智慧化。如在工件貼上識別系統(
如: RFID、QR CODE、雷射打標、條碼等)。 

－每一個識別系統所對應的加工需求(如:外觀尺寸、加工精度等)則建置在MES系統，當工件藉

由輸送帶送到各加工站，各加工站經由聯網即時掃描識別系統，然後依照存在MES的工序進
行加工，使單一生產線可同時混合生產多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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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3/24) 

(1)連結供應鏈廠商之ERP系統 

-建構及推動智慧機械設備控制層(M2M)之共通聯網界面標準

，並在供應鏈廠ERP系統中，安裝此平台。 

-透過網路即時交換各廠商ERP系統資訊，結合客戶關係管理

(CRM)與供應鏈管理(SCM)系統，達到供應鏈產能最佳化。 

-製造商接到急單，可透過此ERP跨系統軟體平台，掌握各供

應鏈廠商設備稼動狀況及有效產能，藉以評估接單能力。 

-客戶亦可透過此系統掌握下單產品生產進度。 

整廠智慧化-資訊(IT)層 新廠的建置及舊廠的升級 

(3)連結消費端訊息 

以製鞋廠為例：透過門市量測，將資訊傳送到製鞋廠，載入設備生產個人化功能鞋。 

(2)建立通訊標準 

透過華聚基金會及公協會，建立工具機、機器人等設備，在機器與機器溝通之控制層(M2M)之兩
岸共通標準，並開放給國內、外業者以及學校使用。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4)整廠設備輸出 

        因應美國重拾製造業，將國產設備、自動化，及整廠智慧化系統輸出美國，拓展藍海市場。 



19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4/24)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研發技術面(強化研發及應用) 
結合產學研能量，開發開放與標準化物聯網平台(具分享經濟概念)之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 

，及相關客製化設備，以成本提供國內硬體廠商使用。 

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 解決產業發展缺口 

 單機智慧化 
控制(Controller)層 

整線智慧化 
聯網(Pipeline)層 

整廠智慧化 
資訊(IT)層 

應用 

服務 

網路 

雲端 

感測 

設備 

應用連結服務 

資料擷取通道 

原件連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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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技術面(強化研發及應用) 

1.智慧機械關鍵零組件自主化 

(1)發展高階控制器，提高智慧機械利基型機種使用國產控制器比例。 

(2)發展高精度伺服進給驅動器及大功率伺服馬達開發。 

(3)推動智慧機器人控制器、軟體、馬達驅動器與減速機自主，建構供應鏈體系。 

2.建立工業感測器核心技術及整合應用 

FY106技術處以智慧機械為重點，發展包括振動、位置及3D視覺感測器之整合系統。 

3.藉由政策工具及國合加速技術研發 

未來將藉由設備研發補助政策工具，協助業者導入國產組件與感測器，並透過國際技術

引進或招商引資合作開發。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5/24)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關鍵零組件及感測器 解決產業發展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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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6/24)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智財及專利 解決產業發展缺口 

  專利布局面(智財產生及應用) 

(1)協助檢視專利、商標、著作權法令，持續優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 

(2) 推動便捷、透明之案件處理流程，提供高效率之服務。  

(3)強化資訊提供與檢索服務，提升完整性。  

(4) 強化企業智慧財產經營管理，及智慧財產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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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跨域服務團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7/24) 

 推動成立優勢(YUS)智動化團隊，切入日本三菱供應鏈體系 

由羽冠領軍，結合國內電腦整合製造以及系統技術及機電規劃之士林、盟立、研華等共6家

業者，共同打造YUS智動化服務聯盟，提供國內外業者智慧機械(單機∞整線∞整廠)升級之整

體解決方案。 

協助YUS智動化團隊與三菱簽屬MOU，成為e-F@ctory國際夥伴，切入三菱智慧製造供應鏈

體系。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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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領航旗艦(3年投入12億元)/主題式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8/24) 

1. 目的： 

-建立產學研合作機制，導入智慧機械技術，運
用在地優勢建立區域創新生態系統。 

-由業者需求進而連結、帶動下遊業者推動並整
合應用，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2.作法： 

-挑選具有獨特性、關鍵性、具高度國際競爭力、
可作為企業學習之楷模，同時具備社會責任之
智慧機械產業中堅企業 

-鼓勵領導企業投入關鍵技術及產業應用之研究
發展，以達進口替代效益。 

-優先選定水五金及手工具、航太工具機、汽機
車零組件，及半導體設備開發，並建立試煉場
域(Site)。 

3.進度： 

-已向科發基金申請4億元智機產業領航計畫。 

1.目的： 

-為發展智慧機械，以我國精密機械及ICT產業能量
為基礎，並結合智慧機械/機器人、網宇實體
(CPS)、物聯網、巨量資料以及精實管理等技術。 

-協助國內企業導入智慧機械，促成生產線智慧化
與消費市場需求直接對話與互動，打造台灣為全
球生產製造供應鏈關鍵地位，進而逐步帶動人均
產值提升。 

2.作法： 

-以串聯產業發展為主軸，透過上下游垂直整合或
跨領域水平整合，開發或應用智慧機械相關技術、
產品及服務，加速智機產業化及產業智機化。 

3.進度： 

-本計畫已於105/11/30截止收件，收件共計25案，
現正進行初審中。 

105年度智慧機械主題式研發計畫 106旗艦計畫-智慧機械產業領航計畫 

(一) 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連結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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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大機械 

 M-Team智能化上下游 

製程整合製造 

1.全球工具機最大刀庫廠，年營

業額新台幣14億元，國際工具

機 大 廠 DMG 、 MAZAK 

MORI SEIKI皆為其客戶。 

2.提供德大上下游供應鏈製程整

合系統(CPS-ERP)，提升製程

效率分析及縮短產品交貨週期。 

3.零件交期由30天壓縮至7天、

年營業額提高6億元、供應鏈

效率提升4倍。 

試煉場域驗證/產線示範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19/24) 

智慧工廠 
虛實整合系統 

混線生產、跨平台聯網、
巨量資料分析 

協鴻工業  

本案彈性混線金屬模具 

加工4.0產線建置 

1.國內中心加工機大廠，生產基

地位於台灣台中一、二廠，為

國內規模最大的一貫化生產流

程與設備的精密機械生產大廠。 

2.本案可以同時進行3種以上模

具工件生產，並可以自動上下

料、自動交換刀具，交換時間

10分鐘內完成。 

 

 

關鍵 
技術 

效益 

圖示 

航太零件修補暨加工、線
上量測、智慧機器人 

東台精機 

航太零件修補暨加工製程 

與線上量測系統建置 

1.國內第一大橫跨機械與電子加

工之工具機廠，以綜合加工機

與PCB鑽孔機著名。 

2.發展航太零件整線系統化加工

與量測解決方案，建立差異化

技術門檻，擺脫價格競爭紅海

市場，大幅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達25%。 

智動化夾取、線上檢測、 
即時資訊收集 

原億昌機械 

精密齒條定位加工與預測 

造管理系統開發 

1.原億昌精密齒條為當前國內

市占率最高的品牌，其產品

出口超過20家，並獲得第12

屆國家品牌玉山獎。 

2.本案減少廢料品20%，縮短

製程時間75%，提升綜合生

產效率30%，提升產能140

％。 

3.後續新增投資達1億元以上。 

東台、德大等機械領導廠商已具機聯網及可視化成果 

(二)試煉場域 連結未來 

旺立.wmv
祥儀.wmv
祥儀.wmv
旺立.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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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煉場域驗證/產線示範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20/24) 

生產數據即時擷取/ 
監控/分析/決策 

桂盟企業  
高階鏈條品質與性能最佳 

製程參數學習智慧產線 

1.全球第1大自行車鏈條廠，市占

達70%。 

2.協助優化鏈條整體性能，提升

高階鏈條產品售價(每條鏈條由

新台幣1,300元提升至2,800元)。 

3.帶動投資2.6億元，人均產值提

升4倍達372萬元/年/線，跨入

高階市占率提升10%，預期提

升總產值達19億元。 

智慧機械、機/物聯網 
虛實整合、精實管理 

As-Is

To-Be

漢翔航空 
航空零件生產力4.0智慧 

製造示範廠整廠布建 

1.為全球航太零件供應商代表

性廠商之一，年營業額約

250億元，也是國內航空工

業的龍頭廠商。 

2.本案可提升漢翔八廠人均產

值由1,344萬元提升至1,450

萬元，生產力提升7.8 %。 

3.提升工件品質良率2%、降低

生產成本10 %。 

CPS、智慧排程、 
資料可視化、3D模擬 

久允工業 

網宇實體鋸片製造 
系統計畫 

1.久允公司為台灣鋸業第一品牌，

以「KW」自有品牌行銷全世

界，亦為BOSCH、STANLEY、

B&D等國外大廠OEM/ODM

伙伴。 

2.待料時間由10天縮短為3天，

換線時間由(2天/10台設備)縮

短2小時/10台設備。 

3.平均批量交貨時間由30天縮短

為15天，良率提升15%。 

條碼掃描器

工業電腦與生產記錄軟體
鋸片胚料

鋸齒磨床

智慧製造與監控、線上 
檢測、智慧機器人 

利奇機械 
導入生產力4.0製造與 

量測系統解決方案 

1.國內第一大自行車關鍵模組廠

商，年營業額40億元。 

2.產品多為高單價客製化產品，

場內同時生產樣式高達70種。 

3.本案促成產值提升20%，產品

檢測時間縮短50%，製程優化

與製程補償加工效率提升30%

與提升員工生產力15%，預計

後續研發及生產投資 0.3億元。 

機台通訊串聯技術 製程監控平台

漢翔、桂盟等運具廠商具機聯網及可視化成果 

(二)試煉場域 連結未來 

關鍵 
技術 

效益 

圖示 

祥儀.wmv
旺立.wmv
旺立.wmv
祥儀.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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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合作 連結國際 

台德論壇會議(每年台灣德國輪流辦理)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21/24) 

1. 完成辦理「2016年台德論壇」 ( 105/5/30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 我國廠商(友嘉集團、宏碁、宏遠、研華等)及德國廠商(西門子、Bosch、SAP、德鐵信可等)，總計
250人出席，藉由德國在精密製造的領先地位，以及我國在ICT之應用優勢，相互合作共創雙贏。 

(2) 促成工研院與西門子簽署MOU，強化雙方在智慧機械之人才、技術與商機之合作。 

2. 規劃辦理「2017年台德論壇」 

(1) 規劃於106/4/26搭配2017漢諾威工業展，在德國辦理。本次論壇將由德國經濟辦事處籌劃辦理，
並負責經費籌措。 

(2) 規劃推動台德雙方就智慧機械領域，簽署合作MOU，藉此促成台德雙方在智慧機械產業標準及人
才培育之交流活動與合作，協助我國業者拓展歐洲商機。 

(3) 連結德國智慧製造領域具知名度之法人(如fraunhofer等)或學校(如阿亨大學等)，強化連結國際之
成效。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gr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Qsrfd1vLQAhVGEpQKHQrUAOAQjRwIBw&url=http://www.siemens.com/press/pre-hanover-pc-2014&psig=AFQjCNE3T0ZcFhs_76ybjjnAjQ-pfumUyA&ust=148177015897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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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論壇會議(每年台灣日本輪流辦理)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22/24) 

 規劃辦理「2017年台日智慧機械論壇」 

1. 為加速推動我國廠商邁向智慧機械產業化及產業機械

智慧化，規劃建立台日雙方長期合作機制，辦理「台

日智慧機械論壇」活動。 

2. 採台日兩地輪流辦理，本次論壇將由我方與三菱電機

於日本搭配展覽共同辦理。 

3. 鑒於國際東京電子產業展主要的產業主題為PCB產業
，我國PCB產業排名全球前3大，在台也有強大的IT供

應鏈支援，三菱e-Factory 應用廣泛。 

4. 因此規劃搭配106/6/7~9國際東京電子產之展覽期間
舉辦，聚焦並導入此應用產業，以強化智慧機械的示

範效果。 

5. 與日本智慧製造領域具知名度之法人或學校進行技術
交流，提升國際競爭力。 

(一) 國際合作 連結國際 



28 

機械買主聯盟(貿易局)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23/24) 

1.土耳其是我國工具機第3大出口國。我國為土國

綜合加工機第1大進口來源國。104年台灣土耳
其雙邊貿易額達16.9億美元。 

2.105/9/1於土耳其安卡拉啟動「機械行銷聯盟」

，促進雙邊貿易成長，協助台灣機械產業對土
耳其拓銷。 

3.「機械行銷聯盟」成立大會計有「土耳其出口

商協會」、「土耳其商人與企業家總會」、「
土耳其機械製造商協會」等近70位貴賓與會。 

 105/9貿易局啟動「機械行銷聯盟」，強化土耳其拓銷 

(二) 拓展外銷 連結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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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系統整合輸出/整體銷售方案 

參、RoadMap 展開說明 (24/24) 

1. 透過「機械買主俱樂部」，強化我國在土耳其工具機產業市場占有率。 

2. 泰國目前正推動「泰國4.0」高附加價值經濟模式，因此需要IT及智慧機械相關產品及專業
人才，故貿協規劃106年在泰國成立「機械買主聯盟」，擴大雙方產業合作。 

 貿易局推動「機械買主聯盟」，拓展新南向國際市場 

(二) 拓展外銷 連結國際 

3. 貿協106年規劃成立馬來西亞「機械

買主聯盟」，擴大雙方機械產業合作
。馬來西亞來臺參觀國際專業展買主

一年達2,700人，聚焦機械、資通訊

等。 

4. 分別從整機與零組件廠商之角度，進

一步推動相關行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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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智慧機械推動預期效益 
 建構「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跨部會建構中央與地方資源平臺，促成國內機械設備納入國內先進製程應用，以達進
口替代效益。 

 發展核心及應用技術 

協助業者開發智慧機械關鍵零組件，以控制器為例，4年內將協助中高階控制器出口占
比由目前約10％，上升至約18％ ， 8年後則以30％為目標。 

 智機產業化及產業智機化 

發展高階感測技術、IoT雲端技術，建立智慧化系統解決方案，4年建構6個典範智慧
產業生態體系。 

 整合上、中、下游建立服務輸出模式 

組成跨域合作結盟，4年建立4個區域服務輸出模式，8年後則以10個區域服務輸出模
式為目標。 

 培育跨域人才，優化輸出融資環境 

設置產學人才鑑定中心與人才培訓，提供智慧化人才，以及企業出口融資及併購之相
關協助。 

 帶動智慧機械產值年成長率倍增 

智慧機械產業年複合成長率，預計至108年為2％、至112年為5％以上（相較過去10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2.4％ ，成長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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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智機化，智機產業化： 
• 將精密機械及資通訊科技(ICT)進行整合，使傳統機械加入智慧技術(如：感測器、

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等)，而具備各種智慧化功能。 

• 建立包括單機、整線及整廠智慧化之系統解決方案，建構智機產業生態體系 。 

二、環境建構： 
• 成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整合產官學研能量，協調推動產業發展。 

• 成立智慧機械發展中心及智慧機械大學聯盟，建置產學研共同平台。 

• 推動智慧機械園區及智慧機械國際展覽場域，拓銷全球市場布局。 

• 成立北中南智慧機械人培及應用中心，培育人才。 

三、國內練兵： 
• 優先選定水五金、手工具、航太工具機、汽機車零組件及半導體設備開發，建立

示範產線，藉由複製擴散，進而擴大相關產業海內外市場接單效益。 

四、海外輸出： 
• 經過國內市場試煉及驗證的智慧化設備，促進整機、整線或整廠輸出，爭取全球

商機。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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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