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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精密機械產業現況

臺灣機械業目前約有13,000多家，就業人口約

30萬人。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創立於民國34年

10月，至今成立70週年，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產

業公會；會員家數約2,700家，是台灣第2大產業公

會，由機械公會開枝散葉，成立的公會約30個。

臺灣機械業也是臺灣第三個即將邁入兆元的

產業，其中，工具機出口排名全球第4，紡織機械

出口排名全球第5，塑橡膠機械出口排名全球第

6，製鞋機械出口位居全球第2名，臺灣已是世界

精密機械知名的製造國家。

臺灣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精密機械產業聚

落，在大肚山下，方圓60公里形成黃金縱谷，在

全球名聞遐邇。

2015年臺灣機械出口較上年同期減6.9%，出

口值約195億美元。其中，工具機出口值約32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減15.1%。2015年臺灣機械業生產

值約新臺幣9,500億元，較上年減少3.5%。

機械工業為「工業之母」，舉凡食衣住行育

樂各項工業，都需依賴精密機械；無論是天上飛

的航空母艦，波音747客機；地上跑的高鐵、各式

車輛；水裡游的郵輪、油輪、游艇⋯⋯無一不是

精密機械的產物。台灣機械業已蛻變成為高科技

的精密機械產業。

臺灣機械業
致新政府的產業六大建言

柯拔希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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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業是少數根留臺灣的產業，也是個低污

染的產業，在工業4.0的浪潮上，更是個極具發展

潛力的產業。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將2015年訂為

「智慧機械製造元年」，啟動臺灣智慧機械的研

發生產。發展智慧機械是臺灣機械業超越德國、

日本，逆轉勝的大好時機，臺灣機械業有機會翻

轉危機為轉機。

臺灣精密機械產業面臨的挑戰

匯率與關稅左右機械業發展，在全球貨幣大

戰和自由貿易FTA的衝擊下，臺灣經貿及出口競爭

力，節節敗退。

匯率戰爭是臺灣機械業生死存亡的戰爭。在

各國競相貶值的貨幣戰中，臺灣機械業更在意的

是，臺灣好不容易建立的國際競爭力及地位，毀

於一旦；臺灣機械業超過70年的努力，恐付諸流

水。

建請新政府啟動「防禦性的貶值」，跟著貿

易競爭對手國貶值，讓臺灣在出口能夠保有一個

公平的競爭機會。

在關稅部份，兩岸機械貨貿尚有700~800項有

待協商，而兩岸工具機尚有65項有待協商。建請

新政府能夠盡速通過兩岸監督條例，讓沒有爭議

的產品先行過關，有爭議的產品暫時擱置，務必

在最短期限內完成協商。另外，也要盡快與貿易

往來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破除關稅障礙，化

解被邊緣化的危機。

臺灣機械業嚴重缺土地、缺工、缺人才，急

需新政府大力協助解決。建請政府有關單位加速

工業用地開發，以解臺灣機械業對工業用地需求

的燃眉之急，協助臺灣機械業根留臺灣。另外，

加速南港二館興建工程，提供臺灣機械業一個足

夠行銷機械技術創新實力的國際舞臺，提升出口

競爭力。

另外，目前嚴重缺少智慧機械的專業人才，

因此相關的研發、製造及行銷人才的培育及產業

的在職訓練(產訓)都應加速進行，刻不容緩。

建構精密機械台灣供應鍵            
發展智慧機械 助臺灣機械業逆轉勝

建構精密機械臺灣供應鍵，以行進口替代之

實，以擴大國內市場，助臺灣機械業加速攀登兆

元產業目標。臺灣是機械出口大國，2015年臺灣機

械出口額預估約195億美元，進口約219億美元，未

來應在IT、航太與國防的設備領域，大力建置臺灣

供應鏈，帶動臺灣機械產業升級。

工業4.0是以智慧製造為基礎的第四次工業革

命，智慧機械則是智慧製造的核心。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將去(2015)年訂為「智

慧機械製造元年」，由機械公會提燈照路，點亮

台灣智慧機械製造之路，戮力推動智慧機械，惟

相關研發、製造及行銷等人才嚴重缺乏，應加速

人才培育及在職訓練，才能全速前進。

發展智慧機械是臺灣機械業化危機為轉機；

也是臺灣機械業超越德國、日本，逆轉勝的大好

時機；同時，將臺灣打造為智慧機械製造王國。

致新政府的產業六大建言

針對臺灣機械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臺灣機

械工業同業公會代表臺灣機械製造業者對新政府

提出產業六大建言，如下：

建言一

案由：建請新政府因應全球智慧製造工業4.0的發

展趨勢，加速智慧機械相關技術研發和人

才培育；並增列研發經費，協助臺灣精密

機械產業加速研發與生產智慧機械，將臺

灣打造為智慧機械製造王國。

說明﹕

1.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將2015年訂為「智慧機

械製造元年」，啟動臺灣智慧機械的研發生

產。工業4.0是以智慧製造為基礎的第四次工

業革命，智慧機械則是智慧製造的核心。推動

智慧機械是臺灣機械業超越德國、日本，逆轉

勝的好時機，臺灣機械業有機會可以化危機為

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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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協助臺灣機械產業邁入智慧機械生產之列，

機械公會廣邀產、學、研等單位成立「智慧機

械產學研委員會」，是臺灣第一個由民間團

體自主成立，從業者的需求面出發，與研發法

人、學界等單位通力合作，由技術面及人才

面，建構黃金三角—產學研的跨界資源整合平

臺。

3.由機械業界提出在當前環境下面臨的困境，包

括：製程系統、控制器及感測器選用、通訊標

準、人才培育等問題，透過研發與學術單位

提供協助，針對目前欠缺的技術項目及課程規

劃，進行跨界資源整合，加速臺灣機械業者邁

入智慧機械之林。

4.建請對投入智慧機械研發的廠商，提供研發投

資抵減或獎勵措施。本會「智慧機械產學研委

員會」目前已邀請六個產業機械代表性廠商6

家，包括：CNC車床、加工中心、紡織機械、

塑膠射出機、齒輪磨床、製鞋機械等，做為智

慧機械生產示範廠。建請對大力投入智慧機械

創新研發的廠商，給予研發經費補助及投資抵

減等獎勵。

5.建請加速校園人才培育及強化產訓機制：人才

是推動工業4.0最重要的一環，推動智慧機械

最欠缺的就是工業4.0相關領域的人才。人才

培育必須由教育部輔導學界培育智慧機械所需

各類人才，尤其是加強技職體系人才養成。鼓

勵技職及學術單位加強Linux、C、C++及其他

相關電腦程式語言等課程，及智慧機械所用的

軟體人才、人機介面(HMI)人才、APP人才等

培育。

另一方面，由研發法人及勞動部分進合

擊，協助廠商強化在職人員的訓練；特別在電

腦及控制器的整合軟體開發、巨量資料分析、

物聯網、智能設備與系統、感測技術與整合應

用等技術人才的培訓。

6.行政院已核定「生產力4.0發展方案」，從104

年至113年預計將投入新臺幣360億元推動生產

力4.0。惟本會建議增列預算以加速生產力4.0

的推動，尤其是位居智慧製造核心基礎的智慧

機械；應充分資源整合，把有限的經費花在刀

口上，切莫疊床架屋。

建言二

案由：建請新政府啟動新臺幣防禦性貶值，以提

升出口競爭力。

說明：

1. 全球總體經濟最具化表性國家是美國、中國大

陸、日本等，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大國。

依2014年發佈的資料，美國出口占GDP比率

9.3%，中國大陸出口占GDP比率23%，日本

出口占GDP比率15%，韓國出口占GDP比率

41%，臺灣出口占DGP比率高達60%。

2. 機械和電機電子產業都是高度仰賴出口的產

業，機械業出口約占7成，匯率影響出口競爭

力及獲利率。高度仰賴出口的產業，最怕競爭

對手啟動貨幣貶值，當全球貨幣競相貶值時，

臺灣貶值幅度少於其他國家，出口競爭力將被

削弱於無形。

3. 匯率戰爭是臺灣機械業生死存亡的戰爭。在各

國競相貶值的貨幣戰中，臺灣機械業更在意的

是，臺灣好不容易建立的國際競爭力及地位，

毀於一旦；臺灣機械業超過70年的努力，恐付

諸流水。更貼切的說，匯率戰爭是臺灣機械業

生死存亡的戰爭。

4. 在全球貨幣大戰中，日元對美元匯率已回到

2002年水準，歐盟因歐債衝擊，歐元對美元也

回到2003年水準，韓國為求在國際市場上取得

競爭優勢，更是長期操作貶值韓圜，由2007年

最強對美元929韓圜，近年來都維持在1,200韓

圜左右。

5. 近年日圓貶值超過40~50%，我國機械業首當

其衝，以高階五軸工具機設備為例：原臺日產



92016/03

產業焦點

品價格差異約有三成，日幣貶值後，臺日機械

設備幾乎同等價格。南韓工具機產業則在掌握

韓圜貨幣優勢，大財團全球化經營，及政府廣

泛與世界各國締結FTA，在生產與出口方面表

現，突飛猛進，反觀臺灣工具機的全球生產排

名持續下降中。

6. 參考臺灣機械業出口競爭對手國，日本及韓國

的貶值大幅超越臺灣，對臺灣機械業的出口競

爭極具殺傷力。建請新政府啟動「防禦性的貶

值」，跟著貿易競爭對手國貶值，讓臺灣在出

口能夠保有一個公平的競爭機會。

適度放手讓新臺幣貶值到1美元兌臺幣34~36

元的水準，力求穩定並適度振興臺灣機械業的

出口競爭力，這也是業者深深的期盼。

建言三

案由：建請新政府加速兩岸貨品貿易洽簽，並與

貿易對手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及

爭取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PP)，破除關稅障礙，強化出口競爭力。

說明：

1.兩岸ECFA自2011年1月1日起實施，我機械業

有100餘項列入早期收獲清單，至今屆滿5年。

但，因兩岸服貿卡關，導致兩岸貨品貿易協議

的簽定亳無進展，臺灣機械廠商，心急如焚。

2.兩岸機械貨貿尚有700~800項有待協商，而兩

岸工具機尚有65項有待協商。期望兩岸能在最

短期限內完成協商，且臺灣機械貨貿所爭取到

減免關稅的條件，必須要較中韓FTA機械貨貿

更為優惠。

3.建請新政府能夠盡速通過兩岸監督條例，能夠

讓沒有爭議的產品先過關，有爭議的產品先行

擱置，比較能符合人民期待。

4.另外，盡速與貿易對手國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FTA)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PP)，破除關稅障礙，強化我整體出口競爭

力。

建言四

案由：建請建構精密機械臺灣供應鏈，帶動臺灣

機械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

說明：

1. 臺灣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精密機械產業聚

落，在大肚山下，方圓60公里形成黃金走廊，

獨一無二的產業特性，名聞全球。

2. 臺灣是機械出口大國，2015年臺灣機械出口額

約195億美元，進口約219億美元。建構精密機

械臺灣供應鍵，以行進口替代之實，擴大國內

市場，助臺灣機械業加速攀登兆元產業目標。

建請在IT、航太與國防的設備領域，大力建置

精密機械臺灣供應鏈，帶動臺灣機械產業升

級。

3. 未來20年飛機數量倍增，經濟部預估將帶動航

太供應鏈對工具機需求，年成長10.4%。政府

主管已成立AIM航太工具機聯盟，期能促成航

太與精密機械的發展。另外，漢翔積極爭取

「國機國造」，致力整合分工產業鏈內的上中

下游廠商，與機械公會推動「進口替代」的理

念不謀而合，航太產業會是第一個實現進口替

代的產業。未來將持續推動IT及國防的台灣供

應鍵。

4. 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就是進口替代政策，如

今已經成軍。由於中國大陸積極的扶植當地供

應鍵，以取代進口品，現在已對臺灣電子產業

等造成強大的挑戰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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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盼新政府能與機械產業攜手，採用創新的政策

工具來建構精密機械臺灣供應鍵，提供採購

國產智慧機械的獎勵(優惠)措施，有效提升國

內需求，由國產機械替代進口設備；同時創造

業者練兵的環境，加速技術升級及產業結構轉

型，持續擴大機械業生產值。

建言五

案由：建請政府有關單位加速工業用地開發，以

解臺灣機械業對工業用地需求的燃眉之

急，協助臺灣機械業根留臺灣，同時提高

國際競爭力。

說明：

1.臺灣機械設備的性價比，在全球名列前茅，深

受國際買主青睞，已是準兆元產業，機械業者

對工業用地的需求有增無減。初估臺灣機械業

者對工業用地需求達3,000公頃以上。

2.目前本會已有130家會員廠商提出，對彰化二

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的工業用地需求，面積達

664,200坪。惟自民國96年7月組團前往參訪，

迄今已近9年，仍因環境影響評估因素而無法

進入實質開發。工業區開發牛步化，大大影響

臺灣機械業的國際競爭力。

3.建請新政府能夠加速釋出新的工業用地，並加

速亟待開發的工業用地報編；以解臺灣機械業

對工業用地需求的燃眉之急，協助臺灣機械

業根留臺灣，並擴大生產規模與提高國際競爭

力。

建言六

案由：建請政府主管機關加速會展中心(南港二館)

興建工程，提供臺灣機械業一個足夠行銷

機械技術創新實力的國際舞臺，提升出口

競爭力。

說明：

1. 南港二館興建工程一再延宕，依經濟部函示，

到2017年7月底，南港二館方能完工並進行驗

收，將導致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面臨展出

困難，建請政府主管給予協助，避免我國工具

機產業在全球景氣不佳的情況下，再次遭受重

大衝擊。

2.上屆(2015年3月)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總

需求9,400個攤位，惟目前實際僅能供應5,000

個攤位(合計信義、南港、花博三個展館總

量)。由於南港二館工程延宕致使展覽場地面

積嚴重不足，展會被迫分開在三個不同場地展

出，已創下全球展覽的先例。南港展覽二館工

程一再延宕，將對我國工具機與零組件的出口

貿易，實際損失金額難以估計，同時嚴重損害

我國的國際專業形象。

3.由本會與外貿協會合辦的TIMTOS台北國際工

具機展，原為全球第五大、亞洲第二大工具機

展。綜觀全球知名工具機展覽會，亞洲地區主

要競爭對手中日韓均積極拓建展覽會館，並擴

大其國內工具機展會的展出規模。如中國大

陸上海原先浦東國際會展中心20萬平方米，近

年新建虹橋國家會展中心已完成40萬平方米。

韓國首爾KINTEX國家會展中心原先5萬平方

米，在4年前擴建完工後總面積超過10萬平方

米。日本東京原先8萬平方米，近日擴建將於

2016年完成10萬平方米的展館。我國則因南港

展覽二館工程一再延宕，致使TIMTOS失去全

球前五大殊榮。

辦法：

1.依目前TIMTOS 2017年展出規劃，受到南港二

館工程延宕影響，可能將再度使用花博爭豔

館。

2.建請新政府協助與台北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協調

溝通，配合進出場及展覽作業，並提供優惠場

租價格，以協助我鍛壓機械同業願意再度前往

爭豔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