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2017/3

智慧機械

報導，攝影/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專員

推動辦公室啟動儀式 智慧    機械

經
濟部與臺中市政府在2

月7日上午假臺中林酒

店舉辦「智慧∞機械推動辦

公室啟動儀式」，總統蔡英

文、經濟部部長李世光、臺

中市長林佳龍、嘉義縣長張

花冠、「智慧機械推動辦公

室」執行長沈榮津等人一同

出席開幕儀式。現場超過600

位產、官、學、研菁英及先

進，齊聚一堂，盼藉由此次

活動凝聚產、官、學、研共

識，帶動相關業者共同投入

智慧機械產業發展，建構智

慧機械產業生態體系，盼能

共創機械產業下一波成長新

動能。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柯拔希、臺灣區工具機

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臺

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台北市電腦公會、臺灣

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臺

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及電

子設備協會等公協會理事長

及代表也共同參與「智慧∞

機械推動辦公室」的啟動儀

式，彰顯各界齊力推動並

落實「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

案」，促成中臺灣升級轉型

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李世光：打造中台灣

成為全球「智慧機械

之都」

李世光表示，經濟部成立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將總部設置在中部地區，主

要目的是希望貼近業者並滿

足產業需求，同時與地方政

府通力合作，讓智慧機械產

共創機械產業成長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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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推動方案能具體實踐並發

揮預期成效。辦公室執行長

由經濟部次長沈榮津擔任，

負責整體智慧機械產業發

展與推動，除了加速整合與

導入創新能量，建立並推

廣符合市場需求的相關應用

知識、經驗與技術服務的價

值外，也會加強中央政府各

部會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促

成產、學、研的跨界合作，

提供創新技術、國際行銷、

資金與人才等方面的協作模

式，共同輔導企業轉型發

展，提升競爭力。

李世光說，由產官學研界

超過600人參與，可見各界極

力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方案，

與打造中台灣成為全球「智

慧機械之都」的決心。中台

灣是台灣機械主要生產基地

及聚落，在智慧機械、工具

機、精密零組件及航太產業

都擁有雄厚的基礎。藉由工

具機與航太產業的結盟，發

展智慧機械產業聚落，用這

樣的基礎進軍全球市場，希

望能夠快速推升機械產業成

為兆元產業。

智慧機械將整合台灣精密

機械及資通訊科技能量為基

礎，整合、結合在地及連結

未來、連結國際。這也是中

央部會和地方政府整合的合

作，同時也促成產學研的合

作；為了加速人才培育，成

立產學研聯盟，有28個學校

進入整合，希望讓學生快速

了解這個產業，減少學用落

差。

李世光表示，台灣在人口

縮減及全球競爭的雙重壓力

下，面對德國、日本技術領

先者，以及韓國在後面快速

的追隨者，台灣機械業面臨

極大的挑戰，產業將朝向高

效率、高精度、高智慧化及

客製化與整廠整線的輸出來

發展，同時配合政府智慧機

械產業政策，業者與政府能

夠全面整合，讓機械未來發

展方向有更清楚的藍圖。

林佳龍：鏈結中彰雲

嘉等在地縣市、鏈結

國際與鏈結未來

林佳龍致詞時表示，產業

要轉型升級必須著重創新，

在「五+二」創新產業的政策

之下，台中市能夠成為智慧

機械推動辦公室的所在地，

正是落實蔡總統所說鏈結在

地、鏈結國際與鏈結未來最

具體的行動。

他說，「智慧∞機械」的

標誌(logo)是與經濟部長李世

光及次長(辦公室執行長)沈

榮津三方討論而得。∞像二

個齒輪鏈結在一起，可帶動

機械與產業的發展；也像二

個人的雙手合握，可以攜手

合作，大家可以整合為台灣

隊，∞更是無限大的符號，

代表智慧機械的商機無限，

鏈結合作後一起打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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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找到下

一世代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產

業。

從台中、彰化、雲林到嘉

義是中台灣中小企業國際化

最成功的典範，從中興大學

到中正大學，勤益科技大學

到雲科大、虎科大等學校校

長都齊聚在這裡，所有產學

聚落都在這裡，把辦公室設

在台中乃是關鍵的決策。

台中市政府代表在地，將

與行政院經濟部、國發會以

及科技部密切合作。在「智

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成立

後，未來臺中市府將在水湳

經貿園區設置智慧機械示範

產線，作為國內智慧機械設

備技術整合驗證平台，希望

能將水湳打造成為智慧機械

發展中心，期待智慧機械示

範產線明年初完成建置後，

同時大學及研究機構能夠進

行人才培育，在學術界以及

研發法人的協助下，有助於

產業升級，將大臺中打造成

為智慧機械之都。

林佳龍說，機械是製造業

的基礎，有了智慧機械台灣

就有各種可能，帶動各個產

業的轉型發展。行政院推動

智慧機械產業，台中市政府

很樂意做中央與地方的平

台，能夠把所有組織、資源

及人才培育等的在地心聲整

合，除了中央與地方共創雙

贏，也共創政府與產學研的

多贏。

將2017年設定為智慧機械

的兆元元年，台灣機械挑戰

兆元產業8年多，只差臨門一

腳，現在關鍵的一步已經踏

出，因此將2017年設定為智

慧機械元年，也能夠順利邁

向兆元產業。

蔡英文：堅守臺灣製

造 堅持產業立國 智慧

製造非走不可

蔡英文總統也應邀出席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啟

動儀式，期盼能整合政府與

民間資源，在現有產學合作

基礎上打造人才養成網絡，

加速產業研發創新，並協助

業者擴充展銷管道，帶領臺

灣的機械產業邁入創新、智

慧化的工業4.0時代。

蔡英文表示，「智慧機械

推動辦公室」正式啟動，成

為臺灣走入工業4.0的重要里

程碑。

蔡英文表示，一個多月前

曾經到台中高工參訪，看到

中工的學生，正在學習新的

智慧製程，那些先進的機

台，都是由台中在地的企業

所研發和製造，許多企業也

提供了實習的機會，讓學生

能擁有產業現場所需要的實

戰技能；中工並不是特例。

長期以來，大台中地區的高

中職和大專院校，跟在地的

機械廠商，有非常多的合

作，這是一項值得延續的傳

統。很高興，現在已有28家

在地的大學及科技大學參與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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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表示，「智慧機械

推動辦公室」主要有三個任

務要完成。第一個任務，就

是在現有的產學合作基礎

上，打造更多的機械人才養

成網絡，一方面要讓學生及

早熟悉數位化、智慧化的產

業技術和市場趨勢，另一方

面也藉此支持企業，建立在

地的人才庫。同時，讓資深

的員工，有回校進修充電的

機會。

第二個任務，是要整合政

府、研究機構和法人的資

源，加速產業研發創新的腳

步，並在高階零組件、整機

系統和應用服務等等項目，

逐漸實現進口替代的目標。

蔡英文表示，將會鼓勵各

領域的廠商，導入自動化和

智慧化的製程，在加工能力

和產品品質上，做出關鍵性

的突破。另外，政府所推動

的航太、生醫、半導體等等

重點產業，也會對於智慧製

造的相關軟硬體，有更多

元、更嚴格的需求。這些既

是挑戰，也是本土機械廠商

的機會。

可以預期透過「智慧機械

產業推動方案」，臺灣機械

產業的內需市場會持續成

長。這股新的成長動能，將

促使本土機械廠商投入智

慧升級，讓臺灣邁向智慧製

造。然後，我們也就能夠以

更好的競爭力，面對全球製

造業的變局和挑戰。

第三個任務，要協助業

者，擴充展示和銷售的管

道。除了與臺中市政府合

作，充實台中地區的商展中

心，也要跟經濟部、外貿機

構共同來拓展海外通路。更

重要的，要引進工業設計和

行銷資源，協助業者打造自

己的工具機或零組件品牌。

相信政府有決心，無論是

生產螺桿、刀庫、控制器或

是工作母機的機械業者，大

家都有很強的決心，要走向

創新、走向智慧化、走向品

牌。

最後，蔡英文強調，工業

4.0是臺灣不能錯過的機會，

如果我們要堅守「臺灣製

造」、堅持「產業立國」，

如果我們要創造更多高品質

的就業機會，智慧製造就是

一條非走不可的路。

本次活動除由智慧機械推

動辦公室執行長沈榮津報告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策略與

作法」，另外，也邀請台積

電IT技術系統整合處部經理

游志源進行智慧製造導入經

驗分享。同時在會場中設置

智慧機械成果展示區，將目

前智慧機械主要業者(漢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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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嘉、研華、東台、盈錫、

車王電、德大、上博、富強

鑫、百塑、上銀等)、研發法

人(精機中心、工研院、金屬

中心等)、由中興及中正大學

等28校組成的智慧機械學校

聯盟及科技部等單位之成果

進行展示。現場也以遠端連

線進行示範工廠成果展示介

紹及推動辦公室導覽簡介。

成果展示區，展示財團法

人的研發成果，漢翔智慧機

台與智慧製造的應用實例。

金屬中心展示印刷電路板智

慧製造成果。

工研院展示的成果，主要

有三個監控，一是場地監

控，二是生產監控，一是生

產排程系統，過去工具機展

示都是硬體部份，這次有遠

端監控，生產排程等軟實力

的展示。

在民間企業部份，上博團

隊出自鴻海集團，負責鴻海

集團模具的開發，只要7天就

能開發出手機模具，目前專

注在工具機內部軟體系統的

開發，提升軟實力及附加價

值。

研華中控管理室遠端即時

連線，由智聯網的感測層到

應用層，形成完整的系統，

由生產的檢測，到設備的監

視、診斷，到智慧化的生

產，最後是最佳化的決策系

統及設備聯網到效益的優

化，以及廠務環境的監控，

所有廠區可以在總部的戰情

室裡，即時掌控。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智

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執行長

陳重光針對經濟部提出的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策略與

作法」，提出四點看法，供

業者參考：

1. 這份資料是經濟部一年多

來不斷的修正更新版本，

可見其有用心要改善如何

引導產業，建置工業4.0的

國際競爭力。

2. 由於產業的多樣與規模大

小不同，所以，辦法仍有

很多可改善的空間；尤

其正值中央與地方雙引擎

趨動，嘗試新的推動與作

法，一定有更多需要透過

互動學習的過程，才能臻

於完善。

3. 建議機械業者一定要花時

間了解它的內容，點檢找

出適合自己走向4.0的切入

點，並尋求外部可省力的

資源，幫助自己一時的不

足。

4. 最後，業者一定可以提出

個別的心得與建議，這就

是督導這個辦法繼續精進

改善的重要依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