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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專員，攝影/外貿協會，許淑玲

智慧機械領風騷 工具機與零組件廠同推智慧功能產品

訂單傳捷報 廠商樂開懷

柯拔希：預估締造15億美元訂單 呼籲政府啟動防禦性貶值

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花絮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花絮

台灣史上最大規模展

會 再創三項新高紀錄

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TAITRA，以下簡稱外

貿協會)及臺灣機械工業同業

公會(TAMI，以下簡稱機械

公會)共同主辦的「2017年台

北國際工具機展覽會」於3月

7日至12日，在台北南港展覽

館及台北世貿中心一、三館

以及「圓山爭艷館」等四個

展館隆重登場，為臺灣史上

規模最大的展覽，且已連續

三屆締造參展家數、攤位數

及國外買主人數同創新三高

的紀錄；穩居全球第五大，

及亞洲第二大工具機展。

陳建仁副總統應邀出席開

幕典禮，與經濟部次長沈榮

津、外貿協會副董事長郭臨

伍、機械公會理事長柯拔希

等人共同啟動開幕儀式，為

期6天的展覽會展開序幕。

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開幕記者會：左起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胡竹生、日本工作機械工業會(JMTBA)秘
書長Mr. Masayoshi Amano、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林仁益、機械公會工具機專委會會長莊大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局長楊珍妮、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柯拔希、陳建仁副總統、外貿協會副董事長郭臨伍、經濟部次長沈榮津、經濟部
工業局代理局長呂正華、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傅瑞Mr. Rolf Urs Frei、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嚴瑞雄、
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理事長許文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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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計有全球22個國家參

展，1,100家國內外廠商(國內

770家，國外330家)使用5,430

個攤位(國內4,361個攤位，國

外1,069個攤位)，雖然場地

不足也變無可變，但仍較上

屆微幅成長，總展出面積超

過10萬平方公尺，規模再度

創下新高，商機上看15億美

元。

根據主辦單位之一的外貿

協會統計，本次展覽會總計

吸引國內及國外買主50,146

人進場參觀，其中台灣買主

42,807人，較上屆成長6.6%。

國外買主部分，在外貿協會

與經濟部駐外單位以及機械

公會共同全力洽邀買主，尤

其是外貿協會動員全球60個

駐點邀請買主前來參觀，總

計吸引全球7,339名國外買

主參觀採購，較上屆成長

2.9%，中國大陸仍然是最大

買主國。

台灣工具機在歷經近二年

的不景氣，展會創下新三高

紀錄確立了春燕歸來的好消

息。程泰集團董事長楊德華

表示，早在去年底、今年

初，就明顯感受到景氣回春

的跡象，今年上半年在手訂

單已滿，初估工具機展後可

為集團增加3~5億元以上的訂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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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臨伍：展覽規模再

創新高 辦理首屆論壇

郭臨伍致詞表示，兩年一

次的台北國際工具機展邁入

第26屆，今年總計1,100家廠

商參展，使用5,430個攤位，

展出規模再創歷史紀錄，已

是全球第五大、亞洲第二大

工具機展。

TIMTOS展會國際化程度

再上一層樓，除了國內知名

大廠的支持，外商參展比率

近30%，德國、瑞士持續以

國家館參展；另海峽兩岸經

貿交流協會，也再度籌組海

峽兩岸工具機展參展團。展

會期間漢翔航空 國家實驗

研究院、西門子將簽訂航太

智慧機械合作協議，同時本

展也將與土耳其國際工具機

展簽訂合作協議，在在顯示

TIMTOS在國際工具機產業的

重要性。

順應全球工業與科技趨

勢，展覽主題訂為「工業

4.0+、智慧生產」，展出內

容將結合我國資通訊科技優

勢，朝向「可視化」雲端服

務、「可連結」系統整合及

「智慧化」等三方邁進，建

立臺灣工具機差異化，開發

智慧化金屬加工機械設備，

可望滿足買主升級設備及一

站購足的需求。

呼應展覽主題，在展覽期

間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首次

舉辦高峰論壇，特別邀請美

國思科、輝達(NVIDIA)；德

國西克(SICK)、西門子、庫

卡、賓士及博世力士樂等國

際知名大廠高階主管及國內

學術產業領袖針對「智慧機

械」、「智慧工廠」、「汽

車製造業變革」及「航空業

關鍵供應鏈」四大主題進行

分享。

2016年臺灣工具機出口

產較前年衰退9%，但從去

(2016)年第四季起，隨著智慧

製造、國機國造、製造業回

流美國等議題，已明顯感受

到工具機景氣回溫，業界對

今(2017)年一致看好。而外

貿協會將持續推動「工具機

暨零組件整合行銷計畫」，

協助工具機暨零組件業者強

化國際行銷，今年將赴墨西

哥、俄羅斯、法國、越南、

印度、德國、印尼等目標市

場，透過多元整合行銷活

動，提升我國工具機產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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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建立優質產業形象，

爭取全球商機。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也

會積極開拓18個目標國，去

年貿協已陸續在印度、印尼

等國參加機械展、設立形象

館及辦理系列活動，今年將

擴大辦理。臺灣與新南向國

家的產業有極高互補性，許

多產業合作計畫備受期待，

外貿協會將持續與業界團結

迎接新一波貿易挑戰、引領

產業先鋒，將TIMTOS這些品

質優良、極具競爭力的臺灣

工具機產品，推廣到新南向

國家。

本展是全球工具機買主重

要的採購平臺，平均每屆皆

有超過90國的買主在本展下

單採購，外貿協會動員60個

駐外單位邀請海外買主，本

次「一對一採購洽談會」邀

請到來自德國、美國、新加

坡、墨西哥、土耳其等17國

38家大型買主參加，預計將

進行230餘場次洽談。

今年包括印度微型和中小

型企業聯合會(FISME)、印度

工業製造商協會(AIEMA)、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

土耳其Eskisehir商會等也籌組

買主團到訪。預計本屆海外

買主數可望達到7,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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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拔希：預估將締造

15億美元訂單 呼籲政
府啟動防禦性貶值

柯拔希致詞表示，本屆報

名參展的攤位需求有9,500

個，但因場地限制最終只能

提供5,430個攤位，1,100家廠

商展出；預估本次展會將締

造15億美元訂單。本展目前

為全球第五大，也是亞洲第

二大工具機展，下屆(2019年)

預期在南港展覽二館興建完

成加入展示行列，預計可以

增加約2,000個攤位，因此本

展有機會躍升為全球第二大

及亞洲第一大工具機展。

時值台灣推動智慧機械及

工業4.0的潮流，本次展出主

軸為以工業4.0為主的智慧生

產，廠商全力推出最新、最

智慧化工具機及精密機械零

組件產品，為鼓勵廠商投入

研究發展與創新，持續舉辦

了工具機「研究發展創新產

品競賽」計有40家42件作品

通過初審，將在明(8)日晚上

揭曉。

為了培育機械業人才，本

展邀請了22所，約2,500名

機械相關系所的師學前來參

觀，並安排專業工程師導

覽，展後將辦理參觀心得的

徵文比賽，將在機械公會的

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金及獎

狀以茲表揚。

2016年台灣機械產品出口

達到211億美元，產值達到

9,900億元，距離兆元產業只

差臨門一腳，2017年預估產

值將突破兆元，較上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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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只要新台幣兌美元

匯率維持在去年同期水準，

對照近期新台幣有較明顯升

值，「期待政府能夠啟動防

禦性貶值」，保護出口占比

60%以上的機械產業。

2016年台灣工具機出口約

2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9%，

預估2017年將較上年成長

10%。台灣工具機擁有高品

質，可靠的精密度，完善的

售後服務及高客製化能力，

交貨期迅速等，以擁有高C/P

值著稱；在全球的汽車業、

消費電子及航太產業占有一

席之地。近年來，在工業4.0

及智慧機械的新浪潮下，機

械公會大力推動智慧機械，

政府也推動五加二創新產

業，因此工具機廠及精密零

組件業者無不卯足全力發展

智慧機械邁向智慧製造，相

信在本次展場可以飽覽台灣

發展智慧機械的最新進展。

因為投入智慧機械，台灣

機械業也同時投入相關軟

體、機聯網、MES、ERP及

TPS精實管理等，提供客戶

完善的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大大的提升機

械業在國際的競爭力。

機械公會將2015年訂為

「智慧機械製造元年」，同

年成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

會，由需求端出發，結合國

內四大研發法人，以及學術

界共同戮力推動智慧機械，

希望將台灣的精密機械轉型

升級為「智慧機械製造王

國」。

機械公會將2016年訂為

「智慧機械行動年」，鼓勵

廠商將研發成果展出、交

流，讓大家親眼認識、實際

體會未來智慧機械的樣 。

2017年為智慧機械整合年，

將廠商的需求整合完成，由

業界、研發法人及學界分類

整合，再結合政府的政策及

資源，協力廠商在工業4.0浪

潮下，取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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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榮津：打造中台灣

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沈榮津致詞時表示，台北

國際工具機展是台灣機械與

工具機產業二年一度盛會，

機械廠商無不卯足全力發表

年度的新產品，藉以吸引國

內外買主的青睞。

去年台灣機械業產值達到

9,900億元，差100億元就破兆

元，今年可望順利達陣。今

年1月台灣機械出口較上年同

期成長8%，台灣工具機去年

產值1,200億元，今年1月出口

也較上年成長13%，顯示景

氣復甦已經來臨。

新政府通過的智慧機械產

業推動方案，是一個整合中

央與地方政府能量的計畫，

以中部精密機械產業為核

心，採取連結在地、連結

未來以及連結國際的策略作

法，以帶動中台灣成為全球

智慧機械之都，也就是將中

台灣的精密機械導入智慧科

技，轉型為智慧機械，同時

透過生產線的規劃，導入智

慧化的生產，也就是工業4.0

或生產力4.0的智慧製造；

同時利用智慧化生產的場域

試煉，進而推動我國所有產

業推動智慧生產，最重要的

是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

力。透過此次展覽，可以看

到機械業及工具機業響應政

府的產業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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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仁：新政府全力
拚經濟

陳建仁副總統致詞時表

示，兩年一度的「台北國際

工具機展」，不僅是臺灣最

大規模的國際展覽會，也是

亞洲地區第二大展覽，顯見

我國精密機械產業在國際市

場的重要性與創新研發的潛

能。

臺灣向來以技術為本、以

產業立國，具備許多優勢，

包括完整的產業鏈、敏捷靈

活的中小企業、以及永不屈

服的創新創業精神，具備厚

實的產業基礎。

工具機為「機械之母」，

是整體製造業的磐石。依據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的統

計，2016年臺灣工具機出口

約29億美元，是全球第五大

出口國，期許在今年機械產

業可以成為兆元產業。隨著

國際情勢的變動，需要將臺

灣原有的精湛工藝與技能提

升，迎接智慧機械時代，本

屆展覽以「工業4.0、智慧生

產」為重點，向全球買主展

示臺灣產業轉型以及技術升

級的決心，引領創新能量，

讓全球再一次為「臺灣製

造」的生產動能感到驚豔。

副總統指出，新政府上任

後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拚

經濟，目前政府正系統性地

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發

展，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智

慧機械」，希望以內需帶動

創新、創新驅動升級，產業

升級後，產品價值提高，出

口外銷就會更有競爭力，自

然會帶來新的就業機會。

經濟部目前正積極妥善整

合產、官、學及法人等四股

力量，規劃智慧機械產業推

動方案，陳建仁特別感謝經

濟部部長李世光在今年年

初，辦理「智慧機械高峰論

壇」與「智慧機械辦公室啟

動儀式」，讓我們看到中央

與地方的攜手合作，凝聚了

前所未有的產業共識，為臺

灣機械產業的發展，奠定了

良好基礎。

為了推動新南向政策，經

濟部也積極協助業者出口拓

銷，結合外貿協會的台貿中

心，成立「台灣機械買主聯

盟」以及「海外商品行銷中

心」，在政府的協助下，今

年預計服務至少300名買主與

臺灣業者交流，希望透過海

外平台讓業者在全球市場取

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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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研發方面，科技部

也透過引導學研單位與產業

界合作，以聯盟方式研發前

瞻智慧關鍵技術，培養系統

整合人才，以期加速產業研

發創新的腳步，逐漸實現進

口替代的目標。

在跨領域人才培育方面，

陳建仁表示，教育部也正積

極規劃「新型態產學研鏈結

試辦方案」，並成立「新型

態產學研鏈結中心」，整合

學界及研究法人的研發能

量，致力於設計、智能科技

等技術轉化的研究，爭取研

發成果商業化，以建構更全

面的機械人才學習網絡。陳

建仁也特別感謝，機械公會

為培育機械人才，此次特別

邀22校約2,500名師生前來參

觀，相信今後機械業必能蓬

勃發展。

臺灣要全力投入航太、潛

艦、精密醫療、精密醫材及

物聯網等領域，都需要堅實

的機械產業做為支撐。他期

許與會業者持續提振產業的

決心，共同響應政府政策，

一起推動臺灣走向工業4.0的

新紀元，並為下個世代開創

出嶄新的局面。

智慧機械領風騷 航太
零件加工應用成亮點

2017年工具機「研究發展

創新產品」競賽計分四類產

品，計有42件產品，40家參

展商參賽。綜合加工機報名

參賽作品11件，CNC車床類

7件，其他數控工具機類11

件，數值控制工具機關鍵零

組件13件，計有17個產品獲

獎。

競賽活動得獎名單在3月

8日晚上的歡迎酒會揭曉，

由永進機械工業以「NFP 

500A-5AX-T智慧五軸銑車複

合加工機」奪下總冠軍「特

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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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評審委員林榮慶表

示，2017年的參賽作品中，

藉由工具機的智慧功能及感

測器的使用已大幅提升產品

價值，且智慧型彈性製造單

元系統已達國際水準。資訊

通訊技術(ICT)的運用提升智

慧化功能較以往精進，已有

多家廠商應用雲端技術及利

用網路傳遞訊息到手機及平

板電腦APP，進行即時遠端

監控。

針對航太零件加工之工具

機為今年應用亮點。智慧型

彈性製造單元系統增加，例

如整合工具機與機械手臂的

自動化彈性智慧加工單元。

國產液靜壓軸承應用於工具

機已逐步邁入商品化。智慧

化功能應用於關鍵零組件也

有所提升，例如：智慧化刀

庫系統與智慧主軸等。

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可以說很航太，今年加工航

太零件的工具機是展會的一

大亮點；除了東台、友嘉、

永進⋯⋯展示航太零件加工

的機台；漢翔航空暨國家實

驗研究院、西門子也在3月9

日展會期間，舉行「航太智

慧機械/智慧製造」合作協議

簽署儀式。

漢翔航空董事長廖榮鑫

說，航太產業的榮景在未來

5~20年間有很大的需求。未

來飛機製造，是過去的4倍

速，引擎製造是過去的6倍速

成長。就要靠國研院、西門

子以及工具機業的幫忙。

廖榮鑫表示，漢翔航空過

去給客戶的報價，成功率低

於10%，沒有成功的原因90%

和成本有關；因此需要品質

更好，更有效率的智慧工具

機來幫忙。這次漢翔也首次

在工具機展會現場，在大立

機器的攤位展示飛機機匣，

吸引眾多買主圍觀。

面對未來航空產業的挑戰

及國機國造(空軍新式高教機

自研自製)的重任，漢翔以實

際行動，表達強化與機械產

業合作的決心。

機械公會工具機專業委員

會會長莊大立表示，由於航

太加工業者對台灣的五軸加

工仍存有疑慮，因此，由12

家工具機業者組成的航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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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機產業技術大聯盟，已有

工具機業者打算嚐試自己做

航太零組件加工的供應商，

先取得AS 9100認證(註：航空

工業品質管理體系要求的標

準認證)，工具機業自己當漢

翔的供應商，除了驗證自產

工具機的加工性能，同時讓

買主有信心。

主新德響應政府發展航太

產業及公司多角化經營策

略，與法國BHB直升機公司

共同研發STH-200型雙人座直

升機，選在TIMTOS 2017展會

首次公開亮相。

永詮機器集產官學研資

源，打造VR/AR製商整合系

統，首次在TIMTOS 2017展

示，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執行

長陳重光表示，永詮機器集

產官學研資源所打造的VR/

AR製商整合系統，為工具機

業打造創新的商業模式，成

為新的行銷典範，也是聰明

運用產官學研資源的成功案

例。

本次展會除了永詮展示VR/

AR 3D智慧科技，另外有：

友嘉實業、精鍛機械、富偉

精機等同時展出智慧工廠VR/

AR體驗區。

首屆辦理的TIMTOS高峰

論壇，以「智慧機械」、

「智慧工廠」、「汽車製造

業變革」及「航空業關鍵供

應鏈」四大主題闡述，吸引

近500人產官學研代表前來聆

聽。另外，也同時舉辦超過

30場技術研討會及產品發表

會，帶領與會者洞悉產業未

來發展方向。

訂單傳捷報 廠商樂開懷

多家參展業者於展覽期間

陸續傳出捷報，高明精機於

開展第二天即有中國大陸汽

車模具製造商於現場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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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韓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荷蘭、英國及美國等各

國買主洽談，可望今年買氣

及成交量較以往攀升。儀辰

企業接獲丹麥及日本客戶訂

單，且下單品項皆為高單價

產品，展中來訪客戶有2/3為

新客戶。心源工業接觸到丹

麥、葡萄牙、以色列、烏克

蘭、日本、韓國、澳洲、印

度、泰國、菲律賓等25國買

主，而現場接獲的訂單已經

排到今年九月。普森精密表

示，本屆展覽日本、韓國、

大陸買主很多，目前訂單已

排到六月底七月初，對本次

展覽感到相當滿意。經常

在國外參展的海德漢表示，

TIMTOS不論軟體及硬體已具

有國際水準。

程泰集團董事長楊德華表

示，早在去年底、今年初，

就明顯感受到景氣回春的跡

象，今年上半年在手訂單已

滿，初估工具機展後可為集

團增加3~5億元以上的訂單。

展中楊德華也宣布，程泰已

通過電動車龍頭特斯拉(Tesla)

認證，初估可為集團挹注營

收約2~3億元。

東台精機董事長特助嚴璐

表示，台北國際工具機展後1

周內接單1億多元，在手訂單

回升至20億元，上半年訂單

滿載，需要加班趕工，今年

營運聚焦在汽車及航太兩大

產業。

友嘉集團參加這次台北國

際工具機展，展出攤位數超

過130個，在同業居冠。友

嘉集團總裁朱志洋指出，大

陸、歐洲、日本及美國市場

熱絡，友嘉集團工具機事業1

至2月航太、汽車、能源、工

業及模具業接單均比去年同

期成長10~15%，台北國際工

具機展接單目標5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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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大立表示，這次展示在

自動化、多軸及智能化的產

品增加，功能也進步許多。

另外，代理商很積極，買主

詢問度也提高，明顯感受到

買氣復甦，今年景氣肯定會

比去年好；主要應用在消費

性電子產品以及大陸汽車改

款帶動的汽車模具需求。

國外買主破紀錄       
中國大陸最多

據外貿協會統計，本展

總計吸引全球7,339名國外

買主參觀採購，較上屆成

長2.9%，今年前10大買主國

(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

日本、馬來西亞、南韓、泰

國、印度、美國、土耳其、

新加坡及俄羅斯。

展覽期間舉辦的採購洽談

會，邀請德國、俄羅斯、土

耳其、美國、墨西哥及印度

等17國32家國外買主與國內

近百家業者促成約兩百場一

對一洽談。

本屆展覽廣獲國外買主

好評，來自瑞典的Olsons 

Maskinservice AB表示，每次

來TIMTOS都有新發現，認

為臺灣的產品和技術不僅可

以和歐美媲美，且價格更具

優勢；印度Aqua Purification 

Systems在展覽中發現許多創

新產品和技術，是在印度很

難看到的；墨西哥的Servicios 

Profesionales de Ingenieria表

示，TIMTOS可讓買主更直接

瞭解臺灣製造高品質的產品

和售後服務，是奠定未來長

期合作的基礎。

國際媒體也對展出產品與服

務表示肯定，英國Machinery 

Market表示今年是他第四次參

觀TIMTOS，認為該展提供一

站式的機械採購服務，是協助

業者拓銷的最佳平台；日本

News Digest Publishing發現臺灣

機械業者非常致力於研發創新

產品，毫無疑問臺灣是個生產

尖端機械的基地；土耳其MM 

Makina Magazine表示，臺灣機

械業者有能力實踐創新想法，

生產符合市場趨勢與需求的產

品，是許多土耳其製造商非常

有興趣採購的產品。

2019年台北再會

下屆「台北國際工具機

展」將於2019年3月5日至10

日再度登場，並預計啟用台

北南港展覽館二館，屆時本

展有機會成為全球第二大，

亞洲第一大工具機展，敬請

拭目以待。

1 大陸

2 日本

3 馬來西亞

4 南韓

5 泰國

6 印度

7 美國

8 土耳其

9 新加坡

10 俄羅斯

前10大國外參觀買主來源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