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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為工業之母」，也是國家競爭力的象徵，德、日、美等具備高度國際

競爭力的工業大國，均具備了精密機械製造技術的基礎，及發展智慧化機械設備

之能量，所以能支持與促進國內智慧製造的強勢發展；相對上，例如中國大陸等

在製造業快速成長的國家，也努力透過智慧化來拉抬製造業水平的提升。所謂智

慧機械，即是整合各種智慧技術元素，整合互聯網宇應用和實體設備或物件，使

其具備即時溝通、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排程及智慧動態的

決策分析與執行等智慧化功能，並具備提供 Total Solution及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

之功能，其範疇包含整機設備、零組件、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網宇實體系

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感測器等產業，並導入各產業進行智慧製造應用。

目前全球主要國家都積極尋求產業升級轉型，最受矚目的包括德國工業 4.0、中

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乃至美國川普上台後所推動的美國製造等等，各國現階

段之相關策略擬定及發展重點均有所不同，但均需要堅強、高性能、智慧化的機

械產業為基礎，例如機器人、智慧化工具機等，才能帶動其後端製造業之發展。 

2016年新政府上任後，積極推動智慧機械產業創新政策，其建構體系擬推動

智機產業化，另也推動產業導入智慧機械，旨在帶動機械產業轉型升級成智慧機

械產業。整個政策的 3大推動策略重點為「連結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

推動方向與作法則包括打造智慧機械之都、整合產學研能量、技術深化、建立系

統性解決方案、提供試煉場域、國際合作及拓展外銷。 

此外，2017年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政策中，也在其中的「數位

建設計畫」內，由科技部推動打造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擬藉由現有產

業聚落優勢，建置科研等級的自造者基地，孵育下世代臺灣旗艦型產業，並驅動

園區創新轉型，和培育跨領域創新人才。 

本書的編撰，乃中技社基於公益法人的角色及非官方的立場，規劃了「促進

智慧機械產業發展之研議」議題，藉由邀請相當多位的產學經驗豐富之學者專家，

共同對促進智慧機械產業發展進行深入研析，提供建言給相關單位參考。本書篇

章及撰稿學者專家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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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為「國際智慧製造系統整合發展趨勢及其重要性」，依序探討美、德、

日、中、韓、歐盟等國智慧製造之國際推動策略與趨勢、智慧製造關鍵技術發展

之全球智財趨勢、AI 及 IOT 在智慧機械及機器人產業發展之重要性，以及智慧

機械科技發展對臺灣社會經濟與產業之影響；本篇乃敬邀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

程管理學系張瑞芬特聘教授、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樊晉源副

研究員、資策會數位所劉文山主任及其團隊宋經天、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所魏聰

哲副研究員等進行撰稿。 

第貳篇為「國際智慧機械技術發展、產業發展趨勢及其推動策略」，檢視了

國際機器人以及智慧工具機的技術發展、產業發展趨勢及其推動策略；本篇則由

工研院產經趨勢研究中心 IEK機械與系統研究組黃仲宏分析師、熊治民經理及其

團隊葉立綸資深研究員等主筆闡述。 

第參篇的「台灣智慧機械技術與產業發展之盤點及推動策略」，則聚焦於盤

點台灣機器人及智慧工具機之技術與產業發展，以及彙整台灣智慧機械產業推動

策略；本篇承蒙身兼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總經理及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主任的

賴永祥主任，率領詹子奇副主任、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機器人智動化發展處蕭

仁忠處長及其團隊蘇冠同專案經理等進行分享。 

第肆篇為「台灣產業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推動案例探討」，分別對台灣的航太、

光電及模具與精密加工技術產業之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推動案例進行介紹；本篇案

例則由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詹子奇副主任、金屬中心林崇田處長及其團隊丁俊仁

專案經理、溫志群副組長與詹家銘博士等分別介紹。 

第伍篇為「台灣智慧機械相關產業之人才培育挑戰與因應方向」，重點在分

析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需求與發展，以及 AI 產業人才培育之挑戰及可

能因應方向；本篇則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陳文貞秘書長及資策會數位

所劉文山主任分別討論。 

最後第陸篇「臺灣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策略之具體建議」，則由所有撰稿

的專家學者，一起針對從技術發展面、產業發展面、人才培育面、環境建構面、

市場開拓面等面向，提出臺灣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策略之具體建議。在此向前

述諸位專家致上最高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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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IEEE工業資訊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總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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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報告「智慧機械產業發展與關鍵策略」之英文名稱訂為「Development 

and Critical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Machine Industry」。 

本專題報告共規劃六篇，邀請智慧機械領域產官學研各界專家，從技術發展、

產業發展、人才培育等面向分析國際趨勢，並分析我國目前在智慧機械領域之既

有優勢，以及仍須努力推動之方向，最後提出我國未來發展建議。 

一、國際智慧製造系統整合發展趨勢及其重要性 

工業 4.0、智慧製造、網宇實體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等均為近年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之熱門議題，且具有密切的關連。其主要鏈結皆在於強調如何

透過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之軟硬體整合應用，有效將傳統之生產、製

造、物流、服務等各類工作或活動相互串連，以利快速、高效、高品質、客製化

完成全方位之相關需求服務。 

為了協助我國在全球化產業發展的競爭下，能找到適當之定位，本篇對於我

國現階段在相關領域之政策發展及重點技術布局，進行資訊收集與研析，並進一

步思考關鍵議題，提供最妥適之政策建言，協助我國在全球化產業發展的競爭下，

能找到適當之定位，讓政府能夠有效運用政策工具協助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力之

提升。 

本篇共有四章。第一章針對智慧製造國際推動策略與趨勢進行探討，分析德、

美、日、中、韓及歐盟等國家和區域先進及智慧製造之推動策略，針對我國跟各

國之策略優劣勢進行比較評析。第二章針對智慧製造相關原則，運用專利盤點之

手法，針對我國現階段在此一領域之世界專利布局，探索我國在工業 4.0 中之技

術含量，從中分析我國現階段該強化的重點為何。第三章則闡述人工智慧 (AI) 

及物聯網 (IoT) 在智慧機械及機器人產業發展之重要性，針對智慧機械及機器人

的關鍵 AI 和 IoT 技術，說明其發展歷史與趨勢、國內外應用案例，以及國內產

業之挑戰與建議。第四章則以智慧機械發展對臺灣經濟、社會及產業之影響為題，

闡述如何透過推動智慧機械科技發展，減緩勞動人口結構變化壓力，以及促進人

才轉型與法規調適的重要性，進而達成以智慧機械科技解決高齡少子之社會問題

目標。 

二、國際智慧機械技術發展、產業發展趨勢及推動策略 

工業先進國家透過智慧化零組件、單機設備、生產線與智慧工廠，將智慧機

械研發成果產業化。國際智慧機械技術發展趨勢，可分為五個應用方向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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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測、工業物聯網與資料分析的智慧工廠；(2)智慧化機器人與人機介面的工

作環境；(3)數位化技術的設計與模擬；(4)3D 模型與 3D 列印的製造程序；(5)人

工智慧的自我學習型製造體系。 

本篇共有二章。第一章針對國際機器人技術發展、產業發展趨勢及其推動策

略，包括德、美、日、韓、中工業用機器人市場現況分析及展望、工業機器人的

應用領域分析與市場規模、智慧自動化技術與產業趨勢、智慧機器人的下一步與

契機。本章並回顧我國現況，說明我國應著重在推出優質服務的軟實力，開發合

理性價比之高階機種，再加上整合製造、客製化機器人產品的能力。第二章對於

智慧工具機技術發展、產業趨勢及其推動策略進行探討，包括德國、美國、日本、

義大利及中國大陸。未來全球工具機廠扮演的角色是成為客戶密切的合作夥伴，

對於機器的觀念、操控技術、軟體、刀具及製程之整合能力為發展重點，讓客戶

能夠安心完成各項功能設定，包括多媒體監控系統、網路診斷系統、遠距服務等

先進而創新的單元。 

三、臺灣智慧機械技術與產業發展之盤點與推動策略 

我國產業結構將逐漸從以往較封閉的垂直供應鏈、集中式大量生產，透過開

放式合作平台，轉為滿足客製化及產品開發快速的市場需求，同時透過資料分析

及應用加值服務，建構產業創新價值，形成較具彈性、開放的產業生態體系。同

時，面臨我國就業人口縮減及國際競爭之雙重挑戰，適當調整產業結構，跳脫傳

統勞力密集型態，是我國智慧機械產業未來發展之重要方向。 

本篇共有三章。第一章對臺灣機器人技術與產業發展進行盤點，涵蓋目前臺

灣工業機器人產業之技術發展和產品現況，及說明國內工業機器人的產品種類及

其關鍵零組件的供應狀況，並將國內業者之產品規格和國際指標廠商進行分析，

比較彼此的技術差異和未來值得深化之方向。第二章盤點臺灣智慧工具機技術與

產業發展趨勢，從關鍵零組件到智慧工廠生產的角度，探討新材料與加工技術、

工具機關鍵零組件、智慧化工具機、智慧化生產系統、綠色工具機、節能加工生

產與人才培育等重要議題。第三章分析臺灣智慧機械產業推動策略，以「連結在

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3 大推動策略為主軸，說明目前政府之推動策略。 

四、臺灣產業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推動案例探討 

政府五大產業創新計畫之一的「智慧機械創新產業」政策方向，是為了促使

台灣製造業升級轉型，而透過智慧機械創新，使產業結合物聯網技術，朝智慧化

生產、智慧機器人運用的目標前進。本篇鎖定航太、光電及模具與精密加工技術

等三個產業所需智慧製造共通核心技術，透過盤點與分析產業現況、供應鏈聚落，

及說明廠商導入實際案例，示範智慧製造虛實整合技術如何導入應用，使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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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藉由觀摩智慧製造先進者的改造升級經驗，降低進入門檻，從而提高業者投資

智慧製造之意願。最後並歸納綜整出落實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推動之著力點。 

本篇共有三章。第一章分析國內航太精密加工產業之優勢與發展方向，國內

廠商在機體結構、零組件之加工處理技術成熟，在全球市場已建立一定的口碑，

且上下游間有完整的產業鏈支持。然而多數廠商的規模小，在國際市場與產業的

影響力不明顯，唯有導入智慧自動化至加工製程中，切入高品質的精密/複雜零

組件，以及高單價客製化零組件供應，方能提升產值，達到高值化目的。第二章

說明光電產業如何透過智慧機械創新，使產業結合物聯網技術，朝智慧化生產、

工業 4.0 目標前進，使台灣得以面對人口結構老化、勞動人力縮減與產業競爭

優勢流失等課題。第三章分析重點為模具業，並提出需開發具競爭力之新世代產

品來滿足 3C/光電產業發展需求，並加速設計人才培育與供給；此外，更應著重

於產品解決方案與服務，協助提升製造業與服務業之整體競爭力。 

五、台灣智慧機械相關產業之人才培育挑戰與因應方向 

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將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但目前國內乃至於世界各國皆

出現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人才的缺口。針對跨產業企業轉型升級與人才短缺，政

府及企業需及早進行改善。從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基礎與中高階人才培育、在職

與轉職技術人才培養、實作人才、產學合作、證照考試、人才媒合等面向投入，

期許在產業快速發展過程中，提供所需的人才。 

本篇共二章。第一章介紹與說明智慧自動產業人才需求與發展分析，從人才

需求調查、人才媒合活動廠商職缺統計及智動協會辦理培訓課程參與人員等資料

中，分析出智動產業所需人才及技術職務類別，並提出自動化工程師及機器人工

程師所需技術職能，以及人才養成作法，最後也探討未來人才需求方向。第二章

探討國際大型企業在 AI產業人才培育做法，提供國內因應方向，作為參考及未

來培訓之建議。 

六、臺灣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策略之具體建議 

綜合以上技術發展、產業趨勢到人才培育的研析，本篇就技術發展面、產業

發展面、環境建構面、市場開拓面及人才培育面等五個面向，對政府及產業提出

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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