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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出口及投資高度集中於製造業，其中又以資訊電子業為經濟成長

主要動力來源，相較之下民生工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製造業等傳統產業，

外在面臨全球化及經濟不景氣之衝擊，內在面對土地、人力、水、電等生產要

素缺乏，造成產業成長動能不足。目前傳統產業在上游擴張停滯，下游產品附

加價值有待提升之困境下，台灣傳統產業如何進行產業升級將是產業永續發展

之困難課題。 

我國政府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並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

模式，於 2016 年 6 月提出包括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療、

國防產業五大創新產業，作為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核心。爾後加入新農業、

循環經濟、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文化科技、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納入科技

預算重點，擴大為十大重點產業。藉此創新產業發展之契機，傳統產業如何結

合創新產業發展需求，有效進行技術升級與轉型，實為一值得探討之課題。 

有鑑於此，本社結合台灣綜合研究院之政策研析專才，合作執行「傳統產

業與政府創新產業接軌之雙贏策略」議題，藉由探討傳統產業發展困境，及盤

點政府產業創新計劃內涵，尋求台灣傳統產業未來推動策略與發展新契機。並

選定鋼鐵業、石化業及機械製造業三個主要傳統產業，先透過統計數據分析，

釐清我國傳統產業面臨之困境，並彙整我國政府提出之「五+二產業創新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其他各別之產業政策，研析其內涵與務實作法，同時

考量我國仰賴出口與國際貿易，需與製造業大國相互競爭，應關注大國之發展

經驗，故針對國際產業政策與趨勢進行研析，探討未來我國產業創新產品之潛

在市場與利基，進而研提各產業之雙贏接軌策略，涵蓋傳統產業邁向創新型態

供應鏈之機會，及創新技術導入傳統產業應用之潛力。 

議題研討期間，針對三個不同的產業，各舉行一場次的專家諮詢會議或座

談會，釐清產業界對於目前接軌創新產業政策之建議與瓶頸，並針對所提出之

政策給予相關意見。第一場次拜訪中國鋼鐵公司，探討鋼鐵產業於發展綠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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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扮演之重要角色，及後續之推動方向。第二場次邀集石化產業代表，針對石

化高值化、循環經濟等創新應用方向提出討論，及我國未來石化業之利基。最

後一場次座談會拜訪建成機械公司，從傳統產業角度探討機械設備製造產業創

新之瓶頸。特彙整相關研析成果與業界論述出版專題報告，希冀能提供政府單

位制訂相關政策與產業界規劃營運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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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報告主要針對三個主要附加價值持續下降，但產值均有一定規模之產業進

行研究分析，分別為鋼鐵業、石化業及機械製造業。透過蒐羅國際之製造業現況、

政策或法規研訂方向，並研訂各產業之雙贏接軌策略，涵蓋傳統產業邁向創新型

態供應鏈之機會，及創新技術導入傳統產業應用之潛力，並藉由業界訪談，釐清

產業界對於目前接軌創新產業政策之建議與瓶頸，最後彙整成果，提出策略建

議。 

我國鋼鐵業最有發展優勢的部分為推動綠能科技中的風力發電產業，例如提

供工作船所需的鋼材、風力發電機之水下鑄件等，同時結合我國之重件碼頭興建，

期許我國成為亞太地區之風力發電機產業領先國家，未來若風力發電機相關零組

件具國際競爭力(包括耐風、耐災、耐鏽蝕等技術領先)，則可出口至具有風力發

電潛力之鄰近國家，如日本、中國大陸，甚至可推往新南向國家。建構風力發電

機需要各產業鏈的協力合作，我國刻正全面加速風場開發各項工作，並已帶動產

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工業局針對16項重點風機零組件，盤點我國製造業生產能量，

開發潛力廠商名單，以利國際風場開發商與國內製造廠商之合作洽談。政府推動

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政策，目的為引入國外廠商之投資、技術及合作，然而，後續

是否能達到技術移轉、產業升級、擴大國內市場等目的，仍仰賴企業主動積極爭

取國際訂單。 

石化產業持續維持既有大宗產品優勢，則應著重於材料之研發。從循環經濟

角度言之，新材料應從產品設計源頭就應考量對於環境之衝擊，是否具備可分解

特性、成本有效性等。新材料應鎖定汽車產業輕量化所需要的高強度碳纖維，或

者風力發電機葉片所需之特殊性能碳纖維發展。我國占全球碳纖維生產之7%，應

加速技術深化與發展，同時與綠能科技結合。  

鋼鐵業與石化業在生產的材料上，原本即為資源高度有效利用的產業(如鋼

鐵材料可100%回收)。除材料的可回收特性，鋼鐵業採用汽電共生、轉爐石再利

用等生產模式，更進一步推動產業內的能資源整合。而近年政府更以工業區為示

範，促進鋼鐵業與石化業等跨領域之能資源整合工作，如尾氣利用等，此一循環

經濟典範，未來也應推動到其他產業或跨產業之整合。 

機械設備業原本即為我國極具競爭力之產業，加上我國長年累積之資通訊技

術基礎，配合亞洲矽谷、前瞻基礎建設之數位建設，政府擬推動精密機械產業轉

型為智慧機械產業，並鼓勵我國製造產業多方應用智慧機械。第一步應落實良好

的數位環境，推動感應器等基礎設備之布建，同時建構相關產業生產預測模型等。

再者，為補足我國產業多為中小企業之劣勢，應促進產業投資與合作，使我國具

備國際競爭力發展之業者，發展更加頂尖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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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小企業之升級與發展，鞏固我國中小企業之技術頂尖仍是產業政策的

重要方向。根據訪談結果，發現中小企業較難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除研發資金、

研發設備相對不足之外，也彰顯出傳統產業難以留住高階研發人才之困境。政府

應加速盤點中小企業主所需要的協助，並促成中立、資訊保密、公開之管道，促

進中小企業主獲得相關技術協助。此外，我國中小企業原本即具有生產彈性，單

一產業已有諸多產線資源共享之案例。設備相互利用也是國際工業4.0的重點之一，

若能擴大信任與合作，促進多餘產線產能之釋放，則能讓國內產能更加有效率。 

產業升級與創新並非一蹴可及，政府應更加務實，根據產業之技術研究與發

展方向，盤點我國產業發展之利基以及落差。並針對我國可發展之項目，效法國

外相關作法，建構跨領域、跨部門之相關合作平台，集中產業發展資源(資金、設

備、人才等)，達到我國產業升級與創新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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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對國際貿易之依存度高。相對於主要貿易國家(如

南韓與新加坡)，我國出口與投資高度集中於製造業，並以商品輸出為主要的出口

貿易產品。因此我國產業易受全球經濟不景氣衝擊，而面臨國際推動工業4.0、歐

美國家再工業化及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擴張，使我國製造業加速技術升級與國際

競爭之壓力與日俱增。 

我國產業成長動能集中，又以資訊電子業為經濟成長主要動力來源，相較之

下，民生工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製造業等傳統產業促進經濟成長之幅度有限。

其中占我國製造業傳統產業份額比重較大的石化業與金屬業，除面臨國際競爭壓

力外，更因近年國內環保意識抬頭，使上游擴張停滯，連帶影響下游供應鏈發展。 

為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我國政府以「創新、就業、分配」為經濟

發展主要模式，以達到「永續經濟」之目標。為達此目標，產業政策發展更推出

「兩個平衡」，亦即對外貿地區的平衡及出口與內需市場的平衡；以及「三大連

結」，亦即連結未來、連結國際與連結在地。實務推動產業策略方面，我國政府

規劃之三大步驟為「結合在地產業」，並由「國內需求支持產業」，最後「進入國

際市場」。因我國資源有限，政府擬定五大策略性推動重點產業—「五+二」產業，

分別為「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及「國防航太」，

另外增加循環經濟、新農業等兩大推動重點。若要發展「五+二」產業，必須先

奠定軟硬體設施之良好基礎。在軟體方面，2016年8月，行政院提出打造「數位

國家．創新經濟」方案，包括促進數位經濟、共享經濟、電子商務及金融科技等

軟實力，以期啟動相關產業發展動能。整體之發展架構如圖1所示。 

硬體部分，我國政府於2017年4月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規劃打造未來

30年國家發展需要的基礎建設，包含：「建構安全便捷的軌道建設」、「因應氣候

變遷的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永續的綠能建設」、「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設」

及「加強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如圖2所示。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已編列特別預

算，加強挹注與推動再生能源之建設發展，並鼓勵國內業者爭取相關補助款項，

累積我國綠能科技實力，並連結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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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行政院(2016)「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 

圖 1 五+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綜上所述，本報告將以鋼鐵業、石化業及智慧機械製造業為主軸，配合我國

產業發展政策，並以產業現況為基礎，參考國際產業與市場趨勢，釐清傳統產業

如何藉由政府推動「五+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各別產業

之政策，促進國內產業全面轉型升級並提升競爭力，創造傳統產業及「五+二」

產業創新計畫之雙贏局面。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2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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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傳統產業之現況與挑戰 

一、傳統產業之範疇 

傳統產業之定義與範疇，學界與政府部門並無統一且明確之定義。1990 年代

起，高科技產業成為我國製造業發展主軸，故開始有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之區

分。本報告主要採納我國政府部門，包括行政院、主計總處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對

於傳統產業之規範，以劃定主要傳統產業之研究範疇。 

我國政府為改善產業結構、加速傳統產業升級轉型，並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

行政院於 2000 年通過「振興傳統產業方案」，並將製造業分為四大行業，包括

資訊電子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民生工業。各部會因應「振興傳統產業

方案」，提出相應之策略協助傳統產業之升級與轉型，主要著重於友善傳統產業

之租稅金融環境、補足傳統產業所需人力資源，及提升傳統產業全球競爭力。在

新產品開發部分，行政院另外通過「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方案」，並由各部會提

出相應之規劃作法，例如經濟部工業局提出「傳統工業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經濟部技術處提出「傳統產業技術創新推動作

法」等。 

詳細檢視製造業四大行業包含之行業別，可參考主計處為推動工業及服務業

普查需求訂定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1。此外，主計處於 2006 年普查應用

名詞解釋中，明確指出「製造業之傳統產業包括金屬機械工業、化學工業及民生

工業等三大類產業；非傳統產業則為資訊電子工業」，並依據製造業四大行業將

製造業各行業分類，如表 1 所示。本報告依據此分類，探討主要傳統產業之發展。 

 

表 1 製造業傳統產業範疇界定 

四大行業 主計處行業別(中類代碼)*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民生工業 

食品及飼品(08)；飲料(09)；菸草(10)；

紡織(11)；成衣及服飾品(12)；木竹製

品(14)；非金屬礦物製品(23)；家具(32)

及其他(33)製造業。 

高級材料工業(含高及纖

維材料、高科技紡織品) 

                                                      
1
 因應新興行業，主計處定期滾動修正行業標準分類。最新版為主計處於 2016 年 3 月

提出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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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行業 主計處行業別(中類代碼)*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化學工業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13)；紙漿、紙及

紙製品(15)；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

(16)；石油及煤製品(17)；化學原材

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

人造纖維(18)；其他化學製品(19)；藥

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20)；橡膠製品

(21)；塑膠製品(22)製造業。 

生醫及特化工業(含醫療

保健、製藥、特用化學品

等)、綠色技術工業、奈米

技術工業、技術服務業(含

生物技術與製藥業技術服

務等) 

金屬機械 

工業 

基本金屬(24)；金屬製品(25)；電力設

備及配備(28)；機械設備(29)、汽車及

其零件(30)；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

造業(31)；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業(34)。 

精密機械設備工業、航太

工業、綠色技術工業、高

級材料工業、技術服務業

(含自動化或電子化工程

服務等) 

資訊電子 

工業 

電子零組件(26)；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27)製造業。 

3C 工業、精密電子元件工

業、技術服務業(含數位內

容產品及服務等) 

*註：括弧內數字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之中類行業代碼。 

資料來源：主計處(2016)，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修正前後對照表」；台綜院整理。 

 

二、傳統產業之現況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自 1981 年起我國製造業生產總額呈現持續上

升趨勢，如圖 3 所示。歷史上我國製造業生產總額之衰退，均肇因於全球經濟不

景氣，包括 2001 年全球經濟不景氣，我國製造業生產總額成長率為-9.83%；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我國製造業生產總額成長率為-15.15%；以及 2015 年因新興經

濟體成長疲軟造成不景氣，使我國製造業生產總額成長率為-8.73%。從圖 3 也可

看出製造業傳統產業(以下稱傳統產業)生產總額占我國整體製造業生產總額之比

例逐年降低，從 1981 年占比約 90%持續下降至 2015 年占比約 65%。 

搭配表 1 可知，製造業非傳統產業(以下稱非傳統產業)僅包含「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並於 2015 年占我國全國製

造業總產值約 35%，可見我國製造業發展過度集中於特定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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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綜院繪製。 

圖 3 我國製造業(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生產總額(1981-2015 年) 

 

傳統產業仍占我國製造業總額之一半以上，仔細探討傳統產業中各個製造業

行業別之生產總額，如圖 4 所示。圖 4 中 CR 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自 1990 年代

起生產總額即有顯著上升。同時，生產總額高於其他傳統產業且有顯著上升趨勢

之重要傳統產業行業別，包括化學材料製造業(CK)、基本金屬製造業(CP)、石油

及煤製品製造業(CI)，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CS)、機械設備製造業

(CU)，以及金屬製品製造業(CQ)。 

從圖 4也可看出上述幾個生產總額較高的產業受到經濟不景氣之影響較為嚴

重，於 2001 年、2009 年及 2015 年之生產總值相較其他傳統產業呈現更加顯著的

下降幅度。以 2015 年之經濟不景氣為例，製造業生產總額主要跌幅，主要來自

「石油及煤製品業製造業」和「化學材料製造業」之衰退。因國際原油價格下跌，

使得前述二行業別之生產總額衰退幅度分別高達 32.05%、17.33%，如表 2 所示。

另一方面「基本金屬製造業」受全球鋼鐵產能過剩、鋼價持續下跌之影響下，產

值跌幅亦高達 22.15%。 

分析產業面臨之狀況，除生產總額也應探討各行業別之產業附加價值(value 

added)與附加價值率2，如圖 5 所示。由圖 5 可知我國「飲料及菸草製造業」之附

                                                      
2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定義：「附加價值係指企業生產總額扣除生產過程中投入之原

物料及半成品等成本後之價值，附加價值率即附加價值占生產總額比重，代表每生產

1 單位產品，所創造新增價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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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價值率顯著高於其他行業別，並且持續成長，達到約 60%。此外，圖 5 也顯

示非傳統產業之附加價值率有顯著上升趨勢，生產總額高的行業別之附加價值率

有逐年下降趨勢，另將附加價值率有顯著變化之行業別額外繪製，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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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綜院繪製。 

圖 4 我國製造業(中分類行業別)生產總額(1981-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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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製造業產值與附加價值率(2014~2015 年) 

項目 

2014 年 2015 年 
產值 

變化率 產值 

(十億元) 

附加價

值率 

產值 

(十億元) 

附加價

值率 

全國 37,219 - 35,656 -  

製造業 19,273 25.08% 17,591 28.46% -8.73% 

傳統產業 12,964 19.03% 11,465 22.68% -11.56% 

化學工業 5,325 13.88% 4,389 19.78% -17.57%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1,423 9.54% 967 17.97% -17.33% 

化學材料製造業 2,522 8.99% 2,085 14.46% -2.29% 

金屬機械工業 5,379 21.26% 4,859 22.99% -9.67% 

基本金屬製造業 1,967 13.13% 1,531 12.97% -22.15% 

機械設備製造業 1,031 24.87% 1,013 25.92% -1.71% 

民生工業 2,260 25.87% 2,217 27.75% -1.92% 

紡織及成衣業 494 25.27% 494 27.52% 0 

資訊電子工業 6,309 37.50% 6,126 39.27% -2.9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綜院統計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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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綜院繪製。 

圖 5 我國製造業(中分類行業別)附加價值率(1981-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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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的虛線為整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率，我國「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均高於整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為我國持續

發展之重點行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附加價值率自 2000 年後持續成

長，並已超越整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為附加價值率上升幅度最大之行業

別。生產總額最大之重點傳統產業行業，如「化學材料製造業」、「基本

金屬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長期低於整體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近年更呈

現下跌趨勢。「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幅度大，自 2005 年

後低於整體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並有持續下跌趨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綜院繪製。 

圖 6 附加價值率變化顯著行業別(1981-2015 年) 

 

綜上所述，我國製造業可分為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且非傳統產業

中的兩個行業別，即創造我國整體製造業生產總額三分之一，且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而我國製造業傳統產業仍占整體製造業生產總額超過一半以上，

其中特定行業包括「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基

本金屬製造業」之生產總額顯著高於其他傳統產業，同時受國際經濟情勢

波動衝擊的幅度亦高於其他傳統產業行業別。然而，此些生產總額高的傳

統產業行業，其附加價值率卻於 2000 年後逐年下降，為我國傳統產業面

臨之重大挑戰。 

進一步探究國際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之走勢，參考經濟部(2006)「產業

附加價值指標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製造業之毛利占附加價值比重相較國

外低，採取高度資本密集策略，但我國大部分之生產設備仍仰賴海外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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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製造業附加價值成長遲滯的主要原因。因此，應加速提升關鍵生產

設備之國產化。 

圖 7 以鋼鐵業為例，因各國鋼鐵業定義稍有不同(見圖 7 註)，但仍可

看到除英國外，其他國家之走勢大致一致，於 2000 年~2010 年鋼鐵業附加

價值緩步下降，於 2011 年後開始上升。然而，雖我國與其他國家之走勢

一致，整體而言附加價值仍低於國外鋼鐵業。 

本報告後續聚焦於傳統產業中，生產總額占我國製造業生產總額較高、

附加價值率呈顯著遞減趨勢的行業，以鋼鐵業、石化業、機械製造業為代

表，作為後續產業發展策略建議之基礎。 

 

 

註：德國、日本、荷蘭、英國及美國之鋼鐵業為 OECD 資料庫中「Basic metals and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s, except machinery and equipment」業別；台灣之鋼鐵業則

包括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中「基本金屬製造業與金屬製品製造業」。 

資料來源：OECD 資料庫、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綜院繪製。 

圖 7 主要國家鋼鐵業附加價值率(2000-2014 年) 

 

三、我國傳統產業與產業創新計畫之連結 

為促進我國傳統產業轉型、創新，我國政府於 2000 年提出「促進傳

統產業競爭力計畫」，後續則以傳統產業創新計畫取代之。我國政府持續

透過政府政策促進傳統產業之全面維新與升級，經濟部於 2014 年通過「經

濟部 2020 產業發展策略(核定本)」，其中將提升製造業附加價值率視為重

要的政策目標。為達到製造業升級目的，例如工業局自 2001 年起至 2017

年持續推動之「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將傳統產業定義為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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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且屬「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以外之產業」3。亦即

3C 工業、精密電子元件工業、精密機械設備工業、航太工業、生醫及特化

工業、綠色技術工業及高級材料工業外的製造業，均屬於製造業傳統產業

範疇，如表 1 右欄所示。 

雖目前「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

已於 2011 年廢止，惟工業局仍依據此法之附表作為分類與補助傳統產業

之主要參考依據。由此可知，我國傳統產業中仍有多項新興且必須投入研

發、引入高科技技術之產業，原應屬於經濟部認可之傳統產業，但在工業

局認定下被排除於傳統產業範疇。舉例而言，主計處中分類編號 30 之「汽

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屬於金屬機械工業，亦即傳統產業之範疇。精密機械

設備工業中包含車輛運輸系統製造業，如國人自行設計之汽車底盤、引擎

等，則屬於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至 2016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我國整體國家發展策略，主要的核

心價值為「創新、就業、分配」，而主要的三大策略為「全力提振國內經

濟」、「確保社會安全正義」及「維持和平穩定情勢」。其中，我國政府

在全力提振國內經濟中，提出子策略如圖 8 所示。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核定本)」。 

圖 8 全力提振國內經濟策略 

 

  

                                                      
3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之定義，請參見我國 95 年修正通過之「新興重要策

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份獎勵辦法」之第五條第一項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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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全力提振國內經濟策略」中，提出「加強投資臺灣」與「落

實結構改革」兩大策略主軸，均與產業政策相關。 

(一)投資產業創新 

我國政府提出推動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及國

防五大產業創新領域，作為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期達成數位

國家、智慧島嶼、服務業高值化、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其後另提出

新農業、循環經濟成為「五+二」產業創新領域。每一項重點產業皆以「連

結在地」、「連結國際」及「連結未來」為政策目標，期望產業發展能同

時兼顧本土需求與全球市場。因此每一項產業均有主要推動地區，即是仰

賴各地區已建立之產業聚落基礎，推動產業升級。表 3 整理出前項重點產

業內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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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五+二」產業創新計畫內涵說明 

創新

領域 

(主導

單位) 

主要

推動

地區 

策略目標 策略重點 

亞洲

矽谷

(國發

會) 

桃園 

(研發

中心) 

成為先進物聯網應

用的研發中心與試

驗場域、培育成立 3

家台灣國際級系統

整合公司 

促進物聯網應用，推動其關鍵零組

件(半導體、面板、感測器、光電元

件等)與如雲端、大數據等其他關鍵

技術之創新並協助業者跨領域整

合，串聯物聯網生態體系 

智慧

機械 

(工業

局) 

中部 

協助業者開發智慧

機械關鍵零組件，4

年內將協助中高階

控制器出口占比由

目前 10％上升至 18

％， 8 年後達 30％

目標 

1. 智慧機械產業化：建立設備整

機、零組件、機器人、物聯網、

大數據、網實系統(CPS)感測器

等產業 

2. 產業智慧機械化：航太、半導

體、電子資訊、金屬運具、機械

設備、食品、紡織等產業 

生技

醫藥 

(工業

局) 

北、

竹、

中、南 

透過全球連結及整

合在地創新群聚，

提升「人才、資金、

智慧財產、法規環

境、整合資源、慎

選主題」6 大效能 

1. 台北南港生技園區：生技研發、

新藥新創 

2. 新竹竹北醫材研究園區：高階醫

材、生物製劑 

3. 中部科學園區：醫學精密儀器、

檢驗醫材 

4. 南部科學園區：骨科及牙科精密

醫材 

綠能

科技 

(科技

部) 

台南 

2025 年達成非核家

園目標，再生能源

佔 20％。興建台南

沙崙綠能科學城，

包括綠能科技聯合

研究中心加上示範

場域，預定 2020 年

全數完工 

1. 節能：技術升級資源整合、節能

創新生態科技園、智慧綠建築、

電動載具、節能設備、能源資通

訊、汽電共生、熱電整合 

2. 儲能：鋰電池、固態氧化物燃料

電池(SOFC)、大型儲能系統、電

力品質提升與調度技術 

3. 創能：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包括

太陽能、離岸風電、生質能發電、

地熱、海洋能等技術應用。 

4. 系統整合：智慧電表、微電網、

物聯網、ESCO、顧問諮詢產業、

系統整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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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領域 

(主導

單位) 

主要

推動

地區 

策略目標 策略重點 

國防

產業 

(國發

會) 

台北

(資安) 

台中

(航太) 

高雄

(船艦) 

航太、船艦、資安

為三大核心，打造

安全與民用產業 

1. 安全產業：海巡與警用機艦與相

關設備、國家基礎設施防護所需

裝備、災害預防救助相關設備、

政府部門資安防護 

2. 民用產業：民用機艦與相關設

備、衍生複合材料製品、精密機

械、電機、通訊、新能源、民間

企業或個人資安防護 

循環

經濟 
- 

從產品設計與生產

導入綠色創新科

技，並提高資源生

產力，活絡綠色經

濟 

1. 5R：再利用、再復原、再循環、

再維修、減廢節能 

2. 化學材料產業高值低碳轉型 

3. 推動高值新材料、環保低碳新材

料之發展 

新農

業 
- 

建立農業新典範，

並推動安全農業 

1. 建立農業新典範：推動對地綠色

給付、穩定農民收益、提升畜禽

產業競爭力、推廣友善環境耕

作、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科技創

新強勢出擊 

2. 建構農業安全體系：提升糧食安

全，以及確保農產品安全 

3. 提升農業行銷能力：增加農產品

內外銷多元通路、提高農業附加

價值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產業政策簡報，台綜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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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上述政府推動重點產業依其發展特色加以分類(見圖 9)，大致可歸

類為新技術研發、新創應用與產業再升級。其中，新技術研發初步納入生技

醫藥，著重新技術的開發，提高產業價值；產業再升級，如智慧機械、綠能

科技、國防與新材料產業，結合國內需求，開發新產品，以國內作為示範場

域，驗證產品效能，最終行銷國際；創新應用，如新農業為導入新技術應用，

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此外，亞洲·矽谷係以物聯網產業為基礎，並結合新

創產業、研究機構、大專院校以及大企業等利益相關人，提供人才、技術、

資金、示範場域等資訊與資源之整合平台，以促進整體產業轉型升級，邁向

下一世代之新興產業。循環經濟則希望將永續發展、資源有效利用之理念深

植於產業發展中，從產品設計與生產導入綠色創新科技，並提高資源生產

力。 

 

 

            資料來源：台綜院整理。 

圖 9 「五+二」產業關聯 

 

此外，政府以帶動內需推動產業創新發展，以刺激國內投資、促進產業

轉型與升級。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之規劃，我國目前之產業，均應加速升級到

下一個世代，包括：(1)由生產學名藥製造轉型為生技新藥、設備、材料製造；

(2)由資訊與通信科技(ICT)製造代工，轉型為物聯網(IoT)、大數據(Big data)、

工業 4.0 之系統整合與應用；(3)由精密機械轉型為網實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智慧機器人；(4)由化石能源轉型為綠能；(5)由傳統國防轉型

為潛艦、新世代戰機、資安之系統能力開發應用，軍民通用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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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並非一蹴可及，我國長久以來均有傳統產業升級之相關政策，

但製造業產值日趨集中於電子產業，且傳統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持續下降，

均為我國產業政策應面對解決之問題。新政府之產業計畫在既有製造業基礎

下，規劃我國產業轉型方向，惟相關產業計畫是否能有效帶動傳統製造業轉

型，仍應有其他相輔相成之接軌策略，以創造傳統產業與產業創新計畫之雙

贏局面。本報告定義之雙贏接軌策略，包括傳統產業邁向創新型態供應體系

之機會，及創新技術導入傳統產業應用之潛力，將於後續個別之重點產業中

提出相關規劃建議(見圖 10)。 

 

 

   資料來源：台綜院整理繪製。 

圖 10 五+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與傳統產業接軌策略 

 

此外，我國傳統製造業雖然廠商規模小，卻實為該產品之「隱形冠軍

(Hidden Champions)」。隱形冠軍係指產品並非攻占主流市場，企業規模也

並非最大，但卻為「全球市占率」極高之中堅企業。而隱形冠軍成功之秘訣，

在於擁有高附加價值之產品核心技術(專利)、持續投資於技術研發以及良好

的客戶溝通模式等。舉例而言，我國手工具出口值全球排名第二大，其中皇

盈企業開發之鐵皮剪刀全球市占率高達 35%，每年投資 3%的營收於技術研

發。製造業之根本仍是產品競爭力之提升(如生產成本降低與產品差異化)，

而我國政府推動之產業創新政策目的，就在於推動內需，同時加速不同規模

之廠商技術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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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下一世代基礎建設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 WEF)「2016-2017 全球

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排名第 13 名，落後新加坡、

香港、韓國等國。此外，在各國網路整備度部分，WEF 評比我國於 2016 年

排名 19，落後新加坡、南韓、日本、香港等國，並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因此，

為奠定我國長期之經濟發展之基盤，應加強基礎設施之投資與布建。 

政府於 2017 年 4 月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目標是根據未來 30 年

台灣經濟發展之需求，加速投資所需之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共

包含五大項目： 

1. 軌道建設： 

為提升各區域之間資源流通之效能，縮短區域落差，需建構便捷完善的

公共運輸系統，包括軌道建設、骨幹道路、城際交通及捷運系統優化。此外，

因應未來綠色交通之需求，也應加強軌道建設全面性之規劃，加強布建全國

鐵路網之建置。 

2. 數位建設： 

為因應數位經濟之發展，我國不論產業別同時面臨數位轉型。此外，為

保障網路公民權，使每個公民都有公平接近網路的機會，應強化數位內容的

發展，以及數位學習環境的整備。 

3. 城鄉建設： 

且台灣仍有區域落差且需多元性城鄉建設，因此亟待加強數位化基礎建

設及其應用，包括：道路品質、公共服務、文化生活圈等。 

4. 水環境建設： 

我國近年極端氣候事件頻仍，包括強烈颱風侵襲、午後熱對流造成之強

降雨，以及 2017 年初致災型梅雨等，均彰顯為因應氣候變遷，亟需強化韌

性國土及建構綠能低碳社會。目前政府編列水環境建設特別預算總金額約

2,507 億元，共包括三大項目分別為「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

環境」，如表 4 所示。 

「水與發展」之核心目標是不缺水、喝好水，故目標為(1)開發更多可用

水資源，包括伏流水的開發、再生水技術提升與開發等。(2)確保既有水資源

裕度，故須加強水庫清淤、人工湖開發等，留住水資源。(3)因我國降雨空間

不均，故水資源調度應更有彈性，故應改善區域與流域之間不平衡現象，包

括建構區域間水聯通管等。「水與安全」則是因應氣候變遷，推動之淹水防

治工作，降低易淹區域面積，相關措施包括雨水下水道改善、海堤建構等。

「水與環境」則是要創造人與水資源環境良好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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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規劃) 

工作項目 目標 實質推動項目 

水與發展 

 增供常態供水每日 100

萬噸，緊急時備援供水

每日 200 萬噸 

 建構流域與區域性調度

計畫 

 各地區自由水源開發計

畫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 

 伏流水開發工程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工程 

 天花湖生態水庫工程 

 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 

 離島金沙溪及前埔溪水資源開發

計畫 

 再生水工程 

 深層海水取水工程計畫 

水與安全 

 整治易淹水面積 200 平

方公里 

 施設縣市管堤防護岸及

雨水下水道完成 250 公

里 

 中央管河川及區排治理

120 公里 

 海堤改善 16 公里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計畫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 

 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 

水與環境 

 水岸融合、環境優化，

推動 88 處河川環境景觀

及棲地營造 

 水環境親水空間營造

420 公頃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 2 期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

技術 

資料來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核定本)，本報告統整。 

 

5. 綠能建設 

根據行政院指出，綠能建設是以環境永續為目標，並同時強化能源安全、

創新綠色經濟、促進環境永續為願景。政府針對國家未來 20 至 30 年的相關

建設需求，盤整相關法規及建置單一窗口，以吸引國內外投資。目前我國以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以及沙崙綠能科學城為綠能建設之主要發展項目。 

再生能源推動部分，包括建置「太陽光電技術平台 2 年推動計畫」，以

2025 年累積設置太陽光電 20GW(17GW 地面型與 3GW 屋頂型)為目標。風

力發電以 2025 年累積設置 4.2GW(1.2GW 陸域、3GW 離岸)為目標，離岸風

電所需的港口與碼頭設施也將一起整併，包括水下重件碼頭和相關設施等；

實質建設包括組裝及離岸風電船隻建造的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以及

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以期台灣成為亞洲綠能領導國家。然而，過去為

使輸配電資源有效利用，電網均佈建於人口稠密地區，未來太陽光電及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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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均設置於偏遠地區，故需強化相關電網設施，包括海上變電站、增加輸

變電容量等。 

沙崙綠能科學城部分，則欲促進創新綠能產業生態系，包括：科學城公

共建設計畫、科學城低碳智慧環境基礎建置、沙崙綠能科學城—綠能科技產

業化技術驗證平台、區域性儲能設備技術示範驗證計畫、及再生能源投(融)

資第三方檢測驗中心技術評估。前述再生能源之發展主要為實體設備與系統

的建構，而沙崙綠能科學城則是提供健全之財政環境、技術環境、及驗證平

台等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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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鋼鐵業與政府產業創新接軌方向之研析 

本章釐清我國鋼鐡業之發展現況與國內外挑戰，蒐集美國、中國大陸及

日本鋼鐵業產業升級、技術研發之方向，再以我國政府推動離岸風電產業在

地化作為案例，探討鋼鐵業與政府產業創新之接軌策略。 

一、鋼鐵業發展之現況 

我國鋼鐵產業上中下游產業鏈完整，相關的產品、產能、產業特性及生

產流程，參見附錄一。 

(一)全球鋼鐵市場現況 

觀察全球粗鋼生產，如表 5 所示。發展中國家之粗鋼產能成長快速，如

印度、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自 2006 年至 2015 年粗鋼之產能翻倍，達到每年

生產 8 萬噸，約占全球粗鋼產量的一半。此外，韓國之粗鋼產能也快速成長，

2015 年達到與俄國相同之規模。美國、義大利之產能些微下降；烏克蘭之粗

鋼產能銳減一半；日本、德國、俄羅斯則持平。我國之粗鋼產量沒有顯著成

長，2015 年之粗鋼產量全球排名第 12 位，占全球產量 1.32%。綜觀全球前

12 大粗鋼生產國家，大約已涵蓋全球 85%之總粗鋼生產量。 

進一步分析我國粗鋼之生產，自 1967 年起粗鋼之供需量如圖 11 所示，

由圖可知我國粗鋼之產能隨一貫作業煉鋼廠與電弧爐煉鋼廠之投資建設而

持續上升(相關定義如附錄一)。至 2014 年，我國粗鋼產出 2,312 萬公噸達到

歷史高點，同年電弧爐煉鋼之粗鋼產量突破 1,000 萬公噸，與高爐產量相當。

國內之粗鋼表面需求量則於 1993 年後趨於穩定，大約維持在 2,400 萬公噸上

下，僅 2009 年因金融海嘯有大幅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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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重要國家粗鋼產量 

          單位：千公噸 

國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5 

占比 

中國大陸 421,024  489,712  512,339  577,070  638,743  701,968  731,040  822,000  822,750  803,825  49.61% 

日本 116,226  120,203  118,739  87,534  109,599  107,601  107,232  110,595  110,666  105,134  6.49% 

印度 49,450  53,468  57,791  63,527  68,976  73,471  77,264  81,299  87,292  89,026  5.49% 

美國 98,188  98,101  91,895  59,384  80,495  86,398  88,695  86,878  88,174  78,845  4.87% 

俄國 70,830  72,387  68,510  60,011  66,942  68,852  70,209  69,008  71,461  70,898  4.38% 

南韓 48,455  51,517  53,625  48,572  58,914  68,519  69,073  66,061  71,543  69,670  4.30% 

德國 47,224  48,550  45,833  32,670  43,830  44,284  42,661  42,645  42,943  42,676  2.63% 

土耳其 23,315  25,754  26,806  25,304  29,143  34,107  35,885  34,654  34,035  31,517  1.95% 

巴西 30,901  33,782  33,716  26,506  32,948  35,220  34,524  34,163  33,897  33,256  2.05% 

烏克蘭 40,891  42,830  37,279  29,855  33,432  35,332  32,975  32,771  27,170  22,968  1.42% 

義大利 31,624  31,553  30,590  19,848  25,750  28,735  27,252  24,093  23,714  22,018  1.36% 

台灣 20,000  20,903  19,882  15,814  19,755  20,178  20,664  22,282  23,121  21,392  1.32% 

全球 1,250,098  1,348,108  1,343,429  1,238,755  1,433,433  1,538,003  1,560,131  1,650,354  1,669,894  1,620,408  85.86% 

資料來源：worldsteel association(2016) “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台綜院統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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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國粗鋼產量為 2,139.2 萬公噸，若以製程區分，一貫作業鋼廠

生產粗鋼占我國總粗鋼生產量之 62.3%、電弧爐煉鋼廠產粗鋼占 37.7%。若

以粗鋼性質區分，碳鋼產量為 2,017 萬公噸，占我國總粗鋼生產量 94.3%；

不鏽鋼與合金鋼產量為 121.7 萬公噸，占 5.7%。 

 

 

圖片來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6)「2016 鋼鐵年鑑」。 

圖 11 台灣粗鋼生產及消費量統計(1967~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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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國粗鋼之國內自給率，如表 6 所示。日本之出口比例最高，但仍

能維持接近 100%之國內自給率。中國大陸因粗鋼產量極大，故小規模的出

口使出口比率幾乎為零，可達到 100%之國內自給率。 

 

表 6 各國粗鋼市場供需分析 

國家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日本 

粗鋼產量 

(千公噸) 
10,760 10,723 11,573 11,067 10,515 

出口比例(%) 4.8 5.1 5.2 4.8 4.6 

國內自給率(%) 99.8 99.7 99.8 99.8 99.8 

美國 

粗鋼產量 

(千公噸) 
8,640 8,870 8,688 8,817 7,885 

出口比例(%) 1.0 0.9 0.5 0.3 0.2 

國內自給率(%) 93.4 92.7 92.9 90.2 92.3 

中國

大陸 

粗鋼產量 

(千公噸) 
68,388 73,104 82,200 82,270 80,383 

出口比例(%) 0.0 0.0 0.0 0.0 0.0 

國內自給率(%) 99.9 99.9 99.9 100.0 100.0 

南韓 

粗鋼產量 

(千公噸) 
6,852 6,907 6,606 7,154 6,967 

出口比例(%) 2.5 2.9 2.0 1.2 0.7 

國內自給率(%) 94.1 96 96.4 95.8 95.9 

台灣 

粗鋼產量 

(千公噸) 
2,018 2,066 2,228 2,312 2,139 

出口比例(%) 1.8 1.7 3.1 1.9 1.0 

國內自給率(%) 83.3 83.7 86.1 84.8 84.1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6)「2016 鋼鐵年鑑」，本報告整理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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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雖出口比率達 2%，但相較於其他國家之國內自給率偏低，代表仍

有粗鋼缺口，須由國外進口。我國粗鋼之主要進口來源為日本(46.2%)、俄羅

斯(26.8%)、中國大陸(22.6%)。《2016 鋼鐵年鑑》指出我國之粗鋼之產能持

續增加，但因為扁鋼胚有長期進口合約，以及國內生產之鋼胚種類無法配合，

使部分條鋼單軋廠仍有小鋼胚進口需求，故自給率相較其他國家低，未來仍

有提升之空間。 

除鋼胚等半成品之進口需求外，我國因缺乏天然資源，高爐煉鋼所需之

鐵礦砂、煉焦煤等原料完全仰賴進口，因此與國外原料供應商簽訂長期穩定

供貨合約、或取得礦權等，為確保我國原料穩定供應之必要手段。相較之下，

電爐煉鋼所用之廢鋼原料，除購自國內(如拆船廠)，仍有 35.4%廢鋼仰賴進

口，亦為我國鋼鐵業面臨之不確定性之。 

(二)全球鋼鐵業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近年全球鋼鐵產業成長動能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印度等新興國家對基

礎建設投資之需求，帶動亞洲鋼鐵產能投資。2005 至 2015 年間粗鋼產能大

幅增加 9.9 億公噸，成長幅度高達 71.8%，全粗鋼達到每年 23.6 億公噸之規

模。觀察過去 10 年全球鋼鐵市場變化，2005 年全球鋼鐵產量為 11 億公噸，

雖 2009 年受到金融風暴影響大幅減少，但 2010 年快速反彈回升，直至 2014

年達到高峰，共計產出量為 16.7 億公噸。2015 年鋼鐵產量再次下跌至 16.2

億公噸，較 2014 年減少 2.8%。 

中國大陸仍為粗鋼主要消費國家(占全球粗鋼總消費量 43.3%)，其次為

美國(占 6.7%)及印度(5.5%)。雖全球產能大幅增加，然而受中國大陸經濟成

長速度減緩、地緣政治衝突等影響，2015 年全球鋼鐵表面消費量減少至 15

億公噸，較 2014 年減少 2.8%，使全球粗鋼產能過剩。根據「2016 鋼鐵年鑑」

統計，全球金融風暴前全球平均過剩產能 2.04 億公噸，但隨著全球粗鋼需求

成長趨緩，2008 年至 2015 年平均過剩產能擴大為 5.47 億公噸，2015 年更超

過 7 億公噸(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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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6 年鋼鐵年鑑；Global Steel Report (2016)。 

圖 12 全球粗鋼產能過剩趨勢 

 

過剩的產能反映在產能利用率上，2005 年產能利用率為 83.4%，但到了

2015 年產能利用率跌至 68.7%，為近 10 年來最低點，影響企業獲利能力。

為消化過剩產能，全球鋼鐵貿易量增加，中國大陸、日本為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德國為主要進口國家。 

由於鋼鐵產業為工業基礎，也是國防工業的重要原材料，常被視為一國

國力強弱象徵，屬國家戰略型產業，故在面臨日益嚴峻的鋼鐵市場情勢，美

國、中國大陸、日本等生產大國，紛紛提出改善策略，加以因應，說明如下： 

1.去產能措施 

受到全球鋼鐵需求疲弱影響，鋼鐵產能過剩問題加劇，嚴重侵蝕獲利能

力。故 2016 年第 81 屆 OECD 鋼鐵年會中召開「產能過剩和結構調整」高階

論壇，尋找因應全球鋼鐵產能過剩挑戰與解決方案，包括避免煉鋼產能增設

等措施。 

中國大陸為全球最大鋼鐵生產國，占全球近一半的產能，出口數量占全

球的 24%，產業動態備受矚目。中國大陸為進行鋼鐵業結構調整，提高綜合

競爭力，於 2016 年 11 月提出「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 年)」，訂

定去產能指標，規劃粗鋼產能由目前 11.3 億噸逐步遞減至 10 億噸以下，於

2020 年之前削減 1 億噸到 1.5 億噸的鋼鐵產能；產能利用率由 2015 年之

70%提升至 80%。對此，規劃 400 立方公尺以下煉鐵高爐、30 噸及以下煉鋼

轉爐、30 噸及以下電爐廠(高合金電爐廠除外)等落後生產設備全面關閉。 

根據中國發改委公佈，2016 年為供給側改革政策推行首年，截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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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底已提前完成 4,500 萬噸全年產能去化目標，去產能中嚴格來說有不

少是原長期停產而不具生產之無效產能，因此年粗鋼產量仍維持 8 億噸高檔

水準，也使市場認為供給側改革成效不彰，惟接下來 2017 年要淘汰或去化

則為現有有效產能。因此展望 2017 年，大陸十三五計畫中去產能政策將仍

持續進行，並不會因鋼價上揚而改變。 2017 年中國大陸政策目標包括壓減

產能將不少於 2016 年，並將大力推動兼併重組以整合鋼鐵企業，避免市場

削價競爭，若中國大陸去產能動作未歇，供過於求結構不斷調整改善下， 將

有利產業持續朝正向發展。 

2.新產品開發 

近年來，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分別針對海洋工程用鋼(如油輪用高耐蝕

鋼板、海洋平台用鋼、海底管線鋼等)、交通運輸用鋼(如汽車用高強度鋼、

高鐵用鋼等)、家電用鋼(如高效能電磁鋼片、鈍化或耐指紋鋼板等)進行研發，

包括提高鋼材強度，降低鋼材用量，並延長鋼材使用壽命。 

以日本為例，對海洋平台用鋼的開發時間較早，已開發出耐海水腐蝕、

大線能量焊接及低溫用等系列的高強鋼板，強度級別已達 980MPa。美國汽

車/鋼鐵聯盟在美國能源部和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的支持下，啟動第三代先進

高強度鋼的研發工作。中國大陸因汽車市場大，連帶汽車用鋼需求強勁，著

重冷軋汽車鋼板開發。 

中國大陸公布之「中國大陸製造 2025 的重點技術發展路線」中，選定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

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技術與新能源裝備、電力設備、

農業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機械等 10 大領域作為下一個產

業發展方向。然而，中國大陸因關鍵材料無法自產，必須仰賴進口，故在「鋼

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 年)」中，針對高技術船舶、海洋工程裝備、

先進軌道交通、電力、航空航天、機械等領域所需之高端鋼材進研發，目標

為每年突破 3 至 4 項關鍵產品。 

 

表 7 關鍵產品重大工程 

項目 重點開發產品 

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

船舶領域 

大線能量焊接網、高止裂性能厚板、極寒與超

低溫環境船舶用鋼、高錳耐蝕鋼、液化天然氣

船用殷瓦鋼、海洋平台樁腿結構用鋼及配套焊

材 

先進軌道交通裝備領域 
高鐵輪對用鋼、高速重載高強度鋼軌、車輛車

體用耐候耐蝕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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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開發產品 

節能與能源汽車領域 
新一代超高強汽車鋼、熱衝壓用鍍層板、超高

強簾線鋼 

電力裝備領域 

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用耐熱鋼、汽輪機和發電機

用大鍛件與大葉片用鋼、核電機組壓水堆內構

件用鋼、水電機組用大軸鍛件鋼與蝸殼用鋼 

關鍵基礎零部件領域 

先進製造業用高性能軸承鋼、齒輪鋼、彈簧鋼、

傳動軸用超高強度鋼、高強韌非調質鋼、12.9

級以上高強度緊固件用鋼等 

其他高品質特殊鋼 

高品質冷墩鋼、工具機滾珠絲槓專用鋼、複雜

刀具用易切削工具鋼、特種裝備用超高強度不

鏽鋼、節能環保裝備與化工裝備用耐蝕鋼、高

效率、低損耗及特殊用途矽鋼、高性能冷軋輥

用鋼、高溫合金、軋制複合板等 

資料來源：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 年)。 

 

3.產業策略聯盟 

加強上中下游的合作，推動研發聯盟，透過開發下游新興產業所需之特

殊規格鋼材，降低進口需求。例如美國能源部提供 600 萬美元用於資助由美

國汽車材料合作夥伴、汽車及鋼鐵合作夥伴、鋼材市場發展研究所、5 所美

國大學和包括鋼材、汽車供應商組成的創新聯盟，開發輕量化、安全和燃油

經濟性更佳的汽車用鋼。中國大陸規劃透過支持現有科技資源充分整合，實

施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創新模式，建設國家級創新平台、國家技術創新示範企

業、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鼓勵企業與學研和下游用戶共同創新，

強化創新體系建設，實現創新引領發展新局面。 

4.擴大內需市場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計畫中提出交通建設將使高速鐵路總里程達 3萬公里，

以覆蓋 80%以上大城市為目標，並推動興建與周邊國家跨境通道和一帶一路

通道建設，皆帶動未來鋼軌材料之需求。 

美國則於 2017 年重啟基石 XL 與達科他輸油管線興建計畫(總統備忘錄)，

並表明要求這 2 條輸油管線必需使用美國生產之鋼鐵。事實上，美國為保護

本國鋼鐵產業發展，於 2009 年訂定之復甦再投資法案中，導入 Buy American

條款，規範工程所用之鋼、鐵和其他製業產品均由美國製造。此外，因應美

國開採頁岩氣，故推估未來有更多輸氣管線需求，將大量帶動鋼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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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現行鋼鐵產業發展策略 

《2016 鋼鐵年鑑》針對我國鋼鐵業進行 SWOT 分析，如表 8 所示。承

上所述，我國鋼胚自給率低於其他國家，並不需要產能去化，但新產品開發、

產業聯盟及擴大內需，均可透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與五+二產業創新計畫為

我國鋼鐵業帶來機會，推升我國鋼鐵業下游成長，帶動鋼鐵業之轉型與發展。

此外，發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與五+二產業創新計畫，可消除我國鋼鐵業部

分劣勢，包括研發經費投入及技術人才培育不足、下游鋼材成品供過於求、

附加價值率下跌等。以下將提出我國鋼鐵產業與兩大政策之接軌策略方向，

如圖 13。 

表 8 我國鋼鐵業 SWOT 分析 

優勢 機會 

• 碳鋼與特殊鋼雙軌並行發展。 

• 鋼鐵產業分工細密，產業鏈完

整，且基礎與周邊建設健全。 

• 居亞太中心站區域優勢之利，降

低鋼材原料運輸成本，有利於扮

演亞太鋼材供應中心。 

• 製程精進，具生產成本優勢。 

• 國際需求增加： 

 貨幣政策寬鬆，景氣持續回升 

 國內營建業景氣尚佳 

 美國、歐盟房地產市場復甦 

• 國內需求增加：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5+2 產業創新計畫 

• 積極簽署貿易協定，有利鋼鐵出口 

劣勢 威脅 

• 煉鋼原料及半成品(鋼胚)仰賴進

口，但下游鋼材成品供過於求，

須賴出口去化。 

• 除大型鋼鐵廠商外，研發經費投

入及技術人才培育不足。 

• 國內鋼鐵業經營環境日趨嚴峻

(環境影響評估、水資源、穩定

電能、土地取得等) 

• 附加價值率下跌 

• 全球粗鋼產能過剩嚴重 

• 中國大陸鋼鐵成長動能鈍化 

• 中國大陸鋼品進口管制撤除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6)「2016 鋼鐵年鑑」，本報告增補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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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圖 13 鋼鐵業與產業創新接軌策略 

 

(一) 前瞻基礎建設 

根據金屬情報網 2017 年 4 月之「擴大基礎建設投資對鋼鐵業之效益簡

析」，指出全球約有四分之一的鋼材用於基礎建設。美國與日本近年均有大

幅基礎建設支出，帶動各國國內鋼材需求。該文章亦評估我國推動前瞻基礎

建設為鋼鐵業帶動之效益，我國基礎建設所需之鋼筋、H 型鋼、鋼板之進口

比率分別約為 1%、15%及 30%，整體而言每年仍約可增加 21.3 萬公噸之鋼

材需求，大約占我國鋼材總需求比重之 1.09%。 

此外，我國未來將大力推動離岸風機產業，並朝落實風機本土自製率目

標邁進。為此，中鋼公司提出「離岸風機國產水下基礎推動規劃」，第一階

段在地化開發項目即包含塔架及水下基礎。因水下基礎之長度、重量，長途

運輸不易，也不符合經濟效益，故水下基礎應優先朝國產化發展。此外，以

5MW 裝置容量之風機為例，約 66%之鋼材用於建造水下基礎，故水下基礎

國產化將有助於擴張我國高強度鋼板之需求。然而，我國目前缺乏可水下基

礎製造廠，包括大型戶外橋式起重機(gantry crane)、製造機具、天車、多輪

式運輸載具，均需要額外鋼鐵之投入。 

水下基礎建構完畢後，仍須有相應之重件碼頭，可供重件吊裝作業之面

板等。舉例而言，為補強碼頭面板承載力需要鋼材的投入，如敷設覆工板等。

除重件碼頭外，後續也需要建設運維碼頭，此些基礎建設均會帶動我國鋼材

之需求，為我國鋼鐵業之機會。 

(二) 國防產業 

國防產業之規劃原本為太空科技、軍用船艦及資訊安全等，其中「潛鑑

國造計畫」為產業創新重要目標。中鋼公司為配合該政策目標，已於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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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發表最新潛鑑鋼板 HSLA-805 之水下測試結果，模擬測試該新型鋼板

可承受水下 900公尺靜水壓，符合最嚴苛之潛鑑鋼板要求，包括耐低溫脆化、

耐海水腐蝕、耐高壓等性質，相較於舊式鋼板重量更輕，但強度不變。雖我

國僅預計建造 8 艘潛鑑，總用鋼量並沒有增加太多。然而，此種高強度的鋼

材，也可應用於水面艦艇、離岸風機、橋樑等，對鋼鐵業者仍有一定商機。 

承前述，為配合我國發展離岸風電產業，也需要有打造相應工作船之技

術與能力。根據台灣國際造船公司(2016)年提出之「離岸風電工作船隊籌組」

簡報指出，為達到我國風機籌建之目標，至少應有 3 組船隊。而籌設一組船

隊，至少應包含 16 種船艦，如表 9 所示，均需要特殊鋼材之投入。 

 

表 9 發展離岸風電產業施工船隊建議清單 

作業項目 船舶類型(預估需求數量/艘) 

先期探勘 水文海床勘查船(1)、海床鑽探船(1) 

整地及海床保護 挖泥船(1)、拋石船(1) 

風力機、水下基礎、變

電站運輸與安裝 

拖船(2)、警戒船(2)、具備動態定位系統之自升式平

台船(1)、全迴旋浮吊船(2)、打樁船(1)、大型駁船

(2)、交通船(3)、安錨船(2)、支援船(1) 

海纜鋪埋 鋪纜船(1)、拋石船(1) 

運轉與維護 人員運輸船(3) 、小型自升式平台船(1) 

資料來源：台灣國際造船公司(2016)「離岸風電工作船隊籌組」。 

 

(三) 智慧機械 

機械產業中，手工具製造為我國重要產業，如前述之隱形冠軍產業均為

重要案例。而中鋼公司在智慧機械之案例中，屬於技術之提供者，例如 2014

年中鋼公司成立「次世代手工具工程研究中心」，根據熱學方法，深入研究

金屬材料、尺寸、設計角度等因素，如何影響手工具之品質，包括可能之損

壞斷裂點、結晶顆粒、金屬強度等，藉此深入研究以提升我國手工具產業技

術。此外，中鋼公司也提供少量多樣之客製化特殊鋼材，奠定手工具產業之

利基。其他機械生產，也應效法相同模式，提供材料創新、技術研究、研究

人員之媒合平台，從原料製成之源頭提供客製化服務。 

此外，中鋼公司本身也是智慧生產之典範。(1)中鋼之熱軋工廠已完成全

面自動化，成為無人生產線。該生產線上安裝約 13,000 個感測器，可即時監

控生產線上狀況，再將相關數據回傳至中控室。且該自動化系統具有自我學

習之功能，並可依據感測器回饋之數據修正生產線運作模式。(2)開發智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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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統，生產線與鋼捲產品標籤 RFID 化，主要的效益在於推動自動化檢核，

可節約原本 60% ~ 80%之人工檢核時間。(3)熱軋廠生產饋線與 RFID 識別系

統均持續蒐集生產線資料，相關大數據累積一段時間後，建構冶金參數資料

庫，大幅提升中鋼公司之接單能力。若中鋼公司為我國智慧機械材料與技術

之重要提供廠商，則促進該公司累積相關冶金資料庫，將有助於我國其他產

業技術提升。 

(四) 綠能科技 

綠能科技為我國政府推動重要產業，並預期將有極大產業帶動效果。綠

能科技可分為三部分討論，第一部分是鋼鐵業於離岸風機產業之應用，將於

下一節以案例方式深入介紹。第二部分為傳統汽車鋼板及電動車用鋼板之發

展，以利未來節能載具之發展。第三部分為耐鏽蝕之雙相鋼板研發，主要用

途包括輸送管線之汰舊換新、廢棄脫硫裝置、靜電除塵器、海水淡化廠使用。 

國際上支持鋼鐵業之重要產業為汽車工業，然而我國汽車產業之用鋼量

不到 2%，遠低於煉鋼大國之比例。因應氣候變遷與暖化，全球紛紛推動綠

色載具，除發展更便捷之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外，也推廣電動車或油電混合車。

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為使汽車燃料更有效率的使用，致力

於汽車鋼鐵之輕量化研究。DOE 成立車輛技術辦公室(Vehicle Technologies 

Office, VTO)，推動短期高強度鋼與鋁的應用研究、長期則研究鎂與碳纖維

之應用，提升車用鋼鐵之性質(延展性、剛性、強度)、提高製造效率(提高產

能、產量)，並率先開發車輛使用之先進合金材料。 

全球汽車與電動車市場規模持續擴張，中鋼公司生產之汽車用鋼材已取

得多家國際車廠之標準驗證，未來汽車鋼材之需求也將持續增加，我國鋼鐵

產業應加速研發相關輕量化且可通過標準驗證之車用鋼材。 

(五) 循環經濟 

1. 強化爐碴及爐石資源化利用 

鋼鐵產出之副產物依冶煉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區分為爐石及爐碴兩大類

別，如圖 14 不同流程下的鋼鐵副產品產出類別示意圖，分別是煉鐵製程(高

爐)所產生的爐石(碴)，統稱為高爐石，煉鋼製程(轉爐)所產生的爐石(碴)，統

稱為轉爐石，主成分為氧化矽(SiO2）、氧化鋁(Al2O3）、氧化鈣(CaO)、氧

化鎂(MgO)及氧化鐵(Fe2O3）等形成之矽酸鹽與鐵酸鹽化合物；此外還有國

內其他以回收廢鋼為主要原料，經由電弧爐生產過程所產出之電爐石(碴)，

包含其前製程的氧化碴，以及後製程的還原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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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礦冶工程學會。 

圖 14 鋼鐵業主要副產品產出流程示意 

 

以爐石產品為例，氣冷高爐石與轉爐石在經過破碎篩選後，可作為瀝青

混凝土骨材及工程級配料，或替代天然砂石的開採量用作道路鋪設材料，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並提高道路使用壽命；水淬高爐石經由研磨加工後則可製成

附加價值高的爐石粉或爐石水泥；礦泥則可與電廠煤灰混拌後成為水泥業之

替代原料選項，相關資源化用途整理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鋼鐵業副產品可作為加值產品之類型與案例 

副產加值產品類型 資源化用途 

高爐石粉 用於港灣海事、地下結構物、土木水利、道路橋樑或高樓

建築等工程，可取代部分水泥為混凝土材料，並可配合工

程需求彈性調整添加比例高爐水泥 高爐石水泥 

地質改良產品 

用於軟弱土壤處理或 CLSM 管溝回填材料，並可透過各種

地質改良工法，解決基礎開挖時穩定性問題，提升緻密性，

強化抗硫酸鹽、抗鹼侵蝕作用及強化耐久性 

轉爐石 瀝青混凝土骨材、土木及填方材料、掩埋場覆土材料 

氣冷高爐石 道路摻配材料、混凝土骨材、水泥原料 

氧化碴 作為水泥原料 

氧化鋅 鋅化學製品原料、煉鋅產業原料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聯資源公司 CSR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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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生質煤替代煉焦煤 

以中鋼公司為例，為發展替代性的燃料成立中鋼生質煤公司，採用馬來

西亞檳城當地之油棕果串纖維做為原料，經過炭化後製成生質煤，取代供應

鍋爐或動力廠所需要的動力煤。此外，美國正研發相關技術，以生質燃料取

代煉焦煤，作為煉鐵時的主要碳來源，並不僅限於燃燒的動力煤。目前由密

西根科技大學(Michigan Technical University)於Jamestown設立示範工廠，每

年之生質燃料產出約10萬噸，主要的原料為甜菜園的生質廢棄物，將循環經

濟之概念導入煉鋼產業，為我國可參考之研發方向。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創新產業政策為鋼鐵業已帶來諸多機會，包括：(1)

內需擴張：有效推升我國鋼材內需量，主要來源包括離岸風機設備、船舶製

造(離岸風機團隊工作船與潛艦)、基礎建設(軌道與碼頭建設)等，直接使我國

鋼鐵業受惠。(2)技術提升：一方面以離岸風機為主，促進我國鋼鐵業者配合

風機製造組成產業聯盟，並達到國際風機之標準規格。另一方面，鋼鐵業為

其他產業技術研發之根本，建構良好產業研發平台，可以促進更多以鋼鐵材

料為基礎之產業(如手工具機製造業)更加創新突破，提升相關技術。(3)鋼鐵產

業升級：參考美國鋼鐵業之發展策略，相關部會針對特定議題成立相關辦公

室(如DOE成立先進製造業辦公室與VTO)，並透過研究計畫在短期與長期促進

鋼鐵技術提升，包括煉鋼製程之能耗降低、生質能源推動、車用輕量化鋼材

開發等。我國提出產業創新計畫，已有產業方向，但並無法促進所有中小企

業雨露均霑，仍需透產業技術聯盟的方式，協助各個產業開發核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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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鋼鐵業接軌政府產業創新之策略探討 

(一)我國離岸風電政策沿革 

我國風電發電以陸域為主，已設置 346 架風力機，累計裝置容量約

682MW。然而，我國地狹人稠且多為山地，具開發潛力之陸域風力場址將於

2020 年全數開發完畢，推估最多可設置約 450 架風力機，相當 1,200MW 裝

置容量。 

全球為獲得穩定的風能，逐漸擴大風力發電機規模，從全球第一支離岸

風機的 0.45MW 機型4，推動至目前 5~6MW 的主流機型，甚至國際大廠 MHI 

Vestas 推出 8MW 之超大型海上風機5。國際風機大廠除投資技術研發外，亦

將眼光轉往全球良好且具有潛力的風場。國際風能顧問公司 4C Offshore 根

據過去平均風速觀測資料，挑選並排序全球適合發展離岸風力之良好風場，

全球 18 處觀測地點中台灣海峽占 16 處，均集中在本島西岸之新竹、彰化、

雲林等，以及澎湖離島等區域，彰顯我國發展離岸風電之潛力6。 

為推動我國風力發電，政府最早於 2000 年公布陸域風力示範推廣計畫，

並於同年 3 月公告「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由風力發電示範系

統者提出申請，經評選為優先補助者，可獲得最高每瓩容量 1 萬 6 仟元補助

款7。目前由台電公司、台塑重工和正隆公司分別在澎湖、雲林和新竹，設置

三個風力發電系統。其中台塑重工建構之「麥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除風

力發電機與控制系統由丹麥進口外，其餘相關設備與零組件均為國內廠商自

製，風機塔架更是直接於台朔重工麥寮廠區在地生產製造。 

隨著陸域優良風場日趨飽和，為強化風能開發利用，政府於 2012 年 7

月公告「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開放業者申請離岸風力發電開

發，並設定於 2016 年完成我國首座近岸風電示範機組，2020 年完成開發淺

海(水深 5 至 20 公尺)風場 320MW，再透過大規模區域開發方式，推動深海(水

深 20 公尺以上)風場開發，藉此引導業者早期投入離岸風力開發。2013 年 1

月完成「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之廠商評選，分別由福海風力發

電股份有限公司8、海洋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9，及台電公司取得受獎勵人

資格。每個示範案例須完成2部且單機容量3MW以上之離岸風力發電系統。 

                                                      
4
 全球第一座離岸風力發電廠為丹麥之 Vindeby，於 1991 年建構，已於 2017 年屆

齡退役。 
5
 日本三菱重工與 Vestas 合資之公司。 

6
 因台灣的中央山脈與中國大陸福建省武夷山脈構成狹道地形，使台灣海峽上的東

北季風更加強勁，奠定優良風場條件。尤其彰化外海恰好位於東北季風行經之

狹道尾端，為匯集最大風能之地點。 
7
 惟補助金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設置總成本之 50%。 

8
 由永傳、世紀鋼鐵與台船公司合資組成。 

9
 由上緯、麥格理資本、丹能風力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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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賴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015 年 7 月進一步公開

36 處潛在離岸風場之場址，允許相關業者於區塊開發前之過渡時期自行投入

設置。2016 年政府進一步規劃 2025 年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需達 20%，以

達到能源自主與多元化之目標。再生能源發展項目除太陽光電外，亦將離岸

風力列入發展重點項目，規劃 2025 年前裝置容量達到 3GW 目標，2017 年

全台共有 22 件離岸風電開發申請案，向經濟部備案並提出環評審查，累計

裝置容量達 10.2GW，較 2025 年目標高出 3 倍以上，顯示國內市場對離岸風

電開發商極具吸引力。對此，政府針對已申請離岸風電開發案件，加快相關

作業程序，於 2017 年年底有 19 案通過環評審查初審程序，並希望於 2019

年前取得籌設許可，以利後續開發。此外，為鼓勵國內設置離岸風電發電機

組，經濟部核定 2017 年躉購費率分為 6.0437 元/度10，藉此提供投資誘因。 

(二)離岸風電帶動鋼鐵產業之探討 

2015 年全球風力發電市場產值約 1,106.7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 36.8%，

主要市場集中在中國大陸、美國、德國、印度和巴西。目前全球風力發電市

場以陸域風電為主，占總裝置量 94.7%，屬技術成熟之產業。相較之下，離

岸風電因成本較高，且技術較不成熟，開發風險高，在電價較高之英國、德

國、丹麥等歐洲地區為離岸風電市場與產業發展較快的地區。亞洲地區離岸

風電市場發展相對較晚，目前有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著手建置中，初期以

示範風場及技術扎根為主。 

探究風力發電產業，可區分為風力發電製造業、風力發電服務業和風力

發電發電業三個部分，其中風力發電製造業包括風力機之上游原材料(如鋼材、

樹脂)、零組件(如塔架、葉片、機艙零組件)和系統組裝，及電纜、變電站之

系統配件(Balance of System)、水下基礎建設等；風力發電服務業係指風場規

劃、營造、風力機維護作業；風力發電發電業指風場經營廠商，包括綜合電

業廠商和獨立電力供應商。因本報告聚焦於傳統產業之升級，故以下僅深入

討論風力發電製造業。 

我國發展陸域風力發電多年，以中小型風力機為主，產業鏈已發展成熟，

產品均 100%自製。除供應國內需求，並出口至中國大陸、加拿大等地，外

銷比重高達 94%。然而，瓩級的風力發電系統除了電纜埋設、基礎、塔架外，

其他設備皆由國外整機進口。事實上，我國擁有發展離岸風電所需之鋼鐵、

機械、化工材料、海事工程等產業基礎，因此國內積極發展本土風力發電產

業。 

離岸風力機採用鋼材應用十分廣泛，包括風力機機艙內容之電磁鋼板、

厚板、鑄鐵，以及風力機之塔架、連接段、海底基座，皆由鋼鐵構成，平均

                                                      
10

 固定 20 年期離岸風電躉購費率為每度電 6.0437 元，階梯式躉購費率前 10 年為

每度電 7.4034 元、後 10 年起適用費率為每度電 3.59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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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都是鋼鐵。塔架與單樁式海底基座採用厚板焊接鋼管，焊接鋼管採 YP355

級鋼材連結而成，基座用的鋼材比塔架具更高特性要求。塔架厚度約為 40mm，

且具備 0~20℃溫度的沙丕 (Charpy)特性要求。海底基座鋼材厚度為

50~120mm，由厚板母材與底層金屬焊件構成，要求具-40℃溫度的 Charpy

特性，與海洋結構物材的中等級和造船 F 等級鋼板具相同特性11。我國鋼鐵

產業已具備提供離岸風電所需要的原材料，若以 4GW 裝置容量達到為例，

預估用鋼量大約為 60 萬噸，如果可以達到 10 GW 的規模大約為 150 萬噸。 

除鋼鐵材料之供應，風機零組件之供應能力同為我國能否打造國產化離

岸風電供應鍵之關鍵因素。目前，離岸風電機組由國際大廠分食市場，如德

國西門子、法國 Adwen、丹麥 MHI Vestas(日本三菱重工與 Vestas 合資)分食，

占 2015 年全球離岸風電市場 78%的市占率。如欲成為風力機之零組件供應

鏈，必需透過嚴格的驗證程序產品設計驗證、生產品質驗證、實機測試等步

驟，才算取得登錄為型式認證(type testing)。我國風力發電零組件供應商雖具

生產中小型風力機之能力，但仍未達生產大型離岸風力機零組件的能力，目

前僅生產扣件之恒耀工業及鑄件之永冠，已是西門子合格供應商，顯示要達

到建立風機系統國產化供應鏈之目標尚待努力。 

為加速形成產業供應鏈，2016 年 9 月由國內最大鋼鐵生產廠商中鋼公司

與 15 家機電系統、零組件製造商組成「離岸風力機國產化聯盟」(簡稱

Wind-Team)，以中鋼公司為領導廠商，進行 Wind-Team 廠商、中鋼公司下游

廠商、台電包商之零組件製造能力盤點，提供欲進入台灣市場之國際系統商

之國內績優廠商清單，並進行技術對接，包括生產設備、製造技術、檢測驗

證進行生產技術等級評比，掌握技術缺口並擬定補缺口之行動方案，以籌組

研發聯盟進行技術研發、技術引進、生產授權等方式帶動整體產業供應鏈之

升級。我國企業已具備製造風機之基礎生產能力。經過盤點後，政府鎖定 16

項我國企業可發展之零組件產業，並建構潛力廠商名單，如表 11 所示： 

  

                                                      
11

 節錄「風力發電產業之鋼材需求與發展趨勢分析」(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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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風力發電機零組件潛力廠商 

零組件名稱 潛力廠商名稱 

塔架 中鋼機械、銘榮元、世紀鋼 

變壓器 士林電機、大同、亞力電機、中興電工、華城電機 

儲能系統(UPS) 台達電 

扣件 恒耀、春雨 

電纜(power cable) 大同、大亞、華新麗華 

配電盤 大同、華城電機、中興電工、士林電機 

鼻錐罩/機艙罩 先進複材 

發電機 東元電機、大同 

功率轉換系統(PCS) 台達電 

齒輪箱 台塑重工、台中精機 

輪轂/機艙底座鑄件 永冠能源、台灣正昇、源潤豐 

偏航變漿系統 東元電機 

傳動主軸 三英 

法蘭鍛件 三英、南隆 

葉片 先進複材 

控制器 台達電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除確保供給端的技術提升，現階段在政府政策驅動下開創市場需求，成

功吸引包括丹麥沃旭能源(原丹能)、加拿大北陸、新加坡玉山能源、麥格理

和德國 WPD 等國際離岸風電開發商，以及中鋼公司、上緯、台電及永傳等

4 家國內廠商提出海床探勘、海象調查申請。若以政府原先規劃於 2025 年達

到 3GW 之裝置容量規劃，預期於 2025 年前可創造 4,800 億元的投資、7,000

億產值。 

(三)鋼鐵業接軌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政策之挑戰與策略建議 

我國西岸與澎湖地區擁有良好離岸風場，在缺乏能資源的條件之下，為

相當珍貴的天然資源，有助於提高國家能源自主性與多元性。由於海上風大

且靜風期少，易於獲取風能並減低風機的疲勞應力，再加上離岸風電遠離陸

地，可避免低頻噪音及光影對居民的影響，相較於陸域風電開發爭議較小。

在能源政策支持下，相較於亞洲地區擁有較大的市場需求，有助於帶動產業

投資，並藉由推動風力機零組件國產化，提升產業升級。未來，進一步藉由

發展離岸風電經驗，制定以亞洲海上風場為主的適用規格，取得亞洲離岸風

電之領導地位。 

然而，獨特的地理位置對開發離岸風電存在不可迴避之風險，包括我國

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頻繁，每年 6 至 9 月又有颱風肆虐，可能造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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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機組損壞、海底電纜斷裂等；強烈的東北季風與颱風所吹起的浪花會造成

鹹水煙，會造成風力機結構之鏽蝕與電氣設備之異常；高溫、高濕對機艙內

部設備的冷卻溫控造成影響。除了前述自然環境問題必需克服外，發展離岸

風電尚面臨以下挑戰： 

1. 離岸風力機零組件國產化：雖然我國致力提升風力機國產業比例，但實際

上仍需考量本土產業之技術能量與落實國外合作投資，最終恐仍回歸價格、

交期、服務和品質(QCDS)等原則。 

2. 專用碼頭：發展離岸風電需要三類碼頭，分別為風機施工碼頭、水下基礎

重件碼頭及運維碼頭。由於離岸風電水面下基樁長約 50 公尺、重 700 公

噸，水面上風機塔架高 21 層樓、葉片 65 公尺長，相關零組件無論是搬運

或組裝都需要特別的碼頭及重機具。目前台中市已規劃台中港工業專業區

(5A、5B、106 碼頭)做為風機組裝、生產、運維基地之碼頭，未來風機在

港口組裝後，即可直接運至風場安裝。此外，基座專用碼頭宜搭配在地化

產業鏈，目前已規劃於高雄成立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作為離岸風力發

電水下基礎碼頭。相較之下，運維碼頭所需規格要求較低，不需大型施工

船機設備，凡鄰近風場之港口，均可考量提供離岸風場日常營運維護工作

使用。目前雖然已規劃出風機施工碼頭和水下基礎重件碼頭，但建造碼頭

所需期程與風機起吊時程是否可相互配合，有待後續持續追蹤。 

3. 施工船隊：興建離岸風機需要動用到大量且特殊的海事工程船舶，以作

業期程區分，包括先期探勘之水文海床勘查船、海床銑探船；整地及海床

保護之挖泥船、拋石船；風力機、水下基礎與變電站運輸與安裝需要拖船、

警戒船、自升式平台船、全迴旋浮吊船、打樁船、大型駁船、交通船、安

錨船、支援船；海纜鋪埋之鋪纜船、拋石船；運維之人員運輸船、小型自

升式平台船，共計 16 種船舶。然而，目前我國現有之海床鑽探船僅適用

淺層海域，無法作為離岸風電所需的海床鑽探船。再者，安裝船的部分，

目前國內所有海事工程的船隻均無法安裝 1,000 噸、1,200 噸、甚至 1,500

噸的離岸風機。為解決船隻問題，台船公司已於 2016 年 11 月邀集國內海

事工程相關產、學、研單位共同籌組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產業聯盟

(Marine-Team)，規劃組成一支具 128 艘船舶之風電施工船隊。此外，台

船並於 2017 年 8 月與兩外商合組的海龍離岸風電計畫辦公室簽署備忘錄

（MOU），加上先前已與丹麥商 CIP 合作，已掌握五個風場的海底基礎等

業務。  

4. 電力併網：離岸風場多達 36 區塊場址，要把多座風力機組所發出來電力

送回岸上，原規劃透過海上變電站匯集起來傳至彰化縣彰工與二林併接點。

然而，2017 年離岸風電開發申請案通過環評初審之累計裝置容量已達

10.07GW，加上歷年完成環評的案件，目前全台已提出申請之離岸風機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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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容量有 10.68GW，雖不保證皆可取得籌設許可，但已遠遠超過經濟部

能源局規劃遴選 3GW 競標 2.5GW。然而，台電公司提交經濟部的風力發

電開發報告，僅先規劃提供彰化 4GW 併組容量建置，後續能源局已規劃

透過遴選機制決定開發之優先時程。 

5. 專業人員：發展離岸風電人才需求跨足機械、土木、地質、電氣、風況、

海洋等不同領域，唯面臨人員短缺的問題。目前，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

設基金」（CIP）已與彰化縣政府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除投資離岸風場

外，並針對本土學生進行學徒制的培養，創造台灣本土就業機會。 

 

四、小結 

鋼鐵業屬上游產業，主要提供其他產業相關材料，而未來全球趨勢之下，

主要的鋼鐵需求來源為汽車產業、綠能科技產業及機械設備等。我國並無強

健之汽車工業鏈，未來主要之車用鋼鐵需求仍在國外，故應加速開發輕量化

車用鋼材。 

而我國政府為奠定未來經濟發展基礎、產業升級等目的，故推出前瞻基

礎建設及五+二產業政策，鋼鐵業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鋼鐵業因具有上游

產業之特性，故與國防產業、智慧機械、綠能科技均有關聯，而其中最有潛

力之產業為離岸風機產業。我國目前積極布建重件碼頭、整合產業鏈、建構

產官學研平台，並提供金融融資等策略，均為打造我國成為亞太地區風力發

電相關產業之領先國家地位，相關廠商也可藉此機會與國外廠商合作，提升

相關技術，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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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化業與政府產業創新接軌方向之研析 

石化業屬於上游基礎型工業，且下游產品應用領域遍布食、衣、住、行、

育、樂，具有高度產業關聯效果之經濟特點，扮演經濟成長火車頭角色。 

然而，近年我國石化業於國內外環境均面臨相關潛在之威脅與危機。國

內方面，我國整體產業面臨五缺窘境，加上石化業生產過程對環境、國民健

康等造成衝擊，因而使民眾對石化業觀感不佳；國外方面，我國石化業面臨

市場競爭(後進國家加入市場、美國頁岩氣革命)、外銷市場萎縮(中國大陸石

化產品自給率提升)，及多元進料發展等壓力，石化業加速轉型已勢在必行。 

故本章將優先分析我國石化業現況與瓶頸，並針對政府推動之產業創新

政策，提出石化業之發展方向及接軌策略建議。 

一、全球石化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一)全球石化市場發展趨勢 

全球石化市場之變動，就需求面而言，由於全球人口持續增加、開發中

國家走向城市化及中產階級人口增加，即便近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速度放緩，

推估未來石化產品的需求仍將持續上升，並以中國大陸、印度為主要消費驅

動引擎；就供給面而言，大多以乙烯(Ethylene)產能作為產業規模指標，近年

乙烯新設產能多數集中於美國(以頁岩氣為進料)、中國大陸(煤化工)、印度、

泰國等地區。 

1. 北美市場 

在北美市場部分，頁岩氣開採技術突破，促使北美大規模建設以天然氣

凝析液(Natural Gas Liquid, NGL)為進料之乙烷裂解廠，近期美國於川普政府

執政下，大力推動傳統化石能源(煤炭、天然氣及石油)之開採與相關基礎設

施之建設，促使北美市場供應再度進入新的成長時期。根據日本經產省(2017)

公布之統計資料指出，2015 年北美乙烯產能規模達 3,388 萬噸，預測至 2021

年將成長至 4,531 萬噸，其中美國新增產能即占了 1,126 萬噸，絕大部分係

屬以 NGL 為進料之乙烷裂解廠項目。由於乙烷裂解產製比率係以 C2、C3

系產品為主，一般預期大宗石化品價格在北美乙烷裂解廠相繼投產後，挾帶

技術及成本優勢使國際聚乙烯(PE)等產品價格下跌。 

2. 亞太市場 

亞太市場部分，雖然近年來中國需求成長速率放緩，但仍然為世界石化

品市場最重要的需求市場，以乙烯衍生物至 2021 年 PE 產品仍有大量需求缺

口，2015 年進口量達到 987 萬噸規模，加上開工率僅達 77.24%，在需求成

長仍大的情況下，預期未來 PE 系列產品，中國大陸仍大量倚賴進口以滿足

其國內市場需求，2020 年以前每年仍將有每年約 900 萬噸規模之進口需求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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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期隨著印度、印尼、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快速崛起，印度

及東協國家需求成長爲亞太石化品市場注入新的成長動能。 

(二)近期國際石化產業發展重要議題 

1. 進料結構輕質化及多元化 

乙烯為石化基本原料中用途最為廣泛的產業規模代表性指標之一，國內

石化基本原料主要以輕油為進料生產出 C2、C3、C4 產品及芳香烴(BTX)系

列產品，形成石化工業之上游系列產品，再往中下游加工業發展；而天然氣

則可經過提煉產生甲烷，形成石化工業之上游系列產品，再往中下游加工業

發展。 

因分子結構不同，使各種進料發展出具差異性的石化產品鏈，舉例而言，

1 單位傳統輕油可裂解出約 34%乙烯及 19%丙烯等上游原料，同時生產

C2~C6 及 BTX 產品，包含完整之石化衍生物；而同樣 1 單位之乙烷則可裂

解出約 80%乙烯、2%丙烯，其他 C4~C6 產品產量比重明顯下降；丙烷脫氫

(Propane Dehydrogenation, PDH)可裂解出約 82%丙烷等。由此可知，進料選

擇為配置中下游產品鏈的關鍵因素。 

目前國際上新設石化廠，產製乙烯的原料均已採多元進料方法，產製乙

烯之原料主要為輕油(Naphtha)、乙烷(Ethane)、液化石油氣(LPG)、煤/甲醇

(Coal/Methanol)等。根據推估，2014 年全球乙烯 8 成係以輕油(44%)及乙烷

(37%)裂解而成，至 2024 年輕油(41%)比重略微減少，乙烷(38%)、煤(4%)及

甲醇(2%)則持續上升，如圖 15 及圖 16 所示。近年美國頁岩氣開採技術取得

突破後，使得市場上頁岩氣產量迅速增加，順勢帶動全球乙烷市場供應量。 

 

資料來源：PLATTS(2015.05) 

圖 15 2014 全球乙烯進料結構 

 

資料來源：PLATTS(2015.05) 

圖 16 2024 全球乙烯進料結構 

 

由於以乙烷裂解乙烯之成本較輕油裂解乙烯更便宜，因此預期未來乙烷

作為乙烯原料的比重將有顯著提升。此外，中國大陸擁有充沛煤炭資源，近

年積極建設煤化工設備並進行投產。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期間亦規劃興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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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重點產煤區，如蒙古、陝西及新疆等地區。雖然煤化工可向下發展多項石

化衍生物產品，惟發展過程中涉及能源消耗及環保議題等問題，因此預期未

來市場上以煤化工開發的乙烯原料之比重將受到限制，根據 PLATTS 預估，

以煤製乙烯將由2014年的0.37%增加至2024年的4.04%，增加幅度約3.67%。

全球各地區的新設乙烯產能統計，如圖 17 所示。 

 

 

資料來源：IHS(2016) 

圖 17 2015~2020 各地區新設乙烯產能及使用進料推估 

 

比較不同進料之生產成本與競爭力，由於2014年中，國際油價倏然崩盤，

且在短期內油市供過於求的態勢無法扭轉的情況下，各項進料成本皆大幅下

滑，並大幅拉近乙烯的生產成本，如圖 18 所示。2014 年在油價均價仍維持

在每桶 93 美元(WTI)水準下，各地區的乙烯累計生產成本曲線(紅線)中東及

北美地區約每噸 400美元；西歐地區及東北亞則超過每噸約 1,000美元水準，

成本價差極大。然而 2015 年油價崩跌至平均每桶 48 美元，乙烯累積生產成

本曲線則轉為更平坦，東北亞地區(以輕油為進料為主)乙烯生產成本則降至

約每噸 600 美元，中東及北美地區成本則約每噸 200 美元至 400 美元，不同

進料之成本價差大幅拉近，也讓東北亞地區(包含台灣)以輕油為進料之裂解

廠又開始變得具有相當競爭能力，且相較於北美乙烷裂解、中國大陸煤化工

(CTO、MTO)可產製的產品亦更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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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NAM 代表北美地區；MDE 為中東地區；WEP 為西歐地區；NEA 為東北亞。 

資料來源：IHS(2016) 

圖 18 主要地區乙烯累計產能及生產成本預測 

 

2. 碳排放及環境治理議題更加重視 

觀察近年來亞洲石化工業會議(Asia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onference, 

APIC)所關注的主要議題，除了針對以往原料與大宗石化品市場的供需情勢

與影響因素進行討論，化工業的發展因受到能源、環境涵容能力及水電等資

源條件的影響甚深，故近期在 APIC 議題討論中亦開始納入環境治理、氣候

變遷解決方案、綠色化學品及清潔生產等重要課題。 

以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為例，隨著巴黎協議簽署，各國紛紛提出國家

自主貢獻(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作為中長期的國家溫室氣

體減量指導方針。對於被歸類屬高耗能、高碳排放的石化業，未來煉製產業

的發展勢必需取得新的平衡。 

3. 新材料領域蓬勃發展 

我國大宗石化產品極具國際競爭力，然而近年因新興國家競爭、頁岩氣

革命、煤化工發展，已經大量壓縮我國獲利空間。因此，近年石化業開始著

重特用化學品或大宗石化產品改質，針對下游不同產業的需求，研發功能性

材料。 

石化業的產品應用領域廣泛，並為各項產業所必須之材料供應產業之一，

擅於透過需求應用領域提出各種解決方案。例如因應溫室氣體減量趨勢，具

隔熱性的房屋建材；能源結構調整趨勢下，發展風機葉片所需的碳纖維、塗

料；新一代的汽車，也將強調高強度輕質化材料的使用，以降低油耗量等。 

以碳纖維發展為例，國際碳纖維市場中，不論技術及生產力皆以日本位

居領先地位，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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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永虹先進材料；2.本報告整理。 

圖 19 2015 年全球碳纖維產業產能 

 

而碳纖維的發展中，又以車用碳纖維為主要發展趨勢。汽車產業因受到

輕量化需求影響，為達到與既有材料相同強度但更輕巧的要求，複合材料對

於汽車產業應用更加重要。複合材料因結合兩種以上材料，可具備輕量化、

耐久、抗腐蝕等需要之優異性能，或是藉複合方式賦予材料多功能性，讓應

用更為廣泛，碳纖維補強塑膠(CFRP,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Plastic)

逐漸應用於汽車領域。 

日本政府於 2014 年設定汽車輕量化應用的高性能材料開發目標，預計在

2020 年達到減輕汽車重量 50%，並從 2013 年開始實行創新結構材料計畫，

經產省(METI)與科技創新單位(SIP)分別投入結構材料在運輸、工業應用以及

航空、發電應用。其中，產經省此項計畫時程長達 9 年，2016 年規模為 36.5

億日圓，朝向使用新材料取代汽車結構零件方向發展，同步開發金屬材料與

碳纖維複合材料，製造多重材料組成的汽車部件，如圖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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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IP。 

圖 20 日本創新結構性材料開發計畫 

 

日本前三大碳纖維供應商分別為東麗集團(Toray)、東邦(Toho)、三菱

(Mitsubishi)，其中東麗生產規模占全球的 33%，為全球最大的碳纖維供應商，

此外該公司也掌握最高強度以及最高模量碳纖維生產技術。東麗產品早期以

小絲束的碳纖維產品為主，但 2013 年併購以生產大絲束的美商 Zeltek 後，產

品線趨於完整，目前產品規格已成為同業產品之標準。該公司也於 2014 年與

波音公司簽訂供應協定，在未來的十年內將獨家供應波音新型 777X 客機

「TORAYCA Prepreg」碳纖維複合材料，訂單總值高達 86 億美元。該公司也

積極擴大碳纖維產能，除擴大位於韓國以及美國分公司產能外，2015 年宣布

墨西哥廠的產線擴大，意味著該公司除了以往以高價的航太碳纖維供應外，

現階段更積極的開拓使用大絲束碳纖維為主的汽車市場。在汽車市場部分，

東麗主要之策略為鞏固高價超跑市場後，再以此為基礎進入一般汽車市場。 

日本三菱則於 2015 年宣佈合併旗下的子公司聚丙烯晴(PAN)及瀝青類之

碳纖維業務，以因應未來日漸成長的汽車市場以及熱固化 CFRP 的市場。該

公司認為未來汽車業之需求主要在歐洲的汽車廠商，其原因在於日益嚴格的

排放規定。目前該公司已成為德國寶馬純電動汽車「i3」主要的碳纖維供應

廠商，同時該公司也積極投入熱塑性 CFRP 之研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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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石化業發展現況 

(一)石化產業鏈概況 

廣義的石化業係以石油或天然氣為最初原料，經過多次加工，最後產出

工業或民生等用途所需原材料及製品之各加工廠，皆屬廣義石化範疇。其中

若以石油為原料者尚包含煉油工業，生產能源產品及部分的輕油等，再以輕

油為原料進行輕油裂解製程生產乙烯、丙烯等石化基本原料；若以天然氣為

原料者則可直接進行裂解、重組製程。依現行經濟部之定義，狹義石化業係

指化學材料製造業，生產流程係由產製乙烯等基本上游原料，到中游的合成

樹脂及塑膠、合成橡膠、基本化學材料、肥料及人造纖維等中間原料行業別。 

石化屬於材料產業，最終產品應用領域遍布傳統產業及新興產業，應用

相當深遠，例如電器外殼等塑膠製品、輪胎等橡膠製品、人造纖維等紡織製

品、液體洗劑、醫藥及肥料等；應用於高科技產品上如 3C 產品之關鍵橡塑

膠零組件、汽車塑膠零組件、醫藥中間體及半導體工業所需之光阻劑等。將

石化業自上游原油煉製、中游原料合成、產品加工到終端應用產業之上下游

關聯圖繪製如圖 21 所示。 

 

 

資料來源：1.經濟部統計處；2.本報告繪製。 

圖 21 我國石化產業範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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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2016 年石化業產值約 1.57 兆元(如圖 22 所示)，

占製造業產值比重約 12.7%，若加計上下游關聯產業產值則達到 2.87 兆元，

占製造業 23.3%。由於石化業產值受油價波動影響甚深，過去在 2011~2014

年因油價維持高檔而推升石化上下游產業鏈規模突破 4 兆規模，2015 下半年

開始則因油價崩跌，使進料成本大幅降低，煉製業產值大幅下降，但整體而

言，石化業為國內少數產值突破兆元的傳統產業之一，對國內經濟貢獻扮演

相當重要角色。 

 

 

資料來源：1.經濟部統計處；2.本報告繪製。 

圖 22 我國石化業歷年產值變化 

 

(二)國內石化業特性與生產定位 

1. 產業關聯效果強 

石化產業對於上下游的帶動效果相對較強，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1 年公

布產業關聯程度表中，向前關聯(感應度)達 4.99，向後關聯(感應度)達 1.66，

均為 52 部門中最顯著之產業，顯示石化工業之向前及向後關聯效果頗高，

帶動上游及中下游產業成長，如表 12 所示。 

  

28,730 
30,058 

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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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石化產業關聯情形 

名次 
關聯係數 

向前(與產業下游感應度) 向後(與產業上游的影響度) 

1 化學材料(4.99) 化學材料製造(1.66) 

2 礦產(4.17) 鋼鐵(1.59) 

3 石油及煤製品(3.30) 其他金屬(1.53) 

4 批發及零售業(3.11) 塑膠製品(1.46) 

5 鋼鐵(3.08) 化學製品(1.43) 

6 其他金屬(2.15) 紡織品(1.37)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行政院主計處。 

 

2. 以大宗石化品生產及出口為主力 

乙烯為石化產業鏈最上游之原料，並衍生包含合成纖維、合成橡膠、合

成塑料(聚乙烯及聚氯乙烯)、合成乙醇(酒精)的基本化工原料。乙烯供需可視

為石化產業景氣衰退的重要指標，因此國際將乙烯產能視為衡量一個國家石

化產業發展強弱的代表性指標。2016 年乙烯世界排名(如圖 23 所示)，世界

乙烯產能排名前五名依序為美國、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南韓及日本，

而台灣目前乙烯年產能為 400.5 萬噸，排名世界第 11 名，2015 年年底中油

五輕關廠後，減少 50 萬噸的乙烯產能，使台灣世界排名跌出前 10 名，落後

於泰國 451.1 萬噸的乙烯產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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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的石油化學工業年報(2016)；2.本報告整理繪製。 

圖 23 2016 年乙烯世界排名 

 

在生產部分，五大泛用塑膠是各種塑膠産品中用途最爲廣泛，産量最大

的種類，其中以聚氯乙烯(PVC)為全球使用量最大、最傳統的塑膠原料，亦

為國內使用最大宗之塑膠原料。從表 13 知悉我國五大泛用塑膠國內供應實

為充足，主要以出口外銷為主。泛用塑膠中自給率最高為聚苯乙烯(PS)，2016

年產能有 119 萬噸，需求僅 5.5 萬噸，使自給率高達 2,175%。第二為 ABS

樹脂，2016 年自給率達 1,059%，生產產能 201 萬噸則為泛用塑膠中最大規

模，國內需求僅 19 萬噸。 

我國泛用塑膠產品出口比率高，2016 年聚苯乙烯(PS)出口率高達 94%，

為五項產品之最，出口量為 73 萬噸，其次為 ABS 樹脂，2016 年出口率 86%，

出口量達 112 萬噸，再者聚氯乙烯(PVC)2016 年出口率為 71%，高達 115 萬

噸，而聚乙烯(PE)、聚丙烯(PP)相對其他泛用塑膠產品，國內需求較大，於

60 萬噸至 80 萬噸間，近年出口率約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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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4-2016 年我國泛用塑膠發展概況 

單位：千噸 

  2014 2015 2016 

PE 

產能 1,450 1,450 1,545 

需求 750 751 791 

自給率(%) 193.4 193.1 195.4 

出口率(%) 42.6 67.4 64.7 

PP 

產能 1,310 1,310 1,344 

需求 570 638 622 

自給率(%) 229.8 205.5 216.1 

出口率(%) 63.3 61.8 65.1 

PS 

產能 1,196 1,196 1,196 

需求 59 36 55 

自給率(%) 2,029.2 3,276.9 2,174.5 

出口率(%) 93.4 95.9 94.0 

PVC 

產能 1,735 1,735 1,785 

需求 566 520 518 

自給率(%) 306.4 333.4 344.3 

出口率(%) 64.4 69.3 70.3 

ABS 

產能 2010 2010 2010 

需求 168 177 190 

自給率(%) 1196.6 1132.7 1059.4 

出口率(%) 87.1 86.5 86.0 

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的石油化學工業年報(2016)；2.本報告整理。 

 

近年來大宗石化品雖因我國以輕油為進料，受惠於低油價因素，拉近與

頁岩氣、煤化工等進料成本，近兩年來在低油價時期生產利潤顯著提升，稍

稍彌補無法完成 ECFA 貨品貿易談判，降低大陸市場關稅之缺憾。但以中長

期而言，在後進國家及北美新設產能相繼投產後仍將面臨更嚴峻的競爭情勢，

生產定位轉型至高附加價值的機能性特用化學品材料、精密化學品等新材料，

並與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進行鏈結，仍為產業競爭力能否維持下去的關

鍵。 

3. 附加價值率相對較低 

石化業由於屬於能源密集型的基礎工業，負責生產供應上游原料的代表

性產業之一，工廠運作高度自動化運轉，屬資本密集產業。大宗石化品雖然

可創造巨大產值，但與特用化學品、精密化學品及新材料相比，獲利空間有

限，若未能切入高附加價值材料的研發，對於人力需求應用也相對較低。 

附加價值的結構主要由人事費用、稅前營業利潤、折舊費用三者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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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相較於民生工業與製品工業的人力需求相對較低，高科技產業則因人

力需求及設備更新頻率較高，可創造的附加價值亦高。 

在當前國內強調產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結構轉型的趨勢下，無論狹義或廣

義之石化業，附加價值率均較製造業整體平均為低，整理自 1981 年起狹義

的石化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廣義的石化業附加價值率變化趨勢圖如圖 24

所示。 

近 20 年來石化業主要附加價值率的變化，自 2000 年至 2012 年期間石化

業相關產業由於六輕一到四期相繼投產，建立全球單一生產基地規模最大的

煉化一體工業區，以大宗石化品作為生產出口主力，使整體石化業附加價值

率有較顯著的下降，自 2000 年附加價值率 27%一路下探至 2012 年 11.1%，

2012 年起石化高值化政策推動後，確立國內政策中長期的發展方向後，隨著

研發投入提升、相關專案輔導計畫與投資障礙排除的措施執行得宜，再加上

油價滑落，推升煉製及石化基本原料的獲利空間，而使附加價值率有較顯著

的提升，2015 年石化業(含上中下游)附加價值率回升至 18.9%。 

 

 

註：附加價值率採名目計算。 

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本報告繪製。 

圖 24 歷年國內石化業附加價值率變化趨勢 

 

整體而言，以產值觀點切入，2016 年廣義之石化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1.9

兆，包含化學材料業為 1.8 兆元、塑膠製品業為 2,542 億元、橡膠製品業為

910 億元，細部產值結構如圖 25 所示，生產定位以石油化工原料、合成樹脂

及塑膠原料為骨幹，具有產值貢獻大、產業關聯效果帶動強的特性但附加價

值率較低的產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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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經濟部統計處；2.本報告整理。 

 

圖 25 2016 年我國石化業產值結構 

 

三、我國石化業接軌政府產業創新之策略探討 

我國石化產業面臨國際競爭，必須加速產業升級與轉型。此外，近年來

由於國內環保意識提升，石化產業發展所需之資源耗用特性相繼面臨工安、

環保、土地取得及民眾抗爭等問題。國內石化業無論是轉型或擴建的投資阻

力越形增加，加深政府推動傳統產業，進行產業創新發展之困難度。故政府

2017 年在石化高值化政策方向下擬定「石化產業發展綱領」，期能為配合國

家安全、效率、節能、減碳、永續循環及科技發展，朝向「綠色環保」與「高

附加價值」目標邁進，推行減少碳排放的「綠色製程」(Green production)，

或是回收再利用的「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維持國內石化產業合理

之經濟成長。 

經濟部也成立石化高值化推動辦公室，目標是推行石化業轉型升級與產

品差異化發展，希望引導石化產業走出過去偏重設備的高投資策略，轉向投

入在技術分級、研發創新等方面，以做出真正的差異化。例如投入科專計畫

資源，針對聚酯、橡膠、彈性體(TPE)及塑膠薄膜之材料及加工開發策略，

協助高價值關鍵原料建立生產技術，以期加速高值化原料之國產能力。 

石化產業高值化藉由發展附加價值率高於 30%之產品，或在不增加原有

環境負擔下，藉由產業升級，轉換為低污染高附加價值行業，提供新興、重

點產業發展之關鍵原材料。其高值化的目標乃將提升整體石化產業附加價值

率大於 20%，並於 2020 年輔導石化產業的整體研發投資高於整體營業額的

2%，以確實推動業者導入高端研究發展，協助產業提高全體獲利能力，維持

我國石化產業競爭力。 

石化產業高值化之推動以政府所規劃之研發五步驟為主軸：從輔導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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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以建立高階研發能力；籌組關鍵材料研發聯盟以確認關鍵缺口材料

之發展；協助試量產研發讓廠商順利進入量產目標；組成產品應用研發聯盟，

拓展材料應用的下游出海口；協助投資障礙排除，促成石化業者設廠投資。 

政府更號召國內上中下游業者、工研院材化所、塑膠工業技術中心等產

官學專家籌組新高值材料研發聯盟，發展高值化產品，創造更大利基；同時

亦成立「化學產品化推動辦公室」、「A+粹煉計畫」、「新材料辦公室」等政策

措施，鼓勵業者投入創新研發，透過上中下游業者量能的整合，產業鍵分工

運作模式與國際大廠競爭。 

本章節藉由回顧現行石化高值化政策內容及其推動成果，並盤點當前石

化業現況，以及結合政府產業創新發展方向下的可行結合模式，進一步研提

在五+二產業創新發展政策下石化業未來可能之發展策略。 

(一)我國石化政策內容與推動成果 

1.新材料研發政策與成果 

政府強調石油應用研發應強調新材料開發為主，石化高值化政策以「值

在內，量在外」為主要發展措施，並定義產品附加價值率高於 30%者為高值

化石化品。然而，高值化石化品之研發與投入不確定性高、需求規模小，無

法支撐現行國內的產業規模完全轉型僅生產高值化產品。因此，目前國內產

業之經營策略為維持既有大宗石化產品之生產規模，並循序推動產品高值化，

並發展綠色創新材料。 

我國政府為消除投資高值化產品研究之不確定性、鼓勵石化業者增加研

發資金，故建立完整五步驟輔導機制，如圖 26 所示。從設立研發中心、籌

組關鍵材料研發聯盟、協助完成試量產、籌組產品應用聯盟、到量產與協助

排除投資障礙，提供系列的完整輔導措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石化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圖 26 石化高值化政策研發五步驟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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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石化高值化政策推動至今，新材料研發成果部分已有初步完

整呈現亮點成果，包含「長纖複材加工」、「熱塑性複材模壓」、「複材用樹脂

接枝」、「機能性複合膜」、「創新智能顯色」、「醫療包裝機能性調控」及「機

聯網與 3D 列印彈性線材」等國內自主關鍵新材料於汽機車、食品包材、醫

材、電子、鞋材及綠建材等多功能複材研發的亮點成果。 

上游端，由工業技術研究院透過「高值化學材料推動平台」、「關鍵化學

材料缺口鏈結推動」等計畫推動化學材料高值化；中、下游應用與市場端，

由塑膠中心透過「塑橡膠及複材產業創新應用」、「高分子積層列印材料開發

與應用推廣」、「推動安心塑膠產品維新」等計畫強化高值化學材料的創新及

民生產品應用，推動新材料的研發、試量、合成與開發到最終產品端的結合。 

2.推動案例 

未來不論電動車發展、風力發電機扇葉等新趨勢，我國也加緊腳步推動

碳纖維的技術突破、新材料之研發。 

台灣碳纖維產業在結構上相當完整，如圖 27 所示，位於上游的台塑企

業具有完整的垂直整合生產優勢，不僅具有碳纖維製備技術且也掌握 PAN

原絲技術，其所屬之碳纖維業務居全球第四大產出。自 1986 年設立以來，

經不斷的進行去瓶頸以及製程改良，我國產品品質逐漸與碳纖大廠趨於同一

水準。至 2012 年產量已可達 8,750 噸，但台塑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仍以普通碳

纖維為主，近來受到使用端需求的影響，也逐漸開發相關大絲數的產品。 

在中游以預浸料以及編織材相關產業為主，其中，長興、南亞、巨翰、

上緯等廠商主要出產各種預浸料，不僅生產用於民生工業的預浸料產品，同

時也生產特殊規格產品，如航太以及能源用途。另外碳纖編織工業則將碳纖

維絲編織成各種規格的布，主要的廠商為福懋，台灣電緣、協技、勝鵬等廠

商。 

而下游端的相關廠家為數眾多，包含建築(巨翰)、航太(漢翔、拓凱)、3C

產品(塑茂)、自行車(偉而達)等，各種碳纖維相關產品均有相對應的廠家，依

靠上、中及下游的連結，讓台灣的碳纖維產業鍊強健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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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逢甲大學碳纖維產業研究中心。 

圖 27 我國碳纖維產業鏈及廠商 

 

未來汽車工業將朝往電動車發展，因此需要較傳統汽車更加輕質的車殼

材料。此外，傳統的汽車，也可以採用高強度、低重量的材質做為車殼，以

降低油耗量。因此，車用的碳纖維發展，已成為重要國際趨勢。而汽車零件

可使用新材料的零件，如圖 28 所示。 

 

 

資料來源: JCIA(2016) 

圖 28 車輛科技運用碳纖維部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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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也已投入車用纖維等高值化產品之研發，台塑與裕隆集團旗下

的華創車電已有結盟，雙方將發展碳纖維材質電動車，可讓汽車減少三分之

一重量，走向節能減碳、輕量化。台塑投資逾 70 億元打造碳纖維廠，初期

與裕隆集團合作組成「碳纖維電動車聯盟」(如表 14)，生產年近 2 萬公噸碳

纖維絲打造全球第四大生產線，目標爭取全球汽車碳纖維高達兆元的市場商

機。聯盟廠商包括福懋、上緯、明安國際、和成欣業等 20 家跨產業企業。

台塑已投資 40 億元進行兩廠擴建，產能將增加至 8,750 公噸，成為世界第四

大碳纖維絲生產廠商，以生產難度較高的小絲束碳纖為主。 

 

表 14 我國碳纖維電動車研發聯盟概況 

公司 發展重點 

台塑 碳纖維絲 

華創車電 設計分析、提供規格 

福懋 碳纖織物 

上緯 樹脂 

和成欣業 製造、生產 

公司 發展重點 

明安國際 預浸料 

車輛中心 成品測試 

交通大學 複材撞擊參數分析 

中科院 研發整合 

資料來源:碳纖維電動車研發聯盟。 

 

2.循環經濟推動政策與成效 

(1)政策概念 

由於循環經濟的實踐模式仍在演化，可由工業生產或商業化模式去衍生

或相互結合，循環經濟的形成有賴產業部門、政府部門、資源設備工廠、消

費者、學研機構的相互合作，將工業區、產品設計成使用後可以再回收利用，

而形成循環性的經濟系統(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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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圖 29 循環經濟之建構流程 

 

石化產業在循環經濟體系中為不可缺少角色，最早 3R 理念亦為從石化

業開始。美國杜邦公司透過放棄或減少使用化學物質使用率，改善工廠內部

間原料循環，達到少排放甚至於零排放環境保護目標。未來石化園區將採取

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減少化學物資的使用率，減少廢水、廢氣及廢棄物的排

放，工業園區改善對周邊居民友善條件，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及敦親睦鄰目

標。 

循環經濟理念落實到工業區的層面，經濟部工業局已推動包含臨海工業

區、林園工業區、六輕工業區等石化業主要所在工業區之能資源整合，並已

具有相當成效。未來將持續推動自廠及鄰近區域之能、資源之整合及廢棄物

循環利用與高值化，落實循環經濟理念，降低委外廢棄物處置的方式。而主

要的推動政策，包括建立各項資源之循環再利用交易機制平台，以強化能資

源整合、建立大區域的碳排交易平台、移動源抵換機制、企業空污總量交換

機制平台，確保石化產業在各項總量管制政策下，仍得精進持續朝高值化轉

型投資。 

(2)政策推動成果 

台灣早期工業區建立時，尚未形成循環經濟發展概念，使工業區僅追求

具經濟規模之「產業專區」型態，而未能預先規劃能源與資源充分整合之管

道。且工業區內，因而缺乏可作為廢棄物或能資源互補的產業，近十多年來

國內陸續透過專案計畫的執行，逐一診斷與盤點主要工業區各項能源及尚未

充分利用的資源進行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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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臨海工業區能資源整合模式 

臨海工業區為大型的綜合性工業區，產業包含鋼鐵、電力、石化、造船

等工業，以中鋼公司為核心形成能資源供應網，進而推動廢酸與礦泥資源化

鏈結、廢油資源化鏈結、煤灰、爐渣、集塵灰資源化鏈結及蒸汽等 5 項鏈結，

計有 14 家廠商與 11 種能源整合。透過廢熱回收與能源整合，使鄰近工廠可

降低蒸汽成本，並關閉小型燃油鍋爐，消除燃油鍋爐的空污排放，提高工業

區的整體能源效率，創造多元綜效，其能資源整合模式如圖 30 所示。 

 

 

資料來源：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16)。 

圖 30 臨海工業區能資源整合模式 

 

B.六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作法 

台塑企業麥寮園區長期致力推動節能減排、能資源整合、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等。初期受限於工廠原始設計、既有技術水準及製程操作特性等，僅從

台塑企業工廠內自行推動，而後進行同公司的跨廠整合，目前已進一步作到

跨公司整合，使整體能資源效率進一步提升。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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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31 台塑企業麥寮園區能資源整合循環再利用 

 

台塑擴大能資源再利用之目的，除原本即為環境影響評估之附加條件之

外，更重要的因素為提高水循環比率、能源整合等改善方案，為有效降低生

產成本的重要策略。以節水措施為例(如圖 32 所示)，自 2008 年起推動雨水

貯存計畫做為各廠冷卻水塔補充用水，使單位用水量由 2007 年之 2.5 噸，降

低至 2015 年的 1.8 噸，減少幅度達 28%。其他如能源減量 15%及廢氣減量 

93.9%，大幅提高原物料、水資源、能源使用效率，且持續降低廢水、廢氣

及廢棄物的排放量，減緩對台灣環境的衝擊。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32 台塑企業麥寮園區水資源整合循環再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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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長春集團回收 CO2為石化原料 

石化業除開發功能性材料作為循環經濟解決方案外，回收擴大利用以往未

充分利用之尾氣，並透過純化方式做為石化品原料，亦為未來石化企業可與

循環經濟結合之創新方式之一。 

以長春集團為例，長春石化與清華大學共同提出「以再生原料為基礎之新

世代綠色化工技術」。該計畫透過將CO2排放及農業廢棄物轉換為再生原料，

降低產品碳足跡，並減少低成本頁岩氣對台灣化工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兼具

「綠能環保」與「石化產品高值化」內涵。可提升台灣在綠色經濟產業的國

際競爭力，並開發新生質燃料(如生質航空燃油)，建立從上中下游的綠色技

術。 

此外長春石化麥寮廠，自 2012 年起配合工業局溫室氣體抵換專案新方法

學之輔導計畫，斥資130億元興建以製程尾氣CO2及CO為原料的醋酸工廠，

其中 30 億元設立廠區將其他工廠排放出的 CO2收集起來轉化為 CO 工廠，

再將 CO 與甲醇混合生產醋酸，年產量為 60 萬噸並目前已成功商轉，為國

內第一個透過化學製程回收 CO2，並進而做成化學品之成功案例，其回收再

利用流程圖繪製如圖 33 所示。 

 

資料來源：1.長春集團；2.本報告繪製。 

圖 33 長春集團在麥寮園區 CO2回收再利用 

 

石化廠尾氣再利用為切入循環經濟的發展關鍵議題，業者如何將過去廢

棄或低度使用資源再利用，如過去 C5、C9 的利用，因為經濟可行性提升而

逐漸形成通用性的利用模式。其他如長碳鏈之副產物，目前是以添加於汽油

大連化工 

VA2 製程 

大連化工 

VA3 製程 

 

大連化工 

AAL3 製程 

 

大連化工 

CO2純化設備 

 

長春石化 

AA 製程 CO 區 

南亞公司 

乙二醇製程 

大連化工 

LCO2裝載設備 

 

長春人造 

PHBA 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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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併燃燒，但 C5、C9 卻是許多高附加價值材料的關鍵原料。其次，過去

製程尾氣內仍含有可運用之資源，例如氫氣及烯烴將純化後可再作為其他產

品進料或能源使用，若能透過數據監測建置區段性的資料，在技術可行的情

況下透過適當的政策工具引導，應可擴大石化廠內的循環再利用。 

石化園區內企業若可以採取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將可減少化學原料的使

用率，減少廢水、廢氣及廢棄物的排放，並達到節水、節能的效果。 

D.環拓科技資源廢輪胎再利用技術應用 

廢輪胎屬於各國共通性面對的問題，目前主要處理方式僅能以最

低階燃燒、掩埋等容易形成二次污染的方式處理，回收廢輪胎雖然

並不困難，但如何完整進行再生利用則是各國目前仍亟欲解決的問

題。  

國內廢輪胎處理模式過去主要作為造紙廠、水泥廠及汽電共生之

補充燃料，惟若因少數造紙廠的減產或歲修，則極有可能造成回收

站之廢輪胎大量堆存。環拓科技透過長期投入，廢輪胎已可達到幾

乎 100%回收，主要製程係透過經過熱裂解處理，將廢輪胎分離成碳

黑 (原料 )、再生油品、可燃氣、鋼絲及棉絮並且在將每一個分離材料

進行重新利用，其中環保碳黑已得到國內、外輪胎大廠認證，將廢

輪胎回收製成碳黑及相關產品領域如圖 34 所示。  

 

 

資料來源：環拓公司。 

圖 34 環拓公司廢輪胎核心處理技術及產業應用 

 

廢輪胎回收再製成新胎雖然可大量消耗環保碳黑，但須面臨消費

者對於回收產品之疑慮，因此尚未進一步擴大環保碳黑應用。經濟

部工業局與環拓公司藉由專案計畫執行，大幅增加回收碳黑之產品

應用領域，除增加產品在輪胎應用的深度與其他橡膠製品應用的廣

度，也共同研發環保碳黑於耐磨彈性體等新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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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安與環保推動政策與成效 

(1)政策發展 

未來石化產業不應造成環境負擔，並朝循環永續之方向發展。同時促進

潔淨、安全、健康、科技之生活環境，並持續追蹤現有各石化工業區之健康

風險評估，空污之盤點，給予民眾安心居住環境。 

在具體執行措施部分，石化發展綱領內容中，將工安環保的管控措施分

為兩個階段進行推動。第一階段控制污染排放總量不增加，在相關配套機制

法規尚未完備前，維持總量管制區之排放總量不增加，讓業者有足夠時間依

市場機制自行調適投資轉型。第二階段推動石化業者加速降低等各項污染排

放，包括鼓勵業者更新設備、採用新科技技術等，落實減少排碳、排污與排

廢量，與國際接軌。此外，為促進產業投資高值化研發，同時兼顧環境保護，

若業者提出符合提高產值、產量、減排、減汙之創新廠區投資案，政府將加

速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2)政策推動成果 

A.太陽光電與風電材料 

石化業在太陽能電池材料上可以有很大貢獻，太陽能電池原料、構造與

製造方法可分為數種，可分為基板式與薄膜式。過去常見的大多屬於基板式

電池，採用的是單晶式或相溶後冷卻而成的多晶式基板；而薄膜式電池則具

有曲度，並有可撓、可摺疊等特性，材料則較常用非晶矽。近年來也積極開

發有機或奈米材料製作的太陽能電池。 

國內石化業在發展太陽光電材料成果，以台聚公司為代表，配合 2014

年政府開放赴大陸投資輕油裂解對國內高值化相對投資要求，台聚集團於高

雄設立 2 條各 4.5 萬噸之乙烯醋酸乙烯酯(EVA)產線並於 2016 年陸續投產，

主要供應大陸太陽能電池之封裝膜應用；台塑集團太陽能級 EVA 技術則是

與工研院合作以國內做為研發基地，將產線設於寧波生產基地。 

風力發電機組可用碳纖維部分主要為葉片，當風力機超過 3MW、葉片

長度超過 40 米時，在葉片製造時採用碳纖維已成為必要的選擇。目前丹麥

LM Glassfiber、德國 Nordex Rotor、西班牙 Gamesa 等國均已開始使用碳纖製

造葉片。國內廠商在碳纖維材料投資布局，台塑集團目前碳纖維產能已為全

球前 10，市佔率約達 7%，目前投資規劃係與上緯於江蘇鹽城設立風機碳纖

材料廠。 

B.生質材料 

陶氏化學、固特異等大廠，均紛紛投入生質化學品的新技術發展，主要

目的有二，第一是要解決以頁岩氣為進料導致之市場 C4 系列石化品及芳香

烴產品短缺，其二則是促進石化廠轉型，減少以傳統化石燃料煉製石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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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過去生質燃料主要應用領域仍在替代化石燃料燃燒為主，然而近年來各

國亦積極發展以生質塑膠取代傳統石化塑膠的技術，例如以玉米做為原料所

製造的可分解性聚乳酸(PLA)及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ET)，採取堆肥方式處

理即可完全分解，具有高度的環境相容性，同時符合環保趨勢。 

由於僅生產單一產品的生質工廠仍有許多廢棄物可作為其他石化產品

的生產原料，創造更多附加價值，因此生質工廠的發展進程也逐漸擴大到石

化品的生產範圍，這種集合生質煉油(生質燃料)、石化及化學綜合發展的園

區稱為「生質精煉整合中心(Biorefinary complex)」，概念已近似目前石油化

工行業採「煉油、石化」一體的發展模式。以植物進料為主，經由破碎、研

磨等前處理程序後成為密度較高的生質原料，再進行萃取及分離取得蛋白質、

油及多醣類，而後加工取得高分子、保健食品、醫療品等附加價值較高的化

學品。第一階段分離萃取完成後的剩料，包含纖維素、澱粉、木質素等，則

透過生物化學程序(如水解、發酵)及熱化學程序(如氣化、加氫裂解)生產出生

質酒精、乳酸、醣類、生質油品等，再經由生物化學程序或熱化學程序所生

產出的生質中間體可繼續往下游端製作生物基的橡膠、塑膠、人造纖維等生

質石化品，取代目前石油化學品，亦可直接應用作為直接替代石化原料。 

國內石化業者如 2010 年中纖公司與日本豐田通商株式會社共同成立的

台灣綠醇公司，由中日雙方各占 50%持股，合作生產生質酒精。由日本豐田

通商負責前段處理，自巴西引進甘蔗製成生質酒精，再由台灣綠醇公司引進

美國 Petron 公司轉換製程技術，將生質酒精轉換為生質乙烯，並進一步運用

生質乙烯向下發展生質乙二醇(Bio-EG)、生質環氧乙烷(Bio-EO)，再由生質

乙二醇完全替換中纖公司原本 PET 以傳統 EG 為進料的生產線，產品並做成

製成車用環保塑材，除了供應給同屬豐田集團旗下的凌志(Lexus)汽車，也將

以聚酯瓶片的形式，外銷給各國的瓶用塑材廠商。 

全球生質材料的需求市場仍將持續成長，然而，以生質乙烯替代傳統乙

烯另一重大瓶頸為產能規模遠不如傳統輕油裂解廠的產能規模。尤其當前石

化產業新設裝置大多為煉化一體設計，輕油裂解廠規模大部分在 100 萬噸乙

烯產能規模以上，且在裂解過程中同時生產丙烯、丁二烯、芳香烴類等重要

基本原料，一體化的生產製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遠大於技術仍有待突破的生

質精煉廠，使未來生質石化材料之發展空間可能仍將受限。 

4.其他政策推動方向 

(1)社會溝通 

對於符合石化產業轉型高值化之投資案，應強化跨機關及社會大眾之溝

通，以加速行政審核程序，並透過專案辦公室進行投資障礙排除，並輔導業

者強化與外界之溝通，形塑正面的產業形象。 



 

67 

(2)推動人才培育 

由國營事業偕同業者持續投入產學合作及產學專班，並強化各級學校之

多層次人才培育；同時鼓勵推動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培育碩博士高階研發

人力，並藉由產學合作研究，強化科專計畫之產學參與機制，促進碩博士

生參與業界研發，加強企業高層與學校互動，以吸引學生投入創新研發。 

舉例而言，新研發之石化產品試量產研發所需時程長、資金大，為推動

石化產業高值化最大瓶頸，遂增設「關鍵化學材料缺口鏈結計畫」以輔導業

者投入試量產研發，協助業者加速高值化之發展。自 2012 年至 2016 年已協

助設立東聯化學等 12 家研發中心(如表 15 所示)，並已協助業者建立超薄聚

酯膜材料改質與應用聯盟等 20 個關鍵材料研發聯盟，以及帶動試量產研發

投資 23.5 億元，量產設廠投資 122.01 億元，預估正式量產後衍生產值 596.5

億元；協助下游業者建立纖維補強複材成型用模具研發聯盟等 31 個產品應

用研發聯盟，投資額達 1.35 億元；協助台聚 CBC 投資設廠建照申請等投資

障礙排除 32 案，共促成高值化投資 1,043 億元。 

 

表 15 設立研發中心近五年成果 

年度 公司名稱 研發中心 
投入碩博士

研發人力 

2012 晉倫科技 晉倫科技研發中心 18 

2013 

聯成化學 聯成化科研發中心 14 

建大工業 綠色輪胎設計研發中心 33 

大東樹脂 綠色及高值化樹脂材料研發中心 29 

德謙 海名斯德謙亞太研發中心 17 

高鼎化學 高鼎綠色高值材料研發中心 20 

2014 
中石化 觸媒應用技術研發中心計畫 25 

寶成 功能材料研發中心計畫 54 

2015 

3M 光學級透明膠研發中心 23 

達邁 先端 PI 材料研發中心 20 

雙鍵化工 雙鍵化工研發中心計畫 23 

2016 東聯化學 環氧烷及衍生高分子聚合材料研發中心 23 

合計 (1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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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二)石化業因應政府產業創新接軌之 SWOT 分析 

我國石化接軌五+二產業，仍係從綠色材料、循環經濟、綠能科技等角

度切入，如圖 35 所示。綠色材料部份，可瞄準未來高強度、輕質化的車用

碳纖維，以因應蓬勃發展的電動車產業，並同時降低傳統汽車之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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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部分，以石化工業區之能資源整合為例，擴散相關案例至其他產業

與領域。綠能科技部分，則應加速推動石化品於太陽光電模組材料之應用、

風力發電機碳纖維之研發製造，均為我國石化產業可接軌產業創新政策之利

基。而整合新材料與循環經濟，政府提出「綠色新材料循環園區」規劃，預

計將大林蒲地區、南星計畫區及外海進行填海造地，由中鋼、台電、中油帶

頭，朝零排放、零污染的綠能循環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 

圖 35 發展高值低碳綠色創新材料 

 

綜合本章所述，目前台灣石化業產業之優勢、劣勢、威脅與機會，整理

如表 16 所示，並分析五+二產業政策為我國帶來之可能機會，以提供產業界

或施政相關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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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石化產業 SWOT 分析 

優勢(S) 劣勢(W) 

• 產業鏈結構與上下游分工完整 

• 業者具備豐富的生產設備操作

能力與國際行銷經驗 

• 新興國短期只求量之擴充，尚未

發展值的提升 

• 國內廠商已累積高值化石化產

品研發經驗與技術 

• 關鍵技術仍與先進國家有落差 

• 投資研發高值化產品誘因不足 

• 高值化石化產品風險較高業者投資意

願較低 

• 品質與加工之認證驗證體系尚未建立 

• 原料取得困難，影響再投資意願 

• 受國際油價波動衝擊大 

機會(O) 威脅(T) 

• 大宗化品中國大陸仍為主要需

求市場，我國具有地理位置優勢 

• 國內具備相對發達的電子、光

電、綠能等下游產業，形成高值

化新材料石化產品需求  

• 新材料應用範圍廣泛，產品生命

週期長 

• 大宗泛用塑膠等石化產品面臨新興國

家(中國大陸、中東) 產能擴充的威脅 

• 主要競爭對手國亦積極發展高值化石

化產品 

• 高科技產業使用之關鍵高值化學材料

多被外商壟斷，進入障礙高 

• 關鍵材料之專利、技術不易購得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1.優勢(Strengths) 

我國既有大宗石化品領域具備一定競爭力，可作為高值化及接軌政府產

業創新政策所需新材料之有利基礎。我國石化產業上下游分工完整，且既有

的大宗石化品市場在國際上已有一定競爭能力，相較中東、印度及東南亞等

後進國家，我國石化業發展超過 50 年，業者累積豐富的生產設備操作能力

與行銷經驗，石化新興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中東、新加坡等短期只求量

的擴充，尚未發展值的提升。 

而在新材料開發領域上，國內自 2012 年石化高值化政策推動以來，產業

高值化投資金額由 2011 年 110 億元提升至 2015 年 243 億元，透過研發五步

驟的執行，國內對於多項功能性材料，廠商已經累積自行研發專利技術之核

心能量。以車用碳纖維為例，已有石化業者與汽車廠商之跨領域合作，為一

大優勢。 

2.劣勢(Weaknesses) 

我國石化業大規模投入高值化品項誘因仍顯不足，我國石化業定位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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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大宗石化品作為生產主力，研發投入經費占比相較於石化大廠仍顯不足，

亦影響發展高值化石化產業自主技術能力。進一步觀察大宗石化品之市場前

景，我國主力的出口市場中國大陸 10 年內對大宗泛用塑膠石化產品需求仍

有缺口，在磁吸效應的影響之下，國內石化業者投資大宗石化原料廠技術及

獲利皆易，加上國內現有石化工廠折舊幾近攤提完畢，業者繼續生產泛用塑

膠等大宗石化原料具高度競爭力。此外，高值化石化產品品質與加工之認證

驗證體系尚未建立，對投資生產風險較高之高值化石化產品甚至結合政府產

業創新發展所需之新材料產品、技術之意願可能較低。 

而原料取得困難、進口昂貴，均影響產業穩定性。國內石化業原料供應

之主要規劃供應來源方案，經歷 2012 年國光石化宣布停建及 2015 年五輕如

期除役，目前乙烯之供應已呈現供不應求，業界普遍擔心原料取得困難。 

為補足乙烯供應增加投產，業者又可能遇到環評審查時程的不確定性因

素。我國環評審查採委員制，由環保主管機關召集機關、專家學者組成環評

審查委員會共同審理，在環評委員會握有否決權且環評審查高度公開情形下，

各利害團體皆將相關訴求於環評審查會議上表達，造成整體審查時程冗長，

影響企業投資開發計畫之意願。國內石化廠案例，如長春麥寮廠第 6 次環差

變更案歷經 5 年，共經 6 次專案審查會議仍未通過，錯失投資契機，已於 2016

年底撤銷投資申請。而台塑六輕 4.6、4.8、4.9 期係整體降低排放之規劃，歷

經 4~6 年的環差專案小組審查，最後將此案退回並重新進行環評(2017 年 3

月)，環保審查重回原點。 

3.機會(Opportunities) 

既有優勢產品大陸仍有需求缺口。大宗石化品中國大陸為我國主要出口

市場，2014 年中期以後國際油價倏然崩跌後持續維持低點，使東北亞區域以

輕油裂解為進料主體之生產者原先在頁岩氣、煤化工蓬勃發展之際呈現風雨

欲來之勢，在油價崩盤後大幅拉近與頁岩氣、煤化工為進料之乙烯競爭力，

再加上輕油裂解具備較多樣化的產品鍊優勢，使我國在既有大宗石化品市場

生產仍能維持競爭力。 

高值化石化品部分我國則具備更優勢的下游產業。以電子、光電、綠能

等下游產業為例，我國有較歐、美國家更發達的產業規模，石化品作為原料

接軌產業創新發展方向已具備基本的市場需求，在優勢的下游製造產業需求

帶動下，若能由需求端出發與石化業者緊密合作，高值化石化產品開發與銷

售將順利結合 

4.威脅(Threats) 

大宗泛用塑膠等石化產品面臨新興國家(中國大陸、中東地區) 產能擴充

的威脅，新加坡、泰國、印度積極與國際石化大廠合作吸收國際運籌之經驗，

快速提升及自身石化產業競爭力。此外，高科技產業、綠能產業使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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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化學材料多被外商壟斷，進入障礙高，在關鍵材料之專利、技術不易購

得的困境下，如何進一步提升產業轉型所需之研發能力，並開拓市場出海口

仍需透過政策突破。 

(三)石化業與產業創新政策接軌策略建議 

1. 透過特別立法提升經濟誘因 

藉由物質流與能量流觀點，強化能源與資源的循環利用、源頭減量、綠

色設計等理念，提供有利循環經濟商業模式之發展環境，藉由誘因機制、管

制措施改變生產者、消費者之行為，使外部成本內部化。 

在主管機關部分，建議由適宜主管機關主責推動，並建立特別融資管道

或恢復工業銀行，以利循環經濟相關產業的投資與扶植。 

2. 新材料及循環經濟項目宜優先由經濟可行項目著手 

循環經濟發展為全球趨勢，然而牽涉層面甚廣，可由生產製造、消費者

行為及商業營運模式等不同層面推動循環經濟發展，分析企業、工業區或更

廣的層面發展循環經濟成功關鍵，皆在於具備一定之經濟效益，並考量台灣

國際分工之定位，建議針對有利可圖項目優先推動，如工業區內之能資源整

合、稀貴資源之回收循環利用，並透過立法方式提供有利之獎勵措施。 

3. 確立環評快速通關機制協助土地取得 

由政府帶領推展，建立優良投資環境，優先協助解決土地取得、外部成

本及改善的經營環境問題，尤其針對環境影響評估之不確定性，應將符合政

策方向且符合環保法規之投資項目，給予適時的快速通關機制或建構輔助機

制，以避免企業錯失投資時機。 

4. 資源再利用法規鬆綁 

有鑑於石化業在切入循環經濟發展(能資源整合或循環性材料)即便技術

上、經濟上可行，仍面臨法規之限制，例如二度包裝材的使用。 

5. 金融體系支援降低投資風險 

我國的石化企業與國際相比多為中小型的企業規模，新材料及循環性材

料的研發，對於國內企業的經營風險高，故建議透過提供金融體系支援，例

如稅務上的誘因，促進私人部門對於研發的投資；鼓勵產業合作發展，減少

民間廠商朝向循環經濟發展的投資風險。 

6. 確立綠色材料循環園區作為發展定位 

將綠色新材料循環園區之發展定位及設計原則繪製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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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圖 36 綠色材料循環園區之發展定位 

 

(1) 明確訂定園區進駐標準：正面表列互補性的進駐產業，並且在園區之

總量限制(環評條件)下，針對不同行業別訂定污染排放標準、能耗標

準、水資源利用標準，透過先期規劃與引導使園區在初始建置時期即

可確保能資源整合性達到一定程度。 

(2) 產品開發方向符合 5R 原則：在發展定位上，則協助企業於產品設計

階段導入生命週期思維，推動產品生態化設計，使產品於廢棄階段有

利於再使用、拆解、分類再生，以增加資源循環再使用，及協助企業

發展具循環經濟理念的商業與營運模式。 

(3) 結合在地產業：以支援創新產業所需材料及在地產業所需材料為主，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建構綠色材料產業鏈，以當前地方政府所推動

的高雄綠色材料循環園區為例，鄰近遊艇、鋼鐵等產業聚落，應朝向

思考支援在地產業所需之創新材料或解決方案，更緊密與當地產業結

合互補。 

(4) 結合五加二產業創新發展材料：新材料的開發方向上，包含循環經濟

材料（如車用材料、尾氣純化再利用、回收再製材料等）、綠能科技

所需的碳纖材料，並結合適當的媒介宣導，應可一定程度改善各界對

於石化業的負面刻板印象，同時亦朝向創新轉型的路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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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相較於跨國型的石化企業而言，我國石化業在國際間的規模雖然大多屬

中型企業，但產業的優勢在於具備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且產業間分工明

確。此外，國內石化企業對於特定產品，往往具備更專精的研發、生產、銷

售、管理之競爭優勢。然而，由於工廠設備都已老舊，在國際競爭環境下，

面臨北美地區以頁岩氣為進料、中東國家及中國大陸等後進國家大規模的擴

充產能之壓力，加上國內目前貿易談判進展停滯，落後於韓國、新加坡、東

協等國家，使出口競爭相對處於較不利的條件。 

當前國際石化業面臨著新技術發展、進料多元化、環境管制議題衝擊等

多項挑戰，雖然石化品的需求仍然維持持續成長態勢，但在後進國家相繼進

入市場形成紅海競爭情況下，國內的石化工業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依靠

技術創新、工程創新、管理創新，在高值化發展政策軌跡下，尋求與政府產

業創新政策接軌之發展契機。 

本章節針對石化產業與政府五+二產業創新政策的結合方向上，主要針

對綠色材料循環園區的發展細部構想提出建議，在園區規劃前期即訂定符合

循環經濟發展方向之5R原則等循環利用準則，以有效提高能資源應用效率，

進而提升工業區內廠商之國際競爭力；在新材料研發與佈局上，配合政府既

定的研發五步驟的專案輔導計畫，產品的定位亦應由大宗石化品轉向量小、

質精之機能性的複合、功能性材料，新材料發展與五+二產業之接軌方向，

則宜與綠色新材料作為主軸，列舉在五+二產業創新發展趨勢下，可能對於

車用碳纖維材料、太陽光電材料、風力發電機組材料、太陽能光電材料、生

質材料等材料需求形成新的藍海市場，後續可作為未來石化業接軌政府五+

二產業之借鏡方向之一。 

石化產業鏈作為國內最重要的材料供應產業及產值比重最大的傳統產業，

產品遍及食衣住行中，未來應善用完整石化產業既有深厚的產業鏈基礎，持

續強化研發能力與基礎研究、並深化應用及連結關鍵技術，發展綠色新材料

循環經濟，並結合智慧工廠、物聯網與大數據等新的科技思維，藉由跨業

整合與跨領域結合上下游，從材料合成開發到製品應用，並改善新

材料在法規、環評不確定性之發展限制，協助業者投入新材料生產

研發，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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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機械製造業與政府產業創新接軌方向之研析 

有鑑於全球智慧科技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就業人口遞減趨勢，各國製造

業均開始提出升級計畫。製造業大國，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均已推出

製造業升級轉型計畫，我國行政院也於 2015 年推出「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

方案」，對我國產業的科技發展、技術及人才培育之現況進行盤點，並研擬

農業、製造業、商業生產力 4.0 架構及推動策略。製造業領域中，我國政府

策略性選擇適合推動生產力 4.0 的產業，包含電子資訊業、金屬運具業、機

械設備業、食品製造業及紡織製造業。而獨立各產業個別政策之外，奠定良

好產業基礎的政策還包括掌握關鍵技術、人才培育及妥善運用政策工具。 

依循此架構，2016 年新政府擴大施政力道，提出「五+二產業創新政策」，

而其中一個重要的產業創新領域即為「智慧機械創新產業政策」，主要目的

為加速我國即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精密機械製造業升級為智慧機械製造業，以

創造就業並擴大整廠整線輸出，帶動中臺灣成為智慧機械之都。並由經濟部

負責規劃「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整合我國新創能量，建立符合市場需

求之技術應用與服務能量，創造我國機械產業下一波成長動能。 

本章將延續鋼鐵業的脈絡，探討產業創新政策可能帶動傳統產業之發展。

以綠能科技而言，鋼鐵業提供製造風機之基礎原料，然而，製造風機其他零

組件也同時會增加工具母機需求。工具機是智慧機械創新政策的重點產業，

應加速數位化、導入資通訊技術。而我國智慧機械並不僅是製造工具母機外

銷，更要朝向不同的商業模式發展，從整機出口涵蓋到後端服務。 

如何將過去生產力 4.0 已經評估我國工具機應發展的方向，整合 2016 年

提出的產業創新政策，提出我國製造業發展之雙贏策略，為本章探討的重點。

然而，國外工業 4.0 經驗是否可完全套用我國機械製造業，相關研發方向、

資金投入方向等，均值得進一步討論。 

因此，本章先從國外先進製造大方向政策討論起，包括國外主導先進製

造、工業 4.0 國家(如美國、德國)之產業發展政策、目前技術推動之範疇。

同時探究國外案例，製造業技術強國如何因應此波製造業升級浪潮，及其提

出之因應策略。接著探討我國行政院生產力 4.0 政策釐清我國工具機業之發

展脈絡，並根據國外發展先進製造業之策略，探討我國既有之工具機製造業

如何接軌至智慧製造。最後，訪談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及產業代表，釐清我

國產業界推動智慧製造之挑戰與契機。 

一、國外先進製造發展 

1990 年代「知識經濟」興起，歐美先進國家普遍認為工業與製造業式微，

故強調整體經濟之「去工業化」，重視透過金融服務、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的

創新帶動內需消費，成為主要的經濟動能。直至爆發美國金融海嘯以及歐債

危機，使歐美政府反思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因而力推「再工業化」政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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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係指不再完全仰賴金融業、服務業等推動經濟，而是回過頭加強製

造業之競爭力，以確保既有的製造業技術優勢(如品牌、環保形象、品質等)，

同時促進就業，刺激實體經濟成長。另一方面，新興國家(如中國)蓬勃發展，

使製造業大國感到技術優勢的領先逐漸消退，欲於先進新興技術搶得先機，

因此各國政府積極發展與應用先進技術，推動製造業進入下一個嶄新世代，

加速提升製造業之產值與附加價值。 

而全球各大廠也掌握科技趨勢，而提早進行全布局。舉例而言，原本海

外工廠具有低廉人力優勢，蘋果公司在引入自動化流程後，將部分 Mac 產線

移回美國製造；Google 於 2013 年連續收購 8 家機器人公司，並於 2016 年投

資 200~300 億美元於人工智慧技術之開發；亞馬遜公司之倉儲機器人於 2016

年達到 4.5 萬台，欲打造無人倉儲工廠，並於 2016 年底首次成功使用無人貨

機送貨。 

因此，國外之先進製造可分由兩面向探討，分別為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

以及產業由下而上的技術升級。以下將優先定義何謂先進製造、智慧製造系

統、人工智慧，接著摘述各國重要的發展策略，最後統整目前發展先進製造

的廠商特性，供我國參考。 

(一)智慧製造系統概述 

1.智慧製造系統 

「新型態的製造業」必須能因應市場對於變動性(variability)的要求，包

括獨一無二客製化商品、降低產品庫存量，以及快速因應全球供應鏈中斷等

變化。對製造業而言，若要永續且長期的提升競爭力，其本質仍不脫降低成

本(cost)、增加產品銷售運送的彈性(flexibility)，以及提升產品品質(quality)

與差異化。而智慧製造系統(SMS)的目的，就是透過資通訊科技監測、紀錄

相關資訊、再搭配相應軟體分析，藉以從不同面向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 

而要轉型成新型態的製造業，則必須導入所謂「先進製造技術(Advanced 

Manufacture Technology，AMT)」，係指整合機械工程、數位化、自動生產、

資訊蒐集與運算等多種技術為一體的設備和系統，與傳統製造業的既有邏輯

方法可能完全相反，而使製造業有不同的面貌。舉例而言，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或稱 3D 列印屬於「加法」製造，與傳統削切工法之「減法」

製造不同，不須組裝各部位的零件、不會產生下腳料、僅需要 3D 列印機與

購買原料、一體成形，進而使製造業有不同的面貌。 

因應技術快速發展，製造業日益受到重視之下，自 2011 年起諸多國際

研討會、學術論文開始凝聚各界共識，將智慧製造系統(SMS)定義為「藉由

ICT 與資料運算技術，達到勞力、材料及能源的最適化配置，以產製客製化

且高品質的產品，並即時送抵客戶端。而整體智慧製造系統，必須具備快速

適應市場需求與供應鏈變化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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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美國標準檢驗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針對全球智慧製造系統(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 SMS)提出研究報

告，比較 SMS 與其他過去技術基礎 (technology-based)的製造業典範

(paradigm)，表 17 即是 NIST 統整過去諸多製造業典範及特別著重之核心技

術。 

各個製造業典範中有其核心技術，但輔助的製造技術與應用範疇則有所

重疊。隨著 ICT 技術的成熟與應用，SMS 幾乎可整合或涵蓋過去以技術為基

礎之前瞻製造業範疇，使得整體製造業更加有彈性與發展性。與其說 SMS

是新的製造業領域，更可說 SMS 是因 ICT 技術成熟之製造業集大成。簡而

言之，只要應用相關 ICT 技術，均可算是 SMS 的一環。也給予不同環節、

不同型態製造業廠商，有更多彈性發展的空間。 

表 17 智慧製造與技術基礎製造業典範 

製造業典範 技術應用 

精益製造 

Lean manufacturing 

• 程序階層化 

• 工作流程優化 

• 即時監控與視覺化 

彈性製造 

Flexible Manufacturing 

• 模組化設計 

• 協同工作特性 

• 服務導向設計 

永續製造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 先進材料 

• 環境量測與控管技術 

數位製造 

Digital Manufacturing 

• 3D 模組化 

• 模組工程 

•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雲端製造 

Cloud Manufacturing 

• 雲端運算 

• 物聯網 

• 視覺化 

• 服務導向科技 

• 先進資料分析技術 

智能製造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 人工智慧 

• 先進感測技術 

• 最佳化 

• 知識管理 

Holon 型態製造 

Holonic Manufacturing 

• 多代理人系統 

• 模組規劃 

敏捷製造 

Agile Manufacturing 

• 協同工程系統 

• 供應鏈管理 

•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資料來源：NIST(2016)“Current Standards Landscape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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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慧製造 

SMS 中也包含智能製造，其中很重要的應用就是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開發與應用12。AI 並非嶄新的想法，然而過去 AI 之應用一直

於停滯期，直到近年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s, DNN)
13、圖形處理

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和大數據(big data)分析技術的成熟與突破14，

才使 AI 廣泛的被應用在各個領域，尤其是製造等產業。。 

全球關注未來 AI 於產業的應用及國際商機，根據國際研究機構顧能

(Gartner) 公司 2017 年 8 月於台北舉辦之「AI 新興技術趨勢論壇」指出，2016

年全球 AI 市場規模約為 300 億美元，並推估 AI 產品、服務等相關產業商機

將於 2020 年成長十倍達到 3,000 億美元之規模，企業應及早投資 AI 領域技

術，以掌握市場先機。 

McKinsey & Company (2017)歸納出未來五個重要的 AI 技術發展系統，

包括：機器人與自動載具、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語言辨識、虛擬代理

人(virtual agent)及機器學習。顧能公司於 2017 年初針對全球企業進行調查，

未來 12 個月企業主希望如何應用 AI 技術於哪些領域，相關調查結果摘述如

表 18 所示。從表中可知，前五名當中僅有製程自動化是與實體製造業較相

關，其他大多仍是應用於企業服務。 

  

                                                      
12

 學術上對於 AI 的定義分為強人工智慧(Strong AI)與弱人工智慧(Weak AI)，前者

是指機器能表現出自我意識，後者則可化約為演算法與最佳化路徑求解，並表

現出智慧特徵，而目前產業提及或商業化的 AI 均屬於弱人工智慧。 
13

 深度神經網路並非嶄新技術，而是 1950 年代發展出的一種演算法(數學模型)。

但過去因為運算資源不發達，無法實際應用，而停留於理論階段。 
14 

GPU 是為加速 CPU(中央處理器)之運算速度，CPU 含有多個核心，主要負責的

工作是進行循序漸進的最佳化工作；而 GPU 則含有微型且密集的運算核心，主

要的目的是為解決多重任務之最佳化問題，使整體的運算更有效率且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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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未來 12 個月企業主應用 AI 技術之面向 

排序 應用面相 舉例 比例(%) 

1 智慧顧問 機器人理財專員 68 

2 製程自動化 智慧製造 59 

3 虛擬助理 蘋果 Siri 58 

4 預測分析 商店預測來客數 46 

5 機器自動化 機器人自駕車 33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此一趨勢與 McKinsey & Company(2017)對於全球企業應用 AI 之觀察相

同，該研究認為 AI 將應用於產業的核心服務工作。亦即 AI 並非取代人類的

實體工作，而是發展人機整合、人機合作模式，由員工妥善掌握 AI 的優點，

包括強大的運算能力、深度學習、正確的預測模型等，以協助簡化生產製造

上的決策判斷。導入 AI 有諸多好處，包括縮短研發時程、增進生產效率、

錯誤偵測、增進安全、降低存貨成本、共享生產線降低硬體設備投資、增加

收入等。 

Kusiak(2017)也於 Nature 專欄指出，因為硬體成本下降，使製造業的監

測、無線通訊技術更加便宜，因此產業可開始累積相關生產資訊與數據。尤

其在運算(computing)、能源、航太及半導體製造業，屬於資訊累積較成熟的

產業(此處將能源產業也納入製造業範疇)，較有優勢導入 SMS。同時，麥肯

錫公司有相同觀點，認為製造業領域，目前以航太及半導體產業是較有優勢

推動 AI 應用之兩個領域。因為在航太領域，只要對於長期的安全有助益，

都是划算的投資。 

上述大多指技術已經成熟、最基本之 AI 應用，可快速導入既有的製造

生產。目前最新的 AI 趨勢多元，已經有透過虛擬實境巡視海外工廠的應用

案例，未來則可以透過虛擬實境(virtual-reality, VR)操作機械手臂，進行遠端

遙控生產，目前各國仍致力解決訊號延遲、人機不同步的困難。此外，過去

機械無法突破影像或圖像辨識，現在則已經可做到臉部辨識、圖形辨識等，

未來可應用於提升生產線良率(辨識不良品)、或應用於自動倉儲撿貨機器人，

不再需要人工出貨。 

前述提及的航太領域，2017 年 9 月 NASA 發表兩種金屬混合之 3D 列印

火箭零件，過去單一金屬的 3D 列印製造技術已臻成熟，但超過一種以上的

金屬混合製作的產品則仍難以突破。主要的困難點是避免金屬在加工時可能

產生的產品內部結構不穩定問題，從而使產品的風險提高。採用 3D 列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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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火箭及零件，因節省零件人工焊接的過程，可使火箭製造成本降低三分

之一，製造時間縮短約 50%，均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 

然而，AI 技術的應用不侷限於此，產業應多方涉略相關技術新知，並思

考如何解決不同生產鏈之特定問題。國際上已開始提前布局人工智慧技術的

廠商，可歸納出六大共通特質，摘述如下： 

(1) 具成熟的數位化環境：高科技、半導體、自動化服務或金融服務業，大

多已有累積多年的數據或已建構完善資料庫，因此有優勢快速引入 AI

技術。 

(2) 擁有大規模企業：因 AI 仍為發展中領域，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發資金，

2016 年全球大約投資 260 億~390 億美金的資金於 AI 技術，其中全球科

技巨擘(如 Google)之投資，占約 200~300 億美元。此外，資金之約 90%

用於 R&D，僅有 10%用於 AI 相關技術取得。 

(3) 應用 AI 於企業核心服務：AI 與資通訊技術不同，並非用於取代重複性

高的服務或製造流程，而多用於企業核心服務，例如汽車製造商應用 AI

於自動駕駛等。並認為採用 AI 技術並非取代人力，而是協助員工做更

好的決策，因此投入大量資源於員工再教育。 

(4) 採用多樣化 AI 技術：搭配企業各種服務，採用多樣化 AI 技術。 

(5) 強調企業的擴展：採用 AI 技術的企業均是為了採取主動的策略，以擴

大未來的市場利基。 

(6) 有遠見且強力支持採用 AI 的領導階層：根據麥肯錫調查全球 3,000 家企

業，僅約 20%採用 AI 相關的技術。而 160 個應用案例當中，僅約 12%

為實際商業化的技術。而 80%的企業高層不清楚相同產業的應用案例，

並且因為不確定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而沒有相關的投資計

畫。 

目前產業在智慧製造上仍有五大落差，第一，在生產線上安裝感測器蒐

集資料，為邁向智慧製造的基礎。第二，應界定資料蒐集的頻率與形式，資

料越多就須評估資料儲存的成本。第三，建構相關預測模型，在產品研發過

程，透過歷史資料分析市場喜好，推出接受度較高的產品。第四，持續修正

預測模型的準確度，並且需要能快速偵測感測器錯誤，處理異常情況。第五，

開發共同通訊協定，讓系統之間的溝通更加開放與暢通。 

(二)製造業產業創新政策 

技術的突破與實際產業鏈面臨的問題，應由廠商或產業各自因應與解決。

然而，為促進廠商能確保技術優勢，持續創新研發，政府應提供良好的研發

創新或應用環境，因此歐美國家紛紛推出相關產業創新政策，例如美國政府

推動的「先進製造夥伴關係(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MP)、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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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的「製造業振興」與「促進高階工業工程製造業」政策、西班牙政

府之「再工業化援助計畫」、以及德國聯邦政府提出的「高科技策略行動計

畫」。其中又以德國政府提出的工業 4.0 (Industrie 4.0)政策，受到國際重視與

仿效。 

政府推動政策的目的是為創造產業、學界、政府之溝通合作平台，並促

進資訊、資源及想法的交流與合作。除歐美國家以外，亞洲國家也於近年提

出製造業升級轉型政策，統整如表 19 所示。本報告將著重德國、美國及台

灣相關政策之分析，另外，也蒐集丹麥對於先進製造之作法，請參考附錄二。 

 

表 19 各國製造業升級轉型政策 

國家 年份 政策 

德國 2012 工業 4.0 計畫 

美國 

2011 先進製造夥伴關係(AMP)計畫 

2012 智慧製造業領袖聯盟 

2014 製造業美國(Manufacturing America) 

日本 
2013 日本產業重振計畫 

2015 日本工業 4.1J(非官方)與產業價值鏈計畫 

韓國 2014 製造業創新 3.0 策略 

中國 2015 中國製造 2025 

台灣 
2015 生產力 4.0 

2016 五+二產業創新政策 

資料來源：經濟部、本報告整理。 

 

不論是 2011 年美國提出的 AMP，2012 年德國提出工業 4.0 概念，目前

國際間針對製造業，已提出許多相關的產業升級概念與推動作法，摘述如

下： 

1. 德國先進製造政策 

德國於 2012年針對製造業提出工業 4.0政策，以網實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為主體，強調智慧工廠即時彈性、靈活的生產流程，打破過去

設計、製造、加工的企業價值鏈，轉而以大數據平台做各項流程整合。 

德國機械及製造商協會(VDMA)成立工業 4.0 政策平台，主要分為五個

工作小組，分別研究標準(standard)、技術研究、資訊安全、法規框架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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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育計畫。此外，德國工業 4.0 平台著重於 IoT 的發展，而為讓系統之間

能夠有效互聯溝通，國際合作不可或缺，因此德國開始透過研討會、講座、

出版刊物等，積極與歐盟及 G20 保持密切聯繫。此外，德國工業協會(Germ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s)與標準化組織，開始與國際組織合作，共同發展與制

定通訊協定標準，包括與美國的工業網路聯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

日本機器人改革倡議 (Robot Revolution Initiative)、法國未來工業聯盟

(Alliance Industrie du Futur)，也與中國簽訂備忘錄發展合作計畫。 

NIST 指出技術的普及將是 SMS 普及的主要推力，並且盤點國際上已經

開始著手推動新倡議的領域與組織。NIST(2016)分別比較由德國提出的工業

4.0 概念以及跨國企業提出的工業網路聯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 

IIC)，分別著重不同的產業類別，如表 20 所示。NIST 指出必須發展全球性

物聯網通訊標準，才能具有快速且深遠的影響力，並使 IoT 技術加速普及。 

由表 20 看出推動技術標準化的組織不同的特性，德國的工業 4.0 平台近

年也不僅關注國內之企業標準，而是誠如上述，開始與生產鏈合作國家、歐

盟及 G20 對話，共同制定通訊協定。而 NIST 也指出目前已經開始推動標準

通訊協定的重要技術領域，均是發展 SMS 常被提及的技術，例如網實系統

(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大數據與雲端製造 (Big Data and Cloud 

Manufacturing)及智慧製造等。 

 

表 20 工業 4.0 與 IIC 比較 

項目 工業 4.0 IIC 

領導組織 德國政府 大型跨國企業 

利益相關人 政府、學界、產業 產業、學界、政府 

支援平台 德國工業策略 開放夥伴關係 

關注部門 產業(industry) 
製造業、能源、交通、健康照護、公用

事業、城市、農業 

關注領域 
供給鏈合作、內嵌式系

統、自動化、機器人 

設備通訊、資訊流、設備控制與整合、

預測分析、產業自動化軟硬體整合 

地理區位 德國及貿易國 全球市場 

合作對象 中小企業 各種規模產企業 

最佳化目標 生產最佳化 資產最佳化 

資料來源：NIS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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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先進製造政策 

美國自 2008 年金融風暴過後，深切體認不能完全仰賴金融產業、房地

產業，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促使美國政府重新重視製造業，並提倡「再工業

化」政策。2011 年歐巴馬政府提出先進製造夥伴關係(AMP)，2012 年再組成

智慧製造業領袖聯盟。2017 年川普政府更是大聲疾呼，提出美國製造概念，

希望美國企業將製造部門從新興國家移回本國，並透過強化技術發展以及和

學術機構的產學合作，進行創新研發、製造業優化，並形成產業聚落。 

川普政府認為美國製造業外移對於美國整體就業機會的貢獻持續下降，

使得美國產業空洞化、去工業化，致使美國大宗物品仰賴進口，進而將此問

題提升到美國國家安全層級。然而，美國製造業雖然對於整體之就業機會貢

獻持續下降，但是產值卻持續上升，使用更少的人力卻能達到更高的產值，

亦即美國整體製造業之生產效率提升。背後之主要原因，即是美國持續保持

其技術領先之優勢。 

2014 年，美國為確保尖端技術領先，推出製造業美國(Manufacturing USA)

政策，是一個整合公私部門資源的虛擬平台。由美國總統以及聯邦政府提出

先進製造之技術盤點，再由國家科技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協同各個聯邦政府單位組成先進製造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AM)，提出美國聯邦政府將優先挹注資金之研發領

域。根據此些優先發展領域，於 Manufacturing USA 平台下成立特定領域研

究所(institute)，而需要技術突破的製造業者，可向研究所申請計畫。而平台

的主要功能，除挹注資金以外，協助整合合適的國家實驗室 (National 

Laboratory)，共享研發所需的基礎建設與設備、研究人員、研究團隊技術等。 

2016 年，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提出聯邦政府目前關注的先進製造範疇，

分別為新興研發領域、既有先進技術發展領域以及人才培育。新興研發領域

為持續挹注之重要領域，尚無法釐清相關技術的可用性、商業性等，包括先

進材料、先進生物製造、再生醫學以及製藥，但若研發成功，將會帶來巨大

效益。在新興研發領域，美國較重視生物製造相關的技術。其中，先進材料

(如人造纖維)領域，也開始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加速不同複合材料結構

的測試與研發。 

其次，則是各個聯邦部會所公開關注的既有先進技術發展，包括揭露未

來可能的投資領域。美國主導美國先進製造業的主要為三個聯邦單位，分別

為 NIST、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及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NIST 為美國主導先進製造的單位，並成立國家製造業研發

國家網路(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針對先進製

造，促進產官學研合作。重點強調的先進製造業技術領域包括：積層製造、

複合材料、數位製造、輕量化金屬、智慧製造等。而 DoD 則成立兩個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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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研究所，以公私部門 1 比 1 的資金，每次挹注 5~7 年期的計畫，投注於

先進工具機與控制系統、機器人、再生醫療生物工程、3D 生物列印等領域。

而 DOE 則成立兩個先進製造研究所，投資於耐受熱環境或極端環境之化學

材料、永續材料等。 

其中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為聯邦政府高度關注的先進製造領

域，利用 ICT 即時控制不同位置的工廠或公司之能源、生產力及生產成本，

技術上則優先發展先進感應器、控制器、IT 整合平台、先進能源管理系統。

美國強調智慧製造用於妥善管理製造業的能源使用，並由 DOE 於 2015 年底

成立潔淨能源智慧製造研發中心 (Clean Energy Smart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並於 2017 年 8 月提出 2017-2018 年的技術發展路線圖

(roadmap)。 

 

二、國內先進製造政策及機械製造產業創新政策 

蒐集國外的先進製造發展後，亦回過頭探討國內之先進製造政策，包括

2015 年提出之生產力 4.0 政策，以及 2016 年提出之五+二產業創新政策。本

章節著重於探討此二政策關於機械製造業之部分，以利後續結合我國產業現

況分析，最後提出接軌策略。 

(一)台灣先進製造政策 

台灣政府於 2015 年提出之「生產力 4.0 政策」，優先著重五個重點製造

業產業，這五個產業之產值已占整體製造業的60%以上，分別為電子資訊業、

金屬運具業、機械設備業、食品業及紡織業。其中機械設備業的產值約占整

體製造業的 5%，過去五年機械設備業產值以及該產業產值占整體製造業比

例如圖 37 所示。在此範疇之下，經濟部工業局將透過推動數位化

(digitalization)、應用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帶動上述重點產業的結構優化，包括能資源使用最佳化、人機合作介

面、彈性產線、預測製造管理、客製化及高值化產品、創新製造之網路服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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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本報告繪製。 

圖 37 機械設備產業產值(2010~2016 年) 

 

生產力 4.0 政策之產業分析，主要仍以「技術研發」需求著手，並分析

我國相關領域之技術必須有所突破。行政院針對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歸

納出六大發展挑戰： 

(1) 中小企業為主體，資源分散。生產力 4.0 需要投入的數位化、IoT、巨

量資料運算等技術研發，而我國製造業主體仍以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ME)為主，規模相對較小，大多無法擁有足夠資源

挹注於數位化技術自主。  

(2) 基礎通訊環境尚未完備。政府應協助建構基礎環境，以協助 SME 達到

生產力 4.0 目標。 

(3) 奠定發展核心價值，鎖定特定領域。先進製造、前瞻科技及創新應用科

技研發策略中，以「高質(值)精微化、敏捷數位化、服務人性化」為推

動關鍵技術研發之重要核心，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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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關鍵技術發展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推動策略與面向 

高質(值)精微化 

 技術價值性(密度) 

 技術不可模仿性(深度) 

 技術延伸性(廣度) 

敏捷數位化 

 協助中小企業實體製造數位化 

 建立智慧網實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 

 研發智慧生產平台及整線生產平台(跨產業鏈) 

 發展整線生產系統達到高值化輸出技術 

服務人性化 
 服務導向式個人化服務設計 

 一指下單生產模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2015)，「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核定版)」。 

 

(4) 鎖定技術缺口，集中資源發展特定關鍵技術。整合產業研發能量，針對

我國產業技術缺口重點發展我國所需之關鍵技術，如表 22。 

(5) 強化智慧連網(IoT)技術發展。IoT 可分為三個階層，分別為感知層，包

含末端被感測的物體、感測裝置、感測區域網路、銜接網路層的閘道器

等設備，主要目的為蒐集物體的即時資訊；網路層，透過各種傳輸技術

(如 wifi 等)，傳送物體資料到後端之應用系統，相關資料將經過資訊交

換平臺或是共通資訊交換平台(如雲端運算平台等)；及應用服務層，相

關資料經過處理運算後，將與後端應用領域系統介接，並給予其他物體

指示。我國三個 IoT 階層發展仍有技術落差(gap)，如表 23 所示。而其

中特別需要加強發展的技術，包括：感知晶片與演算技術薄弱、傳感介

面尚需標準化、資訊安全傳輸與安全待強化、應用知識數位化不足、缺

乏完整解決方案、 商業模式不明朗及缺乏大型系統整合廠商等。 

(6) 如何克服從產業鏈之研發課題：包括「創新商業模式與產業生態」、 「具

國際競爭力之系統整合廠商」、「完整領域別之解決方案」及「核心與服

務關鍵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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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我國關鍵技術缺口及發展方向 

技術缺口 關鍵技術發展 

智能感知 
 微型感測元件智慧化 

 視覺/觸覺/感知等控制技術自主化 

基礎網路架構 

 開放性標準網通技術 

 機器型通訊及安全技術 

 耐延遲及低耗能機器聯網 

資料萃取運算/資料互

通傳輸 

 健全人機智能介面技術，提升人機協同效率 

 機與機、機與雲的訊息介面標準 

 智慧聯網共通服務平台/效能管理 

 物聯網資料分析 

橫向聯網專業分析 

 提升機器人智慧整合能力及反應速度 

 結合專業分析模型，提升 CPS 智能系統準確性及

可靠度 

縱向整合決策 

 智慧化工廠典範移轉 

 生產系統縱向整合解決方案 

 供需產能整合與決策系統 

 結合空間資訊與 IoT 之整合系統 

資料來源：行政院(2015)，「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核定版)」。 

 

表 23 我國 IoT 發展技術落差 

階層 學研 

投入 

階段 技術落差 

應用

服務

層 

相對

多 

「探索開發

期」到「尚

可」階段 

 共通的方法與工具可提供給業者進行跨業

之製造聯網與智慧化 

 系統協調技術及具國際競爭力的系統解決

方案 

 各系統串接資料交換安全保護 

 產業規模較小，缺乏系統整合與應用能力 

網路

層 

相對

多 

「尚可」到

「能力強」

階段 

 規模網路軟體，通訊協定技術與制定介面能

力 

 大量傳輸、低延遲與低耗能的機器聯網技術 

 資訊交換安全防禦技術 

感知

層 

相對

少 

「探索開發

期」到「尚

可」階段 

 感測器與機儀器介面採用特殊規格不易擴

展 

 高階機台控制技術仍無法自主 

資料來源：行政院(2015)，「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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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二產業創新—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規劃 

政府於2016年提出產業創新政策，智慧機械產業為重點領域之一，主要

目的將臺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創造就業並擴大整廠整線輸出。經

濟部進一步規劃「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整合我國新創能量，建立符合

市場需求之技術應用與服務，創造我國機械產業成長新動能。而「智慧機械

產業推動方案」規劃分為兩部分，分別為「智慧機械產業化」，以及「產業

智慧機械」化。(詳見附錄三) 

「智慧機械產業化」以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精密機械產業為主要推動

對象，並整合我國ICT基礎，導入智慧化相關技術，建構智慧機械產業新生

態體系，相關規劃如圖38所示。而「產業智慧機械化」，則是藉由整合智慧

技術，使機械設備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等智慧化功能，

加速產業導入智機化，藉由建構智慧生產線，透過雲端及網路與消費者快速

連結，形成聯網製造服務體系。 

 

 

圖 38 智慧機械產業生態體系 

 

而整體「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推動策略，則如同整體五+二政策之

架構，包括「連結在地」、「連結未來」與「連結國際」3大部分，相關推動

作法摘述如下： 

1. 連結在地：主要分為打造智慧機械之都與整合產學研能量(訓練當地找、

研發全國找) 兩部分，利用台中地區機械產業群聚優勢，以台中市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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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彰化、雲林、嘉義等地區，透過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建構關鍵智慧

機械產業平臺，有效結合台灣都市發展規劃，提供產業發展腹地與示範場

域。將智慧機械納入國際合作與併購關鍵項目，以「訓練當地找、研發全

國找」的方式，整合產學研三方能量，強化合作與培訓專業人才。同時運

用國際展覽等方式拓銷全球市場，打造中台灣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2. 連結未來：主要分為深化技術以建立系統性解決方案與提供試煉場域兩部

分，聚焦資源於「長與新的關鍵領域」，即「長」產品生命週期與「新」

數位經濟商業模式。未來將打造工業物聯科技，逐步推動人機物、供需的

資訊流智慧化；並推動航太、先進半導體、智慧運輸、綠色車輛、能源、

機械設備、電子資訊、金屬運具、食品及紡織等產業，建立廠與廠之間的

整體解決方案。在核心技術面，將持續建立機械自主關鍵技術及相關應用

服務，促成半導體利基型設備、智慧車輛及智慧機器人進口替代。在提供

試煉場域部分，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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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應用端場域試煉，驗證其可操作性，再系統整合輸出國際。 

3. 連結國際：主要分為國際合作及拓展外銷兩部分，在國際合作方面將強化

台歐、台美及台日智慧機械產業交流，引進國外技術及與國際大廠合作；

在拓展外銷方面將以系統整合輸出、推動工具機於海外市場整體銷售方案

及強化航太產業之智慧機械行銷，進一步整合部會資源，協助產業拓展國

際市場。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之推動作法與預期效益為： 

1. 建構「全球智慧機械之都」包含：建構中央與地方資源平台與擴大進口替

代 

2. 發展核心及應用技術重點為提高關鍵零組件國產比例 

3. 智機產業化及產業智機化包含有發展高階感測技術、發展IoT雲端技術、

建立智慧化系統解決方案、4年建構6個典範生態體系 

4. 整合上、中、下游建立服務輸出模式包含有組成跨域合作結盟、4年建立4

個區域服務輸出模式、 8年後10個區域服務輸出模式 

5. 培育跨域人才，優化輸出融資環境包含有設置產學人才鑑定中心與人才培

訓、協助企業出口融資及併購 

6. 透過場域試煉，驗證可操作性，再系統整合輸出，包含航空製造廠驗證工

具機技術、發展半導體先進封裝整機及高階零組件 

而在此規劃之下，2016年至今已有豐碩成果，並由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提出分年度之完整發展路徑圖，請參閱圖39至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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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簡報 

圖 39 推動台灣智慧機械產業路徑圖(連結在地) 

 

 

資料來源：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簡報 

圖 40 推動台灣智慧機械產業路徑圖(連結未來) 

 

 

資料來源：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簡報 

圖 41 推動台灣智慧機械產業路徑圖(連結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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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機械產業現況與發展 

工具機為我國具有競爭力的製造產業，年產值超過 30 億美元，2016 年

為全球第五大出口國。為維持台灣工具機製造業的優勢，更應透過智慧機械、

亞洲矽谷等產業創新政策，驅動核心競爭力。傳統產業與產業創新政策接軌

的面向，不同產業因為涵蓋範圍廣泛，因此跨足的領域多，代表未來產業發

展的多元性。 

(一)台灣機械產業概況 

台灣之機械業以出口貿易為主，容易受全球不確定經濟因素衝擊。例如

2014 年國際情勢良好時，美國製造業回流、歐元區復甦，使我國機械業產值

成長 5.8%，出口值同步成長 7.6%。至 2015 年全球經濟疲弱，加上日本及韓

國競相貶值，影響我國機械業產值衰退 3.1%，出口值亦同步衰退 6.0%，可

見國際情勢對我國機械業之影響深遠。 

根據統計，2016 年台灣整體機械業產值達新台幣 9,900 億元，即將成為

兆元產業，如圖 42 所示。目前全台機械產業廠商家數約計 1 萬 7 千家，中

小企業比率高達 95%，從業人數約為 28 萬餘人。 

 

 

資料來源：台灣機械公會 

圖 42 台灣機械產業產值變化(2009~2016 年) 

 

台灣現有產品之定位屬性，不論技術等級或價位層次均屬中上或中等，

主要競爭的市場為需求較大的中上段機械產品，如圖 43 所示。而技術層級

較高的國家，如日本、美國、德國、瑞士、義大利等國家，主要搶攻高端技

術、產品價格高但需求較小的市場；韓國與我國為同一層級之競爭對手，但

韓國之機械設備廠多屬財團式規模，較我國更有技術研發、資金投入等優勢。

整體而言，對國際貿易通路之掌握度也較台灣更加全面；中國大陸為我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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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機械設備之進出口市場，中國大陸發展快速，相關技術發展緊追在後，並

且透過許多政策工具，包括政府獎勵政策(投資與研發)、鼓勵外商投資、鼓

勵企業海外投資等，強勢扶植機械設備產業，並以低價策略搶攻中低層級之

機械設備市場。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6)「從製造到智造我國智慧機械產業創新政策之推動」。 

圖 43 台灣機械產品定位 

 

根據機械同業公會統計，2016 年我國前三大出口市場為中國大陸、美

國及日本，出口值分別為 52.6 億美元(占出口額 25%)、37.8 億美元(占出口額

18%)及 14.4 億美元(占出口額 7%)，光是前三大市場及占我國機械設備出口

總額之 50%。 

台灣機械產業一直扮演產業升級的幕後推手，根據統計處分類的全國

25 個製造產業中，機械產業(包含工具機、產業機械、機械零組件、機器人

及其他通用機械等)占國內製造業產值比重約 7.4％，出口額占國內總出口比

重約 6.8%，並提供製造業約 8%的就業機會，對於安定國內就業，促進經濟

繁榮有重大貢獻。 

尤其精密機械工業是支撐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產業，舉例而言，我

國製造業產值極高的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仰賴許多精密製程設備。過去

我國高科技設備產業著重於如何生產製造產品，自 2000 年起往製程設備產

業做水平整合，包括佩鑫、東元、中華聯合、敏盛等廠商配合國際設備大廠

轉投資，開始代工高科技產線的前段設備。聯電設立我國第一座 12 吋晶圓

廠後，我國設備業者開始投入大量經費於研發製造，形成我國半導體設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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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鏈。然而，半導體製程前段之相關設備，我國廠商還未掌握完整關鍵技術，

僅少數替國外大廠代工生產相關設備，如薄膜氣相沉積設備、乾式蝕刻設備、

化學機械研磨設備等。而因為我國長期專注於後段設備的應用，故半導體製

程設備商已完整掌握後段設備技術，主要設備產值集中於濕式製程清洗設備

與測量測試設備。 

若僅探討工具機產業，2016 年全年出口值達 29 億美元，受日幣大幅貶

值影響，出口面臨國際競爭。主要出口市場前三名為中國大陸、美國、土耳

其，出口額分別為 9 億(31%)、3.5 億(12%)、1.5 億美元(5%)。我國工具機產

業已有完整產業鏈，從上游的零組件製造至整機的工具機組裝，供給全球不

同的工具機應用面向，如圖 44 所示。上游零組件有各自的廠商專業分工製

造，大部分的廠商仍集中於工具機組裝尤其綜合加工機為我國的出口主力。 

 

 

資料來源：機械產業年鑑(2016) 

圖 44 臺灣工具機產業結構 

 

(二)台灣機械產業 SWOT 分析 

綜合上述，釐清目前台灣機械產業之優勢、劣勢、威脅與機會，如表

24 所示，並分析五+二產業政策為我國帶來之可能機會，以及生產力 4.0 點

出我國產業之劣勢，以提供產業界或施政相關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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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我國機械產業 SWOT 分析 

優勢(S) 劣勢(W) 

• 製造彈性高且成本低 

• 工具機基礎技術深厚 

• 工具機產業結構完整 

• 精密加工製造已有一定水

準 

• 中小企業型態，資金不足 

• 國內市場國產化工具機比例低 

• 未掌握關鍵設備製造技術 

• 研發人才與經費不足 

• 易受國際經濟波動影響 

機會(O) 威脅(T) 

• 靠近中國大陸市場 

• 全球工業 4.0 浪潮 

• ICT 技術深厚、產業鏈完整 

• 國際競爭強烈 

• 環保要求嚴格 

 

1. 優勢(Strengths) 

台灣之機械設備產業具有群聚優勢，上中下游緊密串連形成健全產業鏈，

同時也有穩健的基礎工業，如鑄造業、鋼鐵業等，支持台灣機械設備產業之

發展。我國機械產業界長期累積製造技術，使同品級之機械產品性能優良、

價格實惠，並發展為高度出口導向的產業型態，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仍能穩

定發展。 

我國中部地區為全球單位面積產值與密度最高的精密機械聚落，為全世

界非常獨特、產業聚落完整的地區，有「大肚山下的黃金縱谷」美譽之稱。

整體機械產業下，工具機與木工機等重要的子產業外銷出口表現不俗，2015

年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ITC)統計顯示，台灣木工機

及工具機出口值均為全球第 4 名，展現我國機械產業競爭優勢。 

2. 劣勢(Weaknesses) 

我國目前仍僅能製造中高階產品，在技術上仍落後先進國家。我國機械

設備產業 95%均為中小企業，因此研發人才與經費都無法集中。加上我國教

育體制之變革，逐漸缺乏實作與實驗之人才或工匠。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需要很長的時間，資金回收慢，難以尋求外來資金，

需要由政府協助。為確保我國能持續研發前瞻、關鍵性之產業技術，由國家

挹注資金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方案」。然而，我國推動之研究計畫相較國外

之計畫短(例如我國多為四年期計畫，而美國國防部等計畫大多長達八年)，

較不易長期投入技術研發，也不利我國先進技術之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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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會(Opportunities) 

因全球人口結構老化，利用機器人生產不僅可降低生產成本與售價，應

用範圍可能拓展各種領域(如健康照護)，創造龐大新興機器人市場。例如國

際機器人聯盟推估，2014 至 2020 年全球機器人出貨量成長率約為 15%；研

究機構 freedonia 也推估服務型機器人之全球需求，將於 2021 年達到 178 億

美元，超過工業機器人的 158 億美元。 

此外，我國機械設備產業以及 ICT 擁有完整供應鏈體系，面對國際競爭

時朝向高效率、高精度、高客製化及整線設備整合邁進，強化智能化軟體加

值、終端產業應用與銷售服務能量，同時將關鍵零組件的發展與整機設備(工

具機、產業機械、智慧機器人等)密切結合，以掌握高階應用市場之需求，為

我國機械設備產業發展之機會。 

4. 威脅(Threats) 

台灣機械產品目前於全球市場仍具競爭優勢，然而近年不論於中高階產

品或者中低階產品，均受到各國激烈競爭，而壓低獲利空間。在中高階產品

部分，先進國家如德國、日本等國導入智慧製造，以彈性客製化的優勢搶占

市場。此外，受到日圓貶值影響，更加深中高階工具機的價格競爭壓力。中

低階產品部分，中國大陸正積極發展工具機自主化策略，壓縮我國市場空間，

此外，中國大陸與韓國等主要競爭對手採殺價競爭策略，均使台灣機械產業

備受威脅。 

 (三)台灣機械製造業與產業創新政策接軌策略 

根據上述的 SWOT 分析，提出策略矩陣如表 25 所示。分別為 S-O 策略，

應用內部優勢爭取外部機會；O-W 策略，利用外部機會克服內部劣勢；S-T

策略，利用內部優勢避開外部威脅；以及 W-T 策略，減少內部劣勢，迴避外

部威脅。 

 

表 25 我國機械產業策略矩陣 

 優勢 劣勢 

機會 

• 大廠商帶動整體產業升級 

• 政府提供標準化模組 

• 成熟技術的推廣應用 

• 推動短期產學合作 

• 調整長期人才培育方向 

• 健全法規環境 

• 通訊標準化 

• 確保資訊安全 

威脅 • 技術創新突破 
• 政府共同參與夥伴關係 

• 政府提供良好研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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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 策略：利用我國既有的精密機械及機械設備製造技術優勢，整合我

國 ICT 完整產業鏈之優勢，推動智慧製造、工業 4.0，強調智慧製造技術

應用(如積層製造、網實系統、大數據分析等)，爭取踏入新市場之機會。

而五+二提出之航太、綠能產業等，均可作為練兵場域。 

(1) 大廠商帶動整體產業升級。例如統一食品智慧工廠案例，推動原物料

溯源管理以確保產品品質，並利用 IoT 結合自動化設備生產及精實管

理。統一食品也要求供應商教和包裝須貼附條碼，使整條生產鏈可以

更容易追蹤原物料的來源，間接輔導廠商提升資訊化程度。優先掌握

下游所需的技術，取得先機，增加產品競爭力。 

(2) 政府提供標準化模組。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認為中小企業在發展智

慧機械過程中，無法投入大規模研發資金與人力，需要政府資源挹注

發展標準化之智慧模組，儘速協助中小企業邁入智慧機械層級。 

(3) 成熟技術的推廣應用。感測器國產化也是我國推動智慧製造的一環，

待相關國產設備成熟後，政府可考慮補助中小企業布建感測器，並輔

導中小企業推動生產資料的儲存與分析。中小企業可將既有的經驗轉

換成數據，進一步建構生產模型，並可加速自動化、解決未來勞動力

不足隱憂。 

2. O-W 策略：利用外部提供的機會，於本次再工業化、工業 4.0 轉型浪潮

中，克服我國過去之劣勢，包括人才匱乏、研發不足、經費挹注等問題。

目前國際上競相爭取機器人、新材料、生醫等頂尖技術突破，我國之人才

培育及研發方向也可相應調整。 

(1) 短期產學合作。短期若有人才匱乏問題，可透過產學合作、企業實習、

海外短期訓練等，快速補充產業所需人力。 

(2) 長期調整人才培育方向。產業、政府及學界可透過夥伴關係釐清未來

所需的人才，作長期科系、教學科目、研究發展之方向調整，確保學

生學有所用、解決產業人才斷層、失業率等問題。 

(3) 健全法規環境。配合智慧製造，政府應優先盤點可能需要調整的法規

面向，優先奠定良好的法規基礎。 

(4) 通訊標準化。配合智慧製造，國際紛紛開始推動通訊標準、生產流程

標準化等，我國可以積極參與相關組織，爭取標準化發話權，或至少

必須持續關注相關標準研擬之最新動態。 

(5) 確保資訊安全。邁入數位製造、雲端製造等，或者參與夥伴關係，均

需確保技術的安全性、資訊的保密性，因此政府如何創造資訊安全環

境，讓廠商可安心合作、共同研發頂尖技術，亦為值得關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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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 策略：我國機械設備製造業優勢為完整的產業鏈、深厚的產業基礎，

參考國外先進技術的突破，我國五+二計畫也推動頂尖技術廠商之示範計

畫。 

技術創新突破：目前五+二之示範廠商，大部分為規模大、擁有自主研究

團隊之企業(如漢翔等)。參考國際經驗，此為正確的產業策略推動方向，

應使擁有頂尖技術的廠商更加的頂尖，才能提升我國整體技術層次。此些

已經具備基礎技術的廠商，或者尋求技術突破的廠商，透過上述的夥伴關

係(或平台)，由政府提供相關的技術研發支援，包括共享基礎建設(國家級

實驗室、強大之運算資源等)、整合國家級研究團隊(工業研究院、金屬中

心等)、學術資源(大專院校資源)、研究資金挹注等。 

4. W-T 策略：應努力克服我國的劣勢，才能迴避外部威脅。目前最大的威

脅是不論技術先進或落後國家，均持續降低生產成本，或利用政策工具推

動出口。而我國克服內部劣勢之方法，應強化技術發展，掌握關鍵技術。

而我國在研發方面，因大多機械設備製造廠商為中小企業，並缺乏相關資

金，而國外為促進先進製造，均透過簽訂夥伴關係、提供良好的研發環境，

為我國可參考之策略。 

(1) 強調政府共同參與夥伴關係：參考國外的經驗，不論美國或德國，建

立的產業政策都強調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平台的建立。我國產業政策雖

由政府成立推動辦公室，但實際與廠商的協商與運作，仍然以既有公

會為主。政府透過五+二產業創新規劃，提出未來可能發展方向，而

產業界對於全球市場有靈敏的嗅覺，應由擁有技術的產業界，透過夥

伴關係告知政府目前國際市場趨勢，並提出合作模式需求，如財務支

援、技術支援等，以促進雙向交流。 

(2) 政府提供良好研發環境。中小企業若有創新想法，夥伴關係平台也應

該提供技術支援、產品試做、金融援助等，可透過計畫申請的方式，

媒合廠商與試作場域。或者參考美國案例，成立數位製造示範體驗工

廠，讓沒有實驗室或研發設備的中小企業，也能受惠於智慧製造的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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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一)產業創新為發展主軸 

因應國外的技術升級，並壓縮我國機械產業之產值，我國政府相繼提出

生產力 4.0 與五+二產業創新政策。產業政策著重具體方向與落實，並應根據

我國機械設備產業之優勢劣勢，推動相關之產業策略。為克服我國之產業劣

勢，參考國外推動之政策，應建構溝通平台或建立夥伴關係，以加強各部會、

各產業及產官學研間的資源整合與推動的落實，加速我國之研發動能，促進

整體技術提昇。而機械設備之技術發展並非一蹴可及，而需要資金、人才、

基礎資源之支應，故政府應加速消弭各環節之間的障礙。 

連結未來的部分，下世代機械設備產業發展趨勢明確，政府應依據台灣

之條件，規劃並推動前瞻性的創新研發計畫。連結國際部分，篩選具備先進

技術之國家，促進技術、人才、資金、市場與台灣充份連結。並應串連亞洲

鄰近國家之創新研發基地，促進跨領域創新發展，以及跨區域整合，並確立

台灣成為亞洲精密機械研發中心之地位。連結在地部分，則應以台中為重要

發展基地，整合產官學研資源，推動我國精密機械技術之升級，以及機械設

備業與 ICT 之跨領域合作。 

(二)發展五＋二產業，重視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占機械設備產業之九成以上，政府在推動五+二產業創新政策

時，必須考量到我國中小企業之產業特性。中小企業之優點為生產彈性、快

速出單，但因應國際再工業化及工業 4.0 浪潮，我國中小企業也應加速產業

升級。我國中小企業之規模太小，必須促進產業之間的合作，以榮田精機為

例，與東台精機合作增資，並創造我國工具機打入美國 NASA、英國潛艦、

勞斯萊斯、奇異公司等跨國企業供應鏈之佳績。證實只要有適當的投資，並

掌握機會，我國中小企業便能創造極佳成績。 

然而，未來先進製造、智慧製造之趨勢下，不能僅是機械設備產業之間

的合作，更要促進跨產業、跨部會之合作。不論是發展智慧機械或智慧製造，

以精密機械或機械設備業為主體，再加入台灣在資通訊(ICT)、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領域之技術優勢，將原本之整機設備市場拓展到軟硬體整

合服務之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朝向整廠整線發展，創造更大的附加

價值。 

因此，重要產業創新推動的關鍵，第一步政府如何協助統合國內研究資

源，建置良性的互動平台或夥伴關係。第二步，機械聯網為智慧化第一步，

政府應奠定我國機械智慧化的良好基礎，包括協助建置智慧機械雲端空間、

補助中小企業安裝國產感測器，最後應加強新知識庫平台網，隨時關注並跟

上國際技術先驅之腳步，才能落實台灣智慧機械產業創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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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製造業產值高度集中於特定領域的電子製造業，此外產業規模與產

值較大的製造業，如鋼鐵業、石化業、機械製造業等，近年有附加價值持續

下降之趨勢。且我國為小型開放貿易經濟體，仰賴製造業產品之國際貿易，

而近年面臨後進國家的急起直追、先進製造業大國紛紛進入智慧製造、物聯

網等新世代製造業模式，使國際製造業市場日趨競爭，而我國產業亦面臨轉

型與技術升級之壓力。 

    政府相關單位為因應此一趨勢，並奠定我國長期之經濟發展基礎、促進

產業升級，故透過生產力 4.0、前瞻基礎建設、五+二產業創新等政策，積極

驅動產業升級並提升競爭力。然而，產業政策應有更明確的發展方向，並同

時採納業者之建議，以利政府落實相關政策。 

    本報告優先針對三個主要附加價值持續下降、但產值均有一定規模之產

業進行研究分析，分別為鋼鐵業、石化業及機械製造業等。透過蒐羅國際之

製造業現況、政策或法規研訂方向，了解國際現實趨勢，並研訂各產業之雙

贏接軌策略，涵蓋傳統產業邁向創新型態供應鏈之機會，及創新技術導入傳

統產業應用之潛力。 

一、結論部分 

(一) 鋼鐵業具上游產業特性，與相關產業互有關聯 

我國政府為奠定未來經濟發展基礎、產業升級等目的，故推出前瞻基礎

建設及五+二產業創新政策，鋼鐵業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鋼鐵業因具有上

游產業之特性，故與國防產業、智慧機械、綠能科技均有關聯，而其中最有

潛力之產業為離岸風機產業。我國目前積極布建重件碼頭、整合產業鏈、建

構產官學研平台，並提供金融融資等策略，均為打造我國成為亞太地區風力

發電相關產業之領先國家地位，相關廠商也可藉此機會與國外廠商合作，提

升相關技術，提升競爭力 

我國鋼鐵業最有發展優勢的部分為推動綠能科技中的風力發電產業，例

如提供工作船所需的鋼材、風力發電機之水下鑄件等，同時結合我國之重件

碼頭興建，期許我國成為亞太地區之風力發電機產業領先國家，未來若風力

發電機相關零組件具國際競爭力(包括耐風、耐災、耐鏽蝕等技術領先)，則

可出口至具有風力發電潛力之亞鄰國家，如日本、中國大陸，甚至可推往新

南向國家。 

建構風力發電機需要各產業鏈的協力合作，我國刻正加速風場開發相關

工作，並已帶動產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工業局針對 16 項重點風機零組件，

盤點我國製造業生產能量，開發潛力廠商名單，以利國際風場開發商與國內

製造廠商之合作洽談。政府推動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政策，目的為引入國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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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投資、技術及合作，然而，後續是否能達到技術移轉、產業升級、擴大

國內市場等目的，仍仰賴企業主動積極爭取國際訂單。 

(二)石化產業技術創新，發展綠色新材料循環經濟 

針對石化產業與政府五+二產業創新政策的結合方向上，主要針對綠色

材料循環園區的發展細部構想提出建議，在園區規劃前期即訂定符合循環經

濟發展方向之 5R 原則等循環利用準則，以有效提高能資源應用效率，進而

提升工業區內廠商之國際競爭力；在新材料研發與佈局上，配合政府既定的

研發五步驟的專案輔導計畫，產品的定位亦應由大宗石化品轉向量小、質精

之機能性的複合、功能性材料，新材料發展與五+二產業之接軌方向，則宜

與綠色新材料作為主軸，列舉在五+二產業創新發展趨勢下，可能對於車用

碳纖維材料、太陽光電材料、風力發電機組材料、太陽能光電材料、生質材

料等材料需求形成新的藍海市場，後續可作為未來石化業接軌政府五+二產

業之借鏡方向之一。石化產業鏈作為國內最重要的材料供應產業及產值比重

最大的傳統產業，產品遍及食衣住行中，未來應善用完整石化產業既有深厚

的產業鏈基礎，持續強化研發能力與基礎研究、並深化應用及連結關鍵技術，

發展綠色新材料循環經濟，並結合智慧工廠、物聯網與大數據等新的科技思

維，藉由跨業整合與跨領域結合上下游，從材料合成開發到製品應用，

並改善新材料在法規、環評不確性之發展限制，協助業者投入新材

料生產研發，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當前國際石化業面

臨著新技術發展、進料多元化、環境管制議題衝擊等多項挑戰，雖然石化品

的需求仍然維持持續成長態勢，但在後進國家相繼進入市場形成紅海競爭情

況下，國內的石化工業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依靠技術創新、工程創新、

管理創新，在高值化發展政策軌跡下，尋求與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接軌之發展

契機。 

(三)推動精密機械產業，轉型為智慧機械產業 

因應國外的技術升級，並壓縮我國機械產業之產值，我國政府相

繼提出生產力 4.0 與五+二產業創新政策。產業政策著重具體方向與

落實，並應根據我國機械設備產業之優勢劣勢，推動相關之產業策

略。為克服我國之產業劣勢，參考國外推動之政策，應建構溝通平

台或建立夥伴關係，以加強各部會、各產業及產官學研間的資源整

合與推動的落實，加速我國之研發動能，促進整體技術提昇。而機

械設備之技術發展並非一蹴可及，而需要資金、人才、基礎資源之

支應，故政府應加速消弭各環節之間的障礙。連結未來的部分，下

世代機械設備產業發展趨勢明確，政府應依據台灣之條件，規劃並

推動前瞻性的創新研發計畫。連結國際部分，篩選具備先進技術之

國家，促進技術、人才、資金、市場與台灣充份連結。並應串連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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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鄰近國家之創新研發基地，促進跨領域創新發展，以及跨區域整

合，並確立台灣成為亞洲精密機械研發中心之地位。 連結在地部分，

則應以台中為重要發展基地，整合產官學研資源，推動我國精密機

械技術之升級，以及機械設備業與 ICT 之跨領域合作。  

機械設備業則配合其他產業生產相關工具機械，同時於生產流程中強化

生產效率，引入新興技術。機械設備業原本即為我國極具競爭力之產業，加

上我國長年累積之資通訊技術基礎，配合亞洲矽谷、前瞻基礎建設之數位建

設，政府擬推動精密機械產業轉型為智慧機械產業，並鼓勵我國製造產業多

方應用智慧機械。第一步應落實良好的數位環境，推動感應器等基礎設備之

布建，同時建構相關產業生產預測模型等。再者，為補足我國產業多為中小

企業之劣勢，應促進產業投資與合作，使我國具備國際競爭力發展之業者發

展更加頂尖之技術。 

 

二、建議部分 

(一) 發展五＋二產業，鋼鐵業居重要角色 

我國政府為奠定未來經濟發展基礎、產業升級等目的，故推出前瞻基礎

建設及五+二產業政策，鋼鐵業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鋼鐵業因具有上游產

業之特性，故與國防產業、智慧機械、綠能科技均有關聯，而其中最有發展

優勢的部分為推動綠能科技中的風力發電產業，例如提供工作船所需的鋼材、

風力發電機之水下鑄件等，同時結合我國之重件碼頭興建、建構產官學研平

台，並提供金融融資等策略，期許我國成為亞太地區之風力發電機產業領先

國家。國內相關廠商也可藉此機會與國外廠商合作，提升相關技術，提升競

爭力，未來若風力發電機相關零組件具國際競爭力(包括耐風、耐災、耐鏽蝕

等技術領先)，則可出口至具有風力發電潛力之亞鄰國家，如日本、中國大陸，

甚至可推往新南向國家。 

鋼鐵業屬上游產業，主要提供其他產業相關材料，而未來全球趨勢之下，

主要的鋼鐵需求來源為汽車產業、綠能科技產業及機械設備等。我國並無強

健之汽車工業鏈，未來主要之車用鋼鐵需求仍在國外，故亦應加速開發輕量

化車用鋼材。 

(二) 加速石化工業轉型，研發綠色新材料 

相較於跨國型的石化企業而言，我國石化業在國際間的規模雖然大多屬

中型企業，但產業的優勢在於具備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且產業間分工明

確。此外，國內石化企業對於特定產品，往往具備更專精的研發、生產、銷

售、管理之競爭優勢。然而，由於工廠設備都已老舊，在國際競爭環境下，

面臨北美地區以頁岩氣為進料、中東國家及中國大陸等後進國家大規模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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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產能之壓力，加上國內目前貿易談判進展停滯，落後於韓國、新加坡、東

協等國家，使出口競爭相對處於較不利的條件。 

當前國際石化業面臨著新技術發展、進料多元化、環境管制議題衝擊等

多項挑戰，雖然石化品的需求仍然維持持續成長態勢，但在後進國家相繼進

入市場形成紅海競爭情況下，國內的石化工業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依靠

技術創新、工程創新、管理創新，在高值化發展政策軌跡下，尋求與政府產

業創新政策接軌之發展契機。 

針對石化產業與政府五+二產業創新政策的結合方向上，主要針對綠色

材料循環園區的發展細部構想提出建議，在園區規劃前期即訂定符合循環經

濟發展方向之 5R 原則等循環利用準則，以有效提高能資源應用效率，進而

提升工業區內廠商之國際競爭力；在新材料研發與佈局上，配合政府既定的

研發五步驟的專案輔導計畫，產品的定位亦應由大宗石化品轉向量小、質精

之機能性的複合、功能性材料，新材料發展與五+二產業之接軌方向，則宜

與綠色新材料作為主軸，列舉在五+二產業創新發展趨勢下，可能對於車用

碳纖維、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機組、太陽能光電、生質等材料需求形成新的

藍海市場，後續可作為未來石化業接軌政府五+二產業之借鏡方向之一。 

(三)發展智慧製造產業，重視中小企業與智財權 

中小企業占機械設備產業之九成以上，政府在推動五+二產業創新政策

時，必須考量到我國中小企業之產業特性。中小企業之優點為生產彈性、快

速出單，但因應國際再工業化及工業4.0浪潮，我國中小企業也應加速產業升

級。我國中小企業之規模太小，必須促進產業之間的合作，以榮田精機為例，

與東台精機合作增資，並創造我國工具機打入美國NASA、英國潛艦、勞斯

萊斯、奇異公司等跨國企業供應鏈之佳績。證實只要有適當的投資，並掌握

機會，我國中小企業便能創造極佳成績。 

然而，未來先進製造、智慧製造之趨勢下，不能僅是機械設備產業之間

的合作，更要促進跨產業、跨部會之合作。不論是發展智慧機械或智慧製造，

以精密機械或機械設備業為主體，再加入台灣之資通訊、系統整合技術優勢，

將原本之整機設備市場拓展到軟硬體整合服務之整體解決方案，朝向整廠整

線發展，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 

因此，重要產業創新推動的關鍵，第一步政府如何協助統合國內研究資

源，建置良性的互動平台或夥伴關係。第二步，機械聯網為智慧化第一步，

政府應奠定我國機械智慧化的良好基礎，包括協助建置智慧機械雲端空間、

補助中小企業安裝國產感測器，最後應加強新知識庫平台網，隨時關注並跟

上國際技術先驅之腳步，才能落實台灣智慧機械產業創新政策。 

 

 



 

103 

(四) 發展五+二產業，重視中小企業 

針對中小企業之升級與發展，鞏固我國中小企業之技術頂尖仍是產業政

策的重要方向。根據訪談，發現中小企業較難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除研發

資金、研發設備相對不足之外，也彰顯出傳統產業難以留住高階研發人才之

困境。政府應提供相應之技術支援，舉例而言，傳統機械廠商需要透過有限

元素分析法進行機械系統結構性能的模擬，但缺乏中立、資訊保密之第三方

可協助進行相關檢測。廠商因考量商業機密流失之風險，而拒絕尋求外部合

作，故可能錯失技術升級之機會。即便廠商尋求合作，目前也多透過私下委

託學界進行研究，而非公開透明之商業行為。因此政府應加速盤點中小企業

主所需要的協助，並促成中立、資訊保密、公開之管道，促進中小企業主獲

得相關技術協助。 

我國中小企業原本即具有生產彈性，單一產業已有諸多產線資源共享之

案例。以生產鍋爐為例，建成機械公司並無意願投資大型生產設備，故與台

塑重工相互合作，轉單或協商委託外包前端需要大型機具之相關作業。此種

設備相互利用，其實也是國際工業 4.0 的重點之一。過去傳統產業一直都在

做，若能擴大信任與合作，促進多餘產線產能之釋放，或者訂單的相互移轉，

則能讓國內產能更加有效率，亦能使傳統產業不需要投資太多設備，為未來

共享經濟方向。  

(五)建構產學研合作平台，達到產業創新升級 

不論何種產業之發展，我國政府均應正視人才培育、投資之融資管道，

以及法規面之配合與支援。在人才培育方面，短期可促進產學合作、建教合

作；長期則應尋求大專院校的科系調整，開始培養未來產業所需人才。法規

方面，則應定期檢視過時的規定，並適時滾動式檢討與修正。同時，也應持

續關注國際數位環境、製造業標準等。 

為達到產業升級的目的，加上我國多為中小企業之體質，使得資金、技

術、人才均無法集中，使得技術研發相對其他國家沒有規模，恐為我國研發

之瓶頸與困境。產業升級與創新並非一蹴可及，政府應更加務實，根據產業

之技術研究與發展方向，盤點我國產業發展之利基以及落差。並針對我國可

發展之項目，效法國外相關作法，建構跨領域、跨部門之相關合作平台，集

中產業發展資源(資金、設備、人才等)，達到我國產業升級、創新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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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ea.gov.tw/MNS/dos/home/Home.aspx
https://www.stat.gov.tw/mp_stat.html
https://www.pipo.org.tw/
http://www.ccfi.fcu.edu.tw/wSite/mp?mp=398401
https://www.nikkakyo.org/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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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我國鋼鐵業上中下游產業鏈 

鋼鐵產品依性質可分為「碳鋼」及「不鏽鋼與合金鋼」兩大類，碳鋼是指沒

有額外特意添加其他金屬的鋼材，且含碳量低於 2.1%以下，並根據含碳量比例不

同分為高碳鋼、中碳鋼及低碳鋼15；不鏽鋼與合金鋼是指在鋼中額外添加金屬元

素(如鎳、鉻等)或非金屬元素(如硼、氮等)
16，以獲得特殊鋼鐵特性，例如耐蝕性、

耐熱性、耐磨性等。 

而鋼鐵產品根據上中下游產業鏈區分，上游流程為煉鐵(iron making)與煉鋼

(steel making)，產出粗鋼(crude steel)，包括大鋼胚、小鋼胚、扁鋼胚及鋼錠；中

游之工廠購買粗鋼，並經軋製(rolling)流程產出鋼材，透過冷軋或熱軋流程產出鋼

板、鋼捲、鋼條、盤元線材等；中游再將鋼材售出至各產業製成鋼品，包括金屬

製品、機械設備、運輸工具、模具、螺絲螺帽、鋼線鋼纜、工業設施及建築工程

等。鋼鐵產品鍊如圖 A-1 所示，並依據上中下游流程分別說明如下： 

                                                      
15

 根據財政部(2013)「102 年度鋼鐵業原物料耗用水準調查報告」指出，含碳量介於

0.02%~0.24%稱低碳鋼；含碳量介於 0.25%~0.54%稱中碳鋼；含碳量介於 0.55~2.1%

稱高碳鋼。根據含碳量的不同，鋼鐵的強度、韌性均改變。含碳量 0.02%以下稱純鐵，

含碳量高於 2.1%稱為鑄鐵。 
16

 根據財政部(2013)「102 年度鋼鐵業原物料耗用水準調查報告」指出，合金鋼依據合

金元素總量，分為合金元素總量 1.5%以下的低合金鋼、1.5%~5.5%之中合金鋼，及

5.5%以上之高合金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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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鋼公司。 

圖 A-1 鋼鐵產品鏈 

 

1.煉鐵與煉鋼 

國內粗鋼生產依使用原料及設備不同可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一貫作業鋼

廠(Integrated Steel Mill)，如圖 A-2 所示。目前我國採一貫作業鋼廠僅中鋼公司與

中龍公司，向國外採購鐵礦砂與焦煤，投入煉焦工廠與燒結工廠17，產出熱焦炭、

燒結礦後投入高爐(blast furnace)，將氧化鐵還原為生鐵。將高爐產製之熔銑(亦即

生鐵液)先脫硫脫磷後，再送往轉爐吹煉成鋼。煉鋼廠依據訂單需求，在此階段調

整鋼液的成分，再送往精煉廠製成粗鋼。 

第二類係指以廢鋼為原料的電弧爐(electric arc furnace)煉鋼廠，以高壓電流通

過人工石墨與廢鋼原料，產生高溫電弧使廢鋼熔解，再進行後續的精煉產生粗鋼。

我國電弧爐煉鋼之代表性廠商包括東和、豐興等 18 家廠商，其中普通鋼電爐生

產之廠商共計 15 家，產能合計 1,088 萬公噸，特殊鋼電爐生產之廠商共計 5 家，

每年可生產 225 萬公噸粗鋼。 

                                                      
17

 新興的煉鐵技術並不會直接冶鍊鐵礦，而是先將赤鐵礦送入燒結工廠，處理成為燒結

礦或球結礦(統稱為處理礦)後，才送入高爐冶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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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鋼公司網站。 

圖 A-2 一貫作業鋼廠之煉鋼流程 

 

2.軋製 

軋製是鋼鐵業重要的金屬加工方法，使金屬材料之形態與性質改變，依據軋

製的溫度可分為熱軋與冷軋。軋製可由煉鋼廠處理(如中鋼公司可自行煉鋼與軋

製)，亦有單獨之鋼鐵軋製廠(如中鴻公司)，向國內外之煉鋼廠購買粗鋼進行軋

製。 

鋼鐵業中游產品屬碳鋼類方面，產品有冷熱軋鋼板捲、鋼筋、線材盤元、棒

鋼盤元；以不鏽鋼類而言，則有冷熱軋不鏽鋼板捲、不鏽鋼棒線、不鏽鋼型鋼，

以及其後段之裁剪加工與製管業。 

以一般鋼胚為原料，經軋延後製成盤元，再加工後可生產螺絲、螺帽、鋼線

等下游產品；中游的線材盤元及棒鋼盤元的差異，直徑 14mm 以上者稱為棒鋼，

14mm 以下者稱為線材。不鏽鋼類方面，扁鋼胚經加熱後，經粗軋機及精軋機軋

延，並噴水冷卻，即成熱軋鋼捲，主要用途為冷軋鋼捲的原料，亦可供製鋼管、

貨櫃、容器等製管產品；熱軋鋼捲經酸洗、軋延、退火、精整後即成冷軋鋼捲，

主要市場為製管、自行車及零件、汽機車及零件、鍍面產品等18。 

                                                      
18節錄自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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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鋼品生產 

鋼鐵為工業發展極為重要之原材料，下游應用產品眾多，包括各類金屬製品、

機械設備、運輸工具、模具、螺絲螺帽、鋼線鋼纜及工業設施及建築工程上所需

之各種鋼材，如不銹鋼管配件、微接頭元件、建築五金零件、鎖類製品等。根據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6)發布之「2016 鋼鐵年鑑」指出，國內鋼鐵下游用鋼

包括金屬製品業約 18,500 家、運輸工具業 4,150 家、機械設備業 13,200 家，產業

連結綿密。然而，與美國、日本等國高度仰賴國防、汽車、重機業的型態不同，

我國鋼鐵材料缺乏大型用鋼產業，市場規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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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丹麥先進製造 

有鑑於全球市場改變，新興市場競爭者崛起，以及數位化潮流，丹麥製

造業雖然仍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卻仍開始思考下一個世代的製造業趨勢，提

出產業與政府應及早做何準備，以確保未來競爭力。 

丹麥為小型開放經濟體，製造業涵蓋跨國企業，但主要也以中小企業為

主體19，且不乏在地企業或家族企業20。丹麥製造業之原物料仰賴進口，因內

需市場不大，相關產品大多銷往歐洲市場，製造業出口比例占製造業總產值

65%以上，包括做為歐洲大廠的代工廠(original equipment makers, OEM)或代

工廠的分包廠商(subcontractors)。 

2016 年 1 月，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與丹麥 Aarhus 大學共同發

表研究報告，探討丹麥製造業的下一個十年應朝何方向發展。該份研究指的

製造業，包括機械、金屬、電子設備、自動車及造船業。並且透過問卷調查、

企業訪談，有效問卷為 227 份，涵蓋所有型態的企業21，具有丹麥製造業代

表性。丹麥 227 間企業預期未來最重要的七大製造業發展趨勢，並且自我評

估是否已經做好因應準備，如表A-1所示。約 70%的企業對於未來保持樂觀，

並且認為已經掌握關鍵技術、提出因應策略。 

 

表 A-1 丹麥製造業七大未來發展趨勢 

趨  勢 機會/威脅 準 備 

供應客製化產品的生產線以及整合服務 ↑↑ ↑↑ 

市場由歐洲移轉到其他地方，尤其新興市場 ↑↑ ↑ 

原物料成本上漲或波動程度增加 ↓ - 

提升售後服務的重要性 ↑↑ ↑ 

注重產品及製程之環境意識 ↑ ↑ 

丹麥本土人才短缺 ↓↓ ↓ 

破壞式技術帶來的製程革命 ↑ - 

註：↑代表正面的影響，↓代表負面的影響，箭號越多代表影響越大。-代表沒有相

關回應。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2016) 

                                                      
19

 根據中小企業處報告指出，美國、德國以 500 人以上大型企業占所有企業約 40%。 
20

 中型企業是指雇員小於 250 人，小型企業是指雇員小於 50 人，並特別獨立微型(micro)企業，指

雇員小於 10 人的公司。 
21

 問卷回收情況：300 人以上企業 39 份、100 至 300 人企業 48 份、50 至 100 人企業 28 份、30 至

50 人企業 33 份、10 至 30 人企業 50 份，小於 10 人企業 29 份，共計 22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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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供應客製化產品的生產線以及整合服務」、「市場由歐洲移轉到其

他地方，尤其新興市場」、「提升售後服務的重要性」具有正面且重大的影響，

並已掌握這三個面向趨勢，並評估具有一定程度的準備可因應相關衝擊。「原

物料成本上漲或波動程度增加」、「丹麥本土人才短缺」則有負面衝擊，在原

物料成本方面尚無法有妥善因應方法，僅能盡可能提升生產效率；而人才短

缺議題，丹麥企業普遍認為屬於政府及國家之責任義務。 

丹麥也是關注環境議題的國家，認為「注重產品及製程之環境意識」為

未來的重要趨勢之一。此一趨勢有三大機會，包括吸引注重環境議題的顧客，

擴大市場規模；達到產品差異化目的；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丹麥於 2017

年 1 月提出循環經濟白皮書，並提出循環商業模式(circular business model)，

注重產品開發使用的材料、對環境衝擊最小，目標是達到使「丹麥製造」與

「綠色」、「永續」劃上等號。 

值得注意的是，麥肯錫比較丹麥、德國及芬蘭國家製造業對於未來趨勢

的排序，丹麥相較德國及芬蘭更不注重「破壞式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y)

帶來的製程革命」。而麥肯錫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德國與芬蘭均由政府推動國

家層級的創新製造業技術政策，例如德國的工業 4.0 政策等。而丹麥近年的

國家政策並未引導產業創新，使得丹麥企業相對不注重創新及技術研發。此

一趨勢也有相應的數據得以佐證，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指出

2009 年丹麥的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三，並高於瑞典與德國。至 2016 年，丹麥

已經跌出前十名，已被瑞典與德國超越。製造業部份，根據 2016 年之全球

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也已跌出前十名，落後於其他北歐國家，

均為丹麥製造業警訊。 

僅有少數丹麥企業認為應增加新技術的突破與研發，麥肯錫為此針對企

業與政策制定者提出各別行動策略。政策制定者應效法德國推動工業 4.0 政

策，將發展下一世代的創新技術納入丹麥國家規劃當中。並且應選定特定技

術(如德國選定人機平台、3D 列印等特定技術領域)、促進產官學研之間的合

作，並放寬對中小企業的研發補助門檻。此外，政府也應促進研發人才進入

產業，同時修正僵化制度，引入更多國外高階人才或國際研究計畫進入丹麥。

而企業則有六個可行的行動策略，分別介紹如下： 

(1)制定明確的創新策略，並參考歐盟國家之 R&D 進程。應選定有利基的領

域挹注研發資金，而非一味增加 R&D 資金金額。 

(2)持續關注破壞式技術之發展潛力。規模較大的產業多已有培育自己的研發

團隊，SME 則應尋求政府的研發聯盟協助，持續監控破壞式技術之應用潮

流。主要應關注在四大領域，分別為建構資料、計算能力；資料分析及人

工智能引入；人機介面整合；網實系統(digital-to-physical system)，如機器

人與 3D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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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整合界面。因未來將廣泛應用 ICT 於生產製造流程，故生產機台或者

系統之間的通訊協定等標準仍為未開發的藍海。若能取得先機，發展相關

整合產品與服務之間的整合界面、研訂系統標準，將具有產業先行優勢。 

(4)藉由數位化(digitalization)等新技術提升生產力。不論採用何種技術，製

造業的最終核心仍是提升生產力，而採用新技術是提升產業生產力的快速

管道。若未來要應用 ICT 於製造業生產流程，則應從生產流程的數位化著

手，數位化可應用的八個主要領域如圖 A-3 所示，包括縮短上市時間、強

化售後服務、資源有效運用、提高資產設備使用率、勞動力有效應用、存

貨管理、供應鏈管理等。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2016) 

圖 A-3 數位化帶動製造業生產力提升驅動力 

 

(5)關注發展產品或外包技術的外部性。小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採用新技術時，

為控管風險，可能不會直接投資設備的汰換。其中可採行的策略，是在產

品開發的過程中與顧客協作，以小量產品測試市場反應，再投資於龐大、

複雜的產業生產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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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據價值鏈改變調整相應之企業模式。企業的獲利模式可能會隨著採用破

壞式技術而有所改變，舉例而言，原本製造業以資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為主，但採用新技術後轉變為營運支出(operating 

expense, OPEX)增加之商業模式。 

有鑑於丹麥政府並無推廣相關技術的政策，2016 年底由丹麥研發基金

(Innovation Fund Denmark)挹注資金予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析丹

麥製造業是否已準備好迎接工業 4.0。最後提出三的面向，共九個概念性的

策略方向，如圖 A-4 所示。第一個面向，政府應先建構工業 4.0 生態，主要

的政策為推動產官學研合作平台，建構知識聯盟、夥伴關係(partnership)；第

二個面向，政府應盤點未來十年發展工業 4.0 所需的人才，釐清人才庫落差，

並規劃人才培養與教育等政策；最後一個面向，則是提供充裕的研究資金(含

貸款)，以及促進 SME 投資之誘因。 

 

 

      資料來源：BCG(2016) 

圖 A-4 丹麥產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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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 

全球生產模式製造歷經自動化、量產化、全球化發展歷程後，近三年，

不論是德國「工業 4.0」、美國的再工業化政策、日本的人機共存未來工廠、

韓國的下世代智慧型工廠，還是中國製造 2025 計畫，全球主要國家均積極

推動建構網實智能化製造、生產、銷售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

產業供應鏈垂直與水平數位化、智能化，成為全球搶單競爭關鍵。其次，先

進國家為因應就業人口數下降的必然趨勢，推動數位製造、網實整合智慧製

造發展，也是逆轉人口危機為轉機的重要發展策略。 

台灣同樣面臨工作年齡人口減縮，同時產業受開發中國家搶占量產市場、

工業國搶占中階客製化市場的雙重挑戰。在接踵而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

何促進國內產業創新轉型、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維持國際競爭力，是我

國產業發展之重要課題。 

對此，行政院日前以「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方案」為基礎，整合商業

自動化、農業科技化發展進程，提出「生產力 4.0」發展規劃，期能開發智

慧機械、物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等技術來引領製造業、商業服務業、

農業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提升，同時，發展人機協同工作的智慧工作環境，

以因應高齡化社會工作人口遞減的勞動需求。 

在策略方面，將以「優化領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催生新創事

業」、「促進產品與服務國產化」、「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培育實務人才」、

與「挹注產業政策工具」等 6 項推動主軸、18 項策略，60 項具體行動措施，

推動生產力 4.0 產業發展，以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智慧化加值轉

型。針對六項推動主軸簡述如下： 

1. 優化領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策略選定聚焦於電子資訊製造業、

金屬運具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紡織製造業、零售及物流

服務業、領航農業(生技農產業、精緻農產業、精準農產業)等，深化其企業

內垂直價值鏈智慧化能力、以及打造產業水平供應價值鏈智慧化能力，優化

產業結構，鞏固國際接單能力。 

2. 催生新創事業：項目包括：(1) CPS 零組件(如感測器、傳感器、控制

器等)及智慧設備製造業、(2) CPS 解決方案服務業、(3)積層製造關鍵設備、

系統、零組件、材料產業等、(4)積層製造應用新創產業。 

3. 促進產品與服務國產化：藉由推動導入生產力 4.0關鍵系統與零組件、

及服務產品的過程，促進產品與服務國產化。 

4. 掌握(CPS)關鍵技術自主能力：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集成電腦化/數

位化/智能化技術，以物聯網、智慧機器、巨量資料等科技發展具備有適應性、

資源效率、及人因工程的智慧工廠，以貫穿商業夥伴流程及企業價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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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產品與服務客製化供應能力。透過提供關鍵技術模組工具、或提供共通

技術平台、或優化技術性能、突破技術瓶頸等創造產業科技自主能力。 

5. 培育實務人才：推動作法為「產業在職人才培育」、「產學連結跨域科

技人才培育」、「產學研連結培育國際實務人才」、及「產學研單位延攬國際

專業人才」等 4 項策略，18 項具體行動措施。 

6. 挹注產業政策工具：運用獎勵投資、併購、融資貸款、創投資金、研

發支出投資抵減、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及信用保證機制等產業升級政策工具，

針對所選定的領航產業，優先運用產業升級轉型相關政策工具，促進各企業

(商家)、工廠(工場)建置生產力 4.0 設施能力、研發能力、經營管理能力。並

針對先進製造與積層製造應用，研制配套法規，以促進產業創新加值發展。  

綜合前述內容來看，政府原有之產業政策內容完整，對於產業發展策略

的敘述詳盡，即便在早期的三業四化的內容裡，雖僅選擇九項亮點推廣產業，

但整體而言，計劃本身仍是針對製造業及服務業整體而設計，執行時並不局

限於亮點產業，而後續的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中，

所列舉的重點推動產業，幾乎囊括國內主要產業範圍，可說是面面俱到的規

劃做法。 

不過，從另外的角度切入，由於涵蓋面向相當廣泛，因此不論是在政府

對外宣傳政策時，或是民間廠商希望了解相關規劃內容，都容易出現不易聚

焦的情況，產生事倍功半的現象。同時，我國目前政府所擁有的資源與過去

相比屬於相對短缺的狀態，若需要包含的面向過於寬廣，則難免會出現投入

資源不足，導致執行成效不如預期。 

    針對智慧機械產業規畫，「生產力 4.0 方案」中有相關措施，包括結

合物聯網、智慧機器人、巨量資料，發展智慧化製造、智慧化服務、智慧化

農業，「產業升級轉型方案」之展系統中，智慧自動化生產方案以及整廠整

案輸出方案方向一致。因此建議可先以目前作法加以延伸或改進，首先，將

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之展系統方案中眾多項目，集中資源在使精密機械升

級為智慧機械之政策。透過精密機械產業的創新升級成功案例，帶動其他展

系統方案的推動。而產業力 4.0 尚未有設定區位發展之策略，為有限連結現

有政策，可加強有關生產力 4.0 區位佈局策略。 

其次，智慧機械創新產業計畫以精密機械業的智慧化為發展主軸，故關

鍵在於精密機械業與 ICT 或智慧科技之結合，建議審視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

有關智慧科技之部分，思考如何與智慧機械創新產業計畫整合，以利計畫成

效。未來智慧機械除了運用在工廠外，不排除智慧機器人運用在物流、照護、

家庭的可能性，建議擴大試煉場域，開放政府商機、提高跨業合作的機會，

經由機械之智慧化，可望提升我國業者創新商業模式、提升獲利之機會，故

建議智慧機械創新產業計畫與既有創新商業模式諮詢輔導計畫建立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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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105 年 7 月 21 日工業局局長吳明機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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