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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109年度 

 

一、財團法人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中心原名「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係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二十

五日依據中華民國政府會同聯合國特別基金會及國際勞工局訂立之「金

屬工業發展執行計畫」所成立，為一非營利之財團法人；民國八十二年

五月一日奉准更名為「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二)設立目的 

本中心從事研究發展，厚植工業服務與技術推廣之能力，以訓練專門人

員及生產與管理、技術服務方式輔導協助國內金屬及其相關工業改善設

備，提高管理及生產技術，研究改良製造方法及成本控制，以有效利用

金屬資源、發展新產品、拓展銷售市場，使其具備國際市場良好之競爭

能力為目的。依據本中心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範圍如下： 
1.金屬及其加工工業基本結構、管理推銷及生產技術之調查分析。 
2.金屬及其加工工業之生產技術及管理效率之研究與協助改進。  
3.企業管理、生產技術與金屬有關產品之發展。 
4.機械設備及工具之設計製造與示範操作。 
5.企業管理及生產技術之介紹、講習與出版。 
6.金屬與機械設備製造技術之合作和專利權之購買及代理，以引進新技

術。 
7.各種機器設備之鑑估、檢驗、安裝與試驗。 
8.工業訓練(含單元技術訓練、系統規劃訓練、行業別人才培訓)。 
9.金屬製品檢驗及委託代工。 
10.製程改善及自動化研究。 
11.產品及模具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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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廠管理之改善。 
13.環境檢測。 
14.市場及技術調查分析。 
15.技術諮詢服務及展示。 
16.金屬工業之投資，以促進其發展。 
17.其他有關金屬工業之發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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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1. 本中心依捐助章程所訂，現有董事12人、監察人3人，由政府主管機關自

產、官、學、研代表推派之。執行長秉承董事會決議方針，綜理中心一

切業務。本中心研究領域甚廣，按各業務範圍設有7業務處，另設企劃推

廣處等行政支援單位(如下組織圖)。至108年6月本中心人數計876人，其

中博士97人占11%，碩士547人占63%，學士169人占19%，專科37人占4%
，其餘26人占3%。109年度預算人數923人（含約聘人力）。 

 
 
 
 
 

 
 
 

   本組織圖經107年11月27日提報第22屆第10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同意備查 
                                                           

  



1-4 

2.部門職掌： 

執行長室： 

(1)秉承董事會業務方針，董事會議、常務董事會議之決議，及董事

長之裁決事項，綜理本中心業務。 
(2)中心政策方針、營運目標、執行策略等策劃與推動。 
(3)各部門業務督導與考評。 

稽核室： 

針對以下業務範圍執行檢查、評估及建議： 

(1)政策、法令、規章、計畫、程序及契約之遵循。 
(2)財務與營運攸關資訊之可靠性與完整性。 
(3)資產之確保。 
(4)營運或專案目標之達成。 
(5)資源之經濟及有效使用。 

工業安全衛生室： 

(1)釐訂工業安全衛生工作計畫、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規劃、協調、支援及查核各部門實施工業安全衛生管理。 
(3)規劃及實施工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 

醫療器材研發服務處： 

(1)醫療器材(如人工牙根、骨頭等及其器械)及光電(如半導體、平面

顯示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體等及其應用)之製程設備與零

組件技術與產品之開發。 
(2)醫療器材臨床資訊、產品設計、分析與實驗平台，光電製程設備

與零組件實驗型產線之設置。 
(3)醫療器材及光電製程設備與零組件產品專利、法規、標準與產業

發展規劃。 
(4)醫療器材及光電製程設備與零組件產品產業供應鍊，聚落推廣與

技術輔導服務。 
(5)醫療器材及光電製程設備與零組件產品國際技術合作、行銷及整

合。 
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 

(1)智慧技術發展及創新服務模式之推動與輔導。 
(2)電化學加工技術及其製程設備研發。 
(3)風力機測試實驗室建置及設備技術服務與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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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風場投融資之專案管理相關技術服務。 

(5)技術創新及研發計畫之執行。 

(6)衛浴器材性能分析檢測驗證服務。 

(7)檢測驗證技術之諮詢及輔導業務。 

(8)產品之臨廠監督試驗服務。 
服務創新發展處： 

(1)企業營運創新服務、品質手法改善與國際標準管理系統之應用與

輔導。 
(2)金屬相關製品產品之開發與服務。 
(3)管理系統驗證與型式驗證產品檢測驗證。 
(4)產業供應鏈能量整合之輔導及服務。 
(5)協助公部門進行產業發展策略規劃、政府專案計畫推動與執行。 

產業升級服務處： 

(1)產業升級各項管理技術之評估、發展、推廣與服務。 
(2)產業人力發展及培育業務之整體規劃與執行。 
(3)材料、產品之檢測、驗證與鑑定服務。 
(4)檢測與驗證技術之研究開發，並提供技術諮詢與顧問服務。 
(5)產業升級經營策略規劃及經營管理知識化、電子化之發展、輔導

與推廣。 
(6)其他國際合作與產業升級相關技術服務事項。 

精微成形研發處： 

(1)從事精微/精密產品及其成形製程、模具、表面性能、系統設備等

相關技術之研究開發與推廣。 
(2)與國內外相關產業、學術與研究機構等進行技術合作、交流與技

術媒合。 
金屬製程研發處： 

(1)金屬材料、固、液相成形與接合相關系統技術之引進、研發與推

廣。 
(2)金屬產品熔鑄、鍛造、銲接、成形相關系統技術之研發、試製與

推廣。 
(3)各種金屬零組件、模具及加工系統之開發與試製。 
(4)車輛結構、系統整合及系統測試技術研發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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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1)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創新、整合等相關技術之研究開發與推廣。 

(2)精密機電、智慧系統相關技術之研發與推廣。 
(3)生技、能源、環保製程與生產系統等相關技術之研發與推廣。 

(4)與國內外相關產業、學術與研究機構進行技術合作、引進、交流

與媒合。 

行政管理處： 

(1)綜理中心相關行政事務。 
(2)中心軟硬體環境之建置、維護與管理。 
(3)中心各項物品、財產之採購、維修與管理。 
(4)人力資源管理及人才培訓規畫、執行。 
(5)董監會、規章及印信之管理及秘書事務。 
(6)圖書及技術資料文件管理。 
(7)出納事務管理。 

會計處： 

(1)會計政策及會計制度之擬訂。 
(2)預算業務之執行與績效評核。 
(3)會計業務之處理與憑證審核。 
(4)內部審核工作之執行與報告。 
(5)各項稅捐業務之處理。 
(6)財物調度及理財業務之綜理。 
(7)轉投資事項之簽辦與效益評估。 

企劃推廣處： 

(1)規劃、推動中心知識管理制度系統。  
(2)中心中長期業務發展策略規劃。 
(3)中心研發方向之協調與規劃。 
(4)國際合作研發協調規劃。 
(5)組織編裝規劃。 
(6)各部門年度績效評估。 
(7)整合、協調各處，協助推廣各項業務。 
(8)產業技術知識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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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計畫 

本中心109年度工作計畫概分為研究計畫與工業服務兩大類，其中研究

計畫預算編列900,000千元；工業服務包括政府委辦計畫(包含廠商配合款)、
自主工業服務計畫及研發成果收入等項目，工業服務預算編列1,791,000千元

。 

(一)計畫名稱 

1.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包括創新前瞻、環境建構、關鍵技術、跨單位/跨領域、知識

服務及其他等六大類。 
(1) 金屬中心創新前瞻技術研究計畫 

(2) 金屬中心產業技術環境建構計畫 

(3) 關鍵技術計畫 
關鍵產業用高值金屬材料暨製造技術國產自主研發計畫 
模具智慧設計及高值應用技術開發計畫 
智慧骨科手術輔助系統開發計畫 
循環鋁材創新應用製程技術開發計畫 
利基車輛底盤自主技術暨產業化計畫 
在地產業創新加值與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推動計畫 
高溫用金屬零組件之先進製造技術開發與整合計畫 
綠能科技技術分析與策略推動研究發展計畫 

(4) 跨單位/跨領域計畫 
食品製程高效能設備開發與品質預測系統研發計畫 
產業創新新材料開發計畫 
新興智慧自動駕駛決策與控制關鍵技術暨整合應用研究計畫 
電動車輛線傳底盤關鍵次系統技術開發計畫 
工業伺服電機節能驅控關鍵組件開發計畫 
智慧製造系統關鍵技術開發計畫 

(5) 知識服務：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6) 其他(能源局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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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計畫： 
用於矽晶異質接面太陽電池的關鍵製程研發設備開發計畫 
智慧型可重組蓄熱燃燒系統開發計畫 

離岸風場結構檢修與運維技術開發推動計畫 

地熱溫泉能源多元開發關鍵技術研發計畫 

金屬中心能源局新及再生能源前瞻技術掃描評估及研發推動創

新前瞻計畫 
2.工業服務計畫 
工業服務計畫包括政府委辦及自主工業服務計畫兩大類，政府委辦單

位主要有工業局、標準檢驗局、中小企業處及其他政府等單位。 
(1) 政府委辦計畫 
工業局委辦計畫 
 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 
 金屬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推動工業合作計畫 
 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產業升級轉型推動計畫 
 AI加值智慧製造產業推廣計畫 
 先進封裝設備計畫 
 利基生技醫藥產業輔導與國際化推動計畫 
 重型運輸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食品工廠製程與設備自動化與智慧生產技術整合輔導計畫 
 家電產業輔導計畫 
 智慧運具產業製造競爭力推升計畫-機車產業供應鏈智機化技

術能量提升輔導計畫 
 模具產業導入智慧製造推動計畫 
 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新局計畫-印尼與越南產業鏈結

論壇辦理計畫 
 綠能產業推動計畫 
標準檢驗局委辦計畫 
 身心障礙與高齡者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推動計畫 
 風力發電再生能源憑證技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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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國產機械商品驗證能力升級委辦計畫 
中小企業處委辦計畫 
 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製造數位轉型計畫 
 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生態系發展計畫 
財團法人委辦計畫 
其他政府機構委辦計畫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創新加值服務平臺計畫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園區新南向商機媒合及數位拓銷計

畫 
 科技部-科技部補助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自造場

域營運委託專業服務案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南科航太關鍵系統技術升級服務平臺推動

計畫 
 經濟部能源局-高雄海洋科技專區人才育成、產業創新軟硬體

建置及營運委託專業服務案 

(2) 自主工業服務計畫 
工業人才培訓 
檢測服務 
技術服務 

(二)計畫重點 

1.研究計畫 
(1)金屬中心創新前瞻技術研究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國內金屬材料及製品、高值精微製品、高值設備、車

輛、醫療器材及照護以及綠能等產業，以未來五至十年產業效益為

考量，針對國內外尚未商品化之產品、技術或服務進行關鍵性技術

研發及母專利布局，提升領先優勢與國內產業之設計研發能量。 
執行重點： 
 聚焦於前瞻技術探索，進行關鍵母專利與完整智權佈局，以提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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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員之創新研發能量，幫助產業界避免受到國外專利侷限，並藉

由創新前瞻計畫開發核心專利，取得專利制高點。 
 結合學界於系統化整合與控制邏輯推導研究能量，共同開發產出

多項創新或深化製程功能技術，協助本中心於研究深度及廣度之

提升。預計開發超越國際標竿廠之水準技術1件、全球同步技術2件
及國內首創技術3件。 

產業效益：發展創新產品，並結合科技業服務化概念及科技美學之

應用，開創新服務模式；另可選出具市場價值潛力之技術與母專利

佈局成果，將具有智慧財產價值之計畫成果延伸至關鍵類/環構類科

專，進行量產技術開發與深化。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5家次，促

進投資1億元，創造產值2億元，增加就業人數20人次。 
(2)金屬中心產業技術環境建構計畫 

計畫目標：配合我國產業發展之所需，以智慧機械、綠能產業、國防

產業之開發，結合模具暨精微零組件、金屬材料與製品為重點聚焦

產業，共同協助我國金屬相關產業開發高附加價值經濟效益之技術

及產品，預計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核心技術，且藉由業者之產品開

發及技術應用服務。 
執行重點： 
 建立智機元件智慧製造試量產平台：投入金屬成形應用於智慧機

械之金屬零組件生產為主要研發標的，將促成智機元件試作試量

產技術，實現高階金屬製品智慧化生產與製程技術能力，並建立客

製化多樣少量高階製品之製程設計與製造服務量能。 
  建立金屬材料創新暨循環加值研發平台：以高端金屬材料開發與

循環再利用為核心，並利用鈦合金以其優異性能，廣泛應用於航太

、車輛等各個領域，建立高活性合金熔煉製程與產品開發試作平台

，提升我國高端金屬材料之自主化，降低國外進口之需求。 
 建立航太生醫零組件複合加工研發平台：以開發電化學複合加工

技術為核心，針對國內航太產業難切削金屬材之關鍵零組件為主

要研發標的，發展一套具備快速開發及低硬體成本自主之創新非

傳統加工製程方法及其設備技術，提升國內金屬加工業之加工能

力和國際競爭力。 



1-11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5家次，促進投資2.5億元，創

造產值10億元。 
(3)關鍵技術計畫 
關鍵產業用高值金屬材料暨製造技術國產自主研發計畫 
計畫目標：透過核心技術優化中南部產業結構，推動特定聚落發

展，將我國金屬材料產業邁向「利基型材料規模化」、「加值型材料

應用多元化」、「泛用型材料高值化」，創造在地經濟發展以及就業

機會。 
執行重點： 
 深化免固溶處理高強度鋁合金與製程開發，應用於建築產業，

與國內業者(如啟翔)共同提升我國建築物構件之產品(鋁帷幕)
品質。 

 深化金屬與熱塑複材及接合成形技術，應用於運輸產業，與國

內業者(如巨大)共同開發國產化自行車零組件(車架)。 
 持續推廣我國高值金屬製程相關技術(如精微元件熱處理設備、

不銹鋼耐蝕處理系統等)於國內金屬產業業者，落實技術產業化

。 
 結合所開發之電子束3D成形技術，進一步與國內業者(思創)開

發國產化粉末，並聯合醫材業者(寶楠)、學研單位(成大醫院、高

雄醫學院等)進行骨科醫材產品開發及試製，建全國內第一條3D
成形醫療器材之完整產業鏈。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8家次，促進投資1.5億元，創

造產值6億元，增加就業人數40人次。 
模具智慧設計及高值應用技術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建立快速模具試作、模具智慧化設計與高性能模具開

發關鍵技術，有效縮短模具製作時程，提升快速應變客製與少量

多樣產業型態能力，以期最終達到關鍵產業模具智慧設計系統開

發、快速接單及成本競爭力，以達成推動廠商進入國際供應鏈之

目標。 
執行重點： 
 鎖定具產業高度支援性之鑄鐵砂模鑄造模具及扣件冷鍛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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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模具智慧化設計模組技術，將模具設計技術模組化，達到

快速開發、模具設計優化及產品品質提升。 
 藉由複雜鈑金高溫成形模具快速製造技術，開發模具高值應用

技術，有效縮短模具製作時程，提升快速應變能力；另透過過飽

和氮化與高耐磨PVD厚膜處理之複合技術，建立冷作模具高耐

蝕處理技術，應用於無鹵阻燃劑高玻纖塑膠射出之耐蝕耐磨模

具。 
 推動砂模鑄造及扣件產業模具設計模組化及系統化，提升設計

品質及可靠度，提高設計效率30%以上，降低開發成本20%以上

，完成關鍵產業模具智慧設計系統開發，推動2家以上廠家導入

應用。 
 提升模具快速試作效率40%以上，因應快速反應、高客製及少量

多樣國際市場，另提升模具長壽高效及耐嚴苛條件能力，降低

產業生產成本20%以上，以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推動2家以上

廠商進入國際供應鏈。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2家次，促進投資1.5億元，創

造產值4億元，增加就業人數60人次。 
智慧骨科手術輔助系統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創建全球第一套無線射頻定位導航系統，結合創新智

慧手術輔助機器人，產出台灣第一套骨科手術輔助系統並落實臨

床驗證。 
執行重點： 
 醫療用精準定位技術產品開發，首創高速體表輪廓追蹤技術，

並提升射頻準度規格，整合周邊器械安全防護技術以及病患呼

吸頻率位移監控完整解決方案。 
 經由整合智慧骨科手術輔助系統各項關鍵技術項目(體表定位、

醫學影像、組織辨識及手術輔助機器人)形成台灣第一套自製手

術輔助系統-『智慧多椎節微創手術輔助』、『次世代創傷微創手

術輔助』等系統產品之開發，再經由安全/功效確認、臨床試驗

和產品查驗登記等產業化流程等，將此計畫成果持續擴散，進

而達到系統產品產業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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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產品市場切入策略方面，一是採臨床推廣方式，藉由技術合

作醫院(如秀傳、高榮、高醫、北慈、成大、台大…等醫院) 帶
動產品示範行銷；另一個則是在行銷推廣部份，則透過學術研

討會、國際展會等公開場合進行新產品發表與展覽，創造更多

曝光機會。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0家次，促進投資4億元，創

造產值5億元。 
循環鋁材創新應用製程技術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結合國內標竿業者建構亞太低廢高值應用鋁材回收循

環創研中心，建立循環再生及高值應用生態鏈，開發創新應用循

環鋁材，發展低廢高值化循環潔淨技術。利用關鍵加工製程技術，

開發易回收可拆解之高品級鋁製品，另提供電動車輛政策所需材

料及關鍵製程技術，帶動中下游應用生產技術提升，促進產業轉

型資源整合，形成新的金屬循環產業鏈，落實綠色製品永續循環

高值化應用並技術擴散創新應用領域。 
執行重點： 
 建立國內第一套以回收鋁材發泡成形低壓鑄造製程系統，作為

示範設備推廣產業，擴大內複加強材料的產業產品應用，提高

產業產品附加價值與品質形象，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建立國內第一條高強度鋁合金溫/熱成形技術示範產線，提升國

內廠商高強度鋁板成形技術能量，作為國內業者訓練、試模取

樣與小批量生產之用，大幅降低業者導入先期投資成本。 
 建立一可應用於具3D曲面與多角度銲接示範產線，結合未來國

內產業在車輛/電動車零組件等鋁化之發展，以產線高節能、產

品高品質及易回收特性提升競爭力。 
產業效益： 促進廠商投資家數4家次，促進投資0.3億元，增加就業

人數15人次。促成標竿廠商參與循環鋁材應用業界聯盟，協助廠

商建立回收鋁材循環高值化壓鑄示範線1條。 
利基車輛底盤自主技術暨產業化計畫 
計畫目標：主要發展利基車輛底盤(含各次系統模組)自主技術，建

立利基車輛底盤系統設計分析、底盤次系統關鍵模組自主技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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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整合國內ICT暨相關智慧系統模組業者能量，協助廠商建立系

統整合(SI)能力，並透過產業聯盟合作，定義發展可市場化產品規

格，以利基車作為產業化推動之載具平台，形成利基車底盤VC-
Team。 
執行重點： 
 開發利基車底盤自主關鍵技術，進行利基車底盤系統高靈活性

設計，以共用底盤為基礎，設計後輪輔助轉向機構，於轉向過程

中後輪改變Toe角度，進行Roll方向姿態變化，改變轉向瞬時中

心，縮減轉向半徑，提升車輛動態穩定性、操控靈活度與行駛安

全性，符合多元化利基車輛需求。 
 進行底盤系統整合與驗證，以線控車輛底盤控制器(VCU)、底盤

整合控制策略、相關連結介面及通訊介面，發展感知與動力系

統控制技術，並建立利基車底盤系統功能性驗證平台，突破傳

統車輛供應鏈封閉體系，加快3C與Car產業4C整合應用，建全國

內利基車型產業價值及供應鏈發展。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2家次，促進投資1.5億元，創

造產值1.5億元，增加就業人數5人次。此外，藉由計畫之執行可促

成業者平行參與，以模組系統整合與驗證平台，提供業者ICT模組

介面整合加值應用，平台促進3C與Car產業4C整合。 
在地產業創新加值與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整合金屬中心、中科院、傳統產業創新聯盟(AITI)等研

發機構技術能量，推動產業技術精進與整合，透過連結在地、連結

未來、連結國際三大連結，協助在地產業升級轉型。此外，本計畫

針對中小企業發展上的困境導入學界研發能量與資源，期望藉此

產學合作方式能協助國內中小企業找出經營與研發升級之契機。 
執行重點： 
 透過整合研究法人創新能量推動研發聯盟，導入科專關鍵技術

，藉由產業前三大標竿領導廠（上游大廠/下游系統廠）帶領，

推動機車零組件、氣壓控制閥、LED-UV印刷設備、復健器材、

塑膠複合材料等共五大產業，加速研發成果產業化，推動關鍵

模組自主化與特色差異化，進而開發國際標竿產品，以拓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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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市場。 
 深化在地中小企業與當地學校間的合作發展，提升中小企業創

新研發能力，鏈結政府及研究單位(法人)的輔導資源，協助750
家次以上之中小企業接受學界診斷為目標，形塑產學合作的實

質典範，促成在地產業聚落的升級。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720家次，促進投資13.5億元

，創造產值23億元，增加就業人數1,150人次。此外，藉由計畫之

執行完成中空件製程技術、氣體控制閥通訊感測模組設計等10項
以上技術並移轉至傳統產業，預計技術移轉/工業服務35件，收入

1,000萬元。 
高溫用金屬零組件之先進製造技術開發與整合計畫 
計畫目標：整合國內材料/關鍵組件/設備廠商、代工製造廠商、終

端使用者與學研單位，依據產業應用產品之耐高溫/高壓等嚴苛環

境使用需求，投入零組件材料自主化、專用生產設備國產化與關

鍵組配件在地化，促成台灣高溫合金相關產品開發產業聚落，進

而帶動廠商研發投資與策略結盟，協助既有代工業者轉型升級。 
執行重點： 
 建立鎳基合金局部特徵落槌鍛造技術、鎳基合金自由曲面複合

精加工技術、複合製程加工狀態監診與參數調控智慧演算系統

、複合製程品質預診與虛實整合設備連網系統，以完成高溫合

金特徵精修電化學智慧設備模組，及完成LEAP渦輪噴氣發動機

高壓壓縮機葉片成品。 
 建置國內首創具製程智慧化加工設備，整合理論解模型/巨資分

析進行線上加工智慧補償，布局產業智機化技術，打入國際航

太領域設備主流供應鏈。 
 開發驗證載具之高溫段擴散器/高壓壓縮機葉片產品製作，預計

可提升生產效率50%，降低刀具耗材/設備/人力等成本30%，再

搭配智慧監診技術，良品率可達95%以上。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2家次，促進投資1.5億元，創

造產值5億元，增加就業人數15人次。此外，促成1案A+產業創新

研發計畫，協助至少3家指標性廠商共同參與先進製造系統產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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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帶動供應鏈體系升級；促成1家國際單位參與先進研究1案，同

時導入國際先進技術並培育人才，以填補高階製造領域人才缺口

。 
綠能科技技術分析與策略推動研究發展計畫 
計畫目標：主要協助行政院綠能推中心推動綠能政策落地、協調

部會資源配置、檢視跨部會合作機制，並透過藍圖規劃研究、國際

綠能前瞻技術研究等研究工作，提供高階首長必要的幕僚評估建

議，以加速達成我國綠能政策發展。 
 研擬綠能科技主軸領域策略藍圖，聚焦於政策、技術與產業之

扣合佈局，配合科技計畫審議機制之意見回饋，逐年滾動修正，

以因應能源結構轉型政策目標。 
 進行綠能科技國際趨勢與技術追蹤，架構國內外綠能產學研專

家社群，透過科研管理、會議交流及選題設計機制，提供綠能科

研諮議建言與規劃等決策幕僚作業，以落實綠能科研資源整合

效能，完善我國綠能科技研究發展策略。 
 籌組能源領域專家委員會，追蹤及管考綠能科技中程綱要及其

它相關計畫，掌握綠能科技發展現況，以配合部會中程綱要管

考制度，輔助審議及協助推動符合國家能源政策之相關計畫運

作，俾利政策推行；此外，亦針對產學研界提出培育機制規劃與

建議，補足綠能科技產業發展面臨之人才缺口。 
產業效益：完成Top-Down形式主軸策略藍圖，驗證綠能科技缺口

分析調查，修正調和各技術領域技術計畫查核指標以及技術策略

藍圖之規劃目標。發揮能源領域專家委員會及技術發展資訊平台

之功能，完成階段性成果盤點分析1份。支援綠推中心技術面之評

析與決策幕僚作業，提供各部會署能源議題諮詢，籌辦產學交流

座談會及平面媒體定期露出，提升民眾對綠能科技發展之瞭解及

認同。 
(4)跨單位/跨領域計畫 
食品製程高效能設備開發與品質預測系統研發計畫 
計畫目標：整合法人能量，投入食品特性、高端金屬材料與機械設

計、製程資訊即時收集與品質大數據分析技術，研發食品製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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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設備，可應用於乳品飲料、調理食品、烘焙以及養生照護產業

需求，創造新的營運模式以及具市場差異化高值產品。 
執行重點： 
 以食品製程領域技術為導向，研發符合衛生設計之食品加工設

備，並建立食品製程與品質特徵預測技術，用以作為智慧監控

設備研發之智慧感測資訊資料庫。並發展流場數值模擬(CFD)、
熱傳均勻性模擬及固體分散設計等均質混合系統技術及桶槽夾

套刮板結構、攪拌模組設計、高性能機械軸封與剪切頭等多相

溶混桶槽關鍵元件設計為核心能力，進一步達到混合調配與殺

菌系統的最佳化，從關鍵製程的工程設計階段投入，提升產品

品級。 
 開發兼具混合攪拌、溫控、剪切微細化及控壓功能之多功能混

合桶槽設備，透過品質特徵參數，建立多變量品質預測之迴歸

模型，並結合設備感測演算系統而導入即時回饋製程參數，提

升設備生產效能，建置國內首創之高階溶解調配設備。 
產業效益：協助國內食品機械業者掌握自主設計研發能力並提升

設備效能使設備價值提升25%以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8家
次，促進投資1.8億元，創造產值8億元，增加就業人數30人次。 

產業創新新材料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主要開發高強度易切削不銹鋼材料與高硬度微合金鋼

材料，包含合金設計、熔鑄技術，結合開胚、抽製及鍛造成形技術

，應用於建汽機車用扣件、高機密電子零組件及下游廠商車用零

件等，並建構試量產技術平台。 
執行重點： 
 開發高強度易切削不銹鋼材料及其線材成形、高硬度微合金鋼

材料及其成形等製程技術，預計應用於高精密電子扣件及車輛

零件，如車用輪轂、扣件等，並利用CAE分析，快速優化模具設

計及製程參數，除縮減產品開發周期、提高生產效率，並能提升

材料使用率及減少後續毛邊剪緣工序，可大幅減少材料耗損。 
 開發高強度易切削不銹鋼與高硬度微合金鋼材料，為國內第一

國產化材料，並推動產業化價值鏈，進行國內廠商產業鍊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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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材料大廠(中鋼/榮剛/華新麗華)、製程(三永裕/榮璋/金鍛)與
終端產品大廠(久陽/慶達/榮璋/金鍛)共同開發建築、能源基構、

車用扣件及車用零組件，拓展產業國內外市場，且開發近淨形

模具設計及熱鍛技術，利用CAE分析，快速優化模具設計及製程

參數，除縮減產品開發周期、提高生產效率。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3家次，增加投資0.3億元，創

造產值0.6億元，增加就業人數10人次。附加價值率提升至10%以

上，降低生產成本0.2億元以上。 
新興智慧自動駕駛決策與控制關鍵技術暨整合應用研究計畫 
計畫目標：旨在補足國內自動駕駛產業缺口，透過自動駕駛雙平

台車的技術開發，與創新運行服務模式，滿足地方政府推動大眾

接駁之政策需求，循序進行封閉及開放場域示範運行，實現國內

發展智慧城市的願景。 
執行重點： 
 開發車用乙太網路AVB協定軟韌體，數位影像資料以AVB協定

傳輸，同時完成車載網路資料高倍壓縮技術開發，CAN bus資料

壓縮率達5倍。 
 推動產學研（整車廠、車電廠商、學校研究中心、金屬中心）乙

太網聯盟與業科申請。協助台灣傳統3C網路轉型成車用乙太網

路產業（STN AVB、RTOS Scheduling、異質資訊GateWAY）並

帶動相關感測器從數值傳輸 CAN BUS型態提升為高速以太網

資訊整合產品。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3家次，促進投資1億元，創造

產值3億元，增加就業人數5人次。 
電動車輛線傳底盤關鍵次系統技術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以建立國產電控式懸吊次系統自主關鍵技術為目的，

建立產業上下游產業鏈，主要為國內零組件廠商，開發適應性懸

吊系統，展開技術項目包含可變阻尼避震器設計、阻尼減壓閥體

設計、節能驅動器設計、以及車輛姿態感測融合技術與適應性控

制技術，進而將所開發適應性懸吊系統搭載實車進行驗證，協助

國內業者建立自主設計能力，帶動業者產品切入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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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 
 開發電控化複筒避震器模組，進行國際標竿產品連續可調阻尼

避震器單體性能分析，將分析結果應用於協助業者進行電控化

複筒避震器模組雛型件設計開發，建置電控避震器單體定速阻

尼量測設備協助相關測試，推動國內建立車輛電控化懸吊系統

自主關鍵技術能量。 
 藉由標竿產品設計導向的開發作為，促進懸吊零組件業者平行

參與，擺脫代工生產的開發思維與市場機制，發展自有系統整

合及持續研發能力，進而與國際車廠形成開發夥伴。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2家次，促進投資0.6億元，創

造產值0.18億元，增加就業人數3人次。 
工業伺服電機節能驅控關鍵組件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主要建立國內油泵用動力系統模擬技術與實體測試平

台技術，協助產業鏈廠商系統性掌握油泵用動力系統產品之效能

整合，並將其延伸至關鍵驅控模組及傳動模組設計端應用，提升

油泵動力系統研發的基礎架構水平。 
執行重點： 
 整合動力模擬技術，於伺服馬達油壓系統動態模擬驗證平台中

嵌入馬達油壓系統動態模擬技術，另結合SiC驅動於平台，以虛

擬動力馬達進行SiC驅動模擬驗證與相關性能量測分析。 
 分析感測器量測結果以及驗證感測器場域的診斷技術，應用FFT

訊號頻譜轉換訊號分析模型。建置油壓流體數位雙胞的初期基

礎。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家次，促進投資0.2億元。 

智慧製造系統關鍵技術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主要輔導業者轉型升級，建立製程設備感知監測技術，

製程品質預診技術、扣件缺陷分析建模技術與製程模具預診技術

，以解決目前扣件產業也大量依賴人力之產業現況，並透過機台

感測聯網、模具感知與監測預警系統技術，提高鍛造製程品質監

測率。建構金屬扣件智慧製造產線工廠，成功轉型升級進入高值

扣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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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 
 建立扣件成形設備故障預警技術，擷取設備控制器及相關感測

資料進行資料探勘及分析訓練，建立設備預診及故障分析預測

模型，應用演算法主動監測趨勢變化，發現潛在故障特徵，提前

預警維修排除，減少不預期故障停機次數30%。 
 建立成形品質異常統計與線上分析決策，搭配預估數位模型線

上成形品質輔助全檢，達到成形品質資訊可視化管理，改善現

行人員週期性巡檢易造成大量瑕疵混料之現況，一天二次巡檢

若發生瑕疵已混料上萬顆，以模型輔助全檢替代人員巡檢可調

整工廠現行巡檢人力配置，調整巡檢與再篩選檢需求由30%降

至<15%。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3家次，促進投資0.5億元，創

造產值0.5億元。 
(5)知識服務計畫：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計畫目標：主要協助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及產業領域研發規劃之研

究或執行，並藉由建置產業界國內外市場動態趨勢基磐及技術預

測，適時對產業作必要的支援及輔導，業者可藉此了解全球市場、

技術及產品發展與應用趨勢，作為廠商經營策略調整、拓展市場、

產品規劃、行銷資源分配及投資決策之重要依據。 
執行重點： 
 因應各政府單位需要，提供相關產業發展與相關政策制定建議

及政府預警資訊與分工機制議題、台商所需資訊、前瞻產品/技
術市場等資訊，協助新興研發科專畫提案。並透過智網平台，強

化產業知識擴散予業界，整合政府、公/協會、廠商、研發法人

間之交流，推動多客戶研究案、及廠商調查合作。 
 建置產業基盤以提供業者/政府參考依據，另研擬前瞻技術議題

，引導科專資源配置，發揮更大效益。並藉由智網服務平台進行

整合與擴散，透過年鑑、產業基磐報告、產業評析等方式發表，

配合智網平台的e化服務銷售，強化普及性及即時性的推廣銷售

，深化本計畫研究成果對產業的影響力。 
產業效益：藉由舉辦研討會、座談會等形式，與廠商進行面對面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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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提供最新產業動態與趨勢，作為營運策略擬定之參考，並與各

公協會合作，增加與業界互動機會，進而促成合作。透過發表產業

評析提供廠商即時產業訊息；提供業者產業前景分析，協助評估

未來投資與資金募集，此外，相關研究成果可作為我國推動產業

發展施政參考，所蒐集分析之前瞻產品/技術發展方向，則可作為

法人科專、業科計畫參考。 
(6)其他：  
用於矽晶異質接面太陽電池的關鍵製程研發設備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開發新一代23%高效能鈍化型矽晶太陽電池關鍵製程

研發設備，協助國內終端太陽電池廠(例如茂迪、元晶等)產品進行

關鍵製程設備開發，應用於PERC與TOPCon新一代高效太陽電池

產品，朝降低產品生產成本，與現有20%高效能矽晶太陽電池相比

，可提升15%發電效益，減少15%裝置面積，協助台灣太陽光電整

體裝置容量有效提升。 
執行重點： 
 建置電漿輔助原子層沉積(PEALD)之系統整合與設備驗證開發

，用於鍍製氧化鋁薄膜製程，並藉由關鍵零組件及模組開發，其

重要指標為使PEALD沉積薄膜不均勻度≦±5%。 
 開發快速高穩定VHF電漿系統研發技術，可應用於多晶矽薄膜

製程達到電漿穩定時間≦5秒、SiOx製程達到電漿穩定時間≦5
秒，使VHF電漿電性/光譜品質在Day to Day電漿的能量再現性

≥85%。 
 開發國內第一套自主TOPCon電池開發設備，用於新一代23%高

效能鈍化型矽晶太陽電池關鍵製程研發，藉以協助國內終端太

陽電池廠(例如茂迪、聯元晶等)產品進行關鍵製程開發，應用於

新一代高效太陽電池產品。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2家次，促進投資0.5億元，增

加就業人數7人次，達成3案次技術移轉，取得技術/專利授權金300
萬元以上。 
智慧型可重組蓄熱燃燒系統開發計畫 
計畫目標：透過智慧化可重組蓄熱燃燒系統技術的建立，加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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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直火式工業爐能耗效率提升產業化的推動。同時也可大幅縮短

各式爐體節能改善建置時間，提升業者改善的意願。 
執行重點： 
 開發國內首創模組化貧氧旋風蓄熱燃燒技術，搭配操作參數優

化模組，建立我國對於蓄熱燃燒系統智慧型可重組工業爐體的

自主服務能力，完成1家示範場域，2家產業化推廣，自主改善8
家。 

 首創導入AI智慧控制系統，完成一座蓄熱式大型批次工業爐示

範場域建置，可節省燃料35~40%。 
 發展國內首創模組化燃燒器與爐體整合設計技術，針對高效與

貧氧旋風蓄熱燃燒器、AI智慧控制系統、閥站組合、蓄熱艙、燃

燒方式提供7種組合模式，可縮短國內大型批次工業爐設計開發

時程50%。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1.2億元。此外，可建立國產化智慧型

可重組蓄熱燃燒系統示範場域1家、產業化推廣2家、自主改善8家
，並減少天然氣用量共950萬m³。 
離岸風場結構檢修與運維技術開發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開發離岸風場結構檢修及維護技術、水下工程技術及

風場運轉效益分析技術，因應國內低緯度、地震帶、颱風帶地理環

境，建立離岸風場開發與運維技術經驗，並對應國外離岸風場運

維技術對自動化檢測及空中與水下無人載具運用之需求趨勢。 
執行重點： 
 運用結構檢修自動化設備原型於場域，鑑定自走速度及介質供

應速度與失誤率關係，最佳化參數以提升自動檢測時間及失誤

率。穿戴式檢修輔助系統增加鑑別缺陷類別及扣件識別。 
 建立離岸與近岸風機葉片AI自動化檢測及AI影像資料庫，並導

入高階的深度學習技術，以檢測到小至 4毫米的缺陷材質。另

進行結構電化學檢測技術原型進行海域測試，降低檢測時間。 
 協助開發商建構離岸風場疲勞負載監控體系，掌握本土風場運

轉數據以及供應鏈成本調查，供評估離岸風場運維週期成本。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家次，促進投資0.5億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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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產值1億元。自動化檢測設備附加價值率提升至5%以上，透過風

場運維策略降低運維成本3%以上。 
地熱溫泉能源多元開發關鍵技術研發計畫 
計畫目標：運用法人技術能量，快速將地熱溫泉能源轉化為民生

用資源應用，落實再生能源分散式應用，達成地熱能源活用之目

標。另藉由地熱溫泉發電系統示範、推廣與服務，導引業者投入地

熱溫泉領域，帶動溫泉多元化應用目標，形成具特色的綠能場域。 
執行重點： 
 開發6公尺地熱溫泉耐構塗層長管件，提升塗層耐高溫、抗垢等

特性(降低水垢成形速率>35%)。 
 開發軸流式渦輪機小型化之低溫熱媒單工作流體熱電系統 (體

積縮小規模≧33%，額定發電功率≧10 kW)。 
 完成中部為主的地熱溫泉溫泉場域能源管理策略分析，評估針

對業者供水/用水方式及用電/用熱習慣，因應研擬能源使用策略

，促成業者投資1案以上。並以北部為主推動計畫關鍵技術於實

體場域進行應用示範(花東地區持續推動)，藉產業回饋改善技術

及應用策略，提供產業鏈結績效驗證。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3家次，促進投資0.2億元。 
金屬中心能源局新及再生能源前瞻技術掃描評估及研發推動創

新前瞻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整合金屬中心於傳統產業鏈結之核心量能，結合

南部產業供應鏈投入新及再生能源前瞻技術研發，旨在促進我國

能源新興產業與傳統製造產業跨域合作，鎖定前瞻技術議題投入

進行技術評估與研發推動，藉此帶動綠色能源應用規模擴大與產

業化。 
執行重點： 
 聚焦於創能、儲能、節能與系統整合四大主軸所關聯之綠色能

源創新模組與系統整合技術，促成綠能產業在技術創新突破與

技術產業化並進，投入創新能源技術專利掃瞄、綠能關鍵模組

技術評估探索及研發驗證，以期延伸至能專深度研發與產業化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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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同步帶動傳統產業跨域投入能源服務與產品研發投資、進行

創新能源技術移轉及產業鏈合作串聯，將帶動精密製造業、新

及再生綠能系統及能源系統應用服務業之跨域整合，促成傳統

產業製造能量整合升級能源服務與系統領域。 
 投入創能系統與關鍵模組技術創新發展，結合本國熱發電能源

設備產業能量並參考國際前瞻發展趨勢，例如美國能源部DOE 
2019年發布高壓高效熱交換器關鍵技術發展之推動策略

(HITEMMP program)，依本國特色應用場域需求，如生質燃燒、

地熱溫泉、太陽熱能及工廠餘熱等領域發展高效率熱發電及熱

製冷模組雛型，為推動創新雙循環熱機技術國際合作奠立基礎

，以期接軌本國與國際能源研發能量及產業應用機會。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家次，促進投資0.05億元，

創造能源產品與服務產值0.2億元，增加就業人數3人次，啟動我國

創新綠能產品自主開發、製造與驗證能力之佈局。 
 

2.工業服務計畫 
(1)政府計畫 
工業局委辦計畫 
 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 

計畫目標：以既有產業園區產業為基礎，結合法人、學術機構之能

量，建構產業園區亮點產業之聚落聯盟，導入升級轉型所需之產

品、技術或營運模式等高值化載具，以提升產業園區特色價值鏈，

同時發展在地學校與產業園區之合作，墊定園區長期更新發展之

基礎。 
執行重點： 
進行園區產業發展整體性工作之推動與交流，掌握園區最新產業

動態情勢、產業政策、產業技術新知…等資訊，並提供園區產業

即時資訊，協助標定園區發展議題及轉型升級策略。 
導入區域學研能量，推動園區產學研合作專案，並協助廠商鏈結

政府資源，促使廠商深化研發能力以提升廠商競爭力。另推動產

業園區產業轉型示範案例，建全產業園區產業價值鏈並協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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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發或行銷平台，形塑特色亮點園區。 
以在地大專院校及法人單位專責服務產業園區的方式，協助解決

園區廠商面臨之研發、技術或營運模式發展等即時性問題，推動

至少36案次之學研協助產業園區合作專案，以系統性的提供園區

轉型所需之相關資源篩選重點園區特色產業，結合該園區的產業

主導廠商帶動園區內、外廠商合作，推動園區產業轉型示範案例

3案以上，開發高質化新產品或載具3件。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3億元，創造產值6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200人次。 
 金屬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藉由研析國內外市場現況與趨勢，推動金屬產業協同

創新體系、強化國際交流與合作、辦理金屬創新應用競賽，以協助

提高附加價值、帶動整體發展與競爭力。另聚焦產值大、出口動能

高、廠家數與就業人數多、產業聚落明顯以及未來高值化可行性

等不同金屬材料與應用產業，並帶動上中下游業者提升能量，協

助金屬製品產業提高附加價值，擴大全球出口占有率。 
執行重點： 
研析並提供各界國內外金屬產業市場現況與趨勢，做為政府擬訂

產業政策及業者經營決策之參考。 
推動產業協同合作創新體系，強化與國際業者技術交流與合作，

藉由優勢互補協助產業發展通路與品牌。另辦理金屬創新應用競

賽，啟發國內新發展方向，推動參與國際競賽，擴大台灣創意知

名度。 
以產業聯盟、先進技術引進等方式，提升金屬產業技術能力、推

動綠色供應鏈、與國際鏈結與技術合作，以促進金屬製品升級轉

型。 
產業效益：預期辦理創新應用競賽1場次，促成參賽作品60件以上

以及促成創新應用競賽之參賽作品參與國際競賽3件。藉由計畫之

執行可推動金屬精品設計商品化，俾使創意設計精品落實於日常

生活用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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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工業合作計畫 
計畫目標：因應總體經濟與社會環境的結構性改變，以促進產業

結構優化與提升國防能量自主為工業合作之推動目標，並協助配

合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落實前瞻軌道建設本土化等政策，

提升國防維修能量與加速產業升級。 
執行重點： 
持續協助配合5+2產業創新計畫之推動外，另將連結智慧機械、

生技醫療、綠能科技及亞洲夕谷等產業擴大所需技術能量與技術

轉型。 
聚焦於航空、再生能源等產業領域，持續協助產業引進關鍵材料

、零組件及設備自製生產能力之高值化應用技術。另持續建構國

防工業供應鏈體系，引進關鍵系統設計與整合技術及關鍵基礎設

施資安保護等技術。 
協助國內軌道產業引進車輛車門及牽引等系協統設計整合技術，

帶動國內軌道產業自主供應鏈與提高競爭力。 
產業效益：預期可協助國內廠商爭取國際採購訂單4億元、促進投

資8億元，創造產值20億元，引進產業及國防所需關鍵技術20項。 
 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產業升級轉型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配合國家綠能科技施政政策，整合在地產業，推動關鍵

產品的技術研發，強化綠能科技研發產生實質產業化效益，並以

國內離岸風力、太陽光電總體規劃方案推動產業，協助推廣再生

能源大規模使用，進一步推動綠能產業進軍國際市場。 
執行重點： 
建置離岸風電產業資訊基盤及深化國際鏈結，推動離岸風力機及

水下基礎工程人才交流、海事工程船隊在地化、及發展在地運維

產業供應體系，以建立離岸風力機零組件自主開發能量。 
推動太陽光電產業先進技術布局未來，提升模組與系統在地化能

量，以促進太陽光電產業國際合作。 
輔導國內業者投入風力機零組件製造技術 (如不斷電系統、電纜

線、扣件、鼻錐罩等) 開發，輔導國內業者投入水下基礎及電力

設備維修零組件(開關模組、變頻器、循環系統等)開發，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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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水下基礎製造人才在地化合作，及推動離岸風力機安裝

船隊在地化合作。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55億元，創造產值100億元，增加就業

人數300人次。 
 AI 加值智慧製造產業推廣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製造業相關領域(如金屬製品、橡塑膠等)，透過導

入人工智慧(AI)Saas應用服務模組，建立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

提升產線效率與機台附加價值，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及提升國際市

場競爭力。 
執行重點： 
結合產業Domain Knowhow，發展智慧檢測、智慧加工、智慧排

程等具備Data-based自主學習的AI應用服務模組，建立智慧製造

系統解決方案。 
協助推動國內製造業進行 AI 加值智慧製造，透過 AI 新創團

隊之能量，協助國內產業導入 AI 應用服務模組，提升產線效率

與機台附加價值，帶動目標產業AI 生產技術應用發展。 
建立示範案例，擴散應用效益，加速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國

際際競爭力，另帶動相關上下游業者智慧技術概念，加速產業拓

展以及產業技術水準。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0.35億元，增加就業人數12人次。 

 先進封裝設備計畫 
計畫目標：輔導國內先進封裝製程業者之設備需求，推動國內設

備業者進行開發，提高國產設備切入終端產線比例，期於109年國

內先進封裝廠採用國產設備比例達30%以上。 
執行重點： 
輔助業者建立關鍵技術量能，提升先進封裝設備智慧化，並推動

先進封裝設備國產化，加速導入終端使用廠進行上線測試，增加

產業競爭力。 
搭配終端製程廠商設備需求，同時取得台積電、日月光等產線上

線測試規格，以評估國內現有設備產品之品質差異及技術缺口，

透過技術輔導開發關鍵模組、協助改善現有設備產品功能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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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推動國產化設備進入產線測試，並進行產品規格驗證，

提升國產設備上線比例。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6億元，增加就業人數5人次，協助半導

體先進封裝設備及零組件廠進行上線測試1案次以上，先進封裝廠

採用國產設備比例達30%以上。 
 利基生技醫藥產業輔導與國際化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建置國內成為智慧化醫材、輔具及創新藥品研發重鎮

與製造重鎮，透過智慧醫材結合資訊化、智慧化及客製化，驅動健

康照護產業蓬勃發展，強化醫藥領域產值並提升附加價值，加速

醫藥產業國際化。 
執行重點： 
建置智慧型醫材之產業輔導，透過智慧醫材及輔具資訊化、智慧

化及客製化，促成電子產業投入及傳統產業升級，輔導醫材關鍵

技術與產品開發、協助廠商諮詢診斷、協助國產品在醫院建置臨

床場域、輔導廠商國際行銷與商機媒合，以協助爭取國際訂單，

開拓海外醫材商機市場，推動智慧醫材產業國際化發展。 
聚焦高齡化、中樞神經及感染等治療領域，透過藥品開發與臨床

前評估輔導、藥品關鍵製造技術輔導，輔導業者提升製藥技術層

次，並協助業者佈局國際市場。 
提升智慧化醫材/輔具產業產品之優質化，協助輔導醫材及輔具

產業導入物聯網、大數據、穿戴式輔具與客製化等相關醫療技術

，結合創新營運模式以落實創新企業商業化，成為全球智慧化醫

材及輔具試製平台，並建置智慧醫材衍生法規輔導機制、臨床場

域、國際行銷與商機媒合，協助醫材廠商佈局，拓展與國際大廠

交流，強化廠商國際行銷能力。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0家次，促進投資10億元，增

加就業人數20人次，協助爭取150萬美元國際訂單。 
 重型運輸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配合航空、船舶、軌道車輛三個產業之國際發展趨勢、

未來市場需求、五大產業創新計畫(國防航太/船艦)、產業升級轉

型行動方案、軌道建設等政策，協助業者評估可投入開發之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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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開發關鍵系統或產品、提升研發/設計及製造與後端延伸之

應用服務能量、爭取國內外市場商機，創造高附加價值之經濟與

產業效益。 
執行重點： 
因應國內外航空產業發展趨勢與市場需求，推動及輔導業者投入

高值化航空材料與關鍵系統零組件開發、建構航空供應鏈與推動

科技應用及服務、推動航空品質系統及協助取得航空製造或維修

認證、開拓國內外航空市場合作商機及提供產業諮詢服務。 
推動船舶產業國際商情資訊交流、協助業者建立船舶製造供應鏈

能量與拓展合作商機。 
結合跨部會軌道產業推動會報及配合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

計畫，強化軌道車輛產業系統整合能量、提升軌道車輛零組件國

產化能量及建立實績、運用維運商機擴大國內供應鏈、建立旗艦

服務團隊，以開創國內外軌道車輛市場商機。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廠商投資家數10家次，促進投資76億元，創

造產值113億元，增加就業人數395人次，協助業者取得國內外航

空/船舶/軌道車輛認驗證計9項次，取得國外訂單15件。 
 食品工廠製程與設備自動化與智慧生產技術整合輔導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食品工廠進行設備智慧自動化，並輔導食品工廠

的製造系統朝向系統虛實化與工廠智慧化發展。輔導計畫執行方

式將依最大產值效益、開發潛力及多仰賴人工作業之初級產業之

自動化輔導需求，進行輔導廠商之評估、篩選；同時邀請外部專家

進行輔導計畫審查，協助食品工廠強化生產體系之管理資訊化、

自動化與智慧化。 
執行重點： 
著重於食品製程合理化與最佳化工作項目，協助解決業者在產品

製程開發上的瓶頸與問題。 
著重台灣機械產業的成功經驗，利用機械業者具有高度的開發量

能與彈性化組合，協助業者將食品製程轉換成為設備整合及改善

，以強化技術核心，輔導業者進行硬體設備改造。 
以智慧型製造系統與自動化設備所結合的電腦整合製造(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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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輔導食品工廠建立產線智慧型製造系統與自動化製程設備

，包括從智慧型自動化排程或產程自動化紀錄或先進自動化製

程設備乃至物流排程與追蹤。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1億元，輔導廠商2家次以上。以系統整

合方式優化產業資訊平台或地區產業資料庫。 
 家電產業輔導計畫 

計畫目標：提供家電產業預防性之振興輔導措施，協助業者提升

產品品級及價值，應引領產業升級轉型，使經濟永續發展。 
執行重點： 
提供家電產業之價值鏈輔導，依個別產業需求，提供廠商技術與

管理輔導，協助產品通過驗證，改善設計、研發、製造及管理，

提升產品品質、品級及附加價值，協助拓展國際市場。 
針對家電產業供應鏈體系，進行媒合服務、諮詢服務、仲介服務

及顧問諮詢服務，優化企業競爭能力，並強化產業協同合作，推

動全球通路佈局。 
推動家電產業臺灣製品MIT微笑標章制度，並執行臺灣製家電產

品MIT微笑標章制度管理與後市場查核。 
產業效益：預期大幅提升國產品市佔率達58%，並預期促進家電業

者投資進行研發、擴廠、增購生產設備、建置通路等達新台幣1億
元。 

 智慧運具產業製造競爭力推升計畫-機車產業供應鏈智機化技術能量

提升輔導計畫 
計畫目標：整合智慧製造技術，促使我國加速機車產業導入智機

化，建構體系智慧生產線，形成聯網製造服務體系，減緩勞動人口

結構變遷壓力，加速人力資本累積，創新產業生產流程並大幅提

高生產力。 
執行重點： 
協助國內機車產業供應鏈廠商應用智能化技術，精進製程產線績

效，進而鏈結帶動製造體系之生產資訊即時串聯，建構數據分析

技術輔助生產決策，逐步打造機車產業彈性製造體系，以提升產

業高值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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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應用智能偵測、數據分析、回饋補償、智慧機器人等智能化

技術，優化產線製造品質，另協助各供應商建立內部生產資料管

理資訊系統以串連中心廠，帶動上/中/下游供應商打造機車產業

彈性製造體系，帶動產業中衛體系打入國際高附加價值市場。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1億元，創造產值0.2億元。 

 模具產業導入智慧製造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國內模具業者試模需求，以沖壓模為主，建立完整

的服務能量，提供模具業對3C電子元件、汽機車零件甚至航太零

件模具的試模需求，提高接單能力；並規劃結合學校及法人研發

能量，開發先進智慧化製程技術，提升產業技術與國際競爭力，協

助模具人才的培育，帶領產業往前發展，達成根留台灣的目標。 
執行重點： 
建立示範產線Digital Twin模型，以利進行模具加工模擬與優化，

協助降低模具開發錯誤與風險，減少模具開發時程30%以上。 
完成智慧品管系統開發，結合3D掃描裝置與機器手臂，進行工件

成品自動量測，直接將結果上傳至品管系統進行統計與分析。 
完成模具智慧監診系統開發，於模具上安裝感測器，即時監視模

具生產時的訊號，可降低生產異常、不良品產生與模具維護損失

。 
產業效益：預期可大幅縮短模具開發時間40%以上，提升生產效率

10%以上，以及降低產品不良率5%以上。 
 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新局計畫-印尼與越南產業鏈結論壇辦

理計畫 
計畫目標：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之推動，由兩國政府協助每年舉

行兩國產業交流活動，並以印尼及越南為標的，擬以舉辦產業高

峰會方式，建立雙邊產業合作交流平台，深化雙邊產業合作的推

動，促進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及改善國內經濟體質。 
執行重點： 
舉辦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預計邀請雙方各10人以上具有國內

外影響力與形象之產官學研出席，規劃至少1件以上具體產業鏈

合作討論案及簽署正式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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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越南產業合作論壇，擬邀請雙方各10人以上具有國內外影響

力與形象之產官學研出席，規劃至少1件以上具體產業鏈合作討

論案及簽署正式合作備忘錄。 
產業效益：依印尼、越南民間實際需求評估國內產業鏈結模式，整

合國內的整合各產業公協會、法人、研究機構及企業，透過分論壇

權責單位持續關心追蹤方式有效了解需求跟問題，進而形成可操

作的模式，藉以擴大產業領域應用及發展。 
 綠能產業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針對國家綠能重點目標如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智慧電

表布建等行動計畫，以及其他綠能相關發展項目，擔當政府智庫、

推動與追蹤目標、研判遭遇議題、研究與分析政策、協助在地溝通

與法制調和等事務。 
執行重點： 
協助部會署計畫就台中港專用施工碼頭建置時程，推動離岸風場

開發商進駐(2號、5A/5B、36號、106號)碼頭建立施工基地。 
協助部會署計畫就海事工程人才訓練需求，推動開發商與國內業

者建立在地訓練機制，並與台中港務分公司合作，建立在地訓練

能量。 
產業效益：透過政策行動計畫之部會署追蹤、協調、管考，間接帶

動109年離岸風電設置量累計設置量可達政策目標520MW以上，

太陽光電產業2025年累計設置目標達20GW的市場需求。 
標準檢驗局委辦計畫 
 身心障礙與高齡者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推動計畫 
計畫目標：建立身心障礙與高齡者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制度，

借鏡國際其他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機制，鼓勵國內市售商品通

過國內外產品驗證，並藉此促進國內檢測驗證技術與環境之提升

，加速標準制定接軌國際發展趨勢，建立產品通報系統與友善市

售商品評選，強化產業發展與產品品質向上提升之動能，增進產

品國際競爭力。 
執行重點： 
建立完善之智慧輔具產業標準、檢測與驗證體系，協助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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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整檢測實驗室之管理制度、驗證技術能力等相關規範，

以加速推動國際間身心障礙與高齡者輔具產業產品相互認證制

度，確保產品品質水準提升。 
鼓勵業者取得產品驗證，帶動檢測驗證單位從事身心障礙與高齡

者輔具業測試技術之研發、建立具國際認可的檢測實驗室。 
辦理「身心障礙與高齡者輔具產品通用設計競賽、優良市售身心

障礙與高齡者輔具優質市售產品評選」等相關活動，促進國際檢

測驗證技術之交流與合作，鼓勵國內企業進行產品研發與驗證，

引導輔具產業優質發展環境。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輔具產業廠商投資家數 20 家次，促進投資 3
億元，創造產值 5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100 人次，此外，亦提升國內

檢測驗證技術與環境與國際接軌，提高國際競爭力，帶動輔具高質化

產品開發。 
 風力發電再生能源憑證技術發展計畫 
計畫目標：建立我國風力發電憑證系統，結合再生能源憑證管理

中心，進行陸域風力、離岸風力再生能源所產生之綠電驗證，另結

合氣象觀測塔之數據，以確保風力發電系統設置發電量回傳之正

確性，維持再生能源憑證中心憑證發證的公正性。 
執行重點： 
持續推廣風力發電業者參與再生能源憑證，並執行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及發電量現場查核作業，主要推廣對象為大型開發商及系統

商進行訪談輔導，協助業者達成再生能源政策目標及國際生產鏈

之要求。 
建立離岸風力發電大數據分析發電量模式，以利即時確認發電量

之準確性，另推動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以達成自動發證的目標，為

國際上第一個自動發證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 
產業效益：預期促進投資 1 億元，綠電市場交易流動達 1 億元以上。 
 提升國產機械商品驗證能力升級委辦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我國商品因應全球化競爭及兩岸正常化交流，且

達成各國符合性評估制度之要求，並解決我國出口產品所遭遇之

管制措施。此外，提昇國內機械與扣件產業於兩岸貿易與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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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安全驗證技術及驗證法規之認知與了解，蒐集中美貿易戰開

打後製造版圖遷移趨勢對產業之影響與因應對策，以提升國產機

械與扣件產業商品於兩岸及國際市場之競爭能力，提升出口產值

。 
執行重點： 
蒐集國外有關機械類產品之法規、檢驗規範及標準、作業方法等

相關資料。另亦蒐集符合智財權相關法規的我國機械類產品相關

的國外法規、標準及規範。 
辦理國外法規、標準及規範之說明會與技術研討會，及6場次之

「Fastener檢測技術聯誼會」。 
產業效益：透過說明會及技術研討會及「Fastener 檢測技術聯誼會」

等告知業界如何因應國內外符合性評鑑要求外，很重要的也在培訓建

立業界能力，提昇產業整體能力順應出口符合性評鑑要求。 
中小企業處委辦計畫 
 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 
計畫目標：結合正修科大、高雄大學與金屬中心，共同組成一聯盟

型態來推動執行，運用母組織豐沛的研發資源與能量，結合外部

多元之輔導媒介與平台，協助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營運發展及科

技創業人員孕育技術，促進技術之開發應用及產業創新升級。 
執行重點： 
著重在機械電機、綠能科技等研發服務領域，藉由結合正修科技

大學的產學合作與創新試做能量，同時輔以國立高雄大學之資金

募集與行銷推廣能量，以提高金屬中心在產業鏈結與技術推廣上

之互補成效，以整合為「學研合作、完全創育」的技術創業放大

器創育聯盟。 
透過跨單位整合，發揮互補加成之效果，讓一家廠商進駐，獲得

三家組織之輔導服務，並努力促進各進駐廠商間之交流互動，希

望能帶動企業異業/跨業結合，擴大業務商機成效。 
協助廠商拓展行銷，參加專業性展覽，如InnoVEX、Meet Taipei
，及台灣國際自動化工業展等，以增加育成廠商技術/產品或品

牌曝光度，拓展國內外客戶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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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效益：預期可培育約 40 家企業，促進廠商投資家數 8 家次，促

進投資 1.5 億元，創造產值 4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200 人次。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製造數位轉型計畫 
計畫目標：落實5+2產業創新「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以精密

機械之推動成果及我國資通訊科技能量為基礎，推動新5S思維觀

念，導入數位技術及智慧生產。 
執行重點：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製造創新應用，建立不同產業或類型中小企業

導入智慧製造與創新生產作業應用的成長路徑，協助業者與群體

廠商逐步完備數據共享與價值共創體系。 
推動新製造業風潮，構建新世代中小企業與青年世代對話交流機

制，形成創新網絡，營造跨業/跨域合作場域，有效發掘顧客價值

主張，形成新商業模式，擴散及提升經營能量。 
推動新世代中小企業體質升級與創新營運模式轉型，促使中小企

業扮演區域創新服務樞紐，讓5+2產業創新能量改造台灣產業

DNA且實質助益企業成長，進而振興在地經濟與就業成長並接

軌國際。 
產業效益：預期創造產值 0.5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20 人次、節省成本

300 萬元。 
 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生態系發展計畫 
計畫目標：輔導跨領域跨產業整合升級業者，從早期聚焦單一群

聚需求、由領頭羊帶動業者並強調由0到1的產品/服務發展，到推

動跨群聚交流連結、以市場洞察驅使開放創新合作，以強化商業

營運模式，從Inside-Out角度驅動區域創生，從Outside-In角度驅動

軟硬創新與成長創價。 
執行重點： 
於運動服務鏈結生態系，開創以服務帶動整體運動產業的運動市

場&服務模式，建立整合行銷機制，讓台灣服務軟實力能夠國際

行銷，進而帶動國內運動相關產品、器材專業化、數位化升級。 
於新水五金軟硬翻轉產業生態系，建立關鍵製程革新，克服新水

五金高複雜、多功能、特殊性創新產品技術門檻，並帶動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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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技術與營運翻轉，建立國際輸出案例。 
於遊艇休閒智慧化創新服務生態系，將遊艇休閒結合海洋水岸生

活商機營運，建立國內第一個遊艇休閒O2O整合營運模式與碼頭

營運示範場域，創造遊艇碼頭、商務會所、海洋與水上休憩俱樂

部、婚紗、會展產業及酒店、餐旅服務產業商機。 
產業效益：預期促進投資 1.7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30 人次，促成新創

事業成功商業化 1 家，帶動中小企業家數 120 家，發展創新服務或商

品數 30 案，建立國際輸出個案(或取得國際訂單)1 案，促進研發技術

移轉 1 案。 
財團法人委辦計畫 

來自工研院、資策會、中衛中心等財團法人委辦計畫，包括協助中

小型食品產業升級轉型輔導計畫、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跨

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食品產業振興與加值推動計畫、及醫

療器材產業技術輔導與推廣計畫…等。 
其他政府機構計畫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創新加值服務平臺計畫 
計畫目標：以產業園區為政策之實踐場域，引領園區廠商轉型升

級，優化產業發展環境，創新商業模式，提升廠商競爭優勢；透過

「建平臺、引資源、推示範」等策略，藉由「創新加值服務平臺」

掌握園區產業發展動態及統籌廠商需求事項，協助產業軟硬整合

與商機媒合。 
執行重點： 
建置「重點產業聚落廠商暨所屬產業發展預測分析服務」，系統

化觀測產業園區重點產業聚落發展現況與趨勢，輔助訂定園區產

業發展與輔導策略。 
建立跨域與跨團隊合作輔導示範案例，應用園區服務雲提供之數

據加值服務，進行跨團隊資源鏈結，借重產、官、學、研能量與

資源，協助園區廠商與產業升級轉型。 
建構園區發展智庫平臺，針對相關計畫及機制進行盤點分析，擬

訂園區主軸與發展方向建議及競爭力提升策略。另針對園區重點

產業聚落發展，協助跨區跨域合作，並進行聚落發展問題及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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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協助研擬聚落轉型升級策略。 
產業效益：預期可建立重點產業聚落廠商暨所屬產業發展預測分析報

告 1 份，建立跨域廠商與跨團隊合作輔導應用示範案例 5 案，依分析

結果轉介學研團隊跨園區跨領域鏈結學校、廠商與法人技術能量，協

助園區廠商轉型，產業升級。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園區新南向商機媒合及數位拓銷計畫 
計畫目標：協助園區廠商針對新南向市場進行拓銷，透過實體通

路以及虛擬通路，增進區內廠商產品競爭力，同時呼應政策需求，

開拓新市場。 
執行重點： 
與東南亞國家建立穩固的交流平台，定期辦理交流與媒合活動，

協助區內廠商提高海外拓銷之機會，推廣區內產品。 
規劃產業發展策略協助加工區引導廠商前往重點國家與市場，較

為精準媒合不同國家需求，提供相對應產品。 
結合外部資源，與數位拓銷專業單位(如貿協之台灣形象網)成立

加工出口區產品專區，透過商品數位拓銷，提高區內廠商形象與

營業收入。 
產業效益：提高區內廠商數位拓銷能量以增聘專人，增加就業人數 5
人次以上，另促成海外媒合商機 100 萬美元以上。 
 科技部-科技部補助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計畫目標：進行職務訓練 (On-The-Job Training, OJT)及實習訓練

將以職場實務的培訓，透過日常的工作，培養必要的產業知識、技

能、工作方法、及工作倫理與態度等進行協助，以提升其就業力。 
執行重點： 
透過 OJT 訓練了解所實習之公司經營理念，如果碰到問題，除

了直接與培訓單位諮詢外，亦可由所聘之業師進行客製化輔導，

以符合公司要求。 
指導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實踐責任分工，建立逐步精進做法，以

達成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年度應有目標。 
強化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進入所屬企業積極工作態度，並選擇市

場普及性廣、經濟效益高之 5+N 產業之高值化產品，導入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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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定期與廠商共同評量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設計能力、市場洞察力

、產業知識、供應鏈服務及銷售模式能力。 
產業效益：預計提升博士訓儲菁英就業力，達成媒合率 2/3 以上之

效益，並協助博士訓儲菁英創新創業，至少成立 1 家新創公司。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自造場域

營運委託專業服務案 
計畫目標：成為園區新創及企業在智慧機器人產品技術、生產流

程、服務模式之創新應用開發服務單一窗口，打造南科AI_ROBOT
自造基地成為產業智慧化技術加值服務中心，建構完善AI Robot 
產業生態系吸引國內外標竿廠商進駐。 
執行重點： 
聚焦智慧照護、無人載具、智慧製造等發展主軸，將累積之成果

與經驗進一步強化為自主營運所需之核心技術及服務能力，並規

劃場域維運、人才培育、試作輔導、系統整合以及機器人競賽培

訓等服務面向，提供園區企業、新創公司、自造社群以及學研創

新團隊發展智慧機器人新技術產品之示範及應用場域。 
建立基地與園區內外廠商合作模式，無縫接軌人才需求與課程設

計，成為產業智慧化應用、向下扎根與專業工具人才培育集散地

，媒合學員學成後至園區工作，落實產學研連結。 
以AI技術及系統整合協助新創技術研發、試製、測試、驗證與商

品化，輔助新創建立自主技術/產品能量。另培養自主專業團隊

以提供研發服務為營運主軸，輔以設施空間使用服務、技術諮詢

/媒合服務以及成立運作園區在地自造工程師社群，以擴大使用

客群與提高服務價值來維持自造基地持續運作。 
產業效益：預期協助 AI 與機器人相關應用計畫 8 案以上，培育 AI 與
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人才 560 人次，成立 AI 與機器人相關新創公

司或進駐育成中心與加速器 10 家，並創造就業機會 90 個，產出

關鍵技術或產品 5 件以上。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南科航太關鍵系統技術升級服務平臺推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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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協助及輔導航太領域業者進行航空關鍵技術能量建立

、太空關鍵技術或產品開發、取得國內外航太認/驗證，以建構南

部航太關鍵零組件供應聚落。同時強化推動航太人才培育，輔以

研發補助及學生至企業實習之津貼補助等資源挹注，協助企業培

育航空專業人才，補足投入航空產業發展之技術研發、製造產線

人力不足之問題。 
執行重點： 
協助業者申請南科航太補助計畫，輔導航太業者建立機體結構系

統件、發動機模組件、航空內裝、航空電子、航空維修、衛星零

組件或應用服務等利基產品或技術之研製能量，帶動南台灣航太

業者朝高值化發展。 
協助有意願投入航空產業發展之新進業者建立AS9100品質系統

能量，取得切入航空產業發展資格。 
推動學生至航太企業實習，培養航空廠商未來所需之專業人才，

逐步減輕企業擴展時之人力缺乏困境。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 10 億元，培育航太專業人才 40 人次，推

動 3 家次以上廠商進駐南科園區或擴廠，促成產學研自行/共同研發

關鍵技術 10 案以上，推動國際技術合作 5 案以上，協助業者取得航

太認證 6 案以上。 
 經濟部能源局-高雄海洋科技專區人才育成、產業創新軟硬體建置

及營運委託專業服務案 
計畫目標：協助能源局推動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建置政

府與民間溝通平台、產學研合作產業推動平台、與國際合作交流

平台，並進行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海洋科技產業

創新研發中心和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認證中心等三中心

營運規劃、招商遴選與營運管理。 
執行重點： 
政策規劃、策略擬定及未來發展方向之指引，以利未來三中心的

營運及台灣海洋科技產業之發展與深化。 
建構尖端之海洋科技人才培訓及海洋產業創新研發基地，培育國

家自主人才，並以離岸風電產業為關鍵觸媒，進一步帶動整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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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科技產業發展。 
產業效益：預期可促進投資 20 億元，創造產值 150 億元。 

(2)自主工業服務計畫 
工業人才培訓 

開辦工業安全衛生訓練、國際標準制度訓練、技術及管理類之臨廠

訓練、開辦國外研習團，協助培訓業界所需之專業人才，厚植業界

之人力資源，進而改進業者之生產技術，以滿足產業界成長求新求

變之需求。 
檢測服務 

提供民間業者化學分析，包括濕法及分光分析技術、金相分析、材

料及製品機械性能檢測、材料及製品機械性能檢測振動與噪音量測

與分析、精密量測與校正、破損分析、表面檢測技術，使業者獲得公

正客觀的品管資訊。 
技術服務 

針對金屬材料及製品、高值精微製品、高值設備、車輛、醫療器材及

照護以及綠能等六大重點產業，就製程改善、新產品研發、品質管

制、產品設計、加工處理、電子化、經營管理等技術協助業者降低成

本，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以加強產業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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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需求 

金屬中心109年度經費需求共計2,700,000千元，明細如下表： 

經

費

來

源 

計

畫

性

質 

項   目 說    明 經費需求 
(千元) 

政

府

經

費 

研

究 
計

畫 

科 技 專 案

計畫 技術處及能源局之科技專案 900,000 

工 
服 
案 

政 府 委 辦

工 業 服 務

計畫 

工業局、標檢局、能源局、中小企

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等政府單

位委辦計畫 
990,000 

政府經費小計 1,890,000 

民

間

收

入 

工 
服 
案 

政 府 委 辦

工 服 案 廠

商配合款 

執行上列政府委辦工業服務計畫

廠商配合款 50,000 

自 主 工 業

服務計畫 
工業人才培訓、檢測服務、技術服

務(製造與管理)、設備組裝 620,000 

研 發 成 果

收入 
科技研究專案計畫中研究成果技

術移轉、技術授權、專利授權收入 128,000 

研 究 計 畫

衍生收入 

科技研究專案計畫中研討會收入、

技術報告、研究成果報告、產業資

訊報告收入 
2,000 

銷貨收入 表面處理設備加工組裝等收入 1,000 

其

他 

其 它 業 務

及 營 業 外

收入 
利息等收入 9,000 

民間收入小計 810,000 

合     計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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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本中心109年度執行研究計畫與工業服務計畫，預期效益如下： 
1.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方面，本中心預計完成創新前瞻、環構、高值金屬材料、模

具智慧設計、智慧骨科手術輔助系統、循環鋁材創新應用、利基車輛

底盤、在地產業創新、高溫用金屬零組件之先進製造、綠能科技技術

分析、食品製程高效能設備開發、產業創新新材料、新興智慧自動駕

駛決策、電動車輛線傳底盤、工業伺服電機節能、智慧製造系統、產

業技術基磐研究等17項技術處科專計畫；另執行能源局創新前瞻、用

於矽晶異質接面太陽電池、蓄熱燃燒系統、離岸風場結構檢修、地熱

溫泉能源等5項計畫。主要成果及效益：專利申請170件、獲得150件、

應用160件。技術移轉200件，收入數128,000千元。委託及工業服務380
件，服務廠家290家，服務收入250,000千元。主要產業效益：促進投

資200億元以上，創造產值300億元以上，取代進口40億元以上。促成

產業聯盟30件。增加產業就業人數4,000人次。 
2.工業服務計畫 
工業服務計畫方面，本中心承接來自工業局、標準檢驗局、中小企業

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其他政府/公營單位委辦案及執行民間工業服

務案。預計輔導/服務廠商1,200家次，諮詢/診斷1,600家次，技術服務

270件，促成產業聯盟成立15件。工業人才培訓預計辦理講習700班，

受訓人員16,000人次。檢測服務包括機械性能、化學分析、精密量測

、金相試驗、非破壞檢測、腐蝕試驗…等各項檢測試驗共計35,000案
次。技術(製造與管理)服務包括制度認證輔導60案次，產品開發及技

術改善輔導200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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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1.收入預算概況 
本年度收入預算數共計27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6億元，增加1億元

，增加3.85%。 
(1)業務收入預算數26億9,6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99.85%。 
勞務收入預算數26億9,0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99.62%，較上年

度預算數25億8,750萬元，增加1億250萬元，增加3.96%，主要係

工業服務計畫收入增加。 
銷貨收入預算數1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04%，與上年度預算

數相同，主要係中心表面處理工廠預估接單持平。 

其他業務收入預算數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19%，與上年度

預算數相同，主要係專利權依年限攤銷之遞延收入與上年度相當

。 

(2)業務外收入預算數4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15%，較上年度預算

數650萬元，減少250萬元，減少38.46%，主要係什項收入減少。 
2.支出預算概況 
本年度支出預算數共計26億6,5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5億7,000萬
元，增加9,500萬元，增加3.70%。 
(1)業務支出預算數26億5,546萬元，佔總支出預算數99.64%。  
勞務成本預算數25億9,848萬2千元，佔總支出預算數97.50%，較

上年度預算數25億2,315萬5千元，增加7,532萬7千元，增加2.99%
，主要係工業服務計畫支出增加。 

銷貨成本預算數80萬元，佔總支出預算數0.03%，與上年度預算

數相同，主要係中心表面處理工廠預估接單持平，預估相關成本

亦持平。 
其他業務支出預算數5,617萬8千元，占總支出預算數2.11%，較上

年度預算數3,708萬5千元，增加1,909萬3千元，增加51.48%，主

要係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補足中心勞工退休準備金

專戶之差額，及賸餘增加致績效獎金增加所致。 



1-44 

(2)業務外支出預算數79萬元，占總支出預算數0.03%，較上年度預 

算數146萬元，減少67萬元，減少45.89%，主要係借款利息支出減

少。 

(3) 所得稅費用預算數875萬元，占總支出預算數0.33%，較上年度預  

算數750萬元，增加125萬元，增加16.67%，主要係賸餘增加所致

。 
3.收支賸餘概況 
本年度總收支相抵後，賸餘預算數計3,5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000
萬元，增加500萬元，增加16.67%，主要係工業服務計畫成本控制得宜

所致。 

(二)現金流量概況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9,336萬7千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4,428萬5千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1億540萬元

，包括處分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1億500萬元，收取利

息40萬元；現金流出合計1億4,968萬5千元，包括取得透過餘絀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1億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4,024萬元，增

加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550萬元，增加無形資產394萬5千元。 
3.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3,599萬6千元，係償還長期借款3,557萬6千元，

支付利息42萬元。 
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1,308萬6千元，係期末現金2億6,689萬元，較期

初現金2億5,380萬4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12億2,831萬5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3,500萬元及減少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240萬元，期末淨值為12億6,091萬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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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1.決算結果 
  107年度收入決算數30億3,049萬7千元，支出決算數29億7,454萬元，

賸餘5,595萬7千元。  
(1)收入 
業務收入決算數30億2,065萬4千元，較預算數24億9,670萬元，增

加5億2,395萬4千元，增加20.99%。 
勞務收入決算數30億1,462萬3千元，較預算數24億8,650萬元，

增加5億2,812萬3千元，增加21.24%，主要係工業服務收入增加。 
銷貨收入決算數85萬7千元，較預算數650萬元，減少564萬3千元

，減少86.82%，主要係中心表面處理工廠接單不如預期。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517萬4千元，較預算數370萬元，增加147
萬4千元，增加39.84%，主要係無形資產(專利獲證)增加，依年

限攤銷轉列為當年度收入增加。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984萬3千元，較預算數330萬元，增加654萬3千

元，增加198.27%，主要係金融資產處分利益、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

利益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支出 
業務支出決算數29億5,371萬9千元，較預算數24億6,909萬元，增

加4億8,462萬9千元，增加19.63%。 
勞務成本決算數28億8,990萬7千元，較預算數24億2,994萬5千元

，增加4億5,996萬2千元，增加18.93%，主要係工業服務支出增

加。 
銷貨成本決算數230萬8千元，較預算數520萬元，減少289萬2千
元，減少55.62%，主要係中心表面處理工廠接單不如預期，相

關成本減少。 
其他業務支出決算數6,150萬4千元，較預算數3,394萬5千元，增

加2,755萬9千元，增加81.19%，主要係年度賸餘增加，致提列之

績效獎金增加暨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補足中心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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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準備金專戶差額。 
業務外支出決算數1,235萬3千元，較預算數79萬元，增加1,156萬

3千元，增加1,463.67%，主要係金融資產評價損失、轉投資台灣

植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減損損失及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所得稅費用決算數846萬8千元，較預算數512萬元，增加334萬8千
元，增加65.39%，主要係年度賸餘增加，致所得稅費用增加。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賸餘5,595萬7千元，較預算數2,500萬元，增加

3,095萬7千元，增加123.83%。主要係工業服務計畫成本控制得宜，

致賸餘較預算增加。                           
2.前年度成果概述 
本中心107年度業務在政府有關機關指導及中心董監事會之督導下已

完成預定目標，執行成果概述如下： 
(1)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方面，本中心共計完成技術處創前、環構、維新傳產、

在地產業、高值金屬材料、學界關懷、數位口腔與生理病理、車

輛節能電控化、智慧化駕駛輔助系統、下世代汽車、車輛底盤、

雲嘉南地方產業、智慧電動輔助自行車、智慧製造系統、工業基

礎技術、產業創新新材料、細胞治療與微創影像、產業技術基磐

研究及科發基金等20項科專計畫；能源局濕料源熱化學、分離式

蓄熱燃燒系統、矽晶異質接面太陽電池、10kW潮流發電系統及新

及再生能源前瞻技術等5項科專計畫。主要研究成果：專利申請166
件，專利獲得143件，專利應用(專利數)155件；技術移轉190件、

研發成果總收入132,183千元；委託及工業服務223件，服務廠家

204家次，服務收入129,755千元；維護/獲得機構認證38件；促進

投資54.7億元以上，創造產值125.1億元以上；促成產業聯盟19件
；增加就業人數1,758人次。 

(2)工業服務計畫 
本中心共計承接來自工業局、標檢局、能源局、中小企業處、加

工出口處、財團法人(如工研院、中衛中心等)及政府、公營委託案

等政府案及自主工服案，完成專利申請2件，專利獲得4件，服務

廠家512家次，工業人才培訓共計辦理講習694班次，受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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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2人次；促進141家廠商投資321億元以上，創造產值275億元

以上，增加就業人數2,653人次，推動產業聯盟20件。完成檢測服

務、制度認證輔導、協助產品開發、技術與管理服務共計11,795廠
家次、35,835案次。 

(4) 相關績效案例說明 
技術價創 
 完成5項產業化推動技術/專利授權與委託合作案，重大案件包

括(1)攝像式口掃系統技術推動，促成與佳世達公司簽訂專利

授權與委託研究契約，金額7,035千元。(2)微型線雷射投影模

組口掃系統整機開發，促成與英濟公司簽訂專利授權與委託

研究契約，金額5,460千元。(3)線雷射口掃系統測試風險評估

、軟體確效與上市輔導，促成長欣生技公司簽訂委託輔導契

約，金額1,260千元。(4)無人機應用技術之推動，促成與205兵

工廠簽訂委託開發1,800千元，壯恩科技簽訂專利授權700千元

，總金額2,500千元。 

 透過本中心開發複合化加工設備、沖壓快速試作系統協助順

德工業進行精密導線架快速試作，試作速度與品質符合車廠

短交期與高可靠度測試，降低製程升級創新與設備的成本風

險，提升車電高值市場競爭優勢，促成順德公司營業額由90億

元(104年)成長為120億元(107年)。 

 協助鞋廠導向智慧製造生產，已獲鈺齊(和誠)、鼎聖、來億、

志強、喬丹等製鞋業逾4,500萬元之自動打粗塗膠設備訂單，

另技轉馗鼎、培爾等公司500萬元以上之膠體微波固化技術；

協助鼎聖107年投資1.5億於神岡蓋新廠房，使降低不良率重工

約12%、生產效能增加約36%，增加產值約6,330萬/年。 
產學鏈結 
 強化學校與在地重點產業聚落，促成全國107所大學院校與中

心簽約合作，協助760家次中小企業。期間協助中小企業研提

176案政府相關資源，申請金額超過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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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產業園區43項產學專案協助專案，107年度共36所學校協

助66處園區分區，並推動全區訪視作法，期間並協助廠商申請

政府計畫總計107案，申請金額超過15.8億元。 
國際鏈結 
 與法國Enise(聖艾蒂安國家工程學院)針對鎳鈦粉末積層製造

製程參數與基礎性質研究之主題完成共同研發構想書1份並

促成高階研究人員交換研究3人以上。 

 與 日 本 日 本 電 子 株 式 會 社 (JEOL-Japan Electron Optics 

Laboratory Co., Ltd.)針對鈦合金廢料再生製造鈦合金粉末的

技術開發共同合作之先期評估報告，預期鈦合金廢料再生粉

末球化技術，可提升原料利用率，降低材料成本。 

 與法國微創中心 IRCAD(Research Institute against Digestive 

Cancer) 簽署合作協議一份，將以3DP客製化植入體及腫瘤熱

消融系統為共同合作之研發主題，促成108年國際合作計畫申

請，共同開發全球第一套智慧磁熱腫瘤消融系統。 

 持續與西班牙IDIADA公司 (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motive 

Research) 進行車體乘員艙結構安全模擬分析設計，完成車體

乘員艙防火牆模組結構多層熱源銲接製程技術參數建立。 
人才培育 
 海洋科技人才育成，透過國際合作培訓機構Maersk，培訓30位

種子師資，訓練內容包含海上求生、急救、高空作業、火災意

識、人工操作等GWO-BST五項基本安全訓練。 
 執行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媒合並培訓博士39

人，其中34人受聘僱至29家產業界，3人逕行創業，本中心被

科技部遴選為績優培訓單位。 
獲得獎項 
 科專成果表揚獎-本中心共計獲得3項獎項：1.產業創新價值領

航獎-精微製造研發服務與產業推動團隊；2.產業知識服務領

航獎-2017金屬材料產業年鑑；3.優良計畫獎-節能電動化車輛

關鍵模組技術暨產業化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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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產業創新獎-本中心「高溫製程工業爐蓄熱式燃燒技術」

獲地方產業創新獎、「製鞋自動塗膠技術」獲產業創新聯盟獎

。 
 國際獎項-「無人載具技術」獲得2018德國iF產品設計獎項；「

光學3D足弓壓量測」榮獲2018具有創新界奧斯卡獎美譽的愛

迪生獎(Edison Awards)-銅獎。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8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1.收入執行情形： 
收入預算數26億元，實際執行數10億2,946萬2千元，達成率39.59%。

其中： 
(1)業務收入執行數10億2,006萬9千元，全年預算數25億9,350萬元，達

成率39.33%。 
(2)業務外收入執行數939萬3千元，全年預算數650萬元，達成率

144.51%。 
2.支出執行情形： 

支出預算數25億7,000萬元，實際執行數10億2,374萬1千元，達成率

39.83%，其中： 
(1)業務支出執行數10億2,043萬1千元，全年預算數25億6,104萬元，達

成率39.84%。 
(2)業務外支出執行數188萬元，全年預算數146萬元，達成率128.77%。 
(3)預估截至6月30日止之所得稅143萬元，全年預算數750萬元，達成率

19.07%。 
3.以上總收支相抵賸餘572萬1千元，全年預算數3,000萬元，達成率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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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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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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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參、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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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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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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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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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轉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肆、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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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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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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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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