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團 法 人  

金 屬 工 業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1 1 2年 度 預 算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編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目  次 

中華民國112年度 

壹、總說明  

 一、財團法人概況 1-1至1-6 

 二、工作計畫 1-7至1-20 

 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1-21至1-22 

 四、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 1-23至1-27 

   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貳、主要表  

 一、收支營運預計表 2-1 

 二、現金流量預計表 2-2 

 三、淨值變動預計表 2-3 

參、明細表  

 一、收入明細表 3-1 

 二、支出明細表 3-2 

 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 3-3 

     不動產投資明細表  

 四、轉投資明細表 3-4 

肆、參考表  

 一、資產負債預計表 4-1至4-2 

 二、員工人數彙計表 4-3 

 
 
三、用人費用彙計表 4-4 

 四、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4-5 





 

 
 
 
 

壹、總說明 
 

 

 

 

 

 

 

 

 

 

 

 

 

 



1-1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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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從事金屬及其應用產業所需生產與管理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推廣，

旨在促進國內金屬及其相關應用產業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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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及其應用產業相關技術研究與發展。 

2.產品開發與成果運用推廣。 

3.策進產業國際合作與策略聯盟之交流與發展。 

4.金屬及其應用產業法規及標準建構與檢測、驗證、鑑定等服務。 

5.管理服務及產業人才培訓。 

6.市場及技術研究分析、發行與出版。 

7.金屬及其應用產業之投資，以促進其發展。 

8.其他有關金屬及其應用產業之發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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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1. 本中心依捐助章程所訂，現有董事13人、監察人3人，由政府主管機關自

產、官、學、研代表推派之。董事長為林仁益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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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業務處，另設企劃推廣處等行政支援單位(如下組織圖)。至111年6月

本中心人數計948人，其中博士98人占10%，碩士565人占59%，學士224

人占24%，專科35人占4%，其餘26人占3%。112年度預算人數986人（含

約聘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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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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化推動中心： 

(1)跨域整合、產業創新服務等相關業務之推動。 

(2)整合多製程之金屬製品快速試作開發服務。 

(3)國防與航太產業、農業設施產業之產業發展規劃及推動。 

(4)內部育成、新部門孕育及新創公司之推動。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服務處： 

(1)海洋工程相關人才培育及創新職能訓練科技開發。 

(2)海洋產業科技創新研發及新興產業育成。 

(3)產業轉型升級輔導與推動。 

(4)與國內外海洋工程相關之產業、學術與研究單位等進行技術合作

、交流與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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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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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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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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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驗證、檢驗機構、確證與查證暨政府委託相

關驗證計畫。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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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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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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外金屬相關之產業、學術與研究等單位進行技術合作、交

流與技術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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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調度及理財業務之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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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事項之簽辦與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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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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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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收入預算編列920,0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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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服務收入預算編列1,725,000千元。研究計畫分

為創前/環構、關鍵技術(含跨單位/跨領域)、知識服務研究及其他等四大類別

；工業服務計畫分為金屬機電、民生化工、地區產業、自主工服等領域，相

關執行重點如下： 

(一)計畫重點 

1.研究計畫 

(1)創前/環構類： 

 開發創新前瞻技術，布局國內外關鍵專利 

 協助國內先進材料與製程研發、節能與儲能研發、先進微創醫

材研發、高階精微製造系統開發、金屬智慧製造技術等相關領

域布局，促成跨領域與創新系統研發，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針對具市場價值潛力之技術與母專利布局成果，以及具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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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功能性材料數位化設計與創新應用平台，發展關鍵技術與服

務模式 

 為加速材料開發，降低廠商開發產品成本與風險，整合數位材

料設計、異質材料複合技術及金屬材料熔配製程，藉由材料特

性預測、製程數值模擬分析與小批量試作，並透過專利分析布

局材料及產品設計專利，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 

 發展氫氣燃燒系統關鍵技術，滿足業界對高溫耗能製程需求 

 為針對氫氣密度小、燃燒反應快、可燃範圍大等特性，解決燃

燒機頭過熱、燃燒回火、噪音等問題，將開發專利燃燒器及噴

嘴結構設計與燃燒測試技術，發展整合爐體氫能燃燒系統設計

、氫氣燃燒控制與智慧監診優化技術，建立示範運行場域以驗

證系統可行性，並透過發展不同產業需求之純氫 /混氫燃燒工

業爐，建立氫氣燃燒系統之設計開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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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金屬關聯產業產品試作、檢測及基礎技術開發所需之整合性

平台，提供產業科技服務試煉場域 

 將開發金屬表面熱處理/二次加工技術，進行金屬相關領域試

作及研發平台建置，協助國內金屬製品業廠商開發高精度零組

件，以滿足快速量產，取代傳統切削加工，建立高端金屬製品

自主開發之能力。 

 因應智慧機械、國防航太等產業於高強度材料擴大應用之需求

，預計建置金屬鑄鍛件製程數位優化試量產及金屬高值製品

特殊表面處理研發加值平台，為我國精密機械及運輸工具零組

件產業業者，提供高階成形加工、後處理及末端檢測等製程技

術一站式服務。 

(2)關鍵技術類(含跨單位/跨領域)： 

 研發循環鋁材創新應用製程技術，推動國內循環鋁材高值化 

 預計結合國內業者建立循環鋁材再生及高值應用生態鏈，開發

高值鋁材回收再生技術、鋁材高值化綠色製程技術，增加高值

回收鋁料於運輸及建築等產業之應用率，將帶動上中下游生產

技術提升，促進產業轉型資源整合，落實綠色製品永續循環創

新應用，建構符合市場趨勢之高強度鋁材結構件循環產業供應

鏈。 

 建立模具數位化技術，縮短產品開發時程並強化國際接單能力 

 預計將完成鑄造及鍛造模具數位輔助設計系統，透過2D圖面

資料即可快速自動生成實際製造所需之3D圖檔，並依業者設

備提供最適製造方案，可大幅縮短設計時程，有助於業者建立

快速應變客製化、少量多樣之生產能力。 

 串聯產學研創新技術量能，促進產業技術精進與升級 

 鏈結在地公/協/學會與在地學校與研究法人，運用學研關鍵技

術解決產業鏈關鍵缺口，預計協助高值鋁材製品產業導入數位

設計、智慧成形分析及材料回收工程技術，促進車用鋁加工技

術加值與創新；協助高爾夫製造產業導入製程資訊聯網技術，

提升產線製造效率，打造全新智慧化高爾夫球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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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高階碳纖複材成形關鍵模組，促進金屬材料跨域整合複材產

業 

 預計開發碳纖維複材構件一體成形製程系統，突破關鍵急冷急

熱模組技術，提供衛星結構件全碳纖化創新應用；開發不銹鋼

氫化非晶矽抗蝕鍍膜大型設備，完成衛星噴射系統長形管路關

鍵元件，提升衛星產業領域研發量能；開發三劑高壓快速充模

注塑混合頭，完成高強度複材產品製造與應用，促進我國循環

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及專區發展。 

 建立高導熱高效沸騰銅管生產線，達成國產自主化 

 預計開發高導熱耐蝕高效率再沸器設備之沸騰管材，協助國內

相關業者導入製程技術，建置國內首座石化設備用高效率再沸

塔製造產線，落實高效率再沸器及其零件國產化應用，解決石

化產業所需生產設備之關鍵組件進口依賴與斷鏈危機。 

 開發自動駕駛關鍵技術，協助廠商打入國際市場 

 預計完成自駕車電子電氣架構(Zonaul EEA)技術、車電模組遮

蔽材料開發暨技術驗證，協助業者將遮蔽材料應用於磁耦合電

感零件，並與合作車電業者建立相關驗證方法與機制，帶動國

內ICT、整車及零組件廠投入並串聯供應鏈，補足國內車電產

品化產業缺口，導入國際車廠供應鏈。 

 開發定位影像資訊手術輔助系統，提升國內植體產業競爭力 

 將建置全球第一套可於手術中即時修正椎節影像資訊的脊椎

手術輔助系統，可於手術中針對手術椎節進行空間定位，可即

時修正定位影像資訊，達到多椎節導航功能；預計衍生新公司

或於既有國內植體廠商中衍生新事業群，帶動原有脊椎植入物

產業跨入手術輔助系統市場，以國產取代進口，可望使民眾享

有精準治療成果並降低經濟負擔。 

 開發全球第一套牙齦血氧診斷裝置，提供醫療智慧科技應用方案 

 將開發國產自主化可攜診斷系統/在宅裝置，鎖定在社區與居

家巡檢之口腔與牙周照護給付場域，提供智慧化、輕便化、準

確化的診斷平台系統給予醫師進行外診快篩診斷使用，透過影

像辨識系統，不需依賴牙醫逐顆檢查，可減少患者的不舒適感，

且大幅縮短醫師診斷及紀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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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成型設備之機電整合模擬分析系統，協助廠商爭取國際訂單 

 透過預先建置之成型設備模型，運用運動分析模組，將成型設

備機構與伺服馬達系統結合進行機電整合模擬分析，可有效減

少需實際機電整合與測試作業次數，達成高效率成型機械開發，

並提升成型機械之性能，進而增加廠商國際競爭力。 

 開發植物性飲品製程技術，推動國內植物基市場發展 

 將建立預測數值分析方法，提供業者進行混合調配流場模擬之

測試，藉由協助國內食品機械廠商開發高效能混合調配設備，

建立天然植物性飲品較佳混合調配製程技術，使產品乳化均勻

無須添加乳化劑，可生產高營養價值且無添加物的天然食品，

協助業者提升產品品質及生產效率。 

 建立鋁靶胚晶粒細化關鍵技術，促進國內半導體產業自主化生產 

 將協助國內靶材業者提升半導體鋁、銅靶材製造技術，包含晶

粒細化CAE模擬預測分析、劇烈塑性變形製程及其模具設計、

靶胚晶粒細化熱處理等相關技術，達到國際半導體需求之技術

水準(晶粒尺寸≦40μm)，並與國內靶材大廠合作，串聯材料、

製程、熱處理及設備等業者，共同推動國內半導體靶材新產線，

建立自主生產供應鏈。 

 開發綠色生產組合最佳化技術，強化跨廠生產調控以促進工廠節

能轉型 

 將透過金屬加工之組合最佳化AI解決方案，運用熱處理模擬製

程溫度變化，優化熱處理製程參數，有效縮短熱處理時間，預

計應用於國內專業熱處理代工標竿廠商以及製程中需熱處理

製程之廠商，協助業者提升產品品質及設備稼動率，並協助業

者降低能耗及碳足跡，以符合國際減碳趨勢以及客戶碳足跡需

求。 

 開發智慧排程系統，加速落實產業化應用 

 將以自行車暨金屬加工之製造業為主，結合設備、環境等感知

元件及相關數據，開發動態韌性排程應用於多限制條件之批量

生產，整合ERP與機台資訊、經驗排程及最佳化決策，可快速

因應客戶的詢單要求，產生符合產線實務限制的排程，降低工

作站及資源銜接等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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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工業級無人機技術，建立無人機應用完整商業模式 

 將開發低噪音高續航力載體設計，並導入長時震動可靠度與碰

撞安全等機制，進行系統長時運轉抗震研發，另針對遠洋漁業

開發無人機可適性動態回收技術與分析魚群熱點分布，自適性

計算生成適航點與航線，研發國內首套定旋翼遠洋漁業無人機，

提升部署效率，帶動亞灣遠洋漁業創新應用及高值化發展。 

 打造5G科技應用實證場域，促進南台灣產業數位轉型 

 將推動高雄亞洲新灣區5G AIoT應用創新，邁向高值化與數位

轉型，建構我國自主創新產業環境與供應鏈，並促進高雄新創

群聚及橫向鏈結，加速南部地區創新創業成長，引領科技及人

才南向，打造高雄亞灣區成為新世代科技應用先驅，帶動南台

灣產業5G數位轉型。 

(3)知識服務研究類： 

 推動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提供產業發展政策制定建議 

 預計協助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及產業領域研發研究，並藉由建置

金屬相關產業之國內外市場動態趨勢基磐及技術預測，適時提

供產業必要支援及輔導，提供業者瞭解全球市場、技術及產品

發展與應用趨勢，作為產業經營策略調整、拓展市場、產品規

劃、行銷資源分配及投資決策之重要依據。 

 未來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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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銷售，深化產業影響力。 

 強化產業發展趨勢觀測機制，擘劃我國產業技術策略 

 將針對五大科技領域，進行中長期的產業前瞻技術觀測，透過

全球產業技術趨勢變化與國際大廠發展動向的掌握，剖析我國

產業現況能量與需求缺口，探討產業發展致勝關鍵及解決方案，

以提出符合國內產業需求的策略建議，作為國家未來在新興產

業技術研發布局之規劃參考。 

 預計定期針對主要先進/競爭國家機構、國際智庫、重要期刊及

我國產業需求，進行產業科技及競爭環境之整體動態分析，辦

理智庫資訊交流平台與即時交辦等幕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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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開發太陽電池關鍵製程試量產設備，以國產自主化取代進口 

 為開發國產試量產設備以降低成本及滿足客製化製程，將建置

國內首創太陽電池關鍵製程試量產系統，協助提升產業界生產

良率，縮減產線佔地面積，並藉由導入製程穩定度監控技術，

得以提高生產良率，同時串連整合設備關鍵零組件，健全產業

設備供應鏈。 

 開發智慧型自預熱式暨間接燃燒系統，促進高效率燃燒能源產業

發展 

 為提供金屬相關產業從傳統加工到高階製造的中高溫用熱製

程設備廢熱回收技術，將發展創新智慧型自預熱式暨間接燃燒

系統，及其關鍵零組件及整合工業爐設計技術，提供金屬相關

產業550-950℃之中高溫製程設備廢熱回收技術，達到節能減

碳目標。預計可滿足既有傳統加工應用，並應用至國內需進行

高均溫或透過爐內氣氛進行加熱的產業，促進高效率燃燒能源

設備普及化。 

 研發酸性地熱用管材與關鍵模組，加速高潛勢區地熱創能產業開

發 

 為因應在地酸性案場之破壞風險檢測評估，並落實地熱創能相

關加工鏈在地化，將開發高潛勢酸性地熱用管材複合材料，發

展酸性案場地熱能源材料應用技術，可降低管材與關鍵模組之

腐蝕破壞成本及風險，縮短熱發電設備投資平衡期，加速高潛

勢區地熱創能產業開發。 

 提升海洋科技專業人才培訓能量，完備我國國際認證培訓資格 

 為因應國內海事工程產業發展及專業技術人才培訓需求，將開

發海事工程特殊設備模擬系統培訓技術，包含模擬多種吊掛系

統、吊掛物件樣態與建立各式工作船模，透過動態定位操作訓

練標準與客製化課程，提升海事工程技術培訓能量，協助產業

技術人才養成。 

 開發風電運維產業創新技術，提升國內運維產業量能 

 因應國內低緯度、地震帶、颱風帶地理環境，以及評估國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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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與國際大廠需求，將開發5G及AI載具自動化離岸風機

葉片檢測、混合實境(MR)視覺強化運維輔助技術、離岸環境腐

蝕監測技術、無人載具水下檢測系統整合與應用等四大技術，

目標為促進運維創新技術在地化，並加速國內運維人才培育與

養成。 

2.工業服務計畫 

(1)金屬機電領域 

 建置高雄海洋科技專區，協助離岸風電產業發展 

 將透過研發環境維護與管理服務系統，進行廠商服務、技術推

廣與行銷，配合相關企劃管考作業，推廣海洋科技產業服務，

並持續推動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辦理海洋科技

人才培訓，維持國際認證機構資格，並協助海洋科技產業客製

化課程規劃與設備維護。 

 將透過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建置海洋科技產業研發能

量，協助輔導國內廠商提升海洋科技能量，並鏈結地方特色產

業朝高值化發展。預計協助離岸工程中心建置與國際標竿機構

接軌之離岸工程風波流測試場域，並建立離岸工程設計模型軟

硬體測試與培訓專業技術人才，以提升國內離岸工程技術研發

能量。 

 推動金屬產業高值化，啟動金屬材料產業轉型升級 

 將整合金屬材料相關應用產業，透過金屬創新產品技術輔導，

與金屬產業環境建構方法，整合上、中、下游金屬產業技術，

發展高值金屬產品，並導入新材料與新技術，協助金屬產業提

高附加價值，以達到金屬產業高值化之目標。 

 推動機電產業智慧製造，打造全球智慧機械研發基地 

 為推動機電產業智慧製造，將透過關鍵技術協助金屬產業智機

化，包含海洋機械、機械船舶、家用機械、航空產業、智能機

械、機械產業人才培訓等，除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外，將加

速推動我國機械產業由精密機械朝向智慧機械發展，建立符合

客戶需求的技術應用服務能量，提供客戶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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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半導體設備產業補助計畫，加速設備導入終端產線 

 將協助國內半導體設備業者申請整機驗證補助計畫，使國內業

者加速已完成開發之製程設備通過終端使用廠之產線品質驗

證及可靠度測試，提升設備國產化產值，並以外商在地化生產

為目標，運用法人或技術團隊之技術專長，輔導國內廠商開發

符合外商需求之零組件，加速解決國內關鍵零組件技術缺口。 

 開發化合物半導體設備，帶動我國半導體產業領先優勢 

 因應碳化矽(SiC)化合物半導體具高硬度及高熔點特性，將協助

業者開發化合物半導體製程設備，透過鏈結國內設備廠商投入

化合物半導體設備發展，以提升設備關鍵零組件供應能力並通

過終端規格認證。針對化合物半導體長晶、磊晶、加工與製程

設備國際規格為目標，輔導半導體設備及零組件製造廠商，使

其與設備使用廠商或半導體設備外商之需求相連結，以建立國

內自主技術能量。 

 建立運具產業智慧製造關鍵技術，滿足產線快速且品質精良之需

求 

 將協助產業應用數據分析回饋技術，提升產線績效與產品品質，

並透過廠商諮詢訪視、技術輔導與促成跨域合作，達到機車產

業應用多元智慧技術提升產線彈性化、稼動率、高階品質績效

之目標。 

 籌建重型運輸產業供應鏈體系，推動重型運輸產業高值化 

 為配合5+2產業創新計畫之國防(航太、船艦)產業推動，將協助

廠商研發航空、船舶、軌道車輛產業之關鍵零組件，將其衍生

應用至民用航空/船舶領域，並取得相關認證，以建構重型運輸

產業供應鏈體系，創造高附加價值之經濟與產業效益。 

 推動家電產業數位轉型，協助廠商拓展全球市場 

 將協助推動家電產業預防性之振興輔導措施，提升業者產品品

級及價值，促使家電產業升級轉型，預計協助家電產業之價值

鏈輔導，使產品通過驗證，改善設計、研發、製造及管理，提

升產品品質、品級及附加價值，以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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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產業技術升級，協助產業邁入國際供應鏈 

 為解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廠商高階人才缺口，將成立產業輔導

團與人才訓練中心，並因應風力機大型化趨勢及區塊開發風場

新技術需求，推動技術輔導案，期能精進水下基礎技術基盤，

推動產業製造能量優質化，成為國際Tier1(第一階供應商)供應

國。 

 研發國機國造關鍵技術，建構完整國防產業供應鏈 

 將協助業者投入國機國造所需關鍵技術及產品開發，並取得軍

/民用系統廠認證或產品驗證，推動國防航太業者投入研發航

空機體結構、發動機、航電系統等關鍵技術，提升飛機零組件

及產品之自主能量。 

 推動在地水五金及手工具產業智慧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 

 為促使我國加速水五金及手工具產業導入智機化，將整合智慧

技術，使水五金與手工具生產所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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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水五金及手工具

產業朝智慧化、數位化發展，並建構智慧製造示範平台及物聯

網行銷服務平台，以提升產品知名度並擴展國際市場。 

 促進廠商成立F16型機維修中心，強化國內產製維修能量 

 為滿足我國F-16戰機維修需求，並縮短原廠維修期程，將促進

廠商建立F-16型機維修中心，帶動民間籌建關鍵核心技術，並

引進F16型機維修、產製關鍵技術，建立F16維修體系，達成我

國軍機自主維修需求與拓展國際市場的目標。 

 建立電子設備關鍵製造技術，加速電子設備國產化開發 

 為推動我國光電及半導體等相關之電子設備產業，將針對次世

代顯示設備、半導體設備及智慧感知相關應用設備，開發關鍵

模組與耗材零組件，協助業者進軍國際設備大廠供應鏈，以強

化我國電子設備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2)民生化工領域 

 推動醫療器材產業技術輔導與推廣，提升醫療器材產業競爭力 

 為扶植既有醫材轉型升級與異業跨入高值化醫材產品，將聚焦

高階與高值醫材，整合國內外資源，引導優勢產業進行跨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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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進入醫材產業。透過技術及法規輔導、人才培訓、市場開拓

等措施，推動我國醫材產業發展，提升國際市場佔有率。 

 預計透過跨領域人才培訓，以產業需求為導向，培植醫療器材

產業在職核心人才；另將藉由國內外的醫材通路商機媒合會、

醫療系統整合實作工作坊，促進國際合作與商機媒合。 

 建置數位醫療與精準健康臨床場域，加速整體輸出行銷全球 

 將盤點國內數位醫療產業缺口與臨床需求，推動數位醫療商品

化，藉由上市申請及臨床驗證輔導，協助廠商建構完善臨床試

驗環境，加速產品國內外上市，並藉由建置臨床場域、舉辦

Workshop或媒合會、國際展會或數位行銷等方式，達到創新產

品開發及拓展國內外市場之目的。 

 推動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接軌國際輔具產業發展趨勢 

 將建立智慧照護輔具檢測驗證制度，鼓勵國內市售商品通過國

內外產品驗證，建立產品通報系統與友善市售商品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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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產品國際競爭力。 

 輔導食品產業導入智慧化技術，促進傳統產業數位轉型 

 將輔導食品工廠設備智慧自動化，整合食品、電子、電機、機

械與資訊的技術能量，促進食品工廠進行產線自動化、彈性化

之工廠製程設備整合與改善，朝向系統虛實化與工廠智慧化發

展。 

(3)地區產業領域 

 建構產業韌性情資加值服務，促進產業園區活化發展 

 為掌握園區廠商經營問題，將建置產業園區廠商情資平台，可

即時總覽產業概況與趨勢，進而建立產輔相關數據加值服務模

組，如：受事件影響產業儀表板、情資平台客服機器人等，藉

由推動情資加值與供應鏈資源整合，以實現園區管理升級，輔

助廠商精準決策。 

 推動產業園區創新升級轉型，以推動園區永續發展 

 將成立專家團隊協助園區廠商營運活化、標竿學習示範，促成

正向合作範例，帶動園區產業發展與創新升級轉型，並促進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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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數位行銷合作，建立區內數位行銷示範亮點，推動區內產業

整體數位品牌形象建立，打造我國第一個具有綠色產業經濟生

態供應鏈及應用場域生產之雙生園區。 

 透過全方位產業診斷、評估及跨域合作，促進南部產業升級轉型 

 為協助區域產業整合發展，將整合政府協助南部產業發展相關

資源，並連結在地產官學研能量，促進南部產業群聚升級轉型，

落實有感推動地區產業發展。 

 將透過地方動態產經數據觀測及情資平台維運，協助中央與地

方政府掌握在地區域經濟發展動態；將協助產業推動智慧化檢

測，強化南部廠商發展智慧化品質檢測技術，降低檢測時間，

確保品檢一致性，提高產線量能；針對在地廠商進行轉型升級

需求諮詢與即時協助，提供廠商解決方案，進一步串連政府研

發資源，加速企業發展的未來核心能量。 

 透過國際醫療交流合作，提升我國高階牙材之國際能見度 

 將推動與新南向國家之醫事人員培力工程，發展牙科及其他創

新高值醫療產品，行銷國產牙根及醫療技術，並帶動周邊相關

配備的銷量，提高我國牙科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4)自主工服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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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及

照護以及綠能等五大重點產業，就製程改善、新產品研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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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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服務 

 為加速協助傳統產業技術加值及創新應用，填補產業技術缺口

及提升系統性整合能量，持續透過積層製造中心、金屬智慧製

造中心、試作中心、CAE 雲端服務加值中心等關鍵能量，以協

助產業創造快速開發產品、智慧化製程開發、市場拓展的價值，

並作為示範與引導產業之作用，創造更具競爭力之產業發展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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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 

本中心112年度經費需求共計2,800,000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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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委託科技研究發展專案，包含技

術處及能源局之科技專案 
920,000 

工業服務

計畫 

政府委辦工業

服務計畫 

工業局、能源局、標檢局、中小企業

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等政府單位委辦

計畫 

1,040,000 

政府經費小計 1,960,000 

民間 

收入 

工業服務

計畫 

政府委辦案廠

商配合款 

執行上列政府委辦工業服務計畫廠商配

合款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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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 

研發成果收入 
執行經濟部委託科技研究發展專案所產

生之成果，技術移轉、專利授權收入 
120,000 

研究計畫衍生收入 
執行政府委託計畫，其業務所衍生之技

術刊物、參展服務及人才培訓收入等 
10,000 

銷貨收入 
經濟部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試作工廠

所產生之銷貨收入 
3,000 

其他業務收入 
無形資產－專利依年限攤銷轉列為當年

度收入等 
7,000 

業務外收入 
利息收入、金融資產處分利益及評價收

益、中油土地使用收入及零星什項收入 
15,000 

民間收入小計 840,000 

合     計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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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本中心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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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預計執行創前/環構、關鍵技術(含跨單位/跨領

域)、知識服務研究及其他等四大類別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專利

申請125件、獲得80件、應用120件；技術移轉155件，研發成果收入數

120,000千元；促進投資30億元以上、創造產值60億元以上；增加就業

人數800人次。 

 

2.工業服務計畫 

本中心執行工業服務計畫主要分為政府委託案及自主工服案，協助廠

商技術深化及轉型升級，分為金屬機電、民生化工、地區產業、自主

工服等領域。預計完成服務廠家400家次，工業人才培訓共計辦理講習

550班次，受訓人員12,500人次；促進廠商投資200億元以上，創造產

值400億元以上，增加就業人數2,000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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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廠家次、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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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7億3,000萬元，增加

7,000萬元，增加2.56%。 

(1) 業務收入預算數27億8,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99.46%。 

勞務收入預算數27億7,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99.11%，較上年

度預算數27億600萬元，增加6,900萬元，增加2.55%，主要係配合

政府前瞻基礎建設政策新增新興計畫，致使研究計畫收入及工業

服務收入增加。 

銷貨收入預算數3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11%，較上年度預算

數200萬元，增加100萬元，增加50%，主要係試作工廠接單增加

。 

其他業務收入預算數7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24%，與上年度

預算相同。 

(2) 業務外收入預算數1,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54%，與上年度預

算相同。 

2.支出預算概況 

本年度支出預算數共計27億6,0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6億9,500萬

元，增加6,500萬元，增加2.41%。 

(1)業務支出預算數27億4,757萬元，佔總支出預算數99.55%。  

勞務成本預算數26億8,448萬2千元，佔總支出預算數97.26%，較

上年度預算數26億1,738萬2千元，增加6,710萬元，增加2.56%，

主要係配合政府前瞻基礎建設政策新增新興計畫，致相對成本增

加。 

銷貨成本預算數270萬元，佔總支出預算數0.10%，較上年度預算

數200萬元，增加70萬元，增加35%，主要係試作工廠接單增加，

相關成本增加。 

其他業務支出預算數6,038萬8千元，占總支出預算數2.19%，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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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數6,499萬8千元，減少461萬元，減少7.09%，主要係估

列呆帳費用減少。 

(2)業務外支出預算數243萬元，占總支出預算數0.09%，較上年度預

算數187萬元，增加56萬元，增加29.95%，主要係估列匯兌損失增

加。 

(3)所得稅費用預算數1,000萬元，占總支出預算數0.36%，較上年度

預算數875萬元，增加125萬元，增加14.29%，主要係估列本年度

稅前賸餘增加，致所得稅費用增加。 

3.收支賸餘概況 

本年度總收支相抵後，賸餘預算數計4,0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500

萬元，增加500萬元，主要係民間收入預算增加，使收支賸餘增加。 

(二)現金流量概況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1億1,395萬7千元，其中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入1

億2,107萬3千元、採權益法被投資公司配發現金股利180萬元及支付

之所得稅現金流出891萬6千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9,510萬7千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190萬元，包

括處分金融資產價款20萬元、存出保證金減少150萬元及收取之利息

20萬元。現金流出合計9,700萬7千元，包括金融資產投資600萬元、購

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7,062萬3千元、無形資產-軟體投資1,608萬4千

元，受限制資產增加100萬元、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30萬元及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投資300萬元。 

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1,885萬元，係期末現金6億3,885萬元，較期初

現金6億2,000萬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14億5,004萬8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4,000萬元及減少透

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115萬元，

期末淨值為14億8,889萬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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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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收入決算數30億9,146萬6千元，支出決算數30億4,995萬7千元

，賸餘4,150萬9千元。  

(1)收入 

業務收入決算數30億7,039萬8千元，較預算數27億500萬元，增加

3億6,539萬8千元，增加13.51%。 

勞務收入決算數30億5,568萬9千元，較預算數26億9,600萬元，

增加3億5,968萬9千元，增加13.34%，主要係研究計畫收入及工業

服務收入增加。 

銷貨收入決算數600萬元，較預算數200萬元，增加400萬元，增

加200%，主要係中心試作工廠接單較預期佳。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70萬9千元，較預算數700萬元，增加170

萬9千元，增加24.41%，主要係科技部高階人才培訓計畫媒合獎

金增加。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2,106萬8千元，較預算數500萬元，增加1,606萬

8千元，增加321.36%，主要係增加中油土地使用收入。 

(2)支出 

業務支出決算數30億3,877萬元，較預算數26億6,438萬元，增加3

億7,439萬元，增加14.05%。 

勞務成本決算數29億4,912萬元，較預算數26億780萬4千元，增

加3億4,131萬6千元，增加13.09%，主要係工業服務支出增加。 

銷貨成本決算數531萬4千元，較預算數200萬元，增加331萬4千

元，增加165.7%，主要係中心試作工廠接單較預期佳，相關成

本增加。 

其他業務支出決算數8,433萬6千元，較預算數5,457萬6千元，增

加2,976萬元，增加54.53%，主要係中油土地使用收入運用於自

有園區房屋修繕改良及環境優化等經費及年度賸餘增加致提列

之績效獎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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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外支出決算數220萬5千元，較預算數187萬元，增加33萬5千

元，增加17.91%，主要係匯兌損失及轉投資公司減損損失增加。 

所得稅費用決算數898萬2千元，較預算數875萬元，增加23萬2千

元，增加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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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萬9千元，較預算數3,500萬元，增加650

萬9千元，增加18.6%。主要係工業服務計畫賸餘增加。                     

              

2.前年度成果概述 

本中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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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執行研究計畫分為創前/環構、關鍵技術(含跨單位/跨領域

)、知識服務研究及其他等四大類別，共計完成專利申請138件，專

利獲得106件，專利應用139件；技術移轉180件、研發成果總收入

124,785千元；委託及工業服務186件，服務廠家178家次，服務收

入129,966千元；促進投資39億元以上，創造產值85億元以上；增

加就業人數804人次；獲得2021 R&D 100 Awards、愛迪生獎、德

國iF、CEO World Awards等獎項。 

(2) 工業服務計畫 

本中心執行工業服務計畫主要分為政府委託案及自主工服案，協

助廠商技術深化及轉型升級，分為金屬機電、民生化工、地區產

業、自主工服等領域，完成服務廠家582家次，工業人才培訓共計

辦理講習616班次，受訓人員13,056人次；促進229家廠商投資280

億元以上，創造產值453億元以上，增加就業人數2,518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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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廠家次、36,489案次。 

(3) 相關績效案例說明 

技術價創 

 完成產業化推動專利授權與委託合作案，列舉10件代表性案

件如下，簽約金額為42,172千元。重大案件包括(1)協助祥儀公

司開發微型元件熱處理設備，並成功切入國際大廠零組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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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委託金額15,000千元。(2)協助抱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

發電漿原子層氣相沉積設備，有效提升產能效率，委託金額

5,250千元。(3)協助有益鋼鐵公司開發不銹鋼厚板熱處理均質

化製程，有效縮短開發時程，委託金額5,197千元。(4)協助新

東方精密公司開發全自動3D雷射AOI尺寸量測設備，有助於

業者提升產能與效率，委託金額3,610千元。(5)協助健寶生技

公司開發骨科植入物與手術器械測試驗證，大幅提升醫療效

率，委託金額2,715千元。(6)協助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研發

汽車輕量化結構件創新技術與產業推廣，委託金額2,400千元

(7)協助友荃公司透過可降解鎂合金醫療器材相關專利組合，

跨入高階醫療植入物市場，專利授權金額2,000千元。(8)協助

成大精機公司將球墨鑄鐵技術導入太陽能發電廠之減速機系

統，專利授權金額2,000千元。(9)協助亞恩生醫公司專利技轉

『數位影像辨識方法、電子裝置、電腦程式產品』，增加醫材

產品附加價值，專利授權金額2,000千元。(10)協助裕隆公司建

立輕量化關鍵技術開發與驗證，成為國內第一家汽車製造廠

導入微型鋁合金車輛製造，專利授權金額2,000千元。 

產學鏈結 

 推動「學研雙引擎推動在地產業科技加值創新計畫」，藉由鏈

結學校與法人單位技術能量，協助開發關鍵技術，總計促進業

者投資6.5億元，增加產值13.1億元，促進就業總人數達336人

，並援引政府補助資源支援在地產業發展，協助業者申請政

府研發補助計畫通過27件，通過經費達0.67億元，擴散學界能

量之運用。 

 配合「產業園區產業輔導創新計畫」規劃， 透過學校及法人

專案推動，協助產業園區合作專案32案次以上，並協助園區廠

商運用政府補助資源或促進廠商與學研單位發展自主合作案

，並針對共通且迫切需要之關鍵技術或產品，導入法人成熟

技術，促成園區產業轉型示範推動2案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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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鏈結 

 與泰翔公司合作研發精進耐高溫材料熔煉技術，並鏈結法國

學研機構MINES進行驗證分析，順利協助泰祥公司取得義大

利公司Filtrex海事環保用之壓艙過濾器攪拌棒鑄件之訂單。 

 針對國內3D不規則物體進行隨機撿取(Bin picking)技術開發，

與德國研究機構Fraunhofer IPA雙方合作，協助國內3K業者面

對快速換樣的產線需求，解決缺工及大量作業員輪班的問題，

並針對目前廠商所遇到的智慧製造產線瓶頸，共同研究、評估

、分析模擬環境下，提出解決路徑。 

人才培育 

 建置亞洲離岸風電海事工程人才國際級培訓中心：(1)完成海

事工程人才培訓78班次、558人次。(2)連結5所院校，擴大實

習平台，促進青年學子投入綠色能源產業。(3)鏈結40間離岸

風電與海事工程相關廠商，提供GWO專業訓練與人才媒合。 

 推動「機電產業智慧製造計畫」，辦理智慧機械專業技術培訓

課程，完成102班次，培訓1,758人次，以補充產業升級轉型所

需人才。 

 實施工業安全訓練系列人員培訓，完成辦理講習共524班次，

受訓人員共11,603人次；管理類系列培訓完成辦理講習24班次

，受訓人員共444人次；技術類訓練培訓完成辦理講習共68班

次，受訓人員共1,009人次。 

獲得獎項 

 國際獎項-獲得4項知名國際獎項：(1)「連續式微型元件熱處理

系統設備」獲得美國R&D 100 Awards；(2)「連續式微型元件

熱處理系統設備」獲得美國愛迪生應用技術獎銅牌；(3)「3D

列印砂模鑄造技術」獲得美國《時代雜誌》Best Inventions of 

2021特別獎；(4)「發泡鋁充氣救生具」獲得2021德國iF。 

 科專成果表揚獎-獲得1項獎項：績優技轉獎-可控制醫用鎂合

金降解速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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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1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1.收入執行情形： 

收入預算數27億3,000萬元，實際執行數11億8,703萬6千元，達成率

43.48%。其中： 

(1)業務收入執行數11億7,350萬6千元，全年預算數27億1,500萬元，達

成率43.22%。 

(2)業務外收入執行數1,353萬元，全年預算數1,500萬元，達成率90.2%

。 

2.支出執行情形： 

支出預算數26億9,500萬元，實際執行數11億5,003萬4千元，達成率

42.67%，其中： 

(1)業務支出執行數11億4,049萬4千元，全年預算數26億8,438萬元，達

成率42.49%。 

(2)業務外支出執行數29萬元，全年預算數187萬元，達成率15.51%。 

(3)預估截至6月30日止之所得稅925萬元，全年預算數875萬元，達成

率105.71%。 

3.以上總收支相抵賸餘3,700萬2千元，全年預算數3,500萬元，達成率      

  105.72%。



 

 
 
 
 

貳、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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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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3,091,466 100.00 收入 2,800,000 100.00 2,730,000 100.00 70,000 2.56

3,070,398 99.32 2,785,000 99.46 2,715,000 99.45 70,000 2.58

3,055,689 98.84 2,775,000 99.11 2,706,000 99.12 69,000 2.55

928,946 30.05 研究計畫收入 920,000 32.86 900,000 32.97 20,000 2.22

1,985,565 64.22 工業服務收入 1,725,000 61.61 1,681,000 61.57 44,000 2.62

124,785 4.04 研發成果收入 120,000 4.29 120,000 4.40 0 0.00

16,393 0.53 研究計畫衍生收入 10,000 0.35 5,000 0.18 5,000 100.00

6,000 0.19 3,000 0.11 2,000 0.07 1,000 50.00

8,709 0.29 7,000 0.24 7,000 0.26 0 0.00

21,068 0.68 15,000 0.54 15,000 0.55 0 0.00

19,100 0.62 14,700 0.53 14,700 0.54 0 0.00

1,968 0.06 300 0.01 300 0.01 0 0.00

3,049,957 98.66 支出 2,760,000 98.57 2,695,000 98.72 65,000 2.41

3,038,770 98.30 2,747,570 98.13 2,684,380 98.33 63,190 2.35

2,949,120 95.40 2,684,482 95.87 2,617,382 95.88 67,100 2.56

942,562 30.49 研究計畫支出 929,612 33.20 905,299 33.16 24,313 2.69

1,903,240 61.57 工業服務支出 1,667,370 59.55 1,630,783 59.75 36,587 2.24

87,276 2.82 研發成果支出 78,000 2.79 76,800 2.81 1,200 1.56

16,042 0.52 研究計畫衍生支出 9,500 0.33 4,500 0.16 5,000 111.11

5,314 0.17 2,700 0.10 2,000 0.07 700 35.00

84,336 2.73 其他業務支出 60,388 2.16 64,998 2.38 (4,610) (7.09)

2,205 0.07 2,430 0.09 1,870 0.07 560 29.95

2,122 0.07 1,075 0.04 800 0.03 275 34.38

83 0.00 1,355 0.05 1,070 0.04 285 26.64

8,982 0.29 10,000 0.35 8,750 0.32 1,250 14.29

41,509 1.34 本期賸餘 40,000 1.43 35,000 1.28 5,000 14.29

業務外收入

說 明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上 年 度 預 算 數比 較 增 ( 減 ) 數

銷貨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明：2.收入與支出為本中心規劃之目標將視政府預算及產業需求情況調整。

財務收入

其他業務外收入

業務支出

勞務成本

銷貨成本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其他業務外支出

所得稅費用

說明：1.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本年度預算(1,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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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 算 數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 50,000

調整項目:

收入支出項目

利息收入 (200)

折舊費用 90,872

攤銷費用 21,284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淨損失(淨利益) (100)

遞延收入已實現損失(利益) (5,500)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利益) (2,0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720

提列(支付)退休金 775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淨額 (100)

與業務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增)減數 (5,544)

應收帳款(增)減數 (73,649)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增)減數 579

應付票據增(減)數 2,857

應付帳款增(減)數 49,082

應付費用增(減)數 (945)

預收款項增(減)數 (8,558)

其他流動負債增(減)數 1,500

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21,073

採權益法被投資公司配發現金股利 1,800

支付之所得稅 (8,916)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13,95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6,000)

處分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00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0,623)

取得無形資產(軟體) (16,084)

存出保證金(增)減數 1,500

受限制資產(增)減數 (1,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減)數 (30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3,000)

收取之利息 2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5,10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8,85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20,0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38,85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取得專利權(列入遞延收入) 10,0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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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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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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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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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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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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肆、參考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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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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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預計表(續) 

 中華民國1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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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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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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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 算 數

業務支出

勞務成本

研究計畫支出 1,000

工業服務支出 2,000

3,000總 計

辦理研究計畫及研發成果，相關媒體宣導製作、託播及

刊登等經費。

辦理工業服務，相關媒體宣導製作、託播及刊登等經

費。

預 計 執 行 內 容項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