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生產力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

總體說明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P.1 P.1 

連錦漳參事�
行政院科技會報（公室�

L華民國10(年6月(日�

行政院�

生產力(.0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
總體說明�

P.2 P.2 

壹、會議緣起�
貳、背景說明�

!  會議緣起�
!  全球競逐智慧製造科技發展(拉力、推力 �
!  各國政策與產業競爭趨勢�
!  我國產業發展前景、與：大挑戰課題�

參、會議規劃�
!  核心理念�
!  議/子題規劃與部會署分工�
!  議/子題規劃研析內容�
!  議程安排�

簡 報 大 綱�



P.3 P.3 

壹、會議緣起�
一、(（理依據 行政院科技會報設置要點第二點第S項籌

（：大科技策略會議，以形成行政院院推動科技發展
策略A本年度擬（理「生產力(.0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
(以下簡稱本會議 CA�

�
二、(會議產出 提出「生產力(.0 科技發展方案(106910-

年度 C(草案，名稱暫訂 ，送(7月 第九次科技會報討
論，希望•-月I旬研提完成，作為各部會研提106年
政策計畫(科技發展綱要計畫 N依據A�

�
三、(會議準e  3月23日顏政委召開跨部會啟動會議責成

各部會議題分工，(月、)月分別召開三次議題內容討
論與檢視會議，力求各部會所擬方向正確與準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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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KI 	 (2012)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 �
          網實整合智慧製造

全球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 
運用/56帶動生產力提升�

貳、背景說明(1/) ： 
全球競逐智慧製造科技發展(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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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20-60歲勞動力T口總數發展推估�日本產業別就業者數增減�

Recruit Works Institute(2011) IEK(2014)

!  全球已開發國家，受T口老化與少子化影響，就業T數的下
滑造成生產力危機A預估日本製造業2020年N就業T口，相較
於-0年代將減半；德國202)年的就業T口，相較2011年P
將下滑6)0萬TA�

!  為因應勞動T口下滑，各國積極推動數位製造、智慧製造相
關政策，以鞏固國家生產競爭力A�

貳、背景說明(2/) ： 
全球競逐智慧製造科技發展(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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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生產製造朝資訊化、智慧
化發展下，；化生產進化為多
元訂製 式；產服~模式A產業
供應鏈加速垂直與水平數位化
是競爭關鍵A�

二、能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
才是贏家A�

美國2011年推出「.35
計畫C、「/56計畫C，
藉此：新取得國際製造競
爭力領先地位A�

日 本 2 0 1 3 年 提 出
「日本產業：振計畫C，
，過設e和研發N促
投來：振製造業A�

L國大陸201)年頒
布「L囯製造202)C，
支持發展高端製造設
e，促進製造業資訊
化A�
 

韓國201(年提出「製造業創新3.0策略C，
協助L小型製造業建立智慧化與最佳化
生產程序A�

德國2012年推動
「 工 業 ( . 0 計 畫C，
藉此維持•全球製
造領域的競爭優勢A�

貳、背景說明(3/) ： 
各國政策與產業競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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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產業自動化發展歷程從民國七十年代開始，有很好
的基礎A�

!  迎向生產力(.0，要加速企業發展/56(網實整合智慧製造 
應用於產品設計、生產製造、行銷服~等，以鏈結全球
產業供應鏈A     �

智慧�
自動化�

D產業電子化】 
（企業8化）�

D產業自動化】 
（自動化科技）�

生產力1.0�
資本密集產業階段�

生產力2.0�
技術密集產業階段�

D產業自動化】�
(製造業、商業、�
）業、營建業 �

T均產值�
118萬元�

T均產值�
188萬元�

↑59% ↑51% 

D生產自動化】�
(工業 �

程式化� 整線化� 電子化� 智慧化�
應用/4/發展高精度機械
設e整線自動化生產，提
升生產效率與品質A�

企業管理及製造8化，生產資
訊電子化即時掌握，達到企
業資源有效應用A�

應用52/發展機械設
e生產自動化，提升
產；A�

應用訊號感測、資料處理、智慧決
策、作動控制等智慧機器T，發展
智動化生產系統A�

1-82年� 1--1年� 2001年� 2011年�

T均產值�
28(萬元�

生產力3.0�
創新密集產業階段�

"資料處理�

#智慧決
策�

$作動控制�

%訊號感測�

生產力(.0前期�
智慧密集產業階段�

T均產值�
(-7萬元�

↑75% 
2020年�

	
 

 

%

T均
產值
倍增 

貳、背景說明((/) ： 
我國產業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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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科技發展關鍵•智慧機械聯網、大數據
分析工具的應用，使產品設計、開發、生產
製造、銷售等垂直與水平價值鏈具e自M感
知、自M預測和自M配置能力，進而實踐訂
製式；產與服~生產力A�
! 智慧機械、工業大數據、供應鏈生態聯網

是關鍵競爭要項�
�

二、台灣•全球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產業生態
鏈L不可缺席�

�
三、台灣P面臨就業T口減縮壓力，發展T機協

同工作，才能期待T均產值倍增效益�

貳、背景說明((/) ： 
：大挑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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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56所帶動N工業革命契機，201)行政院生產力(.0科技發展策略
會議邀集跨部會(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委會、衛福部、勞動部 、
跨產業(製造、商業服~業、）業、及資通訊1/7產業 共同合作規劃�

•  開創高值、敏捷、T性化的智慧製造、智慧商業服~業、及智慧）業，
以加速產業深耕國際市場競爭優勢A�

•  實踐T機協同工作環境，以鞏固國家生產效能競爭力A�

核心目標：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智慧化�

•  鏈結先進工業國家，深化專業、掌握關鍵、提升自MA�
•  群聚跨(產學研 界、跨(工程與智慧專業 域研發創新能；，加速培育產

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A�

關鍵做法：借力使力及群策群力加速培育產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

•  將運算能力結合感測器與通訊網路，建立於生產設e及生產管理系統，
使N具e自動感知、自動預測和自動配置能力，進而彈性調整製造與
生產系統，以實踐訂製式；產與服~生產力A �

•  T將被培育為技術整合應用的設計者，及生產流程的控制者與管理者A�

核心技術：導入網實整合與T機協同關鍵自M技術�

参、會議規劃(1/(  ： 
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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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生產力(.0產業與技術發展策略 (經濟部 �
                子題一：製造業生產力推動策略(經濟部 �
                子題二：商業服~生產力推動策略(經濟部 �
                子題三：）業生產力推動策略( 行政院）委會 �
                子題四：生產力(.0核心技術研發策略�
                                (經濟部、科技部、）委會 �

議題二：前瞻製造科技與創新應用發展策略(科技部 �
                子題一：先進製造前瞻科技與創新應用發展策略�
                                (科技部、經濟部 �
                子題二：積層製造(30列印 技術與應用發展策略�
                                 (科技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             �

議題三：工程智慧科技T才培育與產學連結策略�

                 (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勞動部 �

參、會議規劃(2/( ：�
議/子題規劃與部會署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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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國外、國內環境分析       �
二、現況檢視�

(一  前期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二  ：大發展課題研析�
(三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三、M軸策略與措施�
(一  L長程願景目標(106-10-、110-113年 �
(二  M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106-10-年 �
(三  績效指標�
(四  預期效益�

四、討論題綱�

參、會議規劃(3/( ：�
議/子題研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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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規劃((/(  ：�
議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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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