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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一、背景分析 國外、國內環境分析)      �

c、現況檢視�
 一) 前期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c)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
 三) •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一) 中長程願景目標�
 c) 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三) ：效指標�
 四) 預期效益�

四、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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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製造業全球趨勢�

一、背景分析�

!資訊消費革命�因網路資訊發達，使產品壽命加速縮短�少量多樣及客製化成為主流。�
!亞洲缺工問題�中國大陸、日本、•灣等面臨少子化、老年化，造成製造業生態轉變，及•商

製造業升，的壓力。�
!歐美再工業化�美國、德國為保持世界製造強權地n，相；推出製造業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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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灣自動化產業發展歷程�

註M(% 【製造業f均生產價值】2製造業生產價值/製造業就業f數  經濟部統計處)�

 )%【製造業f均生產總額】2營業收入+存貨淨增加+其h非營業收入-全年成品購入成本-出售原材物料燃料及兼銷商品銷售成本/製造業就業f數 行政院主計處)�

一、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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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一)前期相關政策與計畫推動檢討 (00~(03年智慧自動化計畫成果)�

!政策依據M行政院(00%0%(+核定S智慧自動化產業發展方案」推動產業發展 
                     P)0)0年達成S推動•灣優質平價智慧自動化成為亞太應用典範與服務重鎮」。�

!計畫成果M提高智動化產值及應用比t�
                     P智動化產業產值M由新•幣/,-,0億元 )0(0年)P(%(兆元 )0(+年)，成長).%。�
                     P智動化應用比tM由),% )0(0年)P3-%)% )0(+年)，成長((%)%。�

�

�

鴻海、和碩、廣達、？創、•達電、
研華、上銀、寶成等公司積極投入，
帶動智動化產業鏈的發展。�

帶動國內產業導入智動化生產風潮 100~103年智慧自動化計畫成果 
 (00~(03年政府投入經費計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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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c)重大發展課題研析�
! 我國製造業f均產值趨勢�

1f均產值3資料s源M生產價值 經濟部統計處)/就業f口 行政院主計處)�
1就業f口3資料s源Mf口及就業失業統計 行政院主計處)�

(%我國產值及勞動生產力指數之成長，主要是s自於製造業的貢獻，)00/年後製造業f均產值成長趨勢不再。�

)%近年整體產業產值成長趨緩，勞動生產力成長率由-%,,%下降至3%03% 下降+0%)，使得f均產值成長持平，
在就業f口下降及土地不足趨勢下，預估整體產業產值也將隨之下降。�

1勞動生產力3資料s源M行政院主計處，•經院計算�

-f口趨勢無法改變的情況之下，惟有提高f均
產值，才能使製造業產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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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c)重大發展課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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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三)•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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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三)•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 德國工業+%0i網宇實體系統 7P<)為主，美國5MP強調資通訊加值服務。�
! •灣結合兩者優勢、i及精實管理，推動生產力+%0。�

註M<E< <Ist>C E? sIs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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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生產力+%0系統架構)�

c、現況檢視�

�透過物聯網將生產資訊數n化，並延m至機器端形成機聯網，再藉由系統管理、巨量資
料 製造+服務)技術、i及精實管理，達成聯網服務製造系統之創新營運模式。�

備註M1.JIT(Just In Time) ；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2.PLM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TIA (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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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電腦化� 聯網化� 系統化� 聯網系統化�

 三)•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聯網服務製造系統)�
! 聯網製造M製造業生產設備由單機，邁向機聯網製造系統。�
! 聯網服務Mi客戶價值為核心，運用巨量資料分析，發掘新商業模式。透過智慧工廠，串聯設

備商、供應商、通路商及終端消費者，建構需求導向供應鏈，形成聯網服務製造系統。�

−  供應商Pi供應鏈管理，掌握廠內庫存與生產進度，降o成本。�
−  通路商Pi通路商銷售分析，快速預測市場需求。�

−  消費者P結合社？智慧分析，掌握未s消費者需求。�

生產力+%0生態系統�
 8=EsI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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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三)•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生產力+%0之國外典範-組裝型製造)�
!  i美國福特公司芝加哥、密西根智慧工廠為t  感測聯網)�
" 組裝型製造P著重訂單、物料供應鏈聯網管理      �

產業�
課題�

• 訂單M客製化需求增加，訂單種類越s越多。�
• 物料M零組件數量眾多，庫存難i精準掌控。�
• 製程M相關資訊未能整合，產線p業未能有效串連。�
• 工安M廠務設施監控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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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況檢視 
 三)•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生產力+%0應用案t說明-流程型製造)�

!  i國內晶圓廠/封測廠為t  預測製造/減廢再生)�
" 流程型製造P著重預測製造不斷線生產�

產業�
課題�

• 製造M製程未達最佳化。�
• 維yM無法精準預測保養維y時機。�
• 市場M經驗預估市場調整產能。�
• 減廢M排廢再生機制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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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願景�

發展目標�

)0)+�

! 產業願景與目標�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一)中長程願景目標  產業推動目標)�

推動•灣成為亞太優質生產力典範�

)0(+� )0)0� )0)+�

 製造業f均生產總額新•幣/00萬元   
較)0(+年提升30%)�

 製造業能源生產力較)0(3年提升 
()%,%�

 當年度新增投資達新•幣(,)00億元�

 衍生新創產業產值累計新•幣)00億元�

 新增就業f數(,,000f�

 製造業f均生產總額 
新•幣-((萬元�

 製造業能源生產力0(%,元/
公升油當量  )0(3年)�

 新增投資達新•幣(00億元�

 製造業f均生產總額新•幣(,000萬元 
  較)0(+年提升-0%)�

 製造業能源生產力較)0(3年提升 
),%�

 當年度新增投資達新•幣),,00億元�

 衍生新創產業產值累計新•幣,00億元�

 新增就業f數)/,000f�



P.14 

 c)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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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主軸策略�

"  國際e流�

• 結合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辦理各種國際技術e流活動，促成國內外業者合p。�

• 藉由國際合p或技術開發，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資通訊g面標準。�

"  能量累積�

• 結合機械、電子電機、資通訊及管理專家，籌組跨域專家團。�

• 運用延攬海外科技f才計畫，引進具備技術與系統工程應用經驗之領域國外專家。�

• 協助國內業者切入國際生產力+%0供應鏈，累積•灣跨域領導廠商實：與能量。�

鏈結先進工業國家 �

具體措施�

 c)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具體p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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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主軸策略�

具體措施�

健全產業發展環境�

 c)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具體p法) 

"  環境建構�

• 辦理國內生產力+%0產業調查，盤點產業能量及需求。�

• 運用產業升，轉型方案等政策工具，提供業者融資貸款、創投資金及土地協助。�

• 業者投入生產力+%0相關設備及技術之支出，優先支持適用研發、污防等投資抵減。�

• 運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協助業者強化經營體質與提升管理能力。�

"  f才培訓�
• 強化產學連結機制，培育學生具備機械、電子、資通訊等跨領域能力。�

• 辦理職訓課程等，培訓在職員工成為生產力+%0跨領域多能工專業f才。�

• 建立專業及跨領域能力鑑定制度，突破青年o薪就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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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  跨域服務�

• 積極投入感知 如感測器、~感器等)、網路、智動化之關鍵零件與模組國產化及應用能力。�

• 建立整體解決方案，提供新廠與既有產線創新生產模式與重點升，。�

• 篩選與培養合適企業成立機器f、物聯網、巨量資料之跨域服務團。�

"  e流推廣�

•  建置生產力+%0產業應用入口網站，提供單一窗口資訊服務。 �

•  提供諮詢診斷服務，協助國內業者導入生產力+%0應用。�

•  辦理生產力+%0產業供需媒合活動，促進廠商e流合p。�

主軸策略�

具體措施�

催生產業跨域服務團�

 c)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具體p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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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 創新營運建置�

• 選定重點產業之中堅企業及其供應鏈，建置創新製造服務示範案。�

• 建置6 tE  6+7)創新營運平•，發展生產力+%0創新營運模式。�

• 建構生產力+%0創新營運模式資料庫。 �

" 創新營運推廣�

• 協同科技部、教育部、勞動部、經濟部舉辦創新應用競賽，發掘創新營運模式。�

• 整合資金、經營策略及市場資源等輔導，促進創新營運模式產業化發展。�

主軸策略�

具體措施�

發展產業創新營運模式�

 c)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具體p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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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  典範移轉�

• 辦理示範案t觀摩與推廣，形成典範擴散移轉。�

• 運用工業區與產業公協會等e流媒合平•進行擴散。 �

• 運用網路工具與社？網站進行擴散。 �

"  聚落成形�

• 催生旗艦廠商，串聯供應、系統與服務廠商，提供全方n服務 En> stEp sAEppBng)。�

• 透過新興市場整合行銷~播專案等措施，協助業者推廣行銷、商機媒合。�

主軸策略�

具體措施�

促成產業典範移轉�

 c)主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具體p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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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生產力+%0重點產業跨域服務團/團。�
)% 提供生產力+%0訪視診斷),,00家次i上。�
3% 建構生產力+%0創新模式(00案i上。�
+% 建置生產力+%0示範案t)00案i上。�
,% 帶動生產力+%0複製擴散達),000家次i上。�

 三) ：效指標 累計至)0)+年)�
      三、主軸策略與措施�

 四)預期效益 至)0)+年)�

-% 促成生產力+%0商機媒合),000案i上。�
.% 促成生產力+%0產學合p(00案i上。�

發展智慧製造整體解決方案，建置生產力+%0智慧製造系統與整廠應用示範案t 

•  製造業f均產值提升至新•幣(,000萬元 較)0(+年提升-0%)。 
•  製造業能源生產力提升),%。 

整合產學研能量籌組生產力+%0產業跨域服務團，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  帶動新增投資達新•幣),,00億元。 

實現製造業資料與工具開放應用程式g面 5P9)，g接帶動國內生產力+%0服務價值鏈 

•  衍生智慧服務相關產業產值累計達新•幣,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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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題綱�

題綱一M目前選定優先推動之應用領域，是否妥適4�

• 37、工具機、金屬加工、食品、醫療、物流、農業。�

題綱cM針對引進國外專家i及廠商之策略p法，•灣是否有其h

比較利基或政策誘因？�

• 辦理國際e流、海外招商等活動。�

題綱三M產業透過生產力+%0轉型i客戶價值為核心之聯網服務製造

體系 從6 tE 6轉型6 tE  6+7)系統)，推動p法是否妥適4�

• 建置創新營運平•、建置示範案t、及創新應用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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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