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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k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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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層製造技術的機會與變革�

全球挑戰�
全球化�
8SVIHSPzHtPVU�

永續�
CustHPUHIPSPty�

人口變化�
5LTVNrHWOPJs�

都市化�
ErIHUPzHtPVU�

全球v穩定因素�
DOrLHts tV NSVIHS stHIPSPty�

產品生命週期加速�
2JJLSLrHtPUN WrVKuJt SPML JyJSLs�

消費者行為改變�
4OHUNPUN JVUsuTLr OHIPts�

外部產業政策趨勢�
6xtLrUHS PUKustrPHS WVSPJy trLUKs�

資料來源e:MM, EUPvLrsPty VM 4HTIrPKNL  )0(3)f工研院:6K整理 )0(+/0)�

挑戰e�
調整標準k大規模k成本導向思維�

發展趨勢�

分散製造�
5PstrPIutLK THUuMHJturPUN�

快速回應製造�
BHWPKSy rLsWVUsPvL 
THUuMHJturPUN�

複雜製造�
4VTWSLx THUuMHJturPUN�

顧客導向製造�
4ustVTLr 5rPvLU MHUuMHJturPUN�

以人為y心的製造�
9uTHU-JLUtLrLK THUuMHJturPUN�

永續製造�
CustHPUHISL THUuMHJturPUN�

具創新接受能力的製造�
: U U V v H t P V U - r L J L W t P v L 
THUuMHJturPUN�

趨勢e�
快速k彈性k客製化的智慧製造�

積層製造e�
衝擊產業生態k價值活動與商業模式�

複雜�
製造�

快速回
應製造�

客製化�
製造�

具創新
接受能
力的製

造�

! 積層製造技術具備快速k彈性k客製k複雜製造等特色d符合未來少量多樣化的
新型態製造需求d可帶動廣泛創新應用d產業前！可期l�

! 推動產業數位化d將數位化之後的生產資訊結合物聯網與大數據等技術d驅動智
慧製造產業及智慧，務業d產生新的商業模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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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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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科專�
• (03年2+前瞻
型計畫 b�
 (0項推動項目�
 先進製造)�

法人1�
• 雷射光谷關。技術「發暨整合應用計畫 (0)a(0-)�

學界1�
科技部積層製造跨領域研究專：計畫

 (03%,a(0-%+)�

(0)� (0,� (0/�

發展目標e �
金屬雷射積層製造製程技術e建立高值化雷
射加工整合技術k積層製造用模具、粉末製
備技術與積層製造射出模具應用技術l�

本專：之研究計畫分為s個z軸e�
� () 跨領域整合型專：研究計畫d依屬性分成兩類e�
�    H% 以現有系統做創新應用研究�
�    I% 「發自創系統 �
� )) 以材料領域為z軸d以現有系統做積層製造使用材料相關之研發l�
� 3) 積層製造所需的軟體「發d分為兩個方向l�

       H% 適合y小學生使用之公用軟體�
       I% 積層製造專業輔助軟體d以輔助相關產學的發展l�

/��'3&!0�+*�&!0���

 一)台灣積層製造計畫推動狀況�

法人1�
• 建置35列印鑄造砂模
營運，務y心推動計畫
 (0+a(0,)�

發展目標e �
35列印鑄造砂模營運，務y心e建立35列
印鑄造砂模技術k砂模鑄造用y空砂心成形
技術與網路營運系統 鑄造技術諮αk成形
技術，務k35列印鑄造資訊提供等)建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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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層製造計畫對應國內先進製造發展政策現況�

發展
方向�

技術�
創新�

鼓勵創�
業投資�

提升人�
才培育�

，務�
創新�

	

深耕積層製造�
基礎知識與技術�

促進產學研
合作聯盟�

人才與專精
實驗室設立�

4ustVTLr 5rPvLU 
MHUuMHJturPUN�

家電產業輔導�

機；產業專業
人才培訓�

積層製造�
產業數位化�

醫療產業�
發展推動�

自造者運動�
發展推動�

智慧型�
自動化�

產業推動�

航空產業�
發展推動�

精密機；工業
發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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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設備� 材料�
����� 

系統/其他�
能量源� 掃描� 供料/傳動�

M6�
 材料擠出型)�

s緯國際�
震旦行�
CtrHtHsys 美)�

塑膠e23C 奇美)k�
AL2 偉盟k曜慶)�
 原型)�

加熱器 曜鴻)� 傳動 t銀/直得)�
馬達 東元/台達電)�

35繪圖 CVSPKGVrRs, 
:UvLUtVr)�
�
逆向掃描 2DOC, �
35 CystLTs, :DB:)�
�
分析軟體�
MVSKLx35 科盛)�
�
切層建支撐
 MHtLrPHSPsL) �
�
運動控制 台達電,新
代)�
�
雷射控制 興誠)�
�
後處理�
�
�

3J�
 噴膠黏粉型)�

研能科技�
35 CystLTs 美)�

黏著劑 長春化)+石膏粉
 仲輝) 原型/翻模)� 噴印頭 研能)� 傳動 t銀/直得)�

馬達 東元/台達電)�

FVxLSjLt 德)� 鑄造砂模e黏著劑+矽砂�
 原型/直接製造)�

壓電式噴印頭
 學界)�

傳動 t銀/直得)�
馬達 東元/台達電)�

FA�
 光固化型)�

y光電系統�
嘉鼎�
35 CystLTs 美)�
6UvPsPVUtLJ 德) �

光固化樹脂�
 博美晶/〞。化/國精化/長
興化)�
 原型/翻模/直接製造)�

EF光 鼎信)�
L5  日亞)�

5LA 揚明光)�
振鏡掃描 
 大陸)�

傳動 t銀/直得)�
馬達 東元/台達電)�

MJ�
 材料噴佈型)�

CtrHtHsys 美)�

CL�
 片材疊加型)�

MJVr  美)� 紙  原型)�

565�
 材料熔噴型)�

OWtVTLJ 美)� 金屬粉末�
 直接製造/修補)� 雷射 :A8)� 聚焦光學 4F:/

NLwWVrt)�

供粉頭 ArLJPtLJ)�
傳動 t銀/直得)�
馬達 東元/台達電)�

A37�
 材料熔堆型)�

台灣投入y 
 工具機廠)�
6OC 德)�
MHtsuurH 日)�

塑膠e尼龍粉末�
 原型/直接製造)�

雷射 :A8/CA:)� 振鏡掃描
 CJHUSHI)�

傳動 t銀/直得)�
馬達 東元/台達電)�金屬粉末 鑫科k光洋應材) 

 直接製造)�

國內積層製造產品及關。零組件現況�
"  國內在M6/3J/FA已有產品l另外A37直接製造應用d國內投入「發yd而3J壓電式噴印頭現仍依賴國外產品l�

"  高值關。組件k材料k前端軟體/掃描k後處理以及關。創新應用尚未成熟d整體供應鏈x未成型l�
"  關。零組件的紅字部分為國內已具有相關技術或具發展能量l�
"  科技部積層製造計畫已投入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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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積層製造來驅動生產力+%0�
        生產力 +%0 要達到的智慧製造k跨界整合平台與積層製造及產業數位化是一體的兩面c只
有產業數位化d才有數位化產品與製造資訊d才會有所謂的巨量資料 3PN 5HtH)k網路製造
 :UtLrULt VM :UtLSSPNLUt MHUuMHJturPUN) d也才能逐步往智慧製造及跨界整合平台的目標邁進l�

 ~)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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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a)�
科技部執行y的積層製造亮點計畫�
(%   光纖雷射積層系統研發於馬達設計應用a成大機； 蔡明祺教授團隊�

()  創新磁性齒輪k磁性連軸器與馬達�
))  創新鐵鎳基磁粉末製程「發�
3)  全光纖雷射源關。組件�

)%   金屬粉末雷射燒結積層製造精密平台系統之研究發展a成大航太 陳介力教授團隊�
()  積層製造精密平台系統�
))  高強度金屬積層材料配方研製技術�
3)  雷射光路k加工路徑規劃與工件製作驗證�

3%   光固化式彩色35積層製造技術發展與系統研製a台科大自動化控制y心 蔡明忠教授團隊�
()  彩色35切層與色彩混合技術�
))  彩色壓電噴頭k壓電噴頭控制與機電光系統整合控制之研發�
3)  光固化式彩色35積層製造製程與材料之研發�

+%   客製化數位齒列矯正之s維掃描暨積層製造~合一系統研發ay正機； 姚宏宗教授團隊�
()  具備掃描與列印之~合一積層製造設備�
))  整合矯正專科醫師之理論與專業臨床經驗之矯正規劃軟體�
3)  客製化與自動化的s維列印技術�

,%   基於〞光子/多光子技術的35微奈米結？加工系統之「發於生醫組織工程以及s維光子晶體
之應用a清大奈微 傅建y教授團隊�
()  「發光纖鎖模脈衝雷射系統�
))  研發全像疊合吸收固化系統�
3)  「發生物可吸收光聚合高分子材料�
+)  生醫組織工程應用k光子晶體應用�



P.11 P.11 

科技部目前執行的計畫yd約有近半的計畫包含生醫相關的目標l以專利國際分
類碼來看d可分為e�

專利國際分類碼 :A4四階)� 執行y計畫涵蓋目標�
2-(4(3k2-(43k2-(4/�
假牙f假牙之製造l牙科工具或器；l裝至頷骨t用以壓實天然牙或將假牙裝於其
t之器具f植牙f植牙工具l�

假牙k矯正器等物件或材料�
 四件)�

2-(7)�
可植入血管y之過濾器f假肢體d即用於人體各部分的人造代用品或取代物f用於
假肢體與人體相連的器；f對人體管狀結？提供「口或防止塌陷的裝置d如支架�

人造器官k組織 s件)�
〝形眼鏡 一件)�
輔助器材 一件)�

80-7(0�
專門用於特定應用的數據計算或數據加工設備或數據處理方法� 專業醫療系統 一件)�

•  從美國專利局 ECDAO)所有
生醫相關專利 (003迄今)的
分布的角度e科技部執行計
畫的技術導向均涵蓋在當前
35列印生醫類別分類y的前
五名l�

0 - -)  

 ~)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a3�
科技部積層製造計畫的國際專利評估 b 以生醫類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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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臨床前測β/技術基準�

 ~)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a+�
積層製造醫療器材及生物科技牽涉的法規問題�
          積層製造技術已實際「–應用於醫療器材k生物科技及生物材料等方向d目前已有藥事法
k查驗登記k非臨床及臨床β驗等相關法規d然國際」均尚未針對35生物列印之新興技
術訂有o專屬p之管理規範l�

�� 
�
�� 

�	
�� 

醫療器材�
 植牙導板k�

一般手術導板)�

臨
床

β驗�

生
物
組
織

材料�

# 

I1 1 1
1

U
1

1

1

! 

! 

!  O P

T
! S C

6

醫材/藥品優良臨床β驗準則 �

醫材/藥品臨床β驗申請須知 �

藥品非臨床β驗安全性規範�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β驗申請作業與審查基準

藥物非臨床β驗優良操作規範�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基準 預告)�

醫材藥品�
諮α輔導�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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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a,�
積層製造技術衍生的其他問題�
(%  數位製造衍生的數位授權問題l如台灣的汽車零組件製造d未來v再需要由單

一工廠進行大量製造及運送d而可以經由雲端u載數位資訊模組d在任何需要
的地方直接列印l產品數位資訊如何授權及如何保障數位智財權成為一個新興
的議題l�

)%  圍繞生物列印的有關道德k倫理及合法性等議題的對話已經展「d當生物列印
製造技術更為成熟的時候d這些議題肯定會造成更多的爭論ll�

3%  食物列印機器對應8MA法規的問題l 例es緯國際已「–生產的食物列印機台)�
+%  列印危險物品的管制方式l第一把成功透過積層製造列印的槍枝已是舊聞d但

其後續效應及規範仍需要關注l�
,%  列印機器或是材料產生的v良散逸物l�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f=Y&ct=b&id=0000403565_K6U4W9JN7V9YI74TW3N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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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a-�
積層製造技術於鑄造產業創新力�

國際趨勢-美國�
$福特車廠導入35鑄造砂模技術於汽缸蓋k剎車片等產品「發β作d從傳統生産時」

+a,個月縮短至3個月 節省),%至+0%)d「發成本降低最高可達30%�
$福特正規劃在每個維修站配置35列印鑄造砂模設備d縮短客戶維修件等待的時」與減

省每年福特零件備品的成本�

國際趨勢-日本�
$日本推行35列印系統「發計畫mDB272Mnd35列印鑄造砂模系統為s大z力之一�
$日本專業鑄造廠KO:G2:自)00.年起導入各類35列印設備進行零件β作「發d近s年

 )0()a)0(+年)建置,台35列印相關設備 3PUKLr JLttPUN x)k雷射x)d電子束x()d顯
見應用市場快速成長y顯見35列印於鑄造應用市場快速成長y�

 

35列印直接成型鑄造砂模/7VrK資料� 6JV3VVst汽缸蓋/7VrK資料�汽缸蓋圖檔�

清除未噴
膠之砂材�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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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a(�

%  台灣的醫療水準高d在生醫相關的積層製造發展若能配合臨床及醫療數據資料庫
d將極具國際競爭力l�

%  例e科技部執行y計畫e牙科贋復高精度多材料s維列印專家系統�

	���2�����

���.-�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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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廠商在單一產品的生產能力高l若能往產業數位化的方向發展d藉由積層製造的生產方式d便能提高產
品的變異量k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k降低生產製造成本l改變目前台灣業界的生產模式及能力d增進未來的
國際競爭力l�

)%  工具機為台灣強勢產業d具獨步全球的y衛體系l)0(3產值約ND(3,0億元d全球第rf出口產值ND(0-)
億元d全球第四 財政部)l全球產值約-/-%,)億美元d雷射工具機佔比重約()%/%  //億美元)  :6K,)0(+/0,)l�

3%  目前高價五軸加工機約/00萬元d但建？在積層製造技術t的雷射複合減法加工機可加值至),00萬/台以tl�

+%  國內機種多屬y價位機種d技術仍與高階機種有落差l以5M8 德)等國際工具機為例d其附加價值為我國工
具機3a,倍d其未來技術趨勢為複合/智慧/曲面/光製造l�

,%  目前國內廠商已「–投入複合工具機台研發生產d如東台精機l�

(%  以積層製造設備提升技術深度d跨界結盟提升雷射工具機高值化�
)%  研發複合加工系統與智慧製程整合d達成(0倍速加工效能�

發展
趨勢�

雷射加值�
)0(0�

複合加值�
)0(3�

2M加值與複合化�
)0(+�

5M8�
雷射五軸設備�

7PvL-HxPs�
4N4 THJOPULs�

92ME6L ,合(�
雷射五軸複合設備  �

  6MO展首獎)�

5M8雷射五軸�
複合加減設備
 6urVMVSK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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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a)�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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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z軸策略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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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

智慧型自動化產業推動�
航太產業發展推動�
精密工業發展推動�

個人化醫療�

精密醫療�

數位產業�
4ustVTLr 5rPvLU 
MHUuMHJturPUN�

產業數位化�

積層製造�
整合系統�

生產力+%0�
物聯網k巨量資訊�

關。零組件
新材料�

整合型�
積層製造機台�

 一) y長程願！目標 (0--(00k((0-((3年)�

產業數位化�

數位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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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軸策略與具體行動措施 (0--(00年)�

z軸策略e工業及醫療產業數位化�

醫療器材� 精密醫療� 個人化�
醫療�

關。零組件
d新材料�

整合型�
積層製造系統�

生產力+%0�
智慧製造�

產業數位化�

P.20 

推動架？�

積層製
造推動
架？�

工業局�

技術處�

科技部�

衛福部�

聚焦高值化2M發展�
積層製造�

材料k設備�

應用高附加產業�
金屬製品k運輸載具k�

機；設備k醫材�

配合台灣產業優勢 如工具機)結合高值積層製造發展為目標�
"  關。2M設備發展�
"  材料自z�
"  系統與軟體「發�

以台灣z要發展及可提升附加價值率產業為應用載具方向�
"  金屬製品e模具異型水路及複雜形狀應用�
"  運輸載具e航太車輛y小量高值元件d輕量化元件�
"  機；設備e高階雷射2M設備與加減法複合設備�
"  醫材客製化應用-牙科k骨科k矯正外科等及認證推動�

積層製造專：研究計畫e包含跨領域整合k材料及軟體s個領域l�

產學研合作聯盟e促進產學研合作聯盟d提升整體產業效益l�

特色專精實驗室e深耕積層製造基礎知識d培植領域人才l�

國際合作推廣e提升台灣積層製造的創新能量與國際競爭力l�

推動產業數位化e發展產業數位化工具整合系統d推動產業數位化的發展l�

促成35列印產業研發聯盟 「發關。零組件,如1噴頭)l�

累積示範產業應用，務：例l�

增加國內35列印應用製造業產值x促進投資l�

法規e藥事法k查驗登記k非臨床及臨床β驗等相關法規l醫材k生物列印等新興技術法規研擬l�

醫材藥品諮α輔導�

人才培育及技術研究e培育創新醫藥產品法規科技及高階醫材臨床β驗人才l醫療35列印技術e�
(% 可分解材料/仿生材料/複合材料「發f)% 細胞35列印環境之研究f3% 幹細胞35培養環境之精確控制f 
+% 藥物篩選平台之建置f ,% 腫瘤環境35研究平台之建置�

資料來源e經濟部技術處d經濟部工業局d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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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L�
�
技術發展議題�

6xWSVrHtVry� 5LvLSVWTLUt� h tLst� i tLst� ArL-
WrVKuJtPVU� WrVKuJtPVU�

基礎�
研究�

應用�
研究� 技術發展� 產品/系統 或，務)「發� 量產�

DBL(� DBL)� DBL3� DBL+� DBL,� DBL-� DBL.� DBL/� DBL0�

設備�
製程�

565� 複合式565� 直接結？件565� 修補用565�

A37� 複合式A37� 高效能A37� 大型化A37� 自動化A37�

M6/CL� 複合式M6/CL� 大面積75M� 個人化75M�

3J/FA� 複合式3J/FA� 大面積3J/FA� 自動化3J/
FA�

新穎積層製造製程� 光輔助電化學/�
化學還原積層� CWrHy MLStPUN�

材料�
�

金屬材料� 功能性金屬複材� 高性能金屬合金� 工業級金屬粉末�
 如v銹、k模具、與麻時效、等) �

陶瓷材料� 功能性陶瓷複材� 生醫/工程陶瓷�

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複材� A37/M6/FA塑膠材料�

生醫材料� 生物組織/可降解材料� 仿生複合材料� 生醫級金屬材料�

應用�
工業應用� 多工高效零組件/輕量化零組件� 異形水路模具/NVzzSL�

生醫應用� 生物工程� 複合植體/s維結？植體� 牙齒矯正k假牙/手術器；/醫義具k輔具�

法人預計投入項目� 學界預計投入項目� 業界有機會投入項目�

9 3

法人及學界預計投入項目�

積層製造技術發展具體行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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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績效指標�
科技部e�
(%  推動從關。零組件k材料k軟體到整合性系統技術完全自z的積層製造學術與應用技術研發計畫�
)%  建立專精實驗室與培育研發人才�
3%  鼓勵產業數位化與顧客導向製造 4ustVTLr 5rPvLU MHUuMHJturPUN)技術研發�
+%  舉辦積層製造相關國際研討會d加強國際學術與技術交流與合作�
技術處e�
(%  建置國際級積層製造β量產y心�
)%  籌組積層製造國際研發聯盟�
3%  連結國內外業者d發展專屬與複合化積層製造技術�
+%  引領產業創新與新創d推動本土設備/材料新公司�
,%  建？完整積層製造產業建？�
工業局e�
(%  促成35列印產業研發聯盟,：�
)%  累積示範產業應用，務：例()件�
3%  增加國內35列印應用製造業產值,0億�
+%  促進投資3,億�
衛福部e�
(%  推動新興醫療技術與35列印從8MA規範k產品安全性與功能性驗證到臨床β驗之法規平台建置�
)%  建立醫療器材35列印專精實驗室與培育研發人才�
3%  建？新興醫材器材與藥品諮α輔導機制�
+%  鼓勵醫療產業數位化與精密醫療技術研發�
,%  舉辦醫療35列印相關技術與法規研討會d加強國際學術與技術交流與合作�
-%  建立台灣醫療35列印產學聯盟d促進廠商投資及學研技轉d加速產業升級�

�

�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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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預期效益�
科技部e�
(%  帶動國內產學研合作達成高端生產設備k材料k軟體自z化�
)%  促進台灣製造業結？轉型d由單一產品大量製造提升為具變異能力的高附加價值製造�
3%  提升我國產學研在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領域的國際地位�
+%  提供充足高質研發與應用創新人才�
技術處e�
(%  建置國際級積層製造β量產y心規模d帶動產業應用風潮�
)%  落實積層製造產業群聚功效d籌組積層製造國際研發聯盟�
3%  連結國內外業者d發展專屬與複合化積層製造技術�
+%  引領產業創新與新創d推動)家以t本土設備/材料新公司�
,%  建？完整積層製造產業建？x帶動整體就業�
工業局e�
(%  推動國內高端積層製造系統自z化3：�
)%  支援國內業者升級成為w界前五大積層製造供應商(家�
3%  提升國內金屬製品價值)0%�
+%  增加國內積層製造新創產業，務,家�
,%  提升國內製造業創新能量d協助國內自z品牌創新產品「發件)0：�
衛福部e�
(%  健全35列印醫藥相關法規�
)%  促進台灣醫療器材製造轉型為個人化高附加價值製造�
3%  提升我國產學研在醫療35列印製造技術與應用領域的國際地位�
+%  提供35列印醫藥產業輔導諮α與臨床β驗人才培育�
,%  促進醫療35列印技術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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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簡報內容討論之學者專家及部會代表�

�

學界教授e張培仁k周至宏k宋震國k羅仁權k�

                    詹寶珠k高振宏k張瑞芬k鄭正元k�

                    黃聖杰k張禎元�

經  濟  部e蘇評揮顧問k工業局蔡妙慈科長�

法jj人e工研院 張所　副院長k張念慈組長�

                    台經院 黃仁甫組長k國家衛生研究院�

                    裘正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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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討論題綱 �
(%   挑出我國具優勢競爭力產業d建？積層製造應用發展環境l�
)%   藉由積層製造與產業數位化來推動生產力+%0l�
3%   強化積層製造技術研發d推動產業數位化與數位製造的目標l�

&  研發各種產業實體數位化之軟硬體及終端實體數位製造  積層製造輸出)之
軟硬體技術�

'  建置數位化醫療典範模型�

(  研發y小企業數位化環境建？與數位供應鏈鏈接平台d推動數位化工業生
產製造�

)  推動跨業數位產業d整合數位製造，務 建置x推動研發數位建築與營建k
農業等產業)�

+%   計畫架？d績效指標及預期效益是否允當g�

數位牙科� 數位外科�
 WrLJPsPVU TLKPJHS surNLry�

手術導板+手術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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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