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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企圖將戰後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分為四個時期
將戰後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分為四個時期：模仿創立時期
模仿創立時期（1945 年
-1960 年代）、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
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1970-1980 年代）、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技術
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技術
升級時期（1990 年代）以及
以及台灣工具機轉型時期（2000 年迄今），
，且分析為因應
國內外情勢和需求的變化
國內外情勢和需求的變化，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等四個
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等四個主要帶動工
具機產業運作之行為者於不同時期所扮演之角色和互動情形
行為者於不同時期所扮演之角色和互動情形，進而發展出之產業
進而發展出之產業
特色。其中，國家可透過政策工具之運用
國家可透過政策工具之運用，輔助產業快速達成轉型和升級之目標
輔助產業快速達成轉型和升級之目標，
而扮演著重要的輔導性角色
而扮演著重要的輔導性角色。為此，本研究透過
Peter Evans 提出之
之國家「鑲嵌自
主性」概念，認為國家於台灣
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先後扮演著「創造者」、「
」、「助產者」
以及「助產者」與「耕耘者
耕耘者」並行之角色行為。然而，在現今國際市場競爭激烈
在現今國際市場競爭激烈
的情勢下，我國工具機是屬於產業結構規模小之型態
是屬於產業結構規模小之型態，為維持競爭
為維持競爭優勢甚至提升
至更高附加價值之中階市場
至更高附加價值之中階市場，則有需要國家加強輔導發展之必要。
。

關鍵詞：台灣工具機產業
台灣工具機產業、國家角色、鑲嵌自主性、產業轉型、國際
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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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to four periods: Imitation toward Foundation Period, Machine Tool Technolgy
Developing Period, State Intervention Period,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us, analyzes different role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main leading actors in the industry,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ssociati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its, and factory
owners, in order to portray the features of each period. As to adapt to the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s, the role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four main actors varies. Among
the four main actors, the state, especially,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auxiliary role to assist
industry in achieving the goal to upgrade by appling various policy instruments.
Therefore, by using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theory, this research results
that the state plays as a “demiurge”, a “midwife”, or “midwife” and “husbandry”
simultaneously in different periods. Small industries like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of
Taiwan to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or even to upgrade to high valued added
mid-class products in the bigger international market, requires the state to enhance its
assisstance.

Keywords: Taiw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the state, embedded autonomy,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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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工具機」這個名詞，對大部分人來說應該是陌生的，因為其不是家家戶戶
的民生必需用品，然而它卻是製造民生必需用品設備之主要機器。工具機（Machine
tool）根據國際標準機構(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與美
國工具機博覽會（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how，簡稱 IMTS）對工具
機所下的綜合定義為：
「一種利用動力驅動且無法以人力攜帶的設備，藉由切削、
衝擊等物理、化學或其他方法的組合，以達到加工物料目的之機器皆可定義為工
具機。」即是指動力機械製造裝置，通常用於精密切削金屬以生產其他機器或加
工的金屬零件。因此包含車、銑、磨、折彎、剪斷、放電加工、雷射加工等設備
都是屬於工具機。1整體來說，工具機除了可以製造包括汽車、航太、國防、機械、
模具、發電機等產業金屬零件外，在新興的半導體、面板等高科技產業方面，部
分製程或零組件、耗材的加工，也都必須透過工具機來製造，成為製作各種機械
設備金屬零件的加工機械，因此素有「機械之母」之稱，2而因其又為工業生產所
必須之基礎，故亦稱「工作母機」
。

追溯台灣工具機產業最早可自 1885 年中法戰爭後，劉銘傳創設
「台灣機器局」
，
作為從事各種近代化公共建設之根據地。而在 1915 年日據時期，台灣的機械工業
為適應日本新式糖廠的需求，製糖機械和運輸設備的中小型機械廠便開始成立。
另外，日本人更重視「鐵路工業」
，台灣機械工業部分亦是依附在日本人對台灣鐵
路運輸的工程建設。此後，日治中期引進商會，著手籌設「台灣機械工業會社」，
1
2

盧春生，2001，〈車床演進史〉，《機械月刊》，27(3):470-476。
劉世忠，2008，〈機械之母工具機產業概況〉，《產經資訊》，69：20-26。
1

從事製造精密計測具及工作機械，這是台灣有工具機工業的開始。日本人為了提
高這些發展中工業的技術，從 1940 年開始，推行工業技術人員訓練，除創設工廠
職業學校培訓員工，並規定一定規模的金屬、機械器具工業、化學工業及礦業技
術員工，有義務訓練的責任。而 1945 年光復之後，這些擁有日本技術的台灣機械
技師，便藉由修理或翻新日據時期遺留下的機器設備，開始設立了一些小規模的
金屬製品工廠，成為各機械工廠黑手起家的老闆，更成為台灣光復後支撐產業重
、永進（1954）
，台中精機（1954）等，這些都是由
建的重要基礎。3如楊鐵（1945）
當時金屬製品廠發展，現為老字號工具機大廠。

台灣光復前的雛形機械工業，主要是執行機械設備修理及維護之工作；光復
後，主要任務在配合當時的各種工業，如製糖工業、水泥工業及一般化學工業等
做模仿和修配工作。到了 1960 年代，政府推動實施第一與第二期四年經建計畫，
才間接帶動機械工業之發展，工具機業的基礎也逐漸奠定，部分原需由國外進口
之較簡單機械以及若干工具機，從此可以自己開始生產製造，如車床、鉋床、鑽
床、抽水機及各種小型機器等。1970 年代，經過兩次能源危機的衝擊，政府逐漸
意識到機械工業具有能源效率高、附加價值高及技術密集度高等要素，頗符合我
國工業發展的條件，因此外銷市場逐漸以歐、美先進國家為重；而此一階段，台
灣傳統工具機亦逐漸升級為數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簡稱 NC）工具機，政府
為輔導工具機產業而於 1977 年成立「精密工具機中心」
，目標為導入新產品及研發
新技術。1980 年代，歐、美、日等工業國家的機械產品已朝高科技、高附加價值
等方向發展，精密工具機中心改制為「機械工業研究所（簡稱機械所）」，協助國

3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005，〈日據時代的機械工業(民國 34 年以前)〉，載於《機械工業六
十年史》，鄭祺耀、許淑玲主編，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91-100。
2

內業者設計、試製各式 NC 工具機。這時期隨著國內電腦資訊工業的發展，亦帶動
工具機廠紛紛投入電腦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簡稱 CNC）工具機
製造的行列。1988 年，公會亦開始舉辦「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
，對於廠商的產
品研發具有重大的正面貢獻。1990 年代，全球工具機產業逐漸走向高精度、高效
率、複合化、系統化等方向，台灣政府除透過研發單位進行技術研發工程外，亦
積極鼓勵業者自行研發，以制定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和推動科技專案等計
畫實行，切入關鍵零組件國產化且引進新技術。42000 年起，台灣工具機為維持穩
定之成長及保有國際競爭力，政府和機械所透過「研發聯盟」計畫的成立，促成
產官學研的合作關係，以強化業界發展實力。2010 年，政府與中國大陸簽訂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
，更
使得部分工具機商品在輸往我國該產業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大陸時得以受惠。

由上述歷史背景可知，屬於台灣工具機產業之發展，是自 1945 年後靠著日治
時期學成之技術，進行產品模仿和修配等簡單工作而起步，而政府、研發單位、
公會和廠商業者則可視為該產業其中帶動發展之主要行為者。有趣的是，與其他
國家的工具機產業相較，我國沒有汽車、航太和造船等強大內部需求之產業發展，
亦沒有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等擁有百年以上之歷史背景與製造經驗，於 1988 年首
次進入全球總生產值前十之排名，而 2011 年總產值及出口值我國分別於第六和第
四之位置（如圖 1-1 和 1-2）
。5為此，本文之研究動機便是欲探討，台灣工具機產
業是如何在缺乏深厚製造經驗和內部強大需求刺激等優勢發展條件下於國際市場
中發展？其中，政府、研發單位、公會和廠商業者四個主要行為者如何帶動台灣

4

戴熒美、趙詠雪，1999，《1999 工具機年鑑》，新竹：松岡。
黃建中，2012，〈2011 年工具機產銷年度統計〉，《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http://www.tmba.org.tw/type3_show_detail.asp?1125,24,5,1，檢索日期：2013 年 1 月 24 日。
5

3

工具機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之運作？然而，隨著時局的轉變，國際情勢和市場需
求於不同時期產生變化的影響下，行為者為穩定和提升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各
自負責之角色和職務亦會有所改變，故不同時期四個行為者各自負責何種角色和
職務？彼此間互動情形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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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2010-2011 全球工具機主要生產國產值（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http://www.tmba.org.tw/type3_show_detail.asp?1125,24,5,1，取用日期：2013 年 1 月 25 日，作
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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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2010-2011 全球工具機主要出口國出口值（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http://www.tmba.org.tw/type3_show_detail.asp?1125,24,5,1，取用日期：2013 年 1 月 25 日，作
者整理。

另一方面，日本於 1975 年利用微電腦技術改進了工具機的功能和穩定性，成
功發展出 CNC 工具機，且率先將電腦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ly Controlled ，
簡稱 CNC）工具機產業化推廣至全球，使得工具機生產成本得以降低進而影響價
格下降，大幅增進了全球工具機產業的效益，故日本於 1980 年代成為現今引領全
球工具機產業發展之國家。然而，受到日本工具機產業成功發展的影響，美國、
4

德國等先進工業國家亦積極投入 CNC 市場，在此之下，傳統工具機市場便轉由當
時的新興工業國家台灣和韓國等接手開發，進而享有大量外銷之契機，而台灣工
具機更於 1988 年首次進入全球總生產值前十之排名。換言之，日本晉升至 CNC 工
具機產品之生產市場，是間接促成我國於全球工具機產業嶄露頭角之機會。

目前世界工具機市場大致可區分為高、中、低三個層級，而此三個層級亦分
別供應著全球不同產業的需求。首先，高階工具機市場是為德國、瑞士、日本和
美國等先進工業國家所壟斷，主要負責供應如航太等之高精密機械產業。其次，
中階工具機市場是由日本主導發展，提供著全球汽車和機車等交通工具產業之需
求，而此市場佔據了約 75%之市場價值。最後，在低階工具機市場方面，則是由
台灣、南韓、美國部分機械工業廠商和中國大陸，以泛用機種供應全球產業所需，
6

然而，此僅佔有約 20%之市場價值（如圖 1-3）
。

圖 1- 3 全球工具機市場中之國家地位
資料來源：Ching-Chiang Yeh and Pao-Long Chang. 2003. “The Taiwan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the tool machine industry: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6

Ching-Chiang Yeh and Pao-Long Chang. 2003. “The Taiwan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the tool
machine industry: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4):370.
5

20(4):370.

由全球工具機發展脈絡來看，台灣工具機產業可逐步透過發展低階機械以累
積經驗和技術，進而邁向中階工具機市場，故整體來說，我國於世界工具機產業
市場中是具有發展空間和競爭實力。但在台灣工具機產業運作方面，主要是以平
均員工為 100 人以下之中小企業（約有 85 萬家，佔企業總數的 98%以上）為發展
主體，7這與日本、德國和南韓擁有高比例的大企業，形成強烈的對比。在此之下，
我國工具機產業為順應快速的國際趨勢及穩定現有之全球市場，廠商普遍規模不
足和龐大研發成本之需求而產生的轉型困境，則需仰賴政府、公會和研發單位共
同協助發展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此外，在國際工具機市場中，台灣工具機產業除面對著前方日本、德國和義
大利等強勁對手外，同時亦與中國大陸和南韓等新興工業國家角逐中階工具機市
場之地位。自 1990 年代起，中國大陸為積極發展國內經濟，促使工具機產業內需
市場強大，至 2009 年已躍居為世界第一大生產國。在南韓方面，2010 年已走出金
融風暴陰霾，2010 年韓國工具機總產值約為 45.7 億美元，比 2009 年的 28.6 億美元
8

成長 59.8%，主要為其國內汽車、電子、船舶工業等產業供應需求。 由此可看出，
中國大陸和南韓透過境內發展汽車、電子等大規模產業帶動工具機之需求，進而
提升該產業總生產值。反觀台灣無內需之產業環境，工具機是以外銷市場為主，
比例可達 79%，故取得國際市場需求和競爭力，為台灣工具機產業首要重視的課
題。然而，近年來中國大陸逐漸出現市場飽和之趨勢，南韓工具機產業亦傾向將
產品外銷至國際市場以增加收入，造成兩者與我國產生在全球中階工具機市場上
7

劉仁傑，1999，《分工網路：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台北：聯經，8。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2011，〈2010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動態分析〉，
http://www.teema.org.tw/industry-information-detail.aspx?infoid=1830，檢索日期：2013
年 1 月 30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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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角逐之競爭局面。為因應此國際競爭情勢，台灣工具機產業需透過技術升級
和轉型，以維持或提升既有國際競爭地位。探究我國該產業可與國際競爭者相抗
衡之優勢和特性，是靠著特殊產業鏈和群聚性之社會特質，且在政府、研發單位、
公會和業者等四個行為者之帶領下，共同致力發展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本土產業。
其中，政府可做為多重性的角色，一方面扮演國內外溝通之橋樑角色，藉由自由
貿易等協議簽訂，幫助產業順利發展外銷市場；另一方面，透過能力建構、財政
補助等政策工具的運用，以輔助產業在升級和轉型的過程中達成事半功倍之效益。
因此，我國政府於工具機產業扮演國際橋樑和輔助性角色之程度，是本研究重要
處理問題之一。

其次，研發單位則可做為我國政府於工具機產業中之實踐角色。政府於 1977
年成立之「精密工具機中心」研發單位，即是當時政府欲輔助工具機產業進行技
術升級和轉型所實行的政策工具之一，而後尚有機械工業研究所等財團法人單位
之設置。這些研發單位主要執行目的為，協助廠商業者開發新生產技術，進而促
使業界快速達成升級的目標。由此看來，政府透過研發單位之成立，可實際深入
至工具機產業發展中，以輔助整體產業的提升。為此，探討研發單位將新技術散
播至工具機產業之過程和影響，亦為本文動機之一。

以上，本研究希望透過將台灣工具機產業分為四個階段，模仿創立時期
（1945-1960 年代）
、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1970-1980 年代）
、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
技術升級時期（1990 年代）和台灣工具機轉型時期（2000 年迄今）
，以了解我國工
具機產業發展之歷史，並於各階段中探討政府、研發單位、公會和廠商業者為該
產業發展之角色扮演，以及行為者間的互動關係。其中，本文欲注意的是，政府

7

輔助工具機產業升級和轉型所涉入程度和採取政策之情形，以及研發單位做為政
府介入工具機產業發展的政策工具之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因此，本文欲達成之目
的為：

一、試圖將 1945 年光復後迄今之台灣工具機產業做一歷史分期，並探討政府、研
發單位、公會和廠商業者四主要行為者在不同時期之互動模式轉變。
二、藉由歷史分期之分析，探討政府於不同時期對工具機產業所扮演之角色。
三、了解各時期研發單位做為政府介入工具機產業發展的政策工具，其執行之運
作過程和效益情況。
四、提供政府在協助我國工具機產業升級和轉型之政策建議。
五、了解在政府、研發單位、公會和業者互動合作下之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特色，
且該特色能否引領台灣掌握世界競爭力，進而帶動國內其他經濟產業之發
展。

第二節 相關文獻探討
一、學科文獻資料

關於工具機相關文獻探討研究，依學科之不同大致可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
屬於機械工程學科，探討工具機如何進行技術升級與創新，得以有效提升工具機
工作精度；然而，這類文獻多探討工具機製造與電腦控制系統等技術層面之問題，
與本文旨趣並無直接相關，故筆者將排除此類文獻討論。第二類是管理學對於台
灣工具機產業內需規模有限的情況下，業者何以採取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國際行
銷策略，提升進入國際市場的行銷能力。另外，廠商內部研發人員職能具備程度

8

亦影響其對外競爭能力。第三類是社會學之觀點，在此又可分為兩類：第一，以
中小企業間「專業分工」和「協力網路」來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
認為「學習型區域」造就了台中的工具機產業特色型態，且針對台灣產業以中小
型企業為主運行之模式做探討；第二，分析國家產業政策與公共研發機構的轉變
對工具機產業發展的影響。

（一）管理學之觀點

在全球化環境下，因台灣工具機產業內需規模有限，迫使業者需要擴張海外
市場，以獲取生存機會，一些管院學者對工具機產業關注之議題便是如何拓展海
9

10

外市場，來換取更大之利潤。如盧維信 和王芳祺 便針對台灣工具機產業行銷手法
作探討。盧維信認為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國際行銷策略十分重要，其對台灣工具
機產業的重要發現有：1. 廠商國際行銷策略的確會影響行銷通路的通暢及通路成
員績效；2. 廠商行銷通路策略及目標顯著會影響通路規劃；3. 行銷通路結構與產
業特性均有正向的影響。以台灣經驗來看，雖生產值居於世界第六，但以自有品
牌行銷國外者有限，另外，從市場銷售紀錄來看，70%以上是低價位工具機，利潤
相當有限，故在既定通路結構下擬定適當的通路策略，是較務實做法。然而，各
國通路結構不盡相同，如美國經銷通路是擁有各種品牌工具機的產品經銷商跨區
配銷合作，歐洲即針對操作安全性及各工會之發展，採購設備不僅是價格合理且
合乎人性化的設備操作性。基於不同市場有不同的通路成員，因此台灣工具機廠
商依據國外通路結構調整通路策略。在行銷策略重要的條件下，王芳祺指出建立

9

盧維信，2003，《台灣工具機產業國際行銷策略與行銷通路之探討---以亞崴公司為例》，國立中
央大學管理學院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學位論文。
10
王芳祺，2012，
《顧問式銷售與傳統式銷售之比較─台灣工具機產業之實證研究》
，東海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9

好的銷售團隊（sales team）及培訓優秀銷售人員亦是追求的目標。台灣工具機業者
利用顧問式銷售的技術，可提升訂單成交機率，業務人員經由顧問式銷售模式訓
練俾使客戶說出需求、讓買方瞭解賣方的產品價值、幫助客戶找尋解決問題的方
案，從解決問題的方案過程中進行產品銷售的需求，與客戶建立夥伴關係讓客戶
11

成為長期忠誠客戶。另外，詹炳熾 則專注我國工具機需要開發具高科技與高附加
價值之產品，而研發人員在其中擔負著重要之角色，其職能之具備程度亦將影響
公司未來之競爭能力。

（二）社會學之觀點

分析國內投入機械工業的業界規模，在大廠衍生小廠，小廠又衍生小小廠的
狀況下，95%的業者所雇員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下，其中 50 人以下的業者規模更佔
在 95%以上；另就營業收入分析，近 90%的業者年營業收入在 5,000 萬台幣以下；
再就主要業別平均員工人數統計大多在 20 人以下，顯示廠商林立數與規模不成比
例。12然而，這樣的中小企業規模運行正維繫著台灣機械工業發展。社會學對於台
灣工具機產業的相關研究，即是以中小企業間「專業分工」和「協力網路」運行
為背景。協力網絡式的生產組織指的是，中心廠商將組織內生產活動，藉由委託
外部企業將非核心技術採外包方式，分發給其他協力廠商負責，進行「專業分工」
，
此行為可降低不確定性和提高競爭力。然而，
「沒有一個企業能夠將活動機能全數
整合為內部組織，相對地，在自由市場中，企業亦不可能全數取得自己並不具備
的機能」--解析這種中間型態的網路理論，即成為詮釋「產業分工網路」的重要依

11

詹炳熾，2004，《研發人員職能與績效關聯之研究---以工具機產業為例》，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12
劉信宏等，2003，《2003 機械產業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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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台灣工具機產業分工網路這類文獻，劉仁傑14與其旗下弟子林泰成15、劉永珊16、
17

18

19

謝佳宏 、張文德 和簡獻政 等，提供了豐沛之貢獻。林泰成、劉永珊和張文德解
析企業進行模組產品創新時所運用的協力網路型態與內涵，不同的中心廠和協力
廠有不同的動態互動關係與內涵。林泰成因此推導出台灣廠商間有「一見如故」、
「莫逆之交」、「一拍即合」與「君子之交」四種協力創新關係類型。在實證過程
中，企業亦同時採取複數協力創新關係，並有效的進行各類型的產品創新。劉永
珊便以中心廠角度介入，從中心廠與協力廠間交換基本資訊和資源互動觀點，探
討企業間不同的協力互動關係內涵後，再根據各類關係對資訊交換的需求度，應
用不同的企業間電子化介面類型，以滿足企業間不同的互動情況。另一方面，台
灣工具機產業因我國經營成本的增加與中國大陸工具機市場的成長，而紛紛遷移
至大陸生產據點協力網路發展特質。簡獻政之研究分析出，在面臨大陸工具機產
業協力體系不完善，以及無法有效移轉原協力廠情況下，經由自力救濟方式，成
立具規模加工部門，移植台灣過去累積的技術與物流管理經驗，並結合當地旺盛
創業精神的私有企業，而形成融合台灣特色與大陸特質的協力網路。

13

劉仁傑，1999，《分工網路：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台北：聯經，3。
劉仁傑，日本神戶大學經營學士，現任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其為台
灣工具機產業做了許多學術上之貢獻，著有《分工網路：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和《工
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等與工具機產業相關書籍。
15
林泰成，2003，《協力網路觀點下模組產品創新類型之探討---台灣工具機業的實證研究》，東海
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16
劉永珊，2004，
《協力互動關係與企業間電子化介面類型關聯性之探討---台灣工具機產業的實證
研究》，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17
謝佳宏，2002，
《核心能力觀點下台灣工具機企業新事業發展類型之探討》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
經營資訊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18
張文德，2001，
《協力廠商參與產品創新之類型探討─台灣工具機業的實證研究》
，東海大學工業
工程與經營資訊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19
簡獻政，2002，
《台灣工具機產業協力網路移轉中國大陸之探討》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
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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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灣工具機產業另一被探討之特質即台中地區工具機產業之特殊發展型態，
20

21

而其特殊型態是由學習型區域所造就。王振寰、高士欽 和蕭若杏 為此做了詳細
分析，在面臨全球化和其他國家市場的競爭下，台灣工具機產業集中在中部地區
之廠商，彼此間的彈性生產網絡和社會鑲嵌取徑下的創新路徑，強化了地域性的
特殊性質和潛力。王振寰與高士欽指出，台中工具機業的發展，是自發的由過去
金屬加工業累積，再透過新型外包廠的大量出現，逐漸形成產業聚落。22但這個聚
落並不能解釋學習機制，重要的是，因區域內的黑手文化傳統，在大量外包網絡
形成之後購成了信任和合作關係，有利於人員流動、技術擴散和學習，這構成區
域內的社會文化資本。而 1990 年代公共研發單位的加入，更進一步的擴展了研發
的能力，而整合區位內的廠商開發新組件，強化產品的競爭能力，成為學習型區
域。總言之，台灣工具機業的特色主要是透過傳統人情連帶（或強連帶）所建構
的區位組織網絡，這使其生產成本降低，面對國際競爭時有彈性優勢。另一方面，
蕭若杏亦指出，在日益全球整合的競爭市場中，透過廠商、地方和區域政府「良
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
」發展具有動態競爭優勢的環境，可使國內廠商強化
其地域性的特殊性質與潛力。

最後，何翊寧23和陳良治24則企圖把國家帶到工具機產業之中，分析國家所設
20

王振寰、高士欽等，2000，
〈全球化與在地化: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比較〉
，
《台灣社會學刊》，
24:179-237。
21
蕭若杏，2004，
《學習區域觀點下之創新學習現象差異分析：以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2
在 1980 年代之前，工具機的傳統母廠相當堅持從零件到整組機器的組裝，技術本位相當濃厚，
外包比例相當稀少。從 1970 年代末期開始，台中地區出現了以大量組配零件為主的工具機母廠，
這種新型母廠與傳統母廠的生產類型並列。在 1980 年代支出，傳統大廠的規模一般都比新型母廠
的規模大，直至 1980 年代中期，傳統大廠面臨財務危機後，工具機生產的外包制度，開始被業者
普遍模仿與深化。而這種區位的工具機母廠與協力廠的關係發展，強化了彼此的協力網絡關係。
23
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4
陳良治，2012，
〈國家與公共研究機構在產業技術升級過程中的角色及演化：台灣工具機業〉
，
《人
文與社會科學集刊》，24(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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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公共研究機構在新興工業國家產業技術升級中的角色及演化。1980 年代起，
國家逐漸扮演產業輔導者的角色，廣泛運用各種政策與工具，1990 年代以財政補
助為主要誘因鼓勵業界投入技術研發，2000 年以後則是將組織聯盟作為主要的政
策工具，為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開啟了另一種新的技術學習型態。陳良治亦表
示國家對這個產業由上而下的成功干預，極大部分需歸功於國內廠商由下而上的
努力，其巧妙地利用國家較缺乏的工具機產業政策，使之朝向至對該產業有利的
方向，也因此讓國家在台灣工具機業升級的過程中的建設性角色得以浮現。

以上文獻為台灣工具機產業做了各層面之探討，如管理人才、國際貿易與行
銷、產業強連帶和國家角色等，目的即是欲剖析其中提升競爭力之可能性。然而，
這些文獻並未探討台灣工具機產業中政府、工研院機械所、公會和業者等四個主
要行為者的互動情形，而多是集中探討業者間特色。中小企業間的分工網絡是我
國工具機產業中最大的生產特質。哈佛大學管理學院學者 Amsden 起初認為以美國
為中心的高成長市場是支持台灣工具機產業生產力的重要原因，但後來因我國未
受到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甚至躍升為世界生產強國之一，才認知到台灣工具機
產業特有之分工網絡得以降低業者之生產成本，而對台灣工具機產業刮目相看。25
但 1990 年代後，隨著分工網絡逐漸成熟，便壓低了技術升級門檻，形成價格競爭；
另一方面，我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日漸密切，台灣工具機業者為尋求低廉成本，而
遷移至中國大陸市場，如此使得分工網絡解釋力下降。雖然，何翊寧和陳良治已
將國家角色納入，探討國家政府利用公共研究機構來驅動產業的發展，以及公私
部門上下間互動關係，但這又忽略了業者和公會在我國工具機產業中之互動發展。
再者，公共研究機構在驅動工具機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是否真的與業者達成良好
25

劉仁傑，1999，《分工網路：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台北：聯經，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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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互動關係，是值得再思考的議題。因此，為提升台灣工具機產業持續充滿生命
力之解釋，且尋求和整合其做為生產強國角色之各特色，本研究認為對政府、工
研院機械所、公會和業者四方角色扮演和互動關係作一綜合性探討有其必要性。
其中，特別瞭解政府於我國工具機產業之輔助性角色扮演，亦針對研發單位做為
政府介入產業的政策工具，其運作過程和影響是否滿足業界的需求做一探討。最
後，達成了解各行為者如何帶動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以及衍生出專屬該產業特
色之目的。

二、國家創新系統理論

在國家介入產業發展的政策工具運用方面，則可透過「國家創新系統理論」
提供解釋途徑。國家創新系統理論之發展，是因全球激烈的競爭情勢，開發中國
家為追隨先進國家之發展腳步，以及拉開與後進國家之差距，各產業會尋求研發
創新以提升優勢。但是，由於投資研發創新的風險和成本過高，並非所有企業皆
可負擔承受，故認為國家適時地提供創新協助和製造創新趨勢，而介入產業發展
有其必要性。Bengt-Ake Lundall 於 1992 年主編的《國家創新系統：建構創新和交互
學習的理論》（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一書，研究了國家創新系統的構成與運作，並率先賦予「國家
創新系統理論」名詞意義。Lundall 認為「知識」是現今經濟中最基礎的資源，
「學
習」則是最重要的互動式的社會過程，必須透過制度和文化去理解。而國家創新
系統是學習過程中行為者的相互聯繫，即行為者在為新的經濟藉由生產、擴散和
26
供應分享知識的過程中相互作用。 其中，學習或稱創新活動的行為者，則包含了

26

Bengt-Ake Lundall. 1992.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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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業、大學（教育培訓機構）和政府研究機構，這些亦為國家創新系統之
組成要素。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
，於 1997 年《國家創新系統》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研究報告
中，亦提出國家創新系統中個人、企業和機構之間的技術與信息流動，是達成創
27

新進步的關鍵，且可協助政策制訂者理解和建設國家創新系統。 簡單來說，國
家創新系統可視為國家為輔助產業而形成的創新活動網絡，透過文化、組織或制
度的制定，企業、教育培訓機構和研究機構可在此之中進行學習知識的互動式社
會過程，以達加速技術發展與擴散之目的。

然而，隨著文化、組織和制度設置的不同，各國呈現之國家創新系統亦有所
差異，但基本上國家創新系統可涵蓋政府政策工具、科技系統與國家環境三個結
構面。在政府政策工具方面，常用的創新政策工具有分三類，分別是供給面（Supply）
、
需求面（Demand）和環境面（Environmental）等政策。首先，供給面政策是指可直
接影響技術供給之政策，實現在補助、融資、風險性基金、教育、訓練、公營事
業、公共研發機構、資訊等政策運用上。其次是需求面政策，則指針對技術的需
求，透過創造技術市場，以影響科技發展之政策，如合約研究、合約採購、技術
標準、貿易代理等政策運用。最後，環境面政策是用以間接影響科技發展之政策，
有公共服務、租稅優惠、專利、獎賞、經濟管制政策、技術管制政策、貿易管制
政策以及外資管制政策等政策使用。28另一方面，綜合科技系統與國家環境部分的
組成項目，則主要包含國家教育訓練體系、公司內部組織、企業間關係與產業結
構、研發組織、金融體系、生產因素、相關與支援產業以及需求條件等八大項目

27
28

OECD. 1997.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aris. 7-9.
徐作聖，1999，〈國家創新系統與競爭力〉，台北：聯經，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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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圖 1-4）
。 為此，透過國家創新系統理論之結構層面，除可提供政府政策制定
和形成外，亦可用以檢視政府對於產業創新發展之輔助程度。

圖 1- 4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基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徐作聖，1999，
〈國家創新系統與競爭力〉
，台北：聯經，8、45、61。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在探討國家與市場的派別裡，可約略分為強調發展與不平等之依賴理論、市
場失靈可能性之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重視國家角色地位且擁有自主性之國家

29

徐作聖，1999，〈國家創新系統與競爭力〉，台北：聯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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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論。在依賴理論方面，認為在國際結構依賴關係中，國家的經濟受到其他國
家經濟發展和擴張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剝削，因此決定了剝削和被剝削者之角色。
30

核心國家剝削者藉由外國投資結合本土資本，透過進口外國技術和完成資本累積

循環，來增加財富和促進生產力，但同時易造成被剝削者邊陲國家的邊緣化與貧
31

窮情形。 以此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歷史經驗，起初工具機以模仿外國技術和
國際代工來發展，但至 1960 年代，政府主導產業發展，推動實施第一與第二期四
年經建計畫，帶動了機械工業之發展，工具機業的基礎也逐漸奠定，部分原需由
國外進口之較簡單機械以及若干工具機，從此可以自己開始生產製造，因此擺脫
了依賴理論所述邊緣化狀態。另一方面，依賴理論用以解釋國際體系中國家間貿
易關係，鮮少討論到國家自主性之問題，然而，在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中，則是
由國家領導或做為輔導角色，積極介入市場，發揮其自主性功能來支撐其運作。

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自由經濟學派，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修正。古典政
治經濟學者亞當斯密，強調市民社會的規則相對於政治是處於主導地位，且在經
濟規律下，尊重「看不見的手」自我調節，於供需之間取得平衡，政府的角色僅
在於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論及國家和市場關係中，承認
可能因外部性、壟斷與寡占等問題造成市場失靈情況，市場無法自我調節達成供
需平衡，強調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政府應當進行有效的分配和適當的干預，確
保個人得以在有限的資源中，達到利益極大化。32以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
台灣工具機市場理應發揮其市場功能，並於供給和需求面達成平衡，若因外部性、

30

Theotonio Dos Santos. 1991.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2):231.
31
龐建國，1993，《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180。
32
James A. Caporaso and David P. Levine. 1992.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46.
17

壟斷與寡占等問題造成市場失靈情況，政府得以適度干預。但事實上，我國政府
對工具機產業干涉層面遠比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規範的還要多。1977 年政府為輔
導工具機產業新產品及研發新技術，而成立「精密工具機中心」
；而後 1980 年代，
我國面臨歐、美、日等工業國家的機械產品已朝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等方向發展，
因此政府將精密工具機中心改制為「機械工業研究所」
，協助國內業者設計、試製
NC 工具機，且將研發和引進之新技術移轉給業者。然而，工研院這樣技術轉移的
過程，已強化政府主導工具機產業發展之能力，以及工具機業者對於政府之依賴
程度。故，我國國家行為已超乎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欲之國家角色。

國家中心論則著重於國家角色，強調國家有自主性和職能性。肯定國家角色
學者 Theda Skocpol 將國家自主性定義為：
「國家自認是控制特定領土及其之上人民
的組織，可以去形成並尋求目標，而非單純地去反映社會、階級或社會團體的利
益或要求。33」然而，Skocpol 亦強調不能一昧追求自主性，因會招致社會團體或階
級的反對或抗拒，故國家須具備能力以面對和克服內外部環境的限制，方能有效
34

落實與執行政策。 以國家中心論觀點探討台灣政府與工具機產業發展關係，需以
台灣經驗所遵循之東亞模式為背景分析。東亞模式則是二次大戰後，由日本首創，
台灣、新加坡、香港和南韓等國家仿效並加以發展之經濟體制和運作模式，這些
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簡稱 NICs）是採由政府主導體制下
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者認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採用了以市
場為基礎的發展策略與不干涉的貿易策略，然而，事實並不然，這些國家是採用
比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者所認定的，還要干涉的多，他們是國家積極介入市場，並

33

方力維、莫宜端、黃琪軒譯，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原著，
1985，《找回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
34
陳啓清，2006，，〈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論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與社會》，創刊號：31-80。
18

35

非自由放任。 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解釋的瓶頸，於是成就了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發展。
除此之外，東亞模式發展也一直是自由經濟學派和強調國家自主性之國家論者所
爭論之議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 1960 年代後，國家完成扶持市場正常運作任
務後，應還與市場自由放任之機制以刺激經濟發展；而發展型國家論者則強調，
政府仍可透過產業政策與「扭曲市場價格」來促使產業和經濟發展，故國家是帶
動經濟發展之領導者，有效地引領策略性方針，並且力促產業發展。

另一方面，國家中心論除探討國家自主性和職能性外，亦強調國家之鑲嵌自
主性，Peter Evans 以鑲嵌自主性作為描述與解釋國家與市場互動關係的概念。Evans
認為強調國家自主性本身不能完全解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若國家脫離了社會
關係，就會缺乏資訊來源，也沒有能力與私人企業相互配合來促進經濟發展，因
36

此縱使有良好之官僚體系與絕對自主性，亦無法達成產業成長之目標。 另一方面，
Evans 認為若國家自主性太低也無法發展經濟，因為國家不能創造一個優良的官僚
體系。優秀人才因體系缺乏取才和升遷的正常管道，而無法也不願進入，因此造
成國家能力低落，致使無法主導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總而言之，Evans 相信國家必
須保有自主性，同時也要與社會(市場)保持適當程度的連繫，國家方能對經濟發展
扮演好「監護者（custodian）
」
、
「創造者（demiurge）
」
、
「助產者（midwife）
」和「耕
耘者（husbandry）
」的角色。其中，
「監護者」指的是國家機關制定不同的規範，一
些用來鼓勵和刺激私人部門，其他的是用來限制和防止其主動行為。
「創造者」為
國家扮演著公共財製造者角色，國家機關直接進行集體性或公共性商品的生產行
為，如鋪路造橋和通訊網路等。
「助產者」是國家同樣對私人資本的能力感到懷疑，
35

John Rapley. 1996.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3-4.
36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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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國家認為當地企業階層能力是可塑的而非給定的，故此角色在於協助新產
業的出現或降低既有產業在生產時可能的風險，透過科技或政策手段來幫助，如
同建構溫室以保護國內新創產業，進而抵抗國外競爭。
「耕耘者」則與助產者角色
重疊，以許多方式幫助私人資本。但在全球局勢變化下，為避免新創產業夭折於
快速變遷的時局，耕耘者會作出更多的保護動作，如研發機構的設置等輔導私人
產業發展。37而 Evans 也對 NICs 如何成功地工業化提出觀點，認為國家扮演了舉足
輕重之角色地位。因為官僚制度包含或鑲嵌於無形的社會中，並與社會結合，而
這樣國家機關與社會(市場)保持「適當」程度的連結，可創造特殊的經濟發展。38

Linda Weiss 亦提出「管理的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之觀點，便針對
國家職能之解釋和國家與企業的互動模式進行補充。政府改變過去命令和控制私
部門型態，主張國家和企業間應保有一種整合隔絕（insulation）與連結（connectedness）
39
的矛盾關係，以協商和勸誘方式吸引私人企業投入政府希冀支持的產業中， 且以

政策工具如技術轉移、財政政策和資源控制，取代過去機構為主的執行方式，公
40

私部門形成合夥關係而非對立局面。

以上，在台灣眾多產業發展中，雖然工具機並非我國政府首要重視的產業，
但國家在產業達成升級和轉型目標的過程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輔導性角色。回顧
台灣工具機產業之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其中政府與業者的鑲嵌情形。1970 年代起，
經歷兩次能源危機的衝擊，政府逐漸意識到機械工業具有能源效率高、附加價值

37

Peter Evans. 1995. Embedded Aut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78-86.
同上，179。
39
Linda Weiss. 1995.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Rethinking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8(4), 604.
40
Linda Weiss, John Hobson.1995.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UK: Polity Press. 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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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及技術密集度高等要素，頗符合我國工業發展的條件便積極介入，除了財政補
貼和獎勵研發等政策外，政府更設立工研院機械所協助創新和開發新技術。雖然
甫成立之機械所因開發的模型與業界有些落差，而未獲得產業的全面支持，但直
至 1992 年，為降低台灣製造業高度仰賴日本進口零組件所持續產生的貿易逆差，
政府通過之「發展關鍵零組件及產品方案」
，促使兩者的關係逐漸改善。機械所透
過研發出具體的工具機相關組件，以科技專案與工具機業者合作，逐步轉移給大
型母廠廠商或專業零組件產業，並進一步協助商業化，雙方達成相互學習之效果，
機械所亦逐漸對工具機產業產生影響力。隨著機械所和業者關係互動密切，2000
年起，機械所更擴大其在台灣工具機產業中扮演的角色，不僅做為與政府溝通傳
遞的媒介，更成為國內廠商結盟的中介站。

總的來說，由於研發單位的創立，國家對工具機產業雖處於輔助性角色，但
藉由技術轉移和資源控制等政策工具，以及 1992 年為促成國內對高階工具機的開
發需求和扶植專業組件廠所發布的「精密機械計劃」與「關鍵零組件發展計畫」
等政策，便強化了業者對政府的依賴性，使得國家自主性程度增加，國家輔導產
業發展能力亦隨之上升。另一方面，機械所與業者相互學習之型態亦可視為國家
與社會鑲嵌下之產物，透過委託研發單位進行技術研發計劃，國家與工具機產業
得以適度地連結，最後達成實踐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之目標。因此，本文延續國
家對工具機產業之輔導性地位，以 Evans 認為成功國家參與工業轉型所扮演之「監
護者」、「創造者」、「助產者」和「耕耘者」等四個角色，對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
中的國家角色做一探討。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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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政府、研發單位、公會和業者四方相
互作用所形塑出的產業特色，因此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和深入訪談法以收集豐富
資料，而後以歷史分期法和比較分析法企圖做一分析整理。

（一）文獻分析法

為了對台灣工具機產業有更豐富和完整的分析和了解，本文需透過二手資料
做分析背景及進行補充。資料來源大致為中英文專書、國內碩士論文、國科會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官方資料（如經濟部技術處出版之年鑑、統計資料及報告）、
半官方資料（如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Center，簡稱 IEK）與工研院機械所出版的技術報告和市場調查）
、台灣區機器工業
同業公會網站和其出版之年鑑與分析報告、報章雜誌與網路資料等。

（二）深入訪談法

本研究因文獻資料無法具體描繪出台灣工具機整體產業的全貌，故希冀藉由
深入訪談相關研究學者、工具機業者、公會幹部等工具機產業相關人員等之參與
經驗，以提供更全面性視野。本文實際訪問 2 家整機廠業者，其皆有參與政府提
供之科專計畫及整合性研發聯盟，受訪者分別為所屬公司之負責人和研發處的經
理。在公共研發機構方面，則訪談到 IEK 的一位研究員，其負責對我國機械產業，
尤其是工具機產業，提供產業發展之分析報告。在公會方面，則是訪問台灣區工
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的一位主要幹部。統整訪談結果：2 家工具機整機廠，
1 位 IEK 研究員，1 位公會幹部，共計 4 位受訪者。

（三）比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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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歷史分期後，便可進一步了解不同時期政府、研發單位、公會和業者分
別扮演之角色為何，並將其不同階段行為模式加以比較，藉此分析我國工具機產
業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有何發展方向之異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1.

時間範疇：台灣工具機雖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 1885 年清領時期劉銘傳創
設之台灣機器局，至日據時期，日本中遷系高進商會，著手籌設「台灣
機械工業會社」
，從事製造精密計測具及工作機械，便有工具機工業的開
始。1945 年光復之後，一些擁有日本技術的台灣機械技師，藉由修理或
翻新日據時期遺留下的機器設備，開始設立了一些小規模的金屬製品工
廠，此後造就了現今台灣工具機產業型態。然而，清領和日據此兩發源
時期，並非本文所欲論及之重點，因此僅就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背景做
介紹。本研究主要探討 1945 年始至 2010 年間，台灣政府與工具機產業之
互動以及發展。

2.

研究對象：

（1）
工具機與工具機產業：根據中華民國經濟部所擬訂的工業產品分類，
工具機依照產品特性可以區分為，切削工具機與成型工具機兩大類。切
削工具機又可以依照加工功能分成：車床、鑽床、銑床、磨床、搪床、
拉床、沖床、刨床、鋸床、綜合加工機、砂輪機、齒輪切削機、放電加
工機、雷射加工機、超音波加工機和高週波加工機等。成型工具機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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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鍛造機械、機械沖床、油壓沖床、剪床、折床、壓延機械和沖孔
機械等。而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工具機亦可以是否有數值控制裝置來
區分為傳統型工具機與數值控制（NC）工具機兩類。前者指一般沒有數
值控制者，而後者指的是利用數位信號操作系統控制工具機作業者。目
前數值控制工具機大多利用電腦來運算操作，又稱為電腦數值控制
（CNC）
工具機。工具機產業之範圍即是從事上述工具機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例
如依行政院主計處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912 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
包含所有從事金屬切削用工具機製造行業，如車床、鑽床、銑床、磨床、
搪床、刨床、磨光機、拋光機等製造。

（2）台灣工具機產業主要行為者：政府、研發單位、公會與廠商業者四
者是我國工具機產業中的主要行為者，本文便針對此四方運行互動關係
進行研究。其中政府包括經濟部工業局和技術處，廠商業者則以歷經五
十年以上工具機產業經驗，以及參與工具機整合性研發聯盟成員為主。
前者如楊鐵、台中精機和永進，這些業者於 1940、1950 年代紛紛成立，
有著階段性的轉變。工具機整合性研發聯盟，目前有台中精機、大立、
龍昌、福裕、高鋒、東台、亞崴、程泰、百德以及永進等廠商參與，由
業者主導研發方向，工研院機械所提供技術支援，共同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研究限制

本文著重於國家發展下，政府、研發單位、公會和業者間在工具機產業互動
關係所發展之特色型態，而工具機製造和升級技術等過程，受限於筆者對技術層
面上知識的了解，也並非本文關注的焦點，故無對工具機的製程做一深入探討。
24

另一方面，本研究無法訪問到在政府部門與工具機產業發展的相關人員，以致未
能深入了解其對於輔導該產業之發展或不發展動機，僅能靠著文獻資料分析出政
府於產業可能之輔導立場，因而成為本研究的限制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章節安排茲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之分為五小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探討、研究途徑與
方法，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本章目的在於描述筆者進行此研究動機
與目的，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了解過去學界對於工具機產業之研究焦點，
之後便對於研究範圍、對象與可能產生之限制加以說明。

第二、三、四、五章

本文將戰後我國工具機產業分為四個時期做一探討，分別是模仿創立
時期（1945 年-1960 年代）
、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1970-1980 年代）
、
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技術升級時期（1990 年代）以及台灣工具機轉型
時期（2000 年迄今）
。分期的依據則是以不同年代國內外政經需求和國
際情勢影響台灣工具機產業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做為分析背景，即第一、
二期經建計劃和越戰需求，至美國市場和國際對傳統工具機市場需求，
至關鍵零組件需求，最後是國際競爭需求至今。然而，這些不同時期
國內外局勢的改變，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所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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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對方式亦會有所變化，進而影響我國工具機產業之發展。其中，
為因應國際激烈的競爭情勢，政府可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於工具機產業
扮演重要之輔導性發展角色。因此，藉由以上分期，於二到五章分析
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等四個行為者為發展我國工具機產
業，各自所扮演角色及其互動情形，且特別以 Peter Evans 認為國家鑲
嵌於產業有「監護者」
、「創造者」
、「助產者」和「耕耘者」等四個角
色行為，探討政府於各時期政策工具之運用和介入產業發展程度，以
瞭解不同時期工具機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第六章 結論--

綜合各章節所述之重點做一系統性整理，以國家與產業的互動關係來
總結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特色。另外，亦分析以國家中心論和國家
創新系統理論為研究途徑可能產生之限制，並且檢討該產業發展之國
家角色，以及政府未來應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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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模仿創立時期：1945 年-1960 年代
序論

台灣工具機產業，一般來說是依循著各時期不同的產業和民生需求而逐漸提
升發展。最初台灣機器產業之成立背景，可回溯至 1884 年清政府劉銘傳以巡撫之
職來台，負責督辦台灣軍務，而在 1885 年中法戰爭結束後，劉銘傳仍留台灣專辦
防務且積極建省，並於台北大稻埕河溝頭街（今北門鐵路局北側）創設「台灣機
器局」
，作為從事各種近代化公共建設的基礎，是為台灣最早的機器廠。1887 年，
台灣機器局除製造軍機外，尚須兼造鐵路建材。在此之下，鋪設鐵路之工程，除
了負責鐵軌建造外，還需要大量的枕木，故在機器局下增設了「伐木局」
，亦在艋
41
舺（今萬華）設「料館」，透過引進新式的鋸木設備以割鋸枕木。 基本上，這時

的「機器局」是屬於廣義的「機器製造業」
，可看出清領時期台灣機器之發展，便
是為了軍事和鐵路建造所需而創設。

日據初期，為了適應發展日本新式糖廠的需求及拓展植蔗面積，台灣開始設
立製造製糖機械運輸設備的中小型機械廠。另一方面，台灣機器工業亦重視鐵路
工程的推廣，這是日本人為了強化對台灣軍事和政治的控制而發展。到了 1937 年
「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使得日本和台灣同時進入到戰時體制，日軍
將台灣視為前進華南及南洋各地的一個重要基地，為了配合軍事需要，才開始對
台灣工業做積極的投資，機械工業才漸漸脫離為農業需要而生產之特色。1938 年
開始，日本人制定了「第一次生產力擴充計畫」
，機械工業的項目陸續出現，如機
械器具、船舶車輛、金屬製品製造業及金屬精煉業；1940 年，推行工業技術人員
41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日據時代的機械工業(民國 34 年以前)〉，載於《機械工業五
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39。
27

訓練，除創設工業職業學校培訓員工，也規定一定規模的金屬、機械器具工業、
化學及礦業，對技術員工有職務訓練之責任。1941 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實施「第
二次生產力擴充計畫」
，台灣所有產品不必再運到日本進行加工，可直接製成產品，
42

以供台灣本島自用。 總的來說，在日據時期日人為求農業、鐵路和軍事的需要，
逐漸重視台灣機械產業之發展，積極帶動升級，且培育專業技術人員。另一方面，
雖然台灣過去是以配合日本工業發展為依歸，但靠著將日本本土調整後拆遷來台
的機器設備，因結構簡單容易進行修復和模仿，而提升了業者嘗試自製的興趣和
信心，這些皆奠定了往後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基礎。

1945 年，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也終止了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是為台灣光
復的開始。然而，隨著戰爭的摧殘和國民政府的播遷來台，台灣各家機械廠除了
本身的修復整頓工作外，尚須配合其他產業的輔助需要，主要從事著翻修和配置
的工作，以協助其他產業進行重建。1953 年，在美援的支持下，台灣開始了第一、
二期經建計劃，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間接帶動了其他產業對於工具機的需要。
接著，1959 年越戰爆發，東南亞國家亟需大量工具機從事國內建設，台灣工具機
產業為因應此內外市場需求，便靠著模仿外國機械設備進行簡單的開發工作。而
後 1969 年，因出口導向政策和價格低廉優勢，開啟了工具機產業的外銷市場。以
下本章將探討 1945 年至 1960 年代這段期間，對於經濟民生發展和內外市場之需求，
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間，如何促成台灣工具機產業之模仿創立時期。

第一節

無主動積極作為之政府角色

由於戰爭破壞和大陸淪陷的影響，光復後政府首要「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
42

同上，40-48。
28

業發展農業」為施行方針，目的是解決當時物資匱乏、物價暴漲以及失業等民生
問題，冀以增加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民所得，促使農業力量帶動工業建設。因此，
於光復初期，機械工業並非國家發展重點，而是為了農業發展的需求來運作。

1950 年美援恢復，政府為有效運用美援，自 1953 年起陸續推行為期四年的經
濟建設計劃(簡稱經建計畫)，1953 至 1969 年共有四期計畫，其中第一期至第三期
計畫是配合美援運用，著重個別建設計畫之研擬與執行；而第四期計畫（1965~1969）
因美援中止，政府便隨著時代需要，計畫實行範圍擴大，涵蓋了經濟、交通、科
技、文教及社會建設（如表 2-1）。然而，這些經建計劃的實施，間接帶動了機械
工業之發展。
表 2- 1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第一~四期計畫概要表
計劃期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1953-1956

1957-1960

1961-1964

1965-1969

1. 增加農工生產

1. 增加農業生產

1. 維持經濟穩定

1. 促進經濟現代化

2. 促進經濟穩定

2. 加速工礦業發展

2. 加速經濟成長

2. 維持經濟穩定

3. 改善國際收支

3. 擴大出口貿易

3. 擴大工業基礎

3. 促進高級工業發

4. 增加就業機會

4. 改善投資環境

項目

計畫重點

展

5. 改善國際收支

資料來源：修改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
〈國家（經濟）建設計畫沿革〉
。

就與機械工業相關的政策方面，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經建計畫期間，政府成立
之中國生產力中心（1955）
，在進口替代目標下對當時民生工業發展有三大貢獻：
（1）
推行國外行之有效的統計品質管制；（2）邀請國外學者在全省各處開班講授與指
導；
（3）成立中華民國品質管制學會。此外，政府亦運用美援扶植國內民營企業，
鼓勵新設備投資和舊設備改造，創立技工訓練和職業學校，43故於此期間已間接帶
43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29

動了機械工業的發展。1960 年開始，因民生工業已大致奠定基礎，以及國內市場
漸趨飽和，因此第三期和第四期經建計劃總體產業政策的重點改變，從進口替代
轉為出口擴張，且改善我國經濟結構。此一時期，為促使我國經濟結構朝向工業
發展，政府亦陸續設立相關機械工業政策和輔導措施，包含 1962 年頒布「促進機
44

械工業發展推行方案」
， 以及 1963 年與聯合國特別基金訂定「金屬工業發展執行
計畫」
，成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而後在 1969 年政府預算支持下，成
立「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

在出口擴張政策方面，1960 年政府為鼓勵民間企業，而實施「獎勵投資條例」
，
以租稅減免方式，增加投資且拓展對外貿易。此外，我國國產機器因價格低廉，
品質尚能符合東南亞開發中國家之需要，便進一步開啟外銷市場，尤其是越南。
由於越戰關係，越南獲得大量美援從事建設及發展工業，而需向外採購民生用品
和設備，因此該國變成我國最大輸出市場。然而，由於越戰需求也帶動起台灣傳
統工具機大量生產和出口。在此之前，工具機的生產是以內銷為主，生產量較小，
1967 年開始接受外銷訂單，我國工具機有了蓬勃發展機會。正因工具機逐漸大量
地外銷至越南市場，越南政府便要求必須提出經出口國政府品質和數量檢驗證明
書，我國政府便委託金屬工業發展中心於台北和高雄兩地設立檢驗中心，為此台
灣機器品質的提升和穩定開始有了保障。

總結以上，1945 年至 1960 年代期間，美援對於此階段機械工業幫助甚大。值
得一提的是，儘管資源十分有限，45當時政府為了強化我國經濟，須維持適當外匯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34。
44
要點有四：即促進產銷、增進技術、協助財務以及確立中心衛星工廠制度。
45
在 1951~1965 年，15 億被列為非軍事項目的美援(平均每年僅有一億元)，其中 54%是最作為支持
國防的開支。
30

存底，故無法提供大量進口機械設備，在此限制下反而造就機械業充分發展及提
46

供服務之機會。 與工具機相關之產業政策方面，包含四期經建計劃、獎勵投資條
例，以及設立金屬工業發展中心。其中，政府主要是以公共服務的政策工具為方
針，透過經建計劃發展民生工業，間接帶動起工具機產業之發展，其他運用如稅
式支出、能力建構、法規制定及財政補助等政策工具來相互配合（表 2-2）
。

表 2- 2 1945 年至 1960 年代工具機產業政策與政策工具
時期

年代

重要產業政策

政策工具

具體作法/成效

模仿創

1953~1960

第一、二期經建計劃

公共服務

發展民生工業，間接帶動機械工

立時期
1940 年

業發展。
1960

獎勵投資條例

稅式支出

代晚期

業機械需求量增加。

~1960 年
代

鼓勵各產業投資與外銷，帶動產

1961~1964

第三期經建計劃

公共服務

總體產業轉向出口擴張。

1962.4

促進機械工業發展推行

能力建構

促進產銷，增進技術，建立中心

方案

衛星工廠制度。

1962.8

技術合作條例

法規制定

1963

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設立法人

規定技術移轉辦法和範圍。

組織
1963~1968

金屬工業發展執行計畫

契約簽訂

政府與聯合國特別基金及國際勞
工局簽訂，為期五年。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1965~1968

第四期經建計劃

公共服務

將機械工業列為重點發展目標。

1966.2

機器外銷審核辦法

法規制定

工具機外銷佔總產量由 1969 年
的 25%，上升至 1972 年的 40%

1967

國產機器內銷貸款

直接貸款

鼓勵採購國產機器

1968

工具機專業區計畫

能力建構

培養工具機專業人才，奠定精密
工具機發展基礎

1969

金屬工業研究所

設立法人
組織

資料來源：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政
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33。

然而，探究政府在此階段對於工具機產業發展中的角色，大多政策工具實施

46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光復初期及民生工業發展期的機械工業(民國 34-62 年)〉
，載
於《機械工業五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69。
31

是由於其他產業需求、美援支持和外來市場而間接帶動工具機產業之發展。其中，
有些政策因政府考量不足而導致實行成效不佳，如 1962 年推行之「促進機械工業
發展推行方案」
，因該方案缺乏明令指定推行責任機關及考核監督機關，且未清楚
47

列舉重點項目，故不足有效促進機械工業之發展。 1968 年經濟部工業局草擬國內
48

「工具機專業區計畫」， 此屬與工具機最直接相關政策，而後因所需資金龐大，
在國際能源危機影響下無法吸引外資，以及政府和民間企業無法獲得共識等等問
題無疾而終。此外，工具機外銷至國外市場檢驗程序，亦是在外國政府要求下方
成立設立。由此可認為，1945 年至 1960 年代政府在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是屬無主
動積極作為，並扮演著較無顯著協助發展之角色地位。

第二節

公會雙向溝通角色-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如前面所述，光復後的工具機產業尚未有發展機會，因此沒有被歸類為一獨
立行業，而探討此階段的公會角色，必須就台灣機械公會討論之。1945 年，先是
成立了「台灣鐵工業同會」
，1946 年同業改組為「台灣鐵工業同業公會」
，因當時
會員人數僅 101 名，且是小規模經營修復和裝備的工作，故公會運作簡單，會員間
亦相互協助與扶植。1947 年 5 月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策略和其他產業需要，又改
組為「台灣省機器工業公會聯合會」
，此外為強化組織，便在各縣市發動組織同業
公會。同年 10 月，國民政府公布「工業會法」
，並明定 11 月 11 日為「工業節」後，
全國各地原屬社團性質之「工業協會」，乃依法改組為法人性質的工業團體；49翌
47

黃東茂，1997，
《工具機產業技術發展策略研究》
，中華工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
文。
48
此計畫實行因台灣廠商規模小、資金少，而研發所需投入之資源相當龐大，因此需倚賴政府倡導
方能成功。
49
工業總會服務網，〈認識工總〉，
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100001，檢索日期 2013
年 9 月 30 日。
32

年，在此法令頒布下，招開了全省會員代表大會，並且撤銷各縣市同業公會，正
式改組為「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迄今。1949 年，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50

於部分地區成立辦事處， 以便傳達訊息和服務會員。

1947 年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成立後，主要是由政府主管行政事務，並且
命社會處組織會務，以及省府建設廳負責目的事業。1959 年，政府明令劃歸中央
51

主管，以應統一事權，而會務組織歸內政部主管，隸屬經濟部。 如此可知，政府
可透過公會傳達政策方向，而公會亦可以匯集會員意見後直接反應，故台灣區機
器工業同業公會於此階段為政府與業者廠商間雙向的溝通橋樑。然而，由於此時
機械工業處於初期發展，各機械業者對於如何建立一良好體系或專業規範缺乏認
知，因此，機器公會主要運作方針為領導和管理業者進行發展。與政府互動方面，
有訂定發展計畫以配合重點經濟發展政策，以及積極向政府提出建議以維護會員
之穩定發展。另外，也會合辦展覽會並邀請政府官員剪綵（如表 2-3）。公會透過
舉行展覽會、參與國際展覽會和興建展覽館，藉由國內外交流，以汲取經驗和技
能提升業者專業能力。此外，亦舉辦技能競賽獎勵會員，以促使會員努力進行研
發和創新（如表 2-4）
。

表 2- 3 1945 年至 1960 年代公會與政府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模仿創立

1951

時期 1940

1953~1956

年代晚期

1953

建議美援會對我國可能製造激起零件請由國內採購，以發展國內工業。

~1960 年

1955

新製品展覽會剪綵，陳誠先生和嚴家淦先生先後蒞會參觀。

50
51

互動情形
建議政府禁止廢鐵出口，以確保鋼鐵原料之需要。
配合政府第一期經建計劃，訂定「台灣機器工業四年計畫」
。

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和高雄。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31。
33

代

1957~1960
1957

配合第二期經建計劃提出「發展鋼鐵機械工業計畫」
。
與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小組聯合舉辦「台灣機械工業展覽
會」
，為期三個星期。

1959.04

同業公會自起改隸屬內政部直接管轄。

1959.10

國產商品展覽會由陳誠先生揭幕，機械館獨立展出。

1966

54 年度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工作總考核，榮獲內政部頒發獎狀一張。

1968.01

57 年機電展覽會，邀請嚴家淦先生參與剪綵，蔣中正先生爾後亦蒞臨巡
視。

1968.09

經合會中小企業輔導會因應公會要求，決定繼續舉辦國產機器貸款。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
械工業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表 2- 4 1945 年至 1960 年代公會與業者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模仿創立

1949

興建完成三層樓房一座供會員陳列製品及存放器材貨物。

時期 1940

1955

決定舉辦會員廠創新製品展覽會，並訂於工業節揭幕。

年代晚期

1956.03

會訊本 24 日創刊號出版。

~1960 年

1956.10

參加全國工業總會舉辦「中華民國產品外銷樣品展覽會」
。

代

1956.12

參加泰國曼谷國際商品展覽會。

1957.09

舉辦 46 年會員會籍清查，合格會員工廠計 481 家。

1957.10~11

互動情形

與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小組聯合舉辦「台灣機械工業展
覽會」，為期三個星期。

1958

赴日工業考察團由會員民豐工廠董事長率領。

1949

民 48 年國產生品展覽會揭幕，機械館獨立展出。

1964.02

民 53 年國產商品展覽開幕，會員工廠 30 餘家參加。

1964.10

民 53 年經建成果展覽會正式開幕。

1965

舉辦會員、員工生產技能競賽。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
械工業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於 1945 年至 1960 年代所扮演的角色，除了領導與管理業者
發展和維繫政府與業者間的橋梁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國內外對於我國機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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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信心。由於當時各方對於我國機械產業缺乏認識，然而透過公會舉辦會員產
品及機械新製品之展覽，一方面為會員推銷產品，另一方面則更有系統性地介紹
科技新知和售後服務。如此一來，台灣機器工業的產品有了公開展示和汲取新知
之機會，也因此提升了各方對於台灣機械產品的信心。

第三節

提供品質保證之研發單位角色-金屬工業發展中心和金屬工
業研究所

1963 年 10 月，我國政府獲聯合國特別基金支助，成立了財團法人「金屬工業
發展中心」
，此可謂是 1940 年代晚期至 1960 年代負責金屬機械技術之發展，以及
一般工業的管理訓練技術傳播之輔助單位。在 1963 至 1968 年間，聯合國提供相當
的支援，首先在該發展中心設立專家工作小組，繼而派遣計畫主任、工業管理及
工程技術專家與發展中專業工程技術人員相互配合工作；另外，也在中德技術合
52
作下，接受西德政府派遣工業設計專家參與。 聯合國特別基金於 1968 年五年合約

期滿後，所有外籍工作人員皆離去，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的工作便交由我國自行發
展運行至今。53

在我國處於模仿技術階段，金屬及機械工業是從進口各種民生工業生產設備
中，選擇構造不複雜的機械進行仿造，但由於設備老舊，生產技術及管理方法都
亟需改善，因此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的成立，對於我國機械工業有很大地助益，而
其主要任務是培養技術及管理人員（表 2-5）
，以及接受技術諮詢（表 2-6）
。金屬
工業發展中心基於其任務功能，於 1966 年舉辦外銷機器會議及全國性機械工業發

52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15。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官方網站，http://www.mirdc.org.tw/，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 日。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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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議，協助政府匯集各方意見，以制定我國機械工業發展方案。另外，先後輔
54

導製鋼工業、縫紉機工業、工具機工業及自行車工業等發展。 在工具機產業方面，
1968 年聯合國亦派遣工具機專家 Mr. k. Aselmann 駐金屬工業發展中心服務，協助
草擬設置工具機專業區計畫，目的在培養工具機專業人才，以奠定發展精密工具
機的基礎。然而，此時期工具機工業所需投入資金十分龐大，須仰賴政府大力協
助，但卻因能源危機的影響，使得國際投資意願普遍低落，且業者貸款未能成功
等因素，再加上政府期望與工具機業者間的落差，致使工具機專業區的構想未能
實現，55成為我國工具機產業奠定基礎之一大遺憾。

表 2- 5 金屬工業發展中心訓練成果（1963.10~1973.06）
項目

班數

授課時間(小時)

參加人數(人)

管理

191

6,527

4,097

技術

174

4,756

4,074

工業工程

91

3,452

2,000

在廠

172

5,036

5,332

小計

628

19,771

15,503

資料來源：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
工業同業公會，79。

54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38。
55
王振寰，2010，
〈工具機業：區域優勢與快速跟隨創新網絡〉
，載於《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
型與創新》，台北：巨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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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金屬工業發展中心辦理技術諮詢統計（自 1964.01~1973.06）
技

交

精

電

表

熱

油

內

焊

小

機

衝

塑

壓

鍛

鑄

軋

冶

金

噪

術

通

密

工

面

處

壓

燃

接

五

械

模

膠

鑄

造

造

鋼

煉

屬

音

諮

器

量

處

理

金

加

材

控

詢

材

具

理

料

制

3

134

110

1

機

模

工

合計

項
目
件

36

169

209

17

64

5

23

134

129

73

89

7

216

77

72

1,562

數

資料來源：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
工業同業公會，80。

隨著國內經濟的成長，金屬工業發展中心的輔導工作已逐漸無法滿足國內工
業，特別是金屬工業的需求，故為因應變化，1969 年政府在預算支持下成立「金
屬工業研究所」
，負責分擔更深入研究之工作。金屬工業研究所的工作重點在於製
造、提煉技術與材料的開發，與金屬工業發展中心之輔導工作進行分工，從事對
業者技術及經營管理層面等工業經濟做更深入之研究。此外，在研究所內添置各
材料試驗設備，以集合一群有經驗的技術研究員從事研究，而後透過諮詢和人才
訓練方式輔導業者提升製造水準和創新技術。56

總之，探討研發單位在 1945 年至 1960 年代所扮演角色，在固有技術已無法滿
足國家所需經濟發展之情況下，1963 年成立之金屬工業發展中心企圖為我國機械
工業奠定製造和研發基礎，因而有了研發單位之輔助角色。在此期間，金屬工業
發展中心和金屬工業研究所一方面在政府實行政策下，提供業者製造和創新技術；
另一方面，亦針對業者可能問題提出解決方針。然而，對於工具機產業來說，自
1967 年開始接受外銷訂單，工具機漸漸大量地銷售至東南亞市場，在國外市場之
要求下，金屬工業發展中心負責提供了出口機械的品質保證，但這卻是少數此時
56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38。
37

期研發單位對工具機產業之直接作為。由此可認為，工具機專業區計畫的失敗，
顯得研發單位於此時期影響工具機產業發展程度小，僅能勉強藉由其他機械產業
技術的帶動，進而提升工具機產業技能。

第四節

廠商業者之模仿發展角色

二次大戰末期，美軍鑑於台灣尚保留不少日本遺留之軍需工業，因此大肆地
破壞散布及隱藏在各地的兵工產業。光復後，尚存者僅約 300 餘家，而較具規模的
全為日資，之後政府接收歸為公營事業，其他部分規模較小以及部分我國人民資
金投入之企業，便標為民營企業。公營機械企業如「台灣機械公司」和「台灣造
船公司」
，為台灣機械及造船工業生產相關設備及零組件。另一方面，當時基於國
防安全，公營企業與民營工廠間機械製造技術的交流是禁止的，因此由軍工廠負
責生產少量的工具機。57然而，民營企業也開始企圖自行製造工具機，如 1943 年將
日據時期成立之「楊家鐵舖」改制為「楊鐵工廠」
，主要生產脫殼機，成為台灣第
一家民營機械廠，之後亦自行研製馬達、電扇零件及車床。581947 年，二二八事變
後，政府成立了「民營企業輔導委員會」
，特別將政府接收的日資工廠部分開放民
營，以促進國民充分就業和強化民營企業陣容，而 1948 至 1949 年間，公營企業員
工人數減少，可推測原公營企業員工可能因此政策吸引，而朝向自行創業發展（表
2-7）
。另外，1948 年隨政府播遷來台，其中不乏有經驗和抱負的企業家加入台灣機
械工業市場，自此民營工廠為發展機械產業之要角。

57

Amsden. A, 1977,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type of market: the case
of the Taiwanese machine tool industry. ” World Development, 5(3):221.
58
聯合人力網，2007，〈楊日明 老將變新兵 實力作後盾〉，
http://pro.udnjob.com/mag2/hr/storypage.jsp?f_ART_ID=37211，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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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台灣公營機械工業員工人數統計
單位：人
時期

金屬工業

機械器具工業

電器機械器具

運輸工具

1947

1,900

3,000

300

3,500

1948

2,300

3,100

400

4,100

1949

2,000

2,400

200

3,800

1950

2,400

2,400

200

4,200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
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57。

在光復初期因原料取得不易，機械工業經營十分困難，故大部分是倚賴進口
供應；另一方面，動力設備因未能自製，僅能憑藉著戰末沒有被破壞的設備，進
行修復工程，繼而引以使用。據統計，1949 年民營機械廠有 716 家，而這些民營
企工業之經營者多半為日據時期負責機械維修之技工，對於員工均缺乏有計劃之
培養訓練，大都是以傳統學徒方式達成，且品質管制觀念亦是缺乏。因此，在這
716 家機械廠中，常備工人不滿 5 人的有 365 家，30 人以上的工廠僅有 31 家（表
2-8）
。此外，在民營工業中使用動力的僅 485 家，有 231 家全是手工操作，並以修
理為主（平均使用動力不及 6 馬力）
（表 2-9）
。更值得注意的是，716 家機械工廠，
技術人員共僅有 507 人，平均每廠不足一人（表 2-10）
。由此可知，此時期民營工
廠雖發展著初期機械產業，但普遍規模小，技術能力平均低落，且因設備不足僅
能進行簡單的維修工作，因此產品製成為粗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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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1949 年台灣民營機械工廠規模
業別
機械
工業

工廠

5人

5 人以上未

10 人以上

15 人以上

20 人以上

25 人以上

30 人

數

未滿

滿 10 人

未滿 15 人

未滿 20 人

未滿 25 人

未滿 30 人

以上

716

365

181

62

42

16

19

31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
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61。

表 2- 9 1949 年台灣民營機械工業動力使用概況
使用動力工廠數
業

工廠

別

總數

未使用
動力工
廠數

3匹

3 匹以

未

上 10

滿

匹未滿

223

196

10 匹

20 匹

30 匹

40 匹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20 匹

30 匹

40 匹

50 匹

未滿

未滿

未滿

未滿

42

10

4

3

50 匹以

100

上 100

匹以

匹未滿

上

4

3

合
計

機
械
工

716

231

485

業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
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61。

表 2- 10 1949 年台灣民營機械工業職工人數統計
業別

總計

機械工業

7,121

職工數

職員

平均每廠職

職員

工人

管理

技術

工數(人)

1,351

5,770

844

507

9.95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機械工業五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
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61。

直到 1953 年在美援的支助下，台灣擬定和實行經建計畫，機械工業發展方獲
得部分改善。59在光復初期和第一次經建計畫時期，台灣各製造業所使用的機器設
備，大多是二次大戰所遺留下的機型。若全數更新需花費極大的資金，此並非當
時政府和業者所能負荷的，因此僅能就固有的機型進行修復和翻新工作。然而，
在美援的資助下僅有部分機器可仰賴進口，儘管如此也開拓了機械產業之視野，

59

如紡織產業，透過美國供應剩餘產品棉花和小麥，有紡織機之業者便能取得棉紗進行生產；而紡
織機的取得除了向外國採購外，便是設法自製，因此便帶動紡織機械和縫紉機的興起。
40

新的工廠相繼成立，引進新式機器設備和檢測儀器。在工具機產業方面，第二期
經建計劃時，增加了退役軍人輔導就業之項目，這時曾經在兵工廠鑄造的退役軍
人，便散布在各鐵工廠和機器工廠中，繼續運用他們的專長和熟練技術，直接地
參與設計和操作工具機的製作，這對於我國工具機產業起步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60

在第二期機械工業發展目標所需的資金不到五億元的情況下，面對市場要求
不斷提升，業者為因應趨勢，逐漸走向專業化，以及擴大經營規模。如同楊鐵工
廠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楊日明對早期工具機發展回憶錄所提及的：

那時他傾家蕩產，買進日本高速車床一台，回來仿製。民國 53 年，第一次機器展會在台
北新公園展示，楊日明展示高速車床，當時中華開發的總經理李國鼎注意到，楊日明的
高速車床。後來到楊鐵工廠參觀，李國鼎建議他擴大工廠規模和進口設備，還派人來幫
他做資產負債表，以利取得美援貸款，建設新廠房及購進新的加工設備。民國 60 年，為
充分供應國內市場需求，新建廠房及增加設備，由台中市振興路遷移到太平鄉現址。

61

由此看來，業者對於工具機產業之發展似乎比政府來的積極。而後，因越戰爆發，
以及東南亞國家為發展迫切需求下，我國機械有了出口外銷之機會。尤其工具機
產業，本是生產量小且以內銷為主，但為滿足國內外對工具機逐漸成長之市場需
求，原金屬加工廠便開始以豐富的機械製造經驗供應簡單之機器設備，62但此已能
滿足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需求，因此便開始大量生產製造及外銷。

在 1945 年至 1960 年代，雖然民間業者對於我國此時期工具機產業發展扮演著
60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995，
〈光復初期及民生工業發展期的機械工業(民國 34-62 年)〉
，載
於《機械工業五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66。
61
許淑玲，2005，〈早期工具機發展回憶錄〉，載於《機械工業六十年史》，鄭祺耀、許淑玲主編，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62
例如楊鐵（1943）
、台中精機（1954）
、永進（1954）等現今台灣主要工具機大廠，皆由當時金屬
加工廠發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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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直接和顯著角色，但由於政府對於農業的重視，工具機產業的發展僅能配合著
當時民生需求，提供適當之協助，使得發展極為有限。另一方面，業者多處於小
規模經營，且無足夠之動力裝置，因此能力所及之事務，是仰賴處理維修和配置
工作，逐漸累積技術，以便模仿二戰遺留和進口的機器設備，企圖生產出構造簡
單之工具機。然而，當我國經濟趨穩定成長，以及其他產業漸漸帶動後，市場需
求改變，工具機業者為因應變化，在技術和製造上有了積極的創新發展，儘管此
突破仍只能完成簡單機器製作，但因價格低廉且已符合東南亞國家需求，而有了
外銷的機會，因此，可以說此時期業者的自力發展奠定了工具機產業基礎。另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內外需求逐漸提升的同時，國內有許多機械廠商紛紛轉向
生產工具機，63促使工具機產業有了明顯成長和轉變。

第五節

小結

在 1945 年至 1960 年代，在政府實行「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
政策下，各機械工業便為輔助國家重點產業下的發展。故在探究工具機產業政策
時，僅能就與工具機產業有直接相關，或是政策實行是涵括整個機械工業，但與
工具機產業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力者納入討論，以免範圍過於廣泛而導致重點失焦，
抑是範圍過於侷限而造成研究缺乏。因此，本章的論述主要是以台灣機械工業的
發展為背景，繼而針對工具機產業中政府、機器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角色
做一深入探討。

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初期，政府將戰後剩餘且較具規模之機械工廠歸為公營

63

Amsden. A, 1985,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arket:
the Taiw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the 1970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9(3):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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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然而，在維護國防安全的基礎下，政府禁止公營與民營工廠進行製造技術
交流，而由軍工廠負責生產少量工具機和相關設備零組件，故此時是由國家機關
直接進行公共性之商品生產行為。在介入產業發展方面，政府首要施政目標是為
復甦整體經濟，工具機產業是配合著農業和民生所需而帶動發展，且政府以四期
經建計劃（1953-1969）的公共服務政策對該產業產生間接之影響。而後，1960 年
起因應我國經濟結構改變，政府轉為重視工業發展導向，但「工具機專業區計畫」
的失敗，顯示出此時期政府主要發展產業並非為工具機產業。另一方面，在政府
未對工具機產業實行政策輔導下，政府官員自行的支持行為，亦促使此階段工具
機產業之發展。例如，1964 年李國鼎率先注意到楊鐵工廠之產品，而透過提供生
產建議和資金取得方式等輔助該工廠順利運作。以上，由於此時期政府主要是以
公共服務政策介入工具機產業基礎發展，故大致可歸為「創造者」之角色扮演。

此外，公會和研發單位的角色亦相繼出現，兩者皆扮演著政府與業者間的橋
樑關係，以及依循政策前提下領導和管理業者之角色。相異處在於服務性質之不
同，公會提供產品展覽和銷售服務，必要時會向政府反映意見以維護業者權益；
而研發單位則負責業者在生產技術和品質上提升需求，但此角色卻亦因工具機專
業區計畫的失敗，顯得作用不大。然而，政府透過公共服務、稅式支出、財政補
助等政策工具影響工具機產業發展，但這些卻缺乏實質作用，故在未能引導工具
機產業發展的角色扮演下，我國工具機產業奠基發展的重任便落在業者上。在此
期間，擁有日據製造經驗技師及兵工廠退役軍人成立或融入了小型之金屬鑄造廠，
而憑藉著模仿二戰遺留和國外進口之機器設備，供應著民生所需，並且累積著生
產機器技術與經驗。故而，可以將 1945 年至 1960 年代之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稱為
「模仿時期」
。也由於業者對於工具機產業發展態度較政府來得積極，在面臨經濟
43

需求改變時逐漸走向專業化以及擴大經營規模，終於在越戰期間東南亞開發中國
家需求下，有了大量生產和外銷機會。簡言之，此階段工具機產業之發展便是在
業者自力更生的條件下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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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1970-1980 年代
序論

1970 年代，國際面臨了二次重大的能源危機，世界各國因石油價格暴漲而引
發物價飆漲和經濟衰退等經濟危機。第一次石油危機起源是 1973 年十月的「以阿
戰爭」
，阿拉伯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國，而採取石油減產與禁運，導致油價
巨幅波動，國際經濟大受衝擊。第二次則因伊朗發生政變，中斷了每日需輸出的
石油量而打破了全球石油市場的供需平衡，而後又因 1980 年的「兩伊戰爭」
，全球
經濟再度受到嚴重衝擊。在此國際情勢下，連帶地影響了台灣經濟成長與發展。
我國因缺乏天然資源而需高度仰賴能源進口，為挽救緊縮經濟和安定民生，政府
除對物價採取管制措施外，更宣布發展「重化工業」及推動「十大建設」
，透過整
備主要工業的基礎建設等公共投資，以降低能源危機可能帶來之經濟影響。

在 1960 年代前，政府選定與民生工業發展有關之紡織業為重點發展產業，然
而，後因日本紡織機不斷輸入至台灣市場，造成當時著名紡織機械廠如楊鐵工廠、
永進機械、金剛鐵工廠、長興鐵工廠、大明機械等紛紛轉換生產項目，成為主要
工具機廠。因此，工具機產業於 1970 年代逐漸蓬勃發展，並在能源危機發生時，
紡織機械漸漸沒落後，取而代之為機械工業的主力產業。64另外，1970 年代初期，
東南亞市場之龐大需求持續刺激著我國工具機產業成長，但自 1974 年起，美國汽
車產業和航空產業進行改造，需更換大量地機械設備，導致對我國工具機需求激
增。因此，在 1975 年越戰結束後，美國取代越南成為台灣工具機出口第一大國。

64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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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台灣工具機出口至美國比例為 60%，出口至東南亞國家比例僅為 12.5%。
65

然而，1987 至 1993 年間，美國又以國防安全和保護國內工具機產業為由，強迫

我國簽訂自動設限協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簡稱 VRA)，以限制工具機輸
入美國市場數量。在此情況下，我國逐漸朝向歐洲市場發展。

我國工具機從 1960 年代為因應內外市場需求，開始以一年 30%的比例成長，
66

其中車床的產值占工具機生產總值的 60%， 直至 1970 年代台灣仍是以發展車床為
主要產品。1980 年代早期，車床仍佔有高比例生產，但鑽床、銑床和磨床這類傳
統工具機的產值亦逐漸成長，共同供應著國內外市場的需求。在大量需求的刺激
下，帶動了我國工具機產業技術的升級。雖然此時期是以生產低附加價值的傳統
工具機為主，但部分工具機廠商業者隨著技術和資本的累積，已嘗試開發出電腦
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ly Controlled；CNC）工具機。傳統工具機與數值控制
（Numerically Controlled；NC）工具機差別在於有無數值控制，數值控制指的是利
用數位信號操作系統控制工具機，而 CNC 工具機則是利用數位信號並由電腦來運
67

算控制。 一般來說，1974 年楊鐵成功開發出第一台電腦數值控制 CNC 車床後，
台灣工具機產業才開始真正升級。68

另一方面，當台灣工具機產業升級的同時，工業先進國家亦進入了高階 CNC
工具機階段，而這使得我國有了更大擴展世界傳統工具機市場的機會，故 1970 年
代晚期，促使更多機械業者進入了 NC 工具機的製造行列。在 1970 年代，台灣工

65

Amsden. A, 1985,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arket:
the Taiwan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the 1970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9(3):275.
66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40。
67
楊德華，2006，〈台灣工具機產業的回顧與展望〉，《機械資訊》，592：4。
68
宋健生，〈上下游資源整合 將更密切〉，《經濟日報》，2007 年 10 月 6 日，版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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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機主要是以垂直整合的方式進行生產，目的是要確保產品品質，但自 1980 年代
起，外包制生產成為競爭優勢，新加入之工具機廠商以低價、量產和快速交期為
最大特點維持對外競爭力。

總的來說，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顛覆了 1960 年代前的
景象，技術和生產層面皆逐漸有了顯著的成長，外包制生產方式的出現亦為此時
期發展特色之一。故本章將探討這段期間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間如
何互動，以帶動台灣工具機的技術成長。

第一節

政府逐漸介入發展之角色
69

1970 至 1980 年代，可以說是台灣經濟成長最為混亂的時代， 在國內外局勢
影響下，政府採納之應對策略顯得十分重要，決定著各產業的發展導向。然而，
自 1970 年代起，基於市場需求，產品不斷要求升高品質，故生產設備漸以高級精
密機械為主。雖然，我國機械業產品品質持續有著顯著的進步，但與工業領先國
家相比仍是相對落後。因此，為滿足國內外新興工業需求，必須引進大量先進的
機械設備，且進行技術學習，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然而，此一現象卻導致了機械
業漸漸偏離內銷市場，我國工具機為輔助機械性能自我改進的可能性便會大大降
低，對機械工業來說，是為一大警訊。政府在能源危機爆發後，也逐漸意識到發
展機械工業可帶動其他工業發展，且有能源消耗量低、技術密度與附加價值高、
廣大市場發展潛力以及奠定國防工業發展基礎等優勢。因此，台灣工業有升級的
必要，成立科學工業園區和工業研究院等概念也被相繼提出，並在 1978 年修訂六
69

在 1970 至 1980 年代，我國面臨了許多重大事件：1971 年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1973 年石油危
機爆發，國際政經情勢動盪；1974 年推動十大建設至 1979 年全面完工，台灣經濟快速成長；1980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國際政經再度呈現低潮；1987 年解除戒嚴令，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等自由民
主化樣貌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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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經建計劃（第七期）的後三年計畫，將機械工業列為經濟發展的「策略性工業」
70

之一。

在有了發展機械工業的意識下，對於負責製造各種機器設備的工具機產業，
政府開始注入了更多的關心，將工具機朝向精密化發展。1971 年政府制訂的「機
械工業發展方案」，71特別將精密工具機列為發展要項，也對工具機工廠做等分級
72

調查。 1974 年，經濟部委託金屬工業發展中心執行「推行金屬機械製品品質管制
計畫」
，負責機械工業品質管制輔導的相關工作，此亦樹立起機械工業品質管制之
規範。1975 年，支持金屬工業研究所成立「精密工具機計畫」
，內容為 NC 工具機
技術示範、實驗生產，以及派遣人員至國外受訓，歸國後便將技術分享給專業技
術人員和業者。另外，為提升我國工具機朝向精密發展，政府在 1977 年於新竹（金
屬工業研究所在竹東工業技術研究院的中興院區）成立「精密工具機中心」
，目的
是導入新產品及開發新製造技術。1979 年，在資金和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且中小
企業為整體經濟產業發展主力，故經濟部實施「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
（簡稱科
專計畫）
，支持我國工具機產業進行升級。此時是以「法人科專」為導向，其是指
透過當時的精密工具機中心和工研院等技術研究法人機構，補助進行研發和從事
技術較高等研究工程，73而後將成果技術轉移企業，以協助產業技術發展。74

當工具機產業朝向精密化發展時，政府亦注意到工業先進國家「自動化」的

70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43。
71
「機械工業發展方案」直到 1975 年才經行政院核定公布施行。此主要加強發展精密機械及整廠
或整套設備；除設置專案貸款，鼓勵業者引進新技術，從事發展製造各項精密機械與整廠整套設備
新產品外，並透過國際貿易及金融機構的多方支援，拓展國內外市場。
72
張克約，2011，《機械風雲 100 年》，台北：商訊文化，38。
73
負責發展前瞻性、關鍵性的產業技術研發，同時完善研發環境及基礎設施。
74
經濟部技術處官方網站，http://www.moea.gov.tw/Mns/doit/home/Home1.aspx，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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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生產，1981 年政府正式選定電子、資訊及機械等工業為策略性工業， 且為其生產
76

之策略性商品注入自動化的高科技內涵， 因此自 1980 年代台灣開始趨向「自動化」
時代。1981 年李國鼎召集行政院應用技術小組，成立「生產自動化指導小組」擬
定規劃工作。翌年，通過「中華民國生產自動化推行計畫」
，並設立「生產自動化
77

執行小組」負責推動，以促進工業自動化及建立自動化工業（1982.7~1990.9）
， 目
的是獎勵更新機器設備，提高生產力、品質，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暨自動化。1982
年趙耀東出任經濟部部長，其對機械工業有著特殊情感，78也瞭解工具機產品對於
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79因此，同年 7 月將金屬工業研究所新竹地區作業改組為「機
械工業研究所」
，承擔自動化工業技術的研究與發展工作。801983 年鼓勵 15 家主要
工具機工廠合作，成立「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Precision machine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R.O.C，簡稱 CMD）
」
，目的是促成工具機檢驗和測試等分析能力，此
協會也是工具機業者首次有計畫性的集結行動。811983 至 1990 年，政府亦資助工
研院機械所執行「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發展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
，兩計畫皆涵蓋
發展「自動化工具機技術」
；1989 年，政府亦投資研究計劃結束後衍生的「盟立自
動化」公司成立。
75

選定「資訊電子」及「機械工業」為策略性工業是根據六大標準：(1)技術密集度高(2)附加價值
高(3)關聯效果大(4)市場潛力大(5)能源消耗小(6)汙染程度小。適用範圍：「機械工業」包括一般
機械、電機、精密與自動化機械及運輸工具；資訊電子工業則涵蓋電腦軟體、微電腦及週邊設備、
數據通訊及相關電子工業。
76
林郁欽，台灣策略性工業設廠區位及其環境識覺之研究，四海學報，13:276-277。
77
生產自動化分為「工業自動化」和「自動工業化」兩部分：前者為輔導傳統工業和新建生產自動
化工廠改造，並提供諮詢服務；後者為設計和研究製造自動化機器設備。詳情可參見：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1987，〈「中華民國生產自動化推行計畫」實地查證報告〉，76(16):1-2。
78
當時趙耀東環視機械工業發展，發現在無規劃情形下小廠林立，業者彼此削價競爭及經營不善，
以致生產成本偏高及缺乏開發新產品的能力，如此狀態下，利潤和國際競爭力漸趨薄弱。
79
趙耀東瞭解我國工具機佔機械總出口值的 40%，與縫紉機合計出口美國佔機械總出口額的 40%，
東南亞佔 20%，對我國極為重要。
80
工作內容有：發展電腦整合製造系統及其應用技術，精密自動化工作機械技術，自動化生產系統
技術，以及關鍵性元組件技術等。詳情可參見：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機械工
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49。
81
高士欽，1999，
《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學位
論文，158。
49

除此之外，隨著台灣機械產業的蓬勃發展，對於資訊的需求也趨向多元和豐
富性，因此經濟部技術處為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以及促成產業升級，於 1989 年開
始執行「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
（Industry &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Service，簡稱
ITIS），目的是透過政府的力量，階段性及系統化地整合財團法人研究單位，結合
82

83

各領域之研究人員， 以建構並提供產業知識服務體系。

在 1970 至 1980 年代，政府認知到民營工具機業者創業有無法克服的限制，因
此先後支持 1975 年「精密工具機發展（四年）計畫」
，1977 年「精密齒輪技術訓
練發展（二年）計畫」
，1980 年「自動化工具機研究、設計、試製（三年）計畫」
，
以及分別於 1983 和 1986 年的「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發展第一、二期計畫」
，以輔
導業者進入精密技術階段（表 3-1）
。

表 3- 1 1970~1980 年代工具機相關科專計畫經費
計畫名稱

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
(四年)

精密齒輪技術訓練發
展計畫(二年)

自動化工具機研究設
計試製計畫

執行機關

計畫期間

金屬工業研究所

精密工具機中心

精密工具機中心

發展第一期計畫(三

1975.7.1-1979.6.30

84,000,000

1976 年度

10,000,000

1977 年度

50,000,000

1978 年度

24,000,000

1979 年度

---

1977.7.1-1979.6.30

96,114,300

1978 年度

96,114,300

1979 年度

---

1980.7.1-1986.6.30

305,359,000

1981 年度

50,000,000

1982 年度

110,000,000

1983 年度

145,359,000

1983.7.1-1986.6.30

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
機械工業研究所

年)

82

經費（新台幣元）

1,480,000,000

1984 年度

350,000,000

1985 年度

500,000,000

1986 年度

630,000,000

財團法人研究單位有：工研院、資策會、金屬中心、生技中心、食品所和紡織所，研究領域則涵
蓋電子資訊、生技醫藥、機械金屬、化學民生以及新興能源。
83
IT IS 智網，http://www2.itis.org.tw/，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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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7.1-1990.6.30
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
發展第二期計畫(四

機械工業研究所

年)

1,881,800,000

1987 年度

596,750,000

1988 年度

558,510,000

1989 年度

375,900,000

1990 年度

350,640,000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474-475。
註：
「自動化工具機研究設計試製計畫」1984 年度及 1985 年度併入「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
發展計畫」執行。

而從以上科專計畫經費的補助，可以認為政府於此階段對於工具機產業逐漸
扮演起輔助發展之角色，且透過能力建構、財政補助、契約簽訂、法規制定以及
設立法人組織等政策工具施行，企圖直接影響產業發展（表 3-2 和表 3-3）
。

表 3- 2 1970 年代工具機產業政策與政策工具
時期

年代
1971

1971.9
1973.7
台灣
工具

1974

重要產業政策

政策工具

機器外銷處理要

法規制定

點
機械工業發展方
案
工業技術研究院
推行金屬機械製
品品質管制計畫

長時

1975~1979

精密工具機發展
計畫

期
1970
年代

法規制定

1977.7

1977~1979

1979~迄今

獎勵投資條例修
正草案
精密工具機中心

工廠，才准出口。
將工具機列為分期付款的機械設備範圍
將精密工具機列為發展要項，對工具機工
廠進行等分級調查。

組織
能力建構

能力建構
財政補助

1977.5

機器外銷需先經國貿局核定，登記為外銷

設立法人

契約簽訂

機技
術成

直接貸款

具體作法/成效

直接貸款
設立法人
組織

推行機械工業品質管制輔導。
政府委託金屬工業研究所進行研究。
NC 工具機技術示範，實驗生產，派員赴先
進國家受訓。
經費補助。
機器出口貸款，最高可貸 9 成，包括工具
機。
建立精密工具機實驗示範工廠，引進國內
先進工具機製造技術。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能力建構

派員赴國外學習檢驗儀器以及製造技術。

財政補助

經費補助。

科技研究發展專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案計畫

財政補助

經費補助。

精密齒輪技術訓
練發展計畫

資料來源：修改自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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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1980 年代工具機產業政策與政策工具
時期

年代
1980~1986

1982

1982

重要產業政策
自動化工具機研
究設計試製計畫
列入 151 項策略
性產業
機械工業研究所

台灣
工具
機技

1983

術成
長時
期

1983~1986

1980
年代

1984.3

1986~1990

1989
1989

中華民國精密機

政策工具

具體作法/成效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能力建構

建立 NC 工具機設計製造技術。

財政補助

經費補助。

直接貸款

低利融資。

稅式支出

稅額抵減。

獎賞鼓勵

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獎勵。

設立法人
組織
組織聯盟

執行科專，技術研發，培育人才。
由台灣 15 家工具機廠商合資成立。
建立我國工具機的驗證體系與檢測分析能

械發展協會

能力建構

自動化工業技術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研究發展第一期

能力建構

發展 NC 工具機。

計畫

財政補助

經費補助。

機械零組件標準

契約簽訂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機械所

化計畫

法規制定

公布工具機零組件標準手冊

自動化工業技術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研究發展計畫第

能力建構

發展 CNC 工具機。

二期

財政補助

經費補助。

衍生「盟立自動

政府投資

化」公司

企業

產業技術知識服
務計畫(ITIS)

公共資訊

力。

機械所移轉人力、技術
整合六個財團法人研究單位，進行跨產業
資訊服務。

資料來源：修改自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40-41。

在此階段，值得注意的是 1986 年，在面對國際化又存有保護主義的矛盾中，
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日本、德國、瑞士和台灣輸入的工具機脅迫簽訂自動設
限協定（VRA）
，這對我國以外銷至美國市場為主的工具機產業是一大衝擊。當時
國貿局便率團赴美與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署談判，機器公會理事長等人亦以國貿局
84
顧問全程參與，但最後結果卻不盡人意。 我國被設限的工具機產品有四項，分別

是綜合加工機、銑床、NC 車床和傳統車床，設限長達五年（1987-1991）
。而後，
美國又以美方工具機需時間調整產業結構，厚植競爭實力及爭取生存空間為由，
84

當時我方提案是以 8%、底線 6%為輸美配額年增率談判空間，但最後是以 4%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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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要求我國和日本續簽協定兩年，直至 1993 年 VRA 才正式結束。 另一方面看來，
因美國市場的設限，反而促成我國工具機產業不遺餘力地開發以歐、亞洲地區為
86

新市場的機會。

第二節

公會領導產業方向角色-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隨著機械產業逐漸受到政府之關注，機器公會所扮演橋樑的角色就更為突顯
和重要。1970 至 1980 年代，機器公會除了維持在政府政策施行下，透過舉辦和參
與國內外展覽會及產業競賽等，領導和管理業者朝向發展，亦開始接受機關、團
體或會員的委託，進行國內外市場的調查和統計等事項。另外，也有促成和推進
與研發單位技術合作的聯繫工作，有著擴大服務會員之作為。例如，1978 年工研
院工具機新研製精密齒輪成功，為機械業提供服務；1984 年，機械零件組標準化
手冊第一期正式研訂完成，向機械業界展開適用和推廣；1986 年接受國貿局委託，
辦理「金屬切削工具機」出口核章工作，蒐集工具機出口種類、金額、國家，以
及平均單價等確實資料，以每月提供國貿局作為擬訂貿易政策、分散市場、對外
談判和出口設限等依據（表 3-4）
。

85
86

張克約，2011，《機械風雲 100 年》，台北：商訊文化，48-50。
劉泰英，1989，《78 年版機械工業年鑑》，台北：台灣經濟研究所，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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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1970 至 1980 年代公會與政府互動情形
時期

台灣工具
機技術成
長時期
1970 至

年代

互動情形

1970

第 11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經濟部部長孫運璿蒞臨致詞。

1971

嚴家淦副總統和蔣經國副院長至工展會參觀。

1975.1

工業團體法公布施行，工業會法同時廢止。

1975.7

內政部函示公民營工廠應加入工業同業公會，但不得強制加入工業會。

1983

經濟部核定「工業新產品研究開發計畫補助辦法」公告施行。
接受國貿局委託，辦理「金屬切削工具機」出口核章工作，蒐集工具機

1986

出口種類、金額、國家，以及平均單價等確實資料，以每月提供國貿局
作為擬訂貿易政策、分散市場、對外談判和出口設限等依據。

1980 年代
1987

國貿局委辦輸美工具機出口配額之分配與管理，並於 1987 年 1 月 1 日開
始辦理基本配額、自由配額與特別配額之分配、管理。

1988

76 年度工作績效，經內政部評定成績特優。

1989

77 年度工作績效經內政部評定成績特優。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
械工業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具機產業在此階段因發展有顯著成長的情形下，機
器公會對於廠商業者有了更直接作為。1985 年出版「機械工業四十年史」
，以回顧
和整理過去四十年機械工業之發展，並對未來提出展望。1986 年 2 月，公會因業
務需要，特別以重要產業組成專業小組 14 個，87目的是加強會員廠商間的服務，其
中包含工具機專業小組；8 月，時任公會理事長的莊國欽與相關工具機業者，代表
我國赴美參與輸美工具機自動設限（VRA）諮商談判。1988 年舉辦第一屆工具機
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表 3-5）
。

87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於 1986 年設立 14 個專業小組，以加強會員廠商之服務，包括有：工具
機專業小組、齒輪製造業專業小組、食品機械業專業小組、工具、量具、模具業專業小組、製鞋機
械專業小組、木工機械業專業小組、放電加工機械業專業小組、塑、橡膠機械業專業小組、鑄造業
專業小組、自動販賣機專業小組、鍛壓機械業專業小組、紡織機械業專業小組、流體機械業專業小
組，以及整廠設備製造業專業小組等 14 個小組。1989 年，成立模具業專業小組。
54

表 3- 5 1970 至 1980 年代公會與工具機業者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互動情形

1970

工作母機專業小組會議通過工作母機專業小組執行委員會組織簡則。

1978

工研院工具機新研製精密齒輪成功，為機械業提供服務。

1980
1983.3
台灣工具
機技術成
長時期
1970 至
1980 年代

1983.4
1985.4
1985.10
1986.2
1986.8

第七屆「台灣機械展售會」於外貿協會松山機場廠展覽館揭幕，展期
10 天。
國際自動化機械展於松山機場外貿協會展覽館揭幕，為期 6 天。
機械展正是區分成金屬加工機械及產業機械展，第一屆「台灣國際金
屬加工機械展」於外貿協會松山機場展覽館展出，展期 10 天。
第二屆「台灣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於外貿協會松山機場展覽館展出
10 天。
出版「機械工業四十年史」。
因業務需要，特別以重要產業組成專業小組 14 個 ，其中包含工具機
專業小組。
理事長與相關工具機業者代表我國赴美參與輸美工具機自動設限諮商
談判。
世貿中心舉辦「1988 年亞洲國際生產自動化機械設備展」
、「第一屆台

1988

北國際模具暨金屬加工技術展」、「第一屆工具機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
賽」3 項展覽參觀共計國外 984 人，國內 75,448 人參觀。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
械工業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總的來說，機器公會於 1970 至 1980 年代為了維持在業者和政府間的橋梁角色，
而有了顯著的表現。一方面配合著政策的執行，辦理出口核章工作和蒐集工具機
相關資料，以提供政府作為擬訂貿易政策等多方面之依據。另一方面，公會組成
專業小組以加強對會員廠商的服務，以及「機械工業四十年史」的出版，詳細記
載了機械產業發展。這些對於工具機產業發展多有正面積極效應，公會角色與 1970
年代前階段相較之下，有逐漸增加服務性能的傾向，亦對工具機產業直接地發揮
其影響力。

第三節

研發單位與業者關係疏遠之角色-精密工具機中心、機械工業
研究所以及中華民國精密機械協會

1970 年代初期爆發了第一次能源危機後，政府就體認到機械工業的能源消耗
55

少、技術密集度高以及市場關聯性大等因素，頗能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故
將其規劃為策略性工業之一，其中工具機產業為機械工業的重要部分，但若我國
工具機產業要趕上先進工業國家發展腳步，黑手創業之產業結構有無法克服之困
88

境。

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民間已有一些機具工廠，他們循著師傅帶徒弟的傳統運作模式，
在機械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這些師傅都是學徒出身，他們沒有理論基礎，沒有看過國
外的機械工業，也不知道具國際水準的機器是怎麼做出來的。他們跟著老師傅做，再把
經驗傳承給下一代。但過於相信經驗的結果是，他們往往傳授了一些錯誤的觀念而不自
知。

89

因此，在上述種種情況下，1975 年經濟部長孫運璿決定由該部撥經費五千萬予金
屬工業研究所，負責成立「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
，並於 1977 年在金屬工業研究所
新竹地區設立「精密工具機中心」
，使其引進國外先進之製造技術，建立精密工具
機的實驗示範工廠，以強化我國基礎工業。

「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於 1976 年的施行，是與美國 Brown & Sharpe 的協談
合作計畫，一方面購買他們的機器設備，另一方面派遣專業人士學習專業製造技
術，以進行技術轉移。因此，1977 年以扶植「精密工具機發展（四年）計畫」為
主要成立目標之精密工具機中心，與金屬工業研究所有著不同之運作方式。後者
延用有經驗的技術專家，以成熟的技術面對業者，如此可容易建立專業形象，而
精密工具機中心主要招攬的是甫畢業的大學和專科以上程度人才，且將其送至先
進工業國家學習技術（表 3-6）
，繼而影響及改造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此外，因
是採用計畫管理組織，故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僅能透過爭取政府委辦的專案計
88
89

因機械業者早期多半是屬小型家庭式打鐵廠，故會慣稱為「黑手」。
洪懿妍，2003，《創新引擎 工研院：台灣產業成功的推手》，台北：天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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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及本身的生產與服務收益來維持發展。在此情形下，精密工具機中心的主
要執行方針是，為了建立精密工具機及精密齒輪製造的實驗示範設施，從國外引
進最先進的精密工具機及 NC 工具機等加工設備建立實驗生產工廠，目的是向國內
業者展示先進之製造設備與程序，以便改善台灣工具機產業的製造水準。另一方
面，亦透過作為精密工具機及 NC 工具機等加工設備的製造工廠，以提供國外技術
具體內化的場所。90

表 3- 6 1975 年起配合計畫執行派員至國外研習技術統計
技術類別
精密工具機設計及製造技術
精密齒輪設計及製造技術
NC 控制器應用及維護技術
聯製生產線規劃、設計及製造
設備

研習人數
15 人
9人
7人
6人

研習地點
美國 Brown & Sharpe，Carlton，Lodge & Shipley 等工
具機製造公司
美 國 Gleason ， Fellows ， 瑞 士 MAAG 及 西 德
Klinglnberg 等公司
美國 G.E.，Warner & Swasey，McDonnell Douglas 等
公司
英國 Cross International AG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
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18。

另外，精密工具機中心尚執行兩項與精密工具機的相關計畫，分別是「精密
齒輪技術訓練（二年）發展計畫」和「自動化工具機研究設計試製（三年）計畫」
。
前面所提及的「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和此處「精密齒輪技術訓練發展計畫」是
屬於技術養成計畫，透過技術訓練、採購設備到興建廠房，從無到有來建立整體
工具機製造技術。由於工具機的噪音主要是來自齒輪的轉動，故精密齒輪製造技
術對於發展工具機來說有著絕對影響力。然而，起初精密工具機中心的主要任務
是透過向國外進行技術轉移，以建立我國製造成長技術，91但其中並不包含工具機

90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12-113。
91
在經費不充裕又須服務資本密集及勞力密集的工具機行業情況下，精密工具機中心出其任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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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在內，而是將其工作委託國外合作。直至 1980 年經濟部技術處委託執行「自
動化工具機研究設計試製計畫」
，方有建立起我國自身工具機設計能力的措施。在
經過三年的運作後，精密工具機中心從只求製造技術的自我成長，提升至有能力
設計工具機，繼而提出工程設計的後續計畫。我國第一架成功的橫主軸綜合加工
92

機及其他數控工具機生產，即為此一計畫之成果。

1980 年代，政府鑒於先進工業國家已朝向自動化生產，工具機方面則以 CNC
技術為主要產品發展，國內業者亦紛紛投入 CNC 工具機製造市場，故在精密工具
機中心成立五年後（1977~1982）
，改組為「機械工業研究所」
，延續精密工具機中
心已建立之基礎，發展自動化工業技術體系，繼續執行「自動化工具機研究設計
試製計畫」
，成為 1980 年代引導我國工具機產業升級之主要研發單位。1982 年通
過之「中華民國生產自動化推行計畫」，將「生產自動化」區分為「工業自動化」
與「自動化工業」兩部分：
「工業自動化」指的是宣導進行自動化生產的推行工作；
而負責設計及製造自動化機器設備，協助工業自動化推行的即是「自動化工業」。
在此之下，交由機械所承擔的是自動化工業研究發展的工作，自 1983 年起開始分
別執行「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發展第一期和第二期計畫」
，其中自動化工具機技術
是重點目標之一，93目的是將傳統生產設備之機械結構與自動化控制系統做一結合，

有四：(一)建立精密工具機及精密齒輪製造的實驗示範設施；(二)引進國外新的製造技術，提升我
國工具機的設計及製造水準；(三)派遣研究及工程技術人員赴國外研習技術，培養研究發展能力；
(四)對工業界提供精密加工、檢驗、數控設備維護及數控技術人員訓練等工業服務。
92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
，新竹：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14。
93
機械工業研究所執行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第一期選擇七項為研究重點：電腦整合製造
系統技術、自動化系統控制及網路技術、機器人系統技術、自動化工具機技術、自動化檢驗、測試
及分析技術、關鍵性元組件技術，以及設置彈性製造系統示範工廠。第二期則歸納五項發展：電腦
整合製造系統、工業機器人、自動化工作機械與系統控制、自動化生產系統，以及關鍵性元組件系
統等五項。然而，由這些重點發展內容，可以看出自動化工業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為精密工具機中心
自動化工具機技術計畫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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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後有「自動化工作機械與系統控制」為自動化工具機技術計畫做延續。 另外，在
此階段機械所除了執行研發製造 CNC 工具機外，亦定期舉辦技術研討會，一方面
向業者宣導 CNC 技術，一方面是向業者進行交流，冀以促進彼此合作關係（表
3-7）
。

表 3- 7 機械所執行 CNC 工具機技術研討會
時間

研討會名稱

主要內容

1983.9

工具機振動研討會

一般工具機的動態性能測試分析

1984.3

工具機零組件標準化研討會

提高工具機品質水準與降低成本

1984.4

CNC 控制器發展及應用研討會

CNC 電控系統簡介及 CNC 功能描述

1984.8

工具機結構分析電腦化研討會

工具機結構分析實例

1984.9

CNC 工具機檢測與測試研討會

提供業者 CNC 工具機檢測與測試技術與經驗

1984.10

工具機設計—綜合加工機設

整體規劃、結構分析、工業設計、進給及定位系統、

計、製造與實例研討會

主軸頭設計、旋轉工作台設計、油壓設計、電控設
計、裝配檢驗

1984.12

CNC 控制器應用與維護技術研

CNC 控制器應用、CNC 工具機保養與維護

討會
1988

CNC 技術研討會

CNC 控制器的整體功能介紹、CNC 控制器在線切
割機、放電加工機等應用

資料來源：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政
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57。

綜合以上，研發單位在此階段之主要行為有，1970 年代精密工具機中心透過
「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精密齒輪技術訓練發展計畫」和「自動化工具機研究
設計試製計畫」三個精密工具機相關計畫執行，以整體工具機製造技術移轉引導
我國工具機產業升級，企圖將我國傳統工具機邁向 NC 工具機發展。到了 1980 年
代，則交由機械工業研究所延續工具機技術升級工作，其在「自動化工業技術研
究發展第一期和第二期計畫」下進行研發和設計，將我國 NC 工具機技術提升至
94

「自動化工作機械」指的就是工具機在精密工具機中心執行自動化工具機技術計畫時期，已建立
數控工具機的設計和製造能力。而系統控制包含數控系統、伺服驅動系統及邏輯系統三部分。數控
系統能依程式指令使工具機自動操作加工，是 NC 工具機之靈魂；伺服驅動系統提供精密的驅動控
制；邏輯控制系統則是控制各機械的操作順序及各種控制系統的整合，並可擴充至網路技術。三者
適當運作，可繩為工廠自動化的控制系統。詳情請參見：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3，
《機械工業研究所所史：源遠流長》，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80。
59

CNC 工具機市場發展。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1970 至 1980 年代研發單位所做的貢獻並不為當時廠商
業者所推崇，最主要的原因為，研發單位開發的整體工具機對台灣業者而言並不
95

符合市場需要，某些廠商業者的技術甚至高於研發單位。 舉例來說，民間業者楊
鐵公司於 1967 年已開發出台灣第一台高精密車床，1974 年又推出我國第一台 CNC
車床，於 1979 年發展立式綜合加工機，並且帶領著其他業者跟進開發，而這些產
品的展示皆代表著我國工具機產業新的里程碑。反觀最早於 1969 年成立之研發單
位--金屬工業研究所，透過向先進工業國家引進技術研發，直至 1976 年才有工具
機製作完成。但是，而後其將製成之機器運往芝加哥參加工具機展，原本人員皆
對機器的品質深具信心，標價訂為 24,000 美元，不料一位加拿大人看見後，竟拿
出筆來，將標價最後一個零劃掉，並帶諷刺說：
「made in Taiwan，只值兩千四」
，
這個結果使得整個研究所受挫。96精密工具機中心也是在 1979 年 NC 車床的製造完
成後，才往 NC 工具機的領域邁進。到了 1982 年，在一次的工具機展中，機械所
與楊鐵同時推出了 CNC 工具機，從規格上看來，楊鐵的 HSMC-650 型機種在速度
性能上（10-4500rpm）似乎略勝於機械所的 MC15H 機種（29-2400rpm）
。97

探究 1970 至 1980 年導致研發單位與業者關係疏遠的因素包括：首先，研發單
位的人工素質高，幾乎是科班出身，但機械產業強調的是經驗，而多數的經驗在
書本上都學不到。例如，1975 年從日本慶應大學拿到機械碩士學位，隨後進入金
屬工業研究所的陳正回憶：
95

王振寰、高士欽等，2000，
〈全球化與在地化: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比較〉
，
《台灣社會學刊》，
24:195。
96
洪懿妍，2003，《創新引擎 工研院：台灣產業成功的推手》，台北：天下，66-67。
97
高士欽，1999，
《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論文，
158。
60

在學校裡，機械系的學生雖然念了一堆古老的力學與機械原理，但真正到工廠去時，這
些都很難用得上。
「機械所有太多的現場經驗和肢體語言，你不親自下現場去體驗，念到
博士也沒用。」

98

雖然前述提及到，以經驗傳承之師徒制會因缺乏理論基礎，而導致錯誤觀念延續，
但這裡想強調的是，在 1970 至 1980 年代甫從科班畢業之專業人才，應在理論的基
礎上添加親身經驗，方能更加瞭解工具機生產製造，且進一步針對業者所需提出
修正。

其次，兩方技術研發有落差現象。一般來說，機械所發展重點有別於精密工
具機中心，其透過引入外國技術進行仿造的實驗性生產模式，是希望達成技術獨
立的開發能力。然而，兩者相同的是所面對的國內業者心態，即「自認製造技術
及經驗皆超過研發單位的行業」
。99從實用性方面來看，當機械所研發 NC 或 CNC
新技術時，有能力的業者可能早已透過與外國廠商合作或模仿的方式推出各式機
種，因此導致機械所之新技術在市場上已過時，對業者來說適用性較低。

最後，地理位置的差距也形成其中原因，在此階段工具機業者大多集中在中
部地區，研發單位則多處北部地區，當及時的技術移轉和意見交流無法達成時，
便出現了溝通間隙，兩者互動也就有了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

因此，以上研發單位人員製作經驗不足，以及研發產品適用性低之問題，造
成業者對其缺乏信心，加上地理位置差距，使得彼此間應保有密切聯繫的關係出
現隔閡，致使研發單位在 1970 至 1980 年代我國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並未受到業者

98

洪懿妍，2003，《創新引擎 工研院：台灣產業成功的推手》，台北：天下，64。
高士欽，1999，
《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論文，
157。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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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的重視。儘管如此，同一時期尚有一個地位較偏重與業界主動聯繫以及意見
溝通之研發單位出現，其也較獲得正面評價。1983 年趙耀東當任經濟部長時，召
集台灣 15 家工具機廠商合資成立「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CMD）」。CMD
的成立是機械業除了公會組織外，首次在官方支持下的團結行動。CMD 總部設於
台中市，目的是為了整合工具機業者的力量，另一方面則針對當時大汽車廠計劃，
提供精密的機械支援供應體系以改善工具機品質的問題，而此有別於研發單位之
工作。100操作方面，在 1985 年 CMD 與日本財團法人機械電子檢查檢定協會（JMI）
接觸合作，引進其檢測技術以達提升產品品質之目的；1988 繼續與 JMI 簽訂四年
合作協定，進一步鞏固國內工具機檢驗標準。為此，已逐漸奠定台灣工具機業者
對於精密經驗、品質控制和改良技術之相當基礎。101

總的來說，1970 至 1980 年代有精密工具機中心、機械工業研究所以及中華民
國精密機械協會等三者研發機構以提供我國工具機產業之升級發展，雖然前兩者
未與業者形成緊密互動的關係，但長遠來看，此階段三者研發單位之角色，已奠
定未來得以輔助我國工具機產業良好轉型發展之基礎（表 3-8）
。

100

1979 年政府為提昇我國之汽車製造及零組件工業之水準，而公布「促進汽車工業發展方案」
，其
主旨有三：(一)促進汽車工業發展方案之目標；(二)促進汽車工業發展方案中所採發展汽車製造工
業之措施；(三)鼓勵設立以外銷為主之大規模汽車製造工廠。然而，大汽車廠計劃為後續補充方案
計畫。
101
高士欽，1999，《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論
文，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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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1970 至 1980 年代輔助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之研發機構比較
成立時間

地點

主要任務

與業者互動
情形

透過購買進口機器設備及派遣專業人士學
精密工具機中心

1977~1982

新竹

習國外先進之製造技術，已提供國外技術

不佳

具體內化之場所。
延續精密工具機中心建立基礎，負責自動
機械工業研究所

1982 迄今

新竹

化工業研究發展之工作，目的是將傳統生
產設備之機械結構與自動化控制系統做一

不佳

結合。
除公會的官方支持團結行動，一方面整合
中華民國精密機
械協會

業者力量，另一方面提供精密的機械支援
1983 迄今

台中

供應體系以改善工具機品質的問題，奠定

良好

我國工具機對於精密經驗、品質控制和改
良技術之基礎。

資料來源：作者依內容自行整理。

第四節

廠商業者持續引領發展之角色

1970 年代起，由於歐美先進工業國家已趨向推展更精密技術和附加價值高之
NC 工具機，逐漸放棄傳統機械設備的生產，如此國外工具機產業之變革對我國來
說正是一個新的契機。此時期台灣主力即為傳統工具機，開發中國家對於傳統機
械產品之需求，成為我國外銷市場最大的發展空間，也致使台灣業者又一波熱潮
投入工具機製造行列。102而後，許多工具機廠大力投資精密設備與廠房，使我國工
具機成為外銷導向的產業，亦成為當時台灣機械工業中成長最快的產業
（如表 3-9）
。
103

102

前一波熱潮為 1960 年代，國內和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對於工具機需求大增，而吸引大批業者進入
工具機製造行列。
103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1998 工具機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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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2005 年台灣工具機產業主要中心廠競爭能力
單位：新台幣億元
營業額
50 億元

40 億元

30 億元

20 億元

10 億元

中心廠商

成立時間

資本額

員工數

金豐機械

1948

14.99

1284

台中精機

1954

11

968

東台精機

1969

11.86

620

程泰

1975

6.74

691

友嘉

1979

43.97

569

永進機械

1954

5.33

632

協鴻工業

1965

1.5

241

立臥及龍門式綜合加工機

台灣瀧澤

1972

5.4

279

車床、PCB 鑽孔機

福裕事業

1978

7.3

510

磨床、車床、立臥式綜合加工機

大立機器

1960

1.8

280

立臥式綜合加工機

百德機械

1991

0.93

126

立臥式綜合加工機

漢廷

1999

1.04

124

車床、立臥式綜合加工機

喬福機械

1979

6

180

立臥式綜合加工機

慶鴻機電

1975

3.23

278

放電加工機、線切割機

主力產品
沖壓機械
車床、綜合加工機、塑膠射出成型
機
車床、PCB 鑽孔機、立臥式綜合加
工機
車床、龍門綜合加工機、五面綜合
加工機
車床、立臥式綜合加工機
車床、塑膠射出成型機、立臥式綜
合加工機

資料來源：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政
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8-19。

1970 年代初期，政府尚未對工具機產業投入更多關注時，104業者為因應國際需
求且具備競爭力，乃延續著上一時期模仿和裝配能力，率先引進國外先進機器設
備和技術，105進而從事開發工作。如台灣 NC 工具機的開發，首推楊鐵工廠於 1971
年引領起步，以日本瀧澤之平床式 NC 車床為對象進行開發；大同公司則與日本大
隈合作，而此 NC 車床均由傳統車床之結構修改而成。1061974 年，楊鐵公司推出台
灣第一台 CNC 車床，其後尚有大興機器、台中精機、遠動機械、達興機械、東台

104

直到兩次能源危機爆發後，政府於 1975 年成立精密工具機計畫，以及 1981 年將機械納入策略
性工業之一後，才較有明顯和直接作為。
105
美國 COMPUTER-VISION 公司發展的電腦整合製造技術(Computer-aided design；CAD)，民間業
者楊鐵公司率先早於研發單位購置使用。
106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1998 工具機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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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精機、金剛鐵工廠及程泰機械等廠加入生產行列， 共同研發製造符合市場需求之
NC 工具機，並進一步開發歐美國家外銷市場。一般來說，1974 年楊鐵成功開發出
第一台電腦數值控制 CNC 車床後，代表著台灣工具機產業開始真正升級。

目前台灣工具機產業大多集中在中部豐原、神岡及台中市區，此產業區位現
108

象亦發源自 1970 年代前後， 尤其 1975 年後中部地區佔總機械設備工業比例都超
過 40%（如表 3-10）
。

表 3- 10 機械業設廠集中於台中地區趨勢設計
1971

1972

1975

1980

1984

1985

1990

1992

1995

1997

台中縣

11%

3%

16%

21%

24%

24%

27%

28%

28%

27%

彰化縣

10%

9%

9%

9%

7%

7%

6%

6%

6%

6%

台中市

13%

15%

19%

19%

18%

17%

13%

11%

10%

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4%

37%

44%

49%

49%

48%

46%

45%

44%

42%

全省機械設
備工業總數
中部地區所
佔總比例

資料來源：王振寰，2010，
《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
，台北：巨流，64。

然而，台灣工具機產業在中部地區形成主要聚集區域，大致可整理為以下原
因：首先，因台灣中部的中小企業為數眾多，工具機及產業機械在此設備十分完
善，從機器零組件之備料、製造加工、裝配、品檢等所有流程，皆能在區域內完
成。處當時核心位置的台中市與豐原市之間，亦有高速公路和省道貫穿，運輸非
常便利。學者劉仁傑更形容中部地區的機械工業為「五步一小店，十步一大廠」，
機械廠商彼此緊密集中在一起（表 3-11）
。109另外，由於工具機與產業機械的特徵
是「多樣少量」
，且精密度和耐久性亦高，因此中部地區廠商間緊密聯繫的生態，

107
108
109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158。
在 1960 年代期間，機械工業區分偏重在南北兩端，且發展情形優於中部地區。
劉仁傑，1999，《分工網路：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台北：聯經，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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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關零組件與訊息取得方便，更奠基廠商間相互學習區域的形成，對於工具
機發展激起很大的作用，更奠定了我國工具機產業的發展根基。

表 3- 11 台中縣與台灣省機械業廠商規模分布
單位：家數
台中縣概況
規模

家數

百分比%

台灣省概況
累計%

家數

百分比

累計%

1-3 人

783

25.62

25.62

2442

21.71%

21.71%

4-10 人

1350

44.18

69.80

4633

41.20%

62.91%

11-50 人

834

27.29

97.09

3682

32.70%

95.61%

51-100 人

67

2.19

99.28

329

2.93%

98.54%

101-500 人

19

0.62

99.90

130

1.16%

99.80%

501-1000 人

2

0.07

99.97

10

0.09%

99.89%

1000 人以上

1

0.03

100.00

3

0.03%

100.00%

2056

100%

100%

11229

100%

100.00%

總計

資料來源：高士欽，1999，
《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
，東海大
學社會系博士論文，47。

第二，與 1960 年代縫紉機和 1970 年代自行車產業在中部地區發展有關。縫紉
機在我國是屬於高度裝配型產業，外包比例非常高，其規模在 1963 年從四萬台開
始擴張，到了 1973 年已可生產 125 萬台，十年間成長 30 倍。由於縫紉機產業協力
組配特性鮮明，因此這樣快速的產業規模膨脹，使得區域內的產業動線進一步被
深化，也強化了龐大的協力零件廠的網絡。在自行車產業方面，1970 年代開始大
幅成長，且在三年內產量增加約 60 倍。由於自行車母廠數目增加不多，因此這種
經濟規模的成長，亦是透過協力零件廠的大量擴張而達成。110由此可得出，在縫紉
機和自行車產業生產基礎下，可應付快速膨脹產業需求的協力零件廠網絡，對於
工具機產業「多樣少量」的生產型態，亦可供應著完備的製造環境。

基於以上條件，1980 年代新創之工具機業者，改變過去堅持從零組件到整組
110

王振寰，2010，《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台北：巨流，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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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的垂直式組裝模式，開始以「外包制」的生產方式在台灣中部經營，發展出
與傳統垂直整合生產並行的新模式，
「綺發機械」
（1977）與「台灣麗偉機械」
（1980）
即被視為採用「外包制」生產模式的先驅。過去，一些工具機製造大廠如楊鐵，
一手包辦包含零件製造之所有生產程序，好處是可以對整個製造品質做把關，但
卻須耗費龐大的生產成本。然而，新型態外包制透過將製造過程外包給協力廠商
負責，促得工具機廠商不需投資大量的成本，即可生產出中低階之工具機，以低
價、效率高等優勢條件彌補較低產品品質之不足。以「台灣麗偉機械」為例，1980
年台灣麗偉以新台幣四百萬元資本額成立，發展初期即採用百分之百的外包模式
生產 CNC 工具機，以降低加工設備的投資負擔。111其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分散化，
將一般機械工業的鑄造和機械加工等作業均外包給協力廠商，甚至為了減少運輸
成本，台灣麗偉就以廠內外包的方式，提供廠房及設備，委託從事噴漆和刮花作
業，而最後中心廠主要進行零件設計、機器組裝和行銷的工作。112台灣麗偉公司外
包制的生產新模式，不但在 1989 年不到十年的期間，有了新台幣 20 億元的收益，
更帶領台灣工具機進入另一突破性之產業結構。最後，更促使中部地區成為我國
工具機產業的發展重鎮。

總而言之， 1970 至 1980 年代間，民間業者率先透過國外引入先進機器設備，
而後自行研發和設計，在楊鐵將第一台 CNC 車床問世後，便象徵台灣工具機產業
進入升級階段。在此同時，台灣中部地區亦漸漸形成工具機產業聚落，而促使 1980
年代發展該產業垂直和水平式並行的外包制生產模式，使工具機業者得以降低垂
直式生產所負擔的龐大生產成本，而應付國外龐大的工具機需求。

111
112

同上，76。
劉仁傑，1999，《分工網路：剖析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台北：聯經，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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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1970 至 1980 年代，在國際情勢複雜的情況下，台灣工具機產業主要行為者所
應對之措施亦隨之不同。政府在體認到能源危機，認為工具機產業有高附加價值、
能源消耗量低、技術密度高、廣大市場發展潛力以及奠定國防工業發展基礎等優
勢下，於 1970 年代推動「精密工具機計畫」和「法人科專」
，透過研發單位輔助工
具機進入技術升級之階段。到了 1980 年代，將機械納入策略性工業之一，成立了
「中華民國生產自動化推行計畫」
，引導研發將自動化技術附加在機械設備運作中。
特別是 1989 年「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 IS）」之執行，其集合各領域專業人才，
建構一資訊交流平台，以服務相關業者。因此，此一時期政府逐漸從 1970 年代前
以公共服務介入工具機產業發展之「創造者」角色，轉變為透過法人科專計畫和
設置研發單位且配合能力建構、財政補助、契約簽訂、法規制定等政策工具的施
行，企圖降低該產業在生產和升級時所產生之風險，故可視為「助產者」角色。

然而，政府透過設立「機械工業研究所」以達成目標，但可惜的是，此時期
面對的國內工具機產業環境，是「自認製造技術及經驗皆超過研發單位的行業」，
故而未能受到業者太大的重視。機械所主要失敗的原因在於，經驗不足以及與業
者缺乏良善的溝通管道，以至於業者缺乏對其之信心。另外，此時期亦有與工具
機業者良好互動之研發單位出現，為 1983 年由台灣 15 家工具機廠商合資成立之
「中
華民國精密機械協會（CMD）
」
。CMD 透過提供精密的機械支援供應體系以改善工
具機品質問題，奠定台灣工具機業者對於精密經驗和品質控制與改良技術之相當
基礎。故 1970 至 1980 年代研發單位主要是在產品檢驗方面做出貢獻。

在不被同業認同之下，機械所也試圖找尋出路。1989 年「自動化工業技術研
68

究發展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研究結束後，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了「盟立自動化公
司」，這是第一家機械所以技術轉移而衍生出的公司。這樣的衍生公司（spin-off）
模式之基本內涵是，研究機構的人員隨同技術成果一同轉移，並成立獨立自主的
全新公司，繼續推動技術創新與落實研究成果的商品化。此時期盟立自動化公司
的成立，除了推廣和發展自動化技術外，更是為改善機械所在業者心中地位而肩
負起重大的使命。盟立自動化公司董事長孫弘回憶當年創立背景：

「其實我從來沒想過進入工業界。」……「我想了很久，這是機會也是挑戰。」最後促
成他成為領頭羊，除了張院長的信任外，更是因為過去工研院研發成果商品化在機械所
沒有很好成績，他認為要商品化需要人才移轉，於是決定身先士卒，1989 年帶領一百多
名機械所員工到產業界，於新竹科學園區成立盟立自動化公司。

113

另外，亦有機械所人員散佈於此時期創立之工具機產業企業中。例如，1986 年成
立之「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和 1987 年「鐿晴精密齒輪廠」皆有機械所人員擔
任重要幹部。然而，衍生公司是否能促使產業技術升級，以及發揮改善研發單位
和業者間關係之橋梁，尚須待後面章節做分析探討。

另一方面，同作為政府與廠商業者間橋樑之機器公會角色，除了維持在依循
政策施行，透過舉辦和參與國內外展覽會及產業競賽等，領導和管理業者朝向發
展外，亦接受機關、團體或會員的委託，進行國內外市場的調查和統計等事項，
以及促成和推進與研發單位技術合作的聯繫工作，有著擴大服務會員之作為。

在廠商業者的部分，因 1970 年代初期政府未對工具機產業提出有效的升級政
策，以及研發單位無法滿足生產需求的條件下，業者率先自行研發技術，開發出

113

陳千惠，2011，〈「竹科三十人物故事」（七）：凡事回到基本面，孫弘，從細節看到天使〉，
http://www.wa-people.com/2011/12/blog-post_01.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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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場需求之工具機產品。於 1974 年民間業者推出第一台 CNC 車床後，台灣工
具機產業開始升級。然而，大多集中在中部地區的工具機業者，也逐漸形成特殊
的產業分工網絡，1980 年代外包制新型態的生產模式更帶領起工具機產業，得以
應付國內外龐大市場需求之能力。縱使在國際競爭力激烈的狀態下，台灣工具機
於 1988 年全球產值的排名中，首度進入前十名之位置。由此看來，於 1970 至 1980
年代期間，我國工具機廠商業者依舊扮演著「領導性」的角色地位，負責引領著
產業進入技術升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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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的技術升級時期：1990 年代
序論

1990 年代台灣工具機以中低階品質機械設備為進攻市場，但因以出口為主要
發展導向，故面臨的全球經濟景氣仍牽動著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初期產值在 260
億元低檔盤旋，且成長幅度不及 5%。之後大陸和東南亞市場興起及歐美景氣復甦
等，帶動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成長幅度都在 10%以上。1995 年全球景氣活絡
起來，各國對於設備投資的需求大幅增加，產值終於突破 400 億元，成長幅度亦為
罕見。然而，1997 年後期東南亞金融風暴影響，波及全球的經濟景氣，我國工具
機產業再度陷入低潮（如圖 4-1）
。

圖 4- 1 1991-1998 年我國工具機產業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戴熒美、趙詠雪，1999，
《1999 工具機年鑑》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

由上述可看出自 1990 年起各國經濟呈現衰退現象，另一方面，於此階段初期
台灣仍受限在美國 VRA 中，故為了解決當前困境，發展歐亞市場是為我國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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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主要生存契機。其中，中國大陸市場的適時出現，大大地提供我國機械產
品出口機會。1992 年，中共召開第 14 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目的是要加快經濟改革步伐和改善產業結構。此舉動不但有助於大陸
經濟成長，同時也帶動其對於機器設備之需求。我國工具機產業注意到此巨大的
規模市場，於是積極在大陸設置外銷據點，1993 年時中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台灣
第一大出口市場。至於歐洲市場方面，1995 年歐盟施行 CE 認證制度及 ISO 9000
品質保證，114作為進口商品之限制以保護國內市場。在此之下，我國業者於 1990
年代亦努力進行研發，爭取歐洲市場之機會。115

在國內發展方面，過去我國工具機產業主要是透過進口關鍵零組件，以進行
生產和裝配工作，然而當國際經濟普遍衰退，尤其日本出現泡沫經濟效應後，嚴
重地影響了我國進口關鍵零組件價格，工具機大廠這時都出現了經營瓶頸。因此，
在進口零組件成本過高之情況下，政府和業者有了自行研發生產的作為。政府一
方面鼓勵業者自行研發，另一方面透過科專計畫等政策工具，使研發單位協助業
者達成技術移轉以提高生產技術。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研發單位技術逐漸提升，
且在中部設立服務據點，以便進一步與業者聯繫。此外，由於在台灣中部地區外
包制的生產模式已趨於普及，廠商彼此間相互合作形成一學習和分工網絡，故 1990
年代可以稱為是「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的技術升級時期」
。

114

CE 認證是歐盟國家所制定出的一種符合性產品標誌，有了此認證便可進入歐盟市場。ISO 9000
系列則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所設立
的國際標準，主要與品質管理系統有關，負責評估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對流程控制的能力，為一個組
織管理的標準。
115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1998 工具機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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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府介入升級之角色

1990 年代，政府為延續在工具機產業政策的實行成果，且因應此一時期國際
市場的環境變動，以及末期泰國引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和韓國金融危機，故此一
階段亦有重要的政策工具介入。首先，1990 年因各產業皆大致發展到成熟階段，
故廢除「獎勵投資條例」另新制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希望繼續透過租稅獎勵
政策工具的運用，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以提升競爭力。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裡，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和經濟部根據選定策略性工業六大原則，選擇我國未來十年
重點發展的十大新興工業。116其中，「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與工具機產業有密
切相關，政府運用科技專案、融資貸款等方式幫助提升發展能力。另外，1991 年
尚有「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及「鼓勵民間事業開發工業新產品辦法」兩個計
畫的實施。前者以補助條例鼓勵業者開發出新的產品關鍵性技術，最後成效共計
有 57 項機械業提出計畫，其中有 21 項是工具機、4 項控制器，以及 13 項零組件
117
和其他有關計畫； 後者則有激勵業者推行商品化之用意。

而後，經濟部工業局為了推動新興產業技術發展計畫，於 1994 年制定十項製
造業發展策略與措施，118其中又以「機械工業發展策略與措施」與工具機最為密切。
其透過鼓勵業者自行研發、技術發展與應用、人才培訓、推動自動化、品質提升、
市場開發、加強業界合作關係，以及建立兩岸合作關係等十項措施，輔導機械工
業發展。1995 年更設立「精密機械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選擇精密工具機、半導體

116

十大新興工業有：通訊產業、 資訊產業、消費性電子產業、航太產業、醫療保健產業、污染防
治產業、特用化學品與製藥產業、半導體產業、高級材料產業，以及精密機械與自動化產業。
117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1998 工具機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5-23。
118
經濟部工業局於 1994 年 10 月制定十項製造業發展策略與措施，包含：製造業、機械、車輛、
鋼鐵、資訊、電機、消費性電子、紡織、水泥、石化、通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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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設備、高科技環保設備、能源設備、微/奈米機械技術應用及相關精密組件等
為重點產業，負責研擬發展計畫並協調推動。協調工作包括：建立一完善研發體
系、改善國內投資發展環境、規劃推動產業發展策略並促成技術轉移，以及推動
國際合作與投資等有關精密機械工業發展之重要事項。在精密工具機計畫方面，
主要推動：
（一）發展關鍵零組件與精密設備之國際供應體系，以提供創新服務模
式；（二）研發關鍵技術與零組件的智慧功能與特殊優勢精密設備；（三）工具機
產業經營集團化與產業專業化。這些使得業者普遍獲得妥善之協助，如協易機械
與喬福機械申請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台中精機和艾格瑪等代表性業者打造出
具網絡監控功能之高精效智慧化綜合加工機。119

其次，繼 1983 年成立之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CMD）後，1993 年政府
與工具機業界再度集資成立了「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PMC）
。PMC 主要是傳
承十餘年來 CMD 在工具機檢驗和測試等技術成果之成就，秉持深厚的技術根基，
成為現今機器公會產業科技發展策略的重要夥伴，更是政府執行機械產業升級轉
120

型政策的工具。

然而此階段，政府介入重點慢慢從工具機整機的開發，轉向培養關鍵零組件
生產技術，目的是以減緩中日貿易逆差的逐漸擴大。以國內生產 NC 切削工具機的
成本結構來看，材料成本比重最高佔有 71%，製造費用次居（16%）
，最後才是人
力成本（13%）
，其中材料成本以國外進口之關鍵零組件比例最高，121約佔總材料成

119

經濟部精密機械工業發展推動小組全球諮詢網，http://www.moeapmid.org.tw/，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9 日。
120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官方網站，http://www.pmc.org.tw/，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5 日。
121
關鍵零組件如 PC-based 控制器、伺服馬達、空油壓元件、滾珠螺桿、精密齒輪、軸承以及驅動
器等工具機製成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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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本的 35%。 在 CNC 工具機方面，進口零組件的成本約莫佔了 60%，其中重要控
123

制系統就有 50%。 然而，我國工具機關鍵零組件主要進口市場為日本，在日幣升
值所帶來之經濟效應下，深深影響著我國工具機生產成本。

基於生產成本的提高，政府和業者認知到自行研發關鍵零組件的迫切需要。
1992 年政府規劃實行「發展關鍵零組件及產品方案」
，希望集中資源發展關鍵零組
件及產品，且在短期內取得技術投資生產，替代進口以改善產業結構（如圖 4-2）
。
而「發展關鍵零組件及產品方案」執行時，亦配合著「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
及「鼓勵民間事業開發工業新產品辦法」等計畫共同執行，針對輔導業者生產關
鍵零組件技術發揮其效力。此外，政府亦引進國外技術和資金，以促進產業升級
且協助廠商順利生產。為快速取得關鍵技術，政府便大規模地集結了研發單位、
廠商業者和公會的力量。如 1992 年開始，機械所負責執行「機械業關鍵零組件技
術研究發展四年計畫」和「精密機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前者透過自國外引進關
鍵技術，與業者共同合作開發，逐步建立起我國關鍵零組件的自給技術；而後者
則是為降低生產成本，以整台工具機生產為目標，趨向模組化、低成本化方式進
行各關鍵零組件技術研究。124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機械所為了能更加配合業者之開
發需求，於 1995 年在台中成立了「中區服務中心」
，突破前一階段與業者的互動瓶
頸，企圖拉近與同業間的距離。

122

高士欽，1999，《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學
位論文，175。
123
Chen, Liang-Chih（陳良治）, 2007,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 The case of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Taiwan.”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24
模組化生產是指將工具機分為幾個完整部分進行，而每個部分間的連結是採統一標準規格，如
此一來當一個部分需要維修或是升級，僅需更換該部分即可，而不用動用到整個機器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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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關鍵零組件及產品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
《1998 工具機年鑑》
，新竹：工業技術
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5-26。

在政府投入科技專案方面，始於 1976 年的「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至 1998 年
「精密機械技術發展研究發展計畫」
，已成立不少與工具機有關的科技專案（如圖
4-3）
，共計有 1.37 億元輔助工具機產業升級。然而，自 1990 年代起，因國內許多
產業面臨到轉型和創新升級的問題，故繼 1979 年法人科專出現後，1997 年經濟部
技術處開始推行「業界參與科技專案」（簡稱業界科專），與法人科專共同處理產
業需求。業界科專為透過政府補助促使企業願意積極投入前瞻且具高風險之技術
研發，及早進行長程的研發布局，而後發揮誘導產業研發的作用。此外，政府亦
鼓勵廠商技術能力的加值與累積、促進研發人才培養與擴散、衍生成立新事業部
門或新公司，以及創新產品研發及服務等，這些皆有助於企業競爭力的提升。125其
中，與工具機產業最為密切者為「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Industrial Technology

125

經濟部技術處官方網站，http://www.moea.gov.tw/Mns/doit/home/Home1.aspx，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5 日。
76

Development Program，ITDP）
，簡稱「大業計畫」
，藉由政府部分經費的補助，降低
企業研發創新之風險與成本，且研發成果歸廠商所有，以鼓勵業者投入產業技術
研發。

圖 4- 3 科技專案推動歷程—精密機械類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
《1998 工具機年鑑》
，新竹：工業技術
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5-4。

總述以上，政府於 1990 年代推動與工具機產業有關的政策措施包括：
（一）1990
年制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
（二）1991 年起推動「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及
「鼓勵民間事業開發工業新產品辦法」
；（三）1992 年委託機械所負責執行「機械
業關鍵零組件技術研究發展四年計畫」和「精密機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四）
1993 年成立「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
（五）1995 年執行「精密工具機發展計畫」
及成立「機械所中區服務中心」
；
（六）1997 年實施「業界科專」
。由此看來，此一
階段政府執行與工具機產業相關的政策，基本上仍是以財政補助、契約簽訂和能
力建構為主。然而，由於機械所已有完整研發設備和人才，政府便直接交由其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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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執行工具機相關技術研發和創新任務，故設立法人組織以協助該產業發展之政
策施行較少，其次是直接貸款、獎賞鼓勵與稅制支出方面政策執行（表 4-1）
。與
1970 至 1980 年代時期相較，政府行為除延續引領工具機產業發展之企圖心外，亦
認知到我國工具機產品關鍵零組件的弱勢，因此提倡創新研發計劃，且鼓勵業者
自行研究，明顯轉變為積極介入之角色。

表 4- 1 1990 年代工具機產業政策與政策工具
時期

年代

重要產業政策

政策工具

1990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稅式支出

1991~迄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

財政補助

補助款。

今

計劃

直接貸款

配合款。

獎賞鼓勵
1992

廠商

1992

台灣精品

國家產品形象獎

合作
和國
家介

1992~1996

機械業關鍵零組件
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具體作法/成效
賦稅減免、研發獎勵、融貸資金、提供補
助、技術輔導。

可優先參加政府或外貿協會舉辦之輔
導、於國內外進行推廣。

直接貸款

可以增加貸款額度。

稅式支出

可按 15%抵減所得稅。

財政補助

獎金。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能力建構

自國外引進技術，並與業者合作開發關鍵
組件，技術移轉。

入技

財政補助

經費補助。

術升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級時
期

1992~1995

精密機械技術研究
發展計畫

1990

能力建構
財政補助

年代
1993

1995
1995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
中心

以工具機為標的，採模組化、低成本方式
進行關鍵組件研究，並且技術移轉業界。
經費補助。

設立法人
組織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法人機構進行研究。

機械所中區技術服

設立法人

執行科專，技術研發，培育人才，中部地

務中心

組織

精密工具機發展計
畫

能力建構

區技術推廣。
引進國外精密工具機技術，協助廠商申請
主導性計畫。

1999~迄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

契約簽訂

政府委託業界進行研究。

今

計畫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資料來源：修改自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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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會轉為全面性服務-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1990 年代起，由於我國關鍵零組件的缺乏，政府轉向積極鼓勵業者進行產品
自行研發。在此之下，公會為配合政府政策施行和產學合作計畫，持續扮演中間
橋樑角色。此階段，政府委託研發單位負責關鍵零組件之開發，而在民間研究方
面，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負責鼓勵國內工具機業者運用設計和製造技術發展
創新產品，以提昇我國自產工具機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例如，1988 年機器公會
舉辦「第一屆工具機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
，而後在每兩年一屆的台北國際工具
機展上，撥款近 400 萬舉辦此工具機競賽，這對於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多有正面效
126

應。

此階段較為特別的是，公會角色逐漸開始從在政府管制下領導管理業界發展，
轉變為全面性服務會員性質。主要原因是，過去政府是屬於威權的體制，公會僅
是一個政策宣導的工具，而負責引導機械產業發展方向。然而，在 1987 年中華民
國解除戒嚴令，以及 1990 年起政府轉向鼓勵業者自行研發後，機器公會逐漸轉為
服務性質，為會員謀取最大利益。其中，1997 年結束了國貿局於民國 75 年委託辦
理的「工具機出口核章」及「工具機輸美設限案(VRA)」，政府與公會的關係明顯
有了變化。公會對政府的實際作為是，除了配合政策實行和接受獎勵外，亦整合
業者意見的共識後傳達給政府，並做最大程度的妥協。例如，1999 年 10 月中部地
區因 921 大地震受害嚴重，許多廠商面臨運作危機，公會積極協助會員向政府和銀
行爭取「重建專案融資」低利或無息貸款（表 4-2）
。

126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
《1998 工具機年鑑》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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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1990 年代公會與政府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互動情形

1990

79 年度全國性及工商團體工作績效，經內政部等有關單位評列為特優。

1991

80 年度工作績效，業經內政部評列為優等。

1996.2
廠商合作
和國家介
入技術升

1996.5
1997

級 時 期
1990 年代

1999.3

第 2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會員春節聯誼會假台北市中山堂召開，李
登輝總統、行政院長連戰、總統府吳秘書長伯雄…等，蒞臨致詞。
舉辦「台北國際自動化暨精密機械展」
，配合政府發展產業自動化政策。
國貿局於民國 75 年委託辦理「工具機出口核章」及「工具機輸美設限案
(VRA)」
，第 21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決議將工具機出口核章專案結案。
通過 ISO 9002 認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陳局長頒發 ISO 9002 合格證書，
由理事長陳泮滄代表授證。
中部地區 921 大地震，造成台灣有史以來最慘重的傷亡與災害，本會全

1999.10

力協助會員工廠爭取「重建專案融資」低利或無息貸款，以及工業局提
供輔導措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
械工業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然而，機器公會與業者的關係仍維持著機械產業相關資料收集、獎勵研發和
國內外參與研討會及訪問等工作。在產業發展方面，也積極代表業者向政府和研
發單位尋求輔助計畫，且聯合相關單位進行輔導事項。例如，1991 年機器公會聯
合中華開發信託中心、中國輸出入銀行及外貿協會組成「整廠聯合輔導中心」
，以
統籌辦理整廠所有的相關業務。值得一提的是，公會與國外政府和產業公會互動
逐漸密切，促成了彼此間更多的合作機會。此外，機器公會亦代表業者對外市場
爭取最大的權益。1995 年，伊朗央行積欠我國工具機業者信用狀貸款，機器公會、
中國商銀、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外貿協會及基礎法律事務所便組成談判
代表團與伊朗央行簽屬付款協議。最後，受積欠的 156 家廠商依序在 1986 年十月
前償還完畢。由此可見，機器公會於 1990 年代服務會員事項趨向全面性（表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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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1990 年代公會與工具機業者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1990.10

互動情形
世貿中心舉辦「第二屆工具機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
，計有 28 家廠
商 2 百多位來賓，共頒發 19 項獎，獎金總計新台幣 420 萬元。
「整廠聯合輔導中心」由機器工公會、中華開發信託中心、中國輸出

1991

入銀行及外貿協會聯合組成「整廠聯合輔導中心」，以統籌辦理整廠
所有相關業務。自本年 7 月 1 日正式開始運作，並於本年 8 月 29 日
完成簽約手續。
10 月 18 日~22 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出「第三屆亞洲國際生產自動化

1992

機械設備展」共有 120 家廠商參展，使用 600 個攤位，展會期間舉辦
「第三屆工具機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共有 27 家廠商 40 件作品
參賽。

1993

在大阪台北貿易中心內正式成立「台灣機械服務中心」暫調 CMD 崔
海川先生派駐，於本年 3 月 20 日赴任。
協助業者追償伊朗央行積欠信用狀貸款案，由機器公會、中國商銀、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外貿協會及基礎法律事務所組成談判代

廠商合作和

1995

國家介入技

146 家廠商將可於本年 7 月底前全部獲償；翌年元月底前另有六家廠
商全部獲償，剩餘 4 家超過一百萬元廠商，將可於 1996 年 10 月底前

術升級時期
1990 年代

表在 4 月 24 日與伊朗央行簽署付款協議。受積欠的 156 家廠商中，

獲償。
1996.4
1996.9
1996.11.11
1996.11.14
1996.11.17
1996.11.23
1997.3
1998
1999

22-28 日參加「韓國漢城工具機展」
。
9-16 日「齒輪製造業赴美參觀考察團」前往美國參觀芝加哥工具機
展，並考察歐美最新之齒輪加工設備。
捷克工具機及量測儀器公會來訪。
尼加拉瓜經濟部次長、工業司司長、中小企業商業會長拜訪機器公
會，促成合作之機會。
「工具機業赴日拓銷訪問團」進行貿易、技術合作等商談活動，並參
觀日本知名工具機製造廠。
印度工具機製造協會一行 16 人來訪，採購我國機器設備及零組件。
18-23 日機器公會與外貿協會共同主辦「第八屆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並舉辦工具機研究創新產品競賽。
「台灣工具機赴日拓銷訪問團」於大阪、名古屋各辦理與日商經貿洽
談會。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邀請日本進口商「太陽誘電株式會社」等七家
廠商來台採購機械設備，並參觀展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
械工業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總的來說，1990 年代機器公會在台灣威權體制轉型後，有了新的角色。過去，
在工具機產業尚未發展成熟且定位不明確時，機器公會為政府宣導政策之工具，

81

負責領導產業的發展方向，而後亦接受機關委託承辦相關事務，以提供貿易政策
和對外談判之依據。然而，此階段起工具機產業有了穩定的發展及目標，政府亦
鼓勵業者自行研發創新，機器公會逐漸轉向輔助產業升級、獎勵研發創新、對外
拓銷和談判，以及集合業者的共識向政府請願等服務項目，趨向全面性地服務業
者。換句話說，這樣的機器公會仍可是政府和業者間的溝通橋梁，但在配合政府
的施政下，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第三節

研發單位融入產業發展之角色-機械工業研究所、精密機械研
究發展中心

雖然我國工具機產值於 1990 年代名列世界前十之排名，但關鍵零組件仍須仰
賴國外進口。1989 年我國進口工具機零組件為 921.9 百萬元，日本是主要供應國，
進口達 601.4 百萬元，佔總進口值的 65%；1990 年進口總值 919.4 百萬元中日本佔
有 60%。1991 年起，我國工具機零組件年進口值超過十億元，日本進口所佔之比
127

率跌破 60%。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關鍵零組件仰賴日本進口有逐年下降趨勢，此與
日圓升值有密切關係。但進口總值卻呈現日益升高，其中原因在於有許多關鍵零
組件是我國尚無產製能力，必須大量仰賴國外供應，此可謂是台灣工具機自我發
展的一大困境。

基於我國工具機對關鍵零組件自我研發之需要，1992 年政府核定「發展關鍵
零組件及產品方案」
，大規模結合研發單位、公會和廠商業者的力量，企圖突破此
階段關鍵零組件發展的障礙。政府委託機械所負責執行「機械業關鍵零組件技術
研究發展四年計畫」和「精密機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前者選定與工具機相關的
127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1998 工具機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
研究所，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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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滑軌、油壓組件及內藏式主軸為重點發展項目，透過引進國外關鍵技術與業
者共同合作研發，逐步建立起我國關鍵零組件的自給技術；而後者則以降低生產
成本為目標，將整台工具機生產和設計趨向模組化和低成本化方式進行各關鍵零
組件技術研究。

另一方面，在台灣工具機業界多屬小規模企業的運作中，資金投入及電子、
電腦和機械等領域之製作知識（know-how）等條件均受到限制，故僅憑業者自身
能力仍不足以進行工具機關鍵零組件的研發工程。為此，1992 年起國內部分業者
開始保留和機械所合作參與技術開發計畫，透過業者負擔部分研發資金，待計畫
結束後再將成果移轉予業者發展
（如表 4-4）
。在 1993 至 1998 年技術移轉的成果中，
主要發展項目為伺服馬達與驅動器、主軸軸承、旋轉工作台及 PC-based 控制器等
關鍵零組件之研發。至此，可以發現機械所技術移轉的目標，已從整體工具機生
產技術轉為關鍵零組件的技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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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機械所執行工具機相關科技專業技術內容及成果（1993-1998）
年度

1993

1994

技術移轉

移轉廠商

滾齒凸輪設計軟體

潭子精機、大岡、永進、亞崴、楊鐵、台灣麗偉、匠澤

高速主軸

永進、楊鐵、台灣麗偉、潭子精機、大岡、亞崴、匠澤

高速進給

潭子精機、大岡、永進、亞崴、楊鐵、台灣麗偉、匠澤

CNC 車床自動刀塔

台中精機、東台、大岡、楊鐵、永進、台灣麗偉、潭子精機

刀庫系統

匠澤、大岡、永進、楊鐵、台灣麗偉、亞崴、潭子精機

CNC 自動換刀機構

楊鐵、永進、亞崴、台灣麗偉、匠澤、大岡、益全、潭子精機

彈性製造單元控制系統

楊鐵、永進、友嘉、遠東、台中精機

控制器軟硬體模組

沿興、長新、研華、華巨、台灣麗偉、仲成

高速進給技術

楊鐵、台灣麗偉、大立

工具機設計電腦化

台中精機、台灣麗偉、協能
（1995 年：PMC、大同、益全、凱誠）

CNC 車床自動刀塔

台中精機、東台精機

伺服馬達與驅動器

伺服馬達：野力、九德
賜福驅動器：野力、九德、微鋒、億曜、大同

1995

1996

1997

放電加工控制技術

健陞

CNC 車床自動刀塔

台中精機、東台精機、永進、見合

旋轉工作台

僑興齒輪、維昶機具廠

伺服驅動器

野力、九德、微鋒、億曜

綜合加工機自動刀庫

東台精機、高鋒、德大、吉輔、成合

平面磨床結構設計

福裕

彈性介面連結器

傑敏科技

主軸頭模組

台灣麗偉、喬福、新衛、益全

旋轉工作台

僑星齒輪、維昶機具廠

臥室刀庫系統

吉輔企業

工件交換模組

友嘉、新衛電腦機械

滾珠螺桿雷射銲接

上銀科技

伺服馬達

野力、九德

齒輪（泵）製造技術

台中全懋

線切割機放電電源

慶鴻、秀豐、美溪、健陞

彈性製造系統

中華台亞

臥式綜合加工機技術

友嘉、台中精機、大立

托版交換模組

友嘉、台中精機

PC-based 控制器

慶鴻、台中精機、友嘉、東台、健陞、台一、億曜、安利特、
秀豐、奕陞、新烽、勝傑、益全、邁鑫、揚朋、有萊、恩德

1998

控制器測試與認證

沿興、耀誠、有萊

線切割放電加工機控制

亞特、慶鴻、秀豐、健陞、美溪、奕慶

技術
操作型 CNC 銑床

益全、邁鑫、翊峰、秀豐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1998，
《1998 工具機年鑑》
，新竹：工業技術
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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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政府與工具機業者再度合作集資成立了「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PMC）」，由當時遠東機械董事長莊國欽出任董事長，其餘董事職務由一般工具
機業者與官方人員擔任。PMC 早期任務是繼承 CMD 技術，對機械品質做精密檢測
工作，期望達成一整合性的目標，包含機械、電機、電子以及電腦軟體人才的整
合，以提高工具機製造精度。然而如前述所說，研發費用投資龐大並非一般中小
企業所能負擔，故 PMC 也為廠商提供與政府合作開發關鍵技術和技術訓練的管道。
128

此外，PMC 引進工具機改良技術，配合 ISO 等制度的推行，提供業者機器設計

與製程，並且供應商品化技巧。129總的來說，這些措施對於此階段的工具機業者來
說，提供了許多實質性之輔助，彼此間的關係也相當密切。

PMC 與機械所雖為工具機業者提供產品升級服務，前者主要負責品質控管，
後者是製造技術升級。對於此階段早期的工具機業者來說，雖然兩者皆提供輔助
措施， PMC 仍比機械所更加能貼近業者的實際需求，原因在於 PMC 位於工具機
聚落鄰近位置，故能快速地解決業者的問題而發揮其影響力。為此，1995 年機械
所至台中世貿中心設立一級單位「中區服務中心」
，期望能拉近與工具機業者的距
離。

自從機械所到中部設立機構後，與業者關係非常密切。因為距離上沒有距離了，所以當
時候那個組長非常有眼光，他毅然地把那批人馬(指原機械所負責做工具機人員)從新竹
拉到台中來。…因為貼近客戶，所以他很快地和業者的想念接近。
（訪談記錄，LCS131112）

然而，繼 1989 年「盟立自動化公司」後，機械所於此時期除了將部分技術移
轉給參與計畫的廠商業者外，新技術亦會透過成立一間新的公司（即為衍生公司，
128

王振寰，2010，《追逐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台北：巨流，77。
高士欽，1999，《生產網絡與學習型區域—台中工具機產業轉型分析》，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學
位論文，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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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off）將關鍵零組件計畫之成果擴散至業界。此時期設立衍生公司的目的在於，
國內業者生產技術和設備有限，無法精確製造出品質優良的產品，故透過政府出
資，結合產、學、研的研發機制，以發展出高精度的關鍵零組件。

因為要做這樣東西的時候，它的風險性很大，就失敗的風險性很高。那國外的公司規模
很大，台灣規模都相對比較小，你要忍受到那麼長久的虧損，沒有多少家公司承受得了，
所以希望誰做？政府來做。(訪談紀錄，HJJ131015)

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前，業者因技術發展較機械所良好且頗能符合市場所需，
故業者對於研發單位推出之產品和技術皆充滿質疑，而機械所為了證明其技術能
力，便透過設立衍生公司，希望獲得業者的肯定。

事實上是這樣子，工研院最早我不知道是成文還是不成文的規定，他們在執行很大的計
劃的時候，他們會把這樣的部門 spin-off 出來。所謂 spin-off 出來是說，他們要去證
明說，他們確實有把這樣的技術能量做出來。工研院有很多啊，像台積電好像也有類似
這樣的觀念出來，當初都是這樣一些計畫，讓政府投資很大的計畫，那計畫一方面你要
去建立這樣的能力，一方面你要把這樣的能力移轉一些給企業界，等到計畫執行之後，
大概這一群人就要出來成立一家公司。那政府可能也會投資一點錢，或是工研院再從他
們的工具機裡面投資一些結構等等使它們定型。…所以，這就很弔詭，就是說很多東西
在開發的過程中會覺得說，你發展那個東西沒有用，所以業者會不會轉移你的技術？不
會啊。但工研院會覺得說我做的東西確實是有用的，那這要怎麼證明有沒有用？開公司
啊。做出商品來說，證明我是有用的。（訪談紀錄，HJJ131015）

其中與工具機最有相關者為，1993 年成立之「德星瑞迪股份有限公司」和 1994 年
的「陸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兩者皆是在「機械零組件計畫」下透過機械所新技
術而衍生創立，前者接收線性滑軌技術，而後者則是精密齒輪部分。另外，1994
年「德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機械所離職員工所設立，承接計畫研發出之工
具機刀庫技術，主要產品為各型綜合加工機刀庫模組及 ATC 換刀機構（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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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Changing 自動換刀，ATC）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衍生公司生產關鍵零組件商
品的出現，提供了我國業者減少購買進口商品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1990 年代期間，由於我國工具機產業多屬小規模經營，面對關鍵
零組件自行研發的需求，尚存在資金和設備不足等方面的困境。在此之下，政府
委託研發單位進行輔助，主要是由「機械所」和「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
」
執行關鍵零組件研發以及技術升級工作。早期雖然 PMC 因地域因素與業者互動良
好，但至後期因關鍵零組件等科專計畫的施行，以及 1995 年機械所設立了「中區
服務中心」
，便改善了與業者間的距離，為此奠定了與工具機業界的合作關係。另
一方面，為承襲關鍵零組件計畫後的研發成果，除了部分移轉給廠商業者外，更
設立了衍生公司為國內關鍵零組件的缺乏提供可能性，以減少對國外進口產品的
依賴。由此看來，研發單位此階段的角色已逐漸透過與業者密切互動，且發展理
念趨於吻合，能融入我國工具機研發創新的過程中，進而共同引領產業發展。

第四節

廠商業者之矛盾角色

1990 年代，我國工具機大致被定位在中低位品質，而美國 VRA 對於我國工具
機出口之限制，使得我國主要出口市場從美國轉向中國大陸發展。為了回應大陸
市場對低價工具機的迫切需求，成為此階段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此
時期承續 1970 至 1980 年代逐漸形成產業聚落的分工特質，將「外包制」生產模式
普及性地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的外包制工具機生產模式，發展出台灣工具機中小企
業不同於國外之產業特色。台灣中心廠與協力廠商間關係類型，既非日本式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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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從關係，亦不同於歐美利益導向的浮動關係，而是建立在對於生產技術、管
理方式、資金調度及貿易網絡等幾個企業經營關鍵要素，在不同層次上所形成的
一種「組合式」協力關係。這種協力關係的組合，又來自於「利益和人情的加權
原則」
。利益原則指的是協力廠之間在產品生產或加工的交期、品質及價格所決定
的互動可能性；而人情原則指的是在生產過程中，合乎雙方營利需求之長期搭配
所累積起來的感情連帶。然而，在動態的協力關係互動中，彼此又有相互增強或
抵消的作用。130其中，人情內含的是一種「擬似家族團體連帶」原則，從自然家族
團體連帶過渡到人為家族團體連帶，這整體擴大的家族性連帶原則把非親族分子
以親族感覺連在一起。131簡單來說，在台灣工具機產業外包制型態下，廠商間透過
親友介紹與中心廠或其他協力廠有了聯繫，而後經由長期友善配合建立起合作默
契，如此一來便更加鞏固我國工具機生產的協力網絡。另一方面，台灣人情之特
質亦可反映在此時期工具機的商品販賣上。例如，一位工具機業者回想早年銷售
情形：
「以前像我們那一代的人，是比較講人情，
『唉你這個人這麼勤勞』
，覺得被
你這個誠懇感動，『阿差沒多少錢，賀啦，跟你買啦(台語發音)』
。」132由此可以發
現，台灣人情特質亦支持著我國工具機的產業發展。

在面臨進口關鍵零組件需耗費更高成本的情況下，業者開始意識到需要建立
自行發展關鍵零組件的技術能力。1992 年開始，工具機廠商和相關模組廠商便開
始積極參與科專研究計畫，以提升發展關鍵零組件之技術。此時，台灣工具機生
產網絡裡亦出現了許多專業化關鍵零組件廠。例如，1989 年成立之「上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為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和線性模組等零組件，於 1992 年成

130
131
132

陳介玄，1994 年，
《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
，台北：聯經，39-42。
同上，199。
訪談記錄，LTG1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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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第一家通過 ISO 認證之滾珠螺桿業者後，才逐漸受到國內外市場肯定。1994
年「德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機械所離職人員所設立，提供業者工具機刀庫
系統組件。此外，尚有億川（1974）
、逢吉（1975）
、哈伯（1981）和台灣引興（1983）
等關鍵零組件廠，雖於 1970 和 1980 年代成立，但於 1990 年代紛紛獲得認證趨向
專業化發展，對我國關鍵零組件的提供有重要之貢獻。

然而，在工具機產業分工聚落的形成和專業化關鍵零組件廠的出現下，
「模組
化」的生產結構為 1990 年代後期工具機廠商業者發展之另一特色。透過模組化生
產可將工具機分為幾個完整部分進行，其中各部分的連結是採用標準規格，故當
一個部分需要維修或是升級時，僅需更換該部分即可，最後達成降低生產成本支
出的目標。這樣分頭進行的結果是，各零組件廠對於工具機模組劃分明確且有寡
占的局面出現。學者劉仁傑便指出，台灣工具機產業結合模組化技術動向以及全
球開放性趨勢，在經營結構上展現了劇烈變革，孕育出台灣強大的專業工具機模
組廠。133

此階段專業模組廠和整機廠關係呈現多元發展，隨著工具機專業模組廠逐漸
壯大，在分工網絡內可相互支援，使得整機廠可減少產品開發和上市時間，而能
專注在產品差異化的研發方面。134如此一來，中心廠與專業零組件廠間的合作，形
成彼此可共享規模經濟所帶來獲利之關係。另一方面，專業模組廠透過與整機廠
的長期互動，除了可以了解顧客需求外，更加可了解產品之特性，而有助於提升
自我設計開發的能力。135此外，由於國內以泛用型機種為主要商品，使得廠商間同
質性高，在此之下模組廠的形式可以不必是單一中心廠主導下之回應廠商，而是
133
134
135

劉仁傑，2007，〈雙波峯的成長典範 機械產業成長的引擎〉，《中衛報告》，1：53。
王振寰，2010，《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台北：巨流，78-79。
同上，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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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行對外連結貿易，促成多元性的發展。

1990 年代中期後，面對東南亞金融海嘯等國際政經情勢的波動，以及新興工
業化國家如中國大陸和韓國的興起，我國工具機再度陷於低潮局面。於此，楊鐵
於 1997 年 3 月實行了「黑鷹計畫」
，以極低之工具機價格大量販售於國內外市場。
136

探究楊鐵採行「黑鷹計劃」的背後因素，台中精機協理陳顯誠認為：

工具機產業從 1990 年代初期之後的進入門檻顯得相當低，很多新興廠商湧進來，大家為
了存活，為了有錢可賺，就想盡辦法去搶占市場，造成一個現象就是市場的產品種類重
疊性高，這樣可能會引發削價競爭，產生秩序混亂的棘手問題，在這種削價競爭或是公
司必須要有足夠營業額的狀況下，站在楊鐵公司的立場，唯有透過降低價格這種方式來
重新返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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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國內外強烈的競爭市場下，促使「黑鷹計畫」的出現，但這樣的計畫最後卻
使得我國同業間產生價格競爭，影響了整體工具機產業發展。因此兩年後（1999）
，
在工具機業者的共識下反映成本，逐漸調漲售價以保有合理的利潤，企圖擺脫黑
鷹事件的束縛。然而，
「黑鷹計劃」破壞了原有的價格機制，更造成國外市場對於
我國工具機產品的定位和評價再次降低，著實帶給台灣工具機產業深遠的影響和
警惕。

整體來說，1990 年代因我國工具機對於自主之關鍵零組件的強烈需求下，出
現了許多專業零組件廠。
「外包制」生產模式的普及使得中心廠和協力廠強化了彼
此間的合作網絡關係，培養良好的合作默契，以降低理念溝通和錯誤產品等不必
136

楊鐵公司推出黑鷹系列低價量販工具機，其中黑鷹 SML-12CNC 車床售價為新台幣 499,900 元，
外銷報價 18,178 美元；黑鷹 SMV-600 立式綜合加工機報價為新台幣 699,900 元，外銷報價為 25,451
美元。相較於美國 HAAS 公司推出的綜合加工機 50,000 美元，及日本 MAZAK 公司之立式綜合加工機
3,980,000 日圓，明顯具有價格競爭力。詳情請參考：黃楹進，2001，
《黑手大革命：傳奇的黑鷹》，
台北：聯經，4。
137
黃楹進，2001，《黑手大革命：傳奇的黑鷹》，台北：聯經，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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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產成本的支出。另外，
「模組化」可在分工網絡內相互支援，共同分享著規模
經濟所帶來的利潤，形成此階段工具機廠商業者發展的特色之一。其中，由於業
者間生產商品同質性高，中心廠和協力廠亦出現了非單一之連結關係，專業零組
件協力廠透過與中心廠的互動，逐漸有能力向其他中心廠和相關產業貿易商搭起
新的連結。另一方面，在此階段後期，也因國內產品同質性高造成競爭激烈，加
上經濟發展不穩定的情況，楊鐵當務之急便推出「黑鷹計劃」
，以極低價格銷售全
球市場。然而，此計畫最後卻以失敗收場，使得我國工具機產品定位和品質再度
受到質疑，造成深遠的影響和警惕。為此，可認為廠商業者此階段於台灣工具機
產業發展扮演著矛盾的角色。

第五節

小結

1990 年代，我國工具機品質定位大致是處於中低階層，而價格低廉為主要競
爭優勢。在國際政經情勢激烈轉變的情勢下，我國工具機的出口市場第一大國家
已從美國轉為中國大陸，此是因中國大陸為甫開發中市場，對於便宜且低階工具
機有著迫切需要，故成為此階段我國產業重要的發展動力。另一方面，因日幣升
值，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體認到自行發展關鍵零組件的迫切需求，
故在此時期，四個工具機產業主要行為者皆有著明顯作為及轉變。

首先，政府大範圍地選定重點發展產業，其中將工具機產業納入在「精密機
械與自動化工業發展」內，透過融資貸款和研究計畫等政策工具，輔助工具機產
業達成各項產品創新和技術能力提升的目標。政府亦設立並委託法人機構，協助
業界做品質控管或研發創新等工作，如 1993 年成立之「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PMC）以及機械研究所。而 1995 年機械所於中部設立服務中心後，開始與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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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理念之結合，彼此逐漸增加合作機會且互動關係良好，共同融入至發展台灣工
具機產業的目標中。由此可知，1990 年代政府為保護工具機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
發展，除委託研發單位外亦積極鼓勵業者自行創新研發，使得政府在降低該產業
生產時可能風險的過程中，以更多的方式輔助其之順利運行，而扮演著「助產者」
和「耕耘者」之角色。其次，在政府趨向民主體制以及鼓勵業者自行發展關鍵零
組件的政策下，機器公會逐漸有了更多自主性，企圖全面性服務工具機會員之發
展。最後，廠商業者於此時期以「人情」鞏固了「外包制」和「模組化」生產模
式的運作，發展出不同於其他國家之產業特質，以引領我國工具機具有國際競爭
力。然而，此階段業者為發揮「物美價『極』廉」的銷售策略，反而導致國內市
場惡性競爭，最後遭致國際對於我國工具機產品產生質疑之局面。

總的來說，1990 年代與 1970 至 1980 年代相比，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
業者彼此間已有緊密地聯繫和互動。政府透過機器公會的聯繫、融資貸款、獎勵
制度，以及委託研發單位進行研發而與工具機業者有實質連結關係。其中，特別
是研發單位的融入，大大地改善了與業者的關係，得以明確地解決業界所需。機
械所關鍵零組件計畫後，技術所衍生之公司於此亦提供業者良好之協助，強化了
我國工具機產業分工網絡。另一方面，機器公會的自主性提高和服務範圍廣泛，
給予工具機業者和整體產業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廠商業者雖因低價競爭，使得我
國工具機定位產生疑慮，但業者間形成的穩固合作關係，著實引領著台灣工具機
產業發展獨有的生產特質，且具有國際競爭力。因此，1990 年代也可以說是政府、
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間共同積極促進台灣工具機產業技術升級之時期。

92

第五章 台灣工具機產業轉型發展時期：2000 年迄今
序論
2000 年起，全球 IT 資訊（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3C 產品消費（Computer
& Communication & Consumer electronics，統稱 3C 產品）與汽車產業的蓬勃興起，
帶動了台製的機械設備又一次可嶄露的機會。首先，於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中，
對科技運用之技術更新速度極快，故手機和電腦等資訊產品淘汰率和替換率高，
而為回應市場大量且快速的需求，促使了工具機產業持續投入生產行列。其次，
在汽車產業方面，許多開發中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南非、土耳其、印度和中
國大陸等，都對國外汽車在當地銷售使出高自製率的限制，導致美國和日本等國
外汽車大廠必須於當地設廠組裝汽車以符合規定。而這些汽車大廠的進入，帶動
了當地汽車零組件加工業的興起。但由於這些開發中國家內部零組件加工業薄弱，
台灣工具機精度已達到一定的水準，售價又相較日本和德國機種便宜，有物美價
138

廉的特性，恰好符合其需求， 故而再次激起台灣工具機產業之成長。

然而，除了汽車產業外，機車和自行車產業對於關鍵零組件的需求，亦帶動
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例如，台灣自行車產業組成 A-TEAM 聯盟（台灣自行車協
進會）後，在巨大、美利達等兩大成車廠帶領下，有著穩定和良好的發展，帶動
著其協力體系廠商持續購進高價工具機，以生產出更高精度、更佳性能的自行車
零組件，來滿足整車廠擴大生產高檔自行車所需。為此，因對於高階工具機的需
求激增，與自行車產業有長期配合關係的台中精機便隨之受惠。另外，東台公司

138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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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搶攻高階汽機車零組件市場，亦推出高階工具機以符合需求。

由上述可以發現，2000 年迄今，在半導體、電子、資訊和汽、機與自行車等
產業需求促成下，使得我國工具機再次有了發展空間，而在國際市場的產值和出
口值也保持在良好排名（如表 5-1）
。

表 5- 1 2001 至 2012 年台灣於全球工具機市場產值和出口值排名
單位：百萬美元
年

產值

排名

出口值

排名

年

產值

排名

出口值

排名

2001

1,635

6

1,357

5

2007

4,492

6

3,465

4

2002

1,775

6

1,445

5

2008

4,807

5

4,761

4

2003

2,111

5

1,674

4

2009

2,419

6

1,700

4

2004

2,884

5

2,251

4

2010

3,912

6

2,961

4

2005

3,394

6

2,654

4

2011

5,241

6

4,000

4

2006

3,841

6

2,961

4

2012

5,340

6

4,236

4

資料來源：劉信宏，2010，
〈2011~2015 年台灣工具機在全球市場發展潛力分析〉
，IEK 情
報網，http://ieknet.iek.org.tw/BookView.do?rptidno=962012065，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7 日；
劉信宏、鄭文嘉、白忠哲、戴熒美、陳家樂，2010，
《2010 機械產業年鑑》
，新竹：工業技
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6-4、6-7；黃建中，2013，
〈2012 年工具機產銷年度統
計〉
，http://www.tmba.org.tw/type3_show_detail.asp?1125,24,5,1，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7
日；作者整理。

儘管如此，從表 5-1 亦可以發現的是，我國工具機出口值約佔總產值逾八成比
例，顯示台灣工具機產業是以出口為發展導向。這裡主要因素是，台灣境內沒有
如美國和日本等國家有著龐大內需市場支持工具機產業的發展，且我國半導體和
汽車產業又多半是使用進口工具機進行製造，如 2005 年分別佔了台灣工具機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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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富安，〈工具機大廠 搶車輛零組件商機〉，中時電子報，2013 年 7 月 8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3936+
122013070800334,00.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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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 50%和 10%。 由此可知，國際外銷市場是台灣工具機產業重要的發展來源。
然而，在國際情勢中，先進工業國家已率先進入高階工具機生產，新興工業國家
也於低階工具機市場中，不斷地影響我國工具機產業在國際中的地位。例如，韓
國工具機產品仍不及日本及德國等高品質水準，但境內發展汽車和資訊產業規模
強大，且韓國政府積極鼓勵這些產業大量使用自製的工具機進行生產。在此之下，
韓國工具機在 2006 年的產值首度超越我國，成為全球工具機市場中第五大的生產
國；於 2012 年更超越義大利，是為全球第四大工具機生產國。另一方面，中國大
陸一直是我國工具機出口的第一大國，於此階段也成為全球第一大工具機生產與
消費國。141但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卻面臨了產能過剩的危機，雖然境內同時在進行
以進口替代扶植國內精密機械產業之結構升級工作，但其進口產品趨向高端產品
142

143

為主， 進而對我國中低階工具機的需求逐年降低。 因此，為擺脫此時期國際發
展困境，台灣工具機必須快速進入轉型升級的階段，朝向高附加價值的高階工具
機邁進，進而維持國際競爭力，故 2000 年迄今稱為「台灣工具機轉型發展時期」
。

第一節

政府直接鼓勵發展之角色

在 1990 年代中期，台灣工具機產品在國外消費者眼中，大致被定位為中品級
或中低品級，且產品同質性高及價格競爭激烈。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前有
日本、德國、義大利、美國等工業先進國家，已率先發展工具機高速化、高精度、

140

財團法人工具機發展基金會官方網站，http://www.tmtf.org.tw/chinese/，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3 日。
141
劉世忠，2008，〈機械之母工具機產業概況〉，《產經資訊》，69：21。
142
以 2013 年前六月中國大陸進口工具機年增率來看，其總進口衰退了 16.7%，其中自台灣進口的
衰退了 15.0%，然而唯一呈現逆勢成長的是德國進口產品，逆勢成長了 16.3%。
143
葉立綸，2013，
〈工具機產業面對中國大陸結構調整下的新思維〉
，
《機械產業—撥雲見日，再創
台灣精密機械產業新契機秋季研討會》
，10 月 29 日，新竹：IT IS 專案辦公室、工業技術研究院產
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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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複合化及系統化的技術，而後又有南韓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的改變，使
得在此國際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不得不往高附加價值產品
進行研發。為此，2000 年起，政府推動工具機產業朝向高品質化方向發展，主要
政策措施有：
（一）
2002 年 5 月，公布執行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2002~2007）
」
；
（二）2003 年起的「整合性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除此之外，因中國大陸為我
國工具機主要出口市場，故政府於 2010 年與中國大陸簽訂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
」中，亦將台灣工具機部
分產品納入早收清單，以降低出口之關稅。

在「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以「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與工具
機產業最為相關。目的是透過成立各種創新研發中心，藉以與全球研發資源接軌，
進而提升產業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在既有中部工具機產業聚落體系基礎下，2003
年執行「中部精密機械創新研發社群計畫」
，透過結合工研院機械所、金屬工業發
展中心和精密機械研發中心等研發法人單位及工具機相關業者的技術能量，建立
精密機械創新研發社群，帶動機械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如表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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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中部精密機械創新研發社群
內容

項目
目的

整合中部研發資源，催生精密機械產業群聚形成，培育新創產業，促成新興公司創
設與傳統產業轉型。


本計畫以推動精密工作機械、精密模具、奈米級生物機械創新研發社群，以及
創新研發社群知識服務體系為導向。

內容



短期目標為創造及支援新興的 3C 及光電產業的發展，提供其設備需求。



中長期目標針對奈米與生物機械的發展，提供其技術與設備的技術支援，以建
立新興產業芝精密機械製造能量。

作法



推動精密工作機械、精密模具創新研發社群



推動精密零組件研發聯盟



推動整合性業界科專計畫或研發聯盟



精密機械知識整合智庫



政府已於 2002 年利用科發基金，委託工研院及金工中心建置涵蓋知識庫、技術
常見問題(FAQ)項目之基本平台，整合國內廠商技術供給及技術需求相關資訊。

推動現況


績效指標

已促成線性工具機業者聯盟成立，申請業界科專計畫。

精密工作機械創新研發社群，促成 100 家業者加入社群，輔導廠商提出四項整合性
業界科專計畫；完成 50 種以上關鍵機型研發上市。

註：此表僅列出與精密工作機械相關之作法、推動現況和績效指標。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2003，
《2003 機械產業年鑑》
，新竹：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6-2-5。

另一方面，我國機械廠商約有 1 萬 7,500 家，主要經營型態為員工規模小於 100
人的中小企業，比例約佔有 98.5%以上。其中，以加入機器公會的 456 家工具機廠
來看，資本額在 4,000 萬元以下的廠商即佔 85.5%，員工數則多集中於 30 人以下，
佔有 59.0%的比重，可見中小企業仍維持著業界的運作。144然而，廠商欲達成轉型
的目標，也受限於研發能力、成本與財務規模等因素。為此，政府亦持續推行「業
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以業者提出所欲之技術研發企畫，由政府負擔部分經費，
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帶領工具機產業發展。

由於自 2000 年開始，高速切削之相關技術蓬勃發展，高速加工機技術已是主
144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2003，《2003 機械產業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
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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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全球市場需求趨向具有高速度、高精度及可對應長行程等特性的線型馬達驅
動系統發展。2000 年經濟部技術處委託機械所執行「精密機械技術開發計畫」
，自
德國 DARMSTADT 大學引進線型馬達驅動高速進給技術，以投入高品質及高性能
的工具機研發工作。2001 年 12 月經濟部林信義部長主持的工具機產業發展座談會
時，也提出經濟部工業局和技術處將運用「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業界科專
計畫」
，結合國內外相關單位輔導業者，加速研發前瞻先進工具機產品及關鍵零組
件，如線型馬達工具機、綠色工具機等，以提升我國工具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2003 年 2 月終於通過業界科專審查，由東台精機、台灣麗偉、永進機械、毅強企
業、大立機器、高峰工業、慶鴻機電、主新德、台灣引興等 9 家業者，結合台大、
清華、中正、成大 4 所大學，以及工研院機械所、精機中心兩個法人研發單位共
同組成「先進線型工具機技術整合性計畫」研發聯盟，開始分工發展不同特色的
先進線型工具機技術。其中最大的特色為，藉由市場與技術之差異化進行廠商間
的水平整合，或是中下游相關廠商的垂直整合，以產品的差異性來區隔目標市場，
最後達成共同進行研發之目標，以帶動工具機產業升級。145另一方面，產、學、研
的整合及共通性核心技術的引進，各廠商可發展各自不同領域的製程技術。總的
來說，此計畫是國內機械產業第一次最大的整合性業界科專，其所建立的完整研
發制度與產業秩序，對於產業影響性重大。146

有鑑於「先進線型工具機技術整合性計畫」研發聯盟的成功案例，2005 年經
濟部次長施顏祥在參加台灣國際工具機展時強調，經濟部已擬定「高品質工具機

145

彭靖瑀，2005，〈從 B 到 A+技術水準與德日同步-線型工具機整合型計畫交出亮麗成績〉，《技術
尖兵》，124：18-19。
146
劉玉珍，2005，〈機械業研發聯盟開花結果〉，《工業雜誌》，
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9410-427-10，檢
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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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倍增計畫」
，將補助研發經費，協助業界以科專計畫或成立研發聯盟方式發展
147

。，
我國高階工具機。 為此，2006 年 8 月再次推動「車銑複合工具機研發聯盟」
其中，包含程泰機械、台中精機和大立機器等三家整機廠，以及日紳、德大、協
銳和寶元等四家協力廠商，結合中興、中正兩所大學和機械所的力量，共享車銑
148

複合主軸、高剛性結構等關鍵專利技術，以建構供應體系及國產最適合機型。 2010
年亦有「高節能放電加工機研發聯盟」、「Ａ＋旗艦型線切割技術研發聯盟」、「高
速銑車五軸加工機技術開發計畫研發聯盟」、「新世代五軸工具機技術研發聯盟」
等計畫施行。由此看來，政府逐漸透過結合各工具機同業之力量，成立促進技術
發展的研發聯盟，朝向工具機產業轉型升級目標前進。

此階段，政府亦以投資企業的政策工具，協助機械所移轉人力和技術至民間
成立工具機企業。例如，2005 年 6 月成立於台中的「日紳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
其移轉自工研院長久研發的高速主軸之相關技術成果。而公司內部的技術團隊，
幾乎為原工研院高速主軸計畫下之研發成員，擁有專業的經驗及良好的團隊默契，
成為台灣工具機產業中高品質、高精密的主軸專業製造廠。然而，這裡令人好奇
的是，在經過七年的期間後，於 2012 年 12 月為美國賽特克公司（Setco Inc.）所收
購合併（詳細待後面章節分析說明）
。由此可初步認為，在我國工具機產業中，政
府輔助新創公司之運作，僅於成立之經費提供。

2009 年，我國政府鑑於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逐漸和東協國家簽屬經濟合作
協定，為避免台灣遭邊緣化的經濟危機，且因關稅減免導致台灣產品被東協國家
所取代等因素，便積極和中國大陸商談貿易協議。翌年，雙方簽訂「兩岸經濟合
147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30。
機械工業雜誌編輯室，2007，〈科技專案研發有成 工具機精細加工技術展露鋒芒〉，《機械工業
雜誌》，2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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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架構協議（ECFA）
」，主要內容為兩岸約定關稅減免，以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然
而，比照 WTO 規定經濟合作協議必須達到九成雙方貿易產品的免關稅，在此之下，
台灣和中國大陸亦有分期達成之默契。在第一階段「早收清單」中，台灣輸往中
國大陸免關稅產品包含了石化、機械、紡織品及汽車零配件等產業。其中，有部
分工具機商品被納入，但我國主力「綜合加工中心機」卻被排除在外，成為我國
早收清單中最大的缺憾。

綜合以上，政府於 2000 年起為達成我國工具機產業轉型升級之目標，在政策
工具上有顯著的效用和轉變。主要是透過成立研發聯盟以建構能力，且配合契約
簽訂、財政補助和組織聯盟等政策工具，同時亦結合投資企業、獎賞鼓勵和公共
服務等方式，介入工具機產業發展過程（如表 5-3）
。雖然投資企業的政策工具，
近年來因經營和效益問題，使得發展不如預期，但總的來說，與前三個發展階段
相比，除了委託法人組織執行工具機研究計畫和科專計畫外，在業者能力建構和
財政支援方面，亦投入重要之貢獻。2010 年 ECFA 的簽訂，也使得我國工具機產
品出口至中國大陸享有部分免關稅之優惠。政府透過結合了產官學研間之合作，
直接性地支持和輔助業者進行技術創新的研發工程，成為此時期扮演促成工具機
產業轉型之角色。就如一位業者口述的：

我覺得最近一、二十年來他投入不少，如果說早期人家在抱怨這廣泛的機械業，政府是
比較忽視的，我覺得這十幾年來政府是有貢獻在這上面的。他用各種計劃，如輔導性、
科專阿這些計畫在扶植。他確實是投入了。（訪談記錄，LCS131112）

表 5- 3 2000 年起工具機產業政策與政策工具
時期

年代

重要產業政策

政策工具

台灣

2000

精密機械技術開

契約簽訂

100

具體作法/成效
委託機械所。

工具

發計畫

機轉

2001 年精密工具

型時

2001

機記關鍵零組件

公共資訊

提出整合工具機產業研發資源的構想。

能力建構

2003 年輔導廠商達 23 家次。

畫（1/4）

契約簽訂

委託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中部精密機械創

能力建構

整合相關研發法人。召集相關連的上、中、

新研發社群計畫

組織聯盟

下游廠商形成機械研發社群。

契約簽訂

委託法人組織、業界、學界進行研究。

先進線型工具機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技術整合性計畫

能力建構

研發高階工具機。

組織聯盟

產學研整合聯盟。

能力建構

輔導廠商達 18 家次。

契約簽訂

委託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期

產業論壇會議

2000

綠色工具機關鍵

年代

2003

~迄
今

2003

2003~2005

技術輔導推廣計

NC 工具機技術提
2004

升輔導推廣計畫
（4/4）

2005

機械所衍生「日紳

政府投資

精密」

企業
契約簽訂

2005

2006

2006
2006

2006~2008

2007

擬定「高品質工具
機產值倍增計畫」

能力建構

機械所移轉人力、技術
委託法人組織、業界、學界進行研究。
研發臥式加工機、線性馬達高速工具機、車
銑複合機等 3 款高階工具機。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精密機械技術研

能力建構

委託案及工業服務 10 項、技術移轉 16 項

究發展四年計畫

契約簽訂

委託機械所。

（3/4）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高品級工具機發

能力建構

展計畫
台灣精品選拔

契約簽訂

輔導廠商發展臥式綜合加工機、工具機關鍵
零組件。輔導廠商達 30 家次。
委託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獎賞鼓勵
契約簽訂

委託法人組織、業界、學界進行研究。

車銑複合工具機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整合性計畫

能力建構

研發高階工具機。

組織聯盟

產學研整合聯盟。

精密機械技術研

能力建構

委託案及工業服務 9 項、技術轉移 14 項。

究發展四年計畫

契約簽訂

委託機械所。

（4/4）

財政補助

研究經費補助。

與中國大陸簽訂
2010

「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

外交貿易

將部分工具機產品免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
場。

（ECFA）
」

資料來源：修改自何翊寧，2007，
《產業升級與公共研發機構—以台灣工具機產業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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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會全面性服務角色-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工具機暨
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2000 年起，因出口外銷是為我國工具機主要發展市場，故此時期台灣工具機
產業主要的成長目標，在於縮小與先進工業國家間的產品品質差距，且拉開與中
國大陸和南韓等新興市場國家同等級商品之競爭。在此之下，提升國際競爭力及
享有更大的銷售版圖，為此時期必須具體實踐之重要策略。其中，作為工具機業
者最大共識決之公會，扮演著顯著且多重的角色，一方面需對內為業界向政府爭
取最大的權益，另一方面亦要積極對外向國際市場進行拓銷，以維持我國工具機
產業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2007 年終於在台中地區成立了專屬於工具機產業的公會機構
--「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主要成立原因在於，工具機廠商業者多半集
中在中部地區形成一台中聚落，是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之重鎮。然而，設立在北
部地區之機器公會，對於多數中部工具機業者聲音，較無法全面顧及且未能及時
回應。另一方面，中部工具機業者認為，機器公會收入、業務及會員，有七成是
來自工具機及零組件產業，但這卻只佔總席次的三分之一，且一般決策並非由工
具機產業主導。為此，2007 年中部業者決意成立「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
並由程泰機械董事長楊德華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目的是就近服務大多數工具
機業者，以推動台灣精密機械產業的轉型升級。但此公會設立並未獲得機器公會
之認同，兩公會間多存有芥蒂。例如，2008 年在商討隔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時，機器公會率先發表將自行辦理展覽相關事項；而後，2010 年工具機暨零組件
公會亦首度於中部舉辦「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形成南北分庭抗禮之局面。在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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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抗衡的情況下，大多的工具機業者會選擇皆加入參與，以多方保障自身的權
益。

我有兩個，都有參加。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我有參加，因為那個必要參加，因為我自己
本身就是工具機成員。機器公會，也是一定要參加的，因為那個不參加的話，每兩年有
一次的展會，都是要透過公會舉辦的國際世貿展，是由公會在策畫和宣傳，對國際間的
宣傳。所以一定要參加那個公會，我們才可以取得出去和參展的機會。（訪談記錄，
LTG130829）

此時期機器公會和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負責事務皆延續著 1990 年代公會的角
色扮演，與政府的基本關係是接受官方表揚、政治人物出席重要展覽會，以及在
大方向政策施行下，針對機械產業提供直接性的協助。例如，2003 年 6 月召開之
「智慧型自動化座談會」
，以結合產官學研界之技術和知識力量，帶領台灣工具機
產業發展；2010 年 ECFA 簽訂後，公會亦協助工業局舉辦原產地證明書說明會，
149

促使產業了解 ECFA 臨時原產地規則及如何聲請原產地證明書等相關事項。 除此
之外，此期間公會角色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其已非在政策施行下「必須」遵守執
行，而是在決定政策時，可代表會員意見享有談判空間。這裡最具代表性案例為
2010 年 ECFA 簽訂前後，公會與政府官員進行協商討論。由於我國政府赴 ECFA
的談判人員，大多對於工具機產業未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政府透過舉辦公聽會，
收集產業對開放大陸市場之需求，以及產業公會詳密之資訊分析，進而利於談判
和評估。在此之下，公會亦代表全體會員爭取納入至早收清單中的項目，目標是
達成所有出口至中國大陸之工具機產品免關稅（表 5-4）
。

149

ECFA 臨時原產地規則，由於列入 ECFA 早期收穫計畫之貨品項目必須是原產於雙方，方可適用優
惠關稅待遇，故有制定臨時原產地規則之必要，目的是以確保該等優惠待遇不為不具資格之第三國
濫用；原產地證明書則為證明貨物產地或製造地的文件。詳細請參考：ECFA 官方網站，
http://www.ecf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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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2000 年起公會與政府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互動情形

200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頒發本會 ISO 9001:2000/CNS 12681 品質管理系統證
書。

2003.3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總統陳水扁參加開幕典立即參觀展覽。

2003.6

召開「智慧型自動化座談會」
，盼集中政府及各研究單位力量，使「智動
化」成為科技專案與台灣各界努力目標，提升國家競爭力。

2003.8

內政部評為全國性社會暨職業團體工作評鑑的優等團體。

2004

內政部評鑑為 92 年全國性優等團體獎。

2008

經濟部國貿局居間調商機器公會和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兩方舉辦「台北
國際工具機展」之相關事宜。最後協議由機器公會主辦，工具機暨零組

台灣工具
機轉型時
期 2000 年
迄今

件公會協辦。
2009

經濟部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方案」
，陸續透過公聽會和研討會，
與產業公會和業界進行意見交流。

2010.1

工業局委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舉辦「ECFA 早期收穫清單公聽會」
。工
具機暨零組件公會提出，主管機關應注意北中南業者差異，可多透過舉
辦公聽會說明，以降低其中異議。

2010.6

ECFA 早收清單在簽訂前最後一刻將部分工具機產品納入，而我國主力
綜合加工中心機卻遺漏在外。公會期許於下一次 ECFA 談判，我國政府
可強力協助工具機產業出口至大陸市場免關稅。

2012

經濟部委託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和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ECFA 貨品
貿易協議公聽會」
，以聽取產業界聲音且表達需求與反映調降關稅的具體
項目。公會亦參與其中，表示近來韓國利用匯率與 FTA，恐將侵蝕我國
際市場，希望 6、700 項工具機與機械設備，能夠儘速降稅，以利出口到
大陸。

資料來源：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械工業
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作者自行整理。

另一方面，與業者互動關係，也由「領導」工具機產業發展，轉換以全面性
地「服務」工具機業者為主要目標。此階段具體作為包含：
（一）透過與國外公會
和外貿協會合作，以及教導業者設立國際網站，協助會員開拓海外機械市場；
（二）
舉辦精密機械展，表現專業化和國際化；
（三）帶領國內工具機業者赴外拓銷，並
參觀知名機械工廠；
（四）舉辦「機械論壇」
，以落實知識經濟；
（五）赴國外進行
交流，亦負責接待國外公會和業界等至我國參訪（五）代表全體會員向政府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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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 ECFA 早收清單中的項目，以降低出口關稅。由此可以發現，為促使我國工具
機產業更為國際化和專業化，公會更擴張為業者提供了國際網站架設和機械論壇
等服務，以更完整地服務業者之需求（表 5-5）。因此，可以說此時期的公會角色
已承接了工具機業者除個人化以外之相關事務。

我們去尋找大家最大的公約數，
「共服」去做一個東西。同樣地，對政府的政策反應的時
候，我也會去找同樣的聲音，比較支持的那一面看法是怎麼樣，比較不支持的那一面看
法是怎麼樣，希望去做政策上更細部的調整。公會真正去做的是一個「妥協」的概念，
想辦法去滿足他會員各方面上的需求，也就是除了太 personal 的服務我沒辦法做以外，
其他理論上來講我都該去做到。（訪談記錄，HJJ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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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2000 年起公會與工具機業者互動情形
時期

年代
2000.2
2000.5
2000.10
2000.10

開拓海外機械市場。
「台北國際自動化際精密機械展」，展示專業化與國際化產品。
台灣工具機業赴日拓銷考察團，參觀「日本國際工作機械展」和日本
牧野機器、東芝、FANUC 等三家工廠。
協助會員建置專屬雙語廣告網站，以開拓國內外之機械設備市場。
赴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機械拓銷團，於各國辦理貿易洽談會。

2003

舉辦「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2004
台灣工具
2004

期 2000 年
迄今

提供會員名錄予外貿協會製作，
「台灣網址名錄」之創刊號，協助會員

2002

2003

機轉型時

互動情形

2005
2005
2006
2009
2009
2010
2010.11

首場「機械論壇」，主題為「研究發展與技術創新」，目的是落實知識
經濟。
舉辦「台北國際製造技術亦設備展覽會」簡稱 MT 展，是由台北國際
自動化際精密機械展覽會改名、轉型及擴大辦理的展會。
舉辦「機械業申請國防工業訓儲軍士官員額協調會」
，以協助會員廠商
爭取科技人才進入機械業。
辦理「2005 年機械業赴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機械拓銷際策略聯
盟團」
舉辦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於台中地區成立了專屬於工具機產業的公會機構--「工具機暨零組件工
業同業公會」
由機器公會主辦「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協辦。
協助業者技術合作及引進，並針對會員所提之技術合作項目，找尋適
合之技術人才。
公會代表會員向政府反應 ECFA 出口商品至大陸市場之訴求。
由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首度於台中舉辦「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中部業
者反應熱烈。

2012.11

舉辦「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2013.3

舉辦「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資料來源：鄭祺耀、許淑玲，2005，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的演進〉
，載於《機械工業
六十年史》
，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作者自行整理。

總的來說，與過去階段相較，公會角色於 2000 年起負責事務更為廣泛，包含
加強行銷和貿易推廣、與海外主要工具機同業公會進行交流、整合業界共識向政
府提供建言、人才與技術人員的培育和訓練、協助業者國際網站架設，以及舉辦
技術論壇等等，這些實質地扶植我國工具機業者提升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然
而，可惜的是，機器公會和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間的爭執，使得工具機產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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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情況。雖然分裂的局面並沒有嚴重地影響我國工具機產業的發展，但機器
公會豐富的經驗，以及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即時的服務，各自所擁有之優勢未能
緊密地結合，以共同服務產業快速轉型之發展，便成為此階段公會角色美中不足
之處。

第三節

研發單位促成廠商合作角色-機械工業研究所

自 2000 年起，可以發現國際間已有許多大廠廣泛使用線性馬達於各新機型技
術開發中。例如，在近年來的國際工具機展，德、日等先進工業國家皆有線型馬
達工具機相關機種的推出。線性馬達主要應用於工具機驅動系統中，取代傳統以
滾珠螺桿配合伺服馬達驅動的進給方式，將具有高精度、高表面光度和高效率等
優點之高速切削加工技術導入發展，以提高工具機切削效率與精度，成為工具機
150
技術發展的主要架構。 然而，我國工具機產業意識到此發展潮流後，為突破線型

馬達之應用技術，經濟部技術處於 2000 年便委託機械所執行「精密機械技術開發
計畫」
。透過德國達姆城大學（Darmstadt University）線型馬達驅動高速進給技術的
轉移，以投入高品質及高性能的工具機研發工作。隔年，在台北工具機展中，展
出了台灣首台的立式線型馬達綜合加工機，進給速度可達 120m/min，加速度 20m/s2，
最大工件承受重量 800 公斤。而後，此技術又衍生開發出國內第一台商品化線型龍
門高速加工機，顯示出機械所在高速加工技術方面的一大突破。151由此亦可以發現，
機械所再度提升對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之貢獻。

在機械所與工具機廠商業者互動方面，由於 1995 年機械所於中部設立服務據
點後，兩者互動關係密切，機械所也逐漸成為台灣工具機產業技術學習過程中的
150
151

張恩生，2005，〈線型工具機之技術發展與應用〉，《技術尖兵》，130：28-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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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機構。其中，機械所透過與業者相互合作學習到工具機實作技巧和技術；另
一方面，機械所的研發實力提升，穩固了業者與其合作之信心，甚至在資金和時
間限制下，業者遂利用機械所的研發能力，將技術委託進行開發工作。

假設我一個科專計畫，我們要發展一個新的技術，那個技術是我們不擅長的，可是工研
院有阿，那我就跟你合作嘛，我就轉委託。比如說一百萬給你，我寫在計畫裡面，那他
的特色就出來啦。…就是說我們自己發展技術，第一個我有時間的壓力，第二個我有人
員的壓力。那工研院有技術阿，那我為什麼不直接交給他們？！所以為什麼我們和工研
院合作很密切的原因就在這裡。（訪談記錄，LCS131112）

機械所與業者良好的互動關係，事實上也促成扮演整合工具機廠商間合作之
重要角色。由於 2000 年起線型工具機的發展趨勢，其中關鍵技術繁多且困難，152而
我國工具機產業普遍規模小，內部研發能力也較缺乏，自行發展技術有一定的難
處。為此，國內主要工具機大廠如台中精機、永進和慶鴻等公司率先注意到，若
結合起各廠商業者的力量，成立一個可相互交流且共同分享著政府資源之研發聯
盟，應當有更為良好的產業發展。然而，欲促成市場內競爭廠商的合作關係，形
成另一個問題所在。在此之下，因科專和研發等計畫施行及地理位置改善，已與
各業者建立良好互動合作之機械所，自然地承擔起這重責大任，負責成為競爭廠
商間合作之橋樑角色。於 2003 年成立「先進線型工具機產業研發聯盟」
，這是台灣
工具機產業發展史上最大型的研究計畫，也是機械所首次積極地促進國內工具機
廠商業者結盟關係。153而後因此研發聯盟發展順利且成效良好，各工具機業者透過

152

線型工具機有七個重要關鍵技術：（一）高剛性輕量化結構設計技術；（二）線型馬達近給設計
技術；（三）高速主軸技術；（四）高速高動態響應控制技術；（五）線型馬達同步控制技術；（六）
線型馬達溫升熱補償技術；
（七）高速氣壓配重技術。詳情請參見：張恩生，2005，
〈線型工具機之
技術發展與應用〉，《技術尖兵》，130：28-29。
153
陳良治，2012，
〈國家與公共研究機構在產業技術升級過程中的角色及演化：台灣工具機業〉
，
《人
文與社會科學集刊》，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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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合作都能相互滿足所需，故 2006 年及 2010 年皆有相似的研究計畫， 以成立工具
機同業之整合性研發聯盟促進技術成長。

目前他的角色也已經改變，以前是我台中精機去爭取科專計畫，然後我把一些技術不成熟的去
委託他們做。那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他發現有些計畫是我們可以做的，然後他就去找幾家業者一
起來共同申請。（訪談記錄，LCS131112）

2000 年起的機械所除了將研究計畫後的成果移轉給所需的廠商業者外，更重
要的是，其延續了 1990 年代 spin-off 的機制，透過成立一間新的企業公司，妥善地
將研發出的新技術廣泛運用在工具機產業中。例如，2005 年 6 月由政府投資成立
於台中的「日紳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便是高速主軸計畫下的產物，內部的技
術團隊幾乎為原計畫之研發成員，擁有專業的經驗及良好的團隊默契，主要負責
發展工具機內的主軸部分，產品包含直結式主軸、馬達內藏式主軸、皮帶式主軸、
車床主軸與各型自動分度銑削主軸頭等，在台灣工具機產業關鍵主軸部分具有強
大的影響力。然而，機械所除了自行企劃成立一衍生公司外，為保障員工未來生
涯規劃，多半亦會鼓勵和支持內部人員離職，自行創業或至既有工具機廠商二次
就業。

工研院多半會希望他的員工工作一段時間後會被挖角，或者是自己出來創業…不然你說
一家公司的發展，你要怎麼給你的同仁生涯規劃，除非員工的個人的特質就是適合做研
發，一直做下去，做 20 年、30 年。所以說你有沒有提供舞台給他，這變得很重要。（訪
談記錄，LCS131112）

另一方面，機械所員工願意離職投入至工具機業界發展，主要原因有二，首

154

2006 年推動「車銑複合工具機研發聯盟」
。2010 年機械所共推動了 11 項研發聯盟，其中精密工
具機方面含有四項：
（一）高節能放電加工機研發聯盟；
（二）Ａ＋旗艦型線切割技術研發聯盟；
（三）
高速銑車五軸加工機技術開發計畫研發聯盟；
（四）新世代五軸工具機技術研發聯盟。詳情請參見：
工研院機械所官方網站，https://www.itri.org.tw/chi/msl/，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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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機械所與業者有著認知上的落差。前者認為其角色在於幫助業者做階段性技
術的突破；而後者則認為機械所可直接量產所需的商品。其次，機械所認為業者
未能將技術商品化發展良好，使得市場反應不佳。然而，兩者因素皆產生新技術
成效低，進而遭致業者對於機械所研發技術的不信任。因此，機械所技術研發團
隊為證明其技術具有市場價值，便自願進入工具機生產和行銷行列，將遺憾化為
具體實踐。例如，在 1983 到 1987 年，工研院組成赴美學習精密機械與工具機團隊，
其中成員關永昌於 1986 年創立亞崴機電、孫弘於 1988 年創立盟立自動化，以及陳
士端於 1993 年創立陸聯精密，即懷抱著證明價值和具體實踐的想法，而投入台灣
工具機業界。

部分機械業者常一廂情願地以為，工研院做出來的東西可以直接量產，這種心態，相較
於工研院的目的，是「協助業者做階段性技術的突破」，彼此在認知上尚有一大段落差。
「回台和業者合作的結果，總體而言技術上沒有失敗，但我個人卻感覺商品化的部分沒
有特別成功，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技術商品化不夠成功，讓關永昌深感遺憾，乾脆自
己跳下來做，實踐所學又不必瞻前顧後，印證紮實的技術能換來客戶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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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機械所自離職員工或技術衍生成立之公司，目前最為同業知曉的，
包含了 1994 年「德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日紳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及 2007 年成立之「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前二者分別發展刀庫系統和關
鍵主軸部分，對台灣工具機關鍵零組件發展有著必要的貢獻。此外，兩者為增添
收入來源，亦將產品銷售至海外市場，且以 2005 和 2006 年我國零組件出口前十名
國家產值來看，逐年有升高的跡象（如表 5-6）。後者則主要以龍門加工中心機、
大型臥搪和高速機等高階工具機為發展商品。特別是，崴立公司之創始人和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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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立佳，2013，〈關永昌領導崴立，追求自主技術〉，《工業技術與資訊》，
http://edm.itri.org.tw/enews/epaper/10204/b01.htm，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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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團隊，原先皆為機械所的研發人員，於 1986 年離職後，便投入「亞崴機電股
份有限公司」服務行列，至 2007 年這批原機械所研發團隊因經營權異動問題又於
新竹地區另闢發展（詳細待後面說明）
，且在台中設立服務據點，繼續為我國工具
機產業服務。在此之下，崴立公司雖然是一間新創公司，但實質上擁有著 20 多年
156

豐富成功的企業營運經驗。

表 5- 6 2005、2006 我國出口工具機零件主要國家排名

單位：百萬台幣；%
排名

2005

2006

成長率

國家

金額

國家

金額

1

中國大陸

5,090

中國大陸

6,549

28.7%

2

美國

2,025

美國

2,202

8.7%

3

香港

2,014

日本

1,749

-13.2%

4

日本

1,475

香港

1,383

-6.2%

5

大韓民國

546

大韓民國

604

10.7%

6

馬來西亞

457

德國

451

-1.2%

7

德國

377

泰國

435

15.2%

8

泰國

364

馬來西亞

415

13.9%

9

加拿大

324

英國

343

6.0%

10

越南

273

加拿大

327

20.0%

資料來源：劉信宏，2007，
《2007 機械產業年鑑》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
服務中心，4-19。

探究這些機械所離職人員或技術 spin-off 出來的公司，對於我國工具機業界的
成效及其運作情形，一般來說關鍵零組件技術所衍生出來之公司，如德大和日紳
公司，對我國業者著實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業者無須自外國進口更高成本之零組
件進行工具機組裝，國內便有供應市場以降低生產成本，且產品品質無太大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我國 1980 年代工具機產業發展，突破關鍵零組件困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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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welegroup.com/index.aspx?lng=zh-tw，檢索日
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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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之一。

另一方面，業者對於 spin-off 機制可能存有的負面觀點。首先，這些衍生公司
所研發出的新產品，並未真正地符合市場需求，且開發出的高級產品因公司沒有
知名度，使得銷售情況不佳，反而導致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其中主要原因在於，
研發的工程師總有個想要做最好產品的觀點。

很多工程師都想說我要做到最好的，我要做到世界第一的。可是你要做很多東西的時候，
對老闆來說做這些東西要拿去賣齁，大概沒有人要跟我買。為什麼？你沒有市場上的一
個 reputation。就是這樣，你做了一輛跑車，比全世界最好的跑車都還要好，你跟人家
講說你要賣跟世界第一級的跑車一樣價錢的時候，你認為會有人跟你買嗎？你去買了跟
LV 一樣材質的皮革，你找一樣的人去車縫，比他們更好的技術手法，你說你要跟他們賣
一樣價錢，誰要跟你買？就是說你的商譽需要一段時間去建立起來，他才能達到這樣的
一個階段。（訪談記錄，HJJ131015）

在此之下，可能影響到衍生公司的營運問題。例如，日紳公司（2005）即是因內部
經營過程辛苦，且並未獲得太大的收益，157故在運作七年後，於 2012 年 12 月為美
國賽特克公司（Setco Inc.）所收購合併，成為其旗下在台服務之據點。此外，機械
所人員較缺乏公司管理能力和財力背景，亦是導致衍生公司經營出現危機的因素。
例如，由於亞崴經營團隊多是工研院機械所研發人員出身，財力較不足，於初期
經營時不順後，股東陸續退出董事會後，為穩住運作而力邀當時國內規模最大之
CNC 專業車床製造廠的程泰機械接手。程泰董事長楊德華先是從市場上陸續買進
18%的股權，而後因看好亞崴的未來發展，便繼續提高持股比率為 45%，楊德華進
而當選亞崴董事長且全面掌控經營權。158然而，由以上兩案例也可以發現，在我國

157
158

訪談記錄，LCS131112。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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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機產業中，透過機械所技術所衍生之公司並不會因法人單位的支持，而享
有技術和發展方面的絕對優勢，仍須倚靠後續自行的經營策略以永續發展。

其次，在研發單位和業者合作的研究計畫結束後，成果會經由兩種途徑擴散
至台灣的工具機業界中，一是移轉給業者發展，二是成立一間新的公司承續新技
術。然而，這可能引發業者對於機械所的行為是否具有「道德性」和「與民爭利」
等議題產生爭議。由於機械所出來創業的人員，多半為原研究計畫中技術團隊之
成員，在技術操作上會較業者熟練和容易上手。此外，在計畫合作的過程中，機
械所也間接地向業者學習到工具機實際操作的技巧及銷售模式。因此，當機械所
人員透過共同享有之新技術衍生創立一間新的公司，且與業者販賣同種產品的情
況下，兩者便從合作關係變成了市場中相互競爭之對手。而後，新公司亦可能向
民間業者挖角優秀人才，或因握有技術研發之原理，在以更高品質產品服務市場
及擴大銷售市場的需求下，趨向對產品進行技術改良。這些皆可能造成業者重大
的損失，致使對機械所技術所衍生的行為產生道德性和與民爭利之質疑。

其實來說，spin-off 對整體產業看起來是有做怎麼樣的一個提升。那但是變成說，會有
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現在業者對工研院的一個 argue 的地方在於是說，你們口口聲聲
來去調查做出來的技術，你們卻只是一部分去做技轉，但是你們卻自己出來開公司，那
你是在與民爭利？還是在協助人民？這個問題其實是存在已久的。
（訪談記錄，YLL130906）

因為工研院本來都會鼓勵他們的人出來開公司，甚至他們院內會支持，等於說是持股之
類的吧。然而，也會跟業界鬧得不愉快。比如說他跟一家公司合作，跟一家公司很深度
的合作完之後，阿糟糕，他裡面的人出來開了，那出來開的產品跟他一樣，阿不是打對
台了嗎？例如，○○公司目前是工具機最大間的。他的一家子公司跟工研院合作，那後
來工研院又另外開了，跟他做一樣的東西。出來開了之後，又把人從裡面挖角出來。這
樣不好。○○公司老闆很不高興，其實不僅是他，換成是誰都會不高興。（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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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S131112）

結合以上機械所於 2000 年起之作為，除了執行政府和業者委託之研究計畫外，
可以發現不同以往的是，其擴大了對業者服務之事項。其中最重要的是，為了突
破我國工具機產業中小企業林立且普遍規模小，導致資金和技術缺乏之研發困境，
而扮演搭起競爭業者間合作關係之重要橋樑。機械所負責協調和溝通業者間的爭
議性問題，最後協助業者共同成立一研發聯盟，以加速台灣工具機產業之轉型。
另一方面，機械所技術所衍生成立之公司，業者於此時期抱持著不同之觀點。其
中較特別的是，在機械所和業者共同開發研究計畫後，兩者共享著計畫的成果，
但當機械所衍生成立新的公司，且與業者販賣同種產品相互競爭時，業者便可能
對機械所行為有所反感，進而產生道德性和與民爭利等方面之爭議。然而大致來
說，業者對於衍生公司在工具機關鍵零組件的供應部分，仍是持有肯定和鼓勵之
態度。由於其降低了零組件進口成本，且完整了我國工具機產業鏈，對我國工具
機產業有著實質性的貢獻。總而言之，機械所於 2000 年起促成我國工具機產業間
合作關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此時期要注意的是，技術衍生新公司的成立，
可能存在與業者敵對的立場，形成既服務又競爭的矛盾關係。

第四節

積極發展合作關係的廠商業者

2000 年起，台灣工具機產業面臨了來自前後方壓力的夾擊。前方指的是，在
以歐洲和日本為主導的中高階工具機市場上，我國工具機製造商不得不往高附加
價值產品進行研發，以縮短與其生產品質的差距。另一方面，後方中國大陸和韓
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興起，於中低階工具機市場與台灣形成競爭局面，使得我
國業者為維持優勢，在同等產品的價格上，須提供消費者更好的品質和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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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開後方國家之追趕。其中，由於 1990 年代為我國工具機主要輸出國的中國大
陸，除透過進口以滿足國內需求外，內部亦積極發展供應體系，促使近年來已逐
漸趨向市場飽和。為此，業者改變經營策略以及快速達成轉型的目標迫在眉梢，
也成為此階段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的重點。

觀察日本和德國等先進工業國家之產業結構，前者工具機廠資本額為 5,000 萬
~1 億日圓的廠商佔 64.6%，員工數多集中在 101~300 人的企業規模佔 58.8%；後者
工具機廠共有 300 多家，員工人數在 1~50 人和 101~250 人的比例已共逾五成，159雖
然中小企業比例亦高，但與我國工具機產業規模相較之下，德國大規模工具機廠
佔有一定的比例。反觀我國工具機產業規模，就以 2003 年的台灣工具機產業結構
來看，資本額在 4,000 萬元以下的廠商即佔 85.5%，員工數則多集中於 50 人以下，
佔有 98.1%的比重（表 5-7）
。由此可看出，兩者產業規模明顯地遠超於台灣，故我
國廠商欲達成轉型的目標，會受限於研發能力、成本與財務規模等因素。在此之
下，業者意識到要解決問題，必須將彼此競爭關係轉為合作夥伴，以共同突破台
灣工具機產業轉型困境，而 2000 年起出現的「研發聯盟」和「策略聯盟」
，便是業
者間共同合作的產物。

159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2003，《2003 機械產業年鑑》，新竹：工業技術研究
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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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主要工具機生產國的工具機產業結構
單位：%
國家
員工人數
1~19 人

日本

德國

美國

韓國

台灣

（2003）

（2002）

（2001）

（1997）

（2003）

8.1

26.7

35.1

44.2

79.1

20~49 人

33.4

19.0

50~99 人

15.1

17.6

16.6

24.7

合計

23.2

44.3

85.1

68.9

98.1

100~249 人

44.2

27.3

9.3

24.7

1.9

17.1

3.8

250~499 人
500~999 人

17.4

8

1.3

999 人以上

15.1

3.2

0.5

合計

76.7

55.6

14.9

6.5
31.2

1.9

資料來源：Chen, Liang-Chih（陳良治）, 2007,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 The case of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Taiwan.”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98.

台灣第一個「研發聯盟」是於 2003 年 2 月通過業界科專審查，由東台精機、
台灣麗偉、永進機械、毅強企業、大立機器、高峰工業、慶鴻機電、主新德、台
灣引興等 9 家業者，結合台大、清華、中正、成大 4 所大學，以及工研院機械所、
精機中心兩個法人研發單位共同組成的「先進線型工具機技術整合性計畫」研發
聯盟。其在業界發展的最大特色為，透過市場與技術之差異化進行廠商間的水平
整合，或是整機廠向上游工具機相關零組件廠商進行垂直整合，最後以整機廠生
產商品的差異性來區隔目標市場，達成共同進行研發且帶動工具機產業升級之目
標。然而，
「先進線型工具機技術整合性計畫」研發聯盟所產出的成效是，在 2005
年的台北國際工具機展中，共推出了八款新一代的高速線型馬達工具機，向國際
證明台灣已有能力研發出最先進的工具機機種。另外，也帶動國內其他業者如福
裕、友嘉等廠商進行線型馬達工具機之研發，以提升台灣工具機產業普遍發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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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品質工具機之實力。 由於此研發聯盟的成功運行，台灣業者間也遂趨向共同研發
新技術的合作關係。例如，2006 年 8 月推動之「車銑複合工具機研發聯盟」
，是由
程泰機械、台中精機和大立機器等三家整機廠，以及日紳、德大、協銳和寶元等
四家協力廠商，再結合中興、中正兩所大學和機械所的力量，共同分享車銑複合
主軸、高剛性結構等關鍵專利技術。2010 年亦有「高節能放電加工機研發聯盟」
、
「Ａ＋旗艦型線切割技術研發聯盟」、「高速銑車五軸加工機技術開發計畫研發聯
盟」、「新世代五軸工具機技術研發聯盟」等計畫施行，以促進我國關鍵技術的成
長，進而達成轉型目標。

另一方面，台灣工具機產業過去雖在中部地區打造出全球最獨特的中心廠與
衛星廠產業鏈聚落，但後來卻因廠商過度聚集，造成產品的同質性過高、價格廝
161

殺激烈等情況， 使得我國工具機產業群聚生產的優勢，逐漸被國內外競爭情勢攻
破而不具競爭力。因此，業者認知到必須打破以往產業單打獨鬥的型態，而透過
提升業界的活動將競爭化為合作關係，故於 2006 年推動「M-Team 雙核心合作計畫」
。
然而，
「M-Team 雙核心合作計畫」之概念是仿效自我國自行車產業之「A-Team 聯
盟」的成功案例。
「A-Team 聯盟」主要是由巨大和美利達兩大成車廠帶動其協力體
系廠商運作，透過成員間協同合作、管理和開發的方式，以發展新價值和高品質
產品為目標，且形成緊密且高效率的供應服務體系運作，而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
162

160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20。
莊致遠，2010，〈中部精密機械產業聚落：完整中衛體系獨步全球〉，《貿易雜誌》，226：22。
162
21 世紀起，由於自行車產業缺乏新產品的開發，而自行車市場不但趨於成熟且供過於求，故開
始式微及喪失活力。其中，專賣零售業(SBR：Specialty Bicycle Retailers)市場的市佔率也轉向
量販市場，致使低價格、低品質和低利潤的結果。在此之下，自行車業者為改變局勢，於 2003 年
成立「A-TEAM 聯盟」以共同合作來解決產業困境。詳情請參見 A-TEAM 聯盟官方網站，
http://www.a-team.tw/index.asp，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4 日。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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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工具機產業業者也學習著 A-Team 運作模式進行 M-Team 雙核心計
畫。初期以台中精機和永進機械兩大母廠為計畫核心，在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的協助下，引進日本「豐田式管理（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簡稱 TPS）
」手法，
透過在降低成本（減少浪費）
、提高品質和縮短交期等方面進行補強，帶動 21 家
協力廠共同管理、經營與發展，且促進彼此互相觀摩與學習機會，進而減少庫存
及提升整體生產效率。163其中，零組件廠在加入 M-Team 計畫輔導後，因與成員互
為合作夥伴關係，故逐步提升自我的品管能力；在整機廠運作方面，也因與成員
間的信任基礎下，所需材料和貨物可隨傳隨到，故無需堆放庫存品，使得製造排
程流順且工廠管理井然有序，進而達成提高整體工具機生產過程的效率。舉例來
說，工具機母廠過去向哈伯公司下單採購冷卻機產品，約需 3 至 5 個工作天才能
164

送達，但在 M-Team 的輔導運作後，可在 24 小時內完成交易。 由此可看出 M-Team
於工具機產業的發展成效良好，故 2011 年又有東台、台灣麗池與百德 3 家中心廠
及 13 家協力廠的加入，共計有 5 家整機廠，29 家專業模組廠、5 家零件廠與 9 家
製成服務廠，M-Team 雙核心計畫成為了五核心的協力聯盟體系（如表 5-8）
。簡單
來說，台灣工具機產業的 M-team 聯盟形成目標在於，重新結合固有的產業聚落優
勢，以「打群架」的運作方式，集合各中小規模業者經驗和實力，共同提升我國
工具機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163

童麗靜，2012，〈價值共創、塑造工具機產業新典範〉，《精機通訊》，66，
http://www.or.com.tw/web/magazine/group.php?MagazineCategoryID=6&MagazinePageID=333&V
olume=66，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6 日。
164
莊致遠，2010，〈中部精密機械產業聚落：完整中衛體系獨步全球〉，《貿易雜誌》，226：23。
118

表 5- 8 M-TEAM 聯盟 2006~2012 年體系成員
時間

中心廠

協力廠

成員

專業模組廠/製成加工廠

家數

靄威、台穩、偉裕、榮臻、臻賞、太輔、君帆、引興、
瑞岦、德士、吉輔、哈伯、中目、逢吉、添鼎、德大、
歐權、僑星、尚園、旭陽、大舜、占益、大詠城、六

2012

鑫、羅翌、旭泰、亞邦、潭興、炬將、寶嘉誠、北鉅、

47 家

興冠全、奇樺、葛蘭富、瑞宇、中熒、喬永富、臻優、
順亮、上銀、弘全、翔榛
引興、逢吉、翔茆、哈伯、添鼎、瑞岦、德大、優宏、
持續擴散

2011

太輔、銚輪、臻賞、歐權、僑星、尚園、旭陽、大舜、
台中精機
永進機械
東台精機
麗馳機械

2010

百德機械
【M-Team 聯盟】
擴散

2009

永進機械
【M-Team 雙核心】

2007

鈦翔、大舜、翔榛、羅翌、旭泰、亞邦、潭興、瑞宇、

48 家

中熒、喬永富、甲聖、瀚興隆、銀泰、弘全、炬將、
郅聖、勁越、奇樺、冠全
哈伯、榮臻、太輔、台穩、靄威、吉輔、苗勝、東慶、
逢吉、德大、銚輪、鎵鏽、昇洲、添鼎、隆升、優宏、

23 家

立侑、瑞岦、偉裕、薪協錩、銢錩
引興、哈伯、榮臻、陞豪、台穩、臻賞、靄威、匠豐、
銚輪、逢吉、德大、致威、吉輔、偉裕、添鼎、隆升、

台中精機
2008

德士、吉輔、匠豐、靄威、台穩、偉裕、榮臻、昇洲、

21 家

優宏、瑞岦、傑晃
引興、哈伯、榮臻、靄威、上銀、逢吉、億川、致威、
添鼎、隆升、優宏、匠豐、瑞岦、余達

16 家

引興、哈伯、榮臻、台穩、臻賞、靄威、潭興、苗勝、
上銀、逢吉、德大、致威、偉裕、億川、添鼎、隆升、

22 家

優宏、匠豐、瑞岦、傑晃
引興、哈伯、榮臻、紘毅、台穩、臻賞、靄威、潭興、
2006

上銀、逢吉、德大、致威、立侑、昇原、添鼎、隆升、

23 家

優宏、匠豐、瑞岦、銀泰、苗勝

資料來源：台北國際工具機展覽會官方網站，www.timtos.com.tw，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6 日；莊富安，
〈M-team 聯盟形塑工具機產業新典範〉
，
《工商時報》
，2011 年 4 月 26 日，
A19。

然而，此時期國內工具機業者為強化競爭力及中長期營運發展，亦與國內、
外業者組成「策略聯盟」
，在股權上進行持有、交換和併購，目的是為公司得以永
續經營，例如前述程泰機械和亞崴公司關係即是一併購案例。由於程泰與亞崴主
力產品不同，在兩家公司結合後，不僅於通路、研發、採購與財務利息等費用得
以節省且互享資源外，亦有更大之議價空間可與供應商和銀行進行談判，以發揮
119

「1+1 大於 2」的綜效。另一方面，福裕事業是為我國主要磨床業者，其於 2002
年與日本立式車床領導廠商 SKE 株式會社締結為策略聯盟夥伴，雙方藉由合作互
取利益。其中，福裕接受日方技術轉移，為其代工產品回銷日本，協助解決境內
組裝高成本的問題；而福裕也可自行進行組裝，循自有通路銷售到日本以外的市
場。在日本 SEK 方面，則是取得福裕磨床、綜合加工機、CNC 車床等主力產品於
日本市場的銷售代理權，以增加額外的收入。165

整體而言，2000 年迄今我國工具機業者透過「研發聯盟」和「策略聯盟」等
計畫的執行，積極向國內外工具機相關業者爭取合作機會，主要目的是為在降低
成本、提高品質和縮短交期等方面，有著顯著的改善與發展，以強化自我競爭力，
進而提升了台灣整體工具機產業於國際之競爭能力。然而，在業者間多次合作的
關係下，彼此也間接從中學習到了不同的經營模式和研發技巧，形成一個良性的
競爭，共同引領我國工具機產業在國際競爭激烈的情勢下進行轉型且逐漸富有實
力。

第五節

小結

在資訊、科技和汽機車產業的需求帶動下，2000 年迄今之全球工具機產業持
續蓬勃發展，也使得國際間該產業發生激烈的競爭。以台灣工具機產業來說，出
口是為主要發展導向，而日本、德國等先進工業國家高品質和高附加價值之產品，
以及中國和韓國於中低階工具機市場的競爭，造成我國面臨前後夾擊之發展困境，
故我國工具機產業快速進入轉型階段且提高國際競爭力，是為首要生存目標。在
此之下，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於此時期各自扮演重要的推進轉型發
165

鄭祺耀、許淑玲，2005，《機械工業六十年史》，臺北市：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53。
120

展之角色。由於台灣工具機產業結構規模較小，容易遇到研發成本、技術和發展
等困境，政府主要是成立研發聯盟以建構業者的生產能力。在此之下，業者透過
研發聯盟得以結合產官學研之能力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且在國際市場上擁有
更大之競爭實力。由此看來，政府於此階段在輔助業者降低生產風險的同時，亦
建構一合作平台以保護工具機產業於快速變遷的國際時局中減少衝擊，維持 1990
年代兼顧「助產者」和「耕耘者」之角色。其中研發單位則扮演著溝通之橋梁角
色，促使業者將彼此的敵對關係轉為合作夥伴，進而發展一研發聯盟。另一方面，
廠商業者也認知到團結可發揮 1+1 大於 2 的功效，因此 2006 年成立之「M-Team 雙
核心計畫」
，至今已擴大為五核心的「M-Team 聯盟」
，以減少浪費、提高品質和縮
短交期等主要原則，強化了我國產業聚落之優勢，共同提升台灣工具機產業競爭
實力。在公會方面，2006 年出現了專屬工具機產業的公會機構，但因種種因素使
得與機器工業同業公會「各自」為工具機業者從領導發展轉向提供拓展海外市場、
舉辦技術論壇，以及向政府提出建言等等全面性地服務，總體而言兩者皆為產業
轉型之目標提供貢獻。

另外，政府和研發單位與此階段有逐漸深入至民間企業之作為。機械所為將
技術妥善散播於工具機產業中，會以成立一新公司之方式運作。其中，2006 年成
立之「日紳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政府首次在工具機產業中，以投資企業之
方式協助研發單位至民間設廠，且鼓勵將技術有效地擴散下去。然而，這裡值得
探討的是，研發單位在計畫成果後衍生新的公司至民間，也可能造成「與民爭利」
之爭議，原因在於其與業者販賣同種產品而相互競爭。

總的來說，在為求台灣工具機產業轉型發展下，政府、公會、研發單位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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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者於此期間皆有積極明顯作為。主要內涵是促進業者間的合作關係，形成一
聯盟關係，以打群架之集體方式與國際抗衡，共同開發高附加價值和提高整體工
具機產業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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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自光復後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過程開始探討，分為模仿創立時期（1945
年~1960 年代）
、技術成長時期（1970~1980 年代）
、技術升級時期（1990 年代）和
轉型時期（2000 年迄今）等四個階段並遂一做分析。其中，主要活動行為者包含
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等四者，而隨著不同時期國內外環境所產生的
需求和刺激，這些行為者各自扮演相異的角色以因應困境，彼此間的互動也進一
步影響了各階段工具機產業發展之模式和運作（表 6-1）
。

在表 6-1 中，模仿創立時期，由於技師和退役軍人擁有日據時期所學習到的機
器製造經驗，因此靠著二戰遺留和國外引進之機械設備進行模仿和簡單修配工作，
同時亦累積著生產技術和經驗，是為台灣工具機產業的起步發展歷程。而後，因
二次能源危機的爆發，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逐漸加強投入至工具機
產業發展當中，刺激了該產業之技術成長。業者楊鐵公司於 1974 年率先推出第一
台 CNC 車床後，我國工具機產業才算開始真正升級，故稱為工具機技術成長時期。
其中，我國中小企業林立，促使工具機產業以「外包制」為主要生產模式之運作，
亦於此階段萌生發展。到了技術升級時期，工具機產業面臨了關鍵零組件進口成
本過高之困境，政府除委託研發單位輔助業界開發外，更鼓勵業者自行進行研發，
而公會亦傾向提供全面性之服務事項協助業界發展。此外，在「外包制」和「模
組化」生產模式的普及下，中心廠和協力廠於此時期強化了彼此間合作的網絡關
係。最後是轉型時期，在國際競爭激烈的情勢下，轉型升級是我國工具機產業主
要發展目標。此一階段，行為者皆以開發「研發聯盟」和「策略聯盟」計畫為運
作方針，透過結合產官學研間之能力合作，進一步帶動產業的轉型升級。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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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行為者
時期

發展背景

台灣工具機產業 1940 年代晚期迄今各行為者之角色和作為
政府

公會

研發單位
有「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模仿創立時期
（1945 年~1960
年代）

靠著日據時期遺留下之

透過第一、二期經建計劃

機械設備和技術，從事著

之公共政策間接帶動工

翻修和配置的工作，以輔

具機產業發展，扮演「創

植其他產業進行重建。

造者」之角色

和「金屬工業研究所」為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主

我國機械工業奠定製造

要運作方針為領導和管

和研發基礎，但也因「工

理業者進行發展。

具機專業區計畫」的失
敗，使得研發單位影響工
具機產業發展程度較小。

廠商業者

主要發展
行為者

多數小規模經營模式，故
能力所及之事務，是仰賴
處理維修和配置工作，以

公會和

逐漸累積技術。業者的自

廠商業者

力更生奠定了我國工具
機產業發展基礎。

透過政府委託之多項計
政府認知到民營工具機
能源危機和國內外大量

業者創業有無法克服的

市場需求的刺激，帶動了

限制，故透過支持「精密

工具機技術成

工具機產業技術的升

工具機計畫」
、
「中華民國

長時期

級。以生產低附加價值的

生產自動化推行計畫」
、

（1970~1980 年

傳統工具機為主，而楊鐵

「法人科專」和「產業技

代）

推出第一台 CNC 車床

術知識服務計畫（IT IS）
」

後，台灣工具機產業才開

等計畫執行計畫，以輔導

始真正升級。

工具機產業技術升級，為
「助產者」角色。

畫企圖將我國傳統工具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維

機技術提升至 NC 工具

民間業者率先透過國外

持在業者和政府間的橋

機和 CNC 工具機市場發

引入先進機器設備，而後

梁角色，一方面配合著政

展。有「精密工具機中

自行研發和設計，並以

策的執行，另一方面，組

心」
、「機械工業研究所」 「外包制」的生產方式在

成專業小組以加強對會

和「中華民國精密機械協

台灣中部經營，發展出與

員廠商的服務，且有「機

會」，前兩者因人員製作

傳統垂直整合生產並行

械工業四十年史」的出

經驗不足、研發產品適用

的新模式，使得工具機業

版。有逐漸增加服務性能

性低和地理位置等問

者得以降低垂直式生產

的傾向。

題，造成與業者間之隔

所負擔龐大的生產成本。

閡，且未受到業者太大的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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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和
廠商業者

廠商合作和國

進口零組件成本過高之

政府為輔助業者突破進

在台灣威權體制轉換

家介入技術升

情況下，政府和業者有了

口零組件成本過高之限

後，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所」和「精密機械研究發

級時期（1990

自行研發生產的作為。

年代）

台灣工具機轉
型時期（2000
年迄今）

在政府委託下，由「機械

「外包制」和「模組化」 政府、公
形成此階段工具機廠商

會、研發

制，除委託研發單位輔助

逐漸開始從在政府管制

展中心」執行關鍵零組件

業者發展特色，廠商彼此

單位和廠

技術升級外，更鼓勵業者

下領導管理業界發展，轉

研發以及技術升級工

間相互合作形成一學習

商業者

自行研發，加強介入工具

變為全面性服務會員性

作。因於中部設立服務中

和分工網絡。。但後期因

機產業發展的輔助性角

質。

心，故已逐漸與業者互動

業者以低價產品做為競

色，兼具「助產者」和「耕

密切，且發展理念趨於吻

爭優勢造成惡性競爭，使

耘者」。

合，而融入我國工具機研

得我國工具機產業定位

發創新過程中。

和品質再度遭到質疑。

因應國際競爭情勢，政府

2007 年在台中地區成立

機械所除執行政府和業

國際競爭激烈之情勢，台

透過結合了產官學研間

了「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

者委託之研究計畫外，也

灣工具機必須快速進入

之能力合作，成立研發聯

同業公會」，與機器公會

扮演搭起競爭業者間合

轉型升級的階段，朝向高

盟以建構業界能力，直接

「分別」為業界提供全面

作關係之重要橋樑，協助

附加價值的高階工具機

性地支持和輔助業者進

性的服務，一方面需對內

業者共同成立一研發聯

邁進，以維持國際競爭

行技術創新的研發工

向政府爭取最大的權

盟。但是，技術衍生新公

力。

程，維持「助產者」和「耕

益，另一方面亦積極對外

司的成立，可能存在與業

耘者」角色扮演。

向國際市場進行拓銷。

者敵對的立場。

資料來源：作者依內容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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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發聯盟」和「策
略聯盟」等計畫的執行，
強化自我競爭力。其中，
合作關係使彼此也間接
學習到了不同的經營模
式和研發技巧，形成一個
良性的競爭。

政府、公
會、研發
單位和廠
商業者

四個歷史分期可知，因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彼此間緊密地互動，帶
領了我國工具機產業的蓬勃發展，使得該產業在沒有強大內部需求和深厚歷史背
景與製造經驗的支撐下，仍可享有現今之國際競爭地位。

此外，四個行為者緊密互動的經驗結果，可以協助管理學對於提升產業競爭
力和社會學闡述分工網絡之特色等我國工具機發展的相關論述，提供更為完整地
見解和補充說明。在管理學方面，認為台灣工具機業者為了提升競爭力，會透過
行銷策略和人才培育等面向做努力和改善。然而，政府的政策鼓勵、公會舉辦展
覽會及與國外市場交流、研發單位的技術交流等，這些行為者的輔助事項更能促
使業者發展順利且具有產業競爭力。而在社會學方面，則認為台灣中小企業間的
分工網絡是為工具機產業發展的特質之一，但 1990 年代因分工網絡逐漸成熟，
便壓低了技術升級門檻，形成中心廠間的價格競爭。此外，我國與中國大陸關係
日漸密切，台灣工具機業者為尋求低廉成本，而遷移至中國大陸市場，如此使得
分工網絡解釋力下降。然而，以分工網絡為基礎運行的工具機業者，可透過政府、
研發單位和公會的輔助性角色，以「研發聯盟」等計畫的成立，促使中心廠間從
價格競爭關係轉變為技術合作夥伴，使得彼此的研發成本得以降低且技術快速升
級。因此，這裡可以看出，觀察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必須經由政府、公會、研
發單位和廠商業者之間密集的互動關係，方能瞭解該產業運作全貌和困境之應對
方向。

台灣身為東亞發展模式的一員，國家於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輔導角
色，即藉由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可進一步扶植產業發展。除此之外，Peter Evans
亦提出國家須具有鑲嵌自主性之概念，認為國家在保有自主性和職能性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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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與社會(市場)保持適當程度的連繫，且於經濟發展中分別扮演「監護者
（custodian）
」
、
「創造者（demiurge）
」
、
「助產者（midwife）
」和「耕耘者（husbandry）
」
的角色，以扶持國內產業之發展空間。然而，嚴格地說，政府於我國工具機產業
扮演輔導性之角色直至 1970 年代才逐漸顯著。1970 年代前，政府主要是以公共
服務的政策工具，透過公共服務性質之經建計劃發展民生工業，而間接帶動起工
具機產業之發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未對工具機產業實行政策輔導之期間，政府
官員自行的支持行為，亦促使此階段工具機產業之發展。例如，1964 年李國鼎
率先透過提供生產建議和資金取得方式等輔助民營工廠順利運作。所以，政府於
1970 年代前主要是以公共服務政策介入工具機產業基礎發展而屬於「創造者」
之角色。1970 和 1980 年代，因政府認知到發展工具機產業有高附加價值、能源
消耗量低、技術密度高、廣大市場發展潛力以及奠定國防工業發展基礎等優勢，
而將其列為發展策略性工業之一，且透過「精密工具機計畫」
、
「中華民國生產自
動化推行計畫」
、
「法人科專」和「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 IS）
」等計畫執行，
逐漸介入輔助該產業的發展。因此，此時政府逐漸從原本公共服務介入工具機產
業發展之「創造者」角色，轉變為透過法人科專計畫和設置研發單位且配合能力
建構、財政補助、契約簽訂、法規制定等政策工具的施行，企圖降低該產業在生
產和升級時所產生之風險，故可視為「助產者」角色。1990 年代，政府為協助
業界解決關鍵零組件進口成本的問題，除了委託研發單位發展新技術外，透過「業
界科專」等計畫的實行，更直接地鼓勵業者自行研發，以國內自行生產零組件來
取代進口產品的高成本負擔。因此，此階段之政府為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在降
低該產業生產時可能風險的過程中，以開發新技術計畫等更多的方式保護工具機
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發展且輔助其之順利運行，而扮演著「助產者」和「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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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角色。到了 2000 年迄今，台灣工具機產業面臨了國際市場競爭激烈的情勢，
業界選擇以產業轉型升級來因應，在此之下，政府亦設置「研發聯盟」等計畫辦
法，提供和促進業者間產業合作，結合產官學研的能力共同發展台灣工具機產業。
其中，政府除多項計畫輔助該產業發展之外，尚有稅式支出、直接貸款、財政補
助、能力建構、設立法人組織、法規制定、獎賞鼓勵、組織聯盟和投資企業等政
策工具的運用，以輔助我國工具機產業的發展。由此看來，政府於此階段在輔助
業者降低生產風險的同時，亦建構「研發聯盟」之合作平台以保護工具機產業於
快速變遷的國際時局中減少衝擊，而維持 1990 年代兼具「助產者」和「耕耘者」
之角色。

從戰後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中的國家角色之轉變情形來看（圖 6-1）
，為因應
國際局勢的快速變遷，政府逐漸由「創造者」轉換成「助產者」和「耕耘者」之
角色以介入該產業發展過程。其中，在政府作為「創造者」之角色時，公共服務
政策尚未能妥善將工具機產業步入正常運作軌道，而是在公會領導性的管理和業
者自力更生之發展下，引領該產業奠基良好的發展基礎。然而，在 1970 年代後，
能源危機、金融風暴等國際情勢產生劇烈的變化，使得台灣工具機在產業結構規
模普遍小的發展背景下，亟需政府提供多項政策以輔助該產業順利運行，政府便
扮演著「助產者」和「耕耘者」之角色。由此可以發現，在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
初期，國家並未扮演著絕對性的重要輔導角色，而是在政府扮演「創造者」角色
之外，公會和業者更為積極介入該產業之基礎運作。直至 1970 年代後，在國際
複雜情勢影響下，國家才逐漸有幫助工具機產業降低技術升級成本，以及保護該
產業於國際市場仍維持發展空間和競爭優勢等加強輔導性角色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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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60 年代
創造者

1970-1980 年代

1990 年代
助產者、
耕耘者

助產者

2000 年迄今
助產者、耕耘者

圖 6- 1 戰後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中的國家角色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依內容自行整理。

另一方面，研發單位的設立是為政府輔導產業發展實行的政策工具之一，而
其建構對台灣工具機產業來說，是建立在業者間分工網絡基礎運行上的學習機制。
簡單地說，研發單位在政府委託執行下，加入了工具機產業既有的技術交流網絡
中，提供了更豐富的創新技術之學習途徑。自 2000 年起，政府逐漸以組織聯盟
為發展工具機產業的主要政策工具，便透過結合工具機相關業者、研發單位及大
學（教育培育機構）
，共同分享研發單位的創新技術與政府的研發經費補助，進
一步形塑出該產業學習網絡。在此之下，廠商業者不僅增加了研發高階技術的意
願且降低其研發成本與風險。其中，研發單位為有效擴散其關鍵組件技術至業界，
會衍生出關鍵組件公司來運作執行。然而，此作為可能引起業者兩面截然不同之
看法。一方面，業者因可降低需引進國外產品之成本，而樂於接受此衍生公司之
成立；另一方面，業者則擔心衍生公司造成「道德性」和「與民爭利」之疑慮，
尤其當衍生公司與業者於同一市場競爭之時。這是由於研發單位出來創業的人員，
多半為原研究計畫中技術團隊之成員，除在技術操作上會較業者熟練和易上手外，
於計畫合作的過程中，機械所也間接地向業者學習到工具機實際操作的技巧及銷
售模式，故當機械所人員透過共同享有之新技術衍生創立一間新的公司，且與業
者販賣同種產品的情況下，兩者便從合作關係成了同一市場中相互競爭之對手。
此外，新公司亦可能向民間業者挖角優秀人才，或因握有技術研發之原理，在以
更高品質產品服務市場及擴大銷售市場的需求下，趨向對產品進行技術改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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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皆可能造成業者重大的損失，致使對機械所技術所衍生的行為產生道德性和與
民爭利之質疑。

隨著國家發展目標和人類生活品質的轉變，工具機產業負責供應之項目亦會
有所改變，由此可知該產業運作特性是為滿足生活需求且富有彈性。然而，目前
台灣工具機所面臨的產業困境，是主要出口國－中國大陸市場趨於飽和之局面。
儘管我國與中國大陸有 ECFA 之簽訂，但在中國大陸市場飽和的情勢下，無法再
過多的吸收和需要我國工具機產品，使得該產業未能提升至預期之效益。另一方
面，以（圖 1-3）全球工具機市場中之國家地位來看，166我國工具機產品與韓國、
中國大陸和西班牙共同位於僅占全球工具機 20%之市場價值的低階工具機市場
中，如此顯示若我國產品欲提升價值和國際地位，則面臨多方的競爭局勢且仍存
有很大之發展空間。因此，為突破我國工具機產業現有之困境，本文欲提出之政
策建議有三：首先，政府可透過與他國 FTA 的簽訂，協助工具機產業開發出除
中國大陸以外之海外市場，以分擔風險且增加外銷機會。其次，由於控制器可謂
是工具機之大腦運作位置，控制著各種活動靈活的進程，然而此產品我國仍是以
日本和德國進口為主要來源。在此之下，我國工具機產品若需進行技術升級或符
合需求之修正，必須反應至進口國，而使得我國工具機產品在技術提升、反應需
求和降低成本等方面受到嚴重地限制，故政府應輔導將控制器視為我國首要自行
創新研發產品之一，以從基礎部分提升我國競爭力。第三，因台灣較中國大陸等
新興工業國家擁有良好人才、技術和供應鏈等產業優勢，而中國大陸欲趕上「人
才技術」條件，可能並非一蹴可幾，故政府可再次結合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
者等工具機主要行為者之合作力量，將固有的工具機產品進行功能創新和升級，
166

圖 1-3 於本文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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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另一波銷售市場。例如，結合自動化程式將機械手臂納入工具機產品中，
使得工具機在運作時具有連貫性，以降低生產成本而提高附加價值。

「機械為工業之母」
，意味著機械產業可展現一國工業之實力；然而，素有
「機械之母」稱號的工具機，是做為一切機械製造的基礎，若將該產業妥善發展，
不僅提升一國的工業實力，更可供應其他產業所需。此外，在目前全球工具機市
場中之國家地位來看，台灣可透過發展低階機械以累積經驗和技術，且政府、公
會和研發單位可共同協助輔導該產業進行升級發展，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和具有
國際競爭力，進而邁向中階工具機市場。然而，為因應國際情勢的快速變遷和激
烈之競爭局勢，國家機器更扮演著重要且關鍵性的角色，其藉由政策工具的妥善
運用，在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結構規模小之背景下，可促成與整合工具機產業相
關行為者之學習平台與網絡，進一步輔助該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優勢且達成轉型升
級之目標。為此，皆顯示出台灣工具機產業需有國家重視輔導發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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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工具機產業廠商業者代表之訪談內容摘要（LTG130829）
訪談對象：健陞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訪談時間：民國 102 年 8 月 29 日。
以下為筆者將訪談內容做一整理和摘要，問代表筆者，答代表受訪者。

問：何謂「工作母機」？該公司負責部分為何？
答：工作母機還有分工具機和產業機械這兩個領域，我是做放電加工機跟線切割
機，這個產品它是屬於工具機領域；那另外有一項產品類似像製鞋機、注塑機、
空壓、空床、壓塑機，這些都是屬於產業機械。那為什麼有這樣講？工具機呢，
它本身是做金工，金屬的加工的叫做「工具機」
。那產業機呢？它是已經要做出
有一點半成品的東西，類似我們金工加工出來的東西，做完以後再送到下游去，
那就可能交給沖床或是交給注塑機，那他們再完成我們要的這些成品，類似我們
筆阿，我們所有的這些民生用品。製鞋機，它是做鞋子的，它做成「我們」要用
的民生用品，那些叫做產業機的族群。所以工作母機是分這兩個領域的。

問：請問傳統工具機、NC 工具機和 CNC 工具機在台灣工具機發展中進程為何？
答：我們應該這樣講，早年的機床就是機器，它是單純的機器的東西，是手控的
（手動的）
，那進入 NC 以後，就加了電控裝置，才叫做數控，那再加 CNC 以後
就全數控，就變成用電腦來進入，那全數控時候我們就把它稱為是一個機電整合
的一個產品，它已經不可分，我們是一個機械靠著電控來讓它產生去動作。所以
現在我們已經不貶自己的產業是一個傳統產業，以前在做手動的時候，我們自貶
自己是「黑手仔(台語發音)」，其實「我現在不要說我們是黑手仔(台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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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講我們是科技行業，因為我們是機電整合的產品。

問：貴公司進入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之動機為何？當時成立之背景又是如何？
答：其實會出來是一個因緣際會，當然很早就有自己創業的想法，自己想創業很
簡單的理由就是想「脫貧」
。因為早期真的很窮，窮到「鬼都不要抓(台語發音)」
那個情形，自己家裡很清楚，我老爸也不是什麼技術出身的都不是，家裡也沒種
田也沒有什麼祖產，什麼都沒有，我真的是一個工人，台語有一句話說什麼「工
沒出頭」
，因為出頭就變「士」嘛，
「士」就是最好的嘛，那「農」還出兩個頭，
那個還更出頭。當然那時候我在這家公司(指慶鴻)上班的時候，心裡就有一種憧
憬了，其實老闆也蠻器重我，那就是後來有一些因緣際會，心裡有許多的衝動，
就是想創業，唯一就是想創業，想脫貧而已啦，然後就闖闖看。其實後來出來以
後才知道，要闖盪真的不容易，因為只會做而已嘛，做出來不會賣。當我做出第
一台的時候在我家裡，生產第一批生產兩台，生產好以後很開心，而且會放電了，
已經是一個成品，但是大概高興沒有一個小時就開始煩惱了：阿我要賣給誰？阿
市場在哪裡？不知道，因為從來沒接觸過市場。那後來就開始這樣家家戶戶地去
摸索去拜訪，這樣「亂賣」的結果是常常被打槍。我記得一次下大雨，從以前在
潭子的工廠騎一部野狼 125 的摩托車到彰化，然後在那裏徘迴，雨下很大喔，因
為去那裏是有一個人給我的訊息，我就去了，去到那家看到門口有有警衛，公司
好像規模又蠻大的，
「不敢進去(台語發音)」
，會怕阿，後來就徘徊很久，想一想，
「不行(台語發音)」，我這麼老遠，還淋雨這樣來到這裡，如果不去介紹一下不
行，然後就跟那個警衛講：
「我是在做什麼的..」
「那你要接哪個人？」我說：
「我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要接誰啊，那個警衛也很厲害啊，就把我擋下
來：
「那你把資料留著吧，我再送給相關人員去看。」那是我完成的一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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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也沒頭沒尾。但是我就是經歷很多這個，也曾經去一家廠，那個廠規模不
大，但是老闆齁還蠻神氣的啦，進去他就問：
「你這什麼牌？」我就說：
「我健陞…」
「不曾聽過。阿你這是台灣的還是日本的？(台語發音)」
「台灣的(台語發音)」
「台
灣的不用講啦(台語發音)。」阿就把我趕出來了。那個年代有錢能投資工廠的真
的是有錢啦，他是一定相當有錢啦，因為以前的設備你看，一部設備可以買一棟
房子，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掏出幾棟房子的錢出來做工廠，那是真的是不簡
單。所以我們當年在賣一部設備的時候，那個設備對一個使用者買者來講，其實
現在來給他回想，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買得起的人真的是要相當有錢，不然
的話他怎麼買得起，像我在賣的時候就困難重重很難去賣。當然有幸就這樣一台
一台慢慢累積，剛好也是時事的問題啦，因為我在 1982 年那個時代，台灣剛好
也是在起飛，經濟剛好在起飛的時代，也是從農業時期要轉換成工業，小家庭式
工廠的那個時代，慢慢在上來的那個時代，我剛好去銜接到，所以很有幸的那個
時代，我就可以這樣賣出第一台第二台，慢慢慢慢地就衍生出來，是這樣來的。

問：若將台灣工具機產業做一分期，分別模仿創立時期〈1945~1973〉
、NC 及 CNC
工 具 機 技 術 成 長 時 期 〈 1974~1979 〉、 廠 商 合 作 和 國 家 介 入 技 術 升 級 時 期
〈1980~2000〉和台灣工具機轉型時期〈2001~迄今〉
，然而，由於貴公司成立於
廠商合作和國家介入技術升級時期，當時經營理念和主要運作方針為何？到了台
灣工具機轉型時期，經營理念和主要運作方針又為何？是否受各時期台灣工具機
產業發展目標不同而有所轉變？
答：其實如果以現代來講，現在如果要創業還真的蠻困難的，第一個競爭非常成
熟，這個市場已經達到一個成熟期，再加上這個資訊太發達了，資訊發達不僅是
我們國內自己的競爭，還要跟國外一起競爭，這個是一個相當困難的競爭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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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該怎麼把產品做到差異化，怎麼把服務做得好？像我們的經營理念，除了
把產品做得好之外，我還提供一個很好的技術服務，這個是我的賣點，技術服務
就是我的賣點，因為有很多人做產品是這樣，他們交完機器後，就大概沒有什麼
下文了。那現在我這邊不是這樣子，是要採取主動的，我用的觀念是，我可以幫
你解決什麼，甚至能夠幫你提升什麼，提就是提高你生產的效率，提高你生產產
品的品質，這是我想做的。我能提供的，這是我的附加價值。我都是這樣教育內
部同仁，要提供給客戶的就是，我們有另一層的技術服務價值。這樣對客戶來講
才有吸引力，不然的話，在這種很同質性的這個競爭之下，我們憑什麼來跟人家
競爭，這個條件就變成只有讓客戶評價，價格來來砍殺而已。另外，在台灣賣機
床其實早年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人情」
。所以我們要很勤勞，從業務的角度去
看，營業的從業人員要非常的誠懇，態度要非常地勤勞，要給客戶很好的印象。
然後我們在教裡面的業務都是這樣，你要先把自己賣出去，才有辦法賣你手頭上
的產品，你自己都賣不出去了，那你怎麼來賣這個產品。那這是早年的一個從業
人員的態度，那現在講的除了態度外，還要的是自己對自己產品的一個認知，現
在的人要產品的差異化，他要產品的提供，做出來的什麼數據，現在通通要講。
就是你不能都說自己好，好在哪裡？甚至是要跟人家比較，我們還要做出一些比
較表出來，A 牌 B 牌 C 牌這些如何如何。那這樣現象的產生是因為現在的資訊
太發達了，消費者的選擇很多。另一方面，現在的年輕人真的是比較講求數據的，
不講人情的。以前像我們那一代的人，是比較講人情，「唉你這個人這麼勤勞，
覺得被你這個誠懇感動，
『阿差沒多少錢，賀啦，跟你買啦(台語發音)』」會這樣。
現在像很多已經有第二代接班的人，你再去跟他講，我跟你老爸很熟怎麼樣怎麼
樣，
「那是你們的事(台語發音)」
，我現在是我在當家，我要怎麼買是我的選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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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權力，你不要再跟我「牽(台語發音)」那個「牽情殷切(台語發音)」
。所以我
們要提供的又不一樣，我們的賣點除了要提供這些服務外，更要提供一些數據。
但是基本是一直要累積過來的啦，就是原來該有的還要有，現在別人沒有的你更
要有，我們要做的就是一個差異化。
問：自 1970 年代後，政府對於工具機產業施行了多方面的輔助行為，如設置工
研院、提供外銷獎勵等等，您認為以上政府對於工具機產業的輔助政策看法為何？
有須加強的地方嗎？您有何種建議呢？
答：我是 1982 年進入這個領域，那個年代是屬於傳統機械的，而台灣已經進階
到一個生產機械比較有名的一個聚落了，1980 年代是我們傳統機的最高峰期，
我們的傳統機已經暢銷全球各地。政府也開始在扶植我們的產業進階到數控時代，
那已經是趙耀東的那個時代了，他就比較引進我們把機械升級到數控，就是進階
到 CNC 這個時代，他也成立機械所，那機械所就是扶植我們進階做 CNC。那現
在政府也花了很多的力量在投入，希望機械產業變成台灣的第三兆產業。但是目
前看起來有一點岌岌可危的情形，其實講真話啦「黑手仔(台語發音)」這一塊，
機械行業被政府的這個眼光在看，其實不是很關愛啦，不是用很關愛的眼神在看
待這個產業。我們去展覽也算是規模相當大的，在世界排名也算是前幾名，因為
我們是很大的生產國，但這些官員來秀一秀就走了，他其實看也看不懂，他也更
不會去關心，他只看到的是台灣的機械產行業要突破到兆元。我們跟那些兩兆雙
星產業的企業相比，他們是被政府扶植起來的，因為政府看得到，他們才幾家而
已，他就做到一兆，像友達、奇美等等，包括以前的 D-RAM 也是一樣，什麼液
晶那些華亞科、南亞科阿一大堆，都是大財團、大企業在做的。所以政府的眼睛
其實大小眼，他看得到的就是這些大財團，他們組織起來做的這個產業，政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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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給他關心、關愛。我們的機械行業要突破一兆，除了機械所有一點點的貢獻，
我覺得啦，其他其實政府對機械行業沒有什麼幫忙，都是靠著大家這樣「安奈安
奈(台語發音)」苦幹實幹，就是廠商自己努力來的，政府根本沒有扶植到什麼。
那機械所就是在產品的技術和研製上他有稍微提供一些協助之外，其他都沒有。
機械行業幾乎也很少接受這個政府的金融融通、把規模做大等等。那我為什麼講
這樣？機械行業都是規模都很小，你要想這麼小的規模要做一兆，要怎麼做？一
定要投入非常多的人，還有很多的家數投入在這裡面，所以你要投入在這裡。

問：請問您認為台灣工具機產業對外優勢何在？需加強地方又如何？
答：物美價廉，甚至我們可以講物超所值，這個是台灣為什麼機械行業還可以這
樣全球這樣暢銷的原因。但是台灣現在的機械產業會面臨一個很嚴峻的競爭考驗。
尤其今年是最嚴重的，為什麼？第一個，就是日幣的貶值。日幣的貶值把日式產
品的價位跟台灣的價差拉近，本來台灣跟日本最少有 30%的價差，那現在剩
10%~15%，至少已經少掉一半的一個價差。再來，是加上一個中國的崛起，中國
現在的產品已經做到看起來，看起來啦，似乎跟台灣是沒有什麼兩樣，至少它外
觀和結構各方面，但它比較不耐用。但問題是我們在乍看之下，它的那個產品還
是會有吸引人的地方，因為設計的美感等外觀各方面看起來是可以的。那它吸引
人的地方是「價位」
，它價格並非跟我們過去與日本相差 30%，它現在跟我們台
灣是差 50%，所以我們現在是面臨兩邊的夾擊的情況。所以，希望機械產業變成
台灣的第三兆產業，而我們現在已經有九千多億了，已經快接近目標了，但是這
個快接近的當下又被日本的壓迫，又被中國的夾擊，其實台灣的未來，甚至要達
到一兆，其實也會很辛苦。即便是已經達到一兆了，它的命運可能就跟這些前兩
兆的電子行業會同樣的命運，因為怎麼樣？沒有錢賺，它只是虛有其表，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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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只是我在想的啦，所以像我這邊是很努力的在尋求，看怎麼樣再改變，再把
這個產品再做一個升級和創新，把它的附加價值再提高，要拉開跟中國產品的差
距，拉上來以後台灣這個機械行業才有競爭力。

問：最後，想請問貴公司有沒有加入公會？
答：我有兩個，都有參加。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我有參加，因為那個必要參加，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工具機成員。機器公會，是一定要參加的，因為那個不參加
的話，每兩年有一次的展會，都是要透過公會舉辦的國際世貿展，是由公會在策
畫和宣傳，對國際間的宣傳。所以一定要參加那個公會，我們才可以取得出去和
參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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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工具機產業廠商業者代表之訪談內容摘要（LCS131112）
訪談對象：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發展處經理。
訪談時間：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
以下為筆者將訪談內容做一整理和摘要，問代表筆者，答代表受訪者。

問：1970 年代「精密機械」和 1980 年代「自動化」發展差異為何？
答：其實精密機械到 NC 中間有一個中間過程，譬如說他的機械設備在我們所謂
的 NC 化之前，有段時間他的設備也有些是自動的，我有點聯想是，好比是「高
速車床」，他就是你經過一些設定完以後，在裡面沒有電腦的情況下他可以自動
做加工，他不用說人還要在那邊做加工，只要經過一定設定就好。所以精密機械
的意思是，在程式設定好之後，只要做上下料就好。那 1980 年代就是加入了電
腦設備，讓工具機運作更精準更快速。

問：請問 1990 年代因關鍵零組件之困境，政府設置了許多科專計畫介入工具機
產業發展中，您的看法為何？
答：其實當時我們參與了很多科專計畫，但你要知道這個產業規模都不大，營收
都不到一個電子產業的規模，所以我們業界都很「韌命（台語發音）
」
。你被照顧
得太好，當出現衝擊的時候不就一下就垮了嗎？！那我們會參與科專計畫，是因
為 1990 年代台中精機啟動了一個叫 GS（Graduate school，簡稱 GS）計畫，那時
候剛好股票上市，有比較多的資金，然後那個時候公司的一個策略是，想要引進
一批人跟以前不一樣，過去是以技術的「師傅（台語發音）
」
，而改採研究所剛畢
業的人力進來。那個時候剛好科專、主導性那些計畫在輔導廠商做技術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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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精機引進這批剛畢業的人才，而負責帶領新人才的頭頭發現了政府企畫的科
專計畫，於是就跟進了。那參與科專計畫的目的，是我們研發這個新技術的時候，
政府可以補助部分的經費，那我們何樂而不為？

問：那麼，藉由科專計畫的實行，業者與研發單位互動情形為何？
答： 很好啊。一開始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技術的開發委託他做，後來這七、八年
來，還有整合性的科專，那他要整合很多家公司，所以他出來扮演整合性的角色。
除非剛好是有些計劃他有在做串聯，不然的話他其實是分開的。那我們比較沒有
分開，是因為我們發現有些技術我們是委託給工研院做。假設我一個科專計畫，
我們要發展一個新的技術，那個技術是我們不擅長的，可是工研院有阿，那我就
跟你合作嘛，我就轉委託，比如說一百萬給你，我寫在計畫裡面，那他的特色就
出來啦。就有阿，那因為我們跟工研院互動很頻繁阿。雖然，我們研發人員有
100 多個，可是我剛剛已經講了，我們台灣的工具機廠商都很小，你看台中精機
這麼大營業額才 5、60 億而已，大陸一家工具機廠商就 5、6 百億了耶，差十倍，
那你怎麼比，跟人家比？就是說我們自己發展技術，第一個我有時間的壓力，第
二個我有人員的壓力。那工研院有技術阿，那我為什麼不直接交給他們？！所以
為什麼我們和工研院合作很密切的原因就在這裡。

問：那對於研發單位在將新技術擴散至工具機業界時，部分會透過成立一間新的
公司來運作，您的看法為何？
答：這是他們的政策阿，工研院都會鼓勵。對於業者的影響，我是覺得也還好啦，
就像有時候同仁會在抱怨說，我們在幫工研院訓練人一樣阿，這 20 年來我們讓
他們知道說，產品的商品化怎麼做。就是說當我們在跟他們做技術引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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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同時學到如何將產品商品化。當產品商品化之後，他們就可以到外面開公司
了。那我覺得還好是因為即使現在不是工研院出來開公司，外面現在也是一大堆
人在開阿，所以不一定是要這個體系去開公司啦。那當然工研院這種策略，總不
一定都是…因為工研院本來都會鼓勵他們的人出來開公司，甚至他們院內會支持，
等於說是持股之類的吧。然而，也會跟業界鬧得不愉快，比如說他跟一家公司合
作，跟一家公司很深度的合作完之後，阿糟糕，他裡面的人出來開了，那出來開
的產品跟他一樣，阿不是打對台了嗎？然後就彼此心裡有疙瘩嘛。我跟你講的這
個案例就是目前是工具機最大間的「○○」公司，他的一家子公司跟工研院合作，
那後來工研院又另外開了，跟他做一樣的東西。出來開了之後，又把人從裡面挖
角出來。○○老闆很不高興，其實不僅是他，換成是誰都會不高興。就這樣子阿，
但這樣的案例畢竟不多。因為我認為像是像半導體和電子產業，一開始就是研發
單位在創立運作。這邊我是覺得很難避免，因為工研院的角色本來就鼓勵他的員
工出來創業阿，那他一開始遇到正常的體制出來創業就不會遇到這種問題。我剛
講的案例是他們自行離職出來開業，就是他們自己離開工研院出來另創公司。今
天如果是由工研院他們自己出來輔導成立的公司，他會忌諱這種事情。但是你沒
辦法去改變工研院的策略，工研院多半會希望他的員工工作一段時間後會被挖角，
或者是自己出來創業。不然你說一家公司的發展，你要怎麼給你的同仁生涯規劃，
除非員工的個人的特質就是適合做研發，一直做下去，做 20 年、30 年。所以說
你有沒有提供舞台給他，這變得很重要。

問：承上題，那些衍生出的公司，其經營運作情況如何？
答：有的不錯啊。崴立就是一個就好的案例阿，崴立那角色不一樣，就是工研院
第一代涉及工具機的那一群人，他們出來開的阿，那他發展得很好啊。那不只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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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還有一些關鍵零組件廠阿，像是德大、日紳，這些都是工研院系統出來的阿。
當然也有經營不善的，哪有說出來就保證成功的。也有那種自行離職出來創業的
阿，也有幾家很成功阿，有一家叫羅繹阿，目前是做主軸，最大的公司啊。他們
就是自行創業，他不是透過他院內的力量出來創業。就是在工研院沒有支持下，
完全自己出來創業的，這有些也做得不錯啊。那也有一些做控制器的廠商，也是
工研院系統出來的阿，所以這很難講。那你知道日紳這家公司嗎？日紳被美商併
了。但像那些投資者後來都有賺到錢啊。他把它賣掉以後，他們出了 10 塊，它
賣了 20 幾塊阿，就不是賺到了嗎？才 5.6 年的時間，他們賺了 150%，有什麼不
好？為什麼賣掉你知道嗎？這表示他做的也算辛苦，就是說經營得很辛苦，公司
也不算虧本阿，就也沒賺到多少錢。

問：但工具機產業本是中小企業林立，若又有更多的廠商業者出來，不是會造成
競爭力大，但公司規模卻普遍小的情形？
答：對阿，這也就是我們的困擾。像是台中精機在台灣來說算是大規模公司，但
出去國外市場卻相對弱小，比不上阿。就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而已，你很難跟人
家拚。同樣的技術，你三個人在發展，那人家三十個人，你看差多多。所以為什
麼說會有衍生這麼多關鍵零組件的廠商出來，那我們要靠這些人了。另外一個角
度，就是這樣子。就是說有很多做整機設備的公司，因為他規模不夠大不夠發展
所有的關鍵零組件，那怎麼辦？那有些人眼光很好，他看得很遠，他就成立這樣
的公司，他把各家的需求「撿(台語發音)」在一起，那他就夠大了，就幾十家公
司養他一家阿，他就變大了。他就負責做那個關鍵零組件，這樣子他就做大了，
像是德大就是這樣子阿。德大就是做那種產品，早期那種產品都是每家自己做的，
做都做不好。但他眼光很好啊，他發現這個有市場，他去外面做，然後有給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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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具機廠商，他就做很大，而且品質很好。那他只是因為有在工研院歷練，他
發現有這個商機他出來開，所以其實也不一定會比業者技術更高一籌，其他也做
得不錯啊。而因為他的東西不只是在台灣用啊，他賣到全世界去，他有一半的產
品賣到國外去了。

問：請問 1995 年機械所（研發單位）到台中發展，與業者關係更好了嗎？
答：關係非常密切。因為距離上沒有距離了，所以當時候那個組長非常有眼光，
他毅然地把那批人馬(指原機械所負責做工具機人員)從新竹拉到台中來。加上台
中精機的大力支持，然後因為貼近客戶，所以他很快地和業者的想念接近。那目
前他的角色也已經改變，以前是我台中精機去爭取科專計畫，然後我把一些技術
不成熟的去委託他們做。那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他發現有些計畫是我們可以做
的，然後他就去找幾家業者一起來共同申請。大概七、八年前，業界透過工研院
來整合。那早期政府不鼓勵整合，就有點個別指導的感覺，後來才漸漸有。那最
後是演變成個別輔導的計畫移交到工業局，而工研院傾向於這樣大型的計畫來輔
導業者。

問：請問政府在扶植工具機產業政策中，效益為何？
答：我覺得最近一、二十年來他投入不少，如果說早期人家在抱怨這廣泛的機械
業，政府是比較忽視的，我覺得這十幾年來政府是有貢獻在這上面的。他用各種
計劃，如輔導性、科專阿這些計畫在扶植，他確實是投入了。而且他後來也發現
這個產業外移程度相對比較慢，我們現在大概還有保留七成在台灣生產，剩下三
成去了中國大陸。

問：您對工具機整合性研發計畫和「M-TEAM」等聯盟實行之效益，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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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M-TEAM」就是台中精機和永進發起的，他是導入「TPS」
，也是就精實管
理系統，那 TPS 的前身就是豐田式的管理系統。簡而義之，就是不斷的改善很
多生產流程，儘量不要備料，形成零庫存。那目前現階段「M-TEAM」還在努力
當中。那一開始是台中精機和永進接受中衛研究中心的輔導，我們想要把這套系
統引進到公司內部，那 run 一段時間後，老闆就想說我們就找幾家同業一起來參
與，所以後來整機廠大概有六、七家，協力廠大概有幾十家，然後一起成立叫
「M-TEAM」的策略這樣子。那所謂的「策略聯盟」要小心，不能涉及到聯合壟
斷。就是說，你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你不能跟人家講說，阿我們聯合一起漲價，
會被公評會處罰，所以策略聯盟要小心，就是不能談價格，只要在技術和管理方
面做交流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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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灣工具機產業公會代表之訪談內容摘要（HJJ131015）
訪談對象：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訪談時間：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
以下為筆者將訪談內容做一整理和摘要，問代表筆者，答代表受訪者。

問：請問您認為公會於工具機產業發展中扮演何種角色？其轉變又如何？
答：公會的話，你換個角度去想，他從政策角度去轉換的話，公會他本身原先設
定就是，
「對會員提供服務」
，所以對我們工具機公會來講是說，我不是去所謂的
領導，而是從領導、管理轉換成服務，你要從政策的角度去看他。因為當初是比
較威權的政策，所以政府是我來管理，所以那時候的公會負責的是「鎮定」的宣
導。就是說在遵守政策的前提下，你「必須」這麼做。在早期政治社會，你可以
說是解嚴或是陳水扁總統以後。我想李總統時代的時候，可能都還是這樣。所以
當大家覺得說政府你擬定政策很好，但產業會覺得有些不好的地方要去調和，所
以以公會的角色來講，我們就是以服務。所以我在講一個東西就是說，我們去尋
找大家最大的公約數，「共服」是去做一個東西。同樣地，對政府的政策反應的
時候，我也會去找同樣的聲音，比較支持的那一面看法是怎麼樣，比較不支持的
那一面看法是怎麼樣，希望去做政策上更細部的調整。這是我們可以去做的。所
以等於說，公會真正去做的是一個「妥協」的概念，想辦法去滿足他會員各方面
上的需求，也就是我剛剛說的，除了太 personal 的服務我沒辦法做以外，其他理
論上來講我都該去做到。只是說我現在能力有限，我僅能找大家最有「共服」那
一塊，用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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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您的觀點，政府為何將工具機產業納為國家扶植發展的第三兆產業？工具
產業成為第三兆產業的優勢又如何？業界可加以提升部分有哪些？
答：其實扁政府時代就開始將機械產業放上去，然後就有派專業人員來評估，評
估的官員就認為說事實上它有機會被發展為第三兆產業，因為前面兩個兆元中有
一個兆元幾乎跑掉了，所以需要另外一個來補償它。事實上，那時候的半導體也
是比較低潮的時候，所以會來看機械產業。那機械產業事實上來講，它本身是很
穩定，就是說它不是說很大的一個爆發，但是他很穩定。特別是像說工具機，在
民國 80 年到 90 年這一段，它的發展是比較平穩，就是它的篇幅並不大。到了 92、
93 年開始之後，它就呈現比較大幅度，大概有兩位數的成長，他就開始往上衝
了。所以，越是這樣衝的時候，大家在估算它達底的機會就越大。但是以我個人
的看法是說，他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是時間上的問題，特別是以工具機產業來講，
你的品質穩定了，你就可以吸引到一定品級的客戶來去看。但是當你這個客群完
了以後，下面還有更多的客群，那你要符合更多客群的時候，你的產品自然就會
朝向那個方向去做，品級上會改變，也就是說他們本身會調整到他們要提供的那
塊市場。工具機行業中，公司要被認同到你售價到一定程度的話，第一個，你品
質要先達到，再來是你的耐用性也要達到期望。然後以這樣來看，它不會是一年
兩年，而是要經過四年到五年甚至是六年，人家才能去發掘和確認說你這個東西
確實是沒有問題的，後面訂單才會進來。就是說，其實在 80 到 90 那段時間，工
具機產業發展程度不錯，只是你要獲得更大的認同，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培養。

問：承上題，工具機產業欲達成第三兆產業之目標，政府和研發單位各自投入程
度及情形為何？
答：政府有投入很多的東西，就是說你去做研發單位，事實上研發單位就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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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東西去做，從機器它本身性能的品項阿，或是機器性能新功能的開發等等，
這裡面都有很多的協助。在那個階段來講，政府也投入不少錢，但相對於說民間
後來自己的發展來講，大概到 90 年以後來講的話，民間光是針對工具機這個產
業一年的營業額比政府投進來科專計畫和研發計畫等這些計畫的經費來得高。但
業者它規模都很小，所以每家錢都很少，因此後來政府也去調整他去協助的方法，
它們就想辦法說怎麼去整合更多家廠商。以前他等於說是，他自己去做廠商配合
的想法，那後來他的想法是說怎麼樣去整合廠商。這樣東西的話，你或許可以去
看政府有關的科專計畫的一些演變，這方面政府其實都有在做一些調整。但是隨
著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又各行各業又都要被照顧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協助的經
費就也變少。所以政府他扮演的角色在不同時期就有所轉變，從經濟發展的方面
來看，他從剛說的規劃、主導到慢慢變成協助。

問：若將台灣工具機產業做一分期，分別模仿創立時期〈1945~1973〉
、NC 及 CNC
工 具 機 技 術 成 長 時 期 〈 1974~1979 〉、 廠 商 合 作 和 國 家 介 入 技 術 升 級 時 期
〈1980~2000〉和台灣工具機轉型時期〈2001~迄今〉
，您認為政府於何時積極介
入工具機產業發展？情形為何？
答：其實不同時間點，我們期望政府的作為都不同。70 年代那個時候，政府可
以算是大政府的作為，因為他做了很多東西事實上是業界還沒有去做的。我們從
技術的角度去看是說，比較有系統地開始去協助業界做祭器的設計和性能的評估，
導入一些比較有系統的東西，比方是電腦或是機器設備，大概是到民國 70 年中
期到 90 年慢慢普遍化，因為那些東西都很昂貴。那雖然業者是率先推出 CNC 車
床，但這個東西你要得到市場的認同，你跟人家差距什麼東西，如果有一些方法
去教導你去判斷它，你是可以針對這些差異去做改進，那這個工作大概是從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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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初到 90 年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擴散。那法人單位在這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是說，因為它可以跟很多國外研發機構做研究和互動，就會帶回來新的觀念，
那這些又會被廣泛地推廣出去。

問：公會與研發單位之關係為何？
答：我們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但我們還是會互相交流和溝通。因為政府有時候
會需要公會去看說，研發法人他們做的是否反應業者的需求，那我們也會協助他
們去跟業者做調查。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管道去做調查，就看大家怎麼去互相合作。
那現在基本上是說，沒有說誰一定要經過誰才能搭上線，所以他們現在可以很自
主地去跟不同人談。因為可能說他的計畫中只需要六到七個人就可以去 run 了，
所以他就不需要所有人都同意他才可以去做。所以，就是一個蠻活的運作方法，
也是台灣可以多元呈現的原因之一。

問：研發單位在將新技術擴散至工具機業界時，部分會透過成立一間新的公司來
運作，您的看法為何？
答：事實上是這樣子，工研院最早我不知道是成文還是不成文的規定，他們在執
行很大的計劃的時候，他們會把這樣的部門 spin-off 出來。所謂 spin-off 出來是說，
他們要去證明說，他們確實有把這樣的技術能量做出來。工研院有很多啊，像台
積電好像也有類似這樣的觀念出來，當初都是這樣一些計畫，讓政府投資很大的
計畫，那計畫一方面你要去建立這樣的能力，一方面你要把這樣的能力移轉一些
給企業界，等到計畫執行之後，大概這一群人就要出來成立一家公司。那政府可
能也會投資一點錢，或是工研院再從他們的工具機裡面投資一些結構等等使它們
定型。所以這就很弔詭，就是說很多東西在開發的過程中會覺得說，你發展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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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沒有用，所以業者會不會轉移你的技術？不會啊。但工研院會覺得說我做的
東西確實是有用的，那這要怎麼證明有沒有用？開公司啊。做出商品來說，證明
我是有用的。事實上，他們有很多 spin-off 出去，嚴格來說是被要求 spin-off 出去
的。在他們系統裡面，你「必須」去證明，那麼有一些事實上會擴散。就像事實
上你會看到聯發科、聯電，這些人當初是從那邊出來的，還有台積電，很多早期
都是工研院的人才。因為當初你做那些東西很先進很前衛，所以很多人都會說不
要，所以以前銀行界還是企業界講的一個玩笑話，早期政府好像是認了很多台積
電的股份，然後大概就是很多企業去跟政府借錢，就被有人要求說應該要去找一
些大企業大集團，去推銷台積電的股份，那有一些譬如說台塑很好，那有些就好
吧，就買一些，那也有一些就跟來的推銷員說「不要啦，請你吃頓飯啦，做朋友，
麥相害(台語)」就說不要買啦，我請你吃頓飯，吃怎麼樣都沒關係啦，為了我們
朋友好，請你不要來害我，不要拿台積電的股票來賣我。真的就是這樣子阿。像
台塑那時候就想說好吧，政府要求那就買了，買了台塑就賺到了，那時候很便宜，
因為沒有人要買所以價格就很便宜阿。所以就後來有人講說財神送到你家來，你
把財神推出去啦。所以台積電從研發課慢慢地賺錢，到 be something，到 real
something，看你要怎麼樣做。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說公民營開發出來的東西成
本過高，沒有合到他們的需求，這是因為工程師總是有一個觀點，都想說我要做
到最好的，我要做到世界第一的，可是你要做很多東西的時候，對老闆來說做這
些東西來去賣齁，大概沒有人要跟我買。為什麼齁？你沒有市場上的一個
reputation。就是這樣，你做了一輛跑車，比全世界最好的跑車都還要好，你跟人
家講說你要賣跟世界第一級的跑車一樣價錢的時候，你認為會有人跟你買嗎？你
去買了跟 LV 一樣材質的皮革，你找一樣的人去車縫，比他們更好的技術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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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你要跟他們賣一樣價錢，誰要跟你買？就是說你的商譽需要一段時間去建立
起來，他才能達到這樣的一個階段。所以在那個過程中間，投入是要很大的。台
灣的老闆甚至是全世界的老闆，他會從他可以獲利的角度去推怎麼樣的產品，他
會先說公司要先能夠活得下去，利益才會進來。那這樣的產品我還是做得到，但
公司可能會先倒，那他會不會做那樣的產品？不會。所以工研院出來都不賺錢，
那不代表說他們技術不夠，也不代表他們能力有問題。那業者還是會期望有
spin-off 的機制，因為要做這樣東西的時候，它失敗的風險性很高。那國外的公
司規模很大，台灣規模都相對比較小，你要忍受到那麼長久的虧損，沒有多少家
公司承受得了，所以希望誰做？政府來做。那個東西就需要政府來做，很多人都
覺得說政府來做 OK 阿，但大家有時候沒有體認到說這種東西需要向立法院報告。
立法院會覺得說，這個東西這個業者說這個東西政府要做，那做來都是業者的人
啊，獲利都是業者，那政府都沒有獲利，那沒有獲利的話百姓怎麼去獲利，所以
有些委員就反對阿。我們的委員對於說台灣企業長期的發展，我不敢說所有的委
員都一樣，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的選區的選民比較重要。所以我們現在才說我
們總統在做科長的事情，那當總統在做科長的事情的時候，其他官員在做什麼？
當立法委員在做一個鄉鎮市民代表的時候，那其他人可以做什麼事？換個角度來
說，為什麼？他們都會希望貼近自己的選民，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可以跟民間的脈
絡連接在一起的。那這樣感覺起來好像也沒什麼不對，但問題是說當他太細的時
候，沒有看到巨觀的時候，那就產生問題了。我們是希望他們巨觀跟微觀都可以
掌握到，期望政府官員巨觀跟微觀都可以兼具。

問：以公會的角度，對於工具機產業為提升自我競爭力之業者有何建議？
答：以基礎來說，有些業者打得不錯。所以我們去看，大概民國 70 年、80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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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100 年，有很多公司都存在都生存這麼久，那為什麼有些公司營業額可以到
百億甚至是破百億？有些跟他當年做的產品都差不多，甚至還比他多，但現在只
有十億或是 5、6 億在做？當我在服務這行業，與很多老闆在接觸的時候，我發
現大家有很多想法和願景，那為什麼有些實現有些沒有實現？換個角度來講，你
有看到一些 chance，但是你並沒有做好你的規劃，或是說你沒有專門的人才去協
助把你的夢實現。所以你可以講，當初大家能力都差不多，你也知道未來應該朝
哪方面發展，但有時候就是有些人會踏出去做，有些人就會想說我還是不要，就
我還是 watch，watch 一次兩次機會就流失了。有些人或許會說政府應提供協助等
等，那實際上政府都有協助到，但政策在實行上，有些會受益比較大有些受益比
較小。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先要自己本身該做好的事情做好，當然他也可以
透過不同的管道去尋求協助，嚴格來說，政府也透過很多法案去提供很多的協助，
那是不是每一個得到的都是你所需要的部分，所以還是要依靠自己。另外，我是
想要建議業者，當你覺得政府做得好的地方你不要吝於鼓掌，不好的地方我們要
去反應。這樣官員才會知道說，原來我做的這個是大家想要的。我在觀察是說，
不管是綠營執政也好，藍營執政也好，我們是很吝於幫人家鼓掌的，因為我們會
覺得政府做好是應該的。但這樣不好，政府做得好的地方我們應該勇於表達。當
然會不會有人覺得不好，還是會有人，那 so what？社會不就這樣子嗎？但對政
府來說，會知道讚美的聲音多還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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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台灣工具機產業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代表之訪談內容摘要
（YLL130906）
訪談對象：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機械產業研究員。
訪談時間：民國 102 年 9 月 6 日。
以下為筆者將訪談內容做一整理和摘要，問代表筆者，答代表受訪者。

問：據您所知，IEK 之成立背景和目的為何？
答：IEK 其實就是一個各個產業的市場調查及分析的單位，那這調查和分析的單
位主要是要提供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一個參考依據，這是 IEK 成立的宗旨。再來
是，這原本這些各個產業的市場調查和產業狀況的資料蒐集及分析，是撒在各功
能單位裡面都有一個組叫市場調查單位。就等於說，像我們機械的這個部分，原
本應該是在機械所裡面的一個調查組，然後在一次工研院的組織變動的情況下，
他把所有工研院裡面的市場調查單位集中在一起成立了 IEK。

問：承上題，IEK 和 IT IS 有何差異？
答：IT IS 是為一個經濟部技術處的一個計畫，那 IEK 是去承接 IT IS 的一些計畫。
就是說，經濟部技術處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市場研究調查的計畫，那他的部分就
叫 IT IS，是一個計畫名稱。那我們工研院 IEK 就是去承接這個部分，所以會用
IT IS 這個計畫去做一些調查、演講、座談會等等，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問：那請問您主要負責 IEK 之事務部分為何？
答：我主要負責工作是做機械產業的市場調查分析，那我現在都有在做整個機械

160

的產值、進出口值統計和預測的東西，而我真正比較去關注的焦點是工具機的部
分。

問：請問您常和政府、公會、研發單位和廠商業者有所聯繫嗎？
答：有。我最常接觸就是公會祕書長和廠商業者，然後在政府部分僅是在必要的
時候去報告外，就並無太多的聯繫。

問：請問您對政府將工具機產業納為國家扶植發展的第三兆產業看法為何？
答：這個背景是說，政府當初認為機械產業很快就破兆，其實當我在接手來到這
裡的時候，那年 2011 年整體的機械產業大概是 9 千 3 百多億快接近兆。那因為
當時的時空背景是，
「兩兆雙星」的產業已經變成「兩兆傷心」
，政府沒有著立點，
他想要找另外一兆，那眼看機械產業已湊巧快要一兆，因此瞄準機械產業。那我
最後評估結果是這一塊我們達不到，甚至往下掉。因為跑出一些 model 顯示出，
我們最大出口國-中國大陸正在呈現衰退的情況。這個意思是我們進口到中國大
陸的量開始減少，第一個方面可能是因為他們已開始自己生產，第二個方面我是
覺得他們已經是產能過剩飽和了。所以以這樣的情形之下，我覺得不 OK。而且
又加上說你沒消化，我所謂消化指的是，大陸做這些東西是在有歐盟這些市場去
買，比如說他做出來的手機總要有人買吧，那假設這購買力不強的話，外面的需
求沒有增加，那你就沒有辦法消化阿，所以你買回來的這些工具機都不能做生產
那你還會再進新的工具機嗎？所以，這樣的看法我是覺得有可能沒辦法成長。那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政府所要兼顧的面，可能不是我所看到產業的進度、成長或
是衰退，政府應該他可能想到的是說，如果我現在做的不好，那可能影響到整個
全國人民的對政府的信心阿、對產業的信心阿，可能導致其他的經濟問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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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而言，我們會針對的是就目前這個產業所產生的問題、未來的趨勢和潛在
的問題去提出。當然對政府來說，應該有相對的對應機制去處理這樣的問題，應
該是這樣，而且我們也有提出一些建議和方式。

問：若以成立研發單位作為政府輔助工具機產業發展政策之一，研發單位在將新
技術擴散至工具機業界時，部分會透過成立一間新的公司來運作，您的看法為何？
有何建議？
答：如果以既有工具機產業的廠商業者來說，工研院所研發出的技能可能會有很
多的技轉機制，所以他們可以走得不錯，這一塊對於既有業者有幫助。那對於整
體產業技術部分來說，spin-off 出去的這些公司，其實來說，對整體產業看起來
是有做怎麼樣的一個提升。那但是變成說，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現在業者
對工研院的一個 argue 的地方在於是說，你們口口聲聲來去調查做出來的技術，
你們卻只是一部分去做技轉，但是你們卻自己出來開公司，那你是在與民爭利？
還是在協助人民？這個問題其實是存在已久的。所以我不曉得說工研院 spin-off
的這個事情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問題是說，他們這些技術和問題是怎麼來的？是
市場調查得來的，那我們市場調查的對象是誰？是現有的業者。比如說，我要知
道這個市場現有的狀況，是現有的業者在執行嘛，那我就去訪問你，你遇到什麼
困難啊？你有什麼需要突破的困境吶？然後口口聲聲說要帶回去給你們技術處，
又交給機械所，機械所就開始一直研發，研發成熟之後就用這個技術成立一家新
的公司。然後你家的產品就被我欺負了，那你在做市場調查有什麼用？所以，這
就是我覺得，以目前來說，政府可能要想的一個方式就是說，工研院現在在做的
可能已經是比較忽略了既有的業者的一些問題跟技術。比如說，其實工研院不太
care 說現有的技術，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很 low，他們想要發展更高階的東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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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但是現有的技術來說，其實是很多業者無法突破。我覺得工研院應該要有
兩種層次，第一個層次就專門去看，現階段工具機業者究竟發生什麼問題，去研
發相關的技術，去 support 現階段的業者，去 upgrade 他們本身比較弱的部分，這
樣業者一定會非常感謝你。那另外一個角度，你應該是去推動，比如說去蒐集國
外的一些新聞資訊，然後去研發、開發新的東西，然後你出去 spin-off，那我覺
得這樣別人比較沒話講，因為你 gap 差太遠，他達不到那邊阿。但重點是，你該
給他新技術讓他現階段可以穩住既有的產品可以 upgrade，他就可以生存下去，
你再 spin-off 出去人家就不會講你了。

問：您認為台灣工具機產業於國際之競爭優勢是什麼？
答：C/P 值，C 就是 cost，P 就是 price，我舉一個例子來說，C/P 值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可以和日本做一樣的機台，雖然台灣的技術就會比日本弱一點，但台灣能夠
可以做到和日本的品質接近，價格卻只有 85%，這叫 C/P 值。那所以我才跟你講
說，我們 C/P 值以台灣的角度來說，我們跟日本在做的差不多，雖然我沒有他那
麼好，那但是我賣的價格比日本便宜許多，大概差個 10 幾%，大家就會選擇台
灣的東西，我們就是靠這個去贏得出口的市場，這是我們最大的武器、最大的優
勢。當然我們在台中有完整的供應鏈，造就了我們在組裝產品時速度很快，大家
零組件的供應能力也很好，配合能力也很高，交期也準時，所以這些也 support
為什麼 C/P 值可以這麼好。

問：那您認為台灣工具機產業可加強發展地方為何？
答：第一點，就是說在關鍵零組件自製化的能力弱。雖然在 1990 年代有政府輔
導，但能力仍不足。就像 NC 和 CNC 部分的控制器，我們台灣就是做不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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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說放電加工機的部分是沒問題的，這是因為放電加工機速度比較慢，他可以
慢慢切。那如果說是那種高速、快速的車床和銑床，我們就還不行。那為什麼我
要說那方面零組件比較差，是因為這裡面還有馬達和驅動器，而馬達我們台灣沒
有，我們都是買日本進口的。當然台灣也有做馬達的廠商，那是日本來建的，但
那家廠商已經這麼多年了，他還是沒有 OK 阿，因為他技術很難引進，日本鎖的
很緊。所以等於說，你要讓控制器執行的很完整，你的馬達就一定是要自製的，
因為你馬達自製你才能去掌控馬達，掌控馬達你才能去掌控這個刀具要切的好，
因此這些東西都是要國產化你才能去做。而且如果假設你的機台發展要更多其他
不同的加工功能，你的控制器就必須要跟得上，關鍵就是在控制上面，你控制器
如果沒有這些功能，你很多東西就不能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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