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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業發展現況 

一、我國歷年產業之結構變化 
二、我國製造業現況 
三、我國製造業產值概況（2012） 
四、我國各產業產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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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歷年產業之結構變化(以GDP占比分析) IDB 

GDP    17               17               57              414                     1,649          3,261         4,315           4,890 
(億美元) 

% of  GDP 

Year 

 台灣產業結構由農業、工業，逐步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 
－GDP占比：1986年工業與服務業GDP占比相當，其後服務業快速成長，2012年達69.2%。 
－GDP：1952年我國GDP為17億美元，成長至2012年已達4,89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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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註：1981年之後依聯合國1993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編布及調整，1980年之前資料未進行調整，其中新版及舊版資料皆呈現1986年工業與服務

業GDP占比最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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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製造業現況 IDB 

*：研發經費係指全國整體研發經費，非僅指製造業 

生產毛額(附加價值)=生產總額(產值)-中間投入;附加價值率=生產毛額/生產總額 

資料來源：工業生產統計月報、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及台灣經濟研究院 

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20年 

工廠家數(萬家) 7.8 7.7 7.8 7.8 7.8 8.1 

受雇員工人數(萬人) 256.5 241.1 251.7 261.8 266.0 289.2 

產值(億美元) 4,159 3,202 4,370 4,426 4,131 6,276 

附加價值率（％） 20.21 22.76 21.21 20.23 - 28.0 

出口值(億美元) 2,556 2,037 2,746 2,823 3,011 4,433 

研發經費占GDP比重(%)* 2.78 2.94 2.91 3.02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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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三、我國製造業產值概況(2012) 

金屬機電產業 

資訊電子產業 

民生化工產業 

1.金屬產業(產值：2.25兆元) 
2.機械產業(產值：0.95兆元) 
3.運輸工具產業(產值：0.78兆元) 
4.重機產業(產值：0.82兆元) 

製
造
業 

1.通訊產業(產值：1.19兆元) 
2.半導體產業(產值：1.55兆元) 
3.光電產業(產值：1.73兆元) 
4.資訊產業(產值：5.83兆元) 

1.石化產業(產值：2.28兆) 
2.一般化學產業(產值：1.28兆) 
3.食品及生技醫藥產業(產值：0.89兆元) 
4.紡織產業(產值：0.72兆元) 

產值：20.27兆元 

產值：4.8兆元 

產值：5.17兆元 

產值：10.3兆元 

單位：新台幣兆元 

1.資訊服務業(產值：0.28兆元) 
2.設計服務業(產值：0.07兆元) 技術服務業 

產值：0.35兆元 

資料來源：產值由工業局依業管產業範疇自行估算，含台商海外生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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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各產業產值分析 

(一)金屬機電業產值(4兆7,941億元) 

(二)電子資訊業產值(10兆2,909億元) 
(三)民生化工業產值(5兆1,743億元) 

(四)技術服務業產值(3,4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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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新台幣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金屬產業 
（2兆2,540億） 

鋼鐵 鋼胚、鋼板、型鋼、棒鋼及鋼線等
產品 12,900 外銷:27% 

內銷:73% 730 48,300 

金屬製品 手工具、螺絲螺帽、模具、表面處
理、閥製品等產業 7,046 外銷:45% 

內銷:55% 16,000 245,000 

非鐵金屬 鋁、銅、鎂、鈦、鎳、鋅等金屬材
料 2,594 外銷:35% 

內銷:65% 770 25,500 

小計 - - 22,540 外銷:36%、內銷:64% 17,500 318,800 

機械產業 
（9,500億） 

機械零組件 - 2,466 外銷:50%、內銷:50% 5,356 82,465 
工具機 - 1,641 外銷:77%、內銷:23% 1,505 31,998 
產業機械 橡塑膠、紡織木工、食品等機械 1,079 外銷:61%、內銷:39% 3,993 74,498 

電子及自動化
設備 

半導體、光電、智慧型機器人等設
備 1,893 外銷:10%、內銷:90% 284 12,502 

其他機械 - 2,421 -- 5,041 60,814 
小計 - - 9,500 外銷:63%、內銷:37% 16,179 262,277 

運輸工具產業 
（7,743億） 

汽車 整車及其零組件相關 4,157 外銷:21%、內銷:79% 2,800 117,000 
機車 整車及其零組件 915         外銷44%、內銷56% 536 30,000 

自行車 整車及其零組件 1,088 外銷:92%、內銷:8% 707 27,238 

航空 飛機、發動機之系統/模組製造與
維修 783 外銷:53%、內銷:47% 123 13,500 

船舶 船舶製造維修 608 外銷:92.72%、內銷:7.28% 115 25,000 

軌道 車輛、供電、軌道、號誌通訊、收
費等系統 192 外銷:7 %、內銷:93 % 160 15,000 

小計 - - 7,743 外銷:42%、內銷:58% 4,441 227,738 

重機產業 
(8,158億) 

重電設備 發電機、變壓器、配電系統設備及
其相關零組件 4,950 外銷35%、內銷65% 3,207 176,385 

整廠整案 整廠整案工程業 2,700 外銷:30%、內銷:70% 7,740 85,000 

家電 空調器具、電冰箱、洗衣設備、電
扇、其他家用電器 508 外銷:40%、內銷:60% 535 15,000 

小計 8,158 外銷:33%、內銷:67% 11,482 276,385 
總計 - - 47,941 外銷:42%、內銷:58% 57,877 10,855,200 

(一)金屬機電業產值(4兆7,94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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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新台幣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通訊產業（1
兆1,892億） 

有線通訊設備 
局端傳輸設備、
終端橋接器、路
由器等 

2,364 外銷:98.5%、內銷:1.5% 
41 17,263 

無線通訊設備 無線基地台、路
由器、閘道器等 1,488 外銷:99.6%、內銷:0.4% 

智慧手持裝置 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 5,559 外銷:97%、內銷:3% 20 18,000 

通訊關鍵零組件 基頻、射頻、信
號處理等 2,481 外銷:81.2%、內銷:18.8% 10 10,710 

小計 - - 11,892 71 45,973 

半導體產業 
（1兆5,453億） 

IC設計 IC設計 4,191 外銷:75%、內銷:25% 250 38,000 
IC製造 IC製造 7,786 外銷:80%、內銷:20% 15 75,174 
IC封測 IC封測 3,476 外銷:65%、內銷:35% 37 83,070 

小計 - - 15,453 302 196,244 

光電產業 
（1兆7,299億） 

影像顯示 面板、 
關鍵零組件 

14,276 外銷:70%、內銷:30% 35 90,416 

LED 元件、背光模組、
車燈、照明 2,040 外銷:46%、內銷:54% 550 32,300 

太陽光電 太陽能矽晶片、 
太陽能電池 983 外銷:76%、內銷:24% 65 16,500 

小計 - - 17,299 650 139,216 

(二)電子資訊業產值(10兆2,909億元) 



IDB IDB 

10 

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新台幣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資訊產業 
(5兆8,265億) 

 

數位內容 

數位遊戲、電腦動畫、
數位影音、數位學習、
數位出版與典藏、行動
應用服務、網路服務、
內容軟體 

6,338 外銷:12%、內
銷:88% 

2,500 100,000 

資訊硬體 

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
腦、平板電腦、主機板、
伺服器、液晶顯示器、
數位相機 

44,342 外銷:99.3%、內
銷:0.7% 19,000 228,000 

資訊軟體 資訊軟體 1,707 外銷:26.1%、內
銷:73.9% 720 80,000 

智慧生活 

 電子書載具(含類ipad)、
聯網電視(含IPCAM)、
數位看板與工業電腦，
及其相關應用服務 

5,878 外銷:91% 
、內銷:9% 2,800 225,000 

小計 - - 58,265 25,020 633,000 
總計 - - 102,909 26,043 1,014,433 

2.電子資訊業產值(10兆2,90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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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石化產業 
（2兆2,853

億） 

石化上中游
產業 

以石油或天然氣為
原料，製造化學品

之產業 
18,190 外銷:44%、內銷:56%  480  36,050 

石化下游 
塑膠製品 
產業 

以製模、擠壓等方
法製造塑膠製品之

產業 
 2,587 外銷:35%、內銷:65% 6,874 130,102 

石化下游 
橡膠製品 
產業 

橡膠製品製造，包
含輪胎製造業、工
業用橡膠製品製造
業及其他橡膠製品

製造業 

 927 外銷:60%、內銷:40% 1,034  36,584 

石化上中游 
其他產業 

基本化學材料 1,149  外銷:18%、內銷:82% 342 11,000 

小計 - - 22,853 外銷:42.4%、內銷:57.6% 8,730 213,736 

3.民生化工業產值(5兆1,7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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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一般化學產
業 

（1兆2,786
億） 

電子化學材料
產業 

光電用材料 4,486 外銷:29%、內銷:71% 400 70,000 

特用化學品 
產業 

生產塑膠添加劑、染
顏料、塗料、助劑、
觸媒、化粧品、保養
品及工業用特化品等
產品之產業 

2,800 外銷:33%、內銷:67% 1,174 26,079 

建材產業 
生產水泥、石材、陶
瓷、木竹製品、玻璃
產品之產業 

2,600 外銷:17%、內銷:83% 1,687 21,804 

紙及紙器產業 
生產紙漿為原料製造
紙張及紙板產品之產
業 

1,700 外銷:20%、內銷:80% 2,881 52,064 

印刷產業 
生產印刷品產品之產
業 

800 外銷:13%、內銷:87% 7,567 67,980 

家具產業 
生產木製、塑膠、金
屬家具及系統廚具等
產品之產業 

400 外銷:63%、內銷:37% 1,079 18,924 

小計 - - 12,786 外銷:29%、內銷:71% 14,788 256,851 

3.民生化工業產值(5兆1,7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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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生化工業產值(5兆1,743億元) 

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食醫產業 
（8,904） 

食品產業 

為透過食品加工技
術與過程將食品或
原料混合   調 製，
以供人類或動物食
用的產業 

6,304 外銷:12%、內銷:88% 6,168 120,000 

生技醫藥
產業 

應用生技 
製藥 
醫療器材 

748 
760 
1092 

外銷:59%、內銷:41% 
外銷:78%、內銷:22% 
外銷:58%、內銷:42% 

385 
380 
705 

9,800 
19,500 
34,200 

小計 - - 8,904 外銷:19.0%、內銷:81.0% 7,638 183,500 

紡織與運動
休閒產業 
（7,200） 

紡織產業 
紡織纖維、紡紗、
織布、染整、玻纖、
成衣、服飾等 

5,700 外銷:40%、內銷:60%  4,908  185,100 

運動休閒
產業 

健身器材、球類運
動、水上運動等 1,500 外銷:50%、內銷:50% 2,248 67,000 

小計 - - 7,200 外銷:42%、內銷:58% 7,156 252,100 

總計 - - 51,743 外銷:35.3%、內銷:34.7% 38,312 90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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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次產業 範疇 
產值 

(新台幣億元) 
內外銷比例 家數 員工數 

技術服務業 
（3,481億） 

資訊服務業 

 商用軟體：包括ERP、
CRM、PLM、KM、資訊
安全等軟體。 

 專案服務：包括資訊
系統設計與開發、資
訊系統整合及資訊顧
問服務。 

 網路服務：包括線上
商務應用服務、網路
通訊服務。 

2,813 
  外銷:15%、 

內銷:85% 
6,600家 8.1萬 

設計服務業 

 產品類設計：工業產
品、包裝產品、工藝
產品、流行產品(飾品
等。 

 傳達類設計：平面設
計、企業識別(CI)、
品牌規劃(PI) 等。 

668 
  外銷:51%、 
內銷:49% 

3,421家 3.1萬 

總計 - - 3,481 
  外銷:33%、 
內銷:67% 

10,021家 11.2萬 

(四)技術服務業產值(3,4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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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重點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 

• 擴大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 
• 打造影像顯示產業成長動能 
• 推動通訊產業(智慧手持裝置)上下游整合 
• 深化數位內容產業創新動能 
• 以雲端服務帶動產業升級轉型 
• 建構金屬製品產業價值鏈自主供應 
• 創造精密機械產業成長動能 
• 推動汽機車產業扎根升級 
• 建構綠能產業價值鏈自主供應(智慧電動車、風力發電、太陽光電模組) 
• 推動石化產業高值化 
• 推動特用化學品產業發展 
• 推動生技醫藥產業躍升 
• 推動食品產業價值鏈整合升級 
• 推動創新時尚紡織產業 



IDB 擴大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二、發展瓶頸 

• 由於傳統ICT產業成長已趨緩慢，未來市場亮點在於智慧手持裝置，其應用處理器及晶片整合晶片為
未來產業發展之關鍵； 

• 另傳統3C產品進入高度成熟期，半導體產業須尋找轉型契機及新的成長動能。 
三、發展方向 

• 發展三維積體電路之晶片整合技術(3DIC)及智慧手持裝置應用處理器(AP) 
• 推動附加價值較高之醫療、綠能、車用及傳統3C(MG+4C)領域相關產業升級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促進投資：間接促進廠商在台投資達新台幣3,000億元以上。 
• 增加就業：增加就業人數7,000人以上。 
• 創造產值：2013年產值預估為1兆6,816億元(2012年為1兆5,453億元) ，成長率約6%。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發展前瞻晶片技術：輔導業者朝強化嵌入式晶片客制化設計能力以及3D IC等高階晶片整合技術發展；
另將推動高階應用處理器發展方案，進行上下游產業整合研發，提升我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 深耕研發技術並建構媒合平台：引導業者跨入MG+4C範疇以開拓產業新發展領域，擴大研發投抵及鼓
勵產學合作等政策輔導措施，並協助廠商加強研發與產生自主技術。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半導體產業-
IC設計 

4,191 外銷:75% 
內銷:25% 

271 
(如:聯發科、義隆電等) 38,000 全球市占率約20%，全球

排名第二。 

半導體產業-
IC製造 

7,786 外銷:80% 
內銷:20% 

15 
(如:台積電、聯電等) 75,174 其中晶圓代工全球市占率

68%，全球排名第一。 

半導體產業-
IC封測 

3,476 外銷:65% 
內銷:35% 

37 
(如:日月光、矽品等) 83,070 全球市占率46%，全球排

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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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打造影像顯示產業成長動能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範疇：用於顯示器上之各種面板及零組件，包含TFT-LCD液晶面板、AMOLED有機面板、觸控面板等。 
產業現況：2011年產值為新台幣1.38兆元， 2012年產值達新台幣1.43兆元；2012年就業人數95,570人，目前主要

面板廠包括友達、群創、華映、彩晶、勝華、元太及凌巨等。(下表僅含面板之現況) 
 
 
 
 
 
 
二、發展瓶頸： 
面板產業虧損嚴重，導致籌資困難，進而影響業者研發布局。 
大陸市場是我國TV面板主要市場之一，目前大陸積極培植自有面板廠，影響我國面板產業之發展 
我國欠缺國際性下游產品的品牌廠 
大陸積極挖角產業人才，導致高階面板技術隨人才移動而擴散至大陸。 
三、發展方向： 

朝向高解析度、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促進投資：產業新增投資金額達新台幣1,000億元。 
增加就業：新增就業人口達3,500人以上。 
創造產值：影像顯示產業2013年產值預估為1兆5,064億元(2012年為1兆4,276億元) ，成長率約5.5%。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協助業者發展高解析度面板(如4K2K面板)及新世代面板技術。 
透過兩岸交流平台，拓展面板出海口。 
加強台日產業合作，共同拓展新興市場。 
舒緩面板業者資金壓力。 
嚇阻惡性挖角，保護業者創新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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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TFT LCD液晶面板 9,589億元 外銷:86% 、內銷:14% 7 64,420 全球第2 

AMOLED有機面板 尚未量產 尚未量產 2(友達、群創) 約1,000 尚未量產 

觸控面板 2,086億元 外銷:95%、內銷:5% 約10家 約15,000 營收全球第1 



IDB 

推動通訊產業(智慧手持裝置)上下游整合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含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 

產業現況： 

 

 

 

 

 
 

二、發展瓶頸 
･關鍵零組件掌握度不足(如AP、面板等)，影響出貨。    ･專利布局不如Apple、Nokia等，易受專利訴訟紛擾。 
･軟+硬+應用整合能量不足，產品缺乏差異化特色。      ･缺乏優質軟硬體人才，影響產品開發速度。 
三、發展方向 
 建構自主關鍵零組件體系，整合上、中、下游產業鏈，建構多元創新應用環境。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投資：促使國內產業鏈增加整體投資達新台幣805億元     ･增加就業：創造就業人口5000人 
 ･創造產值：2013預估產值為6,943億元(2012年為  5,559億元)，成長率約 25 %。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建構自主關鍵零組件體系 
1.系統：(1)推動上下游廠商合作開發高階新產品    
                (2)依不同場域(如m-police、e-bike等)推動業者合作開發軟體 +硬體+應用服務三合一利基型應用產品 
2.關鍵模組：(1)開發高階應用處理器(AP)                                     (2)開發前瞻技術(低功耗、異質核心、3D堆疊等技術)  
                       (3)發展Flexible面板、加速提升AMOLED良率    (4)開發OGS、In-cell等觸控技術。 
3.智慧手持裝置軟體：開發語音/手勢/影像辨識技術及應用。 

 ･建構多元創新應用環境 
1.強化使用者應用之設計：強化UI/UX(user interface/user experience)技術能量、推動促進UI/UX產業合作、舉辦通 
   訊大賽強化使用者體驗設計 。 
2.推動創新應用服務及內容：推動投入創新應用開發、培育App創意團隊、推動NFC跨業整合創新應用。 
3.測試認證：推動4G試驗網及互通實驗室。 
4.專利布局：分析國際大廠布局，發掘潛在專利地雷。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智慧手
持裝置
產業 

5,559 億
元 

外銷:97% 
內銷:3% 

20 
(如宏達電、
華碩) 

18,000 • 產量為8,603萬台(智慧型手機5,479 萬台，平板電腦
3,124萬台) ，全球市占率10%。 

• hTC手機全球市占率第10名，其中智慧型手機部分
全球排名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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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數位內容產業創新動能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我國數位內容產業涵蓋5大核心產業(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習、數位影音)+3大關聯產業
(行動應用、網路服務、內容軟體) 。 

 
 

 

 

 
二、發展瓶頸 
 多元內容產製不足，經濟乘數效應無法發揮。 
 產業發展遇瓶頸，出海口待尋求。 

三、發展方向 
 一源多用，創造產業衍生價值。 
 數位內容技術推陳出新，落實學用合一是人培重點。 
 數位內容趨向融合，跨國合資合製創造綜效。 
 軟硬整合，擴大產業新出海口。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促進投資：促進廠商在台投資達新台幣280億元以上。 
 增加就業：創造就業人口數9,500人以上(較2012年增加1,214人)。 
 整案輸出：帶領20家次以上業者拓展海外重點市場，促成整案輸出10案以上。 
 外銷產值：達新台幣775億元。 
 創造產值：數位內容產業2013年產值預估為6,800億元(2012年為6,338億元)，成長率約8%。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以Story Telling為價值核心，擴大一源多用：將台灣MIT元素融合敘事與科技，強化虛實整合與一源  多用衍生

商機，帶動內容產業升級轉型。 
 產學共榮，人才優化：推動學士級產業技師培育，消弭學用落差。推動國際軟體人才培訓，培育國際化跨界人

才；另辦理數位內容國際競賽，鼓勵全民創作，連結產學與國際。 
 以台灣為全球產製Hub，推動台版製作委員會：經由與雙邊經貿平台機制，健全產製合作開發之國際鏈結，有

效控管跨國共同資金。 
 打造產製一條龍，開發軟硬整合解決方案：充實底層模組與工具軟體，開發多元數位內容，引導資通訊及數位

內容業者，共同擴大產業出海口，包含國際市場、主題樂園、電視與網路通路等。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數位內容
(2012年) 6,338億元 外銷:12% 

內銷:88% 2,500 100,000 
優異ICT設計、製造能力及豐富數位內
容產製經驗(累積多元原創內容、美術
製作及整合擴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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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以雲端服務帶動產業升級轉型 

20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範疇 

•雲服務：包含資料中心系統與服務、雲端軟體及服務等 
•雲內容：包含遊戲、學習、出版、影音、動畫等內容雲端化等 
•雲製造：包含雲端伺服器、雲端儲存設備等硬體設備 
•雲終端：包含垂直行業別(如醫療、教育、宗教等)應用之行終端動裝置 

現況 
 
 

 
 

 
二、發展瓶頸 ：缺乏服務試煉場域與SLA基礎規範、ICT製造業亟需轉型升級、非ICT產業缺乏創新模式 
三、發展方向：資通訊產業升級轉型、健全國內雲端發展環境、推動服務優先的特色雲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2013年) 

• 促進投資：產業新增投資金額達新台幣220億元 
• 增加就業：新增就業人口達13,000人 
• 創造產值：2013年產值預估為新台幣4,200億元(2012年為3,324億元) ，成長率約26.35%。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發展雲端應用整體解決方案 
1. 推動雲端硬體及零組件國產化，打造資料中心完整解決方案及輸出國際 
2. 發展政府雲端應用，帶動資訊軟體業建立雲端應用建置及核心技術能力  
3. 協助地方政府或產業園區盤點需求及擴大招商，打造我國雲端產業聚落 
 推動產業特色雲端應用服務 
1. 優先推動ICT製造產業導入雲端應用服務(如：供應鏈綠色雲、研發雲)，並協助我國資服業者進行服務試煉、爭
取雲端轉型商機 

2. 由ICT產業成功經驗，擴散推動非ICT產業特色雲服務，如傳統產業(紡織雲、鋼鐵雲等) 及商業/服務業(廣告雲、
出版雲等)等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雲端
運算 3,300億元 外銷: 94.6%內

銷:  5.4% 8,000家 75,000人 台灣擁有資通訊硬體設計製造優勢，應切入雲端解決方案或加值
服務商機，協助ICT產業升級轉型 



IDB 

21 

建構金屬製品產業價值鏈自主供應 
IDB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手工具、扣件、金屬表面處理、閥類及其他製品加工 
          現況說明: 
 
 
 
 
二、發展瓶頸： 

･缺乏足夠資金與技術研發能力：金屬製品產業多為中小型企業，缺乏競爭力與創新 
･缺乏國際接軌與產品檢測認證機制：金屬製品需與安全性要求高，建立符合國際要求之檢測能量，並結合歐美市場與技術補足產品進入
市場的供應鏈 
･存在人才斷層與傳承缺口：傳統金屬製品從業人員年齡偏高，不利產業長期發展 
･工作環境差：大多需經後段加工處理製程，3K工作環境 

三、發展方向： 金屬製品高值化， 強化製造業服務化的附加價值。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附加價值：技術輔導服務5案次以上，節省成本2,000萬元以上，就業機會增加21人 
･促進投資：自籌款450萬元以上，輔導業界投資新台幣1.4億元，提升產值1.6億元 
･衍生產值：促成間接投資2.5 億元，增加產值12 億元；衍生產值2013年金屬製品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依據金屬產業及其相關應用產業發展特性之不同需求進行規劃 
･紮根：建基盤，整合上、中、下游金屬產業技術， 

向上拉：要求上游材料廠投入研發，補足材料缺口。 
向下推：推動材料廠開發高張力鋼板(車用)、矽鋼片(馬達用)等高品級材料 

･升級：推高值，創新產品設計，導入新材料與新技術，協助產業提高附加價值 
高值化：推動扣件之中堅企業(如春雨、三星)，聚焦航太扣件、軌道扣件、智能扣件 
數位化：推動數位手工具業者(如數泓、科宏、特典)，聚焦數位動力手工具開發 
智慧化：推動衛浴五金業者以數位控制技術，聚焦智慧安全衛浴用閥開發。 

･轉型：擴商機 
國際合作：擴大已簽訂台德MOU合作之手工具業者，轉型聚焦醫療手術器械合作訂單 
跨領域：協助扣件廠建立醫療器械開發與認證，聚焦人工牙根開發與行銷。 
服務化：運用倉儲管理與快速全自動檢測能量，發展扣件物流之創新營運模式(晉禾) 
專業化：推動優良的就業環境改善與人才培訓，建立符合國際產品檢測驗證實驗室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金屬製品 7,046億元 55%/45% 16,000 245,000 完整的製造技術與外銷通路，具有中小企業的彈性運作特色， 
扣件及手工具出口排名為全球第二大 

中游製成精進 下游加值應用 上游材料自主 

數位化 智慧化 高值化 美學化 
金屬製品產業 

 
 扣件 

手工具 
水五金 
金屬殼件 

跨界整合 創新服務 國際合作 專業認證 

紮根 

升級 

轉型 



IDB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光電製程設備、精密機械、智慧自動化、整廠輸出 
產業現況: 

 

 
 

 

二、發展瓶頸 
･機械基礎技術紮根不夠深，造成產品之精度、穩定性與可靠度不如日、德等國際機械強國。 
･多仍侷限於機械製造思維，國外市場長期仰賴代理商，無法掌握市場通路與終端客戶需求。 
･過往中部機械產業聚落之專業分工具備生產效益，惟也造成單機產品高度同質化與價格競爭，需差異化以提高價值 

三、發展方向 
･智慧型自動化:整合科技化硬體與智慧化軟體技術，透過智慧化流程，提供成品導向之自動化生產方案。 
･智能化加值應用:) 運用訊號感測、問題分析診斷、自動控制等科技，提供客戶問題解決方案，提高附加價值。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促進投資 ：促成設備廠商投資新台幣36億元以上(2012年約30億元)。 
･就業機會：增加就業人數226人以上(2012年約200人) 。 
･附加價值：木工機械整線自動化方案完成，「實木地板線」及「指接備料線」單機總售價將可提升30%及150%至整線設備售價。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扎根(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1.1億元)： 

強化關鍵技術及零組件(如控制器、伺服馬達)自主能量，支持高階設備發展，建立整線系統整合之基礎。 

･升級(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1.8億元、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370萬元)： 
     1.借力使力： 
        (1)槓桿國內終端廠商：推動終端使用者主動聯絡國外設備供應商，與台灣光電設備業者合作，突破技術瓶頸。 
        (2)連結專案辦公室：透過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拜訪日本光電製程設備廠商，促成國內、外廠商三方合作 
    2.集中資源： 

        (1)鎖定國內大型終端廠商(如台積電)需求：釋出規格予國內廠商開發，扶持國內廠商技術升級並增加自主能力 
        (2)推動木工機械W-Team：選擇民生需求木工產品(如實木地板)生產設備，由單機整合成台灣第1條木工機械整線設備輸出實體示範

產線，以提升設備附加價值。 
･轉型(工研院機械所/1.3億元)： 

  1. 智動化服務 
 (1)整合智動化工程技術：主動赴大陸，提供有意回台台商智動化技術服務諮詢/輔導，加速台商回 台設廠。 
 (2)提供技術服務：提供回台台商智動化診斷服務，並輔導智動化導入應用 

 
 

創造精密機械產業成長動能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家) 人數(人) 產業優勢 

機械產業 9,500億元 37/63 16,179 262,277 工具機及木工機械 出口排名為全球第四大 

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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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汽機車產業扎根升級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汽機車整車及其零組件  
   產業現況： 

國內汽機車市場規模小，短期內難以提升：各車廠紛紛以各種策略因應，包括降低成本、擴展市場機會或尋求政策協
助。   

 
 
 
 
二、發展瓶頸：市場規模小使生產成本過高，國內零組件逐漸失去競爭力；國內整車廠無法向母廠爭取零組件在地化。 
三、發展方向： 
 擴大整車外銷並結合 ECFA效益，提升汽機車產業產能利用率。 
 扶植國內汽機車零組件廠商進入國際母廠供應鏈及切入OEM市場。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1. 推動整車外銷達8萬輛(含)以上、增加產值新台幣50億元(含)以上 
   2. 提升國產化率與附加價值：提高關鍵零組件國產化率至50%強化競爭力，衍生外銷產值4億元(含)以上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1.善用ECFA效應:透過ECFA商機吸引外商大量採用國產零件 
   2.擴大零組件廠規模：利用整車外銷量攀升和國際補修市場活絡，促成零組件廠加速發展 
   3.輔導高發展性產品：輔導車廠向母廠爭取擴大零組件在台生產和採購，並與國內廠商合作投術研發    
   4.提升產品性能：提升車輛和零件設計、開發能力，改良製造，降低生產成本，以符合目標市場需求 
   5.協助切入國際供應鏈：透過服務質量管理扶植協力廠商進入國際母廠供應鏈 

IDB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汽機車產業 5,072億元 75%/25% 3,336 147,000 全球車燈AM市場第一名、全球鍛
造鋁合金輪圈第二大與美洲市場市
占率冠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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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綠能產業價值鏈自主供應-電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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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1.產業範疇：電動車、電動巴士及相關電能/動力系統零組件(產值146,944千元) 
2.產業現況: 

• 全國已有221輛電動車參與先導運行，並已建置394座充電座運行。 
• 已有10家電動汽車廠商，共20款電動車輛可掛牌合法上路。並有4家18款充電系統取得審核合格函。 
• 已逐步建置國內產業鏈能量。整車已有外銷實績，部分關鍵零組件廠商如馬達、充電器等已進入國際供應鏈。 
• 因電池技術開發未如預期，故尚未進入正式量產階段，且整體性價比仍未具有取代傳統車輛之競爭優勢。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智慧電動車產業  38.4億元  62%/38%  274家  1,900人  關鍵零組件業者已進入國際電
動車業者供應鏈 

二、發展瓶頸 
• 電池技術未成熟，衍生性價比過低，安全性及續航里程不足；充電設施及硬體仍待佈建，以便利使用環境。 
• 電池、馬達及控制器，廠商已配合國內整車廠投入開發及進入國際供應鏈試樣階段，待實車測試驗證完成。 

三、發展方向：電動車產業先導運行計畫延續推動、產品國產化率提升。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先導運行計畫續推3年，預計可創造產業產值(含括服務業)達新台幣206億元以上。 
• 預計參與先導運行計畫車輛總減碳效益可達4,300公噸，等同約4.5座大安森林公園。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持續展延三年協助電動車產業成熟，維持政策力道 
• 輔導整車與關鍵零組件業者競爭力提升與供應鏈整合  
• 本局與交通部、環保署跨部會推動電動巴士，擴大接觸面 
• 持續提供購車誘因，展現政策延續性  
• 導入充電式及增程式電動車，滿足不同產業需求  
• 審酌納入公共電能補充設施建構補助  
• 持續推動政府及國營事業優先使用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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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動車輛產業國產化推動計畫 
一. 國內電動車輛車型及關鍵零組件現況 

二. 我國電動車電能系統產業現況與缺口 

三. 我國電動車動力系統產業現況與缺口 

四. 關鍵零組件廠商評比及發展對策建議 

五. 產業推動廠商評審機制 

六. 具體推動措施建議 

七. 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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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公司名稱 
鋰電池 馬達動力 

電池芯 模組 驅動控制器 馬達本體 

甲/乙類 
電動巴士 

華德 溫斯頓(陸) 溫斯頓(陸) 利佳 富田 

立凱 力神(陸) 群力 Siemens(德) Siemens(德) 

乘用車 納智捷 比克(陸) 新盛力 ACP(美) ACP(美) 

商用車 中華(TARC) 能元 能元 致茂 東元 

電動機車 

易維特 有量 有量 易維特 易維特 

三陽/光陽/益通/東庚 
三星(韓)/三星(韓)/比克
(陸)/三星(韓) 

新普/新普/新盛力/
統達 

寧茂/台達電/興益/愛德
利 

台全/台達電/興益/愛
德利 

見發/同喬/綠鑽 
Panasonic(日)/ 
Panasonic(日)/三星(韓) 

維洋/宏境/統達 N/A(大陸) N/A(大陸) 

中華 光宇(陸) 中華 
安乃達(陸) 
/安乃達(陸) 

安乃達(陸) 

中華 

山葉 Sanyo(日) Sanyo(日) 山葉(日) 山葉(日) 

電動自行車 

捷豹 Panasonic(日) 宏境 JOYTECH JOYTECH 
光陽工業 

鉛酸電池 

光陽 台優 

巨大 捷安特(陸) 捷安特(陸) 

三陽工業 安乃達(陸) 士電 

地球村、可愛馬、佶典、
山王、錡明 

地球村(陸)/可愛馬(陸)/
佶典(陸)/山王(陸)/錡明

(陸) 

地球村(陸)/可愛馬(陸)/
佶典(陸)/山王(陸)/錡明

(陸) 

一、國內電動車輛使用關鍵零組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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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二、我國電動車電能系統產業鏈(1/4) 

產業現況: 

1.鋰電池材料: 

 (1)正極活性材料:產品已供貨大陸低階市場，惟國內尚於投樣階段，主要仍仰賴
自日本進口。 

 (2)負極活性材料:中碳可年產800噸/年，除供貨國內電池業者(有量)外，也已供
貨大陸業者。 

 (3)隔離膜:明基材料與前瞻尚於投樣測試階段。 

 (4)電解液:台塑已建置120噸/月產能，擬拓展大陸與日本市場。 

 (5)黏著劑、助導劑:成本占比低且國內市場規模不足，暫無廠商投入。 

2.鋰電池芯: 

 (1)有量已供貨易維特。另供之中華樣品已通過循環壽命測試，現進行路測，預
計4月完成路測。大電流檢測設備待提升以因應量產需求。 

 (2)光陽預計4月份向技術處申請業科計畫，以測試能元電池芯。 

3.鋰電池模組:國內可充分產製。 

4.電池管理系統(BMS):國內可充分產製，未來擬發展雲端監控管理。 

註：表示國內已有供貨 Δ測試驗證中 

易維特 中華 
三陽   光陽 
山葉   益通 
東庚   見發 
同喬   綠鑽 
Δ山王 

納智捷 

圓筒電池芯 

軟包電池芯 

方型電池芯 

Δ長利(中華) 
Δ昇陽(中華) 
Δ能元(光陽) 

有量(易維特) 
Δ有量(中華) 
Δ興能(台灣湯淺) 

Δ長利(台塑堆高機) 
Δ蘭陽(喬信) 

封 
裝 

Δ台塑(美國/大陸) 

電解液 

(11%) 

宏全(長利/昇陽/能元) 

圓筒外殼 

(3%) 

軟包鋁塑膜 

方型外殼 

捲入 
繞罐 

堆入 
疊袋 

捲入 
繞罐 

組 
裝 

 Δ明基材料(有量) 
 Δ前瞻(能元/長利) 

隔離膜 

(17%) 

正極板 

塗 
佈 

分 
條 

正極漿料 鋁箔 
(2.6%) 

負極板 負極漿料 

塗 
佈 

分 
條 

銅箔 
古河(海外) 
長春化(有量) 
南亞(能元) 
金居(大陸) 

(3.5%) 

正極活性材料 
磷酸鋰鐵: 
 Δ台塑鋰鐵(長利) 
 Δ立凱(立凱) 
 Δ尚志(昇陽) 
 Δ宏瀨(蘭陽) 
三元系: 
 Δ鐵研(能元) 
 Δ宏森(有量) 

(26%) 

混 
漿 

其他材料 
    -黏著劑(PVDF) 
    -助導劑 

(1.5%) 

負極活性材料 
中碳(有量) 

混 
漿 

(9%) 

(0.4%) 其他材料 
    -黏著劑 

電池系統 
Pack 

BMS2 

電池模組 
Module 

新普 
統達 
有量 
喬信 
新盛力 
維洋 
宏境 
Δ台灣湯淺 

新普 
喬信 
新盛力 
銓陽 
維洋 
統達 
宏境 

BMS1 
華創 

華創 

Δ中鋁(建廠中) 

(9%) 

(17%) 

(電池芯製程
中間物) 

(電池芯製程
中間物) 

圓筒、方型 

圓筒/方型/軟包 

軟包 

有量(有量) 

宏全(長利/昇陽/蘭陽) 

27 



IDB 三、我國電動車電能系統產業缺口(2/4) 
鋰電池芯構造(圓筒型為例) 

項目 國內現況 有實績廠商 

熱敏電阻
(PTC) 

國內可充分供應 聚鼎 

正負極耳 
成本占比低，主要由
日本進口。 

- 

端蓋､電
池外殼 

連續冲壓件，國內有
廠商供應。 

宏全 

絕緣片､
密封圈 

國內已有廠商供應 森豪、衍春 

28 

密封圈 

端蓋(不鏽鋼) 
正極極耳(鋁) 

熱敏電阻(PTC) 

隔離膜(PP、PE
材質等微孔及
多孔性薄膜) 

負極極耳(鎳) 

負極板(銅箔上塗
佈負極材料) 

正極板(鋁箔上塗
佈正極材料) 

絕緣片 

電池外殼(不鏽鋼) 

電解液(六氟磷
酸鋰+添加劑) 

電池芯封裝材料 

宏全生產之電池金屬罐體(圓筒/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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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電動車電能系統產業鏈(3/4) 

圓筒型Cylindrical 方型Prismatic 高分子軟包Polymer 

產品
差異 

1.代表產品18650(圓柱直徑18mm,高65mm)為
代表。 

2.優點： 
(1)剛性外殼結構穩定 
(2)量產製程成熟 
(3)價格較具競爭力。 
3.缺點：模組空間利用率低。 
4.量產成本每安時(Ah)約0.8~0.9美元。 

1.無標準規格，尺寸依終端產品設計需求。 
2.優點(1)剛性外殼結構穩定 
      (2)不須二次包裝 
      (3)模組空間利用率高 
      (4)大型設計降低電池芯數量。 
3.缺點：客制生產單價高。 
4.量產成本每安時(Ah)1.2~1.5美元。 

1.日產Leaf與GM VOLT車款採用而成典範，無標
準規格，尺寸依終端產品設計。 

2.優點為零件少能量密度高，模具開發較易，散熱
性佳，空間利用率高。 

3.缺點為結構較脆弱，不耐高溫，串並使用須二次
包裝降低能量密度。 

4.量產成本每安時(Ah)1~1.2美元。 

國內
業者 

能元(18650、26650)、長利、昇陽(40138) 長利、蘭陽 有量、興能 

國外
業者 

Panasonic(日)、Sony(日) 
、Sanyo(日)、Samsung(韓) 

、萬向A123(陸)、力神(陸)、比克(陸) 

Sanyo(日)、Toshiba(日)、GS-Yuasa(日)、
Panasonic(日) SBL(韓)、光宇、ATL(陸) 

AESC(日)、LGC(韓)、Kokam(韓) 
、萬向A123(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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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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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電動車電能系統產業鏈(4/4) 

電池管理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 
為一印刷電路板，焊接於電池模組內。 

1.用途：對電池組進行監控與保護，提升可靠性與壽命。 

2.功能： 

  (1)平衡各單電池之端電壓。 

 (2)避免電池過放、過充、過電流與過溫度。 

 (3)電池殘餘電量估算。 

 (4)維持電池最佳工作溫度。 

 (5)擷取電池使用參數，透過RS232或CANBUS介面傳送至外部控制
器。 

3.產業： 

國內已充分掌握BMS技術並充分自製供應，具實績者有新普、喬
信、新盛力、銓陽、維洋、統達、宏境、華創等。 

充電保護 
(接充電器) 

 

+ DC 
輸出端 

放電保護 
(接馬達控制器) 

 

監控信號 

計量與控制 

邏輯控制 

單元電池平衡 

- DC 
輸出端 

電池管理系統 (

接
儀
錶
板)

 

殘
電
顯
示 

電池PACK(外型依車款) 電池模組(MODULE) 

(小車款) 

(大車款) 

鋰電池芯(CELLs) 

電池管理系統(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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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電動車動力系統產業現況與缺口(1/2) 

交流同步馬達 

交流感應馬達 
馬達控制器 

IGBT 
國際大廠如Infenion等掌
握關鍵技術及市場，國內
尚屬初始研發階段 

國內已有廠商(如利佳,致茂,台達電等)配合整車廠投入開發，
惟仍須待進一步實車測試驗證及市場行銷推動 

減速機 
國內已有廠商(如國淵,台亞等)配合馬達
及整車廠投入開發，惟仍須待進一步
實車驗證及市場推動 

國內已有廠商(如富田,東元等)配合整
車廠投入開發及進入國際供應鏈，惟
仍須待進一步實車測試驗證及市場行
銷推動 

國內已有廠商(如台達電,東元,愛德利等)配合整車廠投入開發及電
動機車採用，惟仍須待進一步市場行銷推動 

繞線技術仍待突破
及加強自動化 

磁石材料及技術
仰賴進口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馬達從開始發展至今已有上百年之歷史，是一種將電能轉化為機械能之元件，廣泛應用於工業、商業、公共設施與家用電器等各領域，於是各式各樣的馬達，如感應馬達、同步馬達、直流馬達、伺服馬達、永磁馬達…等陸續被開發應用。隨著工業快速發展及人民生活品質之提升，進而大幅增加對馬達的要求與使用量，造成能源消耗量倍數的成長。一般感應馬達雖然能源效率不如其他馬達來的優越，但是因為在價格上較為便宜、裝設簡單、並且控制容易等優勢，目前是工業界使用量最大的一種馬達。目前台灣感應馬達產業鏈的分布情況，在上游產業材料來看，感應馬達在零組件生產的廠商有大亞、台全、太平洋、傑地；其中以矽鋼片的用量最大，分別有中鋼、晶達矽鋼、旭超，目前國內主要供應商為中鋼。在動力管理系統方面，分別有台達電、致茂電子、乾坤科技，其中致茂電子已切入美國電動車廠Tesla Motors 的供應鏈中，主要提供供應電池控制板、馬達驅動器等。台達電本擁有電子相關零組件的設計生產經驗，再加上電磁元件、散熱管理產品及步進馬達等皆已進入世界知名車廠的供應鏈，因此在台灣的發展狀況相對其他供應商更穩定更具優勢。中游廠商為馬達設計與製造上，台灣目前較具有設計、生產大功率馬達能力的約有九間公司，分別為富田、公準精密、大同、東元、建準電機、士林電機、秦偉電機、良機實業、新生精技；具中、小型馬達製造商的約有六間公司，分別有富立安、鑫鼎、捷貿、泰映科技、賀欣、速德。富田及公準精密已與美國Tesla Motors 電動汽車製造商簽訂3 年的年度量產之合約，供應電動車用感應馬達。大同公司在中鋼及學研單位的協助下已成功開發出新型之2250kW 超大型高壓冷管式感應馬達，環保及輕量小型化設計達到減銅20%、減重30%、減體積12.5%之減材研發設計，提升馬達效率至97%，產品等級已達國際水準，將可取代進口增加外銷訂單。目前在電動車動力馬達中，主要包括感應馬達及永磁馬達兩大類，東元在感應馬達主要是佈局齒輪減速技術，而在訴求較高效率的永磁馬達，除了佈局齒輪減速技術外，也與日商SIM-Drive簽署合作契約，佈局輪轂馬達直驅技術。東元也藉由中鋼公司、台北科技大學、工研院協助，完成直驅式無刷永磁馬達定轉子結構設計、驅動器整合開發，效率高於93%，節省齒輪減速機構及電梯機房之建置，並降低電梯建置成本及節省用電量6 成，對於節能減碳，成效顯著。創立於民國76年喬智電子是一家立足台灣、深耕大中華地區、放眼全球的磁性材料專業製造廠，總公司設於台灣桃園縣，目前股本4.77億元，主要法人股東有，中鋼轉投資的中盈投資開發、尚揚創投、寬達投資等。喬智多年來致力於開發獨創性的高磁性材料，自行開發之鐵芯一體成型之成型技術，為國內業界首創且是唯一具有量產能力者，獨特的技術使得產品得以擺脫價格競爭的紅海市場宿命。喬智是世界級之磁性材料零組件產品的供應商，所生產的之黏結釹鐵硼磁石、釹鐵硼極異方性黏結磁石、CMC一體成型鐵芯等磁性材料零組件產品廣泛應用於主軸馬達、步進馬達、震動馬達、直流馬達、機芯馬達、蜂鳴器等各種機電產業。近年來喬智致力於發展軟硬磁粉末冶金黏結技術，等方性黏結釹鐵硼已經成為世界前三大製造商，並且成功導入硬碟機之量產，努力朝世界第一目標邁進。喬智的極異方性黏結技術得到日本愛知制鋼技術轉移，鎖定汽車產業，將為節能減碳的環保貢獻心力。而複合軟磁鐵芯應用於馬達定子，史特林發電機，汽車點火線圈，線性馬達定子及電磁閥等，在業界達到領先地位，為世界級粉末冶金黏結磁石製造商。喬智積極佈局全球，目前在台灣、中國及越南建立銷售據點及專業生產基地，透過不斷的創新與研發，持續開發出更有價值，特性更好的產品，帶動企業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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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電動車動力系統產業現況與缺口(2/2) 

馬達本體 上游材料 

IGBT 定/轉子 感應馬達 永磁馬達 

關鍵零組件 

減速機 
控制器 
(汽車) 

○利佳 
○台達電 
△致茂 
△台灣動能 

○富田 
○東元 
△八達 
△公準 
△大同 
△士電 

控制器 

矽鋼片 

○中鋼 
○大亞 

漆包線 

○大亞 
○太平洋 
○台一國際 △富鼎 

○富田 
○東元 
○台達電 

△台亞 
△國淵 

○富田 
○東元 
△公準 
△八達 
○愛德利(機) 
○台達電(機) 
○易維特(機) 控制器 

(機車) 

○中華 
○興益 
○愛德利 
○士電 
○易維特 

技術 
成熟度 

國際 
競爭力 

發展 
現況 
及 

瓶頸 

矽鋼片：(佔馬達成本15~20%) 

• 國內技術及產能供應無虞。 

• 中鋼為全球前10大供應商，已增建
0.15釐米薄度之高規格產品，年產量
達15萬噸，供貨富田/東元 

漆包線：(佔馬達成本25~30%) 

• 國內已有大亞電纜及太平洋電線電
纜等專業廠商，技術及產能供應無
虞。 

磁性材料： 

• 材料完全仰賴進口，國內廠商面臨
技術及專利障礙，僅能與國際大廠
合作。 

• 喬智與日本愛知生產高功率馬達釹
鐵硼磁石，提供豐田。  

IGBT:(約佔控制器成本20~25%) 
• 國內雖有富鼎、茂達等業者亟欲由3C應用市場轉
型，但相關車用開發經驗仍須建立、先進功率元件
技術與人才 

• 控制器廠商仍以向國際大廠如英飛凌、三菱採購為
主，。 

• 茂矽電子與富鼎先進將合作申請「綠能車用高功率
IGBT元件技術開發計畫」 

定/轉子： 
• 定子關鍵人工繞線費用約佔成本8%，惟技術難以
自動化及突破量產性。 

• 銅轉子雖因導電性佳可使馬達效率提升，然國內仍
無銅轉子壓鑄技術 。 

減速機： 
• 國內已有廠商配合馬達及整車廠投入開發且具製造
能力，但技術仍仰賴國外大廠 轉移，且須待進一
步實車驗證及市場推動。 

控制器(汽車):(售價約為馬達
100~120%) 

• 國內已初具設計、製造能
量及少量供應實績 

• 利佳供貨予國內電巴 

• 台達電可提供Total 
Solution且已獲大陸江淮汽
車200台訂單(35~ 50KW  
永磁馬達為主) 

• 在整合平台的實際應用與
驗證經驗仍待補強 

控制器(機車)： 

• 國內廠商已具開發能量及
供貨實績，惟成本及品質
需進一步強化競爭力 

感應馬達：(售價約USD 800~1,200元
/100KW) 

• 國內業者已初具設計、製造能量及國
內外供應實績 

• 富田外銷Tesla及國內多款電巴
(40~120KW感應馬達為主) 

• 納智捷採用東元及富田馬達量產測試
中，預計Q2完成。 

• 在整合平台的實際應用與驗證經驗仍
少，需要更多與車廠協同開發經驗以
增進機電整合能力及開發滿足電動車
需求的產品 

• 另國內車用電機與電控人才仍待培養。 

永磁馬達： 

• 以小功率電動機車為主，於成本及品
質需進一步強化以增加競爭力。 

國際 
標竿 
廠商 

矽鋼片：各國鋼廠(如大陸寶鋼、日
本core steel…) 
漆包線：各國大廠 
磁性材料：愛知(日) 、JFE(日) 

IGBT:英飛凌(Infenion) 、Mitsubishi、Toshiba、
ABB 

轉子：同馬達廠商 
減速機:DYNA、 

明電舍(日) 
ACP(美) 
AZD(美) 

(日) Hitachi / 安川電機 / 明電舍 
(加) Magna 
(德) Siemens / Bosch 
(美) UQM、AZD 

○ 
 

○ 

磁性材料 

○ 
 

△ 

○ 
 

△ 

○ 
 

△ 

○ 
 
△ 

○ 
 
△ 

○ 
 
△ 

X 
 

X 

○ 
 

△ 

○ 
 

△ 

註：○-具備研發製造能量 ； △-具備部分供應能力；X-不具備供應能力 

○喬智 
△中鋼 

有供應能力 
Δ開發驗證中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長久以來馬達製造者就知道純銅的導電度比純鋁高約60%，若將鼠籠式馬達的轉子端環和導條(conductor bar)以純銅代替純鋁，效率就會提高。然而若要用純銅來作為馬達轉子的端環和導條，必須將銅條打入轉子鐵芯的槽孔，然後再焊接上端環，整個過程十分費時，成本又高。因此只有一些特殊的小馬達，或是約200kW以上的大馬達才會這樣做，絕大部分的中小型鼠籠式馬達的轉子，幾乎都是純鋁壓鑄而成。因為壓鑄製程生產速度快，大量生產時成本又低。 �因此若是可以用壓鑄製程來製造銅馬達轉子，會是馬達製造者理想的馬達轉子製造方式。但是由於純銅的熔解溫度高達083℃，壓鑄的過程熔湯又會以高速高壓沖蝕模具，模具壽命很短，因此銅馬達轉子的壓鑄一直未能商業化。 �銅馬達轉子壓鑄技術之發展自1995年起美國的CDA (Copp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就組織了一個壓鑄銅馬達轉子的聯盟，並在1996年1月向美國能源部(DOE)提出計畫，在5月計畫通過，並在10月開始執行。參加此計畫的公司有ThermoTrex Corporation (TTC)、Baldor Motors、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ARTI)、Buhler North American及THT Presses。International Copper Association (ICA)也有提供經費。此計畫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先以簡單的模具壓鑄出類似馬達端環的形狀，測試幾種可能適合作為銅壓鑄模具的材料，例如：鈹鎳合金、鎳基超合金等。第二階段則是從第一階段所測試的材料中，找出最適合銅壓鑄模具的材料，然後實際開一副馬達轉子模具壓鑄銅馬達轉子[1]。 �後來此計畫變為主要由ICA提供經費，DOE及ARTI參與，Fomcast負責壓鑄方面的測試，但Fomcast在2004年結束營運，之後的壓鑄測試由Vforge負責。DieTec負責模具設計[2]。 �此計畫第一階段在測試過鉬基合金TZM，鎢基合金Anviloy 1200，及Inconel合金754、601、617、628、618後，CDA/ICA認為Inconel 合金 617是最適合作為銅壓鑄的模具材料[3]，(目前在銅轉子網站- http://www.copper-motor-rotor.org/-上所建議的模具材料為HAYNES 230ALLOY[4])。但在他們第二階段的測試並沒有使用Inconel 617合金，仍然是用傳統的H13鋼材(相當於日本的SKD61鋼材)作為模具材料。模具上並未裝電阻線，仍是用火炬加熱。他們測試的第一顆銅轉子是用在15HP馬達上，轉子直徑5.7英吋(約144.8mm)，鐵芯長度6英吋(約152.4mm)，導條和端環的用銅量為14磅(約6.4kg)，加上流道部分，每一模要用29磅(約13.2kg)的銅。 �他們測試的結果發現，銅轉子壓鑄對射出的速度、位置和最終壓力並不敏感，因此他們所發表的射出速度為0.8~3m/s，鑄造壓力為35.5~81MPa[3]。射出來的轉子在端環的孔洞率約2~3%，導電度為96.8%IACS和96.7%IACS。 �銅馬達轉子組裝成馬達後，經過馬達廠測試，整體的效率約比原來的鋁轉子馬達提高1.2~1.6%。另外CDA也發現，銅轉子壓鑄後立即淬水冷卻，跟壓鑄後吹風冷卻，兩者對馬達的的效率是沒有影響的。 �目前德國的Siemens、SEW Eurodrive，印度的Mehala Machines Ltd.，以及大陸的南陽防爆集團可生產壓鑄銅轉子馬達。能壓鑄銅馬達轉子的公司則有美國的V Forge, Inc.、THT Presses, Inc.，法國的FAVI，德國的 Kienle+Spiess，印度的Kitra Industries，以及大陸的雲南銅業壓鑄科技有限公司。台灣也有公司已投入壓鑄銅馬達轉子的相關技術之開發。 �金屬中心的銅馬達轉子壓鑄技術 �金屬中心自98年度起執行經濟部的科專計畫：車輛截能創新技術研發三年計畫中的高效率感應馬達技術子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開始開發銅馬達轉子的壓鑄技術。金屬中心用來測試銅馬達轉子壓鑄製程的鐵芯，原本是用於一5馬力馬達的壓鑄鋁轉子，鐵芯的外徑是108mm，高度是95mm，鐵芯和矽鋼片外形如圖1和圖2。圖3是壓鑄出來的銅轉子照片。導條和端環的用銅量約2.16kg，加上流道的用銅量，每一模用3.8kg的銅。 �現在將銅轉子壓鑄製程說明如下： �模具：由於本計畫著重在製程的實驗開發，暫不考慮模具壽命，所以使用傳統的SKD61為模具材料。由於經費與時間的限制，模具的結構力求簡單，因此模具並未使用電熱線圈來預熱模具，亦未鑽冷卻水路。在模具設計好之後，使用鑄造專用的模擬軟體來模擬銅湯充填模具的情形。圖4即為銅湯充填模穴的模擬結果。 �熔解銅：本計畫所用的銅為無氧銅，約為C1100等級，把銅切成小塊後放入石墨坩堝，以感應爐加熱熔解，熔湯溫度需達到1200℃以上，否則轉子無法成形。本計畫目前熔解銅時並未使用保護氣體或覆蓋劑；傳統上熔解純銅時會以木炭覆蓋；CDA的計畫熔解時則是以氮氣保護。 �據介紹，IGBT項目預計2013年正式投產，總投資14億元，年產值保守估計在20億元。國外寡頭基本壟斷供應　　IGBT，英文全稱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中文全名絕緣柵雙極晶體管，是一種復合全控型電壓驅動式功率半導體器件，是功率半導體器件第三次技術革命的代表性產品。　　IGBT是電機控制和功率半導體器件首選器件，在軌道交通、航空航天、船舶驅動、新能源電動汽車、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高壓變頻、工業傳動及電力運輸等多個重要行業和領域廣泛運用。IGBT被業界譽為功率變流裝置的“CPU”、綠色經濟的“核芯”。　　目前，全球IGBT市場中最主要的供應廠商由國外少數大公司控制，他們代表國際IGBT技術最高水平，包括日本三菱、東芝，德國英飛淩（由西門子公司剝離出來）、瑞士ABB公司。英飛淩在馬來西亞有一條月產達到10萬片8英寸芯片線，日本三菱將是中國南車位于亞洲的最主要競爭對手。　　數據顯示，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功率半導體器件消費市場。僅2009年功率半導體器件市場規模就達到1215.3億元，預計今後五年年均增長速度仍將保持在8%的水平。但中國南車株洲所負責IGBT項目的馮總工程師認為，這種增長速度依然顯得非常保守。另外，根據歷史數據，功率IGBT模塊的市場銷售總額約佔整個功率半導體市場的10%左右，但整個IGBT市場大部分由國外廠商佔據，其中IGBT芯片完全依賴進口，關鍵技術被國外大公司壟斷。Cost分析富士總研 : USD 800元/100KW利佳 : IGBT及電容佔成本約40%工銀願富田 : 殼10%,定子65%(矽鋼片及漆包線各一半),軸心25%;控制器比馬達貴20%金屬中心 : 矽鋼(含鑄鋁)18%,鋼材23%,繞線工資8%,其他51%結論 : 外殼10%+軸心22%+矽鋼片20%+鑄鋁10%+漆包線20%+繞線工資8%+其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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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零組件廠商評比及發展對策建議(1/4) 

分類項目 

廠商評比  

國內產業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與 

產業瓶頸及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廠商 

規
模
  

長
期 
發
展 

技
術
  

配
合
開
發 

品
牌
  

市
場 
通
路 

差
異
化 

全
球
化 

動 
力 
系 
統 

馬
達
本
體 

感
應 
馬
達 

XX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XX：已開發40~120KW感應馬達，供貨予Tesla、納智捷及電動巴士等整車業者，並與
利佳/國淵等廠商結盟。 

2.XX：以永磁馬達開發為主，曾少量供貨納智捷、CP商用車； 另與日本SIM-Drive簽訂
合作生產輪轂馬達協議。 

3.XX：已開發35~50KW永磁馬達為主，可提供電動車動力系統Total Solution；已獲大陸
200台套訂單。 

4.XX：計畫配合華創開發HEV(103~105年) 
5.其他業者：均以工業馬達或電動機車為主。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以代工行銷模式為主，缺乏完整動力系統國際競爭力 

選定國內具有動力系統模組開發或完整動力系統(可整合驅動馬達、馬達驅動器與
變速箱)的廠商(如台達電)或聯盟(富田/利佳/國淵；東元/致茂)廠商，透過與整車廠
合作開發方式，培養成為國際TIER1廠商及ODM廠商能力。 

技術缺口：仍需強化材料/設計/製程等技術 
考量國內電動車動力馬達產業仍屬起步階段，現仍有體積大、重量重、轉換效率
較低..等技術問題，擬持續透過學界/法人技術能量及政府相關研發資源，輔導及
協助廠商動力系統產品相關散熱、高功率密度、效率提昇等開發技術與製程能力
精進。 

XX ○ ○ ○ △ ○ △ ○ △ 

XX ○ △ △ △ ○ △ △ △ 

XX △ △ △ ○ △ △ ○ △ 

永
磁 
馬
達 

XX ○ ○ ○ ○ ○ ○ △ ○ 

XX ○ ○ ○ ○ ○ △ ○ △ 

XX △ ○ △ ○ △ ○ △ ○ 

XX ○ △ △ ○ ○ △ △ △ 

XX ○ ○ △ △ ○ △ △ △ 

XX △ △ △ ○ △ △ △ △ 

交
流
同
步 
馬
達 
(機
車) 

XX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XX：供應TES認可之東庚公司；供應其昜公司之機車外銷歐洲；TES認可之中華測試評
估中。 

2.XX：供應TES認可之光陽公司 
3.XX：供應自家使用外銷歐洲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國內電動車市場規模有限 

透過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推動國內市場。 
技術缺口：品質及成本仍須持續強化 

透過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推動國內市場，透過量產規模達到成本競爭優勢。 

XX ○ △ ○ ○ ○ ○ △ △ 

XX ○ ○ △ ○ △ ○ △ △ 

註：○-優 ； △-尚可；X-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中堅企業，相關評選參考原則如下：(一) 選菁英部分1. 規模：具備適當規模，營業額200 億以下或2,000人以下。2. 長期耕耘：企業年資 10 年以上。3. 技術：關鍵技術在特定領域具有獨特性及關鍵性。4. 研發創新：持續投入研發創新。5. 品牌：以自有品牌行銷國際市場。6. 市場通路：以國內為主要經營或生產基地，但掌握國際市場及通路。(二) 助成長部分關鍵技術在特定領域具有獨特性及關鍵性，於自有品牌、國際市場與通路等領域具有發展潛力之中小型企業，將透過評選優先納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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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零組件廠商評比及發展對策建議(2/4) 

分類項目 

廠商評比  

國內產業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與 

產業瓶頸及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廠商 
規
模  

長
期 
發
展 

技
術  

配
合
開
發 

品
牌  

市
場 
通
路 

差
異
化 

全
球
化 

動 
力 
系 
統 

關
鍵
組
件 

控制器 

×× △ ○ ○ ○ △ ○ ○ △ 
一. 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XX：具有太陽能轉換器及多項控制器產品研發實績並取得CE認證的實蹟，近
年與富田合作發展及結盟，已供應國內電巴使用。 

2.XX ：可提供電動車動力系統Total Solution；已獲大陸200台套訂單。 
3.XX ：曾少量供貨Tesla；目前與東元等聯盟合作開發中 

二. 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缺乏整合測試驗證發展平台 

透過聯盟或產品開發計畫，與整車廠或馬達廠同步開發次世代產品，同
步驗證發展及取得出海口 

技術缺口：品質及成本控制仍須強化 
透過輔導案計畫資源，協助廠商解決關鍵製程或技術瓶頸 

×× ○ ○ ○ ○ ○ △ △ △ 

×× △ △ ○ ○ △ ○ △ ○ 

控制器 
(機車)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XX ：供應TES認可之東庚公司；供應其昜公司之機車外銷歐洲；TES認可之
中華測試評估中。 

2.XXX：供應自家使用外銷歐洲 
二. 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國內電動車市場規模有限 
透過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推動國內市場。 

技術缺口：品質及成本仍須持續強化 
透過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推動國內市場，透過量產規模達到成本競爭優勢。 

×× ○ ○ △ △ △ △ ○ ○ 

減速機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裕隆關係企業，已技轉DYNA技術，配合納智捷開發量產車型中 
2. ××：與富田/利佳結盟，配合開發包括納智捷/巴士等客戶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缺乏整合測試驗證發展平台 

透過聯盟或產品開發計畫，與整車廠或馬達廠同步開發次世代產品，同
步驗證發展及取得出海口 

 技術缺口：品質及產品開發能力仍須強化 
透過輔導案計畫資源，協助廠商解決關鍵製程品質控管或開發技術瓶頸 

×× △ △ ○ ○ △ ○ ○ △ 

註：○-優 ； △-尚可；X-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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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零組件廠商評比及發展對策建議(3/4) 

分類項目 

廠商評比  

國內產業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與 

產業瓶頸及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廠商 
規
模
  

長
期 
發
展 

技
術
  

配
合
開
發 

品
牌
  

市
場 
通
路 

差
異
化 

全
球
化 

動
力
系
統 

關
鍵
零
件
及
材
料 

矽
鋼
片 

×× ○ ○ ○ ○ ○ ○ ○ ○ 一. 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全球前10大供應商，已增建0.15釐米薄度之高規格產品，年產量達15萬噸，供貨給富田/東元 
2. ×× ：全方位電磁鋼(矽鋼)片及馬達鐵芯專業供應廠商  

二. 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缺乏出海口 

結合國內電動車產業行銷拓展國際業務及取得出海口 
 技術缺口：成本控管能力仍須強化 

透過輔導案計畫資源，協助廠商促進成本合理化 

×× ○ △ ○ ○ ○ △ ○ △ 

×× △ △ ○ ○ △ ○ △ △ 

漆
包
線 

×× ○ ○ ○ △ ○ ○ ○ △ 一. 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國內最大漆包線製造廠 ，自創品牌「雙龍牌」漆包線行銷全球 
2.×× ：已開發高導電異型材，可承受EV高轉速馬達所產生之高溫環境。 

二. 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缺乏出海口 

 結合國內電動車產業行銷拓展國際業務及取得出海口 
技術缺口：成本控管能力仍須強化 

 透過輔導案計畫資源，協助廠商促進成本合理化 

×× ○ ○ ○ △ ○ ○ ○ △ 

×× ○ △ ○ ○ △ △ ○ △ 

I
G
B
T 

×× △ ○ X ○ X X △ X 
一. 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集團MOSFET專業廠商，與××合作申請「綠能車用高功率IGBT元件技術開發計畫」，開發電動車IGBT) 
2.×× ：目前以小馬力、小電流的家電用IGBT為主力產品  

二. 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市場為國際大廠如英飛凌/三菱/東芝等廠商所掌握 

短期內先以國際採購為主，長期則藉由國內電動車產業發展商機，積極招商投資設廠或技術引進國內廠商
生產 

技術缺口：缺乏高功率IGBT技術能力及產品 
待富鼎完成業科計畫後，視其成果及意願再研擬是否推動申請主導性計畫 

×× △ ○ X △ X X △ X 

磁
性 
材
料 

×× ○ ○ △ ○ ○ ○ △ ○ 
一. 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轉投資，為國內唯一具有鐵芯成型量產能力者，等方性黏結釹鐵硼為世界前三大製造商，極異方性黏結
技術由日本愛知制鋼技術轉移，另複合軟磁鐵芯應用於馬達定子，在業界居領先地位，為世界級粉末冶金黏結磁
石製造商。 

2.×× ：有意開發NdFeB稀土磁石材料 
二. 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缺乏出海口 
結合國內電動車產業行銷拓展國際業務及取得出海口 

技術缺口：磁性粉體製程技術須建立 
透過技術處業科或主導性計畫資源推動喬智或中鋼進行開發粉體製程技術 

×× ○ ○ △ ○ △ ○ △ △ 

×× △ △ △ ○ △ ○ △ △ 

註：○-優 ； △-尚可；X-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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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項目 

廠商評比  
國內產業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與 
產業瓶頸及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廠商 規

模  

長
期 

耕
耘 

技
術  

研
發 

創
新 

品
牌  

市
場 

通
路 

差
異
化 

全
球
化 

電
能
系
統 

關
鍵
零
組
件 

鋰
電
池
芯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提供××新款電動機車電池芯，已通過電池充放電循環測試，預計本(102)年4月份完成道路測試。該公司另提供美家園電池組，進行整車測試中。

另申請業科計劃，開發高功率PHEV用10Ah模組電池，提供車廠驗證，預計7月起執行。 

2. ×× :生產18650電池，提供××商用車模組電池，擬切入菲律賓三輪車供應體系， ××機車亦評估納為電池芯之供應廠。 

3. ×× :2006年公司成立,2009年開發24V/7Ah與48V/10Ah池模組供電動自行車與電動機車。 

4. ×× :2009年公司成立，位於永康科技園區，生產磷酸鋰鐵電池為主，目前與××合作，預計本(102)年9月完成測試。亦積極爭取台塑之電動堆高機電池

訂單，使用××之正極材料。 

二.產業瓶頸與對策 
   產業瓶頸:車輛應用市場量不足，缺乏量產分級檢測設備 

->以補助開發及測試方式鼓勵車廠使用國產電池芯，以主導性計劃協助強化設備能力，由法人作先導性開發大型鋰電池芯，俟技術及市場較成熟時
技轉導入量產。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X 

關
鍵
材
料 

正
極
材
料 

鋰
鐵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業者已供貨大陸，於國內尚於投樣階段。 

  1. ×× : ××投資，磷酸鋰鐵粉體材料已有產能480公噸/月。2011年起陸續接獲大陸訂單，持續快速成長中。 

  2. ×× :2007年獲工業局主導性計畫與××合作磷酸鋰鐵正極材料開發，2008年進行批量生產進行供貨，積極出貨大陸廠商，產品價格與大陸產品相當。 

  3. ×× :2001年公司成立，原發展平面顯示器之AOI檢測設備，2009年獲××技轉投入磷酸鋰鐵正極材料製造，具備設備開發能力。 

  4. ×× :與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合作研究，製程上使用批量式分段生產。 

  5. ×× : ××技轉，提供粉材樣品供有量測試，預計使用於中華新車款。   

  6. ×× :2004主導性新產品計畫「高容量鋰鎳鈷正極材料」， ××技轉，於大陸東莞等地設廠生產。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國內應用實績待建立，性能與成本競爭力不足 
   ->技術處「下世代儲電元件與系統技術開發」科專計畫成果技轉，選擇中長期具IP競爭力之材料集中力量研發，開發量產製程，提高材料之性能與成

本競爭力。現有廠商之製程改善，以降低成本提高品質一致性為目標 
   ->透過TES測試機制，輔導使用國產鋰電池芯之電動車輛建立國內應用實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鋰
三
元 

×× △ ○ ○ ○ △ △ ○ △ 

×× △ ○ ○ △ ○ △ △ △ 

負
極
材
料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 ××子公司，具年產能5,000噸能力，以生產中間相碳材為主，再委外石墨化加工(涉及3000°C以上高溫製程)進行供貨。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國內應用實績待建立 
 ->技術與產能可符合國內需求，擬媒合國內車廠使用。 

電
解
液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2011年電解液相關生產業務正式量產，產能規模在120噸/月，主要拓展中國大陸、亦嘗試日系電池廠商接觸中。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國內應用實績待建立 
 ->技術與產能可符合國內需求，擬媒合國內車廠使用。 

隔
離
膜 

×× ○ ○ ○ ○ △ △ △ △ 
一.廠商產品技術開發現況 

  1. ×× :2011年開始建廠計劃，2012年第一季開始試產，提供大陸3C等級鋰電池隔離膜，動力鋰電池應用尚於投樣階段。 

  2. ×× :動力鋰電池用隔離膜尚於投樣階段。 

二.產業瓶頸與技術缺口對策建議 
 產業瓶頸:性能與成本競爭力不足 
 ->技術處「下世代儲電元件與系統技術開發」科專旗艦計畫(100-102,材化所)成果技轉，提高材料之性能與成本競爭力。 

     ->透過TES測試機制，輔導使用國產鋰電池芯之電動車輛建立國內應用實績。 

×× △ △ ○ ○ △ △ △ X 

四、關鍵零組件廠商評比及發展對策建議(4/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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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訪談 
及分組 

召開廠商 
評選會議 

召開電動車輛 
產業推動會議 

五、產業推動廠商評審機制 
37 

  分組：依系統別概分二組 
   1.電能系統：電池組(Pack) 、電池芯(Cell)及電池管理BMS廠商 
   2.動力系統：馬達、控制器及減速機廠商 
  訪談後須完成調查表，內容除廠商基本資料外，需包括廠商技術及業

務開發現況，及主要技術瓶頸及需求資源。 

 評選會議建議委員名單：5位，工業局(召集人)、技術處代表、先導運
行專案審查主任委員、電池及馬達專家各一位。 

 評選項目如下，各佔20%： 
1) 領導與經營策略：投入電動車產業及市場之意願及策略。 
2) 技術：關鍵技術之獨特性及關鍵性。 
3) 研發創新：持續投入研發創新及配合整車開發驗證。 
4) 品牌：以自有品牌行銷國際市場。 
5) 顧客與市場：以國內為主要經營或生產基地，但掌握國際市場及

通路。  

 會議主席：建請局長主持 
 與會名單：邀請整車及通過評選之零組件廠商、評選委員與會 
 會議目的：除確認電動車車輛產業中長期合作發展開發策略與執行方案

外，並希確認國產關鍵零組件納入整車量產開發驗證合作方式，如產品
規格、開發時程及商晤談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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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電池材料 

目前(101年)：各項關鍵材料尚無實績。 
103年：材料經電池芯廠測試符合性能、安全與品質要求。 
106年：國產化比率50%以上。 

目
標 

發展
瓶頸 

具
體
作
法 

1)提升材料性價比： 
• 技術處「下世代儲電元件與系統技術開發」科專旗艦計畫(100-

102)，係STOBA技術結合固體電解質界面膜(SEI)，開發長壽命
(10年)大容量(40Ah)高能量密度(160Wh/kg)鋰電池，及低成本正
負電極、電解液與隔離膜，使模組成本降低1/5。 

• 前項成果技轉國內廠商，有助提高國產材料競爭力。 
2)建立應用實績 
• 產官學研合作建立材料應用實績，材化所協助整合與技轉電池芯

業者(如有量/能元)、上游正極材料(如台塑鋰鐵/宏瀨)與下游系
統整合(如喬信/中華)等，以電動交通載具，投入業科或主導性
計畫。 

• 工業局以計畫型補助協助建立應用實績。 
3)策略聯盟加速市場應用 
• 推動國產化策略聯盟，如整合正極(如台塑鋰鐵)、電池芯(有量)

與模組(中華)，加速材料市場化應用。 

廠商 

正極活性材料：台塑鋰鐵、尚志、宏瀨、宏森、鐵研 
負極活性材料：中碳 
電解液：台塑 
隔離膜：明基材料、前瞻 

1.材料成本偏高 
2.應用實績待建立 

1)中華汽車所用鋰電池芯 
• 有量現與中華合作開發新車款，已完成循環壽命測試，預

計今(102)年4月完成路測。 
• 長利現與中華合作開發新車款，預計今(102)年9月完成測

試。 
2)其他車廠與鋰電池芯 
• 光陽正與能元洽談電池芯合作開發計畫。 
3)開發鋰電池芯檢測設備 
• 協助有量開發鋰電池芯分級檢測設備，提升供貨品質一致

性。 
4)發展鋰電池芯健檢機制 

以示範運行發展電動車輛雲端監控管理，降低電池芯生命
週期成本。 

5)提供政策性內需 
• 103-106年維持購車補助，以政策性內需提供產業發展動

能。 

目前(101年)：鋰電池芯國產比率為9.3%。 
103年：國產比率達40%以上。 
106年：國產比率達90%以上。 

鋰電池芯 

圓筒型：能元、 長利、昇陽 
高分子軟包：有量 
方型：長利、蘭陽 

量產分級檢測設備 

具體推動措施建議_電能系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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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車 

模組 

芯 

材料 

國產化條件：無 

產

業

鏈

缺

口 

補 助
政 策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車廠 

模組廠 

芯廠 

材料廠 

 立凱 
 納智捷 
 中華 
 光陽 
 巨大 

 新普 
 統達 
 有量 

 有量(軟包) 
 能元(圓筒) 

台塑鋰鐵(正極-鋰鐵) 
宏森(正極-鋰三元) 
中碳(負極) 
台塑(電解液) 
明基(隔離膜) 

國產化條件： 
電池芯 

國產化條件： 
50%以上電池芯材料 

測試驗證 投資量產 

技術媒合 測試驗證 投資量產 

定期研討會 
 -發展方向(專案計畫) 
 -規格需求(專案計畫) 
 -測試方式(專案計畫) 
預計經費：50萬元 
 (專案計畫) 

測試協助2案(專案計畫) 
(如新普+能元，有量) 
改善2案(專案計畫) 
預計經費：200萬元 

製程設備開發2案(主導性或業科計畫)  
      芯廠 
     或 
   芯廠+模組廠(Joint Venture) 
     或 
   芯廠+模組廠+車廠(Joint Venture) 
  (如有量+中華,或能元+光陽) 
預計經費：2,000萬元 

測試協助2案(專案計畫) 
(如能元/台塑鋰鐵，有量/宏森) 
改善2案(專案計畫) 
預計經費：200萬元 

製程與設備開發2案(主導性或業科計畫) 
  輔導對象：  
  材料廠 
    或 
  材料廠+芯廠(Joint Venture) 
    或 
  材料廠+芯廠+模組廠(Joint Venture) 
    或 
  材料廠+芯廠+模組廠+車廠(JV) 
  (如宏森+有量+中華,或台塑鋰鐵+能元+光陽) 
預計經費：2,000萬元 

產業一條龍 
全面國產化 

電池芯90% 
材料50% 

研發聯盟 

購車及示範運行補助 

具體推動措施建議_電能系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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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模
組/

技
術
內
容 

目
標 

 促成納智捷BEV國產動力系統於102年Q2量產採用，中華PHEV國產動力系統於 
      104年Q4量產採用。 
 促成2家進入國際電動車Tier1供應鏈。 
 推動國產化比率：25%(101年) →45% (102年) →60%(103年) 

透過先導運行計畫及交通部/環保署補助電動巴士計畫，具體要求整車廠規劃國產化時程。 
定期召集產業溝通會，促成整車業者與動力系統業者合作開發。(工業局) 

策
略 

一. 依整車不同需求，選定機車(5KW以下)、小型車(5~80KW)及大型車(80KW以上)動力產業鏈廠商。 
二. 透過溝通會議整合上下游技術、產品開發、測試驗證等相關時程及商業合作議題，結合法人科研

能量，加上技術處技術研發及工業局產品開發及改良等政府計畫資源，進行從關鍵零組件到整車
一條龍式開發工作。 

六、具體推動措施建議_動力系統(1/3) 

102 103 104 105 

1.馬達軟硬體整合系統開發:富田(103年輔導案/估300萬元) 

2.交直軸電流控制技術:東元(103年輔導案/估250萬元) 

3.控制器液冷控制模組:致茂(103年輔導案/估250萬元) 

4.動力系統液冷控制技術:華創/華擎/裕隆(102年輔導案/431萬元) 

5.自動化繞線技術:富田(主導性/估1,500萬元) 

 1.電動車用動力系統整合及應用:東元/富田/台達電/利佳/國淵(估12,000萬
元) 

 2.磁性馬達粉體材料磁化製程開發技術:喬智/中鋼(估4,500萬元) 
 3.車用高功率IGBT製程技術開發:富鼎(估5,000萬元) 
 4.減速機振噪NVH優化及齒比選配技術:台亞/國淵(估1,600萬元) 

 
 

 1.電動車用次世代動力系統整合及應用:東元/富田/台達電/
利佳/國淵(估15,000萬元) 

 2.免/低磁性馬達材料開發技術:喬智/中鋼(估5,000萬元) 
 3.汽車用高功率IGBT開發:富鼎(估5,000萬元) 
 4.輕量化馬達材料開發:中鋼/富田(估4,000萬元) 

1.電動車用動力系統效率提昇技術:東元/富田/台達電(主
導性/估1,500萬元)/(輔導案/估300萬元) 

2.車用高功率IGBT量產技術改良:富鼎(主導性/估1,500萬
元)(輔導案/估300萬元) 

3. 銅轉子製程技術開發:富田(主導性/估1,500萬元) 
4.減速機構振噪NVH優化:台亞/國淵(輔導案/估350萬元) 

技術處 工業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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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體推動措施建議_動力系統(2/3) 

No 推動工作項目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一 
產
品
零
件
技
術
開
發 
 

1.IGBT：大功率廠商招商或技術引進 

2.磁性材料：開發磁性材料製程技術 

3.銅轉子：技轉或導入銅轉子壓鑄技
術 

4.繞線技術：自動化繞線製程及品質
提升 

5.減速機：振噪(NVH)優化及齒比選
配技術 

6.控制器：配合馬達機電整合能力提
升 

7.馬達總成：效率(85%↑)及競爭優勢
提昇 

技術處 工業局  國貿局  標檢局  

1.動力系統液冷控制技術:華
創/華擎/裕隆(輔導案/431
萬元) 

 

 電動車用動力系統整合及應用: 

富田+利佳+國淵 / 東元+致茂  /  台達電  / 
(業科/估12,000萬元) 

綠能車用(1200V)高功率IGBT元件技術開發計畫  
富鼎(業科/估5,000萬元) 

銅轉子製程技術(較鋁轉子提昇2~5%) 
富田(主導性/估1,500萬元) 

銣鐵硼磁石材料激磁技術開發 
喬智/中鋼(業科/估4,500萬元) 

減速機振噪(NVH)優化及齒比選配技術 
台亞/國淵 (業科/估1,600萬元) 

1.馬達軟硬體整合系統開發，
增加系統安全性且縮短產品
開發及驗證時程:富田(輔導案
/估300萬元) 

2.交直軸電流控制技術，增加
輸出功率10%) :東元(輔導案/
估250萬元) 

3.控制器液冷控制模組，減低
過溫現象:致茂(輔導案/估250
萬元) 

免/低磁性馬達材料開發技術 
喬智/中鋼(業科/估5,000萬元) 

輕量化馬達材料開發 
中鋼/富田+東元+台達電(業科/估4,000萬元) 

建立自動化繞線製程技術，以降低成本及增
加品質一致性:富田(主導性/估1,500萬元) 

電動車用動力系統效率提昇技術 
東元/富田/台達電/利佳/國淵(估15,000萬元) 

高功率(1200V)IGBT量產技術 
富鼎(主導性/估1,500萬元)(輔導案/估300萬元) 

減速機構振噪NVH優化 
台亞/國淵(輔導案/估350萬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常見的磁鐵材料有三大種類，分別為：鋁鎳鈷磁石（AlNiCo Magnet）、鐵氧體磁石(Ferrite Magnet)、稀土類磁石(Rare-earth Magnet)其中稀土類又分為釤鈷類磁石(SmCo Magnet)及銣鐵硼磁石(NdFeB Magnet)。銣鐵硼磁石製程有下列兩種方法：(1)繞結法；(2)快速凝固法(Rapid Solidification Process, RSP)製程。此種磁石主要成分為Nd2Fe14B，其最大的優點在於具有較釤鈷磁石高的保磁力與磁能積、線性之減磁曲線(Demagnetization Curve)、極佳機械強度(抗彎強度與抗拉強度約為釤鈷磁石的2 倍)，以及價格便宜。但是其溫度係數較高，同時居理溫度(Curie Temperature)也較低，因為成分中含有大量的鐵和銣，易於腐蝕氧化，需加強表面防蝕。銣鐵硼磁石是目前磁性能最高的永磁材料，雖然其溫度穩定性較差，然而隨著材料技術的長足進步，目前耐溫程度已可達220℃以上。總而言之，銣鐵硼磁石挾其優異性能以及低廉價格，在許多領域有逐漸取代目前使用量最大的鐵氧體磁石之趨勢。在電動車產業中，除車廠外，包括零組件供應商、電機業者、新興企業、地方公共團體等，都可能進入電動車領域，創造並開發出各種不同設計的EV。在這樣的潮流下，可能會需要使用各式各樣不同輸出功率以及形狀的馬達。未來在電動車馬達產業中，應朝零稀土化/零磁石化目標發展。由於可以用來提高磁石的保磁力和磁性等的釹(Nd)、鏑(Dy)等稀土元素，持續面臨採購與價格的高風險。因此，減少稀土使用，或不使用稀土亦可維持相同性能的磁石開發，成為馬達產業的發展重點。此外，符合低成本化、無磁石馬達的開發等需求亦日漸提高。目前日系廠商對此議題早已積極進行研發：(1)東京理科大學已成功試作出用於HEV車的驅動馬達，特點在於使用不需要磁鐵的開關磁阻馬達。該試作馬達藉由馬達材料與結構設計的改變，以與Toyota Prius(2003年推出之版本)所使用的馬達在相同尺寸下，達到輸出功率、扭矩、效率上的性能要求。未來若能商用化，除了有助於將低電動車成本外，更有助於未來量產的規劃。(2)北海道大學與NEDO的合作開發可用於HEV車的鐵氧體磁鐵驅動馬達，所嵌入的是資源豐富且價格便宜的鐵氧體磁鐵，不需要使用昂貴的釹類磁石。且與第一代Prius的驅動馬達在同等體積下，達成同樣50kW的輸出功率。(3)全球最大HEV生產車廠─Toyota，協同其供應商Aisin，亦正積極研發免用稀土的EV馬達，以降低電動車產業對稀土元素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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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體推動措施建議_動力系統(3/3) 

No 推動工作項目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二 
測
試
驗
證 
 

1.推動鼓勵車廠納入國內馬達量產驗
證 

2.智慧電動車研發測試環境精進計畫 

3.智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發展精
進計畫 

三 
廣
宣 

 

1.兩岸試點推動 

2.國際行銷 

 

四 
商
品
化 

 

1.定期召集產業溝通會。 (次/季) 

2.透過先導運行計畫及交通部/環保署
補助電動巴士計畫，具體要求車廠
規劃國產化時程 

技術處 工業局  國貿局  標檢局  

完成國產PHEV(中華)量產產證 

完成國產EV(納智捷)量產驗證 

國產化動力系統EV(納智捷)上市 

國產化動力系統PHEV(中華)上市 

完成國產HEV(納智捷)量產驗證 

國際行銷(國內外電動汽機車展參展及拜會交流 

兩岸電動車試點計畫落實 

HEV (納智捷)上市 

國產化比率：25%(101年) →45% (102年) →60%(103年) 
→再研擬(104年~) 

制定PHEV / EREV / BEV關鍵組件國家標準與標準實證 
建立PHEV / EREV / BEV關鍵組件驗證能量 
建置檢測驗證服務平台 
參與國際標準組織 
國際驗證技術合作與實驗室認可 

EV電池安全防護系統驗證設備建置 

EV電池組及動力系統固定結構多軸振動驗證設備建置 

EV整車環境可靠度及耐久驗證設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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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發展
瓶頸 

具
體
作
法 

廠商 

馬達(含驅動控制器) 

1)中華汽車所使用馬達 
• 引進學界資源提升馬達效率至85%以上。 
• 開發中車款導入全自動繞線製程，馬達國產比率由
目前55%提高至90%以上。 

• 103年起新車款全數採國產馬達(含驅動控制器)。 
2)其他車廠與馬達 
• 媒合車廠與國內專業馬達(含驅動控制器)廠商合作
開發測試。 

• 輔導車廠使用國產馬達通過TES測試。 

台全、興益、台優、愛德利、易維特 

103年：國產使用比例由101年25.2%至103年達60%以
上。 

106年：國產使用比例達90%以上。 

缺乏全自動化繞線製程 

六、具體推動措施建議_電動機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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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國產車國產化 
      動力系統 ：25%(101年) →45% (102年) →60%(103年) →90% (106年後) 
      電能系統：9.3%(101年) →25% (102年) →40%(103年) →90%(106年後) 
 推動產品及廠商量產化 

 動力系統： 
促成納智捷BEV國產動力系統於102年Q2量產採用，中華PHEV國產動力系統

於104年Q4量產採用。 
推動機車(5KW以下)、小型車(5~80KW)及大型車(80KW以上)動力產業鏈廠商 
促成2家進入國際電動車Tier1供應鏈。 

 電能系統 
輔導中華使用國產電池芯，於102年4月(有量)與9月(長利)通過新車款測試。 
整合車廠、模組、芯與材料業者籌組聯盟(102年)，協助技術媒合、測試驗證

與投資量產，推動電池芯與材料國產化。 
電池芯：協助申請主導性或業科2案(如有量/中華：量產分級檢測設備，能元/

光陽：6KW級車款電池芯，每案政府經費約1000萬元。 
材料：協助申請主導性或業科2案(如宏森/有量：鋰三元正極，台塑鋰鐵/能元

：鋰鐵正極，明基/有量：隔離膜)，每案政府經費約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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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綠能產業價值鏈自主供應-風力發電 
IDB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範疇：離岸大型風力機整機系統及其零組件(金屬中心/6,600千元) 

• 能源局規劃2030年建置600部離岸風力機(約3GW裝置量)，預計總產值將達NT7,000億元。 
• 已建置26個陸域風場合計商轉288部風力機，風力發電裝置總量為563.8MW，排名全球第23名。 
• 風力發電設備2012年產值達新台幣70億元，2012年全球離岸風力發電新增容量達1,296MW，較2011年成長32.9%。 

現況: 
 
 
 
 
二、發展瓶頸： 

• 離岸技術能量不足待國外引進：我國整機技術為「2MW陸域型風力機系統」，與國際上「5MW離岸風力機系統」
尚有差距。 

• 海底基座國內僅具鑽油平台金屬基座之製造能量，離岸風力機的海底基座、海事工程及造船等技術，仍待技術引進。 
• 離岸風力機測試認證平台及國家標準尚未建立，以及離岸風力發電所需之專屬港埠、預組裝用地及產業園區等尚待

建置。 
三、發展方向： 建構風力機自主產業供應鏈。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產業產值：風力機零組件產業產值2013年80億元(2012年為70億元)。預計2030年總產值達7,000億元。 
• 產業標竿：促進我國離岸風力發電產業供應鏈聯盟成形，希望2020年將培育1家離岸風力機整機商(中鋼)。 
• 投資金額： 2013年20億元。     
• 就業機會： 2013年50人。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產業技術扎根：以內需市場做為試點，建構國內自主離岸風力發電設備產業  

-媒合國內零組件業者與國際先進系統廠(如：Siemens, Areva, Hitachi等)洽談國際合作。 
-籌組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聯盟團隊，參與示範風場計畫。 並運用工業合作扶植業者建立系統整合自主技術能量與供應鏈。  

• 建立一條龍供應鏈：推動核心技術研發 ，建構供應體系，如風機整機(中鋼)、塔架(中鋼機械)、葉片(先進複材)、
發電機(東元)、齒輪箱(台朔重工)、電力(華城、台達電)、控制(東元、台中精機)、海事技術(樺棋、台船)等系統 

• 推動產業聚落：推動離岸風電產業由製造、預組裝、測試、驗證、海事施工、重件碼頭等聚落之形成(規劃於台中
港區)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風力發電 70(億元) 95%/5% 60 1,760 台灣海峽風能資源豐富，全球前10大離岸風場，9個在台灣沿海。 



IDB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推動策略 
一、國際離岸風力發電開發流程分析 
二、亞洲國家產業政策 
三、我國示範辦法產業供需分析 
四、我國風力發電產業基礎能量 
五、我國海事工程船隊現況 
六、促進產業升級具體作法 
七、產業聯盟聚落發展現況 
八、專業港埠與產業園區發展現況 
九、產業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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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際離岸風力發電開發流程分析 

場址評選 & 
可行性研究 規劃&開發 建造&施工     運轉&維護 

風能潛能 
水深 
法源推動 
籌設許可之申設流程 
風場選址 
電網併聯之登陸點 
環評爭議 
自然災害評析 
…… 

市場現況及未來趨勢 
遴選流程及法規規範 
合約管理流程及經驗 
定價策略 
風險管理責任劃分 
簽約驗收時程 
風場區塊開發策略 
…… 

工程分包方式 
工程風險管理 
施工船隻機具 
物流與倉儲 
工期規劃與管理 
氣象條件與預報機制 
專業人才培育 
…… 

運維氣象條件 
運維船隻 
運維人員 
監控診斷機制 
預報資訊系統 
除役預算編列 
…… 

2 ~ 5 年 1 ~ 3 年 1 ~ 3 年 20 ~ 25 年 

電纜鋪設船 

船舶                  
設備 

安裝                
設備 

風  險 

輸出電纜 
驗收與商轉 
智慧電網與儲能
系統 
運維所需港口與
專用碼頭 

…… 
 

 

   併網商轉 

資料來源：能源局／金屬中心 風力發電產業推動辦公室整理  

推動    
示範辦法 

公開遴選      
開發商 

開發商  
投資評估 

籌設許可 施工許可 商轉 除役 

接駁船 

施工機具 Jack-up船 工作船 

拖船 人員住宿船 

交通運輸船 

輸出電纜 風力機 

港埠碼頭 海底基座 

變電站 

陣列電纜 

運維監控 

施工服務 

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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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需市場帶動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發展 

國家 市場規模 示範風場與區域開發 配套政策 本土風力機商  

中國
大 陸  

22GW     
(2020年) 

首座示範離岸風場指定本土業
者華銳(3MWx34台) 
潮間帶示範風場特許招標－金
風(2.5MWx40台)  

示範階段皆指定本
土業者為主要供應

商  

金風、華銳、聯合動力、
湘電、上電、重慶海裝等  

韓國  3GW             
(2020年)  

2014年提供80MW離岸風場供
本土業者機組測試  
2015~2016年示範擴散階段，
400MW離岸風場供本土業者設
置 
2017~2019年大規模開發2GW，
始開放外商競標 

斗山重工、現代重工、三
星重工、曉星、STX、大
宇造船(註:大多因造船業

務縮減轉往風電)  

日本  
0.4GW             

(2020年) 
5.0GW               

(2030年) 

經產省與環境省皆推出洋上風
力發電實證研究計畫，補助本
土業者進行相關建置與研究。  

三菱重工、日立製作所、
東芝(皆因核能業務縮減

轉往風電)  

台灣 

0.6GW      
(2020年) 

3.0GW 
(2030年) 

2015年完成離岸風電示範計畫
3案共計6台機組。 
台電需配合設置2台國產化系
統機組(可延長至2020年)，民
營開發商需達產業化效益。  

台電需配合設置
2台國產化系統
機組， 

民營開發商需達
產業化效益 

開發商：永傳、上緯 
產業化：中鋼籌組產業聚

落聯盟 
以台中港為根據地 

二、亞洲國家產業政策 
建立產業自主能量                 
聚焦亞洲市場 

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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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9 2014 2013 2018 2025 

  4台風力機示範機組                      86部區塊開發商業機組        

15MW 

                       2台國產示範風力機(彰濱) 

推動目標 600MW 

600MW(120座5MW風力機) 

 
 
 
 
 
 

1,800MW 

 
 
 
 
 

週邊電力設備/船隊 (海上變電站、電纜) 

 
 
 
 
 2艘5,000噸大型自升船 

 

10艘交通船、5艘補給船 

172台商業化風力機 

營運維護/船隊 

民營 

台電 40台商業化風力機(澎湖) 28台商業化風力機(彰濱) 

  2 艘 2,000噸中型自升船 
 

8艘交通船、3艘補給船 

1艘震測勘查船、2艘海床鑽探平台、 1艘挖泥船、1艘拋石船、6艘拖船   

海事工程船隊 
(水深25m以下) 

海事工程船隊 
(水深35m以下) 

海事工程船隊 
(水深45m以下) 

1艘起重船(或浮船法)、1艘鋪纜船(及纜溝機) 

       交通船、補給船、自升平台/船、拖船、起重船(各1艘) 

資料來源：金屬中心 、船舶中心，2012/10 

現有 

租用 

新建 1艘交通船、1艘補給船 

我國示範辦法產業供需分析 

風
力
機 

海
事
工
程 

新建 新建 

                                                                                                                   2艘拋石船  改裝 

改裝 

沿用 

2艘1,200噸小型自升平台  

配合風場開發時程已進行產業規劃，然缺乏國內市場保障及面臨外商威脅 

台電政策vs.採購法? 

西門子? 大陸進口? 

開發大陸施工機具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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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架－中鋼機械(2MW) 
 葉片－先進複材(2MW) 
 齒輪箱－台朔重工(2MW) 
 發電機－東元電機(2MW) 
 控制器－東元電機(2MW) 
 電力系統〔變壓器/轉換器〕－

〔華城電機(1.5MW) /台達電〕 

鋼材－中鋼(2MW) 
玻璃纖維－台玻 
碳纖維－台塑 
樹脂－上緯(2MW)、

長興化工 

 整機－東元(2MW陸域風
力機實績) 

 技術/維修服務－德商風
電能源台灣分公司
(Enercon) 、Vestas 
Taiwan 

 監測系統－研華、四零四 

資料來源：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金屬中心風力發電產業推動小組  

我國風力發電產業基礎能量 

關鍵次系統 塔 架 葉 片 發電機 齒輪箱 
電力系統 控制系統 

變壓器 轉換器 控制器 轉向螺矩器 
進口依賴度 低 高 中 中 中 高 高 中 
技術水準 

(以國際標竿100計算) 90 60 80 70 70 50 60 50 

國內供應商 中鋼機械 先進複材 東元電機 台朔重工 華城電機 台達電 東元電機 台中精機 

佔系統整機比例(%) 25.0 26.5 17.5 17 3.2 5.8 4.2 0.8 

發展順序 優先推動 次要推動 

關鍵零組件及原材料 鋼 材 樹 脂 玻 纖  碳 纖  鍛 件 軸 承 鑄 件 扣 件 

進口依賴度 中 低 中 中 高 高 中 低 

技術水準 
(以國際標竿100計算) 90 90 80 80 70 50 90 90 

國內供應商 中鋼 上緯 台玻 台塑 南隆 N/A 永冠  恒耀 

Level 1 原材料 Level3 次系統 風力機/週邊設備 

 轉向螺矩器－台中精機 
 鑄件－永冠(3MW)、 源潤豐

(2MW)、台灣正昇  
 鍛件－南隆(1.5MW) 、三英 
 扣件－芳生(2MW)、恒耀

(2MW)、春雨(2MW) 
 電容器－立隆 

Level2 關鍵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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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船舶中心整理，2012/10 

震測勘查船 挖泥船 
基礎運輸船 拖船 自升式平台 自升式安裝船 交通船 

海床鑽探平台 運輸/打樁/安裝船 基礎安裝船 拋石船 起重船 

船舶/平台類別 震測勘查船 海床鑽探平台 挖泥船 拖船 拋石船 鋪纜船 大起重船 

船  東 銓日儀×1 
海洋中心×1 環島×1 宏華×2 

樺棋×1 
宏華、樺棋 
穩晉、昭伸 

宏華、樺棋
、穩晉 穩晉×1 穩晉×1 

營運與維護 風力機及變電站 水下基礎 先期探勘 離岸風場建
置程序 

國內海事工程業者現有相關工程船舶 

鋪纜船 

使用船舶 
 
 
 
 
 

現有： ◎ 
改裝： ○ 
新建： □ 
租用： △ 

震 測 勘 查 船 ◎ 

海床鑽探平台 ◎ 

挖 泥 船  ◎ 

拖 船 ◎ 

拋 石 船  ○ 
自升平台 / 船  □ 

交 通 船  □ 

補 給 船  □ 

鋪 纜 船  ○ 

大 起 重 船  ○ △ 

(海床填補､防掏沙) (防掏沙､海纜保護) 
(打樁、海底基座運輸/安裝) (風力機運輸/安裝) (運作維護) 

(地貌､地層勘查) 

(整地) 

(拖拉自升平台，協助定位) 

(人員運輸) 

(物料運輸) 

(海纜佈設) 

(打樁或變電站運輸/安裝或維護) 

(海床地質調查) 

我國海事工程船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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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產業升級具體作法 

分
類 

項
次 名稱 2013 

1Q 
2013 
2Q 

2013 
3Q 

2013 
4Q 

2014 
1Q 

2014 
2Q 

2014 
3Q 

2014 
4Q 

2015 
1H 

2015 
2H 

離岸
風力
機 

1 
風力機設計/組裝/運維監控 

AREVA or Hitachi or Siemens 
 中鋼 

海事
工程 

2 
海事工程船 
IHC  台船 

3 
海事工程施工技術 
Gea Sea  中鋼 

4 
海上風場工程設計/建造 
DNV  世曦/中鋼 

5 
海纜建廠 
Viscas 大亞電線電纜 

風場
運維
監控 

6 
風場運維監控 
Siemens or AREVA  永傳/中
鋼 

測試
驗證 

7 
風場開發 
NIRAS/TWI  船舶中心 

8 
風力機測試驗證 
TUV SUD  金屬中心 

9 
基座、電力系統測試/驗證 
DNV  驗船中心 

進行中，預計2014年3月初結案 

洽商意願中，預計2014年啟動，2015年結案 

預定提出預核，2013年第3季啟動，2015年第2季結案 

預定提出預核，2013年第3季啟動，2015年第2季結案 

洽商意願中，預計2014年啟動，2015年結案 

已提出申請，預計2014年啟動，2015年結案 

洽商意願中，預計2014年啟動，2015年結案 

預定提出預核，2013年第3季啟動，2015年第2季結案 

洽商意願中，預計2014年啟動，2015年結案 

運用工合 
技術躍升 

推動產業扎根                                            
培植競爭力 

離岸風力發電                         
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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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聯盟聚落發展現況 

促成籌組「離岸風電相關產業聯盟」 
2. 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發展聯盟 

中鋼、台船、宏華、穩晉、樺棋、昭伸、船舶
中心、金屬中心及中國驗船中心 

1. 台灣離岸風電聯盟(TOWA) 

3.台灣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與金融保險業策略聯盟 

「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台灣離岸風電
聯盟」、「京城銀行」、「達信保險經紀公
司」、「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公司」及「金屬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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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領域分工 公司名稱 
1 

離岸風場開發
商 

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海風電籌備處) 
2 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海洋風電籌備處) 
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4 星能股份有限公司 
5 

離岸風力機零
組件供應商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  材) 
6 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塔 架) 
7 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樹 脂) 
8 東元股份有限公司 (整機,發電機) 
9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齒輪箱) 

10 永冠能源科技集團(鑄 件) 
11 先進複材股份有限公司(葉 片) 
12 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扣 件) 
13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變壓器) 

14 
海事工程承包
商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座建立、施
工船調度)  

15 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鑽探、潛水施工、
海事工程) 

16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海事工程) 
17 工程顧問 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 
18 

週邊設備商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海底電纜) 

19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電源傳輸、配電變
壓器) 

20 中興電工股份有限公司(陸上併聯)  
21 聯盟統籌單位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IDB 

電力專業區 
(74.2公頃) 

梧棲漁港區 

保安林地 

濱海休憩專業區 

2號碼頭 
長度：250m  
水深：13m 

臺中港2號碼頭 

母港腹地：5,425 m2 

後線腹地：21,385 m2 

102年7月3日中鋼公司與臺中港務分
公司就租賃「臺中港2號碼頭與電力
專業區(Ⅱ)」承租與建設「離岸風力
發電產業專屬港埠及產業園區」簽
署合作意向書。  

促成「離岸風電組裝港埠與產業專區」規劃 
專業港埠與產業園區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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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3 座示範風場商轉 
(2020/12) 

600 MW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1H 2H 1H 2H 1H 2H 

離岸 
風力機 
產業    
扎根 

中鋼成
立離岸
風電公
司籌備
委員會 

中鋼   董
事會審
核 

中鋼離
岸風電
公司成
立 

工合技
術移轉
簽約 

 中鋼離岸風電公司帶動本土產業鏈扎根 
 離岸風力機原型機完成組裝 

 
 

原型機 
測試驗證 

海底基礎 
新船建造 
施工技術
建立 

與船東中鋼 
討論規格 

申請工合計畫引
進適用設計 

ICP 
技術轉移訓練 

海底基礎 
新船建造 
機具備料 

完成施工技術建立 

建置組
裝港埠
基礎設
施 

(台中港2
號碼頭
及其相
關腹地) 

實地勘
察評比
分析 

  

溝通協
調形成
共識 

  

  
  
  
中鋼與台中港務公司協調取得用地事宜： 
中鋼租用2號碼頭 
電力專區開發 
 

碼頭改建： 
 碼頭基礎補強聯絡道
路施築 

 需時8個月 
 費用約5億元 

產業園區開發： 
 道路雨汙排水設施 
 需時36個月 
 費用約13億元 

示範機組 4台 示範機組 116台 

15~20 MW 

離岸風電 示
範辦法 建置

時程 

完成示範機組之建置、測試與竣工，並取得電
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 (2015/12) 

完成海底墓座
設計製作 

新船交船日 

完成 
碼頭改建 

完成產業
園區開發 

原型機 
組裝完成 

原型機完成IEC 
Class 1A認證 完成

商用
機組
運轉 

完成風力機施
工安裝 

廠商進駐生產 

風力發電產業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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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產業推動規劃(續) 

培育項目 
時程 2014 2015 2016 2017 
供應商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葉
片
系
統 

輪轂鑄件模具 益光 模具製作 
輪轂鑄件 永冠 鑄件製作 

軸承 (外購) 
旋角控制馬達 (AREVA) Areva提供 

葉片模具 (AREVA) Areva提供 
樹脂 上緯 材料提供 

葉片成形 先進複材 設備建置 葉片製作 葉片測試 
組裝 組裝與整機陸上測試 

偏
航 

鑄件模具 益光 模具製作 
鑄件 永冠 鑄件製作 
軸承 (外購) 

偏航控制馬達 (AREVA) Areva提供 
組裝 組裝與整機陸上測試 

傳
動
系
統 

鑄件模具 益光 模具製作 
鑄件 永冠 鑄件製作 
馬達 東元 設備建置 馬達製作 
軸承 (外購) 
鍛件 南隆 鍛件製作 
發電機 東元 設備建置 發電機製作 發電機測試 
冷却潤滑 (AREVA) Areva提供 

組裝 組裝與整機陸上測試 

離岸風力機產業扎根 

標檢局 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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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產業推動規劃(續) 

培育項目 
時程 2014 2015 2016 2017 

供應商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機
艙 

機座鑄件模具 益光 模具製作 

機座鑄件 永冠     鑄件製作 

鋼結構 中鋼機械 機艙鋼結構製作 

Nacelle cover 先進複材 機艙外罩製作 

冷却潤滑 (AREVA) Areva提供 

SCADA 東元 SCADA系統製作 

軸承 (外購) 

組裝 組裝與整機陸上測試 

塔
架 

塔筒 中鋼機械 設備建置 塔筒製作 

鋼結構 中鋼機械 鋼結構製作 

法蘭 南隆 法蘭製作 

變壓器 華城電機 設備建置 變頻器製作 變頻器測試 

升降裝置 正誼 升降裝置製作 

變頻器 (AREVA) Areva提供 

電纜 華新麗華 電纜製作 

組裝 組裝與整機陸上測試 

離岸風力機產業扎根(續) 

標檢局 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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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施工服務 2014 2015 2016 2017 
分
類 

項
次 名稱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海
底
基
礎 

1 技術轉移設計與圖面認
證 2014年啟動，2015年技轉及設計，2016年1季結束 

2 製造、組合、艤品、防
蝕 2016年第3季啟動，2018年第1季結束 

自
升
式
平
台
船 

1 ICP技術轉移 2014年啟動，2015年技轉及設計，2015年4季結束 

2 整體設計與一般採購 2014年第3季啟動，2016年第1季結束 

3 自升及控制系統採購 2014年第3季啟動，2016年第1季結束 

4 吊車採購 2014年第3季啟動，2016年第1季結束 

5 圖面認證 2014第4季啟動，2016年第3結束 

6 建造 2015年第3季啟動，2017年第3季結束 

7 建造認證, 試俥及交驗 2015年第3季啟動，2017年第4季結束 

機
具 

1 打樁機 2017年2季備料 

2 配合機具與備品 2017年3季備料 

交
通
船 

1 初步設計及船模試驗 2015年設計及船模試驗，2016年2季結束 

2 整體設計與一般採購 2016年第3季啟動，2018年第1季結束 

3 圖面認證 2017年第1季結束 

4 建造 2016年第3季啟動，2017年第3季結束 

5 建造認證, 試俥及交驗 2016年第3季啟動，2017年第3季結束 

目標亞洲市場海上施工服務業：建立海底基礎、新船建造以及施工技術 
風力發電產業推動規劃(續) 

驗船中心 

驗船中心 

驗船中心 

驗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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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綠能產業價值鏈自主供應-太陽光電模組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範疇：與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相關之元件製造業及系統工程服務業，包含上游多晶矽材、矽晶片，中游太陽能電池、太
陽光電模組，下游系統元件、系統工程規劃、建置與維運等產業。 

 

二、發展瓶頸 
• 全球市場供需失衡，營運嚴重虧損：100至101年中國大陸急速擴廠，市場因歐債問題成長趨緩，國際市場產能嚴重過

剩，產品價格大幅下跌，國內太陽能矽晶片、電池與模組等製造業者均呈現虧損。 

• 產品差異性低，陷入低價競爭：國內多由歐洲整廠引進設備與技術，技術競爭力雖小幅領先中國大陸業者，但整體差
異性仍低，產業陷於低價競爭困境。 

• 發展下游系統工程服務受阻：國內業者缺乏大型電廠設置經驗及工程財務規劃能力，切入高利潤之系統服務市場時遇
阻。 

三、發展方向 
強化我優質產品製造優勢，引導業者發展高附加價值之國際系統市場。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扶植1家以上太陽光電業者成為全球前十大系統廠商，109年成為全球太陽光電系統與服務主要輸出國。 

• 105年產值達新台幣2,200億元，就業人數達30,000人；109年產值達新台幣5,000億元，就業人數達50,000人。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穩定產品出海口：透過「擴大海外市場行動計畫」(能源局)，協助國內業者進軍國際市場，並爭取國際大型太陽光電系統建

案，以舒緩目前面臨之供需失衡困境，同時鞏固產品出海口。 
• 協助開發新技術與產品：運用主導性、市場應用計畫、研發抵減等政策工具，協助企業開發高度創新技術與高附加價值產品。 
• 藉擴大內需市場及相關貸款計畫，發展系統工程服務：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能源局)，擴大內需市場，同時培育廠

商大型系統建置實績，並藉由「整廠整案輸出計畫」、「綠能與產業設備輸出貸款」協助業者解決海外建案之融資問題。 

產業 產值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太陽光電
產業 

1322億元 外銷:61%、
內銷:39% 

257 22,000 我國太陽能電池101年產量達全球第2，國內茂迪、昱晶及新
日光，分別為全球第6、7及8大太陽能電池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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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推動石化產業高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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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石化產業指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製造化學品之產業。 
產業現況： 

 
 
 

 
二、發展瓶頸 

• 技術突圍：研發資源分散、產業間缺乏整合、技術引進仍待協助。 
• 人才養成：學界資源未投入、研習課程待整合、業者對申請研發中心資訊不足。 
• 環境建構：環保意識高漲及土地資源短缺、投資障礙待排除、石化業形象不佳。 
• 誘因提供：業者投入研發過程較缺乏試量產及製程放大等資源協助。 

三、發展方向 
• 轉型朝高值化石化產業方向，使我國成為亞太地區高值化石化產品發展與運籌重鎮。 
• 確保石化產業及關聯產業競爭力，維持經濟與環境均衡發展。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2016年平均研發投入比例>1％，2020年平均研發投入比例>2％。  
• 2020年整體石化業產品平均附加價值率>20％。  
• 預計至2020年增加產值5000億元、增加就業人數1.2萬人。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技術突圍：推動石化業者轉型升級，研發自有技術，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 人才養成：提供石化產業具有專業素養的化工人才。 
• 環境建構：建構適合開發高值化石化產品的投資環境。 
• 誘因提供：利用租稅優惠、研發補助及輔導吸引業者投入發展高值化產品。 



IDB 石化產業高值化的重要性及競爭力 

石化產業 

基本化學材料 

重要的支柱型產業： 

原油 柴油 

煉油工業 

航空
燃油 

硫磺 

汽油 

輕油 

高值化產品應用 關聯產業 

輕油裂
解廠 

合成原料生產廠 

上 中 

橡膠製品 
產值:927億元 

廠家數：:1,034家 
員工數：3.6萬人 

加工製品 

製品生產廠 

化學製品 
產值:2,396億元 
廠家數：2245家 
員工數：4.5萬人 

人造纖維絲 
產值:1,280億元 

廠家數：47家 
員工數：1.4萬人 

塑膠製品 
產值:2,587億元 

廠家數：6,874家 
員工數：13萬人 

煉油廠 

基本原料 
•乙烯 
•丙烯 
•丁二烯 
•苯 
•甲苯 
•二甲苯 

產值：11,827億元 
廠家數：99家 
員工數：1.3萬人 

石油化工原料 
(包括人纖原料) 

產值：5,859億元 
廠家數：364家 
員工數：2.0萬人 

產值：504億元 
廠家數：17家 
員工數：0.5萬人 

產值：1,149億元 
廠家數：342家 
員工數：1.1萬人 

合成樹脂及塑膠 

合成橡膠 

燃料
油 

新興產業 

重點產業 

傳統產業 

綠色能源 

生技產業 

精緻農業 

醫療照護 

面板業 

半導體業 

機械/鋼鐵業 

鞋業 

紡織業 

太陽能電池:可攜式太陽能電池/固定型
太陽能電池… 

LED照明:室內LED照明/路燈等省電
LED燈… 

鋰電池:手機長效型鋰電池/電動車電
池… 

大豆油環保膠帶/捐血帶/美白膜/防曬油/
彩妝品… 

包裝材/生物可分解… 

隱形眼鏡/OK绷… 

Full HD電視材料/超薄型LED電視/i-Pad; 
i-Phone鏡面塗料… 

高速電腦CPU/輕量化手機… 

環保機油/潤滑油/鋼板環保塗料… 

輕量鞋/環保鞋/耐磨鞋/氣墊鞋… 

吸濕排汗衣/抗UV衣/鯊魚泳衣/自行車衣
/比賽用安全帽… 

輕量化車燈/環保型耐磨輪胎/防污塗料/
遊艇/碳纖維自行車/雙色塗料/賽車座
椅… 

運輸工具 
資料來源：產值-經濟部統計處最新工業生產統計資料(2012) 

廠家數及員工數-經濟部統計處最新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報告(2010) 

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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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石化產業為各項產業之重要支柱: 1. 供應民生產業發展所需2. 提供高科技工業所需之原材料3. 支援綠色能源、半導體、紡織、運輸工具等關聯產業之發展



IDB 高值化產品範例說明-輕量化節能汽車 
說明： 
1. 5/14向薛政委報告，政委指示以輕量化節能汽車為例，說明高值化產品。 
2.以一般小轎車為例，汽車中的化學材料及製造過程所使用的化學品費用，約佔汽車成本的

18~19%。塑膠及其複合材料的平均用量已達170~180 kg，佔總重量9~10%，未來將持續朝
向輕量(15~20%)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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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特用化學品產業發展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包括電子化學材料、特用化學品等產業 
產業現況: 

 
 
 
 
 
 二、發展瓶頸 

• 台灣缺乏自有品牌，內需市場小。 
• 下游產業技術發展快速，上游材料開發 速度不足，關鍵原料仰賴進口，自主性低，缺乏整合性之驗證平台。 

三、發展方向 
• 厚植電子化學材料自主性技術，提升產品自製率，支援下游產業發展並增加出口。 
• 發展高品質、高純度與高功能性的特用化學品、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電子化學材料2020年產值提升至 6,000億元，產品附加價值率超過 30%，特用化學品附加價值 由現15%，2020

年提升為30 %。 
• 至少扶植1家光電電子用化學材料產業成為全球十大供應商，成為全球光電電子用材料主要生產地。 
• 成為全球特用化學品高附加價值產業研發、供應基地及運籌重鎮。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鼓勵產業深耕關鍵技術(以法人科專、業界科專及主導性等計畫協助業者投入關鍵材料開發)。強化供應鏈關係

與研發聯盟，推動上下游資訊流通與技術整合。 
• 推動產業聚落，製造客製化與差異化之特用化學品，藉此研發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 推動印刷、紙及紙器產業特色化及服務化，提供後端衍生性服務，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 以制度面及經濟效益吸引廠商投入GMP建置、強化國產GMP化粧品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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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產值(億)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電子化學材料 4,486 29/71 400 400 1.特用化學產品技術層次高，且相對地
產品附加價值高 

2.國內優秀化學化工人才眾多  特用化學品 2,800 33/67 1,174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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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生技醫藥產業躍升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涵蓋應用生技、製藥與醫療器材等領域。 
產業現況: 

 
 
 
 
 
 

 
二、發展瓶頸 
成果商業化慢、廠商規模小、缺通路及品牌、臨床資金欠缺、健保藥價給付低 

三、發展方向：發展特色產品、催生旗艦型公司、擴大投資。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2015年達到3,500億元，2020年達到新台幣5,000億元。 
 2015年促成5家營業額達100億元，2020年促成至少1家年營業額超過300億元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開發利基生技項目：開發利基生技項目，掌握關鍵技術/零組件，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催生旗艦型生技公司：協助產業整合與異業合作，催生旗艦型生技公司。 
 充裕產業發展資金：運用創投資金及科技事業上市、上櫃機制，充裕產業發展資金。 
 鼓勵廠商投入生技新藥研發：運用租稅優惠、研發補助等措施，獎勵生技新藥研發。  
 強化產業輔導：協助廠商有關法規、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諮詢輔導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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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產值(億)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應用生技 748 59/41 385 9,800 1.生技研發能力強 
2.生產製造及管理能力強 
3.法規與國際接軌，為PIC/S會員國 

製藥 760 78/22 380 19,500 

醫療器材 1092 58/42 705 34,200 

註: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PIC/S)：The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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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食品產業價值鏈整合升級 

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產業範疇：透過食品加工技術與過程將食品或原料混合調製，以供人類或動物食用的產業。 
產業現況： 

 
 
 

 二、發展瓶頸 
加工原料成本、部份原料與半成品之關稅稅率、勞工、土地及環保成本高；研究發展投資不足，市場資訊
體系不健全，產業升級緩慢。 

三、發展方向 
開發注重品質安全且具保健取向之食品，並建構產製儲銷體系，強化食品週邊關聯產業支援運作。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成為全球消費者推崇華人優質食品之研發及產銷營運中心。 
• 2020年整體食品產業產值超過1兆元。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 深耕在地，應用具在地特色原料或素材發展特色食品，協助業者開發創新及關鍵製程技術(如食品保存、
健康、便利性等)，促進產品加值。 

• 推動食品GMP、MIT制度，提升國產食品品質及建立通路優勢，運用跨部會協調機制，強化食品週邊關
聯產業支援運作，建構食品產業發展有利環境。 

產業 產值 
(億) 

內外銷比
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食品
產業 6,304 88/12 6,168 120,000 

1.具有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之技術能力（如保健食品等）。 
2.食品工業屬內需型產業，保存期短之冷藏及鮮食產品不易被
進口產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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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時尚紡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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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現況及範疇 

• 範疇：紡織業[含紡織纖維製造、紡紗、織布、染整、紡織製成品]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含梭(針)織成衣、毛衣、襪類、紡織手套(帽)及

其他服飾品皮革]、與鞋/袋包箱產業[含橡膠、塑膠、紡織品等材料製造之鞋類與袋包箱產品]之相關行業。 

• 現況： 
 

二、發展瓶頸 
• OEM代工模式業者逐年外移，產業聚落未能有效整合； 
• 設計與行銷人才投入不足； 
• 產品缺乏設計創新能量與文化內涵，附加價值低。 
• 擅長研發生產，對時尚設計、品牌經營、市場行銷與通路拓展等能力有待提升。 

三、發展方向 
• 發展時尚美學、高附加價值創新品牌，帶動整體產業價值鏈發展。 
• 促進地方產業聚落產銷合作，滿足產能需求與穩住就業人口。 
• 推動國內外虛實通路發展，以終端消費品成長帶動中、上游共同產值成長，擴大內需與國際市場商機。 

四、目標及預定成效 
• 擴展5個品牌成為國際性品牌、10個網路品牌、2家通路品牌公司。 
• 2015年階段性提升300億產值，並在2020年提升500億。 
• 增加設計師就業人數600人。 

五、發展策略及推動措施 
•強化關鍵技術與產品應用:加速產學研之研究能量連結，深化機能性與產業用紡織品關鍵性技術與產品研發。 
• 技術應用策略聯盟：整合上游、中游、下游成衣製造，共同開發高附加價值紡織品。 
• 設計一條龍式輔導：利用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及服飾試作工場，協助成衣及配飾商品之打樣與試量產開發，補足產業鏈缺口，以快速進入消

費市場。 
• 建立精緻製衣示範性生產線：利用科專計畫輔導製造廠延伸設立精緻特色化成衣生產線生產具差異化及特色化之高附加價值服飾，以快速

擴充生產產能，提高自製率。  
• 協助品牌行銷國際：協助成衣服飾國際性品牌，拓展國內外虛實通路，促使營業額快速成長，並推動其營運中心發展，增加外銷值成長，

吸引海外業者回流加碼投資。  

產業 產值(億) 內外銷比例 家數 人數 產業優勢 

紡織產業 5,700 60/40 4,908 185,100 
供應全球70%機能性紡織品、上中游機能性材料研發能

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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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業結構優化 – 三業四化 

• 智慧生活 
• 工具機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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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階段 
(5項) 

三業四化亮點產業 

製造業服務化 服務業國際化 傳產業特色化 

(客製化、服務化) (ICT加值) (全球布局) (美麗蛻變) 

智慧生活 創新時尚紡織 物流 資訊服務 

工具機智慧製造 

設計服務 
（經濟部） 

智慧手持 
（經濟部） 

自行車 
（經濟部） 

第2 
階段 
(14項) 

健康促進 
（經濟部） 

兩岸金融業務 
（金管會） 

遠距健康照護 
（衛生署） 

數位學習 
（教育部） 

華語文教育 
（教育部） 

國際醫療 
（衛生署） 

港埠服務 
（交通部） 

臺灣茶 
(農委會) 

客家特色餐廳 
(客委會) 

地方工藝 
(文化部) 

健康促進 
（經濟部） 

服務業科技化 



IDB 智慧生活 
一、企業名稱：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台灣國際品牌業者之一，為全球最大的主機板製造商，並生產平板電腦

、顯示卡、桌上電腦、通訊產品、光碟機……等3C產品與解決方案。 
三、近1年營業額：新台幣4,125億元 
四、員工人數：全球11萬人  台灣 4,700人 
五、具體作法： 
(一)以使用體驗出發： 

 智慧生活產業定義之製造業服務化，為透過使用體驗出發，掌握顧客需求，透過服務
提升對顧客價值，進而提升企業價值 

 華碩過去以電腦硬體製造為主，因應產業環境變革，將「使用體驗」視為重要核心價
值，將品牌硬體產品整合服務與內容，打造新興服務生態體系，開創企業新價值 

(二)強化關鍵技術與品牌發展： 
華碩透過掌握製造業服務化兩大核心價值，一為強化使用體驗所延伸之UI/UX技術，此外，
更透過發展服務平台，強化產品與企業價值，符合製造業服務化之核心精神 
1. 關鍵技術: 
 強化UI/UX關鍵技術:透過台灣200萬慈濟人為基礎，從族群需求出發，累積UI/UX應用

實證與經驗，進而取得國際大廠Google青睞，推出雙品牌平板電腦(Nexus7)，成功締
造全球銷售佳績 

2. 品牌升級: 
 建構服務平台:成立華碩雲端子公司，透過雲端服務串聯加值硬體，創造華碩個人終端

產品線銷售綜效，帶動華碩邁向全球3C整體解決方案領導品牌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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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立式加工機、臥式加工機、綜合加工機、車床等 
三、近1年營業額：新台幣 87 億元 
四、員工人數： 650 人 
五、具體作法： 

提供專用機(單機)  
整線多機彈性模組化 

依客戶特定加工物需求，提
供並整合部分改造之標準機， 
並規劃提供相關治夾具、刀
具等，提供Total Solution。 

客戶僅提出加工物需求，由東台
設計製造專用設備。 

` 

從單機、整線擴展至整廠規劃 
深入客戶生產製造管理系統，參與規格制
定、綁規格。 

過去 

未來 嵌入客戶生產管理、幫客戶訂規格 

全方位服務 貼
近客戶的心 

智能化
軟體 

Tongtai 
雲端服務 

東台技術應用中心 
加值
服務 

系統
整合 

應用
技術 

現在 

•整合軟體、硬體及應用技術，預
期提升產品價值10-30%。 

•訓練、諮詢、整體解決方案的服
務收入占營業額可達20%。 

預期效益 

工具機智慧製造 

http://www.tongtai.com.tw/cht/product/showinfo-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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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及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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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項 推動計畫 注入維新元素 維新亮點 主要效益 

經濟部 

(第1階段) 

1 保鮮溯源物流服務 
城市儲存模式與技術、物流
集運創新模式 

智慧、ICT 低溫物流產業國際化 

2 餐飲老店故事行銷 
在地特色、經營模式、老店
行銷 

文化、科技 
形塑老店成為商圈新磁
點 

3 MIT品牌服飾 
品牌創意、科技涵量、製造
業服務化 

品牌、服務模式 帶動產業全價值鏈提升 

4 新穎時尚LED燈具 
美學設計、科技加值、產品
創新 

節能、美學設計 扶持傳統照明產業轉型 

5 智慧小家電 
營運模式改變、科機應用、
開發創新產品 

節能、智慧、營運模式 
智慧小家電產品研發生
產基地 

6 安全智慧衛浴器材 
綠色節能衛浴產品、研發驗
證平台 

節能、智慧、技術深耕、
驗證制度 

亞洲安全智慧衛浴器材
創新研發中心 

7 數位手工具 
多樣化數位手工具、製造業
服務化 

ICT、美學設計 
全球數位手工具產品出
口第一大國 

8 
生質塑膠（安心）產
品 

原料生質化、設計(特色)加
值化 

環保、驗證制度 
「食在安心」之安心生
質塑膠製品 

9 幸福點心 
在地特色、創新加工技術、
優質管理 

文化特色、品牌 
打造台灣創新烘焙食品
產業王國 

10 精微金屬製品 
創新精微技術、整合產品開
發能力、製造業服務化 

技術深耕 
傳統金屬製品業轉型生
產精緻級製品 

推動傳統產業特色化 
-經濟部10項傳統產業維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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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 

一、緣起 

二、德國經驗 

三、德國之標竿企業 

四、國內中堅企業案

五、國內外具備中堅企業10大條件案例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七、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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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部分產業以代工為主，有製造技術但缺乏核心（關鍵
）技術，故無法創造市場需求，也難發展品牌。 

 全球經濟均受金融風暴及歐債影響，但德國之百年品牌企
業（隱形冠軍），支撐經濟屹立不搖；業界普遍認為德國
企業極為重視技術專精，在個別領域占有具獨特性之地位
。 

 本計畫將師法德國作法，發展並輔導具有技術、創新、品
牌等國際競爭力的「中堅企業」。 

 這種小而美之中堅企業在關鍵技術較易掌握與取得，在產
品附加價值也較易提高。 
(也就是比較容易從技術、生產到通路作一整體規劃，進而
取得產銷主控權，比較不會受景氣之影響。企盼藉此來創
造台灣產業成長之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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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n Simon 行政院長陳沖 

全球一萬種市場中，僅
200個大市場，其餘98%
為小市場，每個小市場
的龍頭，即中堅企業。 

中堅企業創造市場絕大部份新工
作，也培養社會長期創新能量。 

中堅企業為全球化企業，超過
8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有效
分散經營波動風險。 

亞洲的中堅企業劣勢在國際化程
度。發展的瓶頸主要為人才/國
際化人才。 

台灣企業的靭
性及彈性，有
助於發展成為
中堅企業。 

台灣中小企業專精某些領域、具
備核心技術能力，適合發展成為
中堅企業。 

中堅企業通常走利基市場，產品
具水準，價格具競爭力。 

要提升中堅企業，政府需協助之
處，包括改善技職教育體系、產
學聯盟，以及資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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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產業經濟概況： 
1. 德國中小企業（Mittelstand）約有350萬家（99.7%），雇用78.5%

就業人口與吸納80%企業實習生，全國從事貿易出口企業有98%為

中小企業。 
2. 7成中小企業散落在地方鄉鎮，與當地經濟及就業緊密結合，被譽

為「散落德國各地的珍珠」。 
3. 擁有為數眾多訓練有素、能立即進入生產單位與符合企業需求的技

術人力。 
4. 德國製造領域中小企業聚焦於高品質與高價值的生產事業。 
5. 德國服務業領域則聚焦於生產事業所需的周邊支援行業為主體 。 

 隱形冠軍理論：德國出口的真正引擎並不是西門子或賓士這樣的巨頭，

而是一些名不見經傳、卻在某一特定行業裡面做到頂峰

的一千多家規模不大之企業，其稱之為「隱形冠軍」。 



IDB 三、德國之標竿企業 
(一)隱形冠軍的定義 

 『隱形冠軍』理論為德國管理學者赫爾曼·西蒙所

提出。他認為德國出口的真正引擎並不是西門子

或賓士這樣的巨頭，而是一些名不見經傳、卻在

某一特定行業裡面做到頂峰的一千多家規模不大

之企業，其稱之為『隱形冠軍』。 
 所謂『隱形冠軍』是指雖不起眼，但有無可撼動

的行業地位，幾乎完全主宰著各自所在的市場領

域，並且在某一特定領域之市場專注耕耘。他們

擁有穩定的員工團隊隊、高度的創新精神，還有

豐厚的利潤回報。 
資料來源：西蒙，中外管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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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之標竿企業 

 (二)隱形冠軍之七大特質 
1. 專注的企業目標：隱形冠軍企業一般都有非常明確的目標。 
2. 寧為雞首 之市場定位：要成為小市場的主宰者(雞首)，而在小市場做出大

成績；很多雄心勃勃的企業家一旦稍微做大就想多元化，但是他們絕不！ 
3. 貼近並全面掌握客戶：他們每一步擴張都在建立自己的子公司，而不是通

過經銷商，因為經銷商是隨時可能跑掉的，而自己的子公司能把客戶關係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價值導向為主要訴求：如果你想成為全球市場的領導者，你的客戶也必須
是全球頂級的客戶，那麼企業經營理念必須是價值導向而非價格導向。 

5. 強調全方位創新：產品創新不是隱形冠軍公司唯一的創新點，另外一個很
重要的因素是流程的創新，實際上是服務的創新。 

6. 與競爭對手短兵相接：隱形冠軍公司經常在同一個地區，同城的競爭實際
上是世界級的競爭，最強的對手都在一起。 

7. 深化價值鏈不參與聯盟：依靠自己的競爭優勢，不參與合作聯盟，深化價
值鏈，自己做所有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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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形冠軍之十大條件 

Hermann Simon 

企業目標 

 成為且保持市場no.1 
 全球市場最優秀者 
 我來決定市場競爭規則 

市場定位 

 我是該領域的專家 
 我只做專精的 
 市場範疇小但占有率高 
 找到利基絕不分散投資 

全球化 

 擁有世界級特殊性
Know-How 

 與客戶直接建立關係 
 於目標市場設立據點 
 運用合資來解決文化差

異與國際管理 

客戶選擇 

 頂級客戶為目標 
 成為客戶不可替代之

供應商 
 價值取勝而非價格 

創新焦點 

 以產品及流程創新保
持領先 

 以創新創造市場 
 平均員工擁有專利數

在10~30 

驅動力 

 核心能力為寶貴資源 
 兼顧市場與技術 
 持續掌握外部機會 

(政策改變或市場消長) 

競爭策略 

 品質與服務創造優勢 
 與最強對手同場競爭 
 強勢捍衛市場地位 

外部關係 

 核心項目不外包 
 依靠自己的競爭優勢，

不參與合作聯盟 
 深化價值鏈，自行生

產多數設備 

員工文化 

 具強烈使命感與認同感 
 流動率極低 
 高效率工作 
 多設於鄉鎮而與當地結

合，同時創造主要就業
機會 

領導者 

 活力與意志力為主要特質 
 融合權威式與參與式領導 
 平均在位20年以上 
 重視接班人的技能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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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RITA濾水壺 

成功 
關鍵因素 

國家 
品牌認證 

• 德國技術及品質(安全安
心)保證 

• 德國最權威的TUV檢驗機
構的食品級認證 

• 製造基地於德國, 英國及
瑞士 

滿足客戶 
使用需求 

平實 
的價格 

• 免安裝、免維修 
• 價格低於淨水器，給予民眾優
質平價的產品。 

• 以濾水壺取
代淨水器，
搭配外觀設
計，使用上
非常方便 

• 成立於1966年，總部位於德國，全球員工1010
人(德國約558人)，全球暢銷70餘國 

• 2010年台灣濾水器類品牌銷售NO.1(Gfk) 
• 2011年營收為3.20億歐元，較2010年成長5.9%；
從2001年成長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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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Carl Zeiss於1846年成立該公司，製造光學系統、工業測量儀器
和醫療設備用光學製品為主的企業。總部位於德國。 

• Carl Zeiss的生產基地設在歐洲，美洲和亞洲，遍布30餘國擁有30
多座工廠。全球擁有50多個銷售和服務公司。員工遍佈世界各地
約24192人。 

• 2010-2011財年營收為42.37億歐元。 
• 於全球享有光學之父的美譽。 

品牌形
象深植 

產品技
術實力 

嚴格品
質管理 

積極擴張
產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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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學、天文及醫療等領域
積極發展。 

• 不僅鏡頭於全球居重要地位，
顯微鏡、放大鏡、醫用內視
鏡、眼鏡等均極具名氣。 

• 品牌具160年攸久歷史。為高品
質的象徵 

• 從二戰時著名的諾曼第登陸到
人類第一張太空照片，以及美
國阿波羅太空船降落月球，奠
定權威形象 

• 從消像散正光攝影鏡頭、色差糾
正技術、到1:6.3的Tessar鏡頭、
不斷創造獨門技術 

• 高超的光學設計能力，二戰前的
博士設計團隊達十個以上 

• 很早就開始實施的品質管理
體系，屈光度計算的精確度
要求到小數點後12位 
 

三、德國之標竿企業 
(五)蔡司(Zeiss)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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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間：1986 
資本額：4億 
2011營收：16億 
隱型冠軍事蹟：釣具產量世界最 
大，Okuma品牌在華人地區位居 
第一大，也是全球捲線器前三大 
品牌。並已在包括澳洲、紐西 
蘭等多國市場，穩居當地第一 
大船釣捲線器品牌。 

寶熊 
漁具 保來得 

成立時間：1968 
資本額：3.9億 
2011營收：42億 
隱型冠軍事蹟：全世界最大粉末
冶金零件供應商、單一工廠產能世
界第一，含油軸承全球市占60%，
世界第一，歐洲所有車廠全數採用
其含油軸承。工業用燃料電池內導
電連結板全球市占率五成以上。 

成立時間：1994 
資本額：18.3億 
2011營收：27.2億 
隱型冠軍事蹟：年產70萬顆車用 
鍛造鋁圈，全世界市占第二，在超 
級跑車市場全球市佔率第一。具精緻 
設計能力，目前有60%的客戶都採用 
訂製輪圈。隨著營收成長，年年加薪 
，明年預計加薪一成。 

巧欣 拓凱 

成立時間：1980 
資本額：8.19億 
2011營收：35.5億 
隱型冠軍事蹟：高階碳纖維球拍
市占45%；碳纖維椅背市占40%；
CT&MRI床板市占率70%；專業
級/選手級安全帽市占45%；自行
車車架，市占30%，均為全球第一。 



IDB 五、國內外具備中堅企業10大條件案例 
國內具備十大條件案例、並未依據申請資格挑選，而是為了讓大家瞭解

各條件內容，故舉出可能符合各單一項目的國內廠商案例，使大家便於瞭解。 

但未來中堅企業之“重點輔導企業”和“卓越中堅企業”的遴選、需符
合申請資格，並將以所有十大條件為面向、邀請專家進行評審最符中堅企業
整體特質的企業，也不會僅看單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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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 
條件 

企業 
目標 市場 

定位 

全球
化 

客戶 
選擇 

創新 
焦點 驅動

力 

競爭 
策略 

外部 
關係 

員工 
文化 

領導
者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而就本案規劃的背景分析部份，主要從外部環境趨勢變化對產業結構之影響，台灣內部產業結構面臨課題，後ECFA時代面臨之新機會與挑戰，以台灣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之環境分析等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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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目標 

成為且保持
市場NO.1 

不僅在建立市場佔有率時表現卓越，在保護市場領袖地位時
亦極為傑出。 
由於其不易產生惰性與自滿，常保彈性，能警惕戒慎，不斷
創新，且不斷重新界定業界規則。 
要成為市場領袖，必須有確定目標、達到第一名的意願。 

我來決定市
場競爭規則 

必須在核心市場上成長，力爭更高的市場佔有率，以及
更強大的市場地位。 
每個企業都需要簡單、清晰和統合的目標；任務宗旨須
夠清晰、夠宏大及提供共同願景。 
目標單純化為達成共同目標願景之共同條件。 

全球市場最
優秀者 

必須在核心市場上成長，力爭更高的市場佔有率，
以及更強大的市場地位。 
每個企業都需要簡單、清晰和統合的目標；任務宗
旨須夠清晰、夠宏大及提供共同願景。 
目標單純化為達成共同目標願景之共同條件。 

爭取市場領袖地位。追求包含創新、技術、核心能力、領導趨勢、影響市場
和權利等各方面高人一等。市場領袖地位遠高於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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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釣魚捲線器產品，研發歷時二十年的自創品牌過程中，每年投入研發金額超過年度

營業額2%以上，為全世界手動漁具捲線器第一品牌。 

全球市場最優秀者 

公司名稱 寶熊漁具 

制定機器人吸塵器產品類別之碳足跡規則，訂定產品從原料取得、製造、配送與銷
售、消費者使用至廢棄處理回收之驗證規範，以取得市場競爭優勢。 

我來決定市場競爭規則 
公司名稱 松騰實業 

在台灣市佔率第1，並與Symantec並列全球兩大資訊安全領導廠商，依最新IDC研究報告
指出，趨勢科技以高達 23.7% 市場佔有率，在企業端點伺服器安全市場再度稱霸，為
「全球虛擬化安全管理市場」以及「全球企業端點伺服器安全」領導者。 

成為且保持市場NO.1 
公司名稱 趨勢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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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定位 

塑造潛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使顧客明顯感受及認同，
從而在顧客心中占特殊地位。 

我是該領域
的專家 

市場未必需要以既定準則界定，市場界定本身即為策略 
佔有市場的最佳方法就是創造市場，市場由產品決定，需具獨特性，
且歷久不衰。 
重新界定市場可能性，主導市場定義，為作為領袖當仁不讓的條件。 

找到利基絕
不分散投資 

界定的市場很特定，而以高度集中方式加以維持，可以充分考量顧
客需求及產品技術層面。 
市場界定及疆域不是視為當然而接受，而是由策略及行動所掌控，
許多中堅企業開闢出超級利基，若干市場主人則創造出獨特的產品，
獨霸自創市場。 
堅持其市場，專致本業使他們表現突出，依賴本業使他們產生誓死
保護市場的強烈意志，他們別無選擇，必須堅守陣地。 

我只做 
專精的 

執著於專精市場，只仰賴單一市場，在保護措施上毫不鬆懈，
在技術研發上日新又新。 
喜歡窄而深的方式，超級利基者尤是。集中注意與其專業性
為典型作法。 
非常清楚其所要及不要，此為對抗分心的防禦手段。 

市場範疇小
但占有率高 

供應商與顧客之間是互相依賴，引發雙邊都有強烈承諾，中
堅企業執著於其狹窄市場，其顧客大部份別無選擇。 
極端專業成就中堅企業在小市場建立強大地位，成為超級利
基者。超級利基者在市場領袖地位的競爭實力上，都是中堅
企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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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市場範疇小之高規格特殊航空發動機關鍵性扣件利基產品，以客製化需求為主，全球僅
四家扣件廠商符合標準，全球市場每年約20億新台幣，該公司全球市占率達50%。 

市場範疇小但占有率高 
公司名稱 豐達科技 

我是該領域的專家 

公司名稱 巨大機械 

運用新材料、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促使巨大機械成為業界領頭羊，結合協力廠商，為全球
客戶與消費者提供「最佳總合價值」的GIANT系列商品。 

掌握關鍵原料及系列衍生物合成技術優勢，獨創「乳化聚合」技術成功製造「N次貼」產品，
全球市場中唯一有能力與3M公司競爭，產品皆為自行研發生產，擁有專利與商標。 

我只做專精的 

公司名稱 聚和國際 

對專業技術的專注與對本業的執著，專門從事平板玻璃、玻璃容器、節能玻璃、 觸控面
板玻璃、玻纖布等研發、設計與生產，而不跨入其他領域。 

找到利基絕不分散投資 
公司名稱 台灣玻璃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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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在全世界中無所不在。不僅限於銷售及行銷，而是在獲取全球原料基地。 

擁有世界級特
殊性Know-how 

界定的市場內具備高度專業性，產品技術或服務是領先全球競爭對手，擁有世
界級特殊性的Know-How 
在專注於單一產品的狹窄市場裡，透過行銷全球，即使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利基
市場，只要拓展到全世界，也能變成極大的市場。 
業務廣及全球，使利基市場變得足可有充分的經濟規模和經驗曲線效應。 

運用合資解決
文化差異與國

際管理 

全球化後、一家公司可行銷許多國家，能夠減低市場焦點太窄的風險，
但是全球化也因為複雜性加劇而帶來新的風險。 
將業務拓展到全球，不單只是超越狹窄業務範疇之認知及行為基礎，
還必須克服企業文化及社會因素的障礙。 
切入外國市場除了企業本身的堅持、承諾、產品獨特等長處外，還要
注重對當地市場的彈性與承諾。 

與客戶直接
建立關係 

表現出強烈喜歡直接接觸外國市場及顧客的偏向，不要第三者梗在他
們及顧客之間。 
透過直接面對市場客戶，直接建立關係了解需求，迅速解決產品技術
或服務上的問題，獲取當地市場的特殊需求，並即時做出回應與承諾，
提高企業的形象與商譽，有利於加速擴展外國市場。 
與客戶直接建立關係，可避免文化差異訊息傳達的落差，忠實傳達企
業的理念與服務，加速國際化的步伐。 

於目標市場
設立據點 

企業應把市場分為利潤市場和學習市場，在利潤市場裡，公司極力拓
展營業、賺取利潤。在學習市場裡，公司主要目的是搞懂競爭環境、
創新發展等等，因而可以接受虧損或利潤低的結果。 
透過目標市場中自己擁有的分支機構，建立直接的顧客接觸比較好。
在新興市場中，企業應了解搶第一進入市場的重要性，許多公司已優
先考慮要在競爭出現前建立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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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珠導螺桿擁有獨到的迴流單元專利技術，Dm-N值(滾珠之公轉速度)可達220,000以上 ，可大幅降

低噪音值（下降5-7dB），並可使受運動鋼珠衝擊值下降，故可承受超高Dm-N值及瞬間高加減速度
的操作環境 ，讓HIWIN在國際激烈競爭中足以吸引知名大廠訂單。 

擁有世界級特殊性Know-how 

公司名稱 上銀科技 

早期以以歐美自行車品牌代工為主，為直接面對消費市場，後開始以自創品牌(MERIDA)開始代工和
品牌雙軌並行營運模式，憑藉堅持高品質要求的優勢及贊助車隊以提升品牌價值，逐步打開全球高
級自行車市場，突破代工廠窘境。 

與客戶直接建立關係 

公司名稱 美利達 

自有「Vision」、「Horizon」、「Matrix」、「Johnson」及「Livestrong」等五大健身器材品牌，
產品涵蓋「商用」、「高階家用」及「中階家用」三個不同通路，建立全球19家銷售公司及遍及65
國的經銷商及服務網。 

於目標市場設立據點 

公司名稱 喬山健康科技 

友嘉與日本超精密磨床製造廠和井田製作所合資，形成互補，並發揮一加一大於二之效果，透過台
日合資，日本員工與台灣員工在同一處上班，增加共事與討論時間，解決文化差異。 

運用合資解決文化差異與國際管理 

公司名稱 和井田友嘉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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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選擇 

建立企業與顧客間信賴且尊重的互相依賴關係。而除員工與顧客緊密聯
繫，經營階層亦與顧客直接、定期接觸，以實際行動，達到與顧客密切
接觸的成功效應。 

頂級客戶為
目標 

應衡量客戶關係的「績效」與「互動」兩個面向，皆保持
好的狀態。 
客戶也是有價值的資訊情報來源。 

價值取勝而
非價格 

保衛市場地位及市場佔有率，比利用短期價格空間還重要。 
傳達價值的訊息，而非價格訊息。以價值導向為企業策略。 
透過周全的服務來拉近與客戶間的距離，創造不可取代的
價值。 
服務必須全世界無遠佛屆，且迅速快捷。 

成為客戶不
可替代之供

應商 

與客戶的供需關係是建立在經濟理性的基礎上，透過
互相信賴與尊重的態度，減少法務工作、節省時間與
資源方面，盡而產生相當可觀的實際利益。 
雙方互相信賴且有長期導向，便能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與交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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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產製造14-45公尺的私人豪華遊艇，每艘遊艇平均單價約1-3億新台幣。以HORIZON「赫
淶森」遊艇品牌行銷全球，並於各地設立服務據點，以提供最佳且全方位的服務給頂級客戶。
如前美國總統雷根之子Michael Reagan、 F16 引摯製造商 Chenevert、施華洛世奇繼承人、 
F1賽車冠軍小舒馬赫Ralf Schumacher等世界頂級名人 。 

頂級客戶為目標 
公司名稱 嘉鴻遊艇 

電子紙主要客戶包括亞馬遜、邦諾、Sony、漢王等電子書閱讀器品牌大廠，其中亞
馬遜電子書閱讀器2011年全球市佔率達74%，而元太科技於2011年供貨給亞馬遜達其
出貨量之83%。 

成為客戶不可替代之供應商 
公司名稱 元太科技工業 

為表現符合中國藝術的寫實繁複造型特色，自行摸索出曾在漢朝時期使用的「玻璃
粉脫蠟製造法」，並持續投入技術研發，提升產品價值。 

價值取勝而非價格 
公司名稱 琉璃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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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的先鋒，或是創造出新市場，並將先鋒角色化為
特有的領先優勢。 

創新焦點 

以產品及流程
創新保持領先 

類似「改善」的方法，持續不斷精益求精，使創新活動是
一種日常活動，藉由創新活動，產品的每項變數多少會有
所改進，並超越目前或前一代產品。 
企業綱領清楚訂明創新目的，並積極溝通，使整體皆明白
日新又新的重要。 

每100名員
工擁有10～
30項專利 

技術是創新最重要的成分，但仍需視是否為鼓勵發明的環
境；若不具備此環境，應更加倍努力用其他方法彌補。 
技術創新應以國際為導向，以發揮全部潛能。 

以創新創造
市場 

經由創新而創造出新市場。創新不單純是一時重大的
突破，而是長期不懈的探索。 
創新的範疇非常寬廣，以豐富的創造力與多元化的創
新，符合其產品與服務的多樣性，進而改變或創造自
己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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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術最先進，經驗最豐富，效率最高”的完整彈性客製化IC服務，並專注於高附加價
值產品，深耕核心技術，成為世界級IC設計服務領導廠商。 

以產品及流程創新保持領先 
公司名稱 創意電子 

以創新創造市場 

從關鍵材料切入，生產風力葉片輕量化複材樹脂，相較於玻璃纖維，重量更輕、強度更強，
未來可取代玻璃纖維，成為風電葉片的主要結構，積極配合政策投入台灣離岸風場開發，規
劃於苗栗外海設立離岸風力場，邁向成為大陸第一的風電葉片材料供應商，甚至世界第一。 

公司名稱 上緯企業 

基於公司361位技術與研發人員，及超過100項專利堅固的技術基礎上，平均百人研發員工擁
有專利數高達27項以上，訊連科技不斷進行多媒體革命性創新，產品屢獲國內外肯定，其
「PowerDVD」，八度榮獲台灣精品獎，並連續獲得專業IT媒體肯定，在國際獲獎無數，為公
司帶來營運之穩定成長，為全球PC與NB佔有率第1(近65%) 。 

每100名員工擁有10～30項專利 
公司名稱 訊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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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策略應是不偏執市場或技術任何一端， 
兩者並重才是明智之舉。 

驅動力 

核心能力為
寶貴資源 

以企業內部資源與能力作為管理策略的起點，努力並慎選
具備有力競爭條件的市場，互相配合以創造及維持競爭優
勢。 

持續掌握外
部機會(政策改

變或市場消長) 

主要經營策略是將技術創新與全球化市場開拓互相結合。 
透過清晰的聚焦、內部專才與客戶關係密切、重企業文化
而非專業文化，有效整合內部能力與外部機會。 
應將以資源為基礎的策略（由內而外）與競爭力策略（由
外而內）兩者互相調和 

兼顧市場與
技術 

在創造、研發時，不單為技術或市場所驅策，而係平
衡地整合兩股驅策力量。 
技術與市場並非對立，而是互補，應做同等的驅策力
予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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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自製率最高的機車廠，核心項目之重要零組件研發能力為公司成長重要資源，產品自製
率高達 95%。成功掌握250CC以下小排氣量機車引擎的關鍵技術，並持續開發高排氣量引擎技
術。 

核心能力為寶貴資源 
公司名稱 光陽工業 

法藍瓷長期與市場接觸，成功掌握終端消費者想法，將精緻瓷器藝術生活化、商品化，而且
以技術創新，將文化創意產業植基於科技之上。包括取得世界專利的倒角脫模工法、軟模技
術、電腦控制瓷器的厚度等，開發出高難度創意設計的作品，成為對手無法模仿的競爭優勢。 

兼顧市場與技術 
公司名稱 法藍瓷 

藉掌握工具機業者對控制器自主化需求之外部機會，積極投入產業用工具機之控制器技術，
目前已獲得該產業業者普遍之肯定。產品領域將發展涵蓋各種高階切削工具機控制器、沖床
控制器、塑膠機控制器、機械手控制器、自動化控制系統、節能控制系統、主軸馬達和針車
馬達控制器等。 

持續掌握外部機會 
公司名稱 寶元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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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客戶的需求來調整表現，在產品品質與服務上創造自身的競爭優勢，
策略目標是差別化，形成與眾不同的特色。 

競爭 
策略 

品質與服務
創造優勢 

產品品質係指核心產品，如品質、技術、耐用性和價格等， 
�利用服務來達成競爭優勢，包括送貨、銷售或流通、信息、廣
告、客戶關係和客戶培訓等來實現 
最難以抄襲的競爭優勢即是最能維持的優勢，也就是人和程序
上產生的優勢，包括了良好的客戶關係、以經驗豐富的技術人
員為基礎的優質服務、對顧客的要求有求必應、在供應商與客
戶之間建立信賴與信心、以及樂於助人的態度均屬於這範圍。 

強勢捍衛市
場地位 

比競爭對手更快創新和降低成本，同時更快提高產品質量。 
創造另一個新的優勢來改變競爭優勢的參數。若進一步改
產品品品質已不可能或是不符成本，則必須藉由強化服務
或建立堅強品牌來爭取消費者認同。 

與最強對手
同場競爭 

競爭就是敵人，競爭者同時也是訓練公司適應的夥伴。 
任何公司想要在世界市場居主導地位，都必須積極爭
取與世界最好的公司進行競爭，唯有藉由與強勁對手
競爭，而非同弱敵抗衡，才能達到世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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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高品質的「人文氣質」 ，成就誠品集團差異化特色。屢獲國內外品質相關獎項。複合式
通路的創新經營服務，及運用價值網中其他互補項目結合（如結合藝文活動）、跳脫價格競
爭戰，以品質和服務創造獨特競爭力。 

品質與服務創造優勢 

公司名稱 誠品集團 

以日、德2國為主要市場，並深信「沒有品牌就沒有根」，自創品牌Eminent，在德國打敗美
國知名品牌Samsonite與德國百年品牌Rimowa，在第一大百貨通路市佔率超過40%為第一名，
並已持續布局通路至全球五大洲、80餘國。 

與最強對手同場競爭 
公司名稱 萬國通路 

為捍衛市場地位、避免原料布遭日本掌控，自行成功開創原物料及下游產品製程的整合，並
發揮此垂直整合的優勢，透過研發、技術、品質及設計能力的持續精進以滿足多元化產品的
趨勢，躍升為全球潛水衣市場最大供應商。 

強勢捍衛市場地位 
公司名稱 薛長興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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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外部關係，除了客戶和競爭對手外，其他類型的合作關係
包括了委外加工與合作聯盟。 

外部 
關係 

核心項目 
不外包 

為了保護競爭優勢與核心專長，優質中堅企業極力把工作留在
自己公司內，盡可能避免委外加工或外包，以最大化價值鏈上
的份額，降低對供應商的依賴。核心項目包括了製造與研發。 
製造上不外包，即關鍵零組件不外包生產，因為產品品質攸關
競爭優勢。 
研發上不外包，一是他們的專業化要求他們進行自己的研究。
二是中堅企業對於保護公司的獨門知識極為敏感。 

深化價值鏈，
自行生產多數

設備 

優質中堅企業的競爭優勢是有能力研發、自製獨特且符合公司要求，

且競爭者得不到的獨特機械設備。 

保護公司獨特製造技術的思考：因有獨特的機器才能製造生產獨特

的產品。 

公司最能幹、最優秀的員工通常都在研發或生產機械設備的部門服

務，而非做涉及成品製造的例行工作。 

依靠自己競爭
優勢，不參與
合作聯盟 

中堅企業對核心項目委外加工持負面態度，延伸到合作
聯盟。 
策略管理大師-麥可波特說｢以聯盟做為擴大基礎的策略，
只會使公司平庸，不能使其躍身為國際領導人｣。優質中
堅企業應靠自己實力，建立自己在市場競爭和興旺發達
所需具備的核心專長，靠合作聯盟解決自己無法解決的
難題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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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核心工業電腦技術基礎，向外整合發展醫療、車用等應用領域。以核心工業電
腦及系統垂直整合研發能力，持續投入自主研發而非技術授權，掌握核心競爭力。 

核心項目不外包 
公司名稱 研華 

深化價值鏈，自行生產多數設備 

以扣件本業為基礎，自行開發螺帽成型機、螺帽攻牙機、光學分檢機與生產螺帽所
需之成型模、沖棒、沖模、熱鍛用模等各式模具。 

公司名稱 三星科技 

利用高度客製與生產彈性化優勢，提供客戶規畫加工機台、數量與加工程式等軟硬
體整廠輸出能耐，逐步補足自身關鍵技術缺口，累積成為企業競爭優勢。該公司已
同時建立自主之垂直與水平能力，建構自主之產業鏈的技術能量及系統匹配整合技
術，建立差異化的產品特色，並結合美學設計及服務能力，使產品擁有強大競爭力。 

依靠自己競爭優勢，不參與合作聯盟 

公司名稱 東台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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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員工熱切地認同公司的目標和價值，並反映在低流動率上。員工之
間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同心協力。這類團隊型的文化，對公司持續的競
爭力有很大的貢獻。 

員工文化 

具強烈使命
感及認同感 

全體員工都認同一家公司的一組目標與價值，且獲得全體同仁
上下接納，是有效整合資源及降低內部摩擦的方法。 
當員工具有強烈使命感與認同感，可以增進生產力，另外可以
有效降低內部鬥爭摩擦的機率。 

多設於鄉鎮而與當
地結合，同時創造
主要就業機會 

在德國，絕大多數優質中堅企業總部選擇位於小城鎮或村莊。
選擇的理由主要有幾點，第一、優質企業往往是地方上的大地
主，故就近直接在當地成立企業總部。第二、由於企業多設於
鄉鎮，故當地人力有限，公司必須仰賴員工的口耳相傳，去吸
引新人來投身企業。 

流動率極低 
一般而言，對公司表現忠誠的員工，其服務年資通常為
二十至三十年；主要目的還是在於能甄選、留住高度合
格且有經驗的人終身任職，形成優質中堅企業的基石。 

高效率工作 

優質員工文化是以表現為導向，適當的工作超量
(certain surplus)是減少內部鬥爭與增加工作效率的辦
法，讓員工知道他們為何做事，了解最終結果的貢獻是
甚麼。在工作時間之外加班工作，公司也提供相對應的
超額報酬給員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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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率極低 

長春人造樹脂員工人數共1,732人(截至100年)，員工流動率低於2%(我國平均為10.56%)，不到平均值
的1/5，員工平均服務年資亦高於平均，顯示員工對該企業非常滿意，且該公司為重視員工幸福的企
業，照顧員工不遺餘力。 

公司名稱 長春人造樹脂 

多設於鄉鎮而與當地結合 
同時創造主要就業機會 

台灣第一大飲料業材料供應商，與國際大廠策略聯盟與In-house專業代工策略，成為客戶不可替代供應
商。共12個國內生產據點，如楊梅、嘉義、瑞芳、龍泉、台南山上等地，創造1,100個就業機會。 

公司名稱 宏全國際 

因應少量多樣的鞋型訂單，以專案開發小組研析新產品開發最佳化流程，並透過完善的制度、適切的
分工、合理的授權，強化生產線各階段的轉換性與可替代性，以提高效率工作、創造更多商機。 

高效率工作 

公司名稱 豐泰企業 

國内第一大軸承專業製造廠，從廠區環境、工程師的服裝等著眼，建立嶄新形象，塑造員工強烈使命
感和對企業認同感，並藉由在台生產線聘用台灣勞工，自動離職率幾乎為零，且已有三代同堂的勞工。
曾獲榮獲內政部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獎。  

具強烈使命感及認同感 
公司名稱 東培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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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優質企業的領導人是高度投注在事業上，對事業充滿力量及熱情，具備孜孜不懈

的驅力及精力以推動公司發展。持久領導特質十分明顯，領導人在位時間大多超過20年
以上。在基本目標及核心價值方面，領導人具備威權的領導風格，而在執行過程及細節

方面，參與及授權兩者並重。 

領導者 

活力與意志力
為主要特質 

領導人通常會具備五大共通特質：人與目標的結合、某種
程度的專心致志、無畏無懼、精力充沛、及啟發別人的能
力等。 

重視接班人的
技能磨練 

企業為了培養能幹的繼承人是需要時間來選擇與培養未來
的經營團隊，因此需要早日規劃。請外界顧問協助優質企
業領導人，較能好好處理繼承問題。另外，家族事業不應
該認定經營權一定要握在家族成員手中，必須盡可能培養
多位有潛力的領導人。 

融合權威式與
參與式領導 

優質企業高階主管的領導風格是寬嚴並濟，抓緊原則、
彈性細節。如同企業理論中的「胡蘿蔔與棍子」激勵
理論，領導人同時互相搭配兩種不同的「激勵與懲罰」
技巧，恩威並進。 

平均在位20年 

好的領導人，在位時間長，可以對公司有所幫助。所
有優質企業負責人平均在職年數是20.6年，這些公司
大部分在一百多年的經營歷史中，只有三或四位領導
人。若公司要追求長程目標，領導人久任掌舵重責，
是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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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權威式與參與式領導 

為國內知名小家電生產製造業者，原屬於傳統家族，公司主要幹部均以家族成員為主；該公司經營
為求永續發展，總經理職務目前已導入專業經理人，結合專業經理人與家族成員模式共同經營企業。 

公司名稱 捷寶光電 

該公司領導者嚴凱泰一直以來對汽車產業投入新活力，接手裕隆後，讓裕隆汽車起死回生加上他堅持
到底的意志力並開始轉虧為盈，獲得「少主中興」的美譽。憑著危機入市的信念，並在2009年正式發
表蘊釀5年的自創汽車品牌「Luxgen納智捷」 

活力與意志力為主要特質 

公司名稱 納智捷汽車 

平均在位20年 

賣力耕耘半世紀，創辦人黃奇煌從學徒到師傅再到創業，最為人樂道的是直到年歲已高，還經常穿著
白色汗衫在工廠第一線「摸機器」。被員工稱為「老董仔」的他在廠區碰到員工時，就會叮嚀對方要
「認真打拼、吃乎飽、穿乎燒」。 

公司名稱 台中精機 

經過多年經營團隊成員間的磨合，2012年鄭董事長宣布退休，由海英俊(專業經理人)接任董事長，鄭
平(接班人)接任執行長。採用逐步接班、無縫接軌方式，成為企業接班典範。 

重視接班人的技能磨練 

公司名稱 台達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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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主要產品 關鍵成功要素 

德 
 

國 

Brita   濾水壺 • 優越的濾水技術及高品質的檢驗保證，優異之性價比 
• 人性化的介面設計，直接飲用方便使用。製造基地於德英及瑞士 

Dorma  自動門及 
建築用小型五金 

• 專注門用五金利基市場，以材料研發為核心，連結周邊附加服務 
• 在歐亞美非洲皆設有研發中心，快速解決在地問題及特殊需求 

HUGO BOSS 高級服飾，鞋類、皮具
、手錶、香水等 

• 透過新技術及新材料的使用，發掘潛在創意的可能性 
• 多品牌鎖定不同市場，針對不同市場需求打造符合需求之款式 

ZEISS 光學系統，工業儀器及
醫療用光學製品 

• 品牌悠久，高品質形象深植消費者心中 
• 高超的光學設計及技術獨門能力，在工業天文及醫療領域負盛名 

Sieger Design 提供設計服務，並有自
有品牌之產品 

• 市場導向，設計風格多樣化，自有品牌產品全在德國及歐洲製造 
• 提供從產品概念到市場行銷策略的full service的設計服務 

日 
 

本 

SHIMANO 
自行車傳動系統、釣魚
具、滑雪板與高爾夫用
品 

• 專業玩家級之工業品牌定位，領先之技術引領整車發展 
• 掌握終端市場需求，並具高度系統整合能力，不易被模仿 

JUKEN 精密塑模及高精度零配
件及相關機器設備 

• 擁有奈米級切割與加工精密技術，佔有全球超小齒輪70%市場 
• 卓越的工匠技藝與自主設計的模具設備，相輔相成推升精密度 

JSR 以合成橡膠為主的石油
化學領域之產品 

• 透過內部之研發基地，持續精進核心能力與新領域技術的開發。 
• 將等級提高拓展至精密材料與加工、醫療用材料、環境能源領域 

FANUC CNC控制系統、機器人
以及機械設備 

• 擁有CNC控制核心軟體，並與硬體進行標準化整合使系統更穩定 
• 整合軟硬體機電，客戶的任何問題只需找FANUC,24小時內服務 

NRI 資訊系統整合及顧問服
務 

• 從企業策略、經營方式至資訊系統建構，建立全方位解決方案 
• 擁有金融、流通、食品、通信、公共事業等各領域專案諮詢專業 

德日中堅企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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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目標 追求包含創新、技術、核心能力、領導趨勢、影響市場和權利等各方面高人一等。 

成為且保持市場
NO.1 

在建立市場佔有率時表現卓越，
在保護市場領袖地位時亦極為傑
出 

趨勢科技 
在台灣市佔率第1，並與Symantec並列全
球兩大資訊安全領導廠商 

全球市場最優秀者 
在核心市場上成長，力爭更高的
市場佔有率 

寶熊漁具 全世界手動漁具捲線器第一品牌 

我來決定市場競爭
規則 

做市場主人，創造自己的市場 松騰實業 
在單一領域深耕自有清潔機器人專利技
術 

市場定位 塑造潛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 

我是該領域的專家 創造市場，主導市場 巨大機械 
新材料、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成為業界
領頭羊 

我只做專精的 
執著於專精市場，在技術研發上
日新又新 

聚合國際 
獨創「乳化聚合」技術成功製造「N次貼」
產品 

市場範疇小但占有
率高 

供應商與顧客之間互相依賴 豐達科技 
以客製化需求為主，專注於高規格特殊
航空發動機關鍵性扣件利基產品 

找到利基絕不分散
投資 

堅持市場，專致本業以表現突出 台灣玻璃 
專門從事部份玻璃之研發、設計與生產，
而不跨入其他領域 

全球化 在全世界中無所不在 

擁有世界級特殊性
Know-how 

在其界定的市場內具備高度專業
性 

上銀科技 
專注於擅長的傳動系統及機器人關鍵零
組件之開發 

與客戶直接建立關
係 

直接面對市場客戶，直接建立關
係了解需求 

美利達工業 經由頂尖職業車手完成最終測試 

於目標市場設立據
點 

透過目標市場中的分支機構，建
立直接顧客接觸 

喬山健康科
技 

建立全球19家銷售公司及遍及65國的經
銷商及服務網 

運用合資解決文化
差異與國際管理 

注重對當地市場的彈性與承諾 
和井田友嘉
精機 

日本公司派員來台，增加共事與討論時
間，解決文化差異 

國內符合中堅企業十大條件之企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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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選擇 建立企業與顧客間信賴且尊重的互相依賴關係 

頂級客戶為目標 成為接近頂級客戶的專家 嘉鴻遊艇 生產製造私人豪華遊艇  

成為客戶不可替代
之供應商 

雙方互相信賴且有長期導向 元太科技 掌握電子紙、FFS面板等關鍵技術 

價值取勝而非價格 傳達價值的訊息，而非價格訊息 琉璃工房 
所有產品採限量發行，激勵不斷的設計創
作動力 

創新焦點 成為新產品的先鋒，或是創造出新市場 
以產品及流程創新
保持領先 

持續不斷精益求精 創意電子 技術最先進，經驗最豐富，效率最高 

以創新創造市場 
豐富的創造力與多元化的創新，
符合其產品與服務的多樣性 

上緯企業 
從關鍵材料切入，成為風電葉片的主要結
構 

每100員工擁有10～
30項專利 

提供鼓勵發明的環境 訊連科技 每100員工擁有10～30項專利 

驅動力 不偏執市場或技術任何一端 
核心能力為寶貴資
源 

努力並慎選具備有力競爭條件的
市場 

光陽工業 
核心項目(引擎等)之重要零組件研發能力
為公司成長重要資源 

兼顧市場與技術 
偏好平衡技術及市場兩股驅策力
量 

法藍瓷 
將文化創意產業植基於科技，進行技術上
的創新 

持續掌握外部機會 
將資源基礎及競爭力兩策略互相
調和 

寶元數控 
透過客戶需求的掌握與政策改變，將產品
朝自動化生產轉型 

競爭策略 在產品品質與服務上創造自身的競爭優勢 

品質與服務創造優
勢 

良好的客戶關係、優質的服務創
造競爭優勢 

誠品集團 
獨特的設計感和閱讀氛圍打造出另類經營
趨勢 

與最強對手同場競
爭 

積極爭取與世界最好的公司進行
競爭 

萬國通路 
自創品牌Eminent，也替許多一線品牌進
行ODM 

強勢捍衛市場地位 
強化服務或建立堅強品牌以爭取
消費者認同 

薛長興工業 
擁有垂直整合的優勢，並持續精進以滿足
多元化產品的趨勢 

國內符合中堅企業十大條件之企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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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關係 主要的企業文化之一，公司員工熱切地認同公司的目標和價值，反映在低流動率上 

核心項目不外包 
極力把工作留在自己公司內，盡可
能避免委外加工或外包 

研華 具垂直市場開發與跨業整合研發能力 

依靠自己競爭優勢，
不參與合作聯盟 

靠自己實力，建立在市場競爭所需
具備的核心專長 

東台精機 
從垂直到水平整合，提升產業鏈技術能量
建立差異化的產品特色 

深化價值鏈，自行
生產多數設備 

有能力研發、自製獨特且符合公司
要求，並保護公司獨特技術 

三星科技 
成立三星創新研發中心，以研發中心之能
量做延伸性之創新前瞻發展 

員工文化 塑造潛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具強烈使命感及認
同感 

認同公司目標與價值，有效整合資
源及降低內部摩擦 

新鼎系統 
將資深員工視為寶貴資產，傳承長年累積
的專業技術經驗與智慧 

流動率極低 
高度合格且有經驗的人終身任職，
形成優質企業的基石 

長春人造樹脂
廠 

長春人造樹脂平均員工流動率低於2% 

高效率工作 優質員工文化是以表現為導向 豐泰企業 
完善的制度、適切的分工、合理的授權、
及時的獎勵並持續的歷練與磨練 

多設於鄉鎮而與當
地結合，同時創造
主要就業機會 

企業設於鄉鎮，公司必須仰賴員工
的口耳相傳，吸引新人投身企業 

宏全國際 
12個生產據點(包括6個駐外廠)，生產據
點多設於鄉鎮，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領導者 高度投注在事業上，對事業充滿力量及熱情推動公司發展 

活力與意志力為主
要特質 

人與目標的結合、某種程度的專心
致志、無畏無懼、精力充沛、及啟
發別人的能力 

納智捷 汽車產業投入新活力使企業轉虧為盈 

融合權威式與參與
式領導 

如「胡蘿蔔與棍子」激勵理論；寬
嚴並濟，抓緊原則、彈性細節 

捷寶光電 經營方式結合參與領導與家族成員模式 

平均在位20年 
優質企業負責人平均在職年數是
20.6年 

台中精機廠 
從學徒到師傅再到創業，歷經半世紀的賣
力耕耘，將台中精機經營成為華人精密機
械第一品牌 

重視接班人的技能
磨練 

早日選擇與培養未來的經營團隊 台達電子工業 
安排其子鄭平早年也進入集團磨練；採用
逐步接班、無縫接軌方式，成為企業接班
典範 

國內符合中堅企業十大條件之企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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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高速化、高精密、複合化之傳動控制系統，如滾珠螺桿、線性滑軌、

單軸機器人等。 
三、近1年營業額：新台幣158.19億元 
四、員工人數：3,512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專注奈米級之精密定位技術，國際頂級半導體設備商有90%採用該公司產品(如ASML、

Applied Materials、TEL等)。 
 全球共設置4個研發中心，研發經費占年營收7％ ，專利計有1411件。 

(二)市場定位： 
 以提供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等傳動控制系統為利基市場。 
 生產之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全世界第2大。 

(三)品牌發展： 
 以           品牌行銷全球，商標全球註冊國家超過55國。 
 德國、日本、瑞士、以色列等目標市場設有8家子公司及全球共100個以上銷售據點。 

(四)經營績效： 
 2012年集團營收突破新台幣150億元(2012年前3季EPS6.81元)，較2008年成長285%。 
 股價231元(2013/1/29)，是台灣上市機電類股之股王 

(五)其他：年投入新台幣1,500萬元，辦理「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獎」、「上銀智慧機器
手競賽」鼓勵人才投入機械業。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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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法藍瓷(股)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陶瓷  
三、近1年營業額：約新台幣4.2億元。 
四、員工人數：1,436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無毒釉料配方及環保製程、獨家軟模技術。 
近3年已申請177件專利、300件著作權。  

(二)市場定位： 
以頂級陶瓷禮品市場為目標。 
獲紐約國際禮品展及英國禮品協會最佳禮品首獎，連續6年獲得聯合國傑出手工藝
獎章。  

(三)品牌發展： 
          「FRANZ」為法藍瓷品牌，於美國、歐洲、日本等56國超過6,000個銷售
據點。 
打破歐洲百年瓷藝品牌如Wedgwood、Meissen等獨領世界風騷的歷史，成為功能性
藝術陶瓷之全球品牌第1名。  

(四)經營績效：2011年全球營業額新台幣19.7億元，每年平均成長15.5%。 
(五)其他：總裁陳立恆在國際禮品業超過30年，2012年入選富比世(Forbes)「全球時尚

界最具影響力25位華人」名人榜。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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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五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生技技術醫療器材設備研發與製造(血糖、尿酸、乳酸與膽固醇之自

我監測儀) 
三、近1年營業額：18.76億元 
四、員工人數：672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擁有生物性微血量感測技術(Biosensor)與特殊葡萄糖酵素系統(GDH)，成功開發出
掌上型血糖測試系統、自我檢測尿酸測試系統和多功能生化小型檢測系統。 

為全球第四家有能力以電化學法自行研發血糖檢測技術之公司，已取得71件專利。  

(二)市場定位： 

 主要產品血糖儀為全球市場第十大製造商。 

 與國際領導大廠同步利用電化學技術進入市場，並陸續開發出其他檢測產品，主要
客戶包括：拜耳(Bayer)、愛科來(Arkray)。 

(三)品牌發展：自有品牌APEX銷售以歐美國家為主要市場外，另配合策略夥伴之需求搭配
其品牌行銷。 

(四)經營績效：營業額2011年18.76億元，毛利率維持於40-42%，每股盈餘(EPS)5.51元，
較2010年之EPS成長16% 。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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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友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背光模組用稜鏡片 

三、近1年營業額： 新台幣40億元 

四、員工人數：356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擁有NB用背光模組增強光源之稜鏡片特殊成形及降低干涉關鍵技術，

不受制於日本廠商。 

(二)市場定位： 

專業背光模組用稜鏡片製造商，全球Notebook稜鏡片市佔率35%，為全球第1大。 

生產稜鏡片供友達、奇美、SAMSUNG、LGD、SONY等大面板廠採用 

(三)品牌發展： 

           成為世界級稜鏡片的領導品牌 

產品銷售遍布歐、美、韓國、中國大陸。 

(四)經營績效：2012年營收40億元，成長33%，2012年EPS7.07元，成長29.96%。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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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石英晶體諧振器、振盪器、時脈輸出模組 
三、近1年營業額： 2012年營收109.3億 
四、員工人數：1024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為全球少數擁有石英晶體切片、研磨、拋光、封測全系列完整生產製程技術廠商 
 自主研發石英元件研磨、封測製程機台設備，良率達95%，為目前全球業界第1 

(二)市場定位： 
 高頻石英元件世界排名第1、晶體振盪石英世界排名第3、低頻石英元件世界排名第4。 
 智慧手持裝置、資訊、通訊、光電等ICT領域石英晶體全球第4大供應商，目標朝NO.1。 

(三)品牌發展：以公司專業品質之       石英品牌，成為Apple、Samsung、Sony、Nokia、
HTC等全球前五大智慧型手機與Toshiba、Cisco等平板電腦、網通設備之策略夥伴。 

(四)經營績效： 
 全球年銷售超過20億顆石英相關產品，2007-2009年連續獲得Intel頒發「最佳品質供應

商獎」，效能質優受國際市場肯定。 
 2012年合併稅前盈餘13.1億，稅前EPS 4.23元。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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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自行車、電動自行車、折疊車及相關周邊商品及衍生服務。 
三、近1年營業額： 2011年營業額新台幣190億元。 
四、員工人數：1,100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掌握超輕鋁合金材料之成型技術，擴大發展與同業之差異化。 
 投入碳纖技術研發，在材質、樹脂、成型技術上均有獨特之處。 
 獨創的”Maestro”雙避震車技術，廣受世界級自行車隊採用，並於各大自行車賽事

表現優異。 
(二)市場定位： 
 專精於高級自行車產品技術與服務創新。 
 歐、美地區三大品牌之一。 
 日本、澳洲、加拿大、荷蘭等國之最大進口品牌。 

(三)品牌發展： 
 從41年前一家OEM的小自行車廠，一路轉型至ODM與OBM發展，創造出馳名全球的自行

車龍頭品牌「Giant捷安特」。 
 全球產銷總值突破新台幣500億元，為全球產值最大自行車集團。 

(四)經營績效： 
 全球9座製造基地，13家銷售子公司，11,125家零售據點。 
 目前(2013/1/25) 公司股價新台幣152.5元、EPS 8.04元。 

(五)其他：推動全球自行車騎乘風氣，領導者以Cycling傳教士為信念，帶動市場自行車
休閒風潮。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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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佰龍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圓編針織機、橫編針織機 

三、近1年營業額：20億元 

四、員工人數：190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將紡紗、織布整合為單一針織機。 

 開發”Pandora軟體”，可將照片掃描後，立即針織顯現。 

 研發人員占比27%，擁有500多項專利及自行設計製造6種世界首創之設備。 

(二)市場定位：專注於針織機械研發製造 

 針織機產量世界第一。 

 全球第3大針織機械製造廠。 

(三)品牌發展：建立針織機「PAI LUNG」      自有品牌，行銷美、德、義等72個國家。 

(四)經營績效： 

 去(2012)年全球景氣趨緩下，營業額20億元仍較前(2011)年逆勢成長43% 

 圓編針織機占台灣該項產品出口總值5成以上。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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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丙二酚、石碳酸、丙酮、環氧樹脂(液態)、絕緣紙(IPA)、PBT 純樹脂
、PBT Compound、環氧樹脂、甲醇、THF、環氧樹脂、酚醛樹脂銅箔積層板、環氧樹脂銅
箔積層板、電木粉、環氧樹脂成型材料、福美林、酚醛樹脂、三聚甲醛等 

三、近1年營業額：513億元 

四、員工人數：1,757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擁有不含鹵素之難燃性環氧樹脂開發技術，專利數達37件。 

為全世界唯一能將電路基層板，及IC封裝材料由原料至成品垂直整合的廠商。 

(二)市場定位： 

在PCB基板材料產業總產量佔世界第3位。 

電子級環氧樹脂封裝材佔世界6成市場。 

電木粉世界排名第3。 

(三)品牌發展： 

已在台灣、中國、美國、歐洲註冊商標，包括CCP、LONGLITE、WINLITE等。 

行銷美、歐等60餘國，主要客戶有奇美、鴻海、台積電、聯茂等。 

(四)經營績效：2011年合併營收為577億元，營收成長率5.3%，每股盈餘為19.07元。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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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自行車內外胎，機車、速克達、沙灘車內外胎，工業用車內外胎，農
耕機、割草機內外胎，輕型卡汽車、拖車內外胎，防水膠布等。 

三、近1年營業額：64億元 

四、員工人數： 1,450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利用高silsca配方做出低滾動阻力輪胎。 

獲得台灣/歐洲/美國/大陸1項發明專利、35項新型專利及12項新式樣專利。 

(二)市場定位：專業車胎製造商，高爾夫球車胎為北美市占率第一，登山車胎在北美市占
率30%以上。 

(三)品牌發展： 

擁有KENDA自有品牌(自有品牌佔91%) 。 

產品銷售以亞洲、美洲與歐洲為主，目前行銷超過150個國家，擁有250條通路。 

(四)經營績效：2011年合併營收為281億元，營收成長率26.6%；每股盈餘4.38元。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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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名稱：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產品/服務：精密電子量測儀器、自動化檢測系統 
三、近1年營業額： 2011年營收53.4億 
四、員工人數：1,245人 
五、推薦理由： 
(一)關鍵技術： 

 擁有全球首創LED燈泡自動組裝檢測技術。 
 擁有全球首創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多點測試技術。 
 擁有全球唯一最高亮度(9,999 nits)數位廣告看板顯示器檢測技術。 

(二)市場定位： 
 電力電子測試系統、電源供應器檢測系統全球市占第一。 
 被動元件、電氣安規及電動車測試系統亞洲第一品牌。 
 深耕全方位測試與自動化解決方案，創造高度市場進入門檻。 

(三)品牌發展：以自有品牌          行銷全球，並深獲國際大廠Apple、Google、
Sony、Philips等採用與肯定。 

(四)經營績效： 
 量測及檢測產品遍及半導體、LCD、電動車、LED、太陽能等重要ICT產業。 
 歷年均維持50%高毛利，2011年稅後盈餘15.2億，EPS 4.06元。 

六、卓越中堅企業獲獎事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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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七、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 
一、產業別：所有產業 
二、投入經費：102年各部會投入達4億1仟萬元(依目前掌握之資料統計） 
三、政策目的：為培養眾多在特定領域技術專精、專注本業等具有國際競爭力之中堅企業，以促進我

國產業結構優化。 
四、推動策略： 

(一)建基盤：成立中堅企業發展推動小組、成立專責窗口，整合既有輔導體系，加強輔導。 
(二)助成長：遴選重點輔導企業，並彙整提供各部會在技術、人才、智財、品牌等4面向之輔導資

源，加速重點輔導企業成長發展。 
(二)選菁英：每年遴選及表揚在特定領域具有卓越表現之卓越中堅企業，供業界學習標竿。 

五、預期成效及成果： 
(一)創造台灣產業成長新動能：透過中堅企業競逐國際市場，帶動上中下游關聯企業同步成長，目

標為102年帶動相關投資300億元、3年內帶動相關投資1,000億元。 
(二)提供國內優質工作機會：引導中堅企業多雇用本國人才，並創造優質工作機會，目標為102年

創造就業3,000人、3年內創造就業10,000人。 
(三)引領企業提升技術專精：強化中堅企業之技術、創新及品牌，創造於國際市場之獨特性，目標

為102年協助50至70家重點輔導企業、3年內協助150家以上重點輔導企業。 

六、目前辦理情形： 
(一)辦理第1屆中堅企業遴選：共受理258家企業申請，經資格審查、實質審查及決審，選出128家入

圍企業、74家重點輔導對象及10家卓越中堅企業獲獎廠商。 
(二)舉辦卓越中堅企業獎頒獎典禮：102年2月27日舉辦第1屆卓越中堅企業頒獎典禮，部長出席致詞，

並恭請行政院江院長頒獎予10家得獎廠商，統計超過500人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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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政府輔導資源，協助74家重點輔導中堅企業加速成長： 
  1、彙整各部會包括人才、技術、智財、品牌行銷等4個面向共35項之輔導資源，以匡列額度、補

助加碼、優先支持、足額核配、開設專班等方式，提供協助，作法如下： 
(1)人才：長期培育進階工藝人才、補助訓練學費（70%以上）、運用替代役支持、延攬資深業界

技術師資與國外人才及辦理契合式產學專班。 
(2)技術：提高研發類科專計畫補助（20%以內之加碼）、協助研發貸款及優先支持研發投抵。 
(3)智財：輔導廠商內部智慧財產管理，與對外專利佈局。 
(4)品牌行銷：協助企業檢視與規劃其品牌發展策略，並協助產品技術改良、行銷輔導、人才培

訓及資金融通。  
2、102年3月25日舉辦中堅企業輔導措施說明會：邀請74家重點輔導對象參加，由相關部會單位說

明政府輔導資源，供企業瞭解及申請運用，共有182人參與。 
3、目前統計，已有59家業者運用17項政府資源131次，使用政府經費約6,600萬，說明如下：(統計

截至102年4月30日止) 
(1)人才面： 
‧本局產業專業人才培訓相關計畫已培訓11家廠商，共46位產業專業人才。 
‧內政部之替代役協助措施，已核配361位研發替代役至27家企業服務。 
‧勞委會之「企業求才速配計畫」，透過專案及現場徵才活動，已推介就業436人。 

(2)技術面： 
•本局「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已核定通過2案，協助進行產品開發與設計； 
•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已核定通過1案，以進行產學合作，「高科技
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已核定通過2案，以進行設備及零組件開發。 

(3)智財面：本局目前正協助19家企業進行智財管理。 
(4)品牌面：貿易局協助7家廠商於國際性展覽設置攤位，拓展其國際市場開發及行銷。 

(四)第2屆中堅企業遴選：已於102年6月4日公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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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獎勵 

研究發展 
投資抵減 

外國營利事業收取 
權利金適用免稅 

• 產業創新創新條例第10條規定，公司從事研究發展支出得按15％抵減當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稅額30％為限。 

• 為鼓勵業者持續創新研發，刻正積極爭取將公司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由現行
僅能抵減當年度應納營所稅稅額延長為自當年度起5年內抵減之規定。 

 
•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規定，營利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
因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
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外國事業之
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 相關審查原則適用規定財經2部已達成共識，將於近期內發布實施。 

 

生技新藥 
產業之獎勵 

 
•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租稅獎勵適用對象係指已獲得本局核發生技新藥公

司核准函之公司。 
•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35％限度內，自有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所稅額。 
• 生技新藥公司之法人股東持有記名股票達3年以上者，得以取得股票價款20

％，自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所稅額。 
• 刻修法放寬高風險醫療器材之適用範圍為第3等級醫療器材或須經臨床試驗

始得核准之第2等級醫療器材。(102.5.22已交付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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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運用政策性貸款資源，協助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 資金來源：行政院國發基金或經建會中長期資金。 
• 本局協處事項：為簡化程序，企業可逕洽往來銀行申辦融資貸款事宜；惟部分貸款涉及資格認定
或技術審查者，先由本局審核並核發證明文件，企業據以向銀行申貸。 

• 相關貸款措施： 

資金協助 

＊須檢具主管機關審核證明文件 

項目 主要內容 

振興傳統產業
優惠貸款 

 對象：傳統產業業者 
 範圍：購置自動化機器、污染防治設備、工業區土地，或從事產品開發製造、

中期營運周轉金等融資需求 
 額度：行政院國發基金出資25%，承貸銀行出資75%搭配貸放；最高達每一計

畫金額80%，每戶額度總計6,000萬元 

促進產業創新
或研究發展貸
款＊ 

 對象及範圍：網際網路業、製造業、技術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及流通服務
業所從事之創新或研究發展計畫 

 符合本貸款要點之創新或研究發展計畫，經技審會審查通過後，函送推薦函
予申請人及承貸銀行 

 額度：由行政院國發基金及承貸銀行各出資50%；額度上限為核定計畫總經費
80%、最高6,500萬元（須扣除政府補助款） 

加強推動台商
回台投資專案
貸款＊（國發基
金主辦） 

 對象：取得本部核發台商資格核定函之廠商 
 範圍：購置土地、機器設備、興建廠房設施及中期營運周轉金 
 額度：最高80%（中期營運週轉金除外）；行政院國發基金支付委辦手續費

（年息1.5%），委由承貸銀行出資辦理，目前貸款利率約2.375% 
(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掛牌利率加年息1.00個百分點機動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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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輔導 

• 目的： 
• 為鼓勵企業建立研發能量，本局運用各種科專計畫，積極開發主導性新產品，
提升技術層次。(上游:技術處-學界科專、法人科專；下游:工業局) 

• 鼓勵傳統產業業者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及協助中小企業排除即時技術障礙，以
改善產業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成長。 

• 推動作法： 
1.主導性新產品開發：鼓勵廠商加速投入研發，開發具主導性之新產品，建立產業核心技

術自主能力，補足產業鏈缺口(每案最高可獲得研發總經費之50%補助款，無補助金額上限)。 

2.市場應用型發展補助：引導業者走向具市場導向之產品及其服務開發，協助產業創新轉

型為主軸(每案最高可獲得研發總經費之50%補助款，無補助金額上限) 。 

3.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協助傳統產業進行新產品開發(每案補助上限200萬元）及產品

設計(每案補助上限50萬元），提升其競爭力；每案政府經費補助比例以50%為上限。 

  4.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運用法人、大專院校及技術服務業者既有成熟技術能量，提供

中小企業短期程(3-5個月)、小額度(25萬以下)、全方位(研發、設計、生產、物流、節能

減碳、專利商品化、自動化及電子化等)之技術輔導；一般個案政府經費補助比例以20%為

上限，因應貿易自由化個案以5%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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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輔導 

 目的：協助產業運用設計美學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創造企業的品牌與商品價值。 

 推動作法： 

1.促進產業與設計業合作：依業者現況與需求，媒合適當專家或設計公司，辦

理設計諮詢診斷服務、產品開發工作營等，如彰化社頭織襪產業。 
2.辦理國際設計人才培訓：協助產業培訓國際設計人才，以國內主題班、國際
實作班等方式進行，為產業培訓國際設計商務的管理或設計人員。 

3.協助參與國際設計獎賽：協助學校及業者參與國內外設計獎賽活動，建立參
賽作品資料庫及效益，協助產品化，以創造業者的品牌與商品價值。如：金點
設計獎、新一代設計展、red dot、iF等國際設計獎等。 

4.協助產業國際市場推廣：協助業者參加巴黎家飾展、香港禮品展、台灣名品
展(中國)等設計或商展。並透過整體形象包裝、商務媒合會等創造商機。 

5.結合國際設計組織辦理設計活動：與國際重要設計組織(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
會、國際平面設計社團協會與國際室內建築師設計師團體連盟)合作，辦理國
際級設計大展，提升台灣設計形象並促成商機。 



IDB 人才培訓 
 目的：支持產業結構優化，提供智慧電子、數位內容、無線寬頻、機械、資訊服務、設計

服務、紡織、石化、生技醫藥、食品、品牌、創新、綠色、節能減碳、碳足跡、智慧財產
等產業別與功能別人才培訓，以滿足產業各類中高階人才需求。 

 推動作法： 
• 辦理在職訓練： 

1. 辦理短期在職班：辦理前瞻專業技術、知識課程，提升在職人員職能，以強化產
業競爭力。 

2. 鼓勵企業投資人才資本：各種人才培訓措施工業局負擔30%至70%不等學費，如經
擇定重點輔導之中堅企業員工，參與在職班及養成班僅需負擔30%費用，以引導
企業重視及投資人才資本。 

• 深耕人力資源： 
1. 辦理中長期養成班：提供待業(轉業)者中長期能力養成訓練，以彌補智慧電子、

數位內容及資訊軟體等產業之人才缺口。 
2. 推動產業人才扎根：主要針對精密機械、模具、表面處理及紡織等4個產業，協

助企業結合大學及高職進行人才培育，強化學生專業知能與就業技能，培育基礎
產業所需技術人才。 

3. 推動產業技師培育：針對台灣亮點特色產業(觸控、應用處理器等) ，以產學合作
方式推動中長期學程化課程(實務課程加實習)，協助企業培育所需實務技術人才。 

4. 建立縮短學用落差示範案例：與教育部、勞委會共同推動，擇定紡織、動畫、精
密機械、化工及連鎖加盟等5個產業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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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業別：製造業外勞核配比率共分5級（10％～35％），開放88項業別，以下摘錄部份
業別如下： 

 

 

 

 

 

 勞委會於102.3.13調整開放政策如下： 

• 除現行應繳交就業安定費2,000元外，凡願額外支付較高就業安定費的廠商，得外加取
得5%(附加3,000元)、10%(附加5,000元)、15%(附加7,000元)不等之外勞核配比率。 

•  為獎勵國內投資，於無須加額就業安定費，得加碼5%或10%之外勞核配比率。 

• 針對具國際品牌、在台建立備援生產基地供應國際企業、在台設有研發中心或營運總部
等台商回台新增投資案，於投資達金額(高科技10億元；非高科技2億元)，及創造國人
就業達100人以上，得附加15%或20%之外勞核配比率，最高予以40%外勞核配比率。 

核配比率 行業別 

A+(35%) 專業之染整、金屬表面處理、熱處理、鑄造、鍛造等行業 

A(25%) 橡膠、石材、冷凍冷藏肉類、成衣及服飾品、行李袋包箱 

B(20%) 織布、皮革、機械、汽機車零件、塑膠(含安全帽)、自行車零件  

C(15%) 食品、紙類、印刷、人造纖維、化學製品(化妝品及清潔用品)、半導
體封測、印刷電路板 

D(10%) 電子零組件、電腦週邊設備、通訊設備等電子資訊相關產業 

協助製造業業者引進基層外勞 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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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發展 
 目的： 

• 為協助企業由製造代工升級轉型發展品牌，增加與競爭對手市場區隔，擴大市場利
基和市占率， 

• 工業局結合貿易局之國家品牌形象推廣，協助台灣品牌廠商海外市場拓銷。 
 推動作法： 
• 品牌專案輔導:依企業品牌發展進程與發展階段，提供客製化的品牌輔導。 
     1.已發展國際品牌之標竿企業：引進國際專家顧問，協助企業擬定服務創新策略推升

品牌價值。 
     2.具發展國際品牌之潛力企業：以中堅企業為優先對象，協助進行品牌、專利智財、

設計、通路等價值鏈強化專案輔導。 
     3.有意願發展國際品牌之一般企業：自有品牌初期階段或擬規劃發展自有品牌之業者，

提供諮詢診斷服務及人才培訓，協助其發展。 
• 重點產業全價值鏈一條龍式品牌輔導：就重點產業(如紡織業)推動以建立國際  品牌。 
• 資金融通：訂定「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協助取得所需資金。 
• 人才培訓：邀請學界權威及擁有品牌實務經驗之專家，針對企業中高階人才進行培訓。 
• 前瞻消費者研究：研究華人未來消費趨勢以提供企業規劃發展策略。 
• 品牌價值調查：評選前20大企業，並舉辦頒獎典禮以提高企業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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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目的：為協助產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引領產業低碳

轉型與創造綠色附加價值，本局推動各項節能減碳輔導措施。 
 
 推動作法： 

• 鼓勵產業自願性減量：與鋼鐵、石化、水泥、造紙、人纖、棉布印染、絲綢
印染、複合材料、食品、塑膠、電機電子等產業簽署自願減量協議。 

• 提供節能減碳技術輔導：提供專業技術團隊臨廠輔導，協助產業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 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針對臨海、林園等13座工業區，規劃能資源鏈結，
促成循環型產業及低碳化工業區之形成。 

• 輔導產業建立產品碳足跡：盤查產品從原物料、製造到回收階段的碳排放，
透過供應鏈管理、節能減碳以及生態化設計等措施，降低產品的單位碳排放
量。 

• 輔導製造業依ISO 50001國際標準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以ISO 50001標準的能
源管理架構，輔導業者設定管理目標，研提行動計畫，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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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瑞士工匠精神 

一、背景 

二、工匠精神打造最低失業率 

三、瑞士的「故意精神」打造出百年基業 

四、不重學歷重技能 

五、企業靠品牌、利基稱霸全球 

六、瑞健集團導入瑞士「師徒制」琢磨台灣工匠精神 

七、台灣想學瑞士  要先放棄大國夢 
取材自 

遠見雜誌 
2013年3月號 

321期 
瑞士是故意的 
文/高宜凡 



IDB 一、背景 
• 建國前600多年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 

– 中古時期的「外勞」輸出大國 
 

• 瑞士的世界第一 
– 國家競爭力領先：WEF排名第1、IMD排名第3 
– 出口實力最佳：2011年人均出口值3萬2722美元 
– 最頂級鐘錶業：成為瑞士第3大製造業，產值占全球比重過半 
– 最愛吃巧克力：最大巧克力生產及消費國，每人每年吃掉11公斤 
– 最會拿諾貝爾獎：出產27位瑞士籍得主，若加上曾在瑞士工作過則破百位 
– 專利密度最高：2012年每百萬人註冊4,700項專利，世界最多 
– 最密集的鐵路網：火車路線長度逾5,000公里，每人每年搭乘超過40次 
– 最大境外金融中心：擁有300多家銀行，管理全球逾1/3離岸金融業務 
– 最愛搞公投：公投歷史可溯及1848年，每年舉辦公投4 ～ 6次 
– 最佳嬰兒出生地：名列經濟學人信息社(EIU)2013年「最佳出生地」榜首 
– 物價水準最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131個城市中蘇黎士生活成本最高 
– 國家品牌力第一：據Future Brand「國家品牌指數」調查，瑞士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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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F「全球競爭力報告」，瑞士連

續四年高居總排行世界第一。創新

力、企業研發與產研合作，均是單

項世界第一。 

• 歐洲國家失業率飆到20％以上，連

德國失業率也達8％到10％間，瑞

士失業率約3％。 

• 經濟上，台灣瑞士兩國中小企業數

量均佔98％以上，且內需市場太小

，都很依賴外貿。 

• 台灣人重學歷文憑，瑞士重工匠精

神；台灣重視規模與量產，瑞士人

重視研發與技藝；台灣排斥外來專

業人才，瑞士卻極度開放。 

 

 

 

台灣 瑞士 



IDB 三、瑞士的「故意精神」打造出百年基業 
1. 故意要開放：歡迎金錢、商機與人才進來 

– 客戶保密制度讓瑞士成為富人最信任的資金避險天堂。 

– 透過租稅優惠，吸引各國企業進駐。現有超過8,000家外商，

其中1,000多家在瑞士設立總部。 

– 2002年瑞士開放歐盟公民前來就業、定居、置產。 

– 多語言環境與教育系統，方便吸引各國人才。 

2. 故意賣品質：進口1噸貨 出口價值達2.5倍  

– 知道自己小，缺乏人口與自然資源，瑞士便專做技術門檻高、

有質感的精密產品。 

– 只專注在少量多樣、高價質優、講究差異化的利基產品，這是

如今人均GDP超過7萬美元的主因。 

– 瑞士並非全球最大鐘錶生產國，產值卻占全球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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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三、瑞士的「故意精神」打造出百年基業 
3.故意在地化：讓瑞士製造風行全球 

– 經濟主力為機械、化學製藥、鐘錶、金融等，全仰賴對外貿易
。  

– 極度強調在地生產，不使「Made in Swiss」的招牌蒙塵。 
4.故意尊工匠：創造高所得與穩定經濟 

– 高生產力傭兵靈魂醞釀出一種熱愛工作的「工匠精神」。 
– 瑞士有全歐最長的工時(每週42小時)，大學就讀率只有三成，社

會福利也不像北歐那麼發達。卻擁有高所得、穩定的經濟成長
率、連失業率也是歐洲最低。 

– 工匠文化會誕生，是因為瑞士人的態度很務實，教育制度也以
「就業力」為主要考量，而非學歷。 

– 瑞士沒有「教育部」，教育事務分散於內政、經濟兩部會，包
括校園管理、課程設計、招生規則等細節，均由地方政府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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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意重技職：不念大學收入一樣多 
– 超過2∕3的中學生選擇上職業學校，透過半工半讀的學徒制，習得一技之

長，考取應有證照。 
– 230種職訓課程(VET)及410種產學專班(PET)，通常是每週在校二天、工

廠三天的「師徒制」訓練。 
– 有些行業如烘焙只要二年，鐘錶師則需培訓四年，連當農夫都有專屬職訓

課。 
– 政府目標是讓95％的高中學歷青年，都有就業能力。 
– 讓學校與就業接軌，畢業後不會高不成、低不就，這正是低失業率的主因

。 
– 技職的「雙軌制」教育，非常具有彈性，只要經過1～2年的銜接教育，便

可隨時轉換、重讀。13％的學生曾在兩種學制間轉換，而擁有兩種以上學
歷或專長的人，收入會高出同樣職位的同儕1～3成。 

– 不念大學的人，可以賺一樣多的錢，甚至更多。整體勞工平均月薪為
5,777瑞郎，最高是金融業的9,127瑞郎，最低則是餐旅業的4,000瑞郎，
差距只有一倍多。 

 

三、瑞士的「故意精神」打造出百年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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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三、瑞士的「故意精神」打造出百年基業 

6. 故意小政府路線：用人民共識驅動國家 

– 瑞士聯邦政府的編制只有3萬人，教育、財稅、治安等權力

通通下放地方。中央政府只做兩件事：行政效率、基礎建設

。 

– 多年來，政府只出手幫過兩家企業，一是官股最多的瑞航

(Swiss Air)，另一則是最近的UBS(瑞銀)。 

– 為何不期待政府幫忙？瑞士最大產業工會—機械與電機工會

，認為「因為政府不可能比我們做得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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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四、不重學歷重技能  
江詩丹頓25年才能培養出一位 優秀鐘錶師父(1/2) 

• 江詩丹頓1755年來始終堅持限量生產、手工打造的高質感路線。 
• 事業兩大基因，一是國際化，19世紀曾把錶賣給清朝帝王。二是高度手工，1935

年交付給埃及國王的精密多功能懷錶，費時五年才完成。 
• 江詩丹頓的三種特質：Beauty、Art、Technology。 
• 光打磨核心元件「陀飛輪」的一根平衡尖針，起碼就得花費一週的工時。 

 Vacheron Constantin 
• 成立/1755年  
• 年銷量/約2.5萬隻(限量)  
• 錶值/最貴上千萬台幣  
• 員工數/約850人(全球) 
• 產品：高級手工表、客製化訂製\錶款 

258年精緻工藝鐘錶 江詩丹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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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四、不重學歷重技能  
江詩丹頓25年才能培養出一位 優秀鐘錶師父(2/2) 

• 瑞士總部有350人的團隊，平均年齡36歲。其中一半以上是手錶技工，還有25位
來自日內瓦製錶學校的學徒 

• 行銷總監馬切諾認為人才是未來挑戰！「要訓練出一位技術優良、又懂我們品牌
理念的鐘錶師父，起碼要花25年。」 

• 近年與IOSW（瑞士製錶學院）合作，並大力推動250計畫（Cercle 250），協助
保存超過250年歷史的傳統手工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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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四、不重學歷重技能  
Victorinox 工匠的雙手打造全球典範 

全球最大瑞士刀製造商 Victorinox  

• Victorinox尊崇資深工匠，生產現場很多是上了年紀的爺奶輩員工，負責裝配

件的部門，幾乎全是女性。 
• 打磨部門也有40年的經驗雙眼視力已退化的老阿公，還留在工廠幫忙，因為那

雙經驗豐富的雙手，最擅長辨識研磨的細緻程度，是最佳品管員。 
• 過半員工都經過嚴格的師徒制訓練。 
• 未曾外移的堅持，是因為多達90％員工來自方圓20公里的鄰近社區。 

每天產出12萬把瑞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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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五、企業靠品牌、利基稱霸全球 
ABB多元化、多國籍的員工 是最大競爭優勢 

ABB 營造全球共通的企業文化  

ABB ●成立/1988年由1883成立的瑞典ASEA和1891年成
立的瑞士Brown Boveri 合併而成●營收/2012年為93億
美元 ●員工數/14.5萬人 ●產品/電力系統、自動化設備、
傳動控制系統等 

• 倫茲堡廠區內600多名員工，就有超過40種國
籍，由30多年半導體從業經驗的荷蘭籍魯迪領
軍。 

• 大量使用「學徒制」培育年輕人才，並和週遭
大學密切合作，不斷吸收新血到廠區實習或實
地上工訓練。 

• 打造「全方位員工」為宗旨，待上一年就能熟
悉每段製程，隨時調往不同部門支援。「這種
做法除了給員工選擇的自由，更希望他們平日
上班時，就能像主管一樣地思考！」 

• ABB最大競爭力即是多元化的員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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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六、瑞健集團 導入瑞士「師徒制」 
 琢磨台灣工匠精神 

• 合作成員：去年9月「瑞士學徒制」合作教學，由北科大、木柵高工
、跟瑞健集團三方共同發起，培育機械加工的技術人才。 

• 師徒訓練：遴選的15名木柵高工畢業生，每週一到週四在工廠上班
，實際參與生產運作，且每位都有專人指導。週五到週六，改到北科
大進修部上課。訓練結束後，取得二專學歷，不但可直接到瑞健上班
，也可繼續報考二技。 

• 福利報酬：學徒每月有2萬2000元薪水，結業後成為正式職員，薪水
至少3萬5000元起跳。每學期4萬多的學費，由瑞健全額贊助。 

• 企業義務：瑞士人相信，提供學生實習的機會、幫忙訓練年輕人，是
每家企業都得盡的義務，毋須簽約綁人才，或爭取政府補助。 

• 工匠文化：不但鼓勵人們動手創造事物，更藉此催生更多實作型創業
家，帶動更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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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七、台灣想學瑞士  要先放棄大國夢 
• 朱敬一：瑞士的技職體系能蔚為主流，來自尊重工匠精神的

社會文化，台灣很難複製。「瑞士全國才12所大學，只有兩

所可以頒博士學位，台灣要怎麼學？」 

• 朱成志：國家規模接近的瑞士，最值得台灣參考。「瑞士是

小政府概念，台灣卻是大政府概念，我們整個思惟都必須改

變！」台灣不應背道而馳，常拿自己跟中國、韓國比。 

• 遠見觀點：台灣想學瑞士，應該學對地方，學堅持發展品牌、

不當大廠代工傭兵的精神，學他們尊重技能跟職業的工匠文

化，還有由民間驅動創新、追求全民共識的理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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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手機巨人Nokia 
卻不敵自創新規則的Apple之啟示 

以害慘諾基亞的6大常勝法則 為例 
一、前言 
二、聆聽消費者  就能找出大賣的新產品 
三、打敗第2名  就能穩座第1名寶座 
四、打仗  當然要找一直贏的戰將主導 
五、身為老大  就不能放棄當老大 
六、身為領導者  合作的夥伴也要是一百分 
七、營收獲利創新高  就代表公司沒問題 

取材自 
商業周刊 

1233期P120 
文/ 林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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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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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常勝法則   
        ＝市場常勝軍？ 

• 企業資優生Nokia，卻不敵自創新規則的Apple的啟示 
     ◆ 遵守常勝法則的資優生Nokia，為何不敵自創新規則的Apple？       
     ◆ Nokia的沒落不只是手機產業的競爭起浮，更深的意義是－ 
         當典範移轉加速到來，過去成功的思維，需要經常檢視， 
         不只企業，個人也是如此。 
• 成功難留，從東方到西方，當個長命的成功者愈來愈難 
     ◆ 美國38家企業，同時掉出2008年＜財星＞500大企業排行。 
     ◆ 大陸百大企業，名次天天在變。  
     ◆ 台灣近20年來，千大企業排名變動加大。  
• 對手難防，提高競爭門檻，不保證就能基業常青 
     ◆ 傳統航空公司被「看不見、看不起」的對手打趴 
          －低價航空改寫航空業的服務規則。 
     ◆ Nokia因停在「把事作好，不斷改善」的思維而失去戰場 
          －台灣現正處於此階段。 
     ◆ 未來比的是「誰能用想像力，重新制定遊戲規則」 
          －這是一場更難贏的戰爭。 
• 創新，讓6個大家奉為圭臬的常勝法則，不再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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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聆聽消費者   

就能找出大賣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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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聚焦現有顧客   
        就容易忽略新能力的培養 

• Nokia緊守聆聽消費者的老方法，Apple卻是「你看，世界照我的 
     方式走」 
   ◆ Nokia以「聆聽消費者聲音」，打敗了Motorola 
        Nokia在全球100多國設有團隊，隨時掌握目標客戶的聲音。 
   ◆ Apple以「世界照我的方式走」，奪下世界第一 
        ● 政大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任溫肇東說 
            「如果你太照顧你現在的顧客，就很難拋開核心僵固」 
             核心僵固：指公司只堅守原有核心能力，未培養新能力， 
                                 則核心能力將可能成為毀滅公司的要素。 
        ● 哈佛大學教授李奧納德‧巴頓分析  
             過去太成功或孤芳自賞，都可能陷入核心僵固的困境， 
             而錯過重要改變的時機。 
• 看到趨勢不難，難的是改變核心能力，重寫遊戲規則 
      10年前，易利信研究人員所出的預測未來10年科技趨勢報告中， 
      幾乎看到了所有趨勢。 
• 過去不存在的創新，問消費者是問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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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敗第2名   

就能穩座第1名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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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跨業對手時若只看市占率  
        將會產生競爭盲點 

• 為保持龍頭地位，Nokia將焦點放在拉開與第2名的距離 
     ◆ 以機海戰術，逼退對手 
          高峰時期，Nokia同時有50支手機在市場上流通。 
     ◆ 參與標準制定，整合各項資源 
           Nokia積極參與各項標準制定，並透過資源整合，降低成本。 
• 以排名論英雄，並非萬能 
     ◆ 單以排名論英雄 
          只有在靜態、變化不大時才適用。 
     ◆ 遭遇跨業對手時 
          面對跨業對手，除深化以拉大與競爭者的距離外，亦不可輕忽 
          未知（潛在）的敵人。  
          案例：以前統一只要贏味全即可，但康師傅在大陸崛起後反攻 
                      台灣，成為統一最主要的勁敵。 
• 許多成功者的問題是－對未來的投資太少 
   ◆ 輕忽新對手 
        未花精力與資源研究不在排行榜上的新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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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    仗   

當然要找一直贏的戰將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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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轉移時代致定義改變   
        一級戰將創造一流績效已非定律 

• 全盛時的Nokia任命一級戰將為執行長 
      2006年Nokia整頓公司時，任命以戰功聞名的康培凱為執行長。 
• 今日的Apple任命曾被公司開除的賈伯斯為執行長 
      現今舉世聞名的Apple執行長賈伯斯，曾因表現不佳及情緒化的 
      堅持己見，遭到自己創辦的蘋果董事會開除。 
• 人對了，事就對了 
     奇異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說：「人對了，事就對了」，公司培養30年

的戰將，未必打得過一般人眼中的怪咖、失敗者。 
• 沿習既有成功模式發展，遇到破壞式創新將一籌末展 
     ◆ 建立的核心能力愈強，築起的圍牆就愈高，要跳出來就愈難。 
     ◆ 未來的領導者的必要條件包括：有新世代產品開發、破壞式 
          創新的經驗。 
• 勇於嘗試，不怕失敗，更有想像力 
     少了自我摸索，當遊戲規則改變時，隨即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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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為老大   

就不能放棄當老大 



IDB 

151 

遊戲規則改變時的最佳因應之道  
        －重新定義下一個破壞式的創新 

• 成功常是可遇不可求 
     成功常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等要素的結合，而這些要素很可能 
     不再出現。 
• 面對新挑戰的因應之道 
      ◆ 一旦遊戲規則改變，最好的方法不是跟隨別人，而是重新 
           定義下一個破壞式的創新。 
           案例：曾以遊戲設計在遊戲機市場稱霸一時的任天堂，80 
                       年代因Sony推出更好的硬體規格（更棒的影音效果） 
                        而敗下陣來。 
                        為此，任天堂回到原點重新學習，12年後，以強調 
                        體感的Wii遊戲，重新奪回市場地位。 
      ◆ 面對新挑戰，必須忘記過去的成功，擁抱新環境與新條件， 
           重新思考，才能重返舞台。 
           案例：當iPhone崛起時，Nokia因選擇繼續走以往成功的路， 
                        而失去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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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為領導者   

合作的夥伴也要是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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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高單價的產品能賺錢  
        中低品質與價格的產品同樣能賺錢 

• 與同等級對手競爭的同時，也要注意不同等級對手的威脅 
      ◆ Nokia的「分母困擾」使其忽略了潛在的競爭對手 
          當公司習慣1支手機賺200元時，反而不知如何面對只賺5元的 
         低價手機。 
      ◆ 山寨機侵蝕了Nokia的客製化能力 
            ●低價手機使市場產生質變，山寨機從另一邊侵蝕Nokia的客製 
                 化能力。 
            ●集體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等於是讓眾人幫你做研發 
                而使產品更貼近顧客需求。 
                案例：Apple的iPhone剛推出時，最紅的iPhone軟體品質參差 
                            不齊，但這群雜牌軍卻打敗了Nokia的正規軍。 
• 領導品牌應知道100分的能賺錢，20或30分的也能賺錢 
      ◆ 服飾業的聯發科－Uniqo 
           日本大廠優衣庫(Uniqo)將自己從「先進市場的服飾品牌」， 
           變成「新興國家的服飾品牌」，到印度賣100日圓的內衣褲， 
           而有可能成為服飾業的聯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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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收獲利創新高   

就代表公司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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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指標一起看   
       才能看出公司價值 

• 單從營收及獲利，很難看出公司實力 
      ◆ Nokia  
           2007年Nokia的營收與獲利都創新高，但無法看出該公司盛世 
           即將結束。 
      ◆ 通用汽車 
            2011年，通用汽車在僅以營收作為排名指標的財星500大企業 
           中名列第8，但當時通用汽車才剛推出手術房。 
• 市值比營收更能反映公司真正價值 
     營收成長率、獲利成長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每股盈餘等指標一 
     起看，才能看出公司價值。 
• 企業在沒有地圖與指標的新世界中，須自己定義對手是誰 
      ◆ 公司並非不朽，公司必須面對人性與組織的挑戰。 
      ◆ 現今企業面臨的難題是沒有地圖、指標的新世界就此展開，而 
           上路後連對手是誰都要靠自己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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