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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受美國復甦強度不如預期，日本與歐

盟經濟復甦和緩，以及中國大陸經濟再平衡

等衝擊，台灣經濟2016年成長表現不如過往。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2016年11月全球經濟概況的報告中指出，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3.1％，先進經濟體（如美

國、歐盟、日本等）平均經濟成長率為2.2％，新

興市場如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為6.9％；2016年

OECD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2.9％，預測先進經濟體

平均經濟成長率為1.7％(其中，美國1.4％，歐盟

1.5％，日本0.6％)，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6.5％。2016年全球經濟力道明顯不如2015年。

全球經濟低迷發展，台灣經濟難以不被波

及，台灣產業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台灣經濟是

以貿易為主要成長動能，產業發展受到國際景氣

影響更是明顯，企業發展雖然面臨重大的挑戰，

但相對也帶給台灣產業轉型升級、重組提升台商

產品附加價值的發展契機。

為了加快腳步，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及優化

轉型，經濟部從產業發展策略、落實產業創新條

例、提升產業軟實力、協助產業升級轉型、協

助產業技術研究等面向，提出許多的具體政策措

施，藉以調整台灣經濟結構，協助產業提升競爭

力與附加價值，希望在經濟復甦時，讓台灣產

業更具優勢。有關政府產業創新優化轉型相關措

施，重點說明如下。

一、產業發展策略

在制訂產業發展策略方面，包括經濟部規劃

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以

及重點產業發展策略等措施。

2020產業發展策略：依據行政院2011年5月9日

核定之產業發展綱領，經濟部擬定2020年產業發

展策略，以「創新經濟、樂活台灣」作為願景，

朝「傳統產業全面升級」、「新興產業加速推

動」及「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國際化科技化」

等三大主軸，推動產業發展政策，促進我國產業

結構調整與優化。

2020年前達成「台灣整體製造業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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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2008年21%提升至28%；「台灣整體產業

無形資產占固定資本形成比重」由2008年7%提升

至15%；「台灣綠能等新興產業占整體製造業實

質產值」由2008年4%提升至30%等目標。

重點發展金屬機械工業（如車輛工業、機械

設備業、基本金屬工業等）、資訊電子工業（如

綠能光電、通訊設備、平面顯示裝置、半導體、

智慧電子系統應用等發展）、化學工業（如光電

材料、生技產業、石化產業、民生工業）。

發展策略包括：1.厚植產業軟實力，優化產

業結構；2.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提升台灣國

際競爭優勢；3.因應節能減碳潮流，促進產業綠

色成長；4.全面強化製造產業競爭要素，提升附

加價值；5.提升商業創新力，創造服務產業競爭

力；6.擴大經營國際化，開創服務新視野；7.調整

產業人力結構，並兼顧就業等。

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行政院2014年10月13

日核定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以「維新傳統產

業」、「鞏固主力產業」及「育成新興產業」為

主軸，分別提出「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建

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建立系統解決方案

能力」及「加速新興產業發展」4大轉型策略，搭

配政策工具輔助，全力協助產業升級轉型所需，

期能帶動更多中堅企業發展。

行動方案目標在推動高質化產業發展(即具智

慧、綠色、文創之產業內涵)，期於2020年前達成

製造業總產值19.46兆元，經濟部主管服務業GDP 

4.75兆元之目標。

發展策略方面包括：1.推高值/質-提升產品品

級及價值:將從高端產品應用領域切入，掌握全價

值鏈關鍵技術之高值化研發；2.補關鍵-建構完整

產業供應鏈體系:優先掌握關鍵材料(如OLED面板

封裝材料)、零組件(如工具機控制器、自行車電

子變速器)及設備自製(如AMOLED設備PECVD等)生

產能力3.展系統-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擴大整廠

整案工程系統解決方案能量與海外輸出實績，帶

動出口成長；結合智慧自動化以強化硬體與軟體

之整合，提高系統解決方案能力，並引導單機轉

型為整線設備，切入整線規劃並延伸設備應用服

務，擴大價值鏈；4.育新興-加速新興產業推動:積

極發展替代性的主流新興產業，開發跨領域新應

用市場，掌握全球未來趨勢新興商機。

二、落實產業創新條例

在落實產業創新條例方面，包括創新活動之

補助或輔導、無形資產流通及運用、產業人才資

源發展、促進產業投資、產業永續發展環境、資

金協助、工業區轉型產業園區等措施。有關無形

資產流通及運用、資金協助等2措施如下。

智 慧 財 產 價 值 創 造 計 畫 ： 此 計 畫 是 運 用 「 台

灣技術交易資訊網」（Ta iw a n  T e c h n o l o g y 

Marketplace,TWTM）藉以促成專利技術達成移轉、

授權及讓與交易，進而產業化為目標，建立國內

外產學研可交易之智慧財產資訊，連結智慧財產

技術服務業的能量，辦理多元化交易行銷服務活

動，強化智慧財產的交易媒合，協助企業獲取升級

轉型所需的智慧財產，保護及提升產品價值。　 

此計畫內容包括：

( 一 ) 深化專利商品化服務，協助發明創造價值

透過專利加值輔導顧問中心提供專家顧問諮

詢訪視服務、辦理專利技術加值服務以及輔導專

利技術進行營運計畫書或商品化驗證服務。

( 二 ) 強化 TWTM 服務功能，活絡流通交易市場

彙集管理可交易專利技術的資訊，並盤點

TWTM網站現有專利技術，以建立資料服務系

統，促進可交易技術資訊流通，促成多元化之專

利技術行銷媒合活動，活絡交易市場，另外辦理

跨部會技術交易展以及輔導專利技術媒合交易。

( 三 ) 強化評價服務能量，呈現智慧財產價值

辦理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研發服務業）能

量登錄、培訓智財評價人員並建立評價人才職能

基準。

資金協助：經濟部依據「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

及輔導辦法」，訂定「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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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申請須知」，以補助方式鼓勵企業開發具市場

競爭力之產品或服務，提供研發補助資金，提升

我國產業附加價值、優化產業結構，並鏈結國際

市場。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有3個子計

畫，分別是「產業高值計畫」、「創新優化計畫」

及「新興育成計畫」，補助款之數額，不得逾執

行前述開發計畫所支付研究發展總經費之50%，

而各計畫目的如下：

(一)  產業高值計畫：鼓勵業者投入高端產品應用

市場，提升產業附加價值率，塑造台灣高值

化產品形象。

(二)  創新優化計畫：鼓勵具指標性廠商掌握關鍵

技術與產品，建構完整供應鏈體系，或引導

業者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供應者能量，擴

大整廠整案海外輸出，爭取國際商機。

(三)  新興育成計畫：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方

向，發展替代性的主流新興產業，鼓勵業者

進行開發新興產品或服務，進一步建構產業

生態體系。

三、提升產業軟實力

在提升產業軟實力方面，政府推動製造業價

值鏈資訊應用、設計美學加值、高階人才培育等3

措施，有關推動製造業價值鏈資訊應用包括價值

鏈延伸性服務及產品ICT加值服務等應用。

( 一 ) 價值鏈延伸性服務

提案廠商應從顧客價值鏈活動的角度，利

用 ICT 發展「掌握顧客端需求」、「強化通路經營

管理」與「即時調整產品設計、生產」之服務模

式，透過垂直或水平整合價值鏈合作夥伴，整合

價值鏈上下游，具體規劃服務流程效率化、資訊

化之架構與作法，提供一系列滿足客戶需求的服

務。

( 二 ) 產品 ICT 加值服務

提案廠商應從顧客的角度，以產品結合「資

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為基本要素，連結遠端系統，規

劃服務內容、服務流程，發展顧客導向之智慧裝

置與完整解決方案，並提出具體的服務對象與服

務情境，並須整合價值鏈上下游，具體規劃服務

流程效率化、資訊化之架構與作法，提供整合服

務。

四、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在協助產業升級轉型方面，包括補助產業高

價值、創新優化、新興育成開發產業或產品、協

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及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

支援方案。

政府為協助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產業升級

創新平台輔導計畫」以「推高質」、「補關鍵」、

「展系統」以及「育新興」等四大策略，引導業

者開發具市場競爭力之產品或服務，並輔以產業

推動及方案補強等措施，達到提升我國產業附加

價值、產業結構優化，並鏈結國際市場。

台灣傳統產業昔日核心競爭優勢－大量生產

之代工模式及生產後之運籌能力，因中國大陸、

東歐等新興國家投入國際市場，挾其勞資低廉和

高成長之內需市場等因素而逐漸式微。行政院為

解決傳統產業所面臨之困境，於2000年通過「振

興傳統產業方案」，經濟部工業局自2002年起推

動「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透過對傳統

產業研發補助資金，鼓勵業者自主研發，以加速

升級轉型及提升競爭力。

(一)  產品開發：提升傳統產業新產品開發能力，

強化傳統產業的領先技術，最高補助金額一

年上限200萬元。

(二)  產品設計：鼓勵傳統產業運用設計服務業創

意設計，導入產品設計美學，增進新產品之

獨特性與差異化，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單一

年度最高補助金額上限200萬元。

(三)  研發聯盟：鼓勵上中下游體系或跨領域業

者，以產業聚落「聯合開發」模式，提出

共同之研究開發，單一年度最高補助上限

1,000萬元。主導業者單一年度補助上限250

萬元，個別參與者單一年度補助上限200萬

元。

(四)  產學合作研發：導入學界研發能量進入產

業，提升傳統產業核心技術能量且強化產業

競爭力。共同申請為1家業者及1家大專院

校，單一年度最高補助金額上限200萬元；

聯盟申請為至少2家業者及至少1家大專院校

組成研發聯盟共同申請，單一年度最高補助

上限1,000萬元，主導業者單一年度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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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萬元，其餘參與業者及大專院校每家補

助上限200萬元。

五、協助產業技術研究

在協助產業技術研究方面，政府提出發展雲

端科技、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傳統產業技術創新

推動作法、智慧財產戰略綱領、推動新興產業技

術、巨量資料智慧運用與產業技術等推動措施。

茲舉傳統產業技術創新推動作法如下。

政府以專案方式整合相關法人研究機構，連

結產學研各界能量，主動提供多元化關懷輔導資

源，協助傳統產業技術發展與升級。

(一)  產業聚落加值轉型整合推動計畫：藉由金屬

中心、中科院及傳統產業創新聯盟（AITI）

等法人研發能量，協助傳統產業加值轉型，

2016年度選定推動產業包含健身器材產業、

製鞋產業、模具產業、不織布產業、鋁製造

產業、縫紉機產業、系統廚具製造業、印刷

產業與體育用品產業等9大產業，針對遴選出

的產業，透過整合研究法人創新能量推動研

發聯盟，導入科專關鍵技術，加速研發成果

產業化，並推動關鍵模組自主化與開發特色

差異化產品，以拓展國際市場。

(二)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導入學界豐沛之研發能量，以專案為主，個

案為輔之雙軌並進模式。

1. 專案輔導：由學校籌組專家團隊協助產業聚

落，以專案計畫發展區域特色產學價值鏈合

作；

2. 個案輔導：由學校教授以一對一的方式免費擔

任中小企業顧問並進行為期最長6個月之企業診

斷輔導，協助中小企業研提政府相關研發補助

計畫，帶動產業轉型升級。

(三)  東部產業技術服務中心：於花蓮光華工業區

成立之「東部產業技術服務中心」，採跨法

人聯合服務模式，由工研院(ITRI)及石資中心

(SRDC)兩大研發法人機構所共同組成東部特

色產業服務團隊，視業者需求納入傳統產業

創新聯盟(AITI)、學界及西部其他法人能量，

建構完成東部特色產業科技關懷平台，協助

東部傳統產業創新價值，推動在地特色產業

形成產業聚落並轉型升級。

（資料來源：經濟部網站，http://www.moea.gov.tw）

2020 產業發展策略將著重於重金屬機械工業 ( 車輛工業、機械設備等 )，並致力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圖／傳動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