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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近年來為因應經濟環境變化快

速，考量整體產業需求，與國際產學研究機構進行長期合作，建立機

構間合作互補分工模式，以帶動產業創新，創造產業價值，並促進國

內金屬及其相關工業升級，使其具備國際市場良好之競爭能力。 

    僑務委員會與金屬中心為協助推動全球僑臺商金屬相關產業升

級與技術服務，由金屬中心於其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金屬產業服務

專區」，包含：服務介紹、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目；並提

供《全球僑臺商金屬產業技術服務手冊》，內容有：金屬中心簡介、

可移轉技術及技術移轉境外實施規範、產業服務介紹與技術諮詢服務

窗口等相關資訊；另建立 LINE諮詢專線（LINE ID：@tw.MetalTech），

提供從事或對金屬相關產業有興趣的僑臺商一個可與金屬中心直接

聯繫的洽詢管道。 

    茲彙編《全球僑臺商金屬產業技術服務手冊》置於僑委會「僑臺

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及「全球僑臺商產業升

級與技術服務方案專區」(https://Tech.Taiwan-World.Net)，歡迎海外

僑臺商朋友下載運用並踴躍分享。期盼各位能運用金屬中心提供的相

關資源，提升全球競爭力及發展事業版圖，同時發揮僑臺商企業之影

響力，將臺灣金屬產業技術及創新能量推廣至國際舞臺。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童振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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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序 

    金屬中心為唯一以南部為主要據點之研究機構，長期以金屬科技

研發帶動產業創新為目標，隨著新興產業的發展及全球產業快速變化，

積極協助國內金屬產業轉型升級朝向產品高值化及製造智慧化發展，

維持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心也長期深耕於金屬相關領域之技術

開發，聚焦在 5+1領域如「金屬材料及製品產業」、「高值精微製品產

業」、「高值設備產業」、「醫療器材及照護產業」、「綠能產業」及「新

興產業與跨領域加值平台｣等領域，落實關鍵核心技術深耕與產業推

廣服務。 

    近年來，中心有效專利已達 1,500件以上，另外可移轉技術也多

達 1,100件以上，亦提供多項服務量能輔導產學研機構，例如合作研

究、產品開發、檢測驗證、制度認證輔導、試作加值、工業管理、產

業調查、及人才培訓等。此外在前瞻創新研究之成果亦受國際與各界

肯定，如以「連續式微型元件熱處理系統設備」、「無停轉風機無人機

巡檢系統技術」、「可控水反應鎂合金」、「仿生智能 AGV艦隊系統」及

「智慧化 3D 視覺製鞋自動打粗塗膠」等多項技術，連續榮獲有創新

界奧斯卡獎美譽的愛迪生獎(Edison Awards)或全球百大發明獎的殊

榮的 R&D 100獎項。另外中心也運用「3D列印砂模鑄造技術」，將有

「台灣梵谷」之稱的畫家陳澄波原著作品《淡水夕照》複製為立體浮

雕的藝術作品輔具，首度申請即拿下《時代雜誌》Best Inventions of 

2021-特別獎肯定，為台灣在全球寫下精采篇章！ 

    金屬中心在地服務產業近 60 年，一直扮演協助傳統產業及中小

企業的產業升級與轉型之角色，隨著全球環境及產業快速變化，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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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亦發揮 Hub角色與功能，積極鏈結國際機構合作及建立產學研夥

伴，未來我們將持續發揮創造價值的精神本位，提供僑臺商金屬科技

相關之專業諮詢及技術移轉與服務，為台灣產業及全球僑臺商注入更

多創新動能，加速提升產業整體競爭力。 

 

金屬中心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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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 

    海外僑臺商在全球的發展，無論是立足創業、擴充規模、甚至升

級轉型，均面臨激烈的挑戰。本會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

企業國際競爭力，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

紡織所、藥技中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設研院及台經院等 11 家

研發機構，研商「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結合

臺灣研發技術能量，協輔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

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共創雙贏局面。 

    為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爰提供產業技

術服務手冊，內容包含：研發機構介紹、服務項目介紹、重要成果展

示、產業結合項目（鏈結臺灣產業，推銷臺灣產品、資材等）、服務

窗口及 LINE 諮詢專線等；並於各研發機構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服

務專區」，包含：服務簡介、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目，以

提供有需求之僑臺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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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介紹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金屬中心)是隸屬於經濟部轄

下，唯一將總部設在高雄的財團法人研究單位。金屬中心長期深耕於

金屬相關領域之技術開發，定位為「以提供金屬科技為主的跨領域整

體解決方案之研發與應用服務機構」，肩負「發揮價值創造之關鍵角

色，協助金屬為主的跨領域產業提升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力」之使命，

並朝「成為以金屬科技領航創造跨領域產業價值的國際級研究發展機

構」之願景邁進。 

    透過不斷地組織創新、前瞻技術研發及服務推廣方向的調整，金

屬中心除持續協助傳統「金屬材料及製品產業」朝向產品高值化及製

造智慧化發展外，也將核心技術能量對焦深化，延伸應用至「高值精

微製品產業」、「高值設備產業」、「醫療器材及照護產業」與「綠能產

業」等具潛力之重點產業；另外中心透過跨領域加值平台，整合本中

心 AI、Big data、創新服務等相關能量，持續扮演推動產業轉型升

級角色。 

 金屬中心成立近 60年，長期協助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的轉型與

升級。隨著全球環境及產業快速變化，金屬中心亦發揮 Hub 角色與

功能，積極鏈結國際機構合作、建立產學研夥伴、鏈結公協會，帶動

相關產業鏈投入研發，協助臺灣產業注入更多創新動能，加速提升產

業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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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項目與資源 

    金屬中心成立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以金屬科技為核心，聚焦於五

大重點產業領域，同時結合 AI、大數據、雲端等應用服務，從產品

開發、產品檢測、產業研究及人才培訓等，提供多元化的產業服務內

容，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針對全球僑臺商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如下： 

  1、金屬科技與其相關材料、製品及設備等諮詢 

  2、金屬科技之應用、研究、發展及試量產等服務 

  3、相關技術移轉及專利授權 

  4、專業人才培訓 

  5、產品檢測驗證及 ISO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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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成果展示 

  1、噴膠黏粉積層製造技術 

  2、智慧化齒輪近淨形鍛造 

  3、智慧化協同搬運模組 

  4、空中無人作業載具 

  5、高強度耐蝕不銹鋼 

  6、金屬扣件產業製造智慧化技術 

  7、診所端數為牙體整體解決方案 

  8、氣浮軸承與氣靜壓運動平台 

  9、粒徑可控之超音波輔助微載體技術 

  10、精微複合加工設備 

  11、不銹鋼耐蝕性表面硬化處理技術 

  12、矽鋼片沖黏技術 

  13、光學 3D足弓壓量測技術 

  14、電化學加工技術 

  15、精微零件之高效率熱處理模組設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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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產業 

    金屬中心將多年累積的技術能量服務更多業者，透過與相關公協

學會的交流互動，建立交流與分享平台，可適時成為產業技術後盾，

增加產業國際競爭力。長期合作之相關公協學會例舉如下： 

1 鋼鐵公會 13 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 

2 機械公會 14 台灣風能協會 

3 模具公會 15 中華民國檢測驗證協會 

4 手工具公會 16 台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

產業發展促進協會 

5 螺絲公會 17 台灣再生能源憑證產業發展與

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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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機電子公會 18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7 航太公會 19 台灣食品產業智動化協會 

8 台灣銲接協會 20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9 台灣鍛造協會 21 台灣電路板協會 

10 彰化水五金協會 22 三維列印協會 

11 台灣輕金屬協會 23 台灣鑄造學會 

12 台灣馬達產業協會 24 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 

（四）服務窗口及 LINE 諮詢專線 

 

為提供無國界服務及有效提升聯繫品質，特開設此 Line@諮詢服務專

線，歡迎搜尋 Line ID：「@tw.MetalTech」或掃描 QR code，以獲得

專業回覆。 

LINE 專線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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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8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例假日及國

定假日全日不提供服務，倘因 LINE 無法使用，亦可透過 e-mail 進行

諮詢：b101268@mail.mirdc.org.tw 或致電：+886-7-351-3121*2341。 

相關技術內容及成果展示也可透過金屬中心之社群媒體查看更

多最新資訊。 

 

  

mailto:b101268@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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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僑臺商金屬產業技術服務專區 

    金屬中心已建置「全球僑臺商金屬產業技術服務平臺」專區網頁

https://www.mirdc.org.tw/Directory.aspx?ID=51a3fb24-2b24-4e7d-b6e3-

3d3ae1c198b4，歡迎多加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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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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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僑務委員會

於 4月 16日舉辦「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交流會，

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紡織所、藥技中心、

金屬中心、塑膠中心、中華電信與設計研究院等 11 家研發機構，以

及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界華商經

貿聯合總會等僑臺商會代表，共同研商並促進僑臺商與臺灣研發機構

對接合作機會。 

    童振源首先指出，今天交流座談匯聚全臺灣各部會最重要的研發

能量，是名符其實的國家隊。臺灣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3.11%，居世

界之冠，今年更預估會達到 4.64%；根據昨天行政院院會國發會的報

告顯示，不論是出口、景氣燈號皆突破近年紀錄，甚至創下歷史新高，

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研發能量。 

    「沒有研發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競爭力！」童振源強調，

臺灣在經濟成長率中，研發佔 GDP 比重為 3.5%，是全世界第三大投

資研發國家，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大創新國。 

    因此，為了發揮臺灣的技術研發優勢，僑委會與臺灣各大研發機

構共同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能結合臺

灣研發能量，幫助海外 4萬多家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也運用海外僑

臺商網絡、生產基礎及人脈，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單位開拓國際市場，

共同開創互惠雙贏的局面。 

    童振源表示，為了串聯臺灣研發機構與全球僑臺商鏈結合作，僑

委會將扮演槓桿支點角色，提供系統性資訊彙整，建立單一數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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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由各研發單位彙編服務手冊，包括介紹各研發機構、服務項目

和重要成果展示，並結合臺灣產業鏈，讓臺灣企業與臺商有更多元的

交流合作。 

    此外，透過線上直播方式，讓全球臺商感受臺灣研發能量，進行

雙向對話；並安排與研發單位參訪與媒合，具體擴大研發成果，將其

國際化、產業化；更結合海外 3,274 位僑務榮譽職人員及 2,676 個

僑團組織等僑胞能量與網絡，協助研發單位走向國際。 

    交流會中，11 家研發機構分別介紹各單位服務內容，同時在活

動現場設置展示攤位，讓僑臺商更了解各研發單位的優勢與能量。透

過今日僑臺商與研發機構的交流互動，促進對接合作商機，期盼未來

持續發揮臺灣優勢，協助全球僑胞茁壯發展，也運用全球僑胞能量壯

大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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