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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5 月第 501 期產業經濟摘要】2023/5 

 機械設備製造業之現況與展望 

一、產品分類與範疇 

  機械設備製造業主要分為三項細項產業，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

造業、專用機械設備製造業以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其中金屬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俗稱工具機，又稱為機械之母，當機械設備景氣上

揚，對工具機的需求亦隨之增加。 

二、國際市場概況 

  日本市場方面，2022 年上半年由於全球經濟仍維持成長加上全

球半導體業者大幅提升資本支出，帶動 2022 年日本機械業訂單持續

成長，年成長達 9.07%。中國市場則因 2021 年第四季中國恆大地產

財務危機，衝擊整體房市，導致 2022 年第一季中國經濟成長力道明

顯趨緩，並造成 2022 全年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皆處於榮枯線

50 之下。再加上 2022 年 3 月中國多個城市因新冠肺炎疫情採取嚴格

的防疫管制措施，尤以上海封城造成諸多產業出現供應鏈斷鏈危機，

企業被迫停工停產，對相關機械設備採購需求亦明顯萎縮。2022 年

1-9 月機械設備業銷售總額，年衰退 0.4%；利潤總額則衰退 4.4%。 

三、國內市場概況 

  2022 年我國製造業生產指數受惠於 5G、物聯網、高效能運算、

車用電子等拉貨量能依舊暢旺，年增率仍維持前一年成長趨勢，帶動

機械設備業內需市場。但在外銷市場方面，受到中國、美國以及歐洲

等地因經濟成長放緩，進而降低設備的採購規模，導致 2022 年 3 月

起我國機械外銷訂單（以美元計價）開始呈現衰退局面，加上日韓等

主要競爭國家的匯率貶值幅度更高於新台幣，皆不利於我國機械設備

製造業的銷售表現。2022 年銷售值年成長僅 4.02%，相較 2021 年的

年成長 24.46%明顯趨緩。本產業進口市場在台積電擴大投資及台商

回流，對機械設備需求攀升，進口值大幅成長 15.14%。而出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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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受到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以及 3 月起中國部分城市實施動態清零

措施，降低對機械設備的進口採購，不過 2022 年上半年美國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仍維持在榮枯線 50 之上，因而擴大機械設備的採

購，且全球供應鏈重組，許多國際製造業者前往新興市場投資設廠，

因而提高機械設備需求，出口值年增 7.53%。 

四、台灣機械產業面臨的機會挑戰 

  為了鼓勵台商回流投資，政府推動「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政策並

延長至 2024 年，國內市場對機械設備的需求將進一步擴大，有助於

機械設備業的內銷表現。另在淨零碳排的趨勢下，台灣機械公會成立

「機械業淨零永續推動委員會」，督促廠商致力研發低碳的生產設

備，除可協助機械業者的產品升級，並能獲得設備的汰換商機。 

  但受到高通膨的壓力、主要國家紛紛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及美國大

幅度息，造成企業的融資成本增加，影響製造業廠商的投資意願。加

上中國持續推動雙循環經濟1，其所產生的進口替代，以及中國機械

業的低價搶占市場，RCEP 實施後日韓在東協市場的威脅加大，皆不

利我國機械設備業的訂單表現。 

五、未來展望 

  展望 2023 年，全球經濟成長明顯趨緩，全球製造業廠商投資活

動將轉為保守，美國加速升息引發亞洲各國匯率走貶，將造成東協市

場降低機械設備的進口採購，不利我國機械設備製造業的外銷表現。

國內市場則因我國經濟成長表現，恐受到全球經濟疲弱影響，衝擊製

造業致生產指數和外銷訂單恐將下滑，造成國內市場對機械設備的需

求減少。不過受惠於台商回台投資案件及投資規模不斷增加，對機械

設備需求有所助益，2023 年本產業整體生產值將呈現明顯微幅衰退

態勢，依據工研院預估將年減 3.9%。 

                                                 
1 雙循環概念是以中國國內「內循環」為經濟主體，以內部需求作為中國經濟主要支撐，對外的

「國際循環」變為輔助性質，有別於內地改革開放後，靠國外的投資、技術，在國內生產貨品

到外地的對外經濟模式，內循環的運作模式是從原料、技術、生產以至銷售都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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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業觀察要點 

  本產業觀察要點須注意廠商對主要原料掌握能力以及下游產業

興衰、各出口國經濟狀況、匯率變化等對廠商之競爭力與獲利的影響。 

 無人載具穿梭雲間，引領我國航太產業啟航 

  無人機泛指沒有駕駛員在飛機上駕駛的飛行器。常見的無人機類

型有：定翼型、單旋翼與多旋翼三類，而隨著滯空時間、航行距離與

酬載能力的不同，各有適合執行的任務。無人機已能夠高度地自動

化，操作者大多時候不必控制，僅需要在必要時介入操控。 

  無人機產業的上游包含結構件、動力、通訊、感測、圖像、飛行

控制系統。中游分為硬體、軟體及服務供應商。下游主要為公部門，

以及運輸、電信、農業與娛樂應用端。 

  無人機相對民航機載人執行任務時，擁有較低的設備製造、維

護、作業與時間成本的優勢，加上具備高機動性與安全性，提高了無

人機服務的市場性。而無人機產業的高值化不能只仰賴硬體製造與軟

體研發，還需要讓衍生的服務提升本產業的價值。 

  在完善無人機產業的發展上，108 年 6 月 1 日實施《無人載具科

技創新實驗條例》，讓擁有創新技術的業者可以在安全場域內測試包

含無人機在內的交通工具。而 109 年 2 月 28 日實施《國防產業發展

條例》，提供補助、投資或技術授權，以供應國軍需求並輔導廠商拓

展海外市場，而軍用規格的無人機、相關零件與軟體即為條例列管的

軍用產品。 

  我國無人機產業處於起步階段，無人機製造業者尚無法單獨仰賴

銷售無人機產品達成獲利。因此我國在嘉義設立無人機產業園區，讓

廠商得以共同運用公部門研發設備，聯合購置零組件產品，降低成

本；且釋出大規模國防訂單，創造無人機的需求，同時工研院與中科

院提供技術支援，讓業者取得無人機量產製造實績與技術，以便後續

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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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發展無人機產業的機會如：俄烏戰爭推動政府建置無人機生

產量能、業者打造自主供應鏈爭取國內外公部門訂單、具備多數零組

件製造與量產實力。但另一方面，我國要發展無人機產業也擁有如下

之挑戰：缺乏重要原物料、系統整合與關鍵零組件製造能力等問題尚

待克服，而民用產品市場競爭激烈、公務及國防產品需留意訂單延續

性。 

  全球無人機市場在 2022 到 2027 年的年均複合成長率約 7.9%，

2027 年市值約 383 億美元。以未來成長性來看，無人機突破陸地疆

域的限制，能夠快速地將貨物送至人口稀少的山區及離島，擁有時間

及成本效益。此外，無人機被視為能提升城市間人員與貨物運輸效率

的解決方案，同時又有助於城市交通系統達成淨零碳排的目標，因此

無人機運輸被視為最具未來成長性的市場應用之一，並且受到交通與

物流產業的關注。 

 工業電腦製造業 

  隨著產業數位轉型趨勢，工業電腦的應用持續擴大至各領域中，

使得產品與服務達到數位加值之效。此外，疫情解封商機，也帶動本

產業市場表現。不過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尚存、通膨與升息等因素持續

影響全球經濟，造成部分客戶拉貨轉趨保守，2022 年第四季起，國

內工業電腦製造業景氣呈現成長微幅趨緩態勢。 

  近年來因國際供應鏈不暢通，加上疫後全球經濟逐步復甦，各領

域未來應用發展看好。因此我國業者持續優化國內產線，並擴大海外

產能布局，以搶占市場先機。 

  部分廠商為了因應在地化生產趨勢等總體環境變化，加速智慧工

廠布局，透過邊緣與雲端運算的整合，有效管理各地工廠產能，以達

生產綜效。而大量的邊緣運算需求，將強化工業電腦搭載在各項設備

與裝置上的市場需求。 

  各國全球淨零碳排腳步加速推進，而透過人工智慧、物聯網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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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技術，有效追蹤、分析、管控，以達到減低碳排的目標。在 ESG

領域的應用需求，也將驅動工業電腦擴大推動各種解決方案，開創營

運成長的新動能。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2021 年貨櫃航商迎來產業旺季，遂向船廠下訂貨櫃輪訂單，全

球造船產業的新接訂單量與手持訂單量大增。2022 年全球貨品貿易

量能下降，航商下訂的新船數量減少，造船產業的新接訂單量減少。

而韓國造船工人罷工，中國境內多處疫情反覆爆發，影響造船企業生

產量能，2022 年全球造船產業的造船完工量下降、手持訂單量增加。 

  我國造船產業 110 年產值下滑、111 年產值上升。由於商船製造

的利潤較差，我國造船產業遂投入利潤較佳的軍艦製造業務。在國軍

已對外招標的造艦與船體提升計畫當中，我國造船產業在船體建造標

案，一共得標約 398.7 億元，為本產業挹注營運成長動能。 

  展望未來，國際間大型造船廠的訂單能見度已看到 2025 年，預

期雙燃料貨櫃輪與散裝輪需求能為本產業挹注營運動能。同時，LNG

運輸船也為本產業帶來明確的成長量能。惟需留意全球市場能否消化

增加的供給量能，並將船價維持在較高的行情，進一步改善船廠的財

務表現。 

  國內市場方面，國軍仍有建造計畫需待完成招標或取得預算。惟

我國業者雖然擁有大規模的訂單與國防單位的技術支持，但仍需留意

產品能否如期完成驗收，以及訂單延續性。 

  國內造船產業除受惠於國艦國造業務，領導廠商 112 年第三季前

擬交付 4 艘 3,000TEU 級貨櫃輪予萬海航運，下半年另有首艘國內自

建的離岸風電工作船擬交付予風電工程子公司，故預期未來三個月我

國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的景氣將呈現小幅成長的格局。 

 



 6 

 觀光產業 

  我國觀光產業由「住宿業」、「旅行及其他相關服務業」及「娛樂

及休閒服務業」項下之「遊樂園及主題樂園」三個子產業組成。2022

全年及 2023 年 1~2 月我國出入境人數呈倍數成長，帶動觀光產業復

甦，惟仍不及 2019 年疫前水準。儘管原物料、人力及國際運輸成本

上漲，推升整體出遊費用，可能壓抑部分國內外旅客出遊意願，但考

量民眾積壓許久的旅遊需求，再加上各國多已完全解封，預估 2023

年出入境人次將有明顯成長，並間接帶動觀光相關產業的營運表現。 

  由於我國直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才開放旅行業者海外帶團業務

及外國旅客訪台，使得業者於疫情期間多轉向國內旅遊發展。2022

年我國旅行業銷售額達 88.99 億元，年增率為 68.53%，主要因第四季

出入境限制解除，出國旅行團、外國旅客數量皆有所增長，挹注本產

業復甦力道強勁。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因素逐漸淡化，住宿服務業

銷售額及住用率明顯回升，2022 年我國住宿服務業銷售額達 1,513.39

億元，年增率 19.87%。2023 年 1~2 月我國整體住宿服務業銷售額已

達新臺幣 287.72 億元，年增率 13.39%，而觀光旅館住用率則由 2022

年的 47.49%上升至 55.32%。不過隨著大型企業集團持續看好我國旅

遊商機而投入住宿產業，住宿服務業者將面臨更高的競爭壓力。 

  2022 年下半年國旅興起，帶動國內各旅遊景點到訪人次從 2021

年的衰退轉為雙位數成長，全年遊客共計有 2.74 億人次，較 2021 年

成長約 29.95%。2023 年 1~2 月國內觀光遊憩據點共計有 0.84 億人次

到訪，年增率 81.51%。而遊樂園及主題樂園則受惠於 2022 年 7 月的

悠遊國旅政策，於暑假期間吸引大量遊客到訪。據觀光局表示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22 日期間，有超過 130 萬人次使用入園優惠。 

  隨著民眾生活已漸回復常態，雖目前通膨壓力仍高，將可能壓抑

觀光產業復甦幅度，但預期在業者持續多角化經營發展下，仍可望推

升整體銷售額表現。儘管 2023 年我國觀光產業受惠於國門開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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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旅客和出國民眾人數明顯成長而穩健復甦，考量目前中國及我國尚

未互相開放遊客通行，將壓抑整體觀光業營運表現之成長幅度。另雖

業者已祭出加薪等條件吸引人才加入，但考量本產業勞動力需求大幅

回升及新鮮人求職取向，仍可能因人力不足而影響營運表現。 

 額外一級資本債(Additional Tier 1 Capital Bonds, AT1) 

  額外一級資本債(AT1)是應急可轉債 的一種，根據應急可轉債的

產品結構，沒有到期期限永續債稱作 AT1 債券，而期限大於 5 年

但並非永續的則稱作次級資本債(Tier 2 Capital Bonds)。 

  從債務人(金融機構)的角度來看，AT1 債券通常由銀行和金融機

構發行，用於補充金融機構資本金額。但當金融機構出現危機，資本

適足率大幅下降至某一特定水準時，便能將發行之 AT1 債券轉換為

普通股，增加銀行第 1 類普通股權益資本，來達到提升吸收損失能力

的目的。另依契約條款內容調整 AT1 債券的本金全部或部分減記，

以降低銀行負債規模，並提升償付能力。此外，也有將 AT1 債券比

喻成銀行所購買的保險，平時由銀行繳保費給債權人，但當銀行遭到

清算時，便可以透過 AT1 債券將風險轉嫁給投資人。 

  而從債權人(投資者)的角度來看，AT1 債券具有較一般公司債更

高的利率和期限，但因其可轉換性，且債券轉換的決定權取決於債務

人而非債權人，因此潛在的投資風險相對較高。一般而言，債券持有

人的清償順序應高於股東，因此大部分傳統的 AT1 債券也是當銀行

倒閉清算，才有可能減記為零。但在此瑞信事件中，瑞士政府同意註

銷一批瑞信發行且價值 170 億美元的 AT1 債，所以瑞信在還保有部

分股東權益的情況下，AT1 優先被全額減記，造成持有人損失，此舉

引發全球各地投資人對瑞士政府的訴訟，也連帶影響到歐洲其他銀行

的 AT1 陷入拋售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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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分身(Digital Twin) 

  數位分身(Digital Twin)之概念最早起源於 2002 年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 Michael Grieves 教授在其產品生命週期管

理(PLM)課程演講中所提出之理想概念，並於 2014 年在其所撰寫的

「Digital Twin: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through Virtual Factory 

Replication 」白皮書中進行了詳細的解釋。 

  數位分身為現實世界的物理實體（例如人、商品、流程或整套系

統）在數位平台上的虛擬分身，透過真實世界的實體系統蒐集資料，

企業可根據數據進行分析、預測，甚至可以在數位環境下進行各種情

境的模擬與測試，可透過預防方式介入，以防患未然。 

  數位分身最早應用於航太產業，業者透過虛擬情境的模擬測試，

提早因應或規避各種危險、提高飛航安全。以波音為例，由於飛機造

價高、交期長，所有零件設計、製造環節高度複雜，皆須通過國際適

航標準的檢驗，飛機由製造到交貨過程，牽涉流程複雜，而波音過去

歷經多次延遲交付經驗，因此採用了數位分身技術，在虛擬空間建立

真實飛機的模型，利用感測器與飛機真實狀態同步擬真，在每次飛行

後，將採集到的各種數據，透過物聯網傳送到飛機的數位分身，即時

分析評估是否需要維修或調整，藉此優化飛機性能、改進設計，並減

少故障率。 

  近年隨著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以及各類感測器硬體運算功

能的普及與技術提升，數位分身漸漸導入於製造業、無人車、健康醫

療、建築、能源、電玩娛樂、智慧城市等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