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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的話
 Magistrate's Notes

苗栗縣縣長

為了完成打造苗栗幸福城的願景，讓鄉親們能夠「安居樂業」是最基本

的標準，也是耀昌在從政服務數十年的歲月裡，從未改變的職志。經濟發展

關係人民生計，是營造優質生活的重要指標，而工商產業更扮演相當關鍵的

角色。當產業能夠持續繁榮成長，才能帶動經濟活絡運轉，進而創造更多的

就業需求，才能讓鄉親擁有充裕的生活收入，給予人們富麗樂活的未來希望。

苗栗縣基礎設施齊全，擁有便捷的交通與勤奮優質的勞力，能夠提供投

資設廠者充沛的生產需求，也吸引許多外商公司前來本縣設廠，投資成果深

獲外資肯定。然而，產業發展攸關民生經濟甚鉅，為了加強招商投資，耀昌

就任縣長之後第一要務就是規劃成立「苗栗縣政府招商服務馬上辦中心」，

編制專人輔導招商投資及民眾申請案件，全程提供最有效率服務。自 104 年

2 月成立以來，已經協助上百家企業投資設廠，金額超過 800 億元以上，創

造超過 9000 個就業機會。

縣府日前進一步首創「工商簡政便民 10 項一日核發措施」，實施後執

行率達到 91％以上，對招商推展將有更大助益。此外，縣府持續舉辦就業

博覽會活動，除了讓苗栗子弟有更多元化的就業機會，更是為有人才需求的

產業提供服務，每一場次都能吸引數千位求職民眾參與，讓本地產業能夠就

近找到優秀的人才。

面對百倍速變化的時代，經濟環境發展瞬息萬變，經營者所面臨的課題

不再只有資本的投注與運用而已，更需要著眼於知識經濟、產業管理與技術

提升，才能夠站穩腳步、永續經營。除了引進高科技產業帶動經濟發展外，

縣府團隊同時積極推動產業升級與創新轉型，透過每年舉辦的 SBIR 計畫，

輔導中小企業進行技術與服務的創新研究，期待能讓苗栗成為商業、科技與

人才兼備的核心城市。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廣泛結合現代科技運用，邁向更精準、

更有效率的智慧化的生產，已經成為全球產業的共同目標。面對這個以「工

業 4.0」概念為標準的產業轉型新浪潮，苗栗也陸續有業者迎頭趕上進行製

程升級，甚至針對工業 4.0 的應用趨勢設計產品，搶先一步佔領未來商機。

衷心期待全體鄉親能夠一同來耕耘《苗栗工業 4.0》的園地，我

們將扮演縣府與產業界、學術界的溝通橋樑，同時讓鄉親瞭解縣府推

動產業經濟成長的用心與努力，攜手迎向未來的繁榮興盛，共同擘建

苗栗幸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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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工業革命

第二次
電力革命

第三次
數位化革命

工業 4.0

蒸汽時代

電機時代

數位化時代

智慧化革命

苗栗X工業 4.0

1785 年

1880 年

1990 年

2011 年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目前產業趨勢皆朝向工業 4.0 發展，近幾年來，苗栗也跟隨這波世界脈動，

推展整體產業的向上提升。 

工業 4.0（Industry 4.0），簡言之是以人工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整合並突破

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稱為第四代工業革命。

英國瓦特發現蒸氣動力，開啟人類第一次的工業革命，將

生活方式從自然動力提升為機械動力，產生了「機械工程」。

法拉第與愛迪生相繼發現了電磁共生現象與電燈，把蒸氣

動力進化至電氣動力，被稱為工業自動化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電子工程」與「資訊工程」進駐，邁入資訊

化生活。

德國為提升國內經濟，推出各項政策，

產生劃時代的工業 4.0。

但是，究竟什麼是工業 4.0 呢？

隨著三次工業革命，人類的知識不斷提升，

開始思考如何讓機器也能像人類一樣，運用人工

智慧解決問題、完成任務。

西元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大大減損全球經

濟，德國於 2011 年提出提升國內經濟之政策，在

時代推展下誕生的工業 4.0，也稱為智慧化革命。

苗栗產業全面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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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
生產

客製化

大數據

自動化

物聯網

監控設備
人工智慧

環保綠能

工業4.0

1
2
3
4
5
6
7

客製化與可重購的生產系統

透明化的生產流程

監控設備的系統

具備自決策的自動化

整合市場與供應鏈資訊：大數據

智慧化營運與維護管理

環保綠能

系統監控

Critical thoughts 
關 鍵 新 思 維

德國結合自身在製造業的領先優勢，創新改

革的目標集中在智慧化工廠與智慧化生產流程方

面，包含以下幾點：

德國提出的工業 4.0，以美國 2003 年提出

的虛實系統為基礎，其技術與應用層面更深更

廣，核心價值為使用超級電腦（supercomputer, 

SC）的強大硬體支援，處理企業整合所產生的大

數據（Big Data, BD），再利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 CC）處理龐大資訊，此一技術正不斷

精進中。借助超級電腦的力量，不僅使人工智慧

機器發展自發性學習技術，更讓企業資訊達到全

面性的垂直、水平整合。　

工業 4.0 強調迅速、精實的生產，也就是所

謂的即時生產系統（Just in Time, JIT），但它

其實是一種觀念，強調運用可不斷改善過程的技

術，「在市場需求帶動的物料供應鏈上，找出生

產價值」，而這點須建立在雲端處理的大數據必

須精準，讓工廠順利進行生產。

除了技術方面，工業 4.0 也傳達環境保護的

觀念，除了鼓勵綠色製造市場應採用人工智慧系

統，也強調全球企業應發展省能系統，以防地球

環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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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縣政府每年舉辦的「地方產業創

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為鼓

勵中小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研發，以協助縣內

經濟發展的一項計畫，以期提升產業的競爭

力，105 年度已有 20 家通過審核，正積極

研發新技術。

隨著產業技術不斷升級，工業 4.0 正為

我們的生活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可預見未

來人類將活躍於科幻電影的場景中，智慧化

生活將不再是想像，更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自動化

系統監控

客製化

互聯網

認識完工業 4.0 基本概念後，將鏡頭拉回苗

栗在地產業，正與世界接軌中。其中，以「台灣

保來得」為首的粉末冶金產業群聚，力求創新、

轉型，如今「台灣保來得」工廠已全面採用智慧

化監控系統，帶動粉末冶金產業整體的提升 ( 見

本期10-13頁)；被譽為苗栗之光的「恆智重機」，

以智慧化自動生產，為客戶量身訂做的客製化系

統，海外訂單源源不絕 ( 見本期 14-17 頁 )。

此外，位於苗栗中興工業區內的「合馬家具

有限公司」，經營 DIY 組合家具，採用虛擬網路

販售。除了自家網路行銷，另透過各大知名網路

銷售平台銷售，如PChome、momo、Yahoo……等，

運用互聯網的網路共享模式，使串連的龐大網路

提供即時訊息傳遞與反應，瞬間顛覆傳統商業模

式，整合實體與虛擬，與客戶即時互動、即時解

決問題，有效將庫存量縮減，以提昇商品周轉率，

更加速資金的活用度，總經理羅彬豪說，比起之

前的實體販售，互聯網的經營模式，讓作業流程

更順暢、便利，不僅增加員工的工作效率，並有

效提升公司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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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oughts 
關 鍵 新 思 維

苗栗產業過去、現況與未來

專訪苗栗工業會理事長─何川澤

苗栗除了豐富的在地人文與風景秀麗的好風光，更有著活絡多元的產業，一同在這塊土

地上遍地開花。憑藉工業 4.0 的驅動力，現正持續加速前進中 !

網路時代下，物聯網已是今日顯學，現正迅

速推展中，未來涵蓋日常生活所有層面，包含家

電用品、汽車、辦公室……等等都能網路連線，

並運用即時數據，主動提供我們必要的資訊，這

樣的生活彷彿重現科幻電影中「人工智慧」的場

景，人類文明再度大躍進。

由 e 化（electronic）走向 i 化（intelligence）

時代，縮短企業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邁入全球化

快速變遷時代，工業巨輪也不停轉動著，進入工

業 4.0 劃時代的一頁。這樣的時代演變，為人類

帶來全面性的影響，也改變企業的經營策略，牽

一髮而動全身，如同蝴蝶效應般，牽動全球的整

體經濟與環境，企業必須加快腳步，追上這波時

代潮流。

苗栗縣工業會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成立迄今，已邁入四十多個年頭，擁有苗栗 5

成以上的企業會員，企業界積極學習、向上提升

的程度，在全台名列前茅。

因應環境變遷而變革、成長，並致力於連

結與協調各項產業，增進共同利益，尋求技術的

創新與推廣，努力扮演政府與民間企業溝通的橋

樑，開辦企業經營管理課程，並舉辦政令宣導講

座，輔導企業如何因應政府政策，工業會也不斷

調整並擴充服務內容，讓苗栗在地企業能充分掌

握時代的脈動，促進縣內經濟發展。
█ 苗栗縣工業會理事長 - 何川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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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產業過去、現況與未來

陶瓷產業話今昔

苗栗本地擁有品質極佳的陶土，可燒製中、高溫

的石陶器，又盛產天然瓦斯，提供燒陶時的燃料，陶

瓷產業因此逐漸興起，與新北鶯歌陶瓷並列為台灣兩

大陶瓷重鎮，發展出繁榮的陶瓷產業，擁有全台首屈

一指的高品質。

民國 70 年代，縣內的陶瓷廠商多達 300 多家，

發展至今雖因產業外移等種種因素，已不如過去興盛，

民國 89 年，在苗栗縣政府、經濟部、工研院等各單

位的輔導下，苗栗的陶瓷廠漸漸從傳統產業轉型為觀

光工廠，融合陶瓷技藝與美學，讓陶藝產生附加價值，

從而達到以下各項目標：（續接下頁）

Ceramic industry

粉末冶金群聚
活躍苗栗

綜觀苗栗產業，除了發展高科技產業的銅鑼、竹南

科學園區，早期受惠於縣內天然氣的豐沛產量，提供有燃

料需求的產業良好的環境，如：陶瓷業、玻璃業，皆在苗

栗蓬勃發展，另有一項重點產業─粉末冶金，憑藉在地天

然氣的優勢，於日治時期吸引日本保來得在苗栗設廠，成

立台灣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以此為起點，粉末冶金產業

因此在苗栗深根、茁壯，之後歷經擴增與轉型，在苗栗各

地開枝散葉，逐漸形成粉末冶金的產業聚落群，占全台產

值的 85% 以上。

其中，台灣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憑藉單一廠區的產

值，躍升為世界第一，而因為粉末冶金產業勞力、資本密

集的特性，在其它開發中國家較難生存，成為台灣最具代

表性的優勢產業之一。

Powder metallu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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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oughts 
關 鍵 新 思 維

 陶瓷產業話今昔

1. 傳承：苗栗擁有許多陶瓷工藝師傅，傳承

發揚傳統手藝，並提供大型陶藝教室及產

業經營之完整設備場地繼續生產運作。 

2.薰陶：以最平價、基礎方式，提供孩童教材、

捏陶、壓模、彩繪、拉坏……等活動，使

任何人可以感受泥土與手做溫度，從中陶

治性情。 

3. 揚藝：提供對陶藝有興趣之人士一個展示、

觀摩、創作、研討與交流的空間，使生活

藝術化、藝術生活化。 

4. 再生：振興產業並結合文化、藝術、農

業……等地方特色產業，發展教育、休閒、

觀光與藝術創作等多功用之特性，使陶瓷

工藝流傳到每個角落，並將之散播到國際

為發展苗栗陶瓷產業，縣府同時成立技

 觀光產業百花盛開

除了粉末冶金、陶瓷產業，縣內依山傍

水，觀光資源豐富，南庄、三灣、獅潭……

等區各有特色，吸引如織遊客，觀光產業發

展蓬勃、商機無限。

因應在地人文與自然環境，規劃出苗栗

在地小旅行，內容豐富多樣，深度與知性兼

備的觀光之旅，吸引許多人參與，同時帶領

旅客放慢腳步、放下城市喧囂，深入認識苗

栗在地文史，充分感受自然與人文氣息。

其中，地處縣內一南一北的三義鄉、南

術團隊，借助產、學、研顧問專業，為其規

劃未來藍圖。在縣府的積極輔導下，苗栗傳

統的陶瓷產業力求創新與永續發展，因此發

展出嶄新風貌，逐漸轉型成文創產業，舉辦

各項陶瓷活動與競賽，帶動陶瓷產業整體上

揚，也讓更多人見識到苗栗陶瓷之美。

苗栗陶瓷產業在轉型的道路上，也借助

經濟部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隊的工研院，以

及苗栗各大專院校，如：聯合大學、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等研發資源，組成服務團隊，按

照產品的價值鏈，成立特色產業群聚（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透過一條龍技術，以

及導入商業創新模式，整合政府輔導資源，

加強陶瓷產業的研發與升級。團隊並透過創

意坊，以刺激源源不絕的創意，並促進研發

聯盟的商機媒合。

Ceramic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庄鄉，將慢城理念發揚光大，落實國際慢城

的生活理念，符合「國際慢城」各項指標，

雙雙於民國 105 年通過「國際慢城」認證，

提升苗栗的國際能見度，更吸引全球民眾的

目光，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而營造的慢

城氛圍，更使遊客駐留時，能充分感受苗栗

在地的「慢食、慢遊、慢活」的慢城文化風情，

並進一步帶動苗栗在地產業，如：農業、工藝、

文創、餐旅等產業整體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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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產業升級

苗栗擁有山明水秀的風光，以及多樣化的地方產業，如：

木雕、陶藝、農產、茶葉……等，休閒產業也相當興盛，無

論是逛老街、泡溫泉、遊客庄、趣工藝……等各項主題之旅，

應有盡有、包羅萬象，每每令旅客意猶未盡。此外，苗栗擁

有傲視全台的工業─粉末冶金產業群聚，創新技術不斷精進、

整合。種種多元豐富的內容，在苗栗這塊土地上開枝散葉、

繽紛燦爛，使人留連忘返。

在既有基礎上，作為苗栗產業的幕後推手，苗栗縣工業

會未來也將持續以優質的教育訓練、專業的諮詢服務及多元

講座，輔導各項產業，期望讓苗栗產業不斷茁壯、成長，與

縣府、產業共同努力，再造苗栗新氣象。

Local industry

█ 工商參訪

█ 工商參訪

苗栗縣工業會檔案
一、沿革、宗旨

苗栗縣工業會依據工業團體法之規定，現會

址座落於苗栗市文聖里文發路 833 巷 77 號。為

業界提供服務的堅固基礎，朝向卓越、效率、落

實的目標上擴大發展。 

二、組織：

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社團法人，依組職

章程本會設理事十五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五人組

織監事會，分別司理會務、監察等工作。

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決策機制。服務機制另

設有中小工業服務中心及貿易救濟小組等附屬單

位，提供轄區內企業最高品質的服務。

三、訓練政策：

1. 貫徹人才培訓強化勞工智能

2. 推展深耕學習永續經營

3. 研發創新重視訓練品質

4. 提昇企業競爭力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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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界的隱形關鍵

台灣保來得
說起苗栗的關鍵工業，隱形冠軍─台灣保來得，

可說是全台粉末冶金產業界的龍頭。在苗栗深耕已 50

年，究竟台灣保來得是如何發跡？故事得從建廠時代

開始說起。

約莫 50 年前，日本保來得相準苗栗豐沛的天然

氣資源，配合台灣工業需求，選擇在此設立台灣保來

得股份有限公司。

在苗栗打下基礎後，台灣保來得在本地股東投資

下，逐漸站穩腳步，並逐年壯大。台灣保來得總經理

─朱秋龍也在公司成立後的第六年加入，在他的帶領

下，如今的台灣分公司規模已超越日本母公司，成為

領先保來得集團的強大分支。

1968

1980

創立於苗栗縣頭份鎮

1993

1998

2000

成立歐洲保來得責任有限公司(巴黎)

成立美國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底特律)

1990 進入全國500大企業

苗栗頭份微小含油軸承專業廠落成

東莞大朗保來得粉末冶金廠量產

成立美國傑佛遜工廠成立(密蘇里州)

通過德國Daimler-Chrysler汽車廠認證，成為T1供應商

竹南行政大樓暨新廠房完工

亞洲粉末冶金協會創始會員

IC 2廠擴建

2002

2006

IC 1廠竣工

固態燃料電池連接板(IC)量產

竹南第六廠竣工

2010

2016

2017
成立印度保來得公司 (Pune普那)

2008

2012

2005

中華民國粉末冶金協會創始會員

1987 成立研究開發部

台灣保來得大事記

█ 汽車傳動零件

█ 汽車高階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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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1968 年

總 經 理：朱秋龍

主要產品：汽車高階零件、SOFC 固態氧化物燃

料電池連接板。

榮  譽  榜 ：美國金屬粉末工業聯盟 (MPIF) 世界

粉末冶金設計獎首獎、中華民國粉

末冶金協會創新獎、中華民國第一

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優等獎、

經濟部進出口績優廠商前 500 名、

績 優 前 500 大 進 出 口 廠 商、 國 家

產業創新獎績優創新企業獎、德國

Schaeffler 頒發年度優良供應商、

Brose Group 年度優良供應商。

一分鐘了解 台灣保來得

█ 績優創新企業 - 台灣保來得

無所不在的關鍵零件

一般人對台灣保來得的印象十分模糊，實

際上它的產品就隱身在我們生活周遭，並且隨

處可見，包含交通運輸、家電用品、3C 電子產

品，諸如：汽車、冷氣機、電風扇、智慧型手

機……等內部結構，由台灣保來得的高階零件所

組成，它同時也是美國、日本、德國等國的汽

車零件供應商，如德國生產的保時捷、Audi、福

斯、BMW、賓士…等車系的粉末冶金零件，使

用多種台灣保來得的產品，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工業 4.0 ─智慧化工廠，24 小時不間斷

早在二十年前，台灣保來得就已轉型為工

業 4.0 的智慧化與自動化生產線，啟用夜間無

人成形機、微小軸承工廠。每當深夜時分，眾

人皆睡它獨醒，24 小時不間斷的智慧型全自

動工廠，近二十年來，引自歐美多種設備。朱

秋龍說：「我們工廠有個好處，就是與全球同

步連線，採智慧化偵測系統，一出現狀況立刻

排除，現場人員就能即時順利運作，不會將時
█  全球同步連線 - 智慧化偵測系統

如德國生產的保時捷、Audi、福斯、BMW、賓士…等車系的粉末冶金零件，使用多種台

灣保來得的產品，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 汽車傳動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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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耗在那裡。」

運用高科技智慧系統，台灣保來得一個月

曾產出兩億件的含油微小軸承，迅速交貨的高效

率，將產能拉到極限。

除了機台，模具更扮演著重要角色，台灣保

來得幾年前大量引進德國、瑞士先進設備，務求

模具設計零缺點，智慧化的製程，使產品良率近

乎 100% 的水準，並開始接下高難度訂單。朱秋

龍強調，將產品做到近乎苛求，靠著老客戶的忠

誠度與口碑行銷，使其在全球粉末冶金界佔有舉

足輕重的分量，成就今日的台灣保來得。

台灣保來得綠能產品，深獲美國信賴

現今能源偏重石化燃料，全球原油平均開

採年限僅約 40 年、天然氣約 60 年。面臨能源

耗竭，如何節約、提升能源使用率，是現今能源

科技的一大課題。

台灣保來得跟上時代脈動，為全球能源困境

努力，研發低汙染、高效率的綠能─ SOFC 固態氧

化物燃料電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用連接板。

工廠內，機械手臂 24 小時不間斷運作著，在

粉末冶金的製程下，誕生一塊塊扁平的金屬連接

板，它就是使用於SOFC，於2010年正式進入量產。

身為綠能產品，SOFC 擁有 50-90% 的電能轉

換率，超越太陽能發電平均 20% 的轉換率。將近

一台轎車大小，就能產生 500 千瓦的電能，可供

應一座工廠用電量，並且在廠內即時運作、即時

供電，靈活又便利。朱秋龍說：「我們擁有粉末

冶金的基礎，因此在 SOFC 連接板的研發技術上而

言，可說領先業界，美國許多公司廠商都逐漸使

台灣保來得跟上時代脈動，為全球能源困境努

力，研發低汙染、高效率的綠能─ SOFC 固態氧

化物燃料電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用連接板。

█ SOFC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用連接板

█ 機械手臂 24 小時不間斷運作著

台灣保來得 里程碑

1981

1993

1997

1999

2002

2005

2007

第一階段生產微小含油軸承零件

獲頒 ISO 9002 證書

獲頒 QS 9000 證書

頭份微小含油軸承專業廠獲頒

ISO 14001 證書

獲頒 ISO 9001 : 2000 證書

獲頒 ISO/TS16949 : 2002 證書

竹南工廠獲頒 ISO 14000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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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OFC 產品。」穩

定度高的 SOFC，其

節能減碳的效用，

對改善地球環境有著實質的貢獻，在全球綠能界

佔有一席之地，也與工業 4.0 傳達的環保綠能概念

不謀而合，台灣保來得因而成為綠能先鋒一員。

黃金研發團隊  驅動獲利上揚

除了智慧化的硬體，在軟體─人力方面，

朱秋龍說：「研發是我們重要的一環，我們招攬

碩、博士組成團隊。除了研發工作，這些高階人

才還要飛往國外洽談業務與技術。」

語言與專業兼備的黃金陣容，持續研發創

新產品，軟、硬體相輔相成，是台灣保來得致勝

關鍵。今年印度工廠啟用，承接全球訂單的台灣

保來得，預期將帶動高效率、高產能的粉末冶金

產業，驅動出每年獲利上揚的態勢。

深耕苗栗，提升在地產業

台灣保來得員工有高比例為苗栗人，朱秋

龍稱讚道：「苗栗的人力比起其他縣市而言，相

對穩定可靠。」他釋出許多職缺，招攬在地優秀

人才加入，更計畫深入世界高中、大湖農工、聯

合大學…等校園，補助獎學金，畢業後提供就業

機會，輔導年輕學子進入台灣保來得實習。

與學校合作，不僅補足短缺人力，更期望藉

此帶動苗栗粉末冶金產業，提升相關人力素質。朱

秋龍說：「我們已連續 5 年調升基層員工薪水的

10％，也提供內部與外部的教育訓練，希望員工提

升自己的專業，讓台灣的粉末冶金產業持續進步。」

因應源源不絕的訂單，台灣保來得不斷有擴

廠的需求，日前在政府的協助下，迅速辦理申請，

設置工廠登記興建，讓苗栗粉末冶金產業如虎添

翼般，可預期未來的成長。

站穩腳步 走在產業最前端

朱秋龍說，2008 年歷經金融風暴後，台灣保來

得很快就站穩腳步，訂單維持每年 10% 的成長。如

今，頭份新廠將於今年 9 月正式啟用，也將於 7 月

正式啟用 SAP 系統─智慧型的決策支援系統，使遍

布全球的保來得集團能夠同步連線。

持續走在智慧化生產的轉型路上，台灣保來

得在朱秋龍帶領下，成為客戶最重要的供應商，

在全球粉末冶金產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工

業界的關鍵角色，也讓世界看到苗栗。

█台灣保來得總經理－朱秋龍

█ 引進德國先進設備
    - 粉末成形機

2008 年歷經金融風暴後，台灣保來得很快就站穩腳步，訂單維

持每年10%的成長。在全球粉末冶金產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是工業界的關鍵角色，讓世界看到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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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代巨輪並肩行

臺灣舉重巨人 - 恆智重機

是翟毓溶，他以溫和口氣敘說靈感來源：「我

很喜歡看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星際大

戰、銀翼殺手……等等，它們除了是我的休閒

調劑，更刺激我的思考與想像，許多研發的點

子，就在看電影的過程中一個接一個冒出來，

這些點子就成為恆智創新技術的養分！」

除了從電影獲得靈感，翟毓溶還提到用心

生活，讓他得以從中汲取滿滿的素材。「其實

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像我們研發的

無人導引電動機，地上鋪著磁條或是磁棒，機

器就會乖乖順著磁軌前進。像這樣的磁條其實

很普通也很常見，一般書局就能買到。」眼前

工業革命的巨輪越走越快，自 18 世紀瓦

特發明蒸汽火車開始，揭開工業革命的序幕，

相隔兩世紀來到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機時代，

之後距離 35 年，20 世紀的數位化革命出現電

腦，再一眨眼 30 年光陰，瞬間進入第四次工

業革命，工業 4.0 於 2011 年啟航。

時代的演變不斷推著人們向前，而自民國

79 年成立以來，恆智重機始終踩著如大象般

穩健的腳步，在董事長翟毓溶的帶領下，信心

滿滿向世人宣告：「隨著時代的進步，恆智重

機也做好了準備，與世界同步進化！」

從生活中汲取研發靈感

位於苗栗市區的恆智重機，名稱的背後有

著涵義：永恆的智慧，如同大象般任重道遠，

是董事長─翟毓溶對企業的期許。

內部擁有源源不絕的研發能量，開發各

項創新電動物流設備。這股能量的幕後推手就

█ 全電動拖板車

「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像我們

研發的無人導引電動機，地上鋪著磁條機器

就會乖乖順著磁軌前進。像這樣的磁條很常見，一

般書局就能買到。」

用心生活，
汲取恆智創新技術的養分！

New industrial highlights  
產 業 新 亮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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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 1 立方公分磁條、3 立方公分磁棒，導引

著電動機械，不怕日曬雨淋，能適應各種環境，

是恆智重機創新技術的核心之一。由此可見，日

常物品也能成為創新關鍵。

走在時代尖端的研發技術

恆智最令人讚嘆的，就是一系列無人駕駛的

搬運機器，有拖板車、堆高機…等，宛如科幻電

影畫面的重現，更像是工業版的特斯拉電動車。

這些機器依靠磁條的導引，就能自動往返生產線，

而以環保氫電池為動能，省時省力又安靜，零碳

無汙染，與現代社會訴求環保的理念不謀而合。

當機器偵測到前方有障礙物時，距離 80 公

分就會減速、20 公分就會自動停止，其電動堆高

機更通過行政院勞委會「危險機具型式檢定」鑑

定合格，安全無虞。走在時代尖端的智慧型創新

產品，也讓恆智在民國 105 年榮獲經濟部國家精

品獎。

恆智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成     立：民國 79 年

董 事 長：翟毓溶

副總經理：翟清楠

主要產品：無人駕駛自動導引搬運系統、自

走式電動堆高機、電動拖板車

榮 譽 榜：第 19 屆小巨人獎、105 年經濟

部國家精品獎

靠研發突破重圍！產品80%外銷西歐市場

█ 苗市恆智重機公司榮獲經濟部第 19 屆小巨人獎

如精品般的工業設計

除了技術方面創新，曾從事汽車業的翟毓

溶，受到汽車工業設計的美學影響，深諳產品

設計的重要性。因此，他將產品漆上如大象般

沉穩的深灰色，搭配如精品般的深紅色，俐落

線條輔以亮麗色彩，增加客戶對產品的好感度。

「其實這樣的外觀設計，也是希望客戶可以好

好愛護它、使用它。」翟毓溶說。

恆智產品雖然以紅、灰為主色調，但也會

依客戶需求進行外觀變色，翟毓溶以位於台中

如：瑞典、丹麥、比利時、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義大利、奧地利及美洲、亞洲等 38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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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dustrial highlights  
產 業 新 亮 點

大里工業區的偉全企業為例，因其企業 CIS 為

黃色，便將產品原本的紅色換為黃色，符合客

戶需要。

客製化服務：先接單再生產

與一般工廠大量生產的模式不同，恆智採

取『先接單、再生產』的方式，翟毓溶解釋：

「因應每位客戶作業環境不同，我們在接單後，

再根據客戶需求量身訂做專屬的機型，因此同

類型產品，其基本架構雖然相同，但規格略有

差異。」以堆高機為例，每一部機器的身高皆

不同，這種先接單再客製化的策略，造就恆智

的市場差異性，同樣也是工業 4.0 的核心價值。

苗栗之光：外銷全世界，訂單接不完

客製化的技術同樣行遍全球，恆智以自創

品牌「NOVELTEK」，在 2005 年加入台灣經貿

網，透過網路行

銷， 讓 產 品 無

遠弗屆地流通

到世界各國，

產品有 80％外銷至歐美、亞洲等 38 個國家，

是台灣唯一受到歐洲市場肯定的專業製造廠，

符合歐洲共同市場 EEC-89 / 392 的規範，品質

深獲信賴，訂單應接不暇。

忙碌的廠區、一台接一台的出貨量，見證

恆智傲視全球的優良品質及其研發技術。也因

為在外銷上的優良表現，恆智在民國 105 年榮

獲經濟部第 19 屆「小巨人獎」，首開苗栗之

先例，徐耀昌縣長更盛讚其為「苗栗之光」。

西螺果菜市場電動運輸車，環保無污染

為改善傳統拼裝車令人詬病的空氣汙染，

見證恆智傲視全球的優良品質及其研發技術

█ 苗栗縣第 1 屆績優廠商頒獎典禮

恆智在民國 105 年榮獲經濟部第 19 屆「小巨人獎」，徐耀昌縣長更盛讚其為「苗栗之光」。

█ 小巨人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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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輔導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推展計畫

（SBIR），恆智重機於 103、104 連續二年

獲縣府補助研發「長續航力高載重電動果菜

運輸車整合研發計畫」及「批發市場用運搬

車電動化技術整合與研發計畫」，恆智研發

『電動果菜運輸車』，它與近期備受矚目的

台灣電動機車品牌：GOGORO 所使用的輕量

鋰電池如出一轍，除了節能，更達到零碳排

放的目標，成為環保運輸的尖兵。

翟毓溶說：「果菜車運送我們吃下肚的

蔬菜水果，以往使用的拼裝車，它所排放的

廢氣不僅汙染空氣，同時也污染蔬果，會對

我們人體造成不良的影響。」

雖然輔導農民全面使用『電動果菜運輸

車』尚有一段漫漫長路，但翟毓溶覺得對的

事就要堅持，由雲林西螺果菜市場出發，擴

展到全台灣，希望藉由恆智重機的『電動果

菜運輸車』，讓台灣的生活環境變好。

『電動果菜運輸車』技術的創新，除了

達到節能減碳、讓農民輕鬆載運農特產品，

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帶動苗栗縣地方經濟發展，也顯示出恆智對

台灣環境的一份關懷。

放眼世界，扎根台灣

歷經 28 年，恆智重機擁有豐富的產製經

驗，更建立 70% 的國內自製率，台灣協力廠

商共計 72 家，身為經濟部生產力 4.0 產業推

動辦公室的恆智重機，努力留住國內產線，

讓電動物流產業根留台灣。

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恆

智除了鑽研自身的技術，更努力帶動苗栗縣

地方產業的發展。

「現在的目標，是將進口物料比例壓低

到 30% 以下，以苗栗為中心，讓台灣產業升

值、茁壯，將人才與技術留在台灣。」翟毓溶

以堅定的語氣說著。在恆智重機團隊的努力

下，不僅帶動產業向上，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輔導農民全面使用『電動果菜運輸車』尚

有一段漫漫長路，但翟毓溶覺得對的事就要

堅持，由雲林西螺果菜市場出發，擴展到全

台灣，讓生活環境變好。

電動果菜運輸車使用鋰電池，愛護
環境無汙染，運輸輕盈又便利

█ 恆智重機董事長 - 翟毓溶

█ 電動果菜運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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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aradise investment  
投 資 新 樂 園

在台灣，有幾項傲視全球的產業群，粉末

冶金為其中一項，苗栗地區是粉末冶金及精微

金屬製品相關產業重鎮，在全台產值中，苗栗

佔 85% 以上、企業家數佔 60% 左右，形成一個

產業群聚。其產品隱身在我們生活中，鮮為人

知。今天就來揭開它的神秘面紗，帶大家一起

認識粉末冶金。

苗栗群聚產業
─粉末冶金

煉金術師，千錘百鍊為民生  

金屬粉末特性

粉末冶金是一種製程技術，分為以下項目：

碳化鎢胚材、模具及零組件

精密陶瓷

永久磁鐵及軟性磁鐵

金屬，如：鐵、銅

1

1

2
3
4

苗栗的粉末冶金群聚，金屬占最大宗。

以下就來深入介紹金屬粉末冶金。

粉末顆粒形狀與

製造法相關，越不規

則的粉末壓實時，壓

胚的強度就要越大。

顆粒形狀 2
指 利 用 篩 子 檢

查粉末顆粒的尺寸大

小，以分級法決定顆

粒尺寸的分布，越細

粉末燒結性越好。

細度 3
指每一級標準的

顆粒數量。

顆粒形狀

4
指粉末可經流動而

充滿模穴的情形，以流

經一固定小孔流率訂定，

可利用添加硬脂鹽酸於

粉末中來增加流動性。

可流動性 5
指壓縮前粉末容

積，與壓縮後所得物

件體積比。

可壓縮性

粉末冶金在全台產值中，

苗栗佔85% 以上

企業家數佔6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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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冶金製程材料

金屬粉末冶金 製程三步驟

緻密材料

多孔材料

硬 / 軟質材料

磁性材料

高熔點材料

複合材料

1

1 2 3

2
3
4
5
6

燒結過程中將金屬粉末相互流動、擴

散、熔解，再結晶，使粉末體更密緻，消除

其中的孔隙，是一種高溫處理的工藝。 

經過以上三個製程，所得的胚體稱為

『粗坯』，提供後續的機械加工程序，最終

獲得我們所需的產品，統稱為『粉末冶金零

件』。

粉末冶金，為金屬粉末或金

屬粉末與非金屬粉末混合，經過

壓製成型與燒結製造出之複合材

料的過程，也叫做金屬陶瓷法，

能製造許多不同性質材料：

利 用 金 屬 粉 末 

( 有時添加少許非金

屬 粉 末 ) 填 入 模 具

中，上下施加壓力。

指每一級標準的

顆粒數量。

將『生坯』送入高溫爐

具中，經一定時間加熱後，生

胚粉體間產生熔融，合為一

體，以提高強度及其他性能。 

擠壓 成形 燒結

粉末冶金在全台產值中，

苗栗佔85% 以上

企業家數佔6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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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aradise investment  
投 資 新 樂 園

雜質。燒結一般在真空和還原氣氛中進行，不怕

氧化，也不會給材料任何污染。

4、粉末冶金法能保證材料成分配比的正確性和均勻性。

5、適合生產同一形狀而數量多的產品，特別是齒輪

等加工費用高的產品。

苗栗粉末冶金群聚

苗栗粉末冶金群聚企業眾多，如：台灣保來得

股份有限公司、承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龍泰冶金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長技工業有限公司、得展金屬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多集中在竹南工業區與頭份

工業區內，彼此互相觀摩、切磋，使苗栗的粉末冶金

產業更加壯大。

為推動苗栗在地粉末冶金產業，進一步形塑精

微金屬製品的聚落，提升產品競爭力，苗栗產業創

新辦公室委託國立聯合大學，於西元 2014 年成立

「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創新產業聯盟」，透過

籌組各相關產業聯盟及各委員會，結合產、官、學、

研的力量，整合垂直與水平資源，包括上游模具廠、

中游精微金屬製品廠，以及下游的成品加工廠，以

凝聚苗栗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群聚產業。 

粉末冶金的運用

汽車工業：粉末冶金提供一部車約莫幾百個

零件，計有：汽車發動機、凸輪軸、曲軸正時帶

輪，水泵、油泵帶輪，主動、從動齒輪，主動、

從動鏈輪、凸輪、軸承蓋、搖臂、襯套、止推

板、氣門導管、進排氣門閥座、汽車變速箱、各

式高低速同步器齒輪及組件、離合器齒輪…等。

經由粉末冶金一次成形與精整的製程技術，

不需其它後製處理，就能達到尺寸與精度的要

求，尤其是齒形的精度，與傳統機械加工法相

比，粉末冶金在材料與製造上都大幅勝出，同時

也是完美呈現粉末冶金特色的產品。

粉末冶金優點

1、絕大多數難熔金屬及其化合物、假合金、多

孔材料只能用粉末冶金方法來製造。

2、粉末冶金方法能壓製成最終尺寸的壓坯，不

需或很少需要機械加工，故能節約金屬，降

低產品成本。

3、由於粉末冶金工藝在材料生產過程中並不熔

化材料，不怕混入由坩堝和脫氧劑等帶來的

█ 第四屆亞洲粉末冶金年會國際研討會 APMA 2017 年會展覽活動，苗栗縣工商發展處處長黃智群 ( 右二 )、苗栗縣
工業會理事長何川澤 ( 右三 ) 參觀展覽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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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創新產業聯盟」介紹

( 三 ) 聯盟願景

有別於以往產協會專注技術理論，從業界

永續經營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市場動態、智能

製程、產品開發等整體價值鏈建立，包含目前

業界最頭痛員工培育與 市場通路。 

透過「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創新產

業聯盟」的籌組，成功邀集苗栗在地產協會代

表，如工業會、中小企業協會、粉體及粉末

冶金協會、在地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工研院、

金工中心、精密機械中心及粉末冶金暨精微金

屬製品上、中、下游業者，包括模具廠、精微

金屬製品廠及成品加工廠等，借助團隊力量，

提供會員廠商解決問題方案，共同研提創新技

術、創新服務計畫，並協助爭取政府相關研發

資源補助。 

「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創新產業聯

盟」未來希望以多重的產業網絡及社會網絡，促

使傳統產業技術加值、中小企業的隱形冠軍逐

漸茁壯，並連結其它廠商以建立合作關係，共

同創造粉末冶金群聚產業商品化的加值平台。

( 以上資料引自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網站 )

( 一 ) 聯盟任務

一、結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共同開發

粉末冶金及精微金屬製品創新應用技術。

二、建立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產業交流平

台，提供會員最新市場資訊、技術發展趨

勢等相關資訊。

三、推動與國內外組織機構、學者專家交流、

舉辦技術與產業發展相關研討會。

四、參與國內外產品展示活動及觀摩考察資訊

分享會員。 

五、推動研發聯盟，共同研發具主導性之關鍵

產業技術。

( 二 ) 聯盟目標

推動成立粉末冶金暨精微金屬製品創新聯

盟的目標 , 在於引領傳統產業技術與服務模式

進 行創新研發 , 逐步形成「智慧車輛零件產業

聚落」、「綠能產業如燃料電池零件」、「三

C 產品 零件聚落」以及「精密機械模具零組件

產業聚落」等 , 將產業聚落從產業網絡拓展到

社會網絡及市場通路網絡，持續為苗栗產業導

入更豐沛創新研發資源。

█ 台灣保來得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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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北橫公路永貞路至
頭份大橋段竣工通車

月已貫通。貫通後仍需謹慎施作，並分階段挖清土

石，再進行內襯混凝土、路面鋪設等作業，歷經 1

年多工程，在 106 年 1 月完成通車，1 月 24 日舉

行通車典禮。

永貞路至頭份大橋段通車後，配合二高竹南聯

絡道 ( 台 1 己線 )，可連結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

國道 3 號、國道 1 號、省道台 1 線、台 3 線、台

13 線、台 13 甲線等，橫向串連山、海線交通及觀

光旅遊資源，另可紓解 124 縣道尖峰時段及假日

之車流量，降低頭份市區內通過性車流，提升道路

交通服務狀況及行車安全，橫向串連縣內的山、海

線交通，除了提升道路交通品質及行車安全，並可

帶動苗栗的觀光旅遊。配合未來北橫公路頭份大橋

至雞心壩段、斗煥坪至三灣段工程完成，可增進頭

份市、三灣鄉及南庄鄉觀光及產業經濟發展，帶動

周邊風景區遊憩人潮。

苗栗縣長徐耀昌表示，北橫公路最後路段─斗

煥坪至三灣道路工程，已獲交通部補助，待全線通

車後，將可建構完整交通路網，促進頭份市、三灣

鄉、南庄鄉地區的觀光產業發展。

苗栗縣北橫公路總長約 11.65 公里，闢路

工程計畫長 3.47 公里，路寬 20 公尺，總經費

18.71 億元 ( 用地費用 3.624 億元、工程費用

15.086 億元 )，在縣府積極辦理工程規劃提報

與徐縣長時任立法委員時的爭取下，交通部公

路總局於 98 年 7 月 16 日核定納入 98-103，

及延續 104-107『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 ( 公路系統 )』補助辦理。

闢路工程分四階段，其中雞心壩至斗煥坪段，

已於 99 年 12 月 24 日完工；頭份大橋至雞心壩工

程預計 106 年年底前完工；斗煥坪至三灣最後一

段工程，預計 106 年年底取得用地、完成發包。

其中，永貞路至頭份大橋段地下道車行

箱涵因穿越亟需高度安全之國道 1 號高速公

路，其工程難度高，採用管冪工法進行總長約

6330 公尺，鋼管 (86 支 ) 推進以支撐土體，

推進完成後才能逐步開挖及支撐，於 105 年 9

New paradise investment  
投 資 新 樂 園

北橫公路永貞路至頭份大橋段通車後，

預計可紓解 124 縣道尖峰時段及假日車

流量，促進頭份市觀光與周邊產業發展。

█ 北橫永貞路至頭份大橋段通車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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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就業博覽會頭份登場
提供 800 職缺媒合

業、立康生醫、國防部……等，提供技術員、

工程師、客服員等工作職缺，整體起薪平均達

30K 以上。 

縣府同時在會場設攤，宣導求職防騙教戰

守則、菸酒法令知識宣導，勞動部苗栗就業服

務中也設專區提供職涯及就業諮詢服務，使民

眾在轉職就業時多一份保障，場面相當熱絡。

苗栗縣長徐耀昌與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

處長陳錦俊、苗栗縣工業會理事長何川澤等人

到場為求職民眾打氣，預祝待業及轉職的民眾

都能找到符合志趣、性向的工作，企業都能找

到好人才，共創勞資雙贏，期勉媒合成功民眾

能加倍努力打好基礎，累積經驗與技能，未來

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未來縣府也會持續招商引

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希望年輕人都能留在

苗栗家鄉工作。 

縣府於 106 年 2 月 18 日，在頭份市尚順

育樂廣場舉行「金雞報喜．就業如意」就業博

覽會，共有 16 家廠商釋出約 800 個職缺，吸

引約 650 人求職，初步媒合成功 208 人，媒

合率約 32％。

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長陳錦俊指出，這

次就業博覽會邀請 16 家企業廠商進駐徵才，

參與徵才廠商以科技業為主，提供職缺逾半數

為「師」級，待遇與福利都不錯，包括欣興、

超豐、傹光及京元電子、上銀光電、元晶太陽

能、佳邦科技、今國光學、恆誼化工、昆暘實

縣府為增進勞僱雙方求職求才媒合管道，

並因應年後求職及轉職潮，於今年初與勞動

部苗栗就業中心、苗栗縣工業會等單位陸續

舉辦 18 場次現場徵才活動。

█ 北橫永貞路至頭份大橋段通車典禮。

█ 苗栗縣長徐耀昌、縣府勞工、青年發展處長陳錦俊、苗
栗縣工業會理事長何川澤等人到場為求職民眾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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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pioneer 
傑 出 領 航 員 

台商投資百億開發三義  促進木雕產業升級

蔡獻堂 催生木雕產業園區

三義木雕協會理事長蔡獻堂本身從事木雕創

作數十年，原籍嘉義的他在民國 81 年來到擁有豐

富木雕文化的三義，從此便在這裡落腳生根，持

續從事創作並開設木雕藝品行至今二十餘年，擔

任協會理事長也已經進入第二屆任期，對於三義

木雕產業與地方的發展軌跡十分瞭解。

蔡獻堂表示，每一項產業都有其發展週期，

三義木雕業百年來同樣也是起起落落，然而憑藉

著豐厚的基礎，以及歷代木雕匠師與創作者努力

自我提升，讓三義木雕至今仍是屹立不搖的一塊

響亮招牌。當今社會美學教育普及，對藝術的欣

賞能力也隨之提高，而木雕又是最容易與人們貼

近的藝術，願意購買、收藏木雕藝品的民眾越來

越多，消費能力也跟著提升，所以蔡獻堂對三義

木雕產業的後勢發展相當被看好。

苗栗三義是臺灣木雕工藝之都，發展至今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除了形成

地方特色產業與高度藝術價值外，三義木雕也扮演觀光休閒發展的火車頭，

帶動這個客家山城躍上國際舞台，成為深受國內外旅客喜愛的熱門旅遊勝地。

█ 關於三義木雕產業的發展史與未來展望，蔡獻堂
可以有說不完的話題。

近年來三義木雕的發展繁榮興盛，木
雕創作者群聚、國內外交流頻仍，用
藝術成就擦亮這個百年產業的招牌。

不只有木雕業，隨著觀光旅遊蓬勃發
展，也吸引其他更多元化的產業進駐
三義，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逐漸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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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此園區基地選定水美街附近的一

塊山坡地，總面積約 70 公頃，還在進行專

業評估與計畫中，未來希望能夠設置木雕商

店、展覽及木雕製作與雕刻空間等，以產業

園區的方式開發。蔡獻堂表示，除了木雕之

外，將來還希望納入其他領域的藝術產業，

並引進商店、旅宿等，將是一個長期開發的

計畫，投資額超過百億。

春節前王屏生等人也前往拜會苗栗縣

長徐耀昌，說明三義木雕園區的投資計畫，

獲得徐縣長的大力支持，並指示縣府有關單

位全力配合協助。徐縣長也期待這個園區可

以發揮薪火相傳的功效，將三義木雕發揚光

大，更進一步成為台商投資的良好示範，吸

引更多資源投入地方，帶動苗栗未來發展。

█ 三義的木雕藝品行越來越多，反映出產業目前的發展盛況。

█ 因為木雕帶動了產業群聚效應，吸引更多元的藝
術業者進駐三義。

蔡獻堂說，三義木雕的盛名吸引所有想要發

展、創作的木雕師傅不斷聚集到三義，他們都需要

可以提供創作、展示作品的地方，但是並沒有那麼

多現成的處所可以使用。此外，現代人講求生活品

質，木雕創作與產品的製造過程難免會產生一些噪

音，所以也逐漸受到住宅區的排擠，造成可選擇的

地點又更少了；在空間有限的狀況下，木雕師們只

好遠離市區往山區落腳。

木雕藝品的珍貴之處，除了深厚高超的雕刻

技法外，主要還是靠創作者本身的藝術涵養呈現，

才能賦予它真正的價值，因此大多數的顧客還是想

要親自找到創作者來選購。在目前木雕師傅散落各

處的狀況下，實在不利於消費者的尋訪。

就任木雕協會理事長以來，籌設一個木雕工

藝主題園區一直是蔡獻堂的心願，可以將木雕師傅

們聚集起來，提供專屬園區可以創作、展示作品，

更進一步讓民眾有機會跟木雕藝術初體驗，發揚臺

灣木雕藝術。去年台企聯會長王屏生造訪三義木雕

協會，得知台商有意願回台投資，便向王屏生爭取

園區設立並獲得支持。

奔走爭取設立永續經營的木雕園區多
年，終獲返鄉投資台商支持，苗栗縣
政府也將全力協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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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pioneer 
傑 出 領 航 員 

引領苗栗陶柴燒技術站上世界頂端

林瑞華 創金氏世界紀錄

竹南蛇窯是目前台灣少數殘存的蛇窯中，保存

最完整、而且還可以繼續燒製的傳統蛇窯，其前身

是「恆發陶瓷廠」，為林添福老先生於1972年創立。

從傳統的窯業生產逐漸轉型至民俗工藝陶創作，林

老先生承襲福州式傳統陶技藝，將柴燒技法創新運

用，作品完美融合傳統工藝與現代藝術，同時致力

傳承技藝與培育人才，栽培無數臺灣陶師，文化部

於 2016 年頒發「工藝成就獎」肯定其一生的付出。

林瑞華從 19 歲起就跟著父親學習傳統陶藝，

以及蓋窯、燒火技術，積極投入柴燒陶藝創作。走

過30多年的歲月，林瑞華眼見傳統窯廠凋零消失，

深覺必須要積極轉型，一個致力於陶藝創作、推廣

臺灣傳統古窯文化的竹南蛇窯陶業園區漸漸成形，

擔負起傳承寶貴文化資產的神聖使命。

林瑞華說，在電窯、瓦斯窯出現之前，燒窯本

來就是都用柴來當材料，現在提到柴燒覺得很夯，

那只不過是傳統技法重新流行而已。如果只能維持

近年來陶藝界興起一股「柴燒」的風潮，苗栗地區也不例外，據估

計目前苗栗已經有超過百座的柴燒窯。竹南蛇窯第二代窯主林瑞華

鑽研柴燒 20 餘年，2016 年更以 1,563℃的窯溫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樹立臺灣柴燒陶藝的新里程碑。

█ 林瑞華展示創世界紀錄時擺放在火膛的兩件「窯王茶
碗」，獨特奇美令人驚艷。

承襲自父親的蓋窯、製陶技術，也
曾參與窯廠經營多年，對於苗栗陶
產業的傳承自有一份責任心。

中國的商朝就已經是用柴來燒窯製作陶
器了，如果現在還標榜「火痕、落灰」，
豈不是落後中國 4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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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華說，相較於其他縣市，苗栗的陶瓷

產業分布範圍特別廣，製造的種類也特別多，

30 多年前在苗栗可以找到千座以上的窯廠，可

以說是苗栗相當重要的地方產業。隨著時代的

腳步，窯廠消失了、人才凋零了，陶產業不得

不從用品製造邁向藝術創作的領域發展，唯有

不斷創新思維、提高技術，才可以繼續保持苗

栗陶的產業競爭力。

2016 年 6 月 18 日，林瑞華在三位獨立公

證人的見證下達到 1,563℃，隔日並在苗栗縣

長徐耀昌等人的見證下，由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官 John Garland 授證。徐縣長除了恭喜林瑞華

創下世界紀錄，更期望竹南蛇窯柴燒陶藝品行

銷國際，推廣節能環保、減低煙害的柴燒陶技

術與觀念，創造屬於臺灣的驕傲！

█ 縣長徐耀昌也來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一千餘度的低溫柴燒，還在強調「火痕」與「落灰」

所產生的不可預期美感，根本也稱不上是具有現代

意義的技術。

早在 24 年前林瑞華就已經開始鑽研柴燒，偶

然的機緣下，他對柴窯壁內的窯汗產生興趣，經過

研究觀察，他發現高溫能讓沒有上釉的土胎產生

質變且呈現多種釉色，讓陶土產生玉石般的質感。

林瑞華舉例說，石頭、玻璃、水晶、玉、寶石其實

主要成分都類似，經過經年累月的溫度與壓力，進

而產生不同的價值──經過高溫柴燒淬鍊的陶土，

就能產生玉化的效果。

要運用高溫逼出窯土中的天然釉母，使作品

產生獨特的美感，除了溫度要高之外，林瑞華發現

電窯、瓦斯窯都無法燒出相同的效果，要燒出窯汗

還是必須仰賴柴燒。他經過多年的嘗試，研究調

整柴窯的結構，讓改良過的柴燒窯木材使用量減

少、操作時間縮短，卻可以超過 1,400℃，甚至高

達 1,550℃。

面對中國這樣龐大經濟體的強勢競
爭，一定要有獨創的領先技術，才
能夠在國際市場站穩腳步。

█ 竹南蛇窯已經轉型為陶藝文化園區，傳承發
揚苗栗陶產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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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產業與觀光共同行銷苗栗慢活幸福的品牌形象

國際慢城商家認證計畫正式啟動

Industry economics vanguard 
產 經 急 先 鋒

█ 徐縣長與地方人士、產業代表合影，宣告將配合國際慢城的理念，共同打造慢
食、慢遊、慢活的全新生活！

打造慢活幸福國際形象

三義鄉及南庄鄉於 105 年 2 月雙雙取得「國

際慢城」資格，不但是近年苗栗推動城市行銷的

最耀眼成果，更讓苗栗縣成為全臺灣唯一具有兩

處慢城的幸福縣市。為了將苗栗慢活幸福的品牌

形象推向國際舞台，從推動慢城理念與精神做起，

積極協助兩鄉行銷在地美食、景點、人文藝術，

期望能吸引更多的國內外觀光客到苗栗旅遊，享

受苗栗慢食、慢活、輕旅行。繼「苗栗縣國際慢

城商家公約」、「幸福山城傹慢食好禮」、「苗

栗慢城十大好等路」之後，「國際慢城商家認證」

將是今年度的重點計畫。

國際慢城重視在地文化的推廣，因此本次

的認證計畫啟動記者會特別選在南庄歷史建築

瓦祿產業文化館舉辦，在南庄鄉東河國小小朋

友表演賽夏族原住民舞蹈熱身暖場後，記者會

正式揭開序幕。除了縣長徐耀昌親自出席外，

還有來自三義及南庄的縣議員、地方人士、團

體代表踴躍參與，獲選「慢城 10 大好等路」

的業者也前來設攤展示自家的特色產品。

國際慢城總部貴賓與會

徐縣長在致詞中表示，國際慢城認證通過

後，最大工作就是期望能將慢城這套哲學深化

及落實在生活中，並打造慢城亮點，行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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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產業與觀光共同行銷苗栗慢活幸福的品牌形象

國際慢城商家認證計畫正式啟動

█ 義大利國際慢城總部主席皮薩尼親自前來，徐縣長由衷
感謝主席對苗栗的重視，並致贈木雕葫蘆飾品。

品牌及帶動周邊其他鄉鎮能一起跟進的效益。而

在本次計畫正式啟動之後，希望三義鄉及南庄鄉

各商家業者踴躍報名參與，共同來一起努力形塑

打造及強化符合慢城精神的「慢食 Slow Food」、

「漫遊 Slow Tour」、「慢活 Slow Life」整體氛圍

與環境。

難能可貴的是，義大利國際慢城總部主席皮

薩尼、秘書長奧利維帝也遠道而來，親自參與這

場記者會，兩人並於前一晚就已經抵達南庄夜宿

一宿，親自感受純樸南庄幽靜恬適的自然氣息。

徐縣長除了親切詢問兩位貴賓的感受之外，並特

別致贈象徵福氣的木雕葫蘆飾品給皮薩尼主席。

皮薩尼主席致詞時特別肯定苗栗縣將慢城精神融

入在地產業的做法，也表示好山好水的南庄風情

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大類別分三階段評選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處長黃智群隨後上台，

透過圖表詳細解說本次國際慢城商家認證計畫實

施辦法。報名參加的業者將分為：餐飲類（利用

在地生產食材塑造出之特色餐飲業者）、住宿類

（提供到訪遊客在地優質環境之住宿業者）、糕餅

類（利用在地特色食材等元素生產糕餅之業者）、

其他類（在地特色、觀光遊憩、文創工藝之場域

經營組織及業者）等四大類別，2016 苗栗慢城十

大「好等路」的入圍者也可以參加。

資料初選通過後的商家，將先接受診斷與輔

導，由縣府邀請專業團隊進行專業諮詢診斷後，

輔導其加入國際慢城商家認證聯盟，授予統一之

識別設計及證書。另外，將輔導商家進行網站及

文宣品設計、成果發表記者會、媒體宣傳等行銷

推廣。

申請報名

資格確認

資料初審通過商家

審查評鑑會議

評核、核定、簽約
及授証

共同行銷推廣

輔導團隊
現場診斷及輔導

申
請
階
段

申
請
階
段

審
核
及
行
銷
階
段

資格不符
重新補件

申請階段 2/23~3/24
補件期程 3/24~3/31

現場診斷及輔導階段 4/1~6/30

評審階段1三義鄉 7/3~7/14
評審階段2南庄鄉 7/17~7/31

核定及公告入選名單 8/1~8/4
入選之商家書面簽約 ８/7~８/11

系列行銷推廣活動 8/14~10/31
(宣傳網站 文宣品設計製作 成果記者會)

國際慢城商家認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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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各攤位詢問產品內容及特色之外，在業者

們的盛情邀約下，徐縣長也逐一品嚐各項產

品，並至每一個攤位與業者合影留念。

從慢城推展一系列革新

主辦單位表示，本次認證活動的主要目的

在於肯定符合「苗栗縣三義鄉、南庄鄉國際慢

城」生活理念的業者，藉由國際慢城的精神訂

立目標，讓在地產業能夠在產品品質與服務技

能都能夠向上成長。此外，在人類生產的過程

中，也能夠顧及環境生態與人類健康，在不犧

牲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從中找到平衡，以生態保

育、健康為出發點，積極推展觀光旅遊、文史

保存及城市基礎建設等提升生活品質的一系列

革新運動。

主辦單位特別強調專業診斷與輔導的機

制，報名參加本次認證計畫的業者都將受惠；

在評選結果公布之後，未入選的商家也將得到

縣府後續的協助。未來縣府將持續透過國際慢

城的推廣，將該理念實際落實並發揚光大，以

耳濡目染方式，強化在地的慢城氛圍，成為國

際慢城的典範。最後，依據國際慢城七大面向之精神所制定

的商家經營診斷輔導通則表（佔比重 70%）以及

各產業類別專則表（佔比重 30%），於 10 月底

前完成評選，並於三義鄉舉辦成果發表會。團結

同心產官學齊努力

為了展現南庄鄉在地的族群文化特色，活動

中還特別安排傳統的原住民搗麻糬體驗節目；這是

一種深具原住民文化風味的活動，遇到結婚、新居

落成、滿月、成年禮、豐年祭等重大節慶，就會同

心協力搗麻糬分送。記者會上搬來傳統的杵臼，並

邀請徐縣長與現場嘉賓上場體驗，展現團結精神與

向心力，並將搗好的麻糬分享給現場民眾。

會後徐縣長走向展示攤位，向參與本次活動

的國際慢城好等路業者親切問候。徐縣長除了逐

█ 徐縣長來到現場攤位，與參加本次記者會的「慢城好
等路」業者合影。

█ 東河國小的小朋友們表演賽夏族舞蹈為記者會暖場

█ 徐縣長與來賓一起體驗原住民搗麻糬，展現團結
精神與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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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是臺灣唯一擁有雙慢城的縣市，這

樣的鮮明形象也同時為縣內觀光發展帶來新動

能，有鑑於此，縣府積極培植三義、南庄的在

地產業成長，並且提升伴手禮的內涵，以因應

國際慢城後續帶動的旅遊消費市場。

首先，縣府於 105 年 11 月舉辦「幸福山

城傹慢食好禮」伴手禮遴選活動，旨在選出運

用在地食材、符合地方特色的伴手好禮，讓在

地糕餅可以結合慢城旅遊創造商機、帶動地方

發展。經過主題」、「外觀」、「命名」、「口感」

到「商品價值」等面向的評比，世奇餅店「喜

囉餅」、集元裕糕餅童玩村「大棗桐花禮讚」、

桐花戀人「淇菓子麻糬冰淇淋」及「手工圓麻

糬」等四項產品，獲選為本縣專屬慢食好禮。

此外，縣府進一步於 105 年底舉行「苗栗

慢城十大好等路」網路徵選活動，綜合民眾票

選及專家評選的分數，選出七項食品類、三項

非食品類的十大好等路，其中桐花戀人的手工

圓麻糬不但也是前述慢食好禮的入選者，更在

本次票選中奪得「網路人氣獎」佳績。

透過各項產業及產品的遴選認證活動，結

合縣內觀光旅遊與文化活動進行共同行銷，國

際慢城這塊招牌將發揮加乘效益，吸引國內外

觀光客到苗栗旅行，體驗「住苗栗、遊三義、

逛南庄」的慢活風情，並將苗栗特色伴手禮帶

回家！

享受慢活旅行，外，也苗栗縣長徐耀昌歡

迎大家有閒到苗栗來遊玩，相信您一定會愛上

苗栗。

幸福山城，慢城好禮讚！

苗栗慢城十大好等路
（依店家名稱筆畫順序排列）

店 家 名 稱

世奇藝術蛋糕

江記花蜜 - 桂花釀

桐花戀人

桐花戀人

南庄傳奇農產行

亭仔腳 - 土產店

藝欣茶坊

亭仔腳 - 土產店

風喬文創

鴨箱寶

參 賽 品 項

木頭餅

桂花釀 ‧ 玫瑰花釀組

手工圓麻糬

淇果子麻糬冰淇淋

傳奇桂花釀

客家擂茶

六爺酸柑茶

桂花護膚滋養霜

跳躍的音符 ( 臀鈴包 )

台灣珍禽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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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工藝精神  傳遞在地價值

苗栗產業故事館

苗栗產業故事館 FB 苗栗工商服務站 苗栗產業故事館 

官方網站 

在苗栗，有一群人默默耕耘，將苗栗在地

產業發揚光大，但隨著時代變遷，原有技術必

須轉型升級才能前進，苗栗縣政府近年來正積

極輔導在地產業升級，集結在地元素的木雕、

玻璃工藝、窯業……等特色產業，輔導產業轉

型為觀光工廠，並推動苗栗縣產業故事館的認

證，共同開啟苗栗地方產業發展嶄新的一頁！

苗栗特色產業豐富多元，擁有天然瓦斯及

優質陶土，成就在地陶瓷產業；三義鄉的樟木質

地優良，有木雕鄉之美稱；此外，許多新興產業

開始成長茁壯，構成豐富多元的苗栗產業文化。

每個產業都有自己的故事，在苗栗土地上

交織成精采的故事篇章，藉由產業觀光化，讓

產業注入更多活力，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探索苗

栗產業故事館，挖掘隱身在苗栗各角落的產業！

苗栗產業故事館 FB 苗栗工商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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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鴨的黃金盛況持續到民國 80 年間，接

連遭受中國與東南亞的低價競爭，「雙峰木

鴨工廠」訂單量因此下滑，慢慢步入夕陽產

業。民國 90 年，工廠已無力聘請師傅，獨留

湯家人自己苦撐。 

點燃新希望─傳統木鴨轉型再出發

在一片愁雲慘霧中，「觀樹文化教育基

金會」為其點燃了一道曙光。民國91年，「觀

樹文化教育基金會」認養台鐵舊山線鐵道計

畫，打算設計一款代表苗栗三義的紀念品，

基金會執行長─洪粹然在四處打聽下，親自

走訪一趟「雙峰木鴨工廠」尋求合作機會。

紅遍歐美的台灣木鴨

「雙峰木鴨工廠」的明星商品─木鴨，

其由來與狩獵文化息息相關，因木鴨放置水

裡，隨著水波搖晃，模樣生動逼真，獵人將

木鴨當成誘餌，使野鴨失去戒心，當野鴨飛

入池塘休息時，便成為獵人槍口對準的目標。

當時台灣製作的木鴨皆外銷歐美，民國

68 年至 74 年間的海外訂單達到最高峰，那

時台灣有逾百家的木鴨製作工廠。趕上木鴨

製作的黃金年代，湯家七兄弟紛紛回到工廠

幫忙，憑藉精緻雕刻與亮麗色澤的木鴨產品，

受到客戶的青睞，第一次接單量就高達 3 千

隻，由此建立「雙峰木鴨工廠」以木鴨為主

力產品的基礎。

民國 73 年，他們接到台灣雅芳股份有限

公司的訂單，代為製作贈送給客戶的木鴨禮

品。身為國際知名化妝品品牌，雅芳對

於相當重視商品的品質，要

求極為嚴格，足見「雙

峰木鴨工廠」的木雕

製品的水準。

打開木鴨創意寶盒  點亮木雕產業生命

三義ㄧㄚ箱寶

█ 精緻雕工與亮麗色澤的木製鴛鴦

█ 三義ㄧㄚ箱寶的木造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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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會鼓勵下，工廠拿出一箱箱封存已

久的木鴨，並以「三義ㄧㄚ箱寶」之名舉辦首

次特展，配合「白身木鴨彩繪」活動，獲得熱

烈迴響，之後更透過「觀樹文化教育基金會」

安排下，同年 6 月配合雪霸國家公園 10 周年

慶的鴛鴦特展，在國家公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辦

木鴨展覽及彩繪活動；10 月更配合台北雁鴨季

活動，遠征台北關渡自然中心展出，進一步跟

生態、保育界人士接觸。

「觀樹文化教育基金會」打開一扇窗，引

導「雙峰木鴨工廠」走出不一樣的道路，也為

他們打開知名度，為傳統木鴨製造產業注入一

股活水，開創一個新契機。民國 91 年 12 月，

湯家兄弟重新規劃舊有工廠，正式以「三義ㄧ

ㄚ箱寶觀光工廠」的嶄新風貌重新出發。

文化創意魔法棒   翻轉傳統木鴨產業

近年來保育觀念興起，木鴨不再做為狩

獵用途，反而成為裝飾品、收藏品，型態與

色彩也更為多樣，「三義ㄧㄚ箱寶」也因應

這股潮流，推出五隻鴨一組的「台灣鴨」、

「加拿大鵝、尖尾鴨、綠頭鴨」組成的木

鴨套組，提供到訪者多樣性的商品選擇。

除了販售手藝精湛的木製品，「三義

ㄧㄚ箱寶」同時規劃木鴨 DIY 彩繪體驗活

動，除了基本款鴨子以外，另提供多款的木

雕動物造型，包含水鳥、貓咪、貓頭鷹、青

蛙……等，還有可當盤飾的木雕鴨，成為遊

客大顯身手的彩繪材料。

從文化創意產業延伸，結合人們熱愛創

作的天性，「三義ㄧㄚ箱寶」為傳統產業開

創全新生命力，同時見證三義的木鴨產業歷

史，讓遊客在參與 DIY 體驗活動時，除了獲

得創作的樂趣，更能深入體會苗栗木鴨產業

的文化與內涵。

Industry economics vanguard 
產 經 急 先 鋒

電話：037-872076、0919-026981（建議先行預約）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176 號

網址：http://www.dp-duckdiy.com.tw/

三義ㄧㄚ箱寶

█ 苗栗慢城十大好等路─三義ㄧㄚ箱寶

█ 木鴨 DIY 彩繪體驗活動

█ 木製書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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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識饗宴  

觀光工廠內設有專業導覽解說，以參觀生

物科技製程、傳授養生保健觀念作為觀光導覽

主軸，讓參觀民眾深入了解中國老祖宗的智慧，

精彩豐富的內容讓人目不暇給，滿載而歸的同

時，也讓民眾認識健康的重要性。

遊客漫步於觀光工廠，有各式各樣的藥用

植物相伴，在親近中藥草之餘，還能認識其外

觀與特性。進入館內時光走道，深度探索古代

帝王級保健聖品─國寶級龜鹿二仙膠的歷史典

故及使用說明，而現代人也能享有古代帝王般

的尊寵；館內展示各種中藥材，能學習辨識藥

材的真偽，並懂得如何鑑賞上等藥材，為參觀

民眾帶來中藥草知識的饗宴。

健康，是快樂生活的基礎

傹 生春堂醫藥集團創辦人鄭慶祥董事長，

於民國 61 年經營中醫診所與中藥材門市，持

續鑽研中醫的精髓，累積十多年的經驗與研究

之後，深感於製藥工業是一項濟世萬民的良心

事業，為發揚中藥特有的醫療精華，決定擴大

生產規模，於民國 71 年 4 月創設生春堂製藥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後建立分支─立康生物

科技工廠，採全自動化生產中西藥，以造福更

多民眾。

民國 103 年，立康生物科技相準苗栗縣的

秀麗山水與生態景觀，恰好符合樂活養生的概

念，因此特別選定苗栗縣頭份鎮成立「立康健

康養生觀光工廠」，以中醫為核心，傳達「健

康就是財富」、「有健康的身心才能擁有幸福

的家庭」之理念，打造一座健康、人文與環保

綠化的苗栗山城。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在成立同年便

通過經濟部評鑑為「觀光工廠」，於 105 年度

榮獲經濟部「優良觀光工廠」評選，更獲得苗

栗縣政府授贈「優良企業」的肯定，證明傳統

中藥製造業的立康生物科技，已成功轉型為觀

光產業。

薪傳中醫學文化 傳承老祖宗智慧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電話：037-872076、0919-026981（建議先行預約）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176 號

網址：http://www.dp-duckdiy.com.tw/

█ 苗栗慢城十大好等路─三義ㄧㄚ箱寶

█ 專業導覽搭配互動設施 讓遊客輕鬆吸收健康新知識

█ 木製書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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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的古文物區陳列三十多年歷史的中

藥老機器，包含自動製丸機、繳藥丸機、整粒

機……等，以及藥材周邊文化薪傳物品，彷彿

跌入時光隧道，啟發民眾的思古幽情。另外有

二十四孝故事區、中醫養生保健區，教導民眾

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照顧好全家人的健康。

五感豐富體驗  享受 DIY 樂趣

除了以雙眼參觀，位於三樓的生春堂中醫

藥學博物館設有互動設施，讓民眾在此伸展四

肢、動動筋骨，還有趣味的螢幕觸摸式手翻書，

讓大人小孩輕鬆認識龜鹿二仙膠，還提供龜鹿

二仙膠藥膳食譜，讓民眾可以在家自行烹煮。

來到館內的 DIY 教室，提供多項 DIY 體驗活動，

包含創意蚊香包製作、手工皂製作……. 等，民

眾可在此享受動手做的樂趣。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在苗栗紮根，

充分發揮企業價值，結合休閒與養生觀念，提

供民眾養生保健的好方法，同時提倡要擁有快

樂生活，就要全家一起健康，擁有健康的身體

就能跟著家人到處遊山玩水，而在旅遊的同時，

來參觀「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同時把健

康養生知識帶回家，一起呵護全家人的健康，

也是「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成立的宗旨。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廠址：苗栗縣頭份市工業路 55 號

開放時間：上午 8:00~ 下午 17:30

電話：037-629888

http://www.likang.com.tw

█ 創意蚊香包 DIY 體驗活動

█ 苗栗縣政府授贈「優良企業」頒獎典禮
█ 立康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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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SBIR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申請

經濟部為鼓勵中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產品

與服務之創新研究，依據「經濟部促進企業研究

發展補助辦法」，自 88 年 2 月起持續推動「小

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經濟部 SBIR），帶動中

小企業創新研發活動，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知識布

局，以加速提升我國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力，並

擴大民間研發的投入，運用研發成果扶植產業體

系，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本府爰依據前開計畫匡列經費推動「106 年

度苗栗縣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以下簡稱本計畫），寄望帶動中小企

業積極投入地方特色產業之研發，而提升具

地方特色產業聚落創新研發之能量，以鼓勵

中小企業創新研發之政策得以在地方紮根。

地方型 SBIR 係由各縣市政府主辦，經濟

部係站在鼓勵協助立場，有關「106 年度苗

栗縣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與「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經濟

部 SBIR）之關係，如下圖所示。

設籍本縣
中小企業

考慮其他
補助計畫／資源

向本府提出申請

1.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2.資本額≤新台幣8,000萬元或

員工數≤200人

3.財務健全；無欠稅記錄

1.１年以下研究開發計畫

   （不含先期研究）

2.補助款需求≤新台幣100萬元

3.計畫內涵具地方特色

4.符合所處縣市『地方型

   ＳＢＩＲ』其他申請條件

是

是
否

否

106年度苗栗縣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地方型SBIR）向經濟部SBIR計畫專案辦公室申請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經濟部SBIR）

地方型 SBIR 與經濟部 SBIR 之關係圖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廠址：苗栗縣頭份市工業路 55 號

開放時間：上午 8:00~ 下午 17:30

電話：037-629888

http://www.likang.com.tw

█ 創意蚊香包 DIY 體驗活動

█ 苗栗縣政府授贈「優良企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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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一、申請本計畫之中小企業須設籍本縣，符合「中

小企業認定標準」所稱依法完成公司登記或

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條件之事業：

（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 以下或經常

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者。

（二）除前條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

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

未滿 100 人者。

二、財務健全無欠稅紀錄。

三、研究開發計畫期限皆以一年為限（不含先期研

究）。

四、申請公司或行號向本縣申請之補助經費之每一

案以不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為限。

五、申請公司或商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符申請

資格：

（一）申請人計畫書所列資料及附件有誤，或

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二）申請人於 5 年內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

之重大違約紀錄。

（三）申請人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

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四）申請人於 3 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五）申請人未來針對本計畫之研發成果，進

行誇大不實之宣導。

（六）有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申請政府其他計

畫補助之情形。

（七）就本補助案件，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

惠、獎勵或補助。

（八）已連續二年 (104 年度及 105 年度 )

獲得本計畫之補助者。

（九）申請人最近 3 年內有嚴重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

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十）計畫書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未與公司

事實相符，填報資料正確有誤。

（十一）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或經理人具有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

條所稱之投資人之情事。

若有上列情事，得駁回申請或依職權撤銷補助

並解除契約。

註：「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所稱投資

人，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

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依規定在臺灣地區從事投

資行為者。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投資第三地區之

公司，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

額逾百分之三十。

二、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前項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在臺灣地區之投資，不適

用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

六、所提計畫之執行場所應於我國本縣管轄區

域內。

七、符合本府當年度公告優先輔導地方特色產

業類別者，享有額外加分。

八、外國公司得先提出計畫申請，惟應於審查

通過簽約前符合上述資格。

█ 105 年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SBIR 推動計畫聯合成果展

38



106 年度優先輔導地方特色產業類別

為提升縣內從事生技農業產業、綠能產業及

傳統產業之技術創新研發，帶動縣內地方產業發

展及提升產業價值。本年度優先輔導地方特色產

業類別包含從事生技農業產業、綠能產業及傳統

產業。其中傳統產業係依據經濟部 96 年「傳統

產業輔導措施」所定義分為金屬機械工業、化學

工業及民生工業等 3 大產業，傳統產業之產業類

別範圍如下表：

申請應備資料

申請研發計畫請備妥以下資料：

( 一 ) 計畫書。

( 二 ) 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 三 ) 國稅局及本府稅務局分別開立之無欠稅證明

文件（含國稅及地方稅）。

( 四 ) 最近一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與營

業稅申報書影本各 1 份（新創未滿一年之公

司得免繳交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 五 ) 僱用員工人數之證明文件（最近一個月勞工

保險局保費繳款單及投保單位人員名冊等資

申請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應具有「創新技術研發」特質，

「創新技術研發」係指與技術相關之創新研究。

申請人所提計畫之技術或產品指標，應具有創

新性或能提高國內產業技術水準，包含理論分

析與模擬、設計、研發及應用等；或符合節約

資源與能源及增進環保與工業安全，有助於促

進產業永續發展或綠色環保生產概念之新技

術、產品。

料）。

( 六 ) 廠商進駐育成中心或開放實驗室之證

明影本 1 份（未進駐者可免附）

( 七 )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 八 ) 其他相關文件。

( 九 ) 以上文件請檢具 1 式 10 份，均請加

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如為影本，並

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之字樣。

備註：

受理申請時間預定於 3~4 月間公告於縣府及各鄉鎮市

公所公佈欄與縣府網頁，相關資訊請洽詢苗栗縣政府

工商發展處（工商科）邱小姐、余小姐，電話：037-

559885 或 559364。 

化學工業

1.金屬基本工業

2.金屬製品製造業

3.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4.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10.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11.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2.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3.菸草製造業

14.紡織業

15.成衣服飾製造業

16.木竹製品製造業

17.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8.印刷及其輔助業

19.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0.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傳統產業

金屬機械工業

5.化學材料製造業

6.化學製品製造業

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8.橡膠製品製造業

9.塑膠製品製造業

民生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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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recedented innovation
推 動 創 新 力 

苗栗 105 年度 SBIR ( 地方產業創新 )

春田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位於苗栗三義的春田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原創立於民國 76 年，由客籍陶藝老師─廖增春

先生以及一群愛陶人士，希望傳承『柴燒』藝術

之美，並將之發揚光大，在陶藝大師─陳煥堂先

生的指導下，將原先的廢棄工廠改造為一座現

代藝術柴窯園區，協助陶藝工作者代燒窯品，

力求燒製兼具藝術價值與實用性質的窯器。創

立多年來，客戶群遍布全台，頗受好評。

台灣柴燒陶歷程

柴燒，象徵著客家常民藝術的樸素、堅持，

而苗栗本身豐富的天然氣資源，民國 60 年代吸

引台灣柴燒鼻祖─吳開興與賴冀才，在銅鑼山

區設立瓦斯窯，命名為漢寶窯，燒製日式風格

的陶器銷售日本，也提供本地人做為花器使用，

其胎土赭紅、土質粗糙，夾雜黑褐鐵斑，造形

簡潔中帶著秀氣，其上的落灰從黃到暗綠，混

著鐵斑的層次變化，相當沉穩溫暖，精彩之處

在於落灰，有些呈現哈密瓜皮質感，搭配暗紅

胎質，樸拙而親切，揭開台灣的陶藝之美。

到了民國 80 年代，吸引幾位陶藝家前往

觀摩或寄燒，當時雖有幾位業餘陶者蓋座自己

█ 廖增春老師

█ 春田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園區外觀

地方產業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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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比較不佔空間，其優點是窯品成功率高，

但與『直焰式』相比，較缺乏千變萬化的釉色，

為陶藝工作者所詬病。

春田窯為解決『直焰式』與『倒焰式』

兩難的問題，本身在聯合大學授課的廖增春老

師，以其材料學的專業背景，融合『直焰式』、

『倒焰式』之優點，開發『直倒焰式複合型柴

燒窯』。這座創新窯爐材質由斷熱磚、耐火磚

與纖維板組成，外圍採用不鏽鋼與隔熱棉，能

吸收木材燃燒產生的酸氣，並使窯爐受熱均勻，

再以多孔散熱的方式，在提高窯品成功率之餘，

能兼具自然落灰的藝術釉色之美。

春田窯的『直倒焰式複合型柴燒窯』新一

代創新技術的構想，獲得民國 105 年苗栗縣政

府 SBIR( 地方產業創新 ) 補助，現正實驗中。苗

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於 2 月 24 日前往春田窯

實地勘查執行情形，希望以春田窯柴燒陶瓷製

程技術建置，導入創新柴燒之窯燒技術，提昇

苗栗陶瓷柴燒產品的差異化，提昇客製化產品，

增加其產品附加價值並提升產值，後續也將持

續規劃導入專用濾材崁入柴燒窯體，降低柴燒

窯煙害的環保問題。

廖增春老師說，希望以春田窯的創新技術

為出發點，藉由這項研發技術讓柴燒的技術加

值，藉以活絡並促進苗栗在地傳統產業，共同

再造陶瓷新願景。

█ 直倒焰式複合型柴燒窯

的柴窯，但僅僅是把燃料改成木材，仍處在摸

索階段，直到現代，苗栗柴燒產業經過時代推

演，藉由國內外交流互動、柴燒研習營舉辦、

媒體的報導，加上現代資訊傳遞的便利性，柴

燒創作人口漸多、柴窯的數量與時俱增、作品

水準日益進步等因素，至今已相當繁榮興盛。

窯爐使用木材燃燒，與昔日的電窯、瓦斯

窯不同，產生的灰燼、火燄會直接竄入窯內，

在坯體上自然落灰，經過長時間高溫燒熔，結

合陶土、柴灰與火三種元素所產生的灰釉，即

是「自然落灰釉」，其形成的自然釉色變化萬

千、層次飽滿豐富，具藝術觀賞價值，質感也

與人工上釉的華麗質地不同，深受陶藝工作者

的熱愛，但成功率約只有 50%。

為提高窯品成功率，而產生與『直焰式』

燃燒方式不同的『倒焰式』。『倒焰式』是在

窯爐內部底下開孔，讓火焰往下竄，使內部受

熱均勻，倒燄式型式類似瓦斯窯，另外在窯外

加蓋個燃燒室，有時可以設計兩個窯室。倒焰

式的容積可以往上發展，容許較多的隔層或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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