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台灣鑄造學會日本參訪暨 72 回世界鑄造會議參訪團心得報告 

WFC - World Foundry Congress 世界鑄造會議 

世界鑄造會議是由 WFO(The World Foundry Organization)世界鑄造組織所發起的活動，每兩

年由成員國輪流舉辦；今年已屆第 72 回並由成員國之一「日本鑄造工學會」於名古屋國際展示

場與 World Foundex 2016 展覽活動一同盛大舉辦。 

「世界鑄造會議」包含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工廠參觀及社交、觀光活動等項目；專題演

講及論文發表的主題大多為鑄造相關最新之研究，包含鑄鋼、鑄鐵、非鐵合金等鑄造技術及材

質的研究、造模、砂芯製作、精密鑄造、壓鑄、鑄疵分析、品質管理、技術管理、模流分析、

機器人及自動化、綠色鑄造等議題。工廠參觀共有十個不同路線供報名者選擇，參觀公司包含

鑄鐵廠、大型鑄件廠、鑄鋁及非鐵鑄造廠、鑄造設備廠、汽車製造廠、大學及研究中心等。 

World Foundex 2016 展覽活動的安排也相當的令人驚豔，鑄造廠商展覽區共有 147 家來自

世界各地之鑄造相關廠商參展，並有一區主題展覽區，展示關於鑄造的過去與未來、以及生活

中各種由鑄造所生產出的製品等等，也特別設置一兒童體驗區域，讓國小以下的孩童能以簡單

的材料實作體驗鑄造的特殊製作方式及其中趣味。 

 

鑄造學會活動行程 

此次鑄造學會參訪團行程除了參與世界鑄造會議的活動外，並安排參觀日本新東及豐田汽車兩

家日本著名工廠，共計六日五夜。 

 

 

 

日期 行             程 

5/21 (六) 出發 (台灣桃園機場�日本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5/22 (日) 

參加 WFC 世界鑄造會議暨 World Foundex 2016 展覽 

(地點：名古屋市国際展示場) 

5/23 (一) 
參加 WFC 世界鑄造會議暨 World Foundex 2016 展覽 

(地點：名古屋市国際展示場) 

5/24 (二) 

工廠參觀活動： 

(1) 豐田汽車 明知工廠 (鑄造工廠) 

(2) 新東工業 幸田工廠 (環保、安全設備製造廠) 

(3) 新東工業 一宮工廠 (表面處理設備製造廠) 

5/25 (三) 

工廠參觀活動： 

 【路線 A】 

(1) 栗田工業 (灰口鑄鐵,工業用部球墨鑄鐵件) 

(2) 木村鑄造所 (灰口鑄鐵,大型鑄件生產) 

 【路線 B】 

(1) 美濃工業 (汽車用鋁壓鑄件) 

(2) 大同工業 (精鑄第二工廠，渦輪機用鎳基合金件) 

5/26 (四) 賦歸 (日本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台灣桃園機場) 



WFC 世界鑄造會議暨 World Foundex 2016 展覽： 

今年 WFC 以屆第 72 回，由日本鑄造工學會主辦，地點選在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開幕典禮

由日本傳統樂器-三味線的表演作為開場，並由主辦國代表-日本鑄造工學會木口 昭二會長及

WFO 現任會長 Myung Ho Kim 教授開幕致詞。 

開幕典禮之後為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由於演講主題相當多元，參加者可領取一份大會手冊及

演講資料隨身碟，並可依需求自行前往不同場次聆聽演講。 

 

開幕典禮，三味線表演揭開序幕 

 

日本鑄造工學會-木口 昭二會長致詞 



 

WFO 現任會長 Myung Ho Kim 教授致詞 

 

  

WFC 會場剪影 

 

World Foundex 2016 鑄造展覽在活動會場的一樓展示區，該展覽規畫相當用心，除了鑄造行業人

員的商業展覽外，一般民眾及學生參觀此展覽也會覺得相當有趣，並能更了解鑄造業的重要及

發展。整個展覽大致分為三個主要項目， 

(1) 商業展覽區域，共有 147 家來自世界各國鑄造相關企業參展，包含鑄造廠、材料設備廠等等，

每家公司的攤位布置相當用心，大部分的設備廠皆有實機的展示，動線規畫相當好，參觀者可

以經由人員的介紹或是海報標示，清楚的了解產品的運作及優點，鑄造廠及材料廠則有許多食



品的展示，可以實際看到及摸到產品，而不是僅有目錄照片做參考。日本廠商在攤位的布置上

著重於產品的展現與互動性，休息或洽談區會設計得較為隱密並且不會留太大的空間；在現場

可以看到的皆為較新的技術及產品，例如水平自動造模設備、機械手臂及定時定量球化劑自動

投入設備等等，大部分新產品皆以省力化及環保為訴求。透過展覽，訊息的流通相當清楚且快

速，大家在會場中各取所需，或是從中獲得新的想法及合作機會，如此一來參展的效果大幅提

升。 

 

台灣廠商，超吉工業(股)公司、天元模型機械(股)公司、台灣豐田通商(股)公司也設有攤位。 

左起：張瑞模理事(金屬中心熔鑄組)、天元模型 楊子忠董事長、林良清榮譽理事長、超吉工業 王

清標董事長。 

  

商業展覽區域剪影 

 

(2) 主題展覽區域，展示鑄造產業的過去與未來，以及各種生活中以鑄造生產製造的各項產品，

並設置了許多互動設施，如小型虛擬的高爾夫練習場(高爾夫球頭是以鑄造生產)等等。會場中製



作了許多 3D 動畫影片及模型，說明了古代的鑄造行業是如何發展的，以及未來的鑄造業將會是

如何與自然共存的，並且部分危險或是粗重的工作項目將會由機器人取代；也有許多大學或是

研究單位以模型或是海報，呈現說明相關的研究，包含自動運送澆斗的設備如何使其減少運送

過程中晃動的情形，以避免危險發生；或是冷凍模(Frozen Mold)的研究等等。 

「No Castings, No Life」展區中也用影片及海報的呈現方式，說明鑄造的重要性及好處，讓目前

從事鑄造行業的人員對於自己的工作能更有認同感及榮譽感，對非鑄造行業的人員加強對鑄造

業的好感，並能產生興趣提高投入意願。 

 

主題展覽區域入口處設有機器人導覽員相當吸睛 

  

主題展覽區域剪影 

 

 

(3) 兒童鑄造體驗區域，利用簡單的模型及材料，讓國小以下的孩童可以親自體驗鑄造的過程，

並且可以將做出來的成品帶回家留作紀念。會場中看到許多由老師帶隊的學生團體來看展，除

了高中生、國中生外也有幼稚園的小朋友，除了會有專人導覽參觀主題展覽區域外，中學以下

的小朋友若是無法理解展覽內容，可以從體驗過程了解鑄造，或許可以啟發他們對於鑄造行業

的興趣。從小培養效果加倍。 



  

兒童鑄造體驗活動 

 

   

展覽會場有專門人員為學生團體做導覽 

 



 

左起：張瑞模理事(金屬中心熔鑄組)、甲聖工業(股)公司-林聖竹總經理、精冶科技工業(股)公司-

蘇偉銘先生、日本鑄造協會-木村博彥前會長、木村美知子女士、精冶科技工業(股)公司-游政書

經理、WFO-Myung Ho Kim 會長、WFO-Myung Ho Kim 會長夫人、宏邦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張雍駿

總經理 

 

左起：日本鑄造協會-木村博彥前會長、張豐國榮譽理事長(皇廣鑄造發展(股)公司) 



 

左起：張瑞模理事(金屬中心熔鑄組)、林良清榮譽理事長、日本鑄造協會石川勝久顧問 

 

全體團員於 WFC 會場合影。 

左起：楊松樺、楊錦明(傳裕企業(股)公司)、劉益瑋(英銓鑄造工業(股)公司)、黃紹彰(大詠城機械

(股)公司)、李共恩(忠正(股)公司、廖崇凱、柯敦仁(豪慶工業(股)公司)、張瑞模(金屬中心熔鑄組)、

程舒鴻(總鎰金屬工業(股)公司)、蘇偉銘(精冶科技工業(股)公司)、程舒威(總鎰金屬工業(股)公司)、

游政書(精冶科技工業(股)公司)、林晏徵、陳炘榆(般若科技(股)公司、劉益銓(英銓鑄造工業(股)

公司)、陳宥任(桐德鋼鐵(股)公司)、沈志育(哈帝(股)公司)、蔡木森(玖鼎金屬工業(股)公司、范有

松(祐捷有限公司)、江水平(全弘實業有限公司)、沈柏樺(哈帝(股)公司)、楊喬溱(台灣鑄造學會) 



工廠參觀活動：豐田汽車公司、新東工業 

第一天的工廠參觀活動是由鑄造學會安排參觀豐田汽車及日本新東工業兩間知名工廠。 

「豐田汽車」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汽車生產公司， 成立於 1937 年 8 月，現任社長為豐田 章男。

2013 年度共售 1013.3 萬輛汽車，2014 年共售 1023 萬輛汽車，是第一個達到年產量千萬台以上

的車廠，總部設在日本愛知縣豐田市和東京都文京區；此次我們所參觀的即是位於愛知縣的鑄

造工廠，該廠鑄鐵產品(FCD)的月生產量約為 2,598 噸。 

鑄造(鑄鐵)工廠中原有十條生產線，但現今的車輛講求輕量化並改使用其他材質或製程，因此縮

減為一條生產線，主要生產發動機及底盤的部分鑄鐵件。廠內大部分工作皆以自動化，不良率

控制在 2%以下，主要訴求為鑄件無傷痕、環境乾淨整潔。 

生產線上主要採用自動水平合模設備，每副模具皆有編號，當人員發現模具有碰撞損壞的痕跡

時立即通報，後面製程的人員則能清楚知道將該模具剔除不進行任何動作。在熔解區的上方設

有一溫控室，人員在此溫控室中進行除渣的動作；該溫控室約為 5~6 坪大的密閉空間，使用具

隔熱效果且透明的檔板做阻隔，裡面設有冷氣；裝有鐵水的澆斗使用天車吊至檔板外，人員僅

將檔板上的一開口處打開，由此進行除渣動作，如此可大幅降低接觸到鐵水的高溫。 

豐田廠內人員相當少，大部分已由自動化設備取代，廠內相當乾淨，除了看不到過多的灰塵及

砂，呼吸也非常順暢沒有太大的異味。除了廠區規畫較為寬敞、集塵系統也相當完善；砂心是

在負壓室裡面製作，異味及灰塵立即被吸取，並且裝有鐵水的澆斗上方總會有一吸塵器跟著移

動，不斷為滾燙的鐵水所產生的灰塵及微小粒子做收集，大幅提升集塵效果使環境能更為乾淨。 

豐田積極打造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使女性也能在鑄造廠工作」為目標；無論任何東西都要

用盡了才能丟棄為原則，致力減少廢棄砂即 CO2 的排放。他們將員工的權益與環境的保護作為

工作的首要目標，使公司運作能夠穩健成長，進而創造更大收益。 

 

鑄造學會全體團員與豐田汽車人員合影 



「新東工業株式會社」為日本知名設備廠，成立於 1934 年 10 月，主要生產鑄造相關設備(自動

化設備、噴砂機等)及環保設備(集塵、混鍊設備等)等。鑄造設備佔整體銷售 31%、表面處理設

備 43%、環保設備 12%；海外地區銷售亞洲佔 50%，其次為北美、歐洲及南美。 

此行參觀的是新東的幸田工廠(環保、安全設備製造)及一宮工廠(表面處理設備製造)。 

新東工業最早在 1923 年是鑄造廠起家，專門生產紡織機；1934 年開始生產、銷售鑄造相關設備，

1951 年開始可為客戶提供鑄造整廠設備。由於有鑄造工廠的技術及經驗，因此所生產之設備更

能符合鑄造廠需求，並能同時提供技術顧問服務，成為顧客能依賴的供應商。 

目前新東最新開發之造模設備結合雲端監測系統，以外接螢幕做監測並連線至新東，當故障發

生時可即時以遠端操控排除狀況，縮短客戶停機時間、減少損失。 

在表面處理設備，主要有噴砂(清洗)設備及強化(應力)設備，最新噴砂設備結合機械手臂，使噴

砂效果及範圍能更符合各種不同鑄件之需求。 

            

張瑞模理事(左)致贈感謝牌予新東工業            新東工業幸田事業所展示室，一處以新東 

一宮事業所-仲道 賢一所長                      LOGO 圖樣設計之各種粉塵展示架 

全體團員與新東工業環境事業部-中根 幹夫部長(前

排右五)、海外營業部-今野 明主任擔當(二排右二)及海外營業部-中嶋 湘依小姐(前排右一)合影。 



工廠參觀活動：栗田工業、木村鑄造所 

第二天的工廠參觀活動是由 WFC 所舉辦，並依各團員所報名之路線前往參觀。 

「栗田工業株式會社」主要生產沖壓機、工作母機用鑄件等(FC、FCD 等)產品之鑄造工廠，成立

於 1949 年 6 月，目前有靜岡及大東兩個廠；每月生產約 1,000 噸，每小時最高可生產六副模型。 

栗田工業員工平均年齡 33 歲，以「打造世界最快樂的鑄造廠」為目標，廠內相當乾淨、整潔，

除了合模及部分較細的工作外其餘皆已採用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工。 

現場生產採 IT 工程管理，長年的經驗與最先端技術融合，利用資料的建檔加上電腦的控制，讓

每個設備都像是有大腦一般，如此可減少生產時搬運、找東西及等待浪費的時間並提升工作效

率。 

栗田工業廠內的動線及輸送線設置皆是經過設計安排，讓每一個使用面積都能達到最高效能。

由於廠內最大砂箱尺寸高達 20 噸(3000X2500X1750 mm)，懸吊砂箱使用的天車連結ㄇ字型夾具，

使砂箱在懸吊時兩邊施力平均，以減少拔模時造成的碰撞情形。 

 

 

所有參觀人員與栗田 鐵也社長(第二排中)合影 

 

「木村鑄造所」於 1927 年創立，至 2011 年第四代-木村 壽利社長正式上任；主要以全模法(消

失模)生產大型機械鑄件，每月生產約 5,000 噸。目前預計在美國設立設計研發工廠，引進四台

3D 列印設備做為開發階段生產模具使用。 

廠內最重要的工程部目前有 60 人，每位人員皆須經過六個月的培訓；該部門可將客戶提供的圖

紙由 2D 轉為 3D 及 CAM 機加工圖紙，除了能直接作為開模使用外也可協助客人找出開發製圖時

未發現的盲點，提高產品生產效率。 

在木村鑄造所的工作區域內有許多細節是專門為了員工而設計的，辦公室內設有「地震計」隨



時偵測地震發生的情形，以及時通知並疏散人員；模具整修室地面設有軟墊，由於員工需長時

間跪坐於地面進行模具整修的作業，舖有軟墊可減少工作傷害；黏結保麗龍模具時使用砂袋加

壓，避免落下時造成員工傷害；輸送模具的走道上設有斜坡，使運送能更省力；在落砂前人員

會在模具上插上小旗，用以告知填砂人員該處須加強填實，使砂模能更加堅固而完成之鑄件能

更完整。 

除此之外，廠內的研磨區域是採密閉式的，在密閉空間內設有集塵設備，並且操作人員配有專

業的防護面罩阻擋粉塵及噪音，使廠內環境能更易維持。 

對於職業安全的維護除了要求員工遵守相關規定外，公司本身也做了很多措施來保護員工，在

兩方的共同努力下創造最佳的工作環境。 

 

 

所有參觀人員與木村 壽利社長(前排左三)合影 

 

後記 

這次非常感謝學會給我這麼好的機會參與 WFC 如此盛大且國際性的活動，著實另我受益良多；

鑄造是一門相當重要並且還尚有發展空間的技術，並且擁有五大優點：材料的再利用性、可生

產幾個至數十萬個產品、可生產大大小小的產品、自由自在的材料選擇及自由自在的形狀。世

界各國對於鑄造技術發展不斷的精進與追求，以及訊息的共享，讓我覺得若是我們也有心在鑄

造領域發展，是能夠有機會找到許多資源及資訊的。 

許多國家目前都有鑄造人才缺乏的問題，德國人口 8 千萬人，但全國鑄造科系學校每年也僅有

50~60 名畢業生，但對於技職教育還是相當嚴謹並重視學生的實務教學；日本也因為人口老年化

加上年輕人不願意投入鑄造業，因此積極改善鑄造廠環境，並發展自動化及省力化。 

台灣雖然很小但我們的鑄造技術是絕對贏過許多國家，台灣鑄造業的發展也是讓許多外國人跌

破眼鏡的。我們應該為自己目前所擁有的感到自豪，並學習其他國家的優點；像是日本公司，

總是將目標放的長遠，因此在日本有相當多的百年企業；為了追求永續經營，在做投資規劃時，



他們將員工看作最重要的資產，並將環境保護作為首要追求目標，甚至希望能創造與自然共存

的工廠，如此獲得的將遠比計畫中的多並能燕翼貽謀、造福子孫。 

在這次的參訪活動中讓我有許多深刻的體認，希望日後也將這次的經驗應用於活動的設計與安

排，期能與各位一同為我國鑄造業的發展盡一份心力。 

 

在此要再次的感謝所有參與這次參訪團的前輩及好朋友們，有你們代表學會參與 WFC 活動，共

襄盛舉，我們備感光榮；工廠參觀活動時大家的有禮、友善及熱學受到工廠的讚賞，不僅幫學

會在日本企業心目中留下了好印象，也代表了我們臺灣人民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一美好形

象。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也希望您能不吝於給予我們指教，我們必定不斷改善讓所有活動都能越辦

越好，為大家帶來更大福祉。也期待您繼續給予我們支持，參與我們的活動，讓我們為臺灣鑄

造業創造更多的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