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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四月號 2015   CTIMES   13

近期，大家經常聽到一個名詞，工業4.0。就如同iOS或Android的版本不斷更新一樣，

工業技術也隨著時間與需求而不斷進化。從工業1.0開始，蒸氣機的加入，人們不

再需要透過勞力來處理所有的繁重工作。工業2.0，電力的問世，讓發動機加快了生產的速

度。工業3.0，電腦的助力，讓生產自動化成為可能。而現在，工業4.0的願景，則是要讓

生產過程能夠更聰明。

回顧數年前，微軟總裁比爾蓋茲與GM總裁，曾在COMDEX展會上發生過一段有趣的對話。

當時比爾蓋茲在一場演講中，將電腦與汽車兩個產業的發展速度進行比較，他笑說若汽車

技術能與電腦產業一樣快速進化，那麼現在也許已經可以用25美元的價格買到一輛汽車，

且一加侖的汽油可以跑上一千公里。

對此，GM總裁也不甘示弱回應，他說如果汽車真像電腦一樣，那麼汽車可能一天得當機兩

次，且當環境設定改變或者作業系統更新，就要重新買輛新車，甚至車子可能突然關機，

再也無法開機。儘管這只是兩個總裁間的玩笑話，但也真實反映了ICT與精密機械兩大產業

間，截然不同的發展情況。

儘管過去30年來，ICT產業進步的速度，然而對比講求高速的ICT產業，要求高精準度、可

靠度的機械產業及精密工業，腳步遠落後於ICT。而未來，如何將ICT產業的優勢與機械工

業結合，將會是未來工廠重要的議題，而這也是工業4.0的關鍵之一，將智慧帶入到工業環

境之中。

有鑑於此，本期封面故事也以『翻轉製造DNA』為主題，從百年來的工業製造史出發，探

討最新工業4.0概念的延伸、智慧工廠的新世代、以及軟體在智慧型工廠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內容將包括產線生產方式的全面翻轉、物聯網催生未來工廠、我要更聰明的製造業，

以及用軟體打造智慧型工廠等。內容十分精彩，歡迎所有關切此議題的讀者們鎖定。

此外，本刊編輯於二月走訪鳳凰城，參與了SolidWorks World 2015（SWW 2015）展會。

此場展會正值SolidWorks新舊執行長交接的當下，大會中已充分體驗到雲端與社群的氣

圍，比起以往更加濃厚。本篇特別報導將帶來SWW 2015的展會重點、新款產品的重點與

未來發展等，讓讀者能與相關產業的發展更加同步。

全新的自動化工業，看似水到渠成，然而卻也非一蹴可幾。在智慧自動化生產的背後，最

關鍵的角色扮演，依然是人。畢竟這些機器所擁有的智能，還是必須由人們來給予。所

以，工業4.0究竟什麼時候能看到完整的樣貌呢？就取決於市場的渴求，以及人們願意付出

多大的努力了。

水到渠成
智慧自動化生產的背後，最關鍵的角色，依然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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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初入社會不久後，恰逄dotCOM熱潮，那時

候，一大群未滿30歲的年輕人都掛上網路公司

CEO或VP的頭銜，吸引創投業者上門想要給錢。這群年

輕創業家深信著：「我們雖然只有三、五人，還是可以

把世界翻兩翻！」

不久後，無情的泡沫海嘯襲來，讓多數網路公司從市場

蒸發，留下的，是大家對年少輕狂的不勝唏噓。

再過幾年，一台智慧手機橫空出世，再次掀起「三、

五人也能翻轉世界」的App創業潮；但同樣地，當一支

又一支的App被寫出，也一支支地疊高了進入市場的門

檻，無情地將沒資源的小團隊擠向邊緣，漸漸失聲。

最近高漲的創業熱度，多麼像這兩波熱潮的前期氣氛

啊！從國家政策、創投資金、育成加速器，甚至是打造

創業園區等，全都在追捧「創新創業」這個話題，而在

背後支撐著的動力，無非就是物聯網、智慧硬體、大數

據等名詞所賦與的想像空間。

問題是，這一波和前兩波有什麼差異呢？會不會在浪頭

被推到最高之後，又是創業夢泡沫或邊緣化的開始呢？

可以理解的是，當一個新市場即將出現，一家公司的「

本夢比」往往比「本益比」來的更重要，而談到「創業

夢」，年輕人有的是天馬行空的闖蕩本錢。但當市場逐

漸落地，這些夢想就得攤在陽光下被嚴酷地檢驗。

若說這三波的創業潮有什麼相同之處，該是這種精神的

傳承與擴散：Open Source。

在上週的一場Maker分享會中，洪宗勝博士拿著一塊小

Box，連上投影機，就開始講一個題目：「做一個Box翻

轉世界」。

同樣是談『翻轉世界』，洪博士想談的是降低數位落差

的教育翻轉，而他手上的小Box，裏頭裝的是開放硬體

（Open Hardware）的Banana Pi，驅動它的則是開放軟

體的Linux作業系統，以及來自全球有心人所貢獻的開

源教育資源。

這種開源的精神，讓科技門檻持續降低，也讓更多人有

「能力」去操弄「科技」，而且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進

步，或與同好一起動手（Do it Together, DIT）去解決問

題、改變世界。

大時代的浪潮總是有起有落，我們該看的，或許不是多

少創業家最後成功了，創造了多少「產值」，而是更大

格局地去看，這一波的變革除了帶來商機、便利或競爭

力外，在「以人為本」的議題上，做了多少貢獻？

Open Source背後的態度，就是一種Open的Mindset，這

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一些學習、不斷地行動與內在的

認同，而這個認同是相信：「我」不能自外於「社會」

，讓社會變好，我也才能更好。

想翻轉世界？還得先翻轉自己的Mindset！

想翻轉世界？還得先翻轉自己的Mindset！

新創夢前仆後繼  
留下的是：開源精神歐敏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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