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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工業機器人忽然變成市場熱門議題，而且很明顯不是炒過就算的假議題，因為在

實際的市場面，工業機器人近年來的價格急跌，一般來說單一市場會進入跌價狀況有

幾個原因，一是市場飽和，大家只好削價競爭，另一則是市場正在起飛，需求雖未飽和，但技

術成熟，投入者變多，後進者拼價格佔市場，工業機器人就屬此類。

而工業機器人市場之所以火熱，除了缺工與自動化技術成熟兩項原因外，鴻海、Google等大廠

相繼大動作投入，也成為市場助燃器，不過市場成熟也帶來許多「過人」的想法，「無人工

廠」就是一例，此一說法來自20世紀領導學之父Warren Bennis。

Warren Bennis曾說過，未來的工廠只會有一條狗和一個人，人負責餵狗，狗負責讓人不要靠近

機器，這即是「無人工廠」的概念，或許此一願景未來會實現，但至少絕不會在十年內看到，

因為機器手臂再複雜，仍有其侷限，超過人臂六軸的七軸機器手臂早已問世，但即便是號稱可

以做到人手所不能的動作，七軸機器手臂的應用不多，主要原因在於週邊設備的配合，人力工

作不只是手臂，還有更精細的眼睛、更高運算速度頭腦與更快的感測皮膚，這些極為精密的感

官使得人力的工作速度遠高於機器手臂。

但人體的缺點也在此，過於精細的感官不但容易受損，長時間運作下效能也會降低，因此工業

機器人的普及，將會與人工互補，人工負責複雜的工序，簡單而重複的工作則交由機器人，因

為中短期之內，人與工業機器人在同一產線共工的的情況將會發生，機器人成為同事的日子已

經來到。

智慧製造不會是無人工廠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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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辦完2016的尾牙，這是MakerPRO成立以來

的第二次尾牙，值得一書的是，從一桌十

人的吃火鍋，到租下一個餐廳空間，與社群顧問

及同事們共聚同歡，人數上成長了三倍，而顧問

群坐滿三分之二的席位。

該怎麼說呢，這樣的尾牙陣容蠻特別的，不只因

為顧問群人數多於員工，而是我們與顧問們的關

係，既不是客戶，也非供應商，更無聘雇關係，

而是一群願意一起做些事的「社群夥伴」，也在

去年共同創造了不少成績。

攤開這群人的經歷背景，那是很嚇人的，厲害的

Maker有好幾位，他們軟的硬的都行，上天下地的

專案都難不倒他們；當Maker想把專案送上市場，

這群裏的多位顧問更是首選的諮詢對象與服務夥

伴，從設計（ID、ME）到系統整合，到打樣及量

產，甚至是通路與行銷包裝，都有人能幫忙搞定。

當然，這裏並不是想賣弄「我們」有多厲害，而

是以「我們」為例來印證一件事：以社群為基礎

的共享事業營運，是可行的，也很可為。

「我們」的基本模式是，大家都各有自己的主體

性，但是又很互補。平時大家可能有自己的工作

或生活重心，但當有某些計畫要進行時，又能依

能力、興趣、時間而適性化地組織在一起，共同

完成任務。

這種模式說穿了就是一個詞：Crowdsourcing（

群眾外包），這和一般的外包有點像，但又不太

一樣，差異在於前者可能不是Freelancer或接案

公司，而是個人或興趣團隊，用閒暇的時間來接

案，但他們的能力不見得比較差，甚至更強，而

更重要的差異在於：沒興趣的案子，報酬再高也

不一定會想接；有興趣的案子，即使要自己拿錢

出來一起搞，也沒問題的！

相信基於互助互利及共享的Crowdsourcing會是推

動Maker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但如何運作，也還

在摸索。嘗試至今，致力於處理的是其中一個隱

性的難題，即是「管理」及衍生的成本問題。

很多Maker專案或團隊都遇到類似問題，造成專案

無法繼續發展或團隊招不到也留不住人的窘況。

在這一點上，其實又回歸到公司的價值：有效率

的運作與管理，這也是MakerPRO為何要成立公司

來營運的原因，也是我們在社群Crowdsourcing中

扮演的角色。

展望2017，不論是從全球或本地Maker圈Bottom up

的協同設計需求，或從企業端Top Down的尋求創

意及技術外包夥伴的需求，都會讓Crowdsourcing

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而我們也期待結合更多的「我們」一起做更多有

趣的事，並推展有助於基於互助互利及共享的

Crowdsourcing虛實整合平台。

（本文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及共同創辦人）

期待結合更多的「我們」一起做更多有趣的事。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展望2017：推展互助、互利、共享

的CROWDSOURCING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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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A N A L Y S I S

美國太陽能首度躍昇為新能源發電主力
太陽能經濟在全美所有細分市場皆呈現強勁成長力道。

根據美國太陽能產業協會（SEIA）發布

的一份報告中指出，2016年美國太陽

能市場年增長率較往年翻了近一倍，去

年美國安裝太陽能光伏設備的總量高達

14,626MW，這也代表著2016年較2015

年所達到的7,493MW增加了95％。

報告中顯示，這是美國太陽能第一次躍

昇為新能源發電的主要來源；總結來

說，太陽能於2016年的發電容量，約

佔所有燃料類型產能的39％。

據了解，太陽能經濟在全美所有細分

市場皆呈現強勁成長力道，因此有超過

26萬的美國人任職於太陽能產業相關工

作。

2016年美國太陽能之所以能夠如此成

功，全都仰賴由聯邦政府所提出的美國

太陽能投資稅減免（ITC）。ITC不僅確

保太陽能面板安裝量，再加上公共部門

是所有細分市場中成長率最高的一塊，

相較於2015年公共部門的太陽能採用

率成長145％。

2016年對於美國太陽能產業而言是一

個指標性的一年，根據紀錄顯示，全美

有22州的發電量超過100兆瓦。

雖然美國太陽能在所有應用領域中皆有

所增長，但是公共部門的採用規模則

是朝向兩位數吉瓦（Gigawatt）等級發

展；而最主要太陽能受青睞的原因，則

是因為其成本競爭力已等同於天然氣等

燃料發電價格。

在非住宅的市場方面，太陽能的採用也

超乎預期，這之中則包含了兩大因素：

第一是由明尼蘇達州與麻州所主導的社

區型太陽能發電，已突破22MW的發電

紀錄。第二，因新式網路電表費率設計

方式，加重了設備安裝的力道，目前最

為顯著的地區為加利福尼亞州。

這是自2011年以來首次，太陽能設備

的非住宅安裝數目超越了住宅用的安裝

數目，根據報告中顯示2016年已達到

了2,583MW。

目前加州太陽能的住宅市場成長已趨於

平緩，但是馬里蘭州、紐澤西州，以及

少數州的太陽能以實現太陽能與傳統電

價一樣境界，此一情況可有效協助太陽

能在住宅市場再增長19％。（邱倢芯）

Gartner：三星、蘋果仍為2016年全球最大半導體客戶

三星與蘋果仍稱霸半導體消費市場！根據知名研究機構Ga r t n e r報告指

出，2016年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與蘋果(Apple)仍為半導體晶片的

最大買家，佔全球市場整體需求18.2%，且兩家公司一共消費了價值617億

美元的半導體市場，較之2015年增加了4億美元。

Gartner首席研究分析師山路正恆進一步指出，三星與蘋果已連續第六年稱霸

半導體消費領域。從整體半導體產業的技術與價格趨勢來看，兩家公司雖然

持續發揮極大影響力，但因未來成長預期下滑，影響力道已不如以往。

雖然三星2016年時在智慧手機、LCD電視與LCD面板等市場都遭遇來自中國

大陸OEM廠商的激烈競爭，該公司的設計總體有效市場(TAM)仍見增長，並以

9.3%市占再度成為全球擁有最大設計總體有效市場的企業。（廖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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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分析

MIC: 80％消費者有意願使用行動支付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進行「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分析」發現， 

80.2％的消費者有意願在未來會開始或繼續使用行動支付，其中已經是

行動支付用戶者，更有96.1％有意願繼續使用，整體市場對行動支付的

偏好度也有所提升。相較於現金或實體卡，有更多人同意更願意以行動

支付付款，除了用戶從2015年59.4％成長到2016年66.1％，非用戶比例

也從2015年19.2％攀升至2016年30％。

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胡自立指出，消費者除了交易付款功能，也

期望行動支付能被應用在更多元的生活面向上，前三名依序為「帳單繳

費」、「轉帳服務」與「消費拆帳」，皆是業者可以觀察發展的方向。(

陳復霞)

現今5G技術都還尚未發展完全，緊接

著又出現一項新技術。目前已有研究人

員研發出一種太赫茲(THz)發射器，該

發射器資料傳輸速度還比5G至少快十

倍，該技術有望在2020年實現應用。

比5G快十倍的速度具體來說到底有多

快？舉例來說，該技術能夠將一片DVD

上的全部內容在幾分之一秒內瞬間傳

輸完畢，這幾乎僅是一個眨眼的過程而

已。舊金山舉行的2017國際固態電路

研討會(ISSCC)上即展示該種太赫茲發射

器。

太赫茲頻率是一種新的巨大頻率資源，

有望在未來應用於超高速無線通信。日

本廣島大學教授Minoru Fujishima是太赫

茲研究者之一，他表示，太赫茲也能與

衛星進行超高速連線，而與衛星的連線

只能透過無線，這可帶來促進動態網路

連線發展的好處。其他可能的應用還包

括快速將資源下載到行動裝置、基地台

之間達到超快速無線連網等。

該研究小組研發的發射器，頻率在

290~315GHz範圍，能夠達成105Gbps的

通訊速度。雖然這個範圍的頻段現在

還沒有配置，但已確定將在2019年的

WRC-19上討論在275~450GHz頻段為陸

地移動和固定業務增加頻率劃分的新議

題，而此前所討論的發射器頻率剛好就

處於275GHz~450GHz範圍內。目前也有

許多國家已開始進行太赫茲頻段的物理

特性以及相關技術試驗，並取得不錯的

進展，而中國即是其中之一。

去年該研發小組就曾展示透過使用正交

振幅調製大幅提高300GHz頻率無線連

線速度的研究成果。而今年則展示更快

的發射器，其單通道資料速率比之前

快6倍，更是首次達到單通道速率超過

100Gbps。Fujishima表示，新研發的發

射器傳輸功率比之前的還要高10倍，使

得單通道數據速率在300GHz時可達到

100Gbit / s以上。（廖家宜）

比5G還快十倍！
新技術實現超高網速有望2020年問世
2017年第一季伺服器用記憶體模組價格持續攀高，平均漲幅已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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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整體物聯網應用
消費性應用將占六成
測試將於2017年下半年在美國展開。

研究機構Gartner針對物聯網最新趨勢

做出預測報告，報告中指出2017年全

球使用中的連網物件數量將達到84億

個，較2016年增加31%，而到了2020

年更將增至204億個。此外，2017年

端點與服務相關支出金額也將達到2兆

美元大關；其中，消費性應用將佔整

體物聯網應用的63%。

再以地區來看，大中華地區、北美與

西歐等三地將為主要使用連網物件的

區域，合計光這三個地區在2017年將

佔整體物聯網(IoT)裝機量的67%。

據了解，消費性市場將是連網物件用

戶的最大族群，並將於2017年達到

52億個單位數量，佔總體應用數量的

63%。Gartner研究總監Peter Middleton

對此表示，除了車用系統，消費者最

常使用的應用將是智慧電視與數位機

上盒，企業最常用的則是智慧電表與

商用安全監控攝影機。

專為特定垂直企業量身訂做的應用（

包括製造領域裝置、發電廠使用的製

程感測器以及醫療照護用即時定位裝

置）將在2017年帶動企業採用連網物

件，部署數量預估達16億件。

不過從2018年起，隨著連網功能逐漸

導入大量生產的低價裝置，包括LED照

明、暖通空調(HVAC)與實體安全系統

等在內的以智慧建築為主要目標的各

種跨產業裝置，則將成為主流。而預

計到2020年跨產業裝置將成長至44億

個，其中包含32億個專為特定垂直企

業量身訂做的應用裝置。

此外，Gartner還指出，消費者購買的

裝置數量增加，企業相關花費也同步

增長。就硬體支出而言，2017年企業

用連網物件將帶動9,640億美元支出；

消費性應用支出則將增加到7,250億美

元，而至2020年，以上兩者的硬體總

支出預計將達3兆美元。

物聯網服務對物聯網裝置的崛起十分

重要。根據預估，物聯網服務總支

出，於2017年將達到2,730億美元。（

廖家宜）

GE報告：2017年太陽能仍是再生能源主流發電方式

根據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報告指出，2015年的再生能源投資總額高達2860億美元，相較於2014年增長了

三個百分點。

GE 報告（GE Reports）中也指出，其他發電方式的投資，遠不及於太陽能、風力

發電，以及其他再生能源的投資總額。

報告中指出，2017年太陽能發電仍會是再生能源的最主流發電方式，這一切全拜

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以及政府的大量投資所賜。 (邱倢芯)

圖片來源：G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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