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價 180 元

vol.28
2017 Aug.

技術特輯
p.117  
自動化技術





引爆全球製造商機
工業    全面升級4.0

工業機器人設計首重系統連結能力工業機器人設計首重系統連結能力
定價 180 元

p.117  

連結國際與在地CPS資源

智慧製造改變未來製造業樣貌21
88

vol.28
2017 Aug.

技術特輯

自動化技術



主辦單位：CTIMES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灣防癌協會

協辦單位：MakerPRO(成城共創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重聽協會、胖卡聯誼會

承辦單位：新北市路跑協會、喬恩公關

服務專線：(886) 2-2585-5526 #225、210。 Email : imc@ctimes.com.tw
 活動網站 : http://www.ctimes.com.tw/c-running/

科技人路跑

詳情請參閱網站 ~獎品

報名費其中50元為公益捐款，捐贈社團法人台灣防癌協會

活動日期：2017年12月09日 (六) 上午 06:30-12:00
報名期間：即日起 ~ 2017年 10月 15日 (日) 

集合地點：大佳河濱公園 (8號水門「行動巨蛋廣場」處)

賽事項目：挑戰組22公里 / 健康組10公里 / 休閒組5公里

報 名 費 ：  NT$850元   /    NT$650元   /  NT$550元   (不含晶片費) 

活動贈品: 排汗運動背心、紀念毛巾 (10K/22K)，完賽紀念獎牌 (10K/22K)

、完賽證書 (10K/22K)、束口袋 (22K)、牙膏 (10K) ...等多項好禮。

早鳥報名禮：

- 凡是12歲以下的小朋友（報名前50名）將可以拿到五顏六色、寫了考試考100分的鉛筆

- 市值350元的運動排汗襪，非常舒適好穿！給報名22Ｋ的早鳥前100名（顏色隨意出貨/一人一雙）

- 現在只要報名 (前50名）將可獲得 "Wasser 親肌光玻尿酸多元全效面膜 一片”市價 (120元/片)

基隆河左岸 12/09 科技人幸福開跑

Debug、開會到天荒地老之外的你，會是什麼樣子？應該是什麼樣子？

身上的疲累有多久不是因為沒日沒夜的工作，而是因為在河畔旁汗水淋漓的長跑？

2017年的 C Running，選在初冬時分的12/09，天地逐漸褪去暑氣，

這時河濱公園大佳段仍有候鳥蹤跡，這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時刻，

我們邀請你脫下西裝、套裝、牛仔褲，把跑鞋換上。

我們基隆河左岸見！

C RUNNING
科技人健康新生活公益路跑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事業群
桃園市桃園區興隆路 18 號
TEL: 03-3626301
www.deltaww.com

台達垂直多關節機器人掌握關鍵技術，可快速整合工作站周邊元件，打造您專屬的機器人工作站
同時推出 DRV 70L / DRV 90L 兩種規格及搭配以下特點 :
   - 最大可達工作半徑 710 / 900 mm，最大負載皆達 7 公斤
   - 腕部採中空設計，便於線材配置
   - 多種彈性安裝方式，滿足產線需求，提升應用效率
   - 友善使用者介面及簡易操作功能，可快速上手

適合應用於 3C、電子 / 電機、金屬加工與橡塑膠產業進行上下料、組裝、塗膠、鎖螺絲、     
檢測等，實現智慧製造

創 變 新 未 來

台達垂直多關節工業機器人

台灣經銷商 : 
光鈦國際 03-3128833，羅昇 02-29958400，中和碁電 02-85223237，友士 02-2393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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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老師傅 VS 工業4.0
最近有個新聞，大陸蝴蝶蘭在今年7月首次出口美國，未來可能會成為台灣的競爭對手，其實不只大陸，早

一點的荷蘭、近一點的泰國，都早就讓台灣蝴蝶蘭的全球市佔率不斷下滑，目前荷蘭佔有全球50％的市場，

台灣則僅約20％，從蝴蝶蘭王國到如今備受泰、中等後起之秀的威脅，台灣蝴蝶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台大農經系副教授在2011年的一篇報告中的數字或許可以看出端倪，歐美廠商收購蝴蝶蘭苗主要看兩個點，

雙梗率和病毒率，雙梗率意思是一株蘭苗的兩個梗都開花的比例，台灣的蝴蝶蘭苗雙梗率只有20%～40%，

也就是說有一半以上只能開出一朵花，荷蘭則高達且穩定的維持在90%，病毒率是顧名思義就是蘭苗所帶的

病毒比例，病毒率影響的不只是單株的育成率，太高的冰獨率還會傳染給同溫室的蘭苗，成本耗損極大，台

灣蘭苗的病毒率是荷蘭的5倍以上，從幼苗到成株的育成率是25%，荷蘭則是在90%以上。

從數字上可以看到台灣業者在全球市場不斷失利的原因，但如果更深層追究，就可以發現原因所在。

荷蘭的蘭花培育早就導入全面性的植物工廠概念，所有環境、苗株的數據都被精準控制，把變數降至最低，

當所有的變化都可以被掌握與改變時，品質與產量當然就可以預期。

相對於荷蘭，台灣花農則是一直認為經驗才是市場競爭的關鍵點，老師傅經過幾十年所培養出來的經驗，是

廠商最寶貴的資產，經驗無疑是各類型產業的重要資產，不過經驗往往是無形且不易傳承，經驗應用在實際

環境時，除了事件的微小處觀察外，更多是難以言喻、說不上來的「直覺」，這種狀況造成經驗的移轉不只

需要長時間，而且還會不完全，這也是台灣廠商只要老師傅一退休，企業產品品質就要花一段時間調整的原

因。

相較於老師傅的經驗，工業4.0的作法則是將產品製造的過程盡可能數據化，並形成SOP，所有的操作者只要

follow這些數據與做法，工廠就能源源不斷的生產出相同品質的產品。

不過工業4.0需要的，不只是有形資源的投入，還需要無形思維面的改變，後者對台灣製造業經營者來說，

才是最大的挑戰，只是世界已經在改變，如果不主動攻擊，等受到市場衝擊才開始動作，往往會為時已晚。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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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全面升級
引爆全球製造商機

2010年的金融海嘯讓世界大國擺脫過去「重金融輕工業」的思

維，美國與德國分別提出新世代的智慧製造概念，刺激製造業再

次升級，同時也引爆全球商機。

作者／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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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國次級房貸引發金融海嘯，在一片景氣低迷

中，各國開始思考工業與金融的經濟比例，20世紀末

開始的「重金融、輕工業」思維逐漸被扭轉，製造業重新

成為各國的發展重點，不過製造業的這次重新抬頭，不再

只是延續過往的傳統作法，而是被賦予全新概念，全球各

工業大國紛紛提出全新的「智動化」概念，包括德國的工

業4.0(Industry 4.0)、美國的先進製造計畫(AMP)等，這些

計畫的內容或許不一，不過精神與目的相當一致，都是希

望將現有自動化再次提昇，達到智慧製造願景。

智慧製造在產業中尚無公認的定義，目前通常將之視為智

慧製造技術（IMT）和智慧製造系統（IMS）的總稱。智慧

製造概念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由美國提出。1988年，美

國New York大學的P.K.Wright教授和Carnegie-Mellon大學的

D.A.Bourne教授出版了《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智慧製

造）》一書，首次提出智慧製造的概念。

智慧製造概念提出後，快速受到各工業國家的重視，紛紛

將之列為國家級計劃並大力發展，其中包括美國的先進製

造技術計劃（AMP）、南韓“高級先進技術國家計劃”（

簡稱G-7計劃）、德國“工業4.0”、歐盟的“ESPRIT”計

劃和“BRITE—EURAM”計劃、日本智慧製造系統（IMS）

國際合作計劃等，其中，最具指標性者當屬日本的IMS國

際合作計劃，此一計畫是目前已啟動的相同類型計畫中，

最大的國際合作計劃，包括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

瑞士、南韓和歐盟都參與其中，總投資達40億美元，此計

劃主要是為了克服彈性製造系統（FMS）與整合製造系統

（CIMS）的局限性，並整合日本的專業製造技術與歐盟的

精密工程技術、美國的系統技術，進而開發出跨越國界的

智慧生產技術，此一計畫也鼓勵產官學界攜手研究合作，

開發次世代製造技術，同時制定出相關標準。

德、美、日三國壟斷市場

根據研究機構Gardner的報告指出，智慧製造裝備廠商目前

主要集中在美、德及日三個國家，以智慧控制系統為例，

目前全球前50大廠商中，有74%為此三國廠商，最多的是美

國和德國，各有13家，其次是日本有11家廠商，其後相對

較多的國家為英國和瑞士，排名前10位廠商中有半數是美

國廠商，其競爭力可見一斑。

從廠商戰略發展來看，由於智慧製造裝備市場已然成熟且

具有一定壟斷性，差異化、系統化、垂直併購都是此一領

域廠商擴充技術優勢及市場規模的常見模式，在技術戰略

方面，廠商多會針對特殊市場提出專用產品，以迎合客戶

的特殊需求。

從目前的銷量數據看，亞太地區已成為智慧製造裝備製造

商爭奪市場的主戰場，主因是亞太等新興市場地區工業化

速度加快，資本投入和大型基礎建設持續增加，對智慧製

造裝備需求也與日俱增。

目前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國，近年來在數

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智慧控制系統等領域的銷量顯著上

升，根據Whlers Associates的報告指出，2013年，亞太地區

工業機器人的銷量是歐洲的2倍、美洲的3.4倍。在數控機床

領域，2013年亞洲地區機床總產值為573.5億美元，遠超過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2012年開始推動工業4.0政策，希望可解決

未來德國因人口老化造成勞動力減少，所帶來的競爭力降低

問題。(Source: Infin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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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地區（歐洲機床工業合作委員會（CECIMO）下屬的15

個成員國）的285.9億美元和美洲地區的58.3億美元，居世

界第一位；201年亞太地區將繼續保持領先優勢，另一研究

機構Marketline公司的報告也顯示，亞太地區是智慧控制系

統成長最快的市場，預測2013年到2016年，其年複合增長

率為6.4%，比歐、美市場高出2％。

工業4.0與先進製造掀起產業革命

就上述分析來看，未來幾年亞太地區依然是機器人、數控

機床和智慧控制系統等行業的主要出口市場，至於歐美市

場，在德國與美國分別提出工業4.0與先進製程計畫的政策

下，其成長也相當可期。

工業4.0是自動化大廠BOSCH與德國科學院在2011年的漢諾

瓦工業博覽會所提出，其主要內涵是提昇現有的自動化技

術，使其可以因應現在客戶的多樣化產品需求，同時能兼

具產線效率，這就是所謂的「隨選生產」（Production on 

Demand），在隨選生產概念下，產線可以即時制定生產計

畫，此一概念看似簡單，但牽涉的技術相當廣，從管理平

台到製程設備的軟硬體，都需有大幅度改變。

工業4.0延伸出智慧工廠概念，所謂的智慧工廠與現有的

生產方式有別，是以全新生產流程運作，除垂直與工廠及

廠商流程形成網絡外，也以水平透過網路與外部供應鏈結

合，從訂單到交貨，整個價值創造網路都可即時掌控，此

外，「智慧工廠」也同時整合產銷存系統，避免不必要浪

費且降低存貨及縮短客製化產品交貨時間效益等。 

工業4.0現已被德國政府納入「高科技戰略」（High-Tech 

Strategy）中，傾全國之力推，預計在2030年前有所成，目

前投入工業4.0計畫的整體執行經費並不多，截至2013年

底，德國政府補助金額只有2億歐元，不過民間廠商的態

度相當配合，包括BOSCH、Siemens等德國大廠，都已配合

該國政府積極投入，德國現正打造一個完全數位化的「製

造生產系統」，並全面整合網路技術、軟體技術、物聯網

（IoT）技術、雲端運算技術與 Big Data技術，希望將此作

為工業4.0的先行示範。

德國是目前全球國家中，製造業佔GDP比重最高國家，1991

年時，其比重為27％，2000年為23.1％，雖然這20年來一

路下滑，但始終維持在20％以上，另外德國的製造業所佔

的該國出口比，也一直在80％以上，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

德國對製造業的重視，也方能理解他們對工業4.0的期望。

與德國的工業4.0相同，美國的先進製造計畫（AMP）也是

結合產官學的力量，加強產業的R&D投資力量，並促進設備

的共享與發展基礎設施，提昇美國本土製造業的實力。

美國的國家科技委員會已於2012年2月公布先進製造國家

策略計畫，以加速中小廠商投資、強化勞動力技能、建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設立NNMI，第一個成立的製造創新研究院

為設立在俄亥俄州與進行3D列印技術開發之「國家積層製造

創新研究院」。(Source: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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