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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加值服務 服務加值

中國大陸剛崛起的那幾年，台灣的製造業開始受到衝擊，大家憂心忡忡，思索著該怎

麼面對這個挑戰，具體的講，就是要如何從價格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大家用了一個漂

亮的詞：「轉型」。

但轉型談何容易，再者，台灣的製造實力優異，在世界屬前段班的地位，實在沒必要

放棄既有的優勢，去投入一個自己不怎麼熟悉的領域。因此後來談的比較多的是，「

加值服務」。

加值服務是個簡單的概念，就是在既有的製造服務上提供額外的產品或服務，客戶只

要多支付一些費用，就可以擁有更進階或者更多元的產品，而這些產品通常是以軟體

和整合性的服務存在。

以台積電為例，他們在擁有多年的晶圓代工生產經驗後，取得了大量的生產數據，同

時也建立了非常有效率且即時的客戶線上服務系統。因此，台積電開始提供客戶一些

加值服務，除了生產顧問之外，甚至有線上即時的生產資訊服務系統，讓客戶可以即

時掌握和諮詢最新的晶圓生產進度，以精確的評估產品的上市時程，而這對半導體投

片的業者來說，是極端關鍵且重要的事。

而這樣的趨勢也逐漸在CNC數控系統上發酵。隨著產品的精度與效能達到一定的水準

後，追求規格將不再具備經濟效益，剩下更多的只是價格上的競爭，而價格競爭往往

對企業和產業都是非常的不健康。

也因此轉往發展加值服務就變成十分重要。如何利用過去所累積的經驗把製造服務進

一步升級，變成可以銷售的產品，是目前CNC業者正積極發展的方向，尤其是在特殊

的應用和垂直市場上。

這些應用和市場都非常仰賴有經驗的生產業者，因此若能在銷售機台之外，給予更多

能夠協助他們改善產品和設計的資訊，或者加速產品上市時程的服務，對客戶的獲利

將會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客戶也會更傾向支付更高的價格來購買。如此便有助於CNC

業者跳脫陷入價格戰的困境。

當這種加值服務的商業模式進入正向循環後，業者也更有機會取得更多的數據與更進

階的生產經驗，進而回頭過來又改善自身產品的競爭力，真正讓自己脫穎而出。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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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智慧化是全球製造業重要趨勢，台灣製造業向來以中小企業居多，市場則鎖定全

球各國，面對此一浪潮，台灣業者須掌握此一契機積極轉型，以因應未來市場。

智慧化浪潮來襲 
台灣製造業需掌握轉型契機

相
較於全球製造業，台灣製造業的特色相當明

顯，包括以中小企業居多，全台共有超過1萬3

千家以上，豐富、完整、機動力高的產業聚落，可以

同時多工生產機器設備與零組件：從零件、模組化部

件到整機，甚至週邊設備與整線整廠規劃的高度彈性

與客製化，再加上台灣高性價比的機械設備與高生產

（source: The Hive L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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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使得台灣製造業之高級技術層級受到國外中高

階客戶肯定，並將行銷觸角延伸至全球各大市場。

目前包括工具機、塑橡膠機、紡織機、製鞋機等，台

灣都是全球出口前十大，已然是機械出口大國，其中

機械精密度已經能夠與德、義、日並駕齊驅，且價格

相對優勢，加上近年來積極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

造，推動4年多以來已有初步成果，未來將可進一步

向上躍升。

產官學協力推動

由於智慧機械是智慧製造的基礎，透過智慧機械向上

整合，就可打造出智慧製造系統，此一整合有其脈絡

可尋，機械設備廠商擁有生產機械設備與技術的專業

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可配合客戶需求與

產業趨勢，研發生產出智慧機械，並透過系統、軟體

逐步整合，對生產流程優化，製造參數掌控、機台預

先診斷、故障及時排除等方面達到更完美的境界，同

時協助客戶達到零停機、多工生產等目標，這也將有

效提升客戶的忠誠度。

因此硬體智慧機械設備與軟體系統的整合，將是未來

創新的商業模式，提供服務所帶來的收入，比重也會

逐漸攀升，現在包括經濟部與機械公會都開始著手協

助機械廠商，轉型或多角經營成為SI廠商。此外，現

在全球都面臨人才荒，高勞力密集的時代已經過去，

智慧化、數位化是未來必然的發展方向，面對全球市

場快速變化及少量多樣訂單之要求，製造業也需要更

靈活的生產模式，這都是製造業走向為智慧化、數位

化的方向的動力，這也是台灣產業升級的重要契機。

為協助業者掌握此一機會，近年來經濟部大力推動智

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提供大量政策資源與協助，而其

中各環節機構必須各司其職，學術單位屬於開發前瞻

性技術與突破技術瓶頸及培育人才，屬於長期規劃。

法人機構則是導入政府補助資源與輔導工作，適合

中期操作。產業廠商是第一線面對市場，適合以短期

方式按部就班發展，同時配合政府及法人研發單位，

將智慧機械資源連結至所有製造暨設備業者，讓製造

暨設備業快速導入智慧機械、智慧製造並提高技術層

次。

工業4.0的趨勢與浪潮，是台灣機械業轉型的絕佳機會，加上台灣ICT產
業發展優勢，更形成強強聯手的優勢。（source: CIOTECHiotech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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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針對發展時程 制定轉型計畫

除了政府的推動外，目前法人機構也積極協助台灣製

造業轉型，並已針對發展時程設定多起計畫，首先透

過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的推廣，建立起台

灣製造業者在工廠管理與智慧製造的基礎，TPS計畫

是由機械公會發起，國瑞汽車團隊輔導，協助廠商推

動，利用全面性的改善，讓台灣機械廠商培養自發性

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的人才，藉由「減少不必要的浪

費」、「好還要更好」等TPS理念，讓廠商進行持續

改善，生產更優化的智慧機械，再導入智慧製造。

其次是以智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 SMB）帶

動機台聯網，從2018年推動實際成果來看，現已有

21家輔導廠商投入，成功輔導61個案子，總計有超

過1,300台機器達成聯網的目標，此計畫劃分入門、

中階，進階，以不同功能對應不同需求，配合上述政

策，機械公會也辦理許多場說明會，讓廠商能夠了解

如何透過各法人單位、技術服務能量合格登錄廠商的

協助及輔導，按部就班申請，讓市場把餅做大，加速

萬機聯網上雲端的目標。

下一個階段性任務則是公版機械雲，透過共享經濟的

智慧機械是智慧製造的基礎，透過智慧機械向上整合，就
可打造出智慧製造系統。（source: Swinburne University）



德國 HARTING 連接器

MS 3102

MS 3106

MS 3108

RM

PF

GPM

軍規電源接頭電子電源接頭

電纜迫緊接頭顆粒噴油管尼龍軟管及快速接頭

UL 認證配電軟管鏈條護管



12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概念發展，目前資策會、中華電信、工研院機械所、

工研院資通所、工研院智慧機械中心等單位已著手開

發公有機械雲及私有雲等不同應用平台，未來則會透

過軟體廠商協助開發，讓廠商內部的IT系統與OT系統

整合，強化生產資訊分析服務、機械設計服務等進階

功能，逐步帶動機械產業提升數位化、資訊化、透明

化的即戰競爭力，目前可望在2019年建立機械雲端服

務平台的軟硬體系統及示範運行服務團隊，打造出具

共通性的Saas平台。

因應本身特色 打造台灣工業4.0

就目前市場態勢來看，智慧機械已成為台灣機械業的

全民運動，主因在於台灣機械產業多為中小企業，人

才與資金有其限制，因此在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的推

動方面，與德國、日本等工業大國相比，有其先天不

足的劣勢，不過在積極度方面，台灣機械業並不輸國

外業者，同時也因應本身需求，發展出自有的工業4.0

特色。

台灣廠商對工業4.0的積極度，與產業特性有關，海外

市場向來是台灣製造業命脈，全體業者皆致力於市場

擴展，以2017年為例，2017年台灣機械設備出口值

25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21%，創下歷年新高紀

錄，如以新台幣計出口值達7，800億元，較上年同期

成長1496-2017年台灣機械產值約新台幣1.1兆元，較

上年同期成長11%，歷經10年挑戰，終於登上兆元產

業目標。

分析2017年出口成長主要原因為全球景氣復甦，及大

陸市場需求強勁，尤其在中高端機械產品需求不斷的

成長，加上智慧自動化機械設備需求，出現爆發性的

成長，其次是全球自動化、客製化及智慧化的需求增

加，2018年全年中國大陸在自動化的需求仍然強勁，

美國製造業回流的力道會逐漸增強，歐洲、日本及韓

國可望維持2017年成長的態勢，東南亞國家對高端機

械產品的需求亦將持續增加，尤其看好印度、越南以

及印尼等國對市場投資的增加。

2018年全球在智動化、精密化、客製化的需求趨勢

下，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的需求已有明顯的成長。但

下半年因為美中貿易戰因素，導致國際經濟局勢混沌

不明，投資者的觀望態度，反映在需求的略為減少，

然而2018年台灣機械設備出口值為274億美元，較上

年相較仍成長7.2%，因應美中貿易戰而產生製造業除

中國外之第二生產基地的剛性需求，是台灣難得的機

會，也因此台灣廠商以積極掌握，進行智慧化布局務

必要把握。

培養種子廠商 協助台灣產業

工業4.0的趨勢與浪潮，是台灣機械業轉型的絕佳機

會，加上台灣ICT產業發展優勢，更形成強強聯手的

優勢，但是產業自身也必須釐清，發展智慧機械與智

慧製造的本體，在於機械與機械的專業知識，若是純

粹以電腦系統整合的思維，將會事倍功半。

由於產業機械設備種類繁多，所延伸商品的製造過程

與原料資訊的專業度極高，若以套裝軟體的方式讓機

械廠商來套入使用，將難以滿足需求，因此目前已有

機械廠商自行投入系統設計，並已進入應用的階段，

未來台灣機械產業必須培養各種不同領域得產業機械

種子廠商，進一步成為機械系統整合商，以協助各產

業機械逐步導入發展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方能發揮

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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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報名

暨系統開發研討會

2019

12:50-16:50
5 17

北科大集思會議中心
貝塔廳

12:50∼13:00 Opening

13:00∼13:50 ST協助將AI導入邊緣運算和

  連網裝置

 

13:50∼14:40 快速導入AIoT－

  新型態人工智慧應用實例

14:40∼15:00 Break time

 

15:00∼15:50 AI產業新視界－ 

  大數據於醫療科技應用

 

15:50∼16:40 AIoT數位轉型帶來商機

16:40∼16:50 抽獎 

CTIMES/副總編輯 

籃貫銘

意法半導體

技術行銷經理 

余玟宏

研華科技 / 智慧系統

事業群業務開發經理

王立揚

偉薩科技

執行長

張智淳

AIoT物聯網顧問

與數位轉型專家

裴有恆

x1



智慧製造趨勢，正重塑傳統的生產流程

與產業風貌，

少量多樣與精準生產，也刺激製造業者

採用新興的設備與技術，

以因應更加複雜的客戶需求。

作為製造加工機械核心的CNC數控系

統，也開始呼應這樣的趨勢，

不同於過去只追求製造的精、準、快，

還要追求更多的附加價值。

AIoT＋客製化

14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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