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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把節能省電變成企業競爭力

「數位轉型」的願景表面上看起來無限美好，一切製造生產和經營管理的瓶頸，都能夠順勢

突破，只要經營者恰如其分的將數位化流程與方案導入，所有的難題都將服服貼貼。

但是呢，自然的道理就是，你若要得到，勢必就要付出，天下的事物都是需要代價的。數位

化自然也是，而它的主要的支出，就是「能源」。

你可能無法想像全面實現數位化需要付出多少的電力。目前，資料中心所需要的用電，約占

全球總用電量的2%，預計至2030年，可能就會增加到8%。尤其是在5G商轉（5G的功耗更

高）和新冠疫情的刺激下，用電量可能還會進一步提高。

中國是目前資料中心數量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而依據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調查，2018

年中國資料中心總用電量，就超過了上海市全市的用電量。他們也預測，中國整體資料中心

的總機架數將在2022年突破400萬，同時資料中心的總能耗也將於2021年間突破2000億千瓦

時（kWh），並在2023年突破2500億千瓦時（kWh）。

很清楚的，想要全面實現數位轉型，更多的能源消耗將是無可避免的。這也許是時代進步的

代價，但肯定可以有更好的做法。所以既然我們無法避免消耗更多的能源，但讓他們可以有

更好的使用效率，就是該努力的方向。

目前有許多的業者會盡可能的尋求能源效率更好的設備，但對一個廠房或者資料中心來說，

單是機具設備本身的節能省電，並不能對整體機房的能源損耗帶來太多的改良。主要的原因

就在於機房本身的電力結構，以及空調與散熱系統的設計並沒有同步跟上，尤其是資料中

心，最耗電的，往往都不是伺服器本身。

因此，在評估廠房和機房的能源效率時，就必須要更全面、更細緻，要從電力與機械的基礎

建設開始思考，同時也要更開放的落實多項的評鑑指標，讓節能省電變成企業競爭力。

最後，再生能源的趨勢也正如火如荼的發展中，盡早評估且導入相關的能源策略，將有助於

企業永續的發展。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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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COVID-19的重大疫情將一定程度的改變國家與社會的運作機制與行進方向，在後

疫情時代中，產業的淘汰與新生將加速，變動會比想像中更巨大。

後疫情時代產業開始變革
新生與淘汰將加速進行

（source：Pexels）

COVID-19疫情嚴重衝擊各國社會，先是從2020年

初中國武漢開始，迅速蔓延到韓國、日本等亞

洲國家，之後歐洲、美洲也相繼淪陷，進入五月後，

中國各大廠雖已相繼動工，全球供應鏈中的供應產能

逐漸恢復，但需求端的歐美市場卻成為重災區，在供

需兩端接連影響的態勢下，業界人士認為今年整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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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恐難恢復，2021年才有機會反轉。從市場受到的

衝擊來看，這波近代最嚴重的流行病疫情已經改變了

全球產業原有的發展軌跡，如今疫情趨緩，各國政府

開始逐步放鬆各種管制，世界將進入後疫情時代，而

在此時代中，產業已經或將會開始哪些轉變？

遠距技術乘勢而起

疫情期間各國百業蕭條，可逆勢而起的少數產業大多

與遠距技術有關，像是遠距醫療、遠距會議、遠距教

學、設備遠距監控…等，在疫情爆發之前，這些技術

都已成熟，但對多數使用者來說，不管是遠距醫療或

遠距會議，都並非習慣的模式，直接面對面的交談、

接觸仍然是溝通首選，因此即便功能再強、畫面語音

再清晰，市場還是無法有效推動，一直到這波疫情來

襲才出現驚人成長。

光以遠距會議系統來說，根據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的

報告，全球普及率最高的視訊會議軟體Zoom，今年

初到3月中旬的使用量就成長67％，另一IT通訊大廠

CISCO旗下的WebEx，在亞洲的使用率也比以往多出

3倍，另外遠距醫療、遠距教學也都有大幅成長。這

些產業的市場成長原因非常明確，都是因避免疫情擴

大，企業與個人被迫使用，才導致需求增加，不過當

疫情趨緩、社會運作機制恢復正常後，現在的遠距模

式是否仍會持續？半年的時間是否足以建立起人們的

使用習慣，不再回到舊有的面對面接觸？

從社會的行為習慣來看，疫情期間雖然大量的個人與

企業使用遠距技術，但當疫情結束後，社會大多行為

還是會回到原來熟悉的模式，例如學生會回到教室上

課、企業員工會回到辦公室上班、活動會議會以實體

方式進行，僅有少數遠距作業模式會被留下，這些作

業模式被留下的原因仍在於投資效益，企業的雲端化

就是其一。

雲端使用啟動企業轉型

雲端概念雖已推動多年，市場也逐步擴大，不過成長

速度並不如研究單位和平台廠商預期，主要有三大原

因，一是舊有的營運模式仍能因應市場需求；二是對

於把資料乃至於營運架構丟上雲端是否安全？企業仍

心存疑慮；三是上雲端牽動企業營運架構，必須投入

大量的財務、人力與時間成本，而且不知成果能否一

如預期。在需求端沒有急迫性與安全、成本等的因素

下，就算了解雲端是未來趨勢，多數企業仍抱持觀望

態度，能拖就拖。

不過在這波疫情的衝擊下，企業此一態度被迫改變。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同時兼顧企業營運，不僅員工在家

上班（WFH）成為必須，過去的實體行銷活動也改以

線上方式進行。除了企業的營運外，需求端也開始改

變，為避免感染，多國政府都開始執行隔離政策，就

算非強制隔離，也不鼓勵民眾外出，此一作法也促使

民眾使用各種網路機制，刺激出龐大的線上商機，最

明顯的例子就是電子商務大幅成長。

這些改變都迫使企業投入成本建置雲端平台，並且制

定運行模式，近期就有不少設備商與系統商表示，詢

疫情期間各國百業蕭條，可逆勢而起的少數產業
大多與遠距技術有關。（source：Comput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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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問雲端平台的客戶快速增加，而使用雲端平台往往是

企業進行數位優化甚或是數位轉型的起步，因此當疫

情結束後，全球企業會開啟一波數位轉型浪潮，如果

這波浪潮夠大，就會像1980、1990年代的自動化趨

勢一樣帶來產業變革，不願轉型的企業會被快速邊緣

化，最終在市場中消失。

醫護領域將成機器人應用突破點

疫情所改變的不僅是企業的營運模式，機器人也有機

會乘勢成長，尤其是與醫護相關的服務型機器人，而

其轉變的因素也與企業的雲端相同，都是被迫改變後

才發現其效益所在。

為了防止COVID-19感染，部分國家的醫護機構使用機

器人為隔離者送餐，此一作為讓過去未曾接觸過機器

人的業者與病患、隔離者有了第一次經驗，這些經驗

將會降低過去因陌生而產生的排斥感，進而提升未來

的使用意願。另外從商業角度看，現在服務機器人的

商業模式大多是採租賃方式，使用者需要簽訂一定期

間的契約，因此除非是機器人的運作損及原來營運工

作效率，否則至少在契約期間，醫護業者都會盡可能

完整的使用機器人。

在隔離醫護機構所用的服務型機器人，大多是作為遞

送餐飲與其他物資之用，不過現在這類服務機器人都

不是專為特定應用設計，其功能調整非常彈性，遞

送餐飲物資的機器人也可作為夜間巡檢、區域消毒之

用，這些功能讓機器人可橫向使用於企業辦公室、工

廠廠區等場域，進而成為機器人市場的突破點，有助

於提升應用普及率。

後疫情時代的產業新局

比爾蓋茲在2015年曾指出：「未來幾十年裡，如果

有任何東西能殺死上千萬人，那很可能是一種具高

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飛彈，而是微生 

物。」這段當時少為全球重視的演講，如今已成為精

準無比的洞見。

在近代社會少見的重大疫情下，人類社會也重新意識

到傳染病的威脅，進一步調整的心態與作為，除了文

中 的 企 業 數 位 轉 型 與 機 器 人 應 用 等 產 業 效 應

外，COVID-19也將一定程度的改變國家與社會的運作

機制與行進方向，後疫情時代中，產業的淘汰與新生

將加速，變動會比想像中更巨大。

在疫情期間，部分國家的醫護機構使用機器人為隔離者送餐，讓過去未曾接觸
過機器人的業者與病患、隔離者有了第一次經驗。（source：Tincture）







雲端服務需求激增 數據機房面臨綠色能源挑戰

三大規範指標 讓節能省電變成企業競爭力

提升能源管理效益 BEMS與HEMS架構全面進化

技術與需求同步到位 智慧電網大步前進

要落實智慧製造的願景，

數位應用與網路控制是不可或缺的兩個環節。

然而這些新技術的背後，

意味著更多的設備將被部署到廠房之中，

更代表著能源的需求與消耗，將會比過去更高。

因此，如何優化機房的能源管理效率，

並進一步增加再生能源的配置，

將是未來所有業者須必備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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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傑瑞

目前日益依賴數位技術的社會，突顯了決策者在極端條件下，更需要仔細評估

靈活性資源的潛在可用性需求。

新冠肺炎正帶來新的能源危機

雲端服務需求激增 
數據機房面臨綠色能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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