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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知「機」知彼，百戰百勝

第一眼看，把「預診」與「維修」擺在一塊，感覺有些矛盾。因為既然都預診了，那何來維

修的需要；而且說了維修，彷彿預診是沒有功效的，兩個有點前後衝突。所以這的確是兩件

事，只是放在一起講了。是要預診，也需要維修。

且說舉凡機械維修的事，都有那麼一點「違背常理」的成份存在，越複雜的機器越是如此。

例如一部時好時壞的老車，除了每日接觸的車主之外，別人是開不了的。看車主這邊拍拍，

那邊弄弄又可以開了，但其他人怎麼試，就是發動不起來。

一些工廠裡的老機器也是這樣，只有老師傅才深知它的脾氣，其它接觸不多的人，完全無法

駕馭，一旦有什麼狀況，任由你怎麼按照說明書的指示來處理，動不了就是動不了。

而且經常有一種狀況，就是零件不換還沒事，一換，就整個大癱瘓，完全進入死機狀態。無

怪乎英語有句俗話：「沒壞，就不要修（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講的就是這無法言

喻的不思議。

但故障（broke）對工廠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事，因為它代表的是停機，更是產線的暫

停，也就是直接的損失。在當前講究產能效率的廠房中，是要盡可能避免的情況。也因此才

有了預診的概念，要運用感測器與數據分析的方式，來降低故障停機的可能性。

不過預診只是目前最主流的一種應用而已，這種以即時數據分析來監控機器健康狀態的技

術，所能應用的範圍其實相當廣泛，除了可以得知機具的耗損情況外，也有助於找出故障

點，相當於「老師傅」的經驗，但卻是可以傳承和分享。

而機具的數據紀錄下來之後，日後也還可以作為改進生產和設備設計的依據，進一步回饋到

產線和產能身上，對於整體的營運流程也有正面的效益，影響可說是十分的深度且長遠。

它除了讓你了解設備機具外，也能讓你進一步理解自己服務客戶的能力，真的可以說是知「

機」知彼。而做到這一步，生意大概也可以成功一大半了。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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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在防疫過程中，匯集台灣製造能量的口罩國家隊發揮了重要戰力，進入後疫情時

代，國家隊成員也各自歸建，台灣製造業面對新變局，應積極轉型，強化競爭

力。

善用口罩國家隊經驗
為後疫情時代儲備製造能量

（source：WHO）

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台灣因地理環境較近且

交流頻繁，一度被認為受害將會最重，但在政

府的快速反應與民眾積極配合下，成功防堵破口，還

被英國知名學庫評為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在防疫

過程中，匯集台灣製造能量的口罩國家隊發揮了重要

戰力，在短短一個月中衝高產能，如今台灣疫情已經

趨緩，口罩國家隊成員各自回到原本的產業，而從這

次的經驗中，台灣製造業可以思考如何善用過去累積

的優勢，在後疫情時代強化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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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近期COVID-19在全球各國有再度復燃之勢，台灣

防疫政策也僅是放寬而非放鬆，但整體而言，初步仍

算成功；而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善用當年SARS疫情

所累積的經驗。2003年的SARS疫情，造成全球超過

8,000人感染，導致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774例病患死

亡，台灣當時的醫護人員也深受疫情所害，犧牲很多

優秀的醫護人員。疫情結束後，政府隨即召開檢討會

議，並制定出傳染病防治特別條款，這些經驗在這次

疫情中發揮極高的作用。

應變疫情發展　 
口罩國家隊迅速成軍

疫情發展初期，對於COVID-19確診感染病患可能傳播

的各種傳染途徑無法全面確認，依照行政院的防疫物

資需求規劃，口罩是重要物資，讓口罩覆蓋率逐漸增

加，是避免疫情擴散最實際的方法，若能將口罩覆蓋

率達到50%，甚至是70%以上，確診感染病患傳染給

其他人的機率就會降低很多。

因此，在1月21日台灣發生首例確診後，經濟部預期

國內口罩需求將會增加，為了讓民眾放心，旋即在1

月24日限制紡織口罩出口，將國內已有的防疫物資留

給第一線醫護人員使用，惟面對民眾恐慌心理造成口

罩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仍難以滿足。

疫情期問，防疫物資的戰備存量及後續供補，是維護

全體國人生命安全之最重要關鍵，國內醫用口罩工廠

生產的口罩產量，優先供應國內防疫需求，以確保防

疫物資可足量且充分供應，使國內民生戰略物資的製

造業，具有供補戰備存量能量。

當時就加速盤點口罩在內的戰略物資，從需求量、進

口量及國內供應量等方面去進行整體評估。一般時期

國內口罩需求量每日約250萬片，國產供應130萬、進

口120萬片，而台灣的口罩產能約188萬片，加強產能

最多每日244萬片；過年期間，經濟部盤點產能後，

盤整出三班人力與機台產能加總，能達到每日420萬

片的極大產能。

然而過年期間，配送到超商的口罩總是很快售完，讓

經濟部意識到即使年後開工，以當時國內每日最高產

能420萬片無法滿足需求，至少要外加600萬片，提高

日產能至1,000萬片以上，才能對抗疫情。

除口罩外，隔離衣及防護衣也是重要的防疫物資，台

灣的聚陽公司過去SARS時期曾有製造防護衣的實力，

若是國內疫情日趨嚴竣，國內自產P1隔離衣及P2、P3

等級防護衣，有機會能達到自主量產規模，供應國內

防疫需求。在此同時，製藥產業也持續不斷找解方；

各國研究團隊持續研發疫苗及新藥，試圖找出有效治

療COVID-19有最佳解藥，台灣也是其中之一。

這是一場跟自己的比賽，由於沒有前例可循，當時工

業局設下的時間與標準是以1,000萬片為目標、提出

60條產線構想，以每台新機達80%稼動率來計算，可

日產10萬片，新增600萬片需60台新增購口罩機設備

口罩產線計畫。

不過由於徵召的兩家口罩機廠商，從未接過這麼短時

間內的大數量訂單，以原本廠區人力，如果要完成任

COVID-19衝擊全球，無論是民眾活動或經濟發展都受
到嚴重的影響。（source：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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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恐需要半年以上，只能加緊輪班趕工，在人力急

需後接與補給的情況下，熟稔機械技術的金工中心、

工研院、精機中心全力支援，再加上工具機業者主動

參與，最後口罩國家隊正式成軍，並打出一場漂亮的

防疫之戰。

跨入後疫情時代  
台商須找出成長新動能

進入後疫情時代，國家隊成員也各自歸建，台灣製造

業面對新變局，應從幾個面向強化競爭力。首先是分

散風險並提升風險應變能力，中美貿易戰與COVID-19

等事件突顯供應鍵高度集中一地的風險，在未來業者

能否採取多重投資布局，分散經營風險，並透過彈性

調配產能、增加原材料或半成品採購來源及庫存等作

法，提升因應外部衝擊能力，將成為重要課題。

其次是具備數位化、智慧化能力。國內產業以中小企

業為主，傳統產業目前生產管理仍多採人工紙本作

業，製程技術多仰賴老師傅經驗，因設備並無聯網功

能，相關生產管理作業往往十分耗時且影響品質。透

過導入智慧製造，將感測器、物聯網、機器學習等納

入生產製程中，可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提升產

業技術能量，加速企業轉型，並帶動產業長期發展。

最後則是培養研發創新動能，為提高產品競爭力，確

保市場競爭優勢，持續投入資源進行研發擁有其必要

性。因此業者應不斷投入資源進行技術研發與高附

加價值產品開發，以提升創新研發能量，蓄積成長動

力，迎接大環境變動所帶來的挑戰。

除了自身必須有積極作為外，企業也可以善用政府資

源，例如經濟部近期就引導台商進入海外工業區，針

對有意前往新南向國家的企業，透過媒合、合作、自

行開發等三種模式，協助企業移轉建置生產基地。

另外，針對國內中小企業智慧製造需求，現在也有熟

悉產業需求的產學研專家組成顧問團隊，免費提供中

小企業到廠訪視與諮詢診斷等服務，並安排系統整合

業者提供技術服務，協助業者加速朝智慧製造升級轉

型發展，資源有限的台灣業者可多加善用，為將來的

產業變局做好準備。

進入後疫情時代，台灣製造業者應積極轉型，提升數位化
能力，以因應未來變局。（source：ISchneider 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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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是所有製造產線的致命傷，

無論是故障還是歲修，只要機器停止運轉，

對製造業者來說都是損失。

「預診維修」就是要能在故障之前提早洞悉，

更進一步，則是要結合人工智慧的技術，

讓這些機台設備不僅可以偵測機具的狀態，

未來甚至還能自行進行替換與維修。

目前預診技術的應用已逐漸普及，

對於廠房的工具機台與機器手臂，

漸漸成為必備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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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先循序漸進的從無監督異常檢測開始，再到對有監督的數據進行預測，業者就

可以打造出具有監督學習功能的系統。

AI技術持續突破 
故障預測應用漸臻成熟

（Source：Directindustry）

由
於物聯網和AI技術的進步，人們正在努力檢測

大型設備中的故障並檢測異常。異常檢測是透

過設備學習測量值來檢測異常狀態的方法。例如，異

常運動和聲音要進行異常檢測。因此，異常檢測透過

使用設備學習在各種情況下進行應用，還用於檢測產

品異常，例如工業設備的運行條件和影像。除了檢測

異常的存在之外，現在還可以透過執行數據分析來預

測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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