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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虛實互用的製造心法

本以為即將回歸正軌的生活，卻被亞洲這一波來勢洶洶的Omicron疫情給徹底打亂。

當前台灣本土的疫情正快速升溫，讓企業的運營增添了不少壓力；中國上海的強勢封

城，更讓亞洲多項產業的供應鏈處於接近停擺的狀態。若再加以俄烏戰事的延宕，則

2022年全年的發展，似乎沒有任何可以樂觀的可能性。

雖然實體的世界感覺處處窒礙難行，但數位世界卻仍持續不斷的在快速發展中，而且

絲毫沒有減速的跡象。尤其是過去幾個月裡，我們不斷的聽到「元宇宙」這個新名

詞，但在工業應用裡，「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技術。

對各位產業先進來說，數位分身並不是新的名詞，它現身於產業應用裡也有數年的時

間。但就如才剛冒出頭的元宇宙，需要幾年的時間來醞釀和成熟，才能實際的進入終

端應用一樣。數位分身技術發展至今，可以說已經成功的通過市場的檢驗，並邁入它

的快速成長期。

而在各種數位分身應用裡，CNC加工機台則是成長力道最大的領域。CNC製造之所以

跟數位分身技術如此相輔相成，因為本質上，它都是一種自動化應用的數位控制技

術，再者，未來的加工製造勢必會全面跳脫人力操作的面向，並朝向「數據驅動」製

造的方向前進。至此，導入數位分身技術就成為一種必然。

也因此本期的封面故事雖是以CNC數控為主題，但內容則是專注在數位分身技術如何

與CNC加工製造做整合上。特別是未來以多軸機台和高度客製化為主流需求的生產製

造趨勢下，充分運用先進的數控系統來提升整體的製造性能，同時減少生產成本，

就成了製造業者勝出的關鍵所在。而掌握數位分身的先期的模擬與後期的數據收集調

教，則是必備的競爭Know-how。

同樣是數位技術的應用，本期的專題報導則是報導「工具機狀態檢測」技術與應用趨

勢。因為即使是最先進的CNC工具機，其精度也會隨時間而產生誤差，此時就需要自

動化的狀態檢測工具，才能在錯誤或意外發生之前，早先一步做好應變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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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已成為許多企業在未來三年之內重要且優先的任務之一。IBM倡議台

灣大型製造業發展「永續即服務」生態圈，將自有的永續核心能力平台化，進而

提升產業供應鏈競爭力，建立產業生態系的協作創新。

永續是企業創新契機 
與數位轉型並駕其驅

（source：IBM Taiwan）

根
據IBM商業價值研究院（Institute  for  Busi-

ness  Value；IBV）於2022年初發表的《全球

企業永續調查報告》指出，其中有53%的受訪企業認

為，環境永續是未來三年內公司重要且優先的任務之

一。IBM諮詢顧問建議台灣企業根據「合規—創新—

引領」三階段，開展永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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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遵循法規要求，企業應當充分運用數位科技，優

化企業供應鏈與營運管理，更可以將綠色理念融入管

理與發展框架，創新商業與服務模式。IBM同時向台

灣大型製造業與銀行業者建言，發展「永續即服務」

產業生態圈，將自身永續核心能力平台化，向上中游

供應商與下游客戶輸出，提升產業供應鏈競爭力，建

立產業生態系的協作創新。

三大挑戰與具體建議

IBM諮詢企業策略轉型服務副合夥人游復興表示，台

灣多數企業在執行永續業務時，面臨三種類型的挑

戰。

一、關注多於實際行動：根據上述IBM發表的報告顯

示，86%的受訪企業已經制定了永續策略，但僅有

35%的受訪者表示已經針對策略採取了具體行動。

二、評估永續的盲點：對於永續，部分企業目前停留

在合規階段，仍有「出報告就是做ESG」的盲點，以

致於業界出現「漂綠」的負面評論。

三、台灣中小企業落實永續的資源與經驗有限：針對

台灣產業現況，並對照IBM建議的企業永續發展旅程

「合規—創新—引領」，提出下列三項具體建議：

合規：善用資訊科技， 
建立有效企業碳排管理能力

淨零目標已成為各大企業的環境永續目標之一，如何

建立永續管理平台，即時管理與達成永續目標，是目

前處於合規階段的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溫室氣體

盤查是企業管理溫室氣體風險並辨識減量機會的基

礎，IBM建議企業建立不同層級碳排放計算及管理能

力，並善用數位管理監控平台。以人工管理不但繁瑣

且容易出錯，評估標準亦可能每年變動調整；若有數

位管理平台，可以有效整合不同部門、層級的碳排放

數據。某家在全球擁有1,100家分行的大型銀行，採

用IBM日前收購的環境績效管理平台Envizi，快速辨識

出20個碳排放表現最差的分行，進行改善後節省了13

萬美元的能源費用。

創新：透過商品與服務創新， 
發展市場永續商機

除了做到最基本的合規與出版報告之外，IBM建議企

業可以思考如何透過商品與服務創新，滿足客戶或消

費者對永續的期待與需求。如今消費者環保意識已普

遍升高，台灣的代工廠及製造業者更需要思考：如何

符合其品牌客戶或消費者的期望，提供品牌客戶符合

永續要求的產品設計與製造。

自有品牌的製造商或服務提供商，除了依法規改善製

程外，亦可透過碳足跡標籤，提供碳排放資訊，建立

自有品牌的環境永續形象，並強化消費者的認同。以

流通業者FedEx為例，在客戶選擇包裹運送方案時，

即依各種方案提供相對應的碳排放資訊，作為客戶下

單時的參考；此外，FedEx也在付款流程中邀請客戶

共同參與支持碳中和方案。

引領：建立數位平台， 
帶動生態圈伙伴永續發展

建議1

建議3

建議2

IBM向台灣大型製造業者倡議「永續即服務」的創新商業
模式概念。（source：IB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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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向台灣大型製造業者與金控業者倡議「永續即服

務」（Sustainability  as  a  Service）的創新商業模式

概念。以製造業為例，大型企業可以主導並輔導其供

應商，提供永續平台和資源供中小企業使用，帶動整

體產業鏈達成永續目標，降低產業總成本。大型金控

業者亦可將永續轉化為商業模式創新的一部份：對需

要貸款或融資服務的中小企業客戶，提供管理知識與

碳排計算等系統管理工具，協助建立其落實永續的能

力。全球最大礦物肥料生產商Yara建立一個全球數位

化農業平台Atfarm/FarmX，連結並賦能全球130萬農

民，提供農民當地天氣預報、農作物損失預測和即時

建議，採用「按使用量付費」的商業模式，幫助農民

增加現有農田面積產量，有效地提高農民及農業企業

的收益。

協助落實永續服務

IBM提供完整的企業永續服務，從策略規劃、管理

框架與平台的設計與建置、到管理與執行方案的落

實，皆有產業專家與科技顧問提供端到端的整合型

服務。2022年初IBM收購了環境績效管理數據和分

析軟體的品牌Envizi，從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各

各面向，都可監看相關的績效指標，並覆蓋各種產

業。IBM  Tririga碳排放追蹤管理解決方案，可協助收

集各類碳排放資料、計算與進行減碳管理。IBM氣候

風險量化平台Climanomics依照任何期間、地點、情

境、資產類別量化氣候風險。

擴展AI有助於企業加速數位轉型，85%以上的進階採用者降低了營運成本，
而且有10%到12%的營收源自於AI。

延伸
閱讀

永續碳管理平台協助企業低碳製造設計 打造淨零轉型競爭力

隨著淨零碳排的階段性目標漸近，面臨歐盟等國

對於碳關稅的要求，國際大廠要求供應商致力減

碳，對於全球供應鏈形成莫大的挑戰。這也使得

台灣許多企業在碳排計算、增加減碳能力都必須

急起直追，因應時局轉變擬定具體的策略與作

法。工研院於2021年9月成立淨零碳排服務團，

結合政府政策、國際脈動及產業趨勢，從企業教

育、碳排健檢到技術導入，一站式減碳服務，協

助企業檢視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狀況，掌握減碳

競爭力。淨零碳排服務團提供淨零碳管理實踐研

習、諮詢診斷業務、深度減碳輔導等三大服務範

疇，為企業建構淨零轉型所需的知識管理及諮詢

診斷服務，甚至導入淨零技術與新商業模式，提

升整體產業競爭力，有效掌握綠色供應鏈新商機。

工研院也開創「永續碳管理平台」提供企業一站

式服務，包括產品碳足跡盤查計算、跨產業資料

庫及智慧減碳設計三大核心功能，可線上計算產

品碳足跡。其中工研院藉由十多年來輔導上百家

企業的豐富經驗，建立超過一萬筆本土係數資

料，建構跨近20種產業別的本土化產業應用資料

庫。企業除了可以透過碳盤查了解產品碳足跡，

了解自有產品的碳足跡，還可導入減碳技術，進

一步從中找尋產品應用設計的替代材料，重新設

計新產品，協助各產業雲端服務強化效益。（報

導／陳復霞）







引進歐日系CNC數位分身

多軸複合加工提高生產效率

化經濟瓶頸危機為轉機

厚植台製CNC軟硬實力

數位分身讓加工製造無懈可擊

CNC加工的完美數位新世界

面對目前供應鏈瓶頸，客戶要求加快交貨時間和人力挑戰，

以及電動車、能源、航太等新興產業的複雜工件需求，

都促使工具機必須兼顧精確、高效和彈性，

並為此推出多軸、複合加工機種，

期盼藉一次裝夾工件，就能完成過去耗時的多工序加工。

惟其高階CNC數控系統及關鍵技術現仍仰賴進口，

除了已有產官學研支援台廠，持續加強自主開發能力，

並透過開放彈性整合機邊運算平台、第三方客製化App加值。

歐日系控制器品牌也開始更深入與台廠合作，連結彼此價值，

從而協助打造以控制器為核心的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

用於正式投產前提升加工品質和生產效能，

且有助於早日實現淨零碳排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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