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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性能與品質為成功之鑰

結構緊湊 功能全面 

滿足極致應用的傑出性能

應用範圍 

廣泛應用於半導體與印
刷產業

完整的解決方案

豐富的馬達產品線，能滿
足高精度或重負荷的需求

ETEL專注於直驅運動控制技術，為滿足客戶精密運動控制的需求，

致力於線性馬達、DD馬達、運動控制以及高階運動平台等多樣的產
品開發，產品線完整多樣，並持續創新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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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哪有利，就往哪裡轉

應該沒有一家傳統馬達製造商會想到，馬達能有進入汽車市場的一天，並且變成重要的利

基市場，扮演著未來主要的成長動能。就因為沒有一家馬達商相信這個故事，因此特斯拉

才跑到台灣來，拉著一群機械廠跟著他一起做夢。而這個夢，現在成真了。

自從2008年第一批特斯拉的電動車下線以來，全球的電動車市場就持續維持高檔，每年的

複合年成長率都居高不下，連帶也促進了相關零組件市場的發展，馬達當然是其中一個。

而說起馬達，真的跟台灣產業息息相關。除了當年傻傻跟著特斯拉一起做夢外，台灣在重

型工業的馬達系統上也是赫赫有名，包含東元和大同等，都是享譽國際的大廠，並在各個

工業領域中可見他們的身影。

然而隨著電動車市場的不斷成長，加上應用的範圍也不斷的跨大，現在不只一般轎車邁入

電動化時代，其他如巴士和貨卡也都逐步的往電動化發展，因此也讓電動馬達的需求進一

步的提高，同時也擴大了電動車馬達的多元性。而最重要的，就是讓傳統的馬達供應商看

見了新的利基市場。

其實如果從獲利率來看，傳統的工業馬達其實已經走到非常高原期的階段，你幾乎已經難

以再從銷售單一馬達產品來獲取高利潤，更多的時候，是必須搭配軟硬體系統，來實現所

謂「智慧馬達」的應用，但能夠達到這個階段的業者其實屈指可數。

所以從實現利潤的角度來看，進攻電動車的馬達市場，或許是傳統馬達業者可以好好著墨

之處。而目前採取此一策略的業者也不在少數，像是東元就在此佈局了好一段時間，並也

已發展出非常完整的電動車馬達方案，近期更鎖定了電動巴士的馬達供應，將進軍東南亞

的市場。

至於大同公司也在近期加入了鴻海的MIH電動車平台，同樣是看好電動巴士的商機，搶攻

台灣1萬6千多輛電動巴士國產化市場，而鴻海的電動巴士原型車，預計在2022年推出上

市。

整個來說，馬達已是成熟的產品，只能跟著市場的發展不斷前進，看哪邊有利潤，就往哪

邊轉進。

副總編輯



產服部特別企劃

德商賦能台灣智造  為數位轉型再增效率

近年來由於國際景氣快速回溫，不僅衍生原物料價格、運費飆

漲，以及交期延宕等連鎖效應，對於出口導向的台灣製造業

無異雪上加霜。今年「台灣智造日」雖因疫情不得不再次取消實體

研討會，但德系製造廠聯盟仍思考該如何利用其模組化、客製化解

決方案賦能，以減緩零組件缺料衝擊；進而提升生產效率，創新營

銷模式，早日實現數位轉型。

易格斯工業4.0新品　實現數位轉型不中斷

台灣易格斯（igus）在今年德國漢諾威展（HANNOVER MESSE）期

間推出的新一代isense智慧監控模組，即將原來4個模組合而為一，

大幅節省空間；儲存從感測器得到的數據和運行設定，從遠端更改

數據、重新設定。

進而連接到新一代i.Cee模組，以監測機器運行狀態，與實驗室累積

的龐大數據比對、分析，預測產品使用壽命，以實現「Zero Down-

time」（零意外停機）目標，最終確保智慧製造生產不中斷。

宜福門IO-link感應器　專注提高整體設備效率

透過宜福門電子（ifm）感應器即時連續監測（Real time Mainte-

nance），精準掌控產品及設備健康狀態，讓設備製造廠通知客戶

（End user）進行可預測診斷（PdM），不必等到故障發生才排修維

護，或囿於定期保養更新時程，浪費不必要的成本。

通過IO-Link技術讓廠內無法連網的老舊設備可以連接現代化的數據

收集系統，或與現有控制平台直接整合，協助客戶進行節能減碳、

增效以及即時連續監測等進階數據分析。

庫卡布局機器人硬軟體　引領台廠跨足新興產業

台灣庫卡公司（KUKA）工業機器人則可協助台廠實現「無人化」

與「零接觸」理想，來降低分流上班造成的趕工壓力與財務負擔，

並提高生產效率。

同時推出最新模擬軟體工具Sim4.0，以提供客戶更簡單、快速的方

式，協助客戶在設計階段優化、模擬自動化動作及傳送訊息；更貼

近真實情境，精準預估實際產線狀況，而提高生產力與安全性。

KTR台灣開天傳動在地生產服務　 
確保交期與價格競爭力

台灣開天傳動科技有限公司（KTR）由於將德國部份聯軸器產能分

散到台灣生產，搭配在地使用量最大的伺服馬達、工具機主軸等自

動化相關系列產品，提供所需模組化、客製化解決方案，在交期、

價格上也比較具有市場競爭力。

KTR也在去年台北國際自動化展上發表最新CAS樣機，可在該公司

聯軸器上內嵌感測器，而非外掛，管理者可透過感測器提前發現偏

心或異常變化，將異常數據上傳PC或結合雲端資料分析，以提前解

決問題，減少意外停機風險。

威騰斯坦讓減速機說話　 
找到對的客戶創造最佳利益

威騰斯坦公司（Wittenstein）今年特別主推Cynapse系列智慧型減速

機（Smart gearbox），結合自主開發的感測器及最新監控技術，與

減速機整合一體模組化設計，不改變原有的外型，只須插入一條傳

輸線，即可傳遞出所有資訊數據，讓減速機會說話。

進而從遠端監控機器狀況，記憶儲存數據供分析，預知減速機使用

壽命與時間；降低人員傳遞錯誤訊息，導致意外停機的風險。經過

IO-link/EtherCAT，輕鬆整合到機器基礎架構中，還能自行開發客製

化人機介面。

雄克夾爪系統　協助生產管理要一勞永逸

雄克公司（SCHUNK）基於台灣在標準化生產機制下，正面臨管理

機制的瓶頸，都須主動接觸以瞭解需求，並全力供貨服務，強調「

一次安裝，就能一勞永逸！」

在今年EMO展還將持續推廣新品，包括：自動化材料去除工具，取

代人力；ADHESO無源吸附式機械夾爪，特別針對異型不規則產品

的移載，亦適用於能源電池的搬運；VERO-S NSE3模組化快換托盤/

夾持系統，提高自動化單元生產的安全、妥善性；PCBA線上分板機

ILR-2000-B，再推出經濟型機種以加速普及。

浩亭快速連接解決方案　打通數位轉型互聯關鍵

浩亭公司（HARTING）這兩年來在高階智能製造領域表現亮眼，甚

至造成業者更重視自動化；加上數位轉型、5G、電商等需求增加，

促進數據中心等主力應用產業營收成長，浩亭連接解決方案更提升

穩定性。

同時提供多套模組化應用解決方案，可更快速、有效、可靠地協助

客戶實現物聯網電力/信號互通。如由浩亭主導協定的SPE單對乙太

網，可廣泛應用於工廠自動化等領域，已成為有效且成本經優化的

物聯網方案，利用單對絞線取代傳統2~4對絞線才能達到的效益。

威圖智慧機櫃系統　支援櫃內模組化遠端監控

威圖公司（Rittal）旗下可整合產品線涵括：機箱機櫃、配電組件，

溫控系統，以及IT基礎建設四大產品線，應用領域從基礎建設、交

通、能源、機械、食品、製程工業等。

最新推出的Smart Enclosure System（智慧機櫃系統）內部環境智慧

監控解決方案，無論客戶全採用Rittal品牌或自行選配安裝模組，都

能結合CMCIII處理單元+IoT模組遠端監控櫃內環境，滿足用戶優化

巡檢、遠程監控需求，對於生產維運及數位化資產維護與售後服務

帶來莫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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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source：ndcybersecurity.de）

文／俞伯翰

在瞬息萬變的後疫情時代，數位攻擊逐漸轉變為高敏捷式的網路威脅型態，企業

如何逐步建構起資訊安全的堡壘？現今企業更著眼於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以

強化競爭優勢及可持續性，資訊環境的升級成為取得新戰場的入場券。

疫後數位化暗潮洶湧 
企業升級資安防護之必要

高敏捷的網路威脅

本
土疫情再次衝擊台灣企業，在許多企業因應疫

情調整運營機制的同時，部分企業已經整裝旗

鼓，準備好踏入因為疫情而出現的利基市場。疫情的

影響促使消費者從根本改變現有的生活習慣，卻意外

的在各個產業產生不同的商機。加上各個產業因疫情

造成的運營停擺，「不穩定的價值鏈」使得破壞式創

新的擁護者取得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刻。小至微型創

業的商機，大至產業供應鏈重組，產業的領先者若在

混亂的時刻不保有飢渴的心態，極有可能會落為市場

重新洗牌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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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戰場的入場券：數位升級 

微軟CEO曾說COVID-19讓企業數位轉型加速五年以

上，但是數位轉型絕對不只是改變辦公模式和雲端應

用而已，對於企業主來說有更深層的意義：數位化攻

擊將成為重挫商業的最有利武器之一。 

後疫情時代，企業更著眼於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

以強化競爭優勢及可持續性，因此資訊環境的升級成

為取得新戰場的入場券。自由系統根據在資訊產業的

服務經驗，以及疫情期間協助數百間導入數位升級的

解決方案，歸納出數位升級可以為企業帶來的競爭優

勢：

組織內部管理

疫情突然再次爆發，使得企業不得不開啟遠距辦公的

運營模式。在打卡、簽呈、歸檔到合約等的行政流程

都可以透過遠端進行時，企業不僅省下過去因為數位

化不足帶來的時間成本，管理者更可以在後疫情時代

用數據化的方式，優化和管理組織內部的行政流程，

為組織帶來更有效率的工作環境。

上下游資源整合

許多產業因運營停擺造成極大的損失，嚴重者可能因

為無法出貨，交期持續延宕，遭受其他競爭對手取代

的狀況。但疫情影響的範疇遍及全球，若企業擁有足

夠的數位競爭力，極有可能切入國際大廠的供應鏈體

系，為企業帶來指數型的業務成長量能。

拓展及鞏固市場

除了拓展新的利基市場，鞏固既有市場保住業務基本

盤，更是企業持續成長的關鍵。數位工具不僅可以用

在遠端溝通，更可以結合數位行銷，在疫情期間滿足

新的利基市場，例如：線上策展、跨境電商。許多企

業更是抓準商機加速新產品的推行，例如：宅經濟需

求。

企業主可能無法體會未來每個產業都透過軟體運營的

情境，但數位競爭力卻已經成為後疫情時代企業的生

存必需品，不論企業內部組織管理、外部商務合作到

市場拓展，數位工具將會逐漸凸顯其對於企業不可或

缺的存在價值。

四大指標檢視疫後資安新挑戰

數位化是一把雙面刃，運用的好能在商場奪得先機，

稍有不慎也能將企業推下神壇。近年來不只是台灣大

廠遭駭，全球企業隨著雲端、大數據、5G、AI等數

位科技的導入與應用增加，也愈來愈重視資安管理策

略。在這個萬物聯網的時代，產能提升的同時也意味

著風險漏洞大幅轉移至虛擬世界。

自由系統團隊近年來累積許多資安事件救援經驗，幫

助多家科技大廠在事故發生當下即時定義並解決問

題。不少客戶透露難處：疫情下經濟與營收不穩，

財務投資趨向保守，但資安事件頻傳又讓內部人心惶

惶，到底該不該大刀闊斧革新資安模式？根據經驗，

「未來每家企業都是軟體業。」
—微軟CEO Satya Nadella

「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加速企業
數位轉型的進程，企業將可能面臨
雲端風險升高與逐漸增長的複合式
目標攻擊。」
－趨勢科技台灣區暨香港區總經理洪偉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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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認為可以從以下四點趁勢檢視企業體質：

落實遠距辦公安全防護機制

混和辦公模式將成為未來新型態的工作模式，絕不只

是為了COVID-19救急而短時間居家工作，隨著數位化

程度愈高，企業愈應該及早做好準備迎接革新。

• 裝置安全控管：個人或家用筆電是否乾淨、內網連

線安全等

• 資料安全控管：檔案遠端存取、授權、異常下載、

流向追蹤等

• 身分安全控管：SSO、MTP、AD、生物識別等機制

加強異地登入安全

• 遠端技術支援與作業流程：優化IT基礎環境如VPN

伺服器

由上而下「零信任」 
擴大資安防守範圍

為何大家都說資安政策得「由上而下」？因為資訊

安全不只是IT/MIS的技術型任務，更是管理者需要訂

定目標策略並帶頭聯防的一門管理學。根據iThome 

2020年度調查，企業主最擔心的資安風險是「員工行

為缺乏資安意識」，意味著對企業來說，內部漏洞比

外部攻擊更難防。

如果企業主只顧著對員工設下禁令，卻未能從員工的

工作模式出發思考，資安政策便永遠只是上下級之間

的互相刁難。除了防毒軟體、防火牆、限制員工上網

行為等消極處理方式，要想有效擴大資安防守範圍，

必須得由管理者賦權做起，重視員工的數位生產量

能：

1.滿足員工所需的資訊基礎條件

不安全的網路漏洞、未列管的裝置漏洞、下載破解版

軟體都是常見的攻擊破口。員工並非故意找你麻煩，

只是想尋求解方，故提供員工穩定的網路、商用筆電

和企業級協作軟體、雲端工具，便能減少員工「想怪

招」而增加風險的機率，生產效率也會隨之提高。

2.站在使用者端思考管理策略

除了軟硬體配置，管理者也要避免設下「治標不治

本」的資安管理政策。舉例來說，員工總是隨意將多

組密碼記在便條紙或桌面上，容易一起遭竊。解決方

法並非設定更多組帳號密碼增加記憶難度，而是導入

多因素驗證或AD單一登入，讓IT有效管理也讓員工方

便登入。

3.舉辦資訊安全講座與教育訓練

資訊安全不只是要保護「有價可量化的」營運收益，

更要保護「無價且不可量化的」客戶隱私、業界商譽

與品牌價值。除了技術人員，每位員工都有義務遵循

基本資安守則，管理者應該重視資安教育訓練以發揮

上行下效之用。

建立監控體系 
轉被動處理為主動追蹤

如果企業的防護手段侷限於基本的防毒軟體或防火

牆，恐怕不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惡意攻擊。傳統工具

著重擋下攻擊或處理危機，仰賴人工更新以識別各種

攻擊特徵碼，較難以做到主動、即時的行為判斷與預

防滲透。

完整的資安監控中心(SOC)結構應該包含「前期-預

防」、「中期-處理」、「後期-補強」三個階段，根

據服務客戶的經驗，企業只要中標過一次卻未從根源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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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便有很高機率被再次攻擊，因此追蹤資安

事件、學習並優化、動態調整環境是一場必要的長期

耐力戰。

慎選合適的資安服務供應商

企業的資安政策要落地會面臨兩大難題，第一是專業

領域牽涉面向太廣，長期管理太費工費時；第二是攻

擊模式層出不窮，資安專家必須時常更新知識和解決

方案。當企業內的IT部門無暇兼顧資安時，委外給專

業資安服務廠商管理不失為成本相對低且保險程度高

的解方之一。

市面上的資安產品與服務百花齊放，在選購前要考量

兩個要點：「企業需要什麼」以及「導入後如何有效

長期運用」。根據自由系統團隊的觀察，客戶的終極

目標是解決問題，與其錯誤投資，他們更期望專業供

應商能協助評估、導入、維運一包到位。買「產品」

就像是求籤詩，還需要提供「服務」的解籤人。

首當其衝的六大產業

面臨後疫情時代的台灣企業，不同產業都擁有各自的

限制，使得企業在下優化資訊環境的決策窒礙難行，

綜合數位升級及資訊安全佈署的必須性及急迫性，自

由系統執行長俞伯翰表示，電子零組件業、資訊科技

業、半導體產業、製造工業、軟體服務和生技業等產

業為需要優先考量的產業。

根據上述產業歸納出三個評估的層面：

產業國際化程度

後疫情時代每個產業市場的變化不一，但可以肯定的

是若將戰場提升至國際的舞台，一定有更多新興市場

出現，競爭也更加激烈。若企業身在國際化程度相對

高的產業，不論自身是否已加入國際供應鏈或跨國市

場，若不加緊腳步在數位環境及資訊安全的升級，極

有可能因為服務量能不足，或出現資訊安全事件影響

企業運營，遭受其他競業超車。輕者失去部分利基市

場的領先地位，重者可能長期成為消費者或是供應鏈

中的黑名單。

企業規模

企業規模的大小直接關聯到支付贖金的能力，駭客攻

擊的目的即是透過勒索取得贖金，因此大型企業非常

容易落為攻擊的標靶。如2020年末至今，持續有科技

指標4

圖1：合格的資安服務供應商可以協助企業「事件判讀」、「即時處理」和「動態優化」。（source：自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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