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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11月28日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12月1日

經濟與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經濟研究院     

資料整理：

智動協會(TAIROA)

景氣指標

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美、歐、日、中等主

要經濟體第三季經濟成長率均呈現穩定表現，顯示

全球景氣仍持續緩步復甦的走勢。國內的部分，在

國際情勢走穩的情況下，10月出口成長率創下今年

新高，推升製造業廠商對景氣看法；服務業方面，

因應年終消費旺季，零售及運輸倉儲業對景氣看法

相對樂觀；營建業因工地復建速度較慢以及房屋開

工率下降，廠商對景氣看法偏向保守。根據台灣經

濟研究院調查結果，10月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止

跌回升；服務業連三月上升；營建業則轉為下降。

國際情勢方面，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公佈2016年第三季經濟數據，GDP成長年增率為

1.5%，較第二季1.3%的成長率稍有起色。美國第三

季民間消費成長年增率為2.6%，提供最主要的經濟

成長拉抬動能。至於民間投資成長率，則較去年同

期下滑2.7%，持續第一季以來的低迷態勢。第三季

的外需表現則較上半年佳，出口與進口的成長年增

率分別為2.0%與0.7%。出口成長率為2015年第一季

以來的新高，意味美元走強對美國出口的衝擊有淡

化趨勢。

有關美國的就業市場與物價水準方面，美國勞

動統計局公佈之美國10月份失業率為4.9%，較9月失

業率下滑0.1個百分點，顯示就業市場持續復甦。在

物價方面，10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則為1.6%，較9月數值增加0.1個百分點。在美國經

濟近期的景氣展望方面，參考美國供應管理研究所

（ISM）公佈美國的2016年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為51.9點，較9月數值上揚0.4點。另外ISM

公佈的2016年10月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

為54.8點，則較9月數值下滑2.3點。然而PMI與NMI

處於50點的臨界點以上，也象徵美國經濟景氣擴張

態勢持續。

中國大陸方面，延續前三季GDP成長率均為

6.7%的穩定表現，顯示在內需成長動能的維繫之

下，10月經濟呈現平穩態勢。就細部數據觀察，內

需方面，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成長10.0%，僅較9

月下滑0.7個百分點；工業生產成長6.1%，與9月持

平；CPI成長2.1%，較9月增加0.2個百分點；PPI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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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較9月增加1.1個百分點；1-10月全國及民間固

定投資分別成長8.3%與2.9%，較1-9月增加0.1與0.4個

百分點。對外貿易方面，10月進、出口成長率分別

為-1.4%、-7.3%，跌幅較9月收斂。

在領先指標方面，觀察10月中國官方PMI數據

表現，在生產及新訂單指數推升至今年高點的帶動

下，整體製造業PMI增加0.8點來到51.2，連續3個月

維持在景氣榮枯界線之上；非製造業PMI增加0.3點

來到54.0，連續3個月上揚。顯示中國製造業有逐步

回溫的趨勢，同時非製造業表現仍優於製造業。

反觀國內，半導體需求暢旺，國際原物料價格

回穩，影響我國對外貿易表現。出口方面，全球半

導體需求持續增強，加上9月底颱風來襲造成部分

商品出口遞延影響，10月主要貨品出口表現不俗。

以出口產品來看，受到國際大廠年底新品推出與科

技產品應用挹注，帶動資通與視聽產品、電子零組

件出口年增率皆逾兩位數，資通與視聽產品年增率

由0.60%增加至18.22%，電子零組件出口金額為歷年

最高；受到製造半導體及相關裝置機器、工具機訂

單增加，機械產品年增率由負轉正，從-9.96%增加

至12.93%；其他產品則受到國際農工原物料價格止

跌回升影響，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塑化產品及光學

器材均擺脫頹勢，年增率由負轉正，整體10月我國

對外出口金額較2015年同期增加9.40%。進口方面，

半導體業者擴充先進製程投資、航空業者添購新

機，10月資本設備進口年增率從17.06%大幅增加至

47.65%，加上國際鋼價、油價回升，農工原料進口

年增率由-3.73%回升至18.50%，10月進口金額較2015

年同期增加19.55%，創自2013年1月以來單月最高

年增率。總計2016年1至10月出口較2015年同期減少

4.50%，進口減少4.70%，出超為403.3億美元，減少

3.59%。

國內生產方面，受惠於各大國際品牌行動裝置

銷售旺季、國際原物料價格回穩、部分烯烴廠歲修

結束拉高產能，致製造業生產指數年增率連續6個月

正成長。其中，電子零組件業受到國際大廠行動裝

置新機效應，帶動半導體高階製程需求，拉抬晶圓

代工、構裝IC等產量；受到國際銅價持穩、石化原

料市況回溫、部分工廠歲修結束拉高產能，致基本

金屬業與化學材料業生產指數年增率較上月增加。

10月工業生產指數較2015年同期增加3.70%，其中製

造業增加5.67%。總計2016年1至10月工業生產較2015

年同期增加0.21%；其中製造業增加0.51%。

從國發會所公布的景氣指數資訊來看，105年10

月景氣對策信號續呈綠燈，綜合判斷分數較上月增

加1分至24分，主因海關出口值與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均由藍燈轉呈黃藍燈，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則由

紅燈轉呈黃紅燈所致；景氣領先、同時指標均呈現

上升走勢，顯示國內景氣持續回溫。

展望未來，歐美年終消費備貨拉抬且國際原物

料價格回穩，出口可望持續增溫，但全球經濟復甦

遲緩，美國新政府經貿政策、英國脫歐效應等不確

定因素值得注意。內需方面，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

業者先進製程投資可望延續，加以政府積極改善投

資環境，有助提振國內投資；各銷售通路年底促銷

活動激勵，可望增進民間消費，惟就業與薪資增幅

有限，限縮部分成長動能。整體而言，未來景氣可

望逐漸改善，惟仍須留意潛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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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氣對策信號1 

10月綜合判斷分數較上月增加1分至24分，燈號

續呈綠燈；9項構成項目中，海關出口值與製造業銷

售量指數均由藍燈轉呈黃藍燈，分數各增加1分，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則由紅燈轉呈黃紅燈，分數

減少1分，其餘6項燈號不變。個別構成項目說明如

下：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由上月6.28%減為

6.25%，燈號維持綠燈。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上月11.3%減為8.5%，燈

號續呈綠燈。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月下修值4.2%增

為5.2%，燈號仍為綠燈。

圖 1 近1年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註1.各構成項目除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之單位為點(基期為95年)外，其餘均為年變動率；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節調

整。

2.p為推估值；r為修正值。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上月0.56%增

為0.62%，燈號續呈黃藍燈。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上月下修值-4.2%增為

4.4%，燈號由藍燈轉呈黃藍燈。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上月27.0%

減為18.2%，燈號由紅燈轉呈黃紅燈。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月上修值

-1.1%增為1.7%，燈號由藍燈轉呈黃藍燈。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上月

上修值0.5%減為0.2%，燈號續為黃藍燈。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上月97.4點增為

98.1點，燈號續呈綠燈。

註釋：1.各構成項目除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之單位為點外，其餘均為與上年同月相比的變動率；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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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

註1.各構成項目除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之單位為點(基期為95年)外，其餘均為年變動率；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

節調整。2.p為推估值；r為修正值。         

表1 景氣領先指標

指 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8.38 98.81 99.33 99.87 100.30 100.61 100.82

 較上月變動 (%) 0.25 0.44 0.53 0.54 0.43 0.31 0.21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98.82 99.01 99.37 99.83 100.32 100.80 101.25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99.93 99.90 99.90 99.91 99.92 99.95 99.96

股價指數 99.59 99.69 99.81 99.95 100.09 100.23 100.38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99.92 99.93 99.96 100.00 100.05 100.11 100.17

核發建照面積
3
 98.87 99.19 99.59 99.96 100.16 100.21 100.17

SEMI 半導體接單出貨比 100.40 100.33 100.20 100.04 99.83 99.58 99.29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09 100.30 100.44 100.52 100.57 100.60 100.63

註1.本表構成項目指數為經季節調整、剔除長期趨勢，並平滑化與標準化後之數值。以下表同。

2.淨進入率＝進入率—退出率。

3.核發建照面積僅包含住宿類（住宅）、商業類、辦公服務類、工業倉儲類4項建造執照統計資料。

二、景氣指標2 

(一)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0.82，較上月上升0.21%，係連續8個月上升。

註釋：2.景氣指標編製方法，須先將各構成項目經季節調整、剔除長期趨勢，並平滑化與標準化後，再以相同權重加權平均合成綜合指

數。故判斷各構成項目較上月變動方向，應以上述步驟計算後數值為準，若與上月相比數值增加（減少），即代表構成項目較上

月上升（下降）。



8 9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6/12月號

Market Focus
市場焦點

項       目 
105 年 (2016)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8.14  98.91  99.83  100.85  101.88  102.92  104.05 

 較上月變動 (%) 0.55  0.78  0.93  1.02  1.02  1.03  1.09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99.39  99.64  99.90  100.17  100.42  100.67  100.92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99.57  99.82  100.09  100.36  100.62  100.98  101.42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99.48  99.73  99.98  100.20  100.39  100.52  100.67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99.00  99.24  99.57  99.94  100.30  100.59  100.87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77  99.70  99.64  99.59  99.56  99.54  99.52 

實質海關出口值 99.37  99.60  99.89  100.20  100.51  100.82  101.18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98.85  99.34  99.97  100.76  101.63  102.55  103.48 

指 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8.14  98.91  99.83  100.85  101.88  102.92  104.05 

 較上月變動 (%) 0.55  0.78  0.93  1.02  1.02  1.03  1.09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99.39  99.64  99.90  100.17  100.42  100.67  100.92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99.57  99.82  100.09  100.36  100.62  100.98  101.42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99.48  99.73  99.98  100.20  100.39  100.52  100.67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99.00  99.24  99.57  99.94  100.30  100.59  100.87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77  99.70  99.64  99.59  99.56  99.54  99.52 

實質海關出口值 99.37  99.60  99.89  100.20  100.51  100.82  101.18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98.85  99.34  99.97  100.76  101.63  102.55  103.48 

指 數

表2 景氣同時指標

圖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圖4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5項均較上

月上升，分別為：外銷訂單指數、股價指數、工業

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

點、實質貨幣總計數M1B ；其餘2項：SEMI半導體

接單出貨比、核發建照面積則較上月下滑。

(二)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4.05，較上月上升

1.09%，係連續8個月上升。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非農業部

門就業人數較上月下滑外，其餘6項均較上月上升，

分別為：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電力（企業）

總用電量、實質海關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

業額、工業生產指數，以及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三)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97.72，較上月下跌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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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失業率3、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以及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

資3項較上月上升；其餘3項：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

成本指數、製造業存貨率，以及工業及服務業經常

性受僱員工人數則較上月下滑。

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4

依據12月1日公告的訊息，已連續第9個月呈現

擴張，且指數攀升2.8個百分57.3%，為2015年4月以

來最高點。

表3  景氣落後指標

 

指 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39  99.13  98.89  98.66  98.35  98.03  97.72 

 較上月變動 (%) -0.30  -0.27  -0.24  -0.23  -0.32  -0.32  -0.32 

構成項目        

失業率 99.51  99.48  99.47  99.49  99.53  99.59  99.65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87  99.82  99.77  99.73  99.68  99.64  99.60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0.09  100.10  100.10  100.04  99.84  99.59  99.33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87  99.88  99.88  99.89  99.90  99.91  99.92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2  99.81  99.81  99.81  99.82  99.82  99.82 

製造業存貨率 100.11  99.87  99.65  99.44  99.25  99.11  98.96 

圖5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指 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39  99.13  98.89  98.66  98.35  98.03  97.72 

 較上月變動 (%) -0.30  -0.27  -0.24  -0.23  -0.32  -0.32  -0.32 

構成項目        

失業率 99.51  99.48  99.47  99.49  99.53  99.59  99.65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87  99.82  99.77  99.73  99.68  99.64  99.60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0.09  100.10  100.10  100.04  99.84  99.59  99.33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87  99.88  99.88  99.89  99.90  99.91  99.92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2  99.81  99.81  99.81  99.82  99.82  99.82 

製造業存貨率 100.11  99.87  99.65  99.44  99.25  99.11  98.96 

註釋：3.失業率於合成落後指標時，先取倒數計算。

4.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一綜合性指標，係每月對受訪企業的採購經理人進行調查，並依調查結果編製成的指數。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係參考美國ISM編製方法，調查範圍包括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介於0%∼100%之間，若高於

50%表示製造業或非製造業景氣正處於擴張期，若低於50%表示處於緊縮期。

註：擴散指數係衡量景氣變動方向的一種常見指標。PMI調查請採購經理人針對各項經濟活動與上月進行比較，並在問卷中勾

選「上升」、「持平」或「下降」，而擴散指數即為「上升」比率×1 +「持平」比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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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組成指標中，新增訂單、生產與人力僱

用、供應商交貨時間、現有原物料存貨呈持續擴張

現象，尤其新增訂單與生產數量的擴張速度大幅攀

升是11月臺灣製造業PMI擴張速度加快的主因。

以新增訂單數量來說，指數躍升6.3個百分點至

61.3%。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63.4%、食品暨紡織產

業78.8%與基礎原物料產業64.0%之新增訂單指數分

別較10月攀升7.4、26.8與11.8個百分點。其中，食品

暨紡織產業之新增訂單指數已來到2012年7月指數創

編以來的最高點。交通工具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

產業之新增訂單指數皆轉為擴張，指數分別躍升20.5

與18.3個百分點至70.5%與61.0%。過去8個月帶動臺

灣製造業PMI擴張的電子暨光學產業，是本月六大產

業中唯一新增訂單呈現擴張速度趨緩的產業，指數

回跌3.3個百分點至56.1%。

生產數量指數亦攀升4.7個百分點至60.4%。食

品暨紡織產業之生產指數已連續2個月呈現擴張，

且本月指數續揚15.3個百分點至67.3%。交通工具產

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之生產指數皆已連續9個

月呈現擴張，且本月指數分別攀升10.7與3.7個百分

六大產業PMI全數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

交通工具產業63.6%、食品暨紡織產業62.3%、基礎

原物料產業60.7%、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56.8%、電

子暨光學產業55.1%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54.4%。

圖7 產業別 PMI示意圖

圖8 臺灣非製造業NMI時間序列走勢圖

 

 

圖6 臺灣製造業PMI時間序列走勢圖
 

點至68.2%與56.1%。基礎原物料產業之生產指數中

斷連續3個月的緊縮，指數大幅攀升15.0個百分點至

62.8%，為2016年5月以來最高點。化學暨生技醫療

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之生產指數已分別連續3與9

個月呈現擴張，惟擴張速度皆趨緩，指數各下滑3.4

與0.2個百分點至54.9%與59.2%；人力僱用擴散指數

則為55.6%；供應商交貨時間上升高於50.0%，現有

原物料存貨水準亦持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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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6年11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四、本月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

本月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已連續第2個月呈現

緊縮，指數為49.8%，較10月微幅回升0.4個百分點。

四項組成指標中，商業活動（生產），擴散指數

48.9%與新增訂單持續緊縮，擴散指數47.7%； 人力

僱用持續擴張，擴散指數50.2%；供應商交貨時間為

上升，擴散指數52.3%。

非製造業八大產業中，三大產業NMI呈現緊

縮，依緊縮速度排序為教育暨專業科學業47.9%、批

發業48.1%與營造暨不動產業49.2%。四大產業NMI呈

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58.3%、運輸

倉儲業57.1%、金融保險業52.4%與零售業52.3%。僅

資訊暨通訊傳播業回報持平50.0%。

除上述PMI、NMI組成指標外，本月值得注意

參考製造業之『客戶存貨指數』、『原物料價格指

數』與『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指數』。

全體製造業之『客戶存貨指數』雖已連續25個

月回報客戶存貨指數過低（低於50.0%），但本月指

數躍升5.1個百分點至49.1%，為2014年11月以來最高

點。基礎原物料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皆轉為回報客

戶存貨數量為過高，指數分別攀升7.0與18.9個百分

點至57.0%與61.4%，分別為過去37與43個月以來的

最高點。

六大產業中，食品暨紡織產業之客戶存貨指數

已連續2個月呈現過高，指數為51.9%。電子暨光學

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已分別連續26與3個月回

報客戶存貨數量為過低，但本月指數分別回升6.8與

1.2個百分點至47.8%與40.2%。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已連續4個月回報客戶存貨為過低，指數為37.8%。

全體製造業之『原物料價格指數』持續揚升8.9

個百分點至68.2%，為2012年7月指數創編以來最高

點。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72.0%與食品暨紡織產業

69.2%之原物料價格指數已分別連續4與2個月站上

60.0%以上的上升速度。其中食品暨紡織產業的原

物料價格指數已來到2014年3月以來的最高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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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暨光學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已分別連續5

與2個月回報原物料價格為上升，指數各為63.2%與

72.0%，皆為2012年7月指數創編以來最高點。基礎

原物料產業之原物料價格指數續揚13.5個百分點至

79.1%，為2013年3月以來最高點。交通工具產業亦

已連續2個月回報原物料價格較前月上升，指數為

59.1%。

全體製造業之『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指數』

在連續3個月擴張速度趨緩後，首次回升2.2個百分

點至54.0%。六大產業自2014年9月以來首次全數回

報未來景氣狀況為擴張。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與食

品暨紡織產業之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分別攀升

2.5與11.3個百分點至58.5%與67.3%。基礎原物料產

業53.5%、交通工具產業52.3%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

業52.4%之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皆轉為擴張。其

中，基礎原物料產業之景氣狀況指數是自2016年6月

以來首次轉為擴張。電子暨光學產業之未來六個月

景氣狀況指數雖已連續9個月呈現擴張，但擴張速度

自2016年7月起持續放緩，本月指數續跌3.3個百分點

至51.8%。

另在非製造業之『原物料價格指數』、『未完

成訂單指數』與『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上，

表5 2016年11月臺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圖9 產業別 NMI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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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工具業   紡織業  通信機械器材  電子零組件業 精密器械

鋼鐵基本工業  總製造業    電信服務業   金屬製品       電線電纜

汽車製造業     運輸倉儲業    電子機械資料儲存及
處理設備

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自行車製造業
、自行車零件
製造業

汽機車零件、
機車製造業

石化原料橡、塑膠製品

電力機械
器材製造

太陽:未來半年景氣看好       多雲時晴: 未來半年景氣持平       打雷閃電: 未來半年景氣看壞

看壞

看壞

看壞 看壞 看壞

看好

看好

看好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持平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以10月為預測基準月)

非製造業之『原物料價格指數』指數續揚3.2個百

分點至57.8%，連續第11個月呈現上升。八大產業

中，六大產業回報原物料價格呈現上升，各產業依

上升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66.7%、營造暨不動產

業65.6%、零售業63.0%、運輸倉儲業61.9%、批發業

56.1%與資訊暨通訊傳播業52.5%。金融保險業47.2%

則回報原物料價格為下降。僅教育暨專業科學業回

報原物料價格為持平50.0%。

全體非製造業之『未完成訂單指數』指數已連

續第20個月呈現緊縮，指數為41.1%。八大產業中，

六大產業回報未完成訂單呈現緊縮，各產業依緊縮

速度排序為營造暨不動產業31.3%、批發業37.9%、

住宿餐飲業41.7%、金融保險業42.5%、教育暨專業

科學業43.3%與零售業48.1%。僅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5.0%與運輸倉儲業54.8%，回報未完成訂單為擴

張。

全體非製造業之『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續跌

4.9個百分點至34.5%，連續第18個月呈現緊縮。非

製造業八大產業全數回報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為緊

縮，各產業依指數緊縮速度排序為營造暨不動產業

14.1%、住宿餐飲業29.2%、批發業36.4%、運輸倉

儲業40.5%、教育暨專業科學業41.7%、金融保險業

44.3%、資訊暨通訊傳播業45.0%與零售業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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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Facebook

延續2015年總體經濟不穩定的情勢，2016上半年全球科技產業仍在困境中

前行，根據TrendForce研究指出，2016年智慧型手機等終端應用產品市場呈現

飽和狀態。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各品牌紛紛進行產品差異化以求突破困境，

3D-NAND、AMOLED等技術風潮興起，也形成關鍵零組件未來發展的嶄新契機。

另一方面，隨著物聯網的興起，車聯網、行動服務等新創科技也浮出水面，

帶動了新的產業發展；而擴增實境、人工智慧機器人與生物科技更成為2016年熱

門關注焦點，因此我們鎖定智動化產業，彙整年度相關重點訊息，供您回顧；

承接2015年AI各項競賽的熱門討論，

Robotics向市場與產業跨了一大步

Facebook 連網實驗室開始運用AI、機器學習及電腦視覺分析等技術，建置全

年度產業焦點訊息彙整2016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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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宏碁官網

 圖片來源 : 人民網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球人口分布圖。一旦清楚掌握人類所在位置，就能

以適合該地區的方式提供連網服務，相信也能運用

在影響力更顯著的應用上，如社會經濟領域研究、

自然災害風險評估等方面。

宏碁雲教授（Acer CloudProfessor）推出Arduino

主題包機器手臂，透過行動裝置遠端控制，自己的

物聯網裝置自己做！

智能機器人「小璐」亮相中國廣州南站服務春

運，屬全國首例。「小璐」的雲端智能大腦植入海

量數據，涵蓋站內導航、購票、候乘、購物與生活

百科全書，如天氣、飲食、航班、新聞等，可透過

語音回答問題，同時藉由身上液晶屏顯示引導，為

旅客提供精準的乘車幫助服務。

鴻海擴大投資，持續朝向「雲移物大智網＋機

器人」的方向進行轉型，在日本、台灣及大陸都有

建設智慧住宅計畫，也會持續行動。

 

 

 

 

 圖片來源：商周.com (攝影者．賴建宏)

圖片來源: TechNews

東芝公司製造一款巨型可遠程操控的機器人，

用於福島核電廠事故核心區進行清理工作，這款可

遠程操控的機器人能夠進入事故核心區，清除燃料

棒組件，預期在 2017 年投入工作。

豐田汽車挖角谷歌大將以扎根矽谷，要拚全球

人工智慧技術領導者，並表示機器人將躍升為公司

主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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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機器人市場大 年增率達15.3%。根據研究

機構 Sandler Research研究報告，2016 年到 2020 年

全球打掃清潔機器人市場將達到複合年均增長率 

15.3% 的成長，分析師也預估歐洲地區在未來 5 年

內將是最大的市場，直到 2020 年預計有 8% 的複合

年均增長率。目前市場由 iRobot、LG、Neato Robots 

和 Samsung Electronics 四家廠商佔據優勢，其他

包括 Bobsweep、Dyson、Ecovacs、Fluidra、Hanool 

Robotics Hayward、Infinuvo、Matsutek Enterprises、

Maytronics、Miele、Moneual、Pentair、Sharp、

Toshiba、YUJIN ROBOT 以及 Zodiac International 

S.A.S.U. 等公司也在市場中彼此競爭。

 零售通路積極研發無人化

25公斤級商用無人機，美將開放；美國聯邦航

空總署公布新規範，開放小型商用無人機於美國天

空操作。法新社報導，根據FAA的規範，無人機操

作員獲准於能隨時清楚看見無人機的白天時段，操

縱重量低於25公斤的無人機。不過新規範尚未包含

網路零售商亞馬遜（Amazon）公司的送貨無人機。

白宮援引產業預估，無人機今後10年將為美國經濟

創造超過820億美元商機、新增10萬個工作機會。

連鎖超市沃爾瑪(Walmart)不僅計劃使用無人機

為網上購物的客人快速送貨，還打算在國外門店中

讓機器人成為人們的購物伴侶。六月份Walmart向外

界展示將利用無人機來取代部分倉儲管理工作，該

公司評估，原本需要耗費1個月之久的庫存確認工

作，在採用無人機後，將可縮短到1天即可完成。

興起派遣機器人行

業，解決臨時性缺工問

題，日商川崎重工業已

開始針對工廠自動化生

產線進行派遣機器人的

業務，以應對企業在產

線上人手不足及臨時需

要增產情況下，迅速解

決提升生產力的問題。 

 

 

圖片來源 : Walmart

 

 

圖片來源 : 朝日新聞

圖片來源 : Asus

華碩宣布要做一家

讓機器人走入千家萬戶

的 公 司 ； 家 庭 機 器 人

ASUS Zenbo可為全家大

小提供協助、娛樂及陪

伴等功能，包括能獨立

移動、聽取語音命令以

及可透過其內建的攝影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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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夏普官網

圖片來源 : Reddot

機遠端查看家人狀況；同時也是小朋友們有趣且寓

教於樂的玩伴，可播放喜愛的歌曲，也可不厭其煩

地說故事和小朋友同樂。相對於針對商用市場而來

的 Pepper，華碩的 Zenbo 則是部為了所有人而來的

機器人，尤其它在年長人士照護的部分，應該會是

現代高齡化社會最有價值之處。

上銀科技單軸機器人模組也首開全球控制科技

業界同時贏得德國iF及Red Dot(紅點)雙項國際設計大

獎先例。

 夏普機器人型手機RoBoHoN於5月在日本上

市。RoBoHoN具備智慧型手機該有的功能，雙腳能

夠移動、坐下、起立、跳舞，並且可利用語音對話

操作，支援人臉辨識，還可透過內建的小型投影機

進行圖片、影片的投影。

 國際併購聲浪不斷

日本電信集團Softbank軟銀宣布將以243億英鎊 

(約322億美元)收購ARM（安謀）股權，預計最快在

2018年7月13日前完成此項收購，目的為擴大發展

中的物聯網應用市場；具專業人士推敲，ARM可能

正積極發展人工智慧軟體，軟銀此收購動作，主要

為了布局智慧機器。ARM為智財授權商，市場包含

Qualcomm、聯發科、華為、三星等廠商旗下設計晶

片均取用ARM技術授權，同時ARM本身也分別在手

機、物聯網、伺服器、車載系統等設備投入研發處

理器產品，此次收購提案，將可能成為英國確定脫

歐後的第一筆大型收購案 (也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一

筆收購案)。

中國家電大廠「美的集團」(Midea) 以每股115歐

元(總計約45億歐元=50億美元)收購德國機器人巨頭

庫卡，對KUKA（庫卡）的持股比例或從13.5%提升

至30%以上，使Midea將成爲KUKA的第一大股東。

不久前，美的也宣布已與東芝簽署了一份股權轉讓

協議，美的將以約537億日圓（約合4.73億美元）收

購東芝家電80.1％股權，東芝保留19.9％的股權；同

時，美的將獲得東芝品牌的40年全球授權使用及超

過5000項與白色家電相關的專利，預計最早在2016

年6月可完成交易。

圖片來源 : 科技產業資訊室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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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工研院

 

 

金融時報報導，油商荷蘭皇家殼牌（Royal Dutch 

Shell）將在哈薩克的卡沙干油田（Kashagan）部署

半自動機器人Sensebot，從事機具及安全性檢測的工

作，成為在危險的鑽油現場以機器取代人力的成熟

例子之一。Sensebot配有眾多感應器、鏡頭及無線通

訊設備，是以人力在遠端操控的半自動機器車。

SAP未來5年將砸20億歐元(約合新台幣702.6

億元)投資物聯網（IoT），先併義大利企業級IoT

平台供應商Plat.One與挪威進階工程分析軟體業者

Fedem，發展IoT，以因應未來業務發展所需。    

工研院與NVIDIA（輝達）簽署MOU，驅動人工

智慧發展與應用；NVIDIA 將以其所建立的端對端學

習架構，以及專為自駕車開發人員提供的DriveWorks

軟體開發套件（SDK），提供深度學習的最佳化平

台。透過結合工研院自主開發系統及車用系統軟

體，雙方共同提升國內自駕車技術水準，加速國內

汽車產業邁向深度學習的自動化未來 

台達電推出六軸垂直多關節機器人，除了關鍵

零組件是自製外，重點是公司軟體也是自製。台達

電機器人目前的銷售布局，還是先以亞洲區為主，

尤其是中國，目前公司在中國機器人銷售據點有 

50 個，目標在未來 2-3 年內將倍增到 100 個，同時

銷售地區也將從長江三角洲跟珠江三角洲擴展到內

地。除了在台灣及中國兩地銷售，也將開始跨足東

南亞及印度市場，預料2017下半年將再打入歐洲市

場。

易格斯(igus)新工程塑膠諧波齒輪以極低成本裝

配完整的六軸機械手臂，無馬達的robolink機械手

臂關節。新robolink諧波齒輪的一大特色是它可當

成機械手臂的第六軸，即作為機械手臂和夾爪之間

的軸向連接，輕巧高效。諧波齒輪具有背隙極小的

優點，且極為光滑，可確保精準的調節，傳動比很

高。

美國華盛頓美國國家兒童醫學中心的團隊宣稱

開發出全球第一個機器人外科醫生「智慧軟組織自

動機器人」（STAR），在執行腸道等軟組織縫合手

術時表現更勝真人醫生，可為臨床試驗鋪路。STAR

藉由機器手臂和自動化縫合工具來縫合軟組織，並

具備多個感測器來衡量縫合的鬆緊度，確保縫線不

會過緊或過鬆。同時還有3D紅外線影像系統引導機

器人在患部執行手術，可在不受人類干預的情況下

獨立操作手術，有別於現有的外科機器人，例如目

前知名的達文西機器手臂，但研究團隊仍安排外科

醫生在現場，以在必要時接手手術。

圖片來源 : Igus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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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商周

西門子投資台幣 354 億元，專注新興科技研

究；西門子（Siemens）未來計劃成立一個投資部門

「 Next47 」，該部門將在 5 年內花費 11 億美元（約

新台幣 354 億元）投資於包括人工智慧、工業自動

化、分散電氣化、行動網路以及區塊鏈等新興科技

上。

一張Nike訂單撼動製鞋業，去年Nike宣布跟美國

電子代工大廠偉創力策略聯盟，要革新製鞋的供應

鏈。無獨有偶，兩個月後，adidas宣布要取代人工，

用機器人在德國製鞋。

圖片來源 : Amazon官網

 

 

 

新加坡首批無人計程車試辦上路載客；雖然有

種種限制，不過是全球第一個開放無人駕駛計程車

營運的國家，希望到2018年能在新加坡推出全自動

化的計程車服務，來改善塞車及空氣汙染等問題。

日本再興策略以IoT、AI、機器人為關鍵，聚焦

自動駕駛、健康醫療與智慧工廠，預計推升2021年

度GDP達600兆日圓。

 服務型機器人市場全面展開

亞馬遜宣布在英國完成首次無人機宅配服務；

亞馬遜無人機送貨服務「Prime Air」，目標三十分

鐘內將貨品送達，重量上限為五磅（約2.27公斤）。

美國購物商場結合IBM Watson設計的API，透過

FB或手機介面跟消費者進行更貼心的耶誕採購互動

體驗。

圖片來源 : Mall of America

 

 

 

Pepper來台灣工作了！搶當第一線服務人員，月

薪27K。由鴻海集團100％出資成立的子公司沛博科

技，是郭台銘擴大進軍機器人市場重要的一步棋，

該公司帶著由軟銀（Softbank）開發的Pepper機器人

在台亮相，第一步要將Pepper機器人導入商用領域，

目前台灣企業預購數量已經超過100台。

 

 

 圖片來源 : 數位時代官網(蔡仁譯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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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Partnership on AI官網

 

 

 

 

Google、Facebook、微軟、IBM、Amazon 五家業

界領先的科技公司組成「AI 造福人類、社會」的合

作組織（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nefit 

People and Society），旨在促進AI的研究和增強AI的

實際應用。

工具機大廠東台表示，投資約6億元規劃的路

竹二廠預計2016年10月底取得使用執照，明年第1季

投產，新廠將全力拓展航太及能源領域大型機台市

場，初期年產值達10億元。

根據IDC最新公布的全球認知與人工智慧系統市

場指南半年報，全球認知運算系統與AI市場規模將

由2016年的接近80億美元，快速成長至2020年的逾

470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高達55.1%。

川崎重工業將在中國新建最尖端的工業機器人

工廠，由川崎出資51％的合作夥伴重慶宜而奇工程

公司負責在重慶建設新工廠，計劃2016年底之前投

入運轉。該款協作型機器人將導入傳感器技術，在

機械接觸到人之前自動停止動作。首年度的産能為

1000台，今後將擴大至每年5000台，供應中國當地

市場。

圖片來源 : 蘋果日報

輝達(NVIDIA)宣布與FANUC(發那科)、豐田汽

車、AeroSense及千葉工業大學等夥伴合作運用GPU

深度學習與電腦視覺技術。輝達與FANUC共同開發

FIELD(FANUC Intelligent Edge Link and Drive)系統，

透過人工智慧為全球自動化工廠機器人帶來自主學

習功能。而豐田汽車、AeroSense及千葉工業大學等

單位運用輝達 Jetson技術，透過深度學習與電腦視覺

技術開發自主機器人和無人機，包括協助殘疾人士

復原和行動的Cyberdyne HAL外骨骼動力服，還有車

輛使用深度學習技術進行自主導航等，幫助人類更

有效率完成多項重大任務與工作。

上銀積極布局全球，斥資1500萬歐元於德國擴

建的歐芬堡2廠已正式落成啟用，除生產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及機器人之外，集團亦規劃設置研發中心

及自動倉儲物流發貨中心，目標在新廠投產後，德

國子公司年營收將達1億歐元（約35億元台幣），將

持續朝向全球傳動系統龍頭廠目標邁進。

搶攻AI商機，Google 預計2017推出GPU運算雲

端服務，將針對需要大量GPU平行運算能力的深度

學習、AI等應用，提供用戶3種伺服器專用的GPU加

速器VM來租用，未來收費方式也將按分鐘來計價。

每個VM一次最多能提供8個GPU加速器數量加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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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 Google

平行運算能力，能提供用戶運用在複雜醫療分析、

財務計算、機器學習、影像渲染，以及科學模擬應

用等。

友嘉攜微軟、We Jump 智慧機械搭VRAR熱潮；

友嘉和微軟Azure Cloud、HoloLens及We Jump的AR技

術「跨產業合作」，搭配整體雲端訊息環境，讓使

用者即時回饋設備異常，並讓現場維修人員的有更

完整即時的輔助，並可延展到人員的教育訓練上，

大幅強化管理效能、精簡工廠人力配置。

 台達電砸3.5億購買羽冠電腦100%股權，加速從

零組件向智慧製造整體解決方案發展，結合羽冠自

動化軟體開發能力、客戶資源，以及在電器電子、

光電面板、汽車及零組件、食品及飲料等累積的豐

富行業知識，補足台達在相關核心系統整合能力。

陸工業機器人產量高速增長；大陸連續三年成

為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消費市場，同時大陸國產

機器人的生產數量也正在快速成長，根據統計顯

示，2016年截至10月份左右，大陸國產工業機器人

產量高達5.6萬台，不僅超越去年全年產量，還多出

71.5%。目前已有超過40個機器人產業園在建或已

經建成，各地政府也祭出優惠補助政策吸引廠商進

駐。

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於 Gartner 

Symposium/ITxpo 中指出，策略性科技趨勢未來可能

帶來廣泛的顛覆性影響與更多應用的趨勢；此外，

策略性科技趨勢同時也具有快速成長、變動性高且

將於未來 5 年內到達引爆點的特性。2017 年十大策

略性科技趨勢，包含「人工智慧與先進機器學習、

智慧應用程式、智慧物件、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數位分身、區塊鏈和分散式總帳、對話式系統、網

狀應用程式和服務架構、數位科技平台、適應性安

全架構」，其將為智慧數位網格（Intelligent Digital 

Mesh）奠定基礎。「人工智慧與先進機器學習、

智慧應用程式、智慧物件」採用『智慧無所不在』

（Intelligence Everywhere）的概念，也就是透過資料

科學技術與研究方法的持續演進，並加入先進機器

學習與人工智慧技術，讓以智慧硬體及智慧軟體為

基礎的系統能自行學習並適應環境。「虛擬實境與

擴增實境、數位分身、區塊鏈和分散式總帳」趨勢

著重在數位世界本身，以及如何更緊密地結合實體

及數位世界。而「對話式系統、網狀應用程式和服

務架構、數位科技平台、適應性安全架構」四項趨

勢則聚焦於建構智慧數位網格所需要的平台及服務

網絡。」

圖片來源 :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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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韓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ROBOTWORLD)於

2016年10月12日到15日在韓國國際展覽中心(KINTEX)圓

滿落幕，該展會指導單位為韓國知識經濟局(MKE)，由

韓國機器人產業協會(Korea Association of Robot Industry/

KAR)、韓國機器人產業振興會(Korea Institute for Robot 

Industry Advancement/KIRIA)、機器人控制系統協會

(Institute of Control, Robotics and Systems/ICROS)三個單位

共同主辦，是為韓國最具國際化的專業機器人展，亦是

目前全球具規模的機器人展之一，展會期間並同時辦理

機器人競賽，以及豐富的商業研討會議。

韓國國際機器人展
智動協會

ROBOTWORLD

ROBOT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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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辦單位公告的數據，本屆共有來自12個

國家219家企業前往參展，使用展示面積有480個攤

位；另有來自11個國家1,170個團隊(2,300名參賽者)

參與展會期間的機器人大賽。

世界各國政府與產業界迎向機器人浪潮皆已將

機器人列為國家產業升級發展重點方向，此次展覽

包含IFA、JARA、INNOECHO、CRIA、 TAIROA 等

各國知名機器人研究單位與協會均前往首爾參與展

出，主辦單位本屆也特別針對新興市場如中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特別進行買家邀請，並以機

器人結構、醫療和生物技術等為主要議題，辦理四

場論壇，共計包括美國、比利時等7個國家參與。

ROBOTWORLD展覽受到韓國政府及當地主流媒

體大力支持，展會期間舉辦的各式論壇都顯示將韓

國機器人推向國際市場的決心，論壇邀請到世界重

量級機器人協會主席就全球各大市場進行市場趨勢

說明，並且積極針對中國及新加坡布局合作關係，

對機器人開發方向及上下游供應鏈的了解與建立合

作契機有所幫助。另外較引人注意的還有無人機標

準化主題會議，會議研討方向包括技術的使用、各

地的利用率和六個標準，並針對韓國政府在農業、

安全、拍攝等各方面的政策與進度進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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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台灣參展共四家企業，除了HIWIN(上銀及

大銀)承襲一貫品牌形象申請獨立攤位外，其他三

家廠商皆是隨智動協會聯合展出。HIWIN主推滾珠

螺桿、直線導軌、特殊軸承、線性馬達、馬達驅動

器、線性致動器、磁性尺量測系統與工業機器人；

祥儀及瞻營全2家公司則是以海報及型錄展出，內容

包含祥儀公司的DC充電式電鑽用齒輪箱、微小齒輪

箱馬達、推桿產品；另外瞻營全公司則是以迷你省

電工業電腦、鍵盤電腦、機器人控制器及開放硬體

平台為主要商品。

日系廠商如歐姆龍OMRON、不二越NACHI皆

有參展，但不見發那科Fanuc蹤影。歐姆龍主打3i製

造現場革新，涵蓋控制智能化(integrated)、情報革新

(intelligent)、人與機器的協調(interactive)等各領域產

品，打造各種專業的解決方案，實現 IoT智慧工廠願

景；NACHI則展出多款機器人，像是小型SCARA機

器人，透過裝置來節省空間，以最短的路徑進行高

速移動，並利用纖細的機械手臂來實現高速動作，

通過懸吊安裝來實現最短路徑移動，在電纜部分也

在手臂腕前端預留了36mm的大型中通孔，配線配管

均內置機器人本體，減少干擾風險，提高可靠性，

也可以勝任各種複雜作業。

韓國本地大廠HYUNDAI現代重工，為其汽車集

團設計和製造機器人和機器人系統超過15年，主要

從事工業焊接機器人，去年7月，現代重工引擎機械

事業本部的機器人事業部獨立出來，成為一家獨立

開發和生產工業機器人的企業。且自2007年首度成

功開發液晶顯示器的搬運機器人以來，目前約占全

球該類型機器人市場比例約30%，本次展出的產品

主要仍以運輸相關為主打。另外現代重工更表示將

推進尖端醫用機器人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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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產業資源部（MOCIE）於2003年將機器人

列為「10項次世代新興成長動力產業」計畫之一；

資訊與通訊部（MIC）提出IT839策略，將機器人列

為9項成長引擎（Growth Engines）之一；科學技術部

（MOST）在2005年，亦將機器人技術選定為「21項

國家未來有望技術」之一。韓國為了追上美日等先

進國家的水準，也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韓國政府選

定醫療、教育、消防等較易出口的服務領域，作為

智慧機器人的技術發展主軸，期望推動約2,697萬美

元的示範性事業，讓企業在出口前先培養營運經驗

並確保產品品質穩定。

韓國政府也於2011年提供約1,079萬美元資金來

支援機器人技術開發，並積極推動機器人控制器、

減速器、致動器、扭力感測器等零組件的國產化，

於2013年更加碼投資約1.6億美元來研發智慧型機器

人，擴大機器人事業。以韓國政府發展機器人的構

想，是想要透過機器人與人類互動，了解人的指令

與情感，並以情報通信技術為基礎，提供人們各式

各樣的服務。韓國對「智慧型機器人」的定義為：

可洞察環境，自行感知外部狀況，並且可自主地移

動及操作的機器人。故在此一定義下之機器人不僅

在單純的環境中可協助人們工作，還能夠在無人操

作的情況下，具有自己認知周邊狀況而行動的能

力，韓國發展機器人的例子，值得國內機器人產業

借鏡。

ROBOTWORLD展覽為推動韓國機器人產業實現

跳耀式發展，以吸引製造業深入變革的重要平台。

從不同面向來看台灣與韓國的發展分析如下：

1.資源面：台灣對於工業機器人相關研究的投

入有逐漸精實化，但是對於服務型機器人的研究上

還屬開發階段，與韓國投入之資金或資源相比，恐

未來須更加努力才能追上韓國。

2.技術面：此次展出中台灣廠商機器人產品，

在工業用機器人的整合應用上仍較韓國廠商進步，

但是未來技術和製造不再是重點，重點是隨產品而

來的服務，必須思考從商業思惟和商業模式進行調

整與改變。

3.產品面：韓國服務型機器人產品種類也越來

越完整，將個人／家用機器人相關技術化整為零，

併入新興產業計畫發展，深化各產業之應用，但是

仍須加強工業機器人產品的應用，反觀台灣仍偏重

於製造業及工業用機器人之發展推動，雖有開始重

視公眾領域/醫療庶務等領域發展，但投入廠商及資

源仍顯不足，未來建議結合產學研技術資源，從需

求角度切入，協助有需求之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4.市場面：本展展出重點為服務型機器人，參

觀群眾也以一般社會大眾及學生居多，可見大家對

服務型機器人接受程度越來越高，需求量也在與日

俱增，展出中也以醫療、教育、消防等較易出口的

服務領域作為智慧機器人的技術發展主軸，務求縮

短與先進國家技術水準的差距，也是台灣機器人廠

商開發韓國市場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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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協會

2016年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簡稱TAIROS)由經濟部工業局、技術處、台

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簡稱智動協會)及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

辦，在今年9月以「工業4.0夥伴專區」、「服務智動化」、「智慧生活應用區」、

「服務型機器人區」、「海峽兩岸機器人與智動化專區」五大主軸，聯合模具、物

流等相關產業展會同期展出，展覽期間共計有來自英、美、瑞士、新、日、韓、大

陸與台灣等國153家參展，吸引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法國、歐洲、泰國、

香港、韓國、台灣等專業人士，創下超過11萬人次參觀的精采數據，展覽之精彩可

從每天的電視與平面媒體連續報導窺知一二。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看產業智動化趨勢
從            展TAI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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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ROS 2016是推動台灣產業邁入智慧製造世代

之重點媒合交流平台，特別是今年度的預約導覽參

觀人潮，初步統計包含共計207位專業買主預約產業

導覽，特別是由桃園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組織的逾

百人企業參訪，聲勢最為浩大。本屆參與導覽配合

廠商之一的新漢公司表示成效非常好，也與主辦方

預約下一年度繼續合作。

新漢今年展示NexROBO(機器人)、NexMotion(運

動控制)、iAutomation(自動化)、Device Networking(連

網)，和與微軟Azure雲端平台整合的完整方案，並

運用新漢Industrial IoT Studio連網軟體工具，串聯製

造現場節點與雲端運算節點，並透過nCare遠端管理

工具管理無線網路，掌控各基地台所串接之所有裝

置。

在機器人展區，其強調機器人控制器的開放性

開發平台與人機協作應用，特別是Delta機器手臂、

6R機器人、與廣明合作的機器人，受到廣泛注目。

新漢Delta控制器NIFE 101可使XYθ(三軸)與Delta機

器人(三軸)在高速且平穩移動的狀況下，實現座標

同動，且其奠基於EtherCAT Master，再加上自主研

發機器人控制軟體NexROBO，可提供學術研究或是

用戶一個開放的編程環境。另外，合作夥伴廣明的

協作機器人可偵測附近是否有物體，偵測到後會立

刻停止作業。此外，6R機器人能於現場與參觀者互

動，透過手勢偵測，跟隨參觀者的手部動作，同步

展開相同運動，展現機器視覺的能力。

新漢NexMotion運動控制解決方案，具備高相容

性，且可同時控制眾多廠牌馬達，於展會中，新漢

控制器NET 3700-ECM同時控制跨廠牌共64顆馬達，

並隨音樂節拍同動齊舞，充分展現EtherCAT Master

高性能、高精度、高同步性的運動控制能力。新漢

NET 3700-ECM搭配自主研發NexECM分散式運動控

制軟體，透過EtherCAT打通設備間的溝通，資訊得

以共享，使智慧工廠得以實現。

在iAutomation自動化展區， IoT Automation解決

方案可透過NEXCOM Industrial IoT Studio與IoT閘道

器無縫接軌雲端服務平台，將資料上傳雲端，現場

參觀者於攤位上可透過手機觀看工廠遠端監控的情

境模擬。另外Big SCADA跨PLC資料集合系統展現強

大收集大數據資料及溝通能力，其產品NISE 300能

串聯八個廠牌PLC及多達七種不同的工業通訊協定

進行溝通，將資訊上傳到SCADA層，最後透過IoT閘

道器上傳至雲端進行即時串流分析透過機器學習服

務進行數據分析，實現工業4.0虛實系統整合(Cyber 

Physical System)的核心概念。

在「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藉由4個螢幕演示

工業4.0實境秀。現場六軸關節式協作型機器人、影

像控制與Delta機器人展示「機器手臂」，經由工業

無線網路接取器、IoT閘道器、資訊安全防火牆，將

設備訊號上傳Azure，藉以即時「監控」運作狀態，

最終藉助Azure機器學習執行振動分析，針對這些設

備進行「預測」；一氣呵成展示智慧工廠、機器手

臂、監控及預測等四大情境。

最後，在用戶體驗區，新漢展出的IoT Studio

是一個物聯網開發套件，僅須透過瀏覽器，便可進

入可視化的圖形界面，參觀者透過簡單的點擊及拖

拉，可簡易、快速地完成端對端的設定─即連接終

端設備、閘道器到雲端服務平台，協助用戶實現物

聯網的最後一哩路。其他如NexROBO模擬軟體、

iAutomation CPS控制系統、IoT Studio、機器視覺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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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ToGazer視訊會議系統等，輔以操作教學，使

參觀者快速開發機器人控制程式、編輯PLC與HMI，

並設計雲端應用程式、影像檢測(AOI)方案，現場直

接驗證成果。

新代本屆以「智慧製造」為主題，展示最新的

自動化應用情境及雷射產品完全解決方案，包括鞋

底追隨塗膠、DXF-in手臂繪圖、SCARA手臂結合雷

射打標、遠端監控軟體方案等多種互動情境。以鞋

底追隨塗膠動態展為例，模擬工件在履帶運行時，

手臂同時進行塗膠，並以視覺校正，展現產品的開

放性與高度整合的能力，有效提升生產效率。

看中新代科技20多年的CNC運動控制技術與經

驗，台灣唯一國產光纖雷射源搏盟科技也與新代科

技共同合作建立MIT雷射加工設備生態圈，提供雷

射相關應用廠商軟硬體資源，強化台灣精密技術及

客製化工具機雷射加值發展。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圖片來源：新漢公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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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另外，還有研華寶元數控同樣也祭出「打造工

業4.0智慧工廠」主題，展出機器人全系列設備控

制器，搭配研華寶元自有品牌之伺服電機、節能系

統、溫度壓力感測模組，現場展出之全線產品皆

支援最新EtherCAT（乙太網控制自動化技術）即時

通訊控制技術，透過EtherCAT通訊協定，研華寶元

控制器得以整合控制全場設備包含伺服馬達、IO模

組、感測器、輸送帶、上下料機器人、檢測模組等

等。同時也實際示範整廠設備如何以「即時」（Real 

time ）通訊的EtherCAT協定串聯並由研華寶元系統

控制後將數據上傳到研華寶元雲端控制系統進行遠

端監控、數據分析、排程管理、製程優化、設備預

診等智慧功能。

TAIROS 2016在展會邁入第三年之際，無論從展

覽定位、參展廠商屬性、目標客群設定及國際化等

各方面來看，皆都呈現突破性的發展，可看性與產

品廣泛性都更加豐富，也為所有海內外的參展企業

爭取更多技術合作及商業貿易的契機。

像是中國大陸短途交通代表性企業、全球平衡

車最大公司，隸屬小米集團的納博恩(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Ninebot)這次隨中國北京生產力中心來台，第一

次在台灣展出，展會期間提供試乘預約，人潮源源

不斷。展會中，該公司也與經營全台灣最大遊憩區

BOT開發案「大鵬灣國際休閒特區」的東方休閒集

團之大鵬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採購合約，

首批數量達120台，250萬新台幣，未來年度共同銷

售目標4,000台。

國際新技術的部分，著眼機器人產業是英國

政府主要八大科技發展策略之一，投注新台幣16億

元，英國目前也是歐盟H2020 Project 機器人計畫中

的重要夥伴，因此主辦單位之一的智動協會透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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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PMC

英國在台辦事處合作，邀請四位英國機器人產業專

家來台，由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哈姆林中

心楊廣中教授介紹醫療影像等傳感技術；Aylesbury 

智慧自動化公司介紹該公司結合工業4.0開發出機器

手臂及自動化設備；Rolls-Royce公司使用微創器械

維修引擎等，以及Shadow Robot公司所發明仿人類可

抓可握並可結合工業4.0系統之操控機械手，特別是

這支機器手，是目前市場中唯一的仿人類手臂，在

抓握等功能方面更具靈敏度及靈活性，因此一展示

及引起許多單位關注。

因智慧機械是當前政府的重點施政項目，以

工業4.0為核心，因此本屆展商整體展示多以應用

實境來呈現自家產品之優勢；精密機械研發中心

（PMC）模擬展示可全程無人化的「PMC智慧手機

組裝工廠」，協助產線自動化，減少失誤成本及提

升人力價值，讓工作者可以去做更有價值的事。這

條智慧手機組裝產線，整合國內5家機器人廠商的能

量，以PMC 15軸雙臂機器人為核心，加上廣明光電

機器手臂Eye in hand技術、上銀六軸機器手、新漢機

器人專用控制器技術，並搭配高負載、自主導航的

智動搬運車，再以SKYMARS機聯網為智慧溝通技

術，開啟智慧機器人之間相互溝通、監控、決策與

協同工作，產線全程100％自動化、高精密化，減少

工作者勞力負擔、提升價值，創造智慧機械的智慧

工廠，年產能可達438,000支。

另外，今年工研院也首度展出「國產化機器人

關鍵零組件技術」的機器人，展現從國產化關鍵零

組件的設計能量延伸到與產業鏈結，進而引領產業

邁向世界標準的產品，在在緊扣產業脈動與需求，

不僅協助台灣傳統產業升級，更讓現場人員從基層

的操作員升級為產線管理員，提昇台灣機器人在國

際研發地位。其中，最關鍵的減速機撓性齒輪設計

及製造技術，已申請2項相關專利，並結合國內業者

製造基礎，協助機器人邁向國產化與建立自主供應

鏈。

其所研發的安全型協作機器人，合乎ISO/TS 

15066協作型機器人新技術規範，可確實保障操作人

員的安全；同時，更開發觸覺順應手環模組，只要

一隻手指點觸機器手臂末端的順應手環，就能用最

直覺的方式操作機器人，並可達到精準定位的順應

協作需求。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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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產製造走向數位化、智能化及事前預測

等發展趨勢，工研院也整合製程擬真模擬軟體、無

人搬運車、隨機堆疊工件上下料與系統模擬技術、

預兆診斷(PMS)、3D形貌建模與缺陷檢測系統等多項

尖端技術，建構未來工廠的智慧產線。

東芝機械（Toshiba Machine）今年特別秀出整合

影像辨識系統的機械手臂，透過立體視覺影像系統

取得3D影像，經由座標系統校正建立待測標的，進

一步進行取物。此一機械手臂，可以自行運作，清

楚辨識出同一空間內、不同顏色和形狀的黃色小鴨

和淡紫色小魚，並且很聰明地取出分類。

均豪精密則運用資訊技術，整合專家知識，發

展「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

定」與「自動排程」等智慧化功能，推出智慧機械

的解決方案，協助企業內/工廠優化，建構智慧化系

統，打造智慧工廠，提高生產效率以及應變能力，

進而創造利潤。台灣歐姆龍也以「3i製造現場革

圖片來源：工研院

新」，主打涵蓋控制智能化（integrated）、情報革新

（intelligent）、人與機器的協調（interactive）等等各

領域的產品，以透視OMRON IoT智慧工廠願景的實

現，打造各套專業的解決方案，提供完善的整合服

務來聚焦現場。

在大型產業用機器人部分，國產品牌勤堃此次

以20kg、60kg、160kg大型手臂為主要展品，除銷售

手臂，同時也協助客戶自動化系統整合，現場詢問

圖片來源：羅博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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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度也是高人氣。

此外，今年也從展覽會場中發現一顆閃亮的明

日之星－廣明光電旗下的達明機器人，該公司推

出自主研發智慧六軸協同機器人－TM5，具備智慧

（Smart）、簡單（Simple）、安全（Safe）三大特

點；高度整合視覺和力覺等感測器輔助，讓機器人

能適應環境變化，強調人機共處的安全性。

該產品也提供系統整合平臺，讓使用者快速上

手，方便教導之特性並大幅降低周邊整合的困難

度。TM5有獲得Microsoft Azure IoT認證，可利用大

資料分析與機器學習服務，提供客戶主動、客制化

及可預測的加值服務，優化營運績效。

此次首展，內容以跨產業實際應用，包含產品

落摔測試、智慧取放、智慧多工組裝、機器人泡咖
圖片來源：上銀科技

啡、ROS教學等應用等情境。

每屆皆吸引買家與群眾駐足的上銀科技，本屆

展出同樣精彩，整場以三大主題區來詮釋工業4.0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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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佳伙伴之優勢；在產業應用上，以甲地工廠 (台灣)

與乙地工廠 (日本)模擬，透過雲端連線，展現各廠

稼動率，讓管理者可即時掌控生產資訊。醫療產業

部分，則有下肢康復機器人、內視鏡手術機器人、

洗澡機器人及康復雲的運用等，所有關鍵元件皆來

自於自家產品，透過垂直整合，展現強大的成本優

勢。此外，上銀本屆更推出自動咖啡機、餅乾機、

煎餅機、茶飲機及冰淇淋機等美食一條街，以雲端

下單方式，使用RA605與RS406機械手臂來協助餐點

提供，藉由手臂擺動搭配音樂表演，並搭配視覺辨

識提供糖果，一次滿足買家的視覺與味覺享受。

機器人及智慧自動化話題在政府政策的推行與

大環境的需求下更顯沸騰，智慧服務的參展商也明

顯增加不少，像是金仁寶集團底下的仁寶公司其推

出的智慧自動化搬運產品也獲得不少國外買家青

睞。看準智慧生活將成為未來主流，祥儀機器人攤

位以智慧生活應用、智慧自動化搬運、租賃機器人

服務為主軸；提供人臉辨識與智慧影像分析機器

人，把關門禁系統及服務導覽。從居家、商場到工

業應用，全面實踐機器人工業 4.0 的時代。

新光保全則持續開發服務型、工業用、保全及

教育機器人，並以虛擬場景展出其輔剛出產的保全

機器人，而大陸也祭出目前市場討論話題最盛的

「小優」等商用服務機器人，兩岸同搶智慧服務商

機。

TAIROS自2016年開始與｢聯繫工業展｣同檔期舉

辦，擴大並集結更多產業能量，讓智慧產線與服務

更趨完整，明年展會將於9月6日至9日登場，屆時

國內外業界菁英及產業巨擘必將更加精采，值得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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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年別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印尼 6.38 6.17 6.03 5.56 5.02 4.79 4.94 

汶萊 2.65 3.74 0.91 -2.13 -2.34 -0.21 0.38 

柬埔寨 5.96 7.07 7.31 7.43 7.07 6.92 6.99 

泰國 7.51 0.83 7.23 2.70 0.82 2.82 3.23 

馬來西亞 7.53 5.29 5.47 4.71 5.99 4.95 4.30 

菲律賓 7.63 3.66 6.68 7.06 6.13 5.81 6.40 

越南 6.42 6.24 5.25 5.42 5.98 6.68 6.10 

新加坡 15.24 6.21 3.67 4.68 3.26 2.01 1.70 

寮國 8.13 8.04 7.90 7.97 7.42 7.01 7.48 

緬甸 5.35 5.59 7.33 8.43 8.70 7.03 8.07 

印度 10.26 6.64 5.62 6.64 7.24 7.56 7.62 

資料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 (IMF) 

 

 

 

 

 

 

 

 

 

 

 

 

國別/名次 1 2 3 4 5 

汶萊 日本 美國 加拿大 香港 韓國 

柬埔寨 大陸 韓國 台灣 香港 澳洲 

印尼 日本 美國 韓國 澳洲 大陸 

寮國 大陸 韓國 日本 香港 俄羅斯 

  馬來西亞 日本 美國 韓國 香港 澳洲 

緬甸 大陸 香港 韓國 印度 澳洲 

菲律賓 美國 日本 香港 澳洲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日本 大陸 香港 印度 

泰國 日本 美國 加拿大 香港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韓國 台灣 香港 

印度  模里西斯 新加坡 英國 日本 荷蘭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全球關注的東協與印度市場，繼中國大陸之後將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且在消費力

持續成長下，預估在2030年中產階級將達14.5億人口，成為全球第三大消費市場。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一七年全球經濟成長率3.4％，較一六年微幅成

長，已開發國家僅1.8％，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率4.6％是主要帶動引擎。 相較於一五

年，已開發國家成長率為2.1％，開發中國家為4％，兩者經濟成長率的差距正在拉大。

新興市場正大步走上復甦的軌道。其中，成長最快的是亞洲，超越拉丁美洲、中歐、非

洲。印度以7.6％年成長率一枝獨秀；中國、菲律賓、越南、印尼以5％到6％緊追在後。

以東協跟印度經濟成長率來看，特別是柬浦寨、越南、寮國、印度的經濟成長率在

這幾年間成長非常迅速。

智動協會

探索製造業之新南向商機

資料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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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年別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印尼 6.38 6.17 6.03 5.56 5.02 4.79 4.94 

汶萊 2.65 3.74 0.91 -2.13 -2.34 -0.21 0.38 

柬埔寨 5.96 7.07 7.31 7.43 7.07 6.92 6.99 

泰國 7.51 0.83 7.23 2.70 0.82 2.82 3.23 

馬來西亞 7.53 5.29 5.47 4.71 5.99 4.95 4.30 

菲律賓 7.63 3.66 6.68 7.06 6.13 5.81 6.40 

越南 6.42 6.24 5.25 5.42 5.98 6.68 6.10 

新加坡 15.24 6.21 3.67 4.68 3.26 2.01 1.70 

寮國 8.13 8.04 7.90 7.97 7.42 7.01 7.48 

緬甸 5.35 5.59 7.33 8.43 8.70 7.03 8.07 

印度 10.26 6.64 5.62 6.64 7.24 7.56 7.62 

資料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 (IMF) 

 

 

 

 

 

 

 

 

 

 

 

 

國別/名次 1 2 3 4 5 

汶萊 日本 美國 加拿大 香港 韓國 

柬埔寨 大陸 韓國 台灣 香港 澳洲 

印尼 日本 美國 韓國 澳洲 大陸 

寮國 大陸 韓國 日本 香港 俄羅斯 

  馬來西亞 日本 美國 韓國 香港 澳洲 

緬甸 大陸 香港 韓國 印度 澳洲 

菲律賓 美國 日本 香港 澳洲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日本 大陸 香港 印度 

泰國 日本 美國 加拿大 香港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韓國 台灣 香港 

印度  模里西斯 新加坡 英國 日本 荷蘭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以東南亞及南亞市場目前前五大投資來源，由

上述表格可以看出投資國並對其成長潛力及內需市

場的期待，像是世界三大經濟體中國大陸是以柬埔

寨、寮國及緬甸，而美國以菲律賓及新加坡為主，

日本則包含汶萊、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

五個國家，都站上投資排行版上第一位，投入市場

程度足見深入。

反觀台灣對東協及印度投資金額統計，可以看

出台灣主要是投資在越南與新加坡。目前政府推動

新南向政策目標，主要是希望以創造互利共贏的新

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其中包含擴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大與夥伴國貿易與投資雙向交流，推動產業供應鏈

之整合、內需市場的連結，建立新經貿夥伴關係，

成為經濟發展的繁榮夥伴；深化雙邊學者、學生、

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

互補與共享，成為人才資源的共享夥伴；推動醫

療、科技、文化、觀光、農業、中小企業等合作，

提升夥伴國生活水準，並延伸我國軟實力，成為生

活品質的創新夥伴；及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

制度化合作，加強協商及對話，並化解爭議與分

歧，共同促進區域的安定與繁榮，成為國際鏈結的

互惠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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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新加坡 越南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汶萊 印度 合計

Thailand Malaysia Philippines Indonesia Singapore Vietnam Cambodia Myanmar Lao Bruei India Total
年別

48-89 10351.76 9225.66 982.08 12774.15 1391.00 5265.93 427.52 0.000 0.000 0.000 0.836 40418.94
90 158.69 296.58 11.99 83.85 378.30 1968.61 56.97 0.000 0.000 0.000 3.114 2958.10
91 62.93 66.29 236.35 83.18 25.76 576.40 6.83 3.547 0.000 4.046 2.520 1067.85
92 338.83 163.69 47.11 117.54 26.40 720.63 1.34 0.000 0.000 3.226 0.923 1419.69
93 268.53 109.09 29.52 68.87 822.23 666.33 16.69 5.595 0.000 2.697 0.880 1990.43
94 417.66 113.64 25.30 133.39 97.70 808.25 15.52 0.000 0.000 10.027 1.914 1623.40
95 284.30 110.48 38.05 218.62 806.30 623.86 50.75 0.000 0.000 10.480 4.296 2147.14
96 247.75 118.79 444.84 51.40 1194.11 1933.81 39.94 0.412 0.000 13.450 7.738 4052.24
97 222.81 256.07 28.95 306.23 697.63 10954.86 21.45 0.900 2.000 8.725 16.249 12515.88
98 155.56 209.38 4.67 118.43 36.70 1544.71 27.16 0.000 0.000 6.947 3.159 2106.71
99 139.57 407.76 33.38 85.40 32.70 1603.94 91.83 0.000 0.000 11.142 3.620 2409.34
100 197.94 439.87 74.10 530.80 448.59 506.15 82.09 0.000 0.000 1.609 67.051 2348.20
101 376.20 56.08 58.54 487.00 4498.66 278.73 97.23 1.606 0.000 0.400 20.931 5875.38
102 230.30 39.94 70.57 306.53 158.29 576.63 85.17 10.900 0.000 4.021 65.041 1547.39
103 101.10 197.74 67.49 1565.42 136.77 553.79 29.12 2.000 0.000 0.131 33.485 2687.05
104 432.00 297.00 121.28 166.68 230.03 757.00 47.25 6.733 31.200 4.946 72.164 2166.28

成長率 327.30 50.20 79.70 -89.35 68.19 36.69 62.26 236.65 3675.57 115.51
累計 13985.93 12108.06 2274.22 17097.49 10981.17 29339.62 1096.86 31.69 33.20 81.85 303.92 87334.01

1.資料來源：泰國BOI、馬來西亞MIDA、菲律賓NSCB、印尼BKPM、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新加坡、緬甸、寮國、汶萊、印度)、越南MPI、柬埔寨CIB。

2. 累計排名係指當地外資累計投資金額排名

3. 菲律賓投資統計件數，101及102年係採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

5. 成長率係104年與103年全年比較。

6. 本表印尼之投資金額係以核准金額統計，印尼BKPM官方發布金額為投資到位金額。

4. 泰國(僅次於日、美)、馬來西亞(次於日、美、新加坡)、越南(僅次於南韓、日本、新加坡)。

7. 緬甸93年、96年、97年及101年之投資金額係原投資案件增資。

單位：百萬美元(US$Million)

 
2013 2014 2015 2016(目標) 

GDP  

5,42% 

171 tỉ USD 

(一千七百一十億美元) 

5,98% 

184 tỉ USD 

(一千八百四十億美元) 

6,68% 

210 tỉ USD 

(兩千一百億美元) 

6,7% 

CPI  6,6 % 4,09% 0,63% < 5% 

出口  
132 tỉ USD 

(一千三百二十億美元) 

13,6% 

150 tỷ USD 

(一千五百億美元) 

8,1 % 

162 tỷ USD 

(一千六百二十億美元) 

成長 10% 

入口  
131 tỉ USD 

(一千三百一十億美元) 

12,1% 

148 tỷ USD 

(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 

12 % 

165,6 tỷ USD 

(一千六百五十六億美元) 

成長 10% 

資料來源：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在經貿合作推動上，以產業價值鏈整合、內需

市場連結、基建工程合作、巿場進入支持、創新創

業交流四個部分為主要重點發展方向，以協助台灣

企業能最終以人為本，因地制宜，在政策的新南向

國家當中，指的是東協十國、南亞六國，以及澳

洲、紐西蘭，共18個國家。

南向，是近年來台灣相當熱門的話題，在政府

祭出「新南向政策」後更是如此，東南亞市場的優

勢是顯而易見的，不僅人口眾多，年輕族群的比例

也高，不只勞力可用，持續增長的消費力更讓人期

待。而且對台灣來說，東南亞沒有時差問題、距離

更近，營運成本也更低，還有一定比例的華人人

口，再加上傳統產業早年已經先有過一波南征，打

下基礎，都可能成為台灣的優勢，在本篇文章中，

我們將以越南、泰國、印度三個國家再做進一步的

介紹；

三大市場的特色

在政府新南向政策搭配重點產業方向的前提

下，我們以越南、泰國與印度市場的總體政經情勢

先做初步介紹。這三個國家除了擁有相對穩定優質

的勞動質量，國家在帶動運輸與能源的規劃也較為

積極，而在地理條件上，他們距離中國市場近，有

進出中國市場方便迅速的特色，因此我們可以謹慎

關注這幾國政府的經貿外交態度。

<越南>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部，東南濱海，海岸線長

達3,400公里，北接中國大陸，西鄰寮國，西南則有

高棉。人口約9,435萬人（2015年7月估計）。2015年

估計之GDP為2,100億美元，成長率為6.68%，較前一

年成長率5.98%為高，經濟成長維持穩定，越南外人

直接投資(FDI)在出口方面亦扮有重要角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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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新加坡 越南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汶萊 印度 合計

Thailand Malaysia Philippines Indonesia Singapore Vietnam Cambodia Myanmar Lao Bruei India Total
年別

48-89 10351.76 9225.66 982.08 12774.15 1391.00 5265.93 427.52 0.000 0.000 0.000 0.836 40418.94
90 158.69 296.58 11.99 83.85 378.30 1968.61 56.97 0.000 0.000 0.000 3.114 2958.10
91 62.93 66.29 236.35 83.18 25.76 576.40 6.83 3.547 0.000 4.046 2.520 1067.85
92 338.83 163.69 47.11 117.54 26.40 720.63 1.34 0.000 0.000 3.226 0.923 1419.69
93 268.53 109.09 29.52 68.87 822.23 666.33 16.69 5.595 0.000 2.697 0.880 1990.43
94 417.66 113.64 25.30 133.39 97.70 808.25 15.52 0.000 0.000 10.027 1.914 1623.40
95 284.30 110.48 38.05 218.62 806.30 623.86 50.75 0.000 0.000 10.480 4.296 2147.14
96 247.75 118.79 444.84 51.40 1194.11 1933.81 39.94 0.412 0.000 13.450 7.738 4052.24
97 222.81 256.07 28.95 306.23 697.63 10954.86 21.45 0.900 2.000 8.725 16.249 12515.88
98 155.56 209.38 4.67 118.43 36.70 1544.71 27.16 0.000 0.000 6.947 3.159 2106.71
99 139.57 407.76 33.38 85.40 32.70 1603.94 91.83 0.000 0.000 11.142 3.620 2409.34
100 197.94 439.87 74.10 530.80 448.59 506.15 82.09 0.000 0.000 1.609 67.051 2348.20
101 376.20 56.08 58.54 487.00 4498.66 278.73 97.23 1.606 0.000 0.400 20.931 5875.38
102 230.30 39.94 70.57 306.53 158.29 576.63 85.17 10.900 0.000 4.021 65.041 1547.39
103 101.10 197.74 67.49 1565.42 136.77 553.79 29.12 2.000 0.000 0.131 33.485 2687.05
104 432.00 297.00 121.28 166.68 230.03 757.00 47.25 6.733 31.200 4.946 72.164 2166.28

成長率 327.30 50.20 79.70 -89.35 68.19 36.69 62.26 236.65 3675.57 115.51
累計 13985.93 12108.06 2274.22 17097.49 10981.17 29339.62 1096.86 31.69 33.20 81.85 303.92 87334.01

1.資料來源：泰國BOI、馬來西亞MIDA、菲律賓NSCB、印尼BKPM、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新加坡、緬甸、寮國、汶萊、印度)、越南MPI、柬埔寨CIB。

2. 累計排名係指當地外資累計投資金額排名

3. 菲律賓投資統計件數，101及102年係採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

5. 成長率係104年與103年全年比較。

6. 本表印尼之投資金額係以核准金額統計，印尼BKPM官方發布金額為投資到位金額。

4. 泰國(僅次於日、美)、馬來西亞(次於日、美、新加坡)、越南(僅次於南韓、日本、新加坡)。

7. 緬甸93年、96年、97年及101年之投資金額係原投資案件增資。

單位：百萬美元(US$Million)

 
2013 2014 2015 2016(目標) 

GDP  

5,42% 

171 tỉ USD 

(一千七百一十億美元) 

5,98% 

184 tỉ USD 

(一千八百四十億美元) 

6,68% 

210 tỉ USD 

(兩千一百億美元) 

6,7% 

CPI  6,6 % 4,09% 0,63% < 5% 

出口  
132 tỉ USD 

(一千三百二十億美元) 

13,6% 

150 tỷ USD 

(一千五百億美元) 

8,1 % 

162 tỷ USD 

(一千六百二十億美元) 

成長 10% 

入口  
131 tỉ USD 

(一千三百一十億美元) 

12,1% 

148 tỷ USD 

(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 

12 % 

165,6 tỷ USD 

(一千六百五十六億美元) 

成長 10% 

資料來源：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越南能源資源豐富，尤以油、氣、煤為主；目前越南國內並沒有石油煉製工

業，所生產之原油全數出口，所需油品再從國外進口，該國於區域石油市場中佔

有越來越重要的供應國角色，且預計未來也將成為天然氣世界重要出口國之一。

越南電力的供應來源一向仰賴燃煤及水力發電廠，然而由於富美(Phu My)綜合

電廠的興建，其中共包含5座天然氣發電裝置，促使天然氣逐漸於發電來源中占居

重要地位。而越南電力集團(EVN)正計劃於2020年前興建74座新發電廠，其中，48

座為水力發電。此外，為了使電力供應來源多元化，越南已將核電列為規劃項目

之一。

越南自1986年開始施行革新開放（Doi Moi）後，其經濟體制開始向國際接

軌，1987年頒佈外國投資法，2007年加入WTO，2011年先後推出「2011-2020社會經

濟發展戰略（SEDS）」及「2011-2015社會經濟發展計畫」，嘗試更深層次、更廣

泛及更有效地融入國際經濟，尋求實現快速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從而晉身

為現代的工業化經濟體，提升越南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自此之後，越南FDI即由

1988年的3億美元，迅速成長至2015年的155.77億美元，同期間對外出口貿易也由10

億美元成長至1,621.12億美元，越南已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至市場導向之

經濟體制，同時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資料來源：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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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投資國 
投資案

數量 

投資總金

額 (十億

美元) 

 1  Korea 5.656 51.557,91 

2  Japan 3.242 42.016,65 

3  Singapore 1.772 37.994,28 

4 Taiwan 2.494 31.276,40 

5  BritishVirginIslands 681 21.353,69 

6  Hongkong 1.152 16.605,42 

7  Malaysia 545 12.024,49 

8  America 1.530 10.130,55 

9  China 816 10.077,82 

10  Thailand 443 7.758,78 

  

Other 

countries(104) 

          

3.949 

              

51,89 

 

Total (114 

countries) 

                 

22.280 

            

292,68 

 

越南 FDI  (以投資國分類) 

 

越南 FDI (以產業分類)   

(累計至 2016/11/20) 資料來源: 越南投資計畫部外國投資局 

STT
 

產業
  

新核准的投
資案

 

新核准之登記
資本額(百萬USD)

 
1 加工、製造工業 11.622 172.543,13 

2 不動產經營產業 570 52.056,66 

3 

 

110 12.746,20 

4 住宿與餐飲服務 519 11.199,20 

5 建設 1.370 10.720,10 

6 
汽機車批發、
零售及維修

 

2.185 5.272,52 

7 資訊與傳播 1.465 4.704,72 

8 倉儲運輸業 595 4.264,14 

9 農業、林務與水產業 515 3.545,99 

10 開礦 102 3.487,49 

  其他領域 3.227 12.147,91 

 

合計 22.280 292.688,05 

電力、氣體、水、空
調之生產與分配

TT  投資國 
投資案

數量 

投資總金

額 (十億

美元) 

 1  Korea 5.656 51.557,91 

2  Japan 3.242 42.0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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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laysia 545 12.024,49 

8  America 1.530 10.130,55 

9  China 816 10.077,82 

10  Thailand 443 7.758,78 

  

Other 

countries(104) 

          

3.949 

              

51,89 

 

Total (114 

countries) 

                 

22.280 

            

292,68 

 

越南 FDI  (以投資國分類) 

 

越南 FDI (以產業分類)   

(累計至 2016/11/20) 資料來源: 越南投資計畫部外國投資局 

STT
 

產業
  

新核准的投
資案

 

新核准之登記
資本額(百萬USD)

 
1 加工、製造工業 11.622 172.543,13 

2 不動產經營產業 570 52.056,66 

3 

 

110 12.746,20 

4 住宿與餐飲服務 519 11.199,20 

5 建設 1.370 10.720,10 

6 
汽機車批發、
零售及維修

 

2.185 5.272,52 

7 資訊與傳播 1.465 4.704,72 

8 倉儲運輸業 595 4.264,14 

9 農業、林務與水產業 515 3.545,99 

10 開礦 102 3.487,49 

  其他領域 3.227 12.147,91 

 

合計 22.280 292.688,05 

電力、氣體、水、空
調之生產與分配

2015年越南經濟政策延續與國際接軌精神，對

外持續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對內進行體制

改革，經由修法加速市場開放及競爭，已取得一定

之成績，隨著全球經濟景氣好轉，歐美日等主要市

場對外需求加大，越南對外出口表現強勁，各項先

期指標顯示其經濟已有復甦跡象，2015年經濟成長

率係6.68%。

迄今越南已簽署並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有東

協FTA、東協與中國FTA、東協與日本FTA、東協與

韓國FTA、東協與澳洲及紐西蘭FTA、東協與印度

FTA、越南與日本FTA、越南與智利FTA；已簽署但

尚待生效實施的有越南與韓國FTA、越南與歐亞經

濟同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FTA；已完成諮商

的有越歐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目前進行諮商談判中的有越南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自由貿易協定（按：EFTA包括瑞士、挪威、

冰島及列支敦斯登等四國）以及東協區域合作夥伴

協定（RCEP）。

2015年越南核准外商投資案共2,013件，金額為

155億7,761萬美元，其中台灣廠商投資計110件（占

5.46%），居外資第5位，投資金額為9億4,040萬美元

（占6.04%），亦居外資第7位。同期，其主要投資

國之投資情形：韓國居首，投資金額高達26億7,852

萬美元；馬來西亞居第2位，投資金額高達24億4,749

萬美元；薩摩亞群島排名第3，金額為13億1,404萬

美元；日本排名第4，金額為12億8,498萬美元；英

國排名第5，金額為12億8,498萬美元。累計自1988年

至2015年為止，台商在越南投資案共2,475件，投資

金額達306億9,304萬美元，排名第4位，占11%；韓

國居第1位，投資金額為449億59萬美元，占16%；

(累計至 2016/11/20) 

資料來源: 越南投資計畫部外國投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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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 5.2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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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倉儲運輸業 595 4.2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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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領域 3.227 12.147,91 

 

合計 22.280 292.688,05 

電力、氣體、水、空
調之生產與分配

越南FDI (以產業分類)

日本投資金額為384億1,086萬美元，退居第2位，占

14%；新加坡投資金額達347億1,633萬美元，居第3

位，占12.5%。

越南所吸引的外資半數以上集中在房地產及服

務業，唯獨台灣之投資逾8成在製造業暨生產事業，

創造超過140萬個直接就業機會，以及更多的相關

上、下游廠商之商機與從業人員的就業機會，對越

南經濟發展作出極大貢獻。根據越南計畫投資部資

料，台商在越南投資之家數以成衣紡織業、鞋業、

食品加工業、農林水產業、橡膠塑膠製品業、木製

(累計至 2016/11/20) 

資料來源: 越南投資計畫部外國投資局

家具業、機械業為最多。越南南部地區為台商投資

之重鎮，至2015年12月底止，以河靜省、平陽省、

同奈省及胡志明市等南部地區為主要投資地點，製

鞋業、紡織業、自行車業、機車業、木製家具業等

勞力密集產業，在越南南部已形成完整產業供應

鍊。最大投資案則係河靜省之台塑集團之一貫作業

煉鋼廠，目前投資金額已逾100億美元。此外，中小

型投資大都集中在平陽省。惟近來臺商亦積極前往

北越地區投資，尤以資訊電子產業最為明顯。

目前在越南之較大型投資案如下：在製造業及

營建業方面：在胡志明市較重要投資案包括新順

加工出口區、富美興公司造鎮計畫、寶元公司鞋

廠、中興紡織公司首德廠、莊盟公司自行車廠；

在同奈省投資案則包括味丹公司、三陽機車公司

（SYM）、台南紡織公司、大亞電線電纜公司、

聯明紡織公司、建大橡膠、豐泰公司、台塑集團；

在平陽省投資案則有統一公司；在隆安省有福懋公

司、仁澤工業區及中興紡織公司隆安廠；在巴地頭

頓省則有中鋼的冷軋鋼廠。至於越南北部地區之較

大型投資案有慶豐集團投資之海防水泥廠、幸福水

泥公司投資之福山水泥廠、系養水泥廠、大亞電線

電纜公司海陽廠、東光鋁業公司海陽廠、大成長城

投資之亞洲營養飼料廠、義美（越南）公司、鴻海

集團在北寧省及永福省等地造鎮計畫、仁寶集團永

福廠、洋華光電永福廠、勝華科技北江廠等。在越

南中部地區，則以台塑集團之河靜省一貫作業煉鋼

廠為最大宗。

2015年之大型投資案有遠東紡織集團投資2億

7,420萬美元建立紡織廠、建大輪胎投資1億6,000萬

美元生產輪胎、台南紡織公司投資6,500萬美元、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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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公司產製塑膠產品、勤涪公司投資汽車零組件生

產及凱旋木業公司等。

依據市場潛力、產業結構面及投資環境等3項因

素，越南投資誘因概述如下：

1、市場潛力：越南國內市場、產品外銷及未來

成長相當具有潛力。

2、產業結構面：考量產業結構性完整、與臺商

生產能力具互補性、所需之原物料及零組件供應、

周邊產業及服務業能支援該產業持續發展，另越南

未來國家經濟建設計畫、科技研發投入及越南新修

訂之相關法規對特定產業之影響亦一併列入考量因

素。

3、投資環境：目前在越南投資的產業包括成本

相對較鄰近國家為低，具有競爭優勢。經篩選較適

合臺商赴越南投資的產業包括紡織業、汽機車及零

組件業、電子資訊業，以及屬於服務業且甚具發展

潛力的零售通路業等產業。

<泰國>

泰國位於中南半島中心地帶，東南接連柬埔

寨，南接馬來西亞，西鄰緬甸，東北與寮國接壤，

南臨暹羅灣與印度洋，地處戰略要衝。泰國人口約

6,818萬人，其中具有華人血統之人口約2,000萬人，

2015年之GDP為3,951億美元，人均GDP為5,876美

元，成長率為2.8%，通貨膨脹率為 -0.9%，失業率

為0.9%。能源方面根據BP統計，2014年估計泰國能

源蘊藏量分別為50億桶石油、20兆立方公尺的天然

氣，與12.39億噸的煤炭。石油與天然氣蘊藏地區主

要位於暹羅灣外海。2014年泰國的能源初級消費石

油占44 %、天然氣39 %、煤15 %、水力1 %，再生能

源則占1.2 %。由於泰國國內石油蘊藏量及生產的貧

乏，使之幾乎仰賴石油的進口以滿足國內的消費需

求。克拉地峽（Isthmus of Kra）運河輸油工程計畫

橫貫泰南估計耗時10年，運河建成後，遠洋運油船

不必穿過麻六甲海峽，可直接從印度洋的安達曼海

進入太平洋的泰國灣。兩大洋之間的航程至少縮短

約1200公里，每趟航程約可節省近30萬美元。國內

雖被證實蘊藏豐富的天然氣，近年來亦在持續增加

天然氣的開採中，但仍不足以支應成長中的燃料需

求。另外，泰國所蘊藏的煤炭多為熱能低的褐煤，

是故仍需進口，以供應發電及產業部門的需要。泰

國電力發展規畫原則在於減少使用天然氣發電比

例，同時積極開發其他替代能源來源如煤炭、循環

能源及向鄰國購買電力。近年來泰國亦重新考慮核

能發電廠的建置。泰國能源部部長表示，泰國已準

備通過興建核能電廠方案，最快將在2020年完成。

外商在泰國的投資集中服務業、基礎建設公共

事業、汽車及零組件業、金屬加工業、農產品生

產、電子電器產品生產、化工業、塑膠業、造紙

業、輕工業、礦業及磁磚業等。日商來泰國投資項

泰國機械產業概況

資料來源:BOI、2015機械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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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早期大部分集中在化纖及紡織，之後逐漸移至電

子電氣、石化、及車輛生產、機械等，為第１大外

人投資國。美商投資項目則主要為金融、保險、食

品加工、與車輛有關之金屬機械、以及電子電氣，

為第2大投資國；新加坡投資主要項目為通訊、電

子及房地產開發等。中國大陸近年來泰投資增加甚

快，主要項目為農產品加工、食品業、機車業等傳

統製造業及房地產開發等。依據泰國海關統計資料

顯示，2015年我國自泰國進口額為39.36億美元，較

2014年同期成長1.72%，我國為泰國第12大出口市

場，產品項目包括積體電路、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

附屬單元、空氣調節器、活塞引擎、機動車零件及

附件等。我國出口至泰國總額計56.61億美元，較

2014年增加2.02%，我國為泰國第11大進口來源，產

品項目以積體電路、電機設備暨零組件、漁產、鋼

鐵、機動車輛之零件、塑膠、紡織品、化學品、金

屬製品、電腦零組件等為主。

進一步探討泰國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自2010

年以來，由於工廠向自動化轉變和改進技術創新，

工業機器人的需求大大增加，這對於泰國來說，為

滿足全球需求，其工業機器人產業存在巨大市場，

2014年泰國的機器人總供應量為3,700台，僅占全球

機器人安裝總量的不到四分之一，但生產量佔世界

第8位。

在汽車、電子電氣、食品及農業方面，越來越

多的工廠開始向自動化轉化，促使了泰國自動化產

業的擴大，在這一領域需求，最高的產品有傳送

機、包裝系統和專門化設備。

資料來源: BOI、World Robotics 2015

資料來源:1Thai-German Institute ; Exchange 

rate (BOT, Nov 1 2016): 1 USD = 

35.00 THB, 2FIBO

備註:*CAGR 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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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nistry of Commerce 2015, 

Note:*CAGR2009-2015

由於強大的客戶基礎，工業機器人產業得到

迅速擴展，泰國出口的工業機器人預計從2013年到

2018年，將增長133%，達到生產量7,500台。目前

在當地設有工廠的機器人企業有NACHI、ABB、

DAIFUKU、DELTA(台達電子)、Celestica；另外設有

辦公室的機器人廠商則有Yaskawa、Festo、Fanuc、

Kuka、Agilent Technology等。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盟（IFR），汽車業和電子電

氣業是推動全球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增長的兩個主

要行業，總計占市場份額的64%，而泰國在全球商

用車的生產排名世界第六位，也是世界第二大硬碟

生產和出口國。

儘管全球經濟放緩，但泰國的客車生產數量不

斷增加，反映出了泰國汽車業的強勁優勢，而這也

促使了泰國自動化和機器人行業出現了巨大需求。

自2010年以來，世界汽車業大大增加了對工業機器

人的投資，使其平均銷售額出現了驚人的增長，增

長率達到了27%，這對於泰國這一東盟地區最大的

生產商以及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來說，無

疑將是一大發展機會。

2014年，基於電子電氣產品和自動化產品生產

加工的市場需求，電子電氣業的機器人銷售達到新

高度，銷售量為48,400台，增長了34%，這也使泰國

在成為世界電子電氣產品生產中心方面獲得巨大成

長空間。

90年代台灣廠商大舉到泰國設廠，在泰國投資

亦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達到高峰，近年來因泰國政

局不穩、中國大陸與越南市場的快速崛起等因素，

依泰國統計資料，台商在泰國投資雖有漸減現象，

但累積投資金額仍高居外人投資第3位。同時由於

台灣政府引進大量泰國勞工來台工作，因此雙方經

貿實質關係堪稱密切。近年來泰國對外大力推動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並逐年生效，臺灣產品相對產生

擠壓效果，競爭力衰退，雖然台泰雙方已簽署「投

資保障協定」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避免雙重

課稅協定已於2013年1月1日生效），台泰投資與貿

易成長之速度，相較泰國其他貿易夥伴相對減慢。

泰國基於地理位置，及在東協會員國中爭取領導地

位，與中國大陸往來密切，泰中建交已滿40年，加

上近年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經貿實力大幅提高，東協

與中國大陸FTA生效後，使兩國經貿市場依賴度不

斷提高，中國大陸已成為泰國第1大出口市場，故泰

國政府對於與我國高層官員之互訪，多採取低調態

度。台泰雙方經貿官員在WTO及APEC等國際性組織

架構下之互動良好，對於雙方關切的經貿議題均可

在此架構下舉行雙邊會議，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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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促進投資委員會（BOI）2015年1月提出7年

期（2015-2021年）投資推廣策略，針對可增加經濟

附加價值與研發計畫者提出額外優惠，旨在促進泰

國發展知識密集產業，重視研發和人才培訓，俾使

泰國產業從勞力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型，走出「中等

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針對目標產業

及高產品附加值產品給予獎勵，對於勞工密集型產

業必須是投資引進新科技幫助勞工提高生產力或技

能，及投資產品附加值較高的產業才給予促進投資

獎勵。依據BOI的新促投政策，新促投獎勵的重點方

向係在環保研究和研發相關的高科技產業上，環保

產業不僅可以從新促投方案中獲享優待，同時還可

從政府刺激投資增加項目中獲益，如豁免法人所得

稅5年，若為從事環保研究和研發工作，還可根據其

研發支出比例延長豁免所得稅待遇1-3年。2015年東

協經濟整合形成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後，在區

域內資本與勞動的自由化下，外資的投資布局將呈

現更多樣與整體觀的布局，泰國政府已密切注意此

問題，鼓勵泰國中小企業前往東協鄰國投資。

<印度>

印度位於南亞，北與不丹、尼泊爾接壤，另以

喜馬拉雅山與中國大陸為鄰，東與孟加拉及緬甸為

鄰，西邊與巴基斯坦為鄰。印度總人口達12億6,700

萬人，25歲以下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超過50%，35歲

以下人口佔總人口比例65%。勞動人口約4億6,700萬

人，其中農業佔52%、工業佔14%、服務業佔34%。

2015-16年印度人均年所得為93,231盧比，較前一年

成長7.3%，2016年將成長至7.8%，為全球經濟成長

最速之國家。

印度是世界10大礦藏國之一，有煤、原油、天

然氣等能源礦產，鐵、銅、鋅、金、鎂等多種金屬

礦產及雲母、花崗石、大理石、石灰石等數十種非

金屬礦產與各種稀有金屬礦產。今日，印度近70%

的電力來自燃煤；約17%來自水力發電，大多源於

東北部的大型水壩發電；核能發電占3.5%。其餘的

10%則來自再生能源，其比例視天候狀況而異，大

多為風能。

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於2014年五月上

任後，一直將落實電力供應普及視為重要的施政方

針，同時並已允諾加入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列。

他計畫在2020年前將印度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增加至

175 GW, 中有100 GW為太陽能發電（相當於德國全

國的發電量）。這項政策可謂野心勃勃，印度人口

12.5億，至少有三億人仍無電可用，印度正處於能

源系統升級和現代化的早期階段，儘管問題錯綜複

雜，但矛盾的是，這巨大的挑戰倒也是種優勢，在

印度努力推動能源現代化發展的當下，再生能源發

電及相關科技成本也到了可媲美傳統化石燃料發電

的時候。

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及經濟合作協定部分，印

度迄今簽署且生效之協議共計14個，包括「東協-印

度貨品FTA」、「亞太貿易協定」、「印度-阿富汗

PTA」、「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FTA」、「印

度-智利PTA」、「印度-韓國CEPA」、「印度-南方

共同市場 PTA」、「印度-新加坡CECA」、「印度-

斯里蘭卡 FTA」、「印度-尼泊爾貿易協定」、「印

度-日本CEPA」、「印度-馬來西亞CECA」、「南

亞FTA」及南方共同市場PTA等。印度目前與各國

進行諮商中之重要貿易協定包括：印度-泰國廣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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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合作協定、印度-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印度-南

部非洲關稅聯盟優惠貿易協定、印度-加拿大自由

貿易協定、印度-澳洲經濟合作協定、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RCEP)、孟加拉灣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

（BIMSTEC）成員包含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

蘭卡、泰國、不丹、尼泊爾）等。

據印度商工部資料顯示，2000年4月至2015年12

月期間，FDI累計金額為4,086億美元，2014-15年度

印度FDI流入達309億美元，較上年成長27%；2015

年4月至12月FDI流入達29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

長40%，顯示各國企業對印度市場之高度興趣，主

要著眼於印度之龐大內需市場、廉價生產成本及豐

沛的技術人才，尤其以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帶動強

勁的內需消費力道，更推動印度政府致力於提高外

商投資速度。印度前10大外資來源國家依序為模里

西斯、新加坡、英國、日本、美國、荷蘭、塞普勒

斯、德國、法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前10大外資

投資產業依序為服務業、營建及不動產、電腦軟硬

體、電信、車輛、醫藥生技、化學品、貿易、電

力、旅館及觀光。

印度政府想要創造就業的經濟，有時候經濟在

成長，可是沒有同步創造就業，那不是政府想要的

成長型態。「Make in India」是為了促進國際投資，

還有很多在國內推行的促進就業政策，可以強化國

內的經濟發展。印度政府鼓勵各國企業到印度投資

基礎建設，例如電信業、蓋馬路、鐵路、港口、機

場，還有農業和食品加工業，這些都是台商具有優

勢的領域，另外在重工業例如國防工業，印度有完

善的軍事建置，需要龐大的軍事設備，目前約有7到

8成的軍事設備都來自進口，印度並沒有鼓勵在國

內生產，因此相關的投資也非常歡迎。印度是個聯

邦國，每一個邦都可以獨立和各個國家從事經濟合

作，所以就經濟合作上，印度提供了很大的機會。

過去台商赴印度經營，有喜有悲，像是赴印發

展多年，標得新德里捷運等多項公共建設的大陸工

程，在今年6月初就宣布，基於印度市場虧損，未

來將暫緩印度接案，集中火力在香港市場。而2008

年前往印度發展的中鼎公司，對於印度各邦的獨立

性，感受更為深刻，中鼎從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開始

興建天然氣接收站，其後到莫迪主政的古吉拉特邦

標案，近期再前往新德里首都圈發展，可說是由南

到北走透透，該公司表示，因印度各邦之間的獨特

性，以至於公司到每個邦都必須重頭來過，因此中

鼎印度作為統包商，對「新南向政策」也提出以下

建言；

因目前印度利息高達9%～10%，對於需要調度

資金的台商是不小負擔，政府若要實際協助台商，

應從台商最需要的；一、在台商資金調度方面提供

協助；二、加強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三、提

供對於印度各邦的稅務諮詢等三面向著手，如此才

能比照日韓政府，成為台商的重要後盾。

另關台達電透過集團轉投資公司，也是泰國最

大的上市電子公司泰達電，在印度耕耘已經超過20

年，2003年印度子公司營收僅有600萬美元，隨著最

近兩年印度快速步入3G／4G、印度當地的電力供應

仍是不穩定，帶動台達電在通訊電源、太陽能相關

產品、不斷電設備在印度銷量大增，目前台達電集

團的基地台用通訊電源、監視系統用螢幕、太陽能

分散式逆變器，在印度的占有率都是最高，更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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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子公司2015年營收躍升至1.7億美元，今年初更

宣布將在班加羅爾成立研發中心，以百萬瓦規模的

電源轉換等高階技術為主，並將在霍蘇爾建立以供

應印度內需為主的新廠，預計2017年營運。以印度

龐大的成長潛力刺激台達電未來營收成長，也讓台

達電執行長鄭平成為去年7月「Digital India」開幕活

動中，印度總理穆迪的座上賓。

廠商面臨南向政策的共同看法與挑戰

從過去專注短期低成本優勢的策略，因應大陸

市場勞動政策轉變必須再度轉型的迫切需要，這兩

年台灣廠商對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已經展現高度

支持意向。在智動協會2016年12月初主辦的「南向

市場開發與契機」座談會中，與談貴賓表示，配合

工業4.0提升現已更具體成型的潮流，廠商在轉往泰

國、越南、印度等重要東協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

的評估方向中，自動化的轉型升級已經是必須考量

的競爭基本能量。

 

 

泰          國 越          南 印          度

汽機車年產量 2013年汽車年產量達245萬輛
2015年產製16萬～25萬輛汽車,2013年產製之機車數量超過230萬
台

2015年產量約700萬部汽車，1650萬台機車

當地自製零配件比例 組裝需要零配件國產站67%, 其餘33%仍須仰賴進口

越南汽車零組件業之生產技術低落，品質有待提升，多數零組件仰

賴進口。外資機車廠多採用自家生產或當地協力廠（部分為台商）

之零組件，越資機車廠則採用中國大陸進口零組件。

現在北美及歐洲區域許多汽車零組件都由印度製造，其中供應通

用、福特及克萊斯勒等名牌汽車的零組件，占印度 零組件總出口

金額的7成。

產業特色 成為亞洲底特律的產業政策目標

越南是全球車價最昂貴的國家之一，售價是美國的3倍，政府實施

高度保護政策和高關稅為主因。隨國民所得提高，機車產業將可望

成為越南主力產業之一。

印度龐大的汽機車市場與產能，已吸引眾多的外資進駐設廠；南印

度清奈地區有蓬勃發展的汽車工業，加上協力廠商進駐，形成完整

的汽機車零配件廠供應鏈產業聚落

切入點

隨著大型車場持續在南亞的投資，預測泰國汽車零配件出口將呈現

持續成長趨勢。另外泰國尚有許多不能生產的零組件，包括小客車

引擎、燃油噴射泵、變速器、差動齒輪、噴嘴、電子系統和電子控

制裝置等。

越南加入WTO後，政府實施進口汽車零配件較進口整車之優惠關

稅政策，各項汽車零配件稅率亦將調降。另按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共

同有效關稅協定（CEPT），越南已於2014年1月1日起調降東協

國家汽車進口稅率至50％以下，2018年降至零關稅，故越南政府

急於引進汽車零組件產業，以培植其整車製造業。

未來10年將是印度電動車產業突飛猛進的時機 。「2020全國電動

車發展計畫」則著重於 推動油電混合車及電動車產能，包括達到

消費者需求並降低生產成本，希望在2020年使印度在世界汽機車

產量達到領先地位，即每年生產油電混合及電動車500萬輛。

三大南向市場的汽機車產業表徵超級比一比

對於工業龍頭汽機車產業，協會做了一個簡單

的對照表，提供大家這三個市場現狀表徵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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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南向國家資料與數據來源為 : 全球台商服務網；APEC能源國際合作資訊網；工商時報；今周刊

 

 

泰          國 越          南 印          度

汽機車年產量 2013年汽車年產量達245萬輛
2015年產製16萬～25萬輛汽車,2013年產製之機車數量超過230萬
台

2015年產量約700萬部汽車，1650萬台機車

當地自製零配件比例 組裝需要零配件國產站67%, 其餘33%仍須仰賴進口

越南汽車零組件業之生產技術低落，品質有待提升，多數零組件仰

賴進口。外資機車廠多採用自家生產或當地協力廠（部分為台商）

之零組件，越資機車廠則採用中國大陸進口零組件。

現在北美及歐洲區域許多汽車零組件都由印度製造，其中供應通

用、福特及克萊斯勒等名牌汽車的零組件，占印度 零組件總出口

金額的7成。

產業特色 成為亞洲底特律的產業政策目標

越南是全球車價最昂貴的國家之一，售價是美國的3倍，政府實施

高度保護政策和高關稅為主因。隨國民所得提高，機車產業將可望

成為越南主力產業之一。

印度龐大的汽機車市場與產能，已吸引眾多的外資進駐設廠；南印

度清奈地區有蓬勃發展的汽車工業，加上協力廠商進駐，形成完整

的汽機車零配件廠供應鏈產業聚落

切入點

隨著大型車場持續在南亞的投資，預測泰國汽車零配件出口將呈現

持續成長趨勢。另外泰國尚有許多不能生產的零組件，包括小客車

引擎、燃油噴射泵、變速器、差動齒輪、噴嘴、電子系統和電子控

制裝置等。

越南加入WTO後，政府實施進口汽車零配件較進口整車之優惠關

稅政策，各項汽車零配件稅率亦將調降。另按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共

同有效關稅協定（CEPT），越南已於2014年1月1日起調降東協

國家汽車進口稅率至50％以下，2018年降至零關稅，故越南政府

急於引進汽車零組件產業，以培植其整車製造業。

未來10年將是印度電動車產業突飛猛進的時機 。「2020全國電動

車發展計畫」則著重於 推動油電混合車及電動車產能，包括達到

消費者需求並降低生產成本， 希望在2020年使印度在世界汽機車

產量達到領先地位，即每年生產油電 混合及電動車500萬輛。

早期南向的技術水平都不夠，所以老闆們面對

再投資的資金與技術成本相對較高，如何從政府、

各國的商務辦事處、各公協會以及系統整合廠商取

得充足的資訊、支援與技術的諮詢協助，是各家廠

商共同的需求。而智動化產業為台灣下一階段的重

要里程碑，台灣產業如何將整合智能自動化的優勢

進而推向與各國製造業合作，是協會會員廠商們可

以共同努力的目標。

 另一方面，勞動人力的招募也是跨產業都需要

建立經驗分享的區域，不僅在語言的溝通、專業技

能的訓練，更在建立與投資國家長期合作夥伴的信

任關係上要加強互動，這方面更有賴政府部門從教

育與文化交流進行向下扎根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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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工業4.0法律議題盤點

智慧製造環境下之法規調適

  －以德國工業4.0之發展為中心

三、法律議題挑戰與法制規範調適

(一)智慧製造所遭遇之法律挑戰續上期。

(二)資料運用之法規調適

上述法律議題是製造業在朝向大量使用資通訊

技術(IKT)下所不可免的挑戰，盤點各該議題所涉及

的法律爭議，以及進行分析判斷將有助於順利推動

製造業智慧化的轉變、升級過程。經德國聯邦資訊

經濟、電信和新媒體聯盟(Bitkom)之研究1，企業對

於違法和訴訟之恐懼乃今日對發展工業4.0的最大障

礙之一。調查顯示，有四成企業擔心因為缺乏法律

框架而抑制企業投入工業4.0發展。企業關心的法律

問題將特別環繞在因生產活動互連所產生之資料運

用上。如對於資料使用目的、對象及使用條件；個

人資料之使用應遵守之規定；網路系統的操作人員

在資訊安全方面負擔之義務種類與範圍；以及在網

路攻擊事件中之責任歸屬問題等。相關議題盤點與

初步可能的解決方案敘述如下：

1.界定資料法律關係與調和保護利益

工業4.0的特色之一為大量的資訊產生。不論

是生產過程中的產品資料以及勞工雇員資料，或使

用產品時所產生之資料（純粹之產品資料，但係有

關用戶行為的資料），或是透過研究、進行產品加

值與複數企業合作時產生之資料，這些資訊的產生

均係由多人參與而得（如，製造商，客戶，合作夥

伴，其他的服務供應商，消費者）。在使用資料

時，因為資料使用者立場之不同，有可能僅單純涉

及個人利益而與資料保護議題無涉，亦有可能因為

存在利益衝突而發生矛盾之處，其法律關係值得分

析。市場參與者，亦即相關權利義務的當事人，可

從以下幾方分析：

(1)自產品製造者或服務提供者的角度而言，看

重的是資料的取得，並從資料庫中尋找新商業模式

的可能性，並進一步蒐集和處理某些資料以保障投

資成果(Leistungsschutz)以避免資料遺失同時也保護相

關的智財權利2(gewerbliche Schutzrechte)、保護從資料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洪政緯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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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得之專業知識(Know-how)以及資料本身的經

濟價值。

(2)而從企業銷售者角度追求的則是保護重要的

商業、營運資料文件以及秘密不被第三方取得。

(3)至於從普通消費者的面向分析，個人往往會

致力於尋找跟己身相關的個人資訊，以保持自己的

個人資料自主決定權（亦有稱資訊主權），且儘可

能希望不要揭露所有有關自身的資訊。對於個人資

料的保護，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BDSG)在此有其適

用，特別是避免個人資料被不合法地蒐集使用。

(4)最後，資料欲達成其經濟效益，勢必要再透

過傳輸或遞送給第三方進一步作分析，並且衍生其

附加價值。已經參與資料產生與資料分析利用過程

的個人或企業，亦有興趣再追問資訊最後會另外以

何種目的、何種方式以及交付給哪些對象。

從經濟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對所有人開放資

料和資訊（在公共領域），可能是值得期待的，從

而使創新競賽活動能自由發展。但對於產品製造商

而言，如果不具備資訊獨占權，就無法應用此一資

訊基礎在市場上變強變大。而顧客在現有資訊基礎

下，有可能因為供應商產品不夠新穎、有吸引力而

輕易轉向其他供應商。

然而，工業4.0相關市場中的供應商和顧客利

益相互間未必是處於衝突的狀態。例如，運輸公司

可能有意願提供關於該公司運輸工具資訊給其他公

司，以找到適當的方法提昇改善其服務，而產品的

細節、特色的資訊亦樂意讓其他人知悉。而消費者

和企業的情況亦同，也可能對於產品有興趣，透過

顧客回饋的使用經驗、消費意見等，提供資料給廠

商進行巨量資料分析調查的基礎，針對其需求特別

訂製，而無需再明確表達其需求，因為利用分析已

可以提前「聽」見顧客的心聲。

在這樣的法律關係下，現行法律制度就有義

務，合理衡平各種不同利益衝突。此一情境的法制

規範需求，現行法律在部分領域已提供相關規定，

(如對資訊流與應用情境之規則)，但工業4.0代表一

個需要持續進行法律調適的環境，對新發展仍須持

關注。

2.非「個人資料」之運用權利

(1)資料權利屬性與定位

自法律定義而言，資料流通應區分「個人資

料」3或不涉及特定個人的資料（如纯粹「機器生成

資料，下稱非個人資料4」）。若以個人資料言，係

受聯邦資料保護法(BDSG)所規範（見下文3.聯邦資

料保護法之任務）。相對於此，其他來自客戶端或

來自產業價值鏈加值過程所產生之資料，對許多企

業亦具重要性，本身即構成經濟價值。由科技設備

或機械運作所產生、集成5和分析評價後，可構成有

關企業、顧客、消費者或使用者行為的資料庫，用

於開發新產品的或改善現有的產品、服務和新商業

模式是極佳利器。

然而，此種資料蒐集通常仍不可免得與個人私

領域的侵入有關，或至少在資料產生上有私人的參

與。問題癥結點在於整個行為是否應該得到特別權

限的授予，以及應該透過何種方式。另外，大量資

訊的分析往往不是源於生成或蒐集資料之企業，而

係來自外部在處理和分析之目的下而產生，爭議往

往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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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工業4.0智慧化製造的目標，依賴的是

對資料的近用，以創造、實現不同商業模式、改

進改善產品，提昇效率以及提供客戶所希望的更

好的服務。對機器生成之資料之運用，在法律權

利義務的設計安排上，除近用權外尚可衍生他種

權利主張。對資料得主張的權利，可設計成只歸

屬於資料所有人的權利；也可能將其設定為一種共

同或專屬使用權。其他可能性如：對抗第三人進入

資料庫之防禦權(Abwehrrecht)、經濟上可分析利用

之權利；或設計成損害賠償請求權、資訊請求權

(Auskunftsanspruch)。這些權利在不同的情況下有可

能會發生主張上的競合與衝突。若工業4.0的參與者

不能保障自己對所需資料的近用權，則資料分析利

用與使用及欠缺足夠的法安定基礎與法律依據。在

最嚴重的情況下，資料的使用甚至有可能由被其他

有權利之人禁止或中斷使用，導致經濟上的損失。

(2)相關法律問題

爭點可收斂在以下幾點：對資料和其處置權限

應該予以保護或限制到何種程度；是否容許資訊獨

占權力之存在，或資訊係「公共財」應該為所有人

之利益存在而得近用？再則，資料使用是否應得所

有人的同意、該同意是否可以附加限制，或以只限

特定人使用之方法有效加以限制？客戶對產品的製

造者，是否有請求提供製造商資料之權。相對而

言，製造商是否亦有權就某一客戶使用產品所生成

之資料，請求之。資料之使用是否應得允許或需要

資料提供者的特別許可。

(3)爭點分析與行動建議

A.現行民法無資料近用與利用之請求權基礎

工業4.0中「機器生成資料」之蒐集、彙整、利

用或運用之一般許可，在現行德國法中無論係對私

人或企業均不存在。德國民法典的所有權規定並不

適用於個人資料，因為這些權利都是針對「物」所

規定。智慧財產權（無體財產權）的法律亦不能適

用在個別資料上。因為它保護的若非投資就是一定

創造力程度之精神產物。機器生成的資料，根本無

法成為個人精神上的創作物，且法律上的投資保障

通常不包括個別機器生成的資料本身，最多僅包括

產生這類資料的投資金額。

對於對產品使用者或對機器使用者在機器生成

資訊的使用或其應用時，現行法律亦尚未賦與一般

性告知請求權(Auskunftsanspruch)。這種請求權原則

上僅見於聯邦資料保護法第19條、34條中對個人資

料之規定。

另一方面由企業進行機器生成資訊的蒐集，複

製，彙整和利用在目前的民法亦未受一般性禁止。

畢竟，與基於國家目的之資料蒐集不同，對於在私

法法律行為中的機器生成資料之蒐集，無需法律授

權基礎。

B.現行法處罰未經授權之資料近用與利用

縱令現行法並未對機器生成資訊，全面的加

以規定，但它承認部分機器生成資訊之保護。因

此 ， 以 警 告 和 禁 止 方 式 進 行 的 某 種 防 禦 請 求 權

(Abwehransprüche)，保障那些已儲存在資料庫的資訊

（資訊占有人）。智慧財產權法，不正競爭防止法

和刑法處罰未經授權的資訊近用、修改、刪除、偽

造，或篡改受保護資料庫的和入侵資訊安全設備。

另外，若一個公司已經安裝技術保護裝置（如密碼

保護），防止未經授權的資訊近用，此舉亦保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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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某種事實上獨占和對第三人近用資訊的防禦

權。合法資訊占有人可取得對未經授權之第三人損

害賠償請求權。然而，法律保護不是無缺漏的，且

法律規定有時未嘗能夠適用於個別資訊本身，因此

往往有必要考慮做個案認定，以判斷對於有明確目

的的資料使用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有排除第三人

之權利。

C.以契約保障資訊利用

由於民法目前並未保障機器生成資訊近用與利

用，對資訊近用的防禦權之法律發展尚未完成，對

這些問題亦無司法實務見解可供參考，對於機器生

成資料（其在不同法律主體之場域所生成者）之近

用和利用權限，較適合以契約提供合理化基礎。在

各別契約協議中應於契約內容之後特別針對資料使

用權限規定之，排除可能請求資料之返還或刪除之

人。另外，契約中應明確規定由何方獲得之資訊範

圍，並分析運用方式、以及明訂使用用途，特別是

該資訊是否可以共享以及哪些第三方得共享。

因為實際狀況繁雜，並非所有的當前或未來可

能的應用均得以契約安排，契約所做的應該是做成

原則性的說明，指出資料權利應歸屬於契約關係中

之某方。同時應遵守德國民法第305條以下定型化契

約規定。

D.建立資訊管理體制

確定和界分資料上的權利有其困難，且部分將

取決於資料的種類（產生源，內容、對資料近用是

否有防禦權）。因此，由企業對資料庫與資料權利

分類管控有重大意義。運用行動裝置上之應用軟

體，企業可以創造一個安全、可控和可加密的區塊

（資訊儲存中心），將資料近用可能性限縮在個別

的資料中心，並與儲存媒介上之其他資料隔離。同

時，為增加資訊的安全性，亦可透過專用通訊管道

與資料儲存中心，個別加密和認證，以進行遮蔽免

受網路攻擊、惡意軟體和受感染的設備，只允許企

業網路的安全資訊中心方可與外部相連。

3.聯邦資料保護法之任務

(1)概述

資料保護的對象只適用於聯邦資料保護法第3條

所指之個人資料。確認是否涉及個人資料，與界分

不受資料保護之資料有其困難且具爭議性。蓋工業

4.0中也會發生藉由IP位址特定個人身份的問題。在

資料頻繁藉由網際網路傳輸的世界，個人資料僅允

許以間接方式推斷出特定個人與其行為，例如，僅

能針對駕駛時之加速與煞車資料加以分析評價。

資料保護法遵循許可保留禁止原則(Verbot mit 

Erlaubnisvorbehalt)。這意謂除非法律允許，否則原則

上禁止蒐集、彙整和加工個人資料。若缺乏對個人

資料蒐集和處理之特別授權，即應取得當事人（歸

屬於該個人本身之個人資料）的同意。

(2)相關法律問題

工業4.0中的企業在面對聯邦資料保護法中高標

準之個人資料處理之要求時，若該資料不具經濟上

之加值效用，會盡量避免碰觸個人資料。但個人資

料在法律上如何與非個人資料區隔？而如何能在法

律許可之下，減少聯邦資料保護法(BDSG)的適用機

會？

現行法並未針對於工業4.0中智慧工廠、智慧

物流所涉及的個人資料處理提供一般法律規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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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可要件(Erlaubnistatbstände)往往只適用於個人以

及有限的適用範圍。但許可要件射程範圍有多廣，

倘若別無其他許可基礎可資利用時，在有效同意

(wirksame Einwilligung)上，聯邦資料保護法有哪些要

求？

(3)爭點分析與行動建議

A.資料保護法之適用範圍

企業，其作為聯邦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7項之規

範責任實體，欲蒐集、處理或使用個人資料者，應

遵守聯邦資料保護法之規定。雖然聯邦資料保護法

第3條第1項已定義個人資料，但並不明確，在實務

中也很難操作。特別是法條中所稱之「個人相關

性」(Personenbeziehbarkeit)之標準，將導致法條適用

的不確定性(Unsicherheiten)。不確定性將可能導致

欲分析利用之資料對象，往往是受聯邦資料保護法

所規範，而影響資料分析結果之利用。因概念上的

不確定性，令個人資料與純粹「機器生成、或環境

資料」之界限雖非抽象，但只能在具體適用之個案

中加以確定。對於資料是否能連結特定個人，需視

個案情況而定。亦即，究竟是何種資料、為何種目

的蒐集和儲存，以及主管機關得授予何者近用由其

蒐集而來之資料都需個別判斷。例如，在車聯網中

處理關於道路和天氣狀況與交通流量的資料，與個

人資料並無關涉。然而，若這些資料附加上車輛停

留位置、行駛或加速行為、行駛距離，或甚至將資

料轉交給駕駛人之雇主，而得出關於駕駛人之行為

的結論，就應另當別論。若然，則汽車製造商或第

三人欲蒐集這類資料，可能需要得到機動車輛持有

人或車主之同意。車輛使用中有關之資料，如果能

夠與特定車牌、車主之身分連結上，即應屬聯邦資

料保護法所指的個人資料。終究，即使實際上不能

真正做到確認身份，至少也必須假設資料是可得確

定。

B.資料庫的層級化

由於個人資料的處理受到聯邦資料保護法之特

殊的要求和限制，個人資料在定義、識別、分類和

層次化時須依該法之規定為之。依聯邦資料保護法

之區分要求，資料必須依區分目的或由不同主管機

關來蒐集，分別地處理與利用。總之，在工業4.0中

企業應變措施就是盡可能減少個人資料的處理，若

無法達成儘可能不蒐集個人資料，就應該在處理之

前盡可能除去資料的「可特定性」。此亦符合依現

行聯邦資料保護法而來之資料節約原則(Grundsatz der 

Datensparsamkeit)，只留下有實際需要之資料，並依

嚴格、事先合乎法律驗證標準方得蒐集並轉發。

C.隱私始於設計(Privacy by Design)

為減少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之問題，在構

思和設計新設備和產品之初，資料保護和資訊安全

就應該考慮在內。故區分資料產生、資料蒐集和資

料處理各領域，資料在各階段先經過事先安排。此

外，對於一般不精通資訊科技之終端用戶，亦提供

阻隔或手動操作之可能性，賦予其可以中斷蒐集資

料之權（退出，Opt-Out）。

進一步還可採取「隱私始於預設」(Privacy by 

Default)。此一方法藉由前置的技術設計降低資訊自

我決定權之潛在風險，在一開始使用者還未能表達

同意與否之時，就防止資訊的蒐集或儲存（加入，

Opt-In）。

D.匿名化(Anonymis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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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是對已進行匿名化之資料處理者，排除聯

邦資料保護法之適用。按聯邦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6

款規定，若匿名者之實際身份不能、或只能花費不

成比例之時間、成本和人力追溯到具體特定之個人

時，視為匿名。然而，當該匿名本身可透過其他數

據即時處理，以及透過在資料庫中之資料連結，而

可重塑個人資料之時，則匿名化不存在、或係可再

識別化。

E.假名化(Pseudonymisierung)

按 聯 邦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3 條 第 6 a 項 與 電 信 法

(Telemediengesetz:TMG)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假名化

係指：將名字或其他識別要素以符號標記替代，使

藉由資料來識別某特定個人身份之企圖完全無法實

現或增加難度，亦可藉由加密來完成。與匿名化不

同，在假名化之下，身份縱然已遮蔽但仍然可以回

復。假名化的資訊通常不受聯邦資料保護法規範。

然而，對該資料的處理在特定情況以及為特定目的

下，得以法律允許之（例如，電信法第15條第3項，

為廣告、市場調查之目的，在使用者對其不反對之

狀況下使用假名）。6

F.資料處理之同意(Einwilligung)

按聯邦資料保護法第4條第1項，於蒐集、處理

和利用與該個人相關之資料時，若別無他法允許該

行為，需得當事人同意。對於阻斷、儲存、修改和

刪除資料，聯邦資料保護法認為亦屬同法所稱之

蒐集和處理行為（聯邦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3項和第

4項）。而資料取得之動機、目的、與意圖或實際

上使用已獲得之資訊，則與本條規定無涉。特別是

即使欠缺將資訊用於特定個人之意圖時，亦應遵守

法律規定，依現行資料保護法適用受通知同意原則

(Grundsatz der informierten Einwilligung:資料保護法第4

條、第4a條以下)。對於預定處理之資訊，應對當事

人公開，且需能預見其決定利用之範圍。蒐集個人

資料者，必須提供當事人有關被蒐集者之身分、蒐

集目的以及資料接收者之資訊。（聯邦資料保護法

第4條第3項）。當事人對處理其個人資料之同意，

僅限於為徵得利害關係知悉同意時。目的變更須得

到合法的許可或再同意。

G.處罰

違反資料保護法規定，最高可處以300萬歐元罰

款，若意圖得利或意圖損害時，甚至得以自由刑相

繩（聯邦資料保護法第43和44條）。按歐盟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DS-GVO)中，已將罰鍰金額提高（違反

者處罰至20億歐元，或企業全球年營業額的4％）。

4.資安之法律問題與規範建議 

(1)概述

資訊安全對工業4.0意義重大。相互連結的設

備必須具備一定的安全性（完整性，機密性，可

用性）。雖然許多IT外部攻擊已透過實施標準的安

全措施而得加以防禦（如，即時安全更新、防火

牆）。從法律的觀點，法律問題的分析需區分是從

資訊安全的規制/管制規範之角度出發或係從民事法

律的角度。自管制規範角度，如資訊科技安全法(IT-

Sicherheit)、電信法(TMG)、聯邦資料保護法，均課

予資訊網路運營商與資料處理機構負有確保資訊安

全性至最低水準之義務。若未遵守這些要求將面臨

罰鍰甚至是刑罰。若資安漏洞造成損害，則由民事

法律來確定責任歸屬以及賠償受害人損害（如，產

品和生產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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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聯網的工廠中僅有一家企業，藉由生產過

程中個別組件的相連結，例如透過RFID晶片或QR-

Code，也可能產生入侵的關口。資安的課題，就在

能夠發現這些攻擊並阻止，以防止產品製造瑕疵和

品質減損。

(2)相關法律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資安漏洞納入民法責任

體系規範。是否可作為產品安全以及產品責任之特

別類別？資安領域問題的特別性，在於如何查明每

一個科技技術因為未達標準而導致責任。甚者，聯

網設備的經營者，應負擔的義務為何？在遭受網路

攻擊後是否應該提高注意義務，此處法律評價是否

因而有所差異。

最後，是否應考量對資訊安全產品訂定法定要

求（在產品安全法或產品責任法），甚或可考量在

製造設計之前，導入「安全源於設計」的要求。

(3)爭點分析與行動建議

A.法律強行規定不足

雖然在企業引進特定資安標準上不存在一般性

要求，但法律已經對於特別敏感資訊，及依法應

特別保護者加以定義（例如刑法203條，聯邦資料

保護法第3條第9款）。其中特別是提高資料處理有

關的注意義務之要求(Sorgfaltsanforderungen)與責任

(Verantwortlichkeiten)。若欲處理個人資料，則資安保

護措施應符合資料保護法第9條所定的最低要求。如

果未遵守法定注意義務之標準，將受到罰鍰或刑罰

處罰。經營關鍵基礎設施之企業、電信媒體提供者

（如平台運營商）亦負有法定義務遵守特定資安等

級要求。

B.依企業需求調適資訊安全

通常建議應依個別企業具體需要調整、規定、

記錄並定期更新安全措施和安全程序。應該特別著

重在與第三方的資訊交換時之安全。注意登錄安

全，（認證與授權概念）和傳輸安全（透過安全加

密處理）。來自公司外部的資訊或系統進入要求，

應限於資訊和應用有實際需要者。所有資料存取應

隨時記錄之。

C.敏感資訊系統應得到認證

資訊系統是否滿足資安要求，可以在認證程序

中查明與紀錄。然而，目前缺乏對資訊系統應有狀

態的合適描述。因此，幾乎沒有認證標準。德國聯

邦資訊技術安全局(BSI)設定的基礎保護類別，對於

工業4.0企業的通常使用狀況而言，太過龐大、花費

成本過高。ISO/IEC 27000標準雖然包括如資訊安全

的管理建議，但主要還是在公司內的組織措施，且

只有在ISO/IEC27001標準的附件A中才有技術轉換的

說明。依聯邦資料保護法第9條所建立的技術上或架

構上的措施，亦得作為認證程序之標的。

D.無絕對之保障

儘管有這些資訊安全措施，但在工業4.0中眾多

參與者的互聯下，企業仍須認知到，對來自資訊操

縱和網路攻擊的絕對防護仍然無法實現。

5.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1)概述

為保護商業往來中的企業投資本身與其地位，

企業得主張智財保護(gewerbliche Recht)和著作權等

無體財產權。這種保護以「所進行的投資有得受

保護(Schutzfähigkeit)之資格」為要件。此類個別資

料，並非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標的（參考上述2.資料

權利）。然而，可透過一個資料的特別組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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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的資料生成程序的資料序列、或建置安全

防護，以防止未經授權的資料近用（如資料庫保

護）。對此，法律為資料生成或者資料庫基礎上所

進行之投資提供保護。

此 外 ， 工 業 4 . 0 專 案 中 涉 及 專 業 知 識 的 投 入

運用，對此，相應的保密協議和不正競爭防止法

(UWG)第17條亦可提供法律上之保護。問題在於，

每項權利保障的射程為何？以及，該保護是否足夠

支持工業4.0的改革。由於相關保護權利，通常不允

許的對象只是受保護之專業知識本身之利用，但藉

專業知識之助所產生資料之使用則不在此限。

在互聯網化之下的生產關係，由於涉及數個

企 業 的 參 與 ， 經 常 會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 哪 些 參 與

者，可以取得工作成果或上游研究成果之利用權

(Verwertungsrecht)和使用權限(Nutzungsbefugnisse)，以

及何者應對權利侵害負擔責任。

(2)相關法律問題

智慧財產權的法律爭點環繞在以下諸問題：

對工業4.0之專業知識、工具與創新（例如軟

體發明，資料分析工具或演算法）應保護至何種程

度，其前提要件為何，又應遵守何種限制？

受保護之權利之侵害發生時點如何決定：究係

資訊流被破譯之時即有損害；抑或直到發生未經授

權之使用方有之？另，根據受保護之3D列印設計藍

圖所製作之物，是否在製作完成之時即已構成保護

權利之侵害？又，未經授權將設計圖公開，與直到

由未經授權之人將設計物製作完成時，應以何者作

為權利有受損之始點？

最後，有關權利受損將導致何種結果、何者應

對權利侵害負責、權利人如何有效追索其權利之侵

害，與如何合法利用多數企業共同合作所產出之研

發成果之問題亦應一併考量。

(3)爭點分析與行動建議

A.現行法對專業知識(know-how)的保護

依多數觀點，德國現行法律原則上對工業4.0

下智慧財產權侵害的保障尚屬充足（例如，3D列

印機之使用）。著作權保護範圍往往是最廣泛的，

因為，不同於智慧財產權利的保護（專利權、商標

權），著作權對於私人侵害行為亦提供法律保護。

而在工商業等公司法領域，競爭法亦提供廣泛的保

護。有關專利法、新型專利法7(Gebrauchsmuster)、外

觀設計法(Designrecht)對實際上不能保密的技術解決

方案和設計有重大意義（例如在產品具體化或在跨

企業生產、物流和服務程序中使用時）。在工業4.0

因使用跨越國界之互聯網程序和系統，故有國際法

保護之需求。唯智慧財產權部分仍應該遵守屬地原

則，以在該國有法律規定者為限。另外，在跨國程

序和系統亦有專利權之問題。在歐洲法律的層級，

歐陸未來之歐盟專利(EU-Patent)或稱歐洲專利一體

化效果(Europäisches Patent mit einheitlicher Wirkung, 

EpeW)8將得到簡化，有一個共通的專利保護法律框

架。

B.投資保障(Investitionsschutz)

凡企業蒐集之資料，由於其支出一定經濟成

本，因此對該企業為保護其經濟上之支出有主張之

權（如著作權法資料庫保護）。

C.著作權保護

如果著作權利缺乏應受保障之作品，或難以

證明該作品權利之歸屬而無法提供足夠之保護，

則可設法採行如外觀設計法(Designrecht)或商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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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nrecht）的補救措施。按外觀設計法，權利人

應該確保有足夠之德國或歐洲的外觀設計註冊量，

以確保25年的最長保護期。

D.以契約保障專業知識

在法律規定的保護對於具體商業往來有所不足

的情況，或涉及智慧財產權利保護所不及之處，

（例如，不受專利保護之專業知識Know-how），最

好的調整方式係在契約採取約定保密條款或特殊的

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Agreement, NDA)之方式，甚

至還可約定懲罰性賠償以保護之。

E.以技術保障專業知識

技術障礙亦屬於商業與營業秘密，以及機密資

料之有效保護，如限制資料近用權限，資料加密

等。對於應保護的專業知識清楚標示，並在其上標

上機密或秘密字眼，有權接近使用資料者亦應加以

限定。

F.保障專業知識之策略

在工業4.0的場域，專業知識保護特別重要。因

為一方面專業知識是競爭優勢，確保企業地位與永

續發展，另一方面因為聯網化導致商業與營業秘密

洩漏風險越來越高。因此，企業應該制定戰略，以

保護其專業知識、產品與其投資。

為了實現此一戰略締結包括保密協議(Non-

disclosure agreement：NDA)，提高員工的處理專業知

識的保密意識，並建立技術措施（如郵件加密）和

取得智慧財產權利。當權利受侵害時應儘速主張暫

時權利保護措施。

6.「機器表示行為」之契約法上屬性

(1)概述

在工業4.0中機器間進行相互自動溝通、進行自

動化的行為。若機器之間的溝通，其所有權或占有

人分屬不同自然人或法人者，即生溝通法律效力之

問題。特別是此種溝通之具體內容，流程和時點，

在具有自學或自我調整能力的機器上，是操作人員

事先難以預測的，自動化生產鏈和自動化網路工廠

亦同。若機器間出現不正確的通訊傳輸，可能引起

相當大的經濟損失。

依德國民法原則，法律上之意思表示乃透過自

然人對自然提出。亦即：一個人對另一人發出意思

表示。這種表示最初是將其視為本身所發出，並在

特定條件下可授權由其他自然人或法人代為。

(2)相關法律問題

自動「機器表示行為」是否意謂以及如何體現

其係法律上重要的（意思）表示，以及所生法律效

果應歸屬於何者？

「機器表示行為」應如何有效作成；以及意思

表示到達之時如何認定？此處有無民法總論之適

用？「機器表示行為」之內容何時可認作機器所有

權人、占有人或經營者所為之表示內容，其範圍如

何認定？

未受預期之機器通知（機器表示行為），意思

表示之受領人對機器所有人、占有人或操作人員是

否有某有種審查或通知義務？機器所有權人、占有

人或者經營者可否撤銷不正確意思表示，或除去其

表意效果？撤銷後有何法律效果？以下將以幾個方

向提供思考。

(3)爭點分析與行動建議

A.法律效果之歸屬(Zurechnung)

「機器表示行為」乃為機器操作人員，將機器

表示行為發出之表示行為，即便操作人員對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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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預見，亦有拘束效果。（例外：除明顯可辨識之

表意內容瑕疵）。表示行為的內容與其責任取決

於，意思表示受領人在考量當時所在環境下如何進

行理解。表意內容可以預先通過契約確定參數，並

依此對機器反應賦予或不賦予相應法律效果。機器

占有人用這種方法事先以程式安排表意行為，並可

將該表示算做機器占有者所為之表意行為。

B.責任(Veranwortlichkeit)

在法律上，「負責」對於意思表示而言，即在

與表示內容相同之範圍內，負擔保責任。用於工業

4.0場合，以機器進行意思表示之發出，指的是由契

約一方當事人使用自動系統締結契約，或將自動系

統帶入契約，並應以其為整體，負有履行雙方合意

之內容之責。

C.意思表示的瑕疵(Fehlerhafte Erklärung)

即便意思表示有瑕疵，表意行為作成之人仍應

負責。表意效果只能依一般規定解除之（透過撤

銷）。對於機器生成的表意行為，表示行為人之責

任無法被解消。表意行為發出人，在必要的條件

下，僅得對第三人主張。（對機器製造商請求賠

償）。

D .機器表示行為之受領( E m p f a n g  v o n 

Maschinnerklärung)

以契約事先約定相關之機器表示行為內容在此

即有重大意義，受領人應依該契約條款確認通知之

送達時點、通知內容如與先前約定有異，亦應對相

對人指出，以此原則來處理受領時發生之爭議。

7.智慧製造損賠責任判斷

(1)概述

德國法原則上僅以自然人為責任主體，通常以

一個自然人的不法行為作為前提（僅在可歸責之狀

況下負責）。由於工業4.0的特點恰恰在於機器間之

相互自動溝通之過程，自然人有時很難被認為係某

行為的發動人和肇事者。更困難的是，如何因某台

機器之瑕疵或失誤而將責難指向某自然人。

此外，在機器自動化作業流程中進行人為干預

之可能性往往是有限的在工業4.0資料交換過程中，

使用者通常無法介入取得資料；且某種程度上使用

者失去資訊自我決定和控制權。法律問題在於，應

維持現行締約過失責任，抑或在強化產品責任、危

險責任或運營者責任？

運用針對性的巨量資料蒐集以及部分僅係附帶

產生的資料，以優化產品和服務的改良以及依個人

喜好之客製化產品。但是這亦有可能是損害原因之

所在，例如，優化失敗、無效投資或企業無法進入

市場。然而，鑑於在巨量資料分析的結果難以追蹤

因果，責任歸屬顯得更加困難。數據在同樣狀況下

不能再次蒐集以確認其準確性。若無法在所蒐集之

數據中找到原因，而只能以不適當之方式、或不完

善的分析方式證明之，再加上往往涉及模糊的趨勢

分析或其他預測，使得對於產品品質的要求往往難

以確定。

(2)相關法律問題

不同的網絡系統相互作用和大量運用工業4.0所

生產的智慧產品大大增加產品損壞的可能性。在此

情形下是否可導出新的責任法上原則，即成問題。

為澄清工業4.0可能承擔的責任，首要調查何種形式

的技術故障可能是明顯造成的損害的原因：

A.M2M(Machine to Machine)通訊中斷（因中斷

造成，如生產流程中斷、因電子追蹤中斷造成貨物

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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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智慧產品因「人工智慧」的故障（例如，

在智慧家庭中控制元件缺陷導致凍傷、或引起火

災）

C.蒐集或詮釋分析錯誤或不完善的資訊（例

如，由於缺乏藥品供應造成人身傷害的醫院）。

此外，還需要區分不同的責任制度：契約瑕疵

擔保責任、過失侵權行為、生產者的過失責任，無

過失產品責任和危險責任。有疑問者厥為工業4.0下

對於製造商與使用者的責任是否有較高的要求與品

質保證。更進一步，應該如何分配的工業4.0個別技

術使用者之責任，以及當造成第三人傷害/損害時製

造商與使用者的共同責任？是否應該為自動化系統

創造新的產品責任類別？

(3)爭點分析與行動建議

A.現行法制基礎：

工業4.0中的個別技術並非新創，依現行法律工

具已經能夠加以評價與分類。重點毋寧在於運用現

行責任法，對應工業4.0中的產品瑕疵與錯誤行為的

劃分，並考慮運用升高責任危險。工業4.0中的數

位化流程，透過對資料蒐集之事先規範，使登錄系

統、資料變更和流程變更有共同的執行規定。事後

並可加以查證，造成損害的原因與程度，與對損害

應負責之人。而為進行查證，對於契約一方賦予相

應的查核權限以及登錄資料庫之權，從而亦保障他

方當事人之資料。

B.損害歸因：

縱令在特定情況下無法立即查明損害原因，然

而其往往牽涉到前經某人所設定之瑕疵軟體，導致

故障、有缺陷的產品進入流通或置入到錯誤的設備

中。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將因果關係連接到某

特定個人。僅自然人的行為可認作責任的連結點，

故責任的歸屬就提前轉移到應負責任的流通行為或

使用的決定上，而不再取決於後面機器為自主決策

而造成事故之行為上。衡量責任之標準是取決於從

製造商或其後的利用者對於損害因果關係的可預見

性(Vorhersehbarkeit)。另外，風險傾向的預測可能

性以及相應措施的認知可能性亦可作為衡量標準。

此方案可行處，在於儘管最終機器「自主/自動」

(Autonomie)生產，但由於所有操作都已經用控制軟

體事先設定，若僅僅設定機器生產，則機器只會執

行生產任務而不至有其他動作，這種情況下發生其

他意外狀況則僅能因為缺乏可預測性而無法歸責任

何一方。

C.不明因果關係下的責任：

因為在複數企業在工業4.0中的合作，或多數自

治/自動系統的相互作用，往往對失誤或錯誤的單一

原因之確定及歸責相當困難。為此，民法(BGB)第

830條第1項第2句的規定，所有可能的應承擔責任者

負連帶責任。唯此規定僅適用於侵權行為，即契約

責任不在此限。

對於契約責任若不明因果關係，最好事先以契

約確定內部責任如何分配，例如，依照創造價值的

比例、依照因果關係上貢獻程度、或依契約中出資

比例來定其責任比例。

D.品質保證越來越重要：

因產品責任係由法定且不得限縮，故應高度重

視品質保證。品質保證的程序，應該包含資訊安

全，應該納入定期的功能測試和第三方查核。 

參、結語

整理歸納德國在推動工業4.0發展以來所遭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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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議題的挑戰以及該國對現有爭議所提出的初步

解決方案，可知德國的諸多強勢產業，面臨工業4.0

的數位化之法律挑戰，核心在於自動化機器設備的

行為、資訊安全、資料保護、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

密等課題上。其短期內之因應解決之道，對於我國

製造業智慧化後之法規應該如何調適，可供企業與

政府參考。

一、有關自動化機器設備的行為

在工業4.0的脈絡下，以機器進行意思表示之

發出，在特定情況下，表意內容若可預先通過契約

確定參數，並依此對機器之反應賦予或排除特定的

法律效果。據此將其認作機器所有權人或占有人之

表示行為，並應以其為契約之一部，負有履行雙方

合意之內容的責任。至於自動化系統下之損害賠償

責任，在我國現行法制下，與德國法之解釋情況相

同，目前應維持現行之締約過失責任，至於是否提

升至產品責任、危險責任或營運人責任則有待實務

發展。

二、資料之所有權與流通利用

工業4.0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透過產業的深度

數位化與智慧化，整合產業鏈的兩端，以創造出最

高的產值並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因此各個參與者—

包括製造業者、中下游供應商、以及消費者等—之

間在資料的利益上不一定是相衝突的。有鑑於此，

以歐盟與德國為例，目前各界意見大致趨向認為可

先透過當事人間之契約約定預為安排，例如在契約

中將原資料權人之返還請求權加以排除，或是以正

面或負面表列排除特定的使用目的。倘於此等實踐

發展之後仍認有必要，再考量透過立法予以特別規

範。另一方面在可能涉及個人資料的情況下，依循

「隱私始於設計」或「隱私始於預設」，藉由前置

的技術設計降低資訊自我決定權的潛在風險，或如

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中之「資料節約原則」—除非

必要，否則不蒐集與利用資料，亦為可避免後續訟

爭之方式。

三、資訊安全與應用程式或軟體之風險管

控

作為歐洲邁向數位單一市場的法制基礎建設，

歐盟通過之網路與資訊安全指令，其在立法邏輯上

優先考量軟體、產品以及系統的本質與特性，並以

這些特性為基礎來架構資訊安全的注意義務。歐盟

指出，部份應用程式或是其他軟體可能也會造成潛

在的安全性風險，但依目前的歐盟架構尚無法進行

有效討論，以及那些當未來允許大規模測試時所產

生的法規議題。不過，如個資保護般，採取所謂的

「安全始於設計」或「安全始於預設」，或為選項

之一。為增加資訊的安全性，亦可透過專用的通訊

管道與資料儲存中心聯絡，並予以個別加密和認

證。此時因為只有企業網路的資訊中心方可與外部

第三方相連，所以能夠免於遭受攻擊、惡意軟體和

受病毒感染的設備。

四、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

工業4.0是傳統產業的深度數位化與智慧化，而

數位化與智慧化必然與互通性之程度呈正向關係，

而這也提高營業秘密的損失風險。作為控管風險的

手段，企業對勞務契約應更著重於和特定員工締結

有效的保密條款與競業禁止要求，並應檢視現有之

勞務契約內可能欠缺實效的條款。在此同時，保密

協議(NDA)或懲罰性損害賠償之約定，亦屬可考量採

取之方式。

本文接續洪政緯，「智慧製造環境下之法規調

適－以德國工業4.0之發展為中心」，智慧自動化產

業期刊9月號之內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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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Bitkom, Rechtliche Aspekte von Industrie 4.0 

(2016), https://www.bitkom.org/Bitkom/Publikationen/

Rechtliche-Aspekte-von-Industrie-40.html (last 

visited Nov. 10, 2016)；2016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Hannover Messe 2016）上，工業4.0平台負責法

制框架小組之德國聯邦資訊經濟、電信和新媒體

聯盟(Bitkom)出版「工業4.0的法律觀點」指南，

旨在盤點工業4.0相關法律問題，例如，資訊使用

權利，資料保護，智慧財產權或法律責任等，同

時亦提供初步答案和行動建議（完整版指南將在

2016年底發行）。該指南特重數位商業(Digitale 

Wirtschaft)模式下的法律制度，沿工業4.0產業價

值鏈(Wertschöpfungskette)研究，並尋找相關法律

的解答和實務操作指引，並兼重訪談企業和IT產

業決策者意見，故係兼顧產品生產端和消費端意

見所提出之整體看法。

2.德國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區分為屬於個人權

利之著作權；與非屬個人權利而屬企業或公司之

工商業權利（gewerbliche Schutzrschte）。本文所

指智慧財產權係特指除著作權外之專利權、商標

權等。

3.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BDSG)第3條第1項。

4.在工業4.0的脈絡下，有關的「機器生成資

料」（Maschinedaten）諸如：關於機器或在某些

機器元件在特定環境條件下（如溫度壓力）之行

為資訊，或關於生產製造流程中進行的訊息。

5.即無法再連結、辨識、特定到具體個人之

資料。

6.§15 Abs.3 TMG

7.依我國專利法第104條規定：「新型，指

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

或組合之創作。」；又，專利法第94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規定：「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新型，

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新型專

利：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

二、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8.Council Regulation (EU) No. 1257/2012, 2012 

O.J.( L 361) 1,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DE/ALL/?uri=CELEX%3A32012R1257 

(last visited Nov. 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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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雲端服務架構，整合工具機控制器進行

資通訊資料格式，支援市售8成以上之工具機CNC控

制器、PLC控制器之雙向溝通。 

•具備ServBox、ServAgent及ServCloud三者，作

為精密機械感知加值服務之雲端中介軟體，分別負

責資料溝通、資料前處理及應用服務管理之機能。 

•採用兩階段遠端監控技術，保護客戶資料，

兼顧遠端客戶服務之網路通道。具備適應用資料儲

存技術，可兼顧結構性與非結構性資料之索引、搜

尋與儲存，解決異質資料存取問題，提昇工作效

率。 

•應用服務-Energy Monitoring and Hybrid Data 

Acquisition：研發工具機能源管理應用服務，使加工

前可預知與模擬所需用電量，供管理人員管控加工

用電量之參考。融合式資料擷取裝置，利用工具機

之暫態資訊，修正與補償來自震動加速規及溫濕度

計之感測訊號，確保前端感測訊號之完整。

Energy Monitoring and Hybrid 
Data Acquisition  Mechanism on 
Servolution

精密機械電量監控及融合式擷取技術 功能特性

•支援市售8成以上CNC、PLC控制器之資料雙

向溝通，可提供工具機使用者(汽機車零組件業、金

屬切削業者)，一個工廠即時管理與智慧化的整體解

決方案，可於其上掛載不斷研發之感知加值服務。 

•融合式資料擷取裝置，透過頻率轉換機制分

析感測器頻域特性，建立後端知識庫，用於濾除環

境雜訊提升資料擷取裝置之訊號信雜比，機台閒置

時期可消除機台零點訊號，機台運作時期可以消除

非主頻感測訊號。 

使用情境

 •ServBox置於工具機近端，以ethernet方式與工

具機連線。資料擷取後經網際網路送往ServCloud，

先經由ServAgent進行資料前處理後，與上層應用服

務溝通。 

•工具機使用者與管理者可透過Servolution應

用服務，即時管理線上機台，例如可利用稼動率統

計，即時了解目前線上機台效率不佳者，並直接分

析不佳原因來自機台或人員，並對應根本原因，即

時下達對策。本產品可搭配各式智慧工廠之應用服

務，例如零組件健康預測等，為生產力4.0之管理打

下環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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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單位：中區產業服務處

洽詢電話：02-66072398

•精密機械電量監控及融合式擷取技術，透過

智慧電表擷取機台總量、主軸、伺服用電量參數，

經由後端監控平台建立各種加工周期之用電量履

歷，掌握用電量上限並提出警告訊息。

應用領域

 金屬切削業者、汽機車零組件業者、航太零組

件業者。

 參考客戶 

 如設備廠、汽車零組件業者等加工廠及設備

廠。採用ServBox，利用「非侵入式數據透明化技

術」收集工廠內各種訊號包含控制器、感測器、資

訊系統等，ServAgent提供多種分析工具可快速發展

不同分析應用服務，ServCloud匯集各種訊號，並透

過「可擴充式分析服務掛載機制」持續增加不用分

析應用服務，將匯集之訊號轉換為有用之資訊，協

助管理人員在不同情境下決策使用。

 本產品主要提供一智慧防救災聯網系統服務平

台，本平台已串接NCDR、中央氣象局等區域預警資

訊，可透過各式媒介(E-mail，通訊軟體)直接提供預

警功能，另外，本平台中亦介接現地型地震儀、雨

量和水位計，可提供工業區的工廠區域型的預警。

其次，本平台更提供完整的即時監控網管系統，在

用戶端傳輸控制管理的部分，本系統提供了即時監

控的技術，在平時無嚴重災害的情況下，可以將各

場域的現地型地震儀、雨量計和水位計等儀器的資

訊，透過乙太網路傳輸至後端的管理系統，以便即

時觀測和分析未來可能發生的災害，而在發生重大

災害，乙太網路系統遭到嚴重破壞時，本系統中的

各感測器可以透過VHF緊急傳輸災害的訊息給各重

點防災單位。

功能特性

 •可透過VHF或是其他無線通訊設備接資訊 

•移植性高，可跨作業系統運作 

•提供Web-Based系統框架，易於遠端控制 

•提供網路層複雜事件引擎 

•網管技術(Web Service + Struts2) 

•提供屬地(Location- Based)服務的功能 

•感測設備與通訊界接控制模組 

•可透過Modbus，SNMP接收感測器資訊 

智慧防救災聯網系統服務平台

Wireless Intellig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Disaster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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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傳輸控制管理技術 

•用戶允入控制與管理技術 

•乙太網路或USB介面與外網及應用服務平台

聯通整合 

•緊急事件處理管理 

•透過外網(如網際網路)連通至智慧防救災在地

應用服務平台數位訊息傳輸設計與整合

使用情境

本產品應用於桃園市大樹林社區與龜山工業

區防災需求上，藉由設置地震/雨量/水位/水流感應

器，以無線即時傳遞預警資訊給社區民眾與相關單

位（消防隊/警察局/工業區服務中心/里民辦公室/社

區活動中心），作為災害應變，減低工業區廠商受

到地震與水災的損失。相關技術可應用於廠區環境

監控和災害預警通知。

此外，本系統平台和延伸應用亦可使用於各式

感測器的監控上，不限於地震和水情，未來會結合

消防系統，以達到主動式預警的效果。

透過應用服務平台中的網管系統，遠距離監控各現地型地

震測站上的設備情況。

本系統服務平台中主要Gateway硬體系統架構的一個示範

說明，其中Gateway中提供無線通訊的介接，並以Web-

Based系統框架，實現完整的操作界面。

應用領域

消防領域、水土防災、防災資訊、大地防災、

產業防災、智慧園區監控

參考客戶

樓宇管理系統商、保全系統商、消防系統商、

監視系統整合商、智慧家庭設備供應商

洽詢單位：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 

洽詢電話：02-6607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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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源使用效率。

應用領域 

 •電力負載管理端之自動需量管理服務。 

•工商用戶之需量總量管理服務。

參考客戶

台灣電力公司、元智大學、成功大學、核能研究所 

洽詢單位及電話: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

02-6607-3615

SAVE 自動需量反應系統符合 OpenADR 國際

自動需量反應技術規格，並自 2013年起連續取得 

OpenADR 2.0 A/B VTN/VEN共四個OpenADR認證，技

術與美國、日本等電業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SAVE自動需量反應系統包括OpenADR VTN需量

管理伺服端，及OpenADR VEN需量管理用戶端兩部

分。本系統已經在中央大學、元智大學、台電綜合

研究所及核能研究所等場域進行場域實測，實際驗

證系統之穩定性，並可於用電尖峰達到10%以上之

負載抑低效益。

產品特色

 •OpenADR 2.0A/B VTN/VEN PULL/PUSH 認證 

•具備直接負載控制 DLC(Direct Load Control) 之功能 

•提供卸載事件內容與排程處理設定之功能 

•完成支援卸載資訊回報等 ADR Reporting 功能

應用情境 

當電力系統供電不足或突發事件且為維持電網

運作，透過尖峰電價或獎勵措施並透過本系統與用

戶端進行協商，於指定日期、指定時段減少約定需

量，將過去被動誘導用戶配合，轉變為主動降低負

載，一方面可在電力供應不足時，執行即時用電卸

載 (KW)，使電力能持續供應，另一方面可以在有電

力供應前提下，進行節費節電管理 (KW/h)，進而提

SAVE Automated Demand 
Response (ADR) System 

SAVE自動需量反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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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物把持規劃技術

技術介紹

機器人異形物把持規畫技術，其優勢在於取代

傳統教點抓握方式，減少人員現場操作及夾爪開發

時間。此技術可匯入待把持之工件圖檔，隨機點選

吸取位置，並進行端效器（多自由度向量吸爪）之

3D運動模擬，自動生成端效器運動指令。另外，此

技術可結合PMC獨創之專利技術，以向量吸力進行

3D物體表面之吸取規畫。

技術特色

1.可整合機器人作業單元週邊自動化設備達到

全系統模擬及工作規劃之功能。

2.可離線進行程式編成、運動模擬（3D模擬介

面），可適用於未來少量多樣彈性生產結構。

3.可直接匯入圖檔，能隨機點選吸取位置，並

搭配多自由度向量吸嘴，減少教點時間。

可應用範圍

 1.多自由度端效器/工業機器人應用。

2.組裝作業單元系統解決方案，適用於組裝等

產業需求。

The Robot Gripping Planning for Alien Substance

夾爪運動規畫模擬

洽詢聯絡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陳哲堅     (04)2359-5968轉738 / e9811@mail.pmc.org.tw

所具備基礎建議

•設備 �機械手臂、末端致動器。

•專業 �C++程式語言開發環境、機電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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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介紹

 本開發為具有七個自由度之機械手臂，各軸皆搭配

伺服馬達進行驅動，臂長為669mm，手臂本體

重量約為45KG，荷重可達3KG，重複精度為

±0.05mm。

技術特色

 本開發七自由度多關節型產業機器人，相較於

末端6個拘束條件多出一冗於自由度，因此可達較靈

活、較具空間效益之運動特性。

可應用範圍

1.自動化生產線及自動化作業單元整合。

2.搭配手臂進行自動上下料。

所具備基礎建議

 •專業 �機電工程師、機械工程師。

手臂外觀圖及各軸角度極限/速度表

七軸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

Seven-axis Articulated Robot Arm

 

 

 

 

 
 

 

六軸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

Six-axis Articulated Robot Arm

手臂外觀圖及各軸角度極限/速度表

技術介紹

本開發為具有六個自由度之機械手臂，各軸

皆搭配伺服馬達進行驅動，臂長為706mm，手臂

本體重量約為40KG，荷重可達5KG，重複精度為

±0.03mm。

技術特色

本開發為輕窄型六軸機械手臂，其內部可搭配

不同廠牌伺服，且相關I/O訊號與管線均內藏式設

計，並可依據實際需求來調整相關規格尺寸，以滿

足客製化規格。

可應用範圍

1.自動化生產線及自動化作業單元整合。

2.搭配手臂進行自動上下料。

所具備基礎建議

•專業 �機電工程師、機械工程師。

歡迎洽詢
聯絡人：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林俊村    (04)2359-5968轉718 / e9635@mail.pm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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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德國自2011年漢諾威自動化工業展發表「工業4.0」概念至今，不

僅逐步從落實硬/軟體產品整合(CPS)，到產業整合(Smart Factory KL)，使自

身成為工業4.0的領先供應國，成為歐洲首先由數位化進而促進經濟成長的

國家。於今(2016)年4月落幕的德國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更結合

德國聯邦信息經濟、通訊和媒體協會(Bitkom)、德國標準化學會(DIN)、德

國電氣電子和資訊技術委員會(DKE)、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VDMA)

以及德國電氣工程和電子工業協會(ZVEI)等機構，宣佈組成「工業4.0平

台」、「工業4.0實驗室網路」和「工業4.0標準化理事會」3大平台，期望

通過主導數位化產品的相關標準化進程，並協調其在德國和全球範圍內落

實，持續引領工業4.0發展。

特約記者 陳念舜、智動協會

圖1.2016.09.06智動協會卓永財

理事長、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鄔賀銓理事長、中國電子工業

標準化技術協會胡燕理事長和

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

陳瑞隆董事長共同簽署「海峽

兩岸推動智慧(能)製造共通標

準制定合作備忘錄」

帶領產業邁向智慧製造
智動協會領頭兩岸共通標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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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業4.0平台」，係在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部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與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部長萬卡(Johanna Wanka)倡導下成立，為一負責具體

推進工業4.0進程的協調機構，其下設若干個專門工作小組。而新設立的「工業4.0

標準化理事會」將不依附於工業4.0平台，將其組織機構設置在德國電氣電子和資

訊技術委員會之下。

另由美國主導的物聯網趨勢(IoT)，也與智慧製造、智慧機器人、綠色製造

等，被共同納入工業4.0領域。在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UL)最近發表《物聯

網白皮書》，探討物聯網的相關應用和具體技術，並分析當前國際標準的發展現

況時，也點出欲部署物聯網，須基於一批能促進成長的技術，包含通信網路和協

定、硬體設備和零組件(如感測器)、無線充電技術和軟體。

「物聯網未來最大的潛在成長空間，很可能是來自於各種技術應用，從商

業、工業環境到醫療保健和公共安全等。國際標準的制定與整合，將是物聯網進

一步發展的關鍵。」UL說，在短期內，現行過多的標準可能成為一大障礙。為了

支援物聯網的普及發展，目前國際獨立標準制定機構如IEC和ISO已投注其中，長

期來看，將有助於標準的整合與統一。

而中國大陸為提高製造能力，以期趕上德日等強國， 2013 年中國工程院啟動

「製造強國戰略研究」重大諮詢專案。經過 50 多位院士和 100 多位專家一年多的

調查研究，提出實施「中國製造 2025」的建議，明確訂出中國成為製造強國的階

段性目標、各項指標和戰略對策。2015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國製

造 2025」推動方案。「中國製造 2025」成為橫跨兩個五年計畫（包括 2016~2020 

年之十三五規劃與 2021~2025 年之十四五規劃）成為製造強國之十年中長期策略

計劃，明確大陸製造業「由大到強」的「三步走」發展路徑，規劃主力推動十個

重點領域，包括高階電腦化機械和機器人、航空設備、再生能源汽車，以及生物

醫藥等。

中國大陸國務院依據《中國製造2025》政策，成立《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

小組》，同時，由工信部裝備司成立《智能製造綜合標準化工作組》，梳理、研

究與制定相關的標準框架與標準體系，2015年7月，工信部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

(簡稱電子四院)已完成《2015智能製造標準體系研究白皮書》，逐步地從標準、

關鍵技術與產業升級轉型需求全面來推動，極力促使中國製造業彎道超車，期於

2025年讓中國蛻變為製造強國。



70 71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6/12月號

Industry Trend
產業脈動

臺灣製造業相較於中國製造業品質穩定具信譽且具良好國際口碑，並有中上程度

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然而臺灣傳統產業近年來面臨製造業升級的挑戰，現階段臺灣製

造業產品附加價值率低於先進國家；生產代工也多以中間財為主，缺乏自主品牌；加

上臺灣內需市場過小，廠商投入研發的邊際效益不高，除非要能走出去開拓國際市

場，才能有經濟規模。

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政府已擇定「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

技」、「生技醫藥」及「國防」五大創新產業，作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

心，首先通過「智慧機械推動方案」，以過去精密機械推動成果及我國資通訊科技能

量為基礎，導入智慧機器人、雲端、大數據、物聯網等智慧技術，建構臺灣智慧機械

產業新生態體系。 

不論是德國工業4.0、中國製造2025或是台灣智慧機械推動方案，標準化是提升製

造效率、拓展全球市場的重要基礎，因此需要政府、公協會與業者通力合作，融合智

慧製造、物聯網、雲端及大數據、虛實整合彈性生產等技術，尤以人機協作、機器人

與其他設備間的語言、通訊等溝通介面為發展重點。目前臺灣也積極建立智慧製造(含

機器人)標準化體系，透過研擬新標準、建立檢測驗證作業規範、制定產品驗證標章，

幫助了使用廠商辨識優質產品，同時協助製造商提升產品品質，進而推動產業升級與

市占率。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以下簡稱智動協會）率先投入、整合國內產學研

能量，建置智慧製造與機器人產業標準化平台，2014年年底正式成立TAIROA標準委員

會，並於標準委員會下設立機器人和智慧製造兩個技術小組並展開各工作小組，以推

動智慧製造和機器人標準制修訂，在標準編修過程即廣納專家、業者的技術意見，並

透過層層分工、確保產業標準內容的嚴謹度及可行性。並積極與對岸標準組織與研究

單位交流合作，推動兩岸共通產業標準，期望藉由兩岸攜手合作、接軌國際，使台灣

業者更有機會開拓中國和國際市場。

2014年開始，智動協會首次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CRIA)進行合作，雙方就兩岸

市場與技術拓展簽署合作備忘錄，開展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研究、展示會活動、

論壇交流和標準制定。同年7月，雙方於上海辦理「兩岸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產業論

壇」活動，以落實雙方合作基礎；12月，中國工信部來台辦理「海峽兩岸高新產業研

討會」，會中工信部裝備工業司王衛明副司長主持工業機器人主題，中國由中國機器

人產業聯盟(CRIA)姚副祕書長領隊共12家機器人領域廠商參與，與智動協會和相關產



70 71

業專家進行座談交流，會中達成聚焦產業發展及以雙方優勢項目積極合作，首先開展就是兩岸機器

人展會和聯盟標準。 

隔年9月，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CRIA)在北京正式完成簽署兩岸機器人標準工作合作

備忘錄，正式開展兩岸機器人共通產業標準討論。2016年5月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CRIA)

舉辦『機器人與設備標準兩岸論壇』中，兩岸專家分別就機器人控制器、視覺、拋光機器人、溝通

介面共4項標準提出想法及建議，並由智動協會理事長卓永財，與陸方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郝玉成副

秘書長，共同為兩岸機器人標準專家小組結盟揭幕。同時在機器人檢測驗證方面，台灣由智動協會

與工研院、精機中心、電檢中心等3個實驗室合作，陸方則結合上海、廣州、瀋陽、重慶、蕪湖和中

國軟件7個國評中心進行機器人產品檢測驗證工作，雙方正式簽署兩岸認證機構及檢測驗證實驗室合

作備忘錄，以期達成兩岸驗證實驗室產品檢測數據相互認可、產品認證結果相互採信、機器人認證

標章相互使用授權等作業目標，協助兩岸機器人產品品質提升，擴展國際市場。

圖2. 2015.07.17 兩岸機器人標準交流會議。

圖4.2016.03智動協會偕同工研院、精機中心、和電檢中

心三檢測實驗室拜訪廣州國評中心並參觀實驗室。

圖3.2016.03智動協會偕同工研院、精機中心、和電檢中心

三檢測實驗室拜訪上海國評中心並參觀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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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進行聯盟間和產業標準合作，智動協會另

依循兩岸ICT產業標準交流模式，以華聚平台推動兩

岸智慧製造共通標準制定。2015年藉由華聚基金會

所舉辦之第十二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

論壇」，兩岸雙方提出在智慧製造標準領域合作的

建議，經過多次研究討論，雙方同意在論壇既有基

礎下，成立智慧(能)製造分論壇。

因此於今(2016)年9月在哈爾濱舉行第十三屆

「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首度成立

智慧(能)製造分論壇，並由卓永財理事長代表智動協

會與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

術協會和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共同簽署

「海峽兩岸推動智慧(能)製造共通標準制定合作備忘

錄」，為兩岸智慧(能)製造產業合作展開新的篇章。

卓理事長表示，標準為兩岸邁向智慧製造的基礎，

兩岸應以「書同文，車同軌」的合作策略建立共通

標準，不管是人與人相聯、人與機相聯或機與機相

聯的技術和設備，兩岸因擁有相同語言，將可透過

合作創造高產值與附加價值；協會也將扮演重要角

色，以推動建立共通標準，最終可發揮1+1>2綜效，

提升全球競爭力。

而在本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

壇」智慧(能)製造分論壇中，兩岸專家達成 3項共

識：1.成立智慧 (智能)製造分論壇專家委員會，共同

開展相關標準的調研、討論及推動工作；2.雙方就

機器人檢測、驗證 (認證)、技術及標章 (商標)討論

合作，並研討標準共通、標章 (商標)互認等方面內

容；3.探索開展兩岸智慧 (智能)製造試點(項目)示範

合作等。因此兩岸首要成立兩岸智慧製造共通標準

專家委員會，並於今(2016)年11月22日於北京共同擬

定共通標準合作項目與內容，以利後續開展工作計

畫與研商，期望早日開展兩岸智慧製造共通標準文

本討論，並落實到雙方產業與國家標準，以協助臺

灣業者進入中國廣大市場。 

未來智動協會也將持續引領國內製造產業透過

兩岸標準合作，擴大臺灣產業界的影響力和認可

度，並推進兩岸機器人技術創新合作，協助產業邁

向智慧製造實現兩岸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目標。

圖5.2016.05.16由智動協會標準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所鋐及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副秘書長兼國

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常務副秘書長姚之駒，正式簽署兩岸認證機構及檢測實驗室合

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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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2014.04.09   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4.07.10 於上海辦理 2014 兩岸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產業論壇活動。 

2014.12.09 工信部來台辦理 2014 年海峽兩岸高新產業研討會，達成聚焦產業發展及以雙

方優勢項目積極合作，兩會將優推動兩岸機器人展會及標準。 

2014.12.02 智動協會成立標準委員會。 

2015.03.16 智動協會召開第一次標準委員會議，確認機器人標準項目先以驗證機制、Robot 

安全標準、通訊介面標準、Robot 軟體規格等為主。 

2015.06.25 智動協會召開第二次標準委員會議，確認臺灣在智慧製造(包含機器人)領域將

以華聚基金會之兩岸 ICT 產業標準交流模式，作為兩岸智慧製造(包含機器人)

共通標準制定平台。 

2015.07.08 智動協會於上海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討論確認兩岸標準交流會議議題及

方式。 

2015.07.17 邀請中國機器人聯盟及大陸相關廠商，於臺灣辦理兩岸機器人標準交流會議。 

2015.08.21 智動協會拜訪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標準小組，討論兩岸機器人標準工作小組

會議議程及討論項目。 

2015.09.08 大陸工信部李巍司長、李北光副司長及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劉秘書

長等來台，智動協會說明兩岸機器人標準執行狀況，並希望促成智動協會與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共同制定兩岸智能製造共通標準。 

2015.09.10 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於北京討論兩岸機器人合作備忘錄，及討論

機器人標準內容及執行時程等，並於 2016.11.27 由雙方代表完成簽屬。 

2015.09.11 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及智動協會拜會工信部，說明兩岸機器人標準工作現況

及階段性工作目標。 

2015.09.17   智動協會辦理第三次標準委員會，報告兩岸標準鏈結作法及現況，同時將提

案設立智慧設備技術小組。 

2015.09.22 參加第 12 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與工信部和中電標協等進行

交流。 

2015.11.27 由華聚基金會安排拜訪工信部懷副部長討論兩岸智慧製造標準合作後續作

法，會中工信部支持華聚提出之兩岸智慧製造標準合作建議，並指示由科技

司牽頭協調裝備工業司、電子司等單位，提出合作方式與分工建議，共同推

進，相關訊息由國際司(港澳台辦)做為與華聚之對口；智慧製造領域廣泛，建

議雙方初步可聚焦機器人、高檔數控機床(工具機)兩大領域之標準進行討論，

之後再細化合作項目。 

2015.11.27 智動協會拜訪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討論兩岸機器人標準成立專家小組作業，

及 2016 年工作項目與工作展開。 

2016.02.19 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邀請，委員包含上銀科技、勤堃機械、正崴、新代

科技、研華寶元、智研、捷準科技、凌華科技、橋椿、和成衛浴、工研院機

械所、工研院工具機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精機中心、電子檢驗中心、交

通大學等產學研專家共 17 位。 

中國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則包含廣州數控、固高科技、廣東利迅達機器

人、瓿達（北美）機器人及浙江瓿達機器人、國機集團、北京航空航太、安

徽埃夫特、瀋陽新松機器人、唐山開元電器、南通振康等共 14 位。 

2016.03.02 台灣辦理第 1 次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會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光機器人、

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等 3 項標準草案。 

2016.03.14
~03.17 

智動協會偕同工研院、精機中心、和電檢中心三檢測實驗室拜訪廣州、重慶、

上海國評中心並參觀實驗室並參觀實驗室。同時討論機器人驗證標章互認，

及討論智動協會與國評中心簽屬合作備忘事宜。 

2016.04.18 拜訪大陸工信部，確定於 2016 年 9 月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設置 

智慧(能)製造分論壇，及成立專家技術小組持續探討後續工作議題。 

2016.04.22 辦理智動協會第 2 次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會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光機

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等 3 項標準草案。 

2016.05.04 辦理智動協會第二屆第 4 次標準委員會議。 

2016.05.16 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共同辦理生產力 4.0 機器人與設備標準工作

啟動會議及論壇活動，邀請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機器人標準專家委員及國評

中心共計約 18 人參與，會中將啟動兩岸機器人專家小組聯盟儀式，及簽屬驗

證實驗室合作備忘錄。 

2016.05.17 辦理 2016 年第 1 次兩岸機器人專家小組會議(台灣)，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

光機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機器人視覺等 4 項標準。 

2016.06.01 辦理智動協會第 3 次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會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光機

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等 3 項標準草案。 

2016.07.06-
07.07 

辦理 2016 年第 2 次兩岸機器人專家小組會議(大陸)，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

光機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機器人視覺等 4 項標準。 

2016.09.06 於第十三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與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和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共同簽署「海

峽兩岸推動智慧(能)製造共通標準制定合作備忘錄」 

2016.11.22 於北京舉辦兩岸智慧(能)製造共通標準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擬定共通標準

合作項目與內容 

參考資料

表一兩岸智慧製造(含機器人)共通標準交流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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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2014.04.09   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4.07.10 於上海辦理 2014 兩岸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產業論壇活動。 

2014.12.09 工信部來台辦理 2014 年海峽兩岸高新產業研討會，達成聚焦產業發展及以雙

方優勢項目積極合作，兩會將優推動兩岸機器人展會及標準。 

2014.12.02 智動協會成立標準委員會。 

2015.03.16 智動協會召開第一次標準委員會議，確認機器人標準項目先以驗證機制、Robot 

安全標準、通訊介面標準、Robot 軟體規格等為主。 

2015.06.25 智動協會召開第二次標準委員會議，確認臺灣在智慧製造(包含機器人)領域將

以華聚基金會之兩岸 ICT 產業標準交流模式，作為兩岸智慧製造(包含機器人)

共通標準制定平台。 

2015.07.08 智動協會於上海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討論確認兩岸標準交流會議議題及

方式。 

2015.07.17 邀請中國機器人聯盟及大陸相關廠商，於臺灣辦理兩岸機器人標準交流會議。 

2015.08.21 智動協會拜訪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標準小組，討論兩岸機器人標準工作小組

會議議程及討論項目。 

2015.09.08 大陸工信部李巍司長、李北光副司長及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劉秘書

長等來台，智動協會說明兩岸機器人標準執行狀況，並希望促成智動協會與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共同制定兩岸智能製造共通標準。 

2015.09.10 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於北京討論兩岸機器人合作備忘錄，及討論

機器人標準內容及執行時程等，並於 2016.11.27 由雙方代表完成簽屬。 

2015.09.11 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及智動協會拜會工信部，說明兩岸機器人標準工作現況

及階段性工作目標。 

2015.09.17   智動協會辦理第三次標準委員會，報告兩岸標準鏈結作法及現況，同時將提

案設立智慧設備技術小組。 

2015.09.22 參加第 12 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與工信部和中電標協等進行

交流。 

2015.11.27 由華聚基金會安排拜訪工信部懷副部長討論兩岸智慧製造標準合作後續作

法，會中工信部支持華聚提出之兩岸智慧製造標準合作建議，並指示由科技

司牽頭協調裝備工業司、電子司等單位，提出合作方式與分工建議，共同推

進，相關訊息由國際司(港澳台辦)做為與華聚之對口；智慧製造領域廣泛，建

議雙方初步可聚焦機器人、高檔數控機床(工具機)兩大領域之標準進行討論，

之後再細化合作項目。 

2015.11.27 智動協會拜訪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討論兩岸機器人標準成立專家小組作業，

及 2016 年工作項目與工作展開。 

2016.02.19 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邀請，委員包含上銀科技、勤堃機械、正崴、新代

科技、研華寶元、智研、捷準科技、凌華科技、橋椿、和成衛浴、工研院機

械所、工研院工具機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精機中心、電子檢驗中心、交

通大學等產學研專家共 17 位。 

中國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則包含廣州數控、固高科技、廣東利迅達機器

人、瓿達（北美）機器人及浙江瓿達機器人、國機集團、北京航空航太、安

徽埃夫特、瀋陽新松機器人、唐山開元電器、南通振康等共 14 位。 

2016.03.02 台灣辦理第 1 次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會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光機器人、

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等 3 項標準草案。 

2016.03.14
~03.17 

智動協會偕同工研院、精機中心、和電檢中心三檢測實驗室拜訪廣州、重慶、

上海國評中心並參觀實驗室並參觀實驗室。同時討論機器人驗證標章互認，

及討論智動協會與國評中心簽屬合作備忘事宜。 

2016.04.18 拜訪大陸工信部，確定於 2016 年 9 月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設置 

智慧(能)製造分論壇，及成立專家技術小組持續探討後續工作議題。 

2016.04.22 辦理智動協會第 2 次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會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光機

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等 3 項標準草案。 

2016.05.04 辦理智動協會第二屆第 4 次標準委員會議。 

2016.05.16 智動協會與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共同辦理生產力 4.0 機器人與設備標準工作

啟動會議及論壇活動，邀請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機器人標準專家委員及國評

中心共計約 18 人參與，會中將啟動兩岸機器人專家小組聯盟儀式，及簽屬驗

證實驗室合作備忘錄。 

2016.05.17 辦理 2016 年第 1 次兩岸機器人專家小組會議(台灣)，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

光機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機器人視覺等 4 項標準。 

2016.06.01 辦理智動協會第 3 次機器人技術小組專家委員會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光機

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等 3 項標準草案。 

2016.07.06-
07.07 

辦理 2016 年第 2 次兩岸機器人專家小組會議(大陸)，討論機器人控制器、拋

光機器人、機器人與工具機溝通介面、機器人視覺等 4 項標準。 

2016.09.06 於第十三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與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和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共同簽署「海

峽兩岸推動智慧(能)製造共通標準制定合作備忘錄」 

2016.11.22 於北京舉辦兩岸智慧(能)製造共通標準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擬定共通標準

合作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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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的研究報告指

出，全球2016年資訊系統產品的出貨量約為4.53億

台，相較於2015年衰退了8.3%。分析主要原因是全

球經濟景氣低迷，近年並沒有創新產品問世，反應

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以及平板電腦的全球市

場，也都呈現衰退的現象。而智慧型手機產業的表

現，由於蘋果公司iPhone的出貨量估計會較去年下降

3.9%，也將影響台灣代工產業的影響，僅有伺服器

的市場維持小幅成長趨勢。

為因應此波市場趨勢，勢必需重新尋找新的應

用市場及領域來延續產業發展，以解決產業的當前

主要產品需求都持續衰退的現況。

 而新政府的五大創新產業，由「智慧機械」首

先通過推動方案，其基礎就是台灣發展已相當成熟

的精密機械產業，其出口產值近年曾排名到全球第4

名，僅落後於傳統精密機械強國，包括德國、日本

及義大利，以2014年為例，工具機產業的總產值達

37.5億美元，居全球第7位，而每人工具機產值高居

全球第2位；工具機所屬之精密機械產業為我國創匯

產業之一，出口比例達80%以上，市場遍布全球5大

洲。

ICT技術提升精密機械產業附加價值

而資訊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是發展智慧機械的關鍵元素。比起

上述精密機械產業領先台灣的國家中，台灣具備豐

富、堅強的ICT技術能量及人才，是我國產業發展

上的一大特色。在全球工業4.0的浪潮下，資策會洞

察未來市場需求，積極協助業者將台灣精密機械產

業能量結合ICT產業技術優勢，搶佔「智慧工廠」、

「智慧製造」及「智慧機械」的全球市場。

圖一、資訊系統產品市場持續衰退   (資料來源：MIC, 2015)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中區產業服務處

處長 邱宏昇  組長 林志杰

組長 王孝裕  分析師 林慰捷

工廠資訊管理系統

洞察工業大數據 

精密機械設備效能大躍升

Servolution
創造智慧機械新效能

結合資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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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我國精密機械產業98%為中小型

企業，以中小企業的產業結構來看，業者必須精通

外銷、設計、組立與售後服務，很難做到面面俱

到。因此若將ICT技術及人才注入精密機械產業，不

只可望解決精密機械廠商當前所面臨的發展困境，

亦能在衰退的資訊市場當中找到新的商機。

Servolution 工廠資訊管理系統

而資策會與精密機械廠商合作，累積多年工廠

實際驗證，發展出具有協同智能的基礎建設平台，

建構整體解決方案「Servolution」。利用ICT技術掌

握工廠巨量資料，將工廠內各種訊號數據，轉換為

管理人員決策之可用資訊，提供關鍵製程資料之應

用服務解決方案。

更將機械運作狀況鉅細靡遺地轉化為即時生產

效率，並偵測設備異常現象和發掘出不良原因，提

升精密機械作業資訊透明度。從生產流程中找出改

善工廠作業效率的辦法，以系統化資訊，扮演臺灣

精密製造的良醫與顧問。

圖二、Servolution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原創)

 讓Report（報告）變Support（支

援），工廠效能大提升

用系統進行管理已非新鮮事，在半導體晶圓製

造廠、面板製造產業，甚至目前有規模的企業中，

都有足夠的資源與財力導入系統，協助提升管理效

能。但對於精密機械產業而言，在ICT技術應用與感

知加值運用之間，長期存在著缺口，以至於精密機

械產業無法順利進行價值鏈加值串聯。

資 策 會 發 展 的 跨 機 台 整 合 加 值 服 務 ， 以

Servolution蒐集生產流程中的資訊，建構智能化的

溝通管理平台。透過此平台串聯工廠內各機台的資

訊，使前端機台資訊可直接送往後端平台處理並進

行分析，讓工廠管理者及時獲得生產數據，擺脫過

去需等待報表產生後，才能解決問題的困境。以提

早因應、解決問題的Support（支援），代替檢討反

省的Report（報告），工廠生產效率自然大幅提升。

Servolution促成衍生公司，並獲國際大獎

肯定

透過Servolution創新解決方案及靈活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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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資策會衍生新創公司─科智企業，應用

科專研發成果，提供關鍵製程資料之應用服務解決

方案，改變工廠生產管理與智慧控制之效率，成功

切入近年來世界製造業之最大需求「智慧製造」市

場。

而科智企業也以Servolution成功榮獲2014APEC加

速器網絡高峰會暨創業挑戰賽英特爾大獎，前進矽

谷參加英特爾全球挑戰賽，在全球20個國家、最後

決賽的26支菁英隊伍競逐下脫穎而出，勇奪「網際

網路、行動、與軟體運算組冠軍」，展現臺灣軟、

硬整合的科技實力，成就臺灣之光。

如今，科智企業贏得英特爾肯定打開知名度，

獲得許多投資者、策略夥伴的目光及合作意願。

除獲得國發會創業天使基金，並與國內近40家大廠

如：臺中精機、發得、艾格瑪、協易等廠商洽談合

作。

科智企業所提出技術已可貫通支援市售80％以

上之數控機床（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控制器，並可支援可程式邏輯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控制器、自動化設備、搬運設

備及檢測設備之資料來源，實現機台監控且提高整

線產能，未來將繼續維持軟體研發動能，以創新資

通訊技術積極協助精密機械業者轉型，加速臺灣產

業升級，開啟未來無限寬廣之競爭力。

能源管理添新翼，Servolution再放異采

近年來全球節能減碳的意識上升，追求綠色能

源與環境永續發展，有效控制及管理工業用電量成

為當前發展智慧機械的重要課題，歐美各國政府倡

導製造業回流及推動先進製程技術升級勢，精密機

械的綠能化，成為主流關鍵發展技術。國際精密機

械大廠或系統整合業者亦已逐步發展節能解決方

案，如Mazak新世代控制器-SmoothX、OKUMA的

OSP SUITE、DMG-MORI的CELOS等皆在控制器中增

加上下界值之用電限制。

為銜接全球工具機能源管理之需求，資策會

2015年以能源管理技術結合Servolution解決方案，開

發CNC工具機能源可視平台技術，建構能源管理之

機台資訊整合平台，及應用導向中介軟體，透過ICT

技術提升精密機械產業附加價值與競爭力，符合產

業發展趨勢。

因應未來機械設備將納入全球能源政策管控項

目，資策會持續輔導國內產業，即時反應市場變

動，奠定國內業者能源效率管理能力。目前亦針對

汽車板金沖壓業者及大型沖床設備製造商，持續應

用技術成果，擴展至更多類型之機械設備及其加工

應用領域，加速帶動台灣精密機械國際競爭力，在

符合能源法規下創造出全新綠色商機。

完整掌握用電狀況，積極管理用電量

「CNC工具機能源可視平台」以用電環境分析

與應用為基礎，推動國內能源管理業者、產品生命

圖三、CNC能源可視平台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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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PLM)業者、

及生產管理系統整合業者與精密機械業者合作，解

決內部製程與用電量內容分析問題，發展出智慧化

感知加值服務應用軟體，增加精密機械業者附加價

值，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協助國內廠商快速切入精

密機械綠能應用市場。

為了解用電狀況以管理用電量，資策會精密機

械用電效率環境技術以300亳秒的擷取速度，擷取

99％的機台零組件用電量，可逐時、逐日、逐月提

供用電履歷資料。此外，為了能模擬用電狀況進而

深入能耗管理，亦開發精密機械用電效率仿真平

台，利用加工程式碼來預測工件用電量，並預先安

排用電分佈時間與用量，避免業者超出契約電量。

同時，亦開發出兩項用電效率的應用服務技

術，一為動態進給溫系統溫機模組，此模組應用於

CNC三軸綜合加工機，於加工時依溫機時間即時調

整CNC控制參數，能在相同定位精度狀況下降低溫

機時間，迅速提供適當切削溫度進行切削與加工。

另一項技術則為「CNC工具機暨節能同步優化

智能」設計，應用於我國工具機設備產業，以台灣

瀧澤科技做為驗證場域，進行機台負載用電量實

驗，累積主軸馬達與伺服馬達之用電資料，並發展

其工具機能源管理機能及用電量監控平台性能。可

協助工程師規劃出兼具能源效益及產能效益的加工

參數優化組合，完成CNC機台空載耗電特性分析、

三軸耗能模型，與實機驗證，並建立自動計算分析

之人機介面提供使用者分析的便利性並獲得優化參

數的建議值。

結合ICT技術垂直應用，以「1%的威力」拓

展智慧機械新商機

通用電器(GE)公司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傑

夫•伊梅爾特(Jeffrey R. Immelt)，在2015年的一場會

議當中表示，未來製造業將改變發展方向，設備和

分析能力必然相連；工業企業若想抓住機會，就需

要同時也是一家軟體分析企業。會中亦帶出了「1%

的威力」的概念，即效率雖僅僅提升1%，但是所帶

來的效益卻十分的顯著，他舉例1%的商用航空燃料

節省意味著300億美元的成本；1%發電效率提升意味

著節省600億美元燃料；1%石油勘探資本利用率提

升意味著節省900億美元支出，他稱此為「1%的威

力」。

因此未來ICT技術與精密機械設備緊密結合，發

展出產品的售後服務模式，將提供廠商遠距診斷並

可結合內部管理系統，在營運模式上，代理商將擁

有設備廠的知識支持，更能專心作好前端服務的角

色，拓展更大的商機；而設備廠則能逐步累積與分

析設備故障問題，進一步提供預測服務及機台設計

修正，據調查，每年售後服務成本約佔營收5~7%，

若能發揮「1%的威力」，將可有效提昇產品與品牌

形象，影響機台的銷售量及單價，直接推升我國設

備的品牌忠誠度，創造精密機械產業的新商機。

以ICT技術，創造垂直整合的附加價值，推動台

灣智慧機械前進，亦帶動資訊產業的發展。整合現

有台灣資通訊技術能量及累積多年的精密機械設備

知識，昇華台灣的工具機產業品牌形象。台灣精密

機械產業結合著資通訊技術與人才，搭配創新銷售

營運模式，在全球製造業的角色分工當中，找到屬

於我們的國際定位與產品特色！

連絡資訊 【林慰捷 分析師】jetlin@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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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未來館擴大營運

10月11日舉行開幕典禮
王若喬  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慶祝通過經濟部評鑑最高殊榮─國際亮點觀光工廠，祥儀機器人

夢工廠 未來館於2016/10/11擴大營運並舉行盛大開幕典禮，除了展示全

新千坪機器人展場，並提供英日雙語教學，引進日本正統機器人程式教

育。更與萊爾富超商攜手打造全台第一Life-ET ─智慧生活服務機器人，

預計搶進全台便利超商，讓機器人成為

智慧生活的一環。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未來館為結合

產業趨勢、教育文創、益智娛樂的機器

人觀光工廠，自開館以來已突破十萬人

次，於今年度2016拿到全國前百分之五

的資優生門票─成為經濟部最高認證的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不僅從原先200坪

展場擴大成千坪展覽館，更打造22大主

題特色展區如機器人樂團、終極格鬥擂

台、鋼鐵人特展、植物工廠及機器人咖啡廳送餐，更與資策會合作提供

智慧導覽APP服務，耗時一年整體規劃，斥資數千萬打造全新機器人的

夢想王國。

此次結合機器人特色的開幕典禮表演，除了邀請真人live band 與祥

儀自製人型機器人表演爵士鼓合奏望春風。祥儀企業此次更與萊爾富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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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合作Life-ET─推出超商的智慧生活服務機器人，提供購票、休閒旅

遊、繳費等功能外，更結合人臉辨識的智慧感知，還能與消費者大玩

猜拳遊戲。祥儀企業董事長蔡逢春更邀請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萊爾富

營運長曾粹雍共同為Life-ET揭幕，祥儀機器人夢工廠的萊爾富將為全

台第一的示範點，未來將以桃園為起點，串聯智慧生活至全台灣的萊

爾富便利商店。

一直以來對於推廣機器人教育不遺餘力的祥儀，也獨家引進日本

正統的機器人程式教育，每一項課程題目都是解題遊戲，建立基礎概

念後，讓學生在實際編輯程式中，啟發思考創意尋求解決辦法。更採

用英文教學，除了學習機器人編輯程式外，加乘語言學習效果，同時

啟動左右腦理性與感性的認知學習。開幕當天更邀請來自日本的講師

田中宏明與秦有樹前來授課，未來將在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未來館推出

英日雙語教學的系列機器人程式編輯課程。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未來館希望讓所有來訪民眾，都能認識機器

人、體驗機器人、DIY實作進而創造未來的機器人之夢，成為結合產

業趨勢、教育文創、益智娛樂的機器人觀光工廠! 目前針對擴大營運

推出參觀優惠活動，詳情請洽03-3623452或上官網粉絲團https://www.

facebook.com/shayyerobot/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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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產業組織跨域合作，結為親家

智動協會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台灣智

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與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TMBA)在經濟部李世光部長與臺中市政府林佳龍市長的見證下，宣布共

同簽署「TSIA、TAIROA、TMBA、SEMI協會跨業結盟合作備忘錄」。此

項合作，由TAIROA、TMBA

理事長暨上銀科技董事長卓

永財自去年11月推動至今將

近一年，終於開花結果，為

台灣工具機及產業機械升級

為智慧機械，解決工業4.0物

聯網(IOT)的瓶頸，結合國內

IC設計業者及半導體相關產

業，邁向感測器(工業IC)自

製極高附加值，開闢一條嶄

新的道路。卓理事長的這項

創議也獲得TSIA理事長暨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博士與SEMI台灣區總裁

曹世綸的贊成，終於今日四大產業公協會共同簽署跨業結盟，並由六家業

者：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銀微系統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智動全球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聯手布局智慧製造、智慧機械、

智慧零組件，帶動物聯網、雲端、大數據等平台經濟成長，引領產業朝向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此次為台灣半導體首次跨足製造領域，攜

手開發工業用IC應用於機械設備之加速規、馬達控制、視覺等關鍵組件，

推動智慧機械
解決工業4.0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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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共同合作技術研發、產品開發、共同行銷等

面向，開拓國內外市場、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TAIROA、TMBA理事長暨上銀科技董事長卓

永財表示：「智慧機械是以工業4.0為核心，智慧機

械是當前政府的重點施政項目，工業4.0關係到台灣

未來50年的產業發展，甚至影響這個世紀的核心競

爭力；單打獨鬥的時代過了，台灣要走出去，不但

要找國際大廠合作，台灣也要將資源整合，一起優

化轉型升級，才能在工業4.0的浪潮中脫穎而出。台

灣已是世界工具機生產大國，也是外銷大國，而產

業機械也支撐眾多製造業及3C產業的發展。而另一

方面，台灣IC設計能力很強，但都以消費IC為主，

希望透過本次結盟，建立感測器和工業IC的自製能

力，做為台灣邁入工業4.0的基礎，共創商機與搶

攻世界版圖。」TAIROA 、TMBA 以機器人、智慧

自動化、工具機與零組件的會員為主，以大台中地

區為重鎮，也是蔡英文總統所提「五大產業創新研

發計畫─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的核心，對於此

次台灣半導體與智慧製造領域結合，卓永財深具信

心。

TSIA理事長暨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博士提出

「產業合作創造多贏策略」，全球工業4.0 的推動是

台灣產業競爭力的核心，透過工業4.0將相關公協會

整合起來，包括：半導體、工具機、精密機械業，

使台灣企業得利用跨產業合作發展契機領先其他競

爭者搶佔全球商機。所以半導體產業更需要在物聯

網、智慧自動化、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機器視覺

等關鍵技術擴大應用面與各相關產業積極互動、共

創多贏。

SEMI台灣區總裁曹世綸表示：「透過SEMI的產

業溝通平台，我們期望能夠將半導體產業在智慧製

造的成功經驗分享給其他製造業廠商，幫助台灣的

製造業再升級。此次SEMI與三大公協會的正式簽約

合作，更可以持續擴大交流與拓展媒合機會，讓在

台深耕的國際半導體設備商有最實力堅強的在地供

應商做後盾，更可以帶動台灣本地的零件材料商、

精密機械加工及自動化相關企業進入國際半導體產

業供應鏈。」

本次的政府地方代表是臺中市政府林佳龍市

長，市長表示，經濟部已通過「智慧機械產業推動

方案」，產業聚落主要在大台中60公里「大肚山黃

金縱谷」，台積電更將在台中擴廠，如此一來形成

群聚效應，結合航太產業，可讓台中工業發展更升

級。他同時也提到，半導體、光學電子、智慧精密

機械策略結盟後，強項產業「超強結盟」效應加

乘，將是「打國際盃」的超強團隊。發展智慧機械

台中已做好準備，歡迎廠商來到台中投資

設廠，將台中作為生產、研發與創新

基地。

經濟部李世光部長也於會上提

到，林佳龍市長每次出席行政院會都相

當關心智慧機械產業，也經常將地

方與產業需求做出深度的報

告，是智慧製造重要推手，

盼中央與地方繼續合作，

扮演業者堅強後盾，培

育更多跨領域產業知識

與人才，一起推動智慧

製造，引導更化產業智慧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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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創近年來積極搶攻USB 3.1

及Type-C控制IC市場，其中布

局多年的通用序列匯流排電力

傳輸(USB-PD)，控制IC也打入

英特爾領域，成為新一代

Kaby Lake處理器平台

參考設計的USB-PD首

要推薦名單之中，

鈺創在英特爾的認

證之後，目前已成

功打入亞洲三大PC品牌

廠，隨著新一代中高階筆

電開始搭載Type-C規格，

明年鈺創Type-C控制IC出

貨可望暢旺。另外鈺創與

轉投資公司鈺立微今年推

出的eG1 Embedded平台方案，透過VR技術並推展至

實物實境（RR）的方法，推出RR／VR 3D寰宇電眼

NeoEye。鈺創在3D深度影像晶片技術布局已有一段

時間，今年起陸續打入Facebook旗下VR業者Oculus

虛擬實境裝置Oculus Rift CV1供應鏈，加上自身寰宇

電眼加持，法人指出，明年鈺創可望大吃VR／RR商

機。也是如此，上銀科技及台灣新光保全與鈺創科

技在「工業4.0機器人及保全機器人視覺應用」合作

下，發展的速度就更加快，鈺創科技之3D深度影像

控制器可於分析後產生被攝景物深度距離的深度圖

像，為工業4.0發展下之重要感測元件，360度攝影機

更是服務機器人必備關鍵組件，預計明年中期推出

第1顆專用晶片，明年底開始量產。

上銀科技及大銀微系統與偉詮電子及智動全

球，則朝向開發工業用IC應用於機械設備之加速規

與馬達控制，智動協會及工具機公會希望透過這次

廠商合作結盟，未來可以引發更多這樣跨產業的合

作項目出來，兩個公協會也將持續做好平台媒合的

角色，進而促進精密機械智慧化加速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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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將近40年的勤堃機械，歷經數度轉型，成為全

球知名國產機器手臂供應商，目前積極與工研院及和成

欣業三方攜手，將智慧化的機械產品實際應用於產線，

為水五金的加值創新跨前一大步，也讓MIT機器手臂可

以從臺灣走向全球，成為引領臺灣水五金產業邁向工業

4.0的重要推手。

生活中每天都在用的水龍頭，年產值竟然有新台幣

600億元，由台灣代工生產的產品全球市佔率超過6成，

也是台灣累積外匯存底的大功臣之一。然而，和台灣許

多傳統產業的發展週期一樣，水五金走過以製造為導向

的顛峰時期之後，隨著環境與勞動結構變化，逐漸落入

產業外移與毛利競逐的狀態。近年在國際一線品牌直接

至中國設廠製造後，市場排擠效應更趨明顯。對於打拼

超過一甲子的廠商們來說，面對這最艱難的一戰，改變

勢在必行。而第一步，就是拋開過去各做各的習慣，發

揮群聚效應，團結圖謀出路，也要在生產上置入科技新

元素，改善整體生產環境，以軟硬結合，讓更多人才得

以投入產業，再創水五金加值新世代。

過去，傳統水五金研磨拋光現場作業員必須戴口

罩，在高溫、充滿粉塵的惡劣環境中工作，隨時代改

變，國內水五金產業在研磨拋光製程面臨人力短缺問

題，加上複雜外型的水五金較難導入自動化。過去傳統

水五金研磨拋光絕大部份使用人力研磨，往往都靠著老

師傅的經驗傳承，一名新學徒大概需要花 6 個月的培訓

時間。

工研院、勤堃、和成欣業

圖片來源：工研院官網

圖片來源：工研院官網影片

圖片來源：工研院官網

智動協會

以水五金開啟未來智慧工廠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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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台 灣 衛 浴 陶 瓷 六 成 市 占 率 的 「 和 成 欣

業」，這幾年除了在本業中穩定成長，也很積極的

跨領域的多角經營，無論是本業或新事業，以衛浴

陶瓷起家的和成，都朝技術跨界、市場跨國、跨領

域整合的方向前進。過去，公司為了克服研磨人力

短缺、產能不足、品質控管等問題，是國內少數曾

嘗試導入國外機器手臂於水龍頭研磨拋光應用的業

者，但因面臨國外機器手臂使用便利性與精度飄移

等問題，工作人員還是必須拿著水龍頭工件在國外

機器手臂旁教導其研磨加工路徑，平均需要14天的

教導時程才能讓機器手臂「學會」如何研磨一種工

件。

對此，工研院以多年在機器人領域的深厚研發

能量，開發出CPS 研磨拋光機器人技術，透過此項

技術，只要將水五金的3D模型檔案載入軟體，約一

天便可完成機器手臂的教導，同時再與國外研磨機

器手臂來進一步比較，同一件工件的研磨時間還可

縮減25%，大約是讓每件水五金工件研磨時間從傳

統的10分鐘縮短至4分半，並可完成曲面、稜線的加

工，因機器手臂研磨力道遠大於人。此外，傳統手

工水龍頭研磨共有5道工序，近10分鐘的時間製造，

品質卻不穩定，國外機器手臂也要3道工序，約6分

鐘製造時間，但稜線、曲面拋光效果差，如今新開

發的「CPS研磨拋光機器人」技術，只要2道工序，

時間大幅縮短至270秒，並可完成研磨拋光，大幅

提昇效率、品質穩定性也高，取代流程後，最重要

的是，透過物聯網監控場域資訊，回饋修正加工路

徑，達成軟硬整合之目標。

一般水龍頭人力研磨、拋光，會造成作業人員

呼吸道、耳道受損，銅屑沾染皮膚，學徒培訓長達6

個月，多年下來年輕人不做、資深人員出走，外籍

勞工更不願投入。和成欣業副總經理康水豎表示，

和成欣業長期致力於衛浴與水龍頭等水五金產業，

近年來不斷進行產業轉型升級，雖公司在20年前就

使用國外廠商研發的機器手臂，但不僅教導時間

長，研磨品質效果也未如預期；現在試導入「CPS研

磨拋光機器人技術」，建置台灣第一條水龍頭研磨

拋光生產力4.0產線，不但順利解決缺工問題，也有

效提升產值；也因任何一個金屬製品，從翻砂鑄模

到最後形成成品的過程，研磨拋光是必要的程序，

因此此項合作的研發成功，也勢必為台灣製造業帶

來許多實質的助益。

 
人力研磨

 
國外機器手臂研磨

 

導入 CPS研磨拋

光機器人技術 

路徑產生 手工研磨 人工教導 
離線編程 EzSim 
軟體模擬自動生成

 研磨時間 5 個工序，576 秒 3 個工序，360 秒 
2 個工序，270 秒 
提升 25%效率 

研磨品質 品質不穩定 稜線與曲面效果差 稜線與曲面效果佳

 
資訊來源：工研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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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台灣第一條水龍頭研磨拋光生產力4.0產

線其中，肩負著操作任務的機械手臂，便來自於本

土品牌勤堃機械。

過去十幾年來，臺灣精密機械產業在全球市場

打出一片天，許多精密機械廠商都建立能與德、

日、瑞等精密機械大廠比拼的實力，尤其在機器手

臂的創新發展上，更逐漸在國際市場嶄露頭角，其

中位於臺中霧峰的勤堃機械，早在2008年就推出自

行研發的第一臺MIT大型機器手臂，力抗日本發那

科（Fanuc）、安川電機（Yaskawa）、瑞士ABB、德

國庫卡（Kuka）等國際大廠，朝向成為全球機器手

臂的主要供應商邁進。 

1979年成立勤堃機械，一開始致力於生產高精

度自緊式鑽夾頭，因為對產品品質的高度堅持，很

快打開市場、創造獲利，並且建立EVERMORE品

牌，打下穩固的經營根基，在具備研發能量必須不

斷精進的觀念經營下，讓勤堃在面臨自緊式鑽夾頭

市場沒落的狀況時，也能快速轉型，並於1992年成

立動力刀座（VDI）部門，發展精密度更高的VDI、

CNC刀桿、精鏜粗鏜刀桿等產品，轉型朝車銑複合

加工機領域邁進。 

約莫2006年前後，因為中國大陸勞動力工資年

年大幅上漲，對逐漸擴大的勤堃來說形成一股不小

的經營壓力，因此廖董事長也再一次興起轉型升級

的念頭，並一頭栽進機器手臂生產製造領域，同時

也在2008年正式成立自動化及機器手臂部門，推出

第一支機器手臂產品，之後陸續推出一系列工業機

器人產品，載重從6公斤到180公斤的產品可供客戶

選擇，另外也可依照客戶需求，客製化提供客戶自

動化末端所需的機器手指及零件夾具。

圖片來源：工研院官網影片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由於工研院與勤堃都具備推動臺灣工業智慧化

的理念，因此雙方便在技術互補的共識下，共同研

發「水五金六軸研磨拋光機器手臂開發」計畫。透

過合作，雙方共花費一年多時間開發出這套以機器

人為核心的「水五金拋光製程設備」自動技術，此

設備主要透過軟體加值概念，使機器人拋光自動化

具備離線規畫軟體與CAD系統整合、拋光路徑快速

規劃、快速換線能力等特色，藉此降低使用的複雜

度與成本，同時也開發出相關應用的周邊自動化設

備，達到增加產品競爭力的效益。 

繼「水五金六軸研磨拋光機器手臂開發」之

後，現階段工研院與勤堃也正持續進行更多合作計

畫，希望更深入地整合勤堃的機構整合能力與工研

院的軟體自動化技術，打造出更高品質、高階的智

慧機器手臂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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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工業4.0與物聯網的議題被炒的紅紅火火，

但製造業要真正全面落實「智慧工廠」卻非一蹴可

幾，而在階段性的轉型過程中，以設備聯網來自動

收集生產線的數據資料卻是實踐目標的第一步。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陳彥鳴資深業務表示，

產能與品質是攸關企業競爭力與獲利能力的兩大重

研華以WebAccess平台為核心的解決方案，協助系統整合商與製造業者快速建

置設備聯網相關的智慧系統，藉此優化現有製程，並逐步地將生產線從人為控

制轉型至自動化的運作模式。

打造智慧工廠
從設備聯網下手

建置可視化、即時化、無紙化的生產管理
余曉晶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陳彥鳴資深業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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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雖然製造業者或許已導入了MES或ERP等e化的

製造管理系統，但對於工廠內機器設備的相關資訊

卻仍以人工抄寫與事後輸入的方式，或者由工作人

員現場巡視來確認機台運轉與否的做法，均讓管理

者無法即時掌握生產線的狀況。因此，當企業想要

深化生產管理並有效控管生產設備時，設備聯網絕

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

成功案例一：

巨曜自動化的智慧磅秤系統

以自動配料方案來穩定食品加工產品品質

近幾年來，頻頻出包的食安問題，不僅讓消費

者人心惶惶，食品加工業者也擔心一時的疏忽會造

成企業商譽受損與銷售業績下滑。為了維護好不容

易建立起的品牌口碑並強化消費者對自家產品的信

心，台灣知名的食品業者決定導入自動化生產以減

少人工作業的誤判，並且要以完整記錄製造過程的

方式來為產品建立可追溯的生產履歷。

負責這項專案的系統整合廠商巨曜自動化，在

執行之後卻發現，除了要在生產線上加裝條碼機、

磅秤台為各種原物料進行精準調配之外，所有工單

資訊及配方資料必須直接從遠端的中控室指派給生

產線現場進行加工，但該食品業者的工廠環境卻是

不適合進行網路佈線的場所；而且生產線上不僅有

本地工作人員，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海外勞工，因

此現場還需配備語音模組以聲音警示方式來提醒外

勞目前作業程序是否正確無誤。

所幸，透過研華EKI系列的無線網路模組、

TPC觸控式平板電腦、以及基於瀏覽器的圖控軟體

WebAccess，巨曜自動化所開發出的智慧磅秤與配

料解決方案，不僅得以在無需安裝網路纜線的情況

下順利地將工單資訊與配方資料經由無線網路傳送

至加工現場；加裝在生產現場的條碼掃描器、語音

模組、PLC控制器、磅秤模組等各種周邊裝置也能

輕鬆地串連至系統內；而且中控室內的配方管理系

統，也受惠於瀏覽器架構的WebAccess，既能進行數

據分析、又能產生生產履歷，同時還能讓管理者透

過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來隨時隨地的了解生產狀

況。

陳彥鳴並以泡麵調味包為例，進一步比較了導

入智慧解決方案的前後差異，「架在生產線上方的

眾多料桶，會根據每一批次要生產的不同配方而下

料，過去以人工操控與目測方式來進行混料，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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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現調錯或比例不對等錯誤。」而這些因為調

配不夠精準、可能讓原本的泡麵口味變調的產品常

需等到消費者品嘗後才會得知，這不僅會導致好產

品卻得到壞口碑，甚至還可能大量流失顧客。「現

在有了這套智慧磅秤與配料系統，自動化的生產作

業讓調味包的內容物與重量都能完全與配方一致，

既降低了人為疏失，也確保了產品品質。」陳彥鳴

說。

成功案例二：

建佳科技的智慧配方管理系統

精準控制藥水比例　

有效提升封測製造良率

在IC製造過程中，封測的潔淨度是確保產品良

率、品質與可靠度的關鍵，為此每道製程步驟在操

作之前與完成之後都必須為封測進行清洗，而為了

能確切地去除污染物，清洗溶液的濃度及各種化學

成份的多寡則決定了封測能否在洗淨後達到零微

粒、零金屬雜質以及零有機物污染。

利用研華的工業電腦UNO-2483G與圖控軟體

WebAccess，並搭配EKI系列的乙太網路交換器與無

線橋接器、以及ADAM系列之數位與類比I/O模組，

系統整合商建佳科技為半導體龍頭廠商的封測濕式

清洗作業開發出了智慧配方整合系統，其不僅能透

過刷條碼的方式來確認配方後自動將各化學槽的藥

水按比例先流入混合槽內再排入清洗槽，並且還能

將流量數據等相關資料上傳至系統，同時還會監控

量測荷重元（load cell）、電磁閥、泵浦、流量計等

裝置是否作動正常，若清洗作業出現異常時則會發

出警示，以便提醒管理者立即進行應變處理。

陳彥鳴說，「該封測廠以往是由人工來調配清

洗劑，但在各種化學藥水的濃度比例無法精準拿捏

下，曾經發生整批產品質不佳的問題，而且是在出

貨後才發現，造成廠商不小的損失。目前使用了我

們與建佳合作的自動控制方案後，該廠則更能充分

掌握封測清洗作業，同時還提升了產品的製造良

率。」

WebAccess平台讓整合更容易

所謂的設備聯網其實並非狹義的僅擷取機台本

身的資訊，凡是與製程相關的數據資料只要能轉換

成數位訊號者都能納入成為被收集的標的，所以像

上述的智慧磅秤系統與智慧配方系統，兩件成功案

例所採集的資料就包括了條碼機、磅秤、語音模

組、PLC、荷重元、電磁閥、流量計等周邊裝置，

藉此將製造過程透明化以實現高效靈活的生產。

但陳彥鳴強調，「要落實工業4.0與物聯網，

其重點就在於『整合』。」因為對系統整合商而

言，以WebAccess為核心的解決方案除了有各式各

樣的硬體產品，可以滿足生產線現場資料擷取與中

控室即時監控的需要外，WebAccess內含的儀表板

（Dashboard）開發工具能讓開發者事半功倍地設計

出系統的人機介面；支援OPC、SQL、ODBC等標準

則讓不論是要將底層的各種資料匯入系統、或者是

要從資料庫中抓取配方都相當地容易。

而從製造業者的角度來說，在提出需求後能快

速地導入設備聯網解決方案，不僅能早一步地擺脫

過去人工作業不即時又容易出錯的問題，並且還能

充分掌握工單排程與產品交期，而可視化、即時

化、無紙化的作業模式更讓業者能在提升產能與品

質上發揮統籌運用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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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會展獎」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旨

在鼓勵會展業者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及實踐環保，

為台灣會展產業樹立優質會展標竿典範，以強化台

灣會展國際品牌形象，提升會展產業整體競爭力，

促進經濟發展。

臺灣會展獎頒獎典禮於9月8日晚上與亞洲會展

論壇晚會共同舉行，由主辦單位國際貿易局李冠志

主任秘書及執行單位外貿協會葉明水副秘書長主

持，並邀請到國際展覽業協會(UFI)、國際會議協會

(ICCA)及亞洲會議展覽協會聯盟(AFECA)等國際最重

要的會展組織領袖及專家出席見證臺灣會展產業發

展成果。

今年得獎會展主要以能展現出臺灣會展產業

在「顧客價值」、「智慧科技應用」、「綠色會

展」、「企業社會責任」及「體驗行銷」等五大特

色，彰顯出會展產業求新、求變的創意與活力為評

分標準，透過書面提案審查與簡報二階段競賽評選

出最具代表性的展會給予獎勵。

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及展昭公司主

辦之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簡稱TAIROS)，第

一次參賽即獲得銀質獎項殊榮，並由協會常務理

事，同時也是祥儀公司蔡逢春董事長代表領獎與受

訪。根據評審委員的審查建議表示，主要是因為

TAIROS展會主題契合產業趨勢，端為透過舉辦工

業4.0高峰論壇、機器人創意競賽、智慧產品互動體

驗、產學合作及人才媒合等活動，策展企畫周延且

面面俱到，在產業對接、展出效益均有良好影響與

成果，因而給予得獎肯定。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舉

以B2B為主，B2C為輔，是國際間

在機器人與智動化領域重要展會

之一。有別其他展會，除現場

實體展示、應用體驗外，更

以建構產業穩健發展的基礎

環境為目標，包含技術、

人才、產業推動等，

提供企業與國際間

在機器人與智慧自

動化的商貿媒合，

不僅如此，更推動

法 人 單 位 技 術 研

發，與投入資源促

成產學合作成果的

榮獲2016台灣會展銀質獎殊榮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智動協會

右二：智動協會常務理事/祥儀公司蔡逢春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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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協助學研單位技術研發與開發成果與廠商需

求結合，將展會打造成為產、官、學、研、用交流

與展示最佳平臺。

展會期間固定籌辦國際性趨勢主題論壇、機器

人競賽、新產品新技術發表、導覽行程及人才供需

媒合等活動，從基礎人才扎根開始，順技術媒合、

商貿採購而上，完整呈現智動產業國際脈動及潛藏

商機，滿足跨產業智動化的需求業者與學術團體前

來參訪，為智動化產業留住與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創

造一個最具影響力的環境。

台灣會展獎就像是會議展覽項目裡的台灣精品

獎，能藉由協會主辦的唯一展會TAIROS台灣機器人

與智慧自動化展來獲得此殊榮，是協會所有同仁及

展會合作夥伴的共同驕傲與付出努力獲得認同的肯

定。

籌備展會過程其實很辛苦，除了要有參展商，

也要規劃好的舞台供廠商發揮，因此若您有參展或

參觀過TAIROS，一定會發現，我們總是有許多多元

化的活動在展覽期間交替舉辦著。而這些活動，都

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與時間來執行，才能夠有今

天的成果。

今年甫剛於9月結束的TAIROS參觀人次又創新

高，包含來自歐、美、英、日、泰、新、韓、大陸

等海內外專業人士，同期展會共創11多萬人次的參

觀數，獲得廠商高度評價。像是已經連續參加三屆

的勤堃機械廖總就表示，可以很明顯感受到每年的

展出成果都在成長，尤其是今年他們遇到很多新的

客戶群，很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另外像是以智能

解決方案為主的新漢公司也表示，主辦單位今年針

對有需求業者，為其安排適當的導覽，帶領業者到

他們的攤位上，讓新漢能在有限的展覽時間內與更

多客戶互動，了解需求，也熱絡現場的洽談氛圍，

希望明年還能持續辦理這樣的服務，新漢公司將會

積極配合；第一次組織日本企業來台參展的日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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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流協會代表角田小姐也表示，在未參展前，他

們與日商都對TAIROS的成效不清楚，僅憑著對主辦

單位的信賴就來了，但參展後，除了展會期間特別

辦理一場台日媒合洽商會，現場交流熱絡，共促成

31件洽談件的優異成果外，日本廠商每天都有從展

會獲得許多的收穫與值得開發的潛力客戶，對整展

的參與結果表達高度滿意。

當然，在TAIROS被冠上這個頭銜之後，協會也

更肩負著一定要越做越好的使命，因為一個品牌是

需要日積月累辛勤耕耘經營的，我們也期待，配合

政府發展智慧機械，以及全球都積極投入4.0的這波

浪潮中，TAIROS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能夠成

為一個全球產業數位、預測化與人機協同供應鏈不

可或缺的重點交流平台，這是協會成立的使命與服

務產業的任務，而TAIROS將是我們達成這目標的一

個最佳管道，我們期待更多相關業者都能善用此平

台展現 貴公司最棒的服務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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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International World Robot Olympiad， 簡稱WRO）今年在印

度德里舉行，台灣代表團派出23隊共70名學生出征，用自己設計的機器人，與國際好手角逐

爭奪獎盃，特別是在保齡球分項進階挑戰比賽中，決賽當天，即由虎尾科技大學與交通大學

率先拿下冠、亞軍榮耀，表現搶眼。

WRO舉辦至今已13年，目前全球共有54國加入，每年參賽規模近1,500隊，競賽共分成國

小、國中、高中及大專組，競賽皆是要利用「智慧型積木」組裝機器人，過關斬將來取得評

審青睞。

WRO每年也為競賽設定主題，像今年賽事主題是「環保」，參賽的學生必須組裝出具備

掃地、分類或回收功能的機器人，現場實際展示時，更將臨時出題考驗應變能力。

今年總共有51 個國家，444 支頂尖隊伍參與此盛事，台灣則有 19 支菁英隊伍前往參賽，

並一舉拿下8 座獎項，橫掃國際成為台灣之光，包含機器人足球賽冠軍及亞軍、進階挑戰大

國際機器人奧賽 台灣囊括8大獎項

進階挑戰組 虎尾科大、交大包辦冠亞軍
智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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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組的保齡球賽冠軍、亞軍、第6名，以及競賽國小組第5名、競賽高中組第8名、創意國小組第

8名等。

其中去年拿下大專組冠軍的交通大學烏克蘭籍交換學生陳可希（Alex Tkachenko），今年

再度在電機工程學系宋開泰教授(智動協會常務理事)指導下，與另一位同是交換生的薩維尼科

（Mykola Servetnyk）組成交大機器人隊以保齡球機器人衛冕成功，更顯現台灣在機器人教育方

面的潛力與成功。

台灣製造業多以代工為主的接單模式，代工講究低生產成本與提昇產線效能，因此過去成

本計算的考量，人力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值。但由於近年來大陸人工短缺與薪資上漲，再

加上大陸製造業者與台商的經營模式相近，因此製造業的轉型，已不再是企業經營者可以漠視

的問題。

而智動化與智慧生產便是這轉型的關鍵因子，在智慧生產的運作中，工業機器手臂是不可

或缺的一環，近年來技術已達一定水準，在需求旺盛的態勢下，目前已進入前所未有的成長

期，對此產業人才的需求也隨之增強，如何留住更多的人才在產業中就業或是從原工作岡位上

再精進自己，有轉換跑道或多元從事的能力則也是必然需思考的問題。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過去一直針對人才培育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每年近百場的

校園巡迴，將產業最新的訊息與趨勢帶到學校中，協助企業辦理主題機器人競賽，鼓勵更多

學生因投入研發、比賽，而對產業更具向心力。推廣迄今，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已經邁入15

屆，即將開啟第16屆的運作，而機器人工程師也在產業需求下於今年底正式推出。從本屆的報

考人數上來看，自動化工程師報名人數有1,600位，機器人工程師第一屆開放報名即有473位報

考，在在職進修部分，也辦理12門智動化與機器人技術課程，培養325人次，所有結果皆較上屆

與預期成長許多，我們也衷心希望能得到更多業內廠商支持，讓我們可以一同努力為智動化產

業人才向下扎下穩定根基，向外打下市場利基。

進階挑戰(ARC) 隊伍名稱 學校 指導老師 參賽選手 

冠軍
 

I.T.C 虎尾科大
 

林明宗
 

 
李伯皇、賴涵餘、莊皓惟

 

亞軍
 NCTU 

Robotics 
交通大學

 
宋開泰

 
陳可希、孫麥可

 

第六名
 MUST_ME  

顏培仁
 

粘昊軒、鍾惠強、姜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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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層製造件表面
拋光機制研究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郭啟全

機械工程系 研究生 陳賜銘、張崧軒

明志科技大學

1.前言

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形容第三次工業革命之直

接數位製造技術(direct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可以快速製造客製化產品(customized products)，

此技術其實就是積層製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2,3]技術，積層製造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醫療

產業、航太與工業設計等領域，由於積層製造技術

可以擺脫傳統生產流程耗時(time consuming)與高成本

之缺點。因此，積層製造技術能替產業帶來極高的

生產效益。於積層製造技術當中，熔融堆積成形系

統(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常被廣運用於產

品設計，提供了視覺以及觸覺的直接感受，主要的

原因為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不採用雷射、操作簡單、

機台體積小以及製作積層製造件時不產生危害人體

氣體。熔融堆積成形系統是運用加熱頭熔化建構材

料(modeling material)與支撐材料(support material)，當

建構材料與支撐材料熔化被擠出後，凝固並黏結在

所要之處，如此一層一層堆疊至工件完成。加工頭

由X-Y軸移動之機器手臂所控制，材料之供給以兩滾

輪來輸送，積層製造件是建立在成形板上，所以取

下工件非常容易。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使用的材料為

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Acrylonitrile Butadiene 

本研究建構一台ABS材質之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系統，並針對

具有不同傾斜角度以及不同曲率之積層製造件，運用丙酮蒸氣進

行表面拋光。研究結果發現，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不但明顯改

善，而且保有優良尺寸精度。本系統優點涵蓋系統操作簡單、無

化學廢液以及低價位，本研究成果有助於提昇積層製造件之周邊

設備自製率能力，此系統未來可應用於3C、機械、電子以及運輸

等相關產業，研發階段所需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改善作業，減

少新產品從研發至量產所需之時間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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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rene, ABS)塑膠，於研究與開發的過程中，快速製

作少量多樣實體模型(physical models) [4-6]。然而，

運用熔融堆積成形所列印三維實體模型之表面品質

不佳，此一缺點不但影響表面之外觀、組裝精度以

及產品之疲勞壽命[7]。因此，諸多研究致力於改善

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不佳之缺失，例如：Kulkarni 

與 Dutta [8]以及Pandey等人[9]提出適應性切層演算

法(adaptive slicing algorithm)、Pandey等人[10]提出

熱切割機切削方法(hot cutter machining)、Kulkarni

與Dutta [11]提出電腦數值控值(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切削方法、Williams與Melton提出磨粒

流動加工(Abrasive Flow Machining, AFM)方法 [12]、

Ahn等人[13]所提出運用理論模式(theoretical model)

以及Galantucci等人[14]提出運用化學處理(chemical 

treatment)方法。

上述方法，雖然可以改善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

質，但是缺點涵蓋：需要複雜數學運算、對於幾何

形狀複雜之積層製造件無法勝任以及積層製造件之

尺寸精度無法精確控制。為了容易改善積層製造件

之表面品質，本研究建構一台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

改善系統，並針對具有不同斜面與曲面積層製造件

之表面進行拋光，拋光全程過程拍攝，拋光後之積

層製造件，再運用影像量測儀對於積層製造件之尺

寸進行量測與分析，最後根據上述資料提出積層製

造件之表面拋光機制。

2.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使用之設備涵蓋uPrint  積層製造系

統、超音波清洗機(LEO-1502)、金相顯微鏡(M835, 

Microtech)、2.5維影像量測儀 (Quick Vision Series 359, 

Mitutoyo)。本研究所使用之材料涵蓋丙酮(acetone)。

本研究首先運用uPrint 3D列印系統來製作積層製造

件，積層製造件的材質為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共

聚物，並運用超音波清洗機去除支撐材料，去除支

撐材料所使用的溶劑為氫氧化鈉溶液，去除支撐

材料參數為溶液酸鹼值11.5，溶液溫度設定70 ℃。

為了改善運用熔融堆積成形之三維實體模型表面

品質，本研究建構一台系統操作簡單、低價位、高

效率、高尺寸精度與高表面精度以及符合綠色製造

技術之三維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系統，如圖1

所示。本系統涵蓋控制面板、加熱平台以及散熱裝

置等三個部份，控制面板內部包含系統之起動與停

止開關、時間控制器與溫度控制器，時間控制器可

以設定反應時間，溫度控制器可以設定加熱溫度；

密閉透明罩內部有加熱平台，密閉罩採用玻璃，主

要的原因為玻璃具有透明、耐酸鹼、不易髒、不透

氣、不滲水、耐風化等特性，因此有利於觀察改善

三維積層製造件表面粗糙度之變化。此外，為了縮

短丙酮蒸氣於玻璃罩內均勻分佈時間，本研究於系

統內裝置一個對流風扇；散熱裝置內含散熱片及風

扇，風扇安裝於散熱片之側邊，將熱蒸氣由內部

往外部排出，使密閉罩內部降溫，以利加速改善

三維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固化。建構此系統使用的

元件涵蓋：溫度控制器(XH-W1207)、時間控制器

(FRM01)、對流風扇(DF1204SH)、正溫度係數熱敏電

阻(thermal resistance)加熱片、溫度感測器(T106)、變

壓器(WDS060120)、散熱鋁片、透明加熱片、按鍵

開關(tactile switch)以及8051微型控制器(Micro Control 

Unit, MCU)模組。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係用來偵測加

熱片之加熱溫度以及操控對流風扇與旋轉馬達，當

加熱片之溫度到達所設定之溫度時，微型控制將提

供訊號起動時間定時器，開始倒數計時，並同時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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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流風扇，使丙酮蒸氣產生對流，提升積層製造

件表面品質之改善效益。本研究所選用丙酮主要的

原因為丙酮對於人體危害最輕微、取得方便以及低

沸點(boiling point)，因此能運用加熱片快速加熱丙酮

產生蒸氣。由於丙酮的沸點約為56 ℃，因此本研究

設定加熱片之加熱溫度為57 ℃，以利丙酮快速產生

蒸氣。當系統供電時，按下啟動開關啟動8051微型

控制器模組，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之加熱片繼電器

將切換至NO，加熱片開始進行加熱，8051微型控制

器模組同時偵測加熱之溫度，當系統加熱之溫度到

達57 ℃時，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將啟動時間計時

器開始倒數計時，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之加熱片繼

電器將會切換回NC，轉由溫度控制器之繼電器對加

熱片供電，使系統溫度維持於57 ℃，此時8051微型

控制器模組也同時將對流風扇之繼電器切換至NO，

使丙酮蒸氣產生對流，並開始對積層製造件之表面

進行改善，待時間計時器由所設定時間倒數至0，溫

度控制器將停止加熱，同時使對流風扇停止運轉，

此時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開始啟動散熱風扇，並針

對加熱片進行散熱，當加熱片溫度降低至25 ℃時，

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將使系統停止運作，重新回到

初始狀態，待再一次按下啟動開關後，系統才會開

始重新運作。

此外，為了避免當玻璃罩打開後，丙酮蒸氣直

接逸出，本研究於三維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系

統下面增設一個水槽，並運用排風扇將丙酮蒸氣輸

送至水槽上面，使丙酮蒸氣與水槽上面之水結合，

有效率處理丙酮蒸氣，當玻璃罩打開後，丙酮蒸氣

對於操作者產生危害降至最低。

 為了研究不同傾斜角度與不同半徑積層製造件

之表面拋光機制，本研究首先運用Solidworks電腦輔

助設計軟體，設計兩種積層製造件。圖2為三種不

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示意圖，積層製造件之長

度與寬度均為20 mm，積層製造件之傾斜角度與y軸

之夾角分別為30°、75°與45°；圖3為三種不同半徑之

積層製造件示意圖，積層製造件之長度與寬度均為

20 mm，積層製造件之半徑分別為5 mm、8 mm與6 

mm。為了了解積層製造件表面處理改善前後之表面

品質變化，本研究運用金相顯微鏡(M835, Microtech)

來觀察積層製造件表面波峰至波谷(peak-to-valley, 

PV)值改善前變化，運用快速影像量測儀 (Quick 

Vision Series 359, Mitutoyo)進行尺寸量測與分析，以

及運用白光干涉儀(7502, Chroma)來量測積層製造件

之表面改善前後之表面粗糙度變化，量測範圍為350 

µm× 350 µm

圖1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系統

圖2 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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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果與討論

圖4為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

改善前與後之結果，圖5為三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

件表面品質改善前與後之結果。結果明顯說明，積

層製造件表面從橢圓曲面(elliptic curve)或拋物線曲面

(parabolic curve)變成平直的平面，此結果表示積層製

造件之表面品質(surface quality)明顯改善提昇。圖6為

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前與後之表面粗糙度變化，結

果明顯說明，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明顯提昇，積

層製造件之中心線平均表面粗糙度Ra從2950 nm改善

至35 nm，表面粗糙度改善率約為98 %。

為了研究具有與y軸不同傾斜角度積層製造件之

表面品質改善前後變化以及改善效率，本研究設計

一個y軸傾斜角度15ﾟ、45ﾟ及60之積層製造件，並進

行表面品質改善。圖7為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

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過程實際情形，時間分別為0 

秒、450秒、520 秒、620秒、720 秒、820秒、920 秒

以及1000秒。本研究發現三個現象：(a)積層製造件

與丙酮蒸氣反應約450秒後，表面開始產生融化，反

應時間450秒以前，積層製造件之表面無明顯變化，

主要的原因為積層製造件之表面是從固態轉變成半

液態；(b)表面拋光時間增加至約620秒後，積層製

造件表面才開始產生明顯變化，積層製造件之波峰

圖3 三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示意圖

圖4 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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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產生熔融、產生流動以及進行積層製造件波谷

之填補作業：(c)表面拋光時間增加至約1000秒後，

積層製造件之表面明顯改善，並完成表面拋光作

業。為了研究不同半徑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改善

前後變化以及改善效率，本研究設計一個具有三種

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積層製造件之半徑分別為5 

mm、6 mm與8 mm，並進行表面品質改善。圖8為三

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過程實際情

形，時間分別為，0 秒、450秒、520 秒、620秒、720 

秒、820秒、920 秒以及1000秒。由於積層製造件表

面進行拋光作業是利用丙酮蒸氣與積層製造件之表

面產生反應，因此表面拋光機制與積層製造件表面

之幾何形狀複雜度較不具影響性，因此三種不同半

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過程與三種不同傾斜角度

之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過程相似。

圖9為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

改善後之尺寸變化。由於積層製造件表面進行拋光

作業過程是將積層製造件夾持，並以旋轉方式使丙

酮蒸氣法與積層製造件之表面產生反應，因此熔融

材料有向下流動之趨勢，根據量測結果，本研究發

現：(a)與y軸之夾角45°斜面底部下缘會稍微比上缘

稍微增大，但增大的幅度很小，約少於1°，因此表

面品質改善後之積層製造件與y軸之夾角會稍微小於

45°；(b)與y軸之夾角30°斜面表面品質改善後之積層

製造件與y軸之夾角會稍微大於30°；(c)與y軸之夾角

75°斜面表面品質改善後之積層製造件與y軸之夾角

圖5 三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圖6 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a)前與(b)後之表面粗糙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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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稍微大於75°。由於傾斜角度變化幅度很小，因此

對於積層製造件尺寸精度之影響性不大。圖10為三

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後之尺寸變

化。，根據量測結果，本研究發現積層製造件底部

下缘會稍微比上缘稍微增大，但增大的幅度很小，

約少於1°。以上結果明顯說明，運用丙酮蒸氣法於

積層製造件表面進行拋光作業，積層製造件表面品

質不但明顯提昇，而且保有優良之尺寸精度，因此

當積層製造件於研發階段需重視外觀、組裝精度以

及疲勞壽命，本研究成果有助於這一些積層製造件

於研發階段所需之資訊。

圖7 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過程實際情形，時間分別為(a)0 秒、(b) 450秒、(c)520 

秒、(d) 620秒、(e)720 秒、(f) 820秒、(g)920 秒以及(h) 1000秒。

圖8三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過程實際情形，時間分別為(a)0 秒、(b) 450秒、(c)520 

秒、(d) 620秒、(e)720 秒、(f) 820秒、(g)920 秒以及(h) 1000秒。

圖9 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後之尺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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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為具有不同傾斜角度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

質改善機制示意圖。圖12為具有不同半徑積層製造

件之表面品質改善機制示意圖。表面品質改善流程

為積層製造件表面與丙酮蒸氣產生反應、積層製造

件表面產生熔解、熔解材料往下流動並填補間隙、

積層製造件表面逐漸固化，最後完成積層製造件表

面品質改善。

綜觀上述成果，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

工業實用價值，因為本研究所研製之積層製造件表

面拋光系統特色涵蓋：符合綠色製造技術，因為無

化學廢液、系統操作簡單、高效率、高尺寸精度與

高表面精度以及低價位。本研究所研製之熔融擠製

沉積成形件表面品質改善系統如與運用化學溶液浸

泡處理方法與滾筒拋光(barrel finishing) [15]方法，本

圖10 三種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後之尺寸變化

圖11具有不同傾斜角度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改善機制示

意圖。(a)積層製造件表面與丙酮蒸氣產生反應，(b)

積層製造件表面產生熔解，(c)熔解材料往下流動並填

補間隙，(d)積層製造件表面逐漸固化，完成積層製造

件表面品質改善

圖12具有不同半徑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改善機制示意

圖。(a)積層製造件表面與丙酮蒸氣產生反應，(b)積

層製造件表面產生熔解，(c)熔解材料往下流動並填補

間隙，(d)積層製造件表面逐漸固化，完成積層製造件

表面品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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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可以獲得較佳之尺寸精度與表面精度；如與運

用適應性切層演算法，本系統操作簡單；如與運用

熱切割機切削、電腦數值控值切削以及磨粒流動加

工來改善三維積層製造件表面粗糙度，本系統之硬

體設備便宜。本研究運用100 %丙酮溶液，藉由加熱

系統升溫至67 ℃，藉由丙酮蒸氣來改善三維積層製

造件之表面粗糙度，於所建構之三維積層製造件表

面粗糙度改善系統中，本研究增設對流風扇，提高

蒸氣流動性，以利節省三維積層製造件表面粗糙度

改善時間，本研究亦增設旋轉馬達，提升三維積層

製造件表面粗糙度改善之均勻性。本研究成果如與

相關專利技術進行比較，本研究所提出之技術比彭

振雲與許奇明[16]所提出之專利，具備較低之溶液

加熱溫度以及不需調配丙酮溶液等優勢；比劉洪偉

等人[17]與要磊等人[18]所提出之專利，具較佳表面

粗糙度改善均勻性。本研究如與運用手工研磨方法

來改善三維積層製造件表面粗糙度，本系統可以避

免運用手工研磨法改善三維積層製造件之表面粗糙

度之缺點：(a) 表面精度改善效率低：手工研磨無法

進行長時間作業，因此改善幾何形狀複雜三維積層

製造件曠日費時；(b)對於幾何形狀複雜三維積層製

造件無法勝任：手工研磨有死角，因此對於三維積

層製造件具有微小特徵結構之表面精度改善無法勝

任；(c)三維積層製造件會損壞：手工研磨容易損壞

三維積層製造件之微小特徵結構以及(d)三維積層製

造件表面精度改善品質不一致：手工研磨受人為因

素影響，因此研磨品質無法確保一致。

由於本研究所研製之熔融擠製沉積成形件表

面品質改善系統僅適用於ABS材料，未來研究可

以使得本系統處理更多種類材料[19-24]方向進行，

這一些包括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聚碳酸

酯(polycarbonate, PC)、聚碳酸酯和丙烯腈-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和混合物(polycarbonate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PC-ABS)、聚苯硫醚砜(polyphenylsulfone, 

PPSF)與尼龍(nylon)。其中，聚乳酸由於環保以及價

格便宜，因此近年來聚乳酸已經廣泛應用於三維列

印技術製作實體模型，所以改善聚乳酸實體模型之

表面粗糙度，即變成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4.結論

本研究建構一台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系統，並

針對不同傾斜角度以及不同半徑之積層製造件表面

拋光機制進行研究，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1.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

值，因為本技術未來可應用於運輸、機械、電子以

及3C等相關產業，研發階段所需積層製造件之表面

品質改善作業，減少新產品從研發至量產所需之時

間與成本。

2.運用本研究所建構之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系

統，進行積層製造件之表面拋光作業，不但能獲得

較佳之尺寸精度而且表面粗糙度改善過程穩定性較

高，表面粗糙度改善率約為98 %。

3.積層製造件表面拋光系統優點涵蓋系統操作

簡單、無化學廢液以及低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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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微機電系統之發展及微元件之加工製作，對

於高精度與高性能設備之需求愈顯殷切，除了需要

有關的量測設備外，還需要精密定位裝置來進行，

更顯出微定位系統具有著重要的地位。定位平台就

是可使物體沿著規定的路徑移動，依次到達預定位

置，而傳統的定位平台，主要是藉由滾珠導螺桿或

音圈馬達來產生動力，直接驅動平台作動。

1王士榮、2王睿揚、陳亦辰3、陳善妍4

1南亞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副教授

2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生

3南亞技術學院應用科技研究所碩士生

4南亞技術學院機械機械與電機研究所碩士生 

田口方法應用於

摘要

本論文係以田口方法應用於直流無刷馬達之PID控制，藉

Simulink建立馬達數學模型進行模擬，取代以往的實驗方式可能造成

成本、時間的浪費，因而本文以利用田口方法進行實驗，並依據S/N

比之回應分析得到較理想化設計，藉此田口方法以達到縮短成本、時

間，最後本文並以實際實測來比對模擬與實測的準確性。

2.研究動機與方法

由於現今許多產品製程的精密度不斷在增加，

使得高精密機械加工技術的需求越來越高，而隨著

製程技術精密度提高，製造廠商也越來越需要降低

微小灰塵存在於製程環境的可能性，因此非接觸式

的相關技術已越來越受到重視。

磁浮系統是一種靠著調整磁力的大小以非接觸

的方式來懸浮物體的技術，[2]本論文以磁浮球系統

直流無刷馬達     控制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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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分析磁浮系統的效益，並以磁浮球系統為基礎建

立徑向磁浮軸承系統，其中包括系統的實驗平台、

位置感測器電路的製作、感測器轉換方程式的擬

合、線性放大器電路與放大器倍率的調整，系統採

用PID控制法則設計系統控制器，並由羅斯赫維茲穩

定判別設計PID之控制參數，利用D/A和A/D訊號擷

取卡擷取訊號，以C++語言撰寫控制程式，完整實

現磁浮球系統與徑向磁浮軸承系統的實際控制，本

文成功的解決磁浮球系統無法以開迴路的方式進行

控制的問題，以及將磁浮系統應用到徑向磁浮軸承

系統當中，最後透過實驗與模擬驗證控制參數的效

益與成果的展示。

 [3] 直流無刷馬達因為高效率及高轉矩的特性，

使其被廣泛的應用於伺服驅動系統，並利用電子電

路代替傳統直流馬達的碳刷及整流子，使其能夠高

速運轉並且增加系統的可靠性。通常，為了使馬達

能順暢的轉動，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需要位置感測

器提供適當的換相順序訊號，但感測器安裝不僅會

增加馬達的成本及體積，而且降低系統的強健性。

因此如何在沒有感測器的狀況下，完成馬達驅動變

為一重要的課題。 [4]本實驗使用自製非對稱脈衝直

流雙反應式磁控濺鍍系統製作混合三氧化鎢與五氧

化二鈮，鎢靶功率為250瓦改變鈮靶不同的濺鍍功率

150~450瓦，並利用可見光–近紅外光光譜儀與橢偏

儀量測，探討薄膜於著去色時，其光學性質n(折射

率)及k(消光係數)之變化;以及使用拉曼光譜儀量測並

探討其薄膜於著去色時，分子鍵結之變化，發現其

鎢靶功率為250瓦與鈮靶濺鍍功率350瓦時，所濺鍍

之WO3-Nb2O5混合膜於著去色時，其光學常數、消

光係數變化最為明顯。

[5]  隨著高畫質、高解析的大尺寸液晶顯示

器面板來臨，液晶顯示器（LCDs，Liquid Crystal 

Displays）製程技術需要不斷創新，以達到產量大、

成本低、產品品質最佳化等各項要求。工業界人士

普遍應用「田口方法」來達到提升單一產品品質特

性的最佳化，但是影響產品品質的製程皆有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品質特性，而且設計參數只能依賴專業

有經驗的工程人員來篩選控制因子，由於工程人員

的認定標準不一致 ，容易產生不確定性與模糊性，

且各品質特性的相關性愈強，工程人員要決定的最

佳因子水準組合就愈困難。[6] 傳統應用線外品質

工程的方法來改善製程，大部份只針對單一品質特

性製程最佳化的探討。然而在實際的製程中，工程

人員碰到的往往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多品質特性問

題，且每個品質特性可能是田口方法中的望大、望

小與望目特性的型態。若依照單一品質特性的方法

對個別品質特性分別最佳化，其結果可能使品質特

性間，發生相互衝突、矛盾的現象，此時只能依靠

工程人員的經驗來選擇因子水準，而由於工程人員

的認定標準不一致，容易產生不確定性與模糊性。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先利用田口方法中處理單品

質特性的方法，依照品質特性的特性分別計算出SN

比，再運用滿意函數將SN比轉為滿意值，並藉由多

元線性迴歸方程式來建構滿意函數與製程參數間的

關係，最後結合目標規劃、模糊理論以及偏好函數

求出最佳解，在選取最適因子水準時，則假設因子

水準間的變動是呈線性關係，運用內差法來求得最

佳因子水準，在選取因子水準選取上更具有彈性。

本研究所提出之因子水準選取方法，用以解決品質

特性間，因子水準選取結果可能產生衝突、矛盾的

狀況。本研究以硬式磁碟機磁頭與磁片組合之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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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設計實例，來進行實例的操作說明，演算本法

每一步驟及最終選取結果的分析比較。以驗證本研

究方法之可行性及實用性價值。[7] 隨著產品或製

程複雜度的增加，在改善製程品質時，往往需要考

量到多個品質特性的同時最佳化；此外，在衡量某

些產品的品質特性時，往往受限於成本或無適當量

測工具等情況，需要以目視外觀的分類方式來衡量

品質特性的好壞，此時品質特性須以等級類別資料

(ordered categorical response)的型式呈現。以往中外文

獻所發展之線外製程參數最佳化之方法，大多是針

對可以量測的品質特性而設計，但這些方法都牽涉

到相當複雜的數學模式或艱深的統計分析技巧，對

於無太多統計或數學背景的製程工程師並不適用，

而使這些最佳化方法不具實用價值。因此，本研究

之主要目的是根據田口(Taguchi)直交表實驗，分別

針對靜態及動態系統中的連續型多品質特性以及等

級類別品質特性，導入灰色系統理論中的灰關聯分

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技巧並結合理想解類似度順

序偏好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簡稱TOPSIS)能同時衡量最佳方案與理

想解及負理想解的特色，發展出一套簡單易用且有

效的線外製程品質改善分析程序，以供一般無太多

數學或統計背景之製程品管工程人員應用。最後並

以實際製程的案例來說明如何應用本研究所發展的

演算流程以驗證其有效性。

[8] 直流無刷馬達因為高效率及高轉矩的特性，

使其被廣泛的應用於伺服驅動系統，並利用電子電

路代替傳統直流馬達的碳刷及整流子，使其能夠高

速運轉並且增加系統的可靠性。通常，為了使馬達

能順暢的轉動，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需要位置感測

器提供適當的換相順序訊號，但感測器安裝不僅會

增加馬達的成本及體積，而且降低系統的強健性。

因此如何在沒有感測器的狀況下，完成馬達驅動變

為一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實現直流無

刷馬達無感測驅動器的研製，藉由數位訊號處理器

配合系統電路、驅動及保護電路等周邊電路的設計

完成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本論文以Toshiba公司所

生產的TMP88CS43晶片做為數位訊號處理器，其為

專門設計為馬達控制的晶片，幫助我們更方便完成

馬達控制。在馬達轉子位置偵測方面，當馬達以 導

通控制時，其定子三相線圈在任何時刻僅有兩相線

圈會有電流流過，而藉由偵測未導通相反電動勢的

零交越點，再將此訊號延遲 ，便可做為馬達換相

的依據，而此訊號便可代替霍爾元件等感測器偵測

到的換相訊號。根據實驗，在不同轉速下比較無感

測電路偵測到的零越點訊號與霍爾感測器的換相訊

號，證明了轉速在1800轉到6000轉之間，本研究設

計的無感測電路可以取代霍爾感測器。因此，完成

直流無刷馬達無感測驅動的目標。

[10]在現今的直流無刷馬達應用中，會採用無位

置感測控制降低生產成本，由於無位置感測控制在

啟動運轉會發生逆轉現象，有些應用產品不允許此

現象發生。為了避免馬達啟動時的逆轉現象，利用

起始位置偵測轉子位置是有必要的。本文進行轉子

起始位置偵測，利用各相電流峰值差進行判斷，隨

後使馬達啟動運轉，即可克服逆轉現象。馬達順向

啟動後，利用順滑模式控制(Sliding Mode Control)進

行吊扇馬達無位置感測控制，最後利用實作結果進

行無位置感測控制與起始位置偵測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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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直流馬達數學模型說明

如圖 1所示為一外激式直流馬達的電氣機械等

效電路模型。 在電樞線圈的電路模型裡包含了電

樞電阻(armature resistance)Ra、電樞電感 (armature 

inductanc e)La 與一個因馬達旋轉時磁力線在線圈上

切割所感應出之反電勢eb。磁場線圈則可由磁場組 

(field resistance)Rf 與磁場電感 (field inductance)Lf，

組氣隙磁通則以 f表示。馬達轉軸之旋轉角速度以 

ω表示。直流馬達的電樞線圈形成一迴路如圖 2所

示，其電壓方程式可表示為

( 1)直流馬達經電壓驅動後產生轉矩，依直流馬

達的轉矩公式，可知轉矩和電流成正比關係，故馬

達轉矩時間方程式經過拉普拉氏轉換後，可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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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馬達驅動後，馬達本身會產生一轉矩來

對抗外加電壓所產生之轉矩，而此一對抗轉矩和馬

達本身的轉子之轉動慣量(Jm)有關，又和馬達轉動

的磨擦係數或稱黏滯係數(D)有關，所以把此轉矩寫

成方程式，可表示為：

2-2PID控制說明

PID控制器（比例-積分-微分控制器），由比例

單元P、積分單元I和微分單元D組成。通過Kp，Ki和

Kd三個參數的設定。PID控制器主要適用於基本上線

性，且動態特性不隨時間變化的系統。PID控制器是

一個在工業控制應用中常見的反饋迴路部件。這個

控制器把收集到的數據和一個參考值進行比較，然

後把這個差別用於計算新的輸入值，這個新的輸入

值的目的是可以讓系統的數據達到或者保持在參考

值。PID控制器可以根據歷史數據和差別的出現率來

調整輸入值，使系統更加準確而穩定。

圖1為直流馬達簡化模型

圖2為直流馬達數學模型含負載

表1直流馬達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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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增益大，在相同誤差量下，會有較大的輸

出，但若比例增益太大，會使系統不穩定。相反

的，若比例增益小，若在相同誤差量下，其輸出較

小，因此控制器會較不敏感的。若比例增益太小，

當有干擾出現時，其控制信號可能不夠大，無法修

正干擾的影響。

積分控制會加速系統趨近設定值的過程，並且

消除純比例控制器會出現的穩態誤差。積分增益越

大，趨近設定值的速度越快，不過過因為積分控制

會累計過去所有的誤差，可能會使回授值出現過衝

的情形。

時域規格的性能指標

控制系統的性能響應，通常以單位步階輸入的

暫態響應和穩態響應來規劃特性，而且以初始條件

為零作為標準，以典型系統二階的單位步階響應圖

為例，其時間響應中的暫態性能就是以此定義規格

或指標。

根據系統二階典型步階響應圖時域，暫態響應

和穩態響應的性能有下列五項：

一、最大超越量（maximum overshoot）

通常被用來測量控制系統的相對穩定度，以步

階響應終值的百分比來表示。

二、延遲時間（delay time）： 

單位步階響應達到終值百之五十所需的時間。

三、上升時間（rise time）：

單位步階響應從終值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九

十所需的時間。

3.結果與討論

3.1田口實驗步驟說明

圖 3為田口法實驗流程圖說明實驗步驟為:1.配置

直交表，2.參數導入模擬軟體3.計算S/N比4.最佳化結

果5.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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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田口法實驗流程圖

1.配置直交表

此步驟必須先行選定改變結果重要的因子，以

及各因子的水準變動值，以本文選定影響馬達輸出

的三個因子為:Kp、Ki、Kd如圖4，以及選定各因子

之水準變動值如表2為: Kp(10-100)、Ki(100-300)、

Kd(0.1-0.001)，接著排列直交表如表3，本文以L933

說明以9次直交表實驗取代27全因子實驗，並且各因

子水準實驗次數相同，保持著全因子特性。

圖4 為馬達PID控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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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直交表配置

圖6為馬達時域暫態響應局部放大

表2各因子與水準表

表4馬達模擬結果

圖5為馬達時域暫態響應

2.參數導入模擬軟體

本文使用Matlab的Simulink進行馬達模型模擬，

模擬結果如圖5所示，馬達轉速過沖最嚴重為Exp9，

馬達轉速無過沖現象為Exp1和Exp2，馬達轉速達到

穩定時間最快為Exp8和Exp9，馬達轉速達到穩定時

間最慢為Exp1

3.計算S/N比

表5為使用Simulink軟體計算出9次實驗之溫度

結果，實驗中轉速過沖最高為Exp(實驗)9，其轉速

結果為y9為4029(RPM)，且根據公式( 8)計算出S/N

值為-36.05dB實驗中轉速無過沖為Exp1和Exp2，其

轉速過沖y1和y2皆為為3000(RPM)，計算其S/N值為

-34.77dB。

表5各因子實驗結果與S/N結果

表6各因子回應表

圖7各因子回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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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為計算出各因子影響結果的程度，其計算

式為將因子各水準之S/N最大值減去最小值即可，

例:A因子水準1之S/N為-34.78 dB減去A因子水準3之S/

N為-35.93 dB得1.14dB，實驗結果得到A因子影響程

度最大>C因子>B因子影響程度最小。圖.8為判斷選

定各因子水準之最大值做為最佳化之因子水準，選

定A1 B1 C2最為最佳化組合。

4.最佳化結果

由表 6及圖7得最佳化結果A（Kp）影響效應為

1.14C（KD）影響效應0.22B（KI）影響效應為

0.12。

4.結論

1.本文使用Matlab的Simulink進行馬達模型模

擬，模擬結果如，馬達轉速過沖最嚴重為Exp9，馬

達轉速無過衝現象為Exp1和Exp2，馬達轉速達到穩

定時間最快為Exp8和Exp9，馬達轉速達到穩定時間

最慢為Exp1。

2.使用Simulink軟體計算出9次實驗之溫度結

果，實驗中轉速過沖最高為Exp(實驗)9，其轉速結

果為y9為4029(RPM)，且根據公式( 8)計算出S/N值

為-36.05dB實驗中轉速無過沖為Exp1和Exp2，其轉

速過沖y1和y2皆為為3000(RPM)，計算其S/N值為

-34.77dB。

3.如考慮田口方法應用於直流無刷馬達PID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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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術研究最佳化分析時控制因子組合為A3B2C3

【Kp(100)、Ki(200)、Kd(0.001)】時品質特性最好，

如依影響力大小來排列為A3、C3、B2【Kp(100)  

Ki(300)、Kd(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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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汽機車零售業產業概況

根據GIA(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統計，亞太區

域為汽機車零組件成長最快的市場。美國及歐盟為

台灣汽機車零組件主要的出口地區(AM售後市場)。

台灣廠商著眼於具高成長性的新興市場，包括亞太

區域、拉丁美洲、東歐等新興市場是汽車零配件需

求增加主要區域。台灣汽車零配件出口以北美居大

宗，相較於韓國、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的競爭，業

者直接切入OES市場及降低成本。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105年汽機車零售業營

業額可望續創新高：就近十年營業額觀察，97年受

國際油價創歷史新高(OPEC油價曾達每桶140.7美元

高點)及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國內消費動能緊縮，汽

機車銷售亦同步衰退，致營業額僅3,417億元，年減

20.2%。

之後，隨政府推出汽機車貨物稅減徵及油價下

跌，加上景氣回升，有效提振消費意願，因此在

98年至100年間，連續三年呈二位數成長，於100年

跨越5,000億元大關。而103年更逢十年換車潮，營

汽機車零組件業  布局產線智慧化

智動協會

資料參考來源：

經濟部技術處、ARTC、正航資訊

業額年增8.0%，為101年以來最大增幅，104年續增

1.2%。

今年受惠汰舊換新補助政策激勵、油價續居低

檔及進口車積極搶市，1至10月營業額為5,015億元，

年增4.5%，預估全年營收可望突破6,000億元，續創

新高。

在汽機車零售業營業額中以高單價之汽車為大

宗，105年1至10月汽車新增掛牌數為35.9萬輛，創近

11年同期新高，年增4.5%，其中國產車年增1.9%，

進口車年增8.8%；就市占率觀察，國產車市占率

由97年81.4%下滑至今60.9%，而進口車市占率則由

18.6%上升至39.1%，提高20.5個百分點，顯示進口車

因車款日益多元、與國產車價差縮小，導致市占率

快速提升。

前10月新增機車掛牌數已超越去年全年：受政

府補貼政策激勵，今年前10月新增機車掛牌數達71

萬輛，已超過去年全年的70萬輛，締造101年以來新

高，年增18.3%，其中電動機車隨環保意識抬頭，今

年前10月新增掛牌近1.6萬輛，年增151.0%，占比突

破2%，也足以顯示電動機車漸受消費者青睞。

跨業齊聚 對準需求 共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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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0月自日本進口汽機車超越德國：依財

政部關務署統計，102年汽機車進口值首度突破1千

億元，達1,010億元，年增17.8%，之後仍續維持雙

位數成長，104年進口值已達1,384億元，續創歷年新

高，今年1~10月進口值1,241億元，增幅亦達10.0%。

就進口來源觀察，自德國進口占比居首，惟占比由

100年48.1%高峰，降至104年38.4%，減少9.7個百分

點，今年1~10月續滑至33.2%，日本則升至35.7%，

取代德國成為第一大的進口來源國；美國占9.1%居

第三，呈現上升趨勢。

汽機車零售業產業背景

台灣汽機車零組件的外銷產品中，主要包括塑

膠件、沖壓金屬件、車燈及輪胎等一般維修零配

件，汽車零組件廠銷售通路主要可分為原廠委託製

造(OEM)、非原廠售後零件(AM)及原廠售後服務零

件(OES)等三大類，其中因國內市場有限，又以外銷

為主，因此AM為主要銷售市場，如台灣所生產的碰

撞零組件就佔全球市場8成以上，整個AM市場外銷

區域以美國、歐洲為大宗。

台灣汽車零組件外銷成長，主要是受惠於成本

競爭優勢及累積開模技術能力，加上國際車廠OE及

售後市場加重外包採購比重，因此相關大廠近幾年

受惠不少，持續擴展生產規模。北美汽車零組件廠

降低成本，陸續向亞洲釋單，提高委外代工比重，

如堤維西與帝寶的車燈件，就分別在歐洲與美國市

場佔有率達六、七成左右，近年來雖然整車內銷市

場震盪起伏，但汽車零組件在累積競爭實力後，每

年外銷金額持續擴大。領導廠商藉由海外投資或設

廠、網路佈建、行銷據點、廠商技術合作、合資等

方式，進入國際車廠原廠委託製造供應體系，布局

全球市場，無論是售後服務或原廠委託製造，都累

積相當實績。

台灣汽車零組件產業多屬於中小型企業，供應

鏈完整，也因產業具有少量多樣、彈性製造的優

勢，近年來廠商不斷投入研發與提升生產技術，具

備國際競爭能力與進入國際車廠供應鏈。

展望未來，台灣汽車產業受限於內需市場關

係，出現市場趨緩與產能過剩的困境，在全球各個

區域、國家相互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環境下，汽車零

組件產業所面臨的衝擊將遠大於汽車整車廠。

台灣汽機車零售業困境與需求

有鑑於汽車零組件將朝向模組化、智慧化、電

動化與輕量化發展，因應新興國家汽車低價化、小

型車、多功能車輛需求與先進國家汽車零組件高值

化、新能源與電動車輛等多樣化需求，台灣汽車零

組件廠商需朝模組化或系統功能發展，精進製造生

產技術，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建立國際分工策

略，才能維持產業競爭優勢與企業獲利。

如何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汽車主機廠建立長

期穩定的供貨關係是汽機車零組件業將必須努力的

方向。

對此，以推動先進製程技術升級為目標，為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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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智慧化、綠能化、複合化主流關鍵發展技術，將

智慧科技應用在設備和製造生產、製造管理上，藉

以提高生產彈性、效率和產品品質，以及進行系統

整合，串聯資訊服務業者和製造業者的技術能量，

智動協會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中區產業服務

處委託執行經濟部技術處專案，與台灣車輛工業同

業公會聯手，優先鎖定10家車燈、板金業者進行訪

視，了解其產線現況與智動化需求；同時為擴大協

助汽機車零組件業者利用機台資訊整合能力及資訊

軟體開發能力，透過雲端、網路及大數據分析所建

構的連網製造服務系統，進行ERP與周邊策略性系

統整合，也特別依據產業聚落，於台南及台北辦理

包含技術單位、需求單位與能量服務團隊的跨域交

流座談，透過實際對談剖析，更具體了解汽機車零

組件業者針對智慧化產線發展上的需求與顧慮，同

時透過資策會的開發技術經驗及計畫資源，結合智

動化領域廠商及資服/系統整合業者的技術應用能

力，為三方開創一個更有效率與實際的合作平台，

也為汽機車零組件業者邁入智動化開啟先端。

二場次的座談會出席包含汽機車零組件業者光

陽、三陽、山葉、宏佳騰、華洲汽車、富添工業、

龍鋒企業、皇田工業等近30家需求企業與智動化廠

商包含研華、新漢、上銀、台達電子、盟立、羽

冠、先構等，及法人與公協會，共計70人展開熱絡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交流。

綜整與會汽機車整車及零組件業者之意見，歸

納如下；

多數業者認為，現階段多數汽機車零組件業者

的公司距離工業4.0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若是有動

態排程或是解決物流搬運等普遍業界共通問題的解

決方案與成功案例供廠商參考與學習，對汽車零組

件業者將是一大幫助。

此外，就人才面考量，因為多數學生認為車輛

零組件製造業屬於傳統產業，所以投入意願普遍不

高，因此產線導入智動化絕對不可避免，特別是少

量多樣化的與撓性類產品，如何透過自動化來使定

位精準，進而生產，將是一大挑戰，也希望能有進

一步協助。

因過往產業所購買的設備來自國內外多樣化品

牌，所以單一業者在現有人才和生產線均不足以提

供技術支援，此外在整合上也是一大問題。

當前常遇到客戶下急單，但向原料廠下訂，都

需要兩三個月的作業期，如何用大數據來追蹤控制

原物料與內部資源整合，是公司很有興趣的項目。

希望能透過產業公協會與法人的合作下，邀請

其他的業者一起合作，進行少量多樣的自動化改

善，同時希望政府能針對汽機車零組件產業提供相

關輔導業者採購設備的獎勵措施，這對產業投入智

動化會更有實質幫助。此外，因為產品少量多樣的

特性，智動化業者在面臨設備開發時亦會有無法多

台數銷售的成本考量，倘若政府能針對協助汽機車

零組件產業開發少量的智能設備廠商提供風險補

助，將能達到雙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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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導入ERP的汽機車零組件業者，因設備

老舊，且有許多生產是屬高熱高危險的製程，因此

對於生產線升級上，相對困難。若能仿效半導體產

業，前期由國家資源投入，由政府聯合法人與公協

會建立智慧工廠，讓廠商可以先用小的模式試用，

先教導廠商了解建立智慧工廠基礎，再擬出需求，

找出適當的案例做參考，或許不失為一個快速發展

的辦法。

車輛工業是個火車頭產業，引領一個國家經濟

發展，而汽機車的銷售量也常足以顯示一個國家人

民生活水準的狀態。先進國家經濟常與車輛工業緊

密相扣，位居領導地位，因而可看出車輛工業與國

家經濟間重要的關係。

目前先進國家在加工自動化過程中，除導入智

慧化關鍵組件應用於加工機台中，也廣泛應用機器

人，包含機器人與機械設備整合成為單機自動化、

設備與設備整合機器人成為製造系統單元、整線自

動化、整廠自動化，而未來趨勢更是整合視覺、感

測等應用，達到智慧化自動化，可自動回饋、自動

判斷、自動量測、自動檢測等。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考量汽車配件在生產過程中，廢品率高，生管

在做生產計畫時，需將廢品量一同考慮進去，考量

過去的先進規劃與排程(APS)是以裝配的生產計劃

為主，不適合車燈、板金業者，在排程上也多仰賴

老師傅的經驗，針對少量多樣的頻繁換線、參數頻

繁調整與設定時間造成無效時間變異等問題，生產

資訊無法即時更新導致效能低落，以及ERP排程與

實際生產狀況脫鉤，缺乏彈性調配重新排程能力等

問題；資策會中區服務處特別開發一套系統，透過

此套系統可根據目標設定，規劃排程內容，以即時

製程訊號持續調整排程系統自動根據目標設定及交

期，合併工單內相同品項資料，進而減少模具更換

時間，完成達交率優先，工時最短優先，指定工單

優先等設定，進而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導入生產排程

來管理機台生產，以及利用機台資料統計計算製程

生產效率。

這是一個專業產業量身打造的產線升級服務，

極具挑戰也蘊含豐富商機，協會預計在2017年也針

對各需求業者在加以個別協助，歡迎有意願的智動

化業者一起投入，讓我們一起攜手捍衛台灣汽機車

零組件產業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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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丹尼爾・康納曼的《快思慢想》後，

最重要的一本決策思考書。」

——傑森・茲威格（Jason Zweig），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

「我寧願當個組頭，也不要是個該死的詩

人。」

——薛曼．肯特(Sherman Kent)，情報分析之父∕前戰
略情報局暨中情局資深幹員

出版社：寶鼎出版

出版日期：2016/09/02

超級預測：洞悉思考的藝術與科學，
在不確定的世界預見未來優勢

預測是一場憑直覺的賭注，或是可習得的技巧與方法？

一群平凡人如何作出「超級預測」，打敗情報單位與分析專家？

面對變局，如何利用好的預測迴避風險，改變生活與未來？

Superforecas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

作者簡介：

菲利普．泰特洛克 (Philip E. Tetlock)
賓州大學教授，獲安南博格基金會頒贈教授頭銜，並任職於心理與政治科學系以及華頓商學院。他

和妻子芭芭拉．梅勒絲共同主持「良好判斷計畫」（Good Judgment Project, 簡稱GJP），這項計畫

執行多年，專門針對高風險事件與世界大事的機率判斷，研究預測精準度的改良可能性。他著有《專

業政治判斷：我們如何知道有多準確》(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並與亞倫．貝爾金（Aaron 

Belkin）合著《對世界政治的反事實思維實驗》（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

丹．賈德納 (Dan Gardner)
丹是一名記者，著有《風險：恐懼的科學與政治》（Risk: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與《未來叨念：為什麼刺蝟與狐狸型權威人士知道最多》（Future Babble: Why Pundits Are 

Hedgehogs and Foxes Know Best）。

譯者簡介：

蔡裴驊
台大外文系畢，教過英文、當過導遊、開過有機咖啡館，在媒體圈混跡十餘年，目前任職於電子媒

體，每天都比太陽早起。其實最愛的是翻譯、貓咪、有意思的電影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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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預測？預測行為隱藏在你我的日常生活

生活中需要作預測的機會無所不在。一段感情關係將如何發展？颱風登陸的機率有多高？手上的股票應該

出脫變現或是乘勝追擊？公司現在推出新產品，有可能大賣嗎？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人人都想預見未

來、掌握先機。

■ 為什麼要培養預測技巧？人人都能從預見更遠的未來獲益

俗話說得好：「預測未來很容易，要使它成真卻很難。」預測能力的好壞，小至可以改變個人或團隊的命

運，大至足以影響世界局勢。在交易市場，多空的預測若非使你身家翻倍，要不就傾家蕩產；在國家安全上，

預測局勢發展的準確度可以造成和平或戰爭之別。我們無時無刻不面臨抉擇的關頭，而「培養精準預測的能

力」則是作出好決定的關鍵。

■ 打破專家、名嘴的光環。研究證明，不是天才也能料事如神！

你只相信「專家」、「名嘴」的預測嗎？他們的判斷難道比黑猩猩亂射飛鏢、命中紅心來得精準？那可未

必！本書作者泰特洛克教授是「良好判斷計畫」共同主持人，他用這項史無前例的研究告訴你：預測是一門思

考的科學與藝術！「良好判斷計畫」號召自願者針對500個以上的全球議題進行預測競賽，蒐集超過100萬則數

據統計。這批業餘人士連年打敗菁英大學團隊、戰勝能獲取機密資訊的情報分析師，其中預測成績特別出眾的

人，作者稱之為「超級預測員」。他們的智力與運算能力或許高於常人，但絕非天才；換句話說，超級預測員

就如同你我，只是平凡人。

■ 向超級預測員學習洞明世事的思考技巧

研究結果發現，精準預見未來不需要天賦和超能力。靠著開放的思維模式、收集資訊、側重分析、不斷自

我鞭策、時時更新觀點，就能做出比別人準確又值得信賴的判斷。任何有智力、想法與決心的人，都可以培養

超級預測員的特有技巧：

‧蒐集資訊：多與人交流，過濾宏觀、微觀的各種解釋。

‧多元視角：統整外部與內部觀點，訓練自己以蜻蜓的複眼看事情。

‧相信「或然率」多過模糊的言語：以「數字」佐證與統計來作預測。

‧善用群眾智慧，「更新」資訊：不作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蝟，要效法思想多元開放的狐狸。

‧嘗試、失敗、分析、調整、再試一次：是好預測的保證，更是超級預測員遵循的鐵律。

■ 發揮你我預測天賦，掌握未來主導權！

這是一本深具前瞻性且論述清晰的書，以實證及科學為本，結合歷史事件與名人時事，探討各種與預測相

關的層面與議題，從醫學、政治、軍事、心理學、統計學等角度切入，明確告訴讀者：預測能力人人皆有！經

過大腦思維與綜合直覺相互撞擊後產生的敏銳判斷力，就是你可以仰賴的「超級預測力」！現在就開始革新你

的預測模式、掌握未來的關鍵之鑰吧！★國內外各界重量級人物媒體一致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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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暢銷書

★亞馬遜網路書店經濟類、

全球化、國際商業類暢銷第一名！

未來產業

作者：亞歷克．羅斯

譯者：齊若蘭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6/05/30

2016年最值得期待的經濟趨勢巨著

白宮科技創新顧問專業剖析，教你搶進未

來二十年關鍵產業

下一波藍海在哪裡？全球各行各業該如何

因應？

今日的父母如何為孩子的未來預作準備？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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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波由數位領頭的全球化與創新浪潮，幫助

低勞動成本地區超過十億人口脫離貧窮；下一波，

將使最先驅產業晉升主流，卻也嚴重挑戰全球中產

階級的經濟地位！

機器人、尖端生命科技、金融程式編碼化、網

路安全，以及大數據，是推動未來二十年全球經濟

社會變遷的關鍵產業。我們如何在這一波創新浪潮

中找到方向？如何適應工作本質的變化？網路戰爭

的可能會激發下一次軍備競賽嗎？新興國家如何創

建自己的創新熱點，以迎頭趕上矽谷的成就？今天

的父母如何協助孩子為未來做好準備？

創新專家亞歷克．羅斯當年以年輕的新媒體公

司創辦人之姿，出任歐巴馬網路選戰的幕僚，後來

獲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延攬，特別為他增設資深

創新顧問一職，落實以社群媒體推廣外交的方針，

是深刻了解數位時代脈動的佼佼者。

任職國務院期間，他造訪全球四十一國，從剛

果難民營到敘利亞戰區，從沒有銀行卻發展金融工

具的非洲國家，到南韓的機器人研發實驗室，見證

紐西蘭提升農產量的雷射科技，烏克蘭大學生將手

語轉換成語音的努力，更加洞悉未來的樣貌。

羅斯結合敘事與經濟學分析，融入從科技巨擘

到軍事專家等各領域頂尖者的洞見，透過清晰、平

易近人的語言解析複雜的主題，提供生動而有知識

根據的觀點。本書是一部了解現今與未來世界運作

方式的重要著作，是各國各產業的商業人士必讀之

作。

作者簡介：

亞歷克．羅斯 (Alec Ross)

美國著名創新領域專家。擔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創新顧問四年期間，榮

獲國務院傑出榮譽獎。目前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訪問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和公共事務資深研究

員，同時也是投資者、企業，以及政府官員的顧問。

譯者簡介：

齊若蘭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新聞碩士。曾任職好時年出版社、天下雜誌、康

健雜誌，目前自由從事文字工作。譯作繁多，如《第二次機器時代》、《驅動大未來》、《高成長八

國》、《數位革命》、《目標》、《第五項修練II實踐篇》、《必要的革命》、《彼得．杜拉克的管理

聖經》、《從A到A+》、《基業長青》、《真希望我20歲就懂的事》、《第二曲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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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假日生活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智動化/機器人/生產力 4.0 等領域之關鍵與跨領域技術、產品開發、

【培訓類別】

】

 

 短期班技術課程—12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系列班人才養成—36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客製化企業包班。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預期效益】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智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

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

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效

。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機器人設計開發及智動化系統整合

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智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整廠

智動化與生產力4.0、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等專業人力。



124 12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6/12月號

Industrial Calendar
產業行事曆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106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12-1/13 生產力 4 0-智慧製造導入實例應用 12 台中 

2/23-2/24 機器伺服控制設計實務 12 台中 

3/23-3/24 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 12 台北 

3/9-3/24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開發實務 36 台中 

 4/13-4/14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4/27-4/28 機器人自動化之物流與倉儲 12 台中 

4 月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中南 

4 月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5/18-5/19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北 

5/26-5/27 CPS 設計分析實務 12 台中 

5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中南 

6/15-6/16 工業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12 台中 

 6/29-6/30 數位工廠 Shop Floor 精實管理 12 台北 

 7/20-7/21 機器伺服控制應用實務 12 台中 

7/6-7/21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36 台北 

8/10-8/11 3D列印應用實務培訓班 12 台中 

9/21-9/22 智慧自動化系統規劃及模擬分析 12 台中 

10/19-10/20 物聯網核心技術、原理與應用 12 台中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中南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12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中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Eunice 鄭/ Abby 高 

 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客製化」培訓課程
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智動協會保有課程更動權利，並設有最低開班人數 15 人；如未達開班標準，學員自付金額將全數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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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alendar
產業行事曆

國際展覽/會議行事曆 
掌握技術發展、市場脈動、拓展市場 

2017 年 
NO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備註 

1 1/18-1/20 
日本智慧工廠展覽 
Smart Factory Expo 

日本東京 
Tokyo Big Sight 

協會設有攤位 

2 1/18-1/20 
日本機器人展 
RoboDEX 

日本東京 
Tokyo Big Sight 

協會設有攤位 

3 3/1-3/3 
廣州國際自動化及裝備展覽會 
SIAF 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
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會員享參展優惠 

4* 4/3-4/6 
美國自動展 
AUTOMATE 

美國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預計籌組參展團 

5* 4/9-4/11 

中國電子信息協會-深圳國際機器人與智能
系統博覽會 
CITE-Shenzhen International Robot & 
Intelligent System Expo 

中國深圳 
深圳會展中心 

會員享參展優惠 
籌組參展團 

6 4/12-4/15 
(第 21屆)廈門工業博覽會暨海峽兩岸機械
電子商品交易會(廈門工博會/台交會) 

中國廈門 
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7 4/13-4/16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Spring 
Edition)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8* 4/24-4/28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HANNOVER MESSE 

德國漢諾威  
Hannover Exhibition 
Grounds 

預計籌組參訪洽商團 

9 5/10-5/12 
北京國際工業智能及自動化展覽會 
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 

中國北京 
北京展覽館 

 

10 5/15-5/17 
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及工業機器人展覽會 
Shanghai Industrial Automation & 
Robot Exhibition 

中國上海 
上海光大會展中心 

 

11 5/16-5/18 
法國服務型機器人展 
INNOROBO PARIS 

法國巴黎 
Les Docks de Paris 

 

12 5/17-5/20 
泰國國際工業零組件展 
Subcon Thailand 2017 

泰國曼谷 
BITEC, Bangkok 

 

13 5/24-5/26 

廣州國際智慧物流裝備展覽會 
China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Guangzhou) 

中國廣州‧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
洲展館 

 

14 5/24-5/27 
釜山國際機械展 
BUTECH 2017 

韓國釜山 
BEXCO 展覽廳 

 

15 6/28-6/30 
華南工業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ENZHEN 

中國深圳 
深圳會展中心 

 

16* 7/5-7/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CIROS 

中國上海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申請國貿局補助，將優
渥補助參展廠商 

17* 9/6-9/9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臺灣台北 
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TAIROA 主辦，唯一結
合工業與服務型機器人
之專業展 

18 9/6-9/8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臺灣台北 
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Systems(ARIS)及 2017台灣智慧型機器人
研討會 

19 10月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 

韓國首爾 
Kintex -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協助報名，會員享參展
優惠 

20 11/7-11/11 
上海國際工業博覽會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中國上海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會員享參展優惠 

21 11/16-11/21 
深圳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CHINA HI-TECH FAIR 

中國深圳 
深圳會展中心 

會員享參展優惠 

22* 11/22-11/25 
泰國國際機床和金屬加工機械展覽會 
METALEX 

泰國曼谷 
BITEC, Bangkok 

評估組團參展/參訪 

23* 11/29-12/2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 
iREX 

日本東京 
Tokyo Big Sight, East 
Hall 

申請國貿局補助，將優
渥補助參展廠商 
預計籌組參展/參訪團 

 2018 年(以下展會皆為雙年展) 

NO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備註 

1* 
2018 

6/19-6/22 
德國慕尼黑國際機器人展                   
AUTOMATICA 

德國慕尼黑 
Messe München 

預計籌組參訪團 

2 
2018 

9/10-9/15 
北美芝加哥工業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rica 

美國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備註：本表為預訂行程，實際執行情況與補助核定(依國貿局核定)，歡迎洽詢林怡伶、陳怡樺小姐 

電話:04-23581866 Email: lilian@tairoa.org.tw ; fion@tairo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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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自105年3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發行

，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展覽推廣

、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內容。我們同時提供廣告版面給廠商，本期刊將透過電

子書、紙本印刷與協會公開性活動(媒合會、展覽等)傳遞到各領域對智動化與機器人有興趣的企業手上

，2016年10月底前訂購還享8折優惠，智動產業期刊為您創造最寬廣的廣告效果。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帳號：0288 940 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提醒：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付款方式：

1.支票訂購

請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

2.匯款

  付款資訊請參考左方說明。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訂購服務

廣告稿提交日期

2016年12月 2016/10/30前

2017年3 月 2017/ 1/30前

2017年6 月 2017/ 4/15前

2017年9 月 2017/ 7/15前

2017年12月 2017/10/15前

備註：廣告供稿日期或因為搭配公開發送之

活動會有所調整，將另行事先通知。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住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3樓(環保中心後方第2棟)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電話：+886-4-2358-1866   傳真：+886-4-2358-1566   
會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3樓
聯絡人：林怡伶       
E-mail：lilian@tairoa.org.tw     網址：www.tairoa.org.tw

廣告諮詢聯繫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專輯價目表 
 

項目 期數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期刊封底內廣告 
210x280(出血 216x286) 

□一期 NT$50,000 NT$55,000 
□二期 NT$90,000 NT$99,000 
□全年度(四期) NT$170,000 NT$198,000 
□一年半(六期) NT$249,000 NT$273,900 
□兩年(八期) NT$320,000 NT$352,000 

期刊內頁廣告 
210x280(出血 216x286) 

□一期 NT$30,000 NT$35,000 
□二期 NT$54,000 NT$63,000 

□全年度(四期) NT$102,000 NT$119,000 

□一年半(六期) NT$149,400 NT$174,300 

□兩年(八期) NT$192,000 NT$224,000 

期刊內跨頁廣告 
420x280(出血 426x286) 

□一期 NT$45,000 NT$50,000 
□二期 NT$81,000 NT$90,000 
□全年度(四期) NT$144,000 NT$160,000 
□一年半(六期) NT$224,100 NT$249,000 
□兩年(八期) NT$288,000 NT$320,000 

備註1：上述表格之刊登時程選擇，將按訂購表收件日後期數推算。 備註2：上述金額為含稅價。



廣告預定基本資料表(支票、電匯訂購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 1566 或 email 至 lilian@tairoa.org.tw 

廣告訂購方案                             

項目 廣告期限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期刊封底內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50,000 NT$55,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90,000 NT$99,000 
□全年度(四期) NT$170,000 NT$198,000 
□一年半(六期) NT$249,000 NT$273,900 
□兩年(八期) NT$320,000 NT$352,000 

□期刊內頁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30,000 NT$35,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54,000 NT$63,000 

□全年度(四期) NT$102,000 NT$119,000 

□一年半(六期) NT$149,400 NT$174,300 

□兩年(八期) NT$192,000 NT$224,000 

□期刊內跨頁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45,000 NT$50,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81,000 NT$90,000 
□全年度(四期) NT$144,000 NT$160,000 
□一年半(六期) NT$224,100 NT$249,000 
□兩年(八期) NT$288,000 NT$320,000 

追加優惠方案：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 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您希望廣告傳遞的服務產業別是： 

□01.半導體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4.模具類 □05.工具機類 □06.自行車 
□07.食品加工 □08.五金 □09.電子產業 
□10.手工具 □11.機械加工 □12.醫療產業 
□13.運輸物流 □14.學校 □15.公協會 
□16.研發單位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 慶祝期刊改版發行，凡於2016年12月31日前訂購廣告者，將可享7折優惠。

(2) 凡已訂購TAIROA官網廣告版位者，購買期刊廣告，可再享95折優惠。

(3) 本期刊將於協會官網，以電子書形式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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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戶基本資料表(支票、電閱訂閱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 1566 或 email 至 lilian@tairoa.org.tw  

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電子期刊                            □一年價格新台幣 500 元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收書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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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傳真： 
您服務產業別是： 

□01.半導體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4.模具類 □05.工具機類 □06.自行車 
□07.食品加工 □08.五金 □09.電子產業 
□10.手工具 □11.機械加工 □12.醫療產業 
□13.運輸物流 □14.學校 □15.公協會 
□16.研發單位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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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

業期刊自105年3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發行，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

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

展覽推廣、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

廣…等內容。

刊    期：全年4期

發行時段：3、6、9、12月

發行區域：臺灣、大陸

印刷量：1,000-3,000(視活動與展會量而有所調整)

發行對象：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各產業機械加工

與製造業等跨產業之經營者、高階主

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報導內容：包含智動化及機器人產業最新訊息與技

術發展、產學合作、市場策略與應用、

焦點展會觀察與最新相關統計資料等。

訂閱聯繫：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小姐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帳號：0288 940 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廣告訂購提醒：期刊發行單位保有廣告刊登日期協

調與是否受理刊登購買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