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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物聯物聯物聯網時代的來臨網時代的來臨網時代的來臨網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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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OING

Anyone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世界正在翻轉中世界正在翻轉中世界正在翻轉中世界正在翻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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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

智慧地球智慧地球智慧地球智慧地球

智慧家居智慧家居智慧家居智慧家居

智慧葡萄智慧葡萄智慧葡萄智慧葡萄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

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

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醫療照護

智慧手環智慧手環智慧手環智慧手環

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智慧建築智慧建築智慧建築智慧建築

物物相聯的龐大網路物物相聯的龐大網路物物相聯的龐大網路物物相聯的龐大網路————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

銀行業銀行業銀行業銀行業

行動支付行動支付行動支付行動支付

服裝業服裝業服裝業服裝業

念力控制服裝念力控制服裝念力控制服裝念力控制服裝



Are you ready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Are you ready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
發展沿革發展沿革發展沿革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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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shton,1998

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

1832 Nikola Tesla ,1926

IBM,2008

First reportFirst reportFirst reportFirst report

ITU,2005Bill Gatez,1995

Start!Start!Start!Start!ET(ET(ET(ET(電報機電報機電報機電報機)))) Wireless appliedWireless appliedWireless appliedWireless applied

Next big thingNext big thingNext big thingNext big thingSmart planetSmart planetSmart planetSmart planet 改變製造業改變製造業改變製造業改變製造業Disruptive CivilDisruptive CivilDisruptive CivilDisruptive Civil
TechnologiesTechnologiesTechnologiesTechnologies

U.S.,2009 China,2010

感知中國感知中國感知中國感知中國

Taiwan,now

iiii----236236236236



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Internet of Things)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資料來源：Youtub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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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廠智慧工廠智慧工廠智慧工廠----AmazonAmazonAmazonAmazon

資料來源：Youtube網站



世界各國在物聯網世代之工業策略世界各國在物聯網世代之工業策略世界各國在物聯網世代之工業策略世界各國在物聯網世代之工業策略

77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4.04.04.04.0(2012)(2012)(2012)(2012)
以CPS為核心、智慧工廠
為精髓，發展德國工業4.0先進製造夥伴聯盟先進製造夥伴聯盟先進製造夥伴聯盟先進製造夥伴聯盟(2011)(2011)(2011)(2011)

啟動AMP計畫，積極引
導製造業回流

自主創新自主創新自主創新自主創新(2014)(2014)(2014)(2014)
透過「十二五計畫」
發展製造業高端設備

製造業創新製造業創新製造業創新製造業創新3.03.03.03.0(2014)(2014)(2014)(2014)
以ICT網際網路與機器人技
術，發展下世代智慧型工廠

產業振興計畫產業振興計畫產業振興計畫產業振興計畫
(2013)(2013)(2013)(2013)

融合先進機器
人技術，發展
人機共存未來
工廠

資料參考：經濟部工業局



Integrated Industry Reaches the Next LevelIntegrated Industry Reaches the Next LevelIntegrated Industry Reaches the Next LevelIntegrated Industry Reaches the Next Level

Industry 4.0Industry 4.0Industry 4.0Industry 4.0----應用情境應用情境應用情境應用情境

資料來源：Youtube網站



台灣智能化製造現況台灣智能化製造現況台灣智能化製造現況台灣智能化製造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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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

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

19821982198219821982198219821982--------19911991199119911991199119911991

生產力3.0
創新密集階段

生產力1.0
資本密集產業階段

1991199119911991199119911991199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
生產力2.0

技術密集產業階段

145萬

267萬

420萬

程式化

生產自動化
(工業)

產業自動化
（製造業、農

業、
商業、營建業）

整線化

產業自動化
+

產業電子化

電子化

智慧自動化

智慧化

人均
產值

約34%

約29%

約23%

GDP
(製造業)

資料參考：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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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通訊技術台灣資通訊技術台灣資通訊技術台灣資通訊技術SWOTSWOTSWOTSWOT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發展台灣成為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全球傳統製造業ICTICTICTICTICTICTICTICT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典範典範典範典範典範典範典範典範

S
TRENGTHS

W
EAKNESSES

O
PPORTUNITIES

T
HREATS

•• 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網際網路基礎
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建設具備良好
根基根基根基根基根基根基根基根基

•• ICTICTICTICTICTICTICTICT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應用普及率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Negative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Positive

•• 研發設計研發設計研發設計研發設計、、、、品品品品研發設計研發設計研發設計研發設計、、、、品品品品
牌行銷之牌行銷之牌行銷之牌行銷之牌行銷之牌行銷之牌行銷之牌行銷之ICTICTICTICTICTICTICTICT應應應應應應應應
用薄弱用薄弱用薄弱用薄弱用薄弱用薄弱用薄弱用薄弱

•• 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中小型業者普
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遍缺乏資金、、、、
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人才等資源

•• 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解決方案尚無法
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完全滿足個別業
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者需求

•• 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先進國家之ICTICTICTICTICTICTICTICT
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應用深度與廣度
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皆高於台灣

••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ICTICTICTICTICTICTICTICT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
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傳統產業已有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 新型態新型態新型態新型態新型態新型態新型態新型態ICTICTICTICTICTICTICTICT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市場興起市場興起市場興起市場興起市場興起市場興起市場興起市場興起

資料參考：資訊工業策進會樂以媛簡報資料



iPhoneiPhoneiPhoneiPhone的製造供應鏈的製造供應鏈的製造供應鏈的製造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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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設計

Europe

China 加工、製造

零組件

零組件Asia

Apple around the worldApple around the worldApple around the worldApple around the world

MAC 組裝

資料來源：https://www.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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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廠智慧工廠智慧工廠智慧工廠----BMWBMWBMWBMW



電子產業電子產業電子產業電子產業 光電產業光電產業光電產業光電產業 生醫產業生醫產業生醫產業生醫產業 綠能產業綠能產業綠能產業綠能產業

前瞻製造系統的重要性前瞻製造系統的重要性前瞻製造系統的重要性前瞻製造系統的重要性

美國白宮成立美國白宮成立美國白宮成立美國白宮成立AMPAMPAMPAMP
((((AAAAdvanced  dvanced  dvanced  dvanced  MMMManufacturing anufacturing anufacturing anufacturing PPPPartnership)artnership)artnership)artnership)

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創造利潤的關鍵 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關聯就業人口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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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產業聚落

中台灣精密機械中台灣精密機械中台灣精密機械中台灣精密機械
產業群落產業群落產業群落產業群落

中台灣精密機械中台灣精密機械中台灣精密機械中台灣精密機械
產業群落產業群落產業群落產業群落

2011年年年年5月商業週刊封面報導月商業週刊封面報導月商業週刊封面報導月商業週刊封面報導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
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頂尖研究中心

台灣精密機械台灣精密機械台灣精密機械台灣精密機械
產業聚落產業聚落產業聚落產業聚落

精密機械產業聚落精密機械產業聚落精密機械產業聚落精密機械產業聚落

本校位於精密機械走廊樞紐地帶本校位於精密機械走廊樞紐地帶本校位於精密機械走廊樞紐地帶本校位於精密機械走廊樞紐地帶，，，，可有效整合可有效整合可有效整合可有效整合產產產產、、、、學學學學、、、、研研研研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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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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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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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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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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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廊

14



即時
多工

智慧
控制

精密
機械

製造
系統

智能化
雲端

管理

智能化
感測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三大強項三大強項三大強項三大強項

•• 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
•• 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
•• 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

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電子電機業

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機械業

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資通訊業

產業管理產業管理產業管理產業管理

認知科學認知科學認知科學認知科學

AIMAIMAIMAIM----HIHIHIHI is ready!is ready!is ready!is ready!



光電產業光電產業光電產業光電產業

High Speed

Intelligent

Energy-saving

Multi-axis Composite

Multi-ax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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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製造系統精密機械製造系統精密機械製造系統精密機械製造系統

即時多工智慧控制即時多工智慧控制即時多工智慧控制即時多工智慧控制

智能化無線感測智能化無線感測智能化無線感測智能化無線感測

智能化雲端管理智能化雲端管理智能化雲端管理智能化雲端管理

研究特色及未來方向研究特色及未來方向研究特色及未來方向研究特色及未來方向

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轉化頂尖學術為

關鍵技術關鍵技術關鍵技術關鍵技術關鍵技術關鍵技術關鍵技術關鍵技術

未未未未未未未未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究究究究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結合關鍵技術 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建立尖端製造系統

拔尖與跨領域研究拔尖與跨領域研究拔尖與跨領域研究拔尖與跨領域研究 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經濟部學界科專

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產學大聯盟

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產學小聯盟

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科技部大產學

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科技部跨領域整合

智能化進給系統智能化進給系統智能化進給系統智能化進給系統

軋延製程軋延製程軋延製程軋延製程

製造業客製化系統整合製造業客製化系統整合製造業客製化系統整合製造業客製化系統整合

數控齒輪加工機數控齒輪加工機數控齒輪加工機數控齒輪加工機

3D列印技術列印技術列印技術列印技術

電子產業電子產業電子產業電子產業

綠能產業綠能產業綠能產業綠能產業

生醫產業生醫產業生醫產業生醫產業 16



智慧進給系統智慧進給系統智慧進給系統智慧進給系統

高使用高使用高使用高使用, , , , 高穩定高穩定高穩定高穩定, , , , 高信賴高信賴高信賴高信賴高使用高使用高使用高使用, , , , 高穩定高穩定高穩定高穩定, , , , 高信賴高信賴高信賴高信賴

預測與診斷預測與診斷

監控監控

感測器:聲壓,振動, 
溫度,光學,其他.

控制器控制器

專家系統專家系統

感測網路感測網路 無線傳輸無線傳輸

人機介面人機介面
致動器致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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鋸床鋸帶製程健康預測分析鋸床鋸帶製程健康預測分析鋸床鋸帶製程健康預測分析鋸床鋸帶製程健康預測分析
雲端技術情境雲端技術情境雲端技術情境雲端技術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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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人才培育高階人才培育高階人才培育高階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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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
國際種子菁英營國際種子菁英營國際種子菁英營國際種子菁英營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Rutgers, The 
State U of New 
Jersey, GIT, 
Miami U, Trinity 
College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Hokkaido U, 
Tohoku U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College of 
Water Science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U of Birmingham, 
U of Essex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IIT Bombay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Lyon (INSA)

新加新加新加新加
坡坡坡坡

National U of 
Singapore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U of Lodz, Faculty 
of Management

馬來馬來馬來馬來
西亞西亞西亞西亞

U of Malaya 

高階製造系統高階製造系統高階製造系統高階製造系統
基礎技術課程模組基礎技術課程模組基礎技術課程模組基礎技術課程模組

中正創新講座中正創新講座中正創新講座中正創新講座

龍騰中正龍騰中正龍騰中正龍騰中正
企業論壇企業論壇企業論壇企業論壇

領領領領
域域域域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
電機電機電機電機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會資會資會資會資
資資資資
管管管管…………

基礎課程基礎課程

核心課程核心課程

進階課程進階課程

15151515所國內大學所國內大學所國內大學所國內大學

14141414所國際大學所國際大學所國際大學所國際大學

中正創新講座中正創新講座中正創新講座中正創新講座

…

…

…



招募國際頂尖研發人才招募國際頂尖研發人才招募國際頂尖研發人才招募國際頂尖研發人才

三方合作三方合作三方合作三方合作
深化技術深化技術深化技術深化技術

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大學----業界夥伴業界夥伴業界夥伴業界夥伴
三方合作意向書簽署三方合作意向書簽署三方合作意向書簽署三方合作意向書簽署

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中正大學

業界夥伴業界夥伴業界夥伴業界夥伴 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大學



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優質企業優質企業優質企業優質企業、、、、法人法人法人法人
(有研發需求、

具備長久合作意願)

研發能量
(教師、博士班學生)

資源分享
(研發資金、智財)

共同培育共同培育共同培育共同培育

取得學位後，即具備業界
工作經驗，業界無須重新
培育，提高就業廣度。

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前瞻製造系統
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

(工學院：資訊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通訊工程系、光機電所)

教
育
部

每位學生每位學生每位學生每位學生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2020202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形塑頂尖氛圍
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建立卓越機制

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培育頂尖人才
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擴大國際視野

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構築全球鏈結網

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知名度

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聚焦台灣關鍵議題

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形成頂尖產學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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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AIMAIMAIM----HIHIHIHI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