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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上博科技總經理謝尚亨
用200公分高度 搶先上雲端
由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 看機械業新世代的演化
報導，攝影/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專員

上博科技總經理謝尚亨，身高200公分，因為高人一等，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在
業界人稱「軂咖ㄟ」。挾著16年精密模具廠管理經驗，希望把智慧製造的經驗傳承
並知識化，在台灣生根。上博在2014推出智慧製造系統軟體，搶先全球上市，未來
將進化為雲端智慧製造平台化，成為「機械的服務業」。
未來智慧工廠能否做到，「一隻豬牽進去，變成香腸跑出來；一隻雞進去，變成
雞塊出來。」這個智慧工廠的最高境界，能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且看謝尚亨怎麼
說，同時揭開7天內完成模具開發的祕辛。

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於今(2016)年6月7
日，在台科大開幕啟用，是全球首座落實虛實整
合與物聯網技術的精密機械加工工業4.0實作中
心；也是全球首座針對精密機械加工產業的工業
4.0示範工廠，聚焦在工業基礎的精密機械加工。
該中心是由一群台灣涵蓋軟硬體專長的機械相關
業者，結合台灣、日本與歐洲等廠商提供的硬體
所組成。
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的籌建過程，上博科
技總經理謝尚亨(也是機械公會智慧機械產學研委
員會委員之一)可說是推動該中心的核心推手。他
表示，該中心能夠順利啟用，首要感謝台科大校
長廖慶榮的前瞻眼光，台科大是台灣技職教育的
龍頭，非常適合以此來帶動產學合作推動產業人
才升級；同時要感謝所有無償提供設備的台灣、
日本、歐洲等廠商，因為大家共襄盛舉，共同成
就這椿業界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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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全球打造精密機械加工的智
慧製造系統
上博所打造的雲端智慧製造系統，是業界的
領頭羊，謝尚亨說：「上博是利用資通訊技術把
過去台灣從事品牌代工，所積累的許多製造經驗
與技術整合在一起，所以，可以領先全球！」上
博團隊是由一批具備豐富塑膠模具、機械加工、

弄裡。謝尚亨說，1997年，年近而立之年，想去
外面闖闖，試試自己的能力，就到鴻海大陸廠，
一待就是16年；也見證整個中國大陸在生產的變
化。
他指出，中國大陸在很多製造領域是沒有基
礎的，以影片儲存媒體來類比模具行業為例：在
中過大陸是很多人沒有看過錄影帶的，影片的儲
存是由VCD直接跳到DVD，一路往前跳躍性的成

成型技術與資通訊技術的行業專家所組成；主要

長，而模具產業也是呈現跳躍性的成長；相對的

成員擁有負責Nokia全球供應商中，模具類世界第

留在台灣的業者沒有成長。

一級供應商的建設與管理經驗，負責Nokia每年約

2013年，因為家庭因素，於是謝尚亨選擇回

60%產品的模具開發與驗證。謝尚亨則有超過25年

到台灣。由於當年曾到職訓中心學習的經驗，因

的模具設計與製造經驗，16年核心精密模具廠管

此安排了參觀台灣的職訓中心所作的模具教學，

理經驗，10年來一直致力於智慧製造系統的創新

看完之後心想當然不能只用當年他當學生時那套

與發展。

來教學生，也不能和現在的方法脫節，而是要教

謝尚亨年輕時，在模具廠上班，很多技術

新一代的方法，讓孩子有競爭力，種下了：「回

是在這個時候養成，那時台灣模具廠的規模都很

來，如何幫台灣的種子」；於是，在2014年成立上

小，隱身在新北市三重、新莊、五股及泰山的巷

博科技，目前公司成員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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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世代人才
助台灣產業升級
成立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
主要目的是「完全為了教育訓
練，培育新一代的學生，同時
也教育業者，進而幫助台灣產
業升級。」謝尚亨說：「回來
台灣，發覺台灣這幾年環境一
直都沒有進步，希望能為台灣

機械業能夠進行系統整合的

起參與。台科大校方表示，在

人才不多，到這個環境學習的

中心成軍後，曾接到許多國際

學生如果可以知道如何整合，

知名的國際大廠來電，表示願

為何這樣整合？以後到業界，

意無償提供先進設備進駐實作

就會幫到需要的人。

中心供師生實習，但礙於與現

其次，由於實作中心的智慧

行合作廠商已經展開為期2年的

工廠第一期鎖定的應用行業是

協議，目前只能說先向對方說

精密模具產業，對不懂模具製

抱歉，等待下一期合作再將該

造的學生，如何懂得做模具，

些廠商納入。

這牽涉到整個架構、流程以及

台科大實作中心的建置合

Know How，操作機器其實是很

作方式，場地是由上博提供所

簡單的，但是未來的智慧製造

有的規劃、設計與施工。廠內

人才當然不只是學會操作，而

機器設備不是以傳統的機器捐

是要學會流程以及Know How；

贈校方的方式進行，而是由廠

商、德商及日商提供設備借用

知道如何整合，機台及軟體如

商提供「無償使用」，機器維

及軟體捐贈。籌畫期間一位歐

何通訊，也就是把資訊工程以

護及教育訓練也是由上博和各

洲廠商的高層得知這個計劃，

及機械背景的人，整合在一起

個提供設備的合作廠商無償來

立即表示，曾在台灣賺了很多

這才是未來人才所需要的基本

進行。學校可以免除設備閒置

錢，很樂意一起推動對台灣有

功。

以及龐大的維護經費外，校方

這個地方真的做一點事情，協
助台灣供應鏈升級。」於是拜
訪了過去曾經合作的伙伴，而
組成了現在的軟、硬體團隊。
在合作伙伴部分，很多台灣廠

讓年輕的一代學到新的方

可以有和業界同步甚至比一般

法，也希望政府一起出力，不

業者更好的機器隨時上課及應

在學校選擇部分，當時拜

能讓年輕人只做苦力，要讓小

用。2~3年後可以再換另外一批

訪了很多學校，從北到南，從

朋友知道，「製造業才是國家

新的機器進來，學校永遠都是

學術大學到科技大學，因為台

的根本。」以前是傳統的車

用最新的設備，完全與產業接

灣科技大學校長廖慶榮在第一

床、銑床，接著是CNC加工

軌。目前實作中心籌設是開始

次接觸時，就全力支持，甚至

機，未來工業4.0是智能化的軟

的第一步，未來是希望場地能

動用校內多個系所的教授組成

體，這是一個新世代的演化，

夠更大，可以培訓更多的人員

合作團隊，因此最後選擇在台

要將這個新的演化引進到台

與不同的製程技術。

科大落地生根。然而為何一個

灣。

幫助的事，也希望有這個機會
回饋台灣。

草創的公司，在成立的第二年

在台科大實作中心是一個具

就積極與學校進行合作，謝尚

體而微的小型模具廠，所有功

自動化智慧工廠將巔
覆現有工作模式

亨認為，人才是一切的基礎，

能面都夠齊全也符合實際加工

由於全球製造人力的不足，

透過學生的參與，一方面提升

的需要，但如果時間及場地允

以後智慧工廠現場機台操作者

台灣製造業未來的技術水準；

許，有機會有更大的場地，可

工作會變得相對簡單，不會因

另一方面，上博以及上博的客

以訓練更多人，發揮更大的效

為智慧自働化而完全取代人

戶、合作伙伴，都可以找到

益，那是求之不得。剛開始籌

力，造成就業問題。以後工廠

人，也為台灣機械業界培育人

備很辛苦，接觸過一些廠商大

不太需要很會操作機器的師父

才庫，提升台灣在工業4.0的水

都是持觀望態度，等做到一個

級人力，只要會基本CNC操作

準。

程度以後，很多廠商都想要一

就好，只有少特殊加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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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老到的操作師父；實際的

商第一名，也在2006年把所有

製造現場，由於效能的提升(機

德國人競爭者趕走。因此很感

器做的變快，需要人給機器更

謝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給了佷多

多的工作)，反而更需要編程及

MISSION IMPOSSIBLE，激發更

如何解決問題的人，由系統的

多動能與動力。

人工智慧及邏輯拉著你走，因

當年，富士康在第一期花了

此人力需求可能反增不減只是

2億元買新設備，前後總共投資

人力的素質也要跟著提升，工

17億元。一般的自動化，串聯

程師可以和系統協作提升整體

起來沒有問題，但沒有靈魂。

效能。這將對台灣帶來很大的

系統的核心技術(問題)才是重

衝擊，但很多工廠仍然停留在

點。上博因為有富士康的經

傳統的生產模式這也是目前的

驗，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隱憂。

上博有以前在富士康奠定

未來的製造人力將會把工作

的觀念和邏輯基礎，以前是同

重點放在製造更前端的規劃工

一種廠牌的機器設備，現在是

作，執行的部分機器人可以處

多種廠牌的機器設備，整合很

理得很好，整個自働化推動起

謝尚亨說，智慧工廠的理

不容易，光通訊協定就耗費很

來，將「巔覆以後整個工作模

想是要做到，「一隻豬牽進

多心力與時間，困難度超出預

式」。

期，一時也找不到那麼多人

在富士康，一條15台高速加

才，實際「遇到很多挑戰」，

工機的生產線，真正技術人員

台灣許多人都說要作通訊協

只要2人，其他都是操作員及作

定，其實多數並不知道作了設

業員，其中有很多女性在操作

備通訊協定是為了那些功能需

機器，以後由機器人取代，這

求。

些女性操作員就會大量減少。

謝尚亨表示，可以提供概念

去，變成香腸跑出來；一隻雞
進去，變成雞塊出來。」將來
會很接近這個樣貌。智慧工廠
是有神經、有智能，從訂單進
來，是連鎖的，一路趨動到最
後面(後端)，必須要有防呆及反
溯功能，透過數據分析，找到
問題真正的原因。這是生產智

這樣不是很多人會失業嗎？

及邏輯給團隊成員，但實務操

謝尚亨表示，不是失業，而是

作和編寫程式是新的東西，要

要把工作內容提升，轉換到更

有學習及成長的時間，一直到

高的技能領域，「人要做有附

今年3~4月時才比較成熟。背後

加價值的工作」，沒有失業的

也有在中國大陸的台商提供練

問題。

功的設備及場地，來驗證可行

零件加工或航太加工機械種類

性。

不會這麼多，可能只要CNC的

執行7天內開發模具
的不可能任務

能化要做到的目標(至少可以做
到這個程度)。
上博為何選擇模具加工？第
一模具其實是加工中最難的，

現在很多的廠商也開始建構

車銑加工再加上量測等；但模

所謂智慧製造系統，或是升級

具要整合CNC、EDM、WIRE

謝尚亨表示，在富士康會

所謂工業4.0產線。每一段都有

CUT、三次元、車銑複合，再

有系統開發的需求是因為，接

有人作，但每一段都是孤島，

加上其它。從最難的模具開

到7天內完成模具開發的不可

因為中間有很多數據要串連，

始，可以跨不同行業，只要機

能任務。從2003年開發軟體，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很難看到

械相關的，這個系統都可將其

2006年拿到NOKIA全球供應

全貌。

囊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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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o：富士康不
只買機器，還做了最
大的驗證
謝尚亨在富士康16年，有許
多和國際大廠合作說不完的故
事。以下是他分享Makino在富
士康練兵的故事。
富士康用很多Makino機器，
在正常情況下，一天可以跑
14~15小時，一年換油一次，但
在富士康一天跑23小時，7個月
主軸就壞了3~4次，但，一直找
不到原因，後來把油取來發覺
油變質了，碼錶已跑了5~6千小
時，在日本一年頂多跑4千小時
就很了不起，後來賠了3支主
軸，全面換銘版，改為3,500小
時一定要換油。因為連續跑，
出現很多問題，穩定度也不見

題是刮油的橡皮太硬，溫度升

望能夠把這個觀念帶回台灣，

了3度，要用管路進去散熱，

讓台灣這家公司在亞洲、甚

又過了二個月有改善對策，寄

至全球都居於領先地位。他

了二個鐵櫃來，出動10幾個工

說，有個老外看到上博的軟體

程師，『先改給你用，如果還

後說：『你做到這種程度，那

是不行，6個月後做一台全新

你開個價，我們馬上跟你合

的給你，保證做得到，做不

作！』甚至歐洲知名的玩具大

到，不用錢。』「Makino是這

廠也找上門來，「他們覺得上

樣玩吔！」那時扣了1億日幣，

博能力是超前的，想擁有這樣

機器照樣用，拿不到一毛錢。

的系統。」

Makino就是這樣玩起來的。

據知，目前台灣航太業，在

Makino的V33i，以前叫V33，

台灣做的零件比歐洲貴，因為

後來改V33F，F是富士康版，

歐洲是用系統來做，成本較台

3年後才改為i，變成V33i。

灣低，現在台灣的競爭不是來

Makino人員說：「你們(富士

自中國大陸，而是來自歐洲，

康)不只是買機器，還幫我們

「代表台灣高端的製造業思維

(Makino)做了最大的驗證。」

要改變」，政府應該幫助台灣

Makino表示，以前客人都買
V33，V33i都沒有人買，但現

業者做系統化的工作，也就沒
有失業的問題。

在都改買V33i，因為客人要精

人一直往舒適的環境及生

度和穩定度，整個機器做了很

活前進，就會喪失刻苦耐勞的

多改善和優化。謝尚亨說，日

精神，但要把東西做得越來越

本人真的很厲害，也很有心，

好，只有靠軟體。因此有人做

台灣人也可以做到某種程度，

系統軟體，有人設計系統邏

富士康開2~3天檢討會，回去擬

看要不要用心去做這件事情罷

輯，有人做系統開發，這將形

定改善計畫案，後來改為一年4

了！「我可以學到這麼多東

成一個新的產業鍵，只是台灣

次檢討會。由於富士康撞了3次

西，都是日本人教的，歐洲人

沒有看清楚。「台灣一直著重

機，追查出來都是操作錯誤所

也教了一些。」很多經驗是靠

在硬體，很快會被追上，必須

致，因此，Makino為富士康破

著問「為什麼這樣？」累積起

軟體加硬體，才能打造台灣的

例做了一次權限管理的開放，

來。

競爭實力。」

了，但Makino也很配合設計變
更，冷機和熱機跑出來的精度
差1μm(條)，後來也改到能夠符
合富士康的需求。
Makino最多一個月排一組在

現在變成Makino的商品規格，
後來100多台高速加工機，5年

伯樂與千里馬

謝尚亨表示，富士康以前是
NOKIA全球供應商第一名，

「上博在全球這個(智慧製

對手是德國廠商，後來也接三

2005年，富士康打算購入4台

造系統軟體)行業，算是領頭

星的訂單，如果這個經驗沒有

Yasida的機器，但Makino硬要

羊。」謝尚亨說，在台灣，上

傳承，並且將知識系統化，以

做，結果提供2台機器，還派日

博是一家很新的公司，但在全

後原本的老師傅凋零了，那將

本人來幫忙操機，回去後做了

球很多公司都知道上博在做什

來誰來傳承？這也是急於回台

一模一樣的機器放在實驗室，

麼。因為上博很小，沒有拿到

灣的原因之一。有外商想要買

用雷射測量定位，後來找到問

國家資源，所以走得很慢，希

下上博，建議上博搬移到新加

內沒有撞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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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也有大陸業者有興趣，這

銷費用；如果做Google就沒有所

樣速度可以加快產業升級。他

謂錢的問題，就是幫每一家做

說：「問題我是台灣人，我能

OEM，那你要走哪一條路？』

夠幫我們的國家，幫我生長的

謝尚亨表示，未來充滿許

地方，完全是憑藉著理想與信

多變數，現在沒辦法決定將來

念來做這件事。」

會走到什麼地方？或許是資通
訊界另一個異軍突起的FACE

觸動國外機械業者併
購、投資的敏感神經

BOOK或是LINE，只有天知道

曾有國內航太產業主管說：

優化的空間，相信慢慢的舞台

『你是我們老闆要找的軟體，
但是你太晚出現了，我們已經

吧！上博還有很多成長及內部
會越來越多。

來，你們一家就整合全部。也

推租賃雲滿足所有客
戶的需求

造平台，分私有雲及公有雲(訂

剛買了一個全球最大的刀具軟

聽說這套軟體要價上億元？

製雲及簡易雲)。大型軟體賣給

體，你們(刀具管理)做得很好，

謝尚亨表示，這套軟體訂價數

大型客戶，是私有雲，價格較

是我們真正要的。』

百萬美金。對歐洲來說，這套

高；中大型企業可以選擇訂製

「上博在這個軟體業，真

系統不貴；但對台灣而言，這

雲或簡易雲，或客戶想要用，

的還沒有遇到對手」，德國一

套系統很貴。軟體能夠幫忙廠

但又不想用公有雲，可以用租

家機械廠研發部主管說，上博

商的價值，這個費用在國外算

賃的私有雲(訂製雲)；小型企業

真的做到這種程度，大概是我

是合理的。

可以使用簡易雲，小的系統模

買了一堆的軟體，但整合不起

看過『全球做最深，也是最廣

現在開始推租賃方法，2017

的』，這個如果做成，會影響

年也會拆成小模組出售。謝尚

整個工業，但，開發速度可不

亨表示，最初的理想，希望能

可以加快？有機會雙方可以合

夠做到很智能(慧)化，但可能不

作，『你幫我OEM集團的系統

適合台灣中小企業的環境，可

軟體。』

能不需要這麼智能化，或只需

在台灣因為人才不夠，現在

要其中一段功能，所以提供租

上博的規模也不夠大，所以走

賃的方式，需單功能的廠商，

得很慢。歐洲工具機大廠GF

只要買小模組就好。

組；而這個雲端規劃可以由中
華電信來代管。

由軟體商升級電子商
務平台
上博現在是賣軟體，但，其
實最想要做的是電子商務，也
就是「機械的服務業」。未來
不只是個商務平台，也是個技

也很想投資，他們的公司高層

上博以製作塑膠模具的經

曾經向上博說：『公司改名為

驗起家，但上博很努力的把所

GFMS，機器(M)由GF做，軟

有人的需求加到系統裡面，在

不收系統使用費，只到達到一

體(S)在上博。』GF也曾問：

某種情況，改變某些配置的參

定金額的交易，只收交易佣

『如果有二條路可以選，上博

數，系統可以符合不同客戶的

金。

到底要走Microsoft or Google?

需求，這是上博正在努力的事

Microsoft是自己打品牌，如果要

情。

做Microsoft把公司賣給我，因為

現在上博推的智慧製造系

你沒有錢，你玩不起國外的行

統，未來將轉變為雲端智慧製

術平台。甚至開放免費試用，

謝尚亨指出，台灣人的國
際觀念，只看到台灣和大陸，
但，在這個平台展開，可以做
到各國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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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上博欠 資金，也沒
有GOOLE有錢，要怎麼才能辦
到？謝尚亨的策略是：「一是
創造被利用的價值，二是創造
沾黏度。」未來將會提供一個
平台，假設原本一個手機殼的
模具要畫3天，但用這個平台的
模組，不到1天就可以畫好，可
以用這個平台找到買家，還可
自動產生放電、量測程式……
把所有東西都網路化，還提供
免費的教育訓練，每個都可以
賣錢。
台灣應該發展一個產業來帶
動機械產業，可做機械，可以
做汽車零件、航太、沖壓、模
具……不同的產品都可以做；
相信可以改變人類的歷史跟工
業的紀錄。

機械業共組台灣隊
打國際盃
以系統整合商提出對
機械業的建議
台灣工具機業者如果仍然
走純硬體的競爭，會越來越辛

苦，要走不同的SOLLUTION去

大廠的規格都是由富士康要

賣，「台灣應該組成一個台灣

求，上博等於是幫廠商打通任

的國家隊，打國際盃」，甚至

督二脈，有真正打國際盃的經

可以把國外第一流的設備整合

驗。

在一起。台灣有廠商想做智能

「把不同行業的SOLUTION

機械及智慧平台，但國外大廠

找出來，和軟體一起整合起

都不做，因為客人有各式各樣

來，整合軟體和硬體的生產

的機器，有不同廠牌，要整合

線，台灣才真的有贏的機會」

別人的機器，製造商會願意開

謝尚亨說。台灣真要建智慧

放整合嗎？

機械示範線，應該把業者集

在與台灣廠商徠通與晏陽

合起來，跟國外機台搭，展示

合作的過程，出現通訊協議認

給客人看，上博可以把軟體全

知不同調的問題；晏陽也因為

部鋪開來，也把其他行業的加

通訊協定複雜，而一度打退堂

工一起納入，這樣才能跟人家

鼓，所幸都一一克服。一家廠

競爭；現在機械廠都只想開發

商的智能自動化生產線是否能

自己的智慧機械，這個方向是

夠滿足客戶所有需求？一定還

否正確？還有討論的空間。政

有其他家廠商的機器，如果無

府應該培養上博這種系統整合

法整合，這樣又成了孤島生

商，甚至把上博當成底層，培

產。

養一些和上博一起做的整合

謝尚亨說：「機械業透過第
三方的軟體商，才有機會走系

在工業4.0的氛圍下常常聽

統集成的工作」；因為上博是

業者說，我去捉數據然後利用

中立的第三方，國際的機械大

大數據，但捉數據到底要做什

廠大多開放通訊協議給上博，

麼？上博是從加工過程中採集

上博也堅持中立，做真正的平

數據，系統中只有客人的訂單

台商，這樣上博可以幫助所有

內容是需要輸入的，其他都不

國內外廠商做集成。這也是為

需要，現在一般廠商採集的點

什麼上博沒有接受歐洲廠的投

只有在一條線上的點，而沒有

資？因為所有股東一致反對，

整個面佈建起來，所以沒有看

任何一家公司對上博具有影響

到全貌，這是台灣推動智慧機

力，否則將影響中立性。

械的迷思。

台灣機械廠面臨的問題是，

10

商，幫機械業把餅做大。

機器設備大多賣給中小企業使

單機與系統對決的迷思

用，真正大型及國際型的企業

智慧(能)機器的影響性占上博

不多；因此，在需要整合很多

智能化製造系統可能不到5%，

的大型案子，及大型自動化方

猶如單機與系統的對決。謝尚

面的經驗比較少；所以，在這

亨分享，曾經有歐洲廠說，

方面的能力相對薄弱。上博有

『我剛看不起你家的小朋友很

來自富士康的背景經驗，很多

年輕，經驗不夠，但為什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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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把模具做得這麼好？因為你

個是主動式的防禦，一個是被

有一個很好的系統，如果以一

動的補強，意義大不相同。

如何組成一個組國家隊打
國際盃。謝尚亨說：「沒有整

對一的工程師和歐洲的工程師

台灣機械廠應該要把機械的

合，是台灣最大的問題。所

對打，絕對打不贏，但你們家

穩定度和可靠度做出來，也就

以，只有整合、整合、再整

有很好的系統，拉著你們把

是機器不要常常壞；更重要的

合，才有機會。」台灣現在正

東西做好，速度又快、品質又

是精度要維持穩定，2μm就維持

要推動「國機國造」，要用全

好，我終於搞懂歐洲為被你們

恆定的2μm，每天都2μm，不要

球布局的眼光來看這件事情，

打敗。』

今天2μm，明天4μm，「這樣的

台灣有很多機會，大家要一起

機器沒有人敢用」謝尚亨說。

合作，才能夠真正往前走，也

智慧(能)機械到底在做什
麼？是不是要把控制器越做越
聰明？謝尚亨表示，根據歐洲

整合 整合 再整合

才能搶得先機。其次，要走破
壞式的創新，70分的不跟100

廠商分析全球客人，10幾年前

台科大工業4.0實作中心，這

分比，可以選擇走不同的路。

機器不夠好，也不夠強，但人

個產學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把能

「要拼、賭一把，輸了，了不

類技術很強，把機器操到百分

力建置在學校，能夠在台灣推

起做老二。」

之百，甚至超過，用人的微調

廣，讓智慧機械的人才種子，

歐洲需要的軟體量也在增

技術，甚至可以做到120%的

在全台灣散布開來，也把這個

加，為什麼那多國外廠商找上

程度，但現在一台機器的能力

系統在機械業界撒開來。

博合作？而國內廠商還沒看不

可能用不到30%或50%，但還

台灣技職教育的內容要改

到上博在做什麼？只看到硬

一直往上加功能，加了這麼多

變，才能跟上業界的變化，

體，很多業界跟世界的脈動是

功能，到底要做什麼？要給誰

這是國家的課題。台灣為何

脫節的，因為台灣的工業4.0，

用？

能做？因為台灣以前有全球

仍然停留在「各自表述」的階

機器要作好自己的可靠度

最大的代工業，全球最好的客

段。

和穩定性，對智慧機械而言，

人，要求最好的品質、最好的

在大陸已經是軟體當道！

自我預防、診斷及保養是設備

速度。台灣會不會再有這個機

大陸有無錫軟體園區，在高鐵

要做的事情，另外要有通訊接

會，「過了這個村，就沒那個

站高掛著「南京軟體園區歡迎

口及系統整合商的集成，用

店了」，再過個3~5年，那也就

您！」大陸現在已經輕硬體，

軟體來把機台的能力發揮到

不用做了，因為喪失國際化的

重軟體。

80~90%，就會很有競爭力，

競爭力。

謝尚亨再次對台灣機械廠提

不需要一直擴展功能。謝尚亨

為了訓練學生，培育未來的

出建議，一定要提升機台的穩

說，現在台灣只喊智慧機械，

人才。在學校方面，明年排出

定度與可靠度，其次，通訊協

好比單機與系統的對決。

課程，一個是實作，一個是理

議要更加開放，未來也要增加

以智慧製造系統為例：系統

論基礎，將在明年開放學生選

傳感器用在特殊用途，用來監

軟體已把防撞功能集成(整合)在

課。其次是辦理體驗營，初期

控，可以優化很多製程，這是

裡面，會撞刀的情況本來就不

一個月1~2次，也可能是一星期

未來的趨勢，也才有機會搭上

會進到機台裡進行加工，而不

一次，2~3天的課程。體驗營

智慧機械的列車。

是在機械上面增加防撞功能。

開放廠商拿產品來實際加工，

智慧機械的發展重點在方向

準備工作都在外圍完成，保證

2~3天可以生產出來，可以和原

性的問題，方向一定要對；未

可以跑了，才到機台上加工，

來的加工方法比較，兩者有什

來台灣要做什麼？也要及早思

不能跑的就不會上線，可以把

麼差異，肯定會巔覆廠商的想

考。只要正確掌握時代潮流的

機器的稼動率壓榨到最大。一

法，把新的觀念引進業界。

脈動，就有機會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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