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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智

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下

稱本委員會)於105年8月15日假

臺北世貿南港展覽館召開第4

次會議，會議前安排委員參觀

「2016年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

展」(以下簡稱：TAIPEI PLAS 

2016)，接著進行會議。會議

中，邀請德國軟體商FORCAM

及資策會前來分享，同時安排

第二波6家智慧機械示範廠商，

分享各公司研發智慧機械的心

路歷程。

展覽會現場參觀6家具有智慧

功能的參展商，分別為：三隆

齒輪、全立發機械廠、台中精

機廠、百塑企業、富強鑫精密

工業及鳳記國際機械。本次安

排的部分參展廠商，在TAIPEI 

PLAS 2016研究發展創新產品

競賽中有優異表現，請參考下

表：

會長柯拔希在致詞時表示，

TAIPEI PLAS 2016自105年8月

12日至16日，一連展出5天，

本展為亞洲第2大、全球第5大

塑橡膠工業展。援例舉辦「塑

橡膠機械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

賽」，本競賽已邁入第10屆，

為鼓勵塑橡膠機械廠商研發智

慧化設備，在所有參賽作品中

特別新增「智慧機械獎」，因

此本次共有27項競賽作品進入

決選，比起上屆增加17%。同時

感謝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黃聖杰，擔任本屆競賽的主任

評審委員，帶領7位評審委員，

從初選、複選及決選，提供參

賽廠商諸多建言。

柯拔希表示，本次安排第二

波6家智慧機械示範廠商進行報

告，將結合第一波6家廠商，

彙整計12家示範廠商，並整合

產、學、研的力量，將安排時

時向政府溝通，協助12家示範

廠商打造出智慧機械代表作。

德國軟體商
FORCAM：為客戶提
高生產效率

會 中 邀 請 德 國 軟 體 商

FORCAM上海分公司執行長

Mr. Michel Bernd進行簡報，Mr. 

Bernd指出FORCAM在2001年發

跡於德國，其創立目標有3：一

是串聯ERP/SAP及現場機械設備

運作，二是標準化產品，三是

製作創新產品。

文/林恩印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業務組 專員

第二波智慧機械6家示範廠 驚艷登場
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第4次會議

公司名稱 作品名稱 得獎項目

全立發

機械廠

CLF-230TW-i多功能智慧型
循環潤滑塑膠射出成型機

所有參賽作品：

特優獎

台中

精機廠

RC-220+VsP-60智慧化多射
射出系統

智動化塑橡膠成型機械 
及其週邊設備類：佳作

百塑企業
IMES IM4.0射出成型智慧
生產系統

所有參賽作品：

智慧機械獎

富強鑫

精密工業

FK/EHB-65GT04QD智能型
雲端監控全電中空成型機

塑膠射出成型機械類：

優等獎

智動化塑橡膠成型機械及

其週邊設備類：優等獎

鳳記國際

機械

FK/EHB-65GT04QD智能型
雲端監控全電中空成型機

所有參賽作品：美學獎

塑膠中空成型機械類：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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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FORCAM在雲端計

算、伺服器中心及工業4.0等皆

為行業先驅，故FORCAM最重

要的使命是「為客戶提高生產

效率」。FORCAM除了提供生

產管理系統外，重點在於生產

力的提升。

FORCAM可以提供給客戶的

重要項目如下：

1.提高離散製造及重複加工等作

業加工透明度

2.按照精實生產之標準，可消除

浪費，降低製造成本，並提升

生產效率

3.採用MT Connect標準，可連結

各設備，並搜集各項數據

4.可整合現有IT流程，如SAP, 

ERP及PLM等

5.整合數據，並轉換為有意義及

可操控的數據

在此提供其中2案例，供會

員廠商參考：

1.Audi

(1)發掘關鍵問題

a.現場所搜集的資訊有延遲

狀況

b.所得到的數據皆為被整理

過後的資料，非真實資料

(2)收斂執行焦點：FORCAM

協助建立透明度，並視覺

化整體製造過程

(3)最終結果探討：機器可用

度提升20%生產效率

2.GE Jenbacher

(1)發掘關鍵問題：該公司有

生產管理系統，但奧地利

工廠使用FORCAM系統

(2)收斂執行焦點：FORCAM

連結超過100台機械設備

(3)最終結果探討：把整體設

備效率OEE提升33%，並且

榮獲GE內部「2016年智慧

工廠獎」

最後，Mr. Bernd表示選用

FORCAM的5個好處：

1.協助客戶建立透明化的生產管

理，提升生產力，進而賺取更

多獲利。

2.提供最好的Solution，這不會

是長遠的專案，而是可立即看

到效果的產品。

3.可以連結不同機種、不同工廠

的能力。

4.可以提供機械設備跟ERP系統

的結合。

5.有標準化產品，可以提供根據

客戶需求自行組態。

(欲了解上述FORCAM完整

影片內容及簡報資料，請參考

本會「工業4.0-智慧機械產學研

委員會」網頁，網址：http://

www.tami.org.tw/wisdom_

machine.php)

國立成功大學E化製造研究中

心教授鄭芳田在於QA時間，提

出2個問題。

問1：剛剛在簡報中，提到提高
生產力的部分，但是沒有提到

良率，因為台灣廠商也相當重

視良率問題。

答：德國在幾年前也是重視良

率問題，因此品質是一定要顧

及，由於德國工業發展至今，

品質已經達到一定標準，但人

力費用在德國是相當高，故德

國現在面臨的另一項問題則是

「人力成本問題」。我認為，

臺灣現在的品質也達到了一定

的水準，所以現在也應該要提

升生產效率，因此今天所介紹

是生產管理工具軟體，而非技

術面工具軟體。

問2：如果要做到品質的控制，
如何能做到檢測，進而確認產

品可以零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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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提供一個例子給各位參

考，關於製造剎車製造商，當

中對於栓螺絲的緊度，可以先

行量測最佳螺絲緊度，並建立

品質指標，上面也會建立二維

條碼讓客戶可以進行追蹤，並

提供給使用者。

機械公會榮譽理事長莊國欽

也提出相關問題。

問3：供應商如果提供的部件是
不良品，是否仍可順利產製？

答：FORCAM有提供虛擬生產

流程的軟體，如果供應商所提

供的部件品質不好，FORCAM

的軟體是有辦法察覺。但是很

多公司犯了錯誤，卻希望把所

有生產流程最佳化，這可能需

要花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的

時間，但是在我前面所提及

的，其實可以透過簡單的方

法，就可以提升生產力，並且

節省成本。或許FORCAM沒有

把焦點放在供應商所提供的細

節進行偵測，但是可以為客戶

進行判斷，何者是比較好的供

應商。事實上沒有任何單一系

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資策會智慧製造技術
發展

智 慧 製 造 主 要 是 以

Heterogeneous Data，包括：機

台資料或外部資訊，透過巨量

資料平台，可以儲存及運算所

得到的資訊，進而提供設備效

益優化、製造產能優化、供應

鏈管理等處理及決策。

在巨量資料平台(Bistro，資策

會大數據所開發的平台)上，所

要進行的處理項目有：生產數

據擷取、及時串流分析與資料

前處理技術、資料分析技術、

動態預測及調整等。以資策會

所開發的Bistro平台為例，主要

以單一叢集硬體為主，也可發

展雲端服務，目前製造業多以

單一叢集為主。

資訊的蒐存取部分，為增

強現有平台的資訊蒐存能力，

資策會同時提供如：資訊管

理、應用模式等加值套件，

搭配上原有的平台，可提升

雲端平台的服務能力。如要

往雲端發展，必須先將資訊

進行虛擬化，雲資源部分主

要以openstack架構為主，包

含Object Storage、Volume 

Storage及Compute Service等，

可將實體資料虛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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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資策會大數據所的核心

技術，進行以下介紹：

1.即時監控、效能預測

◆漸進式資料群組分類：考量

製程效率的即時監測需求及

製程效率的不穩定特性，研

發漸進式計算、低複雜度的

穩態/亞穩態資料群組分類方

法

◆事例式的學習與預測：考量

製程變數多(產品/材料之長寬

高等數十種資料特徵)及變數

群(X1⋯n)與製程效率(Y)可

能產生的非線性關係，整合

事例式的學習方法(instance-

based learning)，提高模型細

緻度、提升預測準確度

◆即時資料樣態：即時匯集、

處理、分析每秒達1MB的製

程機台日誌，共連線300台設

備，一年產生近4,000萬筆資

料。

2.參數最佳化、動態建模調整：

基於製程週期動態不確定特

性，引進滾動式技術進行最佳

化預測與建模，進行製程產品

品質監控與模型調整，達到重

量品質改善目標。

競賽評審主委黃聖杰
分享

臺灣塑橡膠機械是24小時

生產，不能有些微的延宕，不

僅需要不斷地生產，同時也要

注重品質。在臺灣過去的20年

中，對於模具的產製，可以從

60天縮短到7天，這就是台灣

產業重要的Driving Force，這中

間就包含了「Productivity」跟

「Quality」。

因此臺灣塑橡膠產業中，

生產率跟品質是持續在進

步，在這整個過程中，塑橡

膠機械業者也是持續進行Tool 

Development，透過發展各式各

樣的工具，來符合生產需求，

當中包含產率跟品質的提升。

對應於本次競賽，評審主要

針對以下2項重點進行評比：

1. 對資料的有效蒐集、儲存、管

理及應用

這部份本屆參賽廠商都已經

達到，但是向上到雲端部分，

目前還沒有。

2. Domain Knowledge是否應用

到系統面

本屆參賽廠商中，以富強鑫

跟全立發在這部分的表現相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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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第二波示範廠

高 聖 精 密 機 電

高聖至今已邁入40年，開業至今一向秉持著

「高效精準、剛強耐用」，該公司很早就在美國

及歐洲成立分公司，其中美國分公司已成立有28

年，因此歐美銷售額占全部60%。

高聖在2012年瞭解到當下只是進行「可見的

市場、可見的需求」去發掘客戶，如何製作客製

化、優化、自動化等未見的需求。在現今幾個工

業代表大國，分別表現特色為：德國「強悍」、

日本「精準」、大陸「大量」、美國「創新」，

因此反思臺灣在全球機械製造業市場中，可以提

供甚麼樣的價值？

客戶今天如果汽車買Toyota，不選擇Mercedes-

Benz或是Audi，表示他/她只想安全開車回家；

客人如果選擇高聖，表示客人只想儘快將工作完

成。以這個角度切入思考，開始朝向智慧化發

展。

在此過程中，高聖持續不斷的試想如何提

供客戶較為省錢的方案，今天客戶不會因為該公

司加裝了18顆感測器而願意提高成交價，這是產

業面最現實的問題，但是身為機械製造商，該思

考的是如何為客戶提升附加價值，進而使客戶願

意買單。高聖公司執行長吳迎帆於會議中提出問

題讓與會委員思考：「今天加裝這麼多感測器，

目的是為了甚麼？怎麼樣才能賺錢？從感測器得

到了這麼多數據，該如何解決？」，接著進一步

說明：「以刀具來說，客戶需要知道在甚麼時間

點換，可以帶給他們最經濟、最成本的方式，這

是客人願意該付出的代價，同時也是製造商可以

獲利的所在。」至於何時是最適當更換刀具的時

間，吳迎帆表示：「必須建立一個Cyber」。

接著以健康檢查的概念比喻，每當進行完

健康檢查後，會有「實際年齡」及「生理年齡」

的數據分析結果，支撐上述2項數據分析結果的

背後，就是一龐大的數據資料進行交互比對而產

出的。如果檢測出實際年齡＞生理年齡，表示整

體狀況維持不錯，僅須保持即可；反之則需有相

對應的狀況調整。如果今天沒有透過這樣比對而

進行調整，那即為了調整而調整，這會是企業陷

入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至於如何從18顆感測器

變成僅剩1顆的關鍵，吳迎帆指出以下2點重要關

鍵：

1.將整個機器結構重新設計，這可將原本擔憂需監

控的項目，都可以簡化。

2.透過一個Evident Space的行動裝置，讓全球知

道新設備的好，並進而改變Business Model。

該公司預計發展智慧項目有4項，希望能夠尋

求資策會得要必要協助：

1.客戶問題回饋

2.設備停工問題診斷(XML回饋)

3.智慧感知診斷服務平台

4.油壓機台智慧感知信號擷取

對於人才需求方面：跨領域專業人才是導入

生產力4.0成功的重要關鍵，以下為跨領域人才需

求示意圖。

專業人才 跨領域人才

機械 機資電控

資訊 機資通

機電通

機電資通電資

機電

通訊

資通

升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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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機械技術發展歷程：

2005年遠東機械在董事長莊

國輝指示下進行自動化發展，

2013年由總經理莊宇龍將整組

工業3.0產線導入美國市場，這

當中該公司了解到如果機台的

穩定性不夠，將無法進行自動

化。2014年遠東機械與國立成

功大學E化製造研究中心教授鄭

芳田進行關鍵技術戰略合作，

發展AVM自動虛擬量測系統。

此部分關鍵在於，大多數會著

重在機台的掌控，遠東機械則

致力發展於工件精度的掌控，

才會有Zero Defect。

工業3.0 工業4.0

Turnkey生產線整
廠規畫技術

製程自動化與資

訊化管理

操作簡易化與高

階自動化

商品製程可追溯

與蒐集並可視化

精度可控、可蒐

集與資訊雲端化

1.跨橋式
2.Robot

1.混型生產
2.資訊整合

1.簡易操作
2.無人生產

1.產品可溯
2.資訊聯網可視化

1.製程資訊雲端化
2.即時品檢

遠 東 機 械 工 業

連結公司現況及未來發展策略規劃：

分析內容
現況與預測製造管理之策略

項目 規劃內容

機台

稼動

智慧感知

診斷服務

現況：客戶在生產過程中所遇之機台技術性問題往往需要即時處理以避免

產線延宕，但目前作法還是以由連結技術人員至現場進行維修，時

間上缺乏效率。

策略：設備發展CPS聯網，設備信號擷取蒐集，預知診斷，縮短維修時
間，降低停工風險損失。

售後

服務

專家系統

服務

現況：未有後端業務售後服務及專家系統，導致國內外客戶機器故障時，

必須透過信件或電話尋求解決方案，將造成客戶長時間停工的損失

風險。

策略：建立專家系統方案，整合業務、技術、客服，提供一體化的資訊入

口平台，強化快速反應機制。

連 結 機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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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技術缺口現況及因應辦法：

人才技術缺口 因應作法 執行內容 面臨困境

1.少子化
2.技術難傳承
3.老齡社會

深耕培育
在地人才

1. 培育在地人才擇優擔當主要幹部讓
在地民、政人士擁有企業認同感。

2. 使在地青年擁有為自己家鄉貢獻之
榮譽感與就近關心家人之安心感。

3. 提高所得讓優秀人才無後顧之憂。

1. 在地人才尋求不易，尋才資訊不
足。

2. 在地政府無鼓勵配套方案鼓勵學
子返鄉發展。

3. 政府應規劃相關輔助企業機制，
提高企業意願。

產學合作
培育新血

1. 緊密與鄰近院校進行產學合作案創
造雙贏環境

2. 產學合作過程將合適之人才無縫接
軌至企業。

3. 挹注研究經費給予學校實驗室，使
專業技術永續發展。

1. 學校積分評定門檻過高，導致教
授專案數過多，貢獻度無法全力
發揮。

2. 企業付出成本甚大，無相關減稅
輔助機制

引進印度
學生

1. 招募有志印度籍高中畢業生來台就
讀大專院校。

2. 篩選機制使優秀畢業生擔任公司
藍、白領人才

3. 讓印度學生儘早熟悉台灣環境成為
台灣新住民

1. 政府相關規範限制太多降低企業
意願。

2. 企業付出成本甚大，無相關減稅
輔助機制。

3. 多數學校配合意願低，減少優秀
學生來台發展之意願。

銓寶公司技術人才缺口：銓寶公司設備現況及發展策略：

銓寶工業

欲發展的

智慧功能
預計成效/作法

自動調整
參數

建立自動調整參數模型，投
入製程參數與瓶樣量測結
果，即可產生建議之參數，
經過幾輪循環，產出符合品
質要求之成品，大幅降低專
業人員的需求。

預知保養

1.機台潤滑油劣化之光學檢測
裝置

2.吹瓶成型組傳動組件狀況監
控

3.吹氣閥件監控

虛擬量測

投入製程參數即可得到品質
結果，以虛擬量測取代線上
全檢，提升品質門檻，並免
除線上全檢的成本。

人才缺口 狀況描述

1.大數據人才
a.大數據應用
分析師

b.大數據行銷
人員

1.向大學教授與法人單位請教大數據於
智慧機械之運用，並指派相關研發人
員參與研討會與課程。

2.已派訓儲備人員進行大數據運用與行
銷課程，但深度仍稍嫌不足，若能有
具本領域經驗前輩指導帶領做大數據
產業運用、大數據行銷實務運用，有
助於人員在此新領域能力快速提升。

2.CIM電腦整合
製造資訊人員

1.培訓現有資訊人員，從ERP、OA系
統維護，提升職能到可以建立或維護
MES、CIM系統。

2.人力上仍有缺口，希望可以藉由精實
教育訓練或新血導入，提升製造資訊
系統建置能力。

3.自動化人員 正積極招募、培養、訓練相關人才。

銓 寶 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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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才需求缺口，所需各大學系

所的人才如下表，而慶鴻對於產學合作

也相當積極，目前與中央大學、台灣科

技大學、逢甲大學、修平科大、僑光科

大等合作。

最後，柯拔希表示，智慧機械第二

波示範例廠商已提出具體的技術及人才

需求，期待下次由學術及研究單位，針

對6家廠商的需求，提出建議及指導，

同時也期盼透過這樣多面向的交流溝

通，讓業界與學研單位，在未來有更多

的合作機會。

慶鴻公司智慧機械發展藍圖

功能 智能加工技術 先知診斷服務 專家工廠管理

項目

三大模組
 模擬加工
 製程規劃
 即時適應

四大模組
 健康診斷
 耗材壽命
 主動防護
 售後服務

三大模組
 整合服務
 全方位物聯網
 行動管理資料

技術需求 人才需求 

光學、化學、電學開發 物理系、化學系、電機系

數學演算法建立、分析 應用數學系

雲端建立、維護 資工系、資管系

軟體開發、模擬分析 電機系、電子系、機械系

軟體開發、模擬分析     機械系、材料系

慶 鴻 機 電 工 業

鳳 記 國 際 機 械
鳳記全電式中空成型機，是全部從零開始設

計，推翻過往經驗，將結構、夾模、移模等資料

重新計算，並請台大及交大的教授協助。

該公司董事長魏燦文說：「其中以精密度

最為重要，當中甚至連組裝的精密度都需要考

慮。」「目前台灣關鍵零組件仍需仰賴進口，國

內仍無法符合需求，這是業界發展遇到的普遍困

境。」

談及人才需求，現在無論是機電整合、程式

撰寫、中空成型機原理原則等，要培育可自主完

成上述能力的人員，至少需要10年，因此現在面

臨人才缺乏的部分，仍然找不到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