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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機械
推動與發展現況

陳重光:精實管理是工業4.0的基礎  
樂觀看待台灣智慧機械的發展

因應全球工業4.0浪潮，臺灣機械工業同

業公會(以下簡稱機械公會)在2015年開始投入

大量資源宣導工業4.0，並將2015年訂為「智慧

機械製造元年」，正式啟動智慧機械，同年10

月成立「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以下簡稱

智機委員會)，集結產學研黃金三角，共同推

動智慧機械製造，同時遴選6家機械業，以訂

單為出發點，將訂單連結4.0推動智慧機械示

範廠。智機委員會會長則由機械公會理事長柯

拔希擔綱。

2016年則是「智慧機械行動年」，這年再

度遴選6家機械業做為第二波推動智慧機械示

範廠，第二波針對第一波的缺點改善，同時從

宣導期進入行動期，聚焦在IoT。2017年邁入

「智慧機械整合年」，試圖將各方資訊、資源

及人力重新檢視，做跨領域的整合，讓已經

在4.0路上或還沒跟上的廠商，有機會再次檢

點，讓工業4.0大軍，重新整隊再出發。

為了讓讀者清楚了解機械公會智機委會的

功能與運作，本刊特別邀請智機委員會執行長

陳重光(也是機械公會顧問)，說明產業版智慧

機械推動的概況。

一、智機委員會平台的任務與機制

機械公會成立智慧機械產學研推動平台，

成立至今約二年半。配合政府推動五大創新產

業的「智慧機械」，智慧機械一時成為鎂光燈

追逐的亮點，多了政府資源的加持，讓智慧機

械的能見度更高。

陳重光說，智機委員會平台有二項任務，

一是點檢國內外4.0的亮點，目的在1.具體呈現

4.0的產品概貌，2.確認中長期國內既有的技術

是否有缺口。

第二項任務是點檢台灣機械產業不同領域

企業產品現況，相對4.0的方向上，位階在哪

裡？目前已具體建立連結訂單的12家機械業示

範例，主要是讓學界及研究單位了解短期企業

需求的技術人才；其次是讓政府政策計劃有更

具體的校準點。

採訪，彙整/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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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智機委員會建立了推動機制：每三個

月召開委員會一次，每個月向會長報告，每周

參與各部會對智慧機械推動的相關方案，並籌

備示範例的報導。

二、平台運作過程要點說明

在智慧機械推動過程，依序整理四篇專題

與產學研進行交流；同時邀請國外專家，藉

4.0的國際經驗，點檢台灣發展方向；過程中

也自主性建立兩波12家示範例，讓經營者自己

報告現狀與未來具體規劃。

國內各部會示範例觀摩，包括經濟部或科

技部專案建立的示範廠。

1.四篇智慧機械專題論述

機械公會智機委員會推動以來，陸續整理

出四篇專題，陳重光表示，很樂意隨時到產學

研界互動交流，回饋與分享累積的經驗。

(1)從經營本質認知工業4.0

第一篇論述「從經營本質認知工業

4.0」。在2015年智慧機械製造元年，當時大

家初次接觸工業4.0之際，機械工業要如何認

識工業4.0？因此著手撰寫了，第一篇論述：

「從經營本質認知工業4.0」，向產業、學界

及研發法人宣導4.0的精神。

本篇論述建議回歸經營本質(企業要能賺

錢，整理出目前相關的省力工具，成套稱為

4.0，所以是從經營本質看工業4.0，而不是單

從4.0認識4.0。)並且從經營本質說明，與精實

管理、智慧機械、工業4.0的關係圖(如圖1)。

本篇論述的重點結論：對企業而言，4.0

只是經營本質賺錢的工具而已，也因為企業能

持續賺錢，所以產生了智慧機械與4.0產品。

(2)藉4.0再點檢機械技術人才課題

第二篇論述著重在人才培育的點檢，對象

是產業及學界。陳重光表示，對機械產業而

言，缺人一直是問題，只是4.0已是一完整的

系統，重新以此再點檢一次，尤其，面對少

子化的問題，一定要找出「新的有效策略出

來」。

人才/技術是一體的，以機械設備的機能

/性能發展模型，簡單說明既有技術發展與4.0

的關係位置(如下圖)。

降低成本(徹底去除浪費)

降低庫存(零等待)  
減少工時(人機分離)

工程改善(加工、檢查、搬運、停滯)
作業改善(人、機、料、法)

精實管理

圖1  經營本質探討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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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消除浪費改善人力資源的示意模型

(如附圖)，利用此模型說明，總產能=單位產

能*人數，單位產能可透過技術不斷提升，人

數的問題，則要透過改善浪費著手，這都是基

於成本有競爭力為前提。

本篇論述重點結論：「要改善缺人問題，

除了開發人力資源的課題外，要同時改善人力

資源浪費的議題」。

(3)產業與企業交流

第三篇論述：產業與企業交流，這裡的產

業指的是智機委員會，企業指機械公會的會

員。委員會是產學研的代表，在此平台所交流

討論的題目與結論，都應向所有會員報告、

交流，才能繼續精進(而且4.0是會驅動向個體

化)。所以，提供此一專題，隨時接受會員的

諮詢。

陳重光表示，委員會累積了運作近3年的

經驗，會員廠商針對工業4.0的推動，或執行

方向有任何疑問或疑慮，都可以提供一對一，

約2個小時的諮詢。首先是工廠現地的實際參

觀，其次將委員會經驗濃縮，提出報告；最後

是Q&A與交流，針對會員的問題提供可以解

決的方案(建議)；另一方面，協助尋找政府的

資源，或幫助向政府反映意見。針對會員共通

性的需求，向政府提出新的意見及需求，另一

方面，會員可以減少摸索時間，快速搭上4.0

列車。在2016年及2017年已有廠商與智機委員

會進行一對一的交流。

陳重光表示，4.0的潮流一時慣性太強大

了，沒人能擋，但以下幾點可藉以反思：

—「設備一定要做得很複雜，然後再藉感測

器、數據蒐集、大數據分析，來做設備預防

保養嗎?」你是否也被4.0的工具，牽著鼻子走

呢？機器一定要有感測器才能知道健康狀況

嗎？預防重於治療，高血壓可以事先預防，為

何要等到高血壓才買血壓計來量血壓呢？機器

也可以達到事前預防保養。

—「一定要複雜的設備系統，才能滿足客製化

需求嗎?」現在的工具機朝著複合化發展，越

做越複雜，德國及日本也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

展，但是「工具機的users，尤其是有做精實管

理的user，想要買很簡單的設備，不會壞，很

快就買得到，因為很簡單，很好做。」反之，

一台多功能、很複雜的機器，第一很貴，第二

問題很多，第三壞掉了，怎麼辦？精實管理才

能夠降低成本，對買設備的人，想買很精實的

設備，功能簡單，要買就有，不會壞。

未來的客製化是客戶有需要才做(給客

戶)，不會浪費。標準化的產品也是客人訂一

個，做一個，也就是精實管理。如果從出發點

就以精實管理開始，要什麼，才做什麼，就可

以用很低成本做出來，客戶也能以很低的價格

買到想要的東西。現在已經確認，「精實管理

是工業4.0的基礎」。未來工業4.0也要追求節

能及環保，那憑什麼能做到節能、環保呢？

「因為我做精實管理。」以精實管理的Toyota

而言，不會買複合化的設備，因為太複雜了。

精實廠商用的設備一定是這個功能之下最簡單

的，「不會壞、不會擔心、交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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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現在的設備越做越複雜，所以需要

感測器來偵測，達到預防保養的功能。雖然不

可能返璞歸真，但這條路也許不是百分之百

正確，有機會做簡單的(機器)可以用的，就做

這個，不一定要追求時髦。不是4.0就是要裝

sensor，很簡單的機器就是不容易壞，不用裝

sensor，裝了也沒有意義，這個提供給機械業

者反思。「有時，很擔心業者以為sensor就是

全部。不要為了4.0，而做4.0。」要實地到市

場找客戶要什麼，才來開發客戶要的東西。也

就是第一篇論述所強調，「要連結訂單才來生

產」。

在與個別企業交流時，一定提供這樣的反

思供參考，在不同領域，不同市場，不同時

點，如何運用好4.0工具，走向4.0。

(4)智機委員會推動結果報告

第四篇論述是從產業實務呈現政府計劃的

成果與改善方向。最理想的狀況是政府的計

畫，「從事前擬訂計畫，參與期中評鑑，期末

的檢討」，機械公會都應該有代表參與其中，

這樣才會進步。如果政府計畫可以讓公會幫忙

彙集意見，政府會更具體了解產業的真正需

求，另一方向則是培養機械公會內部人才及能

力，以後可以扮演像日本或德國VDMA的角

色。

2.藉4.0國際經驗，點檢台灣發展方向

機械公會也藉由國外4.0實作觀點，對國

內在進行的方向，隨時做點檢。

(1)「TRIZ手法如何應用在機械產業」

在產品開發實務，2016年5月MTduo 2016

特邀請日本學者專家，發表演說「TRIZ手法

如何應用在機械產業」：日本機械業超越既有

產品的開發手法探討。發表完整性的開發工具

QFD：釐清客戶要的，並轉成開發工程規格。

發表田口實驗法在機械產業：如何完成首件產

品，就是客戶要的。將TRIZ、QFD以及田口等

三種鏈結應用在機械產業的實務，並介紹、示

範給台灣機械業認識。

(2)引進FORCAM點檢SI

德國在4.0方向上，已具商品化的產品之

一“FORCAM”，就是透過IoT連結現場自動

化SHOP FLOOR與ERP，目的是鎖定提升生產

性。而其第一步透過IoT的可視化，的確提升

了生產性10%，但其後續生產性要繼續提升改

善，則需藉助第三方夥伴，如節能，精實管

理，APS等。

在4.0時代的關鍵角色系統整合者，由德

國FORCAM點檢4.0來臨如何強化產業鏈中的

系統整合軟體，SI (systm integration)環節，盤出

台灣也有類似系統整合成果案例，例如：法人

以基層機聯網為基礎，往上連結；車王則以整

合不同的通訊系統為切入，往上往下開發。

(3)日本伺服沖壓機技術發展點檢

伺服沖壓成型技術論壇，針對沖油壓機的

伺服化，也請日本學者專家來台交流。藉日本

的經驗點檢：

a.產官學運作機制，衝壓成型機產業如何打團

體戰。

b.沖壓機伺服化如何創造新價值?

點檢(4.0的目的與價值，不要以工具當目

的)結果：油壓伺服化應創造新的營運模式，

而不只是取代傳統油壓的好處。台灣沖壓機伺

服化並不落後日本，但與日本一樣，20年來沒

有新價值的創造，值此4.0的來臨，應創新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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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推動4.0的經驗，對照國內點檢出

(國內產品開發基本功)比較：

(1)各方法從原創諸多原理、原則，針對特定領

域(如機械產業)透過執行實務經驗，整理簡

化出有用、夠用的方案，這是工具衍生的

知識，這也是一種創新，正如工研院機械

所目前正在整理4.0智慧機械的方塊圖，讓

業者易用易懂的工作。

(2)各方法連結創造流程價值，縮短開發L/T 

(Lead/Time前置作業時間)，這是價值加倍，

也是創新。

3.國內自主建立兩波12家示範例

運作到現在，有兩波示範例；從第一波可

看出六家代表不同機械產業領域的4.0現況，

除了點檢技術人才缺口外，也發揮彼此觀摩的

作用。

不同機械產業觀摩點諸如：計劃生產到訂

單生產；批量生產到一片流；2.0、2.5、3.0的

不同狀態；智慧單機與系統整合等。異業觀摩

也是一種超越慣性的創新。

第一波示範例，將訂單連結4.0，說明現

況，具宣導作用。

(1)佰龍機械廠(紡織機械)

(2)百朔企業(橡塑膠機械)

(3)鼎聖機械(製鞋機械)

(4)瀧澤機械(CNC車床)

(5)永進工業(綜合加工機)

(6)陸聯精密(齒輪機械)

第二波針對第一波的缺點改善，同時從宣

導期進入行動期，聚焦在IoT，從感測器/IoT做

為4.0切入行動，進行現狀可視化。

(1)鳳記國際機械(全電塑膠中空機)

(2)高聖精密機電(帶鋸床)

(3)慶鴻機電(非傳統加工機械)

(4)遠東機械(鋁輪圈生產設備)

(5)連結機械(油壓成型機)

(6)銓寶工業(吹瓶機)

智機委員會是產業的平台，牽引大家往對

的方向前進，政府不了解產業，只有產業自己

最了解自己，所以平台就有責任讓政府把經費

花在刀口上，花得有效益，還有什麼可以改

善的；政府已經在做的，產業就不用再(重覆)

做，而智機委員會平台做了以後，會讓政府做

得很有效益，像計畫要連結訂單，這是在這個

平台看得到的。

陳重光表示，從兩波示範例的運作，尤

其是第二波，具以下成果：以國際的BENCH 

MARK(基準)點檢說明，顯示在4.0的起點，我

們並沒有落後。由此可看出，善用4.0工具，

可提前成為世界第一，這也是創新。

a.實務面蒐集IoT可視化作法

—現場可視化(TPS)

—現場各通訊系統聯網(車王)

—機聯網，蒐集數據，建立履歷電子化(國

瑞IoT第一階段)

—機聯網預兆診斷(高聖、遠東發得)

—機聯網+MES(上博)

—機聯網+MES+ERP (FORCAM)

可視化管理多元與分階段，要看企業的目

的與能力而定，重點在持續改善。4.0工具似

乎是有共同的切入起點IoT，但不要止於IoT。

以示範例為基礎，有關IoT第一步驟「可

視化」作法具多元性，要看企業各自的目的與

能力而定義，這也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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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從國內4.0示範例發表，將其歸化分為4類：

—壓鑄模原來傳統新另件都要試5、6次，

但當引用有效軟體之後，可縮短到2、3

次，但如何挑戰1次就ok，4.0會藉著感測

器、蒐集數據、作數據分析等，嘗試精

進。

—試加工另件，藉著學習軟體，要7、8件

後，才能收斂到公差內，但如果第一件

就要ok呢?4.0則嘗試再從參數優化。

—針對安全，以及3K工作，一步導入全自

動化，的確解決了原有問題，表象很科

技，但同時也帶來了成本驟升以及失去

彈性化應變能力。

—藉著現狀電子可視化，提升生產性10%，

但再來要繼續提升，則要藉第三方夥伴

改善。

由以上各例，可看出共同點，由於，4.0

的潮流強勢，大家的確搭上數位化列車，嘗到

一點藉著前人的經驗，而獲得第一位階的改

善；然而，若又回到各系統本身的原狀，不動

恆不動。

觀察國內一年來各部會推出的示範例，提

出二點建議：

(1)4.0不要止於自動化：要連結訂單，把沒有

自動化的進化到自動化，還要進一步智慧

化，才能產生較大的價值。

(2)4.0不要止於工具的建置：如果只是建置4.0

的工具，感測器、大數據等蒐集資料，最重

要的是要能夠分析，運用資訊，真正達到智

慧化功能。

三、智慧機械現階段描述

從智機委員會平台實務的角度，針對國內

智慧機械現階段發展的描述：由到企業參觀及

所看到的執行面綜觀台灣智慧機械發展，「台

灣整體產學研集結起來發展4.0，技術可以自

給自足，沒有問題。重點在每家企業各有不

同，就要引進外面的資源來幫忙，才能變成自

己的技術。」

在技術面：集結產學研基本技術足夠台

灣自主發展4.0，重點在各企業如何內化4.0

技術。當初產業最擔心的4.0技術沒著落的問

題，其實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在企業面：台灣機械業企業規模從10人到

1,000人，如何學習內化4.0技術，是需要協助

的課題。

在成本面：爭取公平的國際環境，建置無

浪費的產業平台。4.0是一項產品，一種生產

設備，一定要有成本的觀念。

另外，標準是重點，從國內標準到國際標

準(未來要爭取)；另外，精實流程減少浪費，

過去沒學好，現在要重新好好學習。

產業個體化 • 企業差異化

過去產業聚落帶來的同質化副作用，在

4.0客製化的潮流下，將走向企業個體化，已

是必然的趨勢。不能像以前從硬體面跟著大廠

走，而沒有研發的能力。

產業聚落有其方便性，但同時帶來同質化

的問題，帶來惡性競爭，競爭到最後自己很高

興的說，台灣的C/P值最好，但沒賺到錢。而

4.0走的客製化，會把原本同質化的問題，往

差異化帶開來，除非不走4.0，但這樣有可能

遭到市場淘汰。機台雖然簡單，但機台與機之

間連網還是須要藉著IoT來互動溝通。

零組件廠最近常反映，與日本合作後，才

比對出過去與台灣MTB的不同；後者只談成

本降低，前者先談品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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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正苦於不知如何改善之際，4.0的

客製化將是一帖絕對的藥方。4.0的客製化是

源頭，勢必從產品面、工具面、管理面等拉著

上游朝個體化發展，工具機產業聚落所產生的

同質化現象，將會有所改善。

四、智機委員會平台的產業提案

智機委員會將執行過程中，所孕育出來的

各個面向的問題，集結成產業提案，提供政府

參考。由產業平台提供題目，產學成立委員會

協助解決，政府挹注資源扶植產業。

1.標準化部份政府來做，差異化由廠商
各自研發

也就是政府花錢做標準化的部份，企業自

己做差異化的部份，企業沒辦法做到的，則委

由學研單位來協助研發，希望政府的錢不要做

差異化的部份，只專注標準化的部份，希望政

府能夠建立這樣的審查機制。

智機委員會平台建立的12家示範例，會長

柯拔希已展開實地參訪，把問題更深化交流，

也把遇到的問題提出來，希望4.0的工具機平

台，能夠做標準產品。以前產業聚落產生同質

化的問題不能不驚惕，現在4.0是走客製化，

但又建議大家做標準品，那不就又走回同質化

的老路。「任何工具平台一定有標準化的部

份，也有差異化的部份，那標準化的部份，大

家都用一樣成本低，差異化的部份就是企業自

行發展的，這樣4.0的產品才能夠有競爭力。

這也是平台的提案。

而大里工業區與修平的聯盟，正是一典

範，從智慧設計，行銷切入。目前的產業，其

實是單一企業對學校，應朝產業對學校，將技

術層分為共同基礎，及個別差異化兩部份。

共同基礎政府資源注入，才不致有智財權的障

礙，智財權應是正面助力，不應該也不會成為

包袱。

2.成立跨領域3~6個月的專職訓練班

4.0需要跨領域的人才，提案希望學研能

夠提出一個3~6個月全職、跨領域的訓練計

畫。

產業提案由學研單位，規劃跨域3~6個月

的專職訓練，建立一智慧加工生產線以改善目

前聚落瓶頸，訓練跨領域的專職人才，陳重光

表示，20多年前，他也曾經受過為期6個月的

機電整合訓練課程，效果很好，現在4.0跨領

域的學程多，更需要在職專班的訓練。預期這

個人才培訓將有相對應的專職訓練班。

3.鼓勵高職畢業先就業，視為智慧機械
產業新生兒(新鮮人)鼓勵

只要高職畢業來到台中智慧機械之都就

業，由台中市政府每個月補助5,000元，像是

獎勵生育率的新生兒方案。這個部份已有各部

會計畫納入參考改善，政府也已提出類似的計

畫案。

4.正在提案大數據蒐集的黑盒子標準化

五、技術/人才培育，產、學新戰略
與戰術

1.產學關係：機械產業與學界的關係，由傳統

工具機(Copy階段)，CNC工具機(機電整合)，

性能/機能提升(自動化/複合化)，智慧機械；

隨著過程的演進，產學關係持續拉近。

2.技術/人才培育新戰略：這麼多年來，還是缺

人，而且大環境持續惡化，所以，一定要有

新的戰略：除了積極開拓人力資源外，一定

要同時致力於流程的浪費改善著手。「從改

善浪費著手，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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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術/人才培育戰術：

學校端：

• 面對問題，以治本取代治標的改善

• 讓學校成為企業的研發或訓練道場

• 落實跨領域的學習

企業端：

• 人力資源流程，要將招才、育才、留才一

起連結管理，流程的瓶頸點才是改善點，

不要只是慣性從招才探討改善。

•  企業要建立人才培育機制/年度計畫

(1)能與學校的教學機制以賽跑接力方式重

疊連結。

(2)可充分、方便運用各項政府資源，加倍

產學合作效益。

(3)不斷地透過精實管理，將作業流程化、

簡單化、標準化，可延長退休人員的從

業年限，以及晉用婦女人力等。

六、綜合觀察與結語

觀念觀察：正面面對問題是創新的起點，

過去走太多便宜之道，今日才顯得這麼辛苦。

產官學研面對的兩大類問題，一是幾乎停滯不

動(因為不認為那是問題)；一是尋找便宜之道

(尋找現在方便的，但對未來沒有幫助的，短

期替代方案是逃避問題，只是繞過石頭，但

石頭仍然在原地)；應積極面對問題，透過改

善，挑戰課題，解決問題，產生技術，培養出

人才。

產品觀察：切勿迷失在有形的自動化；由

過去的經驗，看清楚目前的步驟，按部就班

地前進，才是最快的，智慧化提升自動化的C/

P值，對中小企業而言，沒必要因為不懂而惶

恐。

技術觀察：「無人化」在科技的進步下，

是有可能的，但要透過「少人化」的精實過程

自然舖陳出「自働化」，才有成本的競爭力。

「4.0之後，人會沒有工作的問題，在精實過

程的演化下，是不至於存在的。」

陳重光表示，很多大學教授問：4.0以後

就無人化，那人怎麼辦？不是很多學生都失業

了嗎？「很簡單，就按照精實管理的過程，這

個過程走到哪裡就是哪裡，都不會有困擾，現

在是把二個點拿起來比，一個是現況，一個是

無人化狀況，如果由原本100人，馬上只剩10

個人，當然會引起恐慌。但這是要經過精實管

理的過程，才會達到這個無人化的境界，這個

過程就要經過磨合，只要按部就班，哪天水到

渠成，自然會找到方向。」

年度觀察：加速前進，但不離經營本質。

1.激勵措施維繫著方向的塑造。例如：日本獎

勵中小企業方案與MTB能提供複合機是配

套的；台灣政府如果也要擬訂獎勵方案，等

到有一定數量的maker都能夠生產智慧機械

時才來獎勵，而不是單一家生產就獎勵，才

能真正落實在maker身上，不然變成進口產

品漁翁得利。

2.技術規劃應分共通技術與差異化技術，前著

營造成本的降低，後者是4.0的必然。

3.步上智慧機械發展的軌道要素，內在已有完

整的團隊，外在有國際市場客戶拉動，領頭

羊的存在有產業群起仿傚的帶動作用。

4.4.0有個別性的特性，因為台灣企業規模跨域

之大，所以個別諮詢交流是必要的。也歡迎

會員廠商提出一對一諮詢的申請。

機械公會一直是產學之間的服務平台，對

台灣智慧機械的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因為從

一開始，台灣起步就與國際同步；而且已經啟

發了諸多，也建立摩爾定律的臨界質量，臨界

點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