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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機器人才是工業應用的主角

一年一度的德國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即將又要在四月登場，這個全球規模

最大的工業應用展會可說是全球工業技術趨勢的風向球，不僅有新技術和新品的展示，

同時也是各國展現其工業實力的場域，所有相關的業者都應該要參加個幾次才行。

2017年時，因人正好在德國，也就安排了時間前去朝聖。果然，規模最大確實不是浪得

虛名，幾天下來，不只腳走得很酸，眼睛也看得很酸，但心裡的感觸是震撼的。

原來漢諾威工業展比我想像的大得太多，整個展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工業應用，從小型的

製造，到超大型的建築與運輸等，範圍更橫跨了軟體與硬體，甚至連政策與供應鏈都在

裏頭有相關的演講與論壇，所以幾乎是一個全球工業的產業鏈的縮影。這一趟走下來太

多資訊，太多應用，太多國家，幾乎無法消化。

但真要說印象最深的什麼，就是那些工業用的機器人。

我看到能將一整部汽車舉起翻轉的巨型機器手臂，也看到可以在吧檯開瓶倒酒的手臂、

執行精密手術的手臂，以及具備視覺辨識的超高速點焊手臂，運送晶圓匣的機器人，各

式各樣，五花八門，宛如這些機器人才是工業展的主角。

但仔細想想可能也是如此，未來更會是如此，尤其是在工業應用上。由於工業本來就是

個著重精準、快速與重工的領域，而這一直不是人類的強項，如果只是為了生產所需，

那交由更適合的機器人來執行才是個根本解決之道。

再加上人工智慧、大數據與影像辨識技術的持續進步，工業機器人的能力已不可同日而

語，將能為人類做更多的事，帶來更好的生產與應用環境。而做為一個相關領域的從業

人員或者經營人員，也該轉換一下想法，純「做工」的時代或許很快就要結束了。 

副總編輯









名家思維
CEO
    Talk

專訪台灣歐姆龍總經理田中安德

採訪‧整理／王明德

工業4.0將在
製造現場先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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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掀起的智慧化概念，成為這幾年製造業

最重要的趨勢，作為日本自動化大廠，歐姆

龍（OMROM）自然也有完整的產品策略，台灣歐姆

龍總經理田中安德指出，製造系統從自動化走向智慧

化已是必然，而面對此一趨勢，台灣製造業者也必須

有全新的思維，歐姆龍深耕台灣多年，建立了高穩

定、高品質的市場口碑，面對這一波工業4.0浪潮，

他建議台灣廠商循序漸進導入智慧化架構，先站穩腳

步，再逐步往上打造出最適合自身的系統。

SmartAuto特約主筆王明德（以下簡稱王）問：工業4.0成為

近年來製造業最火熱議題，台灣是全球製造重鎮，歐姆龍

又長年深耕台灣自動化市場，對於台灣智慧製造，您有何

建議？ 

台灣歐姆龍總經理田中安德（以下簡稱田中）答：相對於

其他產業，製造業的所有營運動作都更為務實，即便在這

一波聲勢浩大的工業4.0革命浪潮中也不例外，無論是工業

4.0或其他國家、機構推動的智慧製造，整個系統要搭建

起來，規模都相當龐大，因此包括台灣在內的製造業者，

要讓整套系統一步到位，不但投入的金額會很驚人，系統

建構後的獲利點評估也不容易，因此對於有意導入工業4.0

系統的台灣廠商，我建議可以先從最底層開始，一來投入

的成本相對較低，二來現場端設備的效率改善也較容易顯

現，效率改善自然就會帶來產能提升或人事成本的減少

等，這些效益都會直接反應出來，讓企業經營者有感，有

了第一線的架構經驗後，接下來就可以順勢往上布建系統。

用3個I因應工業4.0浪潮

王：針對工業4.0趨勢，台灣歐姆龍的市場策略為何？

田中：前面提到先從現場的第一線著手，不但是我對台灣

製造業者的建議，也是我們在工業4.0的產品策略，對於工

業4.0趨勢，歐姆龍的產品提出了3個I，包括Intelligent（智

慧）、Integrate（整合）、Interactive（互動）等3個部分。

Intelligent是製造系統的重要願景，要完成此一願景，設備

與系統平台的連接是先決條件，透過系統的連結，設備所

產生的數據才能被傳送、儲存與分析，因此不只是硬體設

備，軟硬平台的整合也成為必須，整合是智慧化的先行條

件，不過這並不代表導入者一定要立即讓智慧化到位，在

製造業中，讓利潤產生永遠是第一要件，因此這部分仍須

由客戶評估，歐姆龍旗下的完整產品線，則可協助客戶解

決當下問題，落實設定目標。

Integrate主要是整合製造業中不同環節的部件，現在市場

上各類型產品的功能越來越複雜，所需的零組件也越來越

多，以智慧型手機為例，需要感測器、處理器、IC…等零組

件，這些零組件不僅數量激增、效能越來越高，而且客製

化需求也不斷提升，這些因素都促使製造系統加速升級，

新世代製造系統的各部位元件，都需要極高的專業，而要

順利整合這些高度專業的元件，技術和經驗缺一不可，這

部分歐姆龍的能力在市場已有口碑。

第3個Interactive講究的則是人與機器的協調互動，台灣這幾

年面臨少子化困境，勞動人力未來只會逐漸減少，要維持

或提升的生產力，人機共工將是必然，不過要讓兩者共同

作業，必須同時考量到效率與安全兩部分，歐姆龍近年來

在工業機器人也多有相關產品，可以協助台灣廠商這方面

的布局。

從上至下貫徹智慧化思維

王：中國大陸的競爭力越來越強，面對此一壓力，您認為

台灣製造業如何因應？

田中：台灣製造業現在的處境與10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

都希望能夠找到新的目標與商機，提升營業額，當時日本

許多製造商將生產線轉移到大陸，不過在沒有升級生產技

術的狀況下，企業規模反而逐漸縮小，因此我希望台灣廠

商可以有新的做法。

台灣製造業發展多年，經驗相當豐富，台灣廠商優點在於

對外界環境的因應速度快、作法彈性、執行度強，因此若

有導入工業4.0系統的需要，台灣廠商的速度也會比其他國

家快，不過要注意的是，多數製造業的智慧化系統建置，

都是上層決策者決定，導入系統的背後思維，並未貫徹到

底端的現場人員，這會讓產能無法在預定時間內提升。



名家思維CEO Talk

以最近掀起的AI熱潮為例，各界都認為AI將會被應用到各領

域，製造業也是其一，AI在製造系統中的應用多元，可用來

檢測產品或預診設備，現場人員若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對智慧化系統的運作沒有全面了解，系統的價值發揮自

然就有限，因此台灣廠商要透過智慧化製造系統強化本身競

爭力，我建議要由上至下全面理解工業4.0的概念，才能體

現系統的價值。

王：智慧化必須根基於自動化系統上，而要從自動化系統往

上發展出智慧化功能，您認為要從哪個環節開始？多久時間

內可以看出成果？

田中：智慧製造願景要實現，必須立基在工業物聯網上，工

業物聯網透過設備連網，儲存、分析設備數據，在由上層軟

體進行分析，進而制定出最佳化生產策略，系統建置相當龐

大，以台灣廠商為例，若已有基本的自動化建置，再加上主

事者的意願強烈，3年左右將可打造出具有智慧化的工業物

聯網架構，而架構的建置起點，就像前面提到，我認為製造

現場將會最佳選擇。

工業物聯網的建置無法一蹴而就，必須逐步導入，而從效益

最明顯的環節著手，會是多數業者的作法，透過工業物聯網

的建置，製造現場將可減少人力成本、提升產線良率，這些

指標都可直接反映在營運報表上，而先有了現場端的基礎建

置，業者就可沿著系統往上逐層架構完整系統，對此，歐姆

龍在智慧製造雖已有完整產品線，不過在台灣並不會主打整

體系統的輸出，而是選擇提供多種類的智慧化零部件為主，

協助台灣廠商按部就班的導入，讓智慧化效益逐步發酵。 

田中安德建議有意導入工業4.0的台廠，可以從底層開始，一來

成本較低，二來現場效率改善也較為明顯。（攝影／林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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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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