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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大的驚人與小的驚奇

馬達與減速機，一直是參觀自動化應用展的一大樂趣。你可以看到非常巨大的設置，

單一個馬達的體積與重量，就遠超過人力可以搬運的程度；反過來，你也可以看到非

常微型，其細緻的程度也令人嘖嘖稱奇。

這兩個極端剛好說明了馬達與減速機的應用有多廣泛，不僅重型的工業領域需要，強

調輕薄的消費型裝置也同樣有它的足跡，他們是機電系統中非常基礎、也非常關鍵的

元件。

而就如同許多的科技與科學的突破，往往來自於最最基礎的理論和方法的革新，如今

在所有工業領域逐步發酵的工業4.0趨勢，也跟馬達與減速機脫不了關係，甚至說，

馬達與減速機的智慧化發展，將會影響整體智慧製造的完成度。

例如目前在倉儲領域熱門的無人搬運車（AGV），就有賴於馬達與其他的電控設備的

整合，來縮小機器的體積，同時提升其廠房的利用率，並降低維護的成本。而除了

AGV之外，其他的工業機器人也有同樣的需求，會運用馬達與齒輪箱的整合設計，來

減少體積，增加運行的性能。

至於減速機，也將搭配馬達與傳動技術的變化，隨之在自身應用的規格與設計上有所

轉變。尤其是當前智慧化的趨勢下，透過結合感測器與雲端網路技術，減速機也從過

往被動的角色，變成能夠主動監控和給予運行建議的重要元件，進一步為客戶帶來新

的價值。

整個來說，透過與網路技術和電子元件的整合，這些大大小小的馬達與減速機將有擁

有新的定位與新的應用，並肩負更多的責任，特別是製造業的數位轉性浪潮下，馬達

與減速機更是數位化的部署核心。

不變的是，他們仍繼續會在各個領域中讓人驚奇、讓人驚訝，特別是那些令人更嘖嘖

稱奇的機器人應用領域中。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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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台灣向來是全球製造重鎮，且在ICT與機械都居產業領先群，在官方與產業同時

並進的態勢下，台灣製造業在工業4.0浪潮中，有極佳的優勢。

IT與OT實力兼具 
台灣工業4.0優勢十足

2011年德國政府宣布啟動工業4.0政策，引

發全球智慧製造革命，經過將近五年

的宣導，近年來市場已然邁入成長期，目前全球多家

自動化系統與機械設備業者均表示，市場的智慧化需

求已經浮現，台灣向來是全球製造重鎮，且在ICT與

機械都居產業領先群，此外政府的政策方向不但已經

底定，且正快速推動中，在官方與產業同時並進的態

勢下，台灣製造業在工業4.0浪潮中，有極佳的優勢。

台灣機械產業的進化，來自內外兩股力量的推動，對

內方面，台灣目前大型製造廠商的成立時間大約在

1970～1980年代，正是上一波自動化技術啟動期，

（source: 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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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發展，不但設備逐漸老化，且技術

已無法因應市場的龐大產能，工業4.0在近年浮現且快

速落地，正與台灣製造業的轉型時間相符，而其訴求

的智慧化生產，也將協助成為台灣製造業者以更具智

慧、更有彈性的生產方式因應市場需求。

對外部分，台灣是海島型國家，外銷向來是經濟命

脈，在全球工業4.0趨勢的啟動下，各國都已開始有相

關的系統導入，因此目前已開始有海外客戶要求出貨

的機台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化設計，為滿足客戶

需求，台灣精密機械廠商也在這兩年開始加快智慧化

腳步。

而工業4.0是透過虛實整合達到智慧化願景，因此在軟

硬體兩端，都有其必要的關鍵零組件與平台。工業4.0

的運作方式是以感測器擷取機台數據，經過通訊設備

傳輸到上層雲端累積為大數據，加以儲存、運算、分

析，因此其關鍵零組件必須包括底層感測器、中層閘

道器與上層雲端平台。

感測器、閘道器都是目前技術已經成熟的設備，不過

要應用在環境嚴苛的生產機台中，在規格制訂上必須

通過工規標準，而目前經濟部的智慧機械政策中，已

將這兩者整合為SMB（Smart Machine Box），讓未具

有相關設計的舊有機台可以先取出數據，完成工業4.0

的第一步。至於上層的雲端平台，目前也有多數廠商

推出智慧化雲端系統，讓製造機台可以順利連上雲

端，並以簡單但完善的介面管理製造現場。

工業4.0要求IT與OT兩大系統的整合，台灣在這兩大

領域都具有深厚的基礎，上述的關鍵零組件的取得與

建置難度，相對於其他國家更低，再加上市場需求、

政府政策與廠商意願的動力，台灣在工業4.0的發展

將有強大優勢，尤其是產值已在2017年破兆的機械產

業，機會更加濃厚。

全球唯一機械產業聚落  
黃金縱谷生態圈產值驚人

台灣機械產值在2018年突破新台幣一兆元，成為台

灣第三個兆元產業，工具機的全球出口排名，更躍升

至全球第四名，其中台中的產業聚落更是台灣在此一

領域的核心，超過50%的工具機廠位於此地，由於群

聚現象顯著，其綿密分工網絡、彈性化生產與資源共

享，成為台灣在工具機產業的競爭優勢。

台灣機械工業的發展，與各區域之產業發展型態有著

密不可分之關係，如中部地區在鑄鐵、機械組精加工

及零組件上形成一強大的支援供應體系，造就工具機

以台中為發展中心，目前台灣工具機佔全球，而紡織

械以北部為主，占全台灣52%，至於橡塑膠機械，台

灣是全球代表性生產與出口國家之一，全球排名第6

位，產業聚落90%集中在台南、台中、新竹等地區，

台灣機械產業的技術實力強勁，在智慧機械領域
大有可為。（攝影／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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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中部也是台灣最重要的木工機械聚落，廠商佔全台灣

84%、至於包裝機械業者則超過兩百多家，60％位於

中北部地區，這都讓台灣機械工業在地理分布上有其

差異化發展及特色。

大台中的機械廠群聚，在此區的廠商就超過1,500家

大廠和上萬家小型衛星工廠，全球知名機械大廠重要

廠商如友嘉、上銀、台中精機、慶鴻、銓寶、東台、

永進、亞崴…等都位於此區，這些大小不一的廠商，

形成完整生態圈，其供應鏈包括工具機與模具、控制

器、滑軌、夾治具、金屬切削具、動力元件、傳動元

件…等關鍵零部件，至於產業機械則包括橡塑膠、紡

織、化工等機械，再加上其他如手工具設備、倉儲物

流、空調系統等，在此群聚效益的帶動下，台中機械

已形成既競且合的良好的產業氛圍。

大台中地區是全球僅見的工具機與零組件產業聚落，

由於生態圈完整，供應鏈中各環節廠商的技術精湛，

加上絕佳的地利位置，在此可一次滿足全球相關廠商

的需求，同步提升了台灣工具機業的生產效能，之前

就喻為影響全世界的黃金縱谷。

大台中地區的機械黃金縱谷在世界機械產業供應鏈中

舉足輕重，60公里的地域中，產值就超過新台幣1兆

元，再加上台灣機械廠商在技術整合、產品管理、行

銷策略和服務等方面的持續投注，其技術實力不斷精

進，讓台中機械聚落無論在質與量都位居世界領先

群，近年來業者全力投入智慧機械發展，更將讓台灣

機業產業強化競爭力。

5+2產業創新計劃  
台灣打造智慧機械生態鏈

而除了產業積極布局外，政府的政策制定與推動也

已然到位，2016年底所制定的「5+2產業創新計劃」

中，智慧機械就是其一，並將台中市訂為智慧機械之

都，積極推展智慧機械相關發展，提升台灣工具機產

業之整體價值鏈，協助產業升級，加快邁向工業4.0的

腳步。

台灣是全球機械產業大國，2017年的出口值達到256

億美元，創歷年新高；機械產值估計約新台幣1.1兆

元，年增11%，成為台灣繼半導體、面板後的第三個

兆元產業，總統蔡英文在2018年的台北國際智慧機械

暨智慧製造展中，也指出智慧機械是政府提倡代表產

業，未來將朝向擴大資源整合、擴大培育高階技術人

才、提高設備國產化比重三個方向，建構台灣工業4.0

產業實力。

為強化台灣智慧機械產業發展動能，台中市府與中央

政府在2016年起以台中作為推動智慧機械示範據點，

推動成立產官學研相關產業平台，共同成立智慧機械

推動辦公室推動智慧製造，促使產業用地通過等，而

經濟部與工研院攜手，在台中精密機械園區打造智慧

製造試煉場域，也已經揭牌啟動「全球智慧機械發展

中心」，將協助中部地區企業跨入智慧化門檻，讓台

灣的機械產業從單機出口模式，升級為高附加價值之

智慧製造系統整廠整線輸出，達連結在地、連結未來

及連結國際。

除了在台中設立智慧機械辦公室與發展中心外，經濟

部的智慧機械政策也從2018年起展開五年計畫，預計

推動9,000台以上機器安裝SMB （Smart Machine Box）

，讓業者的設備可立即實現聯網功能，以進行機器連

線及收集生產資料，讓生產管理變成可視化、生產排

程優化，透過設備智慧化功能，將同時提升產品的精

度、品質、效率以及可靠度，增加業者的競爭力。

經濟部的智慧機械政策目前已積極推動中，透過群聚

效應與研發、設備的補助，台灣機械產業將可形成技

術實力堅強的完整產業生態鏈，讓產業可順利轉型，

提升競爭力。

智慧機械是智慧製造的基礎，透過智慧機械向上整合，就
可打造出智慧製造系統。（source: Swinburn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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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攝影／鄭人和

宋賢德：「將藉產品模組化
來提昇產量與品質」
邁萃斯公司是台灣少數擁有從CNC控制器、軟體到傳動元件等自製能力的廠商，在總經理宋

賢德上任後，更強化了利用量產五軸加工機，掌握高階應用技術及品牌全球行銷優勢。

邁萃斯之質量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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