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 4.0（Industry 4.0），或稱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是一個德國政府提出的高科技計劃，由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聯邦經濟及科技部聯

合資助，投資預計達 2 億歐元，用來提昇製造業的電腦化、數位化、與智慧化。工業

4.0 的目標與以前不同，它不是創造新的工業技術，而是將所有工業相關的技術、銷

售與產品體驗統合起來，是建立具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學的智慧工廠，

並在商業流程及價值流程中整合客戶以及商業夥伴。其技術基礎是智慧整合 Cyber 

Physical System及物聯網。這樣的架構雖然還在摸索，但如果得以陸續成真並應用，

最終將能建構出一個有感知意識的新型智慧工業世界，能透過分析各種大數據，直接

生成滿足客戶的客製化產品，更可利用電腦預測部分原生狀況，例如天氣預測、公共

運輸、市場調查資料等等，及時精準生產或調度現有資源、減少多餘成本與浪費等等。 

工業 4.0 與物聯網 
物聯網帶動的工業 4.0 

以消費者為中心之少量多樣的生產 

物聯網下的智慧工廠 

工業 4.0 需要完善的資訊系統整合 

工業 4.0 於食品生產之應用 

工業 4.0 於印刷產業之應用 

智慧工業網與社交網之整合應用 

工業 4.0 於紡織產業之應用 

工業 4.0 於汽車產業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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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物聯網帶動的工業 4.0  

在工業革命前，人類生產所需的動力往往依靠人力和大自然，直到 1760 年代發

生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開始利用水力及蒸汽的力量作為動力源。第二次工業革命則

以電力的大規模應用為主，提供大量生產之動力需求。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使用電子

裝置及資訊技術（IT）來降低人為影響並增進工業製造的自動化。接著第四次工業革

命，也就是工業 4.0，最早是在 2011 年的德國漢諾瓦工業博覽會提出。德國在世界上

擁有眾多跨國性的集團，也具有許多規模雖較小但產品性能相對於世界上其他相似產

品都處於領導地位，其繁榮與成就是因為它對其工業產品的創新與苛求而達成；但

是，由於近年來亞洲與其它地區的勢力漸漸崛起。德國政府為了使其產業在未來仍具

有競爭力，因而提出「工業 4.0 (Industry 4.0)」戰略，希望藉由高科技推動全面性工

業再升級革命。 

 

圖 5.1：智慧工業的演進 

德國以工業 4.0作為未來導引工業生產的創新概念，主要有「智慧整合感控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以及「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兩大主軸。「智慧

整合感控系統」是指在生產過程中整合計算、網路與實體環境於一體的多維度複雜智

慧系統。簡單來說的話，CPS是一個結合電腦運算領域及感測器和致動器裝置的整合

控制系統，在物聯網基礎上、對實體物件進行即時、動態訊息控制與服務。而「智能

工廠」則是採用了物聯網的技術，使得工廠具有自動交換訊息、並且觸發相對應動作

的能力，它包括了自動化控制的智慧型機械、儲存系統和生產設備。簡單來說，「智

慧工廠」就是可以應用於整個生產物流管理、人機互動、供應鏈管理的全新生產流程，

並且有機會進行生產製造資料的加值化應用。工業 4.0與自動化之差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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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工業 4.0與自動化之比較 

 5.2   以消費者為中心之少量多樣的生產 

「工業 4.0」主要改變在於使工業、工業產品和服務做全面性的融合。在「世界

工廠大移轉」一書中提到，未來製造業必須能滿足「顧客式製造」與「高品質製造」，

以消費者為中心，滿足各式各樣消費者所需之客製化產品。由於消費市場趨近顧客導

向，製造業將接近顧客才能快速滿足客戶需求。未來的一切將會以消費者為中心，並

出現 C2B(Customer to Business)和 C2M(Customer to Manufactory)兩種消費模式，在

C2M模式下，消費者在生產者的行銷平臺上直接下單，個性化按照需求製造。「互聯

網 "與工業融合創新應用模式不斷湧現，互聯網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新定義製造

業的研發設計、生產製造、經營管理、銷售服務等全生命週期，以生產者、產品和技

術為中心的製造模式，加速向社會化和使用者深度參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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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智慧工業的效益 

工業 4.0 的時代來臨，使得製造業必須提出新的企業的經營戰略與商業模式，智

慧網路系統讓企業供應的重點從產品轉向服務，意即製造服務化、客製化等議題。製

造業服務化步伐將進一步加快製造業從以產品為核心到以消費者為核心，將從生產為

本轉變成「生產+服務」或「服務」為本。隨著互聯網與工業的深度融合，製造業將

面向市場，提供專業化服務將成為行業發展焦點，諸如線上即時監測、遠端故障診斷、

工控系統安全監控、融資租賃、全生命週期管理等增值服務將不斷湧現。對製造業而

言，能否為客戶量身訂製服務解決方案，逐漸成為企業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除了維

修保養、故障修復、能源與環境服務、綜合性維修解決方案外，還包含遠程維護。為

了提高設備利用率，降低維護成本，實現機械設備的遠程監測和維護是有效的方法。

以下將會提出幾個工業 4.0的構想及案例。 

 5.3   物聯網下的智慧工廠 

借助工業 4.0 在生產製造的各環節應用資訊技術，德國希望將資訊技術與物理實

現社會之間的聯繫更加可視化，將生產及管理全面融合，通過智慧製造，生產智慧產

品，形成智慧工廠。我們在這邊所談及的智慧化，是在控制的基礎上，透過物聯網的

傳感器大量採集生產資訊，將資訊透過網路匯集到雲計算資訊中心，透過資訊管理進

行大數據分析、挖掘、從而制定出正確決策。進而提升生產的靈活性及資源的利用率，

使顧客與企業夥伴之間的緊密關聯度更加密切，提升工業生產的商業價值。 



   

 

5-5 

工
業4.0

與
物
聯
網 

C
h

apter 05 

 

圖 5.3：未來工廠 

這幾年來，隨著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等資訊技術與通信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

資料量的快速增加也成了許多行業共同面對的艱難挑戰及寶貴機會。隨著製造技術的

進步和現代化管理理念的普及，製造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資訊技術。直到今天，製造

業的價值鏈、製造業產品的生命週期，都涉及到非常多的資訊。同時，製造業企業的

資料也呈現出爆炸性增長趨勢隨著智能製造的應用推廣，越來越多的製造業企業開始

重視工業大數據的價值，圍繞產品研發創新、生產線監測與預警、設備故障診斷與維

護、供應鏈優化管理、品質監測預測等方面開展集成應用。大數據所記錄的資訊非常

多元，記載產品的智慧化、裝備的智慧化、生產的智慧化、管理的智慧化到服務的智

慧化整個智慧製造形成過程。 

針對消費者實現其個性化的需求，製造業企業需要能生產提供符合消費者個性偏

好的產品或服務，使消費者能透過互聯網來提出其個性化訂製需求。由於眾多需求均

不相同，有限的設備必須夠聰明，針對不同的需求來生產不同的產品，因此，過往的

自動化機器，在工業 4.0 的今日，必須改頭換面，變成是智慧化的機器。如圖 5.4 所

示，工廠內所有設備、物料、半成品、成品將都嵌入 RFID Tag 或感測器，記載必要

的資料，便於生產過程中調整製程及進行監控，對於生產設備而言，在讀完訂單後，

將採用不同的原料，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有能力產生不同的生產流程，來產生個性

化的產品，而品檢設備，也將依據不同的訂單所訂購的產品，來進行不同的檢驗流程，

因此，他們將變得更聰明。對於即時監控系統而言，可即時採集生產設備及產品的大

量履歷資料，然後傳送到雲端伺服器儲存，接著透過大數據分析，產生確實情報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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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決策；走向 C2B 商業模式瞭解客戶習性，並且預測客戶需求為出發點的”多樣少

量”客製化生產與銷售模式。 

 

圖 5.4：工業 4.0產品指揮機器 

 5.4   工業 4.0需要完善的資訊系統整合 

工業 4.0 通過工業與互聯網的結合將供應鏈、生產的過程和倉儲及物流智慧連

接，使得供應和倉儲成本較小化，生產過程全為自動化生產，為了實現智慧生產需求，

透過相應速度較大化和產品個性化達到效果。大規模定製生產通過互聯網，使得製造

商、供應商、經銷商以及顧客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在 4.0 時代，不僅製造環節的人

工將得到節省，以機器人為主體，進行自動化生產連線；前端供應鏈管理；經由互聯

網接入，實施管理訂單進行有計畫的生產；後端倉儲物流管理，進行設計 WMS及自

動化立體倉庫都將實現無人化控管，還有較低的管道庫存和物流成本。 

透過互聯網、雲端計算、大數據這些新的資訊技術和以前已有的自動化的技術結

合，生產工序實現縱向系統上的融合，生產設備和設備之間，工人與設備之間的合作，

把整個工廠內部連結起來，形成一套資訊及物理結合的完善系統，互相可以合作和回

應，展開個性化的生產製造，以及資源可利用率，調整產品的生產率，並以最節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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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方式來生產。在智能工廠中，不斷地向物聯網、數據網和服務互聯網發展。透過

物聯網技術實現控制、執行、傳感，實現智慧生產。 

在未來製造業中，資訊系統將會成為重要角色。工業 4.0 將工業系統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只要一套完善的系統即可使產品生命週期大幅縮短、物流交貨的時間加

快，以及客戶訂製的多樣化要求等問題，新的產業鏈將使製造業不再只是硬體設備製

造的概念，而是融入資訊技術、自動化技術和現代管理技術嶄新的服務模式。 

 

圖 5.5：工業 4.0之資訊系統 

 5.5   工業 4.0於食品生產之應用 

傳統的食品生產，透過大量人力的投入，不僅消耗人力資源，食品安全問題也屢

次登上新聞版面，各生產線在生產過程中雖有各種檢驗，但因為資訊十分龐大且複

雜，在疏於整理的情況下，常使檢驗產生怠惰，也不知從何追查起。 

在工業 4.0 伴隨著自動化的智慧工廠的實現後，智慧型控制可以有效率的利用資

訊並監督檢驗作業的進行。發展智慧型自動化將可協助發展食品產業，根據客戶的需

求提供食品製程之安全性，智慧型自動化也可以提供食品產業少量多樣的生產，符合

現在食品業生產趨勢。透過智慧型自動化進行線上檢測以建立食品安全，各種特殊指

標成份的感測器是值得研究發展的方向也可，利用智慧型自動化進行線上之檢測，但

需建立於大量的實驗數據上，以減少實驗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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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智慧工業網與社交網之整合應用 

網路的普及，使得諸如 Line、Facebook、Plurk、微信、QQ等社交網路每日產生巨

量的聲量與資料，消費者常常會將所購買的產品資訊分享到社群網路上。對於成熟的企

業而言，為了瞭解產品的缺失，並善盡產品維護的責任，可能成立客服，提供使用者與

企業間溝通的管道。但隨著社群網的活絡，客戶的意見，可能直接的透過社群網來反應，

在社群網中對於產品的缺失、抱怨等聲音，不但企業無法得知，對於企業或產品辛苦維

護的形象，亦產生重大的挑戰。為解決這樣的問題，透過資通訊技術所發展的爬蟲程式，

可定期去擷取網路上所有對產品相關的文章及評論，以及對手產品的評論與文章，並針

對這些文章進行斷字、斷詞、輿情分析等，接著利用數據探勘的功能，對於網路上的這

些資料加以整理及分析，篩選出關鍵的詞，以便進一步瞭解社群網中對使用者及媒體對

該企業產品的評價，這樣的產品抱怨意見或是與對手產品間差異的意見，可進一步傳送

到智慧工廠，透過製程的改善，進一步來提昇產品在使用者的形象。 

 

圖 5.7：智慧工業網結合社交網 

這樣的產品使用意見主動挖掘的方式，已結合了社群網與智慧工廠，讓智慧工廠

能因市場需求或是針對產品瑕疵部分對其產品做改善。比如說今天消費者買了一個風

扇回到家中，在使用過後發現了風扇容易過熱的情形，於是她在網路上發表了有關這

個風扇的評價。若很多消費者都在網路上發表了相關的訊息，此時生產者端透過收集

網路上的訊息加以分析，系統將會自動整理出產品抱怨相關問題回報給智慧工廠，當

智慧工廠接到訊息過後，自動篩選出新適合的材料，取代舊風扇的材料，如此一來，

新的一批風扇就不會有過熱問題。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興起，加上行動上網的普及，改變了人類的溝通、生活習慣與

工作模式，也讓全球的產業聚焦在開發出更新的技術、新產品，以改變我們未來的生

活。自 2012年 Google發表了智慧眼鏡：Google Glass，可說是正式引爆了穿戴式電

子科技的戰火。這副結合科技與時尚、具上網、拍照、錄影等功能的眼鏡一推出，促

使各界看好下一波穿戴式市場的發展。本章將主要介紹穿戴式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使

讀者能夠對穿戴式科技有一定的基礎認識。 

 

 7.1   認識穿戴式裝置的發展 

智慧穿戴式裝置能在近年受到矚目，關鍵在於現代人對於健康以及對家中老人照

顧的重視。根據美國市場研究機構 ABI Research報告指出，2013~2019年，運動健身

和健康照護兩大類型穿戴裝置將是引領整體市場規模成長的雙巨頭，其中健康照護類

產品更可望獨占鰲頭，將在 2019 年躍升出貨量占比第一寶座。不僅如此，該單位並

認為，行動醫療保健裝置 2015年出貨量為 1.19億台，預期將以年平均 38%的成長率

穿戴自由，無線感知
－穿戴式科技 
認識穿戴式裝置的發展 

認識穿戴式裝置的技術與定義 

穿戴式裝置的分類 

新穎的穿戴式科技產品 

穿戴式裝置的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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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2019年可望達到 4.27億台的規模。另外，中國大陸 iMedia Research研究中

心預測，在養老需求、行動互聯與官方支持下，中國整體穿戴式醫療市場的市場規模

將達 47.7億美元，預估到 2017年底將可達 125.3億美元。雖然台灣內需市場較小，

穿戴式醫療電子器材多以外銷為主，但是觀察近期包括中興保全開始透過既有的網路

架構，提供老人居家照顧服務，也可望進一步帶動台灣穿戴式醫療電子的市場需求。 

「穿戴式裝置」指的是能夠將電腦或電子技術，舒適的穿戴在身上的裝置，使其

與衣物或配件做結合，將日常生活的物品帶入網際網路世界。近幾年來，穿戴式裝置

的技術發展迅速，有些「穿戴式裝置」已可提供行動電話或是筆記型電腦的部分功能，

甚至全部功能。近年來，開發業者更進一步的開拓市場，企圖提供現有手持或者筆記

型電腦所沒有的服務，如圖 7.1 所示，將心跳、血壓、體溫的感應，以及環境感知、

影像辨識等模組結合日常穿戴的物件上，無形中進行各式各項的資訊量測，更透過無

線通訊模組，存取網際網路服務，使原物件晉升為智慧穿戴裝置。 

 

圖 7.1：穿戴式物品與感測器結合 

由於「穿戴式裝置」內嵌無線通訊模組，進而透過近身的手機，存取網際網路服

務，因此，也可以進行遠距操作，涵蓋的範圍更橫跨醫療、保健、健身、教育、運輸、

財務、娛樂、生活等與個人的日常生活產生連結。 

早在 2011年 10月科技大廠Moto發表首款 Android智慧手錶MotoACTV，Google

在 2012年 4月發表 Google glass，加上後續出現的智慧手環等各種產品，許多消費者

甚至早已入手各種穿戴式裝置了。然而，儘管話題不斷，穿戴式裝置的銷售量仍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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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智慧手機一樣，迅速席捲全球市場，重點在於穿戴式裝置的突破應用不夠顯著，且

許多功能都與現有產品如智慧手機重疊，加上上市初期的產品價格昂貴，又無足夠的

廠商投入市場，導致穿戴式裝置無法蓬勃發展。 

自 2015 年開始，前述問題一一得以突破，促成智慧型穿戴式裝置發展的核心元

素包含：半導體技術成熟化─這技術是多重感測器整合晶片的封裝技術，不但有效縮

小了智慧型穿戴裝置所採用晶片的尺寸，更保留或提升了晶片的運算能力。低耗能傳

輸技術─如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這技術能有效降低通訊時的功率消耗，使

智慧型裝置可以採用較小容量（體積）的電池，也有效降低裝置的體積。穿戴式裝置

的設計目標是希望使用者在量測相關生理資訊時，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因此裝置必

須盡可能微小化、輕量化。 

 

圖 7.2：智慧型穿戴式裝置 

而目前穿戴式裝置從頭到腳包含智慧帽、智慧眼鏡、智慧耳機、智慧手錶、智慧

手環、智慧戒指、智慧腰帶、智慧衣、智慧襪到智慧鞋墊等，如圖 7.2 所示，各類創

意目不暇給。穿戴式裝置一般定義即為可被穿戴在身上的相關電子裝置，為人們提供

智慧聯網的各種應用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