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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大解讀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科技革命點燃工業4.0之火

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將數位供應網絡融入經營策略
導入數位供應網絡
始於足下

智慧工廠

何謂智慧工廠？

智慧工廠 : 現在就是關鍵 !
從傳統工廠到智慧工廠

推動智慧工廠的關鍵要素
邁向智慧工廠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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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台灣製造業實力堅強，不管是 iPhone、腳踏車、筆記型電腦到世足賽球衣，許多知名產品都是由台灣業者製造，
全球成功品牌背後，總是看得到台灣製造業者默默努力的身影。

然而，全球製造業局勢變化快速，在具有低成本優勢的新興國家，製造業正在快速崛起，另一方面，美國、德國也

推動工業 4.0 與製造業回流，台灣製造業的情勢可以說是越來越嚴峻。勤業眾信 2016 年製造業競爭力指標報告
指出，台灣的製造業競爭力雖然還可維持全球前十名，然而，2016 年台灣的名次比 2013 年下滑一名，來到第七
名，預計到了 2020 年，名次可能再往下掉到第九名。

面對這樣的挑戰，除了尋求人力成本更低廉的生產基地，越來越多的台灣企業也試圖借鏡歐美經驗，探求科技進步
帶來的新可能⸺藉由結合資訊科技及操作技術，進行智慧製造轉型，提升自身競爭力。政府去年在台中成立了智

慧機械推動辦公室，今年也由科技部在清華大學成立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也代表政府對智慧製造轉型的重
視。

協 助 業 者 在 快 速 轉 變 的 市 場 中 維 持 競 爭 力 是 Deloitte 在 全 球 最 主 要 的 業 務， 累 積 了 許 多 輔 導 轉 型 的 經 驗，

Deloitte 出版了一系列刊物，勤業眾信選出其中點閱率高、值得台灣業者參考的報告，加上勤業眾信的觀點，集
結成本書，期望能幫助台灣業者理解工業 4.0 潮流下的轉變與機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製造產業負責人
龔俊吉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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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大解讀

力抗美國製造與紅潮
新台灣「智」造崛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智慧製造服務團隊 / 溫紹群執行副總經理、林茵薇協理、侯承劭資深顧問

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MIT )見證了台灣產業的

大；新興代工市場借自動化大幅提升品質，可以搶攻

踏車，1990 年代的筆記型電腦及電腦晶片，2006 年

市場。台灣的生存空間眼見日益艱辛。事實上，根據

歷史與革新，從 1980 年代的紡織品、塑膠玩具及腳

世界上 80% 以上的筆電是台灣製造。這些光榮，至今

仍歷歷在目。然而 2018 的今天，甚至 2025 八年後
的未來，台灣製造究竟還有什麼自豪之處 ?

在川普提出「美國製造」、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與

「中國製造 2025」，兩大強國從國家策略面的強勢
圍 攻 下，Made in Taiwan 的 光 環 不 再。 前 幾 年 紅

色供應鏈的浪潮下，已經淘汰了一波的製造業；而如
今，高階市場歐美製造業者，透過自動化科技，向下

侵蝕台灣的既有市場，電子零組件業者所受的衝擊甚

過去沒有機會接到的訂單，擠壓了如金屬加工業者的

Deloitte《2016 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標》調查報告，
台灣目前的製造業競爭力排行第七，然而預計在 2020
年，台灣將被印度與墨西哥超越，掉到第九名。

根據我們的觀察，「新台灣智造」的一股實力似乎正
在崛起。近期商業性質雜誌不約而同在 2017 年 6 月

紛紛以「工業 4.0」、「決勝新製造」、「台灣隱形
冠軍智造出擊」作為封面主題，紛紛報導了食品製造

業、紡織業、機械業、自行車業、工具機業等如何利
用智慧製造的概念，打造智慧工廠、智慧生產、智慧

圖1: Deloitte 2016年全球調查報告 -製造業競爭力排名
圖一 : Deloitte 2016 年全球調查報告 - 製造業競爭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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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100

1

美國

100

2

美國

99.5

2

中國大陸

93.5

3

德國

93.9

3

德國

90.8

4

日本

80.4

4

日本

78.0

5

韓國

76.7

5

印度

77.5

6

英國

75.8

6

韓國

77.0

7

台灣

72.9

7

墨西哥

75.9

8

墨西哥

69.5

8

英國

73.8

9

加拿大

68.7

9

台灣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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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預計排名

力抗美國製造與紅潮 新台灣「智」造崛起

物流、智慧服務。簡單來說，台灣製造業正在以服務

在新台灣智造的新戰場上，決定著兩種新決勝實力：

發設計、製造、銷售到服務的全環節，帶入「物聯網」、

否能滿足準時達交少量多樣的客戶需求，同時在工廠

力、數位力、整合力，重新打造製造業價值鏈，從研
「行動」、「數據」三大元素，提升營運效率、降低

整體擁有成本(TCO)、提升獲利、突圍既有市場與客群。

一、是否能掌握製造終端顧客的需求與價值，二、是
內將換線及排程的成本最小化。

事實上，具備智能製造願景的企業，不但能提升稼動
率與整體產值，還能具備人才吸金力。

圖2:製造業轉型「智」造業 – 產業價值鏈

圖二 : 製造業轉型「智」造業 – 產業價值鏈

研發與設計

生產製造

銷售與物流

顧客體驗

智慧工廠

智慧生產

將工廠內機械設備導入
連線管理功能，並透過
相關生產管理系統將所
蒐集之設備資料(訊息)
回饋，即時掌握機台狀
況以及確保產品品質。

透過企業內部從設計、
規劃到生產的即時垂直
資訊整合，促使人力、
能源、資源使用最佳化
以及彈性產線配置，進
而達到快速回應市場需
求之效益。

促進供應鏈資訊的透明度
與水平整合，使供應鏈利
害關係人從存貨入庫、生
產到最終出貨都能隨時隨
地監控產品狀況，並提供
即時回饋。

#企業內部數位化垂直整合，
高度彈性，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跨企業數位化水平整合，

資料整合

#貫穿產品生命週期，

確保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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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整合

生產模式的改變

過去製造業只談產、銷、人、發、財，未來製造業談

的是智能、創新與客戶導向的產品與服務模式。例如
少量多樣、有感的客戶價值體驗、費用化取代資本化

等，都是新的議題、新的可能。在智慧製造工業 4.0
下，台灣中小企業主應該重新思考新 MIT 台灣「智」
造，從管理議題為導向，務實解決眼前的製造瓶頸，
尋求未來的國際市場定位。

智慧物流

供應鏈整合

供應鏈透明化管理

售後服務

智慧服務
商務整合

將產品鑲入物聯網感應
裝置，並透過即時分析
技術，來預測顧客的需
求與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創造新的獲利來源。

#客制服務創新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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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製造業價值鏈來看，智慧製造的五大要點，除了短
期可實現的維修預測、物流整合、智能設備，到長期

的智能員工、服務加值，將會在方方面面改變製造業
的本質。

我們從勤業眾信的觀點，從台灣製造業原有的利基出

發，從現有的成熟技術到嶄新的數位思維，討論製造
業的發展可能，期待共創台灣經濟的下一個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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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預測：做好生產的風險管理，維護
良好信譽

對一般的製造業來說，最害怕的事情莫過於廠房無法
正常生產產品。一是無法及時供應客戶的需求，準時
交單，而附上違約賠償與企業信譽，二是一旦故障發
生，等於投資上千萬、億元的設備或整個廠房完全閒
置，許多的工廠聞故障唯恐避之不及，也因此，在智

慧製造裡面，維修預測是發展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最
多公司、工廠想發展的區塊。

事實上，從整個產業鏈來看，智慧製造就是替公司做
好風險管理。某鑄造商力求提高設備的正常運轉率，
減少因機械設備發生故障或產房失火而中斷生產的情

況，於是他們將工廠設備導入連線管理功能，並透過
相關的管理系統，即時掌握機台狀況，同時也運用這
些蒐集到的數據，分析、建模，預估設備的可用年限

與預計更換的日期。在機器停止運轉之前，立即安排
維修人員、更新生產計劃。內建的感測器也可以擷取
設備的壓力和溫度數據，在到達一定的數值之前，即
可自動關閉設備，防止火災發生，避免更大的傷亡與
損失。

圖3: 智慧製造六大主要應用場景

導入之後，該廠商每年的廠房失火次數從 12 次減少

到 0 次，成功地做好風險管理，不僅增加出貨率，同

時也提升自身企業的信譽。

防範於未然，眾所皆知。但如何防範、怎樣管理，卻
是一門大學問。如今透過智慧製造來管理機器設備的
風險，已是世界趨勢，也是台灣企業轉型的重要議題。
•

物流整合：讓顧客與廠商參與生產流程

智慧製造不僅改變了生產方式，也改變了廠商對存貨
管理、消費者對產品生產的想像。

儘管 ERP 系統實行已久，但存貨管理仍是公司營運時

的關鍵之道，特別是那些原物料的儲存有限定時間的
食品業、生物科技業，更是重點項目。在食安與企業

社會責任(CSR)日益重要的當下，精準地控制存貨的每
個流程，是相關企業的當務之急。

以某個食品公司為例，該公司導入智慧製造的目的，
即是想要追蹤原物料與完成品的保存狀態。在導入之
前，例行的庫存檢查往往耗時已久，短達數日，長則

一個月；導入之後，完整的庫存檢查只需要一個工作

圖三 : 智慧製造六大主要應用場景

智能員工

引進智能化的機器設備，
隨時利用數據掌握情況，
最佳化設備的生產效率。

利用穿戴式載具，可以
增進員工在工作時的效
率與效能，也可確保員
工勞動時的安全。

物流整合

聯網製造

維修預測

從產品生產到包裝、運
送、輸出，可完全掌控
存貨的流動與狀況。

利用網路串聯工廠中的
所有設備，管理階層甚
至能夠遠端遙控、監看
設備的生產作業。

追蹤生產設備的即時狀
況，掌握零組件與系統
的生產效能，並及時汰
換失效零件與更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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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產品

智能設備

裝載物聯網技術的新產
品將能夠創造新型服務，
以提升現有產品的價值
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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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設備：改變勞動環境，提高員工安全

日即可完成。當原物料抵達工廠時，員工立即將原物

•

時追蹤原料庫存狀態。產品製造完成、完工出貨後，

勞安問題頻傳而為人詬病。若不小心出了意外，公司

料裝上 RFID 標籤，並更新 ERP 系統，讓管理者可隨
也會即時更新至 ERP 系統。

而這一切資訊，都公開給購買產品的顧客與下游的供
應商，讓消費者買得開心、食得安心。在產品運送過

程中的每個環節，也都會通知給廠商與消費者知曉。

物流業者也可以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客製化每個運送
方式。

甚至除了業者之外，顧客也可以隨時掌握購買物品的
物流狀況。甚至在產品製造前，消費者就能夠觀看原

物料的狀況。下游廠商也能夠監看上游原料供應商的
生產情況。

換言之，智慧製造除了廠商能夠創造對存貨管理的新
可能性，消費者能夠參與產品生產的各個流程，更擴
大了我們對物流的想像空間。

過去的重型機械的施工場地總因勞動環境過於危險、

負責人往往吃上無法脫身的官司，傾家蕩產。勞工的
安全也成為雇主的心頭隱憂，更是風險管理重點之一。

然而，這樣看似難解的問題，事實上已經出現一道曙光。
Deloitte 已有不少的實際案例，透過智能設備，替工
作環境帶來質地上的轉變。

某家採礦公司為了解決勞安問題，在原有的採礦卡車

內部安裝傳感器，讓工作人員可以遠端控制機械，不
必再到危險的施工現場親自操作。以往需要長時間待

在機具裡工作的勞工，轉身變成辦公室內的工程師，
大幅地減低勞安糾紛的可能性。而引入智能設備之後，

公司更省下了不少的人力成本，不必再聘用過多的操
作人員。

圖4: 智慧製造之物流整合旅程地圖
圖四 : 智慧製造之物流整合旅程地圖

ERP系統
1. 原物料抵達
工廠，鑲上
RFID標籤並登
入ERP系統

2. 作業人員
能輕易地找到
物料並進行生
產

3. 透過RFID掃
描和相關追蹤
工具的使用，
物料可在整個
工廠內被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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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產品抵達交
付給客戶之後，
其狀態會自ERP
系統中自動更新

5. 製造商和客戶
可隨時追蹤物流
狀態和貨運地點
標示

4. 完工後，成品分配
到對應的卡車上，庫
存將即時更新至ERP

存貨位置與追蹤
TRACKING

INVENTORY LOC.

物流追蹤
TRACKING

FLEET

INVENTORY
存貨更新
RECONCILIATION

點對點可視性
VISIBILITY

END-TO-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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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智能設備也改變了問題回報的方式。以往

企業在推動產品國際化時的重大隱憂。也因此，若能

主管，然後再由單位主管回報給研發團隊，這樣的模

器間互通有無，機器自己可以做出及時反應，不須再

機械出現問題，多半是操作員口頭或書面回報給上級
式不僅耗時，而且由於傳達過程冗長，對情況的描述
並不精準。如今，透過無線連結，智能設備也能將油
壓、過濾器，以及卡車其他零件等數據運送回總部。

這些數據則直接回送給負責工程師，讓他們在第一時
間重新改善重型機械設備，提升效能。

在遠端操作的工程師，由於不需要直接操作機具，反
而能將注意力放在視覺化的管理介面上，更直覺、及
時地了解產線設備的配置狀況，全方面了解產能狀況，

隨時動態調整、最佳化生產配置。比起傳統人力操作
模式，更可以在較少的時間，完成超乎預期的工作量。
•

聯網製造：提高產品良率

夠第一時間知道各個廠商、設備的製造狀況，各個機
透過人工盤點慢慢找出問題，則可以大幅降低生產出
瑕疵品的可能性。

這種技術更是生產高端產品的製造業者特別需要的能

力。某個電腦硬體製造商主要生產大量、高品質電腦
零件，便利用聯網製造的方式，讓機器主動發送通知
給負責的品管、流程工程師，並產生相關的品質異常
報告書。透過這種方式，全面地提升生產端的透明度，

也降低因品質不良而導致的資源浪費。短期之內，增
加不少公司利潤，長遠地看，更可以大幅提升公司產
品在同行間的信譽。
•

智能員工：提升銷售體驗，釋放多餘人力

良率不高，常常是製造業者的致命傷，不僅增加不必

以往的人力資源管理都談論如何最大化員工的工作效

的多重分工中，在地小零組件商的良率問題，更是大

工思考、判斷，甚至取代人力，則是關鍵。除了一般

要的成本，更是企業信譽的風險因子。而在現代跨國

率，但是在智慧製造中，如何透過數位與數據幫助員

圖五 : 智慧製造之智能設備應用場景統整

圖5: 智慧製造之智能設備應用場景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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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診斷

優化效能

即時追蹤設備的使用情況
與狀態負荷，便於安排生
產作業。

透過生命週期分析，優化
設備與零組件的生產使用
效能。

精準定位

生產地圖

精確找到所需的設備，減
少無意義的搜尋時間。

以動態且即時地掌握每台
設備的效能與整個廠房的
生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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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抗美國製造與紅潮 新台灣「智」造崛起

的視覺化管理工具、ERP 系統，現今已導入了許多新

的數位工具，舉如最新的 AI、或是 VR，都有實際的

使用案例。某知名企業就將 VR 技術整合進製造流程，
重新改變產品的研發生產與行銷方式。

在研發、製造產品之前，客戶就可以透過 VR，辨認產

品是否符合需求。設計者也可透過 VR 進行測試，辨
認模擬產品的問題。生產者也可透過頭戴式顯示器，

讓客戶先行體驗其客製化的產品，減少來回溝通的時
間成本，簡化以往耗時甚久的溝通環節。在導入相關
技術後，該企業成功降低 15% 的研發時程。

員工在作業時，可以利用穿戴式載具隨時回報狀況，
甚至直接連線與協作團隊溝通、諮詢外部專業人士，
即時解決現場的問題。透過電腦回報的數據，員工可
掌控最新生產狀況。

而未來透過 AI，更能讓作業流程、人力分配利用演算

•

智能產品：是轉機，也是危機

理解智慧製造與工業 4.0 時，並不能只關注「物聯網、
大數據提升生產效能」，而應該更進一步地思考：在
技術進步的同時，如何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找出新
的獲利可能。

傳統的製造業者往往將自己定義為單一服務、產品的

供應商，但缺乏想像，侷限自己的發展空間，將喪失
先機。Deloitte 在 2017 年的 Digital DNA 中表示，
企業必須及早引入數位思維。數位思維並非強調使用
新潮的數位工具，而是擴展對產品的想像空間，利用
數據與數位，打造新的商業模式。

以某個輪胎製造商為例，原本廠商僅提供輪胎修繕的

服務，結合物聯網之後，在其商品內崁入 RFID，擷取
輪胎消耗與使用狀況的相關數據，追蹤油料消耗、車

輛耗損、CO2 排放的情況，並透過數據分析，建議駕

法突破老師傅的經驗值，找到更佳的解法。對企業而

駛合適的行車方式，搖身轉型成車輛、輪胎服務商。

承，人機協作創造更多的可能。

之外，更增加新的獲利機會。

言，除了可以解決缺工問題，還能讓智能經驗複製傳

提供諮詢、改善服務，除了增加本業獲利與幫助宣傳

圖六 : 某輪胎製造業智能產品應用案例
駕駛人員想更精確
地掌握車輛狀況

相關駕駛建議與洞見將會
提供給駕駛人員來減少油
量的消耗及提升效能

車輛擁有者

智慧裝置傳感器

資料分析查詢入口

裝置互聯性

藉由進階的分析技術來
評估輪胎效能，進而識
別可能的駕駛改善方案

透過傳感器擷取輪胎
的使用狀況及效能相
關數據

資料存儲

雲端

資料分析

收集到的數據將自
動回傳至輪胎製造
業者的雲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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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獲利機會，也僅有在智慧製造的基礎下才得以實

現。智慧製造讓廠商有餘力發展新的服務，利用數據
找出以往未能解決的問題。若僅將新科技放在預防問
題、提升效能，則忽略了智慧製造的龐大潛力。在數
位時代，破壞式的創新，才是成功企業的根本精神，

傳統的製造業應該搭配這波產業升級，找出自己在下
個時代的致勝點。

台灣有 39.6% 的上市櫃製造業公司與勤業眾信共同成
長，數位經濟的時代，我們責無旁貸，以世界視野結

合在地觀點，從制高點看台灣製造未來 10 年的發展。

我們憂心的是，高科技製造業仍有高達 50% 的企業仍

在觀望，尚未有投入智慧製造的計畫，而有逾 8 成 6

的製造業廠商認為「一例一休」對公司營運及成本造
成影響，卻普遍對於聯手產業升級猶豫不前，滿足於

現況或持續內耗。反觀對岸，兩創(創新、創業)的風氣
不減反增，追求更高境界的智能、互聯、安全的企業，

多半是已經達到成熟期的製造業，好還要更好，智慧
化還要與國際大廠對標，更上一層樓。

如上述所提，新台灣智造的企業，必須具備快速反應

顧客需求的彈性製造能力與數據洞察能力，不須懼怕
工業 4.0 的距離太遙遠，而是要掌握智慧製造的關鍵
重點，小步快跑，大步向前。

( 本文已節錄刊登於 2017-08-11 經濟日報 A18 經營管理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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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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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製造業如今已不再是單純地製造實體產品，隨消費者

環伺，大型製造業者可能只能專心於一項業務，排除

企業亦從根本改變經營方式。舉例來說，顧客愈加強

域成為世界級業者的其他業務。基於以上因素，預計

需求、產品本質、生產經濟學，以及供應鏈的改變，
調個人化與客製化，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界線便難以區

別。除此之外，「呆板」(dumb)的產品也能透過附加

感應器與網路連線，搖身成為「智慧」(smart) 的產品，
甚至發展成為平台，或自成一項服務領域。

隨著科技指數性成長，進入新市場的障礙、商業化與
學習的難度皆逐步降低。即便是原先由一家業者獨大
的領域，利用新科技，新進競爭者雖然生產規模不大，

也可以用小規模生產的方式跨足經營。雖然大量製造
所帶來的規模經濟在價值鏈中的某些部份仍然重要，
但透過創新的製造模式，如在地、小規模的分散製造、

鬆散連結的製造生態圈，以及靈活製造等方式，亦能
創造新商機。

產品製造商與產品銷售商也不再涇渭分明。感受到壓
力，製造商已經開始積極提升進入市場的速度並與終
端消費者接觸。此外，種種因素促使製造商採行接單
生產模式(build to order)而非存貨生產模式(build to
stock)，導致仰賴持有存貨以創造價值的中介商失去
必要性。

綜觀而言，傳統手段創造價值的方式，正因上述改變
而變得窒礙難行。再者，當產品的核心價值自產品本

身移往資訊的取得與體驗的創造時，賺取價值的方式
也自然從提供實物轉為取得資訊與創造體驗的管道。

上述趨勢對各製造業的影響程度不盡相同，為了瞭解
一個特定產業改變的速度與強度，企業應當評估所屬
產業的法規、產品尺寸與複雜性，以及產業數位化程度。

此外，大型製造業者應更聚焦於容易集中與整併的市
場，避開容易分眾化的市場。大型製造商可以透過扮

演以下三種需要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的角色讓公司成長並提升獲利─基礎建設供應

商、整合平台商、委託服務商。然而，由於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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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會造成企業不夠聚焦，以至於無法在所選擇的領
現存的製造業板塊在未來將會有所調整。

槓桿成長策略比擴大規模能創造更大的成長潛力。大

型業者無須再侷限於「併購或建立」二種選項，可以

考 慮 結 合 與 日 俱 增 的 新 進 業 者， 許 多 這 些 新 進 業 者
在製造價值鏈中專注於爭取小型且分眾的市場。而就
推 動 槓 桿 成 長 策 略 而 論，「 產 品 到 平 台 」(product

to platform) 與「 取 得 重 於 擁 有 」(ownership to
access) 兩大新興商業模式特別顯得大有可為。

最後，製造業漸漸成為一個包含分眾市場與整合市場
還有其參與者的複雜生態系，了解新興策略定位的企
業將可搶占重要的策略優勢。

企業在思考如何在新的製造業環境中制勝的時候，已

經沒有標準答案可以依循。然而，透過了解環境如何
轉變、企業角色與策略定位，既有業者與新進業者都
能在未來的製造業裡找到成功之道。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瞬息萬變的製造業局勢
製造業局勢的轉變，首先是業者不再能單靠製造「更

而非產品本身。既有業者也能另闢途徑，將大量增加

汲汲營營致力於提供品質與功能更優，但價格卻一再

品或服務等方式協助小型利基製造業者⸺像是知識

好的」產品來創造及獲取價值。幾十年來，製造業者
探底的產品。此模式適合產品鮮少進行改良，每次的
改良間格時間很久的時代。然而，科技變遷的腳步一
再加快，產品生命週期隨之縮短，過去經由改良產品

賺取價值的機會之窗已逐漸關閉。在全球化的競爭時
代下，透過改良產品所帶來的獲利已十分低落，更將

在激烈競爭中被稀釋，消費者則成為這個轉變的最大
受惠者。

由於提升品質、降低售價的策略已不再是長久之計，

有遠見的製造業者紛紛轉向，尋求其他可創造並獲取
價值的替代方案。單純的銷售產品不再被奉為圭臬，
企業需思考如何從產品被使用的時候所創造的價值中

分一杯羹。Netﬂix 運用電視作為管道提供娛樂串流來

創造價值，Zipcar 與 Uber 則透過汽車的使用即刻滿

足消費者的移動的需求。製造業者逐漸意識到這些新
的可能性，並開始轉變營運模式。

在上述背景之下，第二項重要的轉變趨勢來自製造供
應鏈的上游業者日漸追求「規模」製造，而下游業者
逐漸提升對「分眾化」製造的重視。科技的進步與消

費者期望的改變，使得規模相對較小的製造業者在過
往以規模決定成敗的產業之中，得以透過滿足特定消
費者需求站穩腳步，並蒸蒸日上。

在尋求創造及獲取價值的新方式的競賽中，業者如果
難以改變固有的商業模式、慣例，並適應新的市場型

態，則小型新進業者的小規模與靈活性確實可能搶盡
大型、歷史悠久業者的鋒頭。此外，新進業者也不完

全屬於傳統定義下的製造業者。舉例來說，智慧產品

的小型利基業者視為商機，提供仍需大規模生產的產

共享平台、利基製造業者所需的零組件等。由於競爭
壓力環伺，既有大型業者很可能將進一步整併，為大
批分眾化、小型化，致力於滿足消費者五花八門需求
的業者創造機會，製造業可望演變成小型利基市場製
造業者與大規模業者共存的生態系。

上述兩大巨變迎面而來，有傳統背景或是沒有傳統背
景的既有業者與新進業者都必須體認驅動產業變革的

力量，以便為日後鋪路。目前產業熱烈討論的問題包
含：大型既有業者應如何運用新興工具、技術與平台？

既有業者與新進業者面對自其他產業跨足的業者，能
夠從他們身上學到些什麼？企業又如何在未來的製造
業局勢中，扮演有利且永續的角色？

有感於上述問題，我們將深論形成前述兩大局勢的四

項轉變(請見圖一)，探討影響四項轉變的趨勢與要素，
並說明新進與既有業者均可採取的步驟，以便在未來
局勢中暢行無阻。

• 消費者需求：消費者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其未獲

滿足的個人化、客製化需求與共創等等因素皆使利
基市場擴大。

• 產品：科技發展提升了產品的模組化與連接性，將
原本了無新意的產品轉變為「智慧」裝置；材料科

學的突破，使得製造出來的物品，不論智慧與否，
在精細程度、效能與規格都獲得提升。同時，產品
的本質也正在轉變，許多產品從能夠持有的物品，
轉變成消費者可以購買的服務。

日漸普及，早已促使部分科技業者藉由開發產品驅動

• 生產經濟學：諸如積層製造之類的科技使快速、小

既有業者當然可以選擇於自身熟悉的市場中迎戰新進

• 價值鏈經濟學：數位科技正縮短製造業者與消費者

軟體，或以自行製造產品等方式涉足製造業。

業者，運用產品上某項能夠創造價值的特徵來獲利，

量、划算的產品製造不再淪為空談。

間的距離，製造業者無須再透過傳統中介商接觸消
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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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nts and incumbents learn from other indus這些轉變無不使得經濟環境更為錯綜複雜，除了讓價

tomization, and co-creation are causing niche
markets to proliferate.

tries that have staked a claim in the manufacturing
值的創造變得更具挑戰外，價值的獲取也變得更為重
space? And how can organizations find profitable
要。初步探討演變的局勢後，我們將進一步說明新進
and sustainable roles in the future manufacturing
landscape?
與既有業者均可採取的步驟，以便協助業者在未來的

can begin to take to effectively navigate this land成功途徑可能都不相同，企業高層如果希望善用手邊

• Product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enabling
modularity and connectivity are transforming
products from inert objects into “smart” devices,
while advancements in materials science are enabling the creation of far more intricate, capable,
and advanced objects, smart or otherwise.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ure of products is changing,
with many transcending their roles as material
possessions to become services to which consumers buy access.

• Consumer demand: Consumers’ rising power
and unmet needs around personalization, cus-

• Economic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re making it

局勢中大步向前。為了提升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大
With these questions in mind, we take a deeper dive

into four areas where changing dynamics underlie
型的既有業者尤其應認清特定市場改變的迫切性、聚

焦在廣受看好的事業類型、追求槓桿成長商機，並辨
ploring the trends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ach

both of the shifts we have described (figure 1), ex-

and laying out steps both entrants and incumbents
識(更應搶占)逐漸顯現的新「策略定位」。眾家企業的
scape of the future.

機會，則當以新方式思量企業未來。

消

質

本

費
者

品

需

產

求

圖一：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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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消費者需求的轉變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onsumer demand

消費者越來越講究產品個人化、客製化及與製造商共

參與製作的人士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身與所使用的產

造業者開闢嶄新商機。

產物品，卻也成為協作者，沉浸於自造者文化，支持

同創造產品等因素，許多利基市場因此誕生，並為製

個人化與客製化

M

品，部分人士自詡為創作者；其他人士即便未自行生
並形塑自己所購買的產品，並藉由參與產品製作得到
認同。由於越來越多自造者開始販售作品與客製化商

個人化意謂改變產品，使之與個人需求相符，基本的
ORE and more, consumers are embrac- 品，使得不同的商品平台與利基產品業者越來越蓬勃

Consumers as creators

ing product personalization, custom- 發展，形成一個生態圈。具體實例包含學習工具、數
例子就像將個人姓名字母印於毛巾上；而客製化則涉
ization, and co-creation, generating an 位知識庫、工具商店、套裝用具製造業者、大眾平台
Beyond their rising interest in personalization and
及打造足以吸引特定利基市場的產品。不過，時下個
abundance of niche markets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ers.

人化與客製化需求的成長，已經逐漸脫離以往的表面
層次；如今不僅僅是將姓名印於大量製造的商品上，
而是能依個人的身形量身定做；不僅僅是在藥妝店選

Personalization and
customization
化學療法。

配一副老花眼鏡，而是能根據特定腫瘤研擬最適合的
Personalization—adding to or changing a product
個人化(以個人為主)與客製化(以利基市場為主)以往需
to fit the individual—can be as simple as mono要高額費用，諸如量身訂做服飾、改裝高性能汽車等
gramming a towel; customization involves creating
products attractive to specific niche markets. But
等在過去皆所費不貲，但時至今日卻不再如此。數位
the current rise in both personalization and cus科技(尤其網路)使專為利基市場量身打造的產品更為
tomization is more than cosmetic. It’s the difference
普遍且易於購得，消費者期望因此大增，希望能得到
between adding your name to a mass-produced ob完全符合需求的商品，而非屈就大量生產的產品。上
ject and generating a product made for your unique
body, between buying a pair of drugstore reading
述情形進而使廣大消費者市場分化為眾多利基市場，
glasses
and receiving chemotherapy optimized
for
of
製造業者如果有能力透過範疇經濟(economies
your particular tumor.

scope)而非規模經濟，來創造、獲取價值，製造、提

以及線上線下零售等等。即使部分利基業者已發展至
customization, consumers are also increasingly apt
to engage in the creation, or at least the concep足以挑戰既有業者的規模，並重新定義表達與滿足需
tualization, of the products they buy. At base, this
求的方式，但多數利基業者仍以小型新創企業及微型
phenomenon represents a shift in identity from passive recipient to active participant—a blurring of the
企業為主。
line between producer and consumer.

由於消費者逐漸追求個人化、客製化及參與創作，許
One manifestation of this trend is the growing popu-

多利基市場將逐漸成形，身處利基市場中的消費者因
larity of the maker movement—a resurgence of DIY

為在利基市場中能尋得甚至創造契合自身需求的產品，
craft and hands-on production among everyone
from Lego-obsessed kids to enthusiastic knitters
並不屈就於大眾市場產品。在如此環境之中，大量生

產有限產品的製造業者可能趨於劣勢，迫使業者重新
and electronics geeks. Those involved in “making”
see themselves in a different light in relation to the
思考自身於製造業中的定位，以及其所能為消費者帶
products they use. Some actually assume the man來的價值。但所幸對於這些大型業者而言，分眾化過
tle of maker, taking pride in creating rather than

程中可能浮現新的定位與價值來源。
圖一（a）： 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圖一 (a)：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Historically, personalization (to the individual) and
供消費者首選的划算商品，則每個利基市場都代表一

項商機。

customization (to a niche) have been the provinces
of the wealthy, with offerings such as custom tailoring and high-performance automobiles. No longer.
Digital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the Internet, are
making tailored products for niche markets increas消費者除了對個人化與客製化有濃厚的興趣外，也逐
ingly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raising consumers’
漸投身參與創作，或參與所購商品概念化的過程。就
expectations of being able to get exactly what they
其本質而言，此現象即為被動接受與主動參與兩者間
want versus to settling for mass-produced items.
的身分轉換，意謂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界線漸漸難以
This, in turn, is fragmenting the broad consumer
區隔。 marketplace into numerous niche markets, each of
which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manufacturers capable of cost-effectively delivering
the desired
DIY 手工製
上述趨勢體現於自造者運動的興起，此即
goods and creating and capturing value through
作的復興。從熱愛樂高的兒童、毛線編織迷，乃至電
economies of scope rather than economies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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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大解讀

產品本質的轉變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roducts

產品本質轉變與消費者需求改變同時發生，前者某種
程度上也是因後者而起。「呆板」(dumb) 的產品變

得更為「智慧」(smart)，更加相互串連、聰明與靈活，
同時，消費者看待產品及使用的方式也開始轉變，重

I

N parallel with, and in response to, shifts in
新定義了決定產品價值與企業獲取價值的方式。

consumer demand, the nature of products is
changing. “Dumb” products are getting “smart當服飾成為「穿戴式裝置」、汽車成為「聯網汽車」、
er”—more connected, intelligent, and responsive.
燈具成為「智慧燈具」，銷售產品的利潤將歸給產品
Concurrently, how consumers view and use prod製造業者、軟體平台業者、還是替產品賦予新生的「殺
ucts is changing, redefining both the factors that
手級應用程式」開發者？或是從產品大數據洞燭先機
determine product value and how companies can
capture it.
的企業？這些問題已遠遠超過製造業的技術挑戰。又

2020 and
物watches
聯網裝置
在health
年 以fitness
前將達
到 近 260
Smart
and
trackers
are 億 台， 為
1movement,”
good全球經濟總值增加
examples of the quantified
“self
1.9 兆美元 。近期的調查指出，
in which participants use technology to track and
75% 的主管表示自己所服務的企業正著手研究或採用
analyze the data of their daily lives. As yet, most are
物聯網解決方案，大多數公司認為，將主要業務與物
still stand
alone tool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se
2
聯網科技整合為長保競爭力的必要之舉
devices,
however, is likely to be integrated into 。
our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so seamlessly that they become智慧產品的演進為製造業者帶來不同層次的挑戰。為
“wearables.”

the software platform owner, the creator of the “killer
app” that makes the product come alive, or the
另外，是否有可能將產品視為一個實體平台，做為一
company that generates insights from the resulting
個生態圈的中心，讓第三方合作夥伴在生態圈中建立
big data? The questions raised go far beyond the
模組化的附加元件？上述問題涵蓋了產品在本質上的
technical challenges of manufacturing. As products
變化，以及業者創造、獲取價值方式上更巨幅的轉變。
create and transmit more data, how much value will
圖一（b）：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了回應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有些產品整合了複雜的軟

The emergence of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products
such體，有些產品能與使用者的智慧裝置互動，有些採用
as activity trackers is one facet of a looming
先進材料，如電活性聚合物與熱雙金屬等。
transition
in physical goods. In the near future,
many, if not most, “dumb” products will become
此外，產品也將有不同的「智慧」，隨著產品變得更
“smart”—falling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he pervasive expansion of sensors,
加複雜，單靠一家業者開發一個產品的整套硬體與軟
connectivity,
and electronics will extend the digi體將愈來愈不容易。
tal infrastructure to encompass previously analog
tasks,智慧產品的軟體與硬體同等重要，為了從產品的軟體
processes, and machine operations. Gartner
analysts predict that by 2020, the IoT will include
與硬體二部分獲取價值，製造業者應從四項要素來審
nearly 26 billion devices, adding $1.9 trillion in
視自身的商業模式⸺整合性的軟體、軟體平台、可
global economic value.1 In a recent survey, nearly 75
以在軟體平台運作的的應用程式、以及數據蒐集與分
percent
of executives indicated that their companies
were析。雖然一個整合性的軟體可以處理硬體所需要的所
exploring or adopting some form of IoT solution,有功能，軟體平台可以發揮轉譯的作用，讓使用者可
with most seeing integrating IoT into the main
business as necessary to remain competitive.2

產

求

用科技來追蹤、分析日常生活數據。截至目前為止，
be located
in the objects themselves, and how much
多數裝置仍僅為獨立工具，但未來的裝置極有可能與
in the
data they generate, or the insights gleaned
from服飾及配件無縫整合，成為「穿戴式裝置」。
it? And what of the option to rethink products
as physical platforms, each the center of an ecosystem 活動紀錄器等新科技產品的問世反應了產品本質轉變
in which third-party partners build modular
add-ons?
These questions envision a change in
the (dumb)
的方向。在不久的將來，不少(甚至大多)
「呆板」
nature of products—and a much larger shift in how
的產品將變得更具「智慧」(smart)，加入物聯網裝置
value is created and captured.

From
dumb to smart
入數位整合的範疇之中。顧能(Gartner)分析師預測，

of the benefits accrue to the product manufacturer,
價值在數據的分析結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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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movement)的良好例證。量化生活的參與者會利

前以類比訊號執行的事務、流程及機器運作都可望納

值為何？多少價值能體現在產品創造的數據上？多少
cars,” and lighting “smart lighting,” will the 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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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更新平台上的應用程式來傳遞原先無法傳遞的

for the
資料來源：Center
資料來源：Center
forEdge.
the Edge.

DeloittePress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 dupress.deloitte.com

14

智慧手錶與醫療健身追蹤裝置是量化生活(quantiﬁed

的行列。隨感測器、聯網能力及電子產品的普及，先

如產品能創造並傳輸更多數據，物品本身所帶來的價
As clothing becomes “wearables,” cars “connected

圖一 (b)：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呆板到智慧

29

The evolution
of “smart” products presents manu新指令以管理硬體。此模式能讓客製化與個人化的程
facturers with challenges on multiple levels. Some

度更不受限，且能因應迅速多變的需求以及不同的使
用情境，更輕鬆地更新產品。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產品到平台

產品到服務

業界屢屢思及軟體方面的「平台」。上述平台憑藉槓

到的問題。然而，商業策略專家長期以來都建議企業

近來由於 iOS 與 Android 應用程式平台極為成功，讓
桿成長模式(leveraged growth model)背後的簡單

原理⸺觸及範圍越廣、附加功能的價值越大，則基
礎模組的銷量也將越大⸺獲得成功。所謂的平台，

是指任何具備固定標準與管理模式的實體或虛擬環境，
且該環境可促使第三方前來參與互動，成功的平台透

產品止於何處？服務又始於何處？這也許是大家常聽
專注於解決問題之道，而非解決該問題的產品，現今

數位基礎建設的拓展⸺低成本運算與數位存儲、無
所不在的聯網可能，以及倍數成長的連網裝置──也
創造更多得以從本質上將產品重新視為服務的契機。
上述趨勢在「虛擬」產品中尤其明顯，例如 Adobe、

過共同介面與外掛程式結構，降低創新的成本與風險。

Autodesk、微軟等提供套裝軟體給有訂閱的使用者

平台擁有的參與者越多，獲得的回饋越多，系統的學

(software-as-a-service,SaaS)商品則已逐漸取代企

參與者可以加入平台並相互合作，拓展平台的功能。
習能力與效能也更提高。

其實，平台也能存在於虛擬世界之外，售後市場所販

賣的各種附加配件產品就是實體平台的一個例子。以
汽車零組件市場為例，該市場之所以絡繹不絕，是因

為許多車主為了提升效能與美觀，將自己的汽車客製
化與個人化。多數售後市場的產品與原廠委託製造商
(OEM)並無關連，而且是由第三方製造與安裝 。最近
3

開始蔚為風潮的是，有一些產品從一開始就設計成讓

的企業。在企業軟體市場中，雲端導向的軟體即服務
業內部使用的資訊軟硬體。

將實體產品重新定義為服務的機會，也正如雨後春筍
冒出。舉例來說，數位化的相關基礎建設讓「共享經

濟」得以快速地發展。所謂的共享經濟，是將市場上
未充分利用的物品及服務商品化。將關注焦點自「擁
有」轉移至「取得管道」或合作消費，使得最適的使
用方式從產品轉移至服務，創造了市值數十億美元的
共享乘車公司 Uber，以及共享住宅公司 Airbnb。此

第三方合作夥伴在未來可以增加新的應用或附加元件，

外，也有較鮮為人知的新創企業主打共享工具、廚房

售前市場的意味。

上述產品所創造的價值大多並非歸屬於產品製造業者，

這樣的趨勢也使得售後市場不再是售後市場，反而有
將產品當成是客製化、個人化出發點的平台觀點，已

廣受自造者運動所愛戴，平台的成功與顧客在平台上
能夠附加的功能有直接、明確的關連。具前瞻眼光的

產品製造業者逐漸正視這個趨勢，而非將其貶低為小
眾運動，或認為這個趨勢對品牌構成威脅。許多業者
認為這個趨勢是打入一群熱情且高度投入的消費者的

良機，紛紛推出為日後改裝而設計的產品，做為消費

者的新選擇。產品做為一個平台的概念正在被許多業
者轉換為一個明確的商業策略：引進一個產品平台，

然後邀請許多的第三方夥伴創造模組化的附加元件，

電器，以及其他鮮少使用或未充分利用的產品。共享
為了多加利用這部分的價值，製造業者應重新調整商

業模式，重新設想商品本質，力求充分掌握產品即服
務(product-as-a-service)的概念。

隨著商品變得更具「智慧」、能相互連接、成為共創

作品，甚或轉為服務，單靠製造與銷售更多商品創造
價值的概念早已過時。因產品本質變化而改變價值創

造方式的世代已到來，未來，製造業的價值將來自於
連接性、資料、合作、回饋循環與學習，此將為更新、
更強大的商業模式紮下基礎。

創造產品的價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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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VE MANUFACTURING

生產經濟學的轉變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better known as 3D
printing, encompasse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that create objects by addition rather than subtraction (through milling, for example). While 3D
printing technologies were developed more than 30
years ago, this decade has seen a rapid advancement
in tool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in both commercial and consumer arenas.

Today, whil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s used mostly
in prototyping,4 it is expanding to other stages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ooling—the production of
molds, patterns, jigs, and fixtures—is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costly por反之，積層製造所耗費的初期資本則通常低廉許多，
tions of the process, far outweighing unit costs for
原因不僅在於積層製造不需特地開模，積層製造的設
each additional part, and leading manufacturers

備成本也正迅速下降。

圖一（c）：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圖一 (c)：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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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甚至可以觸及消費者。在價值鏈上游的大型製造
and more technologies become digitally empow-

價值創造
vs.

ered, this pattern of growth has expanded beyond
業者則可能展開整併，借助規模優勢提供零件與平台，

學
濟
經

濟

鏈

經
學

指數型成長的科技

產

microprocessors. Emerging fields with potential for
exponential growth includ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robot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huge improvements in capability, utility,
電腦以飛快的速度往更輕便、更快速、更低價的方向
and accessibility.

生

以供較小型的市場參與者使用。

價值獲取

值

Modern computers continue to become exponen-

眾化的程度，越來越多的製造業者能向價值鏈下游靠
tially smaller, faster, and cheaper. And as more

品

述的改變加上消費者需求模式的變化，增加了市場分

產

步與整合，更進一步拓展產品的種類與製造方式。上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求

同一時間，積層製造、機器人、材料科技等科技的進

價

ANUFACTURING, until recently, was a
daunting space with relatively few play智慧製造大解讀
ers. Barriers to entry were high and initial
capital investments hefty; products had to navigate
multiple intermediaries in the supply chain before
reaching the consumer. Today, however, hug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plummeting computing
costs have eroded barriers that once impede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products, making previously cost-prohibitive tasks and business
models more available to more players and weakening the value proposition for traditional intermediaries. Meanwhile, rapid advances and convergences
in technology, includ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robot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further expand
製造產業的進入門檻與投資資本高而沉重，產品在真
what can be manufactured and how. All of these de正觸及消費者前，更得先經過供應鏈裡的許多中盤商，
velopments are combining with changing demand
patterns to increase market fragmentation, sup使得這個領域直到近來仍令人望之卻步，市場的參與
porting a proliferation of product makers further
者也相對不多。然而如今科技的進步與運算成本驟降，
down the value chain with more direct consumer
使過去阻絕資訊、資源、產品流通的障礙應聲瓦解，
contact. Upstream, larger manufacturers will likely
更多參與者得以摸索以往因為高額成本而無法發展的
consolidate, taking advantage of scale to provide
components and platforms used by smaller players.
業務與商業模式，也削弱了傳統中盤商的價值主張。

發展，而隨著越來愈多科技變得更數位化，微處理器
以外的科技也開始往上述三個方向發展。具備指數成
長潛力的領域有積層製造、機器人及材料科學等，這

些新興領域在與其他科技結合應用後，將可望大幅改
善產品性能、效益及易得性。
•

相較於傳統製造，由於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差異，
32

積層製造

積層製造(即 3D 列印)是以堆疊添加而非銑削、切削等
削減製造的科技為主。即便 3D 列印科技已發展三十
餘年，但近十年來在工具、科技、商業與消費上的應
用才較為人所見。

現今積層製造即便主要仍用於打樣 ，這項科技也逐漸
4

沿用至製造流程中的其他階段。傳統上，製作鑄模、

模具、夾具、配件的開模實屬最曠日費時及價格高昂

的程序之一，花費遠超過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的變動
成本，因而導致製造業者必須以大規模生產攤銷固定
成本。

16

資料來源：Center for the Edge.

資料來源：Center for the Edg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積層製造在價格上越來越有競爭力。雖然現在積層製
造的變動成本較高，但低廉的初期投資常使積層製造

從事小規模生產所需的總成本較少⸺這個特性可能
是未來市場上決定成敗的關鍵(請見圖二)。

此外，積層製造列印構造複雜的產品所需的時間與材
料比列印構造簡單、實心、大體積的產品為少，使得
積層製造可跳脫複雜度的束縛 。
5

生產複雜產品的重擔也從實體世界轉移到數位世界之

中，工程師便能設計構造複雜但過去無法生產的產品
樣式，讓製造業者生產組裝時間更短、更堅固、輕巧
的零件，降低整體生產成本或提升最後成品的價值 。
6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積層製造科技的速度、材料與精準度雖仍有許多進步
空間，但許多產業已借助其優點，以少量製造的方式

生產高價零件。未來可以期待的是積層製造的應用範
圍與規模將會漸漸擴展到低價、大量的產品。
•

本節節上升，且新世代更便宜、性能更佳、更彈性的
機器人科技前仆後繼而來，局勢正逐漸改觀。

部分分析師估計，截至 2019 年，中國勞工每小時單
位工資將分別會是越南的 177% 與印度的 218% 。
7

機器人

昔日工業用機器人主要用於大規模製造，負責需要力
氣以及精細度的工作，像是搬運重物、焊接與半導體
製造等。要在製程中使用機器人，需要很大的初期投
資與程式設計工作。另外，為了保護在附近區域作業
的人員安全，機器人也常以螺栓固定於定點，並設置

圍欄避免人員進入機器人作業範圍。低勞力成本外加
工業用機器人的天價，使工資比較低的國家直到近年
來仍對投資自動化興趣缺缺。若是生產線上的員工不
需要太多專業訓練，或是生產線需要頻繁更動，則更
沒有投資自動化的意願。然而，現今全球的勞動力成

根據這項數據，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在 2014 年已經
躍升成為工業用機器人的最大買家，買進超過 3 萬 6

千台機器人，數量超過美國與日本。雖然此時此刻日
本在使用中的機器人總數仍居全球之冠，但中國成為
世界自動化首都的腳步正快速逼近 。
8

即便機器人在製造業裡短期內尚無法取代人類，但不
可否認機器人正逐漸接管越來越多的製造業業務。如

此現象可能導致低薪、低技術人力的工作機會銳減，
取而代之的則是少數程式設計與維護等專業且高薪的
工作機會。

圖二：傳統製造與積層製造過程之損益平衡分析

高

每單位製造成本

損益平衡點

積層製造

低
傳統製造

少

產量

多

資料來源：Mark Cotteleer and Jim Joyce, 3D opportunit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aths to performance innovation, and growth,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http://dupress.com/articles/dr14-3d-opportunity/，2015 年 3 月 17 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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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學

「太空時代 (space-age) 材料」一詞在 1960 年代出
現，用來指稱能實現過去無法達成的工程設計的材料。

第一代太空時代材料⸺記憶泡棉、碳纖維、奈米材
料、光學鍍膜等，現在已經無所不在。隨著新材料的

發明，部分舊有材料一度僅限最先進且價格敏感度低
的製造業者使用，現已逐漸成為製造業的主流。

以碳纖維為例，製造碳纖維需要使用大量的電力，高
額的能源成本使得碳纖維仍無法普遍應用於低價產品

上，但拜近期科技進步所賜，製造業者能夠以更低的

價格製造更大量的碳纖維產品。諸多高價的碳纖維產
品如自行車、相機腳架，甚至汽車內裝的傳動軸與前
柱等結構零件也相繼問世 。凌志(Lexus)汽車便發展
9

了碳纖維織造技術，與傳統技術不同，這項技術不是

以 2D 平面布料塑造 3D 立體外型，而是直接織造無縫、
立體的物件

10

。隨著製造技術的改良，成本與其他使

用門檻將逐漸降低，可以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此類材料
將更普遍出現在主流產品上。事實上，低成本與效率
優化的製造流程預估在 2020 年前將使全球碳纖維產
量翻倍

11

。

上述現象的獲益層面並不侷限於降低製造高科技物品

的成本。以電池科技為例，因為材料科學的不斷創新，

過去十年中電池的效能突飛猛進。預測指出，化學與
材 料 科 技 的 進 步 將 使 電 池 的 儲 電 量 每 年 提 升 8% 至
9% 。而其他尚處萌芽階段的科技則也可望一鼓作氣
12

超越常見甚至以往太空時代材料的性能。舉例來說，

奈米碳管的抗拉強度居所有材料之冠，同時也是最佳
的熱導體與電導體之一 ，在物理特徵不變的情況下，
13

其所能承載的能量為銅的四倍 。研究人員曾經預測，
14

未來可能會出現以下五種奈米碳管的應用：比碳纖維
更為堅固的複合材料、高級飲水過濾器、可發送基因
訊息至細胞的注射器、太陽能板，以及人造肌肉纖維 。
15

同時，研究人員也從新的原料中開發出新的材料。環

保材料公司 MycoBond 生產以真菌菌絲培養的防火

18

保麗龍替代品

16

，使用者也能在家中按照簡易的線上

教學，以蔬果店裡馬鈴薯的澱粉製成熱塑性塑膠
此外，研究人員也正使用蠶絲製作醫療級塑膠

18

17

。

，一

如奈米碳管，上述材料在需要高效能的環境中相當有

發展潛力。此外，奈米結晶纖維素(nanocrystalline

cellulose)為一種富含於木材纖維中的可再生材料，應
用潛力十分廣泛，從塑膠、混凝土強化材料，乃至導

電紙、電池、電子顯示器及電腦記憶體都有機會在未
來使用這個材料

19

。

其他高效能材料則隨環境而有不同型態，諸如電活性

聚合物(暴露於電荷下便能改變型態的聚合物)與熱雙金
屬(由二種金屬貼合而成，因二種金屬有不同的受熱膨

脹程度，其會因溫度變化而改變形狀)等材料，便展現

於建築應用上的潛能。熱雙金屬用於建築外牆時，能

在高溫時彎曲，創造孔隙讓建築變得通風，以冷卻建
築結構；並在低溫時封閉，以保存熱能。

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即使用到市場上新開發的材料，
但隨著材料科技的演進，高階、客製化製造方式的使
用障礙將會減少，讓有最新科技的新製造業者有發揮
的舞台。

最後，每一個新科技的發展並非獨自前進，當越來越
多的科技達到快速成長的階段，各項科技之間必將相
互影響，迸出「一加一大於二」的火花。探討各項指

數成長型科技的交互作用對製造業趨勢的衝擊時，需
銘記各項科技之間的潛力將互相激盪，進而催化前所
未見的創新。

學習、進入新市場與商業化的
障礙逐漸瓦解

指數型成長的數位基礎建設最深遠的影響之一，在於
其推倒了設計、生產、行銷及銷售方面的高牆，為新

進業者打通前往製造業世界的大門。由於知識與資訊
數位化，如今不論是學習新技能或與任何領域專家交

流、踏入以往需要鉅額資本投資才能進入的市場，以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及將產品帶來的機會商業化，變成新的事業等等行為，

模式提供高階運算服務之外，許多創意顧問公司、獨

如今也嘉惠了實體製造業，並有望刺激成長與改變。

為未來硬體企業主提供即時的程式設計、產品設計與

都變得簡單許多。上述優點最初出現於虛擬世界之中，
•

學習障礙降低

千禧世代(或現在的任何人)如何學習新事物？不外乎使

用 Google 搜尋，或廣義而言，使用網路搜尋。人們
能在 YouTube 上找到近乎所有主題的教學影片，而

如 Instructables、Hackster 或 Makerzine 之 類 的

網站，則有數千份文字檔或影片，教導大家如何循序

漸進地執行各種專案。網路上各種社群的論壇藉著討
論特定問題達到深化學習的效果，其參與者通常包含
外行與內行人員。上述線上交流透過如 Meetup 等工

具延伸至現實生活之中，此類工具可以輕鬆地以特定
主題或「學習與改造(learning/hacking)」座談號召

人 群。 圍 繞 諸 如 TechShops 與 Fab Labs 等 機 構，

立創意顧問與技術顧問、提供服務的市場或平台，都
工程人才。

而在低價市場之中，Fiverr.com 等網站則提供低至每

小時 5 美元的各式臨時服務。另一方面，支持小型服

務提供者，乃至產品提供者的資源也在蓬勃成長，舉

例而言，Hub 及 Citizenspace 等便提供共享辦公空

間與相關支援，減少初期投資與開設公司所需的投入。

開模科技與管道也逐漸走向大眾化，TechShop 備有

複雜的設計與開模器具，以供會員使用，費用約略與
健身房月費相等。諸如 3D 印表機、CNC 銑床到印刷

電路板印表機、移載機等眾多桌上型製造模組，無不
提升了打樣與小規模製造的速度。正如前 Wired 雜誌

編輯與 3D Robotics 公司創辦人 Chris Anderson 所言：

甚 或 如 MakerFaire、MakerCon、SOLID、Open

「 過去業界常以『 三人一台筆電 』戲稱網路新創企業，

實作學習討論。總而言之，從做中學所能得到的技能，

•

易習得，且線上與實體活動也產生加乘效果，幫助學習。

初期投資與商業化的障礙也逐漸下降，使得進入新市

Hardware Summit 等大型活動而生的社群，均主打
因為有了許多線上與實體世界的活動交流，變得更容
上述社群使得新創企業與自造者紛紛探出頭來，而學
習設計與生產技能的難度降低，則增加了市場中新進
業者的總數。整體而言，新進業者雖尚不足以直接與

現有業者相抗衡，但這些新進業者同時是快速創新的
象徵，也是快速創新的產物，其所從事的創新領域將

會成為製造業本質改變與成長的所在。從桌上型開模
工具到獨立工程人才，從群眾募資到創業育成中心，
一套協助新進製造業者學習設計、製造、銷售產品方
式的生態系已然成形。
•

產業進入障礙降低

在 21 世紀的開端，數位基礎建設的優勢曾創造軟體新
創企業的崛起，現在這個優勢已經開始嘉惠硬體新創

企業。除了 Amazon 雲端運算服務以按次計費的服務

但現在這句話也能用來貼切形容硬體新創企業 」20。

商業化障礙降低

場、將創意商業化、創立公司等商業活動皆相較過去

簡 單 許 多。 硬 體 類 型 的 群 眾 募 資 計 畫 日 漸 普 及， 也
更為有利可圖，並減輕企業對銀行貸款與創投資金的

依賴。初期的資本通常可以負擔開模成本，因此企業

僅 需 足 夠 的 收 入 以 負 擔 生 產 費 用。 群 眾 募 資 網 站 如
Kickstarter 與 Indiegogo 也使新創企業得以辨識出

早期使用者並創建忠實顧客群，也能在生產前先確立

需求。創投投資者也嗅出這股趨勢，因此增加對硬體
新創企業的投資，而許多硬體創業育成中心與加速器
則協助新創企業將想法具體化為產品原型，並將商品
原型商業化。

傳統大規模製造業者也在這方面發揮其影響力。奇異
(GE) 的 子 公 司 初 造(FirstBuild) 曾 經 替 自 己 用 全 新 製

造 模 式 生 產 的 藍 牙 桌 上 型 炊 具 Paragon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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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top 在 Indiegogo 上開啟首次群眾募資計畫。

而世界首屈一指的代工製造大廠富士康則提供廠房成

立旗下新創育成公司 Innoconn，該新創公司同時也
是能生產 1,000 至 10,000 件初期產品的微型工廠，

對於以往僅接受知名大品牌幾百萬筆訂單的企業而言
是很大的轉變

21

。雖然 Innoconn 僅佔富士康總產量

的九牛一毛，但這也顯示，即便是最大規模的企業也

願意學習小批製造，並扶持製造業中正萌芽的小型企
業。藉由撥用小規模資金與協助小規模生產活動，例

如參加群眾募資與小批量製造等，大型製造業者便能
同時靠著自身的規模優勢與小型企業新生產模式的靈
活性獲利。

新興製造模式

市場。不過，透過科技與社群，在地生產的成本下降，
上述長久以來的趨勢出現了反轉。

透過製造業的數位化，以及積層製造技術、加上減法
製造的新科技的快速發展，還有機器人的應用，產品

製造更具可重複性，且更容易將成功的生產方式移植
到其他地方，個人設計師與小型企業因而能以低成本
在地生產高品質的產品。數位化的提升則能更進一步
減低客製化成本，讓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在地小規
模分散製造方式有更多優勢。
•

鬆散連結的製造生態圈

深圳是坐落於中國南方的一座城市，於 1979 年成立
經濟特區，如今依然是中國數個經濟特區中的主要城
市，更是全球消費產品製造中心

22

。即使此區的大型

為掌握各利基市場日益浮現的商機，並妥善利用讓小

製造業者名聞遐邇，但於此生態底下更耐人尋味的當

符合成本效益的科技，製造業從原先多以規模導向的

些業者依附製造業巨擘而生，原以製造水貨或盜版產

批量生產、甚至是許多不同產品的單一成品製造得以
產業，蛻變成為以多種生產模式為特色的產業。雖然

大規模生產仍主導價值鏈的部分區塊，但其他三種製

屬小型工業網絡中的業者，即所謂「山寨」業者，這
品為主，現今成為合法的商家。

造模式正逐漸嶄露頭角，以滿足新的商機：在地小規

這些業者因為規模較小，加上彼此有交錯互聯的網絡，

逐漸看重的靈活製造方式。

業者多自前工廠離職後自行開業，與鬆散連結的小型、

模分散製造、鬆散連結的製造生態圈，以及大型企業

上述三種模式均能降低成本，並重新定義與建構生產
產品的方式，故對於價值創造深具長遠影響。以利基

市場為核心的商業模式，以及較小規模生產模式的成
形，使新進業者更容易自立門戶、吸引顧客，未來也

可望利用大規模製造業者的平台，蠶食瓜分以往由大
規模製造業者所把持的大眾市場。
•

在地分散製造

二十世紀期間，市場對於削減成本與提升效率的高度
重視，使製造業者往工資較低廉的國家移動，在當地
設廠，並以大量生產的方式極大化生產效率，留在美
國與歐洲的少數製造業者則是因為看準了高價或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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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們能夠從事小批製造，並迅速地重複生產。這些
中型工廠以及個別專家組成一個生態系，專精於以低
廉的成本高速生產少量、高品質的產品。長久下來，

這些業者形成了能與深圳大型工廠分庭抗禮的系統，
並且完全適應新興供應模式。這套系統造福了所有想
要投入低成本快速重複製造，並在必要時迅速擴大規
模以迎合需求的各類或大或小、或新或舊的設計師與
品牌企業，最明顯的成果即是中國市場隨處可見的廉

價而高品質的行動電話。而隨著新一波物聯網、穿戴
式裝置、機器人等趨勢蓄勢待發，山寨業者即有可能
再次以同樣的速度席捲市場。

深圳的公司密度，以及當地從原物料供應商、工業設
備製造商、設計師、產品製造商到裝配人員完整整合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的價值鏈，皆難以複製，但其他相仿的製造中心已開
始出現在中國各地，例如福建地區以鞋類製造為主，

重慶則以摩托車製造為主。其他更為傳統的全球製造
中心，也具有發展類似鬆散連結的潛力，或可重現深
圳的成功模式。
•

靈活製造

對大型的製造業者而言，靈活製造有助其維持競爭力，
並持續回應變化更為無常、走向更難預測的市場趨勢。

提高靈活度的關鍵，在於透過數位基礎建設，獲取近

乎即時的端點銷售資料，而非指望落後的每月或每季
銷售報告。

預測如果越準確，採用大規模生產就越合乎商業邏輯。

然而，在導入一項市場接受度不甚確定的新產品，或
在升級、改良產品設計時，製造業者其實一開始可以
選擇生產「最小可行批量」，再利用供應鏈的反應速
度，對市場資訊做出反應，達到靈活製造的理想。海

外生產與貨運運輸等方式，可能讓企業必須以少量製
造來讓產品更快到達市場。對於體積較小的商品，使
用空運以及追求較短的履約週期可能比考量持有庫存

的成本、資金成本與庫存品被新品淘汰的成本來得更
為重要。

隨著科技呈指數成長，以及學習、進入新市場與商業

化的障礙持續降低，產品開發與商業化的分眾現象也
將更為明顯，新加入戰局的企業將發現創造迎合特定
消費者的利基產品更為容易。以此類型為本的企業將
會大增，縱使其規模大小將依舊受「規模不經濟」所

限⸺當企業規模越大，企業與客戶之間的關聯便越
低。同時，當消費者需求日益分歧，可以接觸到的市

場勢必會走向分眾化，讓「大眾市場」的概念越來越
跟不上時代。身處這種上游業者選擇大規模製造、而

下游呈現分眾化的製造環境中，尋求成長的企業勢必
需要重新思考其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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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經濟學的轉變

T

HE lines between manufacturers (which
make things) and retailers (which sell things)
are blurring. This softening of roles has significance not just for the companie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for any intermediaries
製造業者(製造物品)與零售業者(銷售物品)的分界轉趨
holding inventory along the way.
模糊。不再分明的角色定位，不僅對於經歷轉型的企
While a few companies are vertically integrated
業非常重要，對所有把持庫存的中介商亦然。
across the value chain, most traditional manufacturers are a few steps removed from their products’
即使部分企業已垂直整合其價值鏈，但多數傳統製造
end consumers. In a world where information
業者仍離其產品的目標消費者有相當的距離。在這個
travels ever more freely, and where cycle times are
資訊傳遞更加自由、產品週期大幅縮短的世界中，傳
collapsing, traditional players can struggle to communicate with consumers and to receive—and act
統業者可能還是得費上一些心力才能與消費者接觸，
on—timely, meaningful feedback. Consumers feel
以獲得及時且具意義的回饋，並採取對應行動。消費
this disconnect as well, and many are opting to en者也感受到這種疏離感，因此許多消費者選擇與產品
gage more directly with the makers of the products
製造商直接互動。
they consume.
圖一 (d)： 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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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生產取代存貨生產⸺以在新製造業局勢中取得立
While no single small company can have a major
足點。以上三種不同方式適用於價值鏈中的不同位置，
impact on large incumbents, numerous agile start但都有其發揮之處。
ups taking
market share from the incumbents can
create significant change. Entrants are using three
approaches to gaining a toehold in the new manufacturing landscape, each at a distinct point in the
value在傳統價值鏈中，製造成品需經過一連串批發商、經
chain: engaging the consumer directly, increasing
speed from idea to market, and favoring
銷商以及零售業者，才能抵達消費者手中。上述中介
build-to-order models over build-to-stock.
商各持有庫存，作為各項需求的緩衝。直到產品售出

中介商價值主張逐漸失效

前，資本皆礙於產品運輸與庫存成本而無法靈活調度，

產

求

圖一（d）：製造業的四項轉變

These disconnects can have multiple implications
for how value is created and captured.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manufacturer and consumer narrows,
intermediaries whose sole value is to hold inventory are likely to be squeezed out. The most likely
與、縮短產品原型與實際產品差距，以及將商業模式
survivors
will be those that create more value for
to stock)轉為接單生產(build
to
consumers,
perhaps by providing
useful informa自存貨生產(build
tion,order)的業者，將會是未來製造業的贏家。
helping people make choices, or allowing
buyers to experience products in new ways. For
the same
reasons, successful manufacturers will be
即便目前沒有單一小型企業足以對大型既有業者造成
those重大影響，但許多瓜分既有業者市場占有率的新創企
that can engage directly with consumers, narrow the gap between prototype and product, and
業， 卻 能 集 結 並 掀 起 巨 變。 新 進 業 者 正 採 行 三 種 方
move their business models from build-to-stock to
式⸺讓消費者直接參與、加快商品化的速度、以接
build-to-order.

Eroding
value proposition
使製造業者的建議零售價通常為工廠交貨價的四至五
for倍，許多財源(即傳統定義的價值)也因而輾轉受制於中
intermediaries

介商。但當數位基礎建設持續拉近製造業者與消費者
In a traditional value chain, the manufactured prod之間的距離時，上述模式與價值的觀念將可能受到質
價值獲取
uct goes
through a series of wholesalers, distributors,
and 疑，進而重新調整。
retailers before reaching the consumer. Inventory is held at each of these intermediary stops to
過去由於搜尋成本偏高，陳列多種商品的零售通路便
buffer
for variable demand. Capital is held hostage
for a有其價值；而為求便利，同一定點可供選擇的品項自
few months, tied up in shipping and inventory 然是多多益善。不過，後來出現的線上銷售不僅提供
until products are sold. It’s no surprise that
the manufacturer’s suggested retail price (MSRP)
消費者近乎無限量的選擇，甚至提供評價與回饋機制，
is usually four to five times the ex-factory cost
of a 協助消費者選購。原先耗費在層層中介商的成本，則
product: A lot of money (and, traditionally,
資料來源：Center for the Edge.
資料來源：Center for the Edge.
由快速到貨服務(隔日或甚至當日)取代，成為另一種符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value)
is stuck in intermediaries. But as the digital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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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業者與消費者疏離的情形，顯示數種創造及獲取
價值的意涵。隨著製造業者與消費者間的距離縮短，
39
以握有存貨作為唯一價值來源的中介商可能被淘汰。
能藉著提供實用資訊、協助消費者選擇，或提供消費

者體驗產品的新方式等，為消費者創造更多價值的業

者 將 最 有 可 能 倖 存。 同 理 可 證， 能 使 消 費 者 直 接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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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本效益的方式。當選擇性與便利性不能替中介商
創造足夠的價值時，消費者也重新學習新的購物模式

(如線上購物與送貨到府)，零售業者自地理分布與實體
陳列空間獲得的傳統優勢就逐漸消失。

在上述環境中，許多硬體新創企業選擇放棄傳統實體
零售通路，直接經由線上平台例如 Amazon、eBay
與 Etsy 與消費者接觸，這類平台提供業者與消費者雙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贏的局面。雖然於實體零售商場內販售商品能刺激銷

TopShop 等「快時尚」的銷售業者，其成功主因即來

期付款契約而凍結，造成現金短缺問題。當藉由控制

需求的變化。

售，但也可能導致多數小型企業的營收，因庫存或長

通路獲取價值的模式瓦解，為了在價值鏈中維持競爭
力，零售業者須重新評估與調整商業模式。舉例來說，

眼鏡製造業者 Warby Parker 繞過傳統經銷及零售通

路，因此能以相對低廉的價格提供高品質的鏡框，獲

取本為中介商掌握的價值，在長期受壟斷的產業中飛
快成長。

消費者直接參與

過往消費者總是與製造業者有些距離，但如今硬體新
創企業利用數位基礎建設與消費者直接搭上線，為企
業與產品增添吸引力。

當科技演進加速，上述新創企業不如以往注重智慧財
產專利申請與保護，反而更重視品牌魅力。

雖然消費者的參與通常不被視為供應鏈的一部份，但
直接參與的力量，卻可以被重新定義為供應鏈(如今以

價值鏈稱之或許更適當)中相當前期的影響因素。許多

新創企業正運用群眾募資平台，不僅為了籌措資本，

更是為了旗下產品打造粉絲與支持者社群，用將需求
直接與供給緊密連結的方式來滿足需求。市場新進業

者在改變市場平衡之際，也直指問題的核心⸺企業
應如何獲取價值？又有哪些企業(無論是新進或既有業
者，以及其規模大小)將如此為之？

在群眾募資活動中，消費者的參與並不隨著活動結束
而告終；相反地，企業在製造過程中將持續與支持者

互動與溝通，提供產品製造過程中的挑戰及突破等資訊。

加速商品化過程

自於優化的製造流程與價值鏈，以回應消費者品味與
上述的成功案例，促使製造業者效仿、盡力縮減產品
從發想到上市的時間。在深圳的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
業中，其中一項主要特色便是「深圳速度」，讓銷售
業者幾乎在辨識出市場價值的同時就能獲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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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動獨輪車業者 Solowheel 而言，即是能在初代產

品發表後的數週內，便開發其他許多較低價的替代品。
如此迅速的商品化即將成為現今常態，而非少數特例。

接單生產與存貨生產

傳統製造業仍舊落入「存貨生產」(build to stock)

模式的窠臼，意即先預測需求、考量各價值鏈環節的
前置時間再製造產品。然而如今消費者已能在線上直

接參與，由線上促銷及預購驅動的全新「接單生產」
(build to order)模式將襲捲而至。從許多面向看來，

透過群眾募資生產新產品便是一種預購行為，即便是
採用接單生產模式的製造業者，仍會先預測需求後再
來優化製造效率，但透過預購情況將能更有效地判斷
消費者的需求。

隨著消費者的偏好走向個人化、客製化與創新，直接
接觸消費者便顯得相當重要。製造業者透過中介商不

但減緩了產品的上市速度，且需要負擔庫存成本，也

更難以掌握極具價值的消費者見解。然而，今日許多
大型業者重度依賴中介商，削弱與消費者間的連結；
和與消費者建立直接關係、更能因應其需求變動的小

型業者相比，大型業者顯得相對不利。大型業者應考
量如何善用其規模與小型業者合作，而非直接競爭。

雖然小型製造業者能欣然接受由社群參與帶動的發

展，大型業者卻較可能以速度優勢勝出。由於消費者
的需求變動迅速，使產品上市的速度更加重要。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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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未來製造業局勢
製造產業變革的腳步逐漸加快，業者不僅更難以獲取

合小型、特定的利基市場，利基市場及參與利基市場

存在於所製造的產品，也見於各個產品提供的資訊與

範圍廣大的消費者與市場需求，但沒有一家企業可以

價值，能獲取價值的業者也未必佔得上風。價值不僅
經驗。舉例而言，時下的電視即便比十年前的機種功
能強大許多，售價卻十分低廉，使製造業者與零售業
者在銷售上僅保有蠅頭小利。電視本身已不具價值，

但由於觀眾可在電視上收看節目內容，因此其反倒成

為通往價值的管道。隨著產品價值自物品本體轉往使
用經驗的本質改變，或更具體而言，從裝置本身走向

裝置所提供的體驗，製造業者因此勢必得重新定義自
身角色及商業模式。

這股促使製造業壓低成本以提供更多價值的趨勢，在
未來數十年內將更成為顯學，且不再僅限於生產實體
產品的項目上。企業如欲成功，產品便必須更具智慧、
更個人化、反應更迅速、連線能力更佳，價格也必須

更為平易近人。未來製造業者決定從何處提升價值，

以及其所採取的投資方式，皆將牽涉更為複雜的決策
模式，隨之而來的決策成本也將提高。

既有業者對未來的製造業局勢並沒有一套標準的應對

指南，新進業者也無法依循單一的途徑。企業處於提

升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的過程中，反倒應當考量以下
因素：

• 確定企業在特定市場須改變的迫切程度
• 專注於最受看好的商業類型
• 追求槓桿成長商機

• 辨別並伺機搶佔新興策略定位

確定企業在特定市場須改變
的迫切程度

有鑑於企業成立門檻降低及消費者個人化需求增加兩
大因素，製造業整體局勢將逐漸分眾化，觸及個別市
場消費者。可預期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業者注重並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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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者也將越來越多。整體而言，上述企業或可滿足
在市場佔有率上獨大，並據以影響該領域內的長期走

向。由於企業僅需小額投資便可進入市場並紮穩腳步，
而大型業者也深受「規模不經濟」所苦而難以同時在
各個分眾市場上與其他業者競爭，如此的市場態勢可
能持續存在。

市場分眾化的現象在專業的產品與服務市場中將最為
常見，由眾多小型業者設計或組裝利基產品，或是以
領域專家、承包商的角色提供服務。時序至今，越來
越多與自造者運動相關的小型硬體新創企業，以及許

多銷售網站上的多家業者(例如 Etsy 網站上的業者)的

出現，意味著前述模式在市場中已逐漸佔有一席之地。
然而與以往相比，科技加速的變遷可能對當代製造業
有著極為不同的影響。在過去，新興產業內的企業隨
著產業茁壯成熟，將會整併成為幾大主要業者，但未
來製造業局勢預料將持續出現迅速且未見停歇的破壞
式創新，最終形成持續分眾化的局面。

分眾化發生的速度與程度依地區、產業、產品類別等
而各有不同，但整體製造業均將受其波及，影響的時
間點與速度則將視產業迎向變遷趨勢的情況而定。與
法規體制、設計複雜度、產品尺寸、數位化程度等有
關的有礙進入市場的因素，會決定哪一個產業先面對
到分眾化的挑戰。然而，即便是相同產業，變動速度

並不一致，舉例而言，電子玩具製造業者與桌上遊戲、
填充玩具、組合玩具製造業者所感受到的變動將南轅

北轍。了解各自產業與製造市場的變動時機與速度，有
助於企業在變遷的時代中評估切入市場的角度與契機。
形成影響的因素並不固定，法規體制因應市場需求與
時俱進，而產品複雜度、尺寸、數位化則受一再演進
的科技所影響。企業進行評估時，不僅應考慮旗下產
品類型目前的定位，更應衡量加速商業局勢分眾化的
潛在變動。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

法規體制

公共政策與法規對製造業現有與未來的生態架構影響

很深。貿易協定、勞資關係、消費者安全與環境法規、

隱私及安全限制等，均握有形塑並改變現有市場動向
及經濟情勢的力量。根據一份 400 位任職於主要產業

執行長的調查中，受訪對象將法規體制列為其首要的
關注事項，逾 34% 的執行長指出，其在法規與政府人

員上投注越來越多時間

24

。擁有複雜供應鏈的跨國產

業為因應法規要求而改變行事作風時，恐將歷經一番
掙扎。簡而言之，產業的規範越多，進入該產業的障
礙便越高，分眾化的腳步也就越為緩慢。

政府可藉由放寬法規、鼓勵新進業者或是鼓勵創新，
加速轉型至更高程度的分眾化製造業生態。舉例而言，

中國經濟特區的稅制促使許多國內外企業魚貫而入，
迅速拓展中國國內的製造業。
•

產品複雜度

當產品的元件數量越多、元件間的交互功能越精細、
產品越新穎，各元件的設計者便更需要不斷互動。普

遍而言，這樣的互動在產品設計與打樣階段中最為重
要，產品越是複雜，企業內部研發或生意夥伴之間緊

密地合作便越顯重要，製造業者會需要把許多資源放

在公司內部，而非外包，分眾化的市場也就不容易產生。
然而，正如首代 Apple iPod 問世所給予的啟示，實

只要藉由幾家大規模零件供應業者的幫忙，就有踏入
設計與最終組裝市場的能力 25。3D 列印零件無視於設

計複雜度，製印複雜的幾何物體不會比印製大體積實
心產品更難。
•

產品尺寸

不論產品複雜度高低，實體產品的尺寸始終是一項重
要因素。尺寸越大的產品，打樣、製造、倉儲、運輸

的費用自然便越昂貴。修補或微調小型消費電子裝置
所需的設備與空間要比家電少上許多，而當製程從修
補微調一路來到打樣及生產時，因產品尺寸而生的設

備與空間需求也隨之顯著增加。整體而言，大型產品
的分眾化速度普遍較慢，部分乃因運輸成本在最終消

費 者 的 交 貨 成 本 中 佔 據 過 高 的 比 例。 美 商 汽 車 公 司
Local Motors 執行長 Jay Rogers 便曾說道：「欲成

大業，在地為本。」(For local to go big, big needs
to go local.)26。

此外企業也需留意，隨產品模組化程度越來越高，輔
以新製程，產品尺寸便有望由大轉小。印度本土定價
區 區 2,000 美 元 的「 可 負 擔 汽 車 」Tata Nano 便 是

以分裝運輸作為設計前提，以便能在交貨地點周邊組
裝。消費者也可直接購買組裝好的 Local Motors 旗下
Rally Fighter 拉力車，或是購買成套零件以便自行組
裝。如此看來，產品的尺寸似乎也並非無法改變。

數位化

際情形並非總與上述情況如出一轍。當初主司設計的

•

格定義各產品元件的條件，然後邀請數家業者角逐個

子零件，或是製程越為數位化)，產品週期將越短促。

Portal Player 公司因為有極為緊湊的時間表，他們嚴

產品或產業越是「數位化」(例如內含越多感測器與電

別項目的最佳設計。由於各類別專家各自鑽研播放器

科技演進的步調連年加快，產品所應用的數位科技越

上的每項元件，這套作法可使最終成品更為創新，但
也使工程師必須耗費更多心力設計及測試各元件交互
運作的方式。

產品複雜度也正因指數型科技成長(例如 3D 列印)而有

所轉變。3D 列印汽車橫空出世，將汽車零件個數自 2

萬個刪減至 40 個，大幅簡化產品複雜度，讓小型業者

來越龐雜，汰換的速度也更加驚人。數位製造工具的
使用更為普及、實體產品數位化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

數位化傳輸與管理的製程數量逐漸成長、產品發展速
度增快及集體學習的機會增加等，都加速分眾化市場
的形成。消費性電子產品與行動電話便經歷了上述的

加速過程，因而面臨一再萎縮的產品生命週期。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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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當然也有反例，當產品所搭載的軟體及應用程式

考量法規、尺寸、複雜度、數位化，以及上述因子在

潮流，產品的生命週期因此得以延長。

度與強度(請見圖三)。估算結果有望幫助企業選擇最佳

比產品本體增值更多，產品則將能拜軟體所賜而跟上
隨著從「呆板」(dumb)搖身成為「智慧」(smart)的

產品越來越多，數位化的改變也開始出現在原先呆板
的產品上。諸如穿戴式裝置、聯網汽車、智慧燈具一

類的產品問世，恐因產品搭載的技術比產品本身的新
陳代謝更快，終使產品汰換速度直上不下。

產業中的交互作用，有助企業估算即將迎來的變動速
方式，投身瞬息萬變的製造業局勢，並適時發揮影響
力。企業的產業或產品分眾化的速度有多快？從法規
體制到數位化，又有哪些因素暗自驅動變革？企業在
持續面臨變動之際，傾向退後一步，並採取「覺察後

反應」的作法，首先觀察驅動改變的因素，並為因應
新興市場情勢做足準備。如今企業主管已有著深入了
解上述驅力並預測潛在變化的天賜良機，得以引領企
業順應市場作用力，並使企業佔得優勢。

圖三：產業分眾化評估架構

圖三：產業分眾化評估架構
運用下述方法討論不同產業間分眾化的速度
產業類別：
產業類別範例

分眾化驅力適用於多種情境

分眾化驅力：
影響分眾化速度的重要因素

產業類別

分眾化驅力
法規體制

產品尺寸

產品複雜度

數位化

珠寶業

改變雖無可避免，卻並非所有產業
均以同等速度受到影響。隨著產業
走向分眾化，創造與獲取價值的挑
戰性便越來越高。因此，新角色與
新商業模式便開始嶄露頭角，不時
挑戰與破壞現狀。此表提供產業的
簡化分析，企業可延伸運用上述思
維評估自身所處之產業、旗下分公
司情況與產品情況。

玩具業

分類限制
服飾業

此表僅為說明目的呈現概略評估。
表中許多產業所含範圍相當廣泛而
且有細微的不同。例如玩具業便包
含從電子產品到桌上遊戲等產品，
因此每項驅力的適用情形可能隨子
產業不同的情形而有差異。

消費性電子
產業
家電業
家具業

其他影響因素

工業機械業

許多其他因素可能影響特定產業的
分眾化速度。例如，促使「共享經
濟」公司（如Zipcar與Uber）崛起
的高額汽車成本與低利用率，則較
表中所列因素更為重要。企業進行
此項分析時，亦應將產業專屬的額
外因素列入考量。

汽車業
航空業
其他產業

分眾化驅力
影響程度：

高

分眾化驅力影響程度：產業的相對敏感度，程度越高顯示相對
較容易受驅力影響。

低

資料來源：Center for the Edg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資料來源：Center for the Edg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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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which business roles might be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m.

looking for sustained growth may not be able to
achieve it in the more fragmented, downstream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專注於前景最佳的事業類型

我們推測具有規模與範疇經濟優勢的業者主要以下列

前述，個人化與客製化的需求增加，將促使市場更加

• 基礎建設業者

創造並獲取價值的能力因事業類型而大為不同。一如
朝向分眾化，但也使任何單獨企業更難以持續滿足所
有消費者的需求。最具價值獲取能力的企業將順應與
善用分眾化市場的特性，而非試圖抵抗分眾化趨勢。

位處價值鏈上游的零件與平台業者將多採行規模經濟，
而位處下游的業者則將多採行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例如與不同的組裝業者合作)，藉以搭起通
往消費者的「最後一哩路」。

Deloitte《The hero�s journey through the
landscape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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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針對上述結構性要

素有更為詳盡的探討。本文側重製造業，呈現近期局
勢的概觀，協助參與業者判斷最適合自身的商業角色。
既有與新進業者均應對此市場生態中的可能角色有所

了解，個別企業則應依據資產、自身優勢及核心基因
判斷其最適合的角色。總括而論，大型企業適合擔任

基礎建設管理或顧客關係的角色，而較小型企業則適
合提供利基產品或服務。追求永續成長的企業在下游
更加分眾化的區塊內恐難以達成目標，其必須「力爭
上游」，藉以達到成長目標。

產品創新、設計、組裝均產生分眾化現象，但製造業

的其他層面則可能會往整併發展，特別是當整併後的
規模與範疇更能夠支持利基經營者的時候。在趨向整
併的區塊中，企業專注在一項業務或角色，並投入足
夠的投資以進入市場或維持市場地位，同時，這些企

業也善用大規模科技基礎建設或大數據等資源，以提
供資訊、資源及平台給位處逐漸分眾化市場中的企業，
以創造自己的價值。

廣義的三種商業角色為主：
• 整合平台商
• 代理商

基礎建設業者負責例行的、大量的、且需要在實體基

礎建設高額投資的製程，例如優比速(UPS)與聯邦快遞
(FedEx)等提供的運輸網絡、偉創力(Flextronics)與富
士康等擁有的大規模製造廠、Amazon 雲端運算服務

(Amazon AWS)與思科(Cisco)等提供的數位科技服務，
以及 Infosys 與 Wipro 等提供的需要規模的業務流程
服務。

第二種角色為整合平台商，為負責促進參與者相互連
結、引導市場發展或蒐集資料的虛擬與實體平台。舉

例而言，eBay 與 Etsy 等線上購物平台便連結購買者
與銷售者，Kickstarter 藉由對接藝術家、製造商、創
新業者及其支持者，協助籌措資金，而 Facebook 則
在社交層面上連結大眾，分享知識與資訊。

第三種角色為代理商。消費者代理即是協助消費者從

許多可能的購買選擇中做出最適決定的顧問，該代理
服務類型與製造業關係最密切。即便代理服務事業在
財富管理顧問與私人採購間早已行之有年，但其主要

顧客均為富裕人士，而如今科技卻使此類服務深入一
般大眾。在製造業中，最終產品組裝領域的分眾化將

增加負責協助零售消費者選擇合適商品的代理商總數。
欣然投入此項業務的零售業者成為致力迎合各消費者

獨特需求的專家，其在市場上的生存與成功機會也最
高。

鑒於上述趨向整併的區塊顯然為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上述三種角色均受到規模與範疇經濟的影響，其對於

著的競爭優勢。一家企業若是希望專注於上述角色，

上述角色的企業則大多與身處分眾化市場且專注的利

所驅動，因此能快速擴張規模的早期業者有望取得顯
我們建議其採取率先進入市場的策略，而不是當一個
行動快速的市場跟隨者。

追求顯著與永續成長的企業而言確實具吸引力。從事
基業者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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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規模業者支持利基業者的生態中，「推動者」是

規劃成為基礎建設管理或顧客關係事業有助大型企業

具號召力的目標、提供增進互動的管理，並促進合作，

展的地帶。小型企業則以成為產品或服務類企業為目

規劃生態朝往特定方向的連結組織，藉由勾畫明確且
推動者能據此增加價值。Maker Media《自造者教育
計 畫 》(Maker Education Initiative) 的 口 號「 每 個

孩子都是自造者」(Every Child a Maker)，便是推動

者勾畫明確目標的案例。除呼籲增加自造者教育外，
Maker Media 集團也發布計畫與指南手冊，提供管理
並促進合作。

因應前文所述的製造業局勢變動，上述角色的出現實
際上並不足為奇。每項角色各自代表一種不可或缺的
事業類型，例如，分眾化利基市場事業屬於產品事業，

著重設計開發創新產品與服務、迅速上市並提高接受
度。此種商業類型由快速上市時間以及時間帶來的效

益所驅動，並需要專注於快速設計與開發、支援迅速
辨認市場商機並做出回應的技術與系統。此種商業類
型文化優先考量創意人才，並傾向扶植創意新星。

基礎建設業者及整合平台商均為基礎建設管理事業的

範例。此種商業類型由規模經濟驅動，其需要管理例
行性的大量製造活動的技術，並具備重視標準化、成
本控制、可預測性的文化。基於上述企業文化，在這
樣的企業中，設備或資產的重要性優先於人才。

代理商則是顧客關係管理事業類型的範例，與更多的
顧客建立更廣泛的關係，依附範疇經濟為生。此種商

業類型如果對個別顧客了解越深，向該顧客所引薦的
資源也就越精確。同時，企業如能了解多數顧客，也

有助於以宏觀模式剖析、了解個別顧客。此類型的企
業為求成功，必須透過精心構思的互動，以便了解每

位顧客適用的情境，並仰賴不斷累積的資料了解情境
及歷史。此種商業類型的文化奉顧客導向為圭臬，試
圖在顧客需求出現前便先行預測，並建立信任，這樣

的文化將此項事業定位為顧問服務，而非銷售導向的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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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規模與範疇經濟的作用，站穩製造業中往整併發
標，填滿更為分眾化的地帶。

現今，多數大型企業同時經營多種事業，因此也分飾
多角。考量到快速變遷的世界中充滿不確定性，此種
多樣性的投資組合不但令人安心，時常也被視作一項
策略優勢。然而，企業如果參與過多商業類型，恐怕

便會失焦，並可能遭遇到內部不同團體搶爭資源、制
度格格不入、文化上產生衝突等問題。實際上，上述
大型企業適合的三種商業類型便有著相當不同的經濟
情況、技術與文化。

以往由於在各企業間協調與規劃活動的複雜度與成本

偏高，因此大型企業整合了前述的商業類型。但隨著
時下功能日益強大的數位基礎建設，在各企業間從事

協調規劃活動的成本大幅減低，而且容易許多。隨著
競爭壓力高漲，依舊緊密整合三種商業類型的企業的
績效恐會降低，因為這樣的企業必須試圖平衡三種事
業類型間相互衝突的需求。此類企業難以和專攻單一
商業類型而在所選領域出類拔萃的企業競爭。

此外，隨著變遷腳步加快，提升學習速度成為必需。
專注單一商業類型的企業因不用分心於處理內部各種

互相衝突的商業類型，學習速度可能更快。這類企業
更易於招徠並留下具有商業企圖心而不安於次等協助

角色的一流人才，再者，專注單一商業類型的企業可
藉由與其他兩類商業類型中的佼佼者連結與合作，進
一步增進學習潛力。

欲在競爭持續升溫的環境中成長茁壯，企業應當克制
想要每項業務都做的誘惑，將精力投注於單一主要角

色。由於三種商業類型的驅力、文化與著眼點均有所
歧異，企業如果有超過一種類型的業務，則可將不同
類型業務分拆成數個單位，並從中獲益，之後可選擇
主要的業務類型，漸漸確立其為企業核心 DNA，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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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捨棄另外兩種類型。上述的分化能為更加永續、
有利的成長開啟全新扉頁。

大型業者不甚情願讓出價值鏈中既有位置，這點是可

以理解的，只是如果業者未能適應新局勢，即代表正

錯失在價值鏈中奪得具影響力新地位的先機⸺成為
眾多小型業者賴以為生的基礎平台。如能稱職擔綱上
述角色，專業、小型的利基業者將圍繞大型既有業者，
形成一個新的市場生態，並以訂作及特製產品(實體產
品、軟體或服務)為主打。而生態圈中的參與者將被新

的市場參與者⸺動員者、資料平台與連結平台⸺
串聯在一起。

追求槓桿成長商機

縱觀歷史，企業如欲達到成長目的，通常有兩條路可

走──併購或建立新部門，但隨著數位科技與連網能
力的演進，出現了第三條路「槓桿成長」。所謂的槓

桿成長，就是企業在日益分眾化的製造業市場中，與
一群第三方業者相互連結，為顧客創造並獲取價值。

透過參加大型業者的槓桿成長策略，較小型的企業則

可運用平台進行融資、學習及發想，如此一來既可減
少資本投資，又可提升產品上市速度。較小型的企業
能倚靠基礎建設業者協助處理日益增加的需求，並透
過代理商與適當顧客連結。雖然上述小型業者對市場

的個別影響力較小，但作為生態圈中的一分子，其依
然可以透過生態圈中的連結極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製造業局勢中，兩大前景可期的新興商業模式逐漸成
型⸺產品到平台(product to platform)及取得重於

擁有(ownership to access)，使大型業者有機會使

用槓桿成長策略。

當數位與實體產品成為平台，便能容納各式參與者加
入、合作及創新。平台有極佳的網絡效應，越多參與

者加入並擴展其功能性，平台的重要性便越高。企業
如要踏入新的領域，平台也是更為廉價、靈活、低風

險的方式。平台一旦產生附著力，並聚集大量參與者，
即變得難以取代。

佔有平台、基礎建設、代理服務角色的大型企業，與

而取得重於擁有的轉變，使製造業者得以將重點從製

能藉由善用組織外可靠的資源，加速成長並提升彈性。

精髓在於需要有一個能匯集資源，並打通消費者取得

生俱來便以成長為重，透過槓桿成長策略，這些企業
除財務資源層面外，這些企業可妥善發揮第三方合作
對象的力量，藉此降低風險、拓展視野以提升學習效
果與績效，並利用外部既有的資源降低成本。企業也

能夠與第三方合作夥伴建立可靠的關係，此關係的重

要性不但不容忽視，在未來製造業局勢中更是有左右
大局的能力。

槓桿成長策略是有影響市場要素能力的大型企業可以

採取的，無論該大型企業是既有市場參與者或新進參

與者。上述企業如能研擬策略與建構平台，吸引大量
能滿足分眾市場的小型業者，並為其提供支援，該大

型企業則有望取得雙倍的成功。槓桿成長也有助大型
企業更精準地判別與持續形塑變動中的環境。

造產品轉往發展深入、長期的顧客關係。上述轉變的
管道的平台，有了這個平台以後，消費者便能隨時隨
地取用產品，製造業者則可借助資料蒐集與產品意見
回饋，趁機持續成長、改進。而隨著提供管道的業者

對顧客及其需求了解更深，業者便能辨別、拉攏服務
範圍更廣泛的第三方業者，增加提供給顧客的價值。

辨別並伺機出擊，
搶佔新興策略定位

在快速變動的製造業局勢中，獲取價值的方式甚難一

言以蔽之。由於產業進入門檻降低、數位基礎建設持

續維持指數型成長，許多企業發現自己的市場地位開
始動搖，價值鏈中的「策略定位」正在改變。策略定

位經常是提升獲取價值的潛力的關鍵。過去從打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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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庫可取得的影響力，現在則由企業在知識流中的地

隨著製造業局勢與價值鏈持續演進不歇，舊有的策略

當創新的步調加快、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兩者的策略

者而言，對此現象無動於衷恐導致其失去影響力，並

位所取代，即使專利與智慧財產權依然有其價值，但

重要性也逐漸下滑，新的策略定位則在知識流附近逐
漸出現。企業如能搶佔取用知識流的管道，將可先於
對手判別及預測變化，並形塑變化，讓變化有利於強

化自己未來地位。不同的知識流管道也能有助於加速
學習，此即在快速發展的市場中奪得競爭優勢的關鍵。

策略定位究竟如何產生與發展？策略定位藉由本身的
價值吸引參與者，並誘發行動。策略定位最可能顯現
的地方是當其能提供更廣大的平台與生態圈顯著及持

續的功能，或是當策略定位的功能可以快速演進，或

是當網絡效應能讓參與者整合，或是當策略定位能促
進平台與生態圈的其他部分產生分眾化。舉例而言，
個人電腦產業早期的微處理器、作業系統的標準制訂，

便催化了電腦科技其他方面的分眾化。上述標準的訂
定也使得知識流得以匯集，因為許多企業試圖與標準化
科技的製造商建立關係，以了解科技日後可能的演變。

另一項改變中的策略定位案例，即價值持續從實體產
品轉移至智慧產品所創造的數位串流。對此，最重要

的 知 識 流 可 能 與 特 定 產 品 的 關 係 並 沒 有 很 深， 但 這
股知識流卻成為新興物聯網基礎建設的一部份。此類
轉變傾向創造與既有製造業者核心能力距離越來越遠

的 新 策 略 定 位， 而 此 類 策 略 定 位 對 大 型 外 部 業 者 如
Google、Facebook、Apple、Amazon 更 為 有 利。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Google 收購家用物聯網裝

置 企 業 Nest， 以 及 Facebook 收 購 虛 擬 實 境 新 創 企

業 Oculus VR。 從 Google 的 Android、Apple 的
iPhone 與 iPad， 以 及 Amazon 的 Kindle 裝 置， 也

可看到價值持續從實體產品轉移至智慧產品所創造的

數位串流的實例，以及新策略定位離製造業者核心能
力越來越遠的例證。

30

定位將淡出，新策略定位則將出現。對知名的既有業
削弱價值獲取能力。為維繫或拓展既有影響力，製造

業者應評估其價值鏈，辨別既有策略定位，以及可能
影響其地位的變化。再者，業者也應辨別能作為新的
據點的潛在新策略定位。上述作法可能意謂揚棄曾是
企業重心的要素，並在價值鏈中的潛力定位重新建構
自身價值。

既有與新進的大型企業往往掌握著對多數分眾化業者

而言極具價值的資源而具有優勢。專利組合可視為增

加、匯聚知識流的方法，而非靜態的知識庫或進入產
業的門檻。奇異公司允許 Quirky 社群成員取用其專利
時，便採用此種方法，在最初專利領域外鼓勵創新。

並非所有業者皆能找出並佔據最有利的策略定位，就
其自身定義而言，企業所佔據的策略定位本來就不多，

而佔得策略定位也並非成功的唯一之途。不過，掌控
策略定位的企業的確能創造更多永續優勢，並率先獲
得市場發展的資訊。

提升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的同時，企業首先應當判斷
上述構想如何適用於所屬產業與其在產業中的定位，
以及其組織架構與旗下產品。下一步驟為判別最具成
長潛力的角色，並探索如何扮演一種或多種有成長潛

力的角色。最後，企業應於相關生態系中尋求機會與
其他業者合作，無論其規模大小，並且判斷如何盡其
所能佔得新興策略定位。考量到製造業持續變化的本

質，若企業希望與時俱進，便必須視這種探索為持續
不間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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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製造業局勢正風起雲湧、大幅改觀，消費者需求、產

品本質、生產與分銷的經濟邏輯也醞釀轉變。製造業

與科技業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製造業與零售業之間
的情況亦然。製造業者即使成功創造更多價值，但壓
力卻與日俱增。身處在如此環境中，欲獲取價值勢必
得從本質上重新思考商業模式，由內部能力、外部變
化、新興策略定位作為基礎，重新謀定企業的策略。

許多大型既有業者已動身往此方向邁進，舉例來說，

奇異航空自販賣機用引擎轉變為販賣動力，並以小時
為單位計費，方式與電力公司等公用事業如出一轍。

精明且消息靈通的新創企業正搭上全新製造業局勢的

順風車，趁勢制訂新興商業模式。小米公司從以消費

者關係為先的獨特銷售模式起步，最終拓展並囊括傳
統零售管道，其深知自身策略定位為緊密的消費者關

係，有這樣的關係讓小米得以與零售商談判有利的條件。
在新型態製造業環境中，創造與獲取價值有賴了解驅
動特定產業改變的因素，專注於能帶來結構性利益的
活動，發揮借用自第三方的技術與能力，從本質上重
新思考商業模式，並辨別策略定位。成功絕非僅只一

途，我們提供一系列的指標，企業應抓緊機會定義其
專屬的成功，並迎向前去。

31

智慧製造大解讀

附註
1.

Gartner, �Gartner say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stalled base will grow to 26 billion units by 2020,� December 12,2013, https://
www.gartner.com/newsroom/id/2636073,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2.

Microsoft.com, �Intelligent Systems: A new level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embedded/enus/intelligent-systems.aspx,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3.

Aftermarket Parts, �Aftermarket Parts,� http://www.newsomelaw.com/aftermarket-parts, accessed February 24,2015

4.

5.

6.

7.

Mark Cotteleer, �3D opportunit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aths to performance, innovation, and growth,�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ymposium, October 1, 2014, http://simt.com/uploads/4881/SIMT_AM_Conference_Keynote.pdf, accessed
March 17, 2015.
Jeﬀ Crane, Ryan Crestani,and Mark Cotteleer,3D opportunity for end-use product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builds a better
futur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6, 2014, http://dupress.com/articles/3d-printing-end-use- products/?coll=8717,
accessed March 17, 2015.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3D opportunity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hits the road, http:// dupress.
com/articles/additive-manufacturing-3d-opportunity-in-automotive/, accessed February 23,2015.
CFO Innovation, �Cost competitiveness alone not enough to maintain China�s global manufacturing predominance,�
December 2014, http://www.cfoinnovation.com/story/9260/cost-competitiveness-alone-not- enough-maintain-chinas-globalmanufacturing-predominance.

8.

Peter Carty, �Restaurants in China roll out robot waiters and kitchen staff,�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January 3,2015,
http://www.ibtimes.co.uk/restaurants-china-roll-out-robot-waiters-kitchen-staﬀ-1481706,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9.

YouTube, �Steel shaft vs carbon ﬁber shaf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ErH4_1fks, accessed February 23,2015.

10. Au t o mo t ive N ews , � Toyo ta�s c arb o n- fib e r foray,� Januar y 7,2013,ht t p://www.aut onews.com/ar t icle/20130 1 0 7 /
OEM01/301079971/toyotas-carbon-ﬁber-foray,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11. Carbonﬁber, �Carbon Fibre Industry Worldwide 2011-2020,� http://www.carbonﬁber-report.com/,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12. YouTube,�Elon Musk―The future of energy & transpo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1HZIQliuoA&feat ure=youtu.
be&t=39m28s,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13. Nanocycl,�Carbon Nanotubes,� http://www.nanocyl.com/CNT-Expertise-Centre/Carbon-Nanotubes, accessed March 12,2015.
14. ZME Science, �Carbon nanotube ﬁber can carry four times more charge than copper,� http://www.zmescience. com/research/
carbon-nanotube-ﬁber-can-carry-four-times-charge-copper/,February 24,2014,accessed March 12,2015.
15. Chris Jablonski,�5 surprising uses for carbon nanotubes,�ZDNet,July 22,2011,http://www.zdnet.com/article/5- surprising-usesfor-carbon-nanotubes/,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16. Eben Bayer, �Are mushrooms the new plastic?,�Ted.com,July 1,2010,http://www.ted.com/talks/eben_bayer_ are_mushrooms_
the_new_plastic?language=en,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17. �Thermoplastic Starch -Potato Plastic,�http://jlocklin.uga.edu/images/outreach/potatoplasticlabmodule.pdf,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18. Fiorenzo Omenetto, �Silk, the ancient material of the future,� Ted.com, March 1, 2011,http://www.ted.com/talks/ ﬁorenzo_
omenetto_silk_the_ancient_material_of_the_future?language=en, accessed February 23, 2015.
19. BBC, �The thinking, breathing buildings on the horizon,� June 10, 2013, http://www.bbc.com/future/ story/20130610buildings-that-breathe-and-think,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20. Beth Comstock, �Welcome to the era of the hardware startup,� Ideas Lab Made Possible by GE,February 2104.http://www.
ideaslaboratory.com/post/93343659743/welcome-to-the-era-of-the-hardware-startup.
21. Guardian, �Inside Shenzhen: China�s Silicon Valley,� June 14,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4/ jun/13/insideshenzen-china-silicon-valley-tech-nirvana-pearl-river, accessed February 19,2015.
22. Rob Wile, �Here�s what Shenzhen,China looked like just before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ities in the world,�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2,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old-photos-of-shenzhen-2013-2,accessed February 24,
2015.

32

製造業未來大趨勢

23. WSJ,�‘Shenzhen Speed’: Thirty years later,� September 7,2010,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
703713504575476611811434450, accessed March 9, 2015.
24. Greg Edwards, �What 400 CEOs say about the economy, hiring and more,� St. Louis Business Journal,July 28,2014,http://
www.bizjournals.com/stlouis/blog/2014/07/what-400-ceos-say-about-the-economy-hiring-and.html.
25. Brian Leon, �World�s ﬁrst 3D printed drivable car takes just 44 hours to make,� NY Daily News,September 15, 2014,http://
www.nydailynews.com/autos/world-3d-printed-drivable-car-takes-44-hours-article-1.1940011,accessed March 4,2015.
26. Jay Rogers(CEO, Local Motors),interview with Jay regarding Local Motors corporate structure/strategy, December 4,2014.
27. John Hagel III,John Seely Brown,Tamara Samoylova,and Duleesha Kulasooriya,The hero�s journey through the landscape of
the future,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July 24,2014,http://dupress.com/articles/heros-journey-landscape-future/,accessed March
17,2015.

33

智慧製造大解讀

致謝
This paper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our colleagues.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Andrew
Craig,Tamara Samoylova,Lisa Gluskin Stonestreet,Jodi Gray,Junko Kaji,Troy Bishop,Matt Lennert,Kevin Weier,Maggie Wooll,Bharath
Gangula,Anurag Saxena,and Mark Cotteleer.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of the individuals whose generous contributions and
valuable feedback that made this paper possible:Kevin Nolan,Venkat Venkatakrishnan,Jay Rogers,Elle Shel- ley,Liam Casey,Andre
Yousefi,Eric Pan,Violet Su,Jia Dong,David Li,and Mark Hatch.

關於作者

JOHN HAGEL III
John Hagel III (co-chairman,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of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has nearly 30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author, speaker, and entrepreneur, and has helped companies improve performance by applying
technology to reshape business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o holding signiﬁcant positions at leading consulting ﬁrms and compani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Hagel is the author of bestselling business books such as Net Gain, Net Worth, Out of the Box, The Only
Sustainable Edge, and The Power of Pull.

JOHN SEELY BROWN
John Seely Brown (independent co-chairman,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is a proliﬁc writer, speaker, and educator.
In addition to his work with the Center for the Edge, JSB is adviser to the provost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is position followed a lengthy tenure at Xerox Corporation, where JSB was chief scientist and director of the
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JSB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in scientiﬁc journals and authored or co-authored seven
books, includ- ing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The Only Sustainable Edge, The Power of Pull, and 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

DULEESHA KULASOORIYA
Duleesha Kulasooriya (head of strategy,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er’s ecosystem and
contributes to core research exploring the edge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e has explored how the
world is changing in very dramatic ways as a result of ever-evolv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liberalizing public policy,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for in- 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Kulasooriya led the team that developed and authored the inaugural Shift Index
report and has written and spoken extensively on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to drive business performance, pathways for moving
from static to dynamic ecosystems, rethinking the roles of ﬁrms and individuals 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edges” such as the maker movement,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Burning Man.

CRAIG A. GIFFI
Craig A. Giffi(principal,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is the cross-functional national industry leader for De- loitte’s automotive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also leads Deloitte’s multiyear Manufacturing Com- petitiveness research initiative and is a board member
of the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Giﬃ is co-author of the book Competing in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America’s 21st-Century
Challenge. He has been a guest lecturer at the GE Whitney Symposium,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the Global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n Competitivenes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annual meeting in Davos, Switzerland,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the Aspen Institute.

MENGMENG CHEN
Mengmeng Chen (former research fellow,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is passionate about making, manufacturing, and
empower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While at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she worked in the Human Capital practice helping clients
facing dramatic industry transformations. At the Center for the Edge, h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cluded the maker movement,
manufacturing, and macro trends that shape today’s business landscape.

34

工業4.0與製造業生態圈
探索聯網企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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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大解讀

前言

“工業 4.0 連結了嵌入式系統生產技術與智慧生產流程，為新技術時代鋪路，將大幅改變
未來的工業、生產價值鏈與商業模式。”─ 德國外貿與投資處
製造業者在許多方面均面臨變化。首先先進製造，如
積層製造、先進材料、智慧、自動化機械與其他技術

的應用，正開創實體生產的嶄新時代 。同時，由於物
2

聯網帶動了連線能力的提升，以及更複雜的資料收集
與系統分析執行能力，製造產業因而轉型為資訊經濟。

在物聯網的架構下，除實體物品外，數據亦是價值來
源之一，而連網能力有助打造更聰明的供應鏈、製造
流程、以及端對端生態體系 。
3

由於近來幾波的變革浪潮持續地影響競爭局勢，製造
業者必須找出需要投資的新技術以及投資方式，並辨
認出最能替組織帶來利益的新技術。除了需正確評估
既有策略定位外，成功的製造業者尚需能清楚地表達
其商業目標，並確立在新興技術生態圈中所需扮演的
角色；此外，為求致勝之策，也需要了解可導入的實
體及數位科技 。
4

然而，上述的道理可能知易行難。儘管市場對於先進

的數位與實體技術的議論熱度很高，許多技術還未能
被充分掌握 。同樣的，許多利害關係人並不清楚連網
5

技術對自身公司與更廣大的製造業生態圈有何意義 。
6

唯有一點可確定的是，即如果低估了資訊流在先進製
造實務層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是相當不明智的。為
了充分實現這些機會，數位與實體的整合非常關鍵，

也就是說，企業需要運用不同來源的數位資訊來推動
實體製造。

Deloitte 將智慧、連網製造稱為工業 4.0，而以下常

見詞彙也可能意指相同概念：

• 工業互聯網 (Industrial Internet）

• 聯網企業 (Connected Enterprise）

• 智慧製造 (SMART Manufacturing）
• 智慧工廠 (Smar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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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 4.0 (Manufacturing 4.0）

• 萬物聯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

• 製造業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for Manufacturing）
換言之，整合資訊科技(IT)與操作技術(OT)，形成更強

大的製造組織，即為泛稱的工業 4.07。工業 4.0 也常

被稱為智慧製造或製造 4.0，其特色是朝向「實體到
數位到實體」連結的轉型。

為協助製造業者了解工業 4.0 所帶來的未來，本報告

將使用 Deloitte 資訊價值環的概念，檢視智慧生產與
連線供應鏈的資訊流(即是在製造、運送與售後市場的

通知與調整機制)，並提出資訊價值環對製造業價值鏈
所產生的影響。後續篇章的精華概覽如下：

• 解釋「工業 4.0」的詞彙意涵、歷史，及不斷延伸
的概念

• 審視 Deloitte 資訊價值環架構的基本原則及其與
工業 4.0 之關係

• 辨識製造業者在「業務成長」與「企業經營」兩大
策略領域中，以及在六種轉型方法中，能運用工業
4.0 技術建立的核心商機。

• 揭示導入工業 4.0 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工業4.0與製造業生態圈

邁向新世界
定義工業4.0

From the old world to the new
Defining Industry 4.0

工業 4.0 概念的起源，來自於大量連網與智慧技術開

德國外貿與投資處進一步表示，工業 4.0 代表「嵌入

詞也包含了對新工業革命的期望，期待這樣的變革能

入式生產技術與智慧生產流程」的方法

式系統邁向虛實整合系統的技術演進」，是「連結嵌

始可以與生產結合，創造新的變革。「工業 4.0」一
帶來製造業史上的第四次轉型(請見圖一以了解工業革

11

。

換言之，工業 4.0 是種狀態，製造系統及其製成品不

命概要) 。
8

R

僅相互連結、將實體資訊帶往數位領域，且能溝通、
lished by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9 Germany

OOTED in the notion that the swarm of connected, smart
technologies
could marry—and
4.0
2011
工業
的定義首見於
年的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9 term Inthus
revolutionize—production,
也是德國聯邦政府工業 4.0 工作小組的主題the。德國外
dustry 4.0 encompasses a promise of a new indus貿與投資處將工業 4.0 定義如下：
trial revolution, the fourth such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nufacturing (see figure 1 for a sum工業 4.0 是一種典範轉移。因顛覆傳統生產流程邏輯
ma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8

Trade and Invest (GTAI) defines Industry 4.0 as:
分析並運用上述資訊，於實體世界中進一步驅動行為，

實現「實體到數位到實體」的轉型。

A paradigm shift . . . made possible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which constitute a reversal of
為闡明工業 4.0 的概念，德國外貿與投資處提出虛實
conventional production process logic. Simply
system,CPS)的概念，這
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put, this means that industrial
production machinery
no
longer
simply
“processes”
the12prod個系統是結合數位與實體世界的技術
，透過附加於
uct,
but
that
the
product
communicates
with
實體裝置的感測器及收集產生資料的網路技術所達成
the machinery to tell it exactly what to do.10 14
13

的技術進步，使工業 4.0 得以實現。簡言之，意謂工
業生產機械不再僅簡單「處理」產品，而是讓產品與

The definition for Industry 4.0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2011 at the Hannover Messe trade fair, and was
10
機械溝通，告訴機械該做什麼
the subject of an Industry 。
4.0 working group estab-

，而此概念與廣為人知的物聯網相當類似

。

圖一 : 工業革命史：工業演進及主要成就
圖一 工業革命史：工業演進及主要成就

18世紀末

20世紀初

1970至2000年代

2010年以後

第四次工業革命：
智慧自動化
第三次工業革命：
電子自動化
第二次工業革命：
工業化

第一次工業革命：
動力生產

• 1969年開發出第一個
可程式化的邏輯控制
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 電子與資訊技術之應
用日益增加，讓生產
流程可以自動化

• 1870年屠宰場引進組裝線
• 電氣化帶動了各產業的大量
生產

• 動力織布機於1784年問
世
• 利用水及蒸汽動力帶來
的生產設備機械化

• 虛實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的運用增加
• 2011年1月，德國聯邦政
府啟動工業4.0計畫，並將
之視為「未來計畫」
• 2012年推出網際協定第六
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得以
解決IPv4位址枯竭問題
• 政府、私人企業與產業協會
自2010年起便持續關注工
業4.0的發展，並進行投資

4.0―未來智慧製造。
資料來源：德國外貿與投資處（2014
年7月
日）。工業
資料來源：Germany Trade
& 1Invest,
“INDUSTRIE
4.0—Smart manufacturing for the future,” July 1,
2014;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curing the future 4.0
of German
manufacturing
德國國家科學及工程研究院（2013
年 4 月）。確保德國製造業的未來發展：導入策略性工業
計畫建議。

industr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dustry 4.0,” April 2013; 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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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認 同 德 國 外 貿 與 投 資 處 的 定 義， 同 時 也 相

Deloitte 深入研究和分析物聯網所產生的影響，以及

些 科 技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就 得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工 業 4.0

dupress.com/collection/internet-of-things/ 網

信 某 些 科 技 能 提 升 實 體 操 作 的 水 準， 如 果 能 釐 清 這
概 念 的 價 值。 製 造 業 領 導 者 必 須 知 道， 工 廠 控 制 系
統 與 製 造 執 行 系 統 ⸺ 又 稱 為 操 作 技 術 ( operation
technologies,OT) ⸺ 同 步 企 業 各 事 業 單 位 的 系

統⸺又稱為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的偕同發展，能為企業帶來深刻的改變與商機。
製造業領導者可以從了解各項資訊科技如何與實體世
界相互作用以推動創新開始。

某些科技能提升實物操作的水
準，如果能釐清這些科技所扮演
的角色，便得以進一步提升工業
4.0 概念的價值。

連網能力、資訊與行動：
資訊價值環與工業 4.0

製造包含資訊的建立、資訊傳遞與行動。儘管最後產
出的是實體物件，製造流程必然從資訊開始：所謂產
品設計，即透過繪圖、設計軟體或實物掃瞄先建立資
料

15

，再將資料傳遞至機器，並採取行動，將產品從

數位領域帶到實體領域。概念上，在資訊建立(以及後
續環節)所產生的資料將不斷被蒐集，促進實體與數位

領域的交互作用，這部分是工業 4.0 與物聯網的概念

相互重疊的地方。

38

資訊流如何幫助組織創造與捕捉價值。請至 http://
站參閱完整的系列介紹，以瞭解更多關於資訊價值環、

資訊價值環不同階段與不同價值驅動因子的功能，以
及在不同產業和情境下的應用範例。

物聯網是工業 4.0 的重要(或許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16

。由於近年來製造業者更清楚了解到連網能力的重

要性(包括在製造產品、提供服務，以及提升客戶與
用戶滿意度等方面)，物聯網概念已然備受關注

17

。目

前大量的連網技術正迅速地發展，如高品質感測器、
可 靠 度 更 高 且 能 力 更 強 的 網 路、 高 效 能 運 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HPC)、機器人、人工智慧、
認知科技與擴增實境(AR)等

18

。若能充分應用上述各

項科技，將為製造業帶來顯著的改變。Deloitte 分析

上述科技所產生的資訊流，提出「物聯網資訊價值環
(IoT Information Value Loop,IVL) 」架構(請見圖
二)，此架構即可說明一連串組織利用資訊創造價值的
活動。

工業4.0與製造業生態圈

圖二 : 資訊價值環

行動

擴增行為

感測器

大小
範圍

頻率

規模
風險

分析
安全性

創造
準確度

可靠度
時間

擴增智慧

延遲

網路

即時

資訊匯集

資訊傳遞

標準

圖三 : 工業 4.0「實體到數位到實體」概念示意
「實體到數位
到實體」連結

行動

大小
範圍

頻率

規模

分析

創造

風險
安全性

可靠度

準確度

時間
延遲

資訊匯集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即時

資訊傳遞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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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價值環是從一次行動開始，透過收集實體事物狀

態或行為形成資訊，後續經過資訊傳遞、資訊匯集及
evolv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Here companies will
always need to decide where to play and how to win.
分析(資訊價值環的各階段)，為未來的行動提供所需參

考資訊。在一般物聯網情境中，資訊價值取決於其規
The Industry 4.0 concept incorporates and extends
19
模大小、風險與時間的屬性
。因此，策略性地建立
the IoT at the nexus of the act
and create stages of
the IVL—namely, the physical-to-digital and dig與(或)控制由不斷演進的數位科技所創造的資訊流相當
ital-to-physical leaps that are somewhat unique to
重要，在這個部分，企業總是需要選擇鎖定何處，並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figure 3). It is the leap
尋思如何勝出。
from digital back to physical—from connected,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he creation of a physical object—
工業 4.0
的概念融合並延伸了物聯網概念，特別是是
that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the Industry 4.0 con在物聯網資訊價值環中的「行動」與「創造」二階段
20
cept. It is here that we will focus our analysis.
──意即製造流程所獨有的從實體到數位、從數位到
實體的跳躍(請見圖三)。從數位跳回至實體(即自連網、

數位的科技到實物產出)是工業 4.0 概念精髓

20

，也是

本文的分析重點。
Industry
4.0 represents an integration of the IoT
and relevant physic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na工業 4.0
代表物聯網與相關實體技術的整合，包括系
lytic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robotics, HPC, ar統分析、積層製造、機器人、高效能運算、人工智慧
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gnitive technologies, ad21
vanced
materials, and augmented
reality,21 that
認知科技、先進材料及擴增實境
，促成了從實體到
complete
the physical-to-digital-to-physical cycle.
數位、再回到實體的循環。
Manufacturing lead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製造業領導者掌握了優化營運策略的先機，並可利用
velop improved operations strategies and to realize
製造業價值鏈各環節的科技，實現關鍵商業目標。表
key business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technologies
4.0 to
一列舉了工業
從實體到數位、再回到實體的科技
they
may choose
employ at various points in
應用。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Some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encapsulate the physical-to-digital-tophysical reach of Industry 4.0 are listed in table 1.

表一 : 表一
工業 4.0
科技
22
工業4.0科技
22

對產品的影響
實體

資訊科技（IT）/操作技術（OT）的可能應用
數位

• 感測器與控制器
• 穿戴式裝置
• 擴增實境

數位

•
•
•
•

訊號匯集
優化與預測
視覺化與使用點（point of use, POU）交貨
認知與高效能運算

數位

•
•
•
•

積層製造
先進材料
自主機器人
數位設計與模擬

實體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欲見相關內容與先進連網技術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系列文章：
• 物聯網：http://dupress.com/collection/internet-of-things/
• 積層製造：http://dupress.com/collection/3d-opportunity/

• 系統分析：http://dupress.com/collection/analytics-emerging-technologies/
• 認知科技與人工智慧：http://dupress.com/collection/cognitive-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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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數位與實體以達成商業目標
Integrating the digital and
the physical to achieve
business objectives

在探索數位資訊如何協助製造業者創造價值之際，我

此四項核心商業目標之下還包含許多次要目標(如表二

品與服務創造價值的行為衍生出製造業價值鏈的概念，

法需透過工業 4.0 技術輔助進行(後文將詳加討論)，其

所示)，定義了經理人可創造價值的戰略方法。部分方

們仍需要一併從實體的角度去瞭解價值創造。透過產

他則可以用較為傳統的方法實行。

即業者投入資源、產出商品，再經銷售、交貨，並提
供客戶支援的系列活動及流程。但請注意，製造業價

有不同業務重心的製造業者，在製造價值鏈中就會尋

值鏈與資訊價值環的不同之處，在於製造業價值鏈通

求不同的機會。企業經營與業務拓展在價值鏈中佔據

常是被視為線性的，且著重於實物生產。本文認為，

不同的領域，製造業者可視企業經營或業務拓展何為

E

VEN as we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informa工業 4.0 技術可讓價值鏈各階段的資訊為其他節點所

points, making the structure—while still linear—far
優先策略，確立在價值鏈中最值得重視的領域。
more
dynamic and, from an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a circular feedback loop.

應用，如此一來，即使維持在線性的結構下，價值鏈

tion creates valu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value creation in manufacturing from
可以變得更為動態，並形成具有資訊反饋的循環。
the physical perspective. Creating value in the form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gave rise to the notion of
在製造業價值鏈中(設計、開發到製造、銷售與服務)，
a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the series and se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的整合可以創造商業成果。廣義
quence of activities through which an organization
transforms inputs into outputs, and ultimately sells,
而言，本文辨識出製造業的兩大商業需求──企業經
delivers, and continues to support those outputs
營及業務拓展；而其中包含四項核心商業目標──提
for customers. Note that, in contrast to the IVL, the
升生產力、降低風險、增加收入以及開闢新收入來源。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is generally perceived
to be linear, befitting its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physical objects. We posit that by augmenting the
value chain with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generated in various stages can inform other

Throughout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fro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o manufacture, sale, and
service—business outcomes may emerge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IT and OT. Broadly speaking, we identify two business imperatives for manufacturers:
operating the business and growing the business.
Within these imperatives exist four core business
objectives: productivity, risk reduction, incremental revenue, and new revenue. Myriad sub-objectives
can fall under these categories (see, for example,
table 2) that define the tactical approaches for

表二 : 工業 4.0 主要商業目標

表二

工業4.0主要商業目標

企業經營

業務拓展

提升生產力

•
•
•
•

降低風險

• 確保原料價格與供貨穩定
• 有效管理保固與商品召回
• 減少地域風險

增加收入

•
•
•
•

開闢新收入來源

• 提供新產品與新服務
• 開拓國際市場及新興市場
• 辨認有利的併購機會

提升資產利用率、減少停工時間
直接與間接增進勞工效率
管控供應鏈成本與資料同步程度
確保排程、計畫穩定性與準確性

尋求核心業務的成長來源
增加售後市場營收來源
深化對客戶的了解與洞見
強化客戶整合與互動管道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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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製造業價值鏈的第一階段重點是研發和設計，
而工業 4.0 技術正好能加速並改善設計流程、縮短產

品上市時間，並幫助設計出更有智慧的產品。此階段

最受工業 4.0 影響的利害關係人，便是設計工程師。

在價值鏈的另一端，工業 4.0 的應用可以促成全新升
級的產品及服務，帶動收入增加，或是產生新收入。
價值鏈的中段，包括規劃、工廠及支援，則能以各種

方式運用工業 4.0 技術使營運轉型。上述每項連網技

術運用均有其本身的資訊價值環，而製造業者可能在
此遭遇瓶頸，阻礙其獲得理想成果。在此情況下，找

出可解決每個瓶頸的解決方案非常重要，我們將於後
續內容中詳加探討此一主題。

圖四為我們在工業 4.0 相關研究中所找出的六套轉型

方法。我們將探討上述各項轉型方法，以深入了解受

到影響的利害關係人與流程，並提供實際範例以增進
對各項轉型方法的潛在商業價值的了解 23。

圖四

工業4.0轉型方法與其利害關係人

圖四 : 工業 4.0 轉型方法與其利害關係人

規劃：預測變化並即時因應
企業經營

工廠：建立操作技術與資訊科技的數位連結
支援：售後市場的自動化與擴大規模

產品：建立或增加智慧產品與服務
業務拓展

顧客：以新方式連結與整合
工程師：加速創新與設計週期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managers to deliver value. Some, as we will discuss,
42can be addressed more readily through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others can be achieved via more tr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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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growth—can emerge from Industry 4.0 applications in the form of new and improv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Stages at the middle of the value chain—

工業4.0與製造業生態圈

業務拓展

運用工業4.0創造營收成長

Growing the business
Applying Industry 4.0 to build revenue
需要客製化與大量生產的醫療植入物就是操作技術與

無論位處製造業價值鏈的哪一端，工業 4.0 技術均能

協助企業拓展業務。尤其在研發與設計、銷售與交貨，

資訊科技整合的例子之一。醫療植入物是許多患者需

的連結均能在工程、客戶互動，以及產品本身等方面

植 入 物 的 用 途 與 形 狀 均 不 盡 相 同。 在 Walter Reed

以及支援階段，許多實體到數位、數位、數位到實體

O

帶來變革

24

N either end of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

產品：打造智慧產品與服務

chain,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can enable business growth. In particular, in the
R&D and design, sell and deliver, and support
stages,
various physical-to-digital, digital-only,
4.0 時代，有許多科技應用可以附加在產品上，
在工業
and digital-to-physical connections can transform
讓產品更有價值。舉凡是透過感測器與穿戴式裝置等
engineering, customer interaction, and even the
資訊科技的應用，或是透過積層製造、先進的電腦數
products themselves.24

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技術與
機器人等先進製造操作技術的應用，均能改良產品(請

Products: Creating smart
products and services

見表三)。

製造業者已經開始使用先進操作技術(如積層製造)及先
Products in the age of Industry 4.0 run the tech-

進資訊科技(如掃瞄與嵌入式感測器)來打造新產品並改
nological gamut. The use of IT such as sensors and
wearables and OT such 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善舊產品，為客戶創造更高的價值，並提供新的數據

產品。

in the form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dvanced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and robotics can enable product improvements in various ways (table 3).

Indeed, manufacturers are already using advanced
OT (such a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advanced
表三 : 工業 4.0 在產品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表三 工業4.0在產品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對產品的影響

要的裝置，然而為了符合每位病患的需求，每個醫療

IT 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的
(in the form of scanning3D
and醫療應用中心(3D
embedded sensors) Medical
to Application
create new products
and
improve
upon old ones—
Center,3D-MAC)，會先掃瞄患者身體，
delivering new levels of value to customers, along
再使用積層製造技術，為病患量身打造合適的義肢 25。
with new data products.

In 同樣的，操作技術與資訊科技亦可為容易有許多身體
one such example, OT and IT are being used in
the接觸的運動項目客製化生產防護頭盔。加州大學洛杉
mass customization of medical implants—devices needed by many individuals, but each with
磯分校(UCLA)研究人員與 Architected Materials 正
its own unique geometry and circumstances. At its
3D在開發改善美式足球頭盔防護能力的技術。透過對球
Medical Applications Center (3D-MAC), Walter
26
3D 掃瞄，頭盔可依個人尺寸打造
員頭部進行
，並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 manufactures
prosthetics
by
scanning
the
patient’s
individual
app
使用嵌入式感測器偵測衝擊強度，同時透過
回傳
anatomy, enabling it to use additive27manufacturing
數據，創造了全新的數據產品 。
technologies to fabricate a fully customized fit.25
Similarly, OT and IT are enabling the production of
customized helmets for contact sports.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and Architected Materials are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fered
by football helmets. By taking a 3D scan of players’
heads, helmets can be built to individual measurements.26 Embedded sensors are also used to detect

資訊科技/操作技術的可能應用

使既有產品更有智慧

• 加入感測器與連線功能，提升產品性能或安全性
• 連結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改善使用者體驗
• 於既有產品中加入先進材料以改善效能

將智慧技術所產生的數據作為產品
或服務

• 提供企業營運所產生的資料與後設資料（描述資料的資料）
的權限
• 建立並銷售管理連線產品數據或互聯企業資料的平台
• 替個別終端使用者開發量身訂製的資料方案

開發全新產品與服務

• 開發具有成本效益的大量客製產品與服務
• 利用先進製造技術實現新穎的產品創新
• 打造新服務形態與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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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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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2B 的商業模式中，也可預見類似的應用，例如掃

收集客戶數據有助於為產品與服務訂定更有效的價格

業產品的價值主張。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電

公司(Deutsche Bahn AG)整合了其龐大的鐵路監測

瞄或數位設計、數位製造和現場感測器，均將改變工
力及水力部門正為發電廠、風力發電場與輸電網路的
零件打造數位分身(digital twin)，即透過感測器與控

制器、訊號聚合，以及高效能運算，為工廠內運行的

實體零組件開發即時數位模擬模型。有了這樣一個立
基在雲端的「數位電廠」模型，工廠營運者得以知悉
零件狀況、優化發電量、決定機器維護的適當時機，
並模擬在各種情況下工廠可能遭受的影響

28

。

顧客：以新方式連結與整合顧客

透過智慧產品和服務所收集的數據及資訊，製造業者
將能更加瞭解顧客。在工業 4.0 時代，顧客體驗不僅

會受實體產品影響，也會受到數據、資訊，以及系統
分析的結果所影響，數據、資訊，以及系統分析會使

及銷售策略。例如，歐洲鐵路貨運跨國集團德國鐵路
器網路、顧客訂單及帳單資料庫，再加入交通及運量
的即時數據，以建立符合顧客需求且因時制宜的智慧
定價模型

29

。汽車共乘服務公司 Uber 則使用駕駛與

乘客的數據作為動態定價演算法的基礎，即價格會隨
需求量升高而調漲

30

。

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的應用可促進產品及服務的改善，
以及提高資產利用率。此外，數據資料更是可以被雙
向運用的：不僅可傳給製造業者及其合作對象，也可

透過智慧 app 帶給顧客更優良的使用者體驗。舉例而
言，有藥廠考慮將智慧監控感測器整合至其吸入器系

列產品，收集即時數據以便分析，並為患者及其醫師
提供見解

31

。

顧客使用產品的方式更加透明，並進一步影響顧客與
製造業者的互動(請見表四)。

表四 : 工業 4.0 在改造顧客服務的可能應用

表四

工業4.0在改造顧客服務的可能應用

對顧客的影響

資訊科技/操作技術的可能應用

以更聰明的方式行銷與銷售產品
與服務

• 利用蒐集的數據掌握客戶訊息
• 根據庫存與顧客資訊制訂有效的定價策略
• 運用系統分析預測客戶對替換零件的需求

改善售後服務體驗

• 運用數據分析追蹤資產狀況以及零件與系統故障情況，預測
客戶需求並提升設備的正常運行時間
• 執行效能與營運分析
• 藉由支援感測器的應用程式提升使用者體驗

優化效能與配送

• 運用數據分析將正確產品於正確時機配予正確的經銷商，以改
善庫存管理
• 遠端追蹤產品使用情形、效能與位置
• 優化產品配送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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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reating a completely new data product.27
Similar applications can be envisioned in business-to-business settings where the 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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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interaction with that object more transparent and impact the customer-manufacturer
interplay in various ways (table 4).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customers can be

工業4.0與製造業生態圈

Engineer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and design cycles

John Deere uses
augmented reality to
allow
customers to test
4.0 技術能藉由數位設計與模擬操作來提高工程
工業
效率，像是透過開發與測試虛擬產品來達到上述目的。
and provide feedback on
John Deere 利用擴增實境，讓顧客測試初期的設計
概念並提供回饋，因而得以對設計進行調整，甚至重
early design concepts,
新開發新設計。
so that it can adjust and
該公司估計，工程師使用虛擬實境模擬設計 JD 7760
redevelop designs.
棉花收割機的空氣處理子系統，將設計週期從 27 個月

At the start of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products are developed and designed. Various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notably OT technologies such as
additive/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T, digital
製造業價值鏈的開端為產品開發與設計，各種工業
tools such as CAD, and simulation—can come 4.0
into
play
to
impact
the
process
in
several
key
ways
(table
技術──尤其是積層製造或先進製造等操作技術，以
5).
及資訊科技，諸如電腦輔助設計(CAD)與模擬等數位

工程師：加速創新與設計週期

工具──能以數種方式影響產品開發與設計流程(請見
The use of digital-to-phys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 rapid
表五)。
prototyping can speed up the design process as well
使用「數位到實體」
的製造技術
快速打樣，
as the production
of end-use(如積層製造)
products, thus
reducing
33
supply
chain
dependencies.
Ford
estimates
that its
可加快設計流程與終端產品生產，降低對供應鏈的依
33 use of rapid prototyping during vehicle design can
賴 。福特公司(Ford)估計，在車輛設計過程中運用
save it weeks, with additively manufacturing proto快速打樣能節省數週時間。使用積層製造的原型車僅
types taking hours to fabricate rather than the 4 to 6
需數小時便可完成，不像傳統機床加工方法需要四到
weeks taken by typical machine tooling approaches,
34
六週，最終可使汽車上市時間提前數月
。採用先進
bringing automobiles to market months
earlier.34
Us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can
製造技術也能協助工程師優化產品的可製造性，因其
also enable engineers to optimize35
manufacturability,
可依最終組裝流程評估產品設計選項 。
as they can evaluate product design options based
on the eventual assembly process.35

36
縮短至 9 個月，節省超過 10 萬美元的設計成本 。
it can adjust and redevelop designs. The company
estimates that having its engineers use virtual real工業 4.0 科技也促成開源創新(open source innovation)
ity simulations to design the air-handling subsystem
的出現，開源創新是透過公開分享智慧財產權，讓獨
on its JD 7760 cotton harvester reduced the design
Motors
立的設計者能夠參與產品改善。Local
公司向
cycle time from 27 months to 9 months, and
reduced

design costs by more than $100,000.36
顧客與愛好者徵求設計，舉辦設計比賽，讓顧客可以

主導公司的汽車設計。公司對智慧財產權採取開放態
These tools can also take the form of open source
37
度，並認為上述作法能促進創新與合作
innovation, allowing freelance design to。improve
products through open shar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ocal Motors, for example, crowdsources many
designs among customers and enthusiasts in the
community, holding design competitions and allowing clients to have a strong hand in the design
of its cars. The company takes an open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aintains that doing so
fosters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37

John Deere 利 用 AR， 讓 顧 客

測試
初期的
設 計 概via念digital
並提
供回
engineering
effectiveness
design
and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can drive improved

饋，因而得以對設計進行調整甚
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John Deere uses

simulation. This can take the form of virtual prod-

至重新開發新設計。
provide feedback on early design concepts, so that
augmented reality to allow customers to test and

表五 :表五
工業 4.0
在工程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工業4.0在工程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對工程的影響

資訊科技/操作技術的可能應用

縮短發想到上市的時間

• 利用快速打樣與快速生產能力設計新產品，消除對供應鏈的依賴
• 透過雲端開發工具設定新的軟體解決方案

提升設計與產品資訊的連結

• 利用數據預測設計缺陷並加以修正
• 根據總體擁有成本與供應情形設計產品並模擬使用情形
• 以可製造性評估產品設計選項

改善整體工程效率32

• 透過虛擬模擬軟體設計並測試新產品
• 允許開源分享智慧財產以帶動或改善設計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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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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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

運用工業4.0提升生產力並降低風險

Operating the business

Using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需求進行預測及規劃，快速調整因應意外的變化，減
to increase
劃、採購與製造階段，各種實體到數位及數位到實體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risk 少換線生產的時間。由於舊有系統的損耗、成本與僵

工業 4.0 技術亦有助於改善企業經營。在價值鏈的規

化已達到無法接受的地步 38，該公司因此轉而採用一

的連結均可改造規劃、支援與工廠作業。

個靈活的生產平台，由自動化生產控制器管理製造設

規劃：預測變化並即時因應

I

NDUSTRY 4.0 technologies also enable improved
在規劃生產時，製造業者須面對滿佈在製造業價值鏈
operations. In the “plan,” “source,” and “make”
stages of the value chain, various physical-to-dig中的許多不確定因素，而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能支援
ital
and digital-to-physical connections can trans此方面的數項改造(請見表六)。
form planning, support, and factory operations.

採用資訊科技(如感測器、訊號聚合、優化與預測功能)
來偵測需求及規劃，製造業者得以收集整條價值鏈的
Planning: Predicting changes
數據。而分析數據可再歸納出模式、追蹤各種活動，
and responding in real time

最終可了解顧客需求與需求所在位置，因而能善加規
劃，在適合的時間與地點滿足所需。

When planning for production, manufacturers often
encounter a host of uncertainties across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IT and OT can support several
舉 例 而 言， 聚 氯 乙 烯(PVC) 水 管 製 造 業 者 Ridgeline
transformations in this area (table 6).

Pipe Manufacturing 時常須在極短的作業時間處理

顧客不斷改變的需求，對此，公司必須針對不確定的
Demand sensing and planning using IT (for example, sensors, signal aggregation, optimization, and
prediction) enable manufacturers to gather data
throughout the value chain. Data can be analyzed to
uncover patterns, track movements, and, ultimately,
understand what customers want, and where—so
they can better plan to provide it at the right time
and place.

。此系統也能分析生

40
For example, Ridgeline Pipe Manufacturing,
產數據，提供故障預測的系統分析 。a manufacturer of polyvinyl chloride (PVC) pipes, dealt
with constantly changing customer demand and
short lead times. The company needed to anticipate
and plan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 demand, rapidly
adjust to unforeseen changes, and reduce production changeover time. Using legacy systems, waste,
costs, and inflexibility had risen to unacceptable
levels.38 The company adopted a flexible production
platform, in which automated production controllers managed the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while
provid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diagnostics and
performance.39 The system also analyzes production
data to offer predictive failure analytics.40

Factory: Creating a digital
link between OT and IT

資訊科技/操作技術的可能應用

需求感測與規劃

• 收集和分析數據，持續監控需求模式
• 追蹤供應鏈的貨物流向以確認需求
• 主動向客戶提出產品補貨建議

供貨規劃與供應業者改造

• 讓供應商監控並擁有原廠委託製造（OEM）供應鏈中的庫存
• 提升對供應商產能與交貨時間的了解
• 利用外部市場資訊來改善定價決策

對外網路優化

• 追蹤下游供應網絡之庫存
• 根據突發事件即時變更配送車輛的路線
• 允許顧客追蹤貨品確切位置以了解交貨狀態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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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erhaps no other segment better encapsulates
the physical-to-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herent in
Industry 4.0 than the intelligent factory. The industry 4.0-enabled factory utilizes physical-to-digital

表六 : 工業 4.0 在規劃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表六 工業4.0在規劃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對規劃的影響

備，同時提供診斷與效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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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physical action on the shop floor based on this
physical-to-digital information cycle. Should levels
in one area rise too high, vehicle bodies are automatically re-routed to less-affected areas, reducing
the need for repainting and avoiding downtime.46

technologies such as augmented reality, sensors and
controls, wearable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o
track movement and production, monitor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 the tooling life cycle, among
other capabilities. In this way, Industry 4.0 on the
factory floor can enable enhanced capability effectiveness, production asset intelligence, and activity
synchronization and flow (table 7).

工廠：建立操作技術與資訊科技
的數位連結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can enable safer condi-

工作人員位置，並評估其安全吊帶的狀態，藉此改善

Support: Automating
and。scaling aftermarket
除勞動生產力與安全性外，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也能調
operations
工安

tions for workers, enhancing labor productivity
比起其他領域，智慧工廠應該更能善加說明工業 4.0
and effectiveness. Joy Global, a mining equipment
本質上在「實體到數位之轉換」所展示的特性。
manufacturer, added about 7,000 sensors to its
remote-controlled extraction device, enabling it to
採用工業 4.0 的工廠，透過 AR、感測器與控制器、穿
mine in extremely deep mineshafts—areas often
戴裝置以及物聯網等「實體到數位」技術，追蹤各種
dangerous to workers who typically perform the
動態與生產，並監測品質管控，同時管理模具生命週
work.42 Similarly, Boeing uses a positioning system
to pinpoint worker location and
the status of
4.0assess
期等等。如此一來，廠區的工業
技術便能提升效
their
safety
harnesses,
improving
worker
safety.43
能、增強生產性資產的智慧功能，並強化作業同步性

43

整生產性資產的智慧。例如，哈雷戴維森公司 (Harley
Once a part or product has been developed,
Davidson) 採用許多智慧系統偵測生產過程中的瑕疵，
manufactured, shipped, and sold, Industry 4.0
其中，位於賓州約克郡工廠的智慧系統負責監控設備性
technologies can impact support in at least three
key ways (table 8).4744。若偵測到超出可接受範圍的測
能，並自主採取行動
量值，機器將自動調整，防止故障發生 。
45

除 了 自 主 品 質 管 控， 資 訊 科 技 亦 能 影 響 作 業 同 步 性

Learning the causes
與作業流程。由於通用汽車具備現場控制網路(Plant
behind a failure can enable
Floor Controls Network)，因此可運用感測器測量
manufacturers to more
工廠濕度，並根據此「實體到數位」資訊循環指揮現
場的實體操作。如果某區濕度過高，便自動將車身移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至影響較小的區域，而減少了重新烤漆的必要，並避
root of the problem, rather
免停機 。
than its symptoms.

與作業流程(請見表七)。
Beyond labor productivity and safety, IT/OT can
transform product asset intelligence. Harley Da4.0 技術可提供員工更加安全的工作條件，提高
工業 vidson,
for example, uses smart systems to detect
Global
勞動生產力及效率。Joy
是一間採礦設備製造
defects during production
processes.
A smart system
in該公司在其遠端控制的開採裝置上增設約
its York, Pennsylvania, plant monitors equipment
7,000
業者，
44
performance
and
initiates
action
autonomously.
個感測器，使機器能於極深、對作業人員極其危險的
Upon detection
42 of measurements beyond accept礦井區域進行開採 。波音公司也使用定位系統確認
able ranges, the machinery is automatically adjusted,
preventing malfunctions.45

46

Learning the causes behind a failure can enable
manufacturers to more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rather than its symptoms. For example, Schneider Electric examined both maintenance
and historical data collected over the course of one

Beyond avoiding proactive quality control, IT can
impact activity synchronization and flow. With its
Plant Floor Controls Network, General Motors uses
sensors to measure humidity levels in its plants and
表七 : 工業 4.0 在工廠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表七

工業4.0在工廠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對工廠的影響

資訊科技/操作技術的可能應用

提升勞動生產力與效率

•
•
•
•

生產性資產智慧

• 採用主動感測及品質控制偵測缺陷
• 對工廠器械進行預防性維護
• 模具生命週期管理

作業同步性與作業流程

• 運用科技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動態路線規劃
• 以虛擬模擬的方式提升生產現場工程變更的有效性
• 適應可能影響機器的各種環境因素41

強化製造及組裝能力
追蹤勞工效率
監督工作人員動態和生產力
即時監控確保人員與設備的安全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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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售後市場的自動化與擴大
規模
零件或產品開發、製造、出貨並銷售後，工業 4.0 技術

仍能以至少三種主要方式影響支援活動(請見表八)

。

47

了解故障背後的原因，可使製造業
者更有效地治本，而非僅是治標。

了解故障背後的原因，可使製造業者更有效地治本，
而非僅是治標。舉例而言，施耐德電機公司(Schneider

Electric)發現一台 110MW 的蒸汽模型渦輪不斷故障，
故障嚴重程度持續升高，需要定期且持續地維修。在

檢視一年間所收集的維修與歷史資料後，公司得知技
術人員過去僅解決表面問題，而未處理故障的根本原
因。施耐德公司原本只知道軸承振動是造成設備當機
的原因，而透過系統分析結果，施耐德公司發現是因
為熱膨脹的緣故，造成軸承震動，才使得設備當機。

性維護能幫公司省下數百萬美元，並大幅減少設備停
機的天數

48

。

另一預測分析案例，則是 Caterpillar 正在與一家名為

Uptake 的公司合作，分析從其機器內部的遠程資訊裝
置所收集的數據，作為預測故障並主動維修的依據。
上述兩家公司已預見可以藉由此項能力，為顧客提供
新數據產品與服務，成為未來的獲利商機

49

。

處理現場故障問題時，穿戴裝置與 AR 能讓遠端技術
人員指導使用者進行維修程序。舉例來說，有一家工
業設備製造業者將營運版圖拓展至中國的時候碰到了

許多挑戰，包括營運成本增加，以及停機次數更加頻
繁等，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生產基地缺乏經驗豐富的
人才來培訓員工。這間業者使用智慧眼鏡及穿戴技術，

讓專家能從遠端與設備操作人員一同檢查設備，並提
供逐步說明與訓練。上述這些改變也帶來了更好的品
質管理，降低了整體製造過程的風險

50

。

施耐德公司估計，利用這項資訊，並進一步採用預測

表八 : 工業 4.0 在支援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表八

工業4.0在支援改造方面的可能應用

對售後市場支援的影響

資訊科技/操作技術的可能應用

協助提升生產力與現場維修品質

• 啟動遠端「見我所見」（see-what-I-see）現場支援
• 結合AR進行培訓
• 產品手冊結合數位與行動技術應用

預測零件、產品或服務失靈

• 使用先進系統分析確保現場技術人員有適當的工具
• 利用顧客數據識別常見問題並調整設計
• 實行終端使用者智慧培訓計畫

即時、準確、有效地因應故障問
題──甚至於事前因應

• 利用數據規劃支援網路配置
• 優化零件庫存組合
• 3D列印備用零件及工具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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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for a 110 MW steam model turbine which had
required regular, ongoing maintenance for an escalating series of ongoing breakdowns, realizing that
technicians had been addressing symptoms rather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to monetize this capability by offering new data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customers.49
When responding to field failures, wearables and
augmented reality can allow remotely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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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挑戰
正在部署或計畫部署工業 4.0 的公司，在管理及整合

權。由於上述資訊能用來推動產品改善、零組件使

分挑戰屬於組織層面的影響，而其他挑戰則存在於更

簽訂與資料所有權與存取權相關合約之際，應特別

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方面，可能會面臨幾項挑戰。部

廣的生態圈層面。隨著連線技術快速演進，上述挑戰
也日益增加。

• 人才與勞動力──在嘗試於組織層面透過工業 4.0
的實際案例整合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的過程之中，
企業往往面臨缺乏規劃、執行及新系統維護人才的
窘境

51

。曾接受非結構化資料處理及大數據工具培

訓（對於處理連網系統所產生的數據類型與數據規
模至關重要）的工程師人數雖逐漸增加，但仍遠低
於預期需求

52

。這項挑戰更延伸至現場，許多傳統

製造經驗豐富的領導者對先進製造感到不適應，因
其對先進製造使用的原料屬性不了解，以及對先進
製造材料需要使用的技術與方法缺乏經驗，導致他
們不願意採用新方法

53

。我們認為，上述領導者考

量工業 4.0 應用之際，應對勞動力發展採取積極態

度，其方法包括與外部組織、高中、技術學院及大

用效率及供應鏈效率，因此特別具有價值。管理者
謹慎小心。辨認並控制資訊流瓶頸，可能可以在未
來帶來價值創造及價值獲取的重要機會

57

。

• 資安問題──除資料所有權外，資安問題也是部署
工業 4.0 常見的顧慮

58

。複雜的加密演算法或許

能提高裝置資訊安全，但通常也得付出高功耗的
代價。隨著部署規模擴大，如何在資訊安全與功耗
之間取得平衡更為重要。將舊系統改造為新的工業
4.0 應用可能增加資安風險，因舊系統並非針對連

線功能而設計。為管理資安風險，公司必須保護自
己的系統、維持警戒以避免新風險，並具備限制損
害與恢復營運的彈性

59

。因此，管理者對網路安全

應採取積極的態度，規劃工業 4.0 應優先處理資訊

安全問題，而非將其視為後續任務。

學合作，持續培育精通且對先進數位與實體製造技
術感興趣的員工。

• 標準和互通性──從更廣泛的、全生態圈的角度來

看，許多支撐工業 4.0 應用的系統均具有專利而不

利整合。缺乏互通性即是全面採用工業 4.0 技術的
重大挑戰

54

。同業聯盟、產業協會與政府機關正全

力建立數個標準，但目前尚不清楚何種標準將勝出

55

。管理階層應與企業夥伴合作，注意持續演變的

標準，以儘量提升投資工業 4.0 所能帶來的價值。

• 資料所有權與控制權──隨著價值鏈中有所連結的

利害關係人日益增多，生態圈內將出現何者為資料

所有權人、如何確保適當隱私、控制與資訊安全等
問題

56

。隨著供應業者與製造業者關係益趨密切，

此問題將更加棘手。整個供應鏈的供應業者與經銷
業者(包括終端零售商與顧客)均可能聲明自身對於
特定範圍，甚至超越該範圍所產生的數據擁有所有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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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儘管面臨了諸多挑戰，工業 4.0 的概念在企業製造流

程與供應鏈的滲透率必然會持續增長。正因有資訊流、
先進技術與材料(即構成工業 4.0 的資訊科技與操作技
術)，才得以用全新方法生產全新事物，以及改革供應

鏈、生產模式與商業模式。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相互

作用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企業領導人不應該只考
慮單一面向的應用，為了體現工業 4.0 的最大價值，
必須真正整合上述應用──讓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相
互配合，並增加彼此的效果。

隨著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的整合不斷演進，製造業者
不僅須評估現有的市場定位，亦需評估其未來目標，

評估的結果將影響需要進行收集、分析並據此行動的
資料類型。藉由整合經資訊價值環辨識出的資訊，並

了解製造業價值鏈上的焦點何在，在企業尋求營運轉
型或業務拓展(或兩者皆是時)，便能清楚知道與其息息
相關的資訊類型。

有效利用資訊將影響業務拓展與企業營運等關鍵商業

目標，也可能重新塑造價值鏈，並出現新的利害關係
人。要實現工業 4.0，便須清楚瞭解實體與數位之間

的訊息交流以及相互加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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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統供應鏈以線性為主，涵蓋設計、規劃、採購、製造、
配送等環節。然而，現今許多供應鏈已悄悄開始轉型，

從刻板的線性流程蛻變為動態互聯系統，這樣的系統
不僅得以更輕易地整合產業生態中的合作夥伴，也具
備自行優化整個互連系統的能力。隨著線性供應鏈轉
變為開放式互聯系統，企業未來的競爭模式也將改變。
我們稱這套開放式互聯系統為數位供應網絡(Digital
Supply Network,DSN)。數位供應網絡整合來自許

多不同來源與地點的資訊，驅動實體的生產、配銷活
動 ，並創造一個完整展現實體世界的虛擬世界。數位
1

供應網絡憑藉著有效利用傳統與新式資訊──例如自

感測器獲取的資料(如非結構式資料)──不僅提供供應
網絡方面的通盤觀點，面對瞬息萬變的情勢時，數位
供應網絡也能迅速作出適當的反應。

許多已踏上搭建數位供應網絡一途的企業正開始轉移

經營重點，不再注重於管理、優化採購或製造等個別
離散功能，反倒藉由數位供應網絡全方位聚焦、探討

整體供應網絡如何更有效達成商業目標，並供企業策
略、事業體策略及產品組合策略所用。

數位供應網絡整合許多來自不同
來源與地點的資訊。

確實，數位供應網絡使供應鏈成為策略規劃與決策過程
的重要一環。各企業甚至可憑藉發展多套數位供應網

絡，補足不同的策略面向，並更有效地滿足特定需求。

供應鏈專業人士過往倚靠管理「4V」 ──波動(volatility)、
2

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及能見度(visibility)──，

優化了整體成本、服務、品質，並支持創新。這些傳
統上的優先項目不會改變，但可以預期的是，未來的

供應鏈決策者可以透過數位科技深化供應鏈能力，讓
績效更上層樓。除此之外，供應鏈專業人士更可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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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嶄新、迅速的產品上市途徑，並開始投資於智慧
產品，進一步發掘全新收益來源。

改變並不容易，但資訊數位化與高階創新技術的應用
為企業捎來驅動整體供應鏈商業價值的契機。數位科
技帶來的變革能夠改變各行各業的供應鏈。為避免在

數位創新的風潮中成為輸家，企業應了解這些變革，
並適時地調整因應。此份報告將透過下列重點，探討、
分析供應鏈的新發展階段：

• 回顧造就數位供應網絡興起的科技革命

• 定義數位供應網絡，以及其在商業策略中所發揮的
功能

• 檢視典型供應鏈中固有的利與弊，並指出數位供應
網絡如何能減少權衡取捨的情形

• 思考如何搭建數位供應網絡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科技革命點燃工業4.0之火
數位科技近年來的大幅改變主要可歸因於三大發展：

工業 4.0(又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在於許多新技

摩爾定律 (Moore�s Law)的預測不謀而合(請見圖一)。

企業能即時存取新獲得和既有的數據，結合現有強大

低廉的運算成本、存儲成本及頻寬成本。而這三者與
3

正因上述成本於過去幾十年來迅速下降，企業得以以
較少的投資，享受到更多數位科技帶來的好處。

然而，數位科技的蓬勃發展並非僅靠成本降低所致，

在 成 本 下 滑 的 同 時， 運 算 能 力 與 科 技 能 力 也 明 顯 成
長 。 確 實， 運 算 能 力 在 1992-2002 年 間 每 年 成 長
4

52％ 5，使企業足以蒐集、儲存及分析比以往更為大
量的數據。

全球每年創建、複製的資料容量在 2010 年已達到 1

ZB6，我們預估，在 2020 年底前這項數據將攀升至
44 ZB。

成本降低、運算能力進步、技術能力增長等三項發展

帶來蔚為可觀的變化，使企業領導者得以結合資訊科
技與操作技術。企業現在也具備藉由嶄新且不同的管

道創造價值的能力。更強大的資料處理能力彌補了人
腦的限制，讓企業得以迅速地分析多筆數據，並從而

術的出現，使得實體與數位世界之間的分界變得模糊，
的分析工具，如視覺化、情境分析、預測學習演算法

(predictive learning algorithms) 等， 這 種 存 取 數
據的能力正從根本顛覆企業的經營方式。企業現在能
從實體資產與生產基地即時蒐集大量資料，執行高階
系統分析以得到嶄新見解，進而執行更有效的決策。

這樣的決策可以藉由先進的實體科技，如機器人、無
人機、積層製造、自動駕駛汽車等，得到落實。

科技的運算能力在 1992-2002 年
間每年成長 52％。

深論其本質，這場數位革命有望改變產品設計、製造、
配送的方式，並對供應鏈產生莫大的影響。

採取行動。種種變革為工業 4.0 敲響鐘聲，昭告新時

代的來臨 。
7

圖一：運算、存儲及頻寬成本銳減
美元

美元/GB
成本

<10美元/Gbps
美元/百萬電
晶體

<0.01美元/GB

<0.06美元/百萬電晶體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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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供應鏈的功能集中在材料、成品、資本及其他資產的
移轉，以及成品生產。深探其核心，供應鏈更包含許

多以時間、金錢、資訊或實體材料換取其他價值的交
易行為。科技與數位的快速發展，例如運算能力的提

升及成本的下滑，大大地影響傳統供應鏈，使交易成
本銳減，也增加與生產流程有關的創新。

降低交易成本

的大好良機。企業如果能善加利用這樣的網絡，便能
將自己與其他企業做出區隔。

數位連接性與科技能力的增長可以縮短新資訊的取得

與實際行動間的時間差異。在傳統供應鏈中，資訊以
線性傳遞，每一個環節都與前一個環節息息相關，一
連串的事件以非常結構化的方式相互串接，從開發、
規劃、採購、製造、配送到支援(請見圖二)，如果某道

科技的效率與能力的增強，使得企業內部與外部的交
易成本都下降 。鑽研營運的每個環節或客戶、供應商
8

的需求模式也不再是曠日費時、所費不貲的浩大工程。

步驟效率很低，則可能導致後續步驟的效率同樣低落

不振。相關人士往往無法深入探查其他環節，以致無
法適當調整行為並做出反應

10

。

成本低廉且易於操作的資訊大量湧現後，供應鏈也必

業界所指的「長鞭效應」(bullwhip eﬀect)，就描述

商品的線性流程並未改變，檯面下的數據卻活絡且即

終端消費者的需求資訊，往往需要保留額外的庫存作

須將這些資訊加以運用。縱使設計、製造和移動實體
時(或以任何需要的速度)流通於供應鏈的每個環節。憑

藉著流程與子流程間新串起的互聯性，供應鏈得以搖
身一變成為有效率且可預測的網絡。而當交易成本下
滑，與更多元的合作夥伴交易的能力則相對上升，當

企業開始與更多元的合作夥伴交易，以創造更大的價
值，轉型成更緊密互聯的供應網絡的機會也隨之出現。

生產創新

因 為 原 材 料 的 運 用 流 程 大 為 改 善， 驅 動 流 程 的 運 算
能 力 也 有 長 足 進 步， 使 得 實 體 世 界 裡 的 生 產 方 式 也
歷經改變。資本設備變得更為靈活且更具效能，生產

過 程 對 設 備 規 模 的 需 求 也 相 對 減 小， 最 小 有 效 規 模
(minimum eﬃcient scale)也應聲下降。這樣的改變

使得生產基地得以更為分散，並往市場靠近 。此外，
9

更為小型且靈活的企業也可輕易地加入戰局。企業在
策略與營運兩端皆該對這樣的變革展開應對。

從線性供應鏈到動態網絡

這些變革最終可能導致供應鏈瓦解。但瓦解並非掀起
市場災難，反倒為傳統線性供應鏈蛻變成為動態網絡

58

了在傳統供應鏈裡，越往供應鏈上游，越難準確判讀
為安全庫存，如果終端消費者的需求產生變動，就會

造成供應鏈的庫存波動，越往供應鏈上游，庫存波動
越大

11

。

當每個供應鏈環節變得更具能力且緊密連結，供應鏈
會蛻變成為動態的整合供應網絡。數位供應網絡活用

即時數據以做為決策的考量，讓作業步驟更為透明，
促進整體供應網絡的合作，從而克服傳統線性供應鏈

的行動或反應延遲。圖二中呈現傳統供應鏈進展為單
一數位供應網絡的轉變，但請留意，一家企業內大多
具有為數不只一個的數位供應網絡。

供應鏈管理通常將供應鏈細分為「規劃」與「執行」

兩大部分，「執行」部份包含採購、製造與配送等活動。
整體供應鏈即為「規劃―採購―製造―配送」或是相
似的線性流程，一如圖二左半部所示。

「規劃―採購―製造―配送」一說所包涵的各環節分

離的概念在過去雖然與現實相去不遠，但來到數位供

應網絡的世界裡便已不復存在；再者，這個概念也低
估了數位科技所能創造的新可能。供應鏈管理的概念，
與供應鏈本身，都該與時俱進，反映嶄新的可能性。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action. In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s, information travels linearly, with
each step dependent on the one before it. This chain
of events is linked in a very structured way: develop, plan, source, make, deliver, support (figure 2).
Inefficiencies in one step can result in a cascade of
在圖二中的數位供應網絡環節裡，便詳列了全新的名
similar inefficiencies in subsequent stages. Stake稱。新的數位供應網絡模型以數位為核心，環節間錯
holders often have little, if any, visibility into other
綜複雜的連結網絡清晰可見。網絡中的每處節點皆可
processes, which limits their ability to react or adjust
their activities.10 To operators, this is understood to
與任何其他節點互動，催生過往前所未見的連結性。
be the expensive “bullwhip” effect, in which invento在此模型之下，通訊為多向傳遞，串起在傳統供應鏈
ry fluctuations due to changes in customer demand
中互不相連的環節。舉例而言，遠端工作站的無人機
grow larger, and thus less predictable, further up the
影像監控可落實工作站最佳化分析與快速問題檢測，
supply chain.11
而現場 3D 印表機更可快速製造替代品，縮減供應鏈
As each supply node becomes more capable and
停擺時間。即使許多基礎的物聯網技術能助長這些或
connected, however, the supply chain collapses
相似的流程，使企業進步的關鍵仍取決於溝通、匯總、
into a dynamic, integrated supply network. DSNs
12
overcome the delayed action-reaction process
分析，以及基於手邊資訊採取行動的能力
。 of the
linear supply chain by employing real-time data to
線性供應鏈到供應網絡的轉型，有賴企業以新手段結
better inform decisions, provide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enable enhanced collaboration across the
合實體資產與數位資產。以往，線性供應鏈建構於不
entire supply network. Figure 2 represents the shift
夠及時的週期性預測與計劃之上，然而這些預測與計
from the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to a single DSN.
劃每到了供應鏈的新的一個環節，都越趨過時與失準。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however, that organizations
will likely have more than one DS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s typically broken
supply chain activities into first planning and then

executional parts of the supply chain: procurement,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This is often
described as plan-source-make-deliver or some
variant thereof, as shown in the left side of figure
2. Although historically helpful, this language represents a separation that no longer exists in a DSN
數位供應網絡能以新科技串連所有供應鏈環節，進而
world, nor does it acknowledge new capabilities that
最小化線性供應鏈固有的時間延遲、風險及資源浪費。
can
be built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Our new ap隨著數位供應網絡逐漸廣受使用，若是企業能善加運
proach
means that the language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and
the new collapsed supply net用其優勢，則過去在時間與地域上的隔閡將有望縮減。
work—must evolve to reflect these new capabilities.
企業可趁勢提升績效、強化營運效率，並開創全新的

The
DSN nodes in Figure 2 depict this new termi商機。
nology. The interconnected lattice of the new DSN
一如上述，企業大多具有為數不只一個的數位供應網
model
is clearly visible, with digital at the core.
There
is
potential for interactions from each node
絡，而並行的數個數位供應網絡則可以利用共同的某
to 些環節(舉例而言，數個數位供應網絡可能共享配送環
every other point of the network, allowing for
greater connectivity among areas that previously
節)，但是其他部份的環節則不會重複(像是二個數位供
did not exist. In this model, communications, for
應網絡負責生產不同產品的時候，可能有不同的子裝
example,
is multidirectional, creating connectivity
in 配線)。多重數位供應網絡的存在使企業能將其與商業
what traditionally has been disconnected by links
in 策略整合，也能依特定業務需求做調整。正是如此的
the supply chain. For example, drone video monitoring
of remote work sites enables site optimization
能力，使得數位供應網絡得以更加靈活、變通、客製
analytics and rapid issue detection, while on-site
化，並無微不至地滿足企業策略需求。
3D printers rapidly make replacements to reduce
downtime. While there are multiple underlying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enable this
process and others like it, the key is identifying how

圖二 : 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圖二 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傳統供應鏈

數位供應網絡
同步
規劃

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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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採購

製造

串聯
客戶

快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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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認知科技進行規劃

配送

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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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3D列印
感測器提醒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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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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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供應網絡的策略思維⸺

足的問題。數位供應網絡可以依照收集到的數據做出

因應，迴避了時間延遲的問題，且所有更動皆能即時

如何創造不同 ?

數位供應網絡與傳統線性供應鏈不同之處在於數位供

應網絡是以動態互聯方式進行，資訊不斷交流，以促

進自動化、增加價值、改善工作流程，並分析、催生
新見解。數位供應網絡能即時確認資訊，避免線性供
應鏈固有的許多延遲問題。

舉例來說，跨國零售商特易購(Tesco)便透過減少產品

庫存用完的機率，達到收益最大化。特易購將天氣數

據輸入預測分析工具中，預測銷售量易受天氣影響的
產品(例如涼拌捲心菜與冰淇淋等)的需求，並逐店調整
訂單與庫存

13

。此分析有效降低庫存浪費，為該企業

省下約 1.4 億美元

14

。過往案例中，雖然也有地方雜

貨店因為天氣即將變暖而調整訂單，但由於傳統供應
鏈既有的時間延遲，因此仍可能無法即時防止庫存不

在供應網絡中傳遞。

圖三描繪了數位供應網絡幾項主要的特點：時時運轉
的敏捷性、互聯社群、智慧最佳化、端對端透明度以

及全方位決策。每項特點皆有助企業做出更明智的決
策，並解決其策略思考中的核心問題⸺如何致勝。

數位供應網絡時時運轉，感測器與其他以地點為基礎
的工具得以不間斷地傳輸數據，近乎不帶延遲地提供

供應網絡各個面向的綜合觀點。同時，圖三所示的各

項特色使數位供應網絡能夠解決供應鏈中的諸多問題，
而不單僅是排除延遲。數位供應網絡的五大特點並非

單靠「數據傳輸更快」便能一言而盡，這些特點深入
描繪整體供應網絡全貌，使策略決策更有根據。

圖三 : 數位供應網絡的特點

“時時運轉”
的敏捷性

互聯社群

智慧最佳化

端對端透明度

端對端透明度

數位供應網絡以安全的方
式彙整傳統資料集與新式
資料集，新式資料集特點
如:

與以下對象進行橫跨價
值網絡的即時、無縫、
多模式的溝通與合作 :

藉由整合下列項目，創造
閉環式學習 :

感測器與地點為基礎的服
務帶來下列優點 :

‧ 以感測器為基礎
‧ 以地點為基礎
‧ 適時性(right-time)
v.s 即時性

‧ 供應商
‧ 合作夥伴
‧ 客戶

‧ 人員
‧ 機械
‧ 數據分析
‧ 預測見解
‧ 主動行為

‧ 追蹤物料流
‧ 同步計畫表
‧ 供需平衡
‧ 財務獲益

與情境相關的資訊使得原
本資互不流通的二個部門
的資訊變得透明，提高了
下列項目的能見度:

結果 : 人機決策最佳化，
催生單點解決方案。

結果 : 供應網絡關鍵層面
資訊的能見度提升。

結果 : 在不斷變動的網路
環境與非預期的情況下，
仍能快速、無延遲地採取
應對措施。

結果 : 從集中、標準且同
步化的數據產生出涵蓋全
網路的見解。

‧ 績效最佳化
‧ 財務目標
‧ 權衡取捨

結果 : 數位供應網路的整
體決策更加優化。

影響意涵
企業可趁勢提升績效水準、強
化營運效率與成效，並開創新
的商機。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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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果能善加運用其整體供應網絡
中的優勢，則傳統上時間與地獄的隔
閡將有望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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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互聯社群於供應商、合作夥伴、客戶、產品、資產及
其他等居中搭起直接溝通的橋樑，共享資訊不受無謂
的把關。如此連結能提升數據同步性，保障所有利害

關係人決策時能參照相同資訊，也讓機械能自行根據
數據做出營運決策。

智慧最佳化描述了人機共事的能力，共享可分析的數
據，最佳化每項決策。

而端對端透明度則提供供應網絡多方面的即時可見性，
產出關鍵的見解。數位供應網絡使企業再也不需手動
或以其他系統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離散、孤立的資料，
便能追蹤物料流、同步計畫表、平衡供需，以及綜觀

財務狀況。企業得以一窺供應網絡的全貌，也可以理
解所有節點如何互動與關聯。

綜合以上，企業便能做出全方位決策。當透明化的資

訊橫跨供應網絡所有領域後，應運而生的即是更佳的
供需平衡與決策品質，策略規劃上也能夠使企業清楚
了解每個決策選項背後隱含的權衡取捨。

與其規劃供應鏈中的漸進式改
革，企業不如思考如何藉由供應
網絡推動整體業務增長。

這樣的全方位思考可以帶來更為廣泛的策略轉變，與
其規劃供應鏈中的漸進式改革，企業不如思考如何藉

由供應網絡推動整體業務增長。舉例來說，為增進汽

車製造能力，日產汽車(Nissan)採用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軟體，促進世界各地

生產團隊間的合作。其虛擬生產流程整合產品生命週
期管理軟體與不同部門設計師的資訊，可以即時評估
設計的可行性。這套流程幫助日產汽車節省了百分之
二十的生產時間，也幫助日產汽車的車款榮獲 2014 年
英國年度汽車的殊榮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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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數位供應網絡融入經營策略
當企業試圖決定或達成其經營策略時，必定會面臨許
多抉擇，每項策略選擇背後牽涉到許多權衡取捨，為
了作出最佳選擇，就得捨棄其餘選項

16

。舉例來說，

一個策略如側重敏捷度與產品上市時間，便無法壓低

成本；另一項策略如果注重提升產品品質，相對之下

便得下修服務水準。專注於單一領域往往代表必須在
其餘領域作出犧牲

17

，因此製造業者經常思索，是否

能夠同時追求多個目標或發展多個領域

18

? 但多頭馬

車分頭進行的結果，可能只會導致萬事皆空。

由於策略抉擇不當將直接種下不良後果，決策過程必
須步步為營。專注於「何處競爭」與「如何取勝」等

這類簡明的問題，有助企業找出主要考量與利害關係
人，精簡流程，並決定企業應優先付出努力的領域。

從這類策略問題找出解答後，企業得以更深入了解自
身需求，並更具體地針對自身目標與願景作出策略抉
擇。但隨著數位供應網絡問世，這些問題也開始演變
成更具變革性的決策。

圖四顯示策略決策過程以及傳統的考量，也就是瀑布
式層級選擇的策略架構(strategic choice cascade)，

並將數位供應網絡問世後出現的變革性新問題一併列出。
數位供應網絡對經營策略的影響，在於它可以讓企業
能夠實踐多項優先事項，並在保有企業競爭力的同時，

減少或消彌需要權衡取捨的情形。由於企業可部署多
個數位供應網絡，在圖四中詳列的重要問題獲得解答
後，便能將多重數位供應網絡套用於不同的策略性的
優先事項。此外，由於不同數位供應網絡能帶來不同
的轉變，因此得以兼顧各式各樣的企業考量。

仔細思考數位供應網絡的特點何以促成這些轉變，並
將數位供應網絡規劃列入策略開發的各個流程，能使
企業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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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衡取捨到客製化⸺

如何看待數位供應網絡的策略功能

有鑑於數位供應網絡的互聯性質，數位供應網絡理論
上可以隨時觀察和感知網絡中任何節點正在發生的情

況。因此，一個數位供應網絡可以被視為經營策略的

重要部分，成為企業可拿來協商權衡取捨，或在某些
情況下避免權衡取捨的方式。

企業不僅能選擇其希望服務的客戶與希望提供的產品，
更能客製供應網絡，以達到客戶的目標。例如，某些

客戶希望早日收件，而某些客戶則想盡量壓低成本；
部分客戶或許期望可以臨時改變主意、及時更動產品
組合，或將過時的產品自出貨中剔除，僅保留最「時
髦」的商品。因此，企業可將供應網絡細分，並要求
其中的一部分依據當前需求做對應調整。

整合的數位供應網絡更能使企業在各種市場差異要素

(例如速度或服務)上一較高下，並視需求將這些要素套
用於傳統供應鏈上所有的節點。當供應鏈不同階段的

節點利用工業 4.0 的互聯科技相互溝通，便可從多端

下手，執行決策過程中所確定的優先事項。這樣的特性
讓數位供應網絡(與供應鏈)具有空前的策略決策能力。

有鑑於數位供應網絡的互聯性
質，數位供應網絡理論上可以隨

時觀察和感知網絡中任何節點正
在發生的情況。

舉例而言，美商奇異航空(GE Aviation)便曾大幅修改

優勢的供應網絡可能想要讓供應網絡反應更為敏捷，

按飛行時數計費的飛機引擎租賃維修服務。以往，飛

佳化等副作用。

商業模式，從單純製造、販售飛機引擎，轉變為銷售

機隨時在全球各地飛行，因為地理上的距離，奇異航

空無法即時對飛機上的引擎狀況進行確認，除了機長
偶而的回饋外，針對引擎的效能管理僅侷限於必需的
定期檢查。一直到奇異航空於引擎安裝得以蒐集、傳
遞數據的感測器後，才成功地突破時間、空間上的限
制。現在，奇異航空著手應用預測分析工具，降低保

養成本並縮減引擎未運轉時數，不但為客戶創造經濟
價值，也為自身發掘新的潛在收入來源

轉型為數位供應網絡：

19

。

改變策略選擇

傳統線性供應鏈轉變為時時運轉的全方位數位供應網

絡後，企業不僅能改變策略，也讓自身得以同時在供

應鏈上的不同節點與對手相互競爭，而不再只拘泥於
單一領域。一旦企業擬定了致勝手段，便該開始考慮

如何有效佈局供應網絡，以成功執行計畫。數位供應
網絡的一大好處在於其敏捷度，難題則在於企業必須
自眾多選項之中，作出正確抉擇並打造出適宜的數位
供應網絡。因此，企業在確認策略以後，應找出與該

並緩和規劃低效率、庫存低效率以及設計流程無法最
以易捷航空(EasyJet)為例，該公司使用擴增實境智慧

眼鏡，讓遠端維修技術人員與中央工程團隊間可以雙
向交流。虛擬的即時逐步解說不但使技術人員得以有

效完成複雜的檢修，更能降低停機時間。易捷也使用
無人機進行機身外部的目視安全檢查，減少飛機停機
時間、停機棚所需空間，以及執行檢修的人工 20。

另外，一個注重服務的供應網絡可能想要使用某些供
應鏈轉型戰略以降低轉型對營運效率、供應商合作二

方面的不良影響。舉例而言，Spine Wave 企業借助
Medical Tracking Solutions 企 業 提 供 的 iTraycer

服務，打造一個庫存管理系統。Spine Wave 將感測

器安裝於每件脊髓注射設備上後，便能遠端追蹤脊髓
手術器件中的所有項目。如此一來，Spine Wave 可
以即時回補庫存，並在器件使用時自動開立發票

21

。

相較之下，多數醫院現今仍得將手術器件運回，讓原
公司逐一檢查已使用項目，並據此補充庫存以及開立
發票。

策略相襯的供應網絡類型，接著便可確認其供應網絡
所需具備的能力。

為佈局與實踐由數位供應網絡驅動的策略，企業可進
行數種不同的供應鏈轉型。圖五便列出企業善用數位
供應網絡後所能達成的九大策略轉型，以及各策略轉
型項目下對應的戰術範例。

我們一再重申，許多大型企業可以依本身的需求，或

是視利害關係人與客戶的需求，實行不只一個數位供
應網絡策略。在這種情況之下，企業可能需要進行多
個供應鏈轉型。舉例來說，一個以低成本作為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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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以供應鏈為主的瀑布式層級選擇的策略架構

企業的目標與願景為何?

數位供應網絡

‧ 目的
‧ 財務目標

企業需要多少供應鏈？
企業將依據客戶、產品、
地理位置或是通路區分？

‧ 非財務目標

企業將在何處競爭?
企業將如何競爭？
以速度、敏捷度、服務、成本、
品質或是創新取勝？

‧ 客戶
‧ 產品
‧ 地理位置
‧ 通路

企業如何取勝?
‧ 對客戶的價值主張
‧ 可維繫的優勢來源
‧ 利潤模型
‧ 合作關係
‧ 組織參與

企業從何改變供應網絡以滿足
策略經營目標?

我們如何佈局?
‧ 獨特能力

企業如何排定計畫佈局數位
供應網絡？

‧ 促成組織系統

優先計畫為何?
‧ 戰術
‧ 投資
‧ 併購或尋求夥伴關係
瀑布式層級選擇的策略架構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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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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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 數位供應網絡引發的策略轉型

圖五 數位供應網絡引發的策略轉型
供應鏈轉型

戰術範例

設計過程最佳化

•
•
•
•

產品最佳化

• 以資料作為產品或服務
• 使用3D列印使產品在生產後能立即使用
• 超延遲差異化（ultra-delayed differentiation）

規劃與庫存效率

•
•
•
•
•

風險防範與減輕

• 主動品質監測
• 物流追蹤解決方案
• 主動風險監測

供應商合作

•
•
•
•
•

以系統分析結果做採購
資產共享
運用區塊鏈（blockchain）科技達到透明化
雲端與控制台最佳化
供應商生態系統

營運效率

•
•
•
•

使用擴增實境提升營運效率
自動化生產
預測性維護
利用感測器監測勞動力情形

物流最佳化

•
•
•
•
•

使用擴增實境進行物流最佳化
自動化物流
直接送至使用者的配送服務
無人駕駛卡車
動態調整/基於預測所設定的路徑

銷售最佳化

• 依庫存水準動態調整定價
• 感測器驅動補貨
• 針對性行銷

售後市場銷售與服務

•
•
•
•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感測器/數據為基礎的設計改良
開源創新（open source innovation）/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快速打樣
虛擬設計模擬

以系統分析結果為依據的的需求感知
動態庫存補充
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驅動自動補貨
即時庫存最佳化
感測器驅動的預測

使用擴增實境優化客戶支援
客戶端對端透明化
使用3D列印使產品在生產後能立即使用
預測性售後維護

To configure and realize a DSN-driven strategy,
companies can execute multiple different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s. Figure 5 depicts a sample of
nin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companies can mak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by leveraging DSNs, along with a list of sample tactics that can enable each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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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數位供應網絡

「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

對於習慣傳統線型供應鏈的線性數據傳遞、線性溝通

• 從實體到數位⸺從實體世界擷取資料，並將實體

覆過去的商業模式。一旦企業決定採用數位供應網絡，

• 從數位到數位⸺運用進階分析、情境分析和人工

方式的企業領導人而言，即時的數據與情報會徹底顛
就需要思考如何開發、連結及使用許多驅動數位供應
網絡的工業 4.0 技術。發展數位供應網絡前，需要先

把資料從生成、分析以至行動的整體流程看成一道循
環，出自不同來源與地點的數位資料經整合之後，驅
使製造、配送等實體行動，而這整套流程又一再不斷
重複與循環。

資料與行動於虛實之間持續不斷循環，也使得即時存

資料留下數位紀錄。

智慧分享資訊，並探掘精闢見解。

• 從數位到實體⸺運用演算法將數位世界的決策轉
化為有效的資料，促進實體世界中的行動與改變。

圖六不但刻劃了「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更提及
推動循環的各項數位、實體技術。

取數據與情報成為可能。這個循環是由會彼此影響的
三道步驟反覆形成，統稱為「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
(physical-to-digital-to-physical loop)。

圖六：「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與相關科技

1
實體

2
數位

3
1. 建立數位紀錄
擷取實體世界資料，建立實體營
運與供應網絡的數位紀錄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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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數位供應網絡成真⸺

一個整合的數位供應網絡中心可以促使企業轉型為數

隨著製造業組織的演進，原本各自存在於不同部門且

一定點存取近乎即時的數位化供應網絡數據，而這些

建構並推動數位堆疊

不相互流通的資訊叢集可能在互聯科技解決方案的支

持之下轉變為自由流通的整合資訊。在傳統線性供應

鏈內，數據容易被劃分成孤立的資訊叢集，像是顧客
參與數據、行銷與顧客服務營運數據、核心業務與製

位化企業，也可以使資訊在不同資訊叢集間自由流通。
這個中心(或稱數位堆疊，digital stack)使企業能從單

數據則出自不同來源⸺產品、客戶、供應商及售後支

援等等，也代表了不同觀點。數位堆疊的多重層次能同
步並整合供應網絡數據，讓決策更有所本(請見圖七)。

造數據、供應鏈與合作夥伴關係數據等等，所有數據
皆有各自的門戶，資訊彼此互不流通。企業如果未參
透這些資訊交集、對應的部分，自然容易錯失良機。
圖七：數位堆疊

圖七 數位堆疊

數位核心結構使企業能從單一定點存取近乎即時的供應網絡數據
數位核心結構使企業能從單一定點存取近乎即時的供應網絡數據

數位堆疊

重要課題

• 數據科學與演算法
• 決策支援
• 機器學習
• 深度學習與人工智慧
• 自然語言處理

見解與視覺化

自身是否具備足夠的商業洞察力、人工
智慧及分析能力，以便更妥善地察覺、
預測供應鏈問題？

• 流程機器人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

工作流程

• 業務流程管理
• 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自身是否已將最新工具與科技加以整合並套
用至重點工作流程中？

將適時的資訊用於持續的反饋與
最佳化

數位核心

外部連結性

數據架構

核心系統、應用程式
及感測器

• 客戶與產品
• 供應商與承包製造商

自身價值網絡內是否存在即時、無縫的多模式溝
通與合作？

• 結構化數據
• 數據中心

自身的數據架構能否跟上數位供應網絡急速成長
的腳步與新需求？

•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s）
• 商業應用程式
• 物聯網感測器與機械

如何自傳統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與劃時代的物
聯網相關平台之間，最佳化各項投資？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 Digital to digital—Share information and uncover meaningful insights using advanced analytics, scenario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Digital to physical—Apply algorithms to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separate information clusters. Customer engagement data, sales and service customer operations
data, core operations and manufacturing data, and
supply chain and partnership data are all kept s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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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足下

打造數位供應網絡
數位供應網絡象徵供應鏈的演變，這個演變是科技日

• 從邊緣下手⸺許多時候企業應從小額的投資開

的資料取得途徑、運算能力及創新科技改變了原先線

的後果。選擇企業「邊緣」的項目讓自身有更多空

新月異以及數位與實體世界間緊密連結的結果。嶄新
性且資訊不能互通的供應鏈。現今整體供應網絡能夠
共享即時資訊與觀點，並驅動可行的決策。

始，如此一來，測試與改進策略只需承受相對較輕
間來建立數位供應網絡，除此之外，更可使個人較
不畏懼失敗，果敢帶來更多創新。

這些變革正如火如荼進行，也帶來許多機會：數位供

• 從一至兩處轉型開始⸺優先著手可以激起幾波潛

可或缺的角色，且可依顧客特定需求客製不同供應網

續建立具策略意義的數位供應網絡。同時，付諸行

應網絡在策略決策中可減少權衡取捨的難題，具有不
絡。欲邁出建立實用數位供應網絡的第一步，企業不
妨參考下列步驟：

在價值漣漪的領域，接著在這些成功基礎之上，繼
動時，必須時時將成長放在心裡：先專注於前述領
域，掀起創造大幅成長的連鎖反應。

夢想要大

行動要快

為什麼需要推動這樣的差異化。充分理解為何差異化、

指數型成長的技術會持續快速演進，相關技術的更新

供應鏈轉化為數位供應網絡常見的第一步，在於了解
如何差異化後，企業便可開始檢視合乎自身商業目標
的供應鏈應用。

今日整體供應網絡能夠共享即時

資訊與觀點，並驅動可行的決策。
• 沉浸在創新的氛圍中⸺探索各種可能性，使企業
熟悉各項科技的應用，以及這些應用對於業務的可
能影響。

• 建立自己的體系⸺評估企業的數位成熟度，了解
哪些轉變是可行的，並思量應如何採取行動，以發
展數位化供應網絡的必要科技能力。

起步要輕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思考如何能制定出可管理又實
際的數位供應網絡轉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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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等到相關技術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才開始行動。
需要持續進行。欲建立競爭優勢，就得具備加入戰局
的企圖心，而企業必須即刻行動。

• 證明策略有效⸺微小的成功亦可作為證明，使大

家更有意願做更鉅額的投資。企業先從微小處做

起，並快速執行，很快便有許多成功案例證明數位
供應網絡的價值與重要性。

• 行銷成功經驗⸺成功可以創造成功。分享數位供

應網絡的成功案例，不但能說服企業內心存懷疑的

同仁，也能向客戶展現企業走在科技尖端、專注客
戶需求的決心。

要轉型為時時運轉的數位供應鏈，並非靠著導入單一

科技便能達成，還需要發展敏捷的供應文化，以及推
廣使用更具策略性的手段來滿足客戶需求。投資數位

供應網絡科技或戰術，不只可以支持商業策略，也可
以促進商業策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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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敏捷、適應性強的互聯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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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連網的製造流程並非突破性的新科技應用，但是，

要採用並實際執行智慧工廠的概念看似複雜，甚至可

與實體世界的匯流(包括資訊科技及操作技術)等趨勢，

對希望持續保有競爭力，或欲顛覆競爭態勢的製造業

諸如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工業 4.0 的興起 ，以及數位
1

逐漸使供應鏈轉型得以實現。過去供應鏈為線性且有
次序的，現在則走向互聯的開放系統(又稱數位供應網
絡)，這樣的轉變將為企業未來的競爭模式奠定基礎。

然而，為全面實現數位供應網絡的價值，製造業者應

該考量培養以下數項能力：水平整合組織內大量操作
系統、垂直整合互聯製造系統，以及對價值鏈進行全
面性、端對端的整合 。
2

智慧工廠 : 從傳統自動化往全面

互聯的靈活系統躍進

能難以達成，但由於快速的科技變化與新的科技趨勢，
者而言，導入更具靈活性、適應程度更佳的生產系統，
幾乎已成必然的選擇。「夢想要大」，積極考量各種可
能性，「起步要輕」，由容易處理的部分著手，「行動

要快」以助攻營運，便能實現智慧工廠的願景與效益。
此份報告透過以下幾點定義並描述智慧工廠的概念：

• 智慧工廠為何、其主要特色，以及促成其興起的趨勢

• 智慧工廠的組成要素與科技，以及智慧工廠如何於
數位供應網絡中運作

• 智慧工廠如何創造價值及其他優勢

• 企業建構並運行真正全方位智慧工廠的方法

我們將探討如何藉由整合上述能力改造生產流程。此
種整合即俗稱的智慧工廠，代表著在工廠內部與整個
供應網絡中創造更高價值的機會。智慧工廠代表了從
傳統自動化往全面互聯的靈活系統躍進，透過連線的
作業與生產系統，獲得持續更新的資料，進而了解新
的需求，並調整因應 。一個典型的智慧工廠可整合全
3

系統中的實體資產、作業資產與人才的數據，驅動製

造、維修、存貨追蹤，加上數位分身的幫忙，也能驅
動作業的數位化，與其他遍及整個製造網絡的活動。
結果會創造一個更敏捷有效率的系統、縮短停產時間、
提升工廠或更大範圍的製造網絡預測異常的能力與調

整的能力，讓業者於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佔有優勢地位。

許多製造業者已經開始導入智慧工廠的幾個概念，以
創造更高的效益。例如參照即時生產與存貨數據來研
擬生產計畫及排程，或利用擴增實境協助維修。然而，

真正的智慧工廠是更全方位的應用，不僅能影響作業
現場，甚至將牽動整個企業與更廣大的生態圈。智慧

工廠對於更廣大的數位供應網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製造業者可以視需要導入智慧工廠許多面向的應用，
讓自身能夠更有效地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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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智慧工廠？
在某種程度上，自動化一直以來都是工廠的一部分，

智慧工廠真正的價值在於能隨著組織的需求改變，持

代表的是單一、獨立的事務或流程。據往例，機器做

市場、發展新產品或服務、使用更能預測及反應作業

高度自動化也非新鮮事。然而，「自動化」一詞通常

「決定」的情況都是以自動化為基礎，且都是線性的，

例如按既定規則開啟閥門或開關抽水機等；然而，若

應用人工智慧，並提升實體機器與流程間虛實整合的
程度，過去由人類來執行的複雜優化決策也能改由機
器以自動化的方式來執行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
4

點)，「智慧工廠」一詞也代表藉由資訊科技或操作技

術的互聯架構，將作業現場的決策與洞見與整體供應
鏈以及企業進行整合。如此一來將徹頭徹尾地改變生
產流程，並增進供應商與顧客的關係。

由此看來，智慧工廠顯然不再只是單純自動化的概念
而已。智慧工廠是一個靈活的系統，這個系統能在廣

大的供應網絡範圍內優化效能，即時或近即時地針對
新情境進行自主調適學習，並獨立執行完整的生產過
程 。智慧工廠可以在廠房的四面牆內運行，也可連結
5

到全球網絡中類似的生產系統，甚至是更大範圍的數
位供應網絡。

然而，由於科技發展迅速，本報告所定義與描述的智
慧工廠並非最終型態，而是一段持續演進的過程，一

個建立、維持靈活學習系統的持續不間斷的歷程──
而非過去那種「一勞永逸」的工廠現代化方式。

智慧工廠是一個靈活的系統，這
個系統能在廣大的供應網絡範圍

內優化效能，即時或近即時地針
對新情境進行自主調適學習，並
獨立執行完整的生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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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地優化與強化──無論是客戶需求的改變、拓展新

需求及維護需求的方式、採用新流程或新科技，或是

近即時地調整生產。由於智慧工廠的計算及分析能力
更加成熟，加上由智慧化及互聯的各式資產所形成的
生態圈變得更為廣大，組織能用過去極為困難或近乎
不可能的方式來適應改變。

智慧工廠的獨特之處

面對組織及生態系的變化，製造業者必須竭力應付以
穩健營運，而智慧工廠即能提供數種解決之道(請見下
一章節「智慧工廠：現在就是關鍵！」)。

透過即時從數據中學習與校準的能力，智慧工廠反應

更靈敏、決策更具前瞻性及預測性，並能避免停工及
其他的生產問題。

某龍頭電子公司在生產冷氣機時，採用了全自動化生

產系統、3D 掃描器、物聯網科技與整合控制器，皆
是為了實現智慧工廠所付出的努力。這些做法的益處

包含能為顧客縮短前置時間、降低整體成本，並提高
25% 的產能，減少 50% 的瑕疵品 6。

圖一描繪了智慧工廠及其主要特色：互聯、優化、透

明化、前瞻性與靈活性。這些特色可以幫助組織在充
分掌握資訊的情況下做出決策，且能協助改進生產流
程。此外，每一個智慧工廠都有所差異，製造業者可
優先考量與自身特定需求最相關的特性。

圖一：智慧工廠的五大特色

互聯
• 持續自傳統資料集以及感測器等
不同位置的新型資料集中擷取數據
• 透過即時數據與供應商及顧客合作
• 跨部門合作（如生產部門給予產品
開發部門回饋）

優化
• 可靠的、可預測的產能
• 增加資產正常運作時間並提高生產效率
• 高度自動化生產與需要最少人力的原料
處理
• 將品質管理成本及生產成本降至最低

透明化
• 透過現場指標與工具協助達成快速且
一致的決策
• 即時掌握顧客需求
• 顧客訂單追蹤透明化

前瞻性
• 事前辨認並排除異常
• 自動補充庫存與備貨
• 及早辨識供應商品質問題
• 即時安全監測

靈活性
• 具彈性與適應性的排程調整
• 改良產品並即時觀察影響
• 動態配置之工廠及設備佈局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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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或許是智慧工廠最重要的特性，也是最關鍵的價

上述特性能協助製造業者更清楚掌握資產及系統的狀

生即時決策所需的數據。在真正的智慧工廠中，各項

力，並更靈活地回應供應商及顧客的需求。舉例而言，

值來源。智慧工廠必須將原料與流程相互連結，以產

資產均裝有智慧感測器，系統便能持續從新舊資料來
源中擷取資料集，確保數據不斷更新並反映當前狀況。

透過整合來自操作系統、業務系統以及供應業者與顧
客的數據，便能對供應鏈上下游供應鏈製程有全面的
了解，提升供應網絡的整體效率。

經過優化的智慧工廠能使人為操作的程度降到最低，
同時兼具高可靠度。智慧工廠具備自動化工作流程、
資產同步連線、改良的追蹤及排程設定、最佳化電力
與能源消耗等，能進一步提升產量、資產運作時間與
品質，也能降低成本及減少浪費。

在智慧工廠所獲得的數據是透明化的：透過即時數據
可視化，可將從製造流程、成品及半成品所獲得的數
據，轉換為可以執行的觀點，供人員或自動化系統做
決策的參考。透明化網絡亦能提升對工廠的掌握，並

確保組織可藉由提供針對不同角色客製化的觀點、即
時警告與通知，和即時追蹤與監測等設定做更準確的
決策。

在具前瞻性的體系中，員工及系統可預見將發生的問
題或挑戰並採取行動，而非事後反應。這項特性包含
辨認異常現象、補充庫存與備貨、辨認品質問題並預
先處理 7，以及監督安全與維護相關問題。智慧工廠以

歷史與即時資料為基礎，預測未來，能延長運作時間、
提高產量及品質，並提升安全。在智慧工廠內部，製

造業者可以透過數位分身等方式將操作數位化，在自
動化與整合的基礎下進一步發展預測能力 。
8

智慧工廠具備的靈活性能快速適應排程及產品的變動，
將干擾降至最低。先進的智慧工廠亦能依產品及排程
的變動自行配置設備與原料流程，並追蹤所造成的影

響。除此之外，具靈活度的智慧工廠能減少排程或產品
的變動造成的影響，而延長工廠運行時間及增加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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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有效應對傳統工廠所面臨的挑戰，進而提升生產
某服飾、配件及製鞋公司分別在歐洲及北美洲各建造

了一間智慧工廠，以解決全球製造專業分工、客戶需
求變化快速等製造業者常見的挑戰(請見下一章節「智
慧工廠：現在是關鍵！」)。如何跟上快速變化的流行

趨勢是傳統工廠與供應鏈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而新型

智慧工廠因為更接近顧客，能及時呼應新趨勢，不到
一周就能將鞋子送達顧客手中；相較之下，傳統工廠
則需耗時二至三個月。兩間智慧工廠均利用多種數位
與實體科技，包括數位分身、數位設計、積層製造機

器、自動化機器人。這家公司計畫運用上述兩間智慧
工廠的成功經驗，於其他地區(如亞洲)建立更多的生產
據點 9。

智慧工廠：現在是關鍵！
自動化與控制技術發展至今已數十年之久，但對製造
業者而言，全方位的智慧工廠直到最近才成為可行的
目標，並逐漸獲得關注。加速智慧工廠發展的重點趨
勢有以下五項 :
•

快速演進的科技發展

•

因應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整合的組織調整

工廠自動化的決策通常僅限於一個事業單位或是一個

工廠的層級，這樣的做法常常讓整個製造網絡成為科
技與性能迥異的組合。隨著互聯企業變得越來越普遍，

許多企業可以跳脫工廠四面牆的限制，關注到工廠以

不久前，智慧工廠仍因數位科技的侷限，以及運算、

存儲與頻寬成本過高等原因而難以落實。然而近年來
上述問題逐漸獲得改善，我們便能以更少的成本成就
更多，並將改變擴及到更廣闊的網絡

外的整個製造網絡，也開始注意到網絡中各單位的差
異。隨著資訊科技與操作技術的整合程度提高，企業
能將過往僅限於工廠層級的決策拓展至事業單位或企
業層級

14

。這樣的做法可以讓過去效率不彰的情況變

。除此之外，

得無所遁形，也能清楚知道什麼時候一個工廠所做的

認知運算與機器學習的應用，去詮釋互聯機器所取得

術更深的整合也使智慧工廠的概念更為具體可行，而

10

科技也發展得更加複雜精密⸺系統能透過人工智慧、
的數據並從中學習、調整

11

。具備了如此演進與適應

能力，並結合強大的數據處理及儲存功能，製造業者
可以做的事情不再只限於自動化，而可邁向更為複雜、
更仰賴互聯能力的製造流程。
•

日益複雜的供應鏈 / 全球生產與需求零碎化

隨製造業布局越來越全球化，生產流程也日趨零碎化，
不同的生產階段往往涉及在不同地區的不同生產基地
與不同的供應商

12

。除此之外，面對在一個區域、一

調整會造成其他生產基地的問題。資訊科技與操作技
非僅是抽象目標。現在，雖然工廠內部互聯的概念已

不再新奇，許多製造業者蒐集了很多資料，但仍然不

知道要如何利用這些資料⸺也就是如何從資料之中
產生有價值的觀點，並付諸執行。數位與實體科技的
相互連結是工業 4.0 的核心，這個連結為現今的製造

業者提供了不只是蒐集資料的能力，還有分析資料並
產生觀點，以及在實體世界實踐這些觀點的能力 。
15

•

人才短缺的挑戰益趨嚴峻

個市場，甚至是個人的客製化需求增加，以及大幅度

如今，勞動力高齡化、就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以及

為複雜

──這些問題意味著傳統製造業者無論是徵求技術或

的需求變動與日益稀缺的資源等原因，供應鏈變得更
13

。有鑑於此，許多製造業者已開始重視自身

的靈活度、互聯程度與前瞻性，以因應未來的變動。
•

新競爭對手及與日俱增的競爭壓力

智慧數位科技的興起預示了全新競爭者的威脅，他們

欲投入製造產業或具備相關訓練的年輕員工日益匱乏
非技術人才將變得日益困難

16

。Deloitte 預估，美國

製造業在未來十年可能會面臨短缺兩百萬名勞工的窘
境

17

。許多公司現正投資智慧工廠，以緩解未來可能

普遍存在的缺工問題及相應風險

18

。然而，這樣的作

能發揮數位化與較低的進入市場成本的優勢，在先前

法可能產生另一種與人才相關的結果──自動化資產

者不會有過去曾困擾既存競爭者的資產老化問題，以

生產基地的時候，亦需考量這樣的人才需求。

未曾涉足的新市場或產業取得立足點，這些新的競爭
及對於人工的高度依賴。

通常需要高階技術人員操作及維護

19

。所以，在布局

77

智慧製造大解讀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從傳統工廠到智慧工廠
公司投入智慧工廠的原因不盡相同，無法一概而論。

保障安全及永續性

率、品質、成本、安全及永續性等問題。若這些問題

於智慧工廠能提升作業效率，因此相較於傳統的製造

智慧工廠的建設與拓展計畫應符合組織的具體需求。
然而，透過建設智慧工廠，業者大致可解決在資產效
能獲得改善，最終則能讓產品上市的時間縮短、提升
市場佔有率、獲利成長、產品品質提升、與穩定的勞

動力等效益。無論背後的商業驅動力為何，為了讓智
慧工廠能夠落實，並獲得所需的階段性投資，展示智
慧工廠創造價值的能力非常重要。

智慧工廠能為勞工福祉與環境永續帶來實質助益。由
流程，能降低對環境的影響，促進整體環境的永續發
展

23

。而流程自動化程度的提升則能降低人為錯誤的

發生，包含工安意外，進而減低員工的身體傷害

24

。

智慧工廠自給自足的特性也能取代部分需由人力重複

操作且容易疲累的工作。然而，在智慧工廠的運作中，

勞工將比以往更需要對現場情勢做出判斷與決策，這

提升資產效率

智慧工廠可產生大量數據，經由持續分析這些數據，

樣的改變可望提升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從而降低員
工的流動率

25

。

功能正是智慧工廠與傳統自動化的最大差異，這樣的

智慧工廠對製造流程的影響

的優勢之一。資產效率的提升將帶來縮短停工時間、

工廠內或外），並可配合目標優先順序更動調整配置

能反映出資產效能需要修正與優化的部分。自我校正
差異可以提升整體的資產效率，也是智慧工廠最顯著
優化產能，並且減少換線生產的時間等諸多好處

提升品質

20

。

智慧工廠具有自行優化的特性，能偵測、預測品質缺
陷，且偵測速度更快，並有助辨認品質不良的主因是
人為、機械或環境影響，亦能降低報廢率與前置時間，

更精確預估滿足顧客所需的庫存準備，並提升產量。

藉由品管流程的優化可產出品質更好、缺陷更少且召
回率更低的產品

降低成本

21

。

傳統上，優化後的生產流程將更符合成本效益，因為

優化後的生產流程更容易預測存貨需求、達成更有效
的雇用及人事決策，並降低流程與操作上的變動。優

化後的流程也代表對於供應網絡有整體的理解，並能

製造業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建造智慧工廠（無論在
因應

26

。實際上，靈活度即為智慧工廠最重要的特性

之一，這樣的特性讓智慧工廠能提供製造業者一系列
的方案選項，讓業者針對特定的需求，彈性運用各種
數位與實體科技。

智慧工廠對於製造流程的影響可能因不同組織而異。
而 Deloitte 發現部分先進科技往往能加速資訊在虛擬
與實體世界間的傳遞

27

。此類科技推動了數位供應網

絡及智慧工廠的發展，可謂開創了生產環節數位化的契
機。表一描述了一系列智慧工廠的核心生產環節，以及
一系列因數位與實體科技所帶來的數位化應用範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數位化應用並不互斥，業者可
以(也很可能會)在每項生產環節執行不同的數位化應

用，或依需求逐步導入或淘汰各種功能，體現智慧工
廠靈活可重組的特性。

針對採購需求快速且及時地回應，進而降低成本。優

製造業者必須了解如何自競爭中脫穎而出，並據此定

的成本

造業者可能希望以速度、品質與成本取勝，因此選擇

化後的流程也能提升產品品質，從而降低保固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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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數位化與智慧工廠的投資策略。舉例來說，部分製

投資智慧工廠的部分功能，以加快新產品(及產品改

Responsive, adaptive, connected manufacturing

版)上市速度、提高品質、降低單位成本。其他製造

業者則可能投資其他智慧工廠相關科技，以降低批量
size of
Impacts of the smart factory
生產的單位，追求「一個批量一個產品」(lot

The specific impacts of the smart factory o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will likely be different for each
organization. Deloitte has identified a se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typically facilitate the flows
of information and movement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digital worlds.29 These technologies power the
digital supply network and, by extension, the smart
factory—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digitize production processes. Table 1 depicts a series of core
smart factory production processes along with a series of sample opportunities for digitization enabled
by various digital and physical technologies.

one)，滿足顧客客製化與快速交貨的需求。
o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Manufacturers can implement the smart factory in
many different ways—both i nside a nd o utside the
four walls of the factory—and reconfigure it to adjust
as existing priorities change or new ones emerge.28
In f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smart factory—agility—also presents manufacturers
with multiple options to leverage digital and physical technologies depending on their specific needs.

表一 : 智慧工廠內部流程

表一 智慧工廠內部流程
生產環節

數位化應用範例

生產

• 以積層製造快速生產原型或小量備用零件
• 採用先進規畫排程（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使用即時生產及存貨資
訊，將損耗與週期時間（cycle time）減至最少
• 認知機器人與自主機器人以最低成本及高準確度執行例行流程
• 以數位分身（digital twin）將作業流程數位化，讓工廠從自動化、整合走向預測性分析

倉儲

• 採用擴增實境協助人員進行產品取放作業
• 以自主機器人執行倉儲操作

存貨追蹤

• 以感測器追蹤原料、在製品、成品與貴重器具的即時動態及位置
• 運用系統分析進行存貨最佳化並自動通知補貨

品管

• 使用光學分析進行在線品質檢測
• 即時監測設備以預測潛在品質問題

維護

• 採用擴增實境協助維修人員維護及修理設備
• 在設備上安裝感測器以進行維護需求的預測與認知分析

環境、健康與安全

• 在會造成人員危險的設備上安裝感測器，劃定其活動範圍並偵測其位置，避免其靠近人
員作業區域
• 工作人員配備感測器，以監測工作環境、確認人員活動跡象及偵測其他潛在危險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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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慧工廠的關鍵要素
智慧工廠的並非只有一種型態，打造智慧工廠的方法

強大的處理能力能從數據中發現產品或系統效能的有

產品、自動化設備等差異而有不同面貌。然而，雖然

科技

也可能不只一種。每間智慧工廠可能因為生產線設置、

不同的智慧工廠可能存在差異，但成功推動智慧工廠
的關鍵要素卻是相同的，且每個要素都同等重要。成
功推動智慧工廠的五個關鍵要素為數據、科技、流程、

人員與資訊安全，製造業者可依其特定目標評估優先
投資項目。

數據與演算法

用觀點，對實體世界的產品設計與流程提出建議

31

。

欲使智慧工廠順利運作，有賴於各類資產(即廠房設備，
例如原料處理系統、器具、幫浦及閥門等)在一個中央

控制系統下的相互溝通。中央控制系統可以是一個製

造執行系統，或一個數位供應網絡堆疊。數位供應網
絡堆疊是一個整合的、分層的資料中心，它是智慧工

數據可謂是智慧工廠的命脈。藉由演算法分析的力量，

廠及數位供應網絡各項資料的單一入口，可以整合資
訊並驅動決策 。然而，企業也需考量其他科技應用，
32

數據可以推進流程進行、偵測操作錯誤、提供使用者

包含交易與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物聯網及分析平台，

便能預測操作與資產利用效率低落的問題，或採購來

的科技等，如此一來企業即應採用工業 4.0 固有的各

回饋等。而當所收集的數據達到一定的規模與範圍時，
源與需求量的波動

28

。在智慧工廠內部富有各種功能

及型態的數據資料，例如環境條件的離散資訊，包含
濕度、溫度或汙染物等。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與相
關的後續行動才是數據發揮價值的關鍵所在

29

，欲實

現智慧工廠的有效運作，製造業者應持續地創造與收

還有進行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及雲端儲存所需
種數位與實體科技，包含系統分析、積層製造、機器

人、高效能運算、人工智慧與認知科技、先進材料、
擴增實境等，以連結不同資產與生產基地，剖析數據，
並將企業營運數位化

33

。

集數據流，並善加管理及儲存大量的資訊，再進一步

流程與管理

為使智慧工廠更臻成熟，所收集的數據集將會日益增

自動適應、自動執行生產流程的能力，這項能力將能

透過分析並採取相應行動。

多，涵蓋越來越多的流程。舉例來說，導入一個智慧

工廠應用可能僅需收集與分析單一數據集，而若要導
入更多的智慧工廠應用、或將某項作業擴大至整個產
業，則需要進一步收集分析更多更不一樣的數據集(可

能包含結構化資料與非結構化資料)，衍伸出數據分析
能力、儲存能力與管理能力的考量

30

。

足夠的數據資料可以形成數位分身(digital twin)，數

位分身是尖端智慧工廠的特徵之一。真正的數位分身
能做到在虛擬世界重現實體世界某物體或流程過去與

現在的狀態。數位分身需要不斷累積實體世界各個面
向的數據，包含生產、環境與產品性能等。數位分身

80

智慧工廠另一項最有價值的特性之一，便是自動優化、

徹底改變傳統流程與管理模式。自動化系統可以在沒

有人員介入的情況下，制定並執行許多決策，且將許
多原本需要由人員來負擔的決策責任轉移至機器，或

將決策的責任集中於少數人。此外，智慧工廠的互聯
能力可延伸至工廠外部，進一步深化與供應商、顧客
及其他工廠的連結

34

，這樣的合作關係可能引發新的

流程及管理模式的需求。隨著製造業者對工廠以及更

廣大的生產及供應網絡有了更整體、深入的了解，可
以發現一些新的、不同於以往的問題，企業也許應該
考量調整抑或是重新設計決策流程，以適應上述轉變。

人員

智慧工廠不一定等於「關燈工廠」(dark factory)，人

員仍是智慧工廠營運的關鍵。然而，智慧工廠還是可

能對營運、資訊科技或操作技術相關組織等造成深遠
的影響，而使人員角色出現變動以因應新的作業流程，
並滿足新的職能需求

35

。

智 慧 工 廠 不 一 定 等 於「 關 燈 工

廠」，人員仍是工廠營運的關鍵。
如前所述，部分需要力氣與邏輯分析的職位可能由機
器人、流程自動化與人工智慧所取代，不再需要任何
人力。其他職位則可能因虛擬、擴增實境，或視覺化

數據等新科技而增強許多，更有可能出現全新而陌生
的職位。人員與流程的變革管理需要靈活且具適應性
的管理計畫

36

。無論採用何種智慧工廠方案，組織的

變革管理均將扮演重要的角色。要打造一個成功的智
慧工廠，除了需要員工保持積極，對自身角色的更大
的影響力持正面態度，也需要有創意的招募方式，以
及對跨職能角色的重視來達成

資訊安全

37

。

互聯是智慧工廠的本質，因此比起傳統製造工廠，資

訊安全風險的控管更為重要，應當被視為智慧工廠規
畫的一部分。在全面互聯的環境中，由於連網點眾多，

網路攻擊的衝擊可能更加廣泛並更難以抵擋。隨著智
慧工廠規模擴大，擴及至工廠外部的供應商、顧客及
其他生產基地，網路安全風險只會有增無減。為此，

製造業者在智慧工廠的計畫初期，便應將網路安全列
為優先考量

38

。

81

智慧製造大解讀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邁向智慧工廠
轉型的第一步總是無比艱辛。智慧工廠無窮無盡的配

就可進一步產生新價值。然而，如同智慧工廠本身是

需要考量適合自己並能夠成功轉型的步伐，去定義、

方式也是如此。製造業者可從其網絡的任何層級開始

置方案提供了業者打造智慧工廠的多條途徑，而業者

計畫、執行智慧工廠方案。這對企業來說可能同時是
挑戰也是機會。製造業者考量如何建構智慧工廠時，
可從以下原則著手：

夢想要大，起步要輕，行動要快

智慧工廠的投資通常始於特定機會。一旦確認商機存
在，透過數位化應用，產生出觀點並執行相應的行動，

極為靈活且有彈性的概念，建構與並拓展智慧工廠的

逐步落實智慧工廠，可從單一資產開始創造價值，再
用靈活的方式去複製經驗並擴大範圍。

實際上，先從小的地方開始起步，並在可控管的環境
測試概念可行性，待成熟後再逐步拓展，將可達到更
理想的效果。一旦獲得一個成功方案，便能將解決方
案擴及至其他資產、生產線與工廠，可能創造出指數
成長的價值(請見圖二)。

圖二 : 起步要輕，逐步擴大規模以創造價值

單一資產

整條生產線

整個工廠

工廠網絡

最佳化單一資產的效
能（例如：機械、器
具、存貨、設備、人
員）

提升一條生產線相關資
產的效能，即生產線或
製造單元 ( manufacturing cell) 的效能優化

提升資產互聯情形、
優化資產利用，以提
升整個工廠的效能

即時共享不同生產基地
的產能、連結整條供應
鏈及參與產品研發週期
的相關單位，優化網絡
效能

絡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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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實地，專注於工廠的明確需
求
公司將依自己的製造策略與環境，決定應處理何種特
定問題，以及應如何透過智慧工廠解決方案開創價值。

針對不同的情況與情境，將導入智慧工廠解決方案的
方式進行客製化，有助確保智慧工廠符合製造業者的
需求。

智慧工廠絕非「最終型態」，而是一套持續演進、且
結合靈活度、互聯能力與透明度等多重特性的解決方

案。以宏觀角度觀察，智慧工廠的動態本質，代表了
永無止境的創意思考。因此，要建構智慧工廠應不斷
試想合理範圍內的各種配置可能。透過投資智慧工廠，

能讓製造業者在益發複雜、變動快速的生態圈中更有
效率地運作，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不能只重視科技

要成功打造智慧工廠，僅實現資產的互聯是不夠的；
製造業者尚需要開發儲存、管理、分析數據，以及根

據數據採取行動的方法。此外，企業還需要合適的人
才來推動智慧工廠，並確立適當的流程。智慧工廠的
建設，需要來自設計、科技和變革管理等面向的支援。

智慧工廠絕非「最終型態」，而

是 一 套 持 續 演 進、 且 結 合 靈 活

度、互聯能力與透明度等多重特
性的解決方案。

突破舊有的思維框架

如前所述，智慧工廠是一套全方位的解決方案，且將
工廠內部與整體數位供應網絡發生的事情相互連結。

因此，為了成功實現智慧工廠轉型，有意推動智慧工
廠的公司應自始便將供應鏈合作夥伴與顧客全數納入

考量，因為在單一節點、或針對單一利害關係人所採
取的行動可能會影響到其他部份以及其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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