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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研究 

本研究指出瑞士製造業企業在朝向數位化轉型以及由指數型成長科技中獲取
效益時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2014 年 3 月至 8 月之間，超過 50 間於瑞士執業的製造業企業完成本研究問
卷並參與個別訪談。受訪對象主要為瑞士的機械和電氣工程業、金屬加工產

業，以及化工與營建行業。 

參與的公司包含 ABB、agta record、Alstom、Autoneum、Bühler、

Burkhalter、Burckhardt Compression、Cicor、Eaton、Faulhaber Minimotor、

Fisba Optik、GF Machining Solutions、Gurit、Hilti、IHI Ionbond、

Jungheinrich、Kaba、Meyer Burger、Mikron、Rapid、Reichle&De-Massari、

Rieter、Siemens、Sonova、Trisa 以及 Walter  Meier。 



引言 

科技的快速發展逐漸消弭了地理空間的距離限制，人口結構的變化、消費者購買行為與偏好的遷移，以及產品本質與 

生產技術的進步等等之因素正在衝擊我們的世界。傳統製造業的運作方式面臨著重大挑戰，提供「更具差異性」的產

品、 「更靈活」的生產模式以及「更具彈性」的營運型態成為企業迫切需要處理的議題。 

製造的核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2011 年，德國的漢諾威工業展中首次提出工業 4.0 的概念。隨後，德國更成立工業 4.0 工作小組專責研究此主題，並 

提出相關報告將工業 4.0 列入施政主軸之一。世界各國如美國與中國等等亦陸續制定「先進製造夥伴 Advanced Manufa- 

cturing Partnership, AMP」、「中國製造 2025」等相關概念的政策。各界普遍將工業 4.0 定義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其主 

軸是升級生產製造能力，由自動化進階至智慧化。藉由資訊技術串聯相關設備以及產線，以便互相交換、處理資訊並 

進行後續反應動作，因而能夠更聰明地安排生產設備、產線與流程，實現靈活生產製造的目標。同時，透過前端傳感 

器、物聯網、互聯網路以及後端的大數據分析、蒐集並整合數位資訊，俾能準確預估未來的需求與發展，使整體營運

更具彈性。 

為了更深刻地理解工業 4.0 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的應用現況，勤業眾信針對瑞士的製造業者進行本研究調查，指出工

業 4.0 具備以下四個主要特點： 

1. 智慧型生產系統的垂直網絡，擁有強烈的需求導向、個人化和以客戶為中心的生產操作等特色 

2. 水平整合，強調新一代的全球「價值-創造」網絡，包含商業夥伴與客戶整合、跨國與跨洲的新業務與合作模式 

3. 透過工程連結由生產過程到成品的整體價值鏈 

4. 運用指數型成長科技（如 3D 列印技術、人工智慧、奈米科技等等）加速發展 

本研究透過實地完整調查瑞士製造業公司對於工業 4.0 的看法後，勤業眾信歸納了以下五個成功轉型至工業 4.0 標準營運 

水準的機會： 

1. 重新規劃全球生產據點的部署，以增加競爭力 

2. 利用機會，將客戶需求、偏好與生產過程進行整合 

3. 培養人才與設置適當的資訊科技設備等等的資源 

4. 發展了解客戶與產業特定需求之潛在業務部門 

5. 應用指數型成長科技為企業所帶來的成長潛能 

勤業眾信長期關注台灣製造業的動向與發展，並致力於協助企業洞悉國際趨勢，即時決策，達成目標。2014 年 11 月我 

們與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共同舉辦之「從製造到智造─兩岸智慧自動化產業之競合」研討會，深入 

探究了兩岸製造業者在智慧製造趨勢下的的機會與挑戰，期能藉此研討會協助台灣的製造業企業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 

實現產業升級並掌握成長的利基。迎向 2015，我們首先以經濟規模與台灣較為相似的瑞士為標竿，引介此「工業 4.0－ 

數位化轉型與尖端科技應用之挑戰與解決方案」研究報告予各位，希望能為當前處於艱難環境的台灣製造業者帶來「他 

山之石」的刺激與啟發，進一步地協助企業找到突破的契機。 

（本研究內文翻譯自 Deloitte AG 所完成之” Industry 4.0-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se of expo- 

nential  technologies”研究報告） 

龔俊吉

勤業眾信製造產業負責人

李學澄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服務營運長

萬幼筠 

 勤業眾信風險諮詢服務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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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工業 4.0？ 

定義與發展 

工業 4.0 一詞意指「製造業整體價值鏈管理與企業組織的進階發展」，另一個形容此過程的常見用語則是

「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 4.0 的概念在歐洲已被廣泛地使用，尤其是德國製造產業。在美國與英語系國家，一些評論家也使用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萬物聯網」（internet of everything）以及「工業網路」（industrial 

internet）等詞彙指稱。 

這些詞彙與概念的共通點在於對傳統製造與生產方式正經歷重大數位化轉型的認知。當代的工業生產過程已

越來越頻繁地使用現代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最近多數的趨勢更已超越了單純只是生產的自

動化。檢視歷史發展，自 1970 年代早期開始，電子與資訊科技的發展已加速驅動了自動化生產模式（詳見

下圖表 1）。 

「對於工業 4.0，常

見的問題是─這是一

場進化還是革命」 

Swmssmem 

培訓與創新負責人

Robert Rudolph 

圖表 1 工業 4.0 的定義 1
 

   第一台可編程的 

   邏輯控制系統    

  1969 年 

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智慧整合生產系統

（CPPSs）的基礎下，融合

真實與虛擬世界 

  工業 4.0 

   首次裝配生產線      

  1870 年 

第三次工業革命 

透過電子和資訊科技的應

用，達成進一步的自動化

生產 

工業 3.0 

  第一台機械式 

  紡織機 

    1784 年 

第一次工業革命 

開始使用電力， 

實現大量生產 

工業 2.0 

第一次工業革命 

開始使用水和蒸汽動

力，引進機械生產設施 

工業 1.0 

    18 世紀末期 20 世紀初 1970 年代始， 

   20 世紀初 

現今 

當製造產業與傳統生產操作愈來愈廣泛地應用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真實與虛擬世界的界線逐漸地模糊，此類的生產模式稱為智慧整合生產系統（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s, CPPSs）。 

CPPSs 為整合機械互動的線上網絡（online networks of social machines），其運作類似社群網絡模式。簡單來

說，CPPSs 即為運用資訊科技使機械和電子組件透過網絡相互溝通。自 1999 年來開始使用的無線射頻辨識

科技（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便是 CPPSs 早期的形式。 

複
雜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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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機器能透過網絡持續地分享關於現有庫存、問題或故障的資訊，以及訂單或需求等的變動，生產過程與

時限因此能彈性地調整。透過優化生產時間、產能利用率以及開發、生產、行銷與採購品質，提高效率。 

智慧整合生產系統（CPPSs）不僅將機器相互連結起來，亦創造了整體價值鏈以及產品生命週期中所有階段的

機器、物產、ICT 系統、智能產品與個人之間的智能網絡。傳感器與控制元件使得機器、廠房、車隊、網絡與

人員得以相互串聯。 

這類的智能網絡是智能工廠的基石，支撐著工業 4.0（詳見下圖表 2）。 

圖表 2. 工業 4.0 環境 2
 

「新技術的發展有時

會違逆潮流。此類的

新技術最初會因為在

消費市場獲得成功後，

隨後被產業界採納。

製造業公司可從智能家

居的環境中借鏡」

 ABB 

創投科技負責人 

Kurt Kaltenegger 博士  

工業 4.0 的核心重要性在於它與其他智能設備的可連接性，例如，智能移動、智能電網、智能物流和智能家

居以及智能建築。 

同時，串聯商業網絡與社群網絡、商業網站與社群網站─也在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

色。工業 4.0 在「物聯網、服務網、數據網與用戶網」範疇中所提供的所有新網絡與介面顯示著製造產業未

來將經歷巨大變化。 

這個趨勢雖在部分製造業公司與工業部門中尚處於起步階段，但有更多的企業與部門卻早已穩健地展開工業

4.0 的轉型計畫。 

傳統工業經濟體─德國與美國等，預期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帶來諸多效益，包含增加全球競爭力、扭轉生產基

地遷移至低工資國家的趨勢，以及在歐洲與北美境內開發更多的生產據點。 

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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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型成長的科技將是轉型至工業 4.0 的關鍵要素（詳見下圖表 3）。 

圖表 3. 指數型成長的科技 3
 「使用 3D 列印快速

製作原型就像使用電

腦打字一樣，但它的

低使用率卻沒能發揮

這項科技的真正潛能。

當 3D 列印的使用經驗

轉變後，它才能迅速

地普及」 

ABB 

創投常務董事 

Girish Nadkarni 博士 

研究指出，摩爾定律 （Moore’s Law）–微晶片、頻寬與電腦的應用能力每隔 18 個月便會增加一倍，呈現指數

型成長，這也催化出相關科技的飛速發展。4 

3D 列印、傳感技術、人工智慧、機器人、無人機以及奈米科技即是指數型成長科技的幾個例子，他們正在

劇烈地改變工業生產過程，加速並彈性化工業進程。 

許多技術並非嶄新的，而是在二、三十年前就已被「發明」。近年，由於電腦運算能力的大幅增加（摩爾定

律）、成本降低與微型化，讓許多既有技術得以「進化」而適用於工業用途與大眾市場。 

因初始絕對的（應用）條件限制而形成之緩慢成長曲線，新科技可能被高估了（它未來的發展）和引發疑慮。

相反地，當指數型成長的科技出現後，它的影響力卻往往被低估而錯失可顛覆市場的良機。 

幾個指數型成長的科技預期將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脫離線性成長曲線，呈現指數性成長，其將構成工業 4.0 的

重要基礎。 

科技發展 

人為因素 

科
技
變
革
的
速
度
 

加
速
發
展
的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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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點 

下表的工業 4.0 四大特色顯示了傳統製造業與工業巨大的可變革能力，包括：智能生產系統的垂直網絡、 

串聯新一代全球價值鏈網絡的水平整合、透過工程連結整體價值鏈，以及指數型成長科技所帶來的加速影響

（詳見下圖表 4）。 

圖表 4.工業 4.0 的四大特色 5
 

「數位化轉型的最大

挑戰將是確保不同系

統能夠相互溝通」 

agta record ag 

供應鏈管理負責人

Marcel Wenzin 

「物聯網透過監測狀

態，達成更多的可預

測性維護，因此能提

供客戶真正的附加價

值」 

ABB 

創投科技負責人 

Kurt Kaltenegger 博士 

1. 智能生產系統的垂直網絡

工業 4.0 第一個主要特色是未來工廠中智能生產系統的垂直網絡。 

這項垂直網絡使用智慧整合生產系統（CPPSs）使廠房能快速地因應庫存水準、需求以及故障的改變。智能工

廠透過密集的數據整合與智慧傳感技術提供監督與自動化組織，建立客製化、個人化的生產。 

智慧整合生產系統（CPPSs）不僅促成生產自動化管理，同時也達成維護管理、連結資源與產品，並能因時

制宜地配置材料與零件。生產過程中所有的加工階段皆被記錄，包含成品差異性、訂單修改、品質不穩或

機器故障等變動因素能更快速地被處理。同時，材料磨損可被更有效的控管，甚至事前偵測。生產流程中

的浪費將因此減少，進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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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使用材料、能源與人力等資源在垂直整合的智能生產系統中特別受到重視。從事操作工作（例如生

產、倉儲、物流以及維修）的勞工需求也正在改變，這意味著將產生能有效運用智慧整合生產系統（CPPSs）

的新技能需求。 

2. 串聯新一代全球價值鏈網絡的水平整合

工業 4.0 第二項主要特色是透過新一代的全球價值鏈網絡進行水平整合。 

此網絡為一種即時的優化網絡，其所創造的價值包括增加整體的透明性，提供可快速因應問題與故障的高度

彈性，以及促進全球價值鏈最佳化。 

這些（當地與全球）網絡類似網絡化的生產系統， 透過智慧整合生產系統（CPPSs），提供從內部物流、倉

儲、生產、行銷與銷售至外部物流與下游服務的整合平台。每一生產部分或產品的「生產履歷」皆被記錄

且可隨時存取，以確保可持續被追蹤（亦即「產品記憶體」的概念）。 

這個特色提高了生產全程中–由採購、生產乃至銷售，或從供應商至公司，最後到客戶–的透明度以及彈性。

針對客戶需求的設計不僅適用於產品生產階段，也可延伸應用於商品開發、下訂、計畫、組裝與分銷，藉以

確保品質、時間控管、風險、價格與環境保護等因素在整個價值鏈的每一階段皆被即時掌控。 

此種類似客戶與商業夥伴的水平整合將產生全新的商業模式以及合作模式，是所有參與其中的利害關係人

將面臨的一大挑戰。環繞此新商業模式的法律議題、責任歸屬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議題也因此日益重要。 

3. 透過工程連結整體價值鏈

工業 4.0 第三項主要特色是連結整體供應鏈以及產品與客戶生命週期中的跨域工程（cross-disciplinary 

through engineering）。 

此項工程無縫地貫穿於新產品與服務的設計、開發與製造過程中。新產品需要新的或修改後的生產系統，開

發、製造新產品與新生產系統需與產品生命週期互相協調、整合，進而使產品開發與生產系統之間產生新的

綜效（new synergies）。 

透過工程連結價值鏈的特色在於，數據與資訊可在產品生命週期的任一階段中取得，藉由數據進一步地建立

模型，並在產生原型、成品等階段定義全新、更具彈性的流程。 

「隨著 3D 列印被廣泛的

採用，客戶將偏好下載

CAD 檔案，根據需要的數

量和時點來列印零件 ，

而非由供應商將零件運

送至客戶端。製造商將

需要參與 DRM業務，如

同 Apple 的iTunes 或是

Amazon 的Kindle 一樣」 

ABB 

創投常務董事 

Girish Nadkarni 博士 

「隨著科技發展，可想見

企業將從關注產品本身轉

移到重視實際的客

戶經驗鏈 （actual 

experience chains）」

KABA, CTO, Group 

創新管理 CTO 

Andreas Häberli 博士 

「3D 列印具有可能顛覆

供應鏈的能力。3D 列印

可以降低對高度專精之

複雜零件供應商的依

賴，亦減少整個供應鏈

所涉及的供應商數量，

降低供應鏈的管理成本」 

Alstom Schweiz 

混合零件/熱能部門 知

識主管 

Raphael Ur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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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產品大都設

計為能夠讓技術低落

的工人迅速組裝。 

3D 列印將開放更大的

設計自由，讓製造商

減少對技術低落勞力

的依賴，並且創造無

法以傳統製造方式執

行的獨特設計」 

ABB 

創投常務董事 

Girish Nadkarni 博士 

「售後服務是積層

製造的一大機會，

但要實現在客戶端

列印備用零件仍有

一段長路要走」 

Alstom Schweiz 

積層製造計畫/ 

熱能營運部 

業務計畫經理 

Paul Ryan 

4. 指數型成長科技的加速影響

工業 4.0 第四項主要特色乃為指數型成長技術作為催化劑所帶來的影響，其促成了個人化的解決方案，以及

增加彈性與節約成本的工業過程。 

工業 4.0 已知具備高度認知性與自主性的自動化解決方案，人工智慧（AI）、先進機器人以及傳感科技則預

期可進一步地增加生產自主性，並加速個人化與彈性化。 

人工智慧不僅可以分析大數據，幫助工廠與倉庫規劃更有彈性的無人駕駛車輛路線，節省供應鏈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的時間與成本，增加生產的可靠性；它亦有助於找到新的營造、設計的

解決方案，強化人類與機器間的合作，達成服務。 

功能性奈米材料與奈米傳感器也可以用於生產控制，協助品質管理，也可應用於促進新一代機器人能夠彼此

「攜手」合作以及與人類安全地共事。 

在生產據點間飛行的維修機器人與無人機則能夠在任何天氣狀況下隨時盤點倉庫庫存並交付零件，此進階應

用將在未來成為自主生產以及智能工廠的例行流程。 

其中，3D 列印（又稱積層製造）是指數型成長技術加速工業 4.0 發展的最佳案例之一。 3D 列印催生了新

的生產模式（成本不變下，製作具功能性與高度複雜性的成品），提供了新的供應鏈解決方案（例如降低

存貨、加快商品交付時間），創造了顛覆性的新商業模式（例如供應鏈的「去中間化（disintermediation of 

supply chain members）」、客戶整合）。3D 列印更重要的影響是透過掃描確保品質的程度，或是現址列

印零件所產生的供應鏈管理、倉儲的變動。 

儘管 3D 列印已可用於所有材料（金屬、塑料、陶瓷與活細胞等），然而，就多孔性（porosity）等特點而

言，並非所有的材料皆符合工業要求。為達品質管理，3D 列印材質比照其他新材料的規定，正在進行長期、

耐久的審核。此外，因新商業模式所衍生的智慧財產權、產品責任、關稅以及增值稅等重要議題亦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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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工業 4.0 進程為何？ 
根據我們的調查與訪談顯示，瑞士邁向工業 4.0 的數位化轉型正在進行中，並已取得部分進展。這個轉型不

僅會影響公司的競爭力，產生新的商機與風險，同時也凸顯了必要資源取得的問題，點出潛在的未來主要業

務，並促進製造技術的新發展。 

競爭力 

接受調查的大部分製造業公司同意，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可提升瑞士的產業的全球競爭力（詳見下圖表

5）：40%的受訪公司強烈同意，另外 44%的受訪公司亦同意此觀點。 

圖表 5.瑞士製造業與工業 4.0 

[1-5 等級] 

1 2 3 4 5 

在個別訪談中，製造業代表強調工業 4.0 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並指出工業 4.0 在未來會愈來愈重要。 

當受訪者被問及瑞士製造業公司在多大程度已感受到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帶來的衝擊，回覆則不一。

只有略多於三分之一的受訪公司表達不認為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有帶來任何影響（20%），或只感受

到些微影響（16%）；約比三分之一略少一些的受訪公司持中立意見（28%），剩下的三分之一則表達

了已經強烈感受（24%）或非常強烈感受（12%）到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的影響力（詳見下圖表 6）。 

圖表 6.瑞士公司與工業 4.0  

[1-5 等級] 

1 2 3 4 5 

28% 
24% 20% 16% 

12% 

44% 
40% 

8% 

完全不同意 完全同意 

未產生影響 
產生非常
實質性的
影響 

8



「中小企業具有從頭建

立新工業 4.0 過程的潛

力。大企業則相對地面

臨巨大的跨部門資料整

合問題」 

Swissmem 

培訓與創新負責人

Robert Rudolph 

這類的意見分歧部分乃取決於企業規模以及企業所處的產業別。 

大規模的製造業公司與跨國集團已將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

則尚未認為工業 4.0 與他們有太大相關性，儘管他們極有可能是此轉型中獲益最多的族群。 

中小企業通常能夠更快速地執行數位化轉型，因為他們可以更容易從頭開始發展並落實新的資訊科技結構。

相對地，大規模的製造業公司與跨國集團則需處理較為複雜的既存、有機成長的組織。 

此外，並非對於所有產業的公司而言，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都是同等重要的。機電工程業公司以及化工業

者認為此轉型具有巨大的潛力，而金屬加工業者與營造業公司則表示此轉型較不重要。 

儘管多數受調查的瑞士製造業公司認同工業 4.0 具有能增加瑞士整體競爭力的潛力，然而，整體而言，他們

並不同意數位化轉型將會減緩生產據點遷移至低工資國家的趨勢（詳見下圖表 7）。 

圖表 7.生產搬遷與工業 4.0 

[1-5 等級] 

1 2 3 4 5 

「工業 4.0 可以同時

減緩與加快生產搬遷。

工業 4.0 的解決方案可

以幫助減少成本並因此

降低必須遷移生產基地

的成本壓力。另一方面，

此解決方案亦使企業能

更有效率地配置、組織

全球結構」 

Swissmem 

培訓與創新負責人

Robert Rudolph 

略低於半數的受訪公司同意此轉型可減緩生產搬遷（各為 24%），20% 抱持中立態度，另外稍

高於 30%的受訪者則不同意這個論述。 

生產基地搬移多出自於快速服務新興市場廣大消費者需求的考量。工業 4.0 將使數位化網絡遍及全球各地，

它的應用預期能推動新興市場中地域多元化生產與供應網絡；然而，工業 4.0 應用的開發商似乎仍較偏好繼

續強化國內研發。6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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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與風險 

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將同時帶來新的機會與風險。 

彈性整合客戶以及提高品質和效率的機會 

受訪公司認為，更大範圍地將客戶的需求與偏好整合進開發與生產流程中是最主要的新商機。 

其中，一些個別的製造業公司已經緊密整合（17%）或非常地緊密整合了（25%）客戶的需求與偏好。另一

方面，仍有近三分之一（29%）的受訪公司完全沒有進行這方面的整合（詳見下圖表 8）。 

「新科技使得企業

能更以顧客戶為中

心，針對客戶需求

的發想產品與服務」 

KABA, CTO, Group 

創新管理 

Andreas Häberl 博士  

圖表 8. 客戶整合 

[1-5 等級] 

1 2 3 4 5 

客製化為全球趨勢，未來可能更快將遍及整個製造業。客戶越來越希望能自己決定產品的設計與生產方式，

未來他們將在開發與生產的早期階段擴大參與。 

工業 4.0 所涵蓋的廣大網絡範疇將提供製造業者能更緊密、更有效、更聰明以及更有彈性地使用這項趨勢的

機會。另一方面，伴隨工業 4.0 的主要挑戰將是管理網絡所產生的大量資料，例如，分析生產資料、整合分

析結果與客戶資訊系統。 

瑞士製造業公司正進行不同程度的大數據分析，大部分受訪公司尚未分析他們的機械和傳感器資料，例如改

善生產缺陷或改善品質（詳見下圖表 9）。 

「客製化（或針對特定

客戶的調整）的需求持

續增加。工業 4.0 未來

將提供更多客製化的選

項」 

ABB 

創投科技負責人 

Kurt Kaltenegger 博士

圖表.資源效率 

[1-5 等級] 

1 2 3 4 5 

29% 
25% 21% 

17% 

8% 

完全沒有 
 非常緊密 

完全沒有 
非常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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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的線上監

測非常重要，目前

的技術可在生產完

成後辨識出故障與

缺陷。線上監測若

能在生產過程中提

報並糾正問題，這

意味著生產的產品

將是完美無瑕的」

Alstom Schweiz 

混合零件/熱能部門 

知識主管 

Raphael Urech 

這顯示大部分受訪的製造業公司尚未在此領域善用工業 4.0 所提供的機會。 

此外，大數據分析幫助管理者辨識出生產過程中早期發生的瑕疵、故障與缺陷，因此能優化自動化過程並

執行趨勢分析，更有效地使用資源與預測性維護。 

然而，數位化轉型雖促成進一步的大數據分析與改善品質和效率，它也伴隨著一些不可忽略的風險。 

資訊安全風險 

「物聯網、服務網、數據網、用戶網」開啟了資料竊取、工業間諜以及駭客攻擊的新管道。 

大部分受訪公司認為，工業 4.0 將大幅增加（36%）或劇烈增加（48%）網路風險（詳見下圖表 10）。所有

的受訪公司皆相信網路風險的可能性將因此提高。 

圖表 10.網路安全風險 

[1-5 等級] 

1 2 3 4 5 

「工業 4.0 的環境不

見得會增加網路安

全風險。新的網路

安全系統會隨著工

業 4.0 同步發展。網

路安全系統發展往

往與科技進程同步

演化」 

ABB 

創投科技負責人 

Kurt Kaltenegger 博士 

網路攻擊與線上病毒可能對工業 4.0 造成災難性的影響，讓整合的智能生產系統停滯運作，造成巨大損失。

一些製造業公司或業務部門正迫切地需要安裝全新的資訊安全系統，新的系統對軟、硬體設備皆會產生影響

（尤其對軟體的影響較大） 。 

然而，大部分的受訪的企業代表強調，這些風險預期將可透過客製化的風險管理與適當的資訊安全策略來加

以管理。許多公司認為模組保護措施/解決方案、去中心化的結構以及有限的使用權限是可行的因應措施。同

時，他們也認為，網路安全系統的發展將與日新月異的網路威脅同步演化，許多受訪公司也表達了對新網路

安全標準規範的需求。 

對於大部分的製造業者而言，首要任務不僅是避免網路攻擊，也需學習如何處理網路安全風險，因為他們相

信網路安全風險在現在與不久的將來都會是個重大問題，IP 安全性無可避免地將變得更為棘手（尤其是零組

件產業）。 

完全不可能 
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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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資源的取得 

獲取必要資源是企業在數位化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關鍵議題，尤其是合宜的資訊設備以及擁有必要技能的人

才資源。 

資訊設備 

依據我們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的瑞士製造業公司尚未準備好可支援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的必要資訊設備。 

當受訪公司被問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擁有適當的資訊設備來蒐集資料以支援轉型至工業 4.0 時，只有 32%的

受訪公司回答有，48%的受訪公司強調他們至少已經設置這類資訊設施的部分要素，剩下 20%的受訪公司則

缺乏適當的基礎設施。 

企業將需要修改現存裝置或導入全新的資訊設施以連結多種溝通系統，並且從頭開發新的通訊網絡來因應工

業 4.0。 

在著手設置資訊設備前，企業首先需分析所有既存系統的現況。此舉的目標並非在現有的結構中強加工

業 4.0 的新解決方案與技術，而是為辨識出最有意義的方法以補強現存系統與網絡。 

不同的業務部門（例如研發、採購、生產、倉儲與物流、行銷，以及銷售與服務）對於數位化轉

型的優先項目不盡相同，也擁有不同的系統。在設計聯網時，考量跨部門的差異將為一重大挑戰。 

大企業與跨國集團的主要任務為整合與連結現存的資訊基礎設備，而非導入全新的系統，除非新的指數型成

長科技取代現存 ERP 系統時的成本與風險在內部管理所允許的範圍之內。相對地，中小企業則較有可以從頭

發展全新資訊結構的條件。然而，對所有不同規模的企業而言，成本是所有製造業公司在轉換資訊設備時的

首要考量。 

許多瑞士製造業公司在調整現有資訊設施或設計新的系統以因應工業 4.0 的需求時，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緊密地連結不同的資

料庫、生產系統和客戶

資訊系統是為客戶創造

加值服務、滿足其需求

的必要要素。因此，調

整和協調現有系統將會

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KABA，CTO，Group 

創新管理 

Andreas Häberli 博士 

是 

 32% 

部分 

48% 

否 

  20% 

適當的資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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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有鑒於需求領域、找尋人才的時間，以及實際需求數量的不確定性，瑞士製造業在工業 4.0 轉型過程中的

人才需求依然不明朗。只有 4%的受訪企業聲稱，他們已經擁有所需的技術員工，而 48%的受訪公司則表示

他們在特定領域擁有相關技術人員，只有 16%的受訪公司說他們完全缺乏所需之技術人才。 

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將為許多員工帶來新挑戰。 

擬定策略或研發等富創造性的工作流程將需要更大量的技術基礎，才能辨識、導入與實現工業 4.0 所提供

的新商機。 

儘管新的商業模式與合作模式是工業 4.0 的真正加值要素，但在日常規律的營運中，開發工業 4.0 環境中的

新商機並不容易，企業如何學習、管理變革並提供可讓創意發揮的空間，將是資深管理階層需要解決的主

要議題。 

數位化也提高了新技術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生產操作、機械加工、採購，以及倉儲與物流方面的相關技術。

預期員工未來將使用更多技術集中且新穎、依賴流程的系統，這會是現有員工將面對的重大挑戰。在特定

情況下，現有員工也需要重新、再接受進一步的培訓，以充分利用新的工業 4.0 應用。 

瑞士製造業企業未來將更加重視員工的能力發展，並招募數位化經驗豐富的人才。 

  是 

4% 
部分 

48% 
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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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部門的轉型潛力 

受訪公司針對個別業務部門已採取工業 4.0 轉型措施的程度以及未來數位化轉型受益之程度的回覆各異。 

  正在轉型的部門 

當被問及哪個部門已為因應工業 4.0 做了最大幅度的轉型時，大部分的受訪公司回答研發部門，其中 30%

的受訪公司表示為大幅轉型，而另外的 30%則為非常大幅的轉型（詳見下圖表 11）。 

其他經歷大幅或非常大幅轉型的部門包括採購（分別為 26%與 17%）以及生產（分別為 26%與 9%）部門。這

個結果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這些業務部門傳統上即擁有新穎創新的製造技術。 

「工業 4.0 解決方案最

初往往先引進到個別生

產過程中，然後才在其

他部門的業務領域和流

程中被重複採用」

Swissmem 

培訓與創新負責人

Robert Rudolph 

圖表 11.現在的轉型部門與未來潛力 

[1-5 等級] 
未作轉型 大幅轉型 

1 2 3 4 5 

否 非常 

有潛力 

研發 

採購 

生產 

倉儲與物流 

行銷 

銷售 

公司內部行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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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 為瑞士工

業公司帶來的最大利

益將是更大的成本效

益與/或生產力」

Swissmem 

培訓與創新負責人

Robert Rudolph 

「標準對於新科技

的發展可能是一障

礙。產業太晚制定

工業 4.0 的共同新

標準。若大公司採

取合作策略，應可

加速轉型」 

ABB 

創投科技負責人 

Kurt Kaltenegger 博

士 

相對地，行銷、銷售與服務在轉型與偏好中呈現較不平均的結果，受訪公司指出大幅轉型、小幅轉型以

及完全沒有轉型的比例約為相同。 

經歷最小轉型的兩個部門分別為倉儲與物流部門（13%的受訪公司表示非常小的轉型以及 35%的受訪公司指

出完全沒有轉型）以及公司內部行政管理（17%的受訪公司表示非常小的轉型以及 35%的受訪公司指出他們

完全沒有轉型，與倉儲與物流部門的比例相同）。 

其中，倉儲與物流部門的結果令人感到驚訝，因為這是傳統上被認知為強烈依賴新科技應用的領域，包

含 1990 年後期採用的無線射頻識別（RFID）科技以及 3D 列印技術皆對此領域影響深遠。 

瑞士的製造業者需盡快採取各業務部門的轉型行動，以持續因應工業 4.0 所帶來的挑戰。 

未來潛力 

當問及最有機會從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中獲得效益的部門時，受訪公司認為研發部門為最具潛力（78%）

的受訪公司認為有機會或非常有機會），接著為倉儲與物流（74%）、生產（73%）、服務（72%）、採購

（69%）以及銷售（56%）部門（詳見前頁圖表 11）。 

研發、採購以及生產部門有著巨大的轉型需求，這些領域在傳統上即被認為強烈依賴科技應用以及創新，

在未來亦然。然而，倉儲與物流、銷售與服務似乎是目前相對經歷較小轉型的業務部門，卻可能從工業4.0 
的轉型中受益許多。 

大多數受訪公司同意，瑞士的製造業者並未充分利用工業 4.0 應用所帶來的的生產力與效率上的效益，雖

然許多受訪公司認為，工業 4.0 的發展使他們減少成本並維持競爭力，他們也表示數位化轉型在所有部門

與整個價值鏈中皆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此外，遲遲未落實工業 4.0 的標準化為另一個轉型挑戰。公司有必要實現介面標準化，讓智能工廠的機器能

夠相互通訊並且與其他智能基礎設施在「物聯網、服務網、數據網以及用戶網」中無縫地分享資料，實現智

能移動、智能電網、智能物流，以及智能家居與智能建築。 

處於以指數速度快速改變的世界裡，企業需思考由「推力」（push）轉移至「拉力」（pull）的策略，以更

有效地回應轉變。傳統上，世界以勞工為中心組織而成，資產累積與知識圈則重視效率。瑞士的高端工程將

產品「推出」市場並「推高」價格，需要計畫策略與「推動」改變。為了從指數成長中受益，公司需要以數

位力量為中心，強調可擴充性的學習（scalable learning），將外部知識圈與資產力量「拉入」中心的數位化轉

型中，藉以更深層地了解市場、產業以及客戶偏好（客戶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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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型成長科技的驅動力 

新興的指數型成長科技有益於加速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並提升以客戶為中心、個人化生產、靈活配置與

減少成本等的因應能力。 

本節將討論一預期可加速瑞士工業轉型的主要技術─3D 列印，又稱為積層製造（AM）。 

3D 列印與製造產業的相關性 

積層製造被廣泛地稱為 3D 列印，為「利用各類型技術，透過添加材料（即積層）製造物品的生產方式」，

其有異於傳統上透過機械將固體材料削除、碾碎的生產模式。 

積層製造透過一層一層材料 （細粉末或液體） 製造產品，材料包含廣泛的金屬、塑膠與複合性材料。3D 列

印涉及四種類型的製造過程，每一種過程採用不同的積層過程或積層技術：7
 

1. 光聚合（Lightpolymerisation）：光敏聚合物透過立體平版印刷（stereolithograpy）、數位光處理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DLP），膜轉移成像（Film Transfer Imaging, FTI）或是噴墨過程硬化（polyJet 
process）

2. 附加物射出（ Extrusion accretion）：絲型塑料在熔融中沉積成型 （fused deposition modelling ）或塑料噴

墨印刷 （plastic jet printing）過程中被層層施加，類似於應用於熱膠槍的過程 

3. 複合顆粒材料（Compounding of granular materials）：粉末材料透過列印頭或雷射噴墨熔化至工作平台

上。積層過程包含選擇性雷射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選擇性雷射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直接金屬雷射燒結（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 ）、電子束熔化（electron beam melting）、以

石膏為基礎的3D 列印（gypsum-based 3D printing）以及 3D 粉末列印（3D powder printing）

4. 分層層壓（Layered lamination）：一個組件在分層實體製造（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 LOM, 

process）過程被逐層建立起來 

新技術總是需要在發展和轉出（roll-out）上投注許多資金，3D 列印技術也不例外。 

傳統製造業每一製造單位的初始成本很高，隨著生產數量的增加，成本逐漸下降。投資工廠亦有龐大的初始

成本，但隨著工廠成功量產後，付出的成本即可以隨著時間輕鬆地收回（詳見下頁圖表 12）。積層製造業也

擁有非常高的初始投資成本（儘管工具成本較低）。然而，許多研究顯示，相對於傳統製造業，3D 列印的原

型成本曲線 （prototypical cost curve）後將趨於平緩。8 

「除了以粉末為基

礎的技術之外，雷

射技術的導入引發

了更多的改變，它

幫助 3D 列印在不

同產業中更迅速地

發展」 

ABB集團研究 

製造技術負責人

Robert Sekula 博士 

「3D 列印似乎為整個流程

鏈 （process chain）節省

40%至 60%的成本。透過

新的設計、生產階段的減

少、較短的交貨時間以及在

當地市場完成全球生產的可

能性，達到了節約的效益」 

Alstom Schweiz 

混合零件/熱能動力 

知識主管 

Raphael Urech 

「不難想像，3D 列印在未

來將比當今的生產時間快上

十倍」 

ABB集團研究 

製造技術負責人 

Robert Sekula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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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printingcosts 
startlower 

as no tooling is 
required 

Lower quantities– 
3D printingcost 

advantage 

Special  pricingplans 
for materialand 

machinescan 
possibly lowerunit 
costs for 3Dprinting 

Higher quantities– 
conventional 

manufacturingcost 
advantage 

Breakeven- 
Point 

圖表 12. 傳統製造業和 3D 列印的收支平衡分析 

高單位
成本 

低單位
成本  

低製造單位 製造單位（數量） 高製造單位 

3D 列印 傳統製造業 

「3D 列印為考量整個生

產過程鏈 （entire 

process chain）所作的重

新設計。因此能確保 3D

列印階段節省的時間和

成本不會在後期的生產

階段衍生更多時間和成

本」 

Alstom Schweiz 

混合零件/熱能動力知識

主管 

Raphael Urech 

「一旦 3D 設計全面導

入，而且新產品不僅倚

賴傳統方式生產時，3D

列印將成為主流的生

產技術」 

agta record 

供應鏈管理負責人

Marcel Wenzin 

「3D 列印要成功產業化

的主要目標是讓其擁有

可重複的精益流程

（ lean process）」 

Alstom Schweiz 

積層製造/火電業務 計畫

經理 

Paul Ryan 

上圖表中的收支平衡點意指兩種製造方法的成本曲線交會處。當今，傳統製造業在大量生產與生產程序較

多時擁有成本優勢（儘管這有可能會改變）；相對地，3D 列印在生產數量較少時極具成本優勢，且為材料

與列印機所擬定的特殊訂價計畫長期將可能進一步地降低單位成本。 

與傳統製造業相比，3D 列印所擁有的優勢在於可完成更複雜的設計、更快速地在市場發表產品（因為 3D

列印需要的工具較少，可縮短開發時間）、減少浪費，使生產過程更有效率。因此，3D 列印技術已廣泛應

用於小規模生產、投入市場以及客戶特定解決方案，遠遠超越其生產原型的最初用途。 

然而，積層製造業的幾個少數缺點仍使傳統製造業具有部分相對優勢，包含上述的高量產成本、有限的可

印刷材料（特別是聚合物、金屬粉末以及陶瓷）以及可列印的組件大小限制。

3D 列印 傳統製造業 

 

 

 

 

單
位
生
產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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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與瑞士製造業企業的相關性 

當問及瑞士製造業公司是否將 3D 列印視為可加速數位化轉型至工業 4.0 的主要技術時，三分之二的受訪

公司給予肯定答覆（24%的受訪公司同意，40%非常同意這項敘述）（詳見下圖表 13） 

圖表 13. 3D 列印成為主要技術的潛能 

[1-5 等級] 

1 2 3 4 5 

受訪公司的回答顯示瑞士製造業公司已經意識到 3D 列印技術對於未來製造業轉型的重要性以及巨大潛力。 

   然而，只有非常少數的受訪公司表示目前正在使用這項技術：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公司不是沒有正在使用

（12%），就是完全沒有（56%）使用過 3D 列印技術（詳見下圖表 14）。 

「3D 列印原型已受到市

場廣泛的接納。然而，

供應商和客戶對於 3D

列印零件的信心需進一

步地提升。品質和成本

因素是關鍵」 

agta record 

供應鏈管理負

責人 

Marcel Wenzin 

根據我們的企業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 3D 列印應用仍然處於原型階段。部分使用 3D 列印出的小零件進程

較快，正被用於模具和生產線投資之前的第一階段市場測試。然而，僅有少數瑞士製造業公司已經利用 3D

列印進行小量生產，大部分企業仍考量成本因素，尚未決定進入量產階段。 

「大部分的製造業收

入來自備件的溢價。

但隨著客戶逐漸重視

依其需求列印，這將

對製造業廠商和物流

倉儲業者的收入造成

不利影響」 

ABB 

創投常務董事 

Girish Nadkarni 博士 

40%

24% 
16% 

12% 8% 
完全不同意 完全同意 

18

圖表 14. 3D 列印使用現況 

[1-5 等級] 



「3D 列印技術應用在

整體服務和備件領域極

具潛力。若未來備件的

倉儲與運輸成本增加，

可能會有更有趣的發展」

agta record 

供應鏈管理負責人

Marcel Wenzin 

「促成積層製造產業

化的最大障礙在於材

料資格的認證費時，

通常需要數年才能達

成。找到加快認證資

格的方法至關重要」 

Alstom Schweiz 

混合零件/熱能動力

知識主管 

Raphael Urech 

儘管瑞士製造業公司目前僅在初階領域有限地運用 3D 列印於開發原型、小零件、備件以及新解決方案，他

們卻也持續地追蹤新趨勢、新發展，並關注競爭者的動向。 

瑞士製造業公司特別關心 3D 列印技術的弱點與問題，包含產出品質可比擬傳統製造產品的商品（特別是孔
隙度、耐久性、溫度與耐抗力方面），運用功能性（例如電導率）材料於 3D 列印以及在多種材料同時被進

行 3D 列印等議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保密性也是進一步需探討的問題。 

大部分受訪公司認為，克服這些弱點與問題將為 3D 列印技術帶來突破性的進展。 

未來投資 

將近半數的受訪公司（40%）計畫在未來投資或持續投資 3D 列印技術，28%的受訪公司則表示他們已經規

畫進行了部分投資，只有 20%的受訪公司沒有投資 3D 列印技術的計畫。 

許多採用 3D 列印技術的瑞士製造業公司最初與外部供應商合作，以取得必要技術，例如新興企業、大學或

是研究機構。中小企業傾向與外部供應商建立合作協議，等到成本降低後才進行投資；大型製造業者與跨國

集團則通常已投資於發展獨立的生產能力。 

除 3D 列印技術外，其他也可加速數位化轉型的指數型成長技術，包括人工智慧、先進機器人、傳感技術、

無人機與奈米科技領域的擴大投資亦可提升瑞士製造業者的競爭力。 

「3D 列印意味著重大

的投資。製造商需要

問自己是否願意自行

操作並發展內部能力

或委託外部生產。當

更多供應商進入市場

後，列印機和材料成

本可望下降」 

ABB 

研究製造技術負責人

Robert Sekula 博士 

是 

40% 
部分 

28% 
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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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趨勢 

未來的重要趨勢（每項趨勢由超過五個受訪公司提出）包含正在進行的全球優化（global 

optimisation）、解決現有成本與價格壓力、推出新型服務，以及新的流程創新。 

在全球優化趨勢的背景下，企業特別關注因應全球化調整生產據點、更好的全球採購策略，

以及新興經濟體的發展。 

在新型服務方面，企業尤其重視提供在地化服務─例如特定備件、服務業務，以及一站式

的產品與服務平台。 

次要的重要趨勢（由三至五個受訪公司提出）包含更全面的客戶導向與針對特定客戶的調整，盡力

縮短交貨時間、新型的行銷與通路（特別在電子商務領域），以及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 另外，

個別受訪公司亦點出其他趨勢包含預防性維護、入廠物流自動化、智能資料蒐集，以及微型化。 

上述的趨勢和挑戰與工業 4.0 以及指數型成長技術所引發的議題密切相關。源自製造業的積層 

製造技術以及其他的指數型成長科技將促使瑞士產業能以更全面的方式因應工業 4.0 的趨勢 

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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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 解決方案 

針對本研究前述之工業 4.0 的四大特點以及相應的挑戰，勤業眾信提出以下初步的解決方案，以協

助製造業公司管理轉型至工業 4.0 的過渡期。 

垂直網絡（vertical integration）

資訊科技的整合 工業 4.0 垂直網絡需要新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以彌補現存分散的資訊科技設備所
導致網絡運作不良。 

新的聯合解決方案有賴於一系列零組件的供應商共同開發，包括傳感器、模組、控

制系統、通訊網絡、商務應用，以及客戶服務應用的供應商。 

企業若能正確地選擇零組件，並且調整、整合零組件應用，發展出一個新型全面

的資訊解決方案，將可穩固其長期市場優勢。 

雲端應用 雲端解決方案為一可幫助組織有效利用巨量資料的工具，它將在工業 4.0 趨勢中

扮演重要角色。 

雲端應用對分散式智能生產的網絡系統之助益尤其顯著，過去無法想像的高端電腦

運算能力所催生出的雲端應用使得所有資料可隨時隨地被存取，讓工廠，甚至是全

球價值鏈所產出的資料可被蒐集、監督、配送以及分析。 

雲端技術為發展全面的市場解決方案之基礎，它可以無縫地整合由供應商價值鏈

至終端客戶的所有階段，並促成產品與服務的創新。 

垂直網絡的解決方案 

分析與資料管理 

「營運效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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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 

商業模式優化 工業 4.0 意味著產業將採取新的、劇烈的途徑顛覆，而非逐步改善既有的商業模式。 

因此，公司需要同時針對個別員工與整體組織的層次上發展新技能。由上往下的推廣

易在組織內形成阻力，只將零碎的、不全面的創新導入傳統業務也可能引起員工反彈。 

成功的公司將在現有業務中成立新部門，並培養新部門適時地成為公司的中心業務。 

智能物流 當數位化崛起時，物流過程在新一代全球價值鏈網絡需要變得更加智能化（亦即

「智能物流」），包含入廠物流、內部物流和出廠物流。 

主要挑戰將是整合包括自動技術、彈性物流系統、新服務、新倉儲與分配模式、內

部生產相互連結、預先組裝，以及外部供應商來維持競爭力。 

新稅務模式  在未來，3D 列印技術將促成跨國與跨洲的產品列印，再也沒有橫跨實體國界的限

制。這意味著需要制定新的附加價值稅、關稅和稅務規定的需求。 

水平整合的解決方案 

智能供應鏈 

資訊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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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為輔（through engineering） 

「十種創新類型」
9

工業 4.0 將促成整合性的跨域工程貫穿整體價值鏈、產品與客戶生命週期。 

工業 4.0 應用用以協助確保創新不僅受限於傳統的產品領域。傳統上，創新主要與有

形產品有關，但在工業 4.0 環境中的主要潛力在於公司架構、流程、網絡、獲利模式

以及客戶服務領域，例如新服務與通路、主要品牌的新應用，以及獨特的客戶參與模

式。 

實證研究顯示，採取超過兩種創新類型的企業股價表現較好；其中，領先的公司

通常為採取五種或更多種類的創新者。 

有效的生命週期 

管理 

數位化轉型使企業得以隨時調閱資料，進行產品、服務的生命週期管理。 

人工智慧（ AI ）處理前端蒐集的巨量資料，產出相關的初階指標，並做全球規模的

交叉核對與資料評估，藉此支援決策合理性，協助企業更加了解客戶需求以及客戶

產品的生命週期。 

工程為輔的解決方案 

有效的創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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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型成長科技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企業風險投資  企業風險投資提供公司由早期投資新興趨勢、突破性創新與指數型成長技術中獲益

的大好機會。 

投資新創公司能協助企業參與創新開發以保持長期競爭力，亦能由此使企業及早

獲得新技術的第一手資訊。 

企業需要擁有更多自由度去「觀察新趨勢」。唯有如此，企業才可能持續開發潛力

無限的新業務領域，若錯失此機，企業將難以存續。 

指數型成長科技的解決方案 

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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