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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回想30年前，初當公務員時情景，很多人與媒體都非常稱讚孫

運璿院長對台灣貢獻，這些情景與報導，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很

榮幸獲得孫運璿學術基金會頒發105年度傑出公務員獎，獲此殊榮

勉勵自己要學習與傳承孫院長的德行與風範，他的精神與典範也是

所有公務員應該學習與效法，更應永續傳承。

孫院長，他不僅推行十大建設，成立工研院和新竹科學園區，

對台灣經濟發展有莫大貢獻，是台灣科技產業主要奠基者，更是

「台灣經濟的推手」，對台灣經濟貢獻卓著，也奠定台灣電力供應

等民生福祉，是公務員的典範，很榮幸獲得基金會的肯定與頒獎，

我認為基金會持續舉辦本項頒獎，就是期許公務員能學習孫院長戮

力從公的精神，並能夠務實求新的創造力、一肩挑起的責任心與鍥

而不捨的執行力，為國家發展努力，讓政府繼續往前邁進。也就是

希望所有公務員能緬懷學習他的精神與典範，持續為國效力與為民

謀更多福祉！

孫院長有句名言「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他認為有利於

國家民眾福祉的事，要有劍及履及與克服困難的精神，把所有該做

的事情，透過決心、信念和溝通，完成該做的事情，這就是孫院長

深受民眾信任、懷念的主因。這信念也一直深深影響著我，希望我

們「永遠的孫運璿院長」的精神能長存。

在公務生涯中，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秉持人在公門好修行的理念

與態度處理事情，凡事要劍及履及勇於任事，對民眾有利的事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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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將「挫折與委屈」轉換為自我挑戰的力量！在過去的公

務生涯我要感謝郝市長、陳雄文部長、陳永仁副市長等長官的提攜

與指導，讓我有機會歷練不同領域部門工作與成長學習，來為民

服務與為國效力。我曾經服務過行政院環保署、省轄市新竹市環保

局、直轄市台北市商業處與客委會、中央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

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與日勝生集團日鼎水務公司從事環

保產業工作等型態非常不同的單位，每到一個單位，我都抱著戰戰

兢兢與冒險犯難的精神，學習新的知識與文化，並秉持「樂觀進

取、承擔責任、堅持理想、積極負責、勇於創新」的態度推動各項

工作，擁有這些機會，我非常感謝生命中的貴人一路扶持，您們的

的鼓勵與支持，都是我積極努力的最大原動力，再次的感謝大家的

疼惜。

感謝陳雄文部長於2015年讓我從台北市政府轉進到勞動、職

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等新領域工作，擔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

2016年6月政黨輪替之後，擔任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所長工

作，在這約2年半時間，也讓我深刻了解新世代年青人面對就業機

會、失業率增加與惡化低薪等問題，與我這一代非常不同；也發現

很多新世代年青人從事低薪與非典型工作。他們面對種種困境比我

這一代更多，我這一代只要認真努力就有機會，現在的年輕人就非

常不同，年輕族群呈現生存困難現象，出現有「崩世代」或「貧困

世代」的講法，除了認真努力外，還要面對全球化國際競爭與物聯

網智慧科技取代工作，所以有很多年輕人「沒工作的苦，有工作的

也苦」，對未來感到茫然。

隨著全球供應鏈發展、智慧生產與網路科技發展、資本自由流

動，工作型態改變，加上頻繁出現的經濟危機，失業率屢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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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機會逐漸減少的情況下，就業市場中「年齡歧視」已從中高

齡向下蔓延到青年就業者，沒有工作經驗儼然成為拒絕僱用的最好

藉口，技術不合更成為省去訓練成本的絕佳說詞。於是青年這一新

世代，在相對富庶的生活與高等教育擴張下成長，期待就業後能維

持同樣基礎的生活條件，進而能有更創新的未來，然而卻在欠佳的

就業環境、高漲的物價水準、停滯的薪資待遇，成為國家教育規劃

與產業結構失衡下最慘烈的犧牲者。也就是說，很多年輕人沒工作

的苦，有工作的也苦。面動劇烈變動環境更茫然，所以建立讓年輕

人可以發揮的環境，讓年輕人能適才適所，是國家當務之急的目

標。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中，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巨量資料(Big Data)以及智慧機械(Intelligent Robotics)等議題逐漸受

到各國的關注，並帶動了強烈的國際競爭，世界各國如日本、美

國、德國及中國等紛紛提出了應用科技創新提升國力的相關政策，

而國內也因應此一趨勢提出各項推動方案與計畫，協助國內產業厚

植國際競爭優勢。

希望透過了解各國政府運用相關政策帶領產業運用科技，掌握

其推動重點，藉由荷蘭、德國等國家發展之重點製造業、商業服務

業及智慧農業所開發之智慧解決方案及產業應用案例，進而了解國

際勞動市場趨勢，及其運用智慧科技技術、雲端儲存、巨量數據、

物聯網等相關之重點方向來提高生產力，進一步規劃運用智慧科技

提升我國青年勞動力素質做法，與勞動市場之因應對策以符合產業

所需人才，進而提升我國勞動力素質。

從建立「創客基地」推動青年創新創業經驗來看，面對全球劇

烈變動環境，政府更須從年輕人的角度，擬定公共政策，才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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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支持，政府應建立讓年輕人可以發揮的環境，讓年輕人能適才

適所，才是當務之急的目標。希望藉由得到基金會獎助機會，了解

荷蘭、德國等運用智慧科技、物聯網、雲端儲存與巨量數具等技術

所發展之重點製造業、商業服務業及智慧農業，開發之智慧解決方

案及產業應用案例，與國際勞動市場趨勢及提高生產力與人才資本

策略，進一步規劃運用智慧科技提升我國青年勞動力素質策略，與

勞動市場之因應對策，進而符合產業所需人才。

雖然，國際間已積極運用物聯網與巨量數據來發展智慧生產、

智慧商業、智慧城市等，但是，在運用智慧科技提升我國青年勞

動力素質策略與勞動市場之因應對策，尚未提出。2018是新的一

年，它也顯示人工智慧、智慧生產與自動化全面來襲的時代更近

了，新世代年青人的壓力也將更強，政府如何因應新時代裡，新世

代年青人不僅低薪，還可能嚴重失業的問題，難度將勝於以往，希

望本報告能對相關政府部門、學校、企業與新世代年青朋友有所幫

助。本次有幸承蒙前勞動部郭芳煜部長推薦，並得到財團法人孫運

璿學術基金會獎助，進行國外考察，與閱讀收集相關研究報告、報

章雜誌媒體報導與資訊之整理工作，然因個人學養有限、才疏學淺

與時間關係，雖全力以赴，但內容尚有疏漏或有標註不足之處，懇

請國內外先進不吝指正賜教。（本文於2017年4月底撰寫完成，印

製完成時間為2018年5月底，相關統計數據資料無法更新到2017年

底，敬請見諒。）

劉 佳 鈞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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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首先，感謝孫運璿學術基金會頒發105年度傑出公務員獎，並

贊助出國考察進修與研究計畫。

其次，感謝基金會徐立德董事長、孫震校長（基金會董事）、

郝龍斌市長（基金會董事）、史欽泰執行長及所有董事與基金會工

作先進的指導協助。也要感謝基金會聘請的評選委員、辛苦的工作

同仁與臺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的厚愛與辛勞。

再來，感謝前勞動部陳雄文部長、前台北市陳永仁副市長與前

勞動部郭芳煜部長的推薦與支持愛護。感謝勞安所林君黛小姐、前

台北市客委會秘書室周麗貞小姐、台北市商業處秘書室陳婉琦小姐

的協助。

最後，感謝父親劉鎮德先生、母親湯意妹女士、內人許慧婉女

士、愛子劉猷鴻與劉猷楷、愛女劉容娟等我的摯親不斷的包容與愛

的鼓勵，無怨無悔的全力相挺。

再一次以誠摯的心，感謝以上長官與很多親朋好友的關心與厚

愛，我才有機會領取這個特別有意義的大獎，給我養份充電，讓我

活化工作，非常感謝大家。能夠代表勞動部與曾經服務過單位來領

獎，也感謝一路走來提攜指導的長官郝龍斌市長、陳雄文部長、陳

永仁副市長等，及與我一起努力打拼的同事（新竹市環保局、行政

院環保署、臺北市政府客委會與商業處、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勞

安研究所）及一直出錢出力支持我的民間社團領導人，客家社團的

六堆客家同鄉會林榮顯董事長（榮譽理事長）、苗栗同鄉會蘇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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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理事長）、六堆客家同鄉會邱榮光董事長（理事長）、苗

栗同鄉會吳國智董事長（副理事長）、臺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周水

美理事長與各商圈理事長、整廠協會曾正宗秘書長及很多尊敬的親

朋好友（因版面篇幅關係，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無法一一介紹名

字致謝，如有疏漏敬請見諒與包容）。

與大家分享孫院長曾說過的一段話─「做事不要先講不行，先

講非成不可！然後去想怎樣做到」，我不會忘記大家對我的栽培與

指導，會以孫院長「非成不可」的精神來要求我自己，向前邁進積

極充實自我，為國家社會的發展貢獻心力。

感恩！謝謝所有提拔與疼惜佳鈞的長官、長輩與親朋好友，有

您們真好！我會更努力學習孫院長的精神，報效我們的國家社會。

謹將本書著作權捐贈陳獻給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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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我國勞動市場與人才培育策略研究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爆發，世界各國重新體

認到製造業的重要性，緊接著工業4.0時代來臨，面對來自全世界

激烈的競爭，物聯網和行動互聯運算成為企業致勝的關鍵因素。

各國紛紛提出「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振興戰略，希望透

過提升高階製造技術，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進而帶動經

濟發展與促進就業。如美國於2011年推出「先進製造夥伴計畫」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簡稱AMP)，以吸引製造業回

流重新取得國際製造競爭力的領先地位；德國在2012年提出「工

業4.0」計畫，透過網實整合系統 (Cyber Physical System，簡稱CPS)

建構智慧工廠，藉此維持全球製造領域的領先優勢；日本於2013

年提出「日本產業重振計畫」，透過促進設備和研發之投資來重振

製造業實力；韓國2014年提出「製造業創新3.0策略」，協助中小

型製造業建立智慧化與最佳化生產程序；中國大陸則在2015年宣

布「中國製造2025」計畫，力爭2025年邁向製造強國的行列。

不管上述名稱為何，其核心概念均不脫「智慧製造」概念，也

就是建構以網實整合系統 (CPS)為基礎，將以往工業3.0時代大量、

制式的生產模式，轉為少量、多樣、彈性的客製化生產，以即時滿

足客戶需求，爭取市場訂單，提升企業競爭力。目前臺灣在經濟

上，也面臨到市場快速變化、製造版圖重新洗牌、人均產值趨緩及

經營模式待轉型等課題，同時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問題嚴重，勞動人

口不斷減少，也帶來了生產力下降的危機。因此，如何透過產業升

級與轉型，提高人均產值，成為當前臺灣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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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化與產業國際供應鏈專業分工潮流，全球經濟循環週

期呈現震盪幅度加劇且週期變短的情勢。自21世紀以來，全球產

業經濟情勢先後歷經有網路科技泡沫、金融風暴、歐洲主權債務危

機與英國脫歐等衝擊，臺灣經濟成長率不但出現2次負成長(2001、

2009年)，並自2012年起，即持續於谷底盤旋，連續兩年經濟成長

率低於3%，分別為2.06%、2.20%，直至2014年經濟成長率才突破

為3.92%。2015年復因全球經濟情勢走緩，尤其中國大陸供應鏈

在地化對國內產業形成等因素而再度陷入景氣谷底，2015年經濟

成長率僅有0.65%，而中經院於2015年預測2016年經濟成長率約

0.84%。國內景氣持續於谷底，國內就業市場指標將大受影響，尤

以新世代就業衝擊更大。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由圖1來看，我國平均失業率由1999

年5.85%高點呈逐年遞減，2015年已降至3.78% (減少2.07個百分

點)，為2017年前新低(2000年為2.99%)；15-29歲青年平均失業率

亦降為8.7%，但仍為整體失業率的2.3倍。隨著國內景氣持續維持

於谷底，國內就業市場指標已受波及，2016年上半年，因年節及

若干救濟措施效應以及市場之調整等，指標未有明顯且立即惡化情

形，如2016年4月失業率3.86%，仍在4％以下；雖較3月下降0.03

個百分點，但下降幅度是近15年同月最低；另1至4月失業率平均

為3.89%，較去年同期上升0.20 個百分點，係近7年同期首次呈現

上升現象，顯示勞動市場仍有受到景氣低緩影響甚鉅。2017年前5

個月的平均失業率為3.75%，較2016年3.88%略低，雖然台灣經濟

情況復甦較為緩慢，但整體而言就業市場仍舊較為穩定。中研院

預期2017年全年失業率將會來到3.82%，較上半年為差但仍舊優於 

2016 年。

最近5年來（2012至2017年），國內經濟情勢受國際經濟影

響，相關指標如海關出口、外銷訂單、工業生產、商業營業額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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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率持續負成長，以致經濟成長率不如過去；同時就業市場也受波

及，如由圖2與圖3來看，求供倍數持續下滑、資遣通報、縮減工

時、失業認定等，都較去年同期攀升，勞動情勢隨經濟情勢持續落

於谷底而愈趨嚴峻。

圖1　2007年至2017年我國失業率變化趨勢圖

註：青年失業率倍數 = (15-29歲 失業率) / (整體失業率)

資料來源：1. 青年失業率：《人力資源統計》

　　　　　2. 失業率：《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年失業人數平均為46萬人，失業率為3.92%，較2015年上

升0.14個百分點。按教育程度別觀察，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

4.23%最高，其中大學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4.84%；其中15至24歲

失業率12.12%最高，25至29歲為6.76%，青年失業及學用落差等問

題，仍應加強關注。

由圖2及圖3來看，2016年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職人次

為72萬7,816人次，較2015年增加1萬403人次；新登記求才人次為

131萬1,799人次，較2015年減少12萬3,414人次；求供倍數為1.80

倍，較2015年減少0.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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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民國2007年至2017年我國勞動力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3　民國2007年至2017年我國「求供倍數」變化趨勢圖

「求供倍數」指求才人數對求職人數之倍數

註：求供倍數-指求職民眾在當月(季、年)在工作機會之均值

資料來源：勞動部

由於此波景氣趨疲、成長走緩的主要原因，短期因素包括國際

經濟成長趨緩、國際原物料價格走跌等外部因素，但中長期因素主

因為中國大陸力求供應鏈在地化所牽動之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s，簡稱GSCs)重整，以及國內產業結構轉型等，對臺灣經濟兼

受內外夾擊，所面臨之國際替代與競爭壓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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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球供應鏈重整對臺灣之可能影響，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

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公布以「工作性質

之改變」為主題的《2015年全球就業趨勢報告》，臺灣全球供應

鏈相關就業比重排名第一。而自21世紀起，臺灣產業結構即因內

在因素，包括:產業轉型升級、環保、以及匯率，外在因素包括如:

中國崛起之市場磁吸、全球化趨勢等，而面臨轉型並使勞動相關情

勢，連帶受到明顯影響。其中，全球供應鏈之深化，以及其對就業

情勢之價(薪資)、量(就業量與工作模式(全時、部分工時、臨時工

等)與非市場因素(如海外工作、人才外流)等，對臺灣之經濟成長與

勞動市場發展有不容小覷的影響。

雖然經濟情勢走疲，但創新領域之網路科技、自動化與智慧化

技術則是誘發當前全球經濟發展潛力最大領域。雖然其將可提高勞

動生產力，節省勞力；並且催生新市場、新產品，因而增加IT技能

人才和專業領導人才的需求，並可能影響勞動媒合的效果和勞動服

務的提供方式，但是因自動化與智慧化技術可能造成之勞動替代效

果與失業問題，將不容忽視。

綜上所述，受到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的人口結構變遷趨勢、產

業變遷及全球化競爭等因素的影響，各國失業的情況日漸嚴重，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16年1月19日發布最新《世界就業與社會展望

報告：2016年趨勢》(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trend 

2016)，

2015年全球失業總人數達1.97億以上，2017年將首次突破2億

人。經濟持續疲軟導致全球失業人口增加，2015年全球失業人口

高達1.97億，平均失業率為5.8%。

國際勞工組織於2014 年1 月公布的《全球就業趨勢報告》中

就提出警告，2013年的全球失業率是6%，但是全球15-24歲的青年

失業率卻高達13.1%，有7,450萬名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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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青年歷史新高的失業人數7,540萬人相近，而且未來四年都不

可能改善。青年失業已是全球普遍與持續惡化的問題，在歐盟平均

每5個年輕人就有一人失業，西班牙更是有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沒有

工作，即使是經濟最穩定的亞洲，青年失業率也是成年失業率的

2 倍多。歐洲各國紛紛提出政策來解決問題，然而透過提高勞工退

休年齡來解決債台高築的方式，加上原本就緊縮的工作機會，間接

使得年輕人進入就業市場更加困難，造成「老未有所終，壯未有所

用」。

回頭看看歷年全球就業趨勢報告，全球各國失業問題預期短時

間內將難以改善，因此失業惡化現象，已逐漸成為各國政府及研

究人員十分關注的議題。我國在2000年以前，失業的情況並不明

顯，失業率皆可維持在3%以下；但2001年以後，我國失業率大幅

上升，2002年升高到5.17%，2009年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提升到

5.85%，已成為政府最近幾年非常重視的問題。

2009年全球經濟逐漸脫離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衰退，但勞

工雇用卻未能同步升溫。2013年全球失業率仍維持6.0%的水準，

與2012年持平，全球失業人口預估為2.02億人，另外，2013年

全球就業人口率約達59.6%，雖與2012年持平，但仍低於危機前

60.7%的水準。2014年的全球平均失業率是5.9%，全球的失業人數

高達2.01億人，比起2013年的全球失業率6.0%，略為下降0.1%。

受到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增長乏力的推動經濟進一步放緩，中國大陸

明顯放緩。

失業問題並非平均發生在不同年齡層，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因

為沒有工作經驗，失業率會更加嚴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

當前全球青年失業人口約為7,500萬人，比起2008年金融危機時增

加了超過400萬人。2012年時全球青年失業人口約為12.7%，但到

2017年2月時估計將達12.9%。以歐盟為例，由圖4來看，2008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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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風暴發生後，再加上歐債危機，青年失業率攀升，2011年歐洲

五國青年失業率都超過三成，希臘及西班牙甚至超過五成，這對充

滿活力的年輕人將造成嚴重打擊，成為嚴重社會問題。然而，造成

青年失業問題的不僅只是景氣循環，由於技術和傳播的進步、製造

業的全球化、資訊近用的方便和價廉、工作的組織模式改變等經濟

結構上的變遷，讓當前青年失業問題更加複雜。新式技術取向的經

濟結構模式，雖然產生大量的工作機會，但是，它需要較高技術能

力；而傳統「畢業即就業」的管道不再有效，教育不再保障一定能

取得持續性的工作機會，同樣的高效能的新經濟體，也意味著它不

必然會創造出足以讓所有年輕人充份就業的工作機會。無論是開發

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被稱為失落的年輕一代，將面臨職業與職位

數量大為減少，進而造成社會緊張的不利條件。

圖4　歐盟25歲以下者失業率(按國家分)

資料來源：

1. 歐盟統計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lfs/data/database

2. 德國1990年和希臘1990年至1997年歐盟統計並無資料，改使用OECD 

Statistic。

由於青年失業或僅得到基本工資的低階工作機會，除了讓年輕

人難以維持生活開銷外，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失去可以在工作中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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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做事態度和自我成長的機會，以及存錢等待創業或投資的機會。

這不但會縮減其終身所得，更剝奪了他們未來競爭的機會。尤有甚

至，許多失業者在無法找到適當工作機會，轉而成為「尼特族」

(NEETs :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依賴父母維生，

逐漸成為社會的結構性危機。

值此日益震盪的全球經濟氛圍，處於相對落後之勞動市場，在

日益嚴峻的經濟情勢下，亟需針對全球之經濟、生產以及科技趨

勢，運用國際情勢資訊，以因應未來國內勞動情勢相關政策與決策

所需。掌握全球供應鏈發展與智慧生產與網路科技發展趨勢對勞動

市場影響，提出政府因應未來國內勞動情勢相關政策與決策所需。

回溯人類工業發展史，從18世紀的工業1.0，機器進入製造領

域的參與，到2.0的機械化和大量生產，工業3.0即是機器和電子資

訊科技的搭配。過去是仰賴人來調整機器因應變異，現在隨著環

境、材料、機種的改變，將機器和人的智慧虛實整合，發展成為所

謂的工業4.0。智慧製造發展的條件主要來自技術進步，包含智慧

技術、高速網路傳輸的提升、雲端和大數據的運算成本降低，為智

慧製造創造很好的發展條件。

智慧製造是屬於典型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IoT)的

經濟架構，擁有可觀的經濟價值，再者製造業人力短缺，全球製造

業重鎮中國大陸的直接人力短缺和流動率過高，面對成本增加及永

續經營的困難，製造業必須轉型。

生產製造歷經自動化、量產化、全球化發展歷程後，不論是

德國「工業 4.0」、美國「再工業化政策」、日本「人機共存未

來工廠」、韓國「下世代智慧型工廠」，還是「中國製造 2025計

畫」，全球主要國家均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能化製造、生產、銷售

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產業供應鏈垂直與水平數位

化、智能化，成為全球搶單競爭關鍵。其次，因少子與高齡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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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結構變遷，導致先進國家為因應就業人口數下降的必然趨勢，推

動數位製造、網實整合智慧製造發展，也是逆轉人口危機為轉機的

重要手段。

同樣地，臺灣也面臨工作年齡人口減縮，同時產業受開發中國

家搶 占量產市場、工業國搶佔中階客製化市場的雙重挑戰。在接

踵而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何促進國內產業創新轉型、掌握關鍵

技術自主能力、 維持國際競爭力，是我國產業發展之重要課題。

智慧工廠或智慧生產(Smart Factory)能即時控制整個價值創造

網路，從訂單到交貨的連結，實現產品及其生產系統生命周期工程

的整合。欲達成此目的，製造企業的工廠及內部管理流程必須形成

網絡化，藉此避免無謂浪費，且進一步發揮降低存貨、縮短客製化

產品交貨時程等多重綜效。

由此觀之，要想實現工業4.0，顯然必須促使IT企業端、OT製

造端等不同領域系統軟體，皆能智慧串接，意謂底層感測器、控制

器所產生的數據，能夠順暢地經由I/O採集器、SCADA/HMI，一路傳

遞至屬於企業IT範疇的雲端世界，從而在ERP、MES及APS等商用管

理系統的支撐下，佐以巨量資料分析，再反向回饋至自動化設備之

基礎，據以實現智慧化生產。

智慧生產解決方案所需人力，涵括了產業生產運作每個環節所

需的基層、中階及高階人才，所涉及的是產業人才核心素養與技

術能力的轉變，涵蓋範疇寬廣，須從正規教育體系、產學研各界研

究機構(系統)及在職培訓體系等方面全面布局同時併進。因此，所

需人才涵蓋上、中與下游，人才培育需透過教育部、科技部、經濟

部、農委會、衛福部及勞動部跨部合作進行產業實務人才培育相關

工作。推動在職培訓、扎根正規教育、及產學研連結國際人才培育

與國技專業人才延攬等工作。

爰此，本研究報告以行政院所核定推動的「行政院生產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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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案」、「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方案」及勞動部勞研所「全

球供應鏈、網際網路科技發展趨勢對勞動市場影響與因應分析」等

為基礎，探討智慧機械、物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與全球供應

鏈等技術來引領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提

升，發展人機協同工作所需智慧工作環境人才，提出我國勞動市場

與人才培育策略研究，以因應青年高失業率與低薪及高齡化社會工

作人口遞減的勞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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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整體失業與青年失業現況與問題分析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統計，全球經濟衰退導

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失學、失業，從2008年到2010年，會員國中

15-29 歲年輕人平均約有16%失業，2012年的平均青年失業率更是

升高達16.3%，為全體失業率的兩倍，更較10年前提高4%。其中希

臘青年失業率超過一半，顯見青年高失業率的國家，與國家未來發

展息息相關，事實上除少數幾個國家政策的得以發揮效果外，大部

分國家皆往高失業率持續惡化。

國際勞工組織在《2015年全球就業與社會趨勢報告》中強調，

2014年的全球青年失業率高達13%，有多達7,400萬名15-24歲的青

年處於失業困境中，而且全球青年失業率是全球成人失業率的近3

倍，顯示全球的青年失業危機仍然十分嚴重。至於在「長期失業危

機」方面，依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2014年9月公布的《長期失

業報告》指出，34個會員國在2014年的長期失業總人數，已經從金

融危機以前的870萬人，增加為2014年的1,609萬人，比起金融危機

以前增加了85%之多，惡化的幅度十分明顯，其中又以希臘、西班

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的增加幅度最為嚴重(如圖4)。青年失業危

機與長期失業危機，仍然是歐盟與世界各國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2014年11月歐盟的平均失業率，雖然維持在11.5%的水準，與2014

年8月相同，但是歐盟的平均青年失業率卻高達23.7%，比起2014年

8月的23.5%上升了0.2%，更嚴重的是，長期失業率高達將近50%，

也就是長期失業人數占整體失業人數的將近50%，占全部勞動力人

口的比率高達5.1%之多。

臺灣近年來同樣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問題，青年勞動力原

本就越來越少，若在進入職涯時未能順利接軌，獲得進入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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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工作經驗的機會，甚至讓許多擁有專業技能的年輕人被迫兼差

或從事非技術的工作，可以預想在未來二十年後，當現今中壯年已

逐漸退休，青年勞動力因未能累積足夠的工作技術與經驗，將何以

成為國家的生產主力？而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也將在流失的青年勞動

品質下消逝。

事實上，青年失業問題在債台高築的歐洲各國更為嚴重，根據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歷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各企業因經濟不確定性，

除了不願意多雇用正式員工，使得非典型就業人口劇增，縮減就業

機會也使隨之而來的長期失業問題加劇，這些影響將使勞工技術減

退，青年高失業問題甚至可能從循環性失業問題演變成結構性失業

問題。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1990年代以後，工業化先進國家的失

業率持續上升，其中特別是青年失業率，往往高於成人失業率，這

項事實代表青年在離開學校後，面臨比成人更高的失業風險。雖然

青年失業在青年群體內部並不是平均分布的現象，何種青年次群體

會面臨高失業的風險，往往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有所變動，但是

整體而言，青年明顯是身處在比成年人更高風險的就業結構環境之

中，因此青年失業率偏高。

在歷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各國普遍出現的青年高

失業率問題更加惡化，已經形成「全球性的青年失業危機」，並

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治理難題。國際勞工組織在2010年發表的《全

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指出，2009年全球的平均青年失業率高達

13％，有8100萬人之多，而且全球青年失業率增加的速度是成年人

的2倍。

事實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勞動市場產生了明顯的

結構性變化，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發展趨勢下，非典型工作機會日

益增加，對於青年的失業與就業都造成了更大的風險，這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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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青年面臨以下2大風險時就選擇離職，這也是高風險就業結

構性的根源，1、「勞動市場風險：待遇不佳、環境不佳、沒有保

障」；2、「生涯發展困境：學非所用、沒有前途」。

過去有許多人接受「青年勞動市場區隔」觀點，認為青年失業

問題不嚴重的認知，應該加以調整。現今的青年，雖然還是具有

工作經驗不足、穩定性較低、技術較不成熟等的特性，但是容易再

就業的情形已經不復見，也就是「青年容易失業、但未必仍然容

易再就業」，即使是青年願意從低階的工作重新開始也未必容易就

業，而且現今的青年比過去更有淪為長期失業者、面對長期失業

的風險。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影響下，不僅各種非典型工作的型

態日益複雜，而且就業與失業的界限也出現模糊，因此使得「青

年轉銜」(Youth Transition)的就業歷程，開始出現「多樣性」

(Diversity)與「可回復性」(Reversibility)，目前已經成為研究

青年失業問題的新興觀點。

全球化造成產業品牌全球供應鏈布局，在加上智慧科技與網際

網路雲端運算將對勞動市場產生革命性影響，造成全球各國共同的

問題，便是各國漸趨嚴重的新世代青年失業高漲，以及就業參與的

遲緩，此問題在臺灣更與「高齡化與少子化」、「高教擴張」與

「晚進早出」現象連結，促使國內勞動力參與量能嚴重下滑。

青年雖易在職場失業，與其他族群相較，卻也比較容易在職場

中重新就業，使得青年的「高失業率、高就業率」成為在勞動市場

中相當特殊的現象。在青年失業的特質分析上，從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2015年的調查指出，青年失業的原因以非初次尋職者較多，平

均週期為19.17週，其實是遠低於總體勞動失業的25.89週。而在25

歲至29歲平均失業週數高於青年全體平均週數，顯見此年齡細層在

就業促進上應導入更多媒合資源，畢竟失業週期延長，將促使就業

等待期延長，與勞動市場的長期區隔將影響其就業參與空間。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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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世代缺乏就業穩定性，源自於青年需面臨非典化導引、高失業

及重複失業風險之威脅；上述原因更促使青年失業者淪為長期失業

者之比率逐年攀升。如此現象持續延展且忽略其嚴重性，將促使政

府部門之政策方案與導入之資源產生嚴重錯置與流失。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金融危機後之尼特族現象－挑戰

與政策報告》(NEET You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risis: 

Challenges and Policies)顯示，會員國的青年就業自2007至2012

年，下降了超過750萬人，青年就業率下降約4.6個百分點。2012年

資料顯示，將近三分之二的青年並未尋職，並有4,470萬16-29歲青

年生活於貧窮中。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提出國際間各國青年就業問題共同現象

包括勞參率下跌、失業率上升、就業機會不足、技能不足、從事部

分工時及所得低、學校至職場轉銜不順等。

根據各國公佈資訊發現， 2016年4月美國16至19歲青年失業率

為14.6%高居各國之冠，其次為韓國11.6%；臺灣8.66%排名第3。另

外，臺灣以20~24歲青年失業問題較嚴重，2016年4月該年齡層失業

率為12.27%，比美、日、韓來得高，但相較於2016年2、3月分別減

少0.19及0.1個百分點。以下再針對主要國家青年失業問題進行分

析。

 一、各主要國家青年勞動狀況分析

(一) 主要先進國家青年勞動力發展指標

1. 勞動力

從表1及表2來看，2014 年我國勞動人口1,154萬人，

亞洲主要國家，日本勞動力人口6,587萬人，韓國2,654萬

人。至於歐洲國家，以德國4,194萬人、法國2,859萬人及

西班牙2,295萬人。2010到2014年間，我國勞動力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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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為1.09％。與日本及韓國比較，日本2008至2012年

則呈現負成長，2013年以後呈現成長趨勢的狀況。韓國最

近10年呈現正成長趨勢，2014年高達2.56％成長。

表1　世界主要國家勞動力人數
單位：百萬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法國 27.17 27.38 27.54 27.77 27.95 28.21 28.32 28.35 28.56 28.57 28.59 

德國 39.96 41.04 41.52 41.68 41.78 41.81 41.78 41.23 41.33 41.69 41.94 

日本 66.42 66.51 66.64 66.84 66.74 66.50 66.32 65.91 65.55 65.77 65.87 

韓國 23.42 23.74 23.98 24.22 24.35 24.39 24.75 25.10 25.50 25.87 26.54 

西班牙 20.27 21.14 21.78 22.43 23.07 23.26 23.36 23.43 23.44 23.19 22.95 

臺灣 10.24 10.37 10.52 10.71 10.85 10.92 11.07 11.20 11.34 11.45 11.54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西班牙資料來自ILOSTAT Database。

表2　世界主要國家勞動力平均年成長率
單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法國 0.74 0.77 0.58 0.84 0.63 0.92 0.39 0.12 0.72 0.03 0.08

德國 1.14 2.72 1.18 0.38 0.23 0.07 -0.06 -1.33 0.25 0.88 0.60

日本 -0.36 0.14 0.20 0.30 -0.15 -0.36 -0.27 -0.62 -0.55 0.34 0.15

韓國 2.01 1.39 0.99 0.99 0.54 0.20 1.45 1.42 1.60 1.46 2.56

西班牙 0.03 0.04 0.03 0.03 0.03 0.01 0.004 0.003 0.000 -0.01 -0.01

臺灣 1.63 1.27 1.46 1.81 1.31 0.59 1.40 1.17 1.26 0.92 0.79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西班牙資料來自ILOSTAT Database。

2. 勞動參與率

我國勞動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自2004年起呈逐年

緩步上升之勢，2014年為58.5％，較前一年(2013)增加

0.1個百分點。從表3來看，從2004至2014年間來看，我

國與各國相較，我國勞參率低均低於各國，高於法國。從

2004至2014年間來看，各國15至19歲青少年勞參率差異

極大，最低為韓國(2014年高於我國)，2014年最高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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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我國為8.0％(如表4)。各國20至24歲青少年勞參

率均較15至19歲高，我國2014年為51.4％(如表5)。15至

24歲以德國勞參率最高。

表3　世界主要國家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法國 56.3 56.2 56.2 56.3 56.4 56.6 56.5 56.3 56.5 56.5 56.3 

德國 56.9 58.4 59.0 59.2 59.2 59.4 59.4 60.1 60.4 60.4 60.2 

日本 60.4 60.4 60.4 60.4 60.2 59.9 59.6 59.3 59.1 59.3 59.4 

韓國 62.1 62.0 61.9 61.8 61.5 60.8 61.0 61.1 61.3 61.5 62.4 

西班牙 55.9 57.1 57.9 58.6 59.4 59.5 59.6 59.7 59.7 59.4 58.9 

臺灣 57.7 57.8 57.9 58.3 58.3 57.9 58.1 58.2 58.4 58.4 58.5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西班牙資料來自ILOSTAT Database。

表4　世界主要國家15-19歲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法國 11.0 11.6 15.4 12.4 15.3 15.0 16.2 15.0 14.4 14.8 14.1 

德國 30.0 28.7 30.9 30.4 32.5 32.6 30.6 30.6 28.5 29.0 28.5 

日本 16.3 16.3 16.5 16.3 16.2 15.4 15.2 14.5 14.7 15.5 16.1 

韓國 9.7 9.1 7.5 7.3 6.5 6.2 6.9 7.6 7.7 7.7 8.4 

西班牙 20.0 23.4 23.7 24.1 23.3 19.9 17.3 15.6 14.0 13.3 11.8 

臺灣 11.0 10.5 9.8 9.8 9.7 8.8 8.9 8.7 8.5 8.1 8.0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西班牙資料來自ILOSTAT Database。

表5　世界主要國家20-24歲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法國 56.5 56.5 59.7 54.4 61.8 62.7 62.2 60.8 60.2 60.3 59.9 

德國 70.8 69.0 70.6 70.8 71.3 71.8 70.3 71.1 69.5 69.6 69.1 

日本 68.8 69.3 69.5 69.8 69.3 68.6 68.3 68.5 68.0 69.0 69.0 

韓國 58.0 57.2 54.6 52.6 50.1 49.2 48.9 48.0 48.9 47.6 49.9 

西班牙 64.3 67.3 68.0 67.5 68.1 66.5 64.6 63.2 61.2 59.8 57.8 

臺灣 54.4 53.3 52.6 52.9 51.7 49.6 50.3 50.3 51.7 52.7 51.4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西班牙資料來自ILOSTA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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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業率

從圖5與表6來看，近年各主要國家之就業率(就業者

占民間人口比率)均呈平緩上升趨勢，2009年因金融海

嘯而有微幅下降，2014年就業率以韓國為最高，其次為

日本與德國，最低為法國與西班牙。按年齡觀察，2015

年我國15-19歲就業率為7.6%，高於西班牙，低於其他各

國；我國20-24歲就業率為45.6%，與韓國相近，低於日

本之64.8%及德國之63.6%；25-54歲年齡層就業率，我國

為80.5%，高於法國、韓國與西班牙，低於德國與日本；

55-64歲就業率，我國為45.4%，低於各國(如表6)。

圖5　世界主要國家就業率(就業占民間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西班牙資料來自ILOSTA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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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世界主要國家各年齡層就業率率
單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5-19歲

法國 10.9 11.6 11.4 12.4 12.2 11.2 11.3 10.7 9.8 9.9 9.4 9.0 

德國 25.3 25.7 26.6 28.3 29.0 28.1 27.3 27.6 26.0 26.6 26.0 25.5 

日本 14.4 14.8 14.9 14.9 14.9 14.0 13.7 13.1 13.5 14.5 15.3 15.6 

韓國 8.4 8.0 6.7 6.6 5.9 5.4 6.1 6.8 7.0 6.9 7.7 7.9 

西班牙 17.7 20.5 20.8 21.3 17.7 11.1 8.3 6.9 4.8 4.3 4.6 4.9 

臺灣 9.6 9.2 8.6 8.7 8.6 7.6 7.9 7.7 7.6 7.3 7.3 7.6 

20-24歲

法國 50.7 49.6 49.1 50.6 51.1 49.7 48.8 48.3 46.9 46.8 47.3 48.1 

德國 58.8 59.5 61.4 63.3 64.5 63.4 63.8 65.5 64.2 64.4 64.0 63.6 

日本 62.5 63.6 64.2 64.5 64.4 62.6 61.9 62.8 62.5 64.1 64.6 64.8 

韓國 52.5 51.6 49.2 48.0 45.5 44.6 44.3 43.5 44.5 43.2 44.8 46.1 

西班牙 51.7 55.9 57.9 57.4 54.4 44.4 40.8 36.4 31.3 28.8 28.7 31.4 

臺灣 48.7 47.8 47.3 47.3 45.5 42.3 43.5 43.9 44.9 45.5 44.5 45.6 

25-54歲

法國 80.6 80.8 81.3 82.1 83.2 82.1 82.0 81.5 80.9 80.6 79.8 79.4 

德國 78.1 77.4 78.8 80.3 81.0 80.8 81.5 83.0 83.3 83.4 83.5 83.7 

日本 78.6 79.0 79.6 80.2 80.2 79.6 79.9 80.2 80.5 81.4 82.1 82.5 

韓國 73.4 73.4 73.9 74.0 74.2 73.3 73.8 74.4 74.7 75.0 75.7 75.9 

西班牙 72.9 74.8 76.1 77.1 75.6 71.0 70.0 69.1 66.7 65.8 67.4 69.4 

臺灣 74.8 75.5 76.3 76.7 76.9 75.6 76.6 78.0 78.8 79.3 79.9 80.5 

55-64歲

法國 37.8 38.5 38.1 38.2 38.2 38.9 39.7 41.4 44.5 45.6 46.9 48.6 

德國 41.8 45.5 48.1 51.3 53.8 56.1 57.7 60.0 61.6 63.6 65.6 66.2 

日本 63.0 63.9 64.7 66.1 66.3 65.5 65.2 65.1 65.4 66.8 68.7 70.0 

韓國 58.5 58.7 59.3 60.6 60.6 60.4 60.9 62.1 63.1 64.3 65.6 65.9 

西班牙 41.2 43.1 44.1 44.5 45.5 44.0 43.5 44.5 43.9 43.2 44.3 46.9 

臺灣 40.4 40.5 40.7 42.2 42.8 41.8 42.4 42.6 43.0 43.5 45.1 45.4

資料來源：我國取自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其他國家資料取自OECD 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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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業率

由圖6來看，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後景氣逐漸復

甦，2011年以後，主要國家失業情形均較2009年緩和，除

法國與西班牙外其他國家有較明顯改善，法國和西班牙失

業率呈現上升。

圖6　世界主要國家失業率

資料來源：我國取自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其他國家資料取自OECD Statistic。

從圖7來看，按年齡層觀察各國失業率，2015年15-19

歲之失業率以西班牙居冠，各國各年齡層失業率均以15-19

歲之失業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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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世界主要國家2015年失業率(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我國取自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其他國家資料取自OECD Statistic。

由各國資料顯示，青少年失業率均較成年失業率為高，

15-24歲者之失業率約為25歲以上者之2到3倍，青少年由於

剛踏出校門，對就業環境尚處學習摸索階段，轉職頻率較

高，惟隨年齡增長工作日趨穩定，失業率隨之下降。

(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各國青年失業狀況分析

2008年下半年金融海嘯爆發迄今，全球經濟雖已見些

許好轉，然主要國家就業市場情勢依然嚴峻，2011年美國

失業率為9.0%，歐盟亦高達9.7%，其中又以青年失業為最。

2012年4月份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針對會員國所做的調

查顯示，15至24歲年齡層的失業率為16.1%，幾乎比其他年

齡高出兩倍，仍相當接近2009年金融海嘯尖峰的18.3%。另

外，國際勞工組織預測受歐洲債務衝擊，2012年世界各地

青年(15至24歲)失業率，將較去年增加0.1%至12.7%，甚至

到2016年仍會居高不下，故促請國際社會為青年提供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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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再者，數據亦顯示從金融海嘯危機爆發前到如今，青

年失業問題呈現極端之轉變。例如，在西班牙2007年3月青

年失業率為17.4%，然而到2012年3月已達51.1%，希臘也有

同樣的狀況，青年失業率都飆破50%以上，顯示狀況異常嚴

重。

進一步分析，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由於歐債

危機，整個歐洲大陸的失業率位於歷史新高，歐洲青年求職

者處境最為艱困，法國、英國、波蘭、愛爾蘭及義大利的勞

動市場中，青年失業約占20%左右。亦即在部分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國家中，青年失業率為總失業率的兩倍以上，甚至

前述的希臘及西班牙等國，青年失業率高於總失業率達三倍

以上。惟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由於政策得當，青年失業

率都在10%以下。

青年勞動力市場的困難並不只限於已開發國家，同時也

影響到G20中的新興經濟體。部分新興經濟體的青年失業率

亦相當高，如南非青年失業率約達50%，而在其他國家許多

青年就業是處於非正式或不穩定的非典型就業中，缺乏社會

保障且短期內缺乏就業前景。

另外，失業率本身並無法反映整體勞動市場全貌，因為

許多青年離開教育體系但卻未顯現在勞動人口統計中。在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至少有2,300萬青年並未求學、

就業與參加培訓，其被稱為尼特族(NEETs)，其中有超過一

半的人已放棄尋找工作，亦即沒有就業意願，這是在高青年

失業率外亦值得重視的狀況。

綜上所述，在許多國家，只有一部分青年在離校後很快

找到工作。事實上許多青年畢業後經歷了較長且坎坷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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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過程，其中有缺乏工作技能的群體在離校後尤其難以找

到穩定的工作，此族群缺乏文憑，多來自移民、少數族裔家

庭或生活在鄉村及偏遠地區。這一群體面臨的主要障礙是無

法找到穩定的就業。他們往往擁有資質，但缺乏找到工作的

適當技能，因此頻繁的在臨時工作、失業或閒散之間變換，

即使在經濟成長強勁時期也是如此。歐洲目前至少有五分之

一年齡在15－29 歲的青年人經歷了就業前景困難的風險。

另外，根據2011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國際勞工組

織統計，亞洲主要國家的失業率日本為5.1%、韓國為3.7%，

而15-24歲青年失業率日本為9.3%、韓國9.8%。另外以倍數

來檢視可發現，韓國的15-24歲青年失業率是全體失業率的

2.65倍，為亞洲先進國家中最高(我國為2.51倍，僅次於韓

國)，因此如何提升青年就業力已被亞洲各國政府視為施政

的重點方向。

(三) 歐盟青年失業狀況分析

面對聯盟多數國家的青年高失業問題，歐盟對此提出了

以下的分析：

1. 青年離校尋職所需時間

離校後找到第一份工作，所需時間約1到2年的時間。

當然各國之間存在差異。其中，西班牙、義大利、芬蘭

等青年需要兩年的時間；而愛爾蘭、丹麥、德國等青年

僅需平均一年半的時間。青年離校後找到「固定工作」

(Permanent job)所需時間，各國也不相同。丹麥僅需2年不

到的時間，西班牙則需6年的時間。

2. 青年失業與工作轉換問題

歐盟各國青年離校後面臨的失業與高工作轉換的問

題。德國、奧地利兩國因有「學徒制」，半數以上青年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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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順利找到工作，沒有面臨失業問題。反之，西班牙

青年離校後，有56%在7年內面臨多次職業轉換或失業問

題。南歐國家的青年平均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失業；相反

的，奧地利、丹麥、愛爾蘭的青年平均84個月中僅失業5

個月。

3. 青年在短期或臨時工作

在歐盟國家，青年就業進入短期或臨時性工作的比

例，在過去十年來有增加的趨勢。尤其對剛離校青年來

說，進入短期或臨時工作幾乎是常態。在西班牙，每十位

離校就業青年就有八位從事臨時工。而愛爾蘭、英國、司

洛伐維克等則比例最低。臨時工作意味著低品質就業(low-

quality employment)。甚至經常陷入「臨時工作陷阱」

(temporary-work traps)，青年安於臨時工作，而不願意進入

穩定且有訓練與升遷機會的工作。歐盟國家中，以2011

年為例，法國青年就業人口中13％為臨時工，西班牙卻高

達45％。

4. 青年就業與低工資問題

青年就業經常面臨低工資問題，而低工資又與工作品

質息息相關。希臘、英國、美國有較高的青年低工資比

例，而奧地利、丹麥、義大利則有較低的青年低工資。低

工資誘導至高職業轉換率。換言之，較高比例的青年低工

資的國家，其青年職業轉換率也提高。

以上的四種青年就業現象，導致青年人就業型態，近幾

年來有了一些轉變，出現不願就業的情形。歐盟以外國家也

有類似問題，例如：在日本，有所謂尼特族(NEETs)與飛特

族(Freeters)的出現。因為人口少子化、高齡化影響，雖然勞

動力需求增加，但正式員工將需要具備更高的跨域整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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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勞動意願低的年輕人或是低學歷者很難成為正式員工。

尼特族與飛特族增加的結果抑制了日本的經濟成長，對財政

收入亦帶來負面影響。同時，尼特族與飛特族若延誤就業到

30 歲以後，企業要採用就會要求有30歲的能力，因此尼特

族與飛特族期間愈長的話，尼特族與飛特族就愈難回歸社

會。以歐盟的概念來說，尼特族與飛特族期間愈長，就愈有

被社會所排除的現象。

二、我國家青年勞動狀況分析

(一) 我國青年勞動力指標

經歷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風暴衝擊後，國內經濟

景氣已逐漸復甦，平均失業率也從2009年的平均失業率

5.85％，下降至2015年平均失業率3.78%(減少2.07個百分

點)，為近15年來新低(2000年為2.99%)；15-29歲青年平均

失業率亦降為8.7%，但仍為整體失業率的2.3倍，顯示15-29

歲年齡層青年族群之失業率仍偏高，也顯示國內就業市場情

勢已漸趨平穩。

另依據2010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統計資料，我國

青少年2009 年失業率相較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歐

盟19國、G7工業國及美國之失業狀況來得好，卻明顯高出

鄰近國家日本及韓國。

根據2013年5月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2013年全球

青年就業報告》，2013年全球青年失業人數將達7,340萬

人，15-24歲青年失業率從2007年的11.5%上升至2012年的

12.4%，失業率每年近乎25歲以上成人的3倍，預估2018年

青年失業率將上升至12.8%。整體而言，青年失業比例是25

歲以上成年人的3倍，造成長期失業人數增加，兼職、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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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穩定就業情形也增加，許多青年乾脆放棄找工作。

從圖8來看，我國2006年後各年齡層之平均失業週數觀

察，25歲以上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遠高於15-24 歲之失業週

數，顯示年輕人在電腦資訊技能、蒐集資訊能力、熱誠、願

意學習新事物、有創造力及求新求變等仍存有相當之優勢，

可充分發揮在工作職場上，以致於找工作較其他年齡層容

易。

圖8　我國15-64 歲年齡層失業週數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 我國青年就業狀況與失業問題分析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2010年10月間針對15至29歲

參加勞工保險之青年勞工辦理「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

(回收有效樣本計4,014件)結果顯示，青年勞工目前就業狀

況，以「不曾換過工作」占41.3%為最高，換過「1個工作」

者占27.5%次之；青年勞工從踏入職場至今平均工作總年

資為3.9年，平均做過2.1個工作，亦即平均每一工作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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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目前工作中的現職年資平均為2.4年，比平均每一工

作時間長0.5年，顯示青年勞工在就業初期為尋得適合自己

的工作而較容易換工作，惟歷經就業市場磨合期後，工作穩

定度隨之提升。另調查青年勞工初入職場尋職歷程結果，

四成七的青年勞工畢業前即開始作尋職規劃，其中80.1%認

為有幫助，規劃方式以「自我規劃」占35.2%最高。青年勞

工平均尋職時間為2.3個月；畢業前有尋職規劃者，平均尋

職期間2.1個月，較未規劃者2.4個月少0.3個月。49.2%青

年勞工初次尋職曾遭遇困難，主要原因為「經歷不足」占

31.9%，其次為「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占26.4%。

另調查結果也顯示五成五的青年勞工持有證照，平均證照數

為2.5張，有72.8%青年勞工知道勞委會舉辦「就業博覽會」

就業媒合服務措施。

當前青年失業問題已經較一般人的失業問題更為嚴重，

失業率也較一般失業率高出許多。對於一般人而言，失業固

然無法接受，對於剛在勞動市場起步的青少年而言，失業更

將影響日後職業生涯之發展。青年失業率高於全體平均失業

率，大專及以上平均失業率亦高於全體平均失業率，其原因

如下：

1. 大學學歷青年人力供給量增加

根據教育部統計，89學年度與101學年度大專在學學

生人數相比，大學學生人數大幅成長，由56萬人成長至

135萬人；而89至100學年度的大學畢業人數則由12萬人

成長至31.5萬人，故新進勞動力已大多具有大學以上學

歷。另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報告統

計顯示，2012年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廠商空缺人力所需學

歷條件，以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占33.9%最高，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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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0.0次之，廠商空缺人力所需學歷條件限大學以上程度

者僅為21.7%，故從大學畢業生人數與廠商空缺人力相對

應，大學以上青年人力供給已超過廠商人力需求。

2. 青年人力供給與產業人力需求之間有落差

近十年來臺灣產業結構已快速變遷，工業比重降低，

服務業比重增加，尤其現階段正發展六大新興產業及十二

項重點服務業等，所需之青年人力需求有賴學校教育培養

或短期職業訓練來補足。但由於國內產業結構快速變遷，

又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後續效應影響，企業面對微利時代的

產銷環境，國內企業用人趨於彈性化、僱用型態多元化及

重視核心就業力，招募社會新鮮人採保守態度；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偏向商管類人才發展，理工類人才供給較少，青

年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存有結構性落差。

3. 青年對自己的職涯規劃可更加積極

根據前行政院青輔會2009年大專青年就業力現況調

查報告，大專校院在校生於「大學三年級時已開始規劃畢

業後想從事的工作」占28.6﹪；「大學四年級開始規劃畢

業後想從事的工作」占25.5﹪，但有12%的在校生及16%

的畢業青年表示「沒有規劃過」。另調查也發現有45%的

在校生及54%的畢業青年表示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的話，

不會再選擇目前就讀的科系，顯示多數青年對於自己的職

業生涯規劃尚不夠清楚亦不夠積極。

4. 長期失業青年的自信心喪失，更難找到工作

2012 年長期失業(失業期間超過53 週以上)之15-29 

歲青年已達2 萬6 千人，其中又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居多

(占56.76%)，其所以經過約一年的時間仍無法找到工作，

多因其工作態度或專業技能不適合職場需求，多次尋職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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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功，已喪失自信心成為「怯志者」，不但成為個人生

涯發展的障礙，也是人力資源未能充分發揮的資源浪費，

尤須投入更積極的輔導服務措施。

三、自動化與科技創新的衝擊

面對持續成長的人力成本以及機械化、智慧化等科技發

展，企業逐漸以機器取代原本要由人力完成的工作。根據國際

機器人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簡稱IFR)初步

統計，2013年全球工業型機器人銷售量約達十六萬八千部，

不僅較2012年成長5%，亞洲是目前全球工業型機器人最大的

應用市場。

另一方面，台灣日前公布的服務型機器人「Pepper」，象

徵著台灣機器人產業邁向新時代，目前已有電信業、銀行業及

零售業者，嘗試聘用機器人執行服務客戶等工作。不只是傳統

的工業製造，技術層度較低、例行性的服務工作，也逐漸被機

器人取代中。

隨著智慧科技及物聯網的發展，網際網路及智慧行動裝置

大幅度改變人們生活模式，許多傳統的服務業也因此而受到衝

擊。例如金融科技服務(簡稱FinTech)的發展，原有的理財服務

都透過科技改為線上交易、網路銀行下單等。

物聯網所衍生的另一種轉變是「平台經濟」，由於網路及

行動裝置的普及，使得資訊流通更加快速，透過共享平台的建

置改變必須透過「中間商」的傳統經濟模式，使需求者可以很

快地掌握商品資訊，並透過網路直接購買。

新興科技的發展帶給人們生活的便利性，隨著新型態經濟

模式也創造許多新創事業及就業機會，但同時機器人及智慧化

技術正在取代重複性的勞動工作，如何提升，是未來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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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思考發展之方向。

四、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情勢變遷衝擊勞動市場

2007年7月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風暴，形成金融海嘯，造成

全球經濟增長減緩。全球經濟成長快速下滑同時也增加了就業

衰退延長的可能性，這是繼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衰退，

之後全球經濟復甦一直是短暫而脆弱的，幾乎未能恢復到危機

前的水準，無法彌補危機前後的差距。近年來，美國和日本等

先進經濟體的就業形勢雖有所改善，但歐元區仍處於困境，特

別是在歐洲南部，青年失業率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此外，中國經濟成長減緩也是不容忽視的狀況，過去25年

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亞洲和全球經濟繁榮。根據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表示，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調整，預估2017年

經濟成長率將僅有6.2％，成長速度不像從前那樣迅速。目前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動力，中國經濟放

慢會連帶使其上下游國家成長趨緩，甚至會影響到整體產業，

減少產業勞動需求。

五、國際勞工組織全球就業趨勢報告

2016年1月19日，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世界就業與社會展

望報告：2016年趨勢》(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 2016)，全球就業趨勢如下：

(一) 全球失業人口

1. 2015年失業人數達1.97億以上，2017年全球失業總人數

將首次突破2億人。

2. 經濟持續疲軟導致全球失業人口增加，2015年全球失業

人口高達1.97億，平 均失業率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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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及歐洲國家(中歐和北歐國家)就業狀況有所好轉，故

2017年全球失業率將微跌至5.7%，比2014～2016年平均

水準的5.8%低一些。

4. 受到亞洲新興經濟體及開發中國家增長放緩的影響，失業

總人數仍趨上升。

5. 預估2016年全球失業人數將增加約230萬人，2017年失業

人口會再增加約110萬人，2017年全球失業總人數將首次

突破2億人。失業人口上升主要來自巴西、俄羅斯和南非

等開發中及新興經濟體。

(二) 全球平均失業率

1. 2015年全球平均失業率為5.8%，全年失業人口達1.971億

人，雖然失業水準優於「2015年世界就業與社會展望報

告」之預測結果，但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臨之前要

高出2,700萬人。

2. 預測2016年全球失業率將維持在5.8%水準，2017年則微

幅下降至5.7%(2015～2017年新興經濟體失業率維持在

5.6%，開發中經濟體則維持在5.5%)全球失業率上升主要

為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發展中及新興市場國家。

(三) 因應措施及建議

為防止長期失業、非充分就業和工作貧窮進一步惡化，

建議應強化勞動市場制度、並確保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尤

其是金融改革需確保銀行將資源導入實體經濟並進行投資，

以維持企業的擴張以及工作的創造。

國際勞工組織於2014年1月公布的《全球就業趨勢報

告》中就提出警告，2013年的全球失業率是6%，但是全球

15-24歲的青年失業率卻高達13.1%，有7,450萬名青年處於

失業狀態，與2009年全球青年歷史新高的失業人數7,5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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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近，而且未來四年都不可能改善。青年失業已是全球普

遍的問題，在歐盟平均每五個年輕人就有一人失業，西班牙

更是有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沒有工作，即使是經濟最穩定的亞

洲，青年失業率也是成年失業率的2倍多。歐洲各國紛紛提

出政策來解決問題，然而透過提高勞工退休年齡來解決債台

高築的方式，加上原本就緊縮的工作機會，間接使得年輕

人進入就業市場更加困難，造成「老未有所終，壯未有所

用」。

國際勞工組織於2011年在《青年就業危機：採取行動

的時刻報告》曾提出四大青年就業策略目標。第一是增加就

業創造，改善勞動市場需求面：包括成長和經濟政策、促進

創業和自僱工作、公共就業方案等；二是加速從學校到工作

的過渡期：推動勞動市場需求面措施，如教育、技職訓練政

策；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如工資補貼、稅賦減免、促進供

需媒合的求職諮詢服務等；三是改善青年就業的品質及社會

保障；四是保障權利、提升勞動標準、強化社會對話，確保

青年有更多的參與及發聲。

國際勞工組織指出，全球總體需求疲軟是青年就業危機

背後的主要因素；大多數國家的青年就業方案和計畫重點，

仍主要聚焦在供給面的介入，將無法解決危機。國際勞工組

織認為，目前需要促進包容性、工作密集成長(inclusive job-

rich growth)的新政策典範，以增進有品質的就業創造，使就

業和社會保障成為經濟政策和發展策略的主要目標。此外，

也提出許多國家對於青年就業問題，仍沒有給予足夠的政治

承諾，並有效實施全面性政策。國際勞工組織建議，在制定

政策過程中，應專案考慮青年就業問題，持續提供資源和預

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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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3年5月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2013年全球青

年就業報告》， 2013年全球青年失業人數將達7,340 萬

人，15-24歲青年失業率從2007年的11.5%上升至2012年的

12.4%，失業率每年近乎25歲以上成人的3倍，預估2018年

青年失業率將上升至12.8%。整體而言，青年失業比例是25

歲以上成年人的3倍，造成長期失業人數增加，兼職、臨時

與不穩定就業情形也增加，許多青年乾脆放棄找工作。

國際勞工組織《2013年全球青年就業報告》提出了一

些青年失業可能留下傷疤效應的警訊，亦殊值政府正視及提

出相關對策，以資緩解。所謂留下「傷疤效應」係指年輕世

代由於「過度教育」與「空有技能」被迫接受非典型就業型

態工作，留下對社會經濟與政府體系不信任的嚴重傷疤，終

致邊緣化的現象。針對全球性的青年失業問題，國家應作到

的青年就業政策，包括以全球架構來解決青年就業危機，振

興總體經濟以利於創造青年的就業機會，投資教育和就業培

訓，並促進從學校到職場的順利過渡。

青年工作能力不能滿足就業市場實際需求成為青年失業

危機加劇的原因之一。在已開發經濟體，金融海嘯前青年

還能找到穩定的長期工作，而現在臨時工作或兼職工作常常

成為他們面臨的唯一選擇。根據《2013年全球青年就業報

告》，開發中經濟體缺乏為青年提供的穩定而高品質的工

作。國際勞工組織對利比里亞、柬埔寨、多哥和秘魯等10個

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發現15歲到24歲青年中的三分之二

無業或從事收入微薄的非正式工作。報告建議，各國應深刻

瞭解自身就業市場與青年就業形勢，根據各自國情形實施能

創造高品質就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已開發經濟體應繼續在教

育、培訓和社會救助等方面設法幫助陷入失業困境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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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發中經濟體要在消除文盲和技能培訓等方面給予失業青

年更多幫助。

另外，國際勞工組織也呼籲應支持青年創業，改善勞動

力市場結構容許青年足以發揮，確保青年得到平等待遇及

工作權利。這般專門針對青年的就業政策藍圖建言，可回溯

到1964年國際勞工組織會員國簽署的第122號《就業政策公

約》，要求各國以積極的政策作為，把青年就業問題視同為

重大施政目標，並依照各國的社會經濟情況予以滿足青年的

完全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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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趨勢

一、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及趨勢 

全球的企業，都在面臨勞力減少、成本上漲、產品和服務

生命週期縮短，及需求變化加快這四大難題。再從近年來消費

性市場型態大幅變化，不但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產品樣式也從

以往少樣多量演變為多樣少量，甚至是多樣多量，消費市場的

變動往上衝擊了生產製造產業，面對截然不同的需求型態，未

來的製造業、工廠環境勢必得截然不同，方能因應市場變化。

全球製造業面對人力成本上升、勞動人口改變、個人客製

化需求等問題，紛紛尋求智慧製造轉型之道。因應消費者需求

改變，廠商面對比過去更短的產品生命週期，因此須加快產品

研發時間，並採取更彈性的生產方式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如此

快速又少量多樣的生產需求模式，近來已逐漸成為工業主流趨

勢。

因此，近年來，隨著人力短缺、工資上漲、產品交期越來

越短、市場需求變動大等問題出現，製造業正面臨新一波轉型

挑戰，發展智慧工廠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顯學，如何在控制生產

成本的同時，還能提高生產力與效率，則是轉型的主要目的，

也因此，從德國、美國到台灣各個製造大國，無不積極推動工

業4.0，希望能協助製造業者解決經營困境、提昇競爭力，而

大數據分析與優化(Manufacturing Analytic & Optimization，簡

稱MAO)則成為發展工業4.0的基礎。各國政府紛紛制定相關策

略，像是德國的「工業4.0」、美國的「AMP」、中國大陸的

「中國製造2025」等政策，雖然各國核心與目標各不相同，

不過其做法，都是透過ICT技術，讓生產或製造工廠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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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與大數據形成的智慧管理建置引領產業革新的智

慧製造，是由前端感測、物聯網溝通技術、虛實整合系統、雲

端運算以及大數據分析所構築而成的生產模式革新。前端感測

負責設備系統內外的監視與資料收集，由網路傳輸至雲端進行

運算、分析與歸類形成商業邏輯，再將運作指令下傳至現場生

產設備，藉由虛實整合系統的最佳化生產與智慧化配置，配合

物聯網溝通技術來讓實際的生產製造過程擁有多方協同、自我

感知調控以及未來事件預測的能力。

前端感測布建關鍵在於低成本、長時間以及耐環境，物聯

網系統在於多元複雜的系統相容與溝通技術，雲端運算及大數

據分析在於資料運算能力的提升以及模型演算法的精進，而虛

實系統整合則是串接所有技術與導入現實生產的重要關鍵；整

個智慧化過程將重新塑造製造業的管理機制，更會從此改變產

業鏈的樣貌。

簡單來說，智慧生產或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係指結

合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等，並可對製造或商業流程中的每一

環節，如研發與應用，帶來革命性影響，進而形成製造智能。

將對商品從原料取得到生產過程，與商品消費到廢氣回收等供

應鏈產生以下影響：1.「智慧製造將完整改變產品在研發、製

造、物流、銷售等不同價值活動的流程」；2.「智慧製造將有

效改善勞動者與作業環境的安全考量，達到零排放、零事故的

目標」；3.「智慧製造可增加工廠的彈性、減少能源的使用、

改善永續環境、降低產品成本，並可利用次世代的材料作為新

產品的開發」。

未來工廠中的工程師，需要掌握更複雜跨領域的知識，尤

其是跨資訊和機械的整合型人才，生產線上的人工會被機器人

取代，製造需要更多高技術人才，擁有量多質精人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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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能帶進就業機會。像西門子的智慧工廠，過去10年間沒有

增加員工，也不曾裁減員工，但產能和人均產值卻是倍增。所

以，不管再怎麼自動化，還是需要人，說到最後也都是人，未

來智慧生產或製造的時代，如何讓自己被需要，變成管理者，

而非被機器或設備取代，是工作者最迫切的課題，也是人才培

育的重點。

從各國政策發展來看，德國的工業4.0無疑是未來製造議

題中的指標，工業4.0架構出智慧工廠的完整面貌，不過要談

智慧工廠，必須先定義智慧化，何謂智慧化？以人類作為比

較，製造設備的智慧化，就等於是人類的各種感官加大腦的智

慧判斷，就像機器視覺，當攝影機裡的影像感測器擷取到影像

後，將資料送回後端設備處理，後端設備處理後，進一步彙整

判斷，再決定下一步的動作，這就是新世代的工廠智慧化關

鍵。

所以，物聯網讓生產流程變智慧了，邁入工業4.0時代！

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因運而生。「工業4.0」是德國

政府推動的高科技戰略(High-Tech Strategy)，主要是利用物聯

網及網際網路服務改革生產流程。根據德國的工業4.0報告，

未來的智慧工廠在每個生產環節、每個操作設備都具備獨立自

主的能力，可自動化完成生產線操作。且每個設備都能相互溝

通、即時監控周遭環境，隨時找到問題加以排除，也具有更靈

活、彈性的生產流程，因應不同客戶的產品需求。因此，過去

無交集的工業控制領域與IT領域，在物聯網時代開始對話。為

了實現「智慧工廠」，物聯網利用感測器取得資料，加以分析

後找到各種關聯應用，背後蘊藏的技術關鍵就是大數據。

製造業從「自動化」進入「智慧工廠」，關鍵就在「預

測」。大數據的分析功能，得以從歷史資料中找出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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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期，進而預測故障發生。將工業控制與IT的交集，國內廠

商如研華科技與上銀科技一直在發展進行中，並大有斬獲。

英特爾、思科、奇異(GE)、IBM及AT&T等網通、電器及電信

大廠，於2014年即共同組成工業網路聯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簡稱IIC)，打算透過建立一套開放互通標準的工業

物聯網智慧系統，將未來所有智慧型設備、工業機器、人員、

流程與資料等連結起來，降低未來工業應用及流程所需花費的

人力時間及操作複雜度。

這些生產流程的進步，都讓製造業得以更貼近消費者，因

應快速的市場變化腳步。它門的特色關鍵是速度、少量多樣。

無論是服裝業、行動裝置，都要將消費者需求轉化為製造產品

的方向，其中又以消費電子業最急迫，生產、交貨、庫存幾乎

是能否勝出這場流血戰的關鍵，而雲技術的崛起，降低初期

支出成本，甚至容許新創以零成本快速崛起，帶給原有企業很

強的壓力。這時如何刪減原有的規模或是運用雲端，讓自己變

得與新創一樣快速又有彈性，就是物聯網時代的重要課題。當

萬物互連，工廠設備得以互相對話，製造流程變得更有效率，

意味著「少量多樣」、「客製化與速度」的時代來臨了。台灣

代工產業應藉此機會走到前端，直接與市場連結，小而美、能

根據市場靈活應變的製造業，在工業4.0時代才有可能成為贏

家。

從物聯網時代，製造業智慧生產解決方案有以下五大關鍵

技術或術語：

(一) 對的資料給對的人：

雲端技術的出現，讓新創初期支出成本降低，如何讓裝

置與裝置溝通、將對的資料傳達給關鍵的人，成為提高管理

效率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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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測危機：

以往工廠設備故障才維修，導致製程中斷。機器連網

後，系統得以預測故障的發生，並發出警示。

(三) 多樣化生產：

產業的消費端與製造端越來越近，因應快速變化的市

場，生產周期縮短，從單一產品到多樣產品，從大量生產到

少量製造。

(四) 工業控制與IT交集：

物聯網時代，工業控制資料開始與IT資料互通、整合，

例如為了系統安全，將工業控制系統集中化管理，這種資料

集中的概念，在IT領域已經存在逾20年。

(五) 速度決勝：

以往的製造大廠影響力有限，現在應變速度快、貼近市

場、小而美的製造業，在工業4.0時代更有商機。

回溯人類工業發展史，從18世紀的工業1.0，機器進入

製造領域的參與，到2.0的機械化和大量生產，工業3.0就是

機器和電子資訊科技的搭配。

但過去還是仰賴人來調整機器因應變異，現在隨著環境、

材料、機種的改變，將機器和人的智慧虛實整合，就是工業

4.0。智慧製造發展的條件主要來自技術進步，包含智慧技

術、高速網路傳輸的提升、雲端和大數據的運算成本降低，為

智慧製造創造很好的發展條件。

智慧製造或生產是屬於典型的物聯網經濟架構，擁有可觀

的經濟價值，再者製造業人力短缺和流動率過高，面對成本增

加及永續經營的困難，製造業必須轉型。

智慧製造也可以說是結合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等，並可

對製造或商業流程中的每一環節，如研發與應用，帶來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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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進而形成製造智能，將對商品從原料取得到生產過程，

與商品消費到廢氣回收，等供應鏈產生已下影響：智慧製造將

完整改變產品在研發、製造、物流、銷售等不同價值活動的流

程；智慧製造將有效改善勞動者與作業環境的安全考量，達到

零排放、零事故的目標；智慧製造可增加工廠的彈性、減少能

源的使用、改善永續環境、降低產品成本，並可利用次世代的

材料作為新產品的開發。

因應全球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運用網實融合系統帶動全

球生產製造朝向數位化、預測化、人機協作化發展；近年來，

不論是德國「工業4.0」、美國「再工業化政策」、日本「人

機共存未來工廠」、韓國「下世代智慧型工廠」，還是「中國

製造2025計畫」，全球主要國家均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能化

製造、生產、銷售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產業供

應鏈垂直與水平數位化、智能化，成為全球搶單競爭關鍵。其

次，先進國家為因應就業人口數下降的必然趨勢，推動數位製

造、網實整合智慧製造發展，也是逆轉人口危機為轉機的重要

手段。

全球製造業面對人力成本上升、勞動人口改變、個人客製

化需求等問題，紛紛尋求智慧製造轉型之道。廠商面對比過去

更短的產品生命週期，因此須加快產品研發時間，並採取更彈

性的生產方式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因應快速又少量多樣的生產

需求模式，工業機器人成為彈性製造的關鍵要角，近來已逐漸

成為工業主流趨勢。

智慧製造將工業機器人做為彈性製造的關鍵要角，除能提

高生產效能、增加良率外，亦可在危險髒污的環境中作業，而

且不會抱怨，因此受到不少企業關注與青睞。透過物聯網及雲

端橋接方式，能將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數據傳到企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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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ERP)、電腦整合計畫(CIM)、製造執行系統(MES)等，有助

企業加以分析利用，繼而強化製造鏈垂直整合，達成快速與少

量多樣化製程，並降低製造成本、提高生產效能及故障事先預

測能力等目標。

人機協作型機器人必須同時具備安全性及教導容易兩大特

性，為次世代機器人的新標竿，同時也是產業用機器人的新藍

海市場。目前全球共有ABB、KUKA、FANUC、安川等4家機器

人大廠，投入大量資源試圖搶得商機，而兩岸機器人產業到目

前為止還有相關產品推出。

國內廣明光電跨足機器人市場有成，2015年12月3日在東

京機器人展推出協作型機器人(Collaborative Robot)TM5，並自

創Techman Robot品牌。TM5機器人具備內建視覺系統，大幅

擴增了機器人智慧性的可能，而智慧性則是產業跨入彈性自動

化以及工業4.0時代的關鍵，也是新一代協作型機器人不可或

缺的特色。像TM5這樣將視覺軟硬體完整內化的機器人不僅是

國內首例，也屬國際少見。

同時，TM5是世界首台使用智慧型手機即可完成自動化流

程編輯的機器人，再搭配TM5的手拉導引(Hand Guide)功能，

以及智慧型視覺，可在5分鐘內就完成一個傳統上可能需要視

覺專家、機器人專業人員才能完成的視覺取放動作。同時，

TM5還具備對應國際安規ISO 10218對協作型機器人制定的安

全功能，具備力量監控，遭遇撞擊時會自動安全停機，從而使

得人機協作成為可能，將是國內苦於人力短缺、自動化成本過

高的各大中小企業的最佳幫手。

臺灣亦面臨就業人口減縮壓力、產業受國際競爭前後夾擊

雙重挑戰，在接踵而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何促進國內產業

創新轉型、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維持國際競爭力及提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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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是未來產業發展之重要課題。

產業革命又稱為工業革命，一般是指由於科學技術上的重

大突破，使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進而使經濟、

社會等各方面出現嶄新面貌。綜整文獻，第一次產業(工業)革

命是18世紀從英國發起的技術革命，它開創了以蒸汽機動力

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時代。從生產技術方面來說，工業革命使

工廠制代替了手工工場，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第二次工業

革命是指1870年至1914年間的期程，產業科技主要是電力的

廣泛應用(即電氣時代)，從1860-1870間出現了一系列電器發

明；1866 年德國西門子(Siemens)製成發電機，1870年比利時

格拉姆(Gelam)發明電動機，電力開始用於帶動機器，成為補

充和取代蒸汽動力的新能源。到19世紀70年代，實際可用的

發電機問世；電動機的發明，實現了電能和機械能的互換。隨

後，電燈、電車、電鑽、電焊機等電氣產品如雨後春筍般地湧

現出來。電力工業和電器製造業迅速發展，人類跨入了「電氣

時代」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繼蒸汽技術革命和電力技術革

命之後，第三次工業革命，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工業，資訊

技術應用的數位化革命使傳統工業更加機械化、自動化，從而

減少了工作成本，使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徹底改變。第三次產

業科技革命相較於前兩次革命，具有以下特點：1. 是科學技

術本身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科技產品的結構越來越複雜、精

密；2. 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的週期越來越短，科學技術轉化為

生產力的速度越來越快；3. 是所形成的新的技術能力，實現

了先進國家高度工業化的歷程。

工業 4.0或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智慧科技革命的發展，競逐

技術基礎是網實整合系統及物聯網；集成資通訊科技、實體物

理現象數位化(虛擬化)科技、巨量分析科技、物聯網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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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具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學的智慧工廠，以貫

穿商業夥伴流程及企業價值流程，創造產品與服務的客製化供

應能力。如果架構陸續成真，將實踐一個有智能意識生產模式

的產業世界。 但它可以實現的時間，各方說法不一，德國電

氣電子及信息技術協會 (Verband der Elektrotechnik, Electronik 

und Informationstechnik，簡稱VDE) 會員中只有四分之一認為

2020年前會有大規模的實施，專家們普遍預期2030前有機會

實現。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李杰教授認為

德國工業4.0時代的概念，不是單純的工業化與資訊化。而是

利用大資料來分析使用者，瞭解產品背後看不到的規律才是

重點。也就是說，工業4.0是一種思維一種觀念，工業4.0是方

向而不是目的，所以製造業須重新思考價值定位與如何成功轉

型。

工業4.0包括大數據6C系統及製造業6M系統。未來工作重

點是資料建模，即使對設備不完全瞭解，有了資料就可得知設

計起初的構想。其結果是實現智慧工廠內部的縱向集成、上下

游企業間的橫向集成、從供應鏈到客戶的端到端集成。換言

之，工業4.0是虛實融合的製造業生態體系，也可視為製造業

的系統體系，並可進一步區分為大數據6C系統與製造業6M系

統。

大數據6C系統以製造業的大數據分析為基礎，透過大數據

分析讓製造系統的運作最佳化。6C系統包括：

(一) 內容(Content)：指的是數據，包括客戶端數據、供應鏈數

據、合作夥伴端數據與生產製造端數據。

(二) 網路(Cyber)：指的是網路端的虛擬世界，小到生產線的網路

化，大至虛實融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CPS)之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網路。

(三) 雲端運算(Cloud)：指的是雲端運算技術，包括私有雲、公有

雲與混合雲。

(四) 連結(Connection)：指的是設備與設備的連結或是元件與元件

的連結，包括工業總線技術與網際網路技術。

(五) 社區與社群(Community)：在客戶端指的是社群(Social)，在

生產端指的是供應體系。

(六) 客製化(Customization)：為根據客戶需求訂製的生產模式，

核心為C2B商業模式。

製造業6M系統指的是製造生產過程的資訊化與自動化，

透過系統整合，讓整體生產製造流程自動化與最佳化。6M系

統包括：

(一) 建模(Model)：指的是模型建立與模擬(Simulation)。

(二) 測量(Measurement)：指的是測量與檢測，包括成品品質管控

要求與即時生產過程的檢測。

(三) 工藝(Method)：指的是生產參數與工藝。

(四) 設備(Machine)：指的是生產設備與智能設備。

(五) 材料(Material)：指的是原材料與進廠零件。

(六) 維護(Maintenance)：指的是設備的維護。

以下就收集資料摘錄世界各國針對此次第四次工業革命，

提出之因應對策，以持續維持 其產業競爭力，各國重要對產

業之重要推動策略概要說明如下：

(一) 製造業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爆發，各歐美傳統強

國經濟受傷，促使西方國家領導者重新認識到製造業的重要

性，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振興戰略，擬透過提升高階製造

技術，對製造鏈進行再構，創造高附加價值之生產活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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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帶動經濟發展與就業。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11年6月向

全國宣布美國的先進製造夥伴計畫，強烈表達振興美國製造

業的決心，同時帶動主要國家推動製造業再興政策。依據國

際發展趨勢，主要是標竿主要國家數位化、虛擬化、網路化

之智慧生產系統相關政策整理如表6-1，並說明如下：

表6-1　各國智慧生產發展方向

1. 美國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及人工智慧發展情形(AI)

美國的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簡稱AMP)，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11年

6月國宣布啟動，積極引導製造業回流美國，強烈表達振

興美國製造業的決心。啟動AMP計畫，積極引導製造業回

流–3D Printing、Big Data製造系統、先進機器人為美國

未來製造模式。戰略目標為製造業回流、出口倍增與國家

競爭力提升；策略有「協助美國製造業開發尖端的技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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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以利國際競爭力」、「確保美國的創新能力，且在

美國發明、在美國製造」與「為美國勞動力提供高品質、

高報酬的工作機會」。政策方案為「促進創新：強化創新

基礎設施與增加先進製造R&D」、「確保人才/技能供給：

加強產學合作與推動技能認證」與「改善商業環境：修改

稅法、安全合理開發天然資源與促進公平國際貿易競爭環

境」。提出之行動計畫有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材料

基因組計畫(GMI)、國家機器人計畫(NRI)、國家奈米技術

計畫(NNI)、製造資訊整合平台(manufacturing.data.gov)、

提高社區大學與企業合作之補助經費，將為先進製造等行

業培訓200萬技能勞動力、協助退伍軍人取得製造業技能

認證、移民制度改革、降低製造商企業稅率為25%、擴大

R&D稅賦減免、永續利用頁岩氣資源、擴大與各國自由貿

易協定與成立新的貿易執法單位。技術發展推動項目包括

強化先進材料、生產技術、先進製程、數據資料與設計等

產業共通基礎能力；作法上佈建產學研合作國家創新研

究網絡(National Nextwork of Manufacturing Institute，簡稱

NNMI)，以促進產學研合作加速政府科研成果落實於產業

應用，提升國際競爭力及創新能力。

美國也積極發展人工智慧， 訂定七大戰略。人工智

慧是目前科技發展重要議題之一，各國政府積極推動人工

智慧的發展，並以人工智慧加速推動相關應用，我國可以

持續觀察美國人工智慧政策，並借鏡可行的方案。2016

年5月3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中，新成立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小組委員會。2016年6月

15 日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小組委員會主導網路與資訊技

術研究專案並開始編寫《國家人工智慧研發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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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3日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正式公布《國家人工

智慧研發策略計畫》這項計畫是美國政府資助的人工智慧

研究，制定一系列目標，包括政府內部研究與政府資助的

外部研究。目標是建構新的人工智慧知識和技術，為社會

提供一系列積極效益，並減少負面影響。

美國提出《國家人工智慧研發策略計畫》，優先發展

的人工智慧七大策略方向如下：

(1) 建立長期人工智慧研究投資計畫。主要策略目的是優先

投資下一代人工智慧，以促進新發現和洞察力，使美國

在人工智慧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具體執行策略包括：以

數據為中心的演算法、增強人工智慧的感知能力、了解

人工智慧的能力及侷限性、開發可規模化的人工智慧系

統、推動類人類的人工智慧研究、開發高性能和可靠性

的機器人等。

(2) 發展人類與人工智慧共同合作方法。大部分人工智慧系

統將與人類協同合作，去完成工作表現而非取代人類，

因此人工智慧系統與人類間的交互研究是重要方向。具

體策略包括：尋找可感知人類的人工智慧演算法、開

發AR相關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可視化與人機介面技術

等。

(3) 理解並解決人工智慧的倫理、法律與社會影響。期望人

工智慧技術根據人類正式和非正式規範來運行，需要研

究以了解人工智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影響，並開發設

計符合倫理、法律和社會目標的系統方法。作法包括：

提高公平、透明和 責任制度並建立具道德感架構。

(4) 確保人工智慧系統的安全。人工智慧系統廣泛使用前，

要確保此系統以可控制性、可定義性、可理解性的模式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安全操作。並研究人工智慧以解決創造可靠性、可信任

性和可信賴性人工智慧系統的挑戰。具體策略包括：提

高人工智慧的可解釋性與透明度、發展新方法來驗證

人工智慧系統、健全網路資安以確保人工智慧發展正軌

等。

(5) 開發用於人工智慧訓練及測試的公共數據庫和環境。訓

練數據庫和資源的深度、品質和準確性顯著影響人工

智慧的 性能。研究人員需要開發高品質的數據庫和環

境，並允許具負責任的人員存取高質量數據庫，以及測

試和訓練資源。具體策略包括：開發多元化數據庫、訓

練與測試資源可響應商業與公共利益、研發開源軟體與

工具包等。

(6) 制定標準和基準以測量和評估人工智慧技術。人工智慧

進步極其重要的是指導和評估人工智慧進展的標準、測

試基準、測試平台和社群參與。具體策略包括：開發廣

泛的人工智慧標準、建立人工智慧技術基準、增加人工

智慧測試平台的可用性、將人工智慧與各標準與基準合

作等。

(7) 了解國家發展人工智慧所需的研發人力。人工智慧的進

步，仰賴於健全的人工智慧研究社群，因此要全面性認

知國家對於現今與未來的人工智慧研究專家需求，確保

擁有足夠的人工智慧研究專家

2. 德國「工業 4.0」

2011年德國提出「工業 4.0」推動以網實製造系統為

核心建構「智慧工廠」，藉此維持在全球製造領域的領先

優勢。該科技發展著重於智慧工廠，以CPS為核心、智慧

工廠為精髓，發展德國工業4.0–整合資通訊軟硬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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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虛實化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CPS)」。技

術策略是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IoT)和網路服

務(Internet of Service，簡稱IoS)為範疇，發展水平整合價

值網路、終端對終端流程整合、垂直整合製造網路、工作

站基礎及網實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簡稱CPS)等技

術，期許維持德國在全球製造產業領域的競爭優勢。

3. 日本

融合先進機器人技術，發展人機共存未來工廠–以優

勢之機器人技術結合網際網路，推動人和機器協調共存的

未來工廠。2013年日本提出「日本產業重振計畫」利用

設備和研發之促進投資來重振製造業。2015年提出日本

機器人新戰略，該政策著重於人機共存未來工廠，技術策

略為發展感測器、控制與驅動系統、雲端運算、人工智慧

等機器人，且讓機器人相互聯網，以因應日本高齡化社會

需求，同時期許重振日本經濟支柱的製造業。規劃的技術

領域包括資訊處理技術、精密加工技術、製造環境技術、

接合裝配技術、立體塑型技術、表面處理技術、機械控制

技術、複合新機能材料技術、材料製程技術、生物科技與

量測技術等。

4. 韓國 

以ICT網際網路與機器人技術，發展下世代智慧型工

廠–以ICT網際網路與機器人技術，積極推動大邱市成為

機器人產業重鎮。韓國政府於 2014年提出「製造業創新

3.0政策」，以鼓勵韓國製造產業轉型與發展，協助中小

型製造業建立智慧化與最佳化生產程序。希望以政策來主

導製造業的革新，創新產業並整合。目標為發展戰略性的

關鍵材料與軟體整合零件等技術來強化主要產業核心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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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韓國隨著朴槿惠政府的上任，不僅在總預算案持續加

強創業研發、社會福利、中小中堅企業等方面的支持，在

產業發展上亦鎖定知識與創新為重要發展願景目標，企圖

透過一系列的產業融合、產業改革創新、培育國內企業往

全球性成長等策略方向，來創造經濟動力及提升國內產

業競爭力。未來產業科技發展強調跨產業融合發展，針

對以IT產業為主的跨產業融合進行佈局，以創意及整合為

基礎，促進IT產業、主力產業、新產業之融合發展，以朝

「融合革命時代」發展。

一提起最有名的機器人，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來

自二十二世紀的哆啦A夢，再來應該是鋼彈或者是原子小

金剛，這些機器人都是來自日本。透過這些卡通的科幻情

節，讓日本人陷入對於機器人研發的狂熱，而隨著高齡化

社會來臨，更凸顯機器人的重要性，因此日本對於機器人

的發展不遺餘力，也充滿想像力。

在日本政府及各大企業的投入之下，日本已經成為機

器人技術領先的國家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經濟學第

三支箭「成長策略」更以機器人革命為口號，在2014年

制定了5年計畫，要達成5年內讓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成長

2倍，服務型機器人則成長20倍的目標。

5. 中國大陸

透過「十二五計畫」發展製造業高端設備─發展機

器人自動化生產和現場大型成套作業裝備、機器人零組

件/模組產業化等高端設備。2012年中國大陸政府提出

十二五計畫，該政策著重於智能製造，技術策略為發展智

能製造設備、新一代移動通信、三網融合、物聯網、雲端

運算等戰略性產業技術，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讓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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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產業結構優化，發展高階製造裝備及製造業資訊化。

2015年宣布實施「中國製造2025」，力爭 2025 年邁向

製造強國的行列。

(二) 商業服務業

在2000年，商業服務業著重的是單一通路的發展，透

過實體商店進行接單、收款、運送與出貨，其經營的重點

為降低營運成本並設法提升銷售量，故當時資通訊所扮演

的角色著重於可以提升營運效率的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簡稱POS)以及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簡稱ERP)，以強化企業內部的流程管理與營運。

從2008年開始，商業服務進入多元通路時期，業者從只著

重於自身營運問題(例如內部運作與接單)的單一通路，開始

向外觸及上下游的關係，同時也開始進行從資訊流、物流、

金流與商流的垂直串聯。其目的除了降低營運成本之外，還

包括如何透過跨業的合作增加商品或是服務的銷售量。此時

科技化的重點在於串聯上游供應商或是合作夥伴的供應鏈管

理系統 (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SCM)，或是針對下

游廠商與消費者的顧客關係管理系統(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CRM)。

2014年開始，商業服務進入了智慧科技時代，企業的

營運策略已不再僅侷限於內部營運效率提升以及強化上下游

的關係，改以消費者的立場出發，設計與提供符合消費者期

待的服務或商品。期望擴張與消費者的接觸面，並提供個人

化、可被信賴、無縫的消費體驗。除了將多元通路時期所強

調的資訊流、物流、金流與商流的垂直串聯，整合成為單一

的四流整合平台，第三方的加值服務更應運而生，除強化營

運效率之外，更朝向消費者所重視的個人化服務、社群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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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便利性發展。

展望未來，商業服務朝向運用智慧科技提高服務價值方

向演進的趨勢已不可擋，唯有將多元通路進行整合，運用數

據科學建立顧客行為模型，及運用智慧科技才能提高生產力

與服務價值，並打造能有效提供消費者最佳體驗之創新商業

服務與物流模式。

(三) 農業 

全球各國為了解決氣候暖化可用資源短缺、勞動人口老

齡化、與產銷結構快速改變等問題，紛紛制定相關農業科技

政策，發展工程技術跨域資源整合之創新農業相關技術，重

視農產品衛生安全與營養需求，並運用物聯網(IoT)、雲端運

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等技術，提升產品服

務附加價值。各國農業科技發展政策，德國：推動網實系統

(CPS)化結合M2M及IoT導入，推動農耕4.0先導計畫、日本：

應用AI (Agriculture Informatics)技術，積極開發人機協同作

業輔具，提升生產效率、紐西蘭：農民組成合作企業、重視

資源整合、產銷一體全球佈局，利用ICT進行生產管理、品

質控制與追溯、荷蘭：重視自動化科技創新，落實農工合

作，農業生產支援體系完善、以色列：整合跨域工程科技解

決先天資源不足，以滴灌成就沙漠農耕等積極利用資通訊與

工程科技，配合系統化管理提升產業競爭力，並發展出該國

農業發展與關鍵之特色。

以日本為例，其積極開發與應用智慧型農業(Agriculture 

Informatics，簡稱AI)技術，目標是為實現超省力與大規模生

產、發揮作物最大潛能、安全且便利作業環境、使欲加入農

業者可快速上手及增加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感等，達成提升生

產效率並發展效益。而富士通開發之農業雲端服務系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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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產面、經營面與消費面的數位服務三大區塊，創新支援

系統並將生產、流通到消費整體物流網絡進行整合，以支援

農業經營決策。

再以德國農機產業為例，德國 CLAAS 農機公司以工業

4.0為藍本，與Deutsche Telekom電信公司進行跨領域合作，

應用先進感測、雲端計算、巨量資料與機對機協同作業等技

術，發展Farm 4.0先導計畫，有效提升作業效率與快速調整

流程。

美國華盛頓州廣大果園每年需數以千計農場工人收成作

物，其中有許多非法移工。不過，這樣的體制最終可能劇烈

變動，因為至少有2間公司搶著將自動採水果機打入市場。

美聯社與好果農雜誌(Good Fruit Grower)報導，這種

自動採摘機不會感到疲累，1天24小時都可工作。以色列

FFRobotics公司共同創辦人柯柏(GadKober)表示，「採收工人

供不應求」、「年輕人不想做農，年長工人也漸漸退休」。

FFRobotics與加州海威德(Hayward)的AbundantRobotics競相推

廣自家機械採摘機，希望在未來幾年內打入市場。

FFRobotics正在研發1種擁有3根手指的夾爪，能抓住水

果並將它從樹枝上轉或夾下來。這台機器一共會有4到12支

機械手臂，每小時能摘下1萬顆蘋果。柯柏說，1台機器就能

採收多種作物，摘下樹上85%至90%的作物，剩下的才靠人

工採收。Abundant Robotics則在研發1種採收器，以抽吸方式

吸下樹上的蘋果。

爰此，我們觀察到先進國家以工程技術跨域資源整合之

創新農業相關技術、重視農產品衛生安全與營養需求，以及

全球化與電子商務模式 推陳出新等趨勢。反觀臺灣，雖有

多樣化的作物及生產模式、精良的農業栽培技術、最具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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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小農及全世界網路覆蓋率最高的農村等特色。但隨著

經貿全球化趨勢，臺灣農業也不得不面臨向全世界開放市場

的潮流，如何運用科技加值農業，提高產值，達到利潤分配

合理，實現農業世代人才承接，提昇臺灣農業在全世界的競

爭力，便成為不可忽略的重要議題。

(四) 人工智慧帶來衝擊與現況

隨著全球人工智慧(AI)浪潮來襲，未來有許多職業可能

瀕臨淘汰。現在常看到滿街跑的「小黃-計程車司機」，恐

因無人車的興起，在可見的未來，面臨消失的危機。Google

人工智慧程式Alpha Go在2016年擊敗當時世界排名第3的南

韓棋手，震撼全球各界。

但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恐怕不僅於此，根據矽谷創投界

提出的「預測人工智慧後的10年大未來」報告顯示，隨著科

技快速發展，約莫在未來5到10年光景，從事醫療健保、自

駕汽車、教育和服務業的人，可能都要面臨被淘汰、失業的

危機。

人工智慧科技崛起的影響力已經是「進行式」，許多行

業都已開始起了變化，像是機器人逐漸取代生產線的裝配人

員，金融科技服務(Fintech)發展將讓金融業在未來5年內有

很大改變，這些都是短期時程可預見的未來。

中長期部分，不可忽視無人車(自動駕駛)將興起的產業

改革。國際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在去年底宣告「即日

起，所有車款都將配備全自動駕駛裝置」，且預估第一輛商

用自動駕駛車將於2019年出現，這也意味著它將會是自駕

車取代普通車的元年。

由於未來汽車已不需要人來駕駛，司機這個職業將逐漸

消失，包括貨運員及計程車司機等，估計在未來10年內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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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取代及淘汰。

未來的自動駕駛與運將之間，不是人與人的比較，而是

機器與人的比較。相對於人類，機器表現穩定性超高、可以

24小時工作、不需要休假、沒有情緒等運輸成本及安全考

量，都將遠勝於人類，且恐怕是數量級的差距。我們可以想

像，現在150元的計程車資，未來可能只要15元，比捷運還

便宜。不過，由於交通影響牽連面甚大，包括相關法規和基

礎建設配套都必須一起跟上腳步，所以要在短期內有大改變

較不易。

好萊塢電影「玩命關頭8」在片中大玩無人車技術，駭

客利用資安漏洞將路上9成汽車操縱成「殭屍車」肇事，也

不禁令人憂心未來「交通安全」？人工駕駛是否真能全面被

取代？未來，資安問題的產生是網路科技發展的副作用，不

用害怕這會致命，因為所有科技發展的後遺症都會被克服，

即便司機員人數因無人車興起而衰減，但未來資安工程師行

業人數可能將呈倍數成長，尤其是跨平台的資安防護重要性

更加提高，從業人員薪資待遇可預期不錯。

BI Intelligence預測，全球在2020年就有1000萬台自駕

車。面對科技快速發展，黃姓計程車司機坦言會擔心，但也

認為這份工作並非只要會開車即可，人性化服務及經驗仍有

不可取代性。

科技發展仍需一段時間，要全面改變沒這麼簡單，從以

前的人力拉三輪車到現在的計程車，只代表新的營運模式會

不斷因應而生，加上目前計程車司機多數為中高齡者，年輕

司機相對少數，隨時程推延、受影響者也減，順其自然即

可，不需太過憂心。

俗話說「365行，行行出狀元」，但上個世紀的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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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鐵匠和電話接線員等職業，有許多都已經消失了。科技

發展看似遙遠，不過，未來職業變遷速度將更快，AI將帶來

的科技顛覆產業，因應未來，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所需的知識

與技能，準備好了嗎？

人工智慧當紅，顧能研究機構Gertner)預估，到2020

年，全球人工智慧相關商機將達3,000億美元(約新台幣9.15

兆元)。國內企業也已紛紛投入，政府更應積極尋找人工智

慧的台積電。

台灣的人工智慧機會在應用面、不在技術面。Gartner發

布研究報告，預估包含軟體及服務，到2020年全球人工智

慧市場規模將達3,000億美元，2016年僅300億美元，短短

四年將成長十倍。Gartner也將人工智慧列為「2017年十大策

略性科技趨勢預測」的首位。

人工智慧不是一個產品或一項單獨技術，是由多種科技

組成，例如深度學習、神經網絡、自然語言處理等，再透過

新的演算法，讓機器可以理解、學習、預測、適應環境，甚

至自行運作。例如透過人工智慧運算，網路監視器可以判別

客戶性別、年齡甚至心情，應用在金融或零售業，銀行、超

商就可即時分析客戶偏好，推銷相對應產品，顛覆傳統行銷

模式。

醫療院所也可以透過人工智慧比對，幫助癌症腫瘤的檢

測與判斷，達到精準醫療。Gartner研究部總監呂俊寬強調，

台灣企業、政府想要投入人工智慧，甚至尋找下一個人工智

慧界的台積電，但千萬不要陷入迷思，台灣的人工智慧機會

不在技術面，不是安裝很多DNN(深度學習網絡)或伺服器。

人工智慧需要的加速器、應用程式介面API(應用程式介

面)、深度學習架構或雲端平台等，包括Google、亞馬遜、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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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百度等大廠，或是很多新創公司，都已提供許多工具可

以使用。

台灣的人工智慧機會在應用面，未來人工智慧應用會有

成千上萬，範圍包括各行各業，人工智慧不是科技公司的專

利，未來台灣應該想辦法利用相關工具發展出獨特應用，不

用和Google、Amazon等巨擘正面對決。全球企業未來12個月

最想運用人工智慧做什麼？

1. 智慧顧問：機器人理專

2. 虛擬助理：頻果Siri

3. 製程自動化：智慧製造

4. 預測分析：商店預測來客數

5. 機器自動化：機器人自駕車

人工智慧是目前科技發展重要議題之一，各國政府積極

推動人工智慧的發展，並以人工智慧加速推動相關應用，我

國可以持續觀察美國人工智慧政策，並借鏡可行的方案。

2016年5月3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國家科學

技術委員會中，新成立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小組委員會。

2016年6月15日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小組委員會主導網路與

資訊技術研究專案並開始編寫《國家人工智慧研發策略計

畫》。2016年10月3日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正式公布《國家

人工智慧研發策略計畫》。這項計畫是美國政府資助的人工

智慧研究，制定一系列目標，包括政府內部研究與政府資助

的外部研究。目標是建構新的人工智慧知識和技術，為社會

提供一系列積極效益，並減少負面影響。

「數位經濟之父」泰普史考特與其子共同著作撰寫的

《區塊鏈革命》(Blockchain Revolution)經典之作，書中指

出，區塊鏈就要掀起下一波科技創新的浪潮，對全球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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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比自駕車、太陽能、人工智慧(AI)還深遠。泰普史考

特父子在書中列出幾十個案例，來討論區塊鏈的創新做法，

預判這個突破性科技將如何翻轉人類社會。除了重寫金融體

系以外，也提到透過創造新型商業模式以及新的集資管道，

區塊鏈有助於鼓勵企業家精神，更有助演藝人員與音樂家賺

取公平報酬。美國商業評論雜誌Comstock指出，此書是第一

本全面性評估區塊鏈數位生態體系未來的著作；世界經濟論

壇(WEF)預測，未來十年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10%產值，將

寄於區塊鏈。

以目前各國政府的推動方向來看，美國提出《國家人工

智慧研發策略計畫》，重點在投入AI的基礎技術研發；日本

在研發法人下成立AI研究中心，除了基礎研究外，並和業界

共同提出技術路線圖；韓國則提出《人工智慧國家策略計

畫》，開發產業共同需求的AI技術及研發下世代技術；法國

提出AI研究的五年計畫，建立研發基礎資源，串聯研究與應

用。

在人才方面，各國幾乎都聚焦於培育人工智慧研究及應

用開發人員、以產學合作培育人才，提供企業AI培訓課程，

尤其是人工智慧軟體人才。甚至建立小學到高中的相關課

程，強化全民電腦科學及資料科學教育等。

法規面也是重點，以無人機為例，例如美國以兼顧大眾

安全及產業創新為原則，制定小型商用無人機法規；日本則

運用國家戰略特區制度進行小型無人機技術驗證，以探討法

規改革；而韓國法規與大部分國家約略相同，但制定較早、

提供業界先行發展空間；法國法規訂定較早且相對多數國家

寬鬆，以鼓勵產業發展。

在台灣，大家都認知人工智慧對各產業發展的重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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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臨了不少瓶頸有待突破，例如內需規模有限，在消費活

力降低與投資表現低迷態勢下，市場更加弱化；欠缺新的投

資機會，無法吸引外資投資；加上AI相關人才不足，找不到

國際級技術研發及外籍白領人才的隱憂，以及法規的保守，

更限制了智慧科技產業未來的發展。

所以，未來應務實面對產業的弱點找出解方案，並有效

發揮產業既有優勢，才有機會掌握智慧科技產業這波浪潮。

以下是幾點建議：

1. 從應用需求出發，找到使用情境提供實驗：提供實驗：不

管是資通安全、綠能、商務、無人載具，都是現階段需要

突破的領域，如何擇定優先順序，蒐集該領域資料予以盤

點與開放，建構開放資料平台，並透過法規調適、設置場

域進行各項創新試煉，同時了解國際標準規範，拓展國際

市場，都需有全盤的規劃。

2. 提供應用與制定實驗域提供實驗：在選擇應用與場域試煉

過程中，除了考量自行建立開放資料平台、運算資源及演

算法及模型平台之外，更應關注國際大廠人工智慧平台的

建置情況，包括運算資源、演算法、開發架構及資料等發

展，積極槓桿國際平台資源，以利各種創新應用的開發。

3. 制定與時俱進的法規制度：以無人載具的發展與應用為

例，無人載具於研發階段之測試，將從封閉場域、半開放

場域、至全開放環境分階段進行，作為配套的場域試驗規

範，應隨之分階段同步建立；也應思考建立公司報告制

度，促成新形態的強制保險；而行為人使用自動駕駛系統

的最終責任歸屬，以及產品及技術瑕疵的歸責性也應有配

套。

4. 人工智慧人才的延攬與培育：創新應用開發沒有人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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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空談。除了產學研的緊密合作之外，應更積極檢討相

關法令規範，提供更開放、更彈性的攬才、留才環境，長

期而言，應從育才的面向完善人才布局，才能有效建構我

國的智慧科技創新生態體系，促成新型態產業的發展。

(五) 金融科技服務(FinTech)對金融業帶來衝擊與現況

根據資誠全球金融科技調查報告，人工智慧運用，促使

新型態服務模式與勞動力需求轉變，全球83%傳統金融機構

擔憂金融科技業將搶走生意。金融科技的崛起，讓傳統金

融產業面臨到壓力，其中又以銀行業和支付業感受的壓力

最大。在2020年，恐怕失去28%的市場佔有率，而銀行業者

也擔憂將失去24%的市佔率，不僅如此，資產管理暨財富管

理、保險業者也認為其市佔率將分別下滑22%及21%。金融

科技正在全球挑戰各地傳統的銀行和保險業的商業模式，重

塑金融服務的客戶體驗，同時，為需求未得到滿足的消費

者，提供重新定義的和創新的解?方案，因此導致傳統金融

機構的利潤下滑、市佔率下降。金融科技的核心價值和機

會，主要在於降低成本(73%)、差異化(62%)和提升客戶黏著

性(57%)。也就是說，金融科技在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時， 也

提高了服務的效率和品質。

面對金融科技的衝擊，傳統金融機構已開始布局金融

科技。布局的方式主要為透過夥伴關係(32%)、購買服務

(22%)，其次才是培育金融科技人才(15%)及併購金融科技

公司(9%)。這將是一場變革，過程中存在許多挑戰，都是

金融機構必須深思的議題，包括公司是否擁有足夠開放的

文化，基礎架構是否能承載和融入創新的技術，以及法律

和政策等外部因素帶來的規範和影響等。台灣金融產業進

行數位轉型可以掌握五個機會，一是顧客的知識(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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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stomers)，包括資料整合、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和數位行

銷等；二是多元通路的整合(Multi-channel Integration)，包括

全通路(Omini-Channel)、客戶體驗與體驗等；三是社群金融

(Social Banking)，包括社群媒體策略、社群分析與輿情掌握

等；四是行動能力(Mobility)，透過數位科技和客戶互動、提

供客戶價值與服務和增加銷售機會與客戶關係；五是企業文

化改變(Cultural Change)，也就是必須具有以客戶為核心的中

心思想，以及跨部門的整合思考設計。

(六) 人工智慧對製藥生技產業帶來衝擊與現況

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趨勢銳不可當，美國默克公司等國

際大藥廠積極運用人工智慧處理大數據，快速發展精準醫

療，為醫療產業開創一個嶄新的格局。2017年1月於瑞士達

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與會的多位重量級人物一致認為，人

工智慧將有效降低新藥開發風險及解決醫療人力不足的難

題。

人工智慧可在短時間內處理以前一輩子都無法處理的巨

量數據資料(病歷、診斷記錄、醫學影像和治療方案)，並從

中學習和識別出疾病的模式和規律。國際醫療大廠積極將人

工智慧與醫療產業做跨領域結合，主要為藥物研發、新疾病

的診斷和控制及個人基因等三大領域，為新藥研發等醫療產

業開啟新契機，帶來許多助益，其中又以降低藥物研發的風

險為主。

中國大陸於2017年3月召開的「十三五計劃大會」也將

人工智能與生物製藥等技術研發和轉化，列為未來戰略重點

新興產業發展。

大藥廠的上市藥物開發須經過漫長過程，其間歷經研

究、測試和審批，費時往往逾十年。根據Tufts藥物發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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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指出，一款新藥從IND到通過審批，平均費時96.8個

月。且新藥的開發過程中，各階段的成功率都相當低，面對

如此巨大的風險，所以，近幾年來，美國默克公司等國際大

藥廠積極結合人工智慧，來降低上市藥物開發成本，為新藥

研發開啟一個新契機。

美國默克公司於2012年與數據科學公司Kaggle跨域合

作，開始測試人工智慧在製藥領域的應用，也與舊金山新

創公司Atomwise合作，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在一天內將現有的

7,000多種藥物進行分析測試，改變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

完成之傳統方法。2015年也幫助該公司研發出兩種新藥，

緩解了伊波拉病毒疫情。

波士頓生物製藥公司Berg Health，運用人工智慧分析患

者的生物數據，找出某些患者能從疾病中痊癒的原因，並以

此改進現有的療法和進行新藥的研發。在疾病診斷和療程管

理等方面，IBM Watson與紐約癌症治療中心合作，分析了過

去幾十年來的癌症患者及其治療方案數據，為醫生提供特殊

病例的有效治療方案。強生公司於2016年底宣布與英國新

創公司BenevolentAI合作，透過後者所開發JACS判斷加強認

知系統，來協助臨床試驗的進行和數據的收集，以避免代價

高昂的臨床試驗失敗。

在改善診斷(Enlitic，DeepMind Health)、醫療用影像診

斷(Zebra MedicalVision，簡稱Bay Labs)、基因組醫學(Deep 

Genomics)等領域，甚至已利用人工智慧來治療抑鬱症、焦慮

等疾病，應用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結合在醫療領域的成功範

例愈來愈多。

美國高盛集團於2016年底，發表一份人工智慧報告，

認為將人工智慧與醫療產業做跨領域結合，全球製藥行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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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後，每年約可節省260億美元。同時機器學習和人工

智能可以將新藥研發過程中的風險減半。

不過，現階段人工智慧的應用，仍然存在許多挑戰，

包括建置成本、人才、政府政策支持以及與巨量數據庫的

對接。2013年，Google支付了超過4億美元收購了DeepMind 

Technologies，DeepMind正與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HS合作

開發一款監測腎臟疾病患者的App，以及一個診斷決策

平台。但任何系統的關鍵都在於是否具有巨量的數據資

料，因此DeepMind和NHS達成了一個數據共享協議，NHS

將為DeepMind提供動態的資訊流和歷史數據，以用於訓練

DeepMind的演算。因為只有取得巨量數據，才有可能對臨

床數據進行即時分析，人工智慧技術也才能發揮作用。去

年2月IBM更以26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健康分析公司Truven 

Health，目的是獲取這家公司巨量數據。最近又與Medtronic

合作，藉由獲得其數據以拓展IBM Watson在糖尿病方面的分

析能力。

根據工研院產經中心預估，2015年全球精準醫療市場

規模約389億美元，預估至2020年可達695億美元，2015至

2020年複合成長率為12.3%。而推進精準醫療的高速成長，

其中不可或缺的即是人工智慧等技術的支持。因應生物製藥

與醫療產業即將進入全新時代，擁有數據平台與跨領域知識

與技能的人，才會是這場創新轉型大戰最後的贏家。

二、國際企業智慧生產發展趨勢

在德國於2012年提出「工業4.0」概念後，一時之間，使

得虛實整合、物聯網、大數據蔚為製造業界顯學，驅使業者

群起追逐智慧工廠目標。隨著網路世代中數據資料量的快速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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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掀起了一股數據應用浪潮。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

業和業務領域，成為重要的企業資源。企業對於大數據的分析

和運用，讓企業能看到未知的商機，預知可能的風險與危機，

大數據分析可說是企業必須具備的競爭力之一。各國企業也積

極具體發展工業4.0與智慧生產，以下就國際知名企業提出相

關的因應措施與方針，概略說明如下：

(一) 德國工業4.0模範工廠-西門子安貝格廠(Amberg)

製造業的智慧化趨勢主要來自消費性市場的改變，近年

來消費性市場量大增，但產品類型不再是以往的少樣大量，

現在的市場要的量依然大，但是樣式不再只有少數幾種，以

人為中心的多樣大量需求，衝擊了整個製造業生態，客戶端

開始大量參與製造，在此態勢下，製程可視化成為必須，傳

統的讓硬體埋頭製造，已不敷市場所需，市場需要的是在成

本不變(甚至是降低)態勢下，更有彈性的調節製程，製程的

換線換料更快速，且設備運作更穩定，這種要求看似天方夜

譚，不過其實早已有成功案例，即是全球自動化大廠西門子

在德國Amberg的廠房。

德國工業4.0大廠西門子的祕密基地——安貝格智慧工

廠。安貝格(Amberg)是德國南部一座小小的中世紀古城，全

鎮人口不到五萬，走在街上，連行人都很少看到。這座小鎮

裡的三棟簡樸廠房，竟是西門子的印鈔機。裡面的一千名員

工，竟為擁有三十八萬員工的西門子帝國，貢獻「很高比

率」的獲利。

這座西門子安貝格廠，多次獲得全歐最佳工廠，是德國

智慧工廠的傳奇，吸引無數國內外企業前來取經。去過台商

工廠的人，一踏進安貝格廠區，馬上可以感覺空間出乎意外

地小。簡樸的廠房，要擴增八倍的產能，一般最直接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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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多建八座廠、增加八條產生線，加八倍的人最快。

然而，二十五年來，安貝格廠卻在空間維持一萬平方公尺、

人手也維持一千人上下的情況下，產能成長八倍。也就是

說，不用再加蓋工廠，我們原地就可以生產更高質量的產

品。

從安貝格廠生產出來的控制器，不但西門子自用，德國

頂尖製造廠巴斯夫、拜耳、賓士和ＢＭＷ廠內，遠到台灣工

具機大廠東台精機、百德機械，都是使用者。也正是德國努

力追趕數位革命的前哨站。可以看到經歷數位革命洗禮後的

工廠內，人和機器充分合作，發揮最大價值。如果機器和產

品是兩個人，在這座廠內，這兩個人會對話、溝通，直到最

後包裝完，順利出貨。這些動作，靠的是一片片晶片條碼。

生產過程從焊接、裝配、包裝物流，晶片條碼都有履歷紀

錄。只要中央的「章魚腦袋」，控管好程式設定，產線就可

以針對不同產品的不同規格、不同工序，進行不同的的工

作，迅速客製化每一項產品。因為快又單機多工，即便是

接了單後，才按客戶需求生產，也不用大量備料和庫存，

二十四小時內就能出貨。「速度快，就像印鈔機一樣」，所

以，安貝格廠被西門子視為金雞母。

這座金雞母工廠透過工廠數位化和自動化確實是加快產

品、減少出錯的方式，一年用掉三十億顆零件，生產良率

九九．九九八八％的零件。零件、機台所產生的龐大數據量

就很驚人，這座數位工廠，一天可以產生五千萬筆數據，靠

人工，是沒有辦法處理那麼大量的數據。

這座廠的機器已經可以思考、溝通，根據來的東西和載

具的特殊號碼，來判定是什麼物品、要用什麼工法來做。然

而，安貝格廠機器和機器之間、機器和產品之間的溝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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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還只能做到「我做完了換你做」，而還沒有辦法做到「這

個我不會做，換你做」或「這個你不會做，我來想辦法」的

真正智慧溝通。但這個廠，已經堪稱全世界工廠當中4.0程

度最高的。過去，機器隔夜才能檢修，安貝格現在只用一分

鐘就能修正校準完畢。如今，全廠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工作量

需要人工處理。

環視工廠內，穿著工作服的技術員，不像一般組裝線

上的工人，八小時一刻不得閒地組裝。他們談笑風生，定

期看數據檢測和紀錄，把產線製造交給機器，工廠不但不

血汗，而且出錯率低，只有百萬分之一。「生產良率了

九九．九九八八％的產品」，是全球同業無人能及。而這每

天五千萬筆的龐大數據，是安貝格廠最重要的資產，不但掌

握製造端的歷史、客戶的習性，同時也能預測未來需求。

沒人因數位化被裁員，機器人統治工廠，很少人會相信

人的工作不會被搶走，就連德國《明鏡》週刊也質疑數位化

會奪走大部份的工作。但這座工廠至今沒有因為數位化而裁

員，甚至在2009年金融海嘯後，歐洲最艱困的時期，也沒

裁過半個人。只是以前在第一線手工製造的人員，現在他們

在機器後面，掌握指揮權，更有時間思考怎麼讓生產效率變

更好。安貝格廠的員工不用時時刻刻顧產線，但需要不斷接

受公司的訓練課程──以前是黑手，現在是IT知識當道。

德國工業4.0的理想，幾乎在安貝格實現。這種智慧製

造，可以快速客製化生產的模式，很適合台灣。不過，台灣

還沒蓋出來這樣的數位工廠，這座聰明、高產值的德國智慧

工廠，已經被複製到缺工的中國。經驗移植成都解決缺工，

幫助西門子在中國大陸蓋合資廠。這座德國的先進工廠，就

是中國製造業大缺工的解決方案。將安貝格廠的概念，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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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川省成都。在當地蓋了一座西門子的新廠，目前已有

三百五十名員工。它將成為中國智慧工廠的最佳展示場。

西門子Amberg的智慧工廠，有幾個特色，包括1.前台輕

量化、後台重量化，2.管理創新、流程創新。此一廠房佔地

10萬8,000平方呎，能夠從250家供應商所提供的16億個零

組件，製造出950項不同產品，廠內的16條生產線每小時可

製造出15萬個的電子元件，雖然位於高薪資的德國，但其生

產產品與西門子位於中國南京的工廠相當，該工廠採用客戶

下單生產，客戶訂單在下單後可於24小時內完成，產品交付

可靠度達到99%，同時完全達到品質要求，此一工廠成立已

有20年，這20年來在未擴廠的情況下，產能提高7倍，達到

彈性、效率、客製化等目標。

從西門子Amberg工廠的作法，可以看出CIM在未來製造

業所扮演的角色將更吃重，CIM系統將整合相關ICT技術，

成為智慧工廠中的總指揮，包括物聯網、Big Data等概念，

都被納入其中，資訊此一技術運用電腦網路通訊技術，在物

聯網架構下，對生產環境時進行即時、動態的監控，因具備

相關實體資訊與運算能力，能夠適應當下環境與進行優化決

策。

觀察整體趨勢，未來智慧工廠應專業分工，包括物聯

網、虛擬工廠設計自動化系統整合、海量資料與雲端運算、

智能設備與系統、機械人／手臂等5大領域，這5大領域的設

備必須充分整合，智慧工廠的願景才能實現，除了製造現場

的資訊外，前端的設計現在也被納入製造系統中，虛擬化設

計平台就是其一，透過虛擬化設計平台，設計者可在系統建

置前就先模擬出3D產線模型，讓設計者與建置企業先體驗工

廠的產線布局，在設計初期建立雙方共識，避免建置後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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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不同衍生出成本與時間的耗費浪擲。

針對智慧工廠的軟體布局，業者認為「智慧化」的說法

與做法，業界雖沒有一致標準，不過仍有一定的共通點，也

就是產線系統中各設備必須全面有效連結，「整合」智慧化

的第一要件，只是設備整合往往是智慧化中最細瑣也最艱難

的部分，而且涉及高度的專業知識，廠商必須自己來，其

他協力廠商無法越廚代庖，因此業者建議，製造商若有意將

產線升級為智慧化，可將心力放在底層設備的整合，至於上

層的管理系統建置如CIM、MES，可以交給專業軟體平台廠

商，以專業分工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建起智慧工廠。

Amberg成功三大關鍵製造技術：1.產品生命周期管理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簡稱PLM)；2.製造執行系統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s，簡稱MES)；3.工業自動化

(Industrial Automation)。生產效能及運作概念包含：生產力 

(Productivity)、良率 (Quality)、彈性生產(Flexibility)來監控5

千萬個生產作業步驟、250家供應商、16億件零組件、製造

950項不同產品與從訂單到出貨只須4個星期。具體方式說

明如下：

1. 生產力 (Productivity)

在廠房面積不變、員工人數維持1,000人左右，在

1989年~2014年的25年期間，產能提高8倍，體現土地

坪效、人均產值提升的工業4.0目標。方式為「均衡運用

ERP、MES及PLM等系統」、「以機器人建構人機共工的

生產線」、「架構機器與機器、機器與系統之全方位整合

自動化」與「建立預防保養的機制以減少風險」。 

2. 良率 (Quality)

以Big Data分析系統，有效控制生產品質，良率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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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88%，即100萬個作業中僅12個失誤，且其可追蹤性

達100%。 

3. 彈性生產 (Flexibility)

該工廠生產模式為少量多樣，其智慧化系統可使其製

程更具彈性，從訂單到出貨只須4個星期。監控方式為「5

千萬個生產作業步驟」、「250家供應商」、「16億件零

組件」與「製造950項不同產品」。

西門子安貝格廠運作重點包含1.全面網路化提升效率。

2.工件全在虛擬環境中規劃。3.工件具備各自的身份訊息。

4.工件知道哪條生產線需要。5.設備可依照工件調整參數。

6.現場及時發現剔除不合格產品。7.缺料或故障前會發出

請求。8.精確追蹤生產的每個步驟。9.自動化設備10.人的

經驗、評估能力不可取代。11.軟體技術協助使用者決策判

斷。12.員工搭配系統判斷品質。

德國、甚至全世界，很少有企業像西門子一樣，有能耐

從設計、生產到最後的整體解決方案，一手包辦軟硬體。它

是德國工業4.0產官學研聯盟的領頭羊，多年研發實驗，一

舉站上全球智慧製造大浪的浪尖上，準備乘風破浪，將大幅

改變未來製造的樣貌。

(二) 「工業4.0」汽車業數位革新Mercedes-Benz持續領航前行

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的智慧生產解決方案，透

過以下五項技術驅動，並注重員工與顧客的感受，持續進行

汽車數位革新：

1. 360度連接

生產網絡及時支持決策與控制，並發揮最大透明度。

2. 大數據分析

3. 數位流程鏈 (Digital Process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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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數位自動化規劃和模擬價值鏈，促使產品有效整

合與過程驗證

4. 敏捷生產系統支持與控制

5. 供應鏈

(1) ARENA 2036 project。

(2) 人與機器合作運用在插入式配件與電池。

(3) 透過敏感性機器人執行動力系統齒輪箱配件(人機工作

無隔閡)。

(4) InCarRob (robot on board)–初階應用於各別機器人位於

一個工作站，進階應用於機器人移動處理整體產線。

(5) 運用擴真實境於協同平視顯示:人取代機器運用行動裝

置校正平視顯示器(Head-up Displays)。

(6) VR技術:使用頭像的數字式模型。

(7) AR:在真實的環境中，融入虛擬的概念，進行實際值與

設定值比較，並透過虛擬CAD資料進行自動品質控制。

(8) 生產網絡垂直整合。

(9) 目標:提升生產效率、彈性、品質與time to market。

18世紀工業革命浪潮掀起，至今歷經多次的工業革

新，為世界帶來更現代化的生活實景。如今，「工業4.0」

正如火如荼展開，以數位化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主軸，將

為世界帶來何等變化？身為汽車領航者，梅賽德斯-賓士

（Mercedes-Benz）也將「工業4.0」的數位主軸發揮最大價

值，以智聯網充分結合人、機器、工業製程，利用智慧科技

與自動化技術，將車輛設計、生產製程至售後服務效能最佳

化。並非以科技與機器取代人，而是仍把「人」擺在首位，

將客戶與員工價值最大化，讓「The best or nothing」的品牌

宣言持續貫徹於每個層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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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賽德斯-賓士借重「工業4.0」的數位優勢，以智聯網

充分結合人、機器、工業製程，利用智慧科技與自動化技

術，將車輛設計、生產製程至售後服務效能最佳化，以持續

把「人」擺在首位，藉由數位科技輔助，將客戶與員工價值

最大化。梅賽德斯-賓士極早便已進入工業4.0時代。對於梅

賽德斯-賓士而言，工業4.0意味著從研發、採購、生產、行

銷、銷售到售後服務等價值鏈完整數位化，並以智能網為基

礎，串接人、機器與工業流程，發揮最三者合一的最大潛

能。如此一來，讓產品設計週期縮短及生產過程可以更快

速、靈活且高效能，不僅可完美對應梅賽德斯-賓士當前為

數可觀的車型陣容，設計更能即時因應消費者需求潮流，並

可達到高度客製化服務。

積極轉型為「智能工廠」的梅賽德斯-賓士生產線，將

導入諸多先進科技，如擴增實境的運用以提升組裝時的精準

度、虛擬裝配測試可提升組裝製程的效率、人機結合之數位

化製程、全方位零死角的自動化車身接合技術、遠端遙控與

整合等，將可有效提升生產線的靈活度與效率，並打造更優

質且舒適的工作環境，也能增進物流效率，實踐以人為主的

革新思維，為員工帶來更佳的工作環境與效率、為客戶帶來

更多元的產品與優質服務。

台灣賓士總裁邁爾肯(Mr. Eckart Mayer)參與2017年台北

國際工具機展高峰論壇，演講主題為「汽車產業新浪潮—

Mercedes-Benz的工業4.0」他提到，「現在走進梅賽德斯-賓

士（Mercedes-Benz）位於德國的工廠中，生產線上幾乎找不

到兩輛完全一樣的S-Class。」於19世紀，Mercedes-Benz僅需

在生產線上生產三款轎車就已足敷市場需求，但如今，這數

字已超過10倍，大幅擴增的產品陣容與客製化服務，倚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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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工業4.0的智慧化生產線。

梅賽德斯-賓士極早便已進入工業4.0時代。對於梅賽德

斯-賓士而言，工業4.0意味著從研發、採購、生產、行銷、

銷售到售後服務等價值鏈完整數位化，並以智能網為基礎，

串接人、機器與工業流程，發揮最三者合一的最大潛能。如

此一來，讓產品設計週期縮短及生產過程可以更快速、靈活

且高效能，不僅可完美對應梅賽德斯-賓士當前為數可觀的

車型陣容，設計更能即時因應消費者需求潮流，並可達到高

度客製化服務。積極轉型為「智能工廠」的梅賽德斯-賓士

生產線，將導入諸多先進科技，如擴增實境的運用以提升組

裝時的精準度、虛擬裝配測試可提升組裝製程的效率、人機

結合之數位化製程、全方位零死角的自動化車身接合技術、

遠端遙控與整合等，將可有效提升生產線的靈活度與效率，

並打造更優質且舒適的工作環境，也能增進物流效率，實踐

以人為主的革新思維，為員工帶來更佳的工作環境與效率、

為客戶帶來更多元的產品與優質服務。

雖然梅賽德斯-賓士並非數位原生世代，但藉由始終如

一的前瞻視野，受惠於工業4.0所帶來的進化與革新，提升

生產效率、達到更佳的生產靈活度，並維持一貫頂尖的品質

表現，且給予員工最適與人性化的工作環境。借重工業4.0

的優勢，讓梅賽德斯-賓士始終引領車壇前行。就如同邁爾

肯總裁所說的：「身為擁有超過130年歷史的汽車品牌，梅

賽德斯-賓士了解，唯有走在時代尖端，才能在數位浪潮下

保持領先。」

(三) 網路商務龍頭 亞馬遜的倉庫機器人Kiva─打造機器人大軍

在 2012 年，亞馬遜以 7.75 億美元，合約 233.4 億元

新台幣，買下了專門製造倉儲用機器人的 Kiva Systems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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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亞馬遜已經有 1,000 台 Kiva 的橘黃色機器人，所以，在

亞馬遜(Amazon)的倉儲系統，已用機器人取代大量人工，處

理每天有數以萬計的貨物進出。

在 2014 年 5 月底，亞馬遜公開表示，將原本 1,000 

架的機器人部隊，擴增到 1 萬架。亞馬遜擴大機器人部隊

以後，2014 年 5 月起，亞馬遜開放美國 37 個物流倉儲中

心之中的 6 個供參觀，所以有很多人有機會可以親眼看看

這些機器人運作的樣子，因為 2014 年 5 月起，亞馬遜開放

美國 37 個物流倉儲中心之中的 6 個供參觀， 只要上網預

約即可。

2014年12月，正值美國假期購物季，網路商務龍頭亞

馬遜（Amazon），面對訂單湧入的這個季節，靠的是最新一

代亞馬遜物流倉庫來維持「出貨效率」。

為建置新一代亞馬遜(Amazon)物流倉庫，2012年初，亞

馬遜(Amazon)以7億7千5百萬美元併購Kiva Systems，這家新

創公司的主要產品就是「物流管理機器人」，以及自動化管

理線上訂單的軟體。過去幾年，亞馬遜一直對於他們如何使

用Kiva機器人保持低調，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亞馬遜倉庫確實

有許多忙碌的機器人在工作。

新一代亞馬遜物流中心(又稱之為「顧客滿足中心」)，

第一印象是響徹天際的各式聲音，有好幾瓶塑膠罐在輸送帶

上滾動、一個又一個的包裹通過輸送關卡，還有在包裹上貼

上一個又一個標籤的聲音，這是個充滿機器聲響的地方，甚

至還有機器人在這裡工作。

重145公斤的方形橘色Kiva機器人唯一工作：搬運貨

架，上方搬運著超過340公斤、高於一般人身高的貨架。搬

動貨架有2個原因。第一，當新的貨物抵達物流中心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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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品項都得放在原地直到有人來點貨為止，但有了Kiva機器

人，亞馬遜的員工不必走到卸貨的地方，只要在站點等待貨

物過來被盤點就好。而第二原因則是，當線上訂單進來時，

Kiva機器人會自動把貨物帶來，不必再讓工人移動到貨架處

取貨。

亞馬遜使用Kiva機器人帶來兩大好處。首先，是機器人

到貨架取貨，不再需要空出讓人通過的走道，也因此貨物能

夠更緊密地存放在一起，讓出更多空間存放更多貨物。另外

同時，省去員工走到貨架、取貨等時間，也讓出貨更有效

率。簡單來說，「Kiva機器人負責簡單的工作：移動貨物，

而員工則是負責較複雜的工作：辨識正確產品、掌控品質

等。」。

以編號OAK4的物流中心來看，能存放2,100萬個品項，

但一旦全面導入Kiva機器人後，預計能存放至2,600萬個品

項，換句話說，增加500萬個品項的存放空間。同時也能提

升出貨效率，目前最高峰一天能出貨70萬個品項，但全面導

入Kiva機器人後，預計能提升至150萬個品項。全美50個物

流中心中，已在其中10處導入共1萬5千個Kiva機器人。

從2017漢那威工業展來看，該公司積極發展與主導更

大的平台，將從建立從消費者使用價值出發，勢必掀起更大

數位革命。

亞馬遜目前也大量用於日常生活消耗品訂購使用Dash 

Button系統，或許很快就要面臨全新競爭對手。

經在市場推出名為Dash Button的物聯網按鈕，讓使用者

依照各個日常生活消耗品選購，在完成進一步的住家地址、

付費方式等資訊設定後，日後在必須補充消耗品時，只要按

下按鈕即可聯繫亞馬遜物流快速遞送補充。而針對不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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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亞馬遜甚至也提供Dash Button開發套件，讓開發者能

以此設計不同應用模式，甚至能與更多物聯網設備連動。

物聯網與網路技術應用越來越為普及，因此，此類技術

成長發展除可讓生活變得更加便利，同時也有助廠商、廣告

業者制定更精準的廣告行銷策略與產品銷售方式，也勢必掀

起新一代數位行銷與新零售革命。

(四) IBM工業4.0的發展藍圖

根據天下雜誌 2015-06-08 廣告企劃製作報導─工

業 4.0 製造業創新經營模式，IBM全球電子產業總監John 

Constantopoulos指出，製造業主要面對的挑戰，回歸根本便

是如何提升品質、增加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力。其

中，品質又是最重要的一環，不光是因為成本問題，更由於

品質會直接影響到客戶的滿意度與營業額；其次是生產效

能，尤其在大量製造的規模式生產中，即使是極小百分比的

提升，也能夠大幅增加產量。

因此，德國率先提出了以工業4.0 (Industry 4.0)為

口號的的高科技戰略計劃。IBM全球電子產業總監John 

Constantopoulos分析，這個計畫的目的，是將製造業推向數

位化及智慧化，大幅優化現有的製造模式，帶領製造業從人

為控制的程序轉移到全自動運作。自德國發起了這個概念，

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各國也陸續推出了各自版

本的工業4.0計畫。

在全球擁有廣大製造業客戶基礎，同時也仍是半導體與

高階系統製造廠商的IBM，對工業4.0的發展藍圖，也勾勒出

一個完整的架構，幫助企業了解工業4.0在不同層面的發展

方式，及每個層面能為企業創造的效益。

IBM認為，工業4.0階段目標是邁向未來製造必經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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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企業應依自己的策略目標選擇階段性實踐方案，與時俱

進達到工業4.0。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決定要投入工業4.0的

規模，並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工廠/企業內優化 (M2B Intra-Factory/Enterprise 

Optimization)，即是如何在數位化價值鏈的前提下打造智慧

工廠，智慧化連結所有生產設備與系統，建立雲端與大數據

平台，運用自動化控制來管理相關的設備及生產流程。

第 二 類 是 企 業 間 價 值 鏈 整 合 ( B 2 B  V a l u e  C h a i n 

Integration)，透過供應鏈數位化的互聯，形成端到端的價值

鏈，有利於資訊的傳遞和交流，藉由先進的預測分析，提高

生產效率與增加應變能力。

第三類是點對點價值網路創造 (P2P Value Network 

Creation)，以軟體定義製造，不同的企業透過雲端互連形成

點對點價值網路，進而促成新的商業模式，降低少量多樣的

個性化生產成本，滿足消費者求新求變的需求。

依據企業預備投入工業4.0的規模，工業4.0實踐藍圖會

有不同階段的實踐方案，及每階段企業必需發展的核心能

力。將這個工業4.0發展藍圖分為三部分來看，每一部份都

有三個階段，可以做為企業實踐工業4.0 的參考，但是他也

提醒，並不是每一個企業都需要從頭到尾的採用整份藍圖，

而應該是依照自己的核心價值，找到相對應的發展策略。

第一部分，工廠/企業內優化的三個階段依序為建立平

台、整合工廠、優化工廠，企業必需先佈建感知網路，做到

機器設備的相互連結，收集產線數據，自動化生業流程，同

時整合Shop Floor、MES、ERP等系統，利用先進分析技術即

時優化產能與品質，提升工廠的能源效率，進行機台設備的

預測維修與動態生產排程，在數位化、效率化的前提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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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廠。

第二部分，企業間價值鏈整合的三個階段依序是為生產

而設計、供應鏈整合、價值鏈協調，從產品研發生命週期的

數位化開始，在設計時就以能快速量產為考量，將產品設計

與生產製造無縫整合，在正式進入生產流程前與設計者進行

協同開發，並透過高可視度的供應鏈，進行動態與即時的生

產排程，以及智慧化的品質與保固管理，透過協調價值鏈中

的不同夥伴，達到虛擬工廠與全球整合供應鏈。這個優化的

過程是不斷反覆進行的，IBM提供非常多的工具來幫助企業

改善產品品質、生產效率、生產力，以及能提昇競爭力的大

數據解決方案。

第三個部份，點對點價值網路創造的三個階段是行動

化、認知運算、新業務和新服務。這一階段的整合能夠橫跨

整個價值網路，透過行動化、擴增實境、認知運算等科技做

到資訊物理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s)，數位化整個價值

網路，並運用先進的認知分析能力優化價值網路的各個環

節，催生新的產品、服務、商業模式。

該公司打造數位製造價值鏈，積極參與亞太區製造業大

廠的工業4.0 專案，對工業 4.0 將對台灣電子代工產業帶來

的效益相當期待。他分析，以往數十條大量生產的產品線，

彼此之間無法互相合作串聯，也較難即時變更產線的排程。

但是，當工業4.0被落實，產線跟產線間將不再壁壘分

明，可互通的零組件可以同時生產、混合運用，智慧工廠可

以依據每張訂單的交期、材料的變化等等資訊，自動做出優

化的判斷，隨時調整排程，每條產線變得可以互相支援，靈

活運用。

同時，工業 4.0更回應了對客製化的需求，當客戶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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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品的需求，訊息將能夠直接從客戶下單採購的那一刻

起，便直接被送到工廠端，自動化設備依照需求的緊急程

度、獲利程度，設備使用率等等資料來進行生產計劃的排

程，而生產過程中收集的資訊，不僅可用於改善生產線，更

可以作為未來研發的參考。軟硬融合、數據與生產相互協

作、自動化邁向數位化，這便是工業4.0的核心，也是物聯

網得以實現的基礎，更是製造業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型

道路。

(五) 博世家電(BOSCH) 工業4.0的發展藍圖

博世認為愈來愈多的人與物件的串接改變了人的生活，

並對生產過程價值創造產生影響，工業4.0的理念可產生提

高生產力與效率的潛能。博世一方面是工業4.0的領先使用

者，另一方面並藉由使用與開發經驗，發展工業4.0產品、

系統、軟體及解決方案，使同時成為領先的供應者。

博世家電發展工業4.0主要項目包括軟體解決方案、

後勤與生產、設備的串接與控制、服務與諮詢及解決方案

模組等。工業4.0的人員訓練發展方向主要包含以下：1.企

業資源計畫(ERP)與製造執行系統(MES)的整合；2.連續單

一產品生產；3.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4.開放核心工

程；5.智慧裝置操作與診斷應用程式；6.互動整合訊息平台

(ActiveCockpit integrated)；7.擴大實境(Augmented reality)；

8.開放式的工業標準。形成的效益包括：1.開發職業訓練系

統，後續可提供大學開課參考；2.建立在博世各廠過往的經

驗；3.模組化系統；4.工業標準元件；5.工業4.0導向的機電

與自動化整合實踐；6.後續可持續開發應用程式；7.互動顯

示資訊與雲端計算；8.提供學術機構與產業夥伴開創新的發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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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美國大型連鎖量販店沃爾瑪（Walmart）加入物聯網銷售模

式競爭

大型連鎖量販店沃爾瑪最近註冊專利顯示，預計將運用

藍牙、無線射頻、紅外線、NFC等技術打造物聯網技術應用

模式，讓消費者購買的日常生活消耗品如洗衣粉、清潔劑等

可依照使用情況自動回報，讓使用者能快速知曉是否即將用

完，或是超過保存期限，並且能快速藉由網路連線自動訂

購，無需等到全數用完才面臨必須出門採購窘境。

同時，配合網路連線也能自動回傳使用者使用生活消耗

品的時間、頻率，甚至嘉中放置位置，藉此蒐集更多非記名

卻有用的數據，讓沃爾瑪可進一步統計分析產品銷售後的數

據表現，進而可用於判斷貨品引進、銷售策略，甚至也能對

應全新貨品促銷廣告設計。

在此之前，亞馬遜已經在市場推出名為Dash Button的物

聯網按鈕，讓使用者依照各個日常生活消耗品選購，在完成

進一步的住家地址、付費方式等資訊設定後，日後在必須補

充消耗品時，只要按下按鈕即可聯繫亞馬遜物流快速遞送補

充。而針對不同使用需求，亞馬遜甚至也提供Dash Button開

發套件，讓開發者能以此設計不同應用模式，甚至能與更多

物聯網設備連動。

由於物聯網技術應用越來越為普及，因此不少人認為此

類技術成長除可讓生活變得更加便利，同時也有助廠商、廣

告業者制定更精準的廣告行銷策略與產品銷售方式。

(七) NVIDIA打造智慧影像分析平台 推動智慧城市安全

針對智慧城市安全監控系統需求，NVIDIA宣布推出應用

影像分析與智慧運算的Metropolis智慧影像分析平台，運用深

度學習技術對應公共安全、交通管理與交通號誌燈號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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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需求。

根據NVIDIA公布資料說明，目前已經有超過50家合作

廠商採用NVIDIA以GPU運算為基礎的深度學習技術，並且應

用在安全監控與影像數據分析等領域，其中多數與智慧城市

應用項目有關，分別包含公共安全、交通管理以及資源優化

等應用。

以目前智慧城市建置規劃來看，其中在多數交通路口均

設置監控攝影機，並且配合監視系統隨時記錄交通路況等資

訊，但相比傳統人力監看所呈現效率，往往不及藉由電腦以

影像識別分析異常情況的效率表現，因此有越來越多安全監

控系統廠商紛紛導入影像識別系統，並且配合深度學習技術

讓系統能藉由持續訓練，精準地協助人眼判斷事故異常，甚

至可從影像分析過程擷取有用資訊，例如單一車站出口的進

出站人口數量、性別差異比例，或是年齡層分布等，藉此發

展更具體的交通路線規劃，或是與商業模式合作廣告行銷內

容。

NVIDIA將以Metropolis智慧影像分析平台，協助更多廠

商打造各類影像識別、學習應用系統。在系統配置部分，

NVIDIA將以超級電腦DGX-1作為雲端運算支撐，並且結合

Tesla、Quadro提供即時影像分析運算，同時在裝置端也將配

合Jetson嵌入式模組與搭載端點人工智慧技術的攝影設備進

行前期分析運算，藉此讓整個影像分析、深度學習流程所需

時間縮減。

NVIDIA持續以GPU運算加速模式推動人工智慧與深

度學習應用技術成長之餘，也將與Google、阿里巴巴、

Facebook、HP Enterprise、IBM、微軟等大型平台廠商，以及

包含Mayo Clinic馬約診所、史丹佛大學、Udacity等學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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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台廠商，持續推動人工智慧學習資源，共同推動深度學

習研究所 (Deep Learning Institute)計畫。藉此在全球地區依

據不同學習需求擴展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相關技術成長，讓

此類技術成為日常生活應用的一部分，如同過去電腦、手機

改變人類生活方式。

就IDC市場研究分析認為在2020年至有會有超過80%比

例產品都將採用人工智慧技術，目前無論在手機拍照、信件

服務或影像處理均導入規模不等的人工智慧技術應用，而基

於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技術也在短短5年內從研究項目進展

進入一般消費產品，例如Google Home、亞馬遜Echo等智慧

喇叭都能藉由深度學習方式知曉使用者行為習慣，而多數車

輛採用的自動駕駛輔助系統也多半採用深度學習應用，讓系

統能自動針對路況做簡單判斷，並且做出煞車減速等合適反

應。

目前人工智慧技術已經廣泛應用在健康醫療、科學研

究、生產製造、金融分析、公共安全等領域，同時也有不少

軟硬體廠商持續投入發展使相關技術更為精進，例如NVIDIA

便持續透過GPU加速模式推動深度學習效率，並且配合不同

學習模型優化人工智慧技術表現。

NVIDIA為了更進一步推動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從去年

GTC 2016之後便開始推動深度學習課程計畫，分別在基本

演算式、自動駕駛、醫療照護、機器人等項目，以及包含

Caffe2、微軟CNTK、mxnet、TensorFlow、Pytorch等學習框架

提供學習資源，進而吸引多人加入，並且累積不少的學習時

數。在先前與Adobe、阿里巴巴、印度班加羅爾科學學院等

單位提供教學資源後，2017年將持續攜手與更多合作夥伴

推動人工智慧學習資源，Google、Facebook、Mayo Clinic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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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史丹佛大學、Udacity等提供更多學習資源。

NVIDIA也將以紐約大學深度學習課程教授Yann LeCun

課程為基礎，針對專業教學需求免費提供工具資源 (DLI 

Teaching KIT)，讓投入深度學習、人工智慧技術教學者能以

更簡單形式準備教材，同時也將與Google Cloud的Qwiklabs、

HP Enterprise、IBM、微軟Azure、Udacity提供平台服務，提

供直接透過線上實作方式學習技術的便利性。

就NVIDIA設立目標，預計在今年內透過此計畫培訓超過

10萬名人工智慧技術人才，至現階段學習課程都將以線上實

作、免費形式提供，藉此讓更多人投入人工智慧技術學習，

僅少部分課程內容較為複雜，必須透過實際講課內容進行學

習，因此可能會酌收些許課程費用。同時針對不同技術需

求，NVIDIA也將配合不同學習框架提供差異化課程選項，並

且確保各個學習框架的教學資源完整性。

現階段雖然尚未確定未來發展規模，NVIDIA表示將持續

擴充教學課程內容，日後也規劃提供課程學習認證制度，依

據不同學習課程頒予認證證書，藉此鼓勵更多技術人員投入

人工智慧技術發展。

三、智慧生產未來應用

在德國於2012年提出「工業4.0」概念後，一時之間，使

得虛實整合、物聯網、大數據蔚為製造業界顯學，驅使業者群

起追逐智慧工廠目標；而在台灣製造業界極具指標性的上銀科

技、台達電子、台塑集團等，其透過生產E化、管理功能架構

精進，循序邁向智慧工廠管理的歷程，著實深具參考價值。

再從2017 Hannover Messe漢諾威工業展，來看上銀科技與

臺達電子等公司參展內容，我國企業因應全球工業4.0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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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積極發展智慧製造、數位行銷等方式進行創新革命。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總經理盧志浩表示，工業4.0的可能

性，從M2M(Machine to Machine)、 M2B (Machine to Business)

垂直整合的智慧工廠，延伸到串連企業接單到客戶服務價值鏈

(Value Chain)的水平整合，乃至價值網路中合作夥伴的價值網

絡應用服務導向整合(peer-to-peer value network)，都是製造業

邁向未來製造必需循序漸進的目標，台灣有許多不同規模的

製造業者尋求IBM的建議，每個企業對工業4.0的訴求與切入點

都不甚相同，IBM建議，應該先將企業在這場革命中的策略定

位、三到五年中長期的營運規劃思考清楚，然後再訂出邁向工

業4.0所要達到的規模、時程，以及每一階段藍圖架構，這樣

才能畢其功於一役，減少來回修正的冤枉路。

台灣有許多不同規模的製造業，正熱情擁抱工業 4.0的產

業族群，以電子製造業為大宗，包括IPC、網通廠、EMS組裝

廠，其次是工具機產業，再來是半導體產業。根據IBM的觀察

報告，將這些企業以規模、生產價值鍊所處位置與工業4.0發

展模式來區分，大概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產業通常是硬體設備的供應者，以網通業者及IPC

為代表。他們在工業4.0的垂直整合中屬於聯結(Connection 

Layer)層，著重的是機器與機器(Machine to Machine)間的資料

交換，感知器的佈署與機台連線能力的掌握，因此這一類廠商

通常是從生產設備連線、資料傳輸渠道與自動化的能力談起。

這個族群的企業雖然很想切入完整工業4.0垂直整合的應用，

但是仍普遍存在向上設計整合工業4.0上層商業應用情境與智

慧分析運用的落差。

第二種族群是系統整合者，以EMS廠為主，這種類型的企

業規模較大，具備整廠輸出的能力，企圖建立一個工業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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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典範，將生產環境的高度自動化及高

度連結性當作示範工廠的訴求，目前這種類型的廠商以組裝廠

居多，而他們面對的問題是，雖然已經具備高度自動化及產線

連結的能力，但即時性大數據分析與動態生產規劃優化的能力

偏低，對於這一種族群的企業，IBM多建議在討論智慧工廠的

同時，也必須開始思考智慧分析應用情境來定義資料蒐集的種

類與收集點，同時建立大數據平台處理產線運作時產生的大量

即時數據，包含哪些機台資料、參數或環境資料需要被蒐集都

必需詳加定議，方能有助於線上(Online)、即時(Real time)的設

備維修預測、動態生產排程、設備使用率等等更進一步的分析

及優化之需求，才能真正落實工業4.0的概念。

第三種是半導體廠，IBM認為，在工業4.0的路上，半導體

產業的高度自動化以及大數據分析的靈活運用已經讓它達到

3.5，接下來需要思考的是更多的整合，例如排程的整合尚未

做到即時(Real Time)，在進行更高階的分析及優化目標時，許

多設備還是需要進行更新，並且同樣應該事先計畫定義好資料

蒐集的規格，模擬優化的情境。

從IBM與台灣企業接觸的經驗，企業對工業4.0的想像、預

期達成的目標與實際的規劃，多少有些落差，因此IBM建議企

業界發展智慧生產，首先應確立策略定位，再決定創新改革規

模。每家企業都有自己想要參與工業4.0的出發點，企業主應

該首先對公司的角色定位及自身優勢做清楚定義，因為角色定

位將會影響隨之而來的商業模式和改革規模。

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工業4.0的角色定位分類，IBM對台灣企

業提出關鍵問題：

(一) 硬體設備製造者(Device Maker): 由於掌握硬體製造的優勢，

但不容易在產業規格標準定義上扮演領頭羊角色，可以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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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智慧工廠(Intra-factory)的建置，運用大數據分析與物聯網

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產品品質。

(二) 解決方案整合者(Solution Integrator): 透過與設備商合作，連

結系統與設備，在整個生產流程中進行預測分析及優化，從

接單到出貨，可以做到近乎即時的訂價及產能排程，並與協

力廠商間分享資訊的能見度，經過分析後再回頭優化原本的

計畫，強化廠與廠間的價值鏈應用(Inter-company value chain 

activity)，進而提供高度客製化的產品，進入可高度追蹤的

物流系統，做到可預測的售後服務。

(三) 系統標準的建立者(Ecosystem Builder): 由於已經是產業生態

系統領袖，更應該清楚定義價值網路中不同夥伴的角色及資

訊在價值網路中的流向，哪些項目必須自己做？哪些必須找

尋合作夥伴，要做多大規模的應用？哪些使用情境需要建

立？建議可以制定應用程式介面(API)，分享即時產能、訂

單、存貨的資訊，使產線上的合作夥伴都可以取用這些資

訊。

對於製造業來說，工業4.0提供了極佳的遠景與話題，同

時也是許多目前遇到瓶頸的中小企業的轉型契機，這一場全世

界矚目的工業革命，令人引頸期待。IBM也強調，企業發展工

業4.0之智慧生產，應制定發展時程及藍圖架構，工業4.0的目

標並非一蹴可幾，並且會因產業的特性而影響時程。當角色

定位及規模都已經確定，想要邁向工業4.0的企業，最後就可

以訂出策略性的時間表，及每個時程預計達到的架構藍圖，

例如M2M、MES、 Data Platform Service、 ERP、 API、 SOA、 

Cloud等，根據這些架構方向，再去發展每一個層次必須擴張

的能力及策略的結盟。

隨著網路世代中數據資料量的快速爆增，掀起了一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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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浪潮。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領域，成

為重要的企業資源。企業對於大數據的分析和運用，讓企業能

看到未知的商機，預知可能的風險與危機，大數據分析可說是

企業必須具備的競爭力之一。

近年來，發展智慧工廠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顯學，隨著人力

短缺、工資上漲、產品交期越來越短、市場需求變動大等問

題出現，製造業正面臨新一波轉型挑戰，如何在控制生產成本

的同時，還能提高生產力與效率，則是轉型的主要目的，也

因此，從德國、美國到台灣各個製造大國，無不積極推動工業

4.0，希望能協助製造業者解決經營困境、提昇競爭力，而大

數據分析與優化(Manufacturing Analytic & Optimization，簡稱

MAO)則成為發展工業4.0的基礎。

在大數據分析應用，提供的不只是產品，還有結合產業知

識與豐富經驗的顧問服務，幫助製造業者做出正確有效率的大

數據分析。根據IBM商業分析指出，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大數據

分析的解決方案，但大多只能做到資料視覺化，也就是以圖表

呈現分析結果，而IBM MAO可以根據製造業所面臨的問題，決

定要做哪一種分析，例如預測或模擬，甚至整合財務或產銷端

資訊，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在智慧製造過程中是非常重要

的事，因為企業往往擁有大數據，卻不知道該如何分析。

目前，高科技製造業者面臨到的問題主要有三種，第一、

未預期的物料問題或設備故障直接衝擊產能，以致耗損大量成

本；第二、因製程穩定性問題造成產品良率下降，不但影響獲

利更影響客戶滿意度；第三、製程世代轉換越來越快，如何加

快量產速度，成為獲利的關鍵因素。

因此，IBM根據製造業所面臨到的問題與產品生命週期，

歸納出製造業大數據分析五大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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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料品質監控:原物料品質不穩定其實有跡可循，然而傳統

SPC監控要等到發生問題時才會做出警示，此時不僅己經影

響產品品質，更不容易找出原因，而MAO則是主動分析趨勢

變化，發現潛在問題即早做出預警，以便能及早解決(如：

更換物料)維持產品品質。

(二) 設備異常監控與預測:傳統SPC監控雖然也涵蓋設備參數，但

有時設備仍然會發生問題，工程師也不知道設備發生問題該

怎麼處理最有效，MAO運用設備感測資料及維修日誌，找出

發生設備異常的模式，監控並預測未來故障機率，好讓工程

師可以即時執行最適決策。

(三) 零件生命週期預測:零件或耗材有其生命週期，製造業者多

半根據供應商建議進行定期更換，卻忽略了生產及環境條件

對耗損速度的影響，導致以下兩種情況經常發生，一是在太

早更換零件，造成不必要的開銷，二是太晚更換零件，導致

品質受影響。MAO根據生產及設備狀態資料、零件資訊，精

準預測零件生命週期，在需要更換的最佳時機提出建議，幫

助製造業者達到品質成本雙贏。

(四) 製程監控提前警報:製造業的製程參數相當多且彼此會互相

影響，若是因為製程參數偏移而影響產品品質，工程師只能

單一站點逐步追查，相當耗費時間，而MAO的做法是建立產

品品質預測模型，找到最佳的製程黃金區間，一旦發現製程

參數偏移到區間外，便即時發出警報，讓工程師可以即時進

行調整或其他決策。

(五) 良率保固分析:對製造業者來說，產品良率過低或是出售後

於保固期間內發生問題，不僅會增加成本，更直接影響企業

形象與客戶滿意度。因此MAO結合生產設備、產品良率及維

修保固相關資料，建立預測模型，以預測良率並降低保固成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本。

以下為國際知名製造業應用IBM大數據分析五大模式介

紹：

(一) Honda改善電動車電池壽命 

目前，IBM MAO在全球製造業的應用相當普及，汽車業

便是其一。像日本汽車業者Honda便應用在電動車電池上，

因為電動車不像汽車或油電混合車一樣，可以使用汽油做為

動力來源，其唯一的動力就是電池，所以Honda希望進一步

了解電池在什麼情況下，績效表現最好、使用壽命最長。

透過IBM MAO解決方案，讓Honda可以搜集並分析車輛

在行駛中的一些資訊，如：道路狀況、車主的開車行為、開

車時的環境狀態等，這些資訊一方面可以幫助業者預測電池

目前的壽命還剩下多長，以便即時提醒車主做更換，一方面

也可以提供給研發部門，做為未來設計電池的參考。

(二) BMW降低80%零件報廢率

德國汽車業者BMW則是應用大數據分析，在短短12週

時間內降低80%的零件報廢率。一台汽車需要的零件有很多

種，其中一個是與引擎結合的引擎上蓋，過往，BMW要等到

最終引擎組裝階段，將引擎上蓋組裝完成後才知道這個零件

能否使用，如果不能使用就只好將整個引擎報廢。

導入IBM MAO解決方案後，在引擎生產線上就可以做即

時的監測與分析，倘若品管沒有問題則直接進到最後的組裝

程序，但若零件品質不好且無法修補則直接報廢，或者零件

品質不好但能經過其他方式修補，則於修補後再度進行品管

測試，藉此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報廢率。

(三) 蒲項鋼鐵提高產品良率

鋼鐵是國家的基礎工業，鋼鐵廠的生產過程多為一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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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不停機，倘若遇到產品不良率增加卻又找不到原因的情況

時，鋼鐵業者通常只能選擇停機尋找原因，而停機往往代表

的就是營業損失，蒲項鋼鐵就是遇到這樣的問題，但是經由

IBM MAO解決方案，幫助蒲項鋼鐵在不停機的情況下找出造

成產品瑕疵的原因，不僅避免營業損失還能提高生產效率。

鋼鐵原料必須經過熱軋製程，才能將高溫的鋼胚軋延成

鋼捲、鋼板或條鋼線材等產品，而鋼鐵的熱軋製程通常包

含水刀切割、塗漆…等流程，當初蒲項鋼鐵懷疑可能機台?

蝕或人員操作不當等因素，造成產品不良率增加，經過IBM 

MAO的分析後，發現外部環境高溫潮溼，造成機台生鏽、水

刀切割角度偏移、雜質混入鋼材影響烤漆，造成鋼輸出品質

不穩。

解決之道是當回應變數偏離設定值的時候，IBM MAO將

會自動提示工程師重新設定指定的關鍵參數，讓其回復到某

一個水準。同時，為了確定關鍵的驅動因素，在成千上百個

監測變數中，使用了決策樹建立簡潔的預測模型，並且使用

迴歸模型確定控制驅動因素的置換。MAO對製造業的效益不

只在於預測潛在風險，還能提出最佳決策建議，建立最佳化

生產流程，從而降低營運成本、創造最大化獲利。

從以上國外大廠應用大數據與智慧智造經驗，回頭來看看

國內發展經驗來看，台達電子積極推動智慧製造，近年多來已

在全球各地工廠廠內分別設立一條模範線，落實智慧機台、智

慧產線和智慧工廠，朝五年內要節省90%的人力目標努力。

2012年接手台達電執行長的鄭平，積極帶領台達電轉

型，從零組件ODM廠轉型為系統解決方案的提供者，且提倡品

牌價值，讓台達電連續六年入選台灣20大國際品牌，2016年

品牌價值再提升13%，鄭平更堅持走創新的路，投入樓宇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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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慧製造，這一年多來，在工業4.0智慧製造的成績，業

界有目共賭，鄭平透露，台達電看中智慧製造龐大的商機，未

來台達電會在各種不同的行業要做標準機台，跟工廠的系統可

以快速的聯結，將台達電智慧製造的經驗「商品化」。

台達電在工業自動化(IA)做很久，過去是生產控制器，馬

達的調整器等零組件，可以收資料，儲存、運算，下指令，以

前只有做產品，調整機器，但現在是將產品，還有台達電在電

子製造業的知識，應用到機台、產線和工廠。

台達電推動智慧製造已有一年多的時間，目前每個工廠都

設有一條模範線，目前運作的狀況很好，對於台達電五年要省

90%的人力目標，這是一個開端。鄭平說，台達電除了先從自

己廠區的智慧製造做起，看是看上它可觀的商業價值，2025

年IoT的經濟價值高達11兆美元，其中有33%來自於製造，因

此在策略上，台達會併購軟體的公司，這就是為何台達要併購

電腦整合製造(CIM)領域的軟體領導廠商之一羽冠，可以使台

達電加速從零組件向智慧製造整體解決方案方向發展，更能透

過與羽冠的結合補足台達電在相關核心系統整合能力。

物聯網時代來臨，製造業必須邁向智慧化生產以因應市場

需求的轉變，而發展智慧製造核心技術和系統，需透過跨領域

合作來加速研發腳步，掌握市場先機。尤其像台達電憑藉在電

力電子領域累積的自動化、硬體設計製造和軟體開發能力，結

合羽冠自動化軟體開發能力、客戶資源、以及在電器電子、光

電面板、汽車及零組件、食品及飲料等領域累積的豐富行業知

識，不但可大幅減少台達自行開發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的時間和

成本，更能快速發展工業自動化重要的核心技能、提供完整的

智慧自動化產品服務，滿足未來製造的需求。

美國的再工業化主要是朝向生產自動化的路線，而不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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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僱用勞工，所以失業問題和貧富差距難以改善。加速產業推

動結構轉型並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預料數位經濟將成為政

府未來推動方向，科技業由過去的零組件技術演進走向應用端

垂直與橫向串接應，綜合照耀研究機構預期2017年科技應用

端主要亮點，在於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智慧城市與物聯網、汽

車電子與車聯網。

共享經濟在先進國家，包括中國大陸，都已蓬勃發展，手

機收費更是無所不在，它帶動了井噴式的網路經濟，與一波接

一波的年輕族群創業潮。台灣依然活在小確幸裡，關起門來孤

芳自賞，依戀著現金交易，不知不覺已落後人家10年。

美國加州之Uber、Lyft，駕駛有退休高中教師，有兼職護

士。從上車位置、下車地點到行走路線，從預估車資到信用卡

繳費，都在網上完成。車子的位置在網路上一目了然；駕駛的

個人資料照片在上車前就看得到；個人行蹤位置隨時可讓親人

知道。

科技將走進數位經濟新世代，科技發展已形成消費者與供

應者間出現更加多元的互動協調模式，物聯網時代來臨科技

業須建構產業生態體系，加速產業創新及優化產業結構，掌握

軟硬整合創新應用；研究機構MIC(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IEK(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集邦拓墣均看好今年科

技業將於人工智慧、物聯網、車聯網看到亮點。

MIC預估機器人走入消費應用尚需時間，但預期語音

人工智慧助理成為機器人服務入口，包括Apple、Google、

Microsoft、Amazon等皆積極研發；大廠垂直整合自家服務，如

搜尋引擎、行事曆、電郵等，建立消費者個人化模型，強化人

工智慧助理重要性。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成熟已開始走出實驗室導入商業應用，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包含無人載具無人機、服務型機器人等硬體架構已趨成熟物聯

網應用，雖然短期而言，仍將以利基型的應用服務為主，但中

長期將訴求在消費領域與商業應用的發展。除了消費端應用

外，工業機器人將隨著製造商降低成本與技術演進之下，今年

發展勢必加速；拓墣創新技術資深經理柏德葳表示，中國已成

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在中國政府積極推動「機器換

人」之下，2016年機器人銷售量成長至9萬台，預估2017年銷

售量攀升至11萬台年複合成長率為21%，至2019年將有近四成

的全球工業機器人銷往中國市場。

拓墣指出，在各式創新應用發展將促使人工智慧因深度學

習技術的精進再次被重視，未來有機會以高度智慧的演算法協

助人類在各領域中進行決策，並達到智慧自動化的可能，加速

機器人走向家庭的時程。

IEK表示，數位經濟將重新定義消費行為與商業模式，台

灣有機會挾著科技島的技術實力搶下全球商機。

面對變局頻仍的全球經濟，台灣過去高度依附於全球供應

鏈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面臨高度不確定性與風險，為了避免傷

害，必須開始建構過去不夠重視的經濟自主性。為此，我們應

有如下的思維與政策調整。

首要之務是必須建構更為完整的產品供應鏈，特別是填補

下游最終產品的稀缺。過去當南韓、中國逐步建立自己的完整

供應鏈時，我們仍不以為意，因為我們仍有最大的美國供應鏈

可供依賴，總相信只要掌握與美國最終品牌廠的垂直供應鏈分

工，便可高枕無憂。的確，這樣的依附關係曾使台灣在近幾年

的出口表現相對突出。然而，當美國也開始建立其本土完整的

供應鏈時，台灣的最終依賴正逐漸消失。隨著鴻海與台塑可能

赴美直接投資的消息傳出，接著可能會有若干依附美國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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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商會整廠外移，進而影響台灣的產出與就業機會。我們可

能別無選擇，必須也建立自己完整的供應鏈，以解決下游出海

口逐漸乾涸的窘境，也避免重蹈對特定國家供應鏈過度依賴的

覆轍。

另一方面，台灣幾乎所有產業的生產都往中上游集中，缺

乏最終財來開拓市場。當政府認為新南向政策應把這些國家視

為市場而非僅生產基地時，我們卻發現台灣幾乎沒有多少最終

產品可賣，較之日、韓端出的滿盤菜色，台灣唯有急起直追一

途。

在現今的社會，使用大數據所產生的優勢越來越被彰顯，

其應用的領域也越來越大，電子商務、O2O、物聯網等，各種

利用大數據進行發展的應用正在協助企業不斷地發展新業務，

創新運營模式。有了大數據這個概念，對於消費者行為的判

斷，產品銷售量的預測，精確的營銷範圍以及存貨的補給已經

得到全面的改善與優化。從而促使企業對大數據的專業人才需

求量大增，正可謂求才若渴。

旺旺中時集團建置Hadoop大數據平台，憑藉著對資訊研發

的大力投入，並結合集團的多元化產業結構和對終端的強有力

的掌控，使得旺旺的資訊研發及大數據應用有了初步的發展，

目前在大數據的研究及應用領域已與電子、科技業，甚至與

網路科技公司並駕齊驅；旺旺使用Hadoop搭建了分散式計算環

境，利用Hive SQL、Sqoop、Yarn、Spark、Flink等自由軟體，

將來自於供應商、客戶、末端消費者相關的採購、銷售、購買

數據，結合內部的生產、庫存、銷售、促銷、供應鏈、業務作

業等數據，以及外部的天氣、人口、地域等信息進行了探索性

分析，多結構數據洞察，大大提高了數據的使用價值，為更精

準的獲取市場動態，掌握市場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預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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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提供可靠的依據以制定能有效執行的經營決策。

致茂電子在自動化整合、智能系統、機器手臂應用上，已

有成功整合案例。協助世界級製造大廠透過MES系統整合模組

化設備，包含Smart Factory, Smart Conveyor, Smart MI, 機器手

臂等；透過智慧收集、智慧運算，將待測物以最即時、最佳路

徑的方式派送到測試站區。每條線目前設計了五個測試站群

組，共16個測試站點，僅需前後各一位作業員，即能完成過去

需要20位作業員的工作。產線智能化，提高了產品品質，更降

低了人工使用率，有效率的提升生產效能。

中保旗下中保無限＋導入大數據服務，透過資料探勘(Data 

mining)挖掘潛在金礦，逐漸發揮業務遠距管理、預測客戶流

失、提升客戶滿意度、商品推薦客製化等四大效益，打造全方

位服務平台。

中保無限＋以物聯網技術，提供智慧居家、智慧節能、智

慧防災、智慧照護、智慧防盜等五大生活領域服務，由於採

取無線設備，擺脫傳統的線路，不破壞裝潢，成功打開家庭市

場，問世兩年來客戶數已達4萬戶，今年預計再增加3.3萬戶。

中保將40年累積超過30萬名用戶資料，由過去散落在各

部門，直到中保無限＋在2015年底結盟微軟，在SIGMU集團中

保整合事業本部執行長李榮貴、中保資訊長劉乃文、中保服務

本部協理林逢業、博訊科技董事長陳英俊等「四大金剛」領軍

之下，啟動跨部門整合。

大數據運用廣泛，中保前期先運用在物聯網電力預測，近

期則在顧客關係管理(CRM)領域展現成效，拉開與競爭對手的

差距。中保開發「中保業務＋」APP，落實客戶資料管理，管

理者可即時與遠距管理。陳英俊說，中保無限＋產品愈來愈

多，透過該APP可以做到業務追蹤，了解客戶拜訪狀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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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未成約客戶也納入資料庫，可以分析問題點，進而找出原

因。

中保也將大數據運用在預測客戶流失。中保無限＋將過去

30年資料用來訓練模型，從致電客服次數、安全規劃師到達時

間等細節，篩選出容易解約的客戶類型，可以預先了解問題，

改進服務。

以2017年1月為例，中保篩選出特定區域的高度拒絕續約

客戶，成功挽留約10%客戶。

大數據也可以提前看見服務不足之處，加以改善，提高客

戶滿意度，例如不正常預警連續發生兩次，中保馬上前往客戶

現場了解狀況，從被動服務變成主動服務。物聯網產品眾多，

中保也藉由最新的多維度分析現有客群，歸納出幾種客戶類

型，推薦適合的產品，進而提高品牌黏著度。

上銀科技的建造至今的核心產品就是滾珠螺桿跟線性滑

軌，分別是他們十年磨一劍的重要產品，未來的新領域瞄準醫

療產業的工業機器人，展現了持續拓展的霸氣。至於上銀科技

未來五年、甚至是十年後的規劃？在產品面仍將聚焦關鍵零

組件外延伸的產品，延伸核心能力以及技術。從產業的角度來

看，則是期待能跨足醫療領域機器人。其實目前不少精密設備

跟醫療設備之中，都運用了上銀的零件，而這些設備的共同點

就是昂貴。

「工業4.0」引發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亦已然成為全球

產業重要的發展趨勢，面對此波銳不可擋的工業革命，均豪精

密公司整合39年來在顯示器、半導體、太陽能等產業推動自動

化系統與智慧製造的經驗，將設備和流程以科技方式串聯，提

供從點、線到面之智慧機械及智慧物流專業顧問諮詢和全方位

解決方案，協助企業了解工業4.0在各個層面可創造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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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和工業4.0的距離，進而提升良率及效能，為產品和服務

創造加值效益。

均豪精密運用資訊技術，整合專家知識，發展「故障預

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與「自動排程」等

智慧化功能，推出智慧機械的解決方案，協助企業內/工廠優

化，建構智慧化系統，打造智慧工廠，提高生產效率以及應變

能力，進而創造利潤。均豪於「智慧機械」，提出「外掛式的

智慧系統模組」及「智慧設備平台」的解決方案，依照使用者

的需求利用資訊技術整合專家知識達到製程監控的目的，幫助

製造業提升良率創造利潤。均豪於「智慧物流」，亦提出「自

動上下料AGV」及「AGVS+AS/RS」的解決方案，協助製造業

有效提升效率和競爭力。

均豪精密在發展「智慧機械」和「智慧物流」解決方案的

同時，亦不遺餘力的為國家培育優秀的智慧製造人才及設計能

量。於2016年8月24日，由總統蔡英文親自頒獎表揚的「第六

屆全國大專院校智動化設備創作獎」即是由均豪精密精心規劃

所主辦的。均豪精密董事長葉勝發表示，均豪主辦全國大專

院校智動化設備創作獎，主要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專院校的

老師、學生們能更近產業界，縮短產學間的差距，促成更多的

產學合作案。同時，藉著頒發獎項和獎金，鼓勵學生「動手

做」，不要只停留在空談理論的階段，未來亦將會持續推動這

項有意義的競賽，也很欣慰能獲得各大專院校的支持。希望日

後不僅能促進產學交流發揮效益，也可協助大專青年投入智慧

製造領域，為國家培育優秀的智慧製造人才及設計能量，提升

產業競爭力。

從上述之各國產業策略中可瞭解到我國應規劃推動一套專

屬的產業策略，投入先進製造相關技術開發。在全球化產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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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生產價值鏈模式中發展我國製造產業特色、提升製造產業

的國際定位與維持我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競爭優勢，此將有助

於達成關鍵製造產業結構轉型與附加價值率提升。在此波全球

競逐智慧科技發展的趨勢下，有下列特性，是我們在規劃推動

工業4.0或智慧生產與銷售計畫方案時必須思考的方向。

(一) 產品與服務競爭力將從價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成本考量的

獲利模式將改變為客戶服務價值為導向的獲利模式

以日本 Mazak 製造系統服務業為例，它原為全球重要

工具機製造廠，除銷售工具機給加工業者進行各種物件加工

外，並在工具機上加上感測器及許多控制軟體，因此，該公

司不僅銷售工具機硬體，還將工具機加工之加值數位知識

銷售予客戶，讓客戶透過網實系統(CPS)提高機台效能。同

時，亦在其機台上裝置許多感測器，精確分析客戶的加工製

程狀況，其感測器能診斷出機台本身之情況，並可遠端進行

健康管理與服務，因此，該公司產品價格可提升價值至一般

工具機的 3 至 5 倍。

(二) 生產線從整廠整線自動化進化為少量多樣化訂製式智慧化生

產系統

以國內半導體晶圓廠/封測廠為例，已廣泛應用智慧自

動化與機器人作業，提高生產效率與良率；並透過物聯網將

機台、廠務、供應鏈、客戶服務、環保作業，全面聯網監控

與管理；以及運用巨量資料分析人、機、料、法最佳化，實

現預測製造、預知保養、與市場預測，進而提高產業生產

力。

(三) 商業服務業繼電子化及自動化發展後，朝智慧零售(Smart 

Retailing) 發展

結合大數據(Big Data)的運算機制，利用各種網實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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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社交網站等資料擷取優化與商業語意分析技術之精準

化，掌握消費者需求; 以全球零售業龍頭 WalMart 為例，該

公司整合社交網站相關科技，透過巨量分析與消費相關之數

據，一方面提供供貨商建議，發掘近日消費者喜 好。另一

方面也透過行動載具即時建議消費者，同時調整各銷售管道

之商品陳列與庫存，提升該公司營收。

(四) 農業結合智慧科技，導入人機協作提升生產力

德國 CLAAS 農機公司以工業 4.0為藍本，與 Deutsche 

Telekom 電信公司進行跨領域合作，應用先進感測、雲端計

算、巨量資料與機對機協同作業等技術，發展 Farm 4.0先導

計畫，有效提升作業效率與快速調整流程。

(五) 在新一代工業轉型中，積層製造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先進製造

技術

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也稱為3D列印

(3-Dimentional Printing)或者是固體自由成型製造(Solid 

Freeform Fabrication)。根據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Materials; ASTM)的定義，「積層製造技

術」是一種材料製程接合的過程，此技術利用電腦輔助設 

計軟體(CAD)處理三維模型資料，運用粉末狀或液態的原

料，將材料層層堆疊產出立體物件，此種加法製程有別於傳

統的減法製造方式(如金屬切 削加工)。另外，積層製造前端

的掃描技術可以促成生產資訊的數位化，結合巨量資料、物

聯網等技術，完成工業 4.0 想發展的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經濟學人雜誌特別將此積層製造特色主軸之數位製造譽為第

三次工業革命後的重要技術。以往以材料移除及模具大量生

產無法達到或極為困難之製造方式，均將因積層製造方式而

變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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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工業 4.0 世代，人才培育應有新思維

未來的智慧工廠是將人納入「智慧系統」設計，結合了

人工智慧與人的智慧。產業從業人員將從過去單純的「操作

者」晉升成為「控制者」和管理者」，過去的勞動工作將成

為人機協同高質/值、敏捷、人性化的工作。

根據德國 Ulrish Sendler(2014)「工業4.0(即將來襲的第

四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指出，處理多學科合作的能力越來

越重要。現在綜合大學和應用科技大學培養研發或生產工程

師是劃分在不同科系裡的，而這種科系劃分的標準又是根據 

20 世紀的工業發展需求制定的；工業時代不斷專業化分系

科的過程中，缺少了一種教育，就是理解全局、能領導和負

責一個複雜技術系統的開發。因此，迎向工業4.0 時代所需

的教育不是開立新科系(所)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可

以融合各專業科系(所) 間彼此滲透貫穿的人才培育環境。

因應產業競爭核心將是智慧聯網系統的開發與製造，歐

洲的大學教 育也開始提倡讓學生編排自己的學習計畫、學

習跨系科課程，例如學習一些計算機課程、機械課程、企業

經濟學或者生產技術課程。這種培育模式在現今的大學教育

結構中是做不到的。未來大學校園裡要培育符應生產力 4.0 

所需人才，除了學生可更加自由的跨域課程學習外，如何綜

合不同科系進行研究項目，透過讓學生能和其他系科學生一

起為一個進行跨域研發題目工作的實習經驗，以做好畢業投

入產業的準備。

另外，產業界對人才培育的態度也應開始轉變，化被動為

主動向教育界提出挑戰性的開發議題需求，例如測試哪些新方

法、工具、操作程序和模型等。爰此，德國聯邦政府或是美國 

AMP 政策，實際上就是積極促進產學研連結共同探索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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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科技研發、人才培育、產業加值 三贏的綜效。

由以上各國推動情形來看，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

係指結合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等，並可對製造或商業流程中

的每一環節，如研發與應用，帶來革命性影響，進而形成製造

智能，將對商品從原料取得到生產過程，與商品消費到廢氣回

收，等供應鏈產生以下影響：1.智慧製造將完整改變產品在研

發、製造、物流、銷售等不同價值活動的流程；2.智慧製造將

有效改善勞動者與作業環境的安全考量，達到零排放、零事故

的目標；3.智慧製造可增加工廠的彈性、減少能源的使用、改

善永續環境、降低產品成本，並可利用次世代的材料作為新產

品的開發。接著介紹世界名企業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

應用智慧生產解決方案提升勞動力應用情形如下：

以下再就國際大廠於五大關鍵領域發展現況概略說明如

下，並可做為政府、學校與企業進行型產業人才培訓上中下游

串連參考：

(一) 虛擬工廠設計與自動化系統整合：建置實體生產線與工廠之

前，先在虛擬系統進行生產線與工廠設計，以及直接在虛擬

系統進行自動化系統整合規劃，大幅減少實體建設與整合所

需要的資金、時間、材料等重要成本，讓產品得以更快速進

入市場。國際廠商有Siemens、PTC、Dassault Systemes等

(二) 物聯網：利用感測、有線、無線、行動、衛星等通訊網路，

使設備、裝置、控制中心之各種數據資料與參數，可以在設

備、裝置、控制中心之間傳輸，且具避免電氣干擾、資料竄

改、線路備援等安全機制，確保每一筆資料之安全性與穩定

性。國際廠商有Beckhoff、MOXA等

(三) 智能設備與系統：可智能判斷與決策，並主動與其他設備交

換資訊，不需人力介入即可依據實際狀況進行運轉調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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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材料、能源、人力等資源之利用效率。國際廠商有GE、

OMROM、Panasonic、Advantech、ADLINK、IEI等

(四) 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運用雲端運算能力分析由每台機器設

備與裝置所傳來的巨量資料，進行篩選、過濾設備可能故障

原因、產品瑕疵發生原因，提高設備使用率與產品品質。另

可透過巨量資料分析市場終端消費需求，提供次世代產品功

能設計之參考。國際廠商有IBM、HP等

(五) 機器人與機器手臂：以機器人與機器手臂取代人力，執行

高重複性、高負重度、高疲勞性、高傷害性、高危險度等

作業，提高製造時數與產線產能效率。國際廠商有ABB、

FANUC、KUKA、EPSON、HIWIN等。

由上述收集資料，可以了解各先進國家與企業發展工業

4.0與智慧生產發展工情形，皆注重在於資訊系統的開發、技

術導入與介面整合，透過技術的掌握，驅動公司工業4.0的發

展，達到目標的達成。新技術導入造成場域生產模式的改變，

如何重新規劃與運用勞動力，促使技術界面與場域設計提升生

產效率與效能，垂直與水平的綜效發揮最大化，提供企業獲利

的空間與產業競爭力。

從工業4.0的發展趨勢、各國政府政策制定與企業針對工

業4.0發展方向，技術與人力在工業4.0發展過程扮演重要的因

素。首先，工業4.0的發展因由國家制定整體方向，企業跟隨

國家架構，進行企業升級規畫與整體供應鏈的串連。以技術導

入改善現有製程與產品，運用虛擬與擴增技術融入於生產與服

務，透過數據分析提供相關數據結果，因應製程上的預防保

修，提升產品與服務的品質。

其次，新型態的生產模式，改變現有的勞動力運用，製程

導入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減少現有重複性的工作，卻增加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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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數據分析、資訊管理等新型態的職種，但如何有效提供

新職種與新勞動力，政府與企業需面對的問題，如何有效開發

新職種與職能，並開發職業訓練系統，提供大學開課、訓練機

構參考，建立實驗的場育，驗證新興勞動力，有效解決產業的

人力缺口，帶動產業永續發展。

總而言之，運用物聯網與巨量數據運算的工業4.0，並不

是以機器人取代人力，而是運用人機協同走向智慧生產。在未

來的智慧工廠中，製造端上的每個機器都能夠透過物聯網相互

對話，甚至能和上游的供應原料單位資料連結，讓企業團隊成

員能夠輕鬆了解原物料供應狀況並即時因應。無論是插單或急

單，都能掌握生產線的狀態、把握每一個商機、連結訂單到交

貨的價值創造網絡、實現產品及其生產系統生命周期工程的整

合、避免不必要的浪費、降低存貨及縮短客製化產品的交貨時

間，以達到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的精髓。

當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GVC)從全球化走向在

地化的質變號角響起，眾所周知，主要跨國企業是驅動各個產

業或產品GVC樣態的要角，且大多源於提升生產效率或接近最

終市場兩大考量。1960年代以降的台灣，即是受益於前者，

躋身跨國公司GVC重要夥伴之列。早期，台灣以加工出口方式

與上游技術母國形成雙邊分工；1980年代後，台灣廠商因應

國內外產業環境改變，以及跟隨全球製造業生產流程的複雜

化、分工化與專業化，使材料加工、半成品及零組件等中間財

重要性大增的腳步，成為低勞動成本下游生產基地的中間財

供應來源。在全球中間財出口占製造品出口比重從1990年的

13.7％提高到2013年的32.2％之際，台灣中間財占整體出口比

也由44.5％提高到75.1％，成為GVC跨國垂直分工體系極關鍵

的中間層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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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取道生產階段更加細緻化的生產模式，已從

2014年發生轉變。至2016年，全球中間財出口占製造品出口

比重下滑至28.7％。若劍橋大學講師利夫塞(F. Livesey)在新作

《從全球化到在地化》(From Global to Local)所言屬實，則技

術變革、氣候變遷的挑戰，以及消費者偏好轉變，正推動GVC

發生從全球化走向在地化的質變，全球中間財出口占比下滑將

成為趨勢。不難想見，以中間財出口為主的台灣廠商將首當其

衝。

換言之，全世界走向工業4.0、智慧製造與新零售時，台

灣廠商能否續留全球製造業光譜上重要位置的轉折點，以下幾

件事須注意到：首先，就技術變革與氣候變遷來說，波士頓諮

詢公司(BCG)早在2015年指出，諸如機器人、自動化生產、工

業互聯網、大數據與數位化等先進製造業生產方式，可降低廠

商生產成本20～40％。同時，中國等主要外包產地工資水準

大幅提高，明顯拉近與已開發國家跨國企業本國的生產成本差

距，降低廠商海外生產誘因，以及氣候變遷威脅與碳排放管制

趨勢，使目前產品製造過程高度細化，產品交付給客戶前，已

經歷漫長運送距離的不環保生產方式，將迎來轉變的必要。

再者，少子化與老年化的人口趨勢，使製造品的需求面臨

結構變化，開發客戶潛在需求將是每個廠商的共同課題，使廠

商為增加營收最直覺的作法，就是「快速」交付「客製化」商

品。此時，唯有廠商引進智慧製造與生產在地化，且輔以先進

製造業生產方式，才能滿足此一新需求趨勢，也是兼顧提升生

產效率與接近最終市場的GVC新路徑。

事實上，從美國跨國企業回流生產或海外企業到美國生產

所創造的工作機會，已由2000～2003年平均每年1.2萬人，增

加到2016年的7.7萬人。同一時期，美國跨國企業透過外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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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深化，幫外國創造的工作機會則從每年24萬人降到5.5萬

人，可看出GVC新路徑已成形。因此，與其說鴻海赴美投資是

為來日的美中貿易戰，先買個盟友保險，倒不如說是利用美國

擅長的先進製造業生產方式，確保生產效率，且透過更接近客

戶(如Apple)與在地市場的美國製造，讓鴻海可擴大面板的應用

面(如打進在地的汽車等新興領域供應鏈)，達到即時與客製化

的目標，更為務實。

總而言之，在GVC質變下，「生產」不再是未來國際貿易

的唯一要角，台灣過去依靠生產階段細緻化以達到生產效率最

佳化，並取得產業競爭優勢的作法，將遭遇極大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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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國家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提升勞動力素

質策略

一、因應智慧生產趨勢，提升勞動力素質重要性

2011年德國聯邦政府在公布的高科技戰略架構下，提出

了落實戰略、搶攻由網路驅動「 第四次工業革命」先機的

「工業4.0」未來計畫，該計畫勾勒未來生產製造的情境將因

為導入 「虛實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CPS)及

物聯網應用，建置結合虛擬規劃與實體 生產的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可能終結1970年初因導入電子與IT、生產製造得以

自動化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1。自此，「工業4.0」不僅在德

國，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智慧製造風潮，不少國家紛紛仿效跟

進，提出國家層級的「4.0」相關中長期發展戰略計畫，這當

中亦包括了我國行政院於2015年9月通過的「生產力4.0發展

方案」。 

但相較於各國聚焦在相關前瞻與關鍵技術、以及可帶動的

商機討論上，德國近二年來的關 注焦點卻轉回到「人」，強

調以人為本的社會技術(sozio-technische)工廠與勞動體系，才

是實現兼具靈活性與多元適應性智慧工廠的前提，且將討論議

題擴及到「工業4.0」對人的生 活、工作型態與組織、以及就

業機會產生之影響，強調驅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技術與趨勢 

雖會影響及改變人的生活與勞動世界，但人亦有共同形塑的決

定權。

德國政府為與社會夥伴共塑「4.0勞動世界」優質就業環

境，由聯邦勞動與社會事務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於2015年公布「工作4.0綠皮書」，2017年3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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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4.0白皮書」，做為啟動企業、從業人員、公/工協會代

表及 專家學者進行「對話過程」的討論基礎，預計2016年年

底將彙整對話與研究成果的經驗 與知識，提出具多元觀點與

共識、形塑4.0勞 動世界的「工作4.0」政策白皮書。 透過解

讀德國「工作4.0綠皮書」，了解「工業4.0」世代可能產生的

勞動世界 改變，包括新工作模式及型態的出現，以及應運而

生的其他社經重大挑戰問題。 

鑑於當前科技趨勢、社會發展以及就業市場的改變，對

「工作」圖像可能要再重新定義與認知。但要勾勒「工業

4.0」世代下的 「工作4.0」圖像，並非易事，在德國的討論

中，「工作4.0」這個名詞雖與「工業4.0」 或「第四次工業

革命」緊密扣合，但核心是聚焦在整體勞動世界的工作型態

與就業關係，而非侷限於製造業。德國聯邦勞動署在出版的

綠皮書中，藉由工業革命的歷史演進階段、亦將工作畫分1.0

到4.0的進程：「工作1.0」指的是工業社會的起始點，以及

勞動者組織的首次出現；「工作2.0」則意味著工業生產的量

產開始，但工業化亦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尖銳化的社會問題

及來自勞動組織的壓力，迫使19世紀末的德 志帝國建立了社

會保險制度(疾病與工作傷害保險)，這亦是歷史上福利國家

(Wohlfahrtsstaat)概念的首次出現；而「工作3.0 」的時代則是

因IT與電子導入、而開始自動化生產，國家市場開放亦帶動了

全球化的分工與持續發展，在德國則是確立以「社會國家」

與「勞工法」做為是社會經濟市場基礎的時代。至於「工作

4.0」的特色則是網絡化、數 位化與彈性化，隨著互聯網成

長、人機合作模式的增加，改變的不僅是生產方式，亦會創造

新產品與新服務。且透過文化與社會的變遷，人對工作會產生

的新的要求與期待，同樣對於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亦會隨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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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至於這些發展對於工作與社會保障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雖然尚無答案，但也因為答案是開放的，仍處在4.0起點的個

體、社會夥伴以及國家，才可以透過新的協商過程，共塑未來

以人為本的勞動世界。

「工業4.0」勞動世界的個別細部樣貌雖仍未知，但目前

已知其會影響勞動社會的改變與發展大趨勢卻明顯可見，包

括：

(一) 數位化帶動新工作模式與型態─影響就業需求與機會

虛實整合系統(CPS)、機器人、智慧軟體、Big Data、物

聯網(IoT)等數位化技術發展，不僅趨動全球邁向數位化經

濟，帶動相關商機成長、改變傳統商業模式、形成全新生產

與物流鏈、創新產品及服務，更改變了人的工作方式、促成

多元工作模式及型態。以德國為例， 全德約54%就業人口的

工作會使用到電腦與網路，且約1/4的德國生產方式已是自

動化或高度自動化(德國聯邦統計局，2014)。而數位化科技

促成的新工作模式，例如讓員工有彈性工時 與上班地點的

「遠距/居家辦公」；新工作型態則像是軟體業者利用網路

平臺，將工作切成許 多任務分配給不同人，由群眾共同完

成的「群眾外包」。

但對於未來數位化究竟會如何影響到就 業均衡，目前

其實仍是未知數；因為ICT全面導入各產業，可望形成的新

就業機會雖不少，但也因為智慧軟體系統及自動化可大量取

代原本從事簡單且重複性工作、具中階技 能的勞動力，例

如負責銷售與行政事務的白領工作、以及生產線與機器操作

的藍領工 作。就業市場將走向「二極化」，亦即低技能與

高技能就業機會增加，中階技能的就業 機會漸流失，而勞

動薪資的發展亦同樣會出 現這種「二極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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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價值觀改變─對工作的要求億不同

數位化科技雖會改變現狀，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亦會隨之

受到影響。隨著社會傳統角色的式微、男女工作平權、以

及對於家庭任 務共同分擔的價值觀形成，亦影響勞動者對

工作與私人生活時間的分配、工作及就業機會、甚至是對

政府政策的要求。尤其是工業 4.0落實的時間點，可能是在

未來10到15年後，屆時若女性的就業參與大幅提高，在教

育、照護、家務、食品及其它服務產業便有可能產生大量

的新就業機會，如此一來，勞動力的需求亦可能產生結構

性的變化。 再者，無論是進入勞動市場的較年輕Y 世代(指

1980-2000年出生)、亦或30-50歲事 業有成但同時想兼顧家

庭生活的就業人口， 都希望在工作時間的分配上，享有更

多的自主權，特別是在某些人生階段-可能是成立新家庭、

家中有年長者或幼兒需特別照顧、亦或本身有在職進修的需

求時。對年輕Y世代來說，其定義的「好工作」，有別於以

往是指薪資豐厚、工作穩定，轉變成是希望雇主可提供個人

發展的職涯機會、彈性自主的工時與上班地點、提供育嬰假

等條件。

(三) 「知識社會」大趨勢的形成─教育可產生的貢獻不容輕忽

現今勞動世界中，不論是製造或服務業 對科技的需求

皆日漸提高，智慧製造及知識 務相關產業的擴大，對高

素質專業勞動力的需求亦會增加。OECD國際成人能力評量

(PIAAC)研究指出，未來我們需要更高品質的職業培訓，如

此勞動人力才有可能跟上技術發展的腳步；但除專業知識

外，未來數位化勞動世界的專才應更強化其社會與個人能

力，像是具備解決問題與溝通的能力、有創意，或具系統性

與網絡化思考的能力。其次，完善的教育(包括職業培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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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繼續教育)不僅可改善個人就業機會，且從德國就業市

場的例子來看，亦可觀察到德國教育對其國內就業薪資高於

其它歐盟國家的明顯貢獻，以及企業整體生產力的提升。

所以，未來「工業4.0」世代下的勞動世界將不同於現

在，這樣的不同不單單是來自於技 術與價值觀改變的影響。

例如，高齡少子化人口結構改變，將使得如何確保專業人才成

為企業的核心挑戰問題；而全球化商機帶動 的全球分工、將

帶動「未來工作」的地點跨越國界；而前述提及的新工作模式

與型態出現，亦會改變對「典型勞動關係」的認知，例如員

工非受僱於單一企業、不會有全時工 時以及繼續性的契約關

係。這些變化可能帶來不穩定性，但卻也同時開啟了政府與勞

雇等社會夥伴可重新採取不同行動選項、改變就業環境的再形

塑機會。

為掌握共塑未來勞動世界的機會，德國聯邦勞動公布「工

作4.0綠皮書」，向民眾說明驅動4.0勞動社會改變的動力，以

及可能因應而生的新工作模式與型態，並點出「工作 1.0」到

「工作4.0」演進的特色，其目的是為了提供大眾對話討論的

基礎，讓社會民眾與勞雇社會夥伴先認知與了解未來趨勢及改

變後，能藉由多元觀點且廣泛對話的討論過程，與政府共同尋

找如何善用「工業4.0」帶動並形塑優質勞動機會的答案。

在目標導向與社會參與對話的前提下，綠皮書中拋出一連

串引導性的問題，引領對話討論4.0勞動社會的發展方向及可

能產生的政策制度，以及未來民眾究竟想要「如何」的工作

(工作模式/型態/方式)，這些關鍵問題的討論有助於為目前尚

是空白的「工作4.0 」圖像填上輪廓，確立未來政府白皮書擬 

的相關政策發展方向，以及應採取的行動領域。綠皮書中提出

的六大關鍵問題，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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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讓人人皆有工作？討論未來就業參與保障時，應聚焦的

議題：

1. 如何才能確保及擴增現有的就業率？ 就中長期觀點看

來、必須再提出那些額外的措施才能滿足勞動人力的需

求？

2. 那些社會需求領域與產業可望衍生新的就業機會？為此政

府應提供什麼樣 的支援(基礎建設、研究、促進需求以及

資金等)？

3. 數位化結構的轉變會對就業產生的影響？那些職業與產業

會在什麼時間、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對應產生的必要專業

技能又是什麼？

4. 對於原本的就業弱勢族群，例如長期失業者、低技能者、

身心障礙者、移 民者等，如何能為其發展出新的就業機

會？

5. 對於重度身障者，「工業4.0」數位化勞動世界中的科技

發展將帶來什麼樣的機會與風險？

(二) 就業或個人生命節奏的選擇？由誰來打拍子？此問題討論的

是以人生不同發展階段為導向的勞動與社會政策，待釐清的

問題則有：

1. 從工作與時間彈性的觀點切入，如何才能同時兼顧企業與

受雇者的利益？ 有那些社會或技術的創新有助於解決方

案的提出？

2. 要如何形塑全新的典型就業關係？以人生不同發展階段為

導向的新工時模式樣態為何？這樣的模式要如何才能擴及

到所有企業，特別是較小型的企業？

3. 在具彈性的勞動世界裡，要如何才能 確保個體的生活可

得到保障？就業者是否需要另外的法規制度，以確保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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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締結的勞動契約亦適用於不同發展階段間的銜接過渡

期？

(三) 社會市場經濟的重新組裝？公平的薪資給付與社會保障是重

點，可深入討論的議題則有：

1. 如何強化工會與雇主協會的原有功能，並讓其締結的社會

夥伴關係繼續在變化的勞動世界中保有？ 

2. 因非典型就業型態與重入就業市場的過渡期而產生的風

險，要用什麼樣的 勞動市場政策才可改善與避免？

3. 什麼樣的長期策略才能確保法定公務人員退休與社會保險

退休年金的收入基礎？

(四) 終身專業人力？討論現在與未來勞動專業人力培訓的問題則

有：

1. 企業與薪資政策機制要如何才能和政府的繼續教育促進有

系統性的連結， 且在德國建立起全新的繼續教育文化？

2. 哪些鼓勵機制與誘因才能目標導向的 提高中小企業、特

別是較不具專業技能的勞工參與繼續教育？藉此可提升員

工職能，成為專業人力。

(五) 未來勞動世界的我們將如何工作？此問題聚焦在討論如何在

數位化變遷下，仍保有優質的工作環境，在此前提下可討論

則有： 

1. 如何才能實現「工作的人性化」？

2. 勞動法中的基本概念在數位化的勞動世界中是否仍適用？

3. 透過線上平臺提供服務項目者，是否可視為是自由(獨立)

工作者？ 

(六) 未來成功的企業將如何運作？此提問則 從業者的觀點出

發，討論什麼才是優質的企業文化及企業管理與決策的民主

式參與，具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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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才能形塑現代化勞動世界中，符合就業者期待與能力

的就業參與，並同時兼顧企業觀點？

2. 合作社或社會企業等新企業形態的出現，是否有助於永續

經濟文化的強化，以及能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

對臺灣之啟示毫無疑問地，人人有工作、能在工作與生活

中取得平衡、薪資得到合理給付，人才的技能與能力可透過教

育(培訓)持續發展精進、在變遷的數位化世界中仍保有優質工

作、以及建置具永續性的企業文化，無論未來勞動世界如何變

化，這些都是不會更改的社會共識目標；只是，達成這些目標

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因為技術、社會文化、價值觀以及就業市

場結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也因此，德國綠皮書中拋出的關

鍵問題同樣適用於臺灣，特別是在2015年通過的「 行政院生

產力4.0發展方案」中亦強調，要因應未來我國產業面臨的挑

戰及發展課題，應積極創造以人為本的優質就業環境，以及進

產業結構優化(行政院，2015)。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的勞動參

與率因青年晚入、中高齡提早退出勞動市場，而有明顯下降趨

勢，且這問題又因人口結構的快速老化而雪上加霜(勞動部，

2013)。在此背景下，要以什麼樣的勞動政策與相對應的法規

機制，才能達到「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設定的「以人

為本、創造優質就業環境」目標，建議相關主責部會亦可仿效

德國作法，透過公民對話機制、讓勞雇社會夥伴及民眾可藉由

討論關鍵問題的對話過程，達成建構我國優質就業環 境的共

識基礎，做為政府規劃未來可形塑4.0勞動世界政策機制的重

要參考依據。

2013年3月德國CeBIT電腦展上宣布啟動、由SAP等企業及

學研機構等共同提出的「立方體學院」(Academy Cube)倡議，

倡議首創以線上平台形式、結合就業媒合與E-Learning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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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在創造求職者與求才企業雙贏，同時解決南歐國家青年高

失業率與德國(含歐洲其它國家)的工程師人才荒問題。

依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時德國平均工程師人才缺口為

39000人，且德國中小企業光因人才缺口造成的可能年營業額

損失(無法實現的營業額)高達290億歐元。而根據OECD統計，

2012年歐盟國家15到24歲青年人口的失業率將近29%，特別

是在西班牙與希臘等南歐國家更高達50%以上，相較之下德國

的青年人口失業率則是維持在8％左右，為歐盟國家最低。

該倡議活動在2014年時，更進一步的發展成為非營利性

質的新創企業，透過合作的產學及協會與職訓機構等夥伴協

助，Academy Cube成為提供歐洲地區職訓與繼續教育課程的雲

端平台。

藉雲端平台同時提供職訓線上學習課程與就業資訊，

Academy Cube提供具ICT與工程科學領域大學學歷求職者獲取

專業職能的機會，並取得可與企業實際接觸的管道。藉由平台

公布連結職缺與職能需求的資訊，求職者若發現自身具備專業

職能不足、無法應徵該職缺時，便可透過平台提供的線上培訓

課程，在通過考試後取得所需相關專業的認證證書。

且因證書核發標準是基於平台提供的標準化課程，因此雇

主可確信其所受的職訓品質、了解其學習內容。而結業成績良

好的求職者亦可透過網絡化平台與提供職缺的企業取得連繫。

網路化的Academy Cube，可使得求職者、大學生、業者、

培訓機構、職業仲介者與大學等所有網絡參與者，各得其所

(圖2)。目前加入平台的夥伴包括，SAP、Cisco及Festo等跨國

企業，德國電電產業聯合協會(ZVEI)、德國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DFKI)以及詢諮工程師協會(VBI)等機構。

2012年德國提出「工業4.0」之後，產業面臨走向4.0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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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關鍵點，越來越多虛實整合形成物聯網，可預見未來工

業生產形式將具高度產品客製化與生產彈性、客戶與商業夥伴

在商業與價值創造流程中日漸整合、以及生產與高值服務(混

合型產品)結合等特性。為因應工業4.0、Big Data、智慧電網及

物聯網等產業領域的新需求、傳統的職訓項目與內容也面臨了

變革挑戰問題，為填補這當中可能產生的專業職能培訓缺口，

Academy Cube亦在雲端平台推出了由不同合作夥伴規劃、且多

數為免付費的因應實務導向課程，例如像大數據管理、商業分

析、流程管理、企業資源規劃ERP、IT與軟體工程、工業4.0與

工程、產品優化以及品質管理等，希望培育未來4.0時代的物

聯網專業人才。

Academy Cube透過雲端平台課程，回應未來產業技術新需

求所帶動的新職業培訓挑戰，填補目前可能的教育培訓缺口，

以各方協力合作支援的非營利企業平台形式，創造在德國及歐

洲的經濟與社會雙贏。此具彈性與實務導向的創新培育工業

4.0人才方式，可作為台灣產政學研規劃共建人培平台的參考

依據。

全球許多國家與企業，都在面臨勞力減少、成本上漲、產

品和服務生命週期縮短，及需求變化加快這四大難題。德國效

法章魚智慧，擘劃的工業4.0戰略，如果順利，將一舉解決四

大難題，更將奪得未來產業發展的新契機。但當工廠被人工智

慧、機器人佔領，人的位置在哪？機器人到底是會為人類帶來

美麗新世界，替我們做所有骯髒、笨重、費力的工作，釋放你

我去做更高級的工作，還是會搶走我們的工作？

因應物聯網串接大數據運算之網實相連工業4.0、智慧生

產與行銷的大浪來臨襲捲全世界，我門傳統職場認知的工作技

能的需求與機會也將大幅改觀。德國政府提撥挹注相當多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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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協助技職學校與企業聯手，為學生打造最接近未來智慧生

產實況的學習環境。

李開復先生也進一步認為，人工智能對人類所帶來的改

變，會超過互聯網、超過電、超過工業革命。因為它是滲透到

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工作，它會在10年之內改變、顛覆、取代

50%的人，它會把我們做事的一些方法統統改變過來，所以它

比互聯網來的更快、影響力更大。它來得這麼快，當然跟互聯

網是相關的。因為如一切都網絡化以後，人工智能只要把數字

拿來算一算、推一推，就可以做出各種比人更精確的決策、判

斷、預測、分類。

牛津大學預測，在美國，會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高達

47％，這一天的到來，不算慢，20年內就會發生。舉凡不太

需要親身接觸、面對面的工作，都是高危險群。但需要面對

面，有人情溫度地接觸的工作，機器人就搶不走。

德國電器電子製造商協會研究總監戴格納博士指出，「未

來工廠中的工程師，需要掌握更複雜跨領域的知識，尤其是跨

資訊和機械的整合型人才」。「生產線上的人工確實會被機器

人取代，」德國工業聯合會資深經理奧特(Clemens Otte)話鋒一

轉，「但若製造回流，德國會需要更多高技術人才，擁有量多

質精人力的德國，反而能帶進就業機會。」；像西門子的智慧

工廠，過去10年不曾加人，也不曾裁員，但產能和人均產值卻

是倍增。美國教授李傑認為，「不管再怎麼自動化，說到最後

都是人，」。

未來製造的時代，如何讓自己被需要，變成章魚的管理

者，而非被章魚取代，是身為工作者最迫切的課題。虛實相連

的工業4.0大浪來襲，工作技能的需求與機會也將改觀。

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二十世紀資訊革命，到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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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革命，現在，人類正快步邁向由物聯網、大數據與人

工智慧所引爆的工業4.0時代。德國在2014年提出邁向工業4.0

的戰略計畫，同時也積極展開技職教育的再提升，為工業4.0

的人才做準備。

「人力資源變得珍貴，不能再浪費在重複跟知識技術含量

低等的工作上，必須把人從機械的操作者，變成生產流程的決

策者和管理者，」，追蹤德國上千家隱形冠軍的柏林大學教授

凡諾(Bernd Venohr)指出：「以前隱形冠軍可以躲起來當冠軍，

但現在不行了，你必須要被串聯起來，」，「隱形冠軍的產品

和服務，如果不是都用同樣的規格，至少要講同一種語言，讓

你可以被更大的網絡連起來，產生更大的價值。」，未來，沒

資源給你浪費，德國會將隱形冠軍們「串」起來！

工廠生產、交通狀況、健康管理、救災、銀行營運等等，

都會產生大數據。隨著智慧感測技術，比方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收集資料已經變得很簡單。「大家都在喊大數據，但

產生一大堆數據就是大數據嗎？」，「除非資料被處理判讀之

後，能為需要者提供意義。否則資料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也就是說，在一台台機器上裝上感測器，將它提供資訊串接起

來，進一步運算提供的資訊做出更好決策所需。

在工業4.0時代來臨的當下，國民義務教育、高中與大學

教育、技職教育的面貌將因應改觀，尤以技職教育會變得更

重要，並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提升技職教育的關鍵，在於

了解未來職業的需求。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所長艾塞爾

(Friedrich Hubert Esser)指出，德國的技職教育面貌將大幅改

變。

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跟德國汽車與資訊產業展開合

作，對未來職業進行研究，並提供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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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例如，他們的合作研究發現，「機電一體化工程師」

(mechatronics engineer)是非常熱門的新工作。對這個新職業而

言，流程管理、系統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都是基本技

能。

工業4.0包括了機械、電子、資訊產業的再升級，未來的

新工作將牽涉到一整套虛實相連的網路系統，從生產計劃，到

銷售、庫存、客服都相連在一起。生產和服務的流程會因此改

變，工作技能的需求與機會也因此不同，而這就是未來的專業

訓練需要思考的重點。

未來的產學合作是要給學生超大 4.0實驗室，也因此，德

國政府認為，技職學校應自許為服務提供者，根據未來畢業生

的新興工作場域和機會，更精確地設計技職教育課程。企業界

在進行產學合作時，更應該檢驗企業內對於專業能力品質的需

求，提供相對應的訓練。

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向來是德

國的工商業重鎮之一，為及早做好準備迎接工業4.0時代，在

2015年4月宣布撥款四百萬歐元(約一億四千萬台幣)，專門用

於挹注技職學校內「學習工廠4.0」的設置。鼓勵當地學校與

企業聯手提出設立學習工廠的構想，並從中徵選出優良的方案

給予協助。學校與企業聯手設置「學習工廠4.0」，透過設立

實驗室，具體呈現自動化工業設備的組成，讓技職生有機會學

習與應用整套專業生產系統。鑑於工業4.0時代工作程序將愈

來愈複雜，在技職教育訓練中提供接近實況的學習環境，必能

有助於學習。學習工廠4.0在該幫正大力推動，提供中小企業

具體的場地，並可有效對未來工業的構想與設計進行模擬實

驗。同時也能作為工業4.0的地區性示範中心。職場4.0的工作

技能正在改變，但並非所有的工作都是全新的，有很多工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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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目前的基礎繼續發展延伸。

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所長魏斯(Reinhold Weiss)表

示，技職再造的新方向，可以從既有的基礎上再提升，包括培

養更多資訊科技技能、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了解新發展的職業

所需的基本能力與專業技能。

根據德國經驗，技職教育還需要跨界連結學習資源，例如

與大學合作，與企業結合。跨領域整合的課程將會變成常態，

這樣才能培養出高度專業技能的未來工作者。就如德國雇主協

會總會主席克萊默(Ingo Kramer)所說的，「我們必須讓所有人

都能共享數位化世界的生活，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理想的

『社會4.0』，而教育是達到此目的的最好途徑。」

再回頭看2013年的全球就業趨勢報告，2013年的失業率

估計超過6%，總計失業人數將達到2.02億人，所以全球各國失

業問題預期短時間內將難以改善，因此失業惡化現象，已逐漸

成為各國政府及研究人員十分關注的議題。

處於相對落後之勞動市場，在日益嚴峻的經濟情勢下，亟

需提針對全球之經濟、生產以及科技趨勢，運用各項國際情勢

資訊，以因應未來國內勞動情勢相關政策與決策所需。以下針

對「主要國際組織青年就業促進政策分析」、「各主要國家青

年就業促進政策分析」與「主要國家因應智慧生產趨勢，提升

勞動力素質策略」，掌握全球供應鏈發展與智慧生產與網路科

技發展趨勢對勞動市場影響，做為政府因應未來國內勞動情勢

決策所需，進一步改善青年低薪與高失業率問題。

二、各主要國際組織青年就業促進政策分析

(一)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OECD)青年就業促進政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OECD)認為政府介入及輔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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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青年就業的關鍵，亦即在整個國民教育期間及之後應提

供的持續支援，鼓勵及輔導他們獲得工作技能，這樣的技能

被認為是找到並保持工作，並在工作崗位上繼續升遷與發展

的最低要求。

OECD 亦建議勞動力市場應該變得更加包容，不但向畢

業生提供就業機會，甚至於職場新鮮人短期工作，做為年輕

勞工轉向較穩定的工作的階梯，但這在法國、義大利日本和

西班牙等國較為困難，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受到嚴格

工會及的長期團體協商合約法規的限制。

OECD 亦認為，就業服務被認為對隨時能夠工作的青年

來說最經濟有效。其次，擴大就業安全網對於防止失業青年

人落入貧困至關重要。例如，美國曾在金融海嘯期間通過了

《2009年復甦法》，由聯邦政府提供資金，各州擴大對包

括青年在內的短期失業者提供失業補助的範圍。

此外，學徒制和其他雙軌職業教育與培訓方案對中學生

來說是有效的，從學校到工作無縫接軌的途徑。這些方案

在有所謂學徒制傳統的國家(奧地利、德國和瑞士)已經有深

厚的基礎，這也解釋了為何這些國家能保持較低的青年失業

率。

再者，各國不應該在青年從學校到工作的轉變出現問題

時才予以重視，而是應該儘早處理低收入家庭和弱勢背景兒

童在教育體制中面臨的障礙。對於輟學者來說，重點應該放

在協助他們獲得就業市場需要的技能，如通曉電腦和基本的

技能，輔導他們升學的策略可能會對他們產生反作用，而傳

統學校之外提供的職訓培訓方案，加上職場實習和師傅的指

導，對於這些學習中輟青年來說可能會更有效。

然而政府不可能包辦一切，相關環節如雇主、工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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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均應該提供整合性的支援和激勵手段，政府提

供補助以鼓勵雇主招收低技能的失業青年，例如比利時在

2010年起實行的雙贏方案。不過，為了避免這些補助常見

的負面效應(即只在有補助的情況下才僱用人)，這些補助需

要有明確的目標，OECD 建議應有中小企業的積極參與及合

宜的學徒制契約。

2013年5月30日OECD會員國於該組織部長級會議中簽

署「OECD 青年行動計畫(OECD Action Plan for Youth)」7，

為該組織針對青年就業促進的最新政策。

OECD 認為為積極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強調應著眼於

低技能、移民等最弱勢的青年，並改善教育體制。以下為

「OECD 青年行動計畫(OECD Action Plan for Youth)」之關鍵

內容，期藉他山之石，有助於我國青年就業之規劃。

OECD針對促進 青年就業行動計畫之主要內容如下：

1. 解決當前青年失業危機

(1) 解決疲軟的總體需求及創造就業機會。

(2) 針對失業青年提供足夠的收入支援，直到勞動市場條件

改善；惟需同時要求其積極尋求並參與工作，以提高渠

等對工作的準備度及就業力。

(3) 維持與儘可能加速活絡勞動市場的相關措施，包括輔

導、協助求職及創業方案，並提供最弱勢的青年(例如

低技能及具有移民背景者)更多強而有力的支持。

(4) 解決低技能青年就業時所面臨的勞動力需求端障礙，例

如高勞動成本。

(5) 鼓勵雇主持續或擴大優質學徒及實習計畫，包括必要時

提供額外的財政激勵誘因。

2. 增強青年長期就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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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教育系統，並讓所有青年對工作做好準備

解決與降低學校輟學率，並對未完成高中教育或同等

學力者提供進修機會。

確保所有青年的基礎與橫向技能達到良好水平。

賦予所有青年具備勞動市場相關的技能。

(2) 強化職業教育和訓練的角色及效能

保職業教育和訓練計畫提供良好的基礎技能水平，並

在必要的情況下提供額外協助。

確保職業教育和訓練計畫更能符合勞動市場需求，並

提供青年工作所需技能。

確保職業教育和訓練計畫係以工作導向為基礎的學

習，必要時融合工作及課堂學習，讓青年在最有效的

環境中習得相關技能，並提高學徒的品質。

確保該會夥伴積極參與發展職業教育和訓練計畫，不

僅關注當前勞動市場需求，也培育/養更廣泛的就業

技能。

(3) 協助青年從教育過渡到工作

在青年離開教育系統前，提供他們適當的工作經驗機

會。

提供優質的職涯輔導服務，包括高品質的職涯資訊和

勞動市場前景，以助青年做更好的職涯選擇。

獲得社會夥伴支持協助青年順利過渡到工作的承諾。

(4) 重塑勞動市場政策，以促進就業

確保永久性和臨時性工作者在就業保護上有更公平的

待遇，並提供合理的試用期，讓雇主給工作經驗不足

的青年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鼓勵其過渡到正職。

綜合運用包括有效執行勞動、稅制與社會保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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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等方法，以避免企業非正式僱

用青年員工。

對於最弱勢的青年，其培訓計畫應聚焦於補救教育、

工作經驗和成人指導。

(二) 國際勞工組織(ILO)青年就業促進政策

國際勞工組織(ILO)於2011 年在「青年就業危機：採取

行動的時刻」報告曾提出4 大青年就業策略目標，包括增加

就業創造、加速從學校到工作過渡期等策略。

國際勞工組織的4大青年就業策略目標，一是增加就業

創造，改善勞動市場需求面：包括成長和經濟政策、促進

創業和自僱工作、公共就業方案等；二是加速從學校到工作

的過渡期：推動勞動市場需求面措施，如教育、技職訓練政

策；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如工資補貼、稅賦減免、促進供

需媒合的求職諮詢服務等。三是改善青年就業的品質及社會

保障；四是保障權利、提升勞動標準、強化社會對話，確保

青年有更多的參與及發聲。

國際勞工組織指出，全球總體需求疲軟是青年就業危機

背後的主要因素；大多數國家的青年就業方案和計畫重點，

仍主要聚焦在供給面的介入，將無法解決危機。國際勞工組

織認為，目前需要促進包容性、工作密集成長(inclusive job-

rich growth)的新政策典範，以增進有品質的就業創造，使就

業和社會保障成為經濟政策和發展策略的主要目標。此外，

國際勞工組織提出，許多國家對於青年就業問題，仍沒有給

予足夠的政治承諾，並有效實施全面性政策。國際勞工組織

建議，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應專案考慮青年就業問題，持續

提供資源和預算的支持。

根據2013年5月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2013 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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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報告》，2013年全球青年失業人數將達7,340 萬

人，15-24 歲青年失業率從2007年的11.5%上升至2012 年

的12.4%，失業率每年近乎25 歲以上成人的3 倍，預估2018 

年青年失業率將上升至12.8%。整體而言，青年失業比例是

25 歲以上成年人的3 倍，造成長期失業人數增加，兼職、

臨時與不穩定就業情形也增加，許多青年乾脆放棄找工作。

國際勞工組織《2013 年全球青年就業報告》提出了一

些青年失業可能留下傷疤效應的警訊，亦殊值政府正視及提

出相關對策，以資緩解。所謂留下「傷疤效應」8係指年輕

世代由於「過度教育」與「空有技能」被迫接受非典型就業

型態工作，留下對社會經濟與政府體系不信任的嚴重傷疤，

終致邊緣化的現象。針對全球性的青年失業問題，國家應作

到的青年就業政策，包括以全球架構來解決青年就業危機，

振興總體經濟以利於創造青年的就業機會，投資教育和就業

培訓，並促進從學校到職場的順利過渡。

青年工作能力不能滿足就業市場實際需求成為青年失業

危機加劇的原因之一。在已開發經濟體，金融海嘯前青年

還能找到穩定的長期工作，而現在臨時工作或兼職工作常常

成為他們面臨的唯一選擇。根據《2013 年全球青年就業報

告》這份報告，開發中經濟體缺乏為青年提供的穩定而高品

質的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對利比里亞、柬埔寨、多哥和秘魯

等10 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發現15 歲到24 歲青年中的

三分之二無業或從事收入微薄的非正式工作。報告建議，各

國應深刻瞭解自身就業市場與青年就業形勢，根據各自國情

形實施能創造高品質就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已開發經濟體應

繼續在教育、培訓和社會救助等方面設法幫助陷入失業困境

的青年，而開發中經濟體要在消除文盲和技能培訓等方面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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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失業青年更多幫助。

另外，ILO也呼籲應支持青年創業，改善勞動力市場結

構容許青年足以發揮，確保青年得到平等待遇及工作權利。

這般專門針對青年的就業政策藍圖建言，可回溯到1964年

ILO會員國簽署的第122號《就業政策公約》，要求各國以積

極的政策作為，把青年就業問題視同為重大施政目標，並依

照各國的社會經濟情況予以滿足青年的完全就業。

國際勞工組織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2 

研究顯示，2012 年全球青年(15-24 歲)失業率為12.7%高達

7,500 萬人，比起2007 年金融風暴時的11.6%更高，青年

失業人口增加了400 萬人，同時五年後的2017 年將攀升至

12.9%，顯示表年失業問題持續惡化。全球青年失業率高於

成人2.7 倍，已經處於「危機高峰」(crisis peak)，雖然已開

發國家青年失業率可望從2012 年的17.5%下降至2017 年的

15.6%，但仍高於2007 年的11.6%，且其下降原因並非因為

就業市場復甦，卻是因為更多年輕人放棄求職，退出就業

市場，成為「失業世代」(jobless generation)。目前，全球

有將近600 萬失聯的青年人口(disconnected youth)已經放棄

找尋工作，逐漸與社會脫節，一旦長期失去工作，將從失

業族(unemployed)變成缺乏工作能力、無法被雇用的無業族

(unemployable)，成為社會沈重負擔。

針對當前青年失業問題的困境，在2012 年國際勞工組

織所發表的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整理了各國

所提出的政策如表3-1，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類：

1. 總體經濟及成長政策：通過公共建設及政府支出，增加就

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

2. 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及促進方案：透過工資補貼、職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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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稅收減免、及公共就業服務等，鼓勵企業聘用年輕

人。

3. 改善針對年輕人的社會保護政策：透過職業市場改革策

略，以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改善工作質量。

4. 建立年輕人就業的社會對話機制以及夥伴關係：建立政

府、勞動組織、貿易公會及其他組織間的夥伴關係，尋求

適當的行動以推動對年輕人合宜的各種工作機會。

5. 支持充足勞動市場資訊及分析系統，提供監控勞動市場、

設計及落實有效政策的基礎。

國際勞工組織警示這一代「傷痕累累」的青年勞工將會

面臨下述混合狀態：已開發國家的狀態為高失業率，停滯或

不穩定性工作增加；開發中國家的狀態為，持續大量的族群

處於即使工作，所得仍舊低於貧窮線的情況。故其建議重點

措施如下：

1. 青年就業保證方案

目前部分國家的教育或培訓方案以保證青年能獲得工

作皆具有不錯之成效。如芬蘭的青年保證計畫，估計其成

功率可超過80%以上，而登記的青年可獲得幫助來尋找工

作、學校教育、職業培訓或其他措施以改善就業前景。其

他國家也有類似之計畫，其將重點置於提高教育程度，以

促進未來就業。如紐西蘭，青年擔保措施的目的在於改善

學校、高等教育以及工作之間的過渡時期。

2. 技職教育及培訓

技職教育及培訓(TVET)方案亦可為準備就業的青年發

揮關鍵作用，以反映當前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同時部分國

家亦開始著手進行改革方案，讓其得以貼合當前的全球工

作情勢。例如，中國大陸有超過3,000 間技職學校，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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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面的職業培訓課程。越南則提供多元化的職業培訓，

包括全日制、定期培訓、企業培訓等。

結合學校基礎教育與公司內部培訓之雙軌體系的典型

國家包括奧地利、丹麥、德國及瑞士與挪威。丹麥及瑞士

是目前OECD 國家中青年失業率最低的國家，而奧地利亦

遠低於OECD 國家的平均水準。

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各國經驗中，職業培訓是解

決青年失業相當重要的一種措施，但是，英國2012 出版

的The Wolf report 指出，如果不結合以雇主為基礎的學徒

制，許多16 至19 歲花費一兩年參加低階職業培訓課程毫

無勞動力市場價值，反而會減少自己一生的收入。相對

的，德國的作法最值得參考，有1/4 的雇主會提供正規學

徒培訓方案，將近2/3 的小學生參加學徒見習，職業學校

的學生在兩至四年期間中每週會花大約3 天在公司作兼職

的帶薪學徒，這也是為何德國的青年失業率只有9.5%，

是歐盟最低的國家之一。荷蘭和奧地利試行的學徒式也有

類似的效果，都能有效降低青年失業率(The jobless young: 

Left behind，2011)。

3. 預測技能需求

預測未來的技能需求是培訓及技能方案的首要重要基

石。如英國就業及技能委員會(UKCES)提供勞動市場資訊

並提供地方政府技術政策之建議，而該委員會是由雇主、

工會、政府及民間社會的代表所組成的公共機構。

4. 工資補貼

給予補貼及其他財政獎勵，例如給予雇主招聘青年勞

工之補助，以幫助改善學校到社會工作的過渡期間之臨時

性社會保障。在法國及義大利，其給予願意提供青年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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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職培訓或招聘青年勞工之雇主財政獎勵。

另外，針對改善青年失業相關政策作法，Manpower 

Group(2012)的研究亦提出深具反省性的十項建議，值得政

策制定者，在整合各部門力量時參考：

1. 沒有經濟成長，對年輕人而言不可能提供足夠就業機會。

政府責無旁貸應扮演職業創造者的角色，並提供保障就業

計畫所需氛圍。

2. 創新育成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提供一些年輕人

創業的機會，但能強化所有年輕人的動能及與工作關聯的

技藝。創新育成教育與充足的支援的“生態系統”相結

合，對新創業者而言就能激發新的創意並創造新的職位。

3. 積極領導是改進技能市場運作，結合技能供給和就業需求

所需要的推動力量。其中包括能提供更好勞動市場資訊

以及規劃資源、專業職能訓練及證照。要用更有彈性的時

間、便捷且便宜提供給學生習得所需技能。

4. 應該設計能夠幫助年輕人有效掌握市場脈動的相關計畫：

能即時運用勞動力市場資訊、嫻熟就業途徑的相關知識、

有效制定長短期技術取得的決策、更具搜尋就業資訊及聘

雇程序的社會知能。要達到此一目標，政府決策官員和學

校教師，都必須保障年輕人比起當前校內外所能提供的，

還要更多且充足的就業指導相關資源。

5. 為年輕人設計運用新式且廉價的資訊傳送系統，諸如社會

網絡媒介，以掌握及時便捷的相關訊息。

6. 政府、學校與企業應有效整合，以提供年輕人從學校進入

職場所需的工作經驗方案，包括實習及民間相關就業服務

都能有效降低青年失業率並增加職能體驗與技能專長。

7. 事實上，公－私部門間的有效合作對所有促進青年就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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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連結相關計畫到實際工作職

務上，並能提供全方面的服務，都需要眾多環節共同整合

才能達成目標。

8. 政府在創造全國青年發展策略上扮演關鍵角色，需由政府

召開整合各不同環節會議，才能讓學校、企業和年輕人在

創造專業且動態的工作機會時，各自扮演適切角色。

9. 所有策略及計畫都應根據深入研究成功案例、針對特定成

果和成就的的資料、包括充足監控及對相關成效評量的作

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而發。

10. 整體策略應能提供全面、充份，且與影響所有年輕人的清

楚目標相結合，並能有效創造可以重覆操作、擴大辦理和

持續有效的全方位政策。

三、各主要國家青年就業促進政策分析

以下，我們再進一步探究個別國家針對青年所推出的就業

促進政策，希望從中汲取適合我國借鏡之處：

(一) 日本

日本從1990 年代初期開始面臨金融危機，加上緊接而

來的全球化趨勢，對於其國內的進口市場以及慣有之企業文

化和經營方式產生了不小的衝突和影響，也連帶地影響了整

個勞動市場的發展型態。日本的企業係以大企業為主，在

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易獲經驗不足的勞動力，需由公司提供

職業訓練與勞工長期服務的機會才能累積經驗值，因此訓練

是企業的責任，也是其培養公司內部人力資本的重要方式，

也就是說在日本以企業為基礎的訓練很普遍，勞工終其一生

待在同一個企業的情況亦所在多有；然而隨著服務業興起和

非典型勞動的需求與日俱增，對應鬆綁的勞動法規，使得日



肆、主要國家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提升勞動力素質策略 ���

本派遣工作型態日益興起，打破了傳統的日本主僱文化。

The Japan for policy and Training(2009)報告即指出2008 年

15-29 歲年齡別青年失業率在6-8%之間，明顯高於其他年齡

組(4%)，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企業不願僱用青年人為正式員

工，迫使年輕人進入非典型勞動市場就業。原本期望在景

氣復甦後，可以改善此一情況的惡化，未料2008 的金融海

嘯，大量的非典型就業及派遣工被資遣，使得日本國內就業

環境更加險峻。整體經濟環境的表現疲弱，所影響的不再只

是年輕人，中高齡也同樣面臨失業及工作零碎化的困境。

雖然說1998 年至2002 年以降，日本政府所採行主要

解決就業問題的措施側重在創造就業機會；為因應金融海嘯

所提出之就業措施，亦為協助企業永續以確保勞工的就業機

會。但這期間針對失業勞工，日本政府仍舊提出下列措施協

助民眾尋職：

1. 就業服務站(Hello Work)

提供求職者就業的管道，服務內容包含深度的就業

諮詢。Hello Work 的特色在於提供不同的服務內容給不同

類型的求職者，例如開辦於2006 年的「媽媽就業諮詢」

(mother's Hello Work)，不只提供工作資訊、職業媒合(job 

placement)以及失業津貼申請，還在同地點設立日間托育

(day care)與育兒諮詢。對於剛畢業的求職者，Hello Work 

的專業諮詢者會協助面試技巧以擴展工作機會。估計每年

約有180 萬人藉由Hello Work 找到工作。

2. 求職者的支持系統(support system for job seekers)

一個介於失業津貼與社會救助的系統，對象是無法領

取失業津貼或是已經提領完，但尚未找到新工作者，主要

是沒有固定工作者(non-regular workers)以及長期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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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在幫助求職者提升工作技能的同時給予生活協助。

3. 人力資源發展局(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Bureau)

執行業務包含緊急支持計畫(Emergency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Support Project)、職業技能評

估(Occupational Skills Evaluation)以及職業諮詢(Career 

Consultation)。緊急支持計劃始於2009 年，提供無法領取

失業津貼的求職者免費的職業訓練以及生活補助；職業技

能系統目的是為了確認職業訓練內容能夠符合實際工作需

求，職業技能評估以英國全國職業認證(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NVQ)作為模型，建構包含評估系統、認證系

統與訓練方案，其中訓練方案包含一般的技能訓練以及在

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不管是求職、欲轉換工作抑

或是即將退休者，不同就業階段的勞工都需要職業諮詢服

務。藉由職業諮詢，才能讓後續的職業訓練更適切。

4. 男性擔任照顧角色：Ikumen 計畫

長期以來，擔任家庭照顧者角色是造成女性勞動參

與較低的原因，Ikumen 計畫目的在於扭轉性別的角色分

工：讓男性照顧子女。Ikumen 計畫的網頁中詳細介紹相

關照顧資訊，讓男性可以在工作與照顧上得到平衡的發

展。藉由這樣的計畫，也可以讓年輕的女性勞工更容易進

入勞動市場。

針對青年就業問題的解決，日本致力於青年失業者就

業技能的培養，也就是增強職業訓練計畫的整合以開發青

年之職能。2003 年是青年失業率最高的一年，日本政府

在這一年研擬了「青年獨立性與挑戰計畫」(Young People's 

Independence and Challenge Plan)，這是第一項針對年輕人就

業的綜合性措施，總計有四個中央部會提出合作性措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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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計畫的目標是降低飛特族(也就是不升學、不就業、不進

修或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的青年族群)的數量以及

使之從學校到職場這個移轉過程更平滑。計畫內容包含了許

多創新的方案，包含雙軌的教育系統、建立工作咖啡站(Job 

Cafes，即單一窗口服務)、辦理旨在鼓勵失意青年避免喪志

的青年獨立營，以及透過參訪提供不同職業資訊以增強從學

校到職場之連結的「職業探索計畫」。其中所謂的咖啡工作

站，其實是職涯顧問師和綜合服務的機制，輔導「尼特族」

和「飛特族」能夠順利移轉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並且建構人

際關係而成為社會網絡的一員(台灣趨勢研究報告，2011)。

日本厚生省於2004 年緊接著再提出YES 計畫，計畫

具體的措施延續2003 的「青年獨立性與挑戰計畫」(Young 

People's Independence and Challenge Plan)目標，同樣以增強青

年人的職能為主要訴求。此方案進一步在職業訓練和就業輔

導做深化。主要措施有：

1. 建立職能認證：年輕人只要順利完成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

訓練並能取得就業基礎能力的檢定，厚生省就發給「基礎

能力就職證明書」。

2. 建立雙軌的教育系統：強調勞動、教育和業界的合作，提

供35 歲以下高中在校或畢業者以及失業或兼職青年，訓

練和實務合一的方式進行產學訓練計畫，以讓青年從學校

到職場能夠無縫接軌，培養青年成為專家，稱之為青少年

自力與挑戰計畫。

3. 設立區域的青年支持站，作為年輕人規劃職涯的實體支援

據點，提供個人職業生涯的規畫協助，如展示體驗訓練設

施、職涯顧問諮商等。

4. 建立年輕人正確的職涯態度：日本政府嘗試利用各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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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導正年輕人對職業、工作乃至生涯規劃的價值觀，

希望能使其形成自我實踐的承諾。

爾後自2008 年至今，該國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大致即以

前述兩個計劃為基礎做擴展，例如協助不斷轉換部分工時工

作的青年延長工作期間，進而受僱為一般勞工，除了提供他

們進行自我探索及職業訓練外，較特別的是成立工作俱樂部

(Job club)讓一般勞工和飛特族青年有非正式的交流管道，亦

委請中小企業人資人員提供工作面談機會給青年作為練習。

其次就是除了青年獨立營外，增加辦理「青年獨立生活訓

練」，讓青年在團體居住的環境中習得生活和工作技能。值

得一提的是，2008 年厚生省提出「工作卡」(Job Cards)，讓

技能評估的結果與工作經驗的紀錄能清楚呈現。

工作卡(Job-Card)制度目標是要協助非典型工作者到正

規職務間的轉換，主要提供訓練給非典型工作者，例如年輕

部分工時或派遣勞工，使其有機會可以發揮個人職業技能，

其中包含以公司外部有效職業能力評估標準為基礎的在職訓

練。與專家進行職業生涯諮詢時，個人工作卡上就會註明持

有人完成訓練的狀況、職業歷史等等，如同我國健保卡，在

個人就醫師詳實的記錄了個人的就醫情況以利就醫；工作卡

在各類求職活動中，亦可作為個人職業技能和職涯的重要依

據。

這項制度主要有三個重要目標：(1) 提供職業技能發展

計畫：包含在職、教育與公、私營訓練機構等所提供之課堂

課程(職外訓練)等；(2) 一般技能訓練：提供非特定性的一

般職業能力訓練，可使接受訓練者擁有通用而非特定公司所

需之職業技能；(3) 進行計畫前後的職業生涯諮詢服務。開

辦初期，由公司或是由國家單位或政府所委託的私人職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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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展機構提供訓練，若是由公司所主導的訓練則訓練學員

是以定期就業契約聘雇方式接受訓練。再者，從今年開始，

工作卡將也可用於公辦職業訓練以及支持求職者的訓練。

由前述可知，由於公司所主導的訓練直接對應到公司的

人力資源需求，因此受訓學員在完成訓練之後受聘為正規員

工的機會比較高。同時，由於訓練計畫與一般職業能力評估

標準相符，因此對於其他公司所舉辦之求職活動也有所助

益。在日本這樣沒有以工作種類區分的明確就業市場之國家

當中，希望此機制能夠透過提供個人職業技能證明的方式來

促成公司之間轉職活動順利進行，包括非典型工作轉正規職

務在內。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執行相關訓練工作的公司對於這套

制度都有高度評價，但因為目前只有少數公司實施，並且各

公司也需投入大量心力以讓自身訓練計畫符合職業能力評估

標準，因此參與率不高，也連帶使得公司間轉職亦或工作型

態間的轉職成效受限，但日本政府仍希望在接下來5 年發行

100 萬張工作卡，希望這張卡可以幫助青年提升實際的職業

訓練與生涯發展。

針對青年就業問題，日本提出「Jobs for Youth」報告，

內容除了介紹日本近年進行的改革之外，也提出許多未來改

革的方向。相關內容摘要如下：

1. 近年來針對青年就業問題的改革

日本厚生勞動省於2003 年發表「青年職涯支援研究

會報告書」作為其青年失業政策，並針對青年的僱用與

就業現況、職業觀念進行多角度調查，提出青年職涯形

成的施行策略方向，諸如：(1)企業對青少年要求能力條

件明確化、青少年職涯輔導的促進；(2)導入日本版「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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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制」、青少年的職業能力開發；(3)對青少年便利的服

務視窗和職業能力評價系統；(4)「青少年自立與挑戰計

畫」的具體化。

其中「青年獨立與挑戰計畫」，建立工作咖啡站

(Job Cafe，即單一視窗服務)及青年獨立營(用意在鼓勵失

意青年)。「職業探索計畫」增強從學校到職場的連結。

此外，在2007 年修改「部分工時勞動規則」及「就業

措施法」，在2008 年4 月建立「工作卡系統」(Job Card 

System)等。

2. 大企業往中小企業的就業移動

日本就業市場一直存在一個現象，畢業生們都希望到

大企業工作，導致就業困難；而中小企業急需人才，卻

求才無門。不過，最近一項調查顯示，這一情況有大幅好

轉。一項針對應屆畢業生就業問題的調查顯示，日本希望

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希望在大企業就職

的人數，這是14 年來首次出現這一情形。而這一結果很

大程度上歸功於日本政府和中小企業積極提供就業資訊，

使學生就業意識發生重大變化，選擇範圍比以前大範圍拓

寬。

日本政府方面也在積極採取措施，拉近畢業生和中小

企業之間的距離。2012 年6月份日本政府推出了「青年就

業戰略」，其中就明確要求地方政府除了要做出當地優良

中小企業的基礎資料，還要強化中小企業招聘資訊與職業

仲介機構和大學之間的聯繫和合作。

日本政府方面也在就錄用學生的學歷、成績、資格證

書情況等資訊如何提供給企業方進行探討。如此一來，學

生們就可以更加容易的找到適合自己的企業。而為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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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中小企業就業後很快跳槽，日本政府正在整合為這

些年輕人提供培訓的相關體制。

3. 中央政府「Hello Work」、地方政府「Job Cafe」與「工作

卡」機制

地方政府支援的「Job Cafe」與中央政府辦理的

「Hello Work」，最大功能就是協助民眾尋找工作。兩者

最大分野是前者擅長求職輔導、後者主攻就業媒合。受

地方政府支持的Job Cafe ，則是以求職服務取勝。以東京 

Job Cafe 來說，服務內容包括面談、拓展求職技能與職業

介紹三部分。為了照顧分眾需求，東京Job Cafe還特別以

樓層區分銀髮族、中年與青年，提供不同專業服務。Job 

Cafe 常提供不少免費求職課程，像是職涯適性分析、溝通

技巧、模擬面試等，有助民眾在求職前，就能做好準備。

2007 年日本中央政府成立、目前已超過530 家的

Hello Work，配有大量服務親切的諮詢員。2010 年，日

本另外成立「學生版」的Hello work，專門支援畢業生求

職。這是因為當年日本政府發覺大學生就業率偏低，緊急

籌設協助畢業生尋職；平時，諮詢員也會出勤到學校做職

涯扎根教育。

Hello Work 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協助求職者建立

「工作卡」(job card)。工作卡是協助沒有工作經驗及非典

型就業者，找到正職工作的重要利器。工作卡除記錄求職

者學經歷，有專業職涯輔導證照的求職顧問也會在面談中

釐清此人的工作志向，再推薦職業訓練。若是求職者已具

備足夠「就業力」，則可拿著工作卡直接做求職媒合。

工作卡提供的職業訓練，除了有一部分是針對未就業

者、大學畢業生實施的公共職業訓練外，最主要針對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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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作者而來的雇用型訓練，多數是委託企業執行。企業

在訓練期屆滿時，還可視受訓者表現，決定是否聘僱。將

非典型工作者直接送到企業做實戰訓練，不僅有機會促成

彼此的雇傭關係，受訓者還可在現場學到第一線的技術。

4. 推動「第10次職業能力開發基本計畫」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016年4月28日公布「第10次職業  

能力開發 基本計畫」，本次計畫以「提高生產力的人才

培育策略」做為2016年至2020年)的施政方向，要點包含

(1) 「以提高生產力(或生產效能)為目標的人才培育」：主

要內容包括：加速並加強IT人才的培育、鼓勵勞工進行

自身職涯規劃及鼓勵企業內部推動人 才培育制度。

(2) 「加速推動全員參與的社會環境」：主要內容包括，制

定符合女性需求的職業能力開發計畫、制定適合青少年

的職業能力開發計畫、制定適合中高齡者的職業能力開

發計畫、鼓勵身心障礙者能力開發學校招募更多受訓

者、針對不同身心障礙特性設計不同的職業訓練課程及

制定非正規勞動者的職業能力開發計劃。

(3) 「培育符合企業需求及地方特色發展的人才」﹑

(4) 「有策略性地整備勞動市場機能，讓人力資源達到更有

效的配置」：主要內容包括，針對未來產業結構變化，

制定中長期的人才培育計畫；重新審視產業界與地方的

需求，制定公部門(或官方，係指以中央政府為層級)職

業訓練計畫；整備服務業的職業技能檢定制度、加速推

動企業內部檢定制度，並使其普及化，以建構社會整體

的職業能力評價制度形成；鼓勵民眾善 加利用工作卡

制度；鼓勵企業進行人才培育投資；強化都道府縣勞動

局的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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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行「未取得內定者促進就業措施2016」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6年和文部科學省及經濟產業省

攜手合作，鎖定尚未取得內定者為對象，推行「未取得內

定者促進就業措施」計畫。主要措施包括「加強應屆畢業

生Hello Work的求職輔導員(Job Supporter)與大學內求職諮

詢員的連結，讓求職支援行動不會因對象畢業等緣故而中

斷」、「以青年輔導為主的Job Cafe，除針對未取得內定

者進行職涯諮詢外，亦舉辦徵才博覽會」、「地方人力仲

介機構將與大學‧Hello Work等攜手，讓求職者順利地適

應職場」、「Hello Work與校方連結，向未取得內定者的

監護人說明及鼓勵使用求職輔導等各種資源」、「為了減

緩長期的求職過程與遲遲未取得內定等壓力並提供諮商，

支援應屆畢業生之Hello Work 將配置臨床心理師」。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對青年就業問題的努力方向如下：

1. 確保學生畢業後更順利接軌到職場

(1) 增強學校與職場的連結：擴及高等教育機構與職場的銜

接、增強企業投入轉銜工作。

(2) 促進高等職業教育：提高高等職業教育的地位，增進

企業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視，譬如在職訓練(in-work 

training)。

(3) 提供更多工作經驗給高等教育學生：學校增加實習課程

的要求及提供財務支援給參與機構。

(4) 擴大青年公共職業訓練(例如工作卡系統)：此方案需仰

賴企業的參與，因此對於參與之企業應有適當的財務支

持，在預算及基金的分配上，應尋求社會共識。

(5) 從學校到職場的相關資料應蒐集完備：展開青年就業相

關調查，包括青年離開學校後之縱貫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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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青年就業需求端之障礙

(1) 縮短定期與非定期勞工保障的落差：應有更明確處理解

僱問題的程式，現有的法規並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2) 處理薪資與福利的歧視問題：社會安全系統應增加非定

期勞工的給付(譬如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及勞工年金)，

並鼓勵績效表現。

(3) 關注年齡歧視問題：在法律中規定禁止招募時之年齡歧

視。

(4) 克服青少年媽媽求職之障礙：鼓勵企業落實家庭友善

(family-friendly)職場。

3. 增加就業支持及收入安全措施

(1) 增進青年「積極勞動政策」：挹注更多公共資源在積極

勞動政策上，特別是教育程度較低的青年。

(2) 掌握更精確的「積極勞動政策」對象：除了飛特族

(freeters，係指畢業之後，不求全職工作，而在時薪打

工工作間徘徊，追求自由與率性)及非就業者外，更應

掌握次團體(譬如依年齡或教育程度)的具體需求，以便

提供更佳的服務。譬如提供低教育程度者之「青年試驗

就業」方案。

(3) 現有方案或計畫之評估：日本對於青年政策措施的評

估，因資料難以獲得而成效不彰，未來應加強內部與外

部的評估。

(4) 擴大青年失業給付：政府應先確保青年勞工已投保就業

保險，及提高失業青年之失業補助名額，譬如放寬補助

資格條件。

4. 日本後金融危機時期之青年就業措施

日本政府於2009 年7 月提出「日本後金融危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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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業措施」，希望藉由提升個人工作技能及提高工作意

願，以促進青年、女性、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提

高勞動參與率。

日本的飛特族、派遣、契約工作者與部分工時工作

者，高達近2,000 萬人，占勞動市場三分之一強，且多為

青年。此類人士薪資低，也因轉職快、企業多不願提供

培訓，難以累積專業技能，所以日本政府特別重視此類人

士的就業輔導，其中青年就業促進及飛特族的就業輔導部

分，概述如下：

(1) 支持派遣人員、飛特族穩定就業：提供派遣人員、飛特

族(特別是25-34 歲的青年飛特族)、無家可歸者(包括網

咖族)諮商與工作安排服務。青年飛特族另有工作輔導

服務、無家可歸者另可申請房屋租金借貸。

(2) 工作卡系統(Job Card system)改善：工作卡系統主要以甫

離校未就業之青年、飛特族及已婚欲再進入職場者為對

象，工作卡上記載持有者之學歷、經歷、訓練、證照及

職能評估等資料，持有者可於職涯諮商後參加符合其需

求的職業訓練，由於部分訓練成本係由雇主負擔，因此

有助於受訓者順利找到工作。系統並將提供基礎及導論

訓練方案，作為銜接正式工作的橋樑；另增加諮商師，

協助雇主順利非正規員工轉換為全職員工。

(3) 為改善25～34 歲青年飛特族的就業狀況及協助雇主穩

定長期照顧服務之人力，雇主僱用25～34 歲之青年飛

特族，且連續僱用達6 個月以上者，僱用津貼將由每人

50 萬日圓提高為100 萬日圓(約新臺幣36 萬元)；另厚

生勞動省亦將補助一半(高達250 萬日圓，約新臺幣90 

萬元)之長期照顧輔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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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緊急人力資源發展與就業支持基金」支持職業訓

練、再就業及生活安全：增加不符請領就業保險給付

資格者(如青年及單親媽媽)之職業訓練津貼，並提供訓

練者之「訓練及每日生活支持補助」，津貼由10 萬日

圓提高為12 萬日圓(約由新臺幣3 萬6 千元提高為4 萬3 

千元)；貸款最高可貸8 萬日圓(約新臺幣2 萬9千元)。

(5) 怯志者就業支持措施(3.3 億日圓，約新臺幣1.2 億元)：

增加諮商服務及企業介紹，譬如介紹企業工作內容。放

寬補助資格，補貼雇主僱用25～34 歲青年飛特族或初

入職場之青年，每名員工補助100 萬日圓、大型企業每

名員工補助50 萬日圓。

(二) 韓國

韓國政府統計的2011 年青年(15 至29 歲)實際失業率為

11.7%，韓國青年實際失業率2007年後一直走高。雖然2006 

年的9.9%曾下降到2007 年的9.2%，但之後一直在升高，

如2008 年9.4%，2009 年11.1%，2010 年11.2%，2011 年

11.7%。為應對嚴峻的青年就業形勢，韓國政府及高校推出

以下一係列措施，試圖緩解就業壓力：

1. 政府出資提供中小企業實習機會

韓國勞動部指出目前韓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兩難困境，

一方面青年畢業生失業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卻

勞動力不足。因此，韓國政府將促進就業的突破點定在中

小企業。韓國政府從2009 年開始實施「政府支援青年實

習制度」，即由政府出資，鼓勵中小企業聘用未就業青年

進行實習。

除中小企業外，「青年實習制度」還拓寬到中央和地

方政府部門及公共服務機構。這一制度在2009 年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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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者帶來了約10 萬個就業職缺。 此外，韓國政府還在

高校推行「留在校園」計畫，即鼓勵高校聘用畢業生擔任

實習助教或實習研究員，並進行相應職業培訓；在企業中

推廣實施「分享工作」計畫，鼓勵企業以減低新進人員薪

酬的方式，雇傭更多新人。

2. 各大學積極進行就業促進措施

在韓國，畢業生就業率亦被納入大學評估標準，且就

業率高低事關能否獲得政府財政資助，因此韓國各高校

在解決畢業生就業方面各用奇招，為畢業生想辦法、謀出

路。例如韓國工科類重點大學—國立金烏工科大學畢業

生就業率連年名列前茅，這得益于其建立的「自我面試系

統」。這套系統內存儲了2.5 萬個涵蓋各類企業風格的模

擬面試提問，以便學生們進行練習。該系統還提供全程錄

像服務，學生可在事後得到專家教授的指點。系統還能通

過學生簡歷和自我介紹找出弱點，提供類似就業諮詢的服

務。

另外，韓國外國語大學則從2009 年起引入了「學習

歷程檔案」制度，對學生進行綜合管理。所謂「學習歷程

檔案」指的是每個學生為就業而積累的各種資歷，包括學

分、外語能力、專業資格證、社會服務成績、海外研修成

績、各種比賽獲獎經歷和實習經驗等。學校通過對各項指

標進行動態監督跟蹤學生學業情況，對他們進行及時提醒

和督促，並在企業招收學生時，按照「學習歷程檔案」分

數排名高低進行推薦。此外，更多的學校通過開辦就業培

訓班、資助學生取得就業所需的資格證、設立實習培訓項

目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實習教育，並與相關企業進行互

助合作，為學生就業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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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韓國政府對於青年就業促進政策的相關做法統整

(1) 活化工作經驗套案

支持青年工作經驗訓練方案：藉由提供各種工作機

會，增進其規劃未來職業生涯的能力。

旅遊業之青年實習方案：僱用青年實習生從事旅遊

業，以減少青年失業，並培養旅遊業人才。

大學生中小企業實地經驗方案：透過演講、實地走訪

績優之中小企業，另有3 週之實地訓練，提供給科技

及工程領域的大學生體驗。

大學生農場企業起步訓練：提供訓練機會給有意從事

農場企業的大學生。

(2) 活化海外就業實習套案

海外就業訓練：提供符合資格者3 至10 個月的訓

練。

失業者海外就業訓練：提供有意願前往海外就業之失

業者6 至10 個月的訓練。

海外工作安置：為有意進入海外勞動市場的求職者，

提供諮商、工作安置服務。

大專生海外實習方案：提供大專生海外實習經驗。

(3) 強化青年職業訓練：政府規劃工作經驗套案支持青年之

職涯建構及技能發展；亦規劃短期公部門就業機會及擴

大職業訓練。

(4) 青年就業促進津貼：提供僱用失業青年之雇主12 個月

津貼，以及促進雇主僱用新進青年津貼。

(5) 職涯協助方案：提供高中生、大學生及15 至29 歲之求

職青年諮商服務。

(6) 弱勢青年就業服務套案：提供15 歲至29 歲之弱勢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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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中以下學歷者、求職期過長者、少年犯、中輟生

等)全面性、客製化的三階段就業服務。

總括來說，韓國的青年促進就業政策主要可分為「促進

青年就業特別法」與「職場體驗計畫」，前者主要為確立政

府扶助青年就業的原則，透過企業、學校、政府三者合作機

制，以培養有國際競爭力的青年人才。後者主要推動工作體

驗方案、觀光產業青年實習方案、中小企業職場方案、農

業實習方案、大學生農場創業訓練方案等。此外，也加強青

年的「職業訓練」及提昇「就業補助」、「就業服務」等推

動。長期而言，韓國政府希望能在目前的教育系統中引入更

多關於職業教育的觀念，讓孩子從小能瞭解職業與就業的含

意，並大力推廣產學結合的制度，以解決教育和需求不匹配

的問題。

韓國目前正在改變學校課程，以幫助學生獲得工作所需

的合適技能，並透過學校、企業和就業輔導中心之間的密切

合作，以促進高中畢業生的就業。同時，鼓勵年輕人創業的

各種支持措施，也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整個韓國社會漸漸

地出現越來越重視多樣化能力的氣候。以下介紹韓國近年來

的青年就業促進措施：

1. 擴大實施學徒制

韓國僱用勞動部(MOEL)宣布於2016年開始擴大實施

學徒制(原稱「產學一體型學徒制」)，將結合高中與企業

的力量，共同培養符合實務需求的人才，以有效促進青年

就業。

學徒制的基本原則為「先錄用後訓練」，參加的高中

生從高二上學期開始，同時學習學校教授的理論和企業

的實務課程，而企業則因為提早錄取與訓練學生，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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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再教育的費用。此外，僱用勞動部亦正在積極開發

同時結合高中階段學歷認證與國家職務能力標準(N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簡稱NCS)的新職業資格認證標準。

2. 擴大職業培訓規模，以解決青年失業問題

韓國僱用勞動部(MOEL)宣布將在2016年投入5,371億

韓圓來支援失業者、青年族群之職業訓練課程，希望藉此

以提升其職場就業力。提供予求職者的職業培訓課程(共

7,750項)中，約有70%的課程安排於上半年舉辦；支援經

費著重在與韓國國家重點或戰略性產業相關的職業課程，

如機械加工(模具)、資通訊技術(ICT)等。另，亦重視青年

職業能力的提升，並為青年族群量身打造職業訓練課程；

故針對無計劃就讀大學的普通高中三年級學生，2016

年計劃開設310個專業培訓課程(如飛機維修、機械維修

等)。

3. 提供青年財政援助及擴大公共實習計畫

首爾市政府(SMG)11月5日決議從明年起每月將提供

50萬韓元，協助19至29歲共3,000名的首爾市民，獲得大

學教育費用或就業支持，協助年輕求職者進入就業市場。

申請人須提交尋找工作或其他活動的計畫，而得到補助的

人將可獲得二到六個月的經費補助。

此外，首爾市政府預計2020年將擴大公共部門的實

習計畫，由原先僱用519名實習生擴增到每年5,000名實

習生，並將實習時間由11個月延長至23個月，該實習計

畫提供19至34歲的畢業生和求職者皆可參與。

4. 韓國政府於年底建立「青年希望基金」，資助青年求職者

和創造就業機會

韓國青年失業情況日益惡化，南韓於2015年9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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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組建「青年希望基金」，為青年求職者和臨時工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並由年底前新設的「青年希望財團」管理。

政府部門現在正研究將基金用於「青年創業小額貸

款」、「資助青年求職者」、「資助青年雇傭企業」和

「創造經濟革新中心相關支援」等方面。並且優先支援青

年求職者、不完全就業青年(鐘點工等非正式職業就業1年

以上者)和畢業後1年後仍未就業的青年，避開現在已有相

關資助的項目，避免基金運營重複。

此外，韓國銀行聯合會也表示KEB韓亞銀行、新韓銀

行、國民銀行、友利銀行和NH農協銀行等韓國五家銀行

將共同推出了青年希望基金公益信託，並將募集的善款用

於「青年希望財團」。

5. 提出「薪資高峰制度」，資深員工減薪省錢增加青年就業

率

韓國政府在2015年8月經濟復甦會議中提及施行四大

改革目標的重要性，分別為勞動力市場、公共部門、教育

以及金融產業。會議中表示，全球經濟的競爭將日趨激

烈，在這波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韓國除了出口出現衰

退外，經濟成長率也一再向下修正，未來三四年更將是攸

關韓國經濟能否導向長期、永續成長成敗的關鍵。

韓國政府表示公共部門在現有薪資制度是根據年資而

非表現的僵化制度，必須要有更彈性和考績為基礎的系統

取而代之，因而提出「薪資高峰制度」計畫，讓薪資達到

一定水準的資深員工逐年減薪，並保障期能做到屆齡退

休，省下來的錢則可轉僱用年輕族群，增加工作機會，而

南韓政府亦將同時對配合制度的企業給予補助。

根據韓國政府的計畫，強制退休年齡將延長至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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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制度將從2016年起先適用於公共部門與300名以上僱

員的大企業，2017年則全面實施。較高的勞動成本引發

資方不滿，「薪資遞減」制度可做為緩衝，然而卻因此引

發勞方不滿，由於遣散費(severance pay)的計算是根據後三

年的薪資，這勢必受到遞減的薪資所影響。

韓國僱傭勞動部資料顯示，近半數的韓國大企業均採

取了「薪資遞減」制度。大部分企業集團計劃將從明年起

實施每年削減10％的「薪資遞減」，其中之一是三星集

團，其子公司將依前半年薪資減少10%，然後連續五年如

此，例如：一個56歲的三星集團的員工將只有55歲薪資

的90%，57歲是81％，58歲是72.9％，以此類推。三星公

司表示，其「薪資遞減」制度將目前的退休年齡55歲延長

至60歲，同時在最後五年的工作年限降低10％薪資，以

讓僱員在三星有更長的任期。

現代汽車則將從明年實施「薪資遞減」制度，允許更

大的空間來僱用年輕雇員。該公司發言人表示，該制度的

具體細節，包括實施點及削減幅度都尚未決定，而節省的

成本將用來僱用新的年輕僱員，以增加年輕人的招聘和滿

足社會期望對於提高國家的整體工作保障。該公司還承諾

提供退休雇員機會找到新的工作，或自行創業，以確保穩

定的退休生活。

(三) 法國

法國總統歐蘭德2016年為了改善該國失業情形，修改

勞動法規，允許企業可彈性調整工時規定，每天最多12小

時、每周48小時。若有特殊情況，員工一可工作最多60小

時，也積極進行下列計畫改善青年失業困境：

1. 投入20億歐元來刺激就業、解決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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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2016年1月表示正面臨「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和持

續的失業問題」，此已造成「經濟和社會的緊急狀態」，

須要動用新措施，預計將投入20億歐元來刺激就業、解決

失業問題；未來僱用人數在250人以下之企業，雇主只要

每僱用一名失業者或青年，且合約期達6個月以上，薪資

為全國基本工資1.3倍以上，便可獲得2,000歐元之津貼，

計劃試行2年，相關促進就業措施立即生效。

2. 投入10億歐元進行職業培訓

在技能培訓方面，法國政府將投入10億歐元針對50

萬名失業者進行職業培訓，同時鼓勵企業聘僱學徒。歐蘭

德表示將節省其它領域的公共開支來籌集此計畫相關資

金。

(四) 德國

德國政府與工商協進會(Wirtschaftsverband)以及工會等

合作，讓大型企業能夠提供青少年學生更多的實習機會。目

前德國提供實習機會的企業多為中型企業和手工行業者。德

國在解決青年就業問題上素有績效，青年失業率低於各國，

主要有以下值得學習的地方：

1. 健全的就業法規體系

在德國，青年就業首先在法律法規上得到較為系統的

保障，這種保障是以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和勞動保護等與

青年就業密切相關的重大方面為基礎，構成了具有德國特

色的青年就業扶助體系。

在制度層面上，「實習制度」和「職業認證資格體

系」的建立與實施，通常被認為是德國解決青年就業問題

的關鍵環節。實習既包括進入企業後的正式訓練，也包括

在校期間以天或小時進行的間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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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備的「師徒制」職業培訓體系

德國在職業技術人力資源的利用和開發過程中，職業

指導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可以幫助青年提高選

擇職業的能力，加大就業機率，而且可以幫助拓寬青年的

職業發展前景。德國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完備，具體

來講，主要有以下幾點經驗：

(1) 有明確的宗旨與目標

德國職業指導的宗旨，是為每一個青年提供適合本

人能力和發展方向的就業諮詢和指導服務。其目標涉及

社會的各主要方面，包括使人力資源開發適應勞動力市

場供給與需求的上下波動；緩解就業壓力；避免或減少

國家失業保險等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社會弱勢群體培訓

和就業機會；爭取不同性別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

平等地位；加強勞動力市場中對勞動者個人責任感的培

養和雇主與員工之間的合作關係；提高新老員工的素質

結構，減少未接受正式培訓的員工在整體人力資源中的

比例；提高青年人選擇職業和自我推銷的能力；執行並

完善德國的終身教育體系。

(2) 有法定的指導機構

為了使職業指導得到國家法律的確認和保護，德國

聯邦法律規定，下列人員和機構有責任對青年進行職業

指導，這些人員和機構包括：中等學校的心理學專家、

職業指導員和教師；高等教育機構；聯邦就業服務部；

各州的社會與青年福利機構；各州政府。此外，私利學

校、行業協會和聯合會、私人職業諮詢公司、人事與諮

詢管理專家等人員和機構也有責任提供相關的職業指導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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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便利的、多樣化的職涯諮詢方式和途徑

為了便於諮詢者諮詢，提高職涯指導的效率，德國

在職涯指導中採取了多種多樣的方式和途徑，主要有按

約定的時間到各州、市就業辦公室面對面諮詢；如未預

約，可利用學校就業辦公室的開放時間面對面諮詢；電

話諮詢；網上諮詢；對有共同或類似求職問題的團體進

行集體職涯指導和諮詢；對較為複雜的個案，由就業辦

公室心理學家和醫療專家組成專家小組共同進行「會診

式」指導與諮詢。此外，對於學習上有困難或年齡尚未

達到就業年齡的年輕人，則可參加國家就業指導辦公室

資助的為期一年的預備職業教育，以幫助它們儘快成熟

起來，提高它們的職業選擇能力。

3. 嚴密的職業培訓體系

德國的職業教育及職業培訓分就學期間的培訓和員工

就業前的培訓兩個基本方面。按照德國職業教育法的規

定，各企業都嚴格把好「就業者必須先接受正規的職業教

育」這一關，也就是說，青年們必須經過正規的職業培

訓，否則就不能進入職場。德國青年在讀完普通中學後，

90％以上的人要接受職業培訓，準備進入職業生涯。經過

2～3 年的職業培訓後，還必須通過嚴格的職業技能、水

準考核，才能被企業吸納為正式員工。成為正式員工後，

還要參加企業的職前培訓，以強化專業知識和操作技能，

最後才能被批准正式工作。這樣一系列嚴格的職業培訓，

為青年提供了盡可能多的准職業經歷和社會化經歷，使青

年逐步完成「過渡期」。

青年從學校到就業的過渡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尋求見

習機會；第二步則在於雇主是否決定雇傭而成為正式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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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公司培訓和職業學校教育兩相結合，目的在於使青

年們畢業時成為勝任的勞工、產業技術工人或技術雇員。

德國採用的青年就業政策中較具特色分述如下：

1. 「實習制度職業培訓體系」與「職業認證資格體系」

在德國，接受過實習訓練的青年約占65％～70％。

通過嚴格的實習制度。參與實習的人數比率之所以較高，

與德國權威的職業認證資格體系密切相關。這種職業認證

管理非常嚴格，認證程式也很正規，因此在全行業中均被

獲得認可，對於獲得了職業認證資格的青年來說，意味著

獲得了就業的「入場證」。這種雙元培訓體制把培訓與就

業緊密結合起來，培訓內容往往就是職業工作技能，實習

地點往往就是將來的就業單位。更為重要的是，在德國這

些制度的實施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廣泛參與，例如在實習

專案的管理上，企業和員工代表都參與其中，共同商定培

訓內容和管理方式，並在其中引入了互惠機制，使各方利

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

2. 「學徒制」雙軌訓練制度

協助學生從傳統的教育銜接到職訓課程是學徒制成功

的關鍵，德國的Pre-apprentiship trainning即是協助青年準

備進入學徒制的方案，而這些協助通常只限於一年，主要

的對象為缺乏動機或基本技能的學生。

在歐洲，參與實習比例最高的國家是瑞士，其次是德

國、奧地利和丹麥，這些國家擁有優質的學徒制，而其共同

的特點包括：

1. 學徒與正式員工享有相同的法律框架，保護學徒的勞動相

關權益。

2. 雇主、工會、培訓機構和政府機構清楚界定彼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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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提升學徒制度的品質。

3. 確保學徒制度費用由公部門和私部門合理分攤，亦確保學

徒獲得合理的報酬。

4. 提供「邊賺錢邊學習」的機會，讓學徒制成為青年就業過

程中的唯一選擇，而不是次佳的選擇。

學校教育結合職業訓練，通常需要3 年到4 年的時

間。學生進入職業訓練學校學習理論，每週有數天到工廠

實習，並可由雇主僱用。學生在工廠實習所需經費，由政

府與雇主分攤，同時為確保學生實習訓練符合就業市場所

需，相關工會也會參與提供意見，於是政府、學校、企業

雇主、工會等形成在雙軌制度中的「夥伴關係」，我國勞

委會目前執行的「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即是仿效此制度。

學徒不用擔心被當成廉價勞動力而學不到東西。職業教育

有嚴格的課程標準和品質監測體系，企業中擔任師傅的

人，也要經過國家考試才能取得資格。在瑞士的產學合作

中，企業會進行成本和收益的評估，給學生提供合理的培

訓對企業和學生來說都很重要，也是調動企業積極性的關

鍵。

5. 近年採行「青年就業保證計畫」(Youth Guarantees)

「青年就業保證計畫」是指提供尋職青年個別化的

需求評估和就業(含工作、訓練或教育進修或其他積極性

機會)計畫；此係深度就業諮詢與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整

合；1984年瑞典採行，1993年挪威採行，1996年丹麥和

芬蘭採行；近些年來，德國、奧地利、德國、荷蘭和波蘭

也都採行。

整體而言，為有效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各國際組織及

主要國家均揭示應兼顧前端教育系統與後端職業訓練，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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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協助最弱勢的青年，並重塑勞動市場政策，相關精神與

做法確有積極的參考價值。

歸納目前世界各國全力推動青年就業，以培植未來

國家競爭力，紛紛提出有關青年就業力的相關政策與措

施。像英國自2008年起，便採取NDYP(New Deal for Young 

People)的改良方案，主要透過就業諮詢顧問(Gateway)每星

期與青年面談，來檢視青年的求職需求；法國則是透過社

區工作方案(community jobs)來僱用低教育程度、無工作青

年或長期失業者，進行社區服務工作，來增進其就業力；

日本則是推出Hello Work、Job Cafe，透過職涯顧問師和綜

合服務機制，主要輔導「尼特族」和「飛特族」順利移轉

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並建構人際關係使其成為社會網絡一

員；韓國則是從經濟政策方向著手，積極推動實習計畫

(internship program)，在2010 年上半年就雇用了3.7 萬名

大專畢業生。

參酌其他國家的做法，可知青年就業之職涯諮詢的必

要性，也可加強社區服務等學習機會，提升失業青年的能

力，近一步擬定經濟政策與提供良好就業機制益顯重要。

綜整歐洲國家(德國、法國)與亞洲國家(日本、韓國)推動

青年促進就業之相關政策，可供我國推動青年就業促進政

策未來規劃之參考。 

四、主要國家因應智慧生產趨勢，提升勞動力素質策略

全球工業4.0的起點應該就是2011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

(Hannover Messe 2011)，因為工業4.0一詞首次出現。德國各

界積極的響應，促動了2012年德國產業界與研究機構組成之

工業4.0工作小組，並於2013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Hannover 



肆、主要國家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提升勞動力素質策略 ���

Messe)公布研究成果。隨著每一年的工博會的持續宣傳，德國

聯邦政府在2015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Hannover Messe)宣布

拉高「德國工業4.0」的層級，並由政府與產業共同引領工業

4.0標準與人才培育課題。

所以，工業4.0於2011年首次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提出，

德國政府隔年訂為國家重大政策，由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聯邦

經濟及科技部雙主導，結合傳統機械業、電子電機業及資通訊

業，建立產官學研共同平台，以西門子、SAP、博世等大企業

帶小企業的方式推動。

德國聯邦政府的積極推動與中國大陸面臨產業結構轉型

(新常態結構轉型課題)，也引起中國加入工業4.0政策推動行

列，企圖用工業4.0的新詞彙重新推動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政府官方文件第一次出現「工業 4.0」是在2014

年10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德國所簽署的《中德合

作行動綱要：共塑創新》。在該行動綱要中，中國大陸將「工

業生產的數位化」稱為「工業4.0」，並與德國的國際合作與

標準制定課題。

對應到「德國工業4.0」政策，中國大陸稱為《中國製造

2025》。

《中國製造2025》相關背景，包括：中國工程院在2013

年1月啟動「製造強國戰略研究」重大諮詢專案。經過一年

多的研究，提出中國製造業由大轉強的三階段路徑圖，並提

出「中國製造2025」之第一階段目標。最後，《中國製造

2025》一詞出現2015年3月5日中國大陸兩會之 2015年政府工

作報告中，並於3月25日之國務院常務會議中通過了《中國製

造2025》實行方案。

工業4.0已經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成為如何做(How)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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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同點僅在於各國製造業問題不同，因此各國針對工

業4.0概念的推動有了不同的政策方針，包括德國、日本、美

國、韓國與台灣等。

當歐盟國家年青人平均失業率高達兩成以上，甚至有些國

家達五成以上，德國卻做到全歐最低，德國政府、學校、企業

與公益團體做了什麼是值得探討與學習。1990年東西德合併

統一時，被譏笑為歐洲病夫的德國，很難想像，與目前呈現出

一種穩定向前，截然不同的感覺。

根據OECD統計，2018年歐盟國家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人

口失業率，平均高達22.8％，西班牙甚至高達五三％。而德國

青年人口失業率卻能維持在8％左右，是歐盟國家最低。也比

台灣的青年失業率12.6％還低。英國《經濟學人》曾以「德國

教育與訓練，歐洲新政？」為題，報導了歐洲各國包括希臘、

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紛紛與德國簽屬協議，希望德

國協助它們建立技職教育體系，解決年輕人失業的問題。教

育，儼然已經成為德國最熱門的出口項目之一。全世界都在

問，德國是怎麼做到的？為何他們的年輕人，有能力去面對快

速轉變的全球化競爭？為什麼他們可以從歐洲病夫，轉變成歐

洲穩定的力量？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市場，占歐盟16%的人口創造了歐盟

20%的國內生產總值，經濟發展上服務業和工業是重要的經濟

支柱。德國工業的發展在歐洲具有重要的影響與領先的地位，

其在全球競爭力評比的表現也一直是重要的標竿對象。在德國

產業發展上，技術與製造的能力一直是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基

礎，這也使得在面對金融風暴或是歐債危機同時，尚能在經濟

與產業活動中，維持穩定的運作。能維持持續穩定的發展，與

德國企業結合政府普遍對於研發創新、人力培訓的支持，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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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中小企業也願意投入資源支持，進行研發創新有關。而為

因應未來的挑戰與競爭，德國也從政策與環境建構上持續培育

能力，以因應之。

 德國企業與社會各部門參與教育的方式，最可貴的不在

於台灣企業所習慣的捐錢、捐硬體，而是提供了跨界的專業、

創意與腦力連結所產生的綜效，也就是串連腦力與資源。

德國人沒有將人才培育的責任都丟給政府或學校。不論是

企業、學者、民間團體、研究單位，乃至於老師、家長，都

積極主動參與教育行列。提出創新靈活的做法，並整合各界資

源，共同做出有效的改革。例如：德國著名的「雙軌制教育」

(dual education systems)，就是企業與學校密切合作的例子。雙

軌制透過企業與學校合作，提供技職體系的學生一邊在學校上

課，一邊到企業學習的機會。選擇雙軌制的學生，要先申請到

企業學徒訓練的機會。進入雙軌制課程後，學生每週有幾天到

學校上課，另外三到四天，則到企業裡接受學徒訓練。企業與

學生簽有合約，訓練期間學生有薪資可拿，企業並提供實際工

作技能的教導。學程大約三．五年。位於科隆郊區的福特汽車

廠，甚至為了增加女性參與工程領域的比例，和柯隆的學校合

作設計了「女性參與科技生涯計劃」，鼓勵女學生到福特汽車

實習、認識傑出女工程師、受訓，甚至當學徒。

德國的雙軌制有國家設定課程標準與相關規範，也有機構

來認證訓練的標準、品質。由於雙軌制提供了實務與理論結

合的經歷，大大提高了學生就業的能力與機會，使得雙軌制課

程變得愈來愈熱門。目前德國已發展出350種專業的雙軌制課

程。 為什麼德國的企業願意投入跟學校合作？愈來愈多企業

了解到，與其等到大學畢業後再去訓練，不如先挑選出好的學

生，送他們到企業訓練，及早培養他們實做的能力。很多雙軌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制的課程，是由企業與學校一起規劃，甚至部份的老師就來自

業界。

一直以來，德國人很自豪德國不但是音樂家、詩人、哲學

家的故鄉，更是科學家的祖國。他們自認為是創意與務實的

國度，而這也體現在他們的教育裡。例如：「未來來自於創新

聯盟」(zdi-Networks)是由德國教育當局發起，結合了企業與大

學的資源，提供中學生各種校內外加深、加廣的課程。他們在

德國波鴻當地七所高中成立創新實驗室，提供二十九門工程課

程，參與的學生有七百多位。此外還提供了豐富的校外活動，

例如，為期兩週的假日營隊，一週在當地進行實驗課程與參

訪，一週到國外參訪。

更重要的，他們不只教學生，也訓練學生去教別人。例

如，科技小老師的課程，就是由十年級學生擔任講師，為五、

六年級學生進行科學工作坊。而五、六年級學生甚至要到幼稚

園，教導最簡單的實驗。位於德國波昂的聖莫里茲阿恩特中

學，則強調每個學生一定要把自己所學分享給學弟妹。

在德國的企業可以參與教育，共同為社會培育人才， 德

國北威州企業雇主協會，推出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學習和生涯探

索方案，幫助企業提早從學校發掘未來人才。 這些小小的實

驗，是由北威州企業雇主協會和大學裡的教授合作，針對幼稚

園六到十歲的孩子所發展出來的職涯探索。總共有五十二種有

趣的實驗，協會將他們組合成一個「迷你現象」實驗區，透過

在社區或學校設立基地，推廣科學教育。已經有超過五百所小

學使用過「迷你現象」實驗區。這只是企業雇主協會眾多的教

育推廣方案之一。他們每年大約投入一百萬歐元(約四千萬台

幣)，推動科學理工人才的培育，投入的金額不算多，但卻很

有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有清楚的策略，加上企業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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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靈活整合。

該協會所有的教育行動方案，主要強調兩個重要的原則：

一、根據「教育鏈」(educational chain)的概念，來發展人才培

育的內容。二、要能讓學習者自在創造出自己的學習經驗。也

就是對人才的培育，從幼兒到進入職場，都有不同的發展策

略。而且強調透過學習者的親身體驗來學習。在教育鏈的思考

架構下，他們設計了一系列從幼稚園到職涯探索的科學人才培

育方案。例如，他們特別為幼稚園的小朋友設計了一套有趣，

且容易操作的自然科學教材。每個實驗只需一頁圖解步驟說

明，小小孩就可以自己按圖嘗試。

針對十四到十六歲的學生，雇主協會則會每年舉辦職涯探

索之旅與建立優質學校認證。首先，他們會找到一個很大的場

地，讓四、五百名來自各校的學生，與十五家左右的當地企業

聚在一起。在四小時的活動裡，參與的企業會在各個桌上，提

供包含了十五到二十種職業領域的測試。例如設計一個小小

電路板，每位學生大約花十分鐘時間進行一個測試。而在測試

的同時，相關的企業人員就會在旁邊觀察。企業雇主就能夠指

出，哪些孩子很有天賦。他們會跟這些學生保持聯繫，甚至會

寄邀請函，請學生到公司做進一步的測試或提供訓練的機會。

這個活動可以讓企業觀察到學校教育的成效，也能幫助學生及

早了解企業的現況。」

至於建立優質學校認證，除了根據教育鏈的概念縱向扎

根，雇主協會也橫向整合資源，串聯最好的學校與老師，共同

推動教育品質的提升。其中一個做法，就是建立起一套民間的

優質學校認證機制。科學教育表現優異的學校，協會授予認證

標章，成為科學教育計劃的聯盟伙伴。協會每三年會給予一次

認證，三年之後，同一所學校可以再度申請認證。目前北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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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一○四所各類型學校，通過它們的優質科學教育認證。根

據雇主協會的調查，通過認證的學校，不但較能夠吸引好老

師、提高對學生、家長的吸引力，也能吸引更多企業與學校合

作。

此外，雇主協會還會協助這些聯盟學校訓練老師、建立學

校間的合作，舉辦大型學生活動，像是科學營、科學競賽，並

整合當地資源。例如，協會與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合作，提供

老師各種進階的生涯輔導訓練，並成立教師網站，提供教材、

影片，與各種教育訓練工作坊。根據執行這麼多的教育方案經

驗，推動教育創新不必每件事情都自己做，重要的是找到最佳

方案，然後說服企業支持，提供支持。

德國對於職業教育的重視，深植於中世紀的學徒制，並受

到Luther宗教改革對於「職業」概念的影響；在制度上，則以

《職業教育法》為法律框架，明訂國家、學校與業界之不同權

責，以兼顧不同層面的利益與需求。二次大戰後，西德在滿目

瘡痍的廢墟中創造了令人驚豔的「經濟奇蹟」，而對於高級

應用型人才的需求日殷，因此，在1960年代設立專門高等學

校；該類型學校從成立之初，便樹立其有別於綜合性大學的新

型高等教育機構，形成其獨特的辦學定位與人才培育模式；此

從招收有實務經驗的學生、徵聘具實務經驗的教師、設置應用

性專業、強調應用導向之教學與研究、強化產學合作、建立不

同類型之評鑑機制等環節，而成功地發展為「不同但等值」的

高等教育機構。

德 國 培 育 高 級 應 用 型 人 才 ， 主 要 以 專 門 高 等 學 校

(Fachhochschule)為主軸。該類型學校為德國培育高級應用型人

才最重要的機構，其為德國社會培育了近五成的資訊與企業經

濟領域人才，以及三分之二的工程師；再者，專門高等學校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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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的失業率自1980年以來，一直低於綜 合性大學，以2005

年的統計為例，前者為3.8%，後者則為4.3%，且前者的就業率 

(Erwerbstatigenquote)為87%，亦高於後者的85%。

由於高齡化發展趨勢影響，使得德國未來也將面臨人才缺

口的問題，因此在高科技戰略中，對於全球人才的引進有更為

開放之態度，目的是要強化對於人才培育之投入，以為未來產

業發展建立基礎。在推動之作法上主要有幾個方向，第一是鼓

勵職業教育取得優秀畢業成績的學生，能再進一步攻讀大學

文憑。其次是吸引學生學習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的研究領

域，以彌補未來產業在特定領域的人才缺口。三是吸引高科技

人才進入德國就業。為吸引國際人才，德國做法主要是強化德

國在科研領域對全球的吸引力，補助大學院校科技研究活動，

提升吸引力，且也給予學校在人才聘用上的彈性。其次是放寬

技術移民政策，讓企業可以擇優錄取外國員工。過去在任用

上，對於急需就業的勞動人力，才得聘任，而後調整為企業可

以有更多彈性選聘優秀國際人才。第三是要能讓國際研發的國

際交流，因此提供國際傑出研究學者補助，鼓勵赴德國進行研

究。

德國因應未來挑戰，2006年德國發佈了《德國高科技戰

略》，這是德國在國家層面發佈的創新戰略。這項戰略提出的

背景是，德國雖然是全球重要的出口國，但在成本上缺乏競爭

力，很多企業將總部或製造基地從德國轉移到了其他國家。

本項高技術戰略主要之目標是要藉由創新，克服成本劣勢，

使德國保持全球市場領導者的地位。2010年德國又提出《德

國高科技創新戰略2020》，重點關注氣候變化與能源、健康

與營養、移動、安全和通信等5大領域。其中，並於2012年提

出工業4.0未來計畫，這是《德國高科技創新戰略2020》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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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劃，此後又於2013年提出《保障德國製造業的未來：關

於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在戰略之建議中強調充分

利用資訊通訊技術和網路空間虛擬系統-資訊物理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簡稱CPS)相結合的手段，將製造業向智慧化

轉型。

在德國工業4.0發展規劃的概念中，重視建立具彈性的數

位化產品與服務生產模式。在模式中，傳統的行業界限將消

失，並會產生各種新的活動領域和合作形式，也因為製造型態

與活動之轉變，使得創新過程與產業鏈分工也可能被重新調

整。

德國產業人才培育，教育雙軌制一直是德國在專業人才培

育的做法，在雙軌制教育體系中，學生每周定期至企業參加技

能培訓，結業之後只要通過工商協會舉辦的統一考試，證明其

具有某領域之專業的能力，就可以在特定領域中就業。此外，

為因應產業結構發展轉變的需求，在培訓之方式上也進行調

整，包括提高培訓的標準、開發新的職業培訓項目或是設置跨

業的培訓課程等，以因應新興產業技術發展之需求。

德國西門子公司認為實現工業4.0，人才培育不容忽視，

「機靈人和」將是打造智慧工廠的成功方程式。現階段有關智

慧工廠的討論，多為提升工廠設備、機器與機器溝通，以及聯

網和數據分析等性能，然而除硬體設備的升級外，德國西門子

(Siemens)認為，相關作業人員能力的提升亦致為重要，如此才

能達到最佳的人機協同運作狀態，加速工業4.0的到來。

工業4.0是人機協作，因此改善人的能力也是智慧工廠成

功的關鍵。人是重要的監控者，也是核心決策者，因此除了機

器須要改變，人也必須改變；台灣製造業邁入工業4.0時代，

除推出虛實整合解決方案，利用IT打造更好的架構環境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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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培養人才。以西門子在德國柏林管理學

院來看，它可提供工程師訓練，並透過整合學科教育，例如

SMSCP機電系統認證課程，能培養製造業所需的人才；同時可

以安排台灣老師至德國受訓並獲得認證。

此外，依據西門子公司經驗，每當製造業增加一個工作機

會，其他產業亦增加2.2個就業機會，同時製造業占全球GDP

比重是17%，顯示製造業為十分重要的行業。然而該產業眼前

也面臨邁向工業4.0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該如何利用科技縮

短產品上市時間、擁有更友善的生產環境、製造更佳的產品以

及提升生產效率。為了解決上述挑戰，工業4.0須要用IT強化

連結性，過去網路已在電信產業掀起革命，未來也將於製造業

掀起波瀾，透過垂直整合網路系統，可提高生產效率和附加價

值；基於此點，企業可以透過事先製造虛擬模型來得知產品設

計有無問題後，再製造實體模型，進而智慧化生產，以融合虛

擬產品設計與實體製程的方式，降低生產複雜度，令生產更具

彈性。

以工具機為例，過去利用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

(CAD/CAM)生產產品時，必須不斷嘗試錯誤，才能產出正確產

品，但若可事先利用虛擬系統模擬實際生產模型，將更有助降

低產品設計的錯誤。

打造工業4.0人才，最為重要課題，為培育具備動手實做

能力與能建構智慧系統的創意新型產業人才。工業4.0人才培

育不易，往往需要融會多重跨領域知識，並具備解決系統問題

的能力。企業可以透過產學合作進行工業4.0人才培育，並將

學校當呈基地，如此不僅能幫助學子通過動手習得業界最新自

動化與工業物聯網(IIOT)技術，讓校園教育與業界實務的緊密

整合、為台灣下一代創新工程人才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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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產學合作計畫，將透過圖形化軟體程式工具，與業界

同級的硬體教學實驗平台，引領學生進入全實作的環境。並配

合校方完善的IoT課程規劃，使學生能實際動手習得物聯網技

術、大數據管理、雲端運算、人工智慧、雲端服務、智慧機器

人等未來工程人才必備之核心能力。

智慧工廠是製造業的必然方向，但台灣業界對於該如何建

構智慧工廠仍多半處於摸索階段。為此，學校可以著手於校內

推動工業4.0 示範智慧工廠，為尋求智慧自動化的業界廠商、

智慧自動化設備廠商與下一代人才，打造一個實踐與媒合的共

同平台，落實工業4.0的產業升級目標

設置於首都柏林之德國西門子教育訓練中心，目前總共

有1,350位實習生及學生，其中有400位是來自於地方合作對

象。職業學校教育並配合企業實務訓練；在柏林地區的外部公

司也有眾多的合作對象；在技術及企業部門，提供大約20種工

作性質，作為綜合性教育訓練；西門子工業技術學院(Technik 

Akademie，簡稱TA) 也提供國際計畫(International programs)、

學士學位計畫(Bachelor programs)；此外，也提供內部員工教育

訓練。

西門子認為工業4.0下的教育趨勢，應將人才培育上中下

游串接起來，分述如下：

(一) 政府部門

1. 在關鍵領域設定明確的目標及教育方針

2. 提供產業升級、改善學習環境清楚準則及資助

(二) 產業部門

1. 整合數位工廠藍圖並建立數位平台(結合自動化系統)

2. 科技及產業快速的改變，老師需要更多的產業經驗，進一

步去發展創新方式並取得技能；產業應蓋成為教育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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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習計畫將會變得更重要。透過計劃能夠減少理論與實務

之間的隔閡

(三) 教育部門

1. 利用高科技增強現有的教育內容，將學習環境及設備提

升、同步產業標準

2. 創新教學策略、新的學習對象(範例)

3. 必須發展跨學科知識及技能

4. 加強與產業需求相關的教育計畫認證

第四次工業革命，關鍵還是在人，眼看工業4.0就要顛

覆製造業，相對應的教育體系，是不是也必須翻轉？德國一

直以細分三百多個職科與產學合一的技職體系聞名。然而，

工業4.0時代到來，「專」卻成了缺點。「它需要跨資訊、

電子、機械的人才，」德國電器電子製造商協會研究總監戴

格納指出，德國現在的教育體系，無法培養這樣跨領域的人

才，必須改變。所以，教育跟不上一切都白搭，德國的工業

4.0政策，一開始就採取聯邦教育及研究部、聯邦經濟及科

技部的雙部會主導。

台灣不少工具機業者到目前還是採取試錯的方式生產。

懂ICT(資訊與通信科技)的人很多、懂機械的人也很多；要兩

者都懂的？學校沒教，業界也幾乎沒有這樣的人。歐姆龍、

三菱和西門子等，直接和多所技職學校合作，把這些全球主

要工業大廠的控制器系統知識，帶入學校，甚至在校內打造

實驗室，直接模擬智慧工廠控制室。

許多人認為，工廠智慧化，人的角色會被取代。德國工

業4.0戰略估有八個工作項目，其中只有三個在講技術，其

他五個都在講教育的改變，如何能讓德國的藍領階級能夠提

升成程式設計師。德國雙部會正在和企業界合作研究，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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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職能必須跨領域、甚至跨產業；然後區分出哪些職能先由

企業的內部訓練支應；哪些跨領域技能是要導入學校教育體

制，長期打基礎。德國工業4.0計劃，政府的一大部份經費

是投在教育上，德國工業4.0產官學聯盟即將提出如何改變

技職體系的具體方案。過去，台灣技職體系培養的人才，曾

是台灣製造業快速起飛的動力，面對這波來勢洶洶的工業

4.0革命，不光是企業界，技職體系迎難而上，更是台灣產

業轉型升級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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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德國與荷蘭之工業4.0與智慧生產發展情形

一、考察德國與荷蘭之工業4.0與智慧生產介紹與心得

由於人口結構變遷，造成少子化與老人化，全球工業化國

家勞動力減少，再加上高等教育擴充，對於企業人才缺口形

同雪上加霜，從台灣、荷蘭、德國到美國，從製造業、商業到

服務業、醫療業與銀行業到農業，所有的行業都在應用「工

業4.0」、「智慧生產」、「大數據與雲端運算」、「人工智

慧」，工作現場都已因工業4.0等科技網路，開始產生量變與

質變。因應國際競爭與產業變化，我國教育與職業訓練應趁早

往下扎根與調整，政府、企業、學校要攜手共搭人才培育平

台，人才培育的重點，為訓練具系統整合力的人才，實為當務

之急。

工業4.0與智慧生產的來臨，改變了各行各業的人才面

貌，傳統教育模式已不符現在需求，工業4.0與智慧生產需要

什麼樣的人才？傳統學校教育和現行的職業訓練也無法養成？

工業4.0與智慧生產需要跨界人才，這樣的人才不能只在學校

實驗室教，一定要產學合作，由企業提供設備，讓老師帶著學

生實際操作，學到扎實知識與技能，國家的競爭力才能提升，

所以，政府要重新調整產業發展政策外，企業更要全身改造拚

升級，不只手搖杯工讀生、農夫與醫生要懂大數據、廣告行銷

要懂社群媒體演算法、機械工程師與現場操作員即所謂黑手師

傅更要懂IT界面……，這是全球工業4.0與智慧生產的職場實

況。從德國、荷蘭到台灣；從製造業到服務業、銀行業、醫療

業到農業、正規學校教育到職業訓練；從營運模式到工作現

場、工作者的樣貌，逾百年來最大的改變，正在發生。

「工業4.0」、「智慧生產」、「大數據與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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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隱形冠軍」等製造業新趨勢與新觀念引進台

灣，不僅幫助企業掌握產業變革，並且形成政府的新經濟與產

業發展政策。本人蒙孫運璿學術基金會贊助，今年4月19日至

28日安排參加「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ek & Hannover Messe 

2017」歐洲國際機器人週&德國工業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考

察德國與荷蘭等先進工業國考察學習，發現工業4.0等掀起智

慧生產與人才需求大，從製造業、服務業、醫療到農業，所有

行業的工作現場，都因工業4.0而改變。在荷蘭，種田的農夫

說：「我只做電腦叫我做的事」；在德國，一家家工廠連上開

放式操作平台管理工廠，智慧化生產及整合性的決策系統不斷

推陳出新；本人今年三月與四月分別參觀在台中的台積電與友

達光電工廠，它們也已經朝往「智慧生產與無人化工廠」方向

前進。智慧生產所需工作現場情境變化的如此急速與劇烈，那

麼我們人類的優勢是什麼？原來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都跟

不上時代改變，所以，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我國勞動

市場與人才培育策略為何？因應少子化之高教轉型應開往哪個

方向，是應該深思熟慮之後再出發，以下介紹本人參訪行程內

容與心得：

(一) 參訪行程

4/19(三)

【企業參訪】Maasvlakte Oil Terminal(MOT) 

於此處同時參訪 Falcker 與 VERTIDRIVE BV 兩家公司的

應用。Europoort 是荷蘭鹿特丹港一個毗鄰工業區的區域，

位於萊茵河和默茲河口邊的南邊，由荷蘭、德國、比利時和

部分法國組成的腹地，Europoort 也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繁忙

與進入歐洲的主要入口，深水港的地形優勢使得重工業所需

之石油、煤與礦，以及汽車業等，都在這個腹地進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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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油槽或倉儲，龐大的吞吐量吸引各機構在此研發與投資

新技術，在此地將以維護與檢查主題進行企業參訪，除了 

MOT 本身在物流上強大的運管實力，也包括其他維修與系

統設備廠商所提供的服務。

Maasvlakte Oil Terminal 簡稱 MOT，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油碼頭之一；45 年來，MOT 在石油生產和五個主要荷蘭煉

油廠之間的物流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該公司在原油的儲存

與轉運上有著完備的倉儲設施和廣泛的地下管線，我們將透

過專人帶領了解該企業的智慧化管理，展示潛在的維護和檢

查新技術。

Falcker Innovations 是一家年輕的高科技、專注於石油與

化學工業的檢驗和諮詢公司，該公司開發無人機攝影以影像

的方式強化 MOT 檢驗機制。在此將向我們展示使用多個攝

像機(FLIR， RGB，IR)監視 MOT 資產的狀態，通過無人機

捕獲此檢查數據，並在為 MOT 客製化的儀表板中察看。

4/20(四)

【企業參訪】參訪恩荷芬(Eindhoven, the Brainport Region)的

智能物聯移動與智動化車輛 

恩荷芬是荷蘭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歐洲領先的科技中心

之一，地處西歐悠久科技中心的戰略位置，在科技領域排名

第一。大多數荷蘭汽車業，如世界領先企業的 DAF 卡車、

VDL Groep、TomTom、艾恩德霍芬大學和特斯拉的營業地點

都集中在 Brainport 這裡，我們將至以下地方的參訪，來更

了解荷蘭智能運輸的先進科技。

TESLA 裝配廠 (Tilburg)

這一座最新科技廠房佔地 18,900 平方公尺，具有充分

的空間可容納自美國送達的全新 S 系列車輛，因此，當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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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抵達歐洲之後，會先在這裡進行最終組裝，再後送至歐

洲各地交車。

Eindhoven Technical University 恩荷芬理工大學

Eindhoven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cience (AES) 

laboratory 汽車工程實驗室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cience 

(AES) laboratory at Eindhoven Technical University, de Zaale, 

building Gemini.

任飛利浦的執行長 Gerard Kleisterlee 畢業於此大學。我

們拜訪(AES) laboratory 汽車工程實驗室，了解以下幾款車款

的實驗方法：DAF Truck -- 完全儀表化的協同駕駛、Renault 

Twizy – 零排放電動概念車、VW Lupo Electric – 大眾電動

車

4/21(五)

【醫院&實驗室參訪】參訪荷蘭醫療創新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與醫療機器人密切合

作。醫療用機器人增加了外科醫生的精度和重複性的穩定

度。，也幫助醫院節省成本、減少浪費、改善患者護理，同

時提供持續預測及追蹤。 荷蘭的生命科學及醫療相關的網

路成長迅速，無論是在連結產業、機構與政府都走在前端。

透過以下參訪，掌握荷蘭與健康醫療產業的創新突破。

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 (Da Vinci 手術機器人應用)

這是一家頂級的臨床培訓醫院，約有 45 萬人依靠 

Reinier de Graaf 進行醫院護理訓練，與 TU Delft的工作人員

以及 Reinier 和醫院以外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緊密合作，包

括 ICT 專家，技術人員，工程師，分析師，供應商和研究人

員。在這項研究中，適當的支持系統進行了更好的測試，最

終目標是實際支持，使環境在系統和環境中執行的醫療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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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安全和高效。

代爾夫特科技大學生物力學工程系(TU Delft Technology, 

MISIT Lab) / Surge-On Medical

TU Delft 是荷蘭規模最大的傳統研究理工大學，範圍涵

蓋了 理工科學的各個領域。165 年來，台夫特科技大學的

科學家和學生 不斷致力於科技領域的最新發展。我們也拜

訪與 TU-Delft MISIT lab (微創與介入實驗室)合作之 Surge-On 

medical，了解他們正開發中的無線型內視鏡手術連結器，以

克服傳統內視鏡手術器械清潔不易的問題，並且減少組織沾

黏器械。

【企業參訪】自動化農業與園藝解決方案  

韋斯特蘭(Westland)在海牙、鹿特丹和荷蘭之間的地

區，以其溫室園藝而聞名，因此被稱為霍爾蒂谷和玻璃城，

是世界上溫室園藝最大的連續區域，在農業、園藝機器有許

多應用。

成立於 2001 年，有 11.000 平方米的溫室，其中 5000 

平方米用於技術示範。過去幾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知識中

心，並成為種植者、研究機構、技術供應商、學校和政府之

間的交流平台。

4/22(六)

【 示 範 案 參 訪 】 參 訪 鹿 特 丹 示 範 自 動 港  R o t t e r d a m 

Autonomous Harbour RDM (Rotterdamsche Droogdok 

Maatschappij) 

鹿特丹是港口創新的熱點：這是未來製造業正在形成的

地方。它的前身是造船廠，因為接近市中心，現在則轉型為

新創基地，擁有一系列私營部門、教育和研究計劃等。在他

們致力創新的同時也有助於“智慧港”的發展，使得 R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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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獨特的動態環境。 

在海運的世界中，無處不在的機器人和其他無人系統，

如何執行任務呢？他們如何意識到自己的環境？如何與分

享工作空間的人類進行互動？2014 年RDM 專業技術中心推

出 Aquabots(機器人船/水生無人機)的多年計畫，使用機器

人和自主無人駕駛船與傳感器結合是海運部門的重要發展。

Aquabots 在 RDM鹿特丹有兩個測試地點：(1)創新船塢大樓

內的工程實驗室，與橋樑模擬器配對，(2) Drone 港外開放水

域的獨特實驗場所。鹿特丹港口不定期為企業和教育機構提

供空間，進行水上無人機和自主航行的研究和測試。

【文化體驗】參訪世界最大的球莖花園－「庫肯霍夫公園

(Keukenhof)」

15 世紀時，庫肯霍夫(Keukenhof)這個地方原本是一位

女伯爵 Countess Jacoba van Beieren 的狩獵領地，當時女伯爵

在後院種植了蔬果草藥等烹調食用的植物，而將這個地方命

名為Keukenhof。所以庫肯霍夫在荷蘭文的原義是：「廚房

花園」，也就是「keuken(廚房)」與「hof (花園)」兩個字合

起來的意思。 

一直到 1949 年，一群來自麗絲(Lisse)的花農為創造一

個開放空間式的花卉展覽場地，於是計畫將庫肯霍夫這個地

方規劃成可以讓花朵自然生長、吐蕊的花園，而後來參加的

花卉業團體越來越多，花卉的種類也因這些人的投入，培

育出更多的品種。每年 9 月底至初霜來臨之前，庫肯霍夫

公園會種下 7 百萬顆不同花種的球莖，其中鬱金香就有約 

1,000 多種，在花農的細心照料照顧下，以期待隔年春天一

片片花海，數百萬花朵齊綻放爭、奇鬥艷的壯觀美景。

4/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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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驗】GIETHOORN

有「綠色威尼斯」之稱（也有人稱「荷蘭威尼斯」的羊

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自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

好位在兩個冰磧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

土壤貧瘠且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植

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為了挖掘

出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道

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物資，

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4/24(一)至4/26(三)

【展覽參觀/全日】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工業展

漢諾威工業展是世界上整合產業的領導展覽會，展出包

含自動化技術所有面向，從感測技術到協作型機器人，產品

製造軟體到工廠控制、端對端資料連結的所有解決方案到人

工智慧發展平台。想看製造業未來趨勢以及產業如何彼此

整合，漢諾威工業展是您不可錯過的地方， 2017 漢諾威工

業展將環繞「數位分身」、「協作機器人」，以及「人工智

慧」三大主題。2017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7 大展項包括研

發、工業自動化、數位工廠、工業零組件、能源、傳動控制

及空壓技術。

【特別規劃 09:30～10:30】SCHUNK 專人導覽 / Hall 17B26 

接待代表:

Mr. Christos Mpamiatzis  (Senior Area Manager Asia 亞洲區的

資深業務經理) 

德國 SCHUNK 是一家全球技術性公司，產品自動化機

械夾爪、機器人附件、CNC 車床、綜合加工機銑床全系列零

組件是全球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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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規劃 14:00～16:30，AI、IOT 主題專門導覽】

1.  Beckhoff Automation / Hall9F06 

2.  Siemens / Hall 9D35 

3.  Pilz GmbH & Co. KG / Hall 9D17 

4.  Endress+Hauser Messtechnik  / Hall 11C43 

5.  Technologie-Initiative SmartFactory KL eV. / Hall 8D20 (6) 

6.  Intel/ Hall 7D12 

7.  Gesis mbH/ Hall 6F04

(二) 參訪重點內容介紹

1. 荷蘭重點內容

(1) 台夫特市 (Delft)臨床培訓醫院Reinier de Graaf與ICT連結

參觀荷蘭後發現該國擁有非常多的先進工業技術，

尤其在生命科學及醫療數位化，更走在世界最前端。

台夫特市 (Delft)的大型臨床培訓醫院Reinier de Graaf，

與ICT產業連結的程度，更居世界之冠。傳統手術房裡

的人力配置，包含主刀醫師、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醫

師助手、麻醉醫師、兩名護士。一班人馬動輒持續站立

好幾個小時操作手術。但在Reinier de Graaf醫院的手術

房，只有病人躺在手術床上，身邊沒半個人，四周都是

數位化的醫療器材，功率、數值全都根據病人狀況和手

術需要，經合過護士事先設定好。病人手術部位上方，

達文西微創手術機器人的四隻機器手臂在動作著。

在遠處有一個中央影像系統監控，並有一名助手醫

師目不轉睛地盯著螢幕。主控台上，主刀醫師厄斯特

(Maarten van der Elst)像在打電動玩具般舒適地坐著，眼

睛盯著放大的螢幕，透過打電動般的操縱桿，指揮機器

手臂動手術。醫師也不再需要護士遞給他不同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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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機器手臂上，就連接有剪刀、夾子、電燒止血、分

離組織、持針器等多功能的精密手術器械。這些手臂器

械，比人類的手腕更靈活，再小的空間也運轉自如。

在全世界，目前有超過一千二百部達文西手術機器

人的手術場景，這樣的場景已非首見。Reinier de Graaf

醫院厲害之處，在於與於醫院三公里外的達爾夫特科技

大學生物力學工程系合作開發一套暱稱「朵拉」(DORA)

的數位決策及監控大腦系統，這個系統可以協助醫院醫

生更精準地做出手術，這也是荷蘭充分表現產學合作與

跨域合作成功案例。

「朵拉」(DORA)系統是數位手術房助理(Digital 

Operating Room Assistant)的縮寫。就像媒體報導過台積

電的彈性決策數位大腦，或我們現在所稱的人工智慧系

統；醫院手術房、早產兒保溫箱、重度加護病房、癌症

病房裡的所有醫療儀器，都被朵拉二十四小時分析診斷

監控，並且和病人的個人檔案連結，時時刻刻做現狀和

歷史數據的比較分析，比對病人的變化、醫療儀器的運

作狀況，以及手術時監控整個手術的進行，辨認找出潛

在風險。

已經五十出頭的護理長提克瑪( Aline Teekema )，

她已經學習使用朵拉及許多先進的數位化儀器，她說並

不困難，且體力負擔反而減輕了，從此醫護人員的執業

生涯因此可以延長，人力需求與工作時間也可以減少。

所以未來工作者的職能需求也需改變，尤其是跨域與系

統整合的職能。醫學院學生必須強化IT知識，從事資訊

系統與機械工程的人也應該學習醫學知識，這個案例值

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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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與智慧生產的運用在醫學領域，已經在該

醫院可以實現，換言之，就是人工智慧加上虛擬實境，

遠距手術也已經可以被實現。但由於荷蘭法規不允許，

厄斯特錯過了一次遠距替法國一名病人開刀的機會，最

後由加拿大的醫生，在加拿大替這名在法國的病人開

刀。不只達文西這種高貴的機器人衝擊醫護人員的工作

環境和人力需求。許多較小規模的改變，一個接一個地

出現，改變了醫療現場。

工業4.0與智慧生產的運用在醫學領域，已經可以

實現，譬如傳統的內視鏡手術，因為扶持式機器手臂的

出現，醫師旁邊的助手被取代了。例如，開內視鏡需要

很長的時間，助手的作用是幫助主刀醫師控制內視鏡。

內視鏡很重，大概兩公斤多，握久會累，手會抖，手一

抖，畫面就會晃，一晃，醫生就會暈，一個不小心，就

會導致病人出血，所以使用機器手臂或機器人是未來趨

勢。同團成員上銀科技公司蔡總經理也向同團成員說

明，上銀已和國內醫學開發醫學機器儀器協助醫生手術

工作，也與秀傳醫院合作開發的內視鏡扶持機器人，讓

醫師可以不再需要人幫忙控制內視鏡。

類似的智慧化醫療設備不斷推陳出新，取代或減少

人力，能夠留下來和數位智慧化設備一起工作的人員，

需要學習新的技能，已是大勢所趨。所以未來工作者的

職能需求也需改變，尤其是跨域與系統整合的職能。醫

學院學生必須強化IT知識，從事資訊系統與機械工程的

人也應該學習醫學知識，這個案例值得我們學習。

(2) 自動化農業與園藝解決方案

位在海牙、鹿特丹之間的韋斯特蘭(Westland)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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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被稱作「玻璃城」，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園

藝連續區域。荷蘭農業的研發心臟Demokwekerij，就在

綿延不斷的溫室帶中間。

Demokwekerij是一個產學研合作的場域，有近四十

家企業進駐，在這裡實驗並展示最新農業科技。走進佔

地五千平方公尺的Demokwekerij，不見人影，只有在一

個小小的控制室裡，有兩名年輕人對著電腦工作。溫室

裡一排排作物長在離地一尺高、可以升降的栽床，碩大

的番茄飽滿鮮紅，剛好是人可以輕鬆摘採的高度。全自

動偵測、精準滴灌系統，讓生產番茄所耗費的水，只需

傳統種植法的二十分之一。

溫室裡的溫度，栽床上作物的生長、蟲害、受光，

介質裡的營養成份、濕度，甚至氣體的變化等等，都受

到農場大腦系統二十四小時監控。根據大腦系統的監測

和分析結果，調整光照、加溫或冷卻、造霧或除濕，全

部全自動。相關數據經由程式運算，傳到控制室電腦

螢幕，作用的狀況和需要進行什麼樣的額外處理，一目

了然。如今Demokwekerij的農業4.0解決方案，已經輸出

到中國大陸、墨西哥和澳洲，在當地有大面積的農場合

作。

2. 德國重點內容

參觀關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 

2017）主要重點介紹如下：

(1) 和機器人當同事　它摸透工作者一舉一動

在今年所謂的【工業4.0】展覽，有非常多的廠商

或研究機構展示工作者非常想要的需求，就是想要一個

靈活、敏捷，還能呼應工作者的動作、隨時補上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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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好幫手，它就是協作型機器人，協作型機器人

是工作者要的完美搭檔，不僅開啟工業4.0智慧製造新

篇章，更顛覆人類工作模式。有智慧化生產，加上各廠

商整合策略系統，宣告百家爭鳴的工業4.0戰國時期來

臨。例如記憶體大廠美光和微軟結盟攻物聯網的資訊安

全，微軟又和西門子結盟，參加西門子推出的開放式工

業用作業平台「心智球」(MindSphere)。

今年的漢諾威工業展最大特色，是無論公司大小，

無論在產業鏈上的哪一環，每一家廠商都參與多個聯

盟，都主打自己是工業4.0整合解決方案或智慧工廠的

提供者。

軟片和相機大廠柯尼卡(Konica Minolta)，將自己塑

造成工業4.0的方案提供者，客群鎖定中小企業，利用

該公司核心的光感測技術，監控物流和生產。許多公司

都參與一個以上的策略聯盟，可以看出過去短短六年，

工業4.0已經進入整合解決方案的戰國時期。

記憶體大廠美光和微軟結盟攻物聯網的資訊安全，

微軟又和西門子結盟，參加西門子推出的開放式工業用

作業平台「心智球」(MindSphere)。心智球是一個半開

放式工業4.0的生態系統，就像iPhone的IOS，與西門子

合作的4.0工廠，將決策、設計、排程、生產，一直到

服務的產品全生命週期整合管理系統放到這雲端操作平

台。app開發商可以將經過認證的app上架，讓需求廠商

優化它的智慧工廠，目前已有五十多個app在平台上，

其中包括微軟和亞馬遜開發的app。

(2) 減少工安事故、增加效率

展場上，以前被關在籠子裡怕它傷到人的機器人，



伍、考察德國與荷蘭之工業4.0與智慧生產發展情形 ���

如今已處處是和人一起工作的協作型機器人。人類工作

的方式，也正在因此大幅改變。德國知名的機器手臂大

廠庫卡(KUKA)在展場上推出的七軸機器手臂，便是利

用光的折射角度，準確感應操控它的人要做什麼，自動

隨著協作的人移動，準確抓取重達幾百公斤的物件。

「假如坐在車裡，頭頂上那一片內頂板。它的的形

狀讓人很難操作，傳統上，工人必須後彎腰、前舉臂，

手動對齊內頂板，放到正確的位置，用螺絲釘固定，不

僅重，且它的彎曲弧度讓人必須以非常不舒服的姿勢操

作，」，應用德國知名的機器手臂大廠庫卡 (KUKA)在

展場上推出的七軸機器手臂那就輕鬆自如。庫卡副總裁

博伊瑟(Dominik Boesl)示範並說明「機器人如何舉起內

頂板放入車裡並自動對齊，工人只需以舒適的姿勢，輕

扶著讓機器手臂用螺絲釘固定即可」。

在德國丁格芬(Dingolfing)，BMW車廠運用非常多的

庫卡 (KUKA)在展場上推出的七軸機器手臂，放眼望去

一片橘色庫卡機器手臂的BMW車廠，以前鎖內頂板的工

人一天只能鎖十台左右，現在人機協作一天鎖一百台。

換言之，這項工作，至少十分之九的人力被取代了，但

能夠人機協同的工人，職業傷害減少，工作年限也可以

拉長。

(3) 科技應用促成創新服務

3D金屬列印已運用在德國許多大廠，例如在柏

林，西門子的天然氣發電廠設備生產基地，一個拳頭大

小、用來冷卻水和蒸汽的關鍵零組件，因為裡頭有許多

彎曲不規則的孔管，以前必須讓供應商開模、鑄造，整

個過程要一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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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改用3D列印，只見每舖上一層鈦金粉末，六道

雷射光束便按照電腦程序精準切割出孔洞曲線，一層層

堆疊，三天就做好了。

西門子機械工程師庫澤(Andreas Kreutzer)接受同

團天下雜誌採訪報導說，「三天就做好了，很神奇

吧？」，「這東西我以前見都沒見過。」 問他怕不怕

工作被取代？「為什麼要怕？這些新科技讓我可以專注

在更有創意的工作，比方設計，它讓我有更多可能性，

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

庫澤也興奮地說，目前西門子發電設備廠使用的金

屬3D列印機，最大已經可以印出220×220×270公分的

零件，「我兩年前才開始用它，這還只是開始。我認為

兩、三年內，會有更大的機器可用，到時候我可以更快

做出新產品、提供客戶創新服務，」。

根據西門子公司公關經理蜜恰克(Petra Michalke)強

調說明，每次引進新科技，西門子都不會請人走路，而

是給員工教育訓練，為員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上

述零組件為例，上層供應商是被取代了。

(三) 參訪心得與建議

人工智慧、智慧物聯網、無人載具、雲端服務及大數據

運算平台、民生公共物聯網及智慧機器人等創新先進數位

科技大幅改變社會型態與民眾生活方式，包括智慧生產（工

廠）、智慧商業、智慧農業、精準醫療等皆與民生議題息息

相關，未來將產生更多新行業，甚至影響法制規範，台灣必

須趕上工業4.0腳步。政府要有台灣智慧科技發展邁向全球

第一的企圖心，才能改善低薪、提升青年競爭力、吸引一流

人才，讓台灣在這一波智慧革命中取得機會與優勢，帶動台



伍、考察德國與荷蘭之工業4.0與智慧生產發展情形 ���

灣邁向未來經濟發展新階段。

未來30年，世界的變化超乎想像，包括互聯網、大資

料、雲計算以及人工智慧的快速變化，未來10年製造業、

金融業與商業服務業受到的衝擊超越想像。最先受到的衝

擊的行業將是製造業。原來製造業較B2C，現在製造業需要

C2B，要的是圍繞消費者需求反向定制。原來流水線製造業

將會面對生死衝擊。第二個受到巨大衝擊的行業——金融業

與商業服務業。今天的金融制度的體系是工業時代，現在需

要的，是什麼樣的金融體系能夠支援中小企業，支援年輕

人。

近年隨互聯網、大數據技術演進，大陸電商巨頭紛紛發

表對產業未來的看法，如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提出

「新零售」理念，其競爭對手京東集團CEO劉強東日前也表

示，第4次零售革命即將來臨，且會是在目前互聯網電商的

基礎上，又一次超越性的革命。

根據《零售的未來：第四次零售革命》報告，零售業在

歷經百貨商店、連鎖商店和超級市場3次革命後，第4次革命

近年已在互聯網、電商的發展下揭開序幕，並將在後10年、

20年，透過創新技術發展，帶來顛覆性革命。未來消費將在

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發展下，從「大眾市場」走向「人

人市場」，產品不只面向大眾，而是更趨客製化、個性化，

為個人打造，並透過更迅速的人工智慧、物流、產品製造整

合，在需求端達成對消費者實現「比你懂你」、「隨處隨

想」、「所見即得」的體驗升級。

事實上，馬雲較關注零售的「新、舊之分」，著重線上

線下結合，消滅庫存；而劉強東認為零售本質不變，更強

調「零售基礎設施」的變革，如銷售平台需更智慧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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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很多人認為，京東未來將一手繼續做零售，提升其

零售和零售基礎設施的能力；一手建立平台，開放自己的零

售基礎設施，提供相關解決方案服務。阿里巴巴則是將電商

向大數據轉型同時，幫助淘寶等品牌解決線上流量飽和困

境，做全通路攫取線下流量。

未來30年全世界將發生五大變革，除了新製造外，還有

新零售、新金融、新技術跟新能源。未來30年內，電商產業

朝線上、線下和物流整合發展，全球將進入新零售時代，將

與新金融、新技術等五大變革一起顛覆各行各業。「電子商

務」一詞將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零售！2017年起，阿

里巴巴將不再提「電子商務」一詞，「電子商務」已經是一

個傳統的概念，接下來的10年、20年當中，全球將不再談

「電子商務」，而是「新零售」。馬雲把「新零售」定義是

線上、線下和物流的結合。也就是說，線下企業也好，線上

企業也好，都必須朝向O2O(online to offline)發展，更重要的

是，一定要與現代智慧物流結合在一起。新零售時代下的物

流競爭，強調不是比拼到貨速度，而是庫存管理，企業必須

想辦法達到零庫存。

在智慧製造、物聯網掀起的新製造潮流下，將帶來一連

串的新技術，特別是大數據將創造新資源。不管是電商還是

傳統產業，都必須跟緊趨勢，掌握並善用相關技術。比起衣

服穿過就不值錢，數據是越用越值錢的東西，「是人家用

過，你用會更值錢，你用過以後出去更值錢」。在這樣的背

景下，未來零售產業將會更客戶導向，從B2C模式徹底走向

C2B模式，朝客製化發展。網路金融帶動的新金融，也將誕

生基於數據的信用體系，產生真正的普惠金融。將「讓每一

個人」在真正需要的時候能夠得到足夠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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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技部針對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已編製完

成，重點將推動加強人工智慧能力建設、加快人工智慧的成

果向應用轉化、強化政策儲備，注重風險防範、加強國際合

作，實現人工智慧全球發展的統籌協調。

中國大陸也積極進行人工智慧產業系統部署，規劃到

2030年的中國人工智慧產業，也包括與此相關的人工智慧

重大科技專案，該規劃將重點推動以下四項工作：

1. 加強人工智慧能力建設:包括持續夯實人工智慧的基礎，

實施新一代人工智慧核心項目，突破人工智慧基礎前沿領

域的技術，力爭取得更多的早期收穫。此外，還將加快人

工智慧人才聚集及人才儲備，佈局建設高水準的人工智慧

創新基地，促進協同創新及開源開放。

2. 加快人工智慧的成果向應用轉化:包括加快智慧化基礎設

施建設和人工智慧產業領域的深度融合，培育具有人工智

慧引領作用的核心關鍵技術，通過開源眾智平臺推動大眾

創業。

3. 強化政策儲備，注重風險防範:對人工智慧進行長期監

測，重視其帶來的社會倫理、就業結構、個人隱私、國家

安全等方面的挑戰，通過完善政策法規以確保人工智慧走

上安全可控的發展軌道。

4. 加強國際合作，實現人工智慧全球發展的統籌協調:將加

快工智慧企業與國家人工智慧領先機構的緊密合作，鼓勵

國外人工智慧企業在國內建立研究開發中心，圍繞「一帶

一路」推動人工智慧的國際研究基地、研發中心、人員培

訓項目。此外還將加強人工智慧國際問題及相關標準規範

的研究。

從荷蘭、德國政府發展產業方向與Google 的AI基地、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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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研究中心等產業積極創新做法來看，未來，我國應發展

新科技帶動創新產業發展潮流，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才能改善低薪、提升青年競爭力、吸引一流人

才，讓台灣在這一波智慧革命中取得機會與優勢，帶動台灣

邁向未來經濟發展新階段。我們不能用過去發展工業思維來

做，以下為本人參訪心得與建議：

1. 建構AI創新發展環境與人才培育制度

人工智慧時代的來臨，將使得行動網路進入到智慧網

路時代，從App時代發展到智慧助理+API(應用程式介面)

時代。端+雲+晶片協同智慧化體驗十分重要，面對未來人

工智慧時代，終端雲端服務，主要透過應用、軟體等生態

建設來提升消費者的整體體驗是未來發展趨勢。企業也可

以在全球打造行動網路時代雲端服務，手機丟了、壞了都

可以透過雲端服務找回，進一步為消費者提供便捷的行動

支付方案。

台灣在半導體、個人電腦(ＰＣ)時代之後，就沒有再

走上世界領先的技術路線。台灣已經在軟體、社群、行

動(mobile)與應用程式(app)上缺席很久，ＡＩ浪潮來臨時

代，也沒有能看到台灣可以有引領的先驅，所以，台灣在

ＡＩ的發展沒有可以樂觀的地方。

然而，台積電已經在製程設計上應用了ＡＩ目前當紅

的深度學習，鴻海製作且應用了大量的製造機器人，聯發

科設計的晶片，未來台灣在ＡＩ領域，「就是靠這幾家公

司了」。

李開復在即將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的《人工智慧來

了》一書裡，預言第三波ＡＩ產業浪潮已經來了，是一場

比工業革命要「大上一百倍」的變革，所有的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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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會受到影響。他說，有些行業在未來五年甚至會有百

分之九十九點五的工作被機器人取代，尤其是可以數據化

的工作，包括銀行業等。

李開復認為，這一次的ＡＩ浪潮會分三階段爆發。第

一批是已經有大數據的領域；第二階段，將會是產生新的

數據、新的應用；最後的第三階段，將會是自動化階段，

這個階段，幾乎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會被取代，人們將不用

燒菜、掃地，ＡＩ的發展將從工業化、商業化最後到家庭

化。

人工智慧(AI)時代來臨，雖有許多人都對AI科技相當

期待，但有更多聲浪認為AI將會取代人類；創新工廠董事

長李開復表示，AI時代可能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

代，他認為流水線工人、金融業白領、工程師、律師、醫

生、老師等6大類工作將會最快被AI取代，而藝術家、人

文學者等將是較晚被取代的對象。

網際網路現已能自動搜集數據，人們在網路上買東

西、點讚的動作，其實都是在幫網站標註數據，網際網

路已成為天然的超大數據資料庫，AI可以透過這些巨大數

據，直接跳過人腦演算出結果，人類只要打開手機或上

網，就在和人工智慧互動。

李開復進一步提到，過去40年最厲害的三間科技公司

IBM、微軟、GOOGLE都在做AI，IBM Watson成功診斷出大

量癌症病例，Cambridge Analytica搜集大量FB數據、精準

投放資訊，幫助川普贏得美國大選。

哪些工作將最快被取代？李開復點名流水線工人、金

融業白領、工程師和律師、醫生和老師等6類工作將會陸

續被取代，不過，服務型人才、懂藝術和美並能結合AI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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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人才、專業頂尖專家、跨領域頂尖專家、掌握機器的

領袖，甚至是志工，這些工作最不容易被AI取代。

在不久的將來，AI會快速進入到識別、商業流程自動

化、互聯網資料、券商股票、銀行及保險應用、醫學、教

學等市場。面對AI時代，李開復認為，人類應該要建立自

己的專才，也該培養自己成為跨領域人才，即便AI將會取

代許多工作，但人類還是懂得善用AI人機合作。李開復最

後提到，AI時代可能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短

期來說，這是很棒的投資和創業機會，長期來說，AI可能

降低甚至消除貧困，可能引導人類走上不同道路。

依宏碁新應用發展案例，包含透過AI深度學習技術的

VeriSee視網膜健康檢測系統篩檢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患

者、台灣大車隊載客雷達的大數據分析應用等經驗來看。

建議在AI創新發展方面政府應加速開放資料庫供AI資

料學習、軟硬整合產學聯盟、建議鼓勵學校舉辦更多AI實

務訓練課程彌平業界需求落差。

首先，對於國內AI發展，加速開放政府資料庫供AI資

料學習，並將資料加以去識別化、或可由新設RSC來執行

預處理，同時修改個資法在透過AI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並兼

顧個人隱私，開放資料也應限制在國網中心AI雲或是業界

所建置的AI雲使用避免資料外流，同時保障國內相關技術

生根並培養輸出能量。

其次，軟硬整合與軟體服務方面是兩大不同的生態

系統，針對兩種不同產學聯盟或者兩家不同RSC應需要兩

種不同人才培養，對台灣而言軟硬整合重要度也許高過

AIaaS(AI即服務)。

第三，工程師訓練，學校培養AI人才對於短期業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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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幫助有限，建議舉辦更多實務課程協助業界培養更多

工程師，比如軟硬整合著重物聯網/嵌入系統人才，至於

AIaaS較著重資料科學家。

政府未來應選對AI路徑，進而帶動產業發展，人工智

慧(AI)大幅改變社會型態與民眾生活方式，未來更將產生

許多新行業，甚至影響法制規範，台灣必須趕上腳步。台

灣過去硬體產業具優勢、扮演經濟推力，未來要以軟體為

拉力，政府應優先進行資料開放、資通安全、實驗場域及

人才培育等環境，讓台灣在下一波智慧革命中取得機會與

優勢，邁向未來經濟發展新階段。

政府2016年底已通過「DIGI+方案」，將智慧聯網、

無人載具等先進數位科技列為重點研發項目，2018年並

將規劃投入140億元推動智慧科技相關計畫，預計至2025

年約投入1,000億元。此外，政府也在前瞻數位基礎建設

計畫中，編列近120億預算用於智慧科技，包括建構雲端

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民生公共物聯網及園區智慧機器

人創新製造基地等。

政府在AI產業及應用即將起飛之際，應廣徵產學研各

界意見，做為未來研擬推動細部計畫政策之參考。尤其應

邀請在美國軟體大廠任職的年輕人回來提供建議，協助台

灣與國際接軌及促進投資，尤其要讓更多年輕人對感受到

台灣產業未來發展前景。

政府的確需要從宏觀面思考AI路徑的選擇，如何讓產

業效益極大化。在基礎環境的健全方面，相信國人都很期

待，也希望政府能加強開放及鬆綁的力道，讓台灣的環境

能夠回到如PC時代般，成為全球尋求AI創新的基地與樞

紐，這需要政府在心態及法規上做大幅度的調整。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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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為例，開放是手段，目標是加值及應用，進而形成新

的商業模式，若開放的資料沒有運用價值，開放再多都沒

有用。因此在思考促成資料開放上，應以應用價值為管考

指標，而非僅以開放多少為目標。

其次是實驗場域，政府除應積極協助實驗場域的提供

之外，也應幫忙解決有關跨部會、跨中央與地方的整合，

加速智慧科技系統實驗的進行。同時，也應進一步推動將

示範場域的系統建置及營運模式擴散至其他縣市，以發揮

規模經濟，並思考運用既有的國際經貿平台以及科技外交

管道推動輸出，以智慧防疫系統為例，在南向國家應有很

大的市場潛力。

在AI產業化方面，AI產業鏈與價值體系非常寬廣，從

基礎資源的硬體，資料擷取、儲存及整理，多元的終端裝

置，機器學習及開放原始碼，以及各類型的服務，如技

術導向的服務(電腦視覺、自然語言、機器學習、推論推

薦)，商業支援服務(如行銷、助理平台及人力支援)、垂直

行業服務等，究竟哪些領域附加價值及外溢效果大，應該

優先投入資源，都需要進一步評估，而未來台灣的AI產業

圖像要發展成如何？也應事先有所擘畫。

在產業AI化方面，由於人工智慧技術在食衣住行育樂

及政府服務等方面都能應用，因此除了重點發展領域，如

製造業、醫療及健康管理、交通運輸及能源產業應強化AI

的應用之外，建議籌組AI應用服務團，協助各行各業能夠

快速的運用AI來提升營運效率。政府也應積極思考如何運

用AI來改善服務與效能，除了讓民眾有感，更可展示推動

的決心。

2. 改善育才留才制度環境與法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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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狹人稠，自然資源貧乏，雖盛產稻米，卻不足

以讓2300萬人維持現在尚稱富裕的生活，經濟力是台灣

存活與繁榮的根基，2016年以來，全球經濟表現不錯，

但台灣經濟未有轉折向上跡象，甚至有加速崩潰之虞。

馬政府執政8年平均經濟成長率2.8%，居亞洲四小龍

第3位，2016年成長率降至1.5%，落至四小龍之末。經

濟不振，導致2016年實質總薪資和經常性薪資雙雙負成

長，為4年來首見。成長下挫之外，投資更見下滑。2016

年投資率(投資毛額占國民所得比重)僅20.17%，創歷史

新低。馬政府執政期間，新設立公司資本額平均為538萬

元；2016年至2017年間，降到了357萬元，僅達前者的

2/3；2017年1～5月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負成長35%，

在在說明台灣經濟持續在吃老本。

次就出口而言，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台灣出

口成長9.1%，其中IC成長22.7%，出口占比從25.5%升

至28.7%，其他產品僅成長4.4%，占比則從74.5%降為

71.3%，足見除IC產業外，台灣產業若不是出口競爭力正

大幅衰退，就是在空洞化。目前大陸和香港占我IC出口

高達55.4%，俟台積電等赴大陸的重大IC投資案陸續投產

後，預期IC產業的出口亦將受到衝擊。

台灣經濟之所以面臨如此嚴峻的困境，主要原因是當

前政府各項政策和措施對經濟造成「只出不進」的效應，

包括產業、人才、技術、財政等都在空洞化，經濟發展的

根基正敗壞中。兩岸方面，不僅雙方僵局無法解決，甚且

進一步管制大陸企業來台合作、投資、大陸人才來台等，

促使台灣產業、技術和人才加速單向西進。例如IC產業方

面，同意台積電在大陸設廠生產先進製程產品，卻完全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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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陸業者來台和IC設計業者合作，變相鼓勵想根留台灣

的業者出走。

由於兩岸僵局未解，雙方間的ECFA相關協議自然中

止，我方企圖和主要經貿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定有如緣木

求魚。反觀在新全球化趨勢下，保護主義興起，多邊組織

等影響力趨弱，雙邊協定將強化其角色，日前歐盟與日本

宣布《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達成協議，證明區域整合

的腳步不會停滯。在缺乏經濟合作協定享免關稅優惠之

下，台商出口競爭力減弱，產業亦只好出走。

人才是附著在產業之上的，產業出走，人才跟著外

流。2015年台灣赴海外工作人數72.4萬人，72.5%屬於白

領階層，58%前往大陸地區。根據牛津經濟學公司(Oxford 

Economics)的報告，人才出走將導致台灣在2021年面臨全

球最嚴重的人才缺口；換言之，除了產業空洞化，台灣還

將遭遇人才空洞化。

至於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經濟上其目的一為出口，一

為投資。出口方面，於陳水扁執政時，新南向18國占台灣

出口比重從14.7%升至17.6%，馬政府時代更增至21.1%，

顯示隨著東南亞、南亞等各國經濟的發展，台灣企業自然

會調整其布局與出口策略。至於投資，國內投資環境不思

改善，卻大力推動往外投資，後果就是加速產業空洞化。

企業界反應我國產業發展環境是日形惡化，認為勞動政策

加上缺電、缺工、缺地、環保、行政效率不彰等老舊問題

未能有效解決，更促使產業外移、新投資不來，惡化「只

出不進」的病灶。

依2013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提出報告，

警告我們，台灣專業人才占外移人口達六十一點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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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專業人才外移之冠。同時，英國牛津經濟研究中心

也預估：台灣至2021年，將成為人才最為短缺的國家之

一。在人口基數「少、老、移」等壓力下，台灣的全面國

力提升，未來，國家需要新世代的基礎建設，是要可以改

善人們學習與工作條件環境，所以，育才與留才建設才是

重點，也就是營造台灣育才留才環境、及加速推動吸引國

際一流人才的基礎建設。

這十多年來，台灣不僅未能有效吸引外來的人才，連

本國人才也大舉外流。眾所皆知，人才外流的主要因素

是：近二十年來，整體薪資未能隨企業革新而有效成長，

原封不動的薪資結構，讓台灣就業環境缺乏競爭力。產業

的外移與空洞化，加上政府效能在選舉文化中的消磨，無

法有效掌握與鄰近如大陸等的崛起，加速投資環境惡化和

人才的出走，形成台灣有近百萬台商與台配在大陸「楚才

晉用」的遺憾。尤其在最近兩岸政治局勢僵持下，大陸更

加足馬力，釋出各種優惠方案，企圖吸引更多的台灣年輕

人就業與台生赴陸求學。未來台灣青壯人口的西進，恐怕

難以抵擋。

相對之下，受到國人家庭與學校教育的影響，大多數

國內年輕人缺少多元思考、系統性溝通的能力與多國語

言，這方面可以採取向外尋求「互補性人才」，包括從已

經在台灣求學或實習的年輕外籍人士、僑生，甚至是陸生

身上找，把優秀的人才留下來，才能補足人才的缺口！

另外，許多大學在徵求新任教師時發現，海外名校畢

業的申請人愈來愈少，有些科系甚至招不到人，而一招再

招。相對的，一些在國內具有學術聲望者，甚至一些剛回

國不久的助理教授，也屢屢被鄰近國家以更高的薪資待遇



��0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挖角。學界長期的低薪，加上最近年金改改革拍板底定，

將導致另一波台灣大專教師人才的流失。

在少子化與老人化浪潮中，在國際社會激烈搶才的關

鍵時刻，必須正視人才培育與延攬人才的整體規劃，才能

真正為下一代人營建永續生存的環境！

3. 建構智慧產業時程與應用環境

政府目前積極推動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DIGI+)」、「前瞻基礎建設」的數位建設計畫，以及「五

加二產業創新計畫」，都需要運用我國堅實的電子資通

訊、晶片及半導體產業能量，透過快速跨域合作的優勢，

促成跨業發展智慧科技及應用，讓台灣經濟再創高峰。

智慧科技的核心概念是運用資料演算來提高決策品

質，晶片技術進步提高運算速度，使各種智慧應用蓬勃發

展，因此晶片與半導體產業可謂智慧科技產業核心基礎。

從天時、地利、人和來看，台灣都有很好的發展

AI(人工智慧)機會；最大的挑戰是人才，要大膽選題目、

鼓勵大膽創新，把人才、文化及態度都調整好。基於我國

在晶片半導體技術方面的優勢，設備端的AI為適合我國切

入的領域，而政府應該在產學研鏈結、高效能運算平台，

以及實驗場域等方面多給予協助。進一步來看，台灣半導

體產業已有完整供應鏈，應強化產學研鏈結朝向AI晶片領

域發展。

台灣半導體產值居全球第二，是政府推動五加二產業

創新的重要支柱，政府須持續在技術面、產業面及環境面

持續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智慧系統與物聯網尖端半導體

關鍵技術，也將造就另一波半導體躍進。

智慧科技應用與解決方案，涵蓋智慧城市、智慧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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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智慧教育、智慧資安、智慧金融、智慧醫療及智慧農

業等產業應用。智慧科技應用須與領域知識緊密結合，運

用資通訊產業鏈能量深化異業合作，政府應協助各產業導

入AI及相關科技，並建構活躍完善的跨域智慧應用生態體

系將是關鍵重點工作。

4. 協助企業應用人工智慧改善產業及商業經營效率

新零售與舊零售通路引爆零售業新革命，近期科技市

場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2017年6月16日美國網路零售巨

頭亞馬遜以137億美元，收購全美最大的有機食品超市集

團--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簡稱WFM)，成為自亞

馬遜成立以來最大宗的併購案，同時引發市場對「舊零

售」與「新零售」的熱烈討論。更牽涉到虛實整合，將衝

擊震撼零售市場。

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全食超市和亞馬遜的食品飲

料業務，在美國的市佔率分別為2.0%及1.6%，即便兩者

合併，其總市佔率也不過3.6%，遠遠不及好市多(Costco)

的6%。但在亞馬遜併購全食超市的訊息發佈後，當日

全食超市的股價應聲暴漲29.1%，亞馬遜的股價亦上升

2.4%；有趣的是，美國實體零售巨頭大型綜合賣場的沃

爾瑪(Walmart)當日股價反而大跌4.7%，好市多股價更下跌

7.2%；而同屬美國連鎖超市的Kroger及Supervalu，股價更

是分別暴跌9.2%和14.4%，使得當日S&P食品和必需消費

零售指數挫跌了4.2%，S&P必需消費類股亦下跌1%。

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仍是在全美43個州，擁有444

家實體店面的全食超市，在結合亞馬遜的網路電商資源

後，將成為一個結合「科技、物流與實體店舖」的「新零

售業」，恐將進一步侵蝕即有的「舊零售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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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家樂福、英特爾舉辦全台首座智慧零售量販店

亮相記者會，以家樂福桃園八德店作為首家智慧零售示

範場域，導入包括電子型錄、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客流分

析系統、中央控管公播系統、WiFi廣告定位推播等解決方

案，宣示研華、英特爾踏入全球智慧零售市場的重要里程

碑。

對於智慧零售，研華表示，以客流分析系統來說，裝

置在量販店門口的攝影機除了可即時掌握商場內的人數多

寡，在未來累積半年、一年的數據後，研華會將此大數據

進行分析，讓家樂福可掌握尖峰與離峰時間，以安排店內

工作人員的人數。

據悉，台灣家樂福動作積極，目標不斷提升量販店的

客戶服務，讓消費者進來新型態的家樂福能「到處充滿驚

喜」，因此在去年8月在參訪完研華後，立刻敲定與研華

的合作，研華更是以「端」、「網」、「雲」互聯技術整

合多種零售智能軟體，並提供「UShop+」優店聯網的雲端

管理平台的服務優勢爭取到此訂單。研華這次拿到家樂福

整套的智能零售訂單，金額約有上千萬元，將分批認列營

收。

人工智慧已成為今後科技最重要的發展趨勢，藉由人

工智慧的協助，將對產業、商業、社會產生新的生活風格

典範與轉移應用也非常明顯。從這次出國考察發現，目前

人工智慧不僅應用到智慧生產、銀行業與醫療產業，也已

悄悄地開始滲透到許多行業中，提升行業的效率。

目前像亞馬遜等公司積極應用商用人工智慧的核心是

機械學習(Machine Learning)。就是電腦被輸入一些資料例

子，以及這些例子可能產生的期望輸出，電腦藉此學習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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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輸出間的關係及規則。分析大量數據，找出有意義的

模式規則，將此與企業及行動應用結合，將可產生許多創

新的應用，並且可提高客戶的滿意度。

從國際發展趨勢來看，下列三項發展趨勢能夠讓所有

的企業，能使用資料分析科技，改善加強它們的經營積

效。

(1) 各式各樣來源的資料(如各種社群媒體、位置追蹤應用

軟體等)，使資料來源多元化，大數據分析更精準、更

詳細。即時新聞的提供，可更正確地預測個人的需求。

(2) 雲端服務業者開始將分析工具作成更容易使用的格式，

使企業客戶更容易使用，不須聘用高階的資料分析工程

師。

(3) 高貴不貴的雲端服務日益普及，例如亞馬遜的「基礎設

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IaaS)、谷歌

的「雲端即服務」 (Cloud as a Service，簡稱CaaS)、IBM 

Blue Mix的「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簡稱

PaaS)，讓企業不須花高額的預算，即可使用龐大的電

腦運算資源，處理大量資料及運算。

除此之外，谷歌提供「機械學習服務」供軟體開

發者使用，IBM發布3個新的華生「應用程式界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ing Interface，簡稱API)，讓軟體開發

者可使用偵測情緒、分析語音的情緒等技術。這些發展的

結果讓新的行動應用軟體及即時網頁，將由即時的非傳統

資料來源溶合入商業行為內。例如溫布敦網球俱樂部在舉

辦溫布敦網球公開賽時，利用IBM Analytics可深入分析相

關熱門話題的內在意涵，據此提供引人注目的數位內容傳

送給行動以及即時的使用者。這可提高球迷的興趣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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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也可增加拜訪網頁的人數。

將天氣預報公司的預警服務與IBM Analytics服務結

合，可讓保險公司在暴風雨來襲前，對保戶發出警告訊

息，因應可能的天氣災害，這可讓保險公司節省數百萬美

元的費用。使用合作及資訊管理及分析工具的服務，可處

理大量的即時資料，可幫助工程師及研究員找出專利、報

告及學術期刊中的類型。

面對來勢洶洶的人工智慧浪潮，不論公司或個人皆必

須密切關注，並即早應因應即將來臨的變革。協助企業應

用人工智慧改善產業及商業經營效率。政府應建構服務平

台，提供獎勵誘因、技術、知識與人才協助企業應用人工

智慧改善產業及商業經營效率。

5. 提升青年技能，促進高薪就業

對於青年就業政策、宣導、教育、職訓與媒合服務系

統等執行績效，應避免各部會只以量化數據來呈現「業

績」，並且要系統性的收集以青(少)年勞工作為主體進行

的深度調查或訪調資料，作為政策規劃的效益評估與修正

參考。

勞動部只辦技能競賽，無法打造一個集體友善青年尊

嚴勞動的職場環境。政府不該只重視技能競賽，兼顧提升

青年工作技能及提供青年尊嚴工作才是關鍵要素。所以必

須透過更整合性的青年就業政策、合理的預算編列及與時

俱進的勞動或福利法令的修正才能達成青年高薪就業。

更應從社會經濟賦權的角度，設置跨部會常態性的

「青(少)年勞動政策平台」，彙整、協調、研究、審議、

管考青年相關勞動政策、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執行「國家

青年就業行動計畫」。



伍、考察德國與荷蘭之工業4.0與智慧生產發展情形 ���

為拚建設、拚經濟，政府將射出三支箭。其中，「五

加二」產業創新計畫為第一支箭，希望能使台灣產業創新

及升級；第二支箭是「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希望透過擴

大財政支出，進一步提振景氣；第三支箭為改善企業生存

發展的障礙，如水、電、人才以及缺工等困難。

對於產業發展而言，相信各界對政府這三箭都殷殷期

待。不過，發射出去的箭是否能正中紅心，方向與力道

都很關鍵。方向不對，資源浪費；力道不足，也是功虧一

簣。因此，如何針對產業發展的瓶頸與未來，讓方向更精

準，力道更強勁，非常需要政府各部門全部動起來。

事實上，如果深入觀察目前政府主要產業發展政策的

內涵，可以發現整體的策略思維是以「五加二」產業創

新計畫為基礎，希望透過「連結未來」、「連結國際」

及「連結在地」等三大連結來驅動「就業」、「所得分

配」、「區域平衡」的所謂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因此，

這三大連結是否能夠真正發揮其角色，絕對是這三支箭是

否能竟其功的關鍵。

在連結未來方面，基本上，不論世代如何變遷，技術

及人才絕對仍是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不論財政如何困難，

政府還是應該大力投資於如智慧科技、生醫、綠能及國防

等先進技術的研發及人才培育與延攬。其中在人才培育部

分應加強軟體及跨領域等訓練，並透過產學研合作研發計

畫，讓人才更貼近產業需求；也應透過鬆綁與開放及吸引

力的計畫，全力延攬國際人才來台發展。

為了讓企業能夠順利邁向未來，基礎建設的完備、法

規的鬆綁、新創的支持，以及友善企業發展環境的建構，

都需要政府加把勁。例如，基於智慧科技的創新應用服務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如智慧醫療、智慧機器人、無人機及自駕車等，面臨現行

法律適用議題，應以兼顧安全、公平及創新的原則，大幅

檢討修訂相關法規。

而在產業高值化目標下，也應積極評估未來用電、用

水及土地需求，並做全盤規劃，讓企業沒有疑慮；又如應

全面布建有利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如5G寬頻通訊、

網路資安防護機制等。這些都需要各部會，以及中央與地

方一起努力才能有效達成。

在連結國際方面，應透過各種管道爭取先進國家合作

研發計畫、參與國際協會共制標準及與國際大廠合作，促

使台灣業者在全球新興科技生態體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而在市場拓展方面，在既有零組件之外，更應著重協助系

統整合方案拓銷海外。雖然我國政治處境艱難，建議政

府官員仍應領頭帶隊拓展全球市場，協同大廠帶領中小企

業，共同爭取全球軟、硬體產品及服務的商機。

在連結在地方面，為提升政府研發投入效益，並促成

推動新興科技應用所需的跨領域合作，應發展整合產學研

的區域創新系統，政府應思考建立一開放創新系統平台，

藉此導入業界技術需求，並形成特定產業的產學研跨領域

技術研發聯盟，加速技術產業化的時程。

另基於智慧或新興科技的創新服務尤需在地的測試場

域，進行技術及商業化實證。五加二創新計畫已規劃自駕

車、智慧機械等的實證場域，但尚無服務型機器人、無人

機等其他智慧科技測試場域，建議參酌業者需求，連結中

央與地方的資源，加速開放創新實證場域，以利創新服務

的推出。

蔡英文總統曾說過，台灣產業的問題在於產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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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規制度的斷鏈。唯有「連結未來」、「連結國際」

及「連結在地」三大策略能夠奏效，三支箭才會有效，台

灣經濟發展新模式才有機會達成，台灣也才有可能成為

一個不斷鏈的創新島嶼，落實「創新」、「就業」、「分

配」的新經濟模式，真正提升青年創新技能，促進高薪就

業。

二、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介紹（HANNOVER MESSE 2017）

全球工業界最大型專業展「漢諾威工業展」，也是國際級

數位生產領導展示平台，於2017年4月24日~2017年4月28日登

場盛大舉行。在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與波

蘭總理貝婭塔 席多(Prezes Rady Ministrow)兩位歐洲女強人的

見證下，號稱工業奧斯卡的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2017年4月24

日在德國正式揭幕。除了聚焦工業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外，全球

性的工業產業鏈與跨區域合作也是展覽的重點，漢諾威工業展

70周年 將推動全球Industry 4.0，也要讓工業4.0在全世界開花

結果。

工業4.0誕生地，漢諾威工業展開幕當天，貴客是兩名女

總理：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波蘭總理席多(Beata Szydlo)。兩人駐

足把玩的，都是已經可以和人互動的聰明機器人。其中最火紅

的，又是一隻章魚爪。當各家機器爪夾手還在強調，自己的

夾爪已經是六軸(關節數量)、七軸，完全打破遊戲規則的章魚

爪已經騰空出世。它長長的手臂，活動半徑可以很大。它能

三百六十度彎曲，隨抓取的物品形狀無縫捲握。它是軟的，再

脆弱的物件，也不會被損傷。就像章魚，它的爪上還有無數個

吸盤，靠真空原理，吸起重物。發明這隻章魚爪的，是全世界

最擅長向自然界取經的爪夾公司飛斯妥(Festo)，設攤展示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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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餘，還設人才招募櫃在展場公開挖角，找像章魚一樣的

人才。

漢諾威工業展為全球工業科技的年度盛事，自1947年開

辦以來，即扮演全球工業發展趨勢之指標。「工業4.0」一詞

是在2011 年的漢諾威工業展中所提出，繼之引發全球工業界

的創新革命。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以「Integrated Industry—

Creating Value」為主題，展示7大展項，包括工業自動化、傳

動控制展、數位智能工廠、能源、空壓及真空技術、工業零組

件與表面處理技術展、研究與科技等，並邀請波蘭擔任本屆展

會的合作夥伴國。近6,500家來自全球70國的廠商參展，臺灣

是第6大參展國，有上銀、台達電、大同、新漢、崴強電、達

明等127家廠商參展。聚集來自工業自動化、智能工廠、能源

應用等各大領域製造上下游廠商，延續工業4.0風潮，2017年

聚焦在提供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協作機器人、智慧工廠等。

2017漢諾威工業展：數位分身、協作機器人和人工智慧

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協作機器人(Cobot)及人工智慧(AI)，

被視為本屆展覽三大看點。「工業自動化展」為漢諾威工業展

的軸心展，今年再度匯集現代自動化系統，從機械和設備製造

到製程自動化及工業建築自動化解決方案。

根據以往經驗，單數年為大年，今年預計將吸引超過

6,800家參展商，22萬名買主參觀，2016年共有75國、5200家

參展商，包括有德國工業巨擘西門子、美國微軟、IBM、機器

人大廠KUKA等國際大廠參展。另外，包括台灣、韓國、中國

大陸、奧地利、荷蘭、土耳其、丹麥及瑞士等設置國家館展示

特色產品及服務，到場買主超過18萬人次，實為全世界首屈一

指之工業盛會。已成為台商拓展歐洲市場，以及全球買主尋求

新產品、新技術和最佳解決方案的平台，是瞭解世界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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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的首選平台。

漢諾威工業展是世界上整合產業的領導展覽會，在2017

漢諾威工業展，展現數位分身、協作機器人以及人工智慧三大

主題，展覽的陣容包羅自動化技術所有面向，從感測技術到協

作型機器人，產品製造軟體到工廠控制、端對端資料連結的所

有解決方案到人工智慧發展平台。也可以看到製造業未來趨勢

以及產業如何彼此整合，因為工業自動化與智能工廠是製造商

將展出他們最新工業4.0的革新。

當實體與數位相遇，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因此誕

生。”數位分身”是跟著產品概念一同設定，作為產品創建階

段時期，生產、成長、發展的虛擬樣板，並且在整個產品生命

週期中，與實際產品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數位分身的潛在

利潤是非常巨大的。開發人員可透過數位分身功能快速套用各

種情境和探索以及執行改進後的方案，如此可避免實體原型以

及無止盡的重複測試開銷。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德國包裝機械製造商-Optima,該公司利

用漢諾威工業展參展商-西門子提供的模擬軟體進行其產品的

數位測繪、測試、驗證，在產品尚未被建立之前，Optima已可

以在整個製造生命週期中將機器的造型完成並優化產品流。數

位分身不再僅僅是加速產品上市，現在也被用做為新服務的基

礎，像是預測性維護以及衍生出的相關全新商業模式。這些已

發生和其他許多高度實際應用數位分身技術，都在即將到來的

漢諾威工業展等訪客探索。 

協作機器人是工作者最友善的幫手，國際機器人聯合會預

測(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到了2019年，全世

界將有大約140萬台新世代工業機器人在工廠服務，其中將有

大量的協作機器人(Cobot；Collaborative Robot) 在人類旁邊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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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果企業想利用工業4.0的機會，特別是小公司的成本

效益和容易使用的解決方案問題，這就是協作型機器人可以協

助的地方。 

協作機器人其中一個關鍵好處是：他們非常容易設定。事

實上，有些甚至是自我學習-它們可以藉由技術人員的接觸並

指導它們一次或兩次，學習新的動作。另外一個好處是它們可

以移動並在生產線中的多個位置使用。在展覽會上可以看到，

所有領先的機器人製造商介紹他們最新的發展以及示範人機協

作的好處。

另外漢諾威工業展也有許多廠商展現從AI人工智慧到機器

學習，將AI人工智慧應用，例如機器學習，列為焦點。參展商

陣容包括微軟、IBM的Watson IOT平台。機器學習是AI人工智

慧的一個子領域，其中包含各種不同軟體技術，例如自我學習

電腦、相片面孔偵測解決方案、無人車駕駛系統以及用在大數

據模式探查的技術。

(一) 本屆展覽三大看點

機器學習對於製造產業的潛在益處是非常巨大的，例如

在未來機器能自動優化生產流程並使效率最大化。實現這個

令人興奮的生產新世界第一步，將在2017漢諾威工業展中

展出。 

因應工業4.0革新，2017年展會將以數位分身、協作機

器人及人工智慧作為三大聚焦主題，藉由呈現製造業供應鏈

相互整合的對應關係，讓參觀者掌握關鍵革新技術並洞悉未

來趨勢。所以2017漢諾威工業展中：數位分身、協作機器

人和人工智慧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協作機器人(Cobot)及

人工智慧(AI)，被視為本屆展覽三大看點。從感測技術到協

作型機器人，產品製造軟體到工廠控制、端對端資料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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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解決方案及人工智慧發展平台，現行蓬勃發展的自動化

技術都將羅列於展會中。本屆展覽三大看點分述如下：

1. 數位分身

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是作為產品創建時期，隨著

產品概念一同設定「生產、成長、發展」的虛擬樣板，並

與實際產品的生命週期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在工業應用上，數位分身的潛在利潤可期。Reich指

出，開發人員透過數位分身快速套用各種情境並實驗，在

獲得改善方案後亦可迅速執行，可避免實體原型的耗損成

本及重複的測試開銷。

以德國包裝機械製造商Optima為例，該公司利用西

門子(SIEMENS)提供的模擬軟體進行產品的數位測繪、測

試、驗證，在產品尚未被實體化前，Optima已透過虛擬製

造週期將產品造型完成，並優化產品流。

數位分身不僅加速產品上市，同時也被用於其他虛擬

服務，例如產品的預測性維護，以及衍伸的相關商業模式

等，這些數位分身的實際應用案例，將會是主題展區的一

大看點。

數位分身原本指的是一個實體，在數位世界有它一個

孿生兄弟般的虛擬分身。數位分身一詞，最早由美國國防

部提出，在數位空間裡建立每一架飛機的數位分身模型，

通過無數感測器，與飛機真實狀態完全同步。但到了今年

的漢諾威展，已經泛指以數位模擬，取代設計製作模型、

開模打樣、試產測試的過程。舉最簡單的例子：人工關

節。每個人的骨頭都不規則、不平整，且獨一無二。但

一直以來，人工關節都是固定規格大量生產。要換人工

關節，只能削足適履，切開、削整骨頭配合人工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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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4.0關節透過掃描，取得病人關節每一個細微部位的數

據，由電腦模擬出所需的人工關節，再由3D打印，製作個

人專屬、與自己的髖關節完全密合的人工關節。

2. 協作機器人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預測，到了2019年，全世界將有大約140萬台新

型工業機器人在工廠服務，未來人類將與大量的協作機器

人共事。

容易設定是協作機器人的一大關鍵特點，較高階的機

種甚至可以藉由技術人員的接觸帶領，於實際操作後自我

學習新的動作，並布於生產線中不同位置使用。協作機器

人精簡的成本及容易操作的特性，讓中小型企業也能搭上

工業4.0的趨勢。

3. 從AI人工智慧到機器學習

AI工智慧應用也是本屆工業展一大主題，機器學習則

是目前發展相對蓬勃的領域之一。主題展區將呈現不同的

軟體技術，如電腦的自我學習案例、相片面孔偵測解決方

案、無人車駕駛系統及大數據模式探查，展現機器優化生

產流程的第一步。包含國際軟體大廠微軟(Microsoft)及IBM

的Watson IOT平台，預期都將為展會帶來聚焦目光。

(二) 7大展項概要

漢諾威展覽每年都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有興趣的

觀眾，2017年也不例外。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波蘭首相貝塔

瑪麗亞·謝德沃在展覽會的第一天就參觀本年工業展並了解

當前的行業發展趨勢。他們在參觀了西門子公司展示攤位、

經過我國上銀公司展示攤位。2017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7大

展項包括: 研發、工業自動化、數位工廠、工業零組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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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傳動控制及空壓技術，讓跨產業的技術結合達到最高協

同效應，所有館別都吸引相當多參觀者。根據德國漢諾威展

覽集團台灣代表處網站七大展項概要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德國漢諾威展覽集團台灣代表處網站

1. 工業自動化 IA（Industrial Automation）

自動化為工業展之核心，囊括所有 工業4.0不可或缺

的環節包括工廠/產線自動化、解決方案及工業IT。超過

1,200間展商將著重於智能工廠人機協同、智能產品/服務

等應用發展。

工業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分別設置於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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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4-17館，為自動化製程、系統解決及工業4.0領

導展。鴻海大舉進軍機器人產業、台達電插旗歐洲稱霸本

展氣勢非凡、上銀深耕全球專業自動化展覽打造機器人生

產基地、廣達以機器取代部分人力將目標鎖定全面自動化

生產…從產業製造、研發至應用，製造業上下游最夯的話

題—自動化設備已掀起第四次工業革命！

本年展出主題： 工控、嵌入式系統、電氣開關、電

力裝置感應及量測、變頻傳動、伺服驅動、 PLC 、 HMI 

、光電技術、機器人、識別系統、影像處理、工廠生產自

動化系統、無線自動化、工業IT 技術及軟體、 CAD/CAM/

PLM。

以全球產業來看，現正經濟復甦的成熟市場如歐洲、

美國及日本等都希望能夠透過自動化生產，將製造業拉回

國內發展，儘管人力成本較高，但自動化提供更有效率、

更精細的生產方式創造產值，並透過人力服務來增加產品

價值。而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快速發展，大量

機械設備需求造就工具機和自動化控制系統具絕佳的發展

機會。

漢諾威工業展的軸心「工業自動化」匯集尖端關鍵技

術及解決方案成功為國際買主及展商提供全方位服務。 

2017 「 Industrial Automation 」 展區以 7 個展館規模清

楚劃分工廠生產自動化、製程及能源自動化、產品保護、

無線自動化及 嵌入式技術等主題。參觀者可以一睹工業

製程與最新跨產業的應用。

主要吸引目標參觀群：機械及設備工程、電力及電子

工程、汽車製造業、石油、塑化，金屬加工、零件供應、

光學、能源、基礎原物料、製藥、食品及生技業的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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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及買家。

2. 傳動控制展 MDA（Motion, Drive & Automation）

每兩年一屆的MDA德國漢諾威傳動控制展為全球產

業的權威展，2017年展示直線運動、耐磨軸承、變速器

及工業泵浦…等未來工廠之精髓技術。德國VDMA及歐洲

EPTDA公會團體攤位、「預測保養4.0」特展及頗受好評

的「傳動控制論壇MDA Forum」等活動也是亮點。

*MDA傳動控制: Motion, Drive and Automation

傳動控制展 MDA - Motion,Drive & Automation 分別設

置於14-17, 19-25 館，逢單數年展出的「漢諾威傳動控制

大展(MDA)」是全球動力傳動及控制領域最重要的盛會，

上屆(2015年)計有1,190家參展廠商，展出面積佔地五萬

平方公尺，本展的特色在於完整呈現電力與機械傳動、液

壓及氣壓的技術創新及全方位的解決方案，不只提供展商

與國際買主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同時洞悉產業未來的發展

趨勢，藉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本年展出主題：動力傳動、流體動力、零組件及服

務、電力傳動、線性科技、氣動、液壓、滾子軸承、密封

技術、機械傳。

3. 工業零組件、表面及承包技術展（Industrial Supply）

工業製程效率及最終產品耐用的要求越來越高。同

時，未來的物聯網工廠需要能無接縫與智能製程結合的零

件與系統。「工業零組件、表面及承包技術展」展出表面

處理及承包技術或輕質結構領域中最熱門的解決方案與創

新技術，與最佳解決方案。

工業零組件、表面及承包技術展 Industrial Supply 分

別設置於4-6館，是迎合未來需求的領導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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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展出主題：

物料及技術專業知識： 鋼鐵、金屬、非鐵金屬、橡

膠、塑料、陶瓷、複合材料、特殊材料、混合材料。

設計與製程開發： 無切割零件製造 - 鑄造、固體成

型、金屬板材加工 - 機械加工、連接技術、原料處理、工

程、工業設計服務。

零件系統： 半成品、系統和零件，中級產品和成

品。

「工業零組件承包技術展」中有來自工業界、科學界

和政府的專業人士。同時，可以獲得輕結構之施工與設計

及更有效地利用材料與資源，及相關領域的技術轉移。

4. 能源 （Energy）

2017年德國漢諾威能源展(Energy)是透過「能源整

合」與「移動能源」之議題，展示最具創新力的能源系統

及移動化展覽，為未來的國際能源產業中之能源供應鏈、

智慧網絡、儲存科技及能源移動等技術整合，奠定穩固基

礎。將效率技術及與工業自動化擴大範圍的接合達成能源

展完整的展出。

能源展 Energy分別設置於11-13, 27 館，為能源整合

系統及移動能源之領導展。

本年展出主題：能源製造、供應及儲存、傳統發電、

傳輸、配電、可再生能源，並分成以下內展示包括：智能

控制中能源基本概念，智能結構與智能控制；能源供應與

製造，展示集中或分散方式提供能源發電及供電的技術、

智能解決方案 - 從汽電共生系統及發電廠到最新的能源供

應技術。同時在此呈現，傳統的解決方案與可再生能源技

術的結合；能源傳輸、配電與儲存，展示電纜、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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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櫃、電力供應系統、測量技術、網路控制技術、存儲

設備和零件等產品絕佳的交易市場，是國際電力能源專家

必到之處。

5. 空壓技術展 （ComVac）

兩年一屆的空壓技術盛會將坐落在工業展最 精華地

段，鄰近其他空壓技術使用者的展館，吸引許多產業領頭

羊前往參展、參觀。 2017年最吸睛的展示是在工廠及機

器的製造、處理、配送及軟體應用等過程中，推動永續經

營並提高效率的產品及解決方案。

空壓及真空技術展 ComVac 分別設置於26、 27館，

空氣壓縮及真空系統對很多領域的技術都非常重要，沒有

了他們無法節能，無法永續生產。先進的真空及空壓機解

決方案提供未來智能工廠，應用到自動製程、氣動系統、

環保排氣廢氣淨化系統，達成節能與永續生產。

 本年展出主題：

空壓技術： 生成、處理、儲存、工具、應用、分

配、承包、管理 。

真空技術： 系統與零組件、幫浦、測量設備、測漏

儀器、乾燥系統、金融、諮詢、服務。 

「空氣壓縮及真空技術展」展出著重於價值鏈中的關

鍵問題，如重覆使用回收熱能廢料來加熱空氣與水的系

統。以及「熱門話題」，包括優化系統和壓縮空氣的永續

性。 

6. 研究與科技（Research & Technology）

吸引頂尖研究機構及專家，針對未來的工業科技趨

勢，為工業產品使用者描繪出最專業、最完善的產業藍

圖。來自各國的研究機構每年在此遇到有能力將其創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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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技術及材料落實為市場上銷售產品的合作夥伴，也是前

瞻的「R&D」媒合盛會!

研究與科技展 Research & Technology 設置於2館，主

要是做智能整合，將未來供應商、製造商及客戶都將整合

連結起來。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是否產業將數位化，而是要

如何有效達成。現階段最需要的是將IT、機械和電氣工程

透過網路連結起來。

本年展出主題：科技及大學行銷、應用研究、基礎研

究、研究與發展服務、技術移轉、設計、奈米科技、能源

與環境研究、 粒子轉換研究、智慧織布、仿生學、微系

統技術、光電技術、超導體。

研發及新技術 – 產業未來成功的關鍵要素，「研究

與科技展」是國際科學發明和技術轉移市場上頂尖專業

展，主旨是為將尖端科技迅速並有效地融入具營利性的產

品及應用中。利用此機會，來了解駕馭產業所需的訣竅。

展出焦點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未來導向技術和研究與

科技的服務。此外，多項特別活動和論壇， 更提供了一

個絕佳良機，以交流創意及獲取工業用戶資訊。

7. 數位智能工廠（Digital Factory）

工業4.0的成功關鍵在於工廠的數位化及軟體應用，

因此展商主要展示內容為探討如何透過CAx*, PLM*, ERP*, 

MES*, 3D列印及成像系統*的運用方式，將產線數位化過

程中達到最高效的工廠智能化。

*	 CAx(Computer-aided	Softwares):	能夠優化產品的設計、分析及製造過程

的電腦軟體	

*	 PLM(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製造執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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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像系統:	Visualization

智能工廠展 Digital Factory分別設置於6-8館，展示智

能整合，將未來供應商、製造商及客戶都將整合連結起

來。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是否產業將數位化，而是要如何有

效達成。現階段最需要的是將IT、機械和電氣工程透過網

路連結起來。

本年展出主題：虛擬產品開發( CAx )、產品週期管理

( PLM )、生產和製程規劃( ERP, PPS )、快速原型製造、

整合製程、供應鏈管理( SCM )、技術銷售及服務、虛擬測

試、離線程式設計及安裝 

由「漢諾威工業展」其他 領導展所包圍的「智能工

廠展」，將於第 7 館展示 IT 解決方案。在此，如此接近

「工業自動化展」及「工業零組件及承包製造展」目標買

主 - 將帶來龐大的協同效應，並大幅提升產品商機。 

當前工業界的主導趨勢為整合。完整製程鏈，從開發

到生產和服務都是貫通的。搭配一系列的特展及 主題演

講，展示在實際情況下 IT 解決方案扮演的角色 。 參展

廠商的展出，輔以一系列特殊的顯示和主題演講，這表明

在。全球專業買主皆可在此獲悉 IT 解決方案的應用及優

勢。在今年的展場可以看到許多創新產品與心技術，也可

以看到嶄新的未來趨勢：

(1) 機器人(Robotics)

今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有幸親眼見識機械手臂

如何抓取零組件、如何與技術員互動並如何自動將物

品從 A點移動到B點。「機器人自動化、與機械人、

應用與視覺園區(Application Park Robotics,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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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提供機器人製造商、軟體專家及工業影像

處理系統之供應商最完善的交流平台。 「工業自動化

論壇(Indutrial Automation Forum)」及「最佳機器人獎

(Robotics Award)」也是自動化展區的亮點！

(2) 有效能源管理

能源的有效使用是德國漢諾威工業展橫跨各展項

的發展使命：「自動化論壇」、零組件展(Industrial 

Supply)中的專題、空壓展(ComVac)、傳動控制展(MDA)

及27館中的「有效節能中心(EnergyEfficiencyCenter)」

中可以感受到節能的重要性。進一步提供重要決策者，

知道製造系統、工業泵及電動馬達的使用過程的節能空

間，與解決方案。

(3) 智慧材料與配件(Smart Materials & Components)

為了存活於 「商業戰場」中，製造商不得不減少

材料 、零組件及能源的花費，因此材料與配件的智能

化將會是所有製造商需面臨的議題。更輕盈、更結實、

更有智慧的最新材料與製造過程的創新，讓企業有能

力做出輕盈卻高品質的零組件。「工業零組件研討會

(Industrial Supply Forum)」提供更輕盈、更結實、更有

智慧的最新材料與製造過程的創新，讓企業有能力做出

輕盈卻高品質的零組件。

(4) 預測保養(Predictive Maintenance) 

傳統的保養方式是在的零件與系統失靈時更換與保

養，現在的智慧系統卻能在機器將要失靈之前就事先告

知我們。感測器及資料分析工具之間的連結，造就了今

日的「預測保養」。「預測保養4.0」於2017年德國漢

諾威工業展再次展出，強調預測保養於自動化及傳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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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領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預測保養4.0」幫助企業

主降低成本並推出新的商業模式，也是各場研討會、論

壇活動的重要議題。

(三) 主要廠商展示內容

在今年的展場可以看到許多創新產品與核心技術，以下

介紹主要國際大廠商展示內容：

1. 西門子公司

西門子公司(柏林和慕尼黑)是全球技術力量雄厚的企

業，致力於超越165年的工程卓越，創新，質量，可靠性

和國際化。該公司活躍在200多個國家，專注於電氣化，

自動化和數字化領域。西門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節能，資源

節約技術生產商之一，是高效發電和輸電解決方案的領先

供應商，也是基礎設施解決方案的先驅，以及行業的自動

化，驅動和軟件解決方案。該公司還是醫療成像設備(如

計算機斷層掃描和磁共振成像系統)的領先提供商，也是

實驗室診斷和臨床IT領域的領導者。在2016財年，截至

2016年9月30日，西門子公司的收入為796億歐元，淨收

入為56億歐元。截至2016年9月底，該公司在全球擁有約

351,000名員工。

提出了有形的解決方案和用例，展示了企業如何從真

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融合中獲益。數位企業 - 數位雙胞胎

變得有形。智能或數位化在該公司展位中心多媒體桌面上

的真實意義上變得顯著 - 符合“發現數位企業的價值”的

座右銘。自動化硬件和軟件的無縫集成不僅可以讓公司

收集並處理來自機器和工廠的數據。還可以使用這些數據

獲得真正的競爭優勢，並將實際的生產世界映射為數字雙

胞胎。此外，這種方法一開始就不需要大量投資，因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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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可以被引入任何系統和設備，然後根據需要逐漸擴

大。以下為該公司的解決方案專門針對製程工業(Process 

Industry)和離散工業(Discrete Industry)等行業的不同需求，

展示解決方案。

(1) 製藥 - 數位化，提高速度和個性化

全球人口不斷增加，患者和衛生部門要求不斷上

升，製藥企業越來越難以實現持續增長。此外，患者的

個性化醫學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們由於

患者代謝的差異而更好地耐受並且引起較少的副作用。

製藥公司可以瞄準這個市場，以便保持競爭優勢，但這

意味著在符合複雜的質量和患者安全規定的同時縮短產

品上市時間。在亮點立方體製藥公司，該公司展示了集

成工程集成操作如何提高流程效率和靈活性。通過分析

硬件和軟件產品，我們正在幫助製藥行業增加流程知

識。

(2) 食品和飲料 - 定制產品準備批量生產

高成本敏感性和大規模生產以及各種各樣的口味和

創新包裝是我們今天在乳品行業看到的趨勢。乍看起

來，數位化似乎在食品和飲料行業中似乎沒有太大的作

用 - 但這可能是欺騙性的。在該公司的攤位，展示用乳

品行業的例子來證明食品和飲料行業的流程和離散工作

流程都可以從數位化中受益。我們的食品和飲料行業展

示使訪客體驗數字工具的實際應用與該公司的自動化硬

件無縫互動。

(3) 將能源轉化為商業模式

電能是成功過渡到工業4.0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為

了優化生產，公司需要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獲得最佳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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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和高效的電源。在許多情況下，內部生產電力是

補償需求峰值和波動能源價格的最有吸引力的選擇。智

能能源管理也越來越重要。該公司的座右銘“發現數位

企業的價值”，獨特地適用於工業電源。數位化是能夠

挖掘能源管理，內部生成以及能源市場的新潛力的全部

潛力。

(4) 添加劑製造 - 更容易和有效地創建個別產品

製造業面臨各種挑戰。它需要縮短產品上市時間，

適應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客戶需求，並提供有利的價格，

同時保持相同甚至更高的質量水平。快速增長的數位化

革命為滿足這些要求提供了新的選擇，而添加劑製造正

在做出重要貢獻。通常被描述為3D打印，這種技術允許

工業節省時間，同時靈活有效地生產使用常規生產工藝

是不可能的工件和產品。

(5) 深入了解MindSphere數據的好處

充分利用數位化潛力的關鍵在於數據。通過在安全

環境中收集，處理和利用機器和設備的數據，可以不

斷優化生產過程和資產。基於雲的開放式IoT操作系統

MindSphere使公司能夠將數據轉化為知識，將知識轉化

為業務成功的衡量標準。

在漢諾威展覽該公司的MindSphere酒廊，與合作夥

伴公司一起，提出該公司的想法以及實際的例子和應

用。專家介紹邀請訪客進入關於數位化，Industrie 4.0

和IoT等主題的公開交流。

西門子(Siemens)積極推動產業數位化。在德國漢諾

威工業博覽會展示西門子的數位企業解決方案已全面升

級，不僅適用於各產業及各種企業規模，更可完整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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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價值鏈中不同的需求，將有效協助客戶邁向工業

4.0。西門子也將持續以工業軟體(Industrial Software)、

自動化組合(Automation Portfolio)、工業通訊(Industrial 

Communication)、工業資訊安全與服務(Industrial Security 

& Services)等四大要素為核心，發展出新工具、新產品

及新的解決方案。

西門子打造德國漢諾威博覽會上最大展區，會中

展示如何透過虛擬與真實兩個世界的整合，創造出更

靈活、更具實用性及連結度的「生態系統」；在此系

統中，製程工業(Process Industry)和離散工業(Discrete 

Industry)均可從開發、生產以及供應商的數據整合中獲

益。製造業者可以更有選擇性地滿足客戶期待、更迅速

地回應市場需求，也更容易的發展出全新的商業模式。

該公司表示：「在企業邁向工業4.0的過程中，無論是

大型企業或新創的中小企業，西門子都能提供最好且最

合適的解決方案」。西門子將透過一系列具體實例以證

明企業如何從虛實整合中獲益。

4月24日至28日在漢諾威展覽中，9號館西門子展

位的訪客將有機會獲得該公司全面投資組合的第一手印

象。展覽將涵蓋從電氣化和自動化到智能或數位化的一

切，面積約3800平方米。其中，西門子今年的中央展

示區聚焦於能源配送，自動化和驅動系統以及工業軟件

領域的革新將以“智能或數位企業”為重點，展示企業

如何提升競爭地位。西門子將展示有製程工業(Process 

Industry)和離散工業(Discrete Industry)之智能或數位企業

的具體方案，以及在各個行業共享的共同基礎：工業通

信，IT安全和工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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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Sphere Lounge將為訪客提供一個特殊的環境，

以發現西門子基於雲的，開放的IoT操作系統。在這

裡，西門子和合作夥伴公司將展示他們的想法，並通過

實際案例研究和應用程序進行備份。將就智能或數位

化，工業4.0和物聯網等專題談判，展會上還將展示實

踐中的具體例子，以展示公司如何從融合真實世界和虛

擬世界中獲益。今年展台的中央展覽將為參觀者提供所

選主題的直觀實踐經驗的圖解說明。其中之一涉及乳製

品生產，並將展示食品和飲料生產商如何使用數字化解

決方案靈活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的方式，例如從牛

奶加工到裝瓶，包裝和標籤等多種多樣的品味。

「能源產業」展示將展示工業企業如何建立自己的

能源管理體系，使其降低能源成本，達到效率目標，並

從能源市場中獲利。「製藥」展示會說明製藥公司如何

可持續優化和定制生產過程，同時遵守最嚴格的質量和

安全標準。

「添加劑製造」展示會展示如何通過完整的軟件和

自動化解決方案組合，3D打印如何在工業上可行。

除了在9號館的主要展台，西門子還在6號館展出

PLM軟件，而在24號廳，該公司還將展出來自Flender產

品系列的減速器和聯軸器。本次展會將重點關注來自各

行各業的真實客戶應用。

(6) 工業4.0：西門子在實際操作中演示了智能或數位雙胞

胎

在今年漢諾威展覽中心9號展廳，旗下「發現智能

或數位企業價值」的面積達3800平方米，西門子將展

示各種規模企業如何從數字革命中受益。在西門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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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訪客可以體會西門子在自動化領域的領先地位，不

僅推動了智能或數位化進程，不僅是西門子自己的業

務，而且在整個行業。今年的重點將是該公司進一步擴

大的「數位企業」組合，通過使用數位雙胞胎模擬機器

和工廠，或借助於MindSphere，雲計算，打開IoT操作系

統。使用添加劑製造領域的例子，

西門子公司董事會成員Klaus Helmrich說：「憑藉我

們的軟件組合，是唯一能夠提供完整服務供應價值鏈。為

產品生產和成套設備提供數位式雙核的供應商。我們還通

過創新的處理系統和機器人集成解決方案以及通過創建一

個開放的，數位化的全球增值製造市場來支持新的生產方

法。」

以小批量大小靈活地響應個別客戶需求的能力需要在

整個價值鏈中使用仿真解決方案。這就是數位雙胞胎自

己的地方，精確地複制和模擬虛擬世界中物理產品，產品

線，過程或完整工廠的屬性和性能特徵，然後才能在單

個螺絲中拾取真實世界。這意味著生產力和效率的顯著提

高，如今年漢諾威展覽中心西門子展位的具體例子所示。

通過其廣泛的軟件提供和自動化解決方案，西門子支

持機器製造商和用戶的添加劑製造。該公司還在創建一

個全球開放的「數位市場」，為全新的商業模式開拓了空

間，例如銷售機器時間。

面向客戶的新業務模式的基礎是與來自西門子的基

於雲的開放式操作系統MindSphere的連接。Helmrich說：

“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和工業客戶攜手合作，我們正在繼

續推進MindSphere作為一個平台服務的擴張，創造一個更

廣泛的生態系統。在西門子展位的「MindSphere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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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門子的客戶和合作夥伴將展示新的想法和應用。訪

問者還將有機會體驗機器和生產工廠如何通過全集成自動

化與MindSphere應用程序進行通信。

在2017年漢諾威展覽會上，西門子將利用乳品行業

的例子來展示食品和飲料行業的流程和離散工作流程如何

從數位化中受益。通常影響乳品行業的因素一方面是高成

本敏感性和大規模生產，另一方面是可用口味和創新包裝

概念的多樣性。

在能源管理領域，數據的智能使用正在發揮越來越重

要的作用。為了支持動態網絡化生產環境，硬件和軟件之

間的平滑互動以及系統的數據管理至關重要。西門子展位

參觀者將有機會將能源管理的一體化融入到真正的生產機

器中。

2. Pilz皮爾磁

「We automate. Safely. 讓自動化安全吧！」這句話

是Pilz皮爾磁在漢諾威工業展將展現的精神。探索打造完

整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工業解決方案和服務。Pilz皮爾磁在

2017年4月24到28日，在漢諾威工業展介紹適合自動化解

決方案的解決方案、產品創新及服務。展示內容如下：

(1) 安全機器人應用的完整解決方案

Pilz皮爾磁以自家產品提供防護的HRC應用為實

例，展示在不使用防護裝置下，安全地執行人機協同

作業 (HRC)。在此將會使用兩種新產品。Pilz皮爾磁藉

由創新的PROBms衝擊與壓力量測系統，提供用來驗證

HRC應用的完整套件。產品組合包含一套能在發生碰撞

時判斷有效力、並符合ISO/TS 15066標準的碰撞測量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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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安全雷射掃描器PSENscan也支援機器人應用的

系統。相對於光柵的防護效果，PSENscan會持續監控整

個危險區域。只要有人在危險區域中，則不會重新啟

動。

(2) Industrie 4.0的安全性

智慧工廠的模組能以靈活、節省成本且人性化的方

式製造個人化產品。所有組件皆為Pilz皮爾磁出品，從

感測器、驅動器到控制器。還有一項全新產品：電子式

E-STOP按鈕PITestop active。它會以發光顯示目前的狀

態。它能用來安全啟動或停用機器和工廠設備區段，完

全符合Industrie 4.0的精神。新的開放原始碼工業化個

人電腦Industrial PI能協助公司開發智慧工廠。免費提供

軟體，適用於廣泛的應用。作為IIoT閘道，Industrial PI

會在工廠和機械設備的緊鄰區域收集、評估並處理資

料，並將物聯網連接雲端服務。

(3) 工廠或機械設備的圖像顯示解決方案

在操作和監控領域方面也有創新。在漢諾威工業展

中，介紹<83>網頁式圖像顯示軟體PASvisu的全新1.4版

本。歸功於OPC UA介面，現在也能將PASvisu連接<84>

小型控制器PNOZmulti，以及其他通用的控制系統。

 We automate.Safely.讓自動化安全吧！

 是Pilz皮爾磁在漢諾威工業展將展現的精神。探索我們

為您打造完整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工業解決方案和服務。

 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 – 「工業自動化」展

 Pilz GmbH & Co. KG

工業自動化：9館、D17攤位

30521漢諾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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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精品漢諾威工業展 產品發表記者會台達電、上銀、

大銀微、大同齊發光

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執行的「台灣產

業形象廣宣計畫」首度參展，除設置「台灣精品館」協助

台灣智慧機械廠商推廣外，並於開展首日舉辦台灣產品發

表記者會，由台達電、上銀、大銀微、大同公司發表智慧

機械、節能馬達等最新產品。

我駐德代表處大使謝志偉致詞時表示，德國所推動

的「工業4.0」正符合台灣政府所推動之「智慧機械產

業」。「工業4.0」就是將製造業智慧化、升級化，其中

根本要件就是堅實的資訊網路科技；台灣是全球資訊電腦

產業龍頭，又有OEM製造的久遠背景，因此台灣在「工業

4.0」領域中有絕佳發展潛力。

產品發表記者會中，台達電展現其優異工業物聯網技

術，首度發表DIACloud雲端平台與工業級雲端路由器，不

僅省去電信公司的網路租用，客戶可藉由串連工業控制器

(如工業電腦)，將機台數據上傳至台達專屬DIACloud，以

實現遠端監控，隨時掌握製造進度和產線情況。

上銀科技為生產傳動系統關鍵零組件之領導品牌，此

次發表業界首創與工業4.0連結之智慧模組，利用感測器

並搭配專家演算法，操作者能有效監測滾珠螺桿效能，管

理者更可由APP遠端即時掌握各機台狀況，實際掌控機台

零件運轉狀況，提高生產的效率及有效管理。

大銀微系統介紹其甫獲得2017年台灣精品金質獎之

「氣浮達摩」，該機台為全球獨創針對先端半導體與面板

製程設備所開發之新世代奈米空氣軸承定位平台，特點是

採用新型真空預壓低耗能氣浮軸承及動態反作用力，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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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減少運動整定時間與元件磨耗率，提升設備生產力與產

品的良率，技冠全球。

大同公司首度發表高推力深井馬達系列及離島電力控

制系統，符合節能環保訴求，也是符合IE3之高效能等級

之高效率馬達，是工業4.0不可或缺的元件。大同今年主

展其微電網(Micro Grid)的解決方案，該系統能調度在地的

電力配送系統，創造出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該系統能夠

整合風力、太陽能與發電機等，提供獨立穩定的電源。

4. 上銀參加漢諾威工業展 搶攻歐洲市場

上銀科技是台灣最大的參展業者，以展出的面積來

說。長長一整片綠色白色相襯的攤位，充分展現了上銀科

技的企業形象與精神。上銀以傳統機械機具起家，因其生

產工藝精湛，產品廣為全球一線客戶所採用，成為所謂的

隱形冠軍，又跨入自動化設備，把觸角跨大到各式各樣的

生產設備上。該公司今年的參展主題是「工業4.0的最佳

夥伴(INDUSTRIE 4.0 Best Partner)」，主打新的滾珠螺桿

(Ball Screw)產品，強調性能與自動維護偵測系統。

上銀集團這次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展中，展出工業4.0

實力，提供智慧製造與無人工廠設備需求展出四台機器手

臂手持光劍對戰，奇幻的聲光效果猶如星際大戰電影場

景。

上銀集團旗下上銀科技、大銀微系統兩公司為擴展市

場，攜手參加2017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展出機械手臂及

智慧滾珠螺桿等產品，主展區規劃展出4台不同的機器手

臂手持光劍對戰，奇幻的聲光效果猶如星際大戰電影場

景，還登上德國國家第二電視台晚間新聞報導，是新聞報

導漢諾威工業展，唯一露臉的海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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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集團這次參展主秀區，特地展出HIWIN STAR 

WARS，以4台不同的機器手臂手持光劍對戰，奇幻的聲

光效果猶如星際大戰電影場景。HIWIN STAR WARS主秀

區，主要展現機器手臂運動範圍的靈活性，結合聲音、光

線、視覺感測與互連網等技術對戰做變化，展現工業4.0

的實力，完整智慧產品，可提供智慧製造與無人工廠的設

備需求。

上銀表示，大銀微系統展出今年甫獲台灣精品金質

獎的的氣浮達摩DiAMOND，猶如達摩祖師一葦渡江的故

事，傳達HIWIN氣浮達摩DiAMOND可靠度穩若泰山，運作

時行雲流水，展現奈米定位精度的實力。大銀微系統目前

是世界半導體設備的最大供應商，氣浮達摩DiAMOND是

針對先端半導體與面板製程設備所開發的新世代奈米空氣

軸承定位平台，展現領先業界的新型真空預壓低耗能氣浮

軸承、動態反作用力平衡與慣性補償技術，大幅減少製程

中運動整定時間與元件磨耗率，實際展示定位精度能在一

粒米的表面刻上多達5,196字的金剛經全文。

上銀這次展出HIWIN單軸機器人模組- HM系列，在 

2016 一舉獲得iF與Red Dot 雙項大獎，是全球工業機器人

領域中，同年榮獲雙項設計大獎的精密機械類產品，開啟

了台灣品牌在工業設備領域史無前例的新記錄。今年在漢

諾威展有展示螺桿驅動與皮帶驅動完整產品線的展出，此

定位模組，具有安裝容易、體積小、高精度等特點，產品

有多種變化如單軸、X-Y雙軸、橋式、龍門及X-Y-Z軸直角

座標機器人，適用於各種自動化設備，如自動上下料、自

動標籤機、自動錫焊機、包裝機等，是兼具實用與美觀不

容錯過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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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滾珠螺桿是上銀運用針對工具機的智慧製造零件

狀態得以透過網路傳送到控制台或手機，以達到事前預防

與運作最佳化目的。此為高端工具機智慧化的重要前驅發

展，以智慧診斷的新技術來減少機台維修的頻率與高額支

出。智慧診斷螺桿，能自動偵測螺桿的預壓、潤滑、震動

及溫度，讓機台內的關鍵零件狀態得以透過網路傳送到控

制台或手機，以達到事前預防與運作最佳化目的。此為高

端工具機智慧化的重要前驅發展，以智慧診斷的新技術來

減少機台維修的頻率與高額支出。

上銀科技介紹其最新的[智慧診斷]螺桿技術，能自動

偵測螺桿的預壓、潤滑、震動及溫度，讓機台內的關鍵零

件狀態得以透過網路傳送到控制台或手機，以達到事前預

防與運作最佳化目的。而上銀則主要展現機器手臂運動範

圍的靈活性，以HIWIN STAR WARS為主軸，結合聲音、

光線、視覺感測與互連網等技術對戰做變化，展現工業

4.0的實力，強調完整智慧產品的解決方案，可提供智慧

製造與無人工廠的設備需求。

5. 台達電攜手羽冠、前進漢諾威工業展

於「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展覽期間(4月24起至28

日止)，於11館A57號展位體驗台達智能製造方案和相關

自動化新品。台達電展示一系列創新解決方案及產品，透

過智能、節能解決方案 展示系統整合實力與智慧製造關

鍵，可應用於電動車充電設施、智能製造、建築節能、可

再生能源等領域，掌握低碳商機。此次台達展示的亮點產

品包括：150kW直流電動車快速充電機，可為電動車使用

者減少35%的充電時間；工業機器人聯網智能工作站，整

合垂直多關節機器人、先進自動化方案、機聯網技術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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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執行系統(MES)於展會現場提供客製化的名片匣雕刻；

電動叉車等物料搬運車用無線充電系統，能源效率可達

93%。

台達EMEA區(歐洲、中東及非洲)總經理張財星表

示：「台達深耕EMEA區域30年，透過創新的解決方案與

產品，為客戶節能減碳、提升生產效率。例如，近期台達

憑藉其高效太陽能逆變器與專業的整合能力，協助丹麥大

型太陽能發電計畫擴充規模至75.4MW，可滿足32,250戶

家庭對潔淨電力的需求。此外，台達位於荷蘭的EMEA總

部，也導入旗下節能、創能、儲能解決方案將既有建物改

造為BREEAM認證綠建築，節能可達45%，以實際行動因

應全球減碳的趨勢。」

2017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展期為4月24日至28日，台達

展區位於漢諾威展覽中心第11展館 A57展位，展示亮點

為：

(1) 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台達150kW直流快速充電機與一

般50kW充電機相較，能節省約35％的充電時間(電動車

充電功率以68kW估算)。此充電機包含2個直流充電接

口(CCS最高可達100kW、CHAdeMO可達63kW)和2個交

流充電接口，可支援4台電動車同時充電，並支援有線

和無線通訊(Ethernet、3G、GPRS)，可連接雲端後台管

理系統，實現遠程控制，北歐、西歐等地已導入此款充

電機。此外，台達也展出相當受市場青睞的交流電動車

充電器。

(2) 工業自動化解決方案：以「智造」為主題，台達首次展

出工業機器人聯網智能工作站，整合子公司羽冠的最新

製造執行系統(MES)、六軸垂直多關節工業機器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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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機器視覺系統、區域感測器等先進自動化產品，以及

高端機聯網技術，為現場來賓客製個人化名片匣贈品，

並可即時監控製造進度、靈活調整工單或插單，展現高

度自動化、智慧化、視覺化的「未來智造」。另以動

態機台展出台達最新高性能運動控制型交流伺服系統

ASDA-A3系列的擺盪抑制功能，可優化設備和運動控制

系統的運行穩定度，為高階製造應用首選。

(3) 樓宇自動化解決方案：台達樓宇管理及控制系統可整

合BACnet, Modbus, EnOcean, LON, M-Bus, KNX, OPC與 

DALI等多項樓宇通訊協定，將空調、照明、能源、電

梯、電力及安防門禁等樓宇子系統整合於單一平臺，滿

足新一代樓宇管理需求。

(4) 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台達太陽能逆變器能源效率可達

業界領先的98.8％，IP65防護等級的外殼設計可為全球

客戶提供符合家用、商用、或公共事業需求的解決方

案。

(5) 儲能系統：可用於48V或擴充至900V的台達鋰離子電

池模組，具有生命週期長(25度操作溫度下可充放4,000

次)、高放電能力之優勢(可達4C)。其單一容量為2.59千

瓦時 (kWh)，並能彈性擴充至百萬瓦時 (MWh)等級的儲

能系統。此外，可應用於電動叉車、自動搬運車的24V

電池模組也於現場展示。台達功率調節系統則提供雙向

功率轉換，適當調度來自於電網、可再生能源或電池儲

能系統的電力運用，削減尖峰用電以達到能源使用最佳

化。

(6) 無線充電系統：適用於電動叉車和自動搬運車(AGV)等

物料搬運設備，支援1kW~30 kW的多樣應用。台達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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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系統具備IP 65防水防塵的外殼設計、支援CANbus

通訊協定，能源效率更可達93%，為客戶提供創新節能

的充電選擇。

(7) 應用在電信、數據中心、工業及醫療等領域的電源解決

方案，也是今年展示亮點。甫推出的600kVA -1.2MVA 

DPS系列大功率 UPS，提供全球最高的每平方公尺功率

密度(600kVA/m2)，以及高達 96.5%的能源轉換效率。

此 UPS 可並聯至 8 組，提供最高達 9.6MW 的功率容

量。此外，台達子公司Eltek將在13展館D39展區上展

示業界首創的雙向電源轉換器Rectiverter及其他系統電

源。Rectiverter於單一模組內整合交流/直流電源轉換器

(rectifier)、直流/交流轉換器(inverter)及靜態轉換開關

(Static Transfer Switch，簡稱STS)，獲得挪威企業聯合

會(The Confederation of Norwegian Enterprise，簡稱NHO) 

創新獎殊榮，近期應用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Solar 

Health」計劃，為辛巴威巴的104家醫院提供穩定可靠

的太陽能電力。

台達積極以創新實現智能製造，在2017年漢諾威工

業展中，以垂直多關節機器人、先進自動化方案、機聯網

技術和子公司羽冠的最新製造執行系統(MES)為主軸，打

造「工業機器人聯網智能工作站」，為現場來賓客製個人

化贈品，展現高度自動化、智能化、可視化的「未來智

造」。台達亦推出工業級3G/WAN VPN 路由器DX-3001系

列，可同時透過無線3G和Ethernet提供高速、穩定、安全

的工業通訊；高性能運動控制型交流伺服系統ASDA-A3系

列則擁有體積小、可有效抑制機構振盪等特色，為高階製

造應用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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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在自動化領域持續創新，朝向高階、智能化邁

進，各式方案深獲市場好評，近年更以「智造」為目標，

不斷透過研發、購併推出功能強大的工控新品，並向上發

展製程監控、管理、可視化的相關軟體、機聯網和雲端技

術，逐步邁向智能製造，為客戶實現產業升級。台達在本

次展會主推的「智造」方案包括：

(1) 工業機器人聯網智能工作站：結合台達最新垂直多關節

工業機器人DRV90L系列和自動化裝置，打造高精、高

效的機器人工作站，於展會現場提供客製化的名片匣

雕刻，除了應用DRV90L系列精準執行名片匣取放、自

動換置雷射雕刻機進行加工，亦搭配台達設備聯網平

台DIALink收集統計機台運作數據，實現機台資料透明

化，並採用機器視覺系統DMV1000系列辨識名片匣位

置，確保加工品質和正確性。由於加工過程需要由人員

補充待加工名片匣、取出完成品，因此在工作站開放人

員作業的區域安裝台達最新的區域感測器AS系列進行

偵測，如有人員或物品進入工作區域，機器人加工作業

就會暫時中止，以確保人員安全。

工作站並整合台達子公司羽冠的製造執行系統

(MES)連結雲端管理平台，於現場接受客戶下單，根據

客戶需求，命令機器人工作站執行客製化名片匣雷雕作

業，同時發出下單成功簡訊給客戶，客戶可透過簡訊中

的可視化製程管理連結網頁，監看排單製造進度；系統

亦可依客戶需求現場進行工單調整、急件插單等，實現

彈性、靈活的製造管理；完成加工後，系統則自動發送

取件通知簡訊給客戶。

整體方案串連客戶、設備、製造、可視化管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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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展現台達工業機器人工作站的多功程序執行精密度、

精準度以及機聯網應用，體現智能製造優勢。

(2) 工業級3G/WAN VPN 路由器DX-3001系列：針對未來智

造的高階通訊需求，DX-3001系列可同時支援3G網路以

及多種無線工業通訊，實現靈活通訊應用。雙SIM卡備

援設計，可無縫切換不同電信商通訊系統，隨時保持網

路連線；其多樣防火牆功能，包括狀態包檢測 (SPI)、

防範拒絕服務 (DoS) 攻擊、NAT、通訊埠觸發、轉址功

能、IP地址/MAC地址/URL過濾等，透過VPN安全通道為

資訊傳輸提供最佳保護。

(3) 高性能運動控制型交流伺服系統ASDA-A3系列：是一款

針對命令響應、精度和運轉平順度要求嚴苛的應用所設

計的全新產品。內建運動控制功能，可滿足飛剪、旋轉

平台、電子凸輪等需要點定位、高速同步作動或追隨的

應用需求；其3.1kHz響應頻寬與24-bit高解析絕對式編

碼器，可有效提升設備效能；高頻共振與低頻擺盪抑制

功能，更可優化設備運行穩定度。在本次展會中，台達

特別以動態機台實際展現擺盪抑制功能的效益。

此外，ASDA-A3系列提供直覺式的軟體操作介面，

讓使用者可快速設定使用參數、自動增益調適功能，縮

短設備調適時間，大幅縮減從生產規畫到銷售的時程。

在外觀上，ASDA-A3系列驅動器和馬達機身設計精巧，

相較他牌同級產品更能節省安裝空間，讓電控箱體內的

安排更容易規劃，實現新一代設備的極致效能。

(4) 台達高階泛用型控制器PLC AS300系列：專為高階自動

化製造機械設備設計的模組化控制器，採用新一代32 

bit SoC CPU，大幅提昇效能(40 K steps / ms)，最多可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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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32 台模組或最大1,024 點I/O；強大定位控制功能，

可同時支援最多8 軸CANopen 運動網路 / 6 軸200 kHz 

脈波控制。

為拓展業務市場的廣度及深度，台達電積極透過不同

的方式尋求全球各地的潛在客戶，除了日前參與日本的

Techno-Frontier之外，2017年4月24日起則將攜手子公司

羽冠，於漢諾威工業展中以工業機器人聯網智能工作站的

形式，向各界展示高度自動化、智能化、可視化的未來智

造。

台達電擁有龐大的展區和先進的產品解決方案，今年

的重點為整合式的自動化解決方案，包含生產與建築的應

用；另外還有先進的電力控制系統，這是台達電廣為人知

的強項。

台達電指出，這次在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中，台達

電將以垂直多關節機器人、先進自動化方案、機聯網技

術，和以子公司羽冠的最新製造執行系統(MES)為主軸，

打造工業機器人聯網智能工作站，為現場來賓從事個人化

贈品的客製化。工作站台本身採用的是台達電最新垂直多

關節工業機器人及自動化裝置，會在展會現場提供客製化

的名片匣雕刻。藉此展現機器手臂的精準執行產品取放、

自動換置雷射雕刻機進行加工外，亦將搭配聯網平台收集

統計機台運作數據，實現機台資料透明化。

同時，工作站將整合台達電子公司羽冠的製造執行系

統(MES)連結雲端管理平台，在現場接受客戶下單，根據

客戶需求，機器人工作站執行客製化作業，同時發出下單

成功簡訊給客戶，客戶則可透過簡訊中的可視化製程管理

連結網頁，監看排單製造進度；而系統亦可依客戶需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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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進行工單調整、急件插單等，實現彈性、靈活的製造管

理；完成加工後，系統則自動發送取件通知簡訊給客戶。

台達電表示，長期以來台達電在自動化領域持續創

新，朝向高階、智能化邁進，各式方案亦獲得市場好評，

近年則以智造為發展目標，透過研發、購併推出能因應市

場變化與需求的工控新產品，並向上發展製程監控、管

理、可視化的相關軟體、機聯網和雲端技術，除了逐步邁

向智能製造的方向外，也協助客戶實現產業升級為目標。

台達歐洲、中東及非洲(EMEA)區總經理張財星表

示，台達電深耕EMEA區域30年，強調透過創新的解決方

案與產品，為客戶節能減碳、提升生產效率。包括近期台

達電以高效太陽能逆變器，結合系統整合，協助丹麥大

型太陽能發電計劃擴充規模至75.4MW(百萬瓦)，可滿足

32,250戶家庭對潔淨電力的需求。另外，日前台達電位於

荷蘭的EMEA總部，將既有建物改造為BREEAM認證綠建

築，節能效率並可達45%，都是實際行動因應全球減碳趨

勢的作法。

台達電指出，本次參展主要是展示一系列創新解決方

案及相關的新產品，像是可應用於電動車充電設施、智能

製造、建築節能、再生能源等領域，希望能掌握全球這一

波的低碳商機。

台達歐洲、中東及非洲(EMEA)區總經理張財星表

示，台達電深耕EMEA區域30年，強調透過創新的解決方

案與產品，為客戶節能減碳、提升生產效率。包括近期台

達電以高效太陽能逆變器，結合系統整合，協助丹麥大

型太陽能發電計劃擴充規模至75.4MW(百萬瓦)，可滿足

32,250戶家庭對潔淨電力的需求。另外，日前台達電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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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EMEA總部，將既有建物改造為BREEAM認證綠建

築，節能效率並可達45%，都是實際行動因應全球減碳趨

勢的作法。

6. 廣明旗下機器人　漢諾威參展

2017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聚焦在工業自動化，廣明

公司展示自行研發的達明機器人TM5，展出快速換線的高

彈性部署、低建置與低維護成本的自動化系統解決方案。

廣明旗下的達明機器人TM5為全球第一個內建視覺辨

識的協作機器人，將以往工業機器人的手、眼、腦三個分

開的系統整合為一，提供精密機械組裝如手機拆裝和精密

螺絲鎖固，讓以往需要整合不同設備繁複的工作流程，現

在能輕鬆完成。

廣明也透過內建視覺展示讓機器人自己能辨識方位、

自我調校座標和執行視覺任務，可隨時針對現場狀況微

調，機器人就不會因為物體移動、座標位置改變而又需花

費大量人力與時間成本重新調校，因此大幅增加使用彈性

和降低維護成本。 廣明此次將展示市場詢問度非常高的

車用電子多面鎖附，六軸機器手臂配合自動鎖螺絲機，利

用機器視覺自動辨識螺絲孔位完成鎖固，以及是否卡芽、

滑芽等組裝情況，都可根據設定進行二次鎖附或是通報現

場人員。

此外，每項應用均配備可移動式工作車，不僅能做到

機器人隨時快速更換生產作業線的高彈性部署，也能快速

替換故障機器手臂上線作業，降低後續維護成本。達明機

器人於現場展示如何使用TM5，搭配創新直覺的圖像式使

用者介面(HMI)，以及手拉式引導教學，讓使用者使用工

業機器人就像使用手機一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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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明認為此方式可大幅省略學習時間，過去需要一個

多月的系統整合，縮減至5分鐘就可完成，不僅可省下硬

體建置成本，更省下5000倍的時間成本。 2017年為協作

型機器人元年，IFR最新公布的全球機器人報告更預測，

到2019年為止，全球各大工廠部署工業機器人的總數將

會超過260萬台，相較於2016年數量將多出上百萬台。未

來各產業導入自動化需求將大幅攀升。

廣達集團旗下廣明光電轉投資的達明機器人於2017

年4月24日至28日在德國漢諾威登場，該公司致力推廣內

建視覺辨識的協作機器人，展出快速換線的高彈性部署、

低建置和低維護成本的自動化系統解決方案。        

達明機器人表示，旗下TM5為全球第一內建視覺辨識

的協作機器人，將以往工業機器人的手、眼、腦三個分開

的系統整合為一，提供精密機械組裝如手機拆裝和精密螺

絲鎖固，讓以往需要整合不同設備繁複的工作流程，現在

透過內建視覺讓機器人自己能辨識方位、自我調校座標和

執行視覺任務，可隨時針對現場狀況微調，機器人就不會

因為物體移動、座標位置改變而又需花費大量人力與時間

成本重新調校，因此大幅增加使用彈性和降低維護成本。

此外，達明機器人指出，TM5可執行高精密度任務，

例如精細到需要用針才能取出的手機sim卡，TM5都可輕

鬆完成。此次也展出市場詢問度非常高的車用電子多面鎖

附，六軸機器手臂配合自動鎖螺絲機，利用機器視覺自動

辨識螺絲孔位完成鎖固，以及是否卡芽、滑芽等組裝情

況，都可根據設定進行二次鎖附或是通報現場人員；此

外，每項應用均配備可移動式工作車，不僅能做到機器人

隨時快速更換生產作業線的高彈性部署，也能快速替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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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機器手臂上線作業，降低後續維護成本。 

達明機器人公司也將於現場展示如何使用TM5，搭配

創新直覺的圖像式使用者介面(HMI)，以及手拉式引導教

學，讓使用者使用工業機器人就像使用手機一樣簡單；過

去需要一個多月的系統整合，縮減至5分鐘就可完成，不

僅可省下硬體建置成本，更省下5000倍的時間成本；而

TM5聰明、簡單、安全的產品核心理念，讓使用工廠快速

提升生產效率和全球競爭力。

達明機器人以2017年為協作型機器人元年，IFR最新

公布的全球機器人報告更預測，到2019年為止，全球各

大工廠部署工業機器人的總數將會超過260萬台，相較於

去年數量將多出上百萬台；未來隨著各產業導入自動化需

求將大幅攀升，如電子業、鞋業、紡織、半導體、光電產

業等大廠皆積極投入自動化製造和工業4.0行列；公司配

備手腦眼完整合一的機器人系統、簡單直覺的操作，實現

機器人可隨時換線工作的高彈性，降低整體建置和後續維

護成本，不管是大型工廠或是中小企業，是導入自動化的

最佳利器。

7. Festo運用仿生學習網絡為自動化技術注入全新動力

來自德國 Festo AG & Co. KG 的Festo（飛斯妥股份有

限公司）為一個以全世界為目標的工業和製程自動化領域

的領導者，在氣壓領域、獨特的企業化訓練以及教育課程

等， Festo 的創新能力與解決問題的競爭力，於同業中保

持指標性地位。

Festo 最基本的產品範圍包括氣壓驅動器、電動驅動

器、閥、閥島、安裝簡易的連結系統、移載組裝技術、空

氣調理單元、接頭、真空技術、位置與品質監測、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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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控制技術、及多樣化的教育訓練產品。

另外，Festo 也提供廣泛的自動化產品與技術，所開

發的氣壓零組件及電控產品多達 30,000 種，客製化、模

組化產品也超過 20,000 項，能讓客戶運用在各種類型的

特殊模組需求。而在氣電整合、移載與組裝、齒輪皮帶驅

動技術、定位系統，更擁有無數的自動化解決方案經驗。

結合來自德國深厚科技與精準工藝的專業知識、及全

球各地子公司的 Festo 應用案例，飛斯妥超過 30 年的台

灣深耕經驗，客戶產業遍及電子、半導體、顯示器、太陽

能光電、食品與包裝、汽車、製程、生物製藥、水處理、

及自動化移載等不同工業領域。

Festo 是世界領先的自動化技術供應商，也是工業培

訓和教育項目的領先者。他們的目標：最大限度地提高客

戶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仿生學習網絡— 來自自然的靈感：Festo仿生學習網

絡在今年的漢諾威工業展上再次為自動化技術注入全新動

力。Festo 與大學、研究機構以及開發企業夥伴進行了良

好的合作，並開發出獨特的未來概念。這些概念展現了自

然樣板，對於自動化技術領域帶來全新解決方案的啟發作

用。展示內容如下：

(1) 根據自然樣板實現高效能跳躍

如同其自然樣板一樣，BionicKangaroo 可以將著陸

時的能量進行回收、儲存並在下一次跳躍時進行高效釋

放。

(2) 自主系統的無碰撞飛行

透過eMotionSpheres，Festo 展示了多個飛行物體不

論獨立或處於集體之中也可以在密閉空間中進行協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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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3) 仿造人類手部進行靈活抓取

它將平行與中心抓取進行結合，而且完全無需重

裝。其自適應手指可以靈活並輕柔地適應不同形狀。

(4) 仿生學習網絡 (Bionic Learning Network)

為工業自動化和工藝過程自動化提供新動力 

在工廠日常活動中，自動化技術承擔典型的任

務，例如物料的抓取、運動和定位以及控制和調節工

藝過程。自然界理所當然、簡單和節能的完成所有任

務。簡單來說，從觀察自然現象來學習是較容易。

因此，費斯托已與著名大學和研究所、開發公司

和私人發明人建立了一個聯合體：仿生學習網絡。

OctopusGripper以章魚觸角為自然為樣板進行抓取 

章魚是一種迷人的生物。由於其沒有骨骼，且幾

乎完全以柔軟的肌肉組成，因此被認為非常靈活和自

然。由此，它不能夠在所有方向敏捷地游動，但更可

根據不同對象的外形進行抓取。這種現象如今展現在

OctopusGripper中。

牽引力和真空的獨特組合

抓手由可氣動驅動的軟材結構構成。如果對其施

加壓縮空氣，觸角將向內彎曲，並可根據各自外形溫

和包裹抓取物體。

如同其自然樣板，硅觸角的內側安裝有兩排吸

盤。位於抓手端的小型吸盤被動發揮作用，而在教大

的吸盤上則可以應用真空，以牢固固定物體。由此，

OctopusGripper能抓取並抓持不同造型的物體。

安全人機協作的應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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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柔軟的材料，人工觸手不像能夠溫和安全

地進行抓取，而且符合柔性機器人組件的嚴格標準，

因而對未來協同工作崗位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

以此為目的，費斯托在兩台同樣於仿生學習網絡

中開發的氣動輕質結構機器人——BionicMotionRobot

與BionicCobot——上測試抓手。兩台機器人均具有柔

性，並可在運動學方面或得緊密堅固。由此，它們能

夠直接與人進行互動。即使是在發生碰撞的情況下，

它們同樣不會造成危險，且不必像傳統工業機器人一

樣必須由工人小心進行防護。

8. SCHUNK在漢諾威工業展呈現智能生產的未來

SCHUNK是德國中產階級的隱形冠軍 ，現在也是一個

國際知名的潮流智能生產：贏得愛馬仕獎，對人類與機器

人合作，並與智能工廠的智能工具，它的實際應用程序

是權威專家卡緊和夾緊技術。在2017漢諾威工業展參觀

SCHUNK，參觀者可以收集有關在生產環境智能產業4.0未

來處理的資訊。也有關於純粹是機器人和生產設備的人類

與機器人合作，說明人類與機器人的無障礙合作的各種可

能性。 參觀者除德國總理默克爾、波蘭總理貝婭塔·席

多和歐盟專員君特·奧廷格外，還有巴登 - 符騰堡州的經

濟部長尼科爾·霍夫邁斯特博士。

SCHUNK的協同行為夾具JL1，是世界上第一個人類與

機器人協作智能抓取器模塊直接與人溝通和互動；智能抓

取器模塊，允許對人類和機器人(MRK)的直接合作夥伴。

在今年的漢諾威工業展上再次為自動化技術注入全新動

力，對於自動化技術領域帶來全新解决方案的啟發作用。

展示內容如下：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1) 智能機器人夾持

近年來，機器人和生產設備的領先的運動用品已經

是推動工業生產其智能部件的數位化。超過11,000標準

組件和從雄克協同行為夾具世界上最大的Greifsysteme-

夾緊技術範圍JL1定義了技術可行性的尖端。MRK-夾

持器，這是由工業4.0的指導原則構建，具有根據RAMI 

4.0準則設計了一個分散控制的架構。就像它使用曝光

位置上沒有其他的夾持器模塊「最接近的部分」，以便

與「最接近人」，實現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相互作用最

高的效率和實用性。通過一個複雜的傳感器系統和分佈

式人工智能已經完全融入了夾具的手段，它能夠執行，

永遠以收集關於夾持元件，以及對環境的信息，對其進

行處理，並視情況作出適當的反應。為了這個目的，所

述夾持器裝有創新運動學，其允許兩個平行和水平桿。

所以變種flexibelst不同部分可以交替處理。這裡，觸覺

傳感器監測手指可靠的抓地力和在為了不損壞敏感部件

自主地適應夾持參數。使用專門開發的抓地力策略同意

敏感夾具他的實時行為集中在工件或者一個人的手是否

被緊握。

愛馬仕獎是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行業獎項之一，

智能MRK-夾具，協同行為夾具JL1被授予2017年愛馬仕

獎。該JL1是世界上第一個人機協作，可以直接與人類

和傳達交互智能把持模塊。它是由工業4.0的指導原則

建立，並具有根據RAMI 4.0指導設計了分散式控制架

構。就像它使用曝光位置上沒有其他的夾持器模塊「最

接近的部分」，以便與「最接近人」，實現人類與機器

人之間的相互作用最高的效率和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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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抓手接手處理，狀態監控和流程管理

如何智能夾鉗智能生產流程可以支持未來的雄克還

介紹了一個PCB分離的PCB生產。如果不使用外部傳感

器被智能SCHUNK EGL夾持器在「智能夾持」處理，成

分測定和鑑定以及集成質量控制處理。所有過程數據仍

然被在把持模塊在立即可使用的信息的電平進行處理，

並從單一界面，無論是系統內，用於在在線工藝控制，

以及用於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過程優化數據分析雲解

決方案。

(四) 未來趨勢

2017漢諾威工業展以出色的方式展現工業4.0的智慧生

產，履行其作為世界領先的貿易展覽會行業中享有盛譽。也

顯示出整個行業的過度，在智能生產的巨大潛力被卡住，今

天無數的市場就緒解決方案存在實現這些事實的整個寬度。

在未來幾年內，數位化、機電一體化和生產過程的自動化，

協作會人類和機器人以及所有關鍵部件的網絡帶來工業生產

中的根本性改變。為了實現工業4.0的場景，人類與機器人

協作，以及服務和協助的機器人，它需要智慧，敏感和高度

緊密。

觀察2017漢諾威工業展，實用主義至上的機器人為未

來開發趨勢，實用主義為德國人特色，也落實在機器人設計

上。不管是精密作業的小型機器手臂，或是能夠舉起整台汽

車的巨型機器，所有的產品展示一定是依著真實作業的情況

來操作，一眼看就知道是做什麼用的。從參觀工業機器人展

示來看，工業機器人可以歸納出三個趨勢：協作、機器視覺

與人工智慧。

1. 數位工廠是重點，也就是人與機器將一同在廠房內數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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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因此，讓機器人有效率的與人互動，同時又能確保作

業人員的安全，並提升整個廠區的管理效能，是工業機器

人的一大發展趨勢。這個趨勢涉及的技術便是更先進的感

測器及大數據應用。傳統上，廠區的機器人移動都是依照

指定的標示與路線，但未來將是能自動偵測環境來行進，

為的就是可以避開意外的障礙物，進一步確保人與物的安

全。此外，所有機器人的位置與作業情況，都能透過視覺

化的平台來即時掌握，以提升管理效率。

2. 機器視覺，持續提升視覺效能，達成辨識更複雜的產品，

辨識的速度更快，同時還要能因應異常的位置變化或震動

來即時調整作業。鏡頭，影像卡，處理器以及數據分析則

是關鍵零組件。

3. 人工智慧，是終極的機器人目標，也是前述二項的整合成

果，在成熟的機器視覺與協作基礎下，人工智慧才能被更

廣泛的運用。目前幾家先進的大廠如：西門子、歐姆龍和

KUKA目前都有展示自己的AI規劃與藍圖，大家一個共同

的方向就是：實現一個完全由機器控制，又能自主學習的

工業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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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升我國青年勞動力素質策略與勞動市場因應對策

一、背景分析

蔡英文總統2017年12月29日舉行年終記者會，喊出「終

結年輕人低薪」；並提出「基本工資調整不會停」等五項方

法，強調2018年給行政團隊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全力以

赴，改善年輕人的低薪問題，告訴所有的行政團隊，解決青年

低薪問題，是政府的責任。並提出，終結低薪五個方法，分別

是讓產業順利的升級跟轉型；持續鼓勵企業加薪；基本工資調

整不會停；提供低薪、非典型工作的年輕人，充分的職涯諮

詢、職訓及津貼鼓勵；最後是減輕年輕人的生活負擔，如研議

再進一步降低學貸利息，並提供津貼。

再回顧2017年3月在台大一場校園徵才博覽會上，中天生

技集團董事長路孔明提及自己1979年畢業時，企業起薪是2萬

元左右，工作2、3年後，就能領到3萬元，但35年後的今天，

企業徵新鮮人也只開出26K~30K的薪水，他語重心長地表示，

「台灣35年薪資幾乎沒有變，這是國家很大的危機。」；對

比日本，「鄰國日本正因實質薪資長年不漲，而陷入低薪、通

縮、低成長的困窘，使得『流沙中年』、『下流老人』比比皆

是，台灣應引以為戒。」。「低薪迫使人才外流日益嚴重，損

及國家競爭力。」，高科技之技術人才不斷被鄰國高薪挖角，

甚至高中學測一放榜，香港與新加坡名校馬上祭出高額獎學金

吸引優秀學子就讀，「台灣很快就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才輸出

國。」至於台灣青年為何深陷「薪貧庸」？

有學者認為背後有7大真相。1.滿街都是學士及碩博士，

造成學歷通膨嚴重，加上學用落差大、素質及競爭力下滑，以



��0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致於低薪難獲改善。2.企業盛行僱用派遣人力，其平均薪資不

及正職員工的7成，無形中拉低薪資水準。3.台灣企業經營環

境丕變，許多企業也面臨生存挑戰與危機，一旦降低成本都

難以因應時，只得走向裁員減薪一途。4.年輕人不願意做「黑

手」，產業只好引進外勞替代，也是影響薪資的因素之一。

5.依「勞退新制」規定，雇主須提撥6%至勞工帳戶做為退休

金。然部分雇主為減少提撥、降低公司開支，因而調降員工底

薪。6.這幾年景氣低迷，廠商為降低成本，改以縮短工時或無

薪假因應，致低薪族增加。7.政府推行「1例1休」，不少行業

縮短服務時間，員工不僅領不到加班費，薪水還跟著減少。

持續多年來22K的低薪現象，讓年輕人覺得「有沒有就業

都一樣」，也影響年輕人積極投入就業市場的態度；青年低薪

的現象，是當前許多國家的共同問題，也是台灣社會很重要的

議題。青年深陷工作貧窮與高失業率，即所謂「薪貧庸」，讓

台灣低薪似乎已成為常態！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2016

年平均每月實質總薪資仍不及2000年水準，也就是說，薪資

倒退了16年，所以，全力解決青年低薪應為政府施政當務之

急。

以往自動化威脅製造業勞工，現在服務業也可由機器人取

代，勢必衝擊整體就業。政府不能只強調新科技發展，而忽

略其對勞工與社會的衝擊。有專家認為，根據三次工業革命經

驗，科技進步只會讓工作機會增加，即使一些工作消失，但仍

會創造許多新的工作機會。但如果仔細分析軌跡，可發現正進

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就業的動力已不復存在。

第一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機器雖取代部分勞工，但由於全

球化啟動，原本只在本地銷售的產品，可賣到世界各地，市場

擴張使生產規模提升，造成對人力需求大增。第三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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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服務業興起，服務業就業大增，彌補製造業喪失的工作。

以台灣為例，台灣服務業就業占比由1980年的38％，增加至

2015年的59％。第四次工業革命，無法再找到另一個全球市

場。同樣的，欲找到跟服務業一樣規模的新產業難上加難。

從一些統計調查更可證明，未來新增工作將無法彌補失去

的。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指出，2030年，以人工智慧應

用將取代日本七百四十萬個工作，增加五百萬個新工作；相抵

後，就業人口減少二百四十萬。世界經濟論壇的研究也指出，

新的工作機會只能彌補三成失去的，其他七成勞工將無工作可

做。以往服務業是就業者的大本營，可是機器人取代的不只是

製造業，同時也是服務業，這對就業是嚴重警訊。

人工智慧大量運用，也會顛覆經濟政策邏輯，經濟成長價

值需重新思考。在人工智慧運用下，雖然產值快速上升，但就

業人口卻快速下降，ＧＤＰ與就業的正向關係將反轉。往後政

府必須在促進ＧＤＰ與增進就業中擇一。可預期的，大規模失

業將引起社會動亂，甚至戰爭。藉由人工智慧獲利者，僅會是

少數人，貧富不均將急速惡化。這是人類自己製造的危機，可

能也是本世紀需要面對的最重要議題之一。

此時，政府應多花時間發掘並因應這些新科技下的潛在危

機，並針對提升青年勞動力素質策略與勞動市場因應對策提出

具體可行規畫。

中國大陸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表示，未來人工智慧會取代

社會50％以上的工作機會，並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人工智慧核

心將是「能做出什麼樣的應用」，2017年向大陸執政當局提

交一份加快實施人工智慧國家戰略的建議。2016年阿法狗打

敗圍棋高手向外界展示了人工智慧。大陸雙創氛圍濃厚，中國

能否藉助人工智慧彎道超車，占領下一個超越阿法狗技術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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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於高風險高科技行業創業，政策要作何協調？

雷軍表示，目前除了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最領先，

美國絕大多數工程師都是中國人；數學在人工智慧中很重要，

中國人數學好，今天的優勢就來了。在「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

家戰略的建議」中，雷軍建議，在國家層面進行人工智慧發展

的頂層設計和專項規畫，加強人工智慧基礎理論研究，加強人

工智慧科研人才、技術人才的培養與引進，積極建立人工智慧

產學研協同創新共同體，大力促進人工智慧產業化發展。

未來人工智慧是否會導致大批失業？雷軍表示，未來人工

智慧會取代社會50％以上的工作機會崗位，同時會創造新的工

作機會。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革掉落後的東西，增加新的工

作機會。

全球經濟逐漸脫離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衰退，但勞工雇

用卻未能同步升溫。2013年全球失業率仍維持6.0%的水準，

與2012年持平，全球失業人口預估為2.02億人，另外，2013

年全球就業人口率約達59.6%，雖與2012年持平，但仍低於危

機前60.7%的水準。2014年的全球平均失業率是5.9%，全球的

失業人數高達2.01億人，比起2013年的全球失業率6.0%，略

為下降0.1%。受到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增長乏力的推動經濟進一

步放緩，中國正面臨明顯放緩。日前全球貿易增長越來越多地

與全球經濟增長處於同一水準，或低於全球經濟增速，而以前

全球貿易增長通常是全球經濟增速的兩倍。將 2015 年的失業

人數推高至 1.97 億以上，經濟走弱已造成全球失業進一步上

升。2015 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有可能對 2016 年的勞動力市

場產生滯後的影響，特別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失業率上升。

根據最新增長預測，預計 2016 年全球失業人數增加大約 230 

萬，2017 年進一步增加 110 萬。2016 年，預計新興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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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增加 240 萬失業人口。

失業問題並非平均發生在不同年齡層，剛進入職場的年輕

人因為沒有工作經驗，失業率會更加嚴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LO)估計，當前全球青年失業人口約為7,500 萬人，比起2008 

年金融危機時增加了超過400 萬人。2012 年時全球青年失業

人口約為12.7%，但到2017 年2 月時估計將達12.9%。以歐盟

為例，由圖4及圖9來看，2008 金融風暴發生後，再加上歐債

危機，青年失業率攀升，2011年歐洲五國青年失業率都超過

三成，希臘及西班牙甚至超過五成，這對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將

造成嚴重打擊，成為嚴重社會問題。然而，造成青年失業問題

的不僅只是景氣循環，由於技術和傳播的進步、製造業的全球

化、資訊近用的方便和價廉、工作的組織模式改變等，都造成

經濟結構上的變遷，讓當前青年失業問題更加複雜。新式技術

取向的經濟體促成大量的工作機會，但是，它需要密度相當濃

厚的技術能力，而傳統「畢業即就業」的管道不再有效，教育

不再保障一定能取得持續性的工作機會，同樣的高效能的新經

濟體正意味著它不必然會創造出足以讓所有年輕人充份就業的

工作機會。無論是發達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年輕失落的一代，

都將面臨職業稀少、社會緊張的不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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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歐盟25歲以下者失業率按國家分

資料來源：1. 歐盟統計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lfs/data/database

2. 德國1990年和希臘1990年至1997年歐盟統計並無資料，改使用OECD 

Statistic。

表7　OECD數國青年(15-24歲者)相對全體失業率倍數

澳洲 德國 法國 日本 韓國 西班牙 英國 美國
OCED
國家

臺灣

2001 2.00 1.06 2.09 1.93 2.56 1.98 2.20 2.23 1.97 2.28 
2002 2.01 1.15 2.18 1.87 2.61 1.94 2.23 2.07 1.95 2.30 
2003 2.02 1.14 2.24 1.95 2.83 1.98 2.44 2.07 1.99 2.29 
2004 2.11 1.22 2.33 2.02 2.85 2.01 2.44 2.14 2.01 2.44 
2005 2.11 1.36 2.39 1.96 2.73 2.15 2.62 2.23 2.03 2.56 
2006 2.10 1.32 2.52 1.95 2.91 2.12 2.57 2.27 2.06 2.64 
2007 2.14 1.35 2.46 1.98 2.72 2.20 2.71 2.28 2.12 2.72 
2008 2.08 1.38 2.59 1.82 2.94 2.17 2.68 2.22 2.14 2.85 
2009 2.06 1.42 2.63 1.80 2.69 2.11 2.47 1.90 2.04 2.48 
2010 2.22 1.37 2.54 1.84 2.64 2.09 2.51 1.91 2.00 2.51 
2011 2.24 1.46 2.49 1.77 2.83 2.16 2.58 1.93 2.04 2.84 
2012 2.25 1.49 2.52 1.83 2.80 2.13 2.68 2.01 2.05 2.99 
2013 2.16 1.50 2.43 1.70 3.00 2.13 2.74 2.11 2.05 3.15 
2014 2.19 1.56 2.35 1.74 2.84 2.18 2.62 2.17 2.05 3.19 
2015 2.17 1.56 2.38 1.65 2.91 2.19 2.77 2.20 2.0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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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臺灣地區全體與15-24歲者失業率
單位：%

年 全體 15-19歲 20-24歲 15-24歲
2001 4.57 13.64 9.65 10.44
2011 4.39 11.22 12.71 12.47
2012 4.24 9.80 13.17 12.66
2013 4.18 9.65 13.75 13.17
2014 3.96 8.78 13.25 12.63
2015 3.78 8.63 12.59 12.05

2016（1-6月） 3.89 8.60 12.29 11.7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圖9　各個國家青年（15-24歲）失業率

由圖10來看，各國青年失業率居各國之首自2007年至

2010年大幅度的增加，至2010年始趨緩，但西班牙持續至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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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KILM收錄之臺灣資料，於2009年為缺失值( missing)，未提供相關數據。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LO），KILM 10b；臺灣2009年資料取自主計總處人力運用

調查。

圖10　主要國家青年失業率趨勢

勞 動 力 市 場 關 鍵 指 標 定 義 長 期 失 業 ( L o n g - t e r m 

unemployment)為可勞動且曾經有工作、但已持續失業達一年以

上、且在調查前四週內有出現尋職行為之失業者。由圖11及表

9來看，可以德國與西班牙長期失業率變化最大，德國自2004

年至2006年快速上升；西班牙自2008 年至2013 年呈現驟增

的趨勢，到了2014 年開始趨緩。南韓的長期失業率皆趨近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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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各國長期失業率趨勢

表9　各國長期失業率趨勢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France 1.0 0.8 0.7 3.1 3.5 3.6 3.7 3.2 2.7 3.2 3.7 3.8 3.9 4.0 4.2

Germany 1.0 1.0 1.0 1.2 1.4 5.8 5.7 4.8 3.9 3.5 3.3 2.8 2.4 2.3 2.2

Japan 1.2 1.2 1.6 1.7 1.6 1.5 1.3 1.2 1.3 1.4 1.8 1.7 1.6 1.6 1.3

Korea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Spain 5.8 3.9 3.8 3.8 3.5 2.2 1.8 1.7 2.0 4.2 7.3 8.9 11.0 13.0 12.9

Taiwan 0.4 0.7 1.0 1.0 0.8 0.7 0.5 0.5 0.6 0.9 0.9 0.7 0.7 0.7 0.6

說明：1. KILM 11a 長期失業率定義係指一年或以上失業者除以勞動力。

2. KILM之資料庫中，臺灣未涵蓋與此一指標項目下。

由於青年失業或僅得到基本工資的低階工作機會，除了讓

年輕人難以維持生活開銷外，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失去可以在

工作中磨練做事態度和自我成長的機會，以及存錢等待創業或

投資的機會。這不但會縮減其終身所得，更剝奪了他們未來競

爭的機會。尤有甚至，許多失業者在無法找到適當工作機會，

轉而成為“尼特族”(NEETs: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依賴父母維生，逐漸成為社會的結構性危機。

學用落差、低薪、勞動條件差、產業未來前景不明等，都

是青年當前就業困境，也是青年積極尋找海外工作機會、不願

意留在台灣的重要原因之一。學者認為，要將人才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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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改善青年工作薪資外，讓年輕人對職涯有「正面想像」是相

當很重要。

勞動部統計，2015台灣整體平均月薪僅1520美元(約

47000元)，低於香港1915美元、日本的2592美元、韓國2917

美元；台灣年工時2014小時，雖低於韓國、新加坡，但遠高

於日本及美國、法國等歐美國家。

月薪、工時，或許不是評估工作選擇的唯一指標，但當台

灣產業發展停滯、年輕人看不到職涯未來時，量化的薪資、休

假數和工時，遂成為年輕人工作的首選，並將謀職眼光投向海

外，離鄉背井、尋覓更好的勞動條件。

起薪低、初入職場工作辛苦，是多數年輕人都可想見的職

場樣貌，也非完全不能、或不願忍受，但「看不到未來」卻會

擊垮年輕人。在職場努力多年，薪資卻無法明顯提升；工作十

年的薪水所得，連買一間小套房都有困難，看不到前景，年輕

人怎會想留在台灣？

要讓年輕人重拾對台灣就業環境的信心，提升勞動條件、

打造產業前景，兩者缺一不可。推動產業轉型的過程中，要讓

企業看到明確的政策執行方向，更需要人才投入，增加誘因讓

年輕人願意留在台灣打拚。

針對青年就業起薪過低，政府政策不只改善就業環境，更

要透過整個產業結構轉型，來拉高整體薪資水準，積極推動發

展「創新創業」產業，讓台灣長出一個一個新的產業，而新創

事業回報率比較高，有機會帶動薪資成長。

台灣勞工目前有兩大問題，一個是過勞，一個是低薪，前

者政府可推動修正勞基法等相關法律來協助改善，後者涉及

總體經濟，政府從政策面改善產業環境，讓產業本身跟著動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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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輕人就業起薪低，問題由來已久，原因很多，包括

產業結構未改變，讓台灣走向低薪，且過去企業用人講究教育

和學歷，但發展過程中，這項指標已不明顯，企業主因無從判

斷新進員工能力，所以新人進來，統統先給低薪；但調查也發

現，企業用人「前三年」新進人員薪水雖不高，過了兩三年，

好人才就會獲得較明顯的調薪。

青年人才培育應著重跨領域之職能發展及就業協助，教育

部和勞動部應調整目前之相關機制，經濟部與國發會的政策規

畫，應偏重台灣整體產業結構的轉型與產業生產力提升；例如

投入物聯網、大數據與雲端運算、數位、科技等新創事業，發

展新產業，才能解決薪資過低的長年問題，單純只考量成本負

擔，結構性問題會一直存在。低薪問題的改善，關鍵在產業結

構的轉型成功，將既有成本取向、低毛利產出的經濟結構，提

升為創新取向，高利潤率的產業型態，青年低薪的問題才會獲

得真正的解決。

台灣年輕人的低薪問題有多嚴重？「台灣35年薪資幾乎

沒有變，這是國家很大的危機。」，未來應走創新，運用物聯

網與大數據發展趨勢，並跟著世界走，才能帶動高薪發展。

1979年，當時業界給的起薪是2萬元，工作兩、三年後就成長

到三萬元，但卅五年後的現在，企業徵新鮮人開出的薪水，依

然26K到30K，「一個產業決定一個世代」。

回頭看看菲律賓，在1980年代很富有，曾幾何時卻變成

菲勞，就是因為沒跟上電子產業，而台灣雖跟上電子產業，年

輕人起薪還是不到30K，主要因台灣沒有天然資源，過去在代

工模式下，只有人才是優勢，但台灣的代工優勢，現在已被其

他國家代替。中國大陸在2016年推出創新措施，如技術股不

能低於70％，出錢的最多只能占30％，但台灣科學家只要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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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創新，就會被罵到臭頭，「哪還有創新的動能？」，所以，

我們需要創新，培養學生具有創新的動能，而且如果要追求更

高的薪資所得和報酬，就必須找對產業，跟著未來世界走。

根據IBM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總經理盧志浩表示，工

業4.0的可能性，從M2M(Machine to Machine)、 M2B (Machine 

to Business)垂直整合的智慧工廠，延伸到串連企業接單到客戶

服務價值鏈(Value Chain)的水平整合，乃至價值網路中合作夥

伴的價值網絡應用服務導向整合(peer-to-peer value network)，

都是製造業邁向未來製造必需循序漸進的目標，台灣有許多不

同規模的製造業者尋求IBM的建議，每個企業對工業4.0的訴求

與切入點都不甚相同，IBM建議台灣三大產業的因應策略，應

該先將企業在這場革命中的策略定位、三到五年中長期的營運

規劃思考清楚，然後再訂出邁向工業4.0所要達到的規模、時

程，以及每一階段藍圖架構，這樣才能畢其功於一役，減少來

回修正的冤枉路。

根據他的觀察，正熱情擁抱工業 4.0的產業族群，以電子

製造業為大宗，包括IPC、網通廠、EMS組裝廠，其次是工具

機產業，再來是半導體產業。將這些企業以規模、生產價值鍊

所處位置與工業4.0發展模式來區分，大概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產業通常是硬體設備的供應者，以網通業者及IPC

為代表。他們在工業4.0的垂直整合中屬於聯結(Connection 

Layer)層，著重的是機器與機器(Machine to Machine)間的資料

交換，感知器的佈署與機台連線能力的掌握，因此這一類廠商

通常是從生產設備連線、資料傳輸渠道與自動化的能力談起。

這個族群的企業雖然很想切入完整工業4.0垂直整合的應用，

但是仍普遍存在向上設計整合工業4.0上層商業應用情境與智

慧分析運用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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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族群是系統整合者，以EMS廠為主，這種類型的企

業規模較大，具備整廠輸出的能力，企圖建立一個工業4.0的

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典範，將生產環境的高度自動化及高

度連結性當作示範工廠的訴求，目前這種類型的廠商以組裝廠

居多，而他們面對的問題是，雖然已經具備高度自動化及產線

連結的能力，但即時性大數據分析與動態生產規劃優化的能力

偏低，對於這一種族群的企業，IBM多建議在討論智慧工廠的

同時，也必須開始思考智慧分析應用情境來定義資料蒐集的種

類與收集點，同時建立大數據平台處理產線運作時產生的大量

即時數據，包含哪些機台資料、參數或環境資料需要被蒐集都

必需詳加定議，方能有助於線上(Online)、即時(Real time)的設

備維修預測、動態生產排程、設備使用率等等更進一步的分析

及優化之需求，才能真正落實工業4.0的概念。

第三種是半導體廠，盧志浩認為，在工業4.0的路上，半

導體產業的高度自動化以及大數據分析的靈活運用已經讓它達

到3.5，接下來需要思考的是更多的整合，例如排程的整合尚

未做到即時(Real Time)，在進行更高階的分析及優化目標時，

許多設備還是需要進行更新，並且同樣應該事先計畫定義好資

料蒐集的規格，模擬優化的情境。

從目前與台灣企業接觸的經驗，IBM觀察到，企業對工業

4.0的想像、預期達成的目標與實際的規劃，多少有些落差，

因此盧志浩建議，每家企業都有自己想要參與工業4.0的出發

點，企業主應該首先確立策略定位，再決定改革規模。首先對

公司的角色定位及自身優勢做清楚定義，因為角色定位將會影

響隨之而來的商業模式和改革規模。

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工業4.0的角色定位分類，盧志浩對台

灣企業提出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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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硬體設備製造者(Device Maker): 由於掌握硬體製造的優勢，

但不容易在產業規格標準定義上扮演領頭羊角色，可以先進

行智慧工廠(Intra-factory)的建置，運用大數據分析與物聯網

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產品品質。

(二) 解決方案整合者(Solution Integrator): 透過與設備商合作，連

結系統與設備，在整個生產流程中進行預測分析及優化，從

接單到出貨，可以做到近乎即時的訂價及產能排程，並與協

力廠商間分享資訊的能見度，經過分析後再回頭優化原本的

計畫，強化廠與廠間的價值鏈應用(Inter-company value chain 

activity)，進而提供高度客製化的產品，進入可高度追蹤的

物流系統，做到可預測的售後服務。

(三) 系統標準的建立者(Ecosystem Builder): 由於已經是產業生態

系統領袖，更應該清楚定義價值網路中不同夥伴的角色及資

訊在價值網路中的流向，哪些項目必須自己做？哪些必須找

尋合作夥伴，要做多大規模的應用？哪些使用情境需要建

立？建議可以制定應用程式介面(API)，分享即時產能、訂

單、存貨的資訊，使產線上的合作夥伴都可以取用這些資

訊。

盧志浩也強調，工業4.0的目標並非一蹴可幾，並且會因

產業的特性而影響時程。當角色定位及規模都已經確定，想

要邁向工業4.0的企業，制定發展時程及藍圖架構，進一步

訂出策略性的時間表，及每個時程預計達到的架構藍圖，例

如M2M、MES、 Data Platform Service、 ERP、 API、 SOA、 

Cloud等，根據這些架構方向，再去發展每一個層次必須擴張

的能力及策略的結盟。

自美國提出「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德國提出「工

業4.0計畫」等重大產業革命性政策，企圖重建與引導全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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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製造技術發展，這股工業4.0與智慧生產浪潮就席捲全球，

方興未艾。在這股捲動產業革命的浪潮下，台灣傲視全球的電

子科技業，及隱形冠軍的中小型製造業，勢必受到影響，製造

業該如何掌握這股潮流，從中找到轉型契機，面對未來的競爭

與挑戰呢？政府人才培育策略與措施應往哪個方向走呢？

對於台灣製造業、商業與農業來說，工業4.0將帶來智慧

生產、智慧商業、智慧農業與智慧生活等全新的改變，提供了

極佳的遠景與話題，同時也是許多目前遇到瓶頸的中小企業的

轉型契機，這一場全世界矚目的工業革命，令人引頸期待，但

將大幅改變勞動市場人才所需質與量，進而帶動人才培育革命

性的改變，政府、學校與企業更要提早提出因應措施。

二、我國新世代青年就業困境與因應策略

值此日益震盪的全球經濟氛圍，處於相對落後之勞動市

場，在日益嚴峻的經濟情勢下，亟需提針對全球之經濟、生產

以及科技趨勢，運用各項國際情勢資訊，以因應未來國內勞動

情勢相關政策與決策所需。掌握青年失業問題，因應物聯網與

巨量數據運算發展，智慧生產趨勢、全球供應鏈發展與智慧生

產與網路科技發展趨勢等對勞動市場影響，探討我國新世代青

年就業困境，因應未來國內外勞動情勢，提出我國提升青年

勞動力素質策略與勞動市場因應對策，分成以下3部分說明，

一、我國新世代青年就業困境與因應策略；二、因應全球化產

分工與網路科技發展，改善勞動市場的途徑；三、因應智慧生

產趨勢，培育生產力4.0產業實務人才策略。

我國自2000 年失業率首次突破3%爾後便一路攀升，接著

2001 年經濟成長率首次轉負(圖12)，政府相對應的就業促進

政策在此壓力下開始有了具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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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台灣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1998-2015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我國近年來的就業促進政策，可以發現執行了很多以行政

院為主導層級的重大且緊急措施，以因應失業率快速升高的現

象。其中包括政府部門創造就業機會方案、永續就業工程、緊

急僱用措施、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等。政府針對失業或可能

失業的干預方式分為三類：勞動保障規範、消極勞動市場政

策以及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勞動保障規範主要是保障勞方的權

益，使其不易被解雇；消極勞動市場主要是以失業給付和年金

制度為措施；而積極勞動市場則以促進勞工進入職場為目標。

回顧我國過去的就業促進政策，也不出此三類型。其中，在積

極勞動市場政策裡：創造就業機會、職業訓練、就業媒合與經

濟補貼是就業促進與緩解失業壓力的重點項目，各國因產業型

態、文化傳統、政治制度與財政情形等因素，會有不同的組合

方式與著力點。如我國為因應失業率的上升，推出了一連串的

方案，然而此些措施均以總體綜合促進就業為主，並非針對特

定族群。針對新世代青年就業困境與因應策略提出以下分析：

(一) 我國新世代青年失業與就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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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貿易障礙(如關 、配額限制)減少、

陸海運空運成本降低(如貨櫃化)、數位革命的技術進步(例

如，郵局寄信大衰退、e-mail和社群網站興起、報紙愈來愈

薄、社群網站興起、電子書逐漸取代紙本、網路書店興起、

網路銀行興起、手機已成必需品、iPhone和iTV興起)，全球

化早就先體現於產品／服務／資訊跨國移動，再進一步體現

於資本跨國移動，再體現於勞動就業市場與勞動跨國移動。

我國在全球分工、產業結構變遷趨勢、外包日多、代工

企業微利化與雇主追求僱用彈性等的趨勢下，我們可觀察到

全球化對勞工衝擊的以下趨勢：

1. 就業地點全球化：就業機會不平均分布、轉換工作的機率

提高(流動率)提高、海外就業機會增加、跨國就業日益變

成常態。

2. 就業結構變動大：女性就業比率提高、員工多元化(不

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國籍、不同文

化)、職位兩極化、非典型工作者增加、工作貧窮現象趨

嚴重。

3. 結構性失業明顯：中高齡、青年、弱勢勞工等，失業率較

高。

4. 就業的雇主不再容易從一而終：改為效忠自己。

5. 工資兩極化：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智慧資本有別，導致

工作所得兩極化、M型化，從而貧富差距擴大，有「差之

毫釐、失之千里」(small differentials do matter)的效果。

6. 薪資紅利化：固定工資比率下降、浮動工資比率上升；勞

工屬風險趨避者，不喜歡浮動工資比率高的不確定性。

7. 勞工期望就業安全：包括工作安全、總體就業安全、個體

就業安全、所得安全、(集體／工會)代表性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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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青年若不能強化其人力資本、社會

資本、智慧資本，掌握市場變遷趨勢的資訊，其就業較不易

穩定，其工作收入較易偏低，較難爭取勞動保障，也較易失

業。

另外我國少子化與老人化的人口結構改變，與從1986 

年到2009 年間，大學院校從28所成長為149 所，短短十餘

年間，大學院校數增加為原來的五倍強，由於教育制度改

革後廣設大學，使大學畢業生人數激增(如圖13與表10)，造

成青年不願從事基層勞動工作。高教擴張的社會變遷已形成

新世代的就業問題壓力來源之一。快速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

潛藏勞動力不足的威脅，但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卻逐年下

降；中高齡者的低勞動參與率未必代表他們的勞動「意願」

降低，很可能是就業機會不足致使乾脆退休離開勞動力市

場。事實上，中高齡者相較於過去有更好的健康狀況與更高

的人力資本，過早退休不僅是人力資源的浪費，也增加退休

金制度的財務壓力，造成代間衝突，如何提高中高齡者的勞

動參與率與適當地延後退休年齡，是將來不能不面對的問

題，也將造成新世代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高教擴張改變青

年的就業期望，但高教擴張也致使文憑相對價值降低，加上

全球化所帶來勞動型態轉變，青年人口將面對愈來愈嚴峻的

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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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佔同年齡人口比率統計

資料來源：教育部及內政部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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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教育部及內政部統計資料

企業雖然傾向續用高齡人力而「招募」年輕勞動力，但

不同教育程度的年輕勞動力對於工作的期望並不相同。根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顯示，青年(15-29 歲)初次尋職時選擇

工作的考慮因素，除了「薪資與福利」是不論教育程度高低

都同等重視的因素外，不同教育程度者的求職考量點並不相

同。也顯示高教育程度者(大學及以上)對於「生涯發展」(學

以致用、學習知識技能、發展前景、有挑戰性、有升遷機

會)的重視高於平均，對於「工作壓力」(工作穩定性、通勤

方便、工作負擔較輕)相對來說不是太重視。另外，教育程

度愈高者，對於「符合興趣」的要求也愈高。

由於不同教育程度者尋職的考量重點不同，青年人口的

教育組成變遷將導致工作需求的變化。台灣高等教育於九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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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大幅擴張，因此2001 年至2010 年間，15-29 歲勞動力

者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及高中為最多數，晚近幾年則大學及

碩士的成長率最快。男性勞動力的大學教育程度者比例從

9.28%上升到34.01%，碩士從1.59%增加到6.3%；女性勞動

力的大學教育程度者比例從14.39%增加到46.05%，碩士從

1.24%到4.38%。

為提升技職院校素質，教育部主張在高教體系之外，讓

技職體系也可以升格為科技大學。於是，兩條高教教育的高

速公路並行，開啟了高教擴張之途。然而，技職院校為了爭

取由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甚至成為科技大學，紛紛增聘有

博士學位具有研究能力的教師，同時系所也調整與高教體系

相仿，以期達到改制目標。然而，技職院校高教化的結果，

反而讓原先深具學用合一特色的技職體系，失去從基層做起

的踏實訓練，也讓技職院校定位不明。

高教擴張提升了年輕人口的工作期望，但台灣在第三次

全球化的結構轉變時沒有選擇產業升級，而是往大陸及東南

亞發展，工作機會逐漸外移，台灣的勞動市場也產生了明顯

的結構性變化。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發展趨勢下，非典型

工作機會日益增加，形成台灣青年的「勞動市場風險」(待

遇不佳、環境不佳、沒有保障)與「生涯發展困境」(學非所

用、沒有前途)的結構性根源，台灣青年就業市場的供需落

差因此更形擴大。

全球化四次結構轉變來認識台灣就業問題，我們可以得

出大致情況。在1970 年代台灣逐漸發展進口替代產業，藉

紡織等初級製造業的發展，奠定台灣製造業的基礎。然而，

這個階段在資金、技術，以及市場行銷上都仍相當不足，

只有廉價勞工，可以爭取到基本訂單，市場與技術都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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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企業手中。到了第二次結構轉變，隨著歐美及日本在

成本及匯率上的困境，加上十大建設的基礎以及石化業的發

展，台灣以彈性協力網絡及高素質勞動力，加上嬰兒潮世代

的人口紅利，讓台灣製造業有高度的競爭力。這個階段，政

府的產業策著重於設立工業區，並為廠商提供低廉且穩定的

成本環境，就能達到充份就業的目標。然而，在第三次結構

轉變時，台灣產業被迫要能升級才具有競爭力，台商只能在

往大陸及東南亞發展，或是產業升級之間選擇；當然，許多

產業採取兩岸分工模式，更加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隨著這

個趨勢，工作機會外移，在開始階段因為熱錢流入創造許多

金融服務業的獲利空間，壓力還不算太大。然而，隨著幾次

景氣低瀰，失業問題遂逐漸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當產業開始虛擬化之後，許多工作逐漸消

失，工作一旦消失之後就不再回來，除非能創造新的工作，

否則失業率當然會增加。因此，雖然產業獲利、公司獲利，

但卻沒有反映到工作機會，也沒有讓社會大眾有穩定的工

作。目前台灣的失業率沒有美國、歐盟來的嚴重，但是，在

全球化消失中的工作模式中，台灣亦無法置身事外，同樣面

臨長期失業比例增加、低教育程度失業增加的情況。而台灣

如果產業仍是大規模生產、低價接單的出口模式，若非產業

外移就是基本工資持續低落，將造成中高齡及青年失業問題

益加嚴重。過去，失業有著家族來包容，失業還不致造成嚴

重社會問題。然而，隨著家庭結構轉變，以及家族觀念改

變，失業問題成為個人以及小家庭要單獨面對時，社會保險

制度以及政府對失業救濟的作法，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後

防線，失業不再是家族的事，已經成為政府的責任。

台灣過去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大量出口賺取外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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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經濟成長。因此，招商、獎勵投資、廣設工業區、以間

接方式補助出口，都是重要的政策考量方向。遇到景氣低瀰

時，就援引凱因斯理論，以大量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成長。

多年來，此一作法通常都有效，大家也就相信只有提供更好

條件鼓勵國內外投資，或是增加政府支出就會達到刺激經濟

成長，解決失業問題的目標。但是，這次將會不太一樣，一

方面，台灣政府債務已達上限，很難再藉舉債創造信用刺激

經濟；另方面，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嚴重但高齡勞動參與率卻

不斷下降，而全球化與高教擴張致使青年求職之路更顯坎

坷，我們必須有新的思維，否則無法解決既存困境。

勞動去管制化及非典型化發展，就業與失業間的界線日

益模糊，青年就業型式也趨多樣化；又因就業與就學間的

界線亦同時變為模糊，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青年轉銜(youth 

transition)歷程乃因具有可回復性，而變為更多樣性與複雜

化，上述現象促使青年延遲就業及找到穩定工作之比例逐年

下降。不同於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青年失業僅被認為是短

暫的過渡現象，時下青年容易失業卻未必順利重新就業，換

句話說，現今青年淪為長期失業者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綜上所述，臺灣近年來同樣面臨勞動法規適用、高齡化

與少子女化等人口結構變遷、高教擴張、晚進早出、高出低

進、全球產業供應鏈移轉、智慧科技及網際網路與雲端運算

的運用等問題，青年勞動力原本就越來越少，若在進入職涯

時未能順利接軌，獲得進入核心工作累積工作經驗的機會，

甚至讓許多擁有專業技能的年輕人被迫兼差或從事非技術的

工作，可以預想在未來20 年後，當現今中壯年已逐漸退休

時，原本的青年勞動力，因未能累積足夠的工作技術與經

驗，將何以成為國家的生產主力？而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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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失的青年勞動品質下消逝。

近幾年我國青年的就業困境，主要可以分成幾個面向，

分別為：

1. 青年失業問題：攀升的失業率，附隨而來逐漸延長的失業

週期，及長期失業青年比率增加

2. 青年求職遭遇的困境：學用落差、薪資停滯、就業機會減

少、待遇不佳

3. 低落的謬誤及就業媒合體系的失靈。

國內在近幾年來面對如何協助青年穩健的步入職場，以

及輔助青年初次尋職如何與勞動市場產生無縫接軌，導入諸

多積極性勞動政策的促進就業方案，最常使用政策工具包括

僱用獎勵與就業獎勵，也就是說，不管是從僱主之「僱用獎

助」亦或是從青年的「薪資補貼」政策方案，都直接或間接

的對於青年與職場接軌有相當重要影響。

我國政府對於日益嚴重的青年就業危機，雖然已提出各

種策略與對策，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平均失業率由98

年5.85%高點呈逐年遞減，104年已降至3.78% (減少2.07個

百分點)，為近15年來新低(89年為 2.99%)；15-29歲青年平

均失業率亦降為8.7%，但仍為整體失業率的2.3倍。平均失

業人數由98年高點63.9萬人，已漸降至104年44萬人，失業

者之尋職有賴政府提供資源協助其順利就業，以維生計及社

會安定。15-29歲青年失業人數由98年高點的27.1萬人，漸

降至104年20.1萬人；另外每年超過20萬畢業生青年投入職

場，因此協助青年就業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104年勞參率平均為58.65%，相較96年58.25%，增加0.4

個百分點，為近20年最高水準(84年為 58.71%)，呈逐年微幅

成長。104年女性勞參率平均為50.74%，相較96年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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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3個百分點，有明顯成長，女性勞動力人口亦呈現上升

趨勢，但與美國、德國相較，仍有顯著差距，因此女性勞動

力是值得持續開發。推計15~64歲工作人口自105年起逐年下

降，每年平均減少18萬人，為因應未來勞動力供給問題，除

協助失業者就業外，仍需開發更多新世代青年、婦女、中高

齡勞動力，促進勞動參與，適時填補產業用人缺口。

我國失業狀況雖已漸趨緩和，但仍有44萬失業者待協

助，再加上每年20萬以上大專以上畢業生投入職場，針對其

失業原因、尋職遭遇困難，分析如下：

1. 失業原因

非初次尋職者失業主要原因依序為：「對原有工作

不滿意」占36.35%、「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26.28%及「臨時性工作結束」占9.92%。鼓勵勞工提升技

能增加就業競爭力，顯得相形重要。

2. 初次尋職者主要尋職困難

初次尋職者於找工作過程中主要困難依序為：「經歷

不足」為30.63%、「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為

30.1%及「技能不足」為17.19%。就業準備及釐清職涯方

向成為步入職場前首要工作。

3. 青年主要尋職困難

15-29歲青年在找尋工作過程中主要困難依序為：

「專長技能不合」占32.29%、「找不到想要職業」占

27.08%及「待遇不符期望」占18.75%。縮短學用落差及

就業資訊落差為降低青年失業率之重要課題。

綜觀以上分析，協助新世代青年尋職者排除就業障礙，

使其順利就業，進而促進勞動力的供需平衡，提升國家競爭

力，為政府施政首要的工作之一。另外青年高失業問題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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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從循環性失業問題演變成結構性失業問題。

政府為解決前述青年就業困境與降低青年失業率，積極

促進青年就業，行政院於2010年5月24日核定「協助青年就

業接軌方案」（後續調整為促進青年就業方案），由教育

部、經濟部、勞委會、原民會、國科會、農委會、衛生署等

11部會64項計畫共同分工執行，初期由青輔會彙整檢討年

度執行情形，行政院組改後由勞動部負責。

該方案配合青年職涯發展階段，提出「協助職涯探

索」、「增進職場實務體驗」、「加強就業媒合服務」、

「提供創業服務」、「培訓後推介就業」，以及「長期失業

青年就業促進服務」等六大面向。執行期間自2014年至2016

年，為期3年，積極協助青年就業，針對青年所面臨的職涯

迷惘、職業及勞動市場認識不足、學用落差等問題，提出跨

部會促進青年就業策略及具體措施，提供職涯探索、職業訓

練、就業服務、創業協助，期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協助青

年縮短尋職期間，提升就業能力，共同協助青年適性就業。

勞動部提出的計畫包括：1.協助職涯規劃及就業適應：

青年就業服務專櫃、職場實習等；2.少學用落差：「青年人

才培訓深耕方案」，包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

合作訓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青年

就業旗艦計畫」、「青年就業讚計畫」；3.提升媒合效率：

透過臺灣就業通網實網絡，加強失業青年的就業媒合。

主要針對事業單位及學校提出各項就業促進方案與計

畫：1.協助職涯規劃及就業適應，減少學用落差，補助大專

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針對畢業前2年在校生，引進業界

資源開設業界實務課程、辦理職場體驗及共通核心職能課

程，彌補青年學用落差；青年就業服務專櫃、職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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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結合學校學制與產業用人需求，辦理

學科教育與工作崗位之雙軌訓練，培訓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專

業技術人力；3.減少學用落差辦理產學訓合作訓練：由職訓

中心提供技術養成訓練，結合學校學科教育與安排於日間至

事業單位實習，強化青年專業技能；4.減少學用落差辦理青

年就業旗艦計畫：師法德國，針對15歲至29 歲缺乏工作經

驗或專業技能之離校青年，以先用後訓模式提供實體專班及

工作崗位訓練，提升事業單位僱用意願，增加青年就業機

會；「青年就業讚計畫」；5.對已畢業之待業青年，推動明

師高徒計畫，運用一對一師徒制，以做中學的方式加強青年

專業知能與就業技能，促進其就業；6.提升媒合效率：透過

臺灣就業通網實網絡加強失業青年的就業媒合。

有關青年強化就業技能並獲得補助措施之計畫方案就業

技能為主的計畫方案尚包括：1.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目的在

於激發在職勞工(15歲以上包括青年)自主學習，鼓勵參加職

業訓練，藉以提昇知識、技能與態度，累進個人之人力資

本；2.青年就業讚計畫：鼓勵18~29歲未就業之青年強化技

能及提升就業能力以促進就業，並提供2年12萬訓練學習自

付額補助，協助其順利就業。

上述的促進青年就業方案，透過不同的補助對象試圖提

供與建構更為完整及穩健的青年就業參與途徑。具體措施執

行情形說明如下： 

1. 提供各項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提前導入校園

(1) 在學階段，職業訓練提前導入校園

主要是將訓練資源提早導入校園：針對在校青年，

結合學制、職業訓練及企業，推動產學訓、大專就業學

程及雙軌訓練。其次為結合學校及企業資源，辦理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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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活動、職涯講座及訓練機構與企業參訪等活動。

(2) 離校階段，工作崗位職業訓練

主要是提供訓練崗位訓練：提供失業青年2年12萬

參訓補助或免費參加本部自辦職前訓練。其次是提供工

作崗位訓練：青年就業旗艦計畫，針對離校青年，結合

企業用人需求或業界資深師傅，以先僱後訓或明師高徒

計畫，一對一師徒制方式辦理工作崗位訓練。在賴是提

供失業青年參訓費用補助，「青年就業讚計畫」，鼓勵

18~29歲未就業之青年強化技能及提升就業能力以促進

就業，並提供2年12萬訓練學習自付額補助，協助其順

利就業。

2. 運用就業服務措施協助青年畢業即就業

積極與企業、民間人力銀行合作，釋出職缺媒合就

業、台灣就業通提供專人服務、舉辦主題就業博覽會及徵

才活動、運用青年跨域津貼及缺工就業獎勵等就促工具。

3. 青年跨域尋職就業補助措施

為協助青年減緩降低異地 就業障礙、擴大尋職範

圍、降低跨域尋職與就業成本，針對初次尋職青年及待業

青年，提供「求職交通補助、搬遷補助、租屋補助及異地

就業交通補助」等跨域尋職就業補助措施。

4. 海外就業資訊提供

為避免國人因資訊不完整，誤判國外勞動條件、薪

資、生活消費水準等情事，建置「國人海外就業資源中心

網站」，提供國人赴海外就業前相關資訊。 

另外，針對在校青年，將職訓提前導入校園，搭配學制

並結合職業訓練及產業資源，推動產學訓合作訓練、大專就

業學程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自97年至104年底止計培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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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8,728人。

針對離校青年，推動充電再就業計畫，結合事業單位用

人需求或業界資深師傅，以先僱後訓或一對一師徒制方式，

辦理工作崗位訓練、2年12萬失業青年參訓補助，自97年至

104年底計培訓6萬5,351人。

透過台灣就業通網站、校園就業博覽會等多元就業媒合

管道，提升媒合效率促進就業，104年服務15-29歲青年求職人

數計25萬7,134人，成功推介15萬4,311人就業(如表11所示)；

104年推介就業率由96年43.4%已漸提升至60% (如圖14所示)。

表14　15-29 歲青年就業服務成果

資料來源：勞動部臺灣就業通就資系統

15-29歲青年推介就業率

圖14　15-29歲青年推介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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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計畫方案之推動，亦須持續關注青年就業族群與其

他弱勢就業族群所存在的競合關係，以化解各族群之間的競

爭關係，需以開發國內潛在勞動力為重要的思考方向。若從

近期的調查資料顯示，15至29歲青年失業率由98年10.76%

降為104年8.7%，顯示協助青年就業已具成效。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透過貿易擴大海外市場，

進口物美價廉的原物料及商品，就業型態也隨著產業分工有

著很大的轉變，觀察目前新世代青年的就業困境，主要可以

分成以下幾個面向，分別為：「青年失業問題」：攀升的失

業率，附隨而來逐漸延長的失業週期，及長期失業青年比率

增加；「青年求職遭遇的困境」：學用落差、薪資停滯、就

業機會減少、待遇不佳；「就業環境的惡化」：非典型勞動

盛行造成勞動條件不佳、就業意願低落及就業供需媒合體系

的失靈。換言之我國新世代青年失業與就業仍存在已以下困

境：

1. 高等教育擴張的衝擊：

主要問題是就業預期落差與產業與教育間的落差。

2. 產業需求轉變：

全球供應鏈下產業變動對不同技術勞動的影響；智慧

生產與網路科技發展所需職能的改變；跨國勞動力的需求

與開放。

3. 勞動彈性化所造成的不穩定就業現況：

就業轉換頻繁與青年貧窮就業。依勞動部103年

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我國54.2%青年勞工初

次尋職曾遭遇困難，主要原因為「經歷不足」占 30.6%、

「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占 30.1%，其次是「技

能不足」占 17.2%，再次是「求職面試技巧不足或不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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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占 14.4%。

(二) 政府協助新世代就業困境因應策略

為促進青年就業，各國採取的政策包括：補助雇主僱用

青年的工資、補助雇主對青年提供職場體驗式的職訓、改善

總體經濟、提供公共服務工作等，以增加青年的工作機會；

透過職訓強化青年的數學與識字能力、工作態度、人際溝

通、領導與被領導能力、團隊合作、工作動力、自我紀律等

非工作技能，以減少落差；以政策和促進員工監督，來排除

青年可能面對的勞動市場歧視；對青年尋職提供特別的就業

服務協助；改善證照的市場價值和減少資訊不對稱，以降低

工作貧窮現象；透過職場職訓、創業職訓、創業育成中心保

留配額給青年、資金貸款等，協助青年創業。

韓國為縮短青年認為中小企業的工作較差和中小企業職

缺找不到人的工作落差，建立8萬大專生和6萬中小企業的資

料庫，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擔任就業服務和職訓的媒介，建立

Job Young求職求才網(也提供諮詢服務)，在大專校園廣設就

業服務中心，並提供14萬青年客製化的職訓，在訓後進入中

小企業就業；在中小企業中，請中高齡者擔任青年的現場導

師教練，以促進青年順利就業，並和中高齡者間發展代際雙

贏工作。

英國2001年將教育暨技能部調整為就業暨年金部，突顯

就業的重要性；目前對於初次尋職而不適用失業給付或每週

工時少於16小時，而家庭收入與存款低於一定門檻(排富條款)

的青年(以及可申領養老金之前的年齡者)，提供尋職津貼。

中國大陸自2008年起實施「大學生村官計畫」，欲在5

年內僱用10萬名大學應屆畢業生，下鄉去當兩年的村官，服

務農民，也了解農民與農村的狀況(劉唐宇，2012)；各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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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三支一扶」，三支是指支醫、支教、支農，一扶是指

扶貧，來增創大學生的就業機會。但兩年期限到期後，若無

法考上公務員資格者，還是容易再度失業。部分OECD國家

則對青年訂定次最低工資。

我國失業率的攀升始於1996 年，面對失業問題時主要

以「促進就業」為中心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措施作主軸，輔以

失業保險、失業救助等以「維持所得」為目標的消極性勞動

市場措施，建構我國就業促進政策的樣貌。圖15為我國與

其他五國之20-24 歲及25-29 歲青年失業率過去十年的變化

曲線，可以發現，兩個年齡組的失業率雖然都有上升趨勢，

特別是2008 年上升的幅度尤大，但其後失業率都漸次地下

降。這除了景氣循環的因素之外，各國紛沓提出之促進就業

政策應也產生了政策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25-29 歲

年齡組的失業率都在9%以下，各國20-24 歲年齡組的青年失

業率往往都超過8%，甚至高達12%-16%。因此，各國針對青

年所提出之就業通常會針對不同年齡層來設計。

  

圖15　各國青年失業率的變遷（2000-2015年）

資料來源：http://stats.oecd.org/ , 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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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青年來說，工作不只是賺錢，也不只是尊嚴，那是青

年的一生、社會的未來。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就業地點全

球化、就業結構變動大、結構性失業明顯、就業的雇主不再

容易從一而終、工資兩極化、薪資紅利化，而勞工期望就業

安全。青年若不能強化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智慧資本，

掌握市場變遷趨勢的資訊，提升移動就業力，其就業較不易

穩定，其工作收入較易偏低，也較易失業。

就青年勞動力供給面而言，青年就業能力的品質多樣

化、青年的勞動參與行為不一、青年不喜歡上課式的職訓課

程、青年涉世未深容易受騙等，致工作技能和非工作技能

(如數學與識字能力、工作態度、人際溝通、領導與被領導

能力、團隊合作、工作動力、自我紀律等)有落差的青年，

較易陷入工作貧窮，或較難就業。因此，設法強化青年的工

作技能和非工作技能，縮短與需求面的落差，可促進青年擴

大擇業空間，並穩定就業。

針對青年勞動力需求面觀察，職缺需求有限、就業機會

分布不均、雇主招募偏好有工作經驗者、青年從事非典型工

作的比率高、多數雇主不願花過長時間培訓青年、青年創業

挑戰高、基層白領外勞的引進威脅本國青年的就業機會、青

年的「工作貧窮」現象漸成隱憂等，都值得關切。為增加青

年的就業機會，除持續追求可創造青年就業機會的產業發展

政策外，宣導企業社會責任、妥適處理相關勞工政策(含外

籍勞工引進政策)、強化青年的全球競爭力等，也有助於青

年就業需求的提升。

在青年勞動力供需媒合方面，青年未充分使用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青年使用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品質參差、青年不

是就業服務法的特定對象、退役青年的就業媒合可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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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海外就業服務尚待擴充等，不利青年的尋職和轉業。

故亟需思考如何強化青年勞動力供需媒合。而面對青年就業

不易、低薪，及失業率較全體者為高，政府責無旁貸；但政

府政策的規劃必須提高跨部會的整合程度，並改善政策執行

的效率，讓政策更能協助到真正需要協助的青年。

從前面各國政策回顧中可以發現，世界各國無不致力於

國內失業率的降低，並為因應國情和失業族群的不同提出消

極性與積極性的勞動市場措施，也針對青年與中高齡是否會

有相互競合的研究發現，目前各主要國家青年和中高齡的就

業並未明顯出現競合關係，職業隔離及整體經濟發展提供的

就業機會多寡同步地影響了兩族群，但政府就業促進資源配

置和工作職位的升遷是否有競合則需待更多研究進一步的探

究。

從主要國家的消極性及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資源的分配

看來，韓國和荷蘭在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投入較高，日

本則為消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為主，綜觀各國之就業促進政

策，以失業者的特性如青年或中高齡而有不同的強調重點。

在降低青年的失業率上面，就業技能的培養和訓練為各國的

重點措施，例如英國、荷蘭等歐盟國家依循著Europe 2020 

strategy 的方向，改善各層級的教育與訓練系統使教育與訓

練更貼近青年的需求、讓求學與工作間的移轉更平滑、讓歐

盟的青年可以在各國間流動進行學習或工作。另外，許多國

家成立專屬青年的單一窗口，協助青年人發掘就業方面的潛

能、準確掌握就業資訊，以及鼓勵有潛質的青年人自行創

業等，亦具其成效。綜合來看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成長(job-

centered growth policies)，並且同時考慮經濟、就業和社會安

全之間相互配合之政策，方為解決就業問題之根本。綜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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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幾點，做為我國就業促進政策參考：

1. 擬定長遠之產業發展及提振經濟之政策

為利政府、資方以及教育體系充分掌握市場需求變化

之趨勢進行技能預測，推及勞動力技能及職業專長訓練，

平衡人才之供需。

2. 針對青年勞動力應及早開始進行職涯及興趣之探索

為不同群組的青年於更早時間提供干預方案和有效的

求職協助。另外，也為低技能的青年加強學徒和雙軌制職

業培訓方案(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3. 建立多元的職業觀念：

日本在就業促進政策中強調青年獨立及從小建立正

確的職業觀念；韓國政府亦編列經費宣揚代際合作之優

點；英國的官方首要報告書中鼓吹工作多樣化與彈性化的

好處，強調企業應讓工作者在職業生涯後期有個工作緩衝

期-從事漸進式退休，而非就業與退休的截然二分。可以

發現：建立青年正確的職業態度以及改變社會氛圍以容納

多元的職業型態，是政府促進就業重要的一環，尤其我國

在高教擴張及傳統世大夫觀念的束縛下，萬般皆下品及工

作就是老歹命的刻版印象下，常使得青年和中高齡在求職

選擇上躊躇不前，與家庭也易發生衝突，最後淪為失志青

年及喪志工作者。

4. 強化部會整合及協調功能：

我國政府為解決前述青年就業困境與降低青年失業

率，積極促進青年就業，行政院核定「促進青年就業方

案」，由教育部、經濟部、勞委會、原民會、國科會、農

委會、衛生署等11部會64項計畫共同分工執行，雖然由

勞動部負責，但執行就業促進政策跨部會且多頭馬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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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就業政策推動與管理，應包含教育、經濟、國家發

展、勞政及社政等部會，可學習德國或日本與韓國做法促

進青年就業方案。

我國青年新世代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勞動供給面因素、

勞動需求面因素、勞動供需媒合面等因素，經過以上分析，

改善我國青年的就業與失業問題，在策略上，應以就業為中

心的經濟成長政策、有效縮短供需落差、提高青年勞動力的

投資價值、協助青年就業的措施儘量差異化、結合民間活力

等。就學校面、企業面、政府面之作為，提出以下建議；學

校作為之改善包括推動呼應全球化發展的職涯觀念、檢討課

程使呼應全球化趨勢、宜對教師進行相關職能的培訓等；企

業作為之改善包括有規劃地創造青年的職缺、宜提供青年更

多的職場體驗機會、宜設法提高市場工資、宜提高對學生勞

動者權益的保障等；政府作為之改善包括強化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對青年的服務、政策執行要鎖定需要協助的青年對象、

推動青年基本職能的職訓職類、改良推動青年職訓的方式、

應建立長期的促進青年就業政策機制等。

鼓勵青年積極勞動參與、提升青年勞動力品質、穩定青

年就業、逐步提高青年工作報酬等，是促進青年就業的目

標。可思考採行的策略包括確立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成長政

策、有效縮短供需落差、提高青年勞動力的投資價值、協助

青年就業的措施儘量差異化、結合民間活力等，就學校面、

企業面、政府面之作為，也提出一些建議。

1. 學校作為之改善

大專院校畢業青年的就業力品質參差，不分青年延後

進入職場，而少數輟學或不再升學青年的協助更有必要，

故青年進入職場前的學校教育階段的就業力之充實，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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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學校可強化推動呼應全球化發展的職涯觀念、檢討

課程使呼應全球化趨勢、對教師進行相關職能的培訓等作

為。

(1) 推動呼應全球化發展的職涯觀念

例如，各級學校宜推動「行行出狀元」的多元價值

觀。部分大專畢業青年的父母不願其子女從事基層或目

前社會地位較低的職類(例如，美髮師、售貨人員、加

油工、生產線的技術員、傳統產業的黑手)，此與士大

夫觀念和基層職類的工資較低有關。

再者，各級學校宜推動全球就業價值觀。鼓勵青年

面向世界，可以走向全球各地就業；四海為家，人在哪

裡，家就在哪裡。假使青年抱持全球就業價值觀，可提

高其移動就業力，擴大擇業的地理範圍，以忠誠於職涯

取代忠誠於雇主。如此，青年較易(國內)跨區就業，較

不會執著一定要在住家處附近就業，至少第一份工作不

必限制一定要在住家處附近就業，也較可縮小職缺數與

失業人數的差距。

(2) 檢討課程使呼應全球化趨勢

為提升青年的全球視野，各級學校宜強化青年的外

語能力、數位／電腦／網路／社群能力；內化青年的公

平就業價值觀，要別人如何待你，就如何待別人；鼓勵

青年出國留學、出國打工渡假、出國遊學、出國當志

工、出國觀光旅遊，接觸藍領外籍勞工、接觸白領外籍

勞工、接觸新移民、觀看國際新聞等。課程設計應儘量

納入能達成以上效果的內容，若課程不易納入，則可透

過社團與畢業門檻的要求，搭配促進之。例如，已有多

所大學有英語程度的畢業門檻要求，但多數是放任學生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自行學習，未能提供適當的協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的課

程，實可改善。

(3) 宜對教師進行相關職能的培訓

教師是學生最信賴的對象，為強化學生在學期間的

就業力之充實，教師需熟悉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供需動

態，俾提供學生職涯探索與適性規劃之協助。各級學校

(大專院校、高中職與國中小)可對其教師，進行相關職

能的培訓，透過他們來協助需要服務的在學生；並建立

支援網絡，提供教師補充性的服務資源，以利服務多樣

化的在學生之需求。由於教師人數眾多，方法上除面對

面的培訓外，更應採數位化的知識分享之方式培訓，優

先培訓負責輔導學生的教師。

在內容上，教師除協助職涯探索與職涯規劃外，也要

重視如何降低青年求職受騙的機率，因為青年涉世不深，

又擁有熱心助人的熱情，常在求職時受騙。儘管就業服務

法已有處罰加害人的規定，但預防勝於治療。為降低青年

求職受騙的機率，可鼓勵各界研發較具吸引力的相關教

材，將之納入各級學校課程內容與生活教育(亦可供社會

宣導教育之用)。

2. 企業作為之改善

企業宜有規劃地創造青年的職缺、提供青年更多的職

場體驗機會、設法提高市場工資、提高對學生勞動者權益

的保障等。

(1) 有規劃地創造青年的職缺

倘若青年不願進入企業就業，企業將面臨員工老化

與接班中斷的問題，這不是僱用(藍領)外籍勞工就得以

克服的風險。有規劃地創造青年的職缺必須創造優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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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創造青年願意進入的職缺，才有利吸引青年進

入企業就業。各種行業的企業可創造較高附加價值的職

缺(如服務創新)，以利吸引大專畢業生進入。為避免僱

用大量外籍勞工的過程中，排擠青年的就業機會，企業

可規劃與外籍勞工職缺互補的中高階職缺，讓青年就業

與僱用外籍勞工雙贏；為避免促進青年就業的過程中，

排擠非青年的就業機會，企業可採取代際雙贏的作法，

讓青年與非青年搭配就業，彼此學習、成長。

對於跨國企業，可提供青年海外就業職缺，以吸引

青年進入，亦有利企業培養全球專業人才。對於僱用有

外籍勞工的企業，可培訓青年與外籍勞工共事的方法，

促進雙贏效果。對於有興趣創業的青年，企業可規劃內

部創業機制，運用政府對青年創業所提供的資源(如低

利貸款和培訓的提供)，以提高青年創業的成功機率。

企業亦可與第三部門策略聯盟，開拓發展社會企業的商

機，增創更多的青年就業機會。

(2) 宜提供青年更多的職場體驗機會

部分企業若非有意長期僱用青年，無意願提供青年

職場體驗機會，因為覺得成本太高。假使企業能在企業

社會責任的驅使下，提供青年更多的職場體驗機會，協

助青年及早釐清其職涯偏好，從而適性就業，便可從中

挑選合適的青年，予以僱用。假使各企業都能這樣作，

便不必擔心職場體驗的培訓會損失人力投資的花費，因

為企業最後所僱用的青年若非自己訓練，也會是曾接受

過別家企業訓練的人。如此，將可降低青年從事非典型

工作的機率，促進青年穩定就業，讓企業共同分享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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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青年的職場體驗機會，企業可採取人力資本

論來分攤青年培訓花費(參Becker, 1993)：一般型人力資

本宜由青年自行或社會負擔(雇主可部分負擔)，特定型

人力資本宜由雇主全額負擔。為降低雇主的成本，企業

可善用政府對青年職場體驗的補助，但企業應落實職場

體驗的「職訓」內涵，不宜只將該補助視為工資補貼，

以突顯「職訓」的功能。

(3) 宜設法提高市場工資

工作貧窮的感受不利青年投入職場，也會降低青年

的穩定就業，終究不利企業用人。工資主要是由市場決

定，如果勞動力不追求人力資本的改善，卻可獲得高工

資，不是適當的作法；故企業應研發提高基層職類的附

加價值，搭配推動中的國家職能標準，以學力取代學

歷的指標，從而自然提高青年的工資。例如，美髮師要

具備設計／頭部保養／整套衛生知識，售貨人員要具備

設計／頭部保養／整套衛生知識，加油工要具備加油站

站長的知識，生產線的技術員要具備工程師的知識，傳

統產業的黑手要有師傅級的純熟度等。這類似代工廠逐

漸發展自有品牌，醫院不只是治病、亦成為健康加值中

心，住宅大樓演變為智慧型大樓的加值效果。

對照去澳洲打工者，從事分割牛羊肉、餐廳侍者、

農業勞務等基層工作，卻能賺到臺灣白領的五倍工資；

過去美國留學生畢業後不想回國者，可以去賣豆腐、開

餐廳、作房地產經紀人、擔任售貨人員，最終可利用他

們較高教育程度的知識，獲得較高的工作報酬。故假使

能夠提高各種職類的附加價值，將可促進青年超越工作

貧窮，從而穩定就業，俾利企業用人。企業訴求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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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次基本工資的思維，或許有利企業短期僱用青年，

但並非上策，因為容易令青年以為他們較屬次等，並不

利青年的生產力。

(4) 宜提高對學生勞動者權益的保障

市場中存在著日多的學生勞動者，包括在學打工、

建教生、技術生、實習生等，他們的勞動保障都有所不

足。勞基法對於技術生已有規範，而建教生準用之，但

已無法滿足青年的訴求，若無法改善，將不利此類人力

的勞動需求。為求需供雙贏，企業宜在企業社會責任的

精神下，將從事一般勞工工作的學生勞動者視如勞工，

給與勞動基準的全面保障。若確屬訓練期間的技術生，

則應嚴格其訓練的執行(如技術督導、期間上限)，特別

是要將工時與上課時間一併計算，不可過長，避免把技

術生當作一般勞工，令其工作，卻不給與他們一般勞工

的勞動基準之全面保障，且可能損害青年的健康。

3. 政府作為之改善

政府可強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對青年的服務、政策執

行要鎖定需要協助的青年對象、推動青年基本職能的職訓

職類、改良推動青年職訓的方式、應建立長期的促進青年

就業政策機制等。

(1) 強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對青年的服務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對青年提供專櫃服務之餘，可建

立青年專屬的求職求才網站、加強吸引青年使用。除社

會宣導外，可對在學學生增加青年參訪就業服務站、辦

理青年寒暑假體驗營、建立青年求職資料庫，提高青年

認識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程度，以提高其未來使用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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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退役青年的就業服務，可與國防部和退輔會聯

繫，儘量能於退役前，就對青年提供就業服務(含產業

環境介紹、就業諮詢及必要的職訓)，建立退役青年求

職資料庫，主動媒合，以促進退役青年順利就業。再

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宜規劃開展海外就業服務的機

制，擴大青年的就業選擇空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亦宜強化宣導青年使用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或其他尋職管道的自我保護意識，因為政府無

法隨時保護青年，青年必須提升自我保護意識，以減少

為就業而受騙之事例。此可透過社會宣導，以及學校教

育，介紹實際案例，突顯自行檢驗安全就業的指標，以

及尋求協助的管道。

(2) 政策執行要鎖定需要協助的青年對象

政府政策有時不能充分達到協助需要協助的青年對

象之效果，主要是執行時的困難。例如，目前只以身分

別和有無參加勞保紀錄的標準，作為判斷其是否需要協

助，乃過於簡便。未來可再精緻些，如透過就業諮詢，

建立追蹤、可跨區轉移的數位青年檔案，提供個別化的

協助(包括對企業的賦稅減免)，並動態評估其效果，以

便調整進一步的協助措施。相對地，也要對所協助的青

年之職場體驗或就業去處，建立追蹤、可跨區轉移的數

位雇主檔案，提供差異化的協助，並動態評估其效果，

以便調整進一步的媒合協助措施。

(3) 推動青年基本職能的職訓職類

青年的工作態度最受企業重視；而面對基層白領外

籍勞工引進的威脅，阻擋引進不易收效，亦非治本之

道。較佳的因應對策是，提升本國青年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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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青年年輕、活力與創意的優勢，未來就業所需的基

本條件，政府可考慮推動以下的青年職訓與職類，促進

青年服務人群、關懷社會、體驗職場、強化健康、提升

外語能力等特質，以因應未來跨領域技能的訓練之基

礎。

初階的青年職訓與職類可包括：青年潛能開發

營──幫助青年建立／強化自信心，提升社交能力(如

教唱至少一首公文或臺語歌和至少一首外文歌、教國標

舞或簡易魔術)，強化尋職技巧，展現積極的工作態度

等。數位／網路青年團──利用電子競技的風潮，可

吸引青年參與。文化創意產業青年團──運用青年的

創意與活力，一方面促進青年自我成長，一方面促進文

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健康美食青年團。調飲料青年

團。有機農業青年團。救難青年團──幫助青年健

身，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獲得服務人群的成就感等。

社會關懷(公益)青年團──可以第三部門為體驗對

象，一方面促進青年自我成長，一方面促進第三部門的

發展；若赴海外服務，可參考美國和平團的運作。外

語(各種外語擇一參加)青年團──幫助青年提升外語能

力，有利其進入常態職場就業。運動(各項重點運動)

教練助手青年團──幫助青年健身，有利我國推展運動

進入基層，有利青年未來進入運動產業。

中高階的青年職訓與職類可包括：青年點子王

(各產業產品或服務之設計)先鋒團──必須對有興趣的

產業已具有基本的認識與工作經驗為前提青年貿易先

鋒團──必須對有興趣的產品或服務已具有基本的認識

與工作經驗為前提青年行銷先鋒團──必須對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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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或服務已具有基本的認識與工作經驗為前提青

年法律先鋒團──必須對有興趣的產業已具有基本的認

識與工作經驗為前提。

(4) 改良推動青年職訓的方式

若採學校上課的方式來推動青年職訓，較不易吸引

青年，故職訓的辦理方式要研發新的型態，透過集訓、

職場體驗、定期回訓、隨時交流動態、定期檢討修正等

流程，建立辦理的架構。集訓階段宜採遊戲、角色扮演

方式，搭配數位交流平臺傳遞交流之方式，來提供相

關知識；邀請產業夥伴參與，提供青年職場體驗的機會

(未來有機會僱用參訓的青年)，效果較佳。辦理期間應

依特定職訓類別的性質訂定，不必齊一化，改以管理彈

性來獲得差異化的功能；必要時，可分初階、中階、高

階的職訓；結訓後，給予結訓證書；嚴謹的職訓建立口

碑後，逐步建立品牌形象(如經濟部委託外貿協會辦理

的學士後兩年之貿易人才培訓班)，即可具有彰顯青年

工作技能、提高青年工資的指標效果。此種辦理方式的

研發成果還可申請專利，形塑新的產業，附帶創造新的

就業機會。

(5) 應建立長期的促進青年就業政策機制

目前政府促進青年就業政策相當多元，但中短期政

策的名稱常常改變，讓社會誤以為政府同時採取有很多

項政策，其實只是調整過去的政策，改換名稱而已；多

個部會都採取有促進青年就業政策，已透過跨部會的整

合予以改善；但這些政策多屬中短期，經過不斷延伸，

已變成長期政策，惟仍缺乏長期政策的整體規劃之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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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改善，宜在現有的就業服務法和就業保險法之

外，訂定就業安全基本法，規劃協助弱勢勞動力(含青

年)的基本原則，特別是應明訂跨部會政策的整合機制

之規範，以及評估效果的指標與方法。

台灣低薪困境問題社會討論已久，不同角度切入，就會

有不同的解讀，藥方也就不同。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加入爭

辯，認為低薪問題主因是製造業外移。主計處指出，台灣薪

資較高的製造業產能紛紛外移，留下的服務業卻薪資偏低，

因而拖累整體薪資表現。許多製造業職位年薪可破百萬，服

務業多數薪資卻只有3萬，製造業每增加一個單位需求，會

帶動3.8個單位的需求，服務業卻僅能帶動1.8個需求，而且

台灣很多服務業是因為製造業而存在，製造業外流造成許多

服務業失根，因而逐漸萎縮。

這種說法其實只對了一半，低薪癥結在於製造業外移

後，貢獻GDP達6成的服務業生產力未能提高，9成從業人員

仍然做著低薪的傳統服務業，換句話說，不能責怪製造業外

移，應該歸咎產業升級失敗。也有人認為，扭曲的稅制導致

資金外流後長期滯留海外不歸，民間投資不振，產業升級緩

慢，因而薪資凍漲。

台灣薪資成長從1991年起減緩，2001年開始陷入停

滯，接著的16年就是實質薪資倒退的年代；與此同時，國內

物價仍緩慢上升，國人實質購買力減損；但這十多年房價大

漲數倍，低薪困境把年輕人買房期望打入深淵，成為這代年

輕人心中的最痛。追根溯源，這些原因都不是真正原因，而

是其他因素的「結果」。

低薪困境的根源，在長期的政治對立與內耗，讓台灣自

2000年後政府投資障礙重重，民間投資意願不足、外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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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確定投資環境因而卻步；加上兩岸關係未處理好，製造

業紛紛以外移，台灣經濟才開始惡化。

高科技產業在扁政府時代開始轉赴大陸投資，當時大陸

經濟快速成長，正邁向「世界工廠」地位，製造能力爆發

式成長，台灣卻拒絕三通，並祭出各種管制、限制措施抑制

兩岸經貿與投資成長。當時台灣貢獻全球PC產量7成，如能

將物廉價美的大陸製造納入產業鏈，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毛

利，但政府堅持拒絕三通，最後高科技產業在國際品牌大廠

壓力下紛紛外移大陸。主要代工廠出走，就業機會也被帶

走。

即使到被綠營封為「傾中」的馬政府上台，開放了三

通，但此時大陸已由「世界工廠」開始轉型為「世界市

場」，台灣1990年代產業轉型成功，大陸對兩岸產業合作

的興趣高、需求大；但馬政府對兩岸相互投資處處管制，如

中國移動與國內電信業的入股聯盟最後胎死腹中，面板大廠

友達的大陸投資案受政府限制而延誤時機，終而利基盡失。

國內投資方面，公共投資固然進入低潮期，近5年平均

衰退超過5%，即使是民間投資亦逐漸低迷，讓國內超額儲

蓄迭創新高。扁朝時期占民間投資比重高的DRAM、太陽能

光電、面板等，在金融海嘯後都奄奄一息；諸如國光石化這

種近十多年來僅見、帶動效果高的重大投資案，也因環保因

素而中止。加上近年全球科技產業典範移轉，台灣企業調整

不及，未能發展出更新的產業模式，導致對外競爭力受影

響。

這些多重因素，共同造成台灣的低薪困境。如果當初能

對兩岸經貿與投資作好規畫與定位，台灣大可以在前往大陸

投資，延伸戰線的同時，保有台灣的製造業並往高端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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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連根拔起」；如果台灣能繼續有更多投資，保住薪

資較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則可以帶動更多的服務業就業機

會需求，台灣服務業也不會陷入低薪資困境。

因此，問題的根源其實在台灣自己，2000年後政府及

民間投資雙雙不振。如果有足夠的投資，縱然工廠外移大

陸，就業需求也會增加，自然可以帶動薪資上揚。但台灣這

十幾年來完全背道而馳。民進黨再度執政後，政治更對立、

社會更混亂，兩岸經貿與投資更封閉，不利的投資因素更嚴

重。

反觀大陸2年前服務業產值已首次過半，未來將是服務

業成長黃金期，對服務業尚屬領先的台灣而言，將是一個相

互投資的好機會，但民進黨3年前拒絕了服貿，今天繼續緊

縮兩岸關係，台灣將再次失去分食大陸經濟紅利的機會。台

灣企業對政府離心、缺電風險提高、投資環境不友善等問題

如不能緩減，投資低迷問題就很難改善，低薪問題就不可能

改善。曾承諾要幫年輕人加薪的蔡政府知道問題所在了嗎？

有能力與意願改進嗎？

一言以蔽之，當今新世代年青人的就業困境：

1. 沒工作的苦

(1) 沒有經濟能力，變成尼特族、啃老族。

(2) 喪失在職場上學習磨練的機會。

(3) 誤入歧途。

(4) 長期失業遭「社會排擠」，製造家庭及社會問題。

2. 有工作的也苦

(1) 低薪、勞動條件差，所得分配不均。

(2) 工作不穩定，陷入工作貧窮，看不見未來。

(3) 擔心工作外移或被新科技取代。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4) 傷疤效應。

3. 青年就業困境之原因：

(1) 全球化：

人流、物流、金流無國界。

產業外移，工作消失。

(2) 智慧(自動)化：機器取代藍領，智慧機器人取代白領。

(3) 高教擴張：學用落差，供需失衡。

(4) 高齡少子化：少子化缺勞力，高齡延退占工作。

(5) 勞動法令調整：新自由主義VS福利國家主義。

(6) 非典工作興起：

轉任正職機會低，看不見未來。

網際網路便捷正式組織逐漸消失。

其實，一代不如一代的觀念是錯誤的，一代不同一代才

是正確的。試想我們不但是人人擁有Walkphone的現代人，

且不分老少，每天都過著「滑世代」的生活，環境這麼大的

轉變，賺錢方式豈能不予調整？

當今，亞洲經濟已成時勢所趨，中國大陸崛起是此現象

的代表之一，中美(Chimerica)雙強一詞說明未能配合此趨勢

的企業，不可能賺大錢，困守台灣而不走出去賺世界及兩強

市場的錢的年輕人，只有每況愈下。其次，企業營運模式已

由對外貿易走向對外投資，進而走向「國際策略聯盟和合

作」，整合各地資源、人才、技術及關係是競爭優勢所在，

也是創造附加價值的獲利「密碼」。

再者，民粹主義當道，「川瘋」流行，自由(free)貿易已

被要求公平和防恐(fair&fear)交易所取代，企業風險大增，

購併與虛實整合流行，連特斯拉的市值都可超過通用汽車老

大哥，不賺錢的創新未來企業被股民追捧，可見年輕人找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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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巿場老大，創新卻跟不上潮流的企業，如Nokia、Sharp

及Toshiba是沒有前途的，未來如又碰到像復興航空，讓你

中年失業危機，職業真的沒有保障。

此外，高科技產業並非賺錢的保證。只有郭台銘所說

的：賺錢的才是高科技。因此不斷升級轉型的傳統產業，反

而是個好企業，選老板與進入創新不斷及學習機會多的中小

企業，是年輕人更要注意的選擇。值此詭譎多變的國際情

勢，對處於新世代年輕人有幾點建議：

第一、培養硬功夫和軟實力，積極進取來面對挑戰。現

今「學歷」並不重要，隨時和終生學習，增加職場競爭力的

「學力」才有用，只有勤於learning，才能增加「能力」，

您的薪資報酬自然水漲船高。

第二、不斷的充實專業來滿足職業需求，保障工作技

能。當你擁有「做什麼像什麼」、「要什麼就給什麼」的專

業素養時，你的身價怎可能不水漲船高，成為老闆不可或缺

的紅人呢？

第三、確實了解職場上需要的要件，積極裝備它成為你

的競爭優勢。專業可提升你的身價，但真正奠定增值基礎的

是：工作態度、敬業精神、團隊合作、感恩心、重視倫理、

遵守紀律等要件，你愈具備上述要件，愈有價值與籌碼。

第四、創造個人的獨特性，彰顯與眾不同能耐的路，。

當大家都一樣時，就失去競爭力，在職場創造個性，建立自

己獨特的地位，才有廣闊的加薪空間。

第五、學習尊重與包容精神，化解世代對立，創造薪火

相傳的光榮時代，孩子，我要你比我強，台灣才有希望。至

盼我們不再世代對立，而是攜手相連，創造年輕人更亮麗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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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今就業與失業困境，新世代的青年可以做以下方

向思考：

1. 如何面對：

(1) 反抗—引領風潮  扭轉乾坤

(2) 拒絕—畫地自限 不改其樂

(3) 接受—逆來順受 隨遇而安

(4) 融入—掌握契機 順勢而為

(5) 駕馭—乘風破浪 展翅高飛

2. 如何因應？

(1) 遺世索居—小農、小居、小廠、小確幸

(2) 公益關懷—社會企業

(3) 養家活口—一技之長

(4) 追求成就—創新創業

(5) 迎向世界—跨界、跨域的溝通整合能力

三、因應全球化產分工與網路科技發展，改善勞動市場的途徑

根據2016年12月勞動部勞研所委託研究報告─「全球

供應鏈、網際網路科技發展趨勢，對勞動市場影響與因應分

析」，近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展開並帶來衝擊；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各地會議時，都引來連串集會和抗

爭活動。反全球化浪潮最極致表現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川普

全力敦促製造業投資美國，則是在地化的呈現。對台商來說，

紅色供應鏈的威脅未除，反全球化及在地化的壓力，已在眼

前。鴻海集團的事業版圖，在大陸、在日本，還在布局的同

時，就在川普的鼓吹下，不得不考慮到美國投資設廠。鴻海事

業體夠大，財力雄厚，足以因應這股浪潮變局，廣大的中小企

業台商怎麼辦呢？如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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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反全球化的大小團體，其勢力來源有二，一是在資金

迅速流動中受創者，如金融風暴後的東南亞、非洲及中南美諸

國。據估計，在「創造性毀滅」的全球化過程中，遭受重創的

約有十億人，占全球總人口六分之一。二是來自各國內部的弱

勢階級、地區與族群，及其相關的社會運動。如「美國勞工聯

盟」、「地球之友」等團體，不僅展開對世銀及IMF的抗議，

並對美國本土的去工業化及外來移民不滿。這些勢力集結終於

發酵，締造反全球化傾向的川普政府。

反觀台灣，先加入WTO，後與中國簽訂ECFA，雖有利世

界接軌，卻給傳統產業及弱勢中小企業的生存帶來威脅，也給

農工等弱勢團體帶來生計衝擊。在企業關廠歇業、慘澹經營或

外移潮流中，許多勞工被迫轉業或失業，而引進外勞也衝擊中

下階層勞動力。這些衝擊蓄積的反彈力量，終於釀成太陽花社

運，反對兩岸服貿協議，占據國會，引起國際矚目。

台商面對反全球化與在地化挑戰時，一般運用全球在地化

策略，大致呈現三類布局。第一是以生產與製造為主，注重投

產目的地具成本優勢的比較利益，尤其土地及勞動力便宜。這

類台商最多，以傳產或中低技術層次者為主，主要從事代工製

造，為追求更低生產成本外移，俗稱遊牧民族，如外移中國或

東南亞，或從中國沿海再遷內地。第二類以即時產品供應及售

後服務為主，包括組裝大廠為品牌客戶代工，及協力廠商為組

裝大廠製造。這以資訊電子業為主，通常由組裝大廠領導其協

力網絡集體遷移，類如「母雞帶小雞」，異於成衣、鞋子等勞

力密集產業。1990年代以來，隨著客戶的全球市場開拓，這

類廠商紛紛前往世界各地設點，進行一種由「全球商品鏈」驅

動的投產布局。第三類則以品牌與銷售服務為主，講究產品可

以進入市場，被消費者接受。這類台商主要是3C、成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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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擁有品牌的製造業者，其次是餐飲、零售及金融服務業者，

除少數大企業外，多數為中小企業。由於市場競爭及區隔，加

上文化及地理因素，這類台商少數擁有全球品牌，多數是區域

性品牌，布局偏重中國及東南亞。

台商為克服反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挑戰，必須深化其全球在

地化的布局，採取有效策略因應。第一類型者除致力改善生產

流程與技術、或轉型多元投資經營外，需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

實踐，包括員工、協力廠商、消費者、社區及環境等利害關係

對象。第二類型台商的當務之急在於增加研發投資與能力，強

化生產技術水準，提升其在全球商品鍊中的地位和利基。第三

類型台商需要提高產品開發的創意與能力，強化市場需求調查

及通路體系的建構，增強行銷及廣告的策略。

惟其如此，台商才能結合全球化與在地化這兩股力量，進

行更好的布局，並善用物聯網與網路科技的技術，達到「立足

台灣，邁向世界」的境界。

網路科技(網路終端設備、網路基礎設施、應用程式、雲

端運算、大數據、人工智慧、行動機器人等)不但帶來新型態

的生產消費，對於勞動就業也有重要的潛在影響。一方面，網

路科技和自動化技術可以代替人力，並淘汰許多過去的中間交

易環節；另一方面，網路科技也可提高勞動生產力，並催生新

市場、新產品，因而增加IT技能人才和專業領導人才的需求。

網路科技還可能影響勞動服務的提供方式和勞雇關係。這些科

技的勞動代替效果和勞動互補效果綜合起來，對於勞工就業既

有整體淨效果，也有重分配效果。在美國和西北歐國家，就業

和薪資在過去的20年來有「兩極化」的傾向：中水準薪資勞

工的就業占比下滑，高水準薪資勞工和低水準薪資勞工的就業

占比增加；同時，高水準薪資勞工的實質薪資提升最多，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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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薪資勞工的實質薪資提升最少。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顯示，

其原因可能部分來自數位化科技對人力的替代和互補之交互作

用。臺灣是否有類似的現象，網路科技在這些方面的潛在作用

與可能的政策反應，值得探索。

2012年，Uber於全美七個城市提供冰淇淋運送服務，大

大打破過去長時間運送的觀念，這還不夠，在紐約甚至出現直

升機運送服務、大型車輛等各式新類型服務。運用網路科技，

以線上快速提出需求，與GPS定位系統，立即與線下交通工具

媒合，這就是Uber運用科技帶給民眾的全新體驗。Uber，一個

隨著科技世代孕育而生的新創企業，2009年成立，由社交網

站StumbleUpon 的創辦人 Garrett Camp以及 Scour網站的創辦人

Travis Kalanick 共同成立，兩位「網路人」開始了席捲全球的

嶄新事業。創新商業模式受消費者的喜愛，卻還需面臨既有產

業、法規的高牆難關。由各式新創商業模式平台所組成的「台

灣科技資訊分享服務產業協會」共同討論擬定「數位經濟基

本法」，其中的重要內容有Open data、FinTech、顧客權益保

障、創新的監理沙盒、分享經濟。新創商業模式的發展就像一

場賽跑，政府應該輔助慢者前進，而不是絆住快者的腳來取平

衡，各界期盼在完整的規範之下，能夠保障全體國人，不僅是

鼓勵國人發展新創領域，既有產業也能因此轉型，讓消費者也

有更多的選擇，帶動新資提高與更多就業機會。

新創事業運用分享經濟模式所發展的平台經濟，未來所提

供的媒合平台包括食、衣、住、行、甚至是清潔派遣等等，

「將新創商業模式分門別類進入相關法規，那麼接下來衍伸的

問題會更多，」因為營利方式可能是打破舊有規範，而消費者

在舊有的規範框架下，無法受到法律保障，政府的修法速度若

仍踟躕不前，以後就沒有人敢在臺灣談新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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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及網路科技(由於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並支撐起

現代型的「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行銷用語是「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的關鍵特點

是：平台公司利用其「雙邊客戶」(例如資訊搜尋者和廣告商

之於Google，乘客和客車駕駛之於Uber，一般消費者和商家

之於信用卡公司)彼此之間互相吸引的潛在跨邊網路外部效果

(cross-side network externalities)，力求產生價值創造的正面網

路效應。由於這個特點，平台公司必須盡可能的利用外在於其

公司的資源(也就是其客戶)，而不能只利用其組織內部的人力

資源(其員工)。這可對勞工就業產生整體的淨效果和重分配效

果，並在許多領域改變勞雇關係(例如以「群眾外包」或「承

攬合約」代替正式的勞雇關係)。對於不同技能和經驗的勞

工，現代型平台並可能產生差別極大的勞雇媒合效率。

網路科技對人類社會帶來潛在的重大貢獻，網路科技降低

了市場交易成本、擴大了市場範圍、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催

生許多新的服務和新產品。但任何變革都有贏家和輸家；網路

科技也讓許多傳統型態的企業面臨萎縮或被消滅的危險。勞動

市場也面臨相似的情境，網路科技可能增進某些技能、某些職

業勞工的生產力，但也使某些人力工作面臨被網路科技或自動

化技術取代的危險。而且由於「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等技術的發展，被取代的工作不必然是技術含量最少、所需教

育程度最低的工作。

歐美國家的勞動市場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已顯示就業分布

「兩極化」的現象，也就是高收入和低收入職業的就業占比

增加、而中收入職業就業占比萎縮的趨勢；薪資分配也有類

似的現象。針對臺灣的勞動市場，檢查是否也出現兩極化的

現象。結果發現，從1995到2015年之間(主計處「人力資源統



陸、提升我國青年勞動力素質策略與勞動市場因應對策 ���

計年報」資料)，職業的占比顯現了兩極化的現象：「事務支

援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

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職業標準分類的4+7+8+9

大類)合計的就業占比萎縮，而「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

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職業標準分類的1+2+3大

類)合計的就業占比擴張，「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職業標準

分類的第5大類)的就業占比也擴張。同時，從2003到2015年

之間(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資料)，這三大群職業的相

對薪資也有兩極化的現象。

網路科技對勞動市場的影響不限於科技對勞工生產力的促

進效果或對人力工作的代替效果。網路科技由於大幅降低交易

成本，而從兩個面向改變了以往劃分公司組織與勞動市場的邊

界。第一個面向是自動化技術讓許多工作可以切割得更細，而

且網路科技讓企業能很容易的與各方的自由工作者通訊協作；

市場分工的範圍因此而擴大，企業可能把更多工作分包出去給

獨立工作者。第二個面向是網路科技降低了交易媒合的成本，

而促成新型的「平台經濟」。平台是供需媒合的中心，其價值

之成長創造有賴於其組織外部之「供應方」和「需求方」這兩

種客戶的擴張成長，而不是其組織內部的人力數量。由於這兩

種效果(分工效果和平台經濟效果)，網路科技可在許多領域改

變勞動服務的提供方式及勞雇關係，「群眾外包」或「合約承

攬」式的勞力提供可能會更進一步的代替傳統的正式勞雇關

係。

網路科技的發展可能使整個社會和政府面臨科技創新和均

化所得(或穩定勞雇關係)的「兩難抉擇」。網路科技或許會增

進社會的整體生產力，但在短期內網路科技可能取代某些人

力工作，平台經濟的盛行也可能弱化傳統的正式勞雇關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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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路經濟，許多勞工一定會有調適的困難。網路科技與全球

化所引起的勞動問題，主要是「勞工技能」和「職場需要」產

生缺口，以及新型勞雇關係對無雇主自營作業者就業安全的威

脅，這基本上是產業變遷和勞動市場結構轉變的問題。

臺灣隨著世界的全球化與科技的快速變遷，再加上人口少

子化與老年化的趨勢，台灣在未來將面臨許多嚴苛的挑戰。其

中最令人憂心的，便是在台灣是否有足夠的人才來面對未來如

此充滿巨變的世界？除了人才數量是否足夠外，還有人才素質

等其他關鍵的問題：十二年國教如何培養出台灣未來所需要的

人才？高等教育如何培養出產業所需要的人才？政府的職業訓

練政策方向？企業與政府又該如何合作培育全方位格局的高階

人才？

面對一個科技快速變遷、產業興衰加速的未來，人才培育

之上、中、下游包括學校教育、企業自主培訓及職業訓練皆能

一氣呵成，並促進產學連結，優化我國人力資源，加速國內產

業創新轉型。所以，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趨勢，人才培

育應從上游的學校教育，包括偏鄉教育、國民教育、高等教

育，培養具備創新思維且各有專精長才的人才，才會是台灣未

來能否站在世界競爭的浪頭上的重要關鍵。政府職業訓練，尤

其要讓青年學習專業技能，有效縮短學用落差，是技職教育、

職業訓練促進產學連結的核心目標，彰顯「能力重於學歷」的

價值，並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與加值升級。為提高青年就業，推

動「職業訓練提早導入校園」及「工作崗位職業訓練」二大措

施，再到下游企業自主培訓等面向來人才培育！

面對網路科技與全球化對勞動市場的挑戰，主要的因應手

段在於減輕這個問題的方向主要有二：第一，增進勞工適應網

路經濟和全球化環境中產業變遷的能力；第二，為弱勢勞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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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安全保障。具體而言，包括主動型的勞工救助政策、被動型

勞工救助政策、一般性勞動監管規範、非狹義的勞動政策(教

育政策)等。

主動型勞工救助政策，包括強化職業訓練：公部門主辦的

職業訓練若要達到「訓用合一」的效果，其訓練課程必須對市

場變化有敏銳的反應能力。而要達成這個目標，職業訓練應該

充分利用、結合高度競爭而有彈性的民間資源，尤其是非正式

教育體系(營利性補習教育機構)的力量。目前公部門的職業訓

練雖然多數以補助辦理或委託給民間業者的方式辦理，但其績

效需要改善，方法需要調整，包括：補助的科目限制應該再放

寬；評鑑以及補助方法可以調整，而與訓練後就業情況掛勾的

補助。建構網實就業服務網絡與廣設創客基地。

被動型勞工救助政策，包括建立「可攜式」失業保險、職

災保險等，應該重新檢討組建勞動保障規範，針對自營作業

者、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若干居家辦公者(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簡稱SOHO)，以可攜式的社會安全個人帳戶，安排這些

工作者和政府的提撥分配比例，為這些工作者提供就業保險、

職災保險等。

一般性勞動監管規範，包括「無雇主」勞動者的集體談判

權與強化勞資對話機制。無雇主的自營作業者目前也不能利用

《工會法》來組織其與委辦企業「聯合談判」的「類工會」團

體。賦予無雇主勞動者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是保障

自營作業者的可能手段之一。

非狹義的勞動政策，包括主要是指國家正規與非正規教育

體系，強化12年國教完整學習主題，加強學生國際競爭力，包

括改善正式的學校教育體系、確保學生具備基礎的核心能力、

強化產學合作與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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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正式的學校教育體系，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並順利

調適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產業的「工作」搭配得更

好，正式教育體系在課程、師資、產學合作等各方面必須更有

彈性，要能更快速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應。包括：強化學校的資

通訊科技教育，把資通訊科技教育普及到「偏鄉」學校，善用

線上學習平台；而且，僅靠校的資通訊技能訓練可能還不夠，

政策工具還必須包括對弱勢家庭連網設施與網路終端設備的補

助。

確保學生具備基礎的核心能力，包括語文和基本運算能

力。基本的語文和運算能力是終身學習的基礎。基本能力愈強

的人，學習的速度愈快、效果愈加，也更有學習的動力。必須

改善後段學生的學習落差，縮減城鄉之間的學業差距。改進之

道包括教學資源的重分配、教師進用制度的彈性化、重視改善

後段學生表現的教學績效檢驗。

強化產學合作，因應網際網路發達，網路科技的發展固然

可能造成「勞工技能」和「職場工作」彼此無法緊密銜接，強

化產學合作，是縮減學用差距的途徑。Google臺灣在2015年推

出「Google 數位火星計畫」，幫助學生跨領域學習，培養數

位行銷人才，以縮短學校與業界之間在數位和工作文化上的落

差。但臺灣中小企業眾多，成熟產學合作的挑戰還很大。某些

政策工具或許能產生示範效果，譬如：獎勵大專院校明定實習

的學分、時數、考評標準等，甚至補助學生到境外各國的企業

實習。

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目的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

並順利調適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產業的「工作」媒

合更佳，政府應該充分利用、結合高度競爭而有彈性的非正式

教育體系的力量。非正式教育體系(補習教育、營利型教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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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課程、招生、教師資格、聘用解雇之管制較少，對市場

變化的反應可以相當迅速。公部門應當和非正式教育體系進行

更多的協調合作。合作的面向除了針對失業者的職業訓練計畫

之外，也可包括一般非失業者的進修訓練，並針對低收入進修

者提供與訓練後就業情況掛勾的補助。

綜而言之，網路科技在短期內可能取代某些人力工作，平

台經濟也可能弱化傳統的正式勞雇關係。面對這些衝擊，主動

型救助措施如職業訓練、在職訓練，一般性制度如正式教育體

系、產學合作，都要改善，使之更有彈性，並應吸納非正式教

育體系能量，以增進潛在受衝擊勞工的人力資本。網路科技也

可能增加社會對IT人才、領導與專業人才的需求，而其培育一

樣需要改善在職訓練、正式教育體系、非正式教育體系的績

效。

全球供應鏈對臺灣勞動市場之影響有中低收入薪資停滯、

結構性失業率上升，與非典型就業增加趨勢；相對的，網路科

技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有三個面向：

(一) 網路科技代替某些人力工作(全球化使國外勞工代替本國勞

工，網路科技則使自動化機器代替勞工)。

(二) 網路科技增進某些技能或職業的勞工生產力，並可從四個面

向增加各行業對勞動服務的引伸需求：網路科技為企業擴展

新市場，網路科技催生新產品及新型服務，網路科技以降低

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電子商務可能促進額

外的消費。

(三) 網路科技促進平台經濟，而可能增加非典型就業，使「承攬

合約」或「群眾外包」型服務的提供局部代替傳統的正式勞

雇關係。

網路科技的人力代替和人力互補效果都可能使就業占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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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薪資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所得分配不平均的程度可能增

加。因此，網路科技一方面創造新的價值，提高某些人或整體

的所得，另一方面也可能拉大所得差距。網路科技對整體就業

的淨效果未必是負向。但在短期內，許多勞工面對網路科技的

興盛與流行，會有調適的困難。

長時間的所得低成長或過度不均的所得分配，可能產生

嚴重的社會動盪。臺灣參與全球生產分工以及網路科技的發

展，可能讓這兩個目標在某種程度上彼此衝突，而使整個社會

和政府面臨科技創新和均化所得(或穩定勞雇關係)的「兩難抉

擇」。臺灣參與全球生產分工以及網路科技的發展可能形成三

大挑戰：

(一) 薪資成長停滯，結構性失業率上升

全球化對臺灣的所得成長和創新有重大的貢獻，但近20

年來，由於臺灣漸漸從開發中國家走向已開發國家，製造業

外移，國內接單、海外生產盛行，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角色

於是轉型，國內的中低收入勞工面臨新興國家產業及勞工的

競爭與代替。

(二) 就業兩極化

網路科技或許會增進社會的整體生產力、促進所得成

長，長期而言，其對整體就業的淨效果也未必是負向。但在

短期內，網路科技和自動化機器可能取代某些人力工作，

加上臺灣參與全球生產分工，過去20年間，「事務支援人

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

員」合計的就業占比萎縮。尤其是製造業的機械設備操作及

組裝人員，以及「金融及保險業」和「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的事務支援人員的就業占比萎縮最多。這些多屬於中收

入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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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雇關係改變，非典型就業可能增加

網路科技的發展與平台經濟的盛行，可能使「承攬合

約」或「群眾外包」式的勞務提供方式局部代替傳統的正式

勞雇關係。

全球化及網路科技之發展有增進所得的作用，但也有衝擊

勞動市場的副作用。如何減輕中低收入勞工實質薪資停滯、中

收入就業占比萎縮、正式勞雇關係弱化的問題？調整的方向包

括： 

(一) 提高全球競爭力－提升勞動生產力

1. 增進勞工適應網路經濟和全球化競爭的能力

全球化所引起的勞動問題，主要是國外勞工代替本國

勞工、中低收入薪資停滯、結構性失業率上升，網路科

技引起的勞動問題，則是自動化機器代替勞工，「勞工技

能」和「職場工作」銜接不良，以及新型勞雇關係對無雇

主自營作業者就業安全的威脅。

這是產業變遷和勞動市場結構轉變的問題，需要逐步

增強我國的人力資本，沒有神奇的妙方。為增益臺灣之全

球競爭裡，提升勞勞動力，除加速產業經濟動能，鼓勵廠

商重整產業全球布局，一方面鼓勵國外企業投資、也透過

法規鬆綁等讓企業根留台灣；強化研發管理人才培育，

包括強化國內研發設計、產品行銷人才需求，催生領導型

產業；以及工業技術職能提升，包括既有產業人力固本，

透過整體或群聚型的輔導，強化此類產業勞動力的技術能

力，輔導勞動力轉型，並擴大對低階技術勞動力較多的

產業(如農漁牧、皮革和鞋類、木材、木製品及軟木、紙

漿、造紙、印說和出版等)進行整體或群聚型的輔導，強

化此類產業勞動力的技術能力，以及輔導勞動力轉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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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市場之具體調整的途徑包括：

(1) 增進職業訓練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度

(2) 增加正式教育體系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普及資訊教

育，補救偏鄉教學

(3) 增加網路教學的資源，對弱勢學生給予網路學習補助

(4) 強化產學合作，補助弱勢學生參與實習

(5) 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

2. 改善產業的投資環境，以期間接促進就業、改善人力品質

投資可以帶動工作機會。一般而言，製造業投資所帶

來的就業機會較多，網路(軟體)產業和研發中心所帶來的

就業機會則較少。但研發中心和網路產業可能提振勞動生

產力。而網路科技(雖然會代替部分的勞力工作)由於可幫

助企業拓展新市場，降低新創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催生

新產品和新服務，故而網路經濟帶動的新投資也會增加社

會對專業人才、經理領導人才、基層服務人力的需求。優

秀的海外企業來台直接投資還可帶來新的商業模式，刺激

企業競爭，改善企業文化和工作模式，進而改善員工的在

職訓練成果、增進員工的能力。

但產業的投資意願決定於投資的環境，除了硬體基礎

設施之外，我國的商事法規、金融監理、環評程序，都應

進一步地改革釐清、降低其僵硬性、減少不確定性、鼓勵

新創商業模式，以促進國內產業、海外台商、外國企業的

在台直接投資。

改善投資環境以增進國內投資並可吸引出走海外的臺

灣中高階人才返台工作。臺灣目前參與全球分工的核心模

式是國內接單、海外生產，大量對外直接投資，國內投資

相對減少，人力需求跟著減少，大量人才赴海外工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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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種形式的勞工代替)。同時就技能水準而言，勞工

出入臺灣的型態是是「高出低進」，這不但使民間消費等

國內需求下降，也可能降低國內的勞動生產力。

3. 鼓勵產業樹立長遠價值鏈，投資人才培訓

(1) 針對企業人力資源培育

透過鼓勵用人單位樹立長遠目標誘因的創造，把眼

光投向價值鏈，在體系中擁有真正的發言權並為自己的

員工的培訓投資；確保個人能夠及時得到技能課程和工

作資訊，以做出正確的選擇並有機會回饋自己的經歷。

(2) 職業訓練政策調整以需求導向

因應廠商FDI模式之轉型配合國家技能形成策略

外，也特別顧及市場「需求導向」。所謂需求是指能夠

反映用人單位(廠商等)和個人(勞動者)的需求的技能體

系。

4. 掌握數位經濟發展契機，培育勞工應用資訊能力以及透明

資訊增益市場供需調節

具體實務操作面向，包括：(1)事務支援轉型為透過

平台監管、機械設備操作工轉型為自動化監控；(2)平台

商務經營人才培訓，強化學校資通訊教育、語文與運算核

心能力；(3)加速數位經濟發展：鬆綁促進創新、治理與

監管調節、促進行動支付、智慧財產權保護。

(二) 因應全球化與網路、智慧化衝擊－強化社會安全

1. 強化就業安全的保障，賦予「無雇主」勞動者集體談判權

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勞工代替效果可能使中低收入勞

工的薪資成長停滯、結構性失業增加。提供薪資保障和就

業安全的典型政策工具包括：定期提高基本工資；就業安

全規範：資遣費、解雇之預告、勞動契約之終止須經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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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等；勞方集體談判權：勞方集體談判權是勞方獲取薪

資保障和就業安全的重要工具。但無雇主的自營作業者目

前不能利用《工會法》來組織其與委辦企業「聯合談判」

的「類工會」團體。網路科技促進平台經濟，而平台經濟

可能使「無雇主」勞動者漸漸增多。賦予無雇主勞動者

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是保障自營作業者的手段

之一；新加坡式的「漸進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簡稱PWM)：新加坡針對清潔、保安、園藝等平均

薪資較低的職業，將從業人員按其職能分級，於其通過認

證後給予加薪機會，而將薪資與職能認證掛勾。

2. 對弱勢勞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險，為「無雇主」勞動者提

供「可攜式」失業保險、職災保險

政府即使利用多種政策工具以求增進勞工的人力資

本，仍然會有一些弱勢者追不上環境和時代的變化。對於

這些人，社會應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方法包括「可攜

式」社會保險、負所得稅等。

「可攜式」社會保險，係指勞工的基本生活保險包括

傳統的失業保險、職災保險、勞工保險等。網路科技和平

台經濟可在許多領域改變傳統的勞雇關係，而使得自由工

作者更為普遍。目前國內對於自營作業者族群的「工作保

障」相對微弱。雖然臺灣的平台經濟還不發達，整體而言

自營作業者的總數及其在就業者中的占比也未增加，但仍

應針對其就業保險問題有所籌劃。

由於自營作業者不是受雇於任何雇主的「勞工」，因

此目前不得作為就業保險的被保險人，無法得到失業救

助。同時，自營作業者的職災保障範圍也遠比一般勞工狹

窄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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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對新型勞動者的保障，政府應該重新組建勞動

保障規範，針對自營作業者、自由工作者、若干居家辦公

者，以可攜式的社會安全個人帳戶，安排這些工作者和政

府的提撥分配比例，為這些工作者提供就業保險、職災保

險等。

若有負所得稅良好的設計(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簡

稱 EITC，勞動所得租稅補貼；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則負

所得稅制不但可幫助貧困家庭保持基本生活水準，也可能

鼓勵其積極工作，而降低其對社福的依賴，並增加社會勞

動力。

3. 增加商事法規及勞動法規的彈性，以提供邊際勞工更多的

就業機會

商事及勞動監管的彈性大小，會影響就業機會之多寡

和勞雇型態。有些勞動法規一方面增進在職勞工的福祉，

另方面則可能減少潛在就業者的就業機會，政府必須求取

平衡。

例如，《勞基法》關於「繼續性」的定期契約工作應

視為不定期契約的規定，限制企業的用人彈性，有可能使

企業減少聘僱人數，或把某些工作外包給自由工作者。

又如，網路科技所支持的新型平台經濟，雖然可能使

企業把較多的工作分包給無雇主的獨立工作者，但媒合獨

立作業之供需的平台經濟也可增加就業的彈性，幫助失業

者、工作中斷者、非勞動力更有機會進入職場。由於獨立

工作者可以「多宿多棲」(例如既做Uber的司機，也做Lyft

的司機，甚至可以同時開計程車，也兼差為Uber開車)，

若規定平台企業必須把獨立工作者轉為受其雇用者，則平

台企業就不再是獨立工作者的媒合平台，邊際勞工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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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兼差機會可能減少。同時，許多平台企業從事專案計畫

的跨國境媒合(例如Upwork、Toptal)，獨立工作者所在國

的政府很難強制這些媒合平台把工作者納為受雇者。關於

平台經濟之下獨立工作者的最低福利保障，上文已建議立

法授予「無雇主」工作者集體談判權，並創設「可攜式」

的失業保險、職災保險，等等。

面對全球化生產分工和網路科技的勞工代替效果，若

商事及勞動法規在某些部分適度擴大彈性，則可能增加邊

際勞工之就業機會。

4. 控制外籍基層勞工移入，放寬技術人才移入

(1) 控制外籍基層勞工移入數量

臺灣參與全球化而使外國勞工代替本國中低收入勞

工的管道主要有三：商品和服務貿易、臺灣企業直接對

外投資、外籍勞工來台工作。

我國目前(2015年)約有近58.8萬名外籍勞工，其中

約36.4萬(占比61.8%)是產業外勞，多數在製造業，主

要是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技術工等。另外22.4萬

(占比38.28%)的外籍勞工則是社福外勞。很明顯的，這

些外籍勞工可代替我國的基層勞工，而減少我國基層勞

動力的工作機會、拉低其薪資水準。

為避免我國基層勞動力的工作機會過度的被外籍勞

工所替代，政府應實施外籍勞工聘雇警戒指標制度，藉

以控管外籍基層勞工數量。

(2) 放寬外籍技術人才來臺工作

放寬白領外籍勞工在台工作可為臺灣補充中高階技

術人才，但與外籍基層勞工代替本勞的效果相似，白領

外勞對本國白領勞工一樣有代替效果。若鼓勵白領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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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則白領勞工的供給量增加，其第一階段受益者是

產業，以及和外國白領一起工作、彼此互補的本國勞

工，而不是一般本國勞工，也不是被代替掉的本國邊際

白領。雖然如此，豐盛的人才庫是吸引企業投資的重要

條件，放寬白領外籍勞工在台工作可能提高臺灣的勞動

生產力，因而吸引更多企業在台投資或來台投資，於是

造成企業對本國白領勞工之需求增加的第二輪反應。

基於上述第二輪反應的潛力，政府可放寬外籍技術

人才在台工作的條件，實施評點方法。

5. 以激勵方式普及化「企業社會責任」(CSR)的申報

全球化及網路科技的勞工代替效果，使我國中低收入

勞工的薪資成長停滯、失業增加。這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但企業經營者不僅要對股東負責，其所屬勞工也是利

害關係人。通暢密切的勞資溝通、尊重勞動人權、保障弱

勢勞工，可為企業帶來穩定的經營環境。

我國目前主動強調勞資溝通、勞工就業保障的企業還

不普遍。證券監管法規雖然要求上市上櫃企業必須逐年編

制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但對於多數不在

強制範圍之內的企業，就勞雇關係而言，政府則倚靠勞動

法規和勞動檢查來監控。

政府可以針對勞動保障的部分，以激勵的方式促進企

業的CSR報告編制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的範圍很廣，不

限於勞工保障，而包括經濟、環境、社會等課題。若強制

廣大企業必須就企業社會責任的各項課題都一一申報，是

有經濟上的困難。折衷之道是，先普及化企業關於勞工保

障CSR的認證與申報，並用激勵而非強制的方式，例如，

簽核認證費用在一定額度之內可以提列為公司費用，等



�0�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等，以鼓勵企業。

6. 擴大政策制定的諮詢管道，開放資料，廣納眾智

政策問題的確認、政策目標的實現、政策工具的選

擇，都需要有良好的事實資料作為根據。網路科技使得幾

乎人人都可親近資料、使用資料分析的工具；反映社會脈

絡的資料和分析資料的工具不再是少數專家或少數決策者

所掌握的稀有資源。所以，網路科技雖然可能對勞動市場

造成衝擊，也成為各方利益的發聲平台，但網路科技也促

成匯聚大量資料的平台以及「匯聚眾智」來解決問題的平

台。面對網路時代各種公共政策問題的衝擊，政府應該善

用網路平台「匯聚眾智」的特點，利用各方才智來幫助我

們認識社會的脈絡(就業分布、薪資分配)，以發展解決問

題的方法，降低「技能」和「工作」彼此「錯配」的機

率。

四、因應智慧生產趨勢，培育生產力4.0產業實務人才策略

根據104年12月勞動部委託研究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之「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政府因應策略」，研究彙

整並歸納造成我國勞工低薪的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一) 過度資本深化

因為產業分配於固定資本消耗的增加，分配於受僱員工

的報酬比例將下滑。過度資本化抑制了勞動份額的增加，致

使勞工在所得分配面處於弱勢進而影響了國內勞工的薪資。

(二) 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

在人力資源管理上，企業傾向以臨時或派遣人力取代非

核心員工。因為非核心員工的薪資相對較低，且非核心員工

的占比呈現增加的趨勢，造成國內低階勞工低薪的現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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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導致就業市場中高低階人員薪資差距有逐漸擴大的態勢。

(三) 產業結構改變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之後，人才並未流向高薪產業，受僱

員工人數的增加主要集中於相對低薪資行業，薪資較高或薪

資成長較多的行業，其受僱員工人數增加不多，進而影響整

體薪資水準。

(四) 全球化的影響

近年來臺灣受到進出口結構改變，再加上產業外移益趨

擴大的影響，全球化對國內勞動市場所造成的負面衝擊開始

出現，而隨著臺商在海外投資的大幅增加，也造成國內薪資

成長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差距日趨擴大。

(五) 研發與教育訓練投入

育訓練及研發的投入雖可提升高階勞工生產力，有利於

薪資成長，但實證上對低階勞工卻無明顯的助益，倘若企業

提高研發與教育訓練支出，可能會因此排擠對基層員工的薪

資支出，進而抑制了低階勞工的薪資成長，亦可能進一步造

成高、階勞工薪資差異的擴大。

(六) 大學教育普及

大學教育的高度擴張，在勞動需求不變下，高學歷勞動

供給的增加將造成其薪資水準的下降。甚至一旦大學教育的

擴張，所培育出來具有高教育程度的勞工，其職能不符合產

業需求，將更進一步惡化高教育程度之就業者的薪資水準。

(七) 外籍勞工僱用

企業對外籍勞工的僱用，對於不同類型的勞工有不同的

影響。外勞使用密集度愈大的行業，因為引進外勞造成生產

力提高的規模效果，對技術性勞工具有提升薪資的效果；但

對於非技術性勞工，則因為引進外勞對本國基層職類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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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會存在替代效果，導致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水準降低。

(八) 勞資關係弱化

在勞資關係方面，實證結果發現工會對薪資水準具有其

影響力。而企業工會的效力不彰，連帶影響臺灣薪資水準的

低迷，造成民眾加入工會意願不高，反映在企業及產業勞工

工會組織率的下降。

另外該報告也針對長期低薪對我國勞動市場後端的影響進

行探討，歸納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

(一) 人才外流

長期低迷的薪資水準，因薪資不具備競爭力，導致人才

外移的現象，對廠商而言，相對不易從勞動市場中聘用合適

的人才。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勞工的薪資條件在國際上較

不具備競爭力。造成在新興國家中，臺灣是人才外流最為嚴

重的國家。

(二) 產業競爭力下降

勞動市場長期的低薪現象，若來自廠商追求降低勞動成

本，忽略產業創新所帶來的附加價值，將導致產業競爭力的

下降。我國產業在服務業的研發投入能量相對不足，且中小

企業對職業訓練的投入亦相對較少，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體

的經濟體系，若對職業訓練的投入程度不足，難以提升人力

素質及技能，將影響我國產業的競爭力。

(三) 勞動參與意願低落

實證檢定發現經常性薪資變動與勞動參與率之間存在因

果關係，經常性薪資的成長率和勞動力參與率兩變數之間互

為因果，其中薪資愈低，則勞動參與率也將下降，代表長期

低薪將導致尋職者不易找到符合薪資期望的工作，因長期未

能搜尋合適的工作而選擇退出勞動市場，影響勞工對勞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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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參與的意願。

(四) 勞工延長工時

勞工若長期處於偏低的薪資水準，家庭所得亦將因而相

對偏低。為了維持所得水準，勞工勢必延長工時。雖然工業

與服務業部門之平均正常工時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但加班

工時卻不減反增。另外本研究實證檢測發現若減少1%主要

工作收入，將增加額外工時的機率達6%，亦即勞工主要工

作收入降低，則勞工將延長其工作的時間。

(五) 人力資本累積減緩

長期低薪資的結果，勞工沒有多餘資金投資在人力資本

上，將造成人力資本的累積趨緩。實證發現勞工薪資愈低

者，受教育訓練的機率愈低；另外若父母親的主要工作薪資

低，因為父母必須延長工作時間而造成對子女的照顧與教養

時間降低，亦將影響下一代人力資本的累積。

針對造成低薪的原因以及低薪對勞動市場的影響，該報告

研提相關抗低薪政策建議如下：

(一) 針對勞動市場勞工低薪原因之政策建議

1. 現行因應對策之修正建議

(1) 落實「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與「行政院生產力4.0

發展方案」

(2) 儘速通過派遣勞工保護法

(3) 加強勞工參與職訓意願

(4) 落實大學畢業上初職教育訓練

2. 其他抗低薪政策建議

(1) 補助企業研發訓練費用(短期)

(2) 強化非典型勞工於勞動市場之議價能力(短期)

(3) 鼓勵企業將盈餘分配給員工，規劃適宜的加薪減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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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配套方案(短期)

(4) 檢討高等教育政策，建議推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長期)

(5) 優化投資與貿易環境，鼓勵臺商回臺並吸引外商投資臺

灣(長期)

(6) 啟動外勞警戒指標，外勞政策採總額控管機制

(7) 強化工會角色，推動團體協約締結

(二) 針對勞工低薪對勞動市場影響之政策建議

針對長期低薪對我國勞動市場後端的影響，研提可行之

政策建議包括：

1. 人才外流

(1) 鼓勵企業高薪留任人才(短期)

(2) 形塑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環境(長期)

2. 產業競爭力下降

(1) 產業發展的策略以產業知識化及提供就業為核心

(2) 職業訓練與產業需求應具互動性

3. 勞動參與意願低落

(1) 建立基本工資調整的合理公式，並予以制度化。

4. 勞工延長工時與人力資本累積減緩

(1) 落實補助弱勢青年初職薪資與職訓

(2) 落實為特定族群提供免費職業訓練課程

(3) 規範企業需給予低薪工作者職業訓練假

(4) 補助低薪工作者子女教育津貼

(5) 特別加強中小企業低薪工作者的職業訓練

臺灣隨著世界的全球化與科技的快速變遷，再加上人口少

子化與老年化的趨勢，再加上勞動市場長期的低薪現象與青年

高失業率，台灣在未來將面臨許多嚴苛的挑戰。其中最令人憂

心的，便是在台灣是否有足夠的人才來面對未來如此充滿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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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除了人才數量是否足夠外，還有人才素質等其他關鍵

的問題：我們的十二年國教，該如何培養出台灣未來所需要的

人才？我們的高等教育，如何培養出產業所需要的人才？而我

們的企業，又該如何培育出具備全方位格局的高階人才？

工業4.0是人機協作，因此改善人的能力也是智慧工廠或

生產成功的關鍵；在人力資源培養上：未來工作情境人機協同

將是重要趨勢(機器人會是你的同事)，單純的「操作者」晋升

為控制者和管理者，而非只是單純的身體勞動者，從業人員將

成為「有創意的創造者」。因此，德國工業 4.0 與美國製造政

策，都強調實務技職(高級技工)教育的重要策略，臺灣也可運

用產學合作方式，開發一套訓練學生系統思考與創新的能力、

同時創造有利人才流動的環境。藉由在職人才培育，可引導企

業培育符合營運需求之人才，以促進產業轉型。

以德國的工業發展來說，從2012年開始推動工業4.0計

畫，目的是為要解決全球競爭下所面臨製造危機和人口老化

等問題。德國之工業4.0的概念是建構在虛實整合系統(Cybr 

Physical System,CPS)的基礎上，要讓設備智慧化，生產自主

化，來縮短產品上市時間，提高生產的靈活性以及效能。

以2013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大展展出的汽車自動化機器手

臂當例子，在這個生產線中有3臺機器手臂，彼此可以互相溝

通合作，一旦有任務進來就會依自己角色來自動分配工作，讓

生產過程更智慧化與彈性化，也因為生產流程縮短，2016年

由西門子打造的一輛超跑，從開發到產品上市僅花了16個月

就全部完成，「這就是透過生產自動化、數位化來達成「工業

4.0」雛型」。

臺灣製造業在邁向「工業4.0」的道路上，目前仍有4大考

驗，一是欠缺完善的工廠數位布局及規畫，其次在資訊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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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發生數位資訊的斷層，第三項考驗是較少有企業做好自

動化系統的效能優化及生產模擬，另外，上游機械業者和下

游供應商之間也尚未建立資料數位化的共識。臺灣版「工業

4.0」，製造業者首要面對的是系統轉換的建置費用，其次則

是要選對投入能符合未來「工業4.0」環境的產品。除了面臨

技術上難題，管理者也得接受管理上的挑戰 ，像是調整組織

部門重心，過去IT自動化部門可能並非公司最重要的單位，但

未來將有更多工作會交由IT自動化部門來開發自動化系統，例

如，部份採購分析工作可能會交由軟體工程師，將採購的流程

自動化。

此外， 在教育方面，目前臺灣教育人才培育和業界需求

間仍存有不小落差，如何透過培育來滿足未來「工業4.0」人

才需求，也是政府必需要重視的問題。臺灣未來可以參考德

國採用的雙軌教育制度，德國政府為了發展工業4.0所需的人

才，因此規定企業必需依公司規模來提供產學合作，像是西門

子目前一年就要花上1億8千萬歐元運用在產學教育上，包括提

供相關工程系學生每學期到西門子實習訓練，透過學習和實務

銜接，讓學生畢業後迅速與業界接軌。

臺灣工業要走向自動化和數位化的短、中、長期規畫，首

先在軟體方面得從基礎環境整合做起，其次則是建立工廠數位

平臺，並與自動化設計結合，而硬體方面，除了硬體製程優化

外，未來也將能加入全方位整合的自動化設計，並建立起製程

模組化，如此才能建構起整個數位工廠，進而達成實現臺灣版

工業4.0的目標。目前距離運用「工業4.0」來達到商業模式推

動還有點早，但透過工廠網路化、設備的模組化，未來的工廠

很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全球工廠，或是一家工廠用全球不同家公

司工廠來做生產，這也將會是臺灣製造業未來將面對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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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目前除了德國推動「工業4.0」計畫，美國也很早就意識

到製造業正面臨巨大變革，因此在2011年就推出了先進製造

夥伴計畫(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希望藉

此來重新取得美國在全球製造的領先地位。以AMP計畫來說，

有三個重要關鍵，分別是成立一個跨部會製造小組、建立全國

創新製造中心，以及在社區大學引進德國技工的訓練制度，來

加快先進製造的發展腳步。

儘管不少國家如中國大陸，近幾年也積極投入製造科技

發展，目標要成為世界製造強國。我國在推行「生產力4.0」

時，不能只想著要與其他國家競爭，而是要以為人民謀福利為

依歸，此外，製造業在發展先進製造的過程中，不能只有製造

技術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從中找到具有創造力的價值。同時，

專業技工在整個製造生產當中也同樣重要，像是機器設備如果

沒有技工去調整僅靠軟硬體也無法讓產線順利運作，特別在先

進製造的過程中，高級技工更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以國家製造總額除以人口來分析一個國家的製造GDP發

現，這些製造GDP排名最前面的幾個國家，例如日本、瑞士、

美國、瑞典、丹麥、荷蘭等都具備相同特色，像是尊敬技術專

業、具備健全高科技教育制度，重視創新及價值，以及擁有強

而有力政府和產業領導者。

政府推動的亞洲．矽谷計畫，為協助產業掌握物聯網商

機，成立亞洲．矽谷物聯網大聯盟，在歷經多次討論後，集結

52件提案，最後從智慧交通、智慧製造、智慧能效等八個領域

中選出21個提案，列為物聯網發展的優先議題。亞洲．矽谷物

聯網大聯盟榮譽主席施振榮說：「這很有可能是台灣的虛擬國

家夢幻隊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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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絕對是台灣資通訊產業轉型的重要方向，此次政府

與產業攜手踏出了關鍵的一步，若能在幾個重要議題上有周

全的規劃與部署，相信有機會在國際盃的戰場上打出亮麗的成

績。

過去，台灣經濟發展是以出口作為主要驅動力，自1990

年代全球化趨勢加速後，台商更建立以台灣為運籌基地的產銷

模式，扮演亞洲資源整合者及關鍵零組件與原材料提供者的角

色，在全球供應鏈上佔有重要地位。但金融海嘯後，因為全球

供應鏈大幅調整，加上近年紅色供應鏈快速崛起，台灣角色被

逐步取代，出口競爭力大幅下滑。現在川普更執意逆轉全球化

趨勢，要讓美國重返製造，這項新變數對台灣及兩岸台商更造

成龐大壓力。

面對美國新變數及紅色供應鏈的威脅，政府除應全力排除

國內投資障礙外，讓台商留在台灣投資，鞏固製造業基礎。將

提振台灣經濟列為2017年最重要的任務，因此，政府須提升

我國青年勞動力素質來留住台商更是責無旁貸的責任。

近年來，人工智慧(AI)當紅，研究機構Gertner(顧能)預

估，到2020年，全球AI相關商機將達3,000億美元(約新台幣

9.15兆元)。Gartner發布研究報告，預估包含軟體及服務，到

2020年全球AI市場規模將達3,000億美元，2016年僅300億美

元，短短四年將成長十倍。Gartner也將AI列為「2017年十大策

略性科技趨勢預測」的首位。

AI不是一個產品或一項單獨技術，是由多種科技組成，例

如深度學習、神經網絡、自然語言處理等，再透過新的演算

法，讓機器可以理解、學習、預測、適應環境，甚至自行運

作。例如透過AI運算，網路監視器可以判別客戶性別、年齡甚

至心情，應用在金融或零售業，銀行、超商就可即時分析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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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推銷相對應產品，顛覆傳統行銷模式。醫療院所也可以

透過AI比對，幫助癌症腫瘤的檢測與判斷，達到精準醫療。

台灣的AI機會不在技術面，不是安裝很多DNN(深度學習

網絡)或伺服器。AI需要的加速器、API(應用程式介面)、深度

學習架構或雲端平台等，包括Google、亞馬遜、微軟、百度等

大廠，或是很多新創公司，都已提供許多工具可以使用。台

灣的AI機會在應用面，未來AI應用會有成千上萬，範圍包括各

行各業，AI不是科技公司的專利，未來台灣應該想辦法利用

相關工具發展出獨特應用，不用和Google、Amazon等巨擘正面

對決，全球企業未來12個月最想運用AI做「智慧顧問：機器

人理專」、「虛擬助理：頻果Siri」、「製程自動化：智慧製

造」、「預測分析：商店預測來客數」、「機器自動化：機器

人自駕車」，這些可以參考做為台灣的AI機會。

新政府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以來，為打造經濟發展新模

式，致力推動5+2創新產業計畫，並將組成「國家隊」，在物

聯網、新一代面板、綠能、農業、影視等產業上，進行大規模

投資，估計總投資額逾新台幣7,000億元。這些計畫要能成功

的重要因素是落實執行人才培育；台灣經濟遭遇很大困境，眾

所皆知，但台商並沒有被擊垮，而且還保有可觀的投資能量，

台塑及鴻海就是最好例證。面對各種不確定因素，各國政府都

致力人才培育與改善投資環境，積極招商，台商仍是備受重視

的招攬對象，台商投資首選當然是生活所在地的台灣，但台商

的未來在哪裡，就要看有無充分的人才和良好投資環境，留下

台灣經濟的命脈。

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各國能否勝出的決定性因素，便是青

年勞動力素質與人才的多寡。許多先進國家都在進行教育改

革，以培養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人才。在這場全球競爭人才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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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的戰爭，我門無法自外於此。尤有甚者，由於少子化、

城鄉差距、智慧生產、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促進產業轉型等

種種衝擊，台灣有著更大的人才缺口隱憂。提升勞動力素質策

略與人才培育的問題如果不解決，台灣勢必無法在全球化競爭

生存下來，導致青年低薪問題擴大與更多的人失業。

然而人才培育的問題，千絲萬縷，非僅從一面可窺全貌，

要從偏鄉、國教、高教、政府如勞動部職業訓練、企業等面

向，來進行台灣人才培育。

過去台灣教育與人才培育像是工廠生產流程，一個模子標

準化，導致學習胃口被打壞。而缺乏自主學習力的後果就是被

世界淘汰。面對未來劇烈的競爭，能心無所懼、昂首自信，那

麼，未來每一位台灣人都應該以嶄新的角度思考人才培育的教

育方式。

全球經濟成長以2008年作為分水嶺，金融海嘯發生後，

各國經濟成長速度趨緩，不過經濟成長率(GDP)增速仍維持在

3％左右，其實沒有太大變化。嚴重影響台灣經濟的，是僅剩

一半的全球貿易成長量。

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非常依賴對外貿易，貿易成長量

趨緩，確實使台灣面臨比其他國家更嚴峻的情況，因此必須找

尋新的成長動能。未來台灣將從加工製造業轉型成以ICT(資通

訊)產業為主力的經濟體，要有非常強的基礎，並能掌握這波

物聯網商機積極轉型，台灣產業未來才能充滿希望。

此外，台灣面臨的經濟問題在於「結構」，而非景氣，因

為景氣已經谷底反彈。現在需要的，是改造台灣產業體質，

而非用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目前經濟體質無法大幅改善，人

才培育的問題與投資不振是台灣經濟的主要病灶，「這10年

來，我們沒有看到大規模的實體投資」，看到的勞動力流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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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低進與晚進早出，因此，除了改善工總提出之「五缺」問

題外，應強化勞動力素質策略與人才培育及投資力道，利用台

灣在ICT領域既有的優勢，轉型數位經濟，才有機會帶領台灣

「走上坡」。

人才是競爭力根本，擁抱國際市場為出路是我們應努力方

向，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則從企業觀點，提出對台灣未來

競爭力的看法。也認為人才培育是企業根本，且是一項長期投

資，若招募新人進來，沒多久就推上火線，出問題還是要由公

司承擔。此外，童子賢認為，企業應讓優秀人才有輪調機會，

因為讓一個人長期做同樣的事，工作能力不見得能持續成長，

也很容易產生惰性。唯有不斷接觸不同職位，才能造就更宏觀

的思考面向。「新人必須有紮實訓練，資深員工則必須接受不

同的挑戰，走出舒適圈」，這也是和碩目前的人才布局策略。

在國際競爭力方面，童子賢表示，台灣過去確實曾有優

勢，尤其在PC產業，但隨著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興起，科技

業出現典範移轉，現在全球智慧型手機營收遠高於PC產業營

收，然而台灣在行動裝置這塊的發展並不在領先族群裡，難免

會有被邊緣化的痛苦和遺憾，但這也代表台灣的國際化優勢有

重新審視的必要。

童子賢也以台灣的競爭對手韓國為例，指出韓國影視產業

之所以蓬勃發展，主要是積極擁抱國際市場，「扣掉除夕等

重要節日，幾乎天天都有韓團來台，原因在於他們知道自己內

需市場不夠大，所以必須往外跑」。而韓國影視產業投入的

成本，也是台灣無法比擬，「像『來自星星的你』一集成本

1500萬元，台灣偶像劇一集100萬元，相差15倍」。他表示，

台灣與韓國同樣屬資源較稀少、無法自給自足的小國，但韓國

致力發展軟實力，思維與格局確實值得台灣政府與企業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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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進入4.0時代後，傳統工業接單製造、產線大量人工

的生產方式，將改為透過物聯網及大數據分析市場銷售現況，

即時反應到產線生產補貨。這將取代過去以人工盤點調查，再

回饋到工廠，進一步備料再下單生產的模式。另一改變則是生

產線大量智慧化及自動化，減少人為操作，也減少了作業員的

比重，改由機器人或自動化取代，大幅增加生產效率。

面對以上變化，不諱言原有部分工作機會可能會消失。但

如因此認為生產力4.0的目標就是無人化，為企業大幅降低勞

動成本，可能又過於狹隘。事實上，生產的智慧化並不等於無

人化，換言之，「人」仍是4.0的關鍵，未來4.0時代第一線的

生產人力雖然可能減少，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人才需求。

根據波士頓顧問公司BCG(Boston Consulting Group)對德國

工業4.0到2025年對製 造業勞動力可能的轉變影響研究報告指

出，未來從業人員可能被要求具備和以往不同的工作技能，茲

摘錄該研究提到的數個案例如下： (一) 大數據導向品質控制

(Big Data Driven Quality Control) 半導體產業應用大數據廣泛收

集即時或歷史資料，透過演算法分析得出最佳化製程參數，進

而控制產品品質以提高良率，減少產品故障與耗材量。因此，

將減少品管人員職缺，轉為增加「工業資料科學家(Industrial 

Data Scientists)」職缺需求。 (二) 機器人輔助生產(Robot 

Assisted Production) 塑(橡)膠製造業使用機器手臂，透過內建

感測器和照相機的安全機制，允許機器人與環境進行交互作

用，因此更易執行新任務。當升級成智慧工廠，將明顯減少對

生產操作/包裝作業員的勞動力需求，進而創造新的「機器協

調員(Robot Coordinator)」職業。 (三) 智慧供應鏈網絡(Supply 

Network) 透過軟體監控整體供應鏈相互協調生產過程，跨國企

業可用來啟動最佳化的供應鏈網絡策略，優化生產流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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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生產環節都作到智慧化，達到不同款式全球同步生產。

應用此技術將減少基層操作員，而創造出新職業「供應鏈協

調員」來處理客製化(少量多樣)的需求。 (四) 生產線模擬系

統(Production Line Simulation) 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運用新軟

體，透過電腦進行生產線佈置規劃及模擬分析，計算出最佳化

操作策略(可縮短新設備/機具打樣修改與導入的時間)。此項技

術將增加「工業工程師」、「模擬工程師」的職缺需求。 (五) 

自組生產(Self-Organizing Production) 如齒輪製造者可自行設計

專屬生產線，自動協調和最佳化各項資產使用率。雖然採用自

動排程生產計畫將使基層操作員逐漸減少，但也將增加「資料

庫模型工程師」、「 專業領域知識專家」的職缺需求。

由以上的案例可知，4.0並非意味失去工作，而是充滿了

新的機會。生產力4.0的精神人機協作，人是重要的監控者，

也是核心決策者，因此除了機器需要改變，人也必須改變。所

以問題的關鍵核心便是，生產力4.0 究竟需要何種人才？根據

研究指出，基本上 4.0時代有兩大類人才需求，一種是「核心 

基礎人才」，也就是跟4.0關鍵技術直接相 關的人才，包括大

數據(Big data)、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雲端(Cloud)、人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這類人才大致以機械、電機、

電子及IT人員為骨幹， 主要依賴學校正規教育長期養成；另

一種則是「產業應用人才」，也就是從機具設備的操作者，轉

型成為智慧設備的管理者。換言 之，「操作員」將轉為「控

制者」和「管理 者」，過去的勞動工作將成為人機協同、高 

質/值、敏捷、人性化的工作。這類人才主要透過對現職員工

的在職培訓進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生產力4.0牽涉範圍與技術廣

泛，因此4.0人才的培育部分，也具有以下的特色： (一) 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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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廣泛：包含製造業、商業服務 業及農業等，都有發展對

應人才的需求。 (二) 所涉階層廣泛：包括基層、中階及高階

等各環節人員，都有對應的職能提升需求。 (三) 所涉領域廣

泛：未來跨領域學習將是人才培育重點。例如精密機械需搭

配物聯網以達智 動化，因此機械工程師必須加強程式編寫能

力，才能具備解決系統問題的能力。

透過以上多管齊下措施，讓各產業、各階層及各領域人

才，皆能同步搭接生產力4.0，有效發展生產力4.0所需職能，

培育新世代人才。

近年來各國致力將製造業拉回自家國內，引發了第4次

工業革命的狂潮。而我國亦同步規劃了生產力4.0方案，將製

造、商業服務及農業帶入生產數位化、預測化、人機協作化發

展，以因應全球第4次工業革命。

而生產力4.0跨足電機、電子、機械、自動 化、資通訊等

領域，有賴大量人才方能支持 實現，因此，人才培育可說是

生產力4.0最重要的一塊拼圖。未來，我國必須配合4.0發展趨

勢，有效分配運用訓練資源，養成具備跨領域能力的核心人

才，以因應4.0跨界整合需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依先進國家經驗，職能基

準是人才培育的利器，可以清楚呈現關鍵人才所需的職能內

涵，對學校教育、職業訓練、產學合作等都有很大的幫助，因

此未來應加速生產力4.0職能基準的發展及應用，並透過部會

的資源整合，從正規教育、職訓體系、產學研培訓體系等方面

共同合作，一起孕育未來生產力4.0所需的各類人才。如此，

方能確保人才供給無虞，早日促成生產力4.0政策目標的實

現，帶動產業升級轉型與國際競爭優勢。

面對一個科技快速變遷、產業興衰加速的未來，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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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中、下游包括學校教育、企業自主培訓及職業訓練皆能

一氣呵成，並促進產學連結，優化我國人力資源，加速國內產

業創新轉型。所以，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趨勢，人才培

育應從上游的學校教育，包括偏鄉教育、國民教育、高等教

育，培養具備創新思維且各有專精長才的人才，才會是台灣未

來能否站在世界競爭的浪頭上的重要關鍵。政府職業訓練，尤

其要讓青年學習專業技能，有效縮短學用落差，是技職教育、

職業訓練促進產學連結的核心目標，彰顯「能力重於學歷」的

價值，並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與加值升級。為提高青年就業，推

動「職業訓練提早導入校園」及「工作崗位職業訓練」二大措

施，再到下游企業自主培訓等面向來人才培育！

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趨勢，人才培育是促進產業轉

型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基石。面對全球競逐智慧製造

及科技發展的趨勢，如何透過職能基準的建置及職業訓練轉型

升級，以做為學校教育課程規劃方向及協助勞工充實專精技術

及跨域職能，進而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是推動工業4.0的核心

關鍵及產學連結的重要工作。勞動部應儘速會同經濟部、教育

部、農委會等相關部會配合「生產力4.0發展方案」及產學連

結相關方案的推動，審視列入訂定職能基準的項目，讓人才培

育之上、中、下游包括學校教育、企業自主培訓及職業訓練皆

能一氣呵成，促進產學連結，優化我國人力資源，加速國內產

業創新轉型。

勞動部為提高青年就業，推動「職業訓練提早導入校園」

及「工作崗位職業訓練」二大措施，並鼓勵青年參加技能檢定

取得專業證照，以及參與國際技能競賽，其中我國選手參加國

際技能競賽，超越許多工業先進國家；充分顯現我國青年所具

備的專業技能已達世界級水準。技能競賽得獎選手依現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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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請推甄、保送入學為主，勞動部應積極會同教育部及經濟

部進一步研議未來安排就業導向出路的可能性，以鼓勵企業直

接僱用優秀人才，以再現技職尊榮。讓青年學習專業技能，有

效縮短學用落差，是技職教育、職業訓練及產學連結的核心目

標。為達成此一目標，除需相關部會共同參與外，教育部應建

立產學連結平台機制與通盤檢視相關議題，進一步落實與彰顯

「能力重於學歷」的價值，並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與加值升級。

充裕的產業人才資源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國一直以

來由經濟部、勞動部投入相當經費推動在職培訓，或委託專

業訓練單位辦理專業知 識、技術課程或補助鼓勵企業自行辦

訓，協助半導體、數位內容、資訊服務、機械、紡織、食品等

產業，提升從業人員職能，已在各產業培育許多優秀的專業人

才，也在法人、民間培訓機構等單位累積一定的培訓能量。

檢視我國大專校院工程智慧科技領域分布，顯見我國人才

培育的優勢，在各大學中皆已成立中心，推動相關領域研究、

教學與人才培育。因應生產力4.0發展，未來培育產業實務人

才，我們需要創新變革教學策略，培育次世代多元/跨領域/創

新/自造/手腦並用的人才，才能最終引領產業升級。

回顧目前我國現有的產學教育政策，利用產學合作的平

臺，雖然可以有效的減少學生畢業後的失業率，以及幫助產業

界解決眼前的急迫性問題，但是對於我國真正產業鏈的價值提

升，其實幫助有限，此外，產業界有時候對於現有的問題與長

期未來研發產品的規劃，也沒有定義的相當明確。故產業界出

題，學界解題的潮流已不太合時宜，反而將拖垮學術界培養長

期尖端人才的能量。綜觀生產力4.0實務人才培育重大發展挑

戰課題，具產業領域知識之跨領域系統整合應用的培育模式、

供需切合之產學連結機制、以及大數據實務應用較為薄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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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提出以問題導向的教育翻轉式學習，希望藉由實際了解

問題的核心與有經驗業師的幫助，藉由實際的例子與問題，培

育學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藉由多元跨領域的技術整合

與學習，來培育跨領域多元的創新能力，並用來提升產品與

服務的性能，最後提出利用 Maker的方式，提升動手實作的能

力，並提升產品的技術規格與產品的實現能力。

有關在職培訓部分，我國目前就業人口數約1,118萬人，

而每年投入職場之新鮮人約為20多萬人，故除了藉由正規教育

體制培養符合產業所需之人才外，如何提升廣大在職人員之職

能，以幫助產業轉型亦是十分重要。因應生產力 4.0 的推動，

從業人員需要從「操作者」晉升為「控制者」和「管理者」，

需強化「智慧設計」、「巨量資料」、「虛實整合」、「機器

人」、「機間通訊」、「機電整合」、「精實管理」等方面能

力，成為跨領域人才，然而跨領域人才培訓難度較高，不易

以傳統訓練方式培育；此外，不同企業的生產力4.0的需求不

同，需要客製化課程，方能協助企業建立專有的生產力4.0技

術能量。因此，本方案也規劃以補助事業單位辦理生產力4.0

在職訓練費用方式，引導企業規劃訓練符合營運需求之人才，

以協助產業在職人才培育，幫助企業轉型。

臺灣生產力4.0方案的構想，源自於德國在2011年所出之

「工業4.0(Indusfiy4.0)」高科技戰略計畫，而「工業4.0」象

徵著另一個工業時代的變革，目前國際標竿國家的製造業政策

也正如火如荼地推動中，(包括德國工業4.0、美國再工業化政

策、日本人機共存未來工廠、韓國下世代智慧型工廠以及中國

製造2025計畫等)。面對全球製造業發展變革，及因應市場需

求的變化，製造業者必須透過更緊密的自動化與數位化整合來

提升生產力。為了加快在多變市場的反應速度，不僅生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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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新技術，勞動力發展與運用的型態以及勞動者之工作的模

式也將有所變。

臺灣生產力4.0方案的核心理念是希望藉由產業科技優

勢，打造臺灣成為全球生產製造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同時，營

造人機協同優質工作環境，以因應未來勞動人口減少的缺口；

生產力4.0方案的推動目標，首要掌握產業轉型發展所需關鍵

技術的自主能力；其次在作法上，考量中小企業體質，以擴大

螞蟻雄兵式的競爭優勢，加速產業轉型；第三則是以人才為方

案推動的核心關鍵，除了要培育生產力4.0所需的高端研究人

力，以提升業界研發能量外，亦加強產學連結培育技職人才以

及在職人員技能的升級轉型等相關配套工作；以達到固本、扎

根、搶單目標，進而維持國際競爭力。除了工業核心的製造業

之外，生產力4.0 方案亦擴及商業服務業及農業等產業，在感

知層、網路層及應用服務層上同步發展革新，聚焦於「優化領

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催生新創事業」、「促進產

品與服務國產化」、「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 培育實

務人才」、「挹注產業政策工具」等六大主軸策略，以促進經

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 如下圖所示。

為促進經濟成長及產業國際競爭力，行政院於104年9月

17日核定「生產力4.0發展方案」，訂定6 項主軸策略，並以

掌握關鍵技術及培育人才作為產業升級的基石，其中勞動部和

經濟部、教育部等部會共同負責實務人才的培育。整體推動架

構如下〈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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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生產力4.0發展方案推動架構

綜合而言，生產力 4.0 發展目標應強調：

(一) 高值生產力：建構機械產業未來 10 年技術核心能耐，如精

密量測，監控和遠程診斷服務、中央監控系統、智慧控制器

與關鍵元件技術研發、 應用 IOT、Big Data、等技術。

(二) 敏捷生產力：建立 CPS 系統、研發智慧生產平臺、研發整

線生產平臺、整廠輸出，取得整線生產系統，智慧工廠。

(三) 人性化生產力：人機協同、設計與製造一體化，遠端控管與

排程、個人化服務設計、一指下單生產模式，達成產業結構

轉型創新技術。

(四) 智慧商業營運：以消費者需求為核心，建構個人化、行動化

服務載具，創造網實通路整合商業服務，提升商業品質與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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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導入人機協同作業機械，提高農業生產力；透過數位化、巨

量分析、物聯網、雲端科技等技術，推動食品安全履歷系

統，讓民眾食得安全、安心。

(六) 核心技術發展與人才培育強調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跨專業領

域合作是關鍵。 

生產力4.0方案的推動應有三個重點：

(一) 在核心技術發展上：主要是將運算能力結合感測器與通訊網

路，建立於生產設備，使之具備計算、通訊與控制功能，這

也是全球在推動工業 4.0 的重要技術趨勢。因此，思考如何

提升在物聯網、大數據、智慧工廠等關鍵技術能力，延伸過

去在資通訊累積的研發能量，導入在製造業、商業服務業、

農業等應用領域上，以加速產業創新轉型，深耕國際競爭

力。

(二) 在中小企業推動上：我國產業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便是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結構，較無足夠資源支撐快速的變化及

需求。因此，在協助中小企業轉型推動上，優先選定具備 

IT 及自動化基礎的中堅企業及其供應鏈，並協助建立 CPS 

系統，另針對中小企業需求，研發智慧生產平台及整線生

產平台(跨產業鏈)，並打造「共通技術基礎平台」(Common 

Infrastructure)，協助資源偏低的中小企業快速切入市場，帶

動產業投入的規模效應。

(三) 在人力資源培養上：未來工作情境人機協同將是重要趨勢

(機器人會是你的同事)，單純的「操作者」?升為控制者和管

理者，而非只是單純的身體勞動者，從業人員將成為「有創

意的創造者」。因此，德國工業 4.0 與美國製造政策，都強

調實務技職(高級技工)教育的重要策略，臺灣也可運用產學

合作方式，開發一套訓練學生系統思考與創新的能力、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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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有利人才流動的環境。藉由在職人才培育，可引導企業

培育符合營運需求之人才，以促進產業轉型。 

在產業生產力環境面臨工作年齡人口減縮，產業受開發中

國家搶占量產市場、工業國搶佔高端客製化市場的雙重挑戰

下，綜上所述，在接踵而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及因應高齡化社

會工作人口遞減的勞動需求，如何促進國內產業創新轉型、掌

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維持國際競爭力，是我國產業發展之重

要課題。

結合自動化生產、機器人、物聯網等工業 4.0 概念是全球

先進製造國家下一波的競爭舞台，而面對傳統生產線的變革及

新世代智能工廠的誕生，就是台灣製造業升級的契機。

但工業 4.0 並不是以機器人取代人力，而是運用人機協同

走向智慧生產。在未來的智慧工廠中，製造端上的每個機器都

能夠透過物聯網相互對話，甚至能和上游的供應原料單位資料

連結，讓企業團隊成員能夠輕鬆了解原物料供應狀況並即時因

應。無論是插單或急單，都能掌握生產線的狀態、把握每一個

商機、連結訂單到交貨的價值創造網絡、實現產品及其生產系

統生命周期工程的整合、避免不必要的浪費、降低存貨及縮短

客製化產品的交貨時間，以達到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的精

髓。

以近年興起的成衣業「快速時尚(fast fashion)」趨勢為

例，無論是 ZARA、H&M、Walmart、GAP、UNIQLO等國際知

名成衣，還是國內的東京著衣、Lativ 等，都是透過觀察當季

時尚品牌的流行要素與趨勢，並參考消費市場上的銷售狀態，

再搭配高度整合的工廠進行即時生產，發展出「快速回應模

式」產生驚人業績。但回顧整個生產過程，從感測到消費市場

需求、設計、下單、原料確認、生產、出貨、銷售、行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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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務與顧客消費資訊收集等等，除了生產線速度和品質控管

外，還得保持與原物料供應狀況扣連，甚而因應訂單需求整併

或調整多條生產線的產量，或透過物聯網的傳遞原料需求訊息

／訂單，可視情況由人力介入協助調控原物料的供給或產線調

整狀況。簡單來說，在生產製造的過程中，經過計算、通訊與

控制的虛實化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 CPS)連結物聯

網，以智慧生產、智慧製造建置出智慧工廠，形成智慧製造與

服務的全新商機與商業模式，這就是工業 4.0 的概念。

根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研究報告可發現台灣勞動人口的

隱憂分別為「數量銳減」及「年齡層老化」，所以，除國內產

業日趨嚴重的就業人力缺口問題外，面對大陸地區缺工和工資

上漲狀況，台商回台投資不再只是個案，雖然可透過雇用外勞

解決部分缺工問題，但仍須要克服外勞的管理、居留問題及工

作品質等(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2)。當人力資源越來越

珍貴，就不能再浪費那麼多人力在重複跟知識技術含量低的工

作上，結合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和巨量資料(Big Data)，讓人

成為機械的操作者變成生產流程的決策者和管理者，設備自動

化、工廠智慧化、系統虛實化的工業 4.0 趨勢已成為產業升

級的解決之道。無論是傳統產業、工具機、金屬加工業、食品

業、醫療業、物流或農業等，在面臨近年產業轉型或升級的壓

力下，台灣已在電子電機與機械產業發展多年，為設備自動化

打下良好基礎，而在智慧工廠及系統虛實化部分，端賴資通訊

產業的協助。而 ArgoERP 系統是資通電腦為智慧工廠控管供

應鏈狀態的最佳 ERP 系統，目前已有璟德電子(上櫃)、華擎機

械、旺矽科技(上櫃)、騰亮國際(東莞台育鞋業)、炎洲集團、

新盛力科技(興櫃)、寶冠(微熱山丘)等等多家企業的成功導入

經驗。是真正提供企業供應鏈管理和生產e化的 Web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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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產線狀態即時連線，達到庫存零浪費、客戶零距離、財

貨高流通的效益。還可透過 APP 簽核系統，完美整合行動智

慧，作為高階主管進行營運決策的分析參考之一，提升處理效

率讓企業轉危為安。

生產線的生產品質和狀態控管部分，資通電腦的 ciMes 

系統極具彈性生產邏輯架構，除易於與ERP、HR、BPM 與

Automation統整合外，更可透過Web遠端管理生產線作業，並

支援多語言版本線上切換。藉由MES資料庫及製程參數共享等

方式，隨時控管兩岸三地的廠房、人員績效、訂單進度等，同

時支援Windows、Android、iOS 等作業系統，運用智慧型手機

與平板電腦就能隨時掌握生產線生產線實際狀況，實現真正的

走動式稽核與管理與減少人為抄寫資料的時間。ciMes 不但在

台灣LED產業市占第一，且為大陸第一大LED廠三安光電所選

用，目前更有半導體、光電產業、電子組裝、機械加工等近百

家成功案例。搭配資通電腦有經驗豐富的系統導入顧問，可協

助企業在評估製造系統時，檢視各產業生產環節真正需求，是

企業邁向工業 4.0 的最佳工具之一。

以目前國際趨勢發展來看，生產力4.0人才需求方向如

下：

(一) 因應全球化產業競爭發展，為提高生產力，行政院推動「生

產力4.0發展方案」，運用物聯網、巨量資料、智慧製造等

技術，促進產業升級。

(二) 未來的智慧工作環境，人力發展方向，從機具設備的操作

者，升級轉型成為智慧設備的管理者。

(三) 人才需求關鍵能力：巨量資料分析、智慧機械與自動化應

用、物聯網應用、精實管理、數位行銷與電商、行動支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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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人才培育部會可以做以下分工如下〈圖17〉：

(一) 核心基礎人才培育：做法為扎根正規教育，及國際人才培育 

與延攬，由教育部及科技部等部會主責。

(二) 產業應用人才培育：主要是在職培訓和新鮮人職能培訓，由

本 部及教育部等負責，本部將協助企業員工學習生產力4.0

所需知識與技能。

圖17　「生產力4.0人才培育」部會分工架構

以目前國際趨勢發展來看，生產力4.0人才培育布局與課

題挑戰如下：

(一) 生產力4.0人才培育布局：

1. 發展產業：製造業、商業、農業。

2. 人才培育遍及各階層：產業生產運作各環節人才，包含基

層、中階及高階人力，都有職能提升需求。

3. 人才培育全面布局：產業人才關鍵技術能力轉變，涵蓋每

年進入職場新鮮人、在職勞工，須由正規教育、產學研究

機構、職業訓練體系，全面布局人才培育。

(二) 生產力4.0人才培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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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未來的智慧環境，是把人納入「智慧系統」

和「精實管理」設計，結合了人工智慧和人的智慧。人才

培育課題：1.產業升級，無人才培育基準。2.人才培育與產

業需求職能連結，亟需強化。3.人才培育部會分工、分頭行

進，無統一標準。4.以往職業訓練強調單一技術專精訓練，

生產力4.0人才需求，應具備跨領域能力。

(三) 生產力4.0方案下的勞動力需求

生產力4.0方案除了關鍵核心技術發展與產業政策工具

的配合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實務人才的培育，在人才培育

則分為核心基礎與產業應用二類。至於生產力4.0所需的人

力，涵括了產業生產運作每個環節所需的基層、中階及高階

人才，所涉及的是產業人才核心素養與技 術能力的轉變，

涵蓋範疇寬廣，須從正規教育體系、產學研各界研究機構

(系統)以及在職 培訓體系等方面全面布局同時並進。因此該

方案透過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以及勞

動部跨部合作進行產業實務人才培育相關工作，由跨部會來

共同推動在職培訓、扎根正規教育，並且藉由產學研連結，

以進行國際人才培育與國技專業人才的延攬。

在我國生產力4.0方案下的產業發展，各企業將需要更

多的IT、軟體開發、自 動化生產設計等技能人才，且既有

的生產與服務流程將發生巨大的改變，進而影響相關勞工 

的工作分配與機會。未來在產品組裝階段的勞工將與更多自

動化設備、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機器等共同合

作完成任務，所以人力需求有可能會越來越少，但人力訓練 

內容的知識密集度及複雜度則越來越高。 在人力需求上，

生產力4.0發展方案不是以機器完全取代人力，而是透過訓

練或升級成 即時線上監測的「多能工」，或成為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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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新興管理企業的系統整合人力。舉例來 說，資訊產

業近來面臨人工成本提高、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未來可將資

訊產業後段人工作業 升級為智慧機器人輔助製造模式；在

機械設備產業，可導入虛擬加工、大數據技術，來提高 機

臺特性與品質。

(四) 生產力4.0方案下的就業市場前景

臺灣「生產力4.0方案」鎖定製造業的電子資訊、金屬

運輸、機械設備、食品、紡 織，商業服務業中的零售、物

流及農業等，導入大數據分析、機器人、物聯網應用等新興

科技，引導產業走向智慧化自動生產。隨著新興產業崛起所

引發的熱潮，包括電子、電機、機械、控制、軟體、韌體、

IC設計、材料、光電、市場行銷等都將成為就業市場的勞動

需要。檢視生產力4.0方案下的就業市場前景，大致可由下

列幾個面向探討：1.機器人輔佐生產：生產力4.0強調智慧

機器人輔助製造模式，在就業市場中將減少生產操作員與包

裝作業員，取而代之的是具備機器協調(robot coordinator)能

力的工作，亦即與機器人自動化設備進行協調合作的高階

製造現場作業人才。 2.智慧供應鏈網絡：生產力4.0之下，

製造業將透過軟體來協調生產過程，並啟動最佳化生產流

程，在智慧化生產之下，就業市場將減少基層操作員，而

創造出可處理客製化需求的生產協調員。3.品質控制之大數

據導向：生產力4.0應用大數據，收集即時或歷史資料，分

析最佳化製程參數，因此原就業市場中的品管人員，將轉

為具備「工業資料科學」的工程師。4.生產模擬(Production 

Simulation)：生產力4.0下，商品製造商傾向運用新軟體，透

過電腦進行生產線佈置規劃及模擬分析，以規劃最佳化操作

策略。落實此項技術，將增加「工業工程師」、「模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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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職缺需求。5.製造業服務化：除商品製造商之外，廠

商亦轉以銷售安裝、維修保養等服務取代產品。此種新商業

模式可擴大生產製造商的業務範圍，創造就業市場上市場行

銷與服 務人力需求。6.實境技術強化與維護：零售與物流

公司擴 大實境技術，包括查閱商品調度資訊和運送路徑導

航指示；貨品上架的確切時間與位置，並可提供客戶特定包

裝。在實境技術應用之下，將要求企業須增加具備研發、IT

和數位輔助系統等技術之設備維修人員。

以目前國際趨勢發展來看，所以，因應未來國際4.0與智

慧製造發展趨勢，我國生產力4.0人才培育具體作法為加速發

展職能基準與促進職業訓練轉型升級，說明如下：。

(一) 加速發展生產力4.0職能基準如下：

1. 訂定職能基準-人才能力規格

(1) 「職能基準」：產業人才的能力規格；為完成特定職業

的工作，應具備職能(知識、技術)，及應展現的行為。

(2) 生產力4.0職能基準意涵：須包括既有的工作任務、對

應知識、技術，及生產力4.0所需知識、技術與工作任

務的調整。以機電整合工程師為例，從目前機電整合提

升為資機電整合，所需職能也會不同(如下圖18)：

圖18　機電整合提升為資機電整合所需職能基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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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生產力4.0職能基準

(1) 發展原則

參考國際趨勢       

生產力4.0的領航國家均長期投入產業人才職能

發展與應用，為產業升級奠定穩定的人才基礎。

因應產業發展需求

依4.0方案所列人才培育需求，進行產業對話，

盤點重點產業所需人才。

(2) 推動作法

參考國際既有成熟的職能基準，加速職能基準發

展。政府各部門積極與產業公(協)會合作，進行職能基

準內容的修正與驗證，符合企業需要。

3. 生產力4.0職能基準的功能與應用

(1) 職能基準內容(如下圖19)

職能基準內容特定職業的工作描述：主要職責與工作

任

務。

業界普遍期待的能力展現評估標準：工作產出與行為

指標。

職能內涵：完成特定工作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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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職能基準內容概念

(2) 職能基準的功能

職能基準內容能清楚描述一份工作是做什麼、做好

這份工作應該會什麼以及學校與訓練單位應該教什麼等

資訊，所以可供企業招募選才、發展職務說明書及績效

評量之用、同時也可作為訓練評量、能力鑑定與訓練課

程的規劃參考。

主要職責與工作任務：

供企業招募選才、發展職務說明書之用。

工作產出與行為指標：

供績效評量、教育訓練成果評量及能力鑑定之

用。

知識和技術：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作為企業、學校與訓練機構培育人才的共同標

準，轉換 為訓練內容發展課程/學程及訓練地圖。同

時也可作為師資遴聘與培育參考。

(3) 推動職能基準的應用

相關職能基準完成後，民間與政府單位可進行相關

運用。其可能運用方式包括：

輔導企業應用，強化企業人力資源發展

規劃適當課程重新培訓 員工，或進行人資制度

調整(如修正工作說明書、重建內部職能模型、制訂

新的招募方針等)，以支持4.0新技術、新產品或新商

業模式的開發。

結合相關公協會成立推動平台：協力發展基準應

用指引與應用案例、辦理應用說明與經驗分享。

成立專家團隊，輔導企業應用：透過專案輔導協

助企業應用職能基準，連結選才育才、員工績效評

量、升遷及敘薪的機制。

引導學校應用發展課程/學程

規劃跨領域專業知識或技能課程，以4.0職能需

求為導向，重視理論與實作的結合(如專業技術外，

亦結合商業、專案管理及簡報技巧等)，使學生獲得

綜合運用知識、技能的能力，提高未來就業能力。

推動課程認證：引導依據職能基準發展課程。培

育課程發展專業人員：積極培育「職能分析」與「訓

練規劃與評估」專業人才，協助課程/學程內容與模

式的調整。

推動生產力4.0課程/學程育成計畫:透過計畫徵

選，優先育成運用生產力4.0職能基準所發展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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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促進職業訓練轉型升級，推動生產力4.0職業訓練

就訓練機構而言，可依據生產力4.0職能 基準，

依不同需求規劃職能基準課程或 單元課程，並落實

職能品質認證，以確 保產業人才獲得高品質的培訓

服務，提升勞動力素質。

協助政府部會/法人機構

依據職能基準，開發4.0相關的能力鑑定項目，

或 調整現行能力鑑定內容，或辦理對應人才培育計

畫，以發展基礎專業人員、中高階管理以及跨領域人

才。

另外，政府可扮演促進者的角色，促動民間共同參與

4.0人才培育行列，例如提高開發4.0訓練誘因(提供輔導服

務、培育種子人員/師資、優先或提高經費補助比率等)；幫

助企業協助員工轉型學習新職能以作好準備；鼓勵勞工自

主學習(如補助參加4.0訓練需費用)。透過以上多管齊下措

施，讓各產業、各階層及各領域人才，皆能同步搭接生產力

4.0，有效發展生產力4.0所需職能，培育新世代人才。

(二) 促進職業訓練轉型升級，推動生產力4.0職業訓練

1. 運用職能基準推動職業訓練升級

生產力4.0方案中，人才是核心關鍵，除了培育高端

研究人力外，透過職能基準，推動職業訓練轉型升級，以

加強在職人才培育，並可引導企業培育符合營運需求人

才，促進產業轉型。(如下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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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促進職業訓練轉型升級，推動生產力4.0職業訓練架構

2. 職業訓練轉型升級發展策略

(1) 調整職業訓練體系：依據生產力4.0職能基準，擴大發

展相關課程，培育具跨領域教學能力師資、建置實習操

作所需訓練設備、設施。

(2) 建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透過輔導、評核辦

訓過程之計畫、設計、執行、查核、成果評估(PDDRO)

等各階段，建立訓練單位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確保

訓練流程之可靠性與正確性。

(3) 提高辦理生產力4.0訓練誘因：透過提供訓練規劃輔

導、訓練規劃人員、師資培訓、優先補助訓練經費、

提高補助經費比率等作法，擴大辦理生產力4.0相關課

程。

(4) 鼓勵勞工自主學習：補助勞工參加訓練費用，自主學習

生產力4.0跨領域專長。

3. 生產力4.0職業訓練推動做法

以基礎、共通技術課程(如機械控制、網通等課程)為

勞工築底，並結合生產力4.0關鍵技術，強化勞工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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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發展所需職能。

(1) 勞動部自有訓練場轉型升級

規劃生產力4.0智慧示範產線，建置實務訓練設備、

設施。

培訓職業訓練師資具備生產力4.0專業職能。

(2) 強化民間職訓機構生產力4.0培訓能量

透過TTQS評核，確保訓練品質，擴大與民間合作。

與學校合作發展生產力4.0就業學程。

補助青年2年最高12萬元、在職勞工每3年最高累計

補助7萬元訓練費用。

(3) 結合公協會、工會辦理生產力4.0訓練

結合關鍵技術相關公協會、工會等，獎助發展生產力4.0關

鍵技術課程、培育師資、建置設備、設施，成為訓練標

竿案例。

(4) 引導企業辦理生產力4.0人才訓練

輔導企業建置訓練體系。

企業為所僱用員工辦理生產力4.0訓練，提高訓練費

用補助比率為70%，每家企業補助最高增加至300萬

元。

透過「國家人才發展獎」帶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

105年將新增「生產力4.0人才發展創新獎」項。

4. 建置生產力4.0青年培訓基地

為擴大青年投入生產力4.0發展產業，除由本部設置

外，也將透過計畫徵選方式，與民間合作建置培訓基地。

(1) 建置生產力4.0青年職業技能培訓基地：

具技能競賽國手培訓、技能檢定、職業訓練等多功

能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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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主題式創客基地：

建置適合青年創新創業之各式主題創客基地，如

「智慧物聯網」創客基地，提供創客智慧製造的實作場

域。

綜合而言，培育生產力我國 4.0 或智慧製造與數位行銷發

展人才，建議方向如下：

(一) 加速建置職能基準，支持產業發展

建置生產力4.0所需職能基準，作為正規教育與職業訓

練應用，符合產業需要，支持產業發展。

(二) 輔導企業運用職能基準，投資人力資本

挹注輔導資源，協助企業應用職能基準，有助於企業選

才、育才之用。

(三) 擴大職業訓練，協助勞工提升4.0技能

因應產業發展趨勢，以基礎、共通技術課程為基層勞工

築底，透過職能基準建構，促進勞工專精及跨域學習，強化

生產力4.0發展所需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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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自德國於漢諾威工業展發表工業4.0概念之後，全世界吹起一

陣智慧或數位或智能製造的潮流，我們過去產業鏈以低成本的優勢

逐漸式微，政府應積極協助棄尋求轉型已成為施政當務之急。但在

一片智慧化的呼聲中，企業界亦應要如何針對自身現行狀況進行適

當的規劃與發展，相信是每個企業主都有自己關心的重要議題。

企業智慧化是未來的趨勢，然而智能製造如何讓企業獲得競爭

優勢？有以下幾項特性可做為參考：

一、即時的資訊取得與應用：藉由新式機台、感測器、移動與物聯

網設備即時的資料收集與回饋、使企業有能力針對不斷變化的

現況進行即時反應與處理。

二、供應鏈資訊平台化串聯：即時快速與客戶及供應商進行資訊串

聯溝通，達到彼此的最大合作效益，藉由資訊的透明化及即時

共享，促進互利並創造新的合作模式。

三、智能化設備與工具：經由機器學習或資料建模分析工具，可自

主依據現場狀況進行調整與判斷，大幅增加生產與作業流程的

自動化程度。

四、整體考量之決策分析：即時而完整的資訊可讓組織間資訊透明

化，並讓決策者有資訊依整體目標作出更好的決策。

智能製造透過強大的資訊整合及應用能力，在成本上，有效的

管控與自動化達到成本的控制及降低；在品質上，透過即時整合的

資訊達到品質的持續改善，並利用智慧化設備即時處理現場狀況；

在速度上，即時整合供應鏈上下游資訊，掌控生產線狀況達成快速

出貨；在服務上，藉由企業營運能力的增強，提供更高品質與大量

客製化滿足客戶需求。

現行關於智能製造的探討非常的多，但企業卻普遍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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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預期的投資金額太大，中間所涉及的多元專業等因素，

都造成了進入障礙。

建議可以就營運流程自動化、供應鏈連結、企業創新與數據分

析等四個能力面向進行發想，並依據資訊搜集、資訊分析、產品設

計、產品實現等四個角度，探討相關作業是否支持，並依據組織策

略方向與現況痛點來規劃與安排優先順序，以分階段逐步推行。

雖然此作法通常可以在短期內達成作業流程的優化，但建議整

體要朝向營運模式轉型的方向去思考，方有機會邁向新藍海，效益

才會長久。

如同所有的重大管理變革一樣，成功的關鍵在於人才。首先，

智能製造規劃與執行需要更多跨領域整合的人才，除熟悉企業需

求，同時又要能了解相關技術應用，因此，如何獲取與培養此種人

才，是邁向智慧型企業的關鍵。

另外，機器人應用發展快速，預計將取代更多重覆性工作。未

來，人才調適及管理將面臨新的挑戰，如何發展資料科學家、學習

性機器訓練師等，都是企業需要瞭解及提早準備的。智能製造關鍵

在於跨領域整合人才的培育。

科技影響遍及各行各業，現在人類社會的80%工作，20年後恐

怕都會被人工智慧等所取代，面對即將到來的職場大海嘯，學者專

家一致建議，要不被潮流淘汰，就必須提早培養數位技能。

職業變遷的速度將越來越快，現在看似必需的工作職務或許在

不久的未來，有可能就成為歷史，上個世紀，已經有打字員、鐵

匠、電話接線員等很多職業消失，英、美、日本等國外研究也分別

預測機器人會在未來20年內取代自己國家五成勞動人口。

創新工場董事長暨首席執行官李開復曾在一場演講表示，當

機器能看、能聽、能講、能懂、未來工作內容不需要5秒以上的思

考、屬於中介型和助理型的工作、90%不是沒有了，就是會被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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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取代。舉例來說，保安警衛、客服與電話銷售員等職業都可能

消失。

AppWorks之初創投創始合夥人林之晨也說，估計再過5年，多

數新款車輛都會配備自動駕駛，而自動駕駛計程車也會因此開始

普及，計程車司機們就算成功趕走UBER，但其實只是暫時保住飯

碗。

其實受影響的也不只是司機而已，事實上，當今人類社會的

80%工作，20年後恐怕都會被人工智慧，機器人所取代。林之晨則

建議大家要「對軟體與程式的充分理解、提高對機器學習的掌握、

揉合特定領域的能力、不斷學習」等4個重點、才能避免被職場大

海嘯吞沒。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當今人類社會的80%

工作，20年後恐怕都會被人工智慧、機器人所取代。依據OECD的

研究估計，目前進入小學就讀的兒童，65%將從事的新形態工作，

而這些新型態的工作目前並不存在；有25%的工作者未來工作機會

將因自動化機械而被取代。

面對這場21世紀的工作大洗牌，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表

示，客製化、個人化服務的職務比較不會被取代。人工智慧，主

要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正向與負向反饋，學習如何判斷。因此，

AI的發展會取代很多人類工作，但也會創造許許多多「人工智慧訓

練師」的工作。所以，掌握機器學習是人類佔據制高點的另一個關

鍵。這顯示未來人才培育除著重工作專業技能養成，更應培養運用

科技解決問題的數位技能。

根據資誠全球金融科技調查報告，人工智慧運用，促使新型態

服務模式與勞動力需求轉變，全球83%傳統金融機構擔憂金融科技

業將搶走生意。金融科技的崛起，讓傳統金融產業面臨到壓力，

其中又以銀行業和支付業感受的壓力最大。在2020年，恐怕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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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的市場佔有率，而銀行業者也擔憂將失去24%的市佔率，不僅

如此，資產管理暨財富管理、保險業者也認為其市佔率將分別下滑

22%及21%。金融科技正在全球挑戰各地傳統的銀行和保險業的商

業模式，重塑金融服務的客戶體驗，同時，為需求未得到滿足的消

費者，提供重新定義的和創新的解?方案，因此導致傳統金融機構

的利潤下滑、市佔率下降。金融科技的核心價值和機會，主要在

於降低成本(73%)、差異化(62%)和提升客戶黏著性(57%)。也就是

說，金融科技在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時， 也提高了服務的效率和品

質。

面對金融科技的衝擊，傳統金融機構已開始布局金融科技。

布局的方式主要為透過夥伴關係(32%)、購買服務(22%)，其次才是

培育金融科技人才(15%)及併購金融科技公司(9%)。這將是一場變

革，過程中存在許多挑戰，都是金融機構必須深思的議題，包括公

司是否擁有足夠開放的文化，基礎架構是否能承載和融入創新的技

術，以及法律和政策等外部因素帶來的規範和影響等。台灣金融

產業進行數位轉型可以掌握五個機會，一是顧客的知識(Knowledge 

of Customers)，包括資料整合、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和數位行銷等；

二是多元通路的整合(Multi-channel Integration)，包括全通路(Omini-

Channel)、客戶體驗與體驗等；三是社群金融(Social Banking)，包括

社群媒體策略、社群分析與輿情掌握等；四是行動能力(Mobility)，

透過數位科技和客戶互動、提供客戶價值與服務和增加銷售機會與

客戶關係；五是企業文化改變(Cultural Change)，也就是必須具有以

客戶為核心的中心思想，以及跨部門的整合思考設計。。

根據工研院的研究，台灣在彈性化製造能力、製程自動化和

資訊化，以及機器人應用這三個階面的應用，介於2.0到3.0之間，

其它層面都只達到2.0如下圖21。在工業機器人使用的密度上，據

世界機器人協會(World Robotics)的評比，韓國高居世界第一，每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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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347台，日本和德國都還在韓國之後。而台灣每萬人只有 129

台，全球居第十，亞洲居第三。另外，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

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平均只有20%，比起美日德的32%以上，

足足低了1/3。生產力4.0，計劃在十年內，將台灣的製造業附加價

值提升15個百分點，到達美日德的水準。

圖21　台灣製造業和工業4.0現況比較

目前製造業提升智慧自動化比重，主要是補足人力缺口，以機

器換人的速度將會加快，可以預期，未來人力往服務業移動的比例

將明顯增加，製造業則朝「關燈工廠」發展。台灣廠商對於智慧聯

網生產也提出相關因應對策，台塑集團日前宣布，旗下南亞已啟動

工業4.0計畫，嘉義廠今年改造為無人工廠，目標在2024年時，塑

膠加工的海內外工廠全面成為關燈工廠，估計這項計畫投入經費將

達50億元。鴻海集團機器人布局腳步更快，集團旗下生產線共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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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機器人大軍將逐年擴編，預計每年增2成以上，自有關燈工廠

規模也陸續擴張。精密機械最近成功開發國內第一條「V4.0智慧自

動化加工產線」，智慧化產線預計明年第1季末可以達到1個月720

小時關燈、不用人現場操作的目標，並開始推動整線輸出。汽車零

配件及IT產業，展出兩條智慧自動化示範產線，訴求智慧型工具機

加物聯網、大數據。

目前製造業智慧自動化，以機器換人的速度將會加快，智慧聯

網生產領域將擴及IT產業、半導體製造、塑膠加工、電子零組件、

精密機械、汽車零配件、油氣開發與航太製造等。

智慧聯網勞動力是智慧聯網發展重要一環，BCG依據即時與歷

史數據資料，以「先進技術使用率」、「升級後額外收入增加程

度」為兩個變項，計算出專屬量化預測模型，在2025年德國製造

業已普遍落實4.0先進技術，屆時將會有新的職業產生，整體淨增

加約35萬個工作機會，同時，約61萬個從事簡易、高重複性工作

的包裝╱生產作業員，將會面臨被機器人取代而淘汰，轉而從事有

助提升人工智慧水準而新創出的人機協作的職業，故在此波職業消

長時，累計共創造出約96萬個新興職位。新型態勞動力轉變與需求

如下(圖22及23)：

一、大數據導向品質控制(Big Data Driven Quality Control)：半導體

應用大數據，廣泛收集即時或歷史資料，透過演算法分析得出

最佳化製程參數，進而控制產品品質以提高良率，減少產品故

障與耗材量。因此，將減少品管人員職缺，轉為增加「工業資

料科學家(Industrial Data Scientists)」職缺需求。

二、機器人輔助生產(Robot Assisted Production)：塑橡膠製造業使

用機器手臂更易訓練來執行新任務，內建傳感器和照相機的安

全機制，允許機器人與環境進行交互作用。當升級成智慧工

廠，將明顯減少對生產操作/包裝作業員的勞動力需求，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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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的「機器協調員(Robot Coordinator)」職業。

三、自動駕駛物流車(Self-Driving Logistics Vehicles)：食品和飲料製

造業者已於工廠內部署智能導航和獨立自動運輸系統(智動運

輸車)，進而減少對物料及成品運送的人力需求。

四、生產線模擬系統(Production Line Simulation)：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商運用新軟體，透過電腦進行生產線佈置規劃及模擬分

析，運用洞察力計算出最佳化操作策略(可縮短新設備╱機具

打樣修改與導入的時間)。落實此項技術，將增加「工業工程

師」、「模擬工程師」的職缺需求。

五、智慧供應鏈網絡(Supply Network)：指透過軟體來監控整體供

應鏈相互協調生產過程，跨國企業可用來啟動最佳化的供應鏈

網絡策略，優化生產流程，讓每個生產環節都作到智慧化，達

到不同款式全球同步生產。應用此技術將減少基層操作員，而

創造出新職業「供應鏈協調員」來處理客製化(少量多樣)的需

求。

六、預防性維修(Predictive Maintenance)：例如風力渦輪機製造業者

為客戶提供即時遠端監控設備和24/7全天候即時診斷服務。當

監測渦輪機振動的感測器發生異常╱故障顯示前，透過大數據

自動偵測回傳中控系統，啟動預警提示，以進行預防性維修，

促使「系統設計師」、「IT工程師」和「資料科學家」等相關

職缺需求增加；並打造出懂得運用數據資料輔助維修的技師，

解讀故障之誤判╱受損程度、依輕重緩急安排最有效率的維修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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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工業4.0對產業勞動力影響關係圖

七、機器即服務(Machines as a Service)：例如某壓縮機製造業者主

要提供空氣壓縮機服務而非販賣機器。即製造廠商轉以銷售安

裝、維修保養等服務取代產品，並可依個案需求升級功能配

備。此製造業服務化的新商業模式除可增加就業、生產和服

務，促使生產製造商延伸擴大業務範圍。

八、自組生產(Self-Organizing Production)：例如齒輪製造者可自行

設計專屬生產線，自動協調和最佳化各項資產使用率。雖然採

用自動排程生產計畫使基層操作員逐漸減少，但將增加「資料

庫模型工程師」、「專業領域知識專家」的職缺需求。

九、複合零件的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Complex 

Parts)：以選擇性雷射燒結(SLS)和3D列印技術為例，使製造業

者能同步增產精密零件，降低零組件庫存。3D電腦輔助設計和

積層製造的研發將創造更多新職業，減少聘雇包裝作業員

十、擴增實境技術強化維護和服務(Augmented Work, Maintenance, 

and Service)：例如物流公司員工利用擴增實境眼鏡，查閱商品

調度資訊和路徑導航指示，亦包含掌握貨架上的確切位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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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掃描商品條碼。該系統也可能進行遠端基本維護任務的協

助，並提供客戶特定包裝。運用擴增實境技術，可提升設備維

修技術人員處理效率，同時要求企業擴張研發、IT和數位輔助

系統的新功能。

圖23　德國工作數成長明顯受到產業職業類別影響

依波士頓諮詢集團（BCG）量化預測結果模型推估，IT、數據

整合科學家相關職缺需求數成長將近一倍，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已

逐漸超過被取代而消失的職業，從業人員被要求具備和以往不同的

工作技能，研發設計和人性化界面設計工程師、虛實整合自動化系

統串連、IT解決方師和使用者介面設計師(UI Designer)等不同領域

的軟體職缺需求提高；反之，生產操作員等相關職業將大幅減少案

架構。

新興職務激發從業人員需具自主靈活性，並增強判讀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他們在不斷變化的職場中生存，員工轉為秉持開放態

度，以面對不同主題或特定要求作出回應；並能夠在現場即時或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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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同步工作；同時，為適應新角色和工作環境，得習慣不斷跨領域

學習。因此，企業採用智慧化裝置，將有助於資深員工繼續留任，

或透過再培訓以重返職場扮演全新勞動力角色。

工業4.0先進製造的自動化、虛實整合技術，促使製造流程與

生產系統，進行垂直與水平整合，創造出全新職業。對許多從業人

員來說，可能會面臨一段就業低潮灰暗期，雖然採用先進技術讓原

本工作性質與環境產生重大轉變，但新興職業將有助於從業人員職

能提升以勝任新任務。工業4.0將虛實整合接軌，帶動製造業和國

家經濟升級轉型，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先進製造技術透過人工智慧

和機器深化學習成為進步的關鍵動力，因此，產官學界的領導者與

策略制定者，須要具備十年後發展的遠見，幫助就業人員適應並作

好準備。

以智慧聯網生產為出發，智慧聯網生產型態是主要經濟體發展

的趨勢，預期會帶動第四次工業革命。德國Industrie 4.0推動策略

建議書，指出由於生產型態的改變，勞動力的供需誓必會有很大的

影響，預期將同時面臨技術勞動力不足(新職種)及勞動力過剩(現有

職種)的困境。各國智慧聯網透過產業升級、製程改善與勞動力養

成提升產品品質與效率，我國需聚焦在於如何促進產業升級與製程

改善，並針對勞動力供需的區口進行及時調整。

如何迅速調整勞動市場的供需，是智慧聯網時代必須及早因

應的問題。針對智慧聯網產品品質、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提升與

人機協作整合介面開發提升企業獲利與勞動力投入，探討企業智

慧聯網垂直與水平整合帶動產業升級與影響勞動力。因此本計畫

將探討智慧聯網生產下虛實整合生產型態(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因生產設備與流程的變動，可能產生勞動力需求的變

化，有效掌握勞動市場資訊與勞動職能需求。針對勞動力不足的部

份，提出補強措施。針對過剩的勞動力，提出有效的就業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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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協助轉業。

工業4.0包括了機械、電子、資訊產業的再升級，未來的新工

作將牽涉到一整套虛實相連的網路系統，從生產計劃，到銷售、庫

存、客服都相連在一起。生產和服務的流程會因此改變，工作技能

的需求與機會也因此不同，而這就是未來的專業訓練需要思考的重

點。當工廠被人工智慧、機器人佔領，人的位置在哪？機器人到底

是會為人類帶來美麗新世界，替我們做所有骯髒、笨重、費力的工

作，釋放你我去做更高級的工作，還是會搶走我們的工作？

人工智慧及大數據近來快速興起，不論媒體及專家都警告未來

幾年人類工作將逐漸遭到取代。事實上，隨著愈來愈多的複雜運

算及機器深度學習技術開發出來，不光是工廠工人、運匠等藍領階

級，就算醫生、律師、建築師等白領階級，甚至執法人員都可能面

臨失業危機。

根據波士頓諮詢集團(BCG)預測，目前人類勝任的四分之一工

作，到了2025年將被人工智慧取代；牛津大學研究也顯示，英國

目前35%工作，未來20年將有被機器人取代的危險。以下是《富比

世》雜誌盤點正受到先進大數據及機器學習威脅的10大職業。

一、醫生

目前某些醫生的工作已可由電腦及機器人完成。例如，醫

生可用自動機器人系統輔助進行微創手術；IBM的超級電腦透

過分析核磁共振掃描等資料診斷肺癌，甚至比醫生還準確。嬌

生也推出獲得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批准的設備，可以自動注

射低劑量麻醉藥，無需麻醉師輔助。

二、律師

在訴訟階段，律師及助手需篩選眾多與案件相關文件，大

數據能以更少時間完成同樣工作，甚至類似IBM超級電腦的機

器學習系統可被合法「訓練」，以審查先例及判例歷史，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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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法律摘要。此外，已有人開發出統計模型預測美國最高法

院71%案件結果，律師行業面臨嚴重威脅。

三、建築師

目前已經出現能協助個人自己設計家居的應用程式，能讓

建築設計技巧乃至設計及顏色選擇更加自動化。大多數人都在

使用軟體作為主要的可視化工具，或取代建築師設計更小的項

目。但是，隨著程式進化更為複雜，所需的人類建築師及設計

師恐將急劇減少。

四、執法人員

雖然有人批評預測警務侵犯公民自由，但這與好萊塢電影

《關鍵報告》並不相同。零售商沃爾瑪在2003年用在預測產

品需求的算法曾被拿去預測紐約市新年前夕的警務情況，結果

隨機槍擊事件減少47%，8小時內節約人員開支1.5萬美元，顯

示更好的危險預測可減少所需人員數量。

五、銀行行員

根據陸媒報導，未來10年中國大陸80%現金使用將會消

失，銀行出納員將被自動提款機取代，更高等的職位也可能被

自動化系統輕鬆代替，而電腦預測股市動向或交易都比人類速

度快很多。就連政府機構也使用大數據及機器學習核查納稅申

報表，確定納稅方面存在的詐欺問題。

另外，保險經紀人、招聘人員、市場營運與廣告人員等，也都

將逐漸被機器人取代，因為大數據可以輕鬆算出應繳納的保費、

適當的人力資源配置，以及自動化下單購買廣告，完全不需依賴人

類。而記者能被程式寫稿、無人機現場拍攝所取代，老師終究也只

能淪為監考人員或保姆甚至被完全取代。

各國推動工業4.0的策略方向各自不同，因為每一個國家製造

業的環境及遭遇的困境也各不相同。以我國政府正在研擬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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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4.0科技發展方案」為例，被視為可以推進工業4.0的關鍵技術

及應用，主要是以三大科技主軸來推動先進製造，分別是智慧機器

人(Intelligent Robot)的智慧製造技術、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全線偵測監控技術和巨量資料(Big Data)的資料擷取分析技

術，推動產業朝設備智能化、工廠智慧化與系統虛實化發展，並以

工具機、金屬加工、3C、食品、醫療、物流與農業為七大應用領域

產業，來加速提升附加價值與生產力，以創造產業下一波的成長新

動能。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於2012年出版《求

助：已開發國家的就業願景》，提出5大潮流影響未來工作的性

質、人選、地點和工資的重要因素。包括: 1.技術創新改變工作的

性質2.藍、白領之間的就業前景差距日益嚴重3.地理因素4.無就業

人才存量日益增加，特別是年輕人、婦女和即將退休者5.收入增長

相差懸殊

受這些趨勢的影響，自21世紀初起，已開發經濟體都面臨長期

就業難題。主要國家多透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體經濟增長，並

消除企業擴張壁壘。但僅靠恢復總需求並不足以幫助當前失業者重

新就業。政府必須採取提高勞動力水準為直接目標的政策和戰略─

確保有人、有技術能適應未來的工作需求。

主要作法，除透過教育與職訓，優質人力素質外，包括建立職

位數據庫─讓學生和勞工們能看到哪些職位有需求，以及自己需要

具備什麼樣的資歷。此外，倡導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刺激基礎

設施投資、簡化管理審批手續，為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鬆綁，也是

可行方式。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根據訪談以及美國勞工

部相關資料，推出2015年最熱門科技工作榜單如下:軟體開發工程

師、電腦系統分析師、資訊安全分析師、網站開發工程師、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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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IT經理、土木工程師、電腦系統管理員、數據庫管理員

(DBA)與電腦程式員。

2016年耶誕前夕，美國白宮發布「人工智慧、自動化與經

濟」報告，指出人工智慧驅動的自動化，預計未來十到廿年將有九

至四十七％不等的工作受到人工智慧威脅，以低技能、低教育的勞

工首當其衝。

美國電商Amazon 2017年將開設實體無人超市Amazon Go，顧

客從入店到購物完成，全都由人工智慧代勞。Adidas也將在德國設

立全靠智慧機器人生產運動鞋的工廠。工資與效率競爭無疑是智慧

機器人的利器。在台灣，大家熟知的Pepper與Zenbo早已成為金融、

航空等高檔服務業的寵兒。

日、美、德是智慧機器人大國，中國大陸也是箇中能手。台灣

在智慧機器人的研發、量產與應用，自也不甘人後，鴻海就是箇中

翹楚；而政府正投資千億推動的智慧機械產業，機器人就是主要項

目。

在一個非正式有關機器人經濟的討論中，有學生說如果外頭的

企業界進不去，還有長照2.0的養老院，真是天真得可以。殊不知

在北歐、西歐等地的養老院，早有撫慰性的機器人，為老人按摩搥

背、抒解情緒。日本人更執家庭機器人的牛耳，他們已經開始研發

客製機器人，遇有老奶奶想念在外求學的孫女，工程師就會收集老

奶奶與孫女過往的溫馨瑣事，錄製語音，再安裝到貌似孫女面容的

陪伴機器人，一問一答間，叫老奶奶樂不可支。養老院裡普通人又

豈是智慧機器人的對手？

如果白宮的警告成真，10到20年之內，保守地說台灣各行各

業將有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會丟掉飯碗，人人都要面對機器人虎視

眈眈搶飯碗的殘酷。

機器人效率高又精準，既不要付勞健保，也不會爭一例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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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勞任怨永不罷工，哪個企業會拒絕呢？年金破產的根源是經濟，

經濟不振又多源於教育失敗。教改了廿幾年，愈改愈亂、愈改愈

差，每年學測過後，優秀的高中生就被挖走。「十六年國教」的畢

業生，大學不如高中，企業不想用也不敢用。年輕人望著22Ｋ，拿

也不是不拿也不是。如今智慧機器人來襲，前途更加黯淡。重建完

善的高教制度，提升每位年輕人的知識、技能、創造力、可塑性、

抗壓性，使他／她們成為真正的「人才」，而不是很容易就被機器

人取代的「人力」？

2013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已經警告過，台灣專業人

才占外移人口達六十一點一％，居各國專業人才外移之冠。同時，

英國牛津經濟研究中心也預估：台灣至二○二一年，將成為人才最

為短缺的國家之一。在人口基數「少、老、移」等壓力下，台灣的

全面國力如何維繫？育才與留才是維持我國產業競爭力重要手段之

一。

這十多年來，台灣不僅未能有效吸引外來的人才，連本國人才

也大舉外流。眾所皆知，人才外流的主要因素是：近二十年來，整

體薪資未能隨企業革新而有效成長，原封不動的薪資結構，讓台灣

就業環境缺乏競爭力。產業的外移與空洞化，加上政府效能在選舉

文化中的消磨，無法有效掌握與鄰近如大陸等的崛起，加速投資

環境惡化和人才的出走，形成台灣有近百萬台商與台配在大陸「楚

才晉用」的遺憾。尤其在最近兩岸政治局勢僵持下，大陸更加足馬

力，釋出各種優惠方案，企圖吸引更多的台灣年輕人就業與台生赴

陸求學。未來台灣青壯人口的西進，恐怕難以抵擋。

相對之下，受到國人家庭與學校教育的影響，大多數國內年輕

人缺少多元思考、系統性溝通的能力與多國語言，這方面可以採取

向外尋求「互補性人才」，包括從已經在台灣求學或實習的年輕外

籍人士、僑生，甚至是陸生身上找，把優秀的人才留下來，才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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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才的缺口！

近年來，許多大學在徵求新任教師時發現，海外名校畢業的申

請人愈來愈少，有些科系甚至招不到人，而一招再招。相對的，一

些在國內具有學術聲望者，甚至一些剛回國不久的助理教授，也屢

屢被鄰近國家以更高的薪資待遇挖角。學界長期的低薪，加上最近

年金改改革拍板底定，將導致另一波台灣大專教師人才的流失。

我們必須在少子化浪潮中，在國際社會激烈搶才的關鍵時刻，

必須正視人才培育的整體規劃，才能真正為下一代人營建永續生存

的環境！

所以，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從德國等歐美與亞洲國家

政府與企業發展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來看，我國勞動

市場與人才培育策略建議如下：

一、政府訂定完整人才培訓目標，與提供資金獎助企業、學校與青

年參與訓練。

二、鼓勵大型企業設立類似德國西門子管力學院，並將目前政府職

訓場地轉型升級工業4.0、商業4.0、農業4.0與銀行4.0的訓練

場地，同時具備實體運作、實做訓練與示範觀摩場地，解決中

小企業人才培訓不足之處。

三、鼓勵學校與企業聯手設立「學習工廠4.0」

可以涵蓋製造業、商業、服務業、銀行與農業，透過設置

實驗試方式，具體呈現智慧生產或銷售、物聯網、數據傳輸與

收集運算、人工智慧運算等有關智慧自動化，讓學生學習與應

用整套專業系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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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速讓法規創新調整，減少創新技術應用的限制

因應「運用人工智慧、物聯網與大數據雲端運算」等發展

創新創業趨勢，政府加速讓法規創新調整，減少創新技術應用

的限制，帶動產業另一波成長與翻轉，改善低薪與失業問題。

五、建構12年國教完整學習

將創新創意融入培植人才環境與教材，提升學生國際競爭

力。同時應強化高中與國中小的生涯、職涯輔導制度

在務實致用的技職領域，加上政府推創新創業、自造者，

甚至到未來衍生企業立法，孩子們應該對未來有更多元的想

像，才有機會帶動台灣經濟新發展。教師對目前產業狀況不甚

了解清楚，更不用說未來趨勢了。應該從另外一個面向思考，

讓國中與高中職學生都需要對未來有所認知，才能「發覺自己

的想學，學自己想要的成為」！

六、建立企業培育人才制度

教育部積極推動高中職畢業生「18歲先就業」計畫，理想

是企業為這群青年開發新職缺。職缺要有技術性、發展性、安

全性、優於勞基法薪資、優良勞動條件等五大條件。據悉，目

前釋出的職缺有美髮店洗頭、屠宰員、加油站等，很明顯不適

合此計畫參與者，這代表，企業在參與培育人才角色意願，仍

然遠遠不足。

七、正視「監理沙盒」 讓法規跟上創新

我國正推動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其中的關鍵

技術即是人工智慧應用，最為人熟知的應用即是無人車、無人

機，以及因應我國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急需的智慧醫療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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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發展很快就會面臨到法規的局限，像是無人車、無人機

商業應用的測試場域，或是智慧醫療測試與醫師法、藥事法之

間的碰撞等。

英國及新加坡的例子可看出，創新科技應用或是數位經濟

發展，並不只是經濟部或是科技部的事情，這是每個產業、每

個部會的事情，因此各部會宜盡快盤點所管產業領域中的新興

技術發展，與其對於法規調整的需求，並協調溝通如何立修

法，抑或於適當法律增定一致適用性條款，以為創新活動監理

沙盒機制的法律依據。

唯有政府全體正視監理沙盒機制的實質內涵，積極檢視現

行法規與新興科技應用的互動方式是否合理，方能讓法規成為

科技發展的動力而非阻力，成功追上數位創新浪潮。

八、擴大培育數位經濟創新模式人才

政府出資成立共同基金，廣徵台灣企業提出智慧城市，智

慧醫療、物聯網等創新構想，鼓勵年人組團隊提出物聯網、智

慧城市、智慧醫療等相關實驗計畫。

九、強化青年技能促進高薪就業

青年因學用落差、技能不足、職涯迷惘等因素，致有就業

困難的情形，近七成青年從事服務業非技術職類工作，因跨入

門檻低，專業技能不易累積，致薪資無法持續提高；另外一方

面，產業快速變遷致學校教育體系不及因應，而有薪資條件良

好卻無法覓得人才的窘境。為積極解決青年低薪問題，就業

服務及職業訓練系統必須更為縝密連結，且應精準對焦產業需

求，透過服務流程整合及提倡公私協力，以促進青年高薪就

業，並協助業界獲得所需人才。透過以下方式，達成「優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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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訓用合一」：開發優質職缺，依據職能分析，建立產業模

組化課程圖譜，並依企業需求量身訂做，降低人才供需落差。

「優質職缺，加乘薪資」：提供整合式服務，鼓勵雇主提高薪

資待遇，塑造產業發展前景，建立青年職業觀念，並提升技能

以提高薪資待遇。「海選人才，精準媒合」：吸引青年善用就

業服務網絡，透過篩選及就促工具協助企業找到合適人才，充

分運用勞動力，降低失業率。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理監事會的研究報告，彭總裁提出三帖

藥方來提升薪資正途，包括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產品附加價

值，以及提振總需求(或促進投資)。

該報告點出台灣薪資成長低緩除了勞動生產力成長下滑、

失業率增加等因素，還包括工會力量薄弱、高等教育擴張及非

薪資報酬提高。

彭總裁開出的第一帖藥方為提高勞動生產力。所謂「勞動

生產力」是指：每工時所創造的產出，所謂提高勞動生產力，

就是讓每工時的產出增加，亦即「事半功倍」，代表生產力提

高。

中央銀行認為，政府應採行「薪資帶動型成長策略」，鼓

勵企業分享獲利，提供誘因機制促使企業加薪，創造經濟成長

的良性循環。例如可明訂企業獲利分派員工酬勞，以及推出鼓

勵企業提高工資的稅賦優惠。

其次，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央行指出，台灣製造業偏重電

子、資通訊產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是以代工為主，缺乏自

有品牌且創新不足，產業附加價值率長期呈現下滑走勢，由

1991年的46.05%，降至2014年的42.6%，因此，產業附加價值

率下降是導致台灣薪資難以成長的因素之一。

央行指出，在其他情況不變下，產業附加價值率下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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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廠商毛利率下降，將削弱企業的調薪意願。另一個造成台灣

薪資成長停滯的主因是：具有超額利潤的企業愈來愈少，當企

業盈餘下降時，將降低企業調薪意願。

第三帖藥方則是總需求提高或促進投資。央行認為，政府

採寬鬆性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等提振景氣措施，促使失

業率調降、勞動生產力提升或企業營收增加，較能有效提高薪

資成長。

此外，也應持續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協助企業保持技術領

先並創造差異性，以提升附加價值及外銷產品價格，企業才能

獲取超額利潤，並與勞工分享。未來，強化青年技能促進高薪

就業具體作為建議如下(如圖24):

(一) 建立豐富之人才資料庫

強化運用各項實體及虛擬就業服務通路，吸引青年進入

就業通人才資料庫，透過性向測驗分析青年就業能力，以滿

足業界不同用人需求。

(二) 鼓勵企業釋出優質職缺

強化對產業環境及人才發展認知，並整合青年跨域津貼

等各項就業促進工具、職能資源及培訓服務等，提供攬才及

育才專案式服務，鼓勵企業釋放優質職缺。

(三) 建立創新性之人才媒合服務

針對企業職務需求及用人條件，透過篩選及專案媒合，

推介適合人才供企業選用。

(四) 打造客製化之訓練措施

分析產業發展趨勢，評估現行勞動市場較缺乏之人才，

整合運用青年就業各項訓練資源，結合人才培訓體系中的上

游(學校)、中游(產業公協會等訓練機構)以及下游(企業)，提

供先訓後用或先用後訓等不同組合的套裝課程，以客製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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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人才。

圖24　強化青年技能促進高薪就業計畫推動模式

十、深耕青年職業技能

落實青年職涯紮根，並鼓勵企業共同合作參與技優人才培

育，以強化青年就業能力及機會，透過以下方式，誘發青年學

習專業技能動機，協助青年取得優質工作機會，具備產業所需

專業技能：

(一) 參訪體驗，翻轉觀念：透過接觸、感知職業技能價值，進而

探索職涯發展準備的方向，打破重理論輕實務，文憑升學至

上之迷思，適性的進行學涯的選擇。

(二) 競賽拔尖，形塑典範：鼓勵青年投入技能學習，栽培技優選

手，並透過技能競賽活動，建立技術標竿，彰顯技術榮耀。

(三) 檢定優化，技能提升：鏈結產業需求，強化檢定之運作機

制、檢定內容及管理機制，有效提升技術士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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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強化技職教育，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台灣過去令人引以為傲的技職教育，因廣設大學政策影

響，專科學校追逐升為科技大學後，中階技術人員的養成中斷

了，造成技術人員的短缺，因此教育部要推動以前培養中堅技

術人才的五專學制。

美國也發生類似情況，一般年輕人不願進工廠擔任技術人員，

認為工廠的工作骯髒及不安全，形成美國技術人員缺額達到一百萬

人之多，而七十四％的美國製造業高階主管認為，此現象已造成對

公司未來擴產及增加生產力方面的很大隱憂。

現代製造業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使用機器人幫助生產已成為

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機器人還是需要人去控制及維護它，因

此製造業對技術人員的技能要求也越高了，造成更難找到合適的技

術人員。

美國豐田汽車為了解決此問題，與其他十五家大的製造業公司

聯合起來，與大學結合訓練符合自己公司需求的技術人員。

美國豐田汽車與肯塔基州一間兩年制的社區大學(相當於台灣

的二專)設立高級製造業技術人員學程，美國豐田汽車為此建造一

個很大全新的模擬現代化工廠生產線的教室，被錄取參與此學程的

學生都在此模擬工廠上課，而不是到學校去上課，所有技術性的課

程都由工廠的資深技術人員現場教授，教完後馬上實做，一直練到

很純熟為止；而且通識課也是在同樣地方由學校的老師來教課。

在模擬的工廠學完後，就到實際工廠實習，而實習的基本工資

也遠高於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除了基本工資外，表現好及學校考

試成績比較好的學生，都會有額外的加成工資，以激勵學生努力學

習及工作。

畢業後，公司錄用的話，以美國豐田汽車例子而言，年薪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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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八萬美元，這個薪資水準已遠遠高於四年制大學熱門科系畢業

學生的起薪。

台灣的製造業常抱怨學校教出來的學生，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美國這種的技職教育方式，值得業界參考。當然，政府也要能配合

允許大學如此做，如此雙贏的方式，一定能幫助台灣製造業成功轉

型，迎接未來越來越自動化的生產過程，進而增加在國際市場上的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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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浪潮襲來、強國環伺，曾經驕傲的文化、教育、人才優

勢，也都在慢慢消失中。從知識取得與教學角度來看，這十年已經

產生巨大的學習環境的改變，手機已經比百科全書更強，教室已經

在世界每個角落，世界上有很多線上學習平台，可以容納全世界

最優秀的課程，世界上的窮孩子也可以在家裡學習，孟加拉、印度

的學生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國家，上世界一流的課程，對非英語的國

家，包括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

「這是一場跨國家的競賽，不管是對學生，也是對老師」，知

識的萃取已經不再只能靠單一教師的講授，如果還繼續綁在教室學

習，時代已經不給我們等待的機會，如同教育學者杜威曾說的，今

天的教學方式還是如同昨日，我們就是剝奪了孩子的明天。

嚴長壽曾說了一個小故事，有次他在機場吃早餐，旁邊兩個大

陸來的年輕人在聊天，其中一個提到是公費留學到英國念大學，畢

業後回國，工作一段時間後，又被派到印度做銷售工作，周末還上

EMBA課程，跟各行業的領袖交朋友。他聽了後嚇了一大跳，大陸

花這麼長的時間培育人才打「國際盃」，把最優秀的人送到國外，

反觀台灣，根本還沒有開始準備培養國際人才，「如果無法培養自

己的人才，當然只能被人家駕馭。」

嚴長壽說，政府高喊南進政策，要找越南的學生來台讀書，他

認為，台灣有很多新移民，政府應該把經濟部、內政部、教育部跨

部會提出獎助辦法，在大學設產學專班，讓會講母語的新移民之子

在大學學習專業，也可得到補助，再補助孩子畢業後回越南工作，

也可解決社會階級流動的問題，嚴長壽強調，台灣要為自己打世界

盃。

「現在不只藍領，連白領工作都在被挑戰」，嚴長壽指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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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必須用新思維面對未來，現在連白領階級都快要反撲了，老師的

工作可能被線上學習平台取代，律師的法條資料可以靠電腦快速閱

讀，醫師也要開始學機器手臂，「醫師還相信自己的手就會被淘

汰」，每個行業都不能停止學習，不然世界就會趕過自己。嚴長壽

勉勵年輕人，做機器人無法取代的事，分析自己的優缺點，找到跟

人合作的模式。

此外，年輕人必須看到台灣以外的世界。他期勉年輕人兼具學

術、技術、藝術3項能力，醫師的手要巧，廚師要懂美學，不懂擺

盤，菜餚不會賣好價錢，可是嚴長壽說，台灣從來不考技術，只教

學術。此外，老師不能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必須清楚知道全世界

最棒的課程在哪裡，變成教給學生的材料，鼓勵學生上哈佛、史丹

福大學的線上課程，所以一個好的老師必須承認自己不是最好的，

這樣才能教出比自己好的學生。

「青貧窮忙世代」來臨，根據於2017年3月16日到3月23日，

以網路問卷進行抽樣，yes123求職網調查， 高達52.4%的受訪上班

族出社會以來曾領過新台幣2萬2000元以下的月薪；3分之一的青

年勞工是月光族，且有4成6青年勞工背負債務。

yes123求職網今天公布「青年勞工職涯規劃調查」，調查顯

示，52.4%的上班族透露自己曾領過22K以下的月薪；且首份工作

平均月薪僅2萬6964元。 雖然受訪者透露目前工作平均薪資，較剛

進入職場時平均多出4306元，但若考量物價漲幅，其實薪資幾乎

是停滯不前。

此外，不少年輕上班族負債累累，根據調查發現，46.7%的

青年勞工透露目前有負債，其中有4分之一坦言已造成沉重經濟壓

力。導致負債的 五大主因，依序為學貸、信貸、卡債，車貸，或

是替家人親友背債。

整體而言， 有63.3%受訪者自認屬於「貧窮階級」，33%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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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康階級」， 但自認「富有」的，僅佔3.7%。yes123求職網

發言人楊宗斌表示，這意味「中產階級」逐漸陷落，加上低薪、凍

薪又扛債的生活，年輕人沒有多餘的金錢與時間消費，恐怕將持續

衝擊台灣的內需經濟。

降低青年失業率，改善低薪窘境，除了推動產業轉型，往高附

加價值方向邁進，藉此提高從業人員薪資外，還要積極輔導青年失

業者就業，像是提供職業訓練，習得一技之長，同時也解決部分行

業缺工的問題。還有一些從事低薪、非典型工作的年輕人，政府有

責任提供他們充分的職涯諮詢、足夠的職業訓練，甚至津貼鼓勵，

讓他們在職涯上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拚經濟」不是我國的專利，全球各國也沒有哪一個國家不強

調他們是在「拚經濟」。但能否成功拚出好經濟，就必須看幾個成

敗因素：一、是否有好的規劃和配套？二、是否有好的官僚體系來

有效執行？三、是否有有利的國際市場環境？三種缺一不可。台灣

從60到80年代，之所以能有亮麗的經濟表現，就是集上述三者於

一身有能幹且權大的「經濟建設委員會」擘劃經建藍圖，搭配一個

相對有能力的公務部門來執行，並且有一個由美歐大國構思、世貿

組織(WTO)推動的「貿易自由化」大環境，讓台灣美而廉的產品在

全球找到市場，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亞洲的其他三小龍，或今天

的中國大陸亦復如此。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於2013年23日公佈，今年預測的10大

可能改變世界的創新科技技術。MIT預測的未來科技新趨勢，可是

想要獲得致勝先機的科技企業大廠不可或缺的商業參考利器，企業

可根據這些預測提早掌握關鍵的革新技術，創造企業的領導商機。

一、智能手錶(Smart Watches)

二、臨時性社群媒介軟件(Temporary Social Media)

三、藍領機器人(The Blue-Collar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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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維打印技術(3 D Printing)

五、直流電超級電網(Supergrids)

六、人工智慧(AI)仿人腦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七、超高效太陽能(Ultra-Efficient Solar Power)

八、來自廉價手機的龐大數據(Big Data from Cheap Phones)

九、記憶植入法(Memory Implants)

十、胎兒產前基因檢測(Prenatal DNA Sequencing)

科技推動了人類文化、社會與經濟的進步，科技的發展除了讓

人們生活更好之外，更可以藉由它來改善社會的問題、提供創新的

解決方案，幫助需要的人，並使人類與環境能永續共存。21世紀的

新科技、網路與媒體，為社會帶來什麼樣創新的發展與未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主皮薩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表示，將來工業化國家可能有10%的工作會因為被機器人取代而消

失，人類的收入落差也將因此更惡化，有錢人將更有錢。

皮薩里德斯為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2010年與其他人

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於2017年3月18日出席大陸官方主辦

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表示，有人說20年後世界上50%的工作

將被代替，但這太誇張，因為一個人不是只做一項工作，一個人可

能做很多的工作。他估計，未來5到10年工業化國家可能10%的工

作會消失，收入也會更懸殊，高工資的人工資會更高，中間層級的

薪資會下降，低工資的則會一樣低。

但他強調人們不必因為機器自動化時代的來臨而恐慌，機器人

不可能替代所有的工作，伴隨技術的進步，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財富

的增加，反而在很多的新服務領域會創造很多新的工作崗位，創造

就業。

政府即將推動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的「數位建設計畫」

即是希望拓展我國的數位經濟，4年內要投入461億元，希望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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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在2020年占ＧＤＰ的比重能達到二成五。

推動數位經濟是我國必走之路，從目前揭露的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內容來看，數位建設計畫包含網路安全、寬頻建設、內容建設、

服務建設與人才建設等五大面向。

我國產業發展長期「重硬輕軟」，在數位經濟的表現上尤其明

顯。近年來我硬體產值在數位經濟上的占比均在七成上下，其中又

以半導體、面板為大宗。數位經濟發展確實需仰賴硬體建設，台灣

的「硬」實力並不差，但在法規鬆綁、人才培育、引進跨國人才等

「軟」實力上，卻是台灣發展數位經濟上的弱點。

22Ｋ已成年輕人的魔咒，十六年來驅之不去的夢靨，豈能再忍

受？但是，大家若對當前的處境認識錯誤，開錯藥方，魔咒仍會延

續下去。

依據經濟原理，一國的經濟成長係善用其各項資源而來，其中

最具優勢、最被利用的資源會有相對較好的報酬。台灣地狹人稠，

向來欠缺各種天然資源，最重要的資源是優質人力，因此人力報酬

理應相對較高。但勞動市場失衡的現象說明了勞動市場受到外力扭

曲，勞動價格難以自動調節供需，並反映在實質薪資的長年停滯之

上，一旦有「鄰國挖角」情事，當然就很難留人。

我們觀察美、日、韓等其他國家的狀況，近年來實質薪資都有

明顯成長，與台灣實質薪資停滯的情形迥然不同，主要原因在於這

些國家的經濟都能提供愈來愈多的專業性人才需求，因此不但薪資

得以成長，也沒有人才外流危機。

台灣向來自詡擁有豐沛技術性勞動，奈何如今卻愈來愈依賴屬

於非技術性勞工的外勞。當外勞源源不斷供應，廉價外勞也使得台

灣的產業升級轉型受到影響。當全球朝向智慧化生產、減少勞動投

入的趨勢大步邁進時，我們卻反其道而行地更大量使用外勞。台灣

勞動需求面的現況，當業界用「調高基本工資只是便宜了外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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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抗拒調高基本工資時，其實正凸顯了本土勞工已被外勞挾制的事

實與悲哀。現階段的外勞使用人數仍持續快速增加，甚至遠高於經

濟成長率來看，台灣經濟對廉價勞動的依賴日深，充分反映出追逐

低成本的經濟性格。

政府是應該協助產業發展，因為產業發展可以帶來更高的所

得、更好的勞動條件與更理想的所得分配。然而，若政府協助產業

的政策無法達到上述目標，甚至使之惡化，則政府的產業政策就有

檢討的必要。或許拿掉許多過度協助與保護的政策，讓廠商開始練

習面對合理成本，讓企業主開始思考如何真正發揮企業能力，才是

真正有助於產業轉型升級的良方，也才能真正「把餅做大」。

台灣勞動供給面，大量人才外流，分析人才外流的原因有三：

一是低薪、二是鄰國挖角、三是投資動能不足。因此，政府更應積

極推動以下四大對策—促進投資與協助產業升級、改善薪資與留才

條件、提升就業力、鼓勵人才海外交流及回流，才能解決低薪與勞

動供需不平衡問題，進一步克服我國經濟發展與勞動市場面臨的深

層困境，也就是勞動供需失衡造成台灣經濟的結構性困境

當前臺灣的低薪青年勞工在就業歷程中所面臨的低薪就業風

險，包括來自「制度層面」的風險(參與訓練的機會與資源不足、

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就業保護不足、制度協助求職資源不足)，以及

來自勞動市場的尋職風險(就業機會不足、高勞動風險、職涯發展

風險、經濟收入不足)等，確實有必要重新思考，訂立有效因應的

政策方針。

持續多年來22K的低薪現象，讓年輕人覺得「有沒有就業都一

樣」，也影響年輕人積極投入就業市場的態度；青年低薪的現象，

是當前許多國家的共同問題，也是台灣社會很重要的議題。青年深

陷工作貧窮與高失業率，即所謂「薪貧庸」，讓台灣低薪似乎已成

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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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低薪問題，有很多因素，包括：教育、產業鏈、勞資關

係，以及結構性變化等。雖然，解決低薪對勞工真的很重要，因為

國內蠻大比例的勞工都屬於低薪資，不過，如何創造企業的附加價

值，讓企業與勞工朋友共享分配的資源，須從多方面著手。

解決低薪問題，單靠哪個部門或階層負責，都不是很恰當，因

為低薪是來自多方面的問題，台灣經濟目前亟需的是結構轉型，才

能達成更好的效應。

解決低薪問題除了須鼓勵創新創業外，應加速建構智慧生產環

境協助產業轉型，與調整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措施，且必須有短、

中、長期的計畫，包括短期內可以實現的有保障勞工權益、與產業

界合作改變現有職業訓練與技能檢定制度，中期要達成培育跨域整

合人才制度來提升勞工生產力，以及長期要建構智慧生產環境與實

現產業升級塑造台灣的全球競爭力，這三步驟既務實，按步就班的

落實，才是政府施政時應著重的方針。

2018年不僅是新的一年，也顯示人工智慧、機器人、工廠自

動化與智慧生產、新零售、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全面來襲的時代更

近了，新世代年青人就業困境與壓力也將更強。政府如何因應新時

代裡，年輕人不僅低薪，還可能嚴重失業的問題，施政難度將勝於

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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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照片

參與國內大學教授、研究機構與企業界組成歐洲參訪團

藉此機會深入了解產官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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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王建棟

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 (Da Vinci 手術機器人應用

一條醫療手臂抵上一班人馬，一群醫護人員即將被手術機器取代

TU Delft的工作人員以及 Reinier 和醫院以外的醫療保健專業人

員緊密合作，包括 ICT 專家，技術人員，工程師，分析師，供應商

和研究人員。在這項研究中，適當的支持系統進行了更好的測試，

最終目標是實際支持，使環境在系統和環境中執行的醫療任務更加

安全和高效。



���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參訪 Falcker 與 VERTIDRIVE BV 兩家公司開發無人機攝影

以影像的方式強化 MOT 檢驗機制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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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 裝配廠 (Tilburg)

這一座最新科技廠房佔地 18,900 平方公尺，具有充分的空間

可容納自美國送達的全新 S 系列車輛，因此，當新車渡海抵達歐洲

之後，會先在這裡進行最終組裝，再後送至歐洲各地交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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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醫療費物物處理設施外觀

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醫療費物物處理設施內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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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醫療費物物處理設施內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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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2017 漢諾威工業展現場各廠商展示照片（Hannover 

Messe）

2017漢諾威工業展是世界上整合產業的領導展覽會，展出包

含自動化技術所有面向，從感測技術到協作型機器人，產品製造軟

體到工廠控制、端對端資料連結的所有解決方案到人工智慧發展平

台。

TESLA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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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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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王建棟

1. 知名的機器手臂大廠庫卡 (KUKA)副總裁博伊瑟(Dominik 

Boesl)在展場示範並說明「機器人如何舉起內頂板放入車裡

並自動對齊，工人只需以舒適的姿勢，輕扶著讓機器手臂用

螺絲釘固定即可。

2. 七軸機器手臂是利用光的折射角度，準確感應操控它的人要

做什麼，自動隨著協作的人移動，準確抓取重達幾百公斤的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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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的誕生地——2017漢諾威工業展。圖為德國總理梅克爾(左一)和波蘭總

理(左二)席多參觀展場開幕。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624期王建棟

1. 於2017/4/24~2017/4/28登場盛大舉行。在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與波蘭總理貝婭塔 席多(Prezes Rady 

Ministrow)兩位歐洲女強人的見證下，號稱工業奧斯卡的

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2017年4月24日在德國正式揭幕。

2. 工業4.0誕生地，漢諾威工業展開幕當天，貴客是兩名女總

理：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波蘭總理席多(Beata Szydlo)。兩人駐

足把玩的，都是已經可以和人互動的聰明機器人。其中最火

紅的，又是一隻章魚爪。當各家機器爪夾手還在強調，自己

的夾爪已經是六軸(關節數量)、七軸，完全打破遊戲規則的

章魚爪已經騰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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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則主要展現機器手臂運動範圍的靈活性，以HIWIN STAR 

WARS為主軸，結合聲音、光線、視覺感測與互連網等技術對戰做

變化，展現工業4.0的實力，強調完整智慧產品的解決方案，可提

供智慧製造與無人工廠的設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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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梅克爾主持漢諾威工業展途中經過上銀攤位。(上銀提供)

上銀集團董事長卓永財專程飛德國漢諾威坐鎮工業展。(上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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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集團這次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展中，展出四台機器手臂手持光劍對戰，奇幻的聲光效

果猶如星際大戰電影場景。(上銀提供)



�0�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參訪照片 �0�



��0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台達電在2017年漢諾威工業展

以垂直多關節機器人、先進自動化方案、機聯網技術，和以子

公司羽冠的最新製造執行系統(MES)為主軸，打造工業機器人聯網

智能工作站，為現場來賓從事個人化贈品的客製化。

工作站台本身採用的是台達電最新垂直多關節工業機器人及自

動化裝置，在展會現場提供客製化的名片匣雕刻。藉此展現機器手

臂的精準執行產品取放、自動換置雷射雕刻機進行加工外，亦將搭

配聯網平台收集統計機台運作數據，實現機台資料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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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明旗下機器人　漢諾威參展

廣明自行研發協作型機器人TM5，赴漢諾威參展。摘錄記者李建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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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產：聯邦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博士介紹了雄克展台上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合作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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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高峰論壇邀請，台灣賓士總裁Mr. Eckart Mayer以「汽車產

業新浪潮—Mercedes-Benz的工業4.0」主題演講，描述當前汽車製造業變革，清楚說明

Mercedes-Benz於工業4.0浪潮中所產生的革新與進化。〈摘錄2017年03月17日 15:51 

【中時旺車網/Leo】〉

國際企業智慧生產發展趨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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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借重「工業4.0」的數位優勢，以智聯網充分結合人、機器、工業製程，

利用智慧科技與自動化技術，將車輛設計、生產製程至售後服務效能最佳化，以持續把

「人」擺在首位，藉由數位科技輔助，將客戶與員工價值最大化。〈摘錄2017年03月

17日 15:51 【中時旺車網/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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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轉型為「智能工廠」的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生產線，將導入諸多先進科

技將人機結合之數位化製程並有效提升生產線的靈活度與效率，實踐以人為主的革新思

維。〈摘錄2017年03月17日 15:51 【中時旺車網/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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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梅賽德斯-賓士而言，工業4.0是從研發、採購、生產、行銷、銷售到售後服務等價

值鏈完整數位化，串接人、機器與工業流程，發揮最三者合一的最大潛能。（摘錄2017

年03月17日 15:51 【中時旺車網/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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