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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業4.0 計畫中智慧型機器人

發展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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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際因素與全球化衝擊，產業轉型勢在必行，各國紛紛提出產業戰略

應對方案，臺灣要在國際上維持競爭力也應有所變化。本篇針對臺灣近年來智

慧型機器人的發展情況進行概述，包括目前臺灣從事機器人相關研究之人力分

析、目前臺灣具備的人才堵育計畫與競賽、產業發展情況以及發展優勢與機會

等面向進行討論，期望能讓讀者能夠初步了解臺灣在智慧型機器人相關產業的

發展與所面臨問題，以及思考未來臺灣將如何調整發展的步伐以跟隨世界的相

關產業發展趨勢。

關鍵詞:智慧型機器人、工業4.0 、工業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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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s imperative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obot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which includes manpower analysis for engaged in robot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and competi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We hope this paper can help the reader to obtain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obots and the facing problems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inking of the future of Taiwan will be how to adjust the

ace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ollow the world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related
J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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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早期70年代前的輕紡織工業，至近20年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工業一直是臺灣

的重要經濟支柱，佔據最大的經濟比例。一個符合現代化的工廠，具備自動化設備是

不可獲缺的一環，其中，智慧型機器人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並根據其工作性質或機

構特性區分為若干型態的機器人。然而，受限於複雜技術水平以及昂貴的設備成本，

在臺灣的中等教育中，智慧型機器人在教科書的涉獵程度不多，教師也可能對於機器

人的操作原理以及產業發展方向不甚了解，使得學生難以獲得相關知識並具備實作經

驗。因此，本論文藉由簡述臺灣近年來相關產業的發展，並進行整合性地研究探討，

期望學生了解目前業界在相關領域的發展近況。

近年來，中國員工的工資持續高漲，以及政治因素，迫使許多臺商回游，而臺灣

本身也面臨產業轉型的需求，以及人力缺乏的問題，外加少子他的因素，迫使以委託

加工型態、為主體與大量勞力的產業結構優勢漸微，故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勢所必行，臺

灣正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所以，智慧自動化與整合創新機器人產業運用的提升，改

善臺灣工廠作業環境，推動智慧工廠顯其重要性。

智慧型機器人的技術逐漸成熟，廣泛應用於自動化設備與產業上，外加網際網

路、通訊系統的穩健發展，各工業大國已將此產業列為發展的重點項目。例如，德國

於2012年推動【工業4.0 計畫】 (Industry 4.0) ，以整合計算、通訊與控制的虛實他

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為製造系統的核心，連結物聯網與雲端服務，建

構智慧工廠，形成智慧製造與服務的全新商機與商業模式，以期增加其製造業的全

球競爭力及保持既有的領先地位(司|自2015年科技部工程司自動化學門規畫書)

韓國政府自從2009年每年投入相當於新臺幣50億於機器人產業升級與規畫上;中國亦

有相關的機器人戰略計畫，將其視為高科技研發重點項目，企圖改變全球產業結構，

提升國際地位的影響力。其他國際大型廠商也紛紛推出保持競爭力的改善計畫。每年。

於國際機器人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出版的世界機器人 (World

Robotics) 則更是各國擬定產業政策時，必定會參考的統計資料。其中顯示，日本是

當前機器人產業的工業大圈，佔據其供應量的六成以上，充分說明日本已經在此產業

上領先許多國家，而促進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受限於二次大戰後人口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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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灣早在 10年前即有相關產業的戰略規畫: 2005年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討論提

出「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與應用策略 J '其中為了建置機器人有利環境、加速產

業技術研發速度與促進展業升級，設置六條產業發展策略，分別為:建構產業發展環

境、修訂發展法規與標準、強化人才培育、發展前膽創新整合技術、建置產品應用測

試平台、推動利基型產品商品化。其中，產業發展規劃分為三個時期，發展重點與時

間描述如下:

第一階段:期間至西元2008年，預估產值將達到新臺幣300億元，以建置產業環

境為發展方向，以創造市場及擴展優勢產業為推動目標，依技術的純熟度與市場應用需

求面，本階段發展之產品領域以導覽服務、休閒娛樂、家庭服務、生產製造為重點。

第二階段:期間由西元2009至2013年，預估產值將達到新臺幣900億元以上，以

擴大產業規模為發展方向，以擴大市場及產黨規模化為推動目標，依技術的純熟度與

市場應用需求面，本階段發展之產品領域以公共服務及照護服務為重點。

第三階段:期間由西元2014至2020年，成為智慧型機器人主要的製造國，以鎖定

利基產業市場為發展方向，以智慧好生活及進入全球市場為推動目標，依技術的純熟

度與市場應用需求面，本階段發展之產品領域以特殊用途服務及醫療輔其為重點。

於2011年，行政院核定「智慧型自動他產業發展方案 J '並由經濟部長定期召開

「智動化產業推動小組」會議，由相關自動化產業單位推動「智慧自動化產業推動計

畫」。同時，工業局亦於2011年成立「智慧自動化產黨發展推動辦公室 J '以進行協

調運作，並推動一系列方案，包括「擴大研發補助」、「充裕人才資源」、「推動整

合應用標準，檢視法規適用性」、「提供資金融通管道」等措施。 2015年，行政院將

口慧型機器人規畫為新興產業重點發展之項目之一。

貳、臺灣從事智慧型機器人研究人力分析

雖然機器人多應用於工業，但隨學術單位與企業的投人與研發，亦有其他領域如

醫療、教育、家庭服務等類型逐漸進入市場，並期望在智慧型機器人輔助下，提供生

活上的協助與改善生活環境，並且超越工業使用之需求。

由於人口結構與生活型態的改變，服務型機器人的市場需求快速提升，從2011年

的35.6億美元成長一舉攀升至2021年的 178億美元;日本更推估全球市場規模於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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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達新臺幣1兆6千多億。許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廠商紛紛投入相關產業的研發，如

美國Google表示對智慧型機器人有興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亦有人型機器人的相關研

究。在臺灣，工研院則針對行動不便的人士開發出穿戴式的輔助行動機器人，類似於

外骨路的架構，能夠讓使用者的重量完全由機器人結構承載，協助使行動不便者進行

運動如站立、坐下等動作。

不論在臺灣的學界或者業界中，智慧型機器人都是發展的重點項目，例如國立臺

灣大學成立校級智慧型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日商臺灣安川電機更於臺南成立機器

人展示中心，皆為顯示智慧型機器人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然

而，智慧型機器人的研發極為昂貴，且投資報酬難以預期，致使許多中小企業無力負擔

研發成本，政府需要做為領頭羊規畫並制定合宜政策，是臺灣目前仍待努力的方向。

參、臺灣針對智慧型機器人人才培育計畫與競賽

人才培育是機器人產業能否長期發展的關鍵。以美國與日本為例，在大學均普設

機器人與機電整合相關系所，投人機器人技術的研發，也培養了許多人才，其中包括美

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機器人研究所、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賞驗室、媒體實驗

室以及史丹佛大學等著名院校。這些團隊在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署 (DARPA) 所

舉辦的「大挑戰 (Grand Challenge) 一一無人駕駛汽車競賽」均表現優異，而這些團

隊成員日後也有些進人了Google等著名企業，協助無人駕駛車的研發計畫。

近年我國經濟部工業局、上銀科技與新光保全合作，於臺北國際機器人展期問

舉辦機器人競賽，十分具有意義。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今年也已經邁

入第 19屆，依照操作方式分為自動與遙控組，提供大專學生在具備知識背景下，訓練

設計並解決問題的能力。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每年亦舉辦上銀機械手競賽，讓學生實

際參與機械手臂設計與製造，讓學生能與業界接軌。許多學校也會在寒暑假期間舉辦一

冬夏令營的活動，使中學生能夠認識並簡單操控，刺激學生對機器人產生興趣。機器 可

人競賽亦可激發學子創意，鼓勵人才投入機器人設計研發，並藉由媒體的傳播增加機

器人科技的能見度。除此之外，競賽也開歐學界創意與業界產品開發的合作契機，促

成參賽產品實際應用於產業界。此外，各級學校在國際機器人競賽中也屢傳捷報，但

因教育環境普遍以升學為導向的情況下，學生可能僅以助益升學為目標參賽。而獲獎

軍。 中等教育第66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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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賽團隊成員與機電控制等科系畢業生，日後真正投人機器人自動他相關產業者有

限，多數人才仍被其他高科技產業所吸收。所以，留在機器人產業發展仍屬有限;然

而，隨著業界的轉型需求，自動化相闊的人才在未來實具相當競爭力。

肆、臺灣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展情祝

臺灣在智慧型自動他的設備與產品部分， 2010年的產值為6200億新臺幣，其中

出口佔3100t意新臺幣，而就業人口為155000人。而在機器人的產業佈局方面， 2013年

的產值達526億元新臺幣;其中投人服務型機器人的部分則佔約70億，相關廠商約30

家。在工業機器人方面，則佔約78億新臺幣，系統整合與零組件則分別佔140億元新

臺幣與246億元新臺幣。

臺灣工業機器人方面，在減速機與伺服馬達等關鍵零組件仍然落後日本一段差

距，使得仍然需要部分仰賴進口而負擔一定比例的成本。而在臺灣的尚垠廠商，其生

產的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具有優異的國際競爭力，目前為全球前三大供應商，近兩年

亦開始陸續生產單軸以及直角座標機器人。至於在多軸控制器、伺服馬達方面，臺灣

則有鴻海、台達電、研華、盟立、東元等廠商投人研發，惟減速機、軸承等零組件方

面尚未具量產能力;其他亦有如新代則注重於控制器與人機介面開發。

恆、臺灣智慧型機器人發展優勢與機會

由於在政府數年來的推動下，臺灣機器人的產業發展趨向完整，配合資通訊設備

、 1硬體製造、半導體設備製造、以及工具機的開發，機械產業已經真備相當程度的國

際競爭力，惟在關鍵零組件以及機器人所需真備的戚測設備上面，雖亦有在開發，但

為其備量產能力，以至於短期內的效益仍然未能顯現。

對未來而吉，產業發展重點應往上游突破關鍵零組件的技術問題，並且向下游整

合機器人系統之應用;同時，政府需要繼續長期支持相關技術的研發與系統應用，同時

產業本身也需智慧自動他以促進產業轉型與升級，以持續維持臺灣在國際的競爭方。

綜觀所述，機器人產業能增加臺灣的就業機會，也是發展臺灣的高價值製造工

業的關鍵因素，因此，機器人產業未來發展欲有所突破，應持續培育並廣納多元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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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朝向機器人系統創新與不同產業應用特性，專注發展各式整體解決方案。現今國

外已發展出高生產力、低成本與容易使用的新型工業機器人，未來將能夠自主彈性作

業、與現場人員合作進行精密複雜作業，同時也更加安全無虞。而服務型機器人所面

對的情境變化多端，需要跨專業領域更深度配合，機器人要能與周邊硬體設備、控制

軟體密切結合，讓整個機器人系統能適應環境且更具智慧，並正確提供民眾對服務型

機器人之需求。展望未來，機器人在工廠、醫院、農場、住家等不同場域應用將更加

廣泛，與人互動更為密切，也更安全且易於使用並發展多元價值。

陸、結論

智慧型機器人雖然技術複雜，而且研發成本昂貴，但不可否認的，它正在影響現

在的生活型態，並且在未來會持續擴大涵蓋的層面。在未來，也許你我生活的周遭會

充滿這種不同任務的機器人，協助人民於更智慧忱的生活方式。就從技術面而盲，未

來產業將朝機器人服務他方向發展，對於人才部份而吉，勢必在機電整合、資通訊方

面有所需求，工廠的加工應用、整廠規畫亦需要相關專才，因此，在機電整合與資通

訊工程師上的需求將會提升。就市場面而吉，不論工業型或服務型的機器人在未來都

有增加的趨勢，臺商製造業的回流，影響的是製造廠需要提升產品的精度或提升產品

的附加價值。各國的自動化技術逐漸幌起，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發展潛力龐大，臺灣要

在關鍵部分提升研發的能力。因此，在關鍵職務上，自動他工程師、機器人相關整合

應用之工程師也將會有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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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EK 、玉山投顧昌在理 (2014/1 2 )

圈 l 臺灣工業機器人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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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5-2015年臺灣智慧型機器人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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