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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0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

議題一：生產力+.0產業與技術發展策略�

引言報告�

報告人：經濟部沈榮津次長�

f華民國(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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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產業面臨課題�

!  全球產業面臨a述課題，德國與美國等相繼推出振興產業策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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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各國發展趨勢與關注焦點�

(一 美國「06P計畫」�
進行先進製造研發，吸引製造業回流，重新取得國際製造競爭力
領先地位。�

�

!  美國研發能力強，由於委外生產，生產與服務銜接產生落差，無法快
速回應消費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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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德國「工業+.0計畫」�
v隱形冠軍為基礎、網宇實體系統為核心，建構「智慧工廠」，
維持全球製造領先優勢。�

!  德國產品強調高階製造，惟延伸服務價值t有落差，另面臨人口老化及網
際網路應用c夠普及等問題。�

l、各國發展趨勢與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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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方向�

U一）願景：�

推•台灣成為o太優質生產力典（，v提升產業全球競爭優勢�

Ul）目的：�

創造v人為本之優質就業環境，帶•產業結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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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生產力+.0之政策觀點�
 (一 政策核心理念：�

我國結合）密機械(德國強項 、
資通訊(美國強項 及管理技術之
基礎，推•生產力+.0。�

生產力+.0生態系統�
(4cIsPsM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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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應用產業及對象：�
(.應用於製造業、服務業及農業等重點領域產業。�

).具備I:及自•化基礎之f堅企業及其f小企業供應鏈。�

四、台灣生產力+.0之政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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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生產力+.0帶來產業新思維�
(一 預測管理：�

註：,6為6aMerDal、6acCDne、6eMCIds、6easuremenM、6IdelDnB、6aDnMenance  �

        ,2為2InnecMDIn、2lIud、2Pber、2InMenM、2ImmunDMP、cusMImDQaMDIn�

        引自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

結合物聯網與巨量資料相關技術，建構產業資訊系統(,6
+,2 ，達成預測製造、零故障與節能減廢。�

發掘客戶服務過程f「未知」的商機，將做產品(蛋黃/,6 的
經驗，創造出新的延伸服務(蛋白/,2 。�

(l 延伸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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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心技術扎根�

(一  帶•關鍵零組件國產化：�
積極–入感知(如感測器、傳感器等 、智•化(如減速機 
之關鍵零件與模組國產化及應用能力。�

�

�

(l  銜接國際標準：�
藉由國際合作或技術開發，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資通訊s面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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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養產業跨領域人才�

(一  強化產學連結機制，培育學生具備機械、電子、資通訊等
跨領域能力。�

(l  辦理職訓課程等，培訓在職員工成為生產力+.0跨領域多能
工專業人才。�

(三  建立專業及跨領域能力鑑定制度，突破青年低薪就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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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帶•產業結構優化�

資源使用�
最佳化�

友善人機協同�
(人性化科技 �

彈性敏捷生產�
(智慧+彈性  

大量客製化�
高附加價值/�

品質產品�

創新製造�
服務網絡�
(價值創造 �

 

預測製造�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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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製造業生產力推•策略U經濟部）�

子題l：商業服務生產力推•策略U經濟部）�

子題三：農業生產力推•策略U農委會）�

子題四：生產力+.0核心技術研發策略U經
濟部、科技部、農委會） 

子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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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
 

v911: 模式描述生產力+.0發展願景 
v傳統產業f之自行車、汽車、 

金屬製品、工具機為例�

" 9(9cenarDI情境 , 1(1usDness 6Idel商業模式 , 
1(1eCavDIr IA Users使用行為 , :(:ecCnIlIBP技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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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界為r麼要推生產力+.0�

" 國際競爭�
T  台灣在國際a正處於創新驅•的競爭�

S  創新市場、創新營運模式、創新需求、創新客戶、創新產品、創新價
值�

T  工商業界需要r麼能耐面對這一波的競爭�
S  營銷面/由等待f間材訂單轉為創造e化設計新需求或銷售－端產品�
S  產品面/由競價大量轉為高質客製少量多樣�
S  製造面/由流水線式生產轉為智•彈性或列印生產�
S  服務面/由排除故障轉為使用大師當顧問�
S  技術面/由有r麼才敢作r麼轉為技術價值鏈整合：�
S  人才面/由專才奪用轉為網宇虛實系統(2P9 整合：�
S  制度面/由實~規章管理轉為2P9架構b的價值創造yz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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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生產力+.0建立創新驅•之競爭能耐�

" 推•方向�
T  高質、敏捷、人性化�

" 關鍵組合�
T  網宇虛實系統(2P9 �

S  深化專業與數位化,m•創造系統價值�
S  2P9架構b貫穿服務、行銷、設 計、發展、製造之垂直整合與跨領域之水

平合作,v設計價值創造yz關係之制度�

T  巨量資料、物聯網、智•化�
S  v市場大數据創造e化設計新需求或銷售－端產品�
S  工廠大數据優化8239及2P9化之926�
S  m聯市場大數据與工廠大數据v智•化進行高質客製或彈性列印生產�
S  v使用：大數据推•使用大師當顧問之服務,推探新需求及新營運模式�
S  v巨資分析使用：新需求及新營運模式與技術,整合技術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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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傳統產業f之自行車、汽車、金屬製
品、工具機為例�

"  目標�
T  帶•傳統製造業推•生產力+.0之2P9網實系統貫穿服務、行銷、設 計、發展

、製造之垂直整合與跨領域之水平合作。�

"  自行車�
T  自行車v深耕台灣、v高質化hv品味健康生活k騎文化、v公共自行車系統

服務化之2P9網實系統拉大國際領先差距為目標,e將0 Meam推至具有大部屋
同步設計開發之0*Meam之2P9-926境界,e成為d界高質客製化設計與銷售
f心。�

"  汽車�
T  汽車v自i整車帶•2P9-926深耕台灣節能、安全、智慧關鍵零組件,e成為

d界之e-9upplP 2CaDn�

"  金屬製品�
T  鋼鐵大廠v*I/ InsMrumenM, InMeBraMDIn, InMellDBenM建立自i之2P9系統進行v

高質矽鋼片與馬達設計協助b游廠商建立馬達產業�
T  v高質合金線材與棒材加a鍛模技術協助扣件產業領先國際之823�

"  工具機�
̶  v產品數位化、生產智•化、工業大數據、行銷大數據作為2P9整合要，,v期

成為整廠整線之 9IluMDIn PrIvD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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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產業推•生產力+.0願景策略�

! 自行車王國：�
•  (.-,年出口量(,0)+萬

台(居d界第( �
! 產業外移：�

•  (.-,~)00*年v追求
低成本為競爭力�

! 0-:406成立：�
•  0-:eam 專注同步工程。�
! 創新轉型：�
•  創新 －產品高值化�
•  品質 － 導入全面品質管理 �

! 推•騎k文化：�
•  推•海外騎k旅遊：

f國大陸、荷蘭及
日本�

•  建構創新服務模式�
•  深耕台灣生產基地�

生產力+.0�

! 高品味、健康生活k騎
文化。�

! 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   
(U 1DEe 推向全球。�

! 高質客製化之e化設計
與銷售f心(如
0maQIn 推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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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產業 2P9 生產整合�

汽車產業�
2P9�

生產整合�

!  提出節能,安全與智慧關鍵零組件需求�
!  提出智慧製造與檢測設計設備需求�
!  產線彈性化、從批次生產轉變為接單後生

產�

汽車整車廠�

!  製造技術�
T  材料與結構設計�
T  設備自我優化和糾錯能力�
T  產品特殊性,數量清單與工作規劃�

關鍵零組件製造商�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及
設
備
商�

!  物流�
T 原物料庫存量�
T p貨日期數量�

!  技術�
T 材料與結構設計�
T 智慧感測與聯網模組�

次
系
統
整
合
商�

!  製造技術�
T  模擬分析與整合設計

分析�
T  系統軟體與製程整合�
T  設備自我優化和糾錯

能力�
T  產品特殊性,數量清單

與工作規劃�

與國際接軌之e-supplP cCaDn�
!  v2P9與國際接軌,作同步設計,g聯I2:與

零組件產業�
!  整車廠帶•e建立新du車關鍵零組件製

造能力(包含•力系統,智慧與安全 ,進入國
際產業鏈�

對外�

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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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單位�
#  模具開發,結構設計�

�

學界�
#  輕量化,AundamenMal

應用,材料開發�
   b游業： (馬達,扣件等 �

#  整合與製造�
#  銷售渠道�
#  複製2P9經驗,效益延伸 �

金屬製品自i2P9系統案例�

鋼鐵大廠自i
2P9系統�

�
$  產研快速試製(如高質矽鋼片,

高強度鋼板,鋁板 �
$  產研快銷�
$  完成少量多樣,彈性製造�
$  a游整合經驗,帶•b游廠商

複製2P9系統�

提出新材料,
新工法需求�

提出結構設計,
模具設計需求�

提出製造,�
整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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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導入2P9之整廠整線  
sIluMDIn prIvDder�

產品設計與製造�產品數位化�

行銷大數據�

生產智•化�

工業大數據�

工具機/2P9整合�
整廠整線�

9IluMDIn prIvDder�

!  降低生產成本�
!  產品個性化�

! 設備自我優化與糾錯能力�
! 人機協同�
! 工作環境優化�
! 產線彈性化�

數據收集與分析�

! 客戶消費行為分析�
! 地域性市場需求分析�
! c同應用市場需求分析�
�

!  製程良率提升�
!  產線產能提升�
!  設備）準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