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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经局势变动下机床
如何掌握制造韧性
文 | 苏翰扬

建立韧性供应链对企业影响较

直接 企业应未雨绸缪提早布局

对美国而言，虽然数字贸易协议是

未来制定标准的依据，但韧性供应链仍

为产业界重大议题，持续地缘冲突与供

应链挑战，使美国 5 月的消费者物价

指数（CPI）比去年同期成长 8.6%，

创 1981 年以来高点，国际金融机构认

为，美国、甚至全球的通膨似乎未缓解，

且可能持续一阵子，在严峻通膨下，确

保供应链稳定性更成为美国关切重点，

根据各种长短期因素，建立数位化的

韧性供应链势在必行，事实上，不只

IPEF，OECD 也指出供应链数字化与

建立分布式供应链的重要性。

其中，分布式供应链（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又称为去中心化供应链，

意为在产业链各环节中设立多个节点，

做为防火墙机制，避免单一供货商之延

迟或失误，造成整个流程的瘫痪，也就

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当前各

国政府陆续鼓励产业自中国迁离移回本

国，并与邻近国家签属协议，朝向区域

化发展。

而另项构成韧性供应链的要素为供

应链可视化，可再细分为企业营运信息、

现场制造管理、设备联网数据三大面向，

对企业而言，尽早布局有助于应对供应

链冲击外，也能替未来 IPEF 可能的相

表一  供应链数字化组成要素

项目 说明

企业营运信息

汇整企业内部与外部的所有资源，以达互通之效果。内部着重于员工与
部门间的信息共享，而外部则是强调供货商、顾客或合作伙伴间之需求
统合。当库存系统、ERP、MRP 等相关系统进行串接后制造部门能够
更精确的知道欲采购之数量，并同时向财务部发送采购之会计传票；藉
此降低信息传递与核准之时间，使原料能够如期安排至生产在线。

现场制造管理

透过科学化方法与标准对生产现场之各生产要素 ( 例 : 操作人员、机器
设备、物料、加工检测、环境等 ) 进行合理有效的协调控制，生管与业
务主管可透过广告牌信息，查看剩余产能可运用状况以进行产销协调，
以减少物料浪费并提升稼动效率。

设备联网数据

为自动化采集设备状态，并智能化监控厂区内机台运作状态，以避免人
为操作失误所引起的制造问题及降低异常停机的生产损失。企业将设备
状况、影像、电子邮件等数据串接，当生产状况达指定触发标准时，警
报系统受到触发并汇整错误讯息及摄影机画面，同时透过电子邮件发送
至排班人员，使人员进行故障排除，降低异常停机造成的生产损失。

重新评估 
实时库存策略

公司透过平时交易数据与外部信息评估各级（tier）供货商供料稳定度
与遭遇重大事件时的断料机率，一方面重新检视供货商的营运状况，一
方面也部署其他替代供货商以分散风险。

数据源：Mckinsey、BCG、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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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有所准备。

韧性供应链本质上为透过数字化技

术来协助企业从内部价值链到外部价值

链的整合，一如橡皮筋一般，在面对外

部环境冲击时多快能恢复原状。

以俄乌战争而言，农产品、化学品、

金属、石油和天然气直接面临断货挑战，

工厂产能减少、各国经济制裁降低从俄

罗斯原物料采购、同时加剧航空货运、

港口、铁路，以及航运的物流中断状况，

进一步影响到下游制造业者（图 1），

其中，对于美国的半导体、航天、汽车、

消费、能源、科技等产业影响极大。

这种原物料突然中断也会影响企

业生产据点复原能力，一般来说，具

备 在 面 对 冲 击 后 能 维 持 业 务 持 续 计

划（Business  Continuing Plan，

BCP），如紧急与危机管理准则、灾

难复原与保险、备用据点的生产据点相

当少，要在十二周内快速移转产线至其

他地区几乎不可能，无怪乎在 IPEF 中

更需强调韧性供应链的重要性了。

观察全球价值链变化随时追踪

扫描潜在合作对象

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

在工业 4.0 发展趋势中，其实面对智慧

供应链之国际连结与主导权问题。一般

而言，在订单非常集中的产业中，全球

价值链的主导者大多为品牌客户，供应

链之智慧化可能为跨国、跨厂性质，也

将取决于品牌客户、领头羊厂商，业者

可能未来需投入数字供应链相关技术布

局，避免受到数字孤立。

同时，美中科技战、各国科技产品

的贸易管制显现出全球保护主义的型态

更加多元，除既有的产业标准争夺、跨

境贸易、投资限制之外，还包括材料、

重要设备的出口核准或管制等。

同时，关键材料、重要设备向来为

我国主要产业发展的弱点，即便半导体

业与电子制造业也是如此，机床当前虽

列入关键战略物资，但在战略物资定义

范围可能随着地缘政治扩大而改变定义

的情况下，业者也须多加提防，规避潜

在风险。

此外，机床产业在地缘冲突下短期

内受惠，享受转单效益。不国另一方面

也可能到中企在非美国市场的竞争压

力，中国台湾市场也可能会是重要战场

之一，大量倾销中国台湾。在生产基地

的移转，部分企业回流中国台湾，但需

相关配套措施的协助。但东南亚地区非

企业移转的首要考虑。长期而言，台厂

需要建立产品差异性，降低中企之竞争

压力。

国际部分领导大厂或快速成长新兴

中小企业在经营数字或智能科技新兴领

域，其创新生态系具有先天国际化特色，

这些厂商作为这些领域的重要平台业者

在创新生态系中可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也在跨境、跨域寻求相关的业者一起加

入和壮大其生态系 ; 产生新型态的全球

价值链。

业者可以与一些新兴领域 ( 如电动

车、智能车、物联网 ) 伙伴结盟，形成

机床型态，再逐步与其他领域生态整合，

使得身为机械上游的机床产业成为集结

中的创新生态系之策略联盟伙伴，加入

这些大型生态系除了提高能见度、增加

潜在客户与订单量外，最重要的可能是

了解平时难以察觉的国际变化洞察，由

于多数生态系品牌大厂对于政经局势变

动敏感，一方面能察觉未来可能局势变

化，一方面这些品牌大厂也具备一定国

际影响力，身为生态系中的关键合作伙

伴较能享受保护效应。

中国仍是主力市场之一 但须持

续观测政经角力对产业发展潜

在风险

幸运的是，通常政策与贸易协议从

倡议、讨论、定案、签署，到产生实质

影响需要相当时间，而这段黄金时刻为

我国机床业者重新思考外部政经情势对

企业可能造成机会与风险的时机，除了

祈祷政府在与美国的台美 21 世纪贸易

倡议未来能有进一步进展外，笔者认为

企业在这几年面对不稳定的 VUCA 氛

围，VUCA 为易变（volatility）、不确

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

模糊（ambiguity）的缩写，除了继续

关注汇率、订单、技术发展，甚至数字

转型议题外，亦可透过内外部人员或善

用公协会的资源来侦测国际情势发展；

根据《2021 机床产业白皮书》的调查

指出，中国、中国香港、美国、欧洲为

我国机床业者主力市场，影响看似不大，

而 IPEF 为美国与亚洲国家（排除中国

中国香港）主要合作，因此还是建议分

析经未来经贸情境，一方面让业者模拟

未来可能样貌，一部分也能趋吉避凶，

笔者提出 IPEF 下的两大未来情境，作

为各位业界先进布局沙盘推演参考。

情境一：IPEF 逐步生效，数字贸

易协议增加，参与国增加

业者作为：不变应万变，同时掌握

东协与印度智慧制造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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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系数：低—中

该情境对美国而言为最理想之状

况，一方面有助于其重返亚洲的决心，

一方面能吸引更 多亚洲国家参与 IPEF

与后续贸易协议制定，可预期到的是将

有更多数字贸易协议增加。但对中国台

湾而言并不一定是好事，原因在于由于

我方尚未是 IPEF 的成员，虽然有台美

21 世纪贸易倡议作为备案，但目前也

不清楚最终结果为何，如果美国先与其

他国家签署数字贸易协议，则可能先产

生新的数字贸易标准，东协国家可更快

前进美国市场，不过，由于东协与印度

国家机床产业并非其主要产业，其竞争

力也不若中国台湾业者，因此初步判断

对我国业者在美国 / 欧洲市场的市占率

影响不大，但仍需注意 IPEF 对中国、

中国香港市场是否有其 他限制性措施，

机床目前虽尚未被列入战略性物资，但

由于机床，特别是高阶机种，对于先进

制造产业（工业自动化、汽车、航天国

防）相当重要，需关注美国是否可能要

求盟国在机床出口上有所限制，进而带

来挑战。

同时，日本为 IPEF 重要成员，我

国业者可关注日本机床业者在美国市场

是否有更积极之布局。同时东协正如火

如荼推动智慧制造，可能要求业者未来

购买智慧设备，日本机床产业数字化程

度较高，也是我国业者需要注意之部分。

情境二：IPEF 未来卡关，数字贸

易协议增加，参与国减少 

业者作为：产品需数字化，提供额

外附加价值服务，长期改变商业模式

风险系数：中—高

该情境如前述所提，可能因为拟定

与讨论时间过长，加上未来新政府可

能掌权于掌权后 全盘推翻，导致 IPEF

胎死腹中。在该情境下，CPTPP 与

RCEP 在无意外下持续推进，亚洲地

区中国影响力崛起，美国影响力则持续

消退，这对中国台湾而言多数产业可能

较为不利， 虽然我国机床业者以中国、

中国香港为主要市场，但中国机床本身

正在崛起，在政府支持下与同业大打价

格战，中国台湾本身并未加入 CPTPP

与 RCEP，使得业者在进口关税等贸

易条件上不如中、日、韩，对机床产业

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在东协与印度智能

制造市场发酵下，中国台湾业者若要进

入新兴国家市场可能面临更激烈之竞

争。

若发生此变局，政府能所作 为可

能有限，业者尚需从自身转变做起，综

观国际案例，数字化与数字转型需要

5 ～ 7 年以 上方可逐渐成形，中国台

湾机床业者并不需要导入复杂的数字技

术，但去纸本化、几台智慧化确有其必

要，在中国大力发展中国 2025 下，推

动智能制造势在必行，未来可预见更的

中国机床同业提供智能产品，而数字贸

易协议无论是否美国参与，全球皆正在

拟定相关做法，这些产品数字化是未来

业者的竞争力来源。

图 1 俄乌战争对产业供应链影响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