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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業革命來了
三維列印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柯博文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最近在接受

《聯合晚報》訪問時，對目前當紅炸子

雞的「3D列印技術」潑了盆冷水，他

說：「3D列印絶不等於第三次工業革

命，只是噱頭而已。」更說：「如果真

的是，那我的『郭』字倒過來寫。」

郭台銘這一席話，讓人想到「蘋果

電腦」剛誕生時的情形。IBM嗤之以鼻

說：「這麼脆弱的小玩具，從桌上掉下

來就摔壞了，有什麼用？」

結果如何，就無需多言了。

三維列印：畫餅真的能充饑

「3D列印（3D Printing）」就是三

維列印，它印出的東西不是一張有圖的

紙，而是一個立體的物件，是一個實實

在在的東西，換句話說，它不再「畫餅

充饑」，而能真正「印」出一個披薩。

2012年4月21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週刊的封面故事，以「3D
列印」為題，詳加報導這項前景無限的

技術，並斷言它將導致第三次工業革

命。作者認為，它會改變製造的思維與

方法，也將廣泛影響到政治、經濟和社

會。

作者還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是

十八世紀晚期起源於英國，蒸汽鍋爐帶

動的紡織機取代了傳統的手工編職，工

廠開始出現。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二十世

紀早期，福特汽車的生產線組裝作業，

開創大量製造的先河。這兩次的工業革

命，讓人們富裕，但也造成都市化現

象。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萌芽，生

產走向數位化。」

《經濟學人》創刊於1843年9月的英

國，是一份頗具影響力的雜誌，讀者如

不健忘的話，當還記得2012年11月17日
該雜誌刊出〈Ma the bumbler〉的報導，

引發台灣讀者的熱烈討論。

這樣一本有分量的周刊，以封面故

事來討論三維列印，認為它將引起第三

次工業革命，恐怕也非無的放矢、危言

聳聽。

累積製造：由下往上疊積木

三維列印原理不難懂，它是利用累

積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的技術

來堆疊成型，印出一個立體的實物。

試想一個木頭雕像，把它一薄片一

薄片鋸下來，然後再一片一片由下往上

的拼回去，又可還原成一個木頭雕像。

如果這個木頭雕像原本只是電腦中

的一個立體圖像，我們用電腦模擬把它

一片一片的鋸下來，然後讓一個機器，

用木頭粉末當「墨水」，把這些薄片

一片一片的分別「印」出來，再依序疊

合回去，那麼一個原來只是電腦中的圖

像，就在現實環境中堆疊出一個真實的

木頭雕像了。這有點像堆疊樂高積木，

只是這積木不是一塊一塊，而是一片一

片。

我們還可以用X光斷層掃描來加

以描述。假如某人生病，到醫院接受

診斷，醫生可能會讓他接受X光斷層掃

描，把人體每隔一公分照一張X光片子

出來，醫生就能夠輕易判讀罹病的部

位。累積製造正好是把斷層掃描反過來

做，把每一張斷層X光片疊起來，好形

成一個人體。

當然，人是做不出來的，但是人的

簡單器官，譬如耳朵，現在的三維列印

技術已經可以仿照另一耳的形狀，做出

逼真的義耳。

這就厲害了。

人造關節：照樣給你印出來

耳朵可以「印」出來，鼻子當然也

可以。還不只這些，在醫學領域中，還

能「印」牙齒、關節、頭蓋骨、肋骨，

而且因人而異，完全客製化。未來它

可能的「列印」範圍，是人體複雜的器

官。

三維列印技術的出現並非偶然，而

是10個關鍵技術成熟後的總結。這10個
技術都非常專業，沒辦法在這裡一一介

紹，但有一點要說明的，就是這些技術

在1980年代分別研發時，都為解決不同

的生產問題，當時並沒有人想到和印表

機結合，形成一種新的立體列印技術。

到了1995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首先提出立體列印的技術和觀

念，並率先稱之為「3D Printing」。其

實麻省理工學院有點撿便宜，因為把上

述10個關鍵技術和印表機結合的人，是

麻省理工學院的兩個畢業生，一是吉

姆．布萊特（Jim Bredt），一是提姆．

安德生（Tim Anderson），他們想把這

個發明落實為商用，所以找母校幫助，

成立第一家三維列印機製造商Z公司（Z 
Corporation）。

這兩個年輕人推出的第一代三維列

印機，構造相當簡單，只是把噴墨印表

機的油墨匣和噴頭加以改裝，把原先只

能噴油墨的組件，改為可以噴各種不同

的粉末和黏著劑。這一個改製，創造出
▲三維列印將帶動第三次工業革命，

 《經濟學人》封面故事。

▲逼真的三維列印製造的人工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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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AR15 自動步槍零件藍圖，放在梅克

保特公司（MakerBot Industries）經營的

「贈物網（Thingiverse）」內，供人免

費下載。這些藍圖可以列印出一把完整

的犀利槍械。

「贈物網」是一個讓網友上傳分享

三維列印設計藍圖的創意網站，其目的

當然是為推廣三維列印，但是卻遭到危

險人物的濫用。

梅克保特公司是一個正派的三維列

印業者，一經網友反應，很快就把自動

步槍的設計藍圖加以刪除，不過很多人

已經下載，甚至轉貼到他們自己的部落

格和網站，AR15自動步槍的設計藍圖已

經很難從網路消失了。

「分散防衛」網站並不像梅克保

特公司那樣聽從社會輿論，拒絕撤除手

槍設計圖。網站負責人寇迪．威爾遜

（Cody Wilson）認為，美國法律允許民

眾擁槍自衛，同時三維列印的槍枝是工

具而非藝術品，也不涉及智慧財產權，

所以他們沒有理由將武器設計圖從網站

移除。

紙上談兵：虛擬武器竟成真

雖然美國國安單位也認為這種塑

膠手槍對於治安影響太大，要求「分散

防衛」網站撤下，寇迪．威爾遜依然不

服，他端出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密爾

頓（John Milton）的《論出版自由》加

以抗辯。不過，後來他還是聽從律師的

建議，把藍圖撤除，但是這把手槍的設

計圖，早已在網路上四處流竄，堵不勝

堵。

把武器藍圖放在網站上供人下載，

在過去只是紙上談兵而已，你拿到了也

只是看看而已，並沒有用，因為你製造

不出來。但現在不一樣了，任何人下載

以後，用三維列印機就能把這實體的

武器「印」出來，裝上子彈就可發射殺

人。由此可見，「紙上談兵」的意義，

在今天三維列印時代，已經與過去大不

相同。

由於藍圖不再是紙上談兵，因此類

似「贈物網」或「分散防衛」等創意網

三維列印所需的第11個技術，也是最關

鍵的部分，能完美結合上述的10個關鍵

技術，讓三維列印機可以列印出一片一

片的樂高積木，然後堆疊成一個實體。

青年創業：Z公司引領風潮

Z公司生產的第一代三維列印機可說

是玩具，實用價值不高，但它開發了無

比的想像空間，彷彿開啟一扇窗，讓人

們看到窗外無窮的美麗遠景。

它不僅可以生產客製化的實物，還

可以像科幻電影似的複製物件，就像拷

貝一篇文章似的拷貝出一個花瓶、一盞

杯子、一顆牙齒、一塊關節。事實上，

三維列印發展空間極大，複製一台電

腦、一個手機，甚至一顆心臟，都不再

是空想。

Z公司成立後，很多財團開始投資

三維列印，有些公司生產三維列印機，

有些公司開發三維列印的設計軟體，也

有些公司應顧客需要提供三維列印的產

品。

從1995年到2013年這將近20年的時

間，三維列印由昂貴的僅能製造玩具的

大型機具，到現今便宜的可以生產人體

簡單器官的桌上型設備，發展之迅速，

堪比家用電腦。

郭台銘說它是「噱頭」，且讓我們

拭目以待。

挑戰治安：下載藍圖印真槍

三維列印是根據電腦設計產生實

物，而電腦可以設計各種千奇百怪的東

西。因此，它可以製造的物件也就千奇

百怪，只要在材料方面可以配合，沒有

它不能印製的東西，這也包括一些危險

的武器在內，譬如金屬探測器感應不出

來的槍械。

尤其重要的是三維列印的設計藍

圖，都是數位格式，可以輕易的利用網

路傳播，縱然是具有嚴重安全威脅的武

器設計藍圖，任何人都能輕易的自網路

上搜尋到而下載到自己的電腦中。

譬 如 「 分 散 防 衛 （ D e f e n s e 
Distributed）」網站，就公開把塑膠手槍

的製造程式放在網站上供人下載，任何

人擁有三維列印機，就能製造出一把金

屬探測器無法察覺的武器。

不僅網站經營者，甚至個人也能輕

易公開其武器設計圖。

密契爾．蓋斯利克（ M i c h a e l 
Guslick）是美國的擁槍人士，就把他設

▲分散防衛網站首頁。

▲梅克保特公司的複製者2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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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ap技術。

RepRap是兩個英文字的縮寫，Rep
指的是replicating，複製；Rap指的是

rapid，快速。RepRap就是快速複製。

RepRap技術分成三個部分，一是立

體掃描，把要複製的物體掃描下來，不

緊要掃描外貌，還要透視到內部細節，

二是軟體處理這些數位訊息，三是複製

成型，用三維列印技術把原始物件忠實

的複製出來，不僅外觀相同，而且內部

的細節也要相同，譬如複製一台手機，

不僅是複製手機的外殼，還有有裡面的

零部件，讓這手機可以使用。所以這技

術難度極大。以現在的三維複製能力，

還差很遠，但簡單物件，譬如吉他，已

經可以透過複製零件而組合成和原物件

一模一樣的吉他。

RepRap也是梅克保特公司發展的強

項，最近他們推出一款新的3D列印機，

就稱為「複製者2號（Replicator 2）」，

售價僅2199美元。梅克保特公司說，下

一步發展目標，是能夠直接複製簡單機

械物體，譬如一個胡椒研磨器，不需要

分成各個零組件分別複製，然後再組裝

成型，而是可以直接把它複製出來。

RepRap的終極目標就是直接複製，

先由簡單物件開始，然後是複雜的機

器，最後再進化到人體內臟器官。當這

個目標達到時，所導致的已非科技問

題，而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法

律問題，甚至牽涉到人類價值觀與宗

教。

複製麵包：衝擊社會價值觀

試想，當麵包和肉包子可以複製的

時候，糧食供應必然充裕，糧食價格就

必然暴跌，其結果所牽涉的當然不只技

術層面。

複製糧食已不是科幻小說的情境，

上個月，美國航太總署（NASA）贊

助系統與材料研究公司（Systems and 
Materials Research Corporation）12萬5千
美元，在6個月內開發食物三維食物列印

機，放在太空船內，製造食物給太空人

吃。

這家公司的創辦人康特拉特（Anjan 
Contractor）認為這技術並不難突破，三

維食物列印機可以用分層上料的方式讓

食物成型，並順便烤熟。

這家公司已經成功「列印」出熱

披薩。康特拉特認為，這種列印出的食

物，終究有一天會解決人類無可避免的

糧荒問題。

著 名 的 荷 蘭 研 究 機 構 T N O
（Organization for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替他背書說，當地球人口增加

到120億的時候，糧荒必然出現，三維食

物列印機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它的原料

可由非主流食物取代，譬如海藻與現在

認為無法下嚥的植物，用這些材料可製

造營養成分與口味不同的食物，以供應

不同需求的人，像老年人與兒童所需食

物就不一樣。

康特拉特還說，當地球人口超過120
億後，可耕地愈來愈少，天然糧食只能

供應少部分人享用，其價格必然極貴，

大部分人就需要靠三維食物列印機來解

決民生問題。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調查，全球人口

在1960年時僅30億，但到了2011年10月

31日就超過70億，預估2070年時就會發

站也就愈來愈多，這些網站允許會員上

傳自行設計的三維列印藍圖，由喜好者

自由下載來印製成實物，這讓「數位製

造」進化的速度愈來愈快，而三維列印

機也愈賣愈好、愈來愈便宜、功能愈來

愈強大，一年前還非常昂貴，而現在價

格已大幅下降，普通一台新台幣7萬元就

可買到，和彩色雷射印表機剛推出時的

售價差不多。

僅就這一點來說，三維列印就已經

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而且必然會改變人

類的文化。

運輸奇談：汽車也給印出來

目前購買這種機器的人，多半是創

意設計者，他們過去要製造一些創意的

樣本物件，必須開模，成本非常高，開

一次模只生產幾件樣本，就更划不來，

因此他們往往用示意畫來抽象的說服客

戶，這生意不好做，現在有三維列印

機，就可以用設計樣件來解說，客戶接

受度自然大增。

至於大型的製造業，他們也會買非

常專業的三維列印機，來專門設計、開

發新產品，譬如汽車業者在2012年就投

資55億美元在這上面，透過三維列印，

工程師可以製造創新的汽缸蓋、剎車片

等零件來改進引擎效率，不但大幅縮短

零件生產時間，而且簡化製造流程，只

要把設計圖輸入電腦，就能精準打造出

零件，完全不需要人工切割、灌模，節

省龐大的研發費用。

Urbee 2是第一台完全用三維列印打

造的二人座三輪小汽車，它的所有零部

件都是三維列印出來的。目前這款原型

車已經通過測試，由舊金山開到紐約，

耗時兩天，僅耗油8公升，非常環保。該

車預計將在2015年量產。

Urbee 2的幕後研發金主是以色列的

史崔達斯公司（Stratasys Ltd.），這是一

家大型的三維列印機製造商，他們請汽

車工程師吉姆．寇爾（Jim Kor）組成寇

爾生態公司（Kor Ecologic Inc.），專門

來研發這款新車。

以上的例子可以想見三維列印的發

展性，而且這還是剛起步。下一步，它

研發的方向是可以像拷貝一篇文章那樣

的複製物件。

快速複製：科幻電影變真實

設在美國紐約的梅克保特公司，創

立於2009年，它正全力開發複製功能的

▲首輛三維列印汽車Urb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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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嚴重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

工業革命：正在悄悄的發生

三維列印現在雖然還停留在幼稚園

階段，缺點尚多，但是工業界和設計界

已趨之若鶩。它能夠直接把設計藍圖變

成實在的物體，跳過開模、灌漿這些麻

煩的步驟，這就滿足了極多企業創新研

發的需要，何況它還有那麼多的潛在優

勢尚待發掘。

有人批評說三維列印不能量產，

只能一件一件的生產，所以它不會有什

麼大用途，說這話的人，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雖然每一台三維列印機的產能有

限，但家家都有一台的話，那產能就不

是問題了。

假如有那麼一天，只要更換「墨水

匣」，三維列印機什麼東西都能「印」

出來，而且價格便宜，每個家庭都擁有

一台，由食物到電腦，由手機到輪胎，

由鑽石戒指到翠玉手環，都難不倒它，

這種生產境界，對人類會起多大的影

響？

三維列印正悄悄的擴大它的影響

力，一步一步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圈，說

它是第三次工業革命都有些小看了。

（作者為本會會員）

互補與溝通
莊智淵與陳建安創造桌球奇蹟

▓石永貴

沉悶的五月天，就在2013年5月20

日，天邊的二道光芒奪目的彩虹，帶來

無限的喜悅與驕傲。雙響砲齊鳴，分別

自歐洲巴黎與東方上海，名揚體壇，真

是英雄出少年。

莊智淵、陳建安，來自臺灣的桌球

好手，以四比二的成績，打敗大陸「不

落日」的桌球王牌：馬琳與郝帥的百勝

組合，取得男子雙打冠軍，成為我國世

界桌球錦標賽中金牌得主。勝敗易主，

我由長敗而嚐到勝利的滋味；大陸是桌

球的常勝軍，難得嚐敗績。大陸與世界

同聲驚嘆不已。無獨有偶，由譚雅婷、

吳佳鴻、林芳瑜的中華女箭隊，同登世

界后座。

這是台灣在體壇同時取得雙重的史

無前例的重大勝利。

雖說英雄出少年。莊智淵與陳建

安卻代表二個時代。現在的「莊智淵時

代」與未來的「陳建安時代」，他們真

是「絕配」，既係師生檔，又像「兄弟

檔。」在球桌上，各有所長，又各有所

短，而成為一加一大於二的「天配」。

莊智淵就說：成績與組合，並沒有絕對

關係。他和陳建安剛好就是互補。他們

兼備溝通與互補的專長，莊智淵對台北

聯合報記者說：「就這一點我們做得不

錯。」他們倆真是天生的一對：莊經驗

老到，也是陳建安效仿目標。陳建安

說：「有前輩一起帶著我打，很快樂。

我想學習學長的穩建和速度。」他讚佩

「莊學長個性堅決、有毅力。」他們雖

然雙雙都是「合庫隊」的球員，但莊為

了遍尋「合體」的夥伴，已整整十年。

卻近在眼前找到，這不就是天作之合

麼！

桌球就是乒乓球，真是與兩岸都有

緣。乒乓球是大陸的「國球」，桌球也

是台灣強項之一。

棒球在台灣的推展，與「合庫」不

可分。

台灣的金融體，各有特色與背景。

合庫就是最具特色的「台灣金庫」。有

一般銀行具有的精神，也有一般所無的

特色。

推展體育，與體育相結合，就是合

庫的傳統精神。

棒球與桌球，就是具有台灣特色的

運動。這兩項台灣獨特的體育，與合庫

不可分。橄欖球也具有台灣水牛精神。

如今的發展，具有亞洲四強的地位。早

期台灣橄欖球曾威震「日本王國」。柯

子彰曾領軍日本國家代表隊，曾被選為

隊長。台灣光復，最早一支球隊，就是

由謝東閔先生率領的合庫棒球隊，遠征

祖國，成果輝煌。謝先生與合庫關係密

歐洲華僑華人台灣文化之旅訪問團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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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華僑華人台灣文化之旅訪問團

一行39人，在團長張曼新率領下，6月
13日訪問本會。理事長陳三井偕同常務

理事黃東祥、黃河、黃海龍、趙麗屏及

秘書長劉本炎等接待。

陳三井表示，青田人1903年即到歐

洲，靠賣青田石打天下，青田人可以說

是華人在歐洲的開路先鋒。而他與歐洲

華人接觸歷史，始自1960年到巴黎念書

時，那時很多溫州人及青田人在巴黎開

餐館、經營皮件，為了賺取生活費及學

費都會到餐廳打工，因此與青田人及溫

州人結緣，今天訪問團成員大多來自溫

州及青田，感覺上特別親切。

陳三井是研究歷史的，特提到廈

門大學教授李明歡寫的《歐洲華僑華人

史》一書，但資料仍有所不足，他希望

完整的歐洲華僑華人史有賴訪問團成員

竟其功。

張曼新說，他們這個團來自21個國

家、39人組成，能來拜訪並午宴，至為

高興。他非常贊同陳三井所提的寫下歐

洲華僑華人的歷史，讓後代子孫瞭解先

輩歷史。他誠摯邀請陳三井組團到歐洲

訪問，他們定盡地主之誼熱烈接待。

雙方互贈禮品後餐敘，大家話天

南，聊地北，砍大山，賓主盡歡。（編

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