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編者的話．From the Editor

掌握優勢深化企業  
再現台灣經濟奇蹟

金
融海嘯後，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幾乎都

以發展綠能科技為重要目標，與綠色環

保相關的產業與議題，更已成為本世紀最受矚

目的關鍵商機。

本期封面故事為綠色商機的展望。在以綠

色環保概念訴求為主的聲浪中，企業必須從責

任迅速轉化為日後蓬勃的商機，才能在未來永

續經營中，找到相對的利基點。儘管國際間早

已採取相關的碳管理政策與行動，企業也多以

碳足跡盤查來要求供應鏈的中下游共同配合，

降低因產品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而目前

以出口導向居多的台灣廠商，若要取得國際大

廠的訂單，勢必也須依循各國對節能減碳之規

格與標準，才得以在此綠色商機中，搶當綠金

贏家。

除了碳足跡外，與太陽能相關的節能技

術，也是全球各國正積極拓展的綠能政策。從

上海世博展館裡不難看出，幾乎所有先進國家

所提出的都是最新的綠色科技，未來台灣業者

除了須面對國際大廠的強敵環伺，更需留意中

國大陸的綠色企圖心，才能在既有的優勢中，

將台灣推升到另一個新的經濟奇蹟。

ECFA簽訂後，台灣出現嶄新的經貿商機。

經濟部「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是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後，首度舉辦的大型

招商會議，有27家國內外企業與經濟部簽署投

資意向書，顯見ECFA已創造全新商機，吸引企

業加碼投資台灣。選在ECFA正式生效後舉辦投

資台灣高峰會，除了展現台灣融入亞太經濟整

合的旺盛企圖心外，使台灣成為具備向全球招

商、共享大中華區商機的關鍵變革。

最近在市場上銷售驚人的iPhone手機，品

牌業者蘋果電腦可拿到將近60%的利潤，但日

以繼夜的組裝代工廠富士康，卻只能拿到5%至

6%的利潤，這對向來以代工為主的台灣製造廠

商，不啻為一種刺激。不過，經營品牌確實有

其困難度，放眼台灣產業中，成功者屈指可

數，但若換另一角度切入，朝製造業服務化深

耕，先將服務化深入製造思維中，再慢慢朝向

建立品牌邁進，應該會是新的契機。

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底參加台灣國際創投

論壇時提及，台灣未來將致力推動介於製造業

與服務業間的「第2.5級產業」，等於宣示製

造業服務化的重要及產業革新的決心，這對處

於傳統製造業的產業來說，同時也是莫大的鼓

勵。無論是響應環保的綠色科技，或正處於產

業升級的傳統製造業，台灣廠商刻正面臨另一

波新契機，勢必加快腳步，找對方法，才能提

升我國在全球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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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業革命

綠色商機  全面啟動 
碳足跡標籤為政府綠色政策的重要目標，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更有多層的政策目標，例

如改善台灣能源結構、建構低碳社會，並創造綠領的國際人才，引領台灣成為能源技術及

生產大國。

台
灣首部的氣候暖化紀錄片《±2℃ 台灣

必須面對的真相》，在2010年受到各

界的矚目，影片中強調，台灣很可能成為全球

第一批氣候變遷的難民。

這些即將到來的危機，引發了全球環保意

識的高漲，各國政府都清楚，人類要永續生

存，只有徹底將節能減碳落實在日常生活當

中，而這些改變更將牽動科技、工業以及經濟

上的發展，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剖析，「綠色，

已經從責任變成機會！」

為何過去綠色的環保概念，從企業責任迅

速壯大成蓬勃的商機？施振榮進一步說明，

「綠色商機（Green Opportunities）有兩種：一

種是將市場上的綠色產品需求當作機會，這對

企業形象、開拓市場都有實質的幫助。另一種

則是從事太陽能電池、節能的服務與技術。」

第一種方式是取得「碳足跡標籤」以提升

企業形象，成功刺激產品銷售。而後者則是以

科技創新，尋找永續能源及節能技術，以建構

出台灣的產業商機。

碳足跡標籤認證正式啟動

目前國際間早已採取碳管理行動，許多企

業也進行碳足跡盤查（P A S  2050、I S O 

14067），例如國際大廠惠普（HP）、戴爾

（Dell）、連鎖超市沃爾瑪（Walmart）、特易

購（Tesco）等，開始要求供應商需配合分析

產品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以碳足跡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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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來呈現。因此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廠商，若

要取得國際大廠的訂單，勢必盤查碳足跡以瞭

解原料取得、製造、銷售配送、使用到廢棄回

收等各階段的碳排放量，在過程中進行減量，

例如包裝輕量化、提升製程效能。這些階段中

的碳排放量越低，不但意味成本可隨之降低，

更有機會取得國際大廠的訂單。

為輔導國內企業能與國際接軌，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在2010年正式推動碳足跡標籤，成

為全球第11個推動碳足跡標籤的國家。友達光

電的32吋節能面板，便是第一批掛有該標籤的

產品。目前友達光電該產品的出貨量，估計一

年已省下1/10座台灣核電廠的發電量，汞消耗

量亦減少440公斤，成效驚人。

綠色能源旭升方案  帶動千億商機

施振榮指出的第二種綠色商機，則是指從

事太陽能電池、節能的技術。在這個區塊裡，

聯合國於2009年推動「全球綠色新政」，預

計籌措7,500億元全力推動綠能產業，這項全

球新政，在台灣則落實在「綠色能源旭升方

案」中。

行政院已於2009年通過綠色能源旭升方

案，選定太陽光電、LED、風力發電、生質燃

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及電動車為

重點產業，預計5年投入250億元，用於再生

能源與節能設備的補助，例如正在佈建的智慧

型電表，可補助10萬輛電動機車；2011年則

要完成4兆瓦太陽能電廠、全國70萬盞LED交

通號誌燈；另外並投入200億元作為技術研

發，取得有利的競爭地位。

此外，綠色稅制是各國節能減碳的重要措

施，多以「含碳量」來課稅，尤其是生產過程

中所需的油品、天然氣、電力等以能源為標的

物來課稅，迫使企業將污染成本計入生產成

本，讓企業想盡辦法降低污染。

台灣目前尚未實施以「含碳量」為基準的

綠色稅制，但是根據國際能源總署2007年的

統計，台灣排放溫室氣體總額約占全世界

1%，為全球第21位；每人平均排碳量約12.08

噸，是世界人口平均的3倍，位居全球第18

名，因此也備受國際能源總署的關切。目前國

際間也正在協議高排碳國家或未減碳的商品，

未來將課徵「碳關稅」，如此一來，不減碳的

國家將面臨更大的代價。對此，台灣也制定綠

色相關的法令，包含2008年「永續能源政策

綱領」、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

法院審議中的「溫室氣體減量法」，以及正在

研擬中的「能源稅條例」。其中能源稅的開徵

時機，將選在日、韓等主要競爭國開始實施後

才會開徵，以免傷害廠商的對外競爭力，且降

低對物價及經濟成長的衝擊。

政策引領企業  搶當綠金贏家

碳足跡標籤是政府綠色政策的重要環節，

而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更有多方面的政策目

標，例如改善台灣能源結構、建構低碳社會，

並創造綠領的國際人才，引領台灣成為能源技

術及生產大國。

也因此，不論以資金投入來提升綠色產業

發展，或是逐步規劃綠色稅率創造符合國際潮

流的總體環境，政府政策都是為了讓台灣所有

企業，能在這一波綠色商機中搶當綠金贏家，

並在經濟與環保上取得雙贏局面。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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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篇    綠色革命重新洗牌

政策啟動  
發現綠色新實力 
2009年聯合國開始推動「全球綠色新政」，2010年上海世博則宣告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

的「綠色工地」，節能減碳從政策口號迅速轉換為實質商機，啟動了綠色科技的全球競

賽，台灣是否能在這一波革命中，再次創造新的台灣奇蹟？

在
2010年7月，台灣第一個以「智慧綠建

築」概念所設計的火車站──南科車站

正式啟用。全棟建築物整合了太陽能光電系

統、雨水回收系統及各式綠建材，負責車站設

計的建築師呂麗純表示：「以屋頂設置的太陽

能板而言，每天5小時良好日照來計算，每月

發電量達2,688度，可滿足白天車站內各項設

備使用，還可減少1,680公斤CO
2
排放量。」

南科火車站只是一個開始，在全球綠能競

賽中，台灣也開始積極備戰。目前政府推出的

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除了太陽能、綠建築

外，還有LED、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

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及電動車輛等各式重點

產業，期望將台灣推升到全球前三大太陽電池

生產大國及世界第一的LED光源及模組供應

國，帶動民間投資新台幣2,000億元以上。

台灣太陽能產業開始旭升

培植一個產業，至少須花費10～20年時間

才能看出成就。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則是自

2001年開始才有初步的雛形，當時產量僅有4

撰文／吳豐州

兆瓦，約占全球的1.08%，隨後台灣太陽光電

的產值持續成長，2008年已提升為854兆瓦，

全球市場占有率則為13.2%（見圖1），其中有

98%是外銷，總產值居全球第四。

不過，台灣主力是生產太陽能電池，雖然

2009年開始有廠商進行模組整合及系統研

發，但都還不具競爭力，使台灣太陽能廠商在

垂直整合能力上相對較弱，且在爭取國際訂單

時明顯居於劣勢。因此仍屬萌芽階段，未來還

有很多成長空間，發展趨勢與潛力不可小覷。

目前全球太陽能的商業化過程，正面臨極

圖1  2001~2008年我國太陽電池與模組產量及
全球占比

資料來源：PV News；工研院IEK（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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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瓶頸。首先是太陽能發電的產品，成本仍

無法與現有電力相比擬，尤其是建置成本較

高，也因此大部分的市場需求都過於依賴各國

太陽能產業補助政策。這點在2008年，西班

牙因為金融風暴的影響取消太陽能補助後，造

成全球太陽能廠商一度面臨庫存過多的危機，

市場供需的脆弱，由此可看出端倪，所幸

2009年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態度轉趨積

極，開始加碼太陽能光電的補助措施，才讓市

場供需回穩。

全球太陽能風暴  是危機也是轉機

除了過分依賴各國政策補助外，太陽能發

電成本降低的過程中也遭遇到不小危機。

2008年太陽能板的價格為每瓦4.2美元，2009

年大約縮水一半，而2010年底可能降至每瓦

1.4美元，國際各研究機構更預期在2011年下

探到每瓦1美元。這樣的趨勢，看似有機會符

合市場對於發電成本的需求，但是價格年年腰

斬，卻是考驗廠商對於成本的掌控能力，若廠

商無法提供轉換效率更高或更具成本競爭力的

產品，將隨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淘汰出局。

對於習慣量產、微利的台灣廠商，市場快

速的變動，其實是十分有利的環境，但長期來

說，若無法在此時期突破技術、取得專利或是

建立垂直整合能力，終究無法走出過去OEM、

ODM的低利潤模式，對台灣而言，是轉機也是

危機。

全球太陽能發電的趨勢已經確定，能度過

這次風暴的廠商及國家，後續將主導全球的能

源市場，就像石油的重要性一樣，即使是世界

強權的美國，也要對石油主要產國退讓三分。

所以2009年4月，台灣提出「綠能產業旭

升方案」、6月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都是以政策引導的方式，提高自主材料供應、

提升矽晶／薄膜電池、模組發電效率，同時展

開第三代太陽電池的研發，以及建立太陽光電

電廠（例如台電設置4兆瓦發電系統），目標

是在2015年時，讓台灣成為前三大的太陽能

生產大國，預估產值可提升至4,500億元，成

為全球太陽能技術研發重鎮。

從愛迪生發明燈泡後，百年來照明就消耗

■全球太陽能發電趨勢已確定，各國政府都將啟動相關政策。（圖片提供／路透社）

P02-15封面故事.indd   5 2010/10/5   11:43:50 PM



6 7

著地球1/5的電力，尤其白熾燈泡發光效率

差、使用壽命短，並有7成5的高市占率，已經

成為綠色運動的頭號革命對象。因此自2009

年9月起，歐盟及美、日、中、澳都開始禁用

白熾燈泡，改用省電燈泡及L E D（L i g h t -

Emitting Diode發光二極體），預期2025年就

能將照明消耗的電力，拉到全球1/10的比例。

LED成為台灣另一盞明燈

面對這樣的趨勢，台灣也擬定於2012年禁

止高耗能的白熾燈泡銷售及進口，成為全球第

11個禁用的白熾燈泡國家。歐盟估計，光是歐

洲地區都改用LED照明，一年約可省下1,200

億歐元，減少6億噸CO
2
排放，等於省下18億桶

原油，是全球半個月的用量。

不過LED的技術仍在演進中，根據LED海茲

定律（Haitz's Law），每18～24個月，發光的

亮度就會提高1倍，並以20%的速度降價，估

計5～10年期間，LED燈泡會與一般燈泡的成

本相同，才會完全取代照明設備，這種半導體

光源還可應用在平面顯示器、手機、電視、戶

外看板、生醫照明等，一舉涵蓋發光設備，商

機無限。而台灣廠商想在此產業成為領頭羊，

就必須在5年內完成部署的動作。

台灣在2000年時，LED產業產量就已經是

全球第一，但產值卻一直次於日本。主要原因

是台灣仍舊擅長中、上游的製造，所以不論是

過往蓬勃發展的LED手機面板，或是LCD TV正

在全面替換LED背光的商機，都是以量大、利

潤低的模式輸出，產量雖高，產值卻一直無法

衝上第一。如今全球LED照明市場起飛，未來

5年台灣該如何因應？

觀察飛利浦及歐司朗這兩家國際照明大

廠，除擁有上、中游製造能力及設計專利，這

幾年更不斷併購下游燈具或LED應用的公司，

掌握終端消費者的通路，這是台灣大廠應該學

習的模式，如何讓LED新興產業擺脫OEM、

ODM命運，建立品牌價值，就要考驗台灣廠商

的智慧了。

政府在綠色能源產業旭升

方案中，將LED列為最主要的

發展產業，目標是2015年達到

5,400億元產值，成為台灣下

一個最有希望加入兆元俱樂部

的明星產業。除了規劃及輔導

外，政府也提供內需商機，例

如在照明市場，台灣全國交通

號誌燈共70萬盞，將於2012

年全數使用LED燈，預計全面

完成後可以省下85%電力，這

一政策著眼點除了節能減碳

■�LED有可能成為台灣另一盞明燈。圖為以LED排列之拒碳標誌。（圖片提供／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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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是為台灣廠商點了一盞明燈，照亮國際

1.5億盞龐大的道路照明商機。

台灣致力推動智慧綠建築

根據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統計，台灣建築

物所產生的CO
2
排放量，占全國總排放量的四

分之一。會有如此高的排放量，原因是一般人

待在室內的時間約為9成，隨著人類活動、水

電的消耗，累積起來的排放量是十分驚人的，

所以如何在活動空間中節能減碳，便是全球積

極推動「智慧綠建築」的主因了。

南科火車站除了太陽能發電外，其實還有

很多綠色特質的組合，這些綠特色都符合內政

部的規劃：「推動智慧綠建築最重要的是符合

國家節能減碳的總目標，達到大量節能減碳，

再追求建築的科技、智慧化；綠是根本，智慧

是附加價值。」所以在「智慧綠建築推動方

案」草案中，行政院預計從2010年到2015

年，投入經費約新台幣26.6億元，推動智慧綠

建築，並針對工廠、商店、校園、住宅等四大

領域進行綠色輔導。

在智慧型綠色工廠方面，由內政部配合照

明、空調等空間的設計規劃，讓建築物發揮節

能功能；工業局則協助業者進行潔淨生產製

程，以雙軌方式來推動。已通過的「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亦規範政府於新建、改建公共工

程或公有建築物時，應優先裝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對此，國科會選定南科台南園區、中科

高等研究園區、竹科宜蘭基地及新竹科學園

區，來推動智慧綠色科學園區。

而在綠色商店部分，初期將以便利商店為

推動目標。由於便利商店同時具有冷藏、冷凍

等設備，且全天開空調不打烊，耗電量是一般

公司行號的10倍以上，因此將優先導入綠色節

能措施。而綠色校園方面，則因應各大樓條

件，導入智慧綠建築的技術。

至於綠色住宅，營建署在2006年正式公告

綠建材的規定，管制綠建材的使用率應達整修

面積的5%以上外，這次智慧綠建築方案，更

是輔導業者導入智慧型自動感測、居家安全、

能源監控、保全、消防和健康照護設備，並帶

動智慧安全監控產業發展。預估智慧安控的產

值將可由2010年的60億元，大幅提升到2013

年的200億元，也就是說，在台灣邁向綠化的

同時，也能提升經濟能量。

看到台灣綠色新實力

除了太陽能、LED、綠建築外，台灣也在

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

資通訊及電動車輛持續努力中，像是正在核發

10萬台電動機車的補助款時，政府在2010年

通過22億電動汽車補助款及免稅優惠，來推動

電動車的普及。風力發電則已在北縣石門、竹

北春風、雲林麥寮、彰濱工業區、屏東恆春及

澎湖中屯等地建立大型風力發電機組。

這些都在政府規劃的「綠色能源產業旭升

方案」中，因此，未來5年企業是否能抓緊每

個機會，藉由政策火車頭的推動，把綠色商機

轉換成綠色的美金，成為台灣下一個經濟奇蹟

的關鍵。

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剖析，「綠色，已經從

責任變成機會！」台灣的綠能火車頭正要從南

科車站啟航，就讓全世界看到台灣新的綠色經

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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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篇     國力競技場

上海世博會
展露綠色經濟力
中國大陸10年內要砸10兆元投資綠色能源產業，目標是從「世界工廠」變成「綠色工地」

的角色，因為中國大陸要先坐大綠色市場，再用自己的市場綁住未來的規格。

每
一屆世界博覽會（以下簡稱世博），都

是全球先進國家展示國力的競技場，幾

乎當時最會影響人類未來生活的科技與產品，

都會在世博中現身。大到鋼筋混凝土、汽車，

小到電視機、縫紉機，甚至連拉鍊都是從世博

首次發跡，當時還被稱為會移動的鈕扣。

2010年，中國大陸以「城市，讓生活更美

好」為主題，從世博開幕後估計花費將近10年

的時間，都將重點聚焦在綠色科技上，且預計

將砸下約新台幣10兆元，以一次到位的綠色建

設，擺脫過去世界工廠髒、灰、低廉的形象，

向世界宣告強烈的綠色企圖心，也讓全球正式

啟動綠色科技的競賽。

上海：綠色美好城市的最佳示範

欣賞世博，不只光看會場中各國展館的特

色，如果特別留意，會發現上海這座城市在綠

色概念中的展現。首先，若從上海的東海大橋

撰文／吳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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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聳立在橋側的是中國首座「海上風力發

電場」，第一期已建置34台風力發電機，以上

海每戶家庭每年平均的用電量1,200度來計

算，這座發電場可滿足20萬戶家庭約一年的電

力需求。目前全球只有20多個海上風力發電

場，幾乎都建於歐洲地區，甚至連美國都沒

有，這座海上風電場對中國來說，可讓上海躋

身世界再生能源應用的前列。

除了風力發電，世博會場的電力來源則來

自於太陽能，預計世博太陽能發電的總功率就

可達到10兆瓦，特別是世博主題館使用了全世

界最大的單一太陽能電池，能自給自足供應自

己所需的電力。而在最中心位置的世博軸，則

是世界上最大的LED照明，漏斗的造型在雨天

則能夠蒐集雨水成為世博用水的來源。上海世

博可說是綠能的模範，成功示範出不需外來的

傳統石油與煤，而能自行產生能源的城市，解

決發展問題。

自然空調概念的延伸

自然空調的概念，在多年前已落實在德國

的智慧綠建築中，例如位於德國波昂的郵政大

樓，全棟採用透光材質的玻璃帷幕，白天的照

明費用幾乎都能省下來。而為了解決該棟樓會

受到陽光直接照射的日曬問題，因此，在建築

體外層便使用雙層玻璃，玻璃中間的距離達

1.5公尺，各個樓層也都放置感應風力的進風

口，當空間溫度升高時就自動打開，降低時就

會關閉，熱風則由另一出風口送出，每9個樓

層為一個循環系統，運用自然風來調節大樓溫

度。此外，還在建築中佈滿輸水的管路，再引

用萊茵河水進行冷卻。透過這兩項設置，夏天

時，可使室內溫度比室外至少降低3度，節省

了35%的空調使用。如果是冬天，透過大樓垃

圾焚燒所產生的熱力，再注入玻璃空間，也如

同讓大樓穿了一件保暖衣。就是依照這樣的

「自然空調」概念，上海進一步把綠能落實到

整個城市。

世博展館與地鐵的冷氣，則來自重建的黃

浦江溼地的自然空調。就在黃浦江南岸靠近展

覽會址的地方，原本只是上海鋼鐵廢棄的舊廠

房，卻在爭取到世博展之後，便把廠房拆除，

將沿江邊6公里長的土地還給黃浦江，並栽植

大量的溼地植物，成為一整片的生態區。

這些自然空調不只供應世博園區，未來也

將成為浦東辦公樓中的自然空調。德國落實與

自然結合的智慧綠建築，在上海世博的「自然

空調」中，進一步延伸為智慧綠都市。

開發中國家的救命丸

在世博展館裡，幾乎都是先進國家所提出

的最新綠色科技，但綠能的真正迫切需求者，

卻是處於正在開發中，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

上海的外高橋燃煤發電廠，在世博展開前，便

採用新的減碳技術「超超臨界燃煤發電」，成

功在老舊的廠房進行升級，減少排放二氧化碳

40多萬噸，一年省下煤耗量20萬噸以上，成

果十分可觀。中國大陸現已有20座超超臨界發

電機組，計畫中則有高達140座，可以在抗拒

最小、時間最短的情況下，達到減碳的效果。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之

一，過去以世界工廠來生產全世界的低廉商

品，結果一年要消費掉30億噸左右的煤炭，只

是為了發電，石油的消耗量更多，一年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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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大舉佈建綠色能源，意圖取得綠色市場的主導權。（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在4億噸左右，對於龐大的消耗速度，即使有

豐富礦產的中國大陸，也開始出現自身產量不

足的問題。

但可怕的是，這些驚人的數字除以13億的

人口，仍然低於先進國際的水準，也就是說，

中國城市化人口越多越富裕，地球就必須挖出

更多石油、煤炭及各種礦產來應付，當然也會

有更多的礦工死在礦坑之中。這些資源不足及

社會問題，成為中國大陸當前經濟體系能不能

再走下去的大問號！所以中國大陸不得不走

「低碳經濟」，一來是當前國際的減碳壓力，

二是中國大陸的經濟能不能持續發展的問題！

全球最大「綠色工地」

中國大陸未來10年大舉佈建綠色能源，從

世界工廠變成綠色工地，不是僅為順應世界碳

潮流而已，而是在於保護國土資源的永續發

展、改善社會結構，另一層更深的意義，則是

意圖取得綠色市場的主導權。對中國大陸來

說，雖然各種綠色科技主要專利都在別的國家

手中，但就像上海世博會總規畫師吳志強所

言，「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30年讓30%

的人進入城市，未來還會再讓其他3成的人都

進入城市，80%的城市人口，這是世界上最大

的市場。」

不光是上海，中國大陸在河北、內蒙古、

甘肅、江蘇、吉林等地就有千萬千瓦的風電基

地要投資興建，在湖北武漢、雲南、江西及青

海各地，正在進行太陽能發電，而沿海十城萬

盞LED路燈的更新計畫，更是全球光電廠虎視

眈眈的大訂單，中國大陸儼然成為全世界最大

的綠色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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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綠色企圖心，充分展現在世博展中。

從2011年起，中國大陸10年內要砸下新台

幣10兆元投資新能源產業，除了支持綠色技術

外，還要大幅補貼相關綠能設備，包含民眾購

買電動車、裝設太陽能、風力等發電模組等。

從以往的世界工廠到現在的綠色工地，中國大

陸集結了全世界一流的綠能科技大廠，正是因

為想先坐大綠色市場，再用自己的市場綁未來

的規格！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張冠華

指出，「世界低碳經濟之爭將是標準與規格之

爭。」以電動車為例，中國大陸2010年起實

施新的電動自行車標準，超過40公斤以上、時

速20公里以上則改列入電動摩托車管理，因

此，原本生產超過這個重量與速度的廠商，必

須儘快降低重量，否則就被淘汰或必須轉行到

電動摩托車領域，所有廠商都只能跟著團團

轉。而要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直接在當地設生

產線才是最符合成本之舉，而廠商量產後，當

然會希望再外銷到其他國家，慢慢地，全球標

準就會與中國大陸一致。

山寨文化v.s.綠能科技

除了在這一塊綠色工地爭標準與規格外，

中國大陸更以擅長的山寨文化快速吸收各國的

技術與經驗。因此，當世界各國將最新的低碳

技術呈現在上海世博會場上展示，同時間，中

國科技研發人才也在研究與掌握，就連別人怎

麼做也正在學。舉例來說，2010年世博所使

用的氫能源車在會場上提供服務，但這並非中

國大陸所提出的概念，卻可做出充氣更快、儲

氫量比美國大12倍的氫能源車，幾乎是世界上

儲氫量最大的氫能源車，這也可說是中國大陸

的山寨文化的成就之一。

中國大陸的綠色企圖心，展現在成為世界

最大電動車、太陽能電池等綠色產品的製造

國，但主要技術或是專利卻仍掌握在歐美國家

手中，當今的中國大陸，除了先把自己變成最

大綠色市場，再用自己制定的標準綁住遊戲規

則，讓自己的企業成為未來專利與技術的主導

者外，更期望在下一波綠市場興起時，成為領

先世界的綠色大國。

世界低碳經濟之爭，將是標準與規格之

爭，雖然中國大陸擁有最大市場，但是各國都

有自身擅長的專利技術及優勢，台灣當然也不

會放棄。

目前台灣已推出的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

案，除了太陽能、綠建築外，還有LED、風力

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

訊及電動車輛等各式重點產業，目標是將台灣

推升到全球前三大太陽能電池生產大國及世界

第一的LED光源及模組供應國。在這場綠色科

技的競賽裡，各國都正在起跑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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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綠能科技

下世代台灣主流產業
在全球綠色新政帶動下，就如同光寶科技董事長宋恭源所說：「台灣業者由ICT（資通訊

科技）發展到ET（新能源科技）的產業發展趨勢已定」，如何運用過去在ICT累積的經

驗，搶食綠色商機這塊大餅，是各家業者正在努力的方向。

隨
著環保與節能意識日益深植人心，以及

各國政府將綠色新政當作未來施政新潮

流，綠能科技產業也漸次進入高速成長期，在

全世界都積極發展綠能產業的當下，台灣業者

正加緊腳步，搶食綠色商機這塊大餅。而行政

院也在2009年通過綠色能源旭升方案，將太

陽光電及LED照明列為台灣綠能科技的重點發

展產業，期望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帶動台

灣成為全球前三大太陽能電池生產大國，以及

全球最大LED光源及模組供應國，讓綠能產業

在2015年時，成為台灣另一個兆元產業。

光寶早一步搶進綠能商機

在這波台灣業者搶食綠色商機大餅的競賽

中，光寶科技是進入綠能產業最早的業者，已

在太陽光電及LED兩項政策重點發展的綠能產

業掌握先機，取得有利地位。

成立於1975年的光寶科技，是台灣第一家

從事LED生產製造商，經過了30餘年的努力經

營，目前已是台灣最大白光LED背光源供應

撰文／孫慶龍  攝影／路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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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拿下全球20%的市占率；而1980年開始跨

足生產的電源供應器至今表現同樣亮眼，在

NB電源供應器上，已位居全球第一大製造

商，全球市占率超過40%。

近年來光寶致力於由資通訊科技（ICT）

轉型為新能源科技（ET）產業的成效顯著，

綠能相關產品已占集團總營收超過50%，在綠

能事業持續成長並加持下，2010年光寶集團

前7個月的合併營收達715.7億元，較2009年

同期大幅成長41%。

對於綠色科技的未來發展趨勢，光寶科總

裁林行憲認為，在全球人們對於石油耗盡、地

球暖化等危機日受重視下，綠能產業未來將

「遍地開花」，此時也是台灣立足中國大陸、

歐美以及其他市場的新機會。

進入綠能產業的三大機會

綠能科技產業的發展，主要分為「創能、

轉能、節能、儲能」四大領域，現階段台灣業

者在太陽光電產業中的太陽能電池及LED產業

的個別領域布局上較為完整（例如太陽能電池

模組廠茂迪、益通；LED晶粒廠晶電），然而

卻很少有能夠做到像光寶這樣在四大領域都有

相當出色表現的業者。

目前光寶在太陽能的創能、光學轉換器的

轉能、動力系統與電池的儲能、LED照明光

源，以及高效率電源供應器的節能等領域，已

建構完整的綠能科技產業供應鏈。由於產品線

廣泛且技術能力強，因此，光寶對掌握綠能產

業商機的發展策略也提供政府及相關業者很好

的參考方向。

談到綠能產業所衍生出來的龐大商機，林

行憲總裁認為，綠能產業創造了台灣三個百年

機會──「LED、太陽能、鋰鐵電池」，台灣

業者應該要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運用本身在

IT產業長期以來建立的厚實基礎，搶食綠色商

機這塊大餅。

LED為綠能產業一級戰區

愛迪生發明燈泡後的130年，即將取而代

之的LED照明，是林行憲總裁認為可望成為下

個百年主流產業之一的台灣機會。

根據工研院研究資料顯示，LED照明光電

在2008年產值約42億美元，到了2015年產值

將成長至400億美元，由於台灣在LED產業中

擁有全球最完整的供應鏈，是所有綠色商機中

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因此這塊大餅被視為是

一級戰區。

關於LED的綠色商機，林行憲總裁表示，

光寶的核心事業LED至少還有30年的好光景，

而會被視為兵家必爭之地，則是在LED照明的

領域。隨著光寶華東LED新廠已在2010年6月

開幕，未來光寶將從背光源進一步跨入LED照

明，而將專注於生產高功率的LED，來全面搶

食LED市場商機。

在各國政府綠色新政主導下，LED照明商

機首先由室外路燈照明開始引爆，光寶集團也

透過購併的方式，取得美國光林電子72%的股

權，敲開LED室外照明市場的大門。

光林電子是全美第二大、歐洲第三大交通

號誌燈供應商，在美國擁有3成左右的市占

率，由於美國是目前全球LED號誌燈設置最完

善的國家，替換率已高達9成，因此在美國市

場的成功，也顯示在購併光林電子後，光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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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LED室外照明市場的領先地位。

太陽能則是林行憲總裁認為將取代石油，

成為能源主力的另一項未來百年主流產業，根

據工研院資料，2008年產值263億美元，到

2015年產值將達到1,000億美元以上，這在所

有綠能產業中，成長率僅次於LED，自然也吸

引了台灣政府和業者的目光。

成功取得IKEA太陽能屋頂標案

長期以來，台灣業者在太陽能產業的布局

上主要以太陽能電池為主，近兩年開始才有大

廠跨入太陽能模組整合及系統研發，然而因為

起步較晚，競爭力總是不及國際大廠，且在爭

取國際級訂單上總處於劣勢，直到2009年9

月，光寶拿下全球知名家具商IKEA比利時賣場

2MW（百萬瓦）太陽能屋頂工程標案，成為

台灣第一家接獲國際知名跨國企業太陽能大型

標案業者後，台灣業者在太陽能系統整合的能

力才逐漸受到國際肯定，這也是台灣業者在太

陽能產業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光寶在太陽能的布局上，是交由光寶集團

旗下100%轉投資、成立僅兩年多的光寶綠色

能資科技公司所負責。繼搶下IKEA在比利時賣

場全球最大太陽能屋頂發電系統後，光寶綠色

能資在2010年再度取得的德國2006年世足賽

體育館——「弗里茨沃爾特體育館」與米其林

（Michelin）輪胎工廠兩項太陽能屋頂發電系

統工程。這對光寶來說，都是突破性的創舉。

光寶投資人關係處處長王玉玲也強調，光

寶能夠在歐洲取得這些大型太陽能發電工程，

代表光寶集團在聲譽、技術能力，以及上下游

供應鏈成本效益等各方面都獲得肯定。特別在

技術能力上，因歐洲是最早發展太陽能的區

域，技術要求相當高，因此，只要取得歐洲的

訂單，也代表光寶在太陽能發電工程及獨家專

利的太陽能模組建置方案受到高度肯定，這對

於光寶在進軍亞洲市場可說非常有幫助。

而光寶集團董事長宋恭源更是樂觀預期，

光寶未來在太陽能系領域上，將展現強大的爆

發力，預計2011年的接單量將較2010年呈現

倍數以上成長。

環保鋰電池讓版圖更完整

另一項在林行憲眼中的成為百年產業之一

的台灣機會，則是鋰鐵電池產業。根據工研院

資料顯示，2009年全球電動車出貨量約110萬

台，且仍以鎳氫電池為主，未來在電動車、鋰

鐵電池持續發展及環保考量下，預估到2014

年全球電動車出貨量達到4,300萬台時，會有

將近80%的電動車使用鋰鐵電池，這也讓國內

如新普、順達等電池製造大廠，爭相投入電動

車鋰鐵電池的研發。

鋰鐵電池除了應用在電動車外，2010年2
■�LED照明日趨成熟，未來勢必取代傳統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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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寶旗下100%轉投資，主要負責光寶集

團在動力與儲能系統整合解決業務，擁有極強

自主研發技術及電池管理專利的光寶動力儲能

科技，已打造出全亞洲第一艘「LED+太陽

能」的環保鋰電池太陽能電動觀光船，也讓光

寶集團在新能源版圖更加完整。

光寶策略性事業發展部副總丁忠儀表示，

船舶動力系統的設計可算是電動載具中最困難

的一種，而光寶選擇從難度最高的電動船下

手，也凸顯了其在新能源系統整合上的優勢。

未來在電動機車、電動車，甚至是電動公車，

光寶都已經積極進行研發中。

由於電動交通工具是目前公認最具環保效

益的交通工具，在環保聲浪高漲的時代，勢必

成為發展趨勢，意味著鋰鐵電池產業未來的成

長性同樣不可小覷。

中國大陸市場潛力不容忽視 

2009年底，中國大陸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能

源會議中承諾，將在2020年前減少2005年排

碳量的45%，這個承諾引爆了中國大陸綠能科

技產業的龐大商機，2011年起，中國大陸將

在10年內砸下10兆人民幣投資綠能產業，這

個對於台灣業者等於是「近在咫尺」的超級市

場，當然也不能落於人後。

「由難處下手」的經營策略獲得成果後，

光寶在LED、太陽能也開始由美、歐市場重回

以中國大陸為首的亞洲市場及其他新興市場。

美國光林電子獲得光寶集團資源的協助下，除

了在南非LED路燈已拿下50%市占率，並進軍

印度市場外，也成功在中國大陸搶進「十城萬

盞」LED路燈計畫；光寶綠色能資也看準中國

大陸「以農立國」的國家特性，發展出和農業

結合，獨步創新的太陽能農業大棚，並簽訂

41MWp（百萬瓦）薄膜太陽能農業大棚電廠

及大型屋頂太陽能電廠合作案，打造華東最大

薄膜太陽能農業大棚聚落。

此外，為了搶食中國大陸這個超級市場，

在中國大陸設置生產基地也成了台灣業者必然

的經營策略。光寶科在2009年9月啟動營運，

總投資金額高達6億美金的常州營運中心，將

成為光寶集團在電源供應器、LED及太陽能三

大事業的重要生產基地，目的就是為了就近滿

足中國大陸在節能減碳下出現的綠能產業「超

級需求」，預估到2015年，常州營運中心營

收將突破750億人民幣。

綠色革命已經從歐美開始往全球各地發

酵，綠色商機也正式在全球引爆，也難怪林行

憲總裁大膽預言：「綠能科技產業將是下一世

代的台灣主流產業！」

■�動力發電是未來綠色科技研發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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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中，經濟部

長施顏祥分三梯次與27家企業簽署投資

意向書，預計此次企業投資總金額達新台幣

1,082.5億元，將可創造12,900個就業機會，

展現跨國企業加碼台灣，以行動來加持ECFA

效益。

在投資意向書簽署儀式結束後，經濟部隨

即舉辦記者會，向國內外記者說明投資計畫，

此次簽署投資意向書的企業有27家，其中美商

8家、日商6家、歐商6家及台商3家，另澳

洲、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企業各1家。

產業別涵括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型產

業及十項重點服務產業等，其中光電業8家、

雲端運算產業4家、半導體業3家、綠能產業2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

後ECFA時代
加碼投資台灣創新契機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後，首度舉辦的大型招

商會議，會中國內外27家企業與經濟部簽署投資意向書，顯見ECFA已創造出全新商機，

吸引企業加碼投資台灣。

撰文／潘志安  攝影／路西法

■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於日前舉行，會中除簽署投資意向書外，亦針對ECFA舉辦座談會。圖為經濟部長施顏祥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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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動車2家、金融業2家、生技業2家，以

及其他類4家（分別為化學業、紡織業、文化

創意產業、機械業）。

加碼投資  壯大台灣經濟實力

施顏祥部長表示，27家企業中有13家再增

資，14家新投資，其中如美商惠普公司、台灣

康寧公司、台灣佳能都是在台灣深耕超過20年

的跨國企業，本次投資項目包括在台設立研發

中心、營運中心、創意中心等。施顏祥部長表

示，ECFA生效後，跨國企業願意加碼台灣，

這可說是兩岸「和平紅利」最直接的顯現。

記 者 會 中 邀 請 美 商 超 微 電 腦 公 司

（SuperMicro）台灣區總裁廖益賢（Mr. Wally 

Liaw）、美商惠普公司（HP）亞洲區國際採

購處總經理蕭國坤、美商應用材料公司台灣區

總裁余定陸、英商渣打銀行台灣區總裁Mr. 

Sunil Kaushal、台灣角川書店總經理塚本進、

西班牙BBVA銀行亞洲區總裁Mr. Manuel Galatas 

Sanchez-Harguindey、IMEC總經理吳祥偉、漢能

電動車董事總經理陳自創、日華化學株式會社

董事吉田史朗、台灣住礦電子總經理洪全成、

日商大同大隈總經理中島憲夫、台商衛普實業

公司總經理邱正中等12位企業代表與會，吸引

了眾多媒體關注與熱烈提問。

在台灣，HP不論是手機、電腦、筆記型電

腦、伺服器皆有投資，美商惠普公司亞洲區國

際採購處總經理蕭國坤表示，在台灣40年資訊

業沒有人像HP公司投資如此大手筆，目前HP

計畫將在台的區域型研發中心，提升為全球研

發中心，進行下一世代電腦與周邊設備的研發

工作，未來將與台灣學術界合作，設立資訊整

合中心，打造台灣成為HP的研發重鎮。

美商超微電腦公司台灣區總裁廖益賢亦於

會中表示，超微電腦公司原先在台灣就有RD

研發人員，目前已在桃園八德取得土地，將開

發設廠生產伺服器與儲存設備，朝向Green IT

（環保節能資訊科技）方向努力，他也看好兩

岸簽署ECFA後，台灣將成為胸懷中國大陸、

放眼世界的關鍵角色。

西班牙BBVA銀行亞洲區總裁Mr. Manuel 

Galatas Sanchez-Harguindey則表示，西班牙

BBVA銀行在台設立辦公室已有4年時間，因業

務拓展迅速，因此計畫在台成立分行，2011

■ 經濟部與27家廠商簽訂投資意向

書，其中13家為再增資、14家為

新投資，當中不乏在台灣深耕超

過20年的跨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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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預計將新招募30至40名員工，未來將善用

BBVA銀行在拉丁美洲眾多據點的優勢，協助

台灣客戶在拉丁美洲的投資，提供台灣客戶更

優質的金融服務。

台灣角川書店總經理塚本進則看好台灣在

文化創意產業的軟實力，未來，角川書店將計

畫在台灣設立電影數位內容中心，並且致力於

開發電子書。IMEC總經理吳祥偉則表示，希望

可結合台灣的產業鏈，開發尖端電子居家照

護、微機電、微電子家庭用品，以節能、綠能

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經濟部長施顏祥指出，簽署投資意向書的

27家企業，創造了後ECFA時代的投資高峰，

其計畫將陸續在很短的時間內著手落實，此次

加碼投資，將可望壯大台灣的經濟實力。

ECFA開創了兩岸經貿往來的新格局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是經濟部繼

2010年5月31日以熱門產業雲端運算為主題，

舉辦第一場全球招商論壇後，再度於9月21日

舉辦的第二場招商會議，共邀集了僑外商、台

商及陸商等各國菁英，針對簽署ECFA後台灣

新定位、新商機進行探討。

在投資台灣高峰會論壇中，施顏祥部長首

先針對ECFA後台灣經濟戰略與願景致詞，他

表示，6月29日在海基會、海協會簽署ECFA

後，並在8月經由立法院審議通過，象徵著兩

岸經濟合作進入全新里程碑，台灣也將可以利

用過去半世紀累積的經濟發展經驗，開創全新

格局，成為跨國企業進軍大中華市場的重要經

貿橋樑。此外，在ECFA早期收穫清單中，中

國大陸開放13行業、539項產品，台灣開放11

行業、267項產品，分兩年3期降為零關稅。

施顏祥部長進一步強調，大家不應過度把

焦點放在評估清單項目的優劣上，更重要的是

「ECFA開創了兩岸經貿往來的新格局」，未

來兩岸經濟合作項目將含括中小企業、產業、

金融、關稅與貿易合作，這將有助於兩岸關係

朝向和平穩定發展。

ECFA的簽署也讓台灣業者能更自如地運用

中國大陸的豐沛資源，落實產業創意與經營效

率，立足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成為邁向全球

市場的基地。因此ECFA雖然名為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但其內涵與影響力卻遠遠高於兩

岸層次，在全球化的布局中，更應著眼於

ECFA的戰略意義與價值。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與美國、西歐、

日本三大先進經濟體的跨國貿易，創造了舉世

稱羨的經貿奇蹟，現今面對中國大陸為主的新

興經濟體的崛起，台灣在市場結構的調整上，

需更正視中國大陸市場的價值，並善用台灣在

語言、文化上的絕佳優勢，成為全球經貿市場

的戰略夥伴，這也是ECFA簽訂的立意。

「ECFA是機會，但也是挑戰。」施顏祥部

長表示，挑戰在於開放市場，競爭會更加激

烈，如何針對競爭力不足的弱勢產業進行輔

導、協助，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他同時

也說明了後ECFA時代，政府將朝「積極調整

台灣產業結構」、「協助弱勢產業升級轉

型」、「積極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FTA）」三大方向邁進。

以創新提升附加價值 再創經濟高峰

「積極調整台灣產業結構」將以創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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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培植軟實力，協助傳統產業升級，並推展

服務業國際化。雖然ECFA具有其戰略上突破

性的意義，但台灣產業唯有不斷提升附加價

值，落實優質的應用，才能確保台灣繼續在華

人社會中維持產業領先地位。

對此，行政院從2009年4月起全力推動

「六大新興產業」，包括綠色能源、生技醫

療、醫療照護、文化創意、觀光旅遊與精緻農

業等6項，其中多項計畫都已在推行中。此外

在2010年洽簽ECFA的過程中，行政院更推出

了「四大智慧型產業」發展構想，以政府過往

在資訊電子業累積的豐碩經驗與資源，協助業

界以「雲端運算」、「智慧型電動車」、「智

慧綠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等四大項

目，作為產業升級的新平台，期盼將電子產業

的競爭優勢，延伸到新興智慧型產業領域。

其次，「協助弱勢產業升級轉型」，面對

開放台灣市場可能造成競爭加劇，政府規畫10

年編列新台幣980億元，分三階段協助弱勢內

需產業，共享繁榮果實。第一階段將視貿易自

由化後，可能造成的貿易損失進行振興輔導；

第二階段透過調整企業體質來提升競爭力；第

三階段在面對外來貨品大量促銷，造成排擠效

應的情況下，進行損害救濟與勞工轉型輔導。

最後則為「積極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施顏祥部長表示，台灣目前已與

中南美洲巴拿馬、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

瓦多、宏都拉斯等5個友邦，簽訂了自由貿易

協定，未來將與美國、日本、歐盟、紐西蘭、

澳洲等重要貿易夥伴，逐一洽談自由貿易協定

或經濟合作協議，以強化雙邊經貿關係。

施顏祥部長表示，根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

評估公司評比，台灣的投資環境評比排名全球

第四，顯示台灣經營風險低，配合營業所得稅

從25%降為17%等多項政策利多，對跨國企業

更具吸引力。此外，ECFA生效後，台灣將有

機會實現成為「全球創新中心」、「亞太經貿

樞紐」及「台商全球營運總部」三大願景，為

後ECFA時代的台灣開創全新經貿格局。

國際商會 肯定ECFA讓台灣更具競爭力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中邀集了長期觀

察全球與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趨勢的日商瑞穗實

業銀行常務執行董事林信秀，與花旗環球台灣

區董事長杜英宗，由兩人進行專題演講，分享

他們對簽署ECFA後，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新定

位，以及投資台灣的新商機與優勢。

瑞穗實業銀行常務執行董事林信秀指出，

■�2010投資高峰會吸引了各國菁

英廠商與會，貴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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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區域整合與跨國企業全球布局趨勢，

在兩岸簽訂ECFA之後，對日商來說台灣更具

投資戰略地位，日商將看重台商多年來在中國

大陸及東協建置的商務網絡，以及累積的豐富

經驗，加強與台灣的緊密合作，藉此進軍大中

華經濟圈與亞太市場。

花旗環球台灣區董事長杜英宗則指出，台

灣具有文化、語言、區域鄰近等多項優勢，是

跨國企業拓展中國大陸商機的最佳夥伴，他並

以旺旺集團、康師傅、統一集團、大潤發等食

品、零售企業為例證，這些台灣企業都是藉此

優勢，掌握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契機，杜英宗董

事長更表示，到中國大陸發展金融、醫療、教

育服務將是未來的趨勢。

至於ECFA簽署後，台灣在亞太市場的機會

為何？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在會中邀請台北市美

國商會財務長魏凱（Carl Wegner）、台北歐洲

商務協會理事長韋思德（Peter Weiss）、台北

市日本工商會常務理事岸本恭太（K y o t a 

Kishimoto）、企業界台商宸鴻光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孫大明（Tom Sun），討論台灣

成為全球創新中心、亞太經貿樞紐、台商全球

營運總部的新定位。

梁國新次長指出，ECFA將促進兩岸經濟合

作，創造了新機會，也有新挑戰，希望與會的

商界領袖針對簽署ECFA後，外國商會組織將

有何因應計畫來先做討論。

對此，魏凱財務長表示，美國是台灣最大

的經濟夥伴，他認為就經濟議題來說，台灣不

能只著眼於單一市場，未來更要積極拓展多元

貿易夥伴關係，透過開放跨國企業來台投資，

設立單一窗口等，將吸引更多廠商進駐台灣，

維持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韋思德也指出，以跨國企業的角度來分

■ 圖左起：台北市美國商會財務長魏凱、宸鴻光電董事長孫大明、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台北歐洲商務協會理事長韋思

德、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常務理事岸本恭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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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擁有競爭力需齊備所有成功的要素，他認

為ECFA以及政府著重的六大新興產業，如果

能夠成功結合起來，將對未來台灣整體競爭力

有很大的助益。

在簽署ECFA後非常多外商公司都因對中國

市場有興趣而有意投資台灣，岸本恭太常務理

事認為，日商在台商的協助下，相信會有加乘

效果，目前有不少日本中小企業、技術背景強

的重型企業等，都希望藉由投資台灣來開發中

國大陸市場。

孫大明董事長也同意上述論點，他認為，

從企業界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問題是「牛肉

在哪裡？」他也非常樂見兩岸領導人非常務實

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彼此差異，可

說是為未來30年開展了全新的扉頁。他更親身

見證了2009年與2010年有很大的差別，他

說，宸鴻光電的總部設在中國大陸廈門，過去

一年來兩岸開放直航，不但有助於公司拓展營

運，員工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和家人相聚，因

此對公司更具向心力，且ECFA創造了廣泛的

機會，不僅是觀光產業的開放，中國大陸企業

也能到台灣投資，並吸引台商與資金回流，宸

鴻光電就期盼能儘快獲准回台成為上市公司，

與家人、家鄉分享成功的榮耀。

落實ECFA結合新興產業 展現加乘效應

梁國新次長於座談會中提及，沒有任何問

題單靠一顆萬靈丹就能解決，簽署ECFA只是

策略之一，台灣仍須多做努力，例如與中國大

陸簽訂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這代表未來

跨國企業在台設廠、設研發中心，在智慧財產

權上能夠更有保障。

韋思德理事長非常支持台灣推動產業差異

化、提振新興產業、發展綠色能源以及保護智

慧財產權等作為，他認為台灣將所有的努力加

總起來朝單一方向邁進，加上良好的法令、制

度配套措施，將有很大的機會實現共同的願

景，他非常支持台灣的努力。

魏凱財務長則以他個人在台工作近30年的

經歷說明，台灣不僅僅是技術強，所培育的人

才更具有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許多金融業投

資台灣都是看重台灣的人才資源，他認為人才

是未來著眼中國市場的重點之一。

至於要如何讓台灣企業界了解ECFA的內

涵、法規並具體落實，以及如何鼓勵更多外國

資金來台投資，增加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額

度、降低企業營業稅等，岸本恭太常務理事認

為這些都會跟ECFA產生加乘的效應，他也期

待台灣政府的積極作為。

孫大明董事長形容簽署ECFA後，兩岸關係

可說是典範的轉移，從軍事對立轉移到友誼環

境，將大幅降低經營風險，有助於兩岸一起成

長，更利於商業發展，他也觀察到中國大陸近

年來積極投入建設高速鐵路網絡，他認為政府

應思考如何與中國大陸的交通網絡作連結，幫

助台灣高科技產業精確掌握產品週期，提升競

爭力。

梁國新次長在座談會結尾時表示，政府推

動兩岸直航、簽署ECFA，塑造台灣成為亞太

營運中心的絕佳機會，相信未來不管是外商、

日商，連結中國大陸市場最短的距離，將是透

過台灣來連結中國大陸。他也很感謝各國駐台

大使及代表、與會企業貴賓熱烈的參與，共同

關心台灣嶄新的經濟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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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中，經濟部

與27家企業簽署投資意向書，以正式行

動來加持ECFA效益。對此，經濟部特地舉辦

第一屆全球招商人員培訓暨授旗啟動儀式，行

政院長吳敦義在會場訓勉指出，中央與地方政

府應作好萬全準備，致力降低投資風險、提升

投資未來性以吸引外商來台投資，讓外商得以

經由與台灣合作進軍大陸、東協、全球而大展

鴻圖，落實「壯大台灣、連結亞太、布局全

球」的政策目標。

全面積極推動招商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於2010

年6月29日簽署、9月12日正式生效，台灣已

進入後ECFA時代，兩岸經貿往來比過去更具

彈性，為對外招商增添契機。值此關鍵時刻，

經濟部展開招商人員培訓計畫，藉由具體行

動，以積極而專業的方式全面推動招商。

吳敦義院長指出，布局全球除了要有好的

創新發明、品牌行銷，更需要全球企業來台投

資，而吸引外資來台，就是須事先做好招商工

作。台灣雖然沒有豐沛的天然資源，但經濟實

力雄厚，有足夠條件吸引外商進駐投資。

台灣經濟實力在過去兩年全球金融海嘯、

H1N1危機及莫拉克風災等天災人禍衝擊下充

分得到印證。吳敦義院長表示，2008年9月，

全球因為金融風暴籠罩導致一片風聲鶴唳，台

灣卻能處變不驚，即是政府採取適度的財政擴

張政策、七度降息；此外，發放消費券刺激消

費、擴大公共建設以帶動經濟成長，在政府協

助銀行、銀行協助企業、企業協助勞工的環環

相扣下逐步恢復元氣，經濟成長率也已在

2009年第4季由負轉正，2010年第2季正成長

12.53%，第3季也一片看好。

不僅經濟實力通過考驗，台灣的國家競爭

力評比和民間消費信心指數也雙雙上揚。吳敦

義院長強調，想繼續維持成長，除了靠外銷，

也要吸引外來投資以創造就業機會。至於策略

部分，首先要力求投資環境安全、降低風險，

令人欣慰的是，兩岸關係逐漸由衝突轉為和平

穩定，政治風險下降，最近國際機構公布的全

球投資風險評比報告顯示，2010年台灣風險

排名第四，較2009年排名第五有所進步。

而降低稅率也是吸引外資的重點工作，吳

敦義院長認為，台灣近來有具體的努力成果，

兩年前將遺產贈與最高稅率由50%降為10%。

此外，還應加強服務，設身處地照顧外商的需

求。舉例來說，外商高階主管可能來台居住，

全球招商人員培訓暨授旗啟動儀式

壯大台灣 連結亞太 布局全球
「經濟部全球招商人員培訓暨授旗啟動儀式」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後，

政府單位首度舉辦的招商專業人員培訓活動，由行政院長吳敦義授旗，並由官方與業界專

業代表主講授課，為台灣培植專業招商種子部隊。

撰文／周方圓  攝影／林志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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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相關單位應從治安、交通、語言、子女教

育等層面設想，讓前來居住的外資代表住得舒

適便利。

ECFA加持下 招商勝算提升

經濟部政務次長林聖忠也在培訓課程中發

表談話，他認為兩岸簽署ECFA讓外商更有機

會藉助台灣前進中國市場，已為台灣對外招商

發揮具體效益。例如台美貿易投資架構協定

（TIFA）協商工作先前停擺二、三年，不久前

恢復，預訂2010年底舉行次長級會議，新加

坡則來台設立相關單位推動雙方經貿往來，整

體而言，外商對台灣的信心隨之提升，在不久

前舉辦的「2010投資台灣高峰會」中，共有

國內外27家企業與經濟部簽署投資意向書，投

資金額更超過新台幣1,000億元。

在ECFA加持下，台灣對外招商的勝算可望

增加，但林聖忠次長指出，全球各國近來正積

極招商，台灣更須積極走出去，由政府率團到

海外各地招商。且招商工作應該由中央與地方

政府合力出擊，並將範圍擴大，更應包括中國

大陸。 針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合作？林聖

忠次長認為，過去招商作業向來是由中央政府

主導，未來，地方政府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目

前全台各地有不少工業區閒置，地方政府應積

極清查、促銷，讓資源有效發揮。而政府已將

2010年訂為投資年，希望藉由經濟部培訓計

畫培養招商種子部隊，啟動招商列車。

提供專業分享招商實務 

為了讓培訓學員能夠以更專業的技巧進行

招商作業，經濟部招商培訓課程活動邀請紐約

國際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陳文敏與中華投資公

司董事長謝劍平主講招商實務技能，具體介紹

專業的招商秘訣。

陳文敏總經理以其在美國與台灣餐飲旅館

業及擔任微軟等大型企業顧問等豐富經驗，以

活潑生動的方式傳授國際招商的秘訣。包括為

自己建立品牌、妥善打造外在儀表形象、注意

全球五大穿衣規定、將顧客當成夢中情人、穿

上顧客的鞋子、以最高效率安排會面、根據各

國文化行使禮儀等。

陳文敏總經理指出，台灣人專業能力一

流，但相較之下，行銷能力有待提升，如果想

提升招商效果，應比過去更重視儀表，以建立

良好形象。例如，攜帶質感好的名片夾和筆記

本、根據不同場合穿著不同款式的衣服等等，

這些細節只要稍加注意便可提升形象，若一旦

疏忽將會大大減分。

課程結束後，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嚴

重光主持座談交流，接受學員提問。總結時指

出，日後將定期舉辦招商人才培訓課程，舉辦

方式將廣徵意見，務求培養能夠真正上場打戰

的招商尖兵。

■�全球招商人員培訓課程，由行政院長吳敦義啟動授旗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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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造代工的利潤微薄一向是常態，尤其電

子製造代工更已經降到只有5%或6%的

低利潤。尤有甚之，近來在大陸多起勞工抗議

事件所引發的加薪潮，更可能進一步壓縮代工

廠的利潤。根據來自矽谷的研究指出，最近在

市場上瘋狂銷售的iPhone4，其品牌業者蘋果

電腦，可拿到將近60%的利潤，但日以繼夜生

產組裝的代工廠鴻海富士康，利潤卻只有5%

至6%，相信任誰看到類似懸殊的數字，都寧

願選擇做品牌端。

全球話題圍繞在服務化

然而，要成功經營品牌，是相當困難的一

件事。台灣製造業歷經數十年來的努力，從代

製造業做品牌  先想服務化

跳脫微利枷鎖
朝製造業服務化前進
製造業服務化是全球趨勢，而向來以代工為主的台灣製造業廠商，更要加緊腳步朝向服

務化前進，才能藉由產業轉型，維持過去既有優勢之際，同時也能提高未來競爭力。

撰文／劉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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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變成終端產品品牌的業者，大概只有宏碁、

宏達電、巨大機械等寥寥幾家，其他幾乎都是

消費性終端業者。若無法成功經營品牌，更遑

論屬於製造業上游的製造原料材與零組件供應

商，因為做的是B2B業務，要轉戰品牌端就更

不容易了，目前台灣比較成功者屈指可數，台

積電則可算是較成功的案例。

根據英國品牌顧問公司Brand Finance公布

2010年全球最具價值品牌報告指出，台積電

名列239名，品牌價值高達34.99億美元，已

經高於宏碁的331名的27.95億美元。

製造業服務化的四大理由

製造業要成功邁向品牌之路既然如此困

難，或許可以先從製造業服務化的角度切入，

思考如何將服務深化到原本的製造思維中，然

後再慢慢朝建立品牌邁進。基於此，近幾年

來，全球各國都在討論「製造業服務化」的概

念，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博士陳信宏解釋，

所謂製造業服務化，是一種新的產業價值創

造，諸如新的價值主張、營運模式、市場區

隔、產品製造、產品生命週期階段、內外流程

以及ICT應用等，這些都是製造業服務化的基

本元素。

若要再深入分析，製造業必須加快腳步邁

向服務化，大致可歸納下列幾大理由：

降低國際市場波動對企業造成的影響。

一直以來，由於台灣製造業都缺乏自主性

產品的研發與設計，因此，一旦國際市場波動

較大，台灣製造業所受到的波及也就相對變

大，這個現象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風暴中

尤其明顯。

回想2008年金融風暴來襲之際，包括奇美

電、友達等面板供應商都受到很大衝擊，但

是，已經成功朝製造產業鏈下游移動的宏碁與

宏達電，受到的影響則相對小很多。

中國大陸所得倍增計畫調漲勞工薪資。

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推動國民收入

倍增計畫，再加上富士康與日本本田在大陸勞

工的跳樓、罷工事件，引發大陸龐大勞工的調

薪潮，使得在中國大陸設廠的台灣製造商面臨

更加沉重的勞工薪資調整壓力。因為這波調薪

潮的影響，讓利潤原本就相當微薄的代工廠，

更是雪上加霜。

於此之際，倘若台灣廠商只知道仍採「逐

水草而居」策略，持續朝往低薪資勞工的東南

亞移動，而不思考朝服務化邁進，日後終究會

因為再也找不到牧草，而讓企業生存面臨再次

的危機。

貿易自由化，服務與品牌概念更重要。

2010年6月29日，兩岸正式簽署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ECFA），未來，政府將進一

步與世界多個國家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這意味著台灣正快

速朝向貿易自由化前進，當貿易大門開啟後，

競爭就會愈來愈激烈。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杜紫宸在

台商回台投資高峰會中指出，全球都相當關注

兩岸ECFA的簽訂，在後ECFA時代，只要憑藉

既有製造能力、升級軟實力，加速轉型為製造

服務業，如此一來，台商才能在跨國競爭中，

維持既有的競爭力。而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劉碧珍也認為，對於台灣的製造業而言，MIT

產品已經獲得全球消費者的肯定，未來，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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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進一步朝自有品牌邁進，才能在國際上占有

一席之地。

製造與服務界線模糊。

事實上，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界線早就愈來

愈模糊，陳信宏博士指出，在美國許多企業的

經營都難以區分製造業與服務業。

舉例來說，做B2C業務的蘋果電腦，過去

給人的印象，只是一家賣3C終端產品的製造

商，不過，自從該公司賣iPod的策略，是採用

硬體產品整合軟體與服務一起銷售後，就變成

一家訴求體驗經濟，搭配軟服務的製造服務

業；至於向來以B2B為主的杜邦，其企業經營

策略，也是朝產品服務化概念前進，除了提供

產品，同時也提供技術支援與服務。

政策助功  加速製造業服務化

由於製造業服務化已經是未來製造業經營

趨勢所在，所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國政府，紛

紛推動這項政策。在台灣，總統馬英九也在

2008年底體悟到製造業服務化的重要性，因

此呼籲各部門要加速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之間

的「第2.5產業」，而所謂的第2.5產業便可解

釋為具有生產性的服務業，其特性即為：具備

第二級產業（製造業）的研發、核心技術、生

產中心與物流服務等；同時也擁有第三級產業

（服務業）的服務、貿易與結算特性。

除了台灣，還包括美國、芬蘭、歐盟等國

家與地區也都採取多種策略，經營符合該國製

造業服務化概念，其中，芬蘭的製造服務化，

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

業，以維持其競爭優勢；而歐盟的製造業服務

化，則是以複雜產品系統的概念為基礎，發展

歐盟體系成為「知識為基礎的工廠」；美國則

是朝產品服務化的方向前進。

整體而論，在趨勢使然及各國政府積極推

動下，製造業服務化無疑是企業永續經營關

鍵，因此，向來以製造業

為主要經濟重點的台灣，

更要加速製造業服務化的

腳步，才能維持國家與企

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服務化三大元素：創

新、人才與ICT

面臨製造業服務化的

趨勢，已有許多台灣製造

業做好充足準備朝服務化

邁進，但是，至今卻仍然

有許多企業還在摸索如何

成功轉型成製造服務業。■�製造業服務化，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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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宏博士認為，台灣製造業要將服務化

深入企業經營中，必須在企業注入創新的

概念與思維；杜紫宸副院長進一步表示，

企業必須具備全方位人才，並且善用資通

訊（ICT）科技來協助完成製造業服務化。

創新是朝服務化邁進的首要思維。

透過創新思維，製造業才能從過去賺

「技術財」，轉化為賺「服務財」，深化

與客戶的關係，進而思考並提供客戶所需

要的服務。如此一來，製造業與客戶的交

流將從過去侷限在產品本身，變成提供產

品功能與創新服務的深化關係。經濟部部

長施顏祥在台商回台投資高峰會中直指，未來

台灣應以既有的創新研發優勢，發展服務業，

以製造與服務兩具引擎，提升國際競爭力。

人才，是成就創新的重要元素。

企業要擁有創新能量，必須具備全方位的

人才。過去，製造業所需要的人才，多半以理

工背景為主，但是，光靠這些製造技術能力強

的理工人才，卻不足以成就服務化。企業內部

必須同時將研發、創新、行銷或是懂得客戶服

務的人才，全部吸納到企業中，才能在製造業

中植入具備全方位顧客服務的能量。台灣IBM

工商事業群總經理劉鏡清在一場研討會上的演

講指出，IBM成功轉型為服務型企業的關鍵之

一，就是對人才的重視。目前，IBM在人才培

訓機制上，從選、育、用、留，已經建立一套

非常完整的機制。

善用ICT技術，讓服務化變成可能。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製造業服

務化之際，要懂得善用資通訊技術的導入，才

能用最快的時間，接收市場（顧客）的訊息，

企業也才能快速反應，提升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關係。經濟部部長施顏祥指出，未來10年台灣

政府將積極協助企業導入ICT技術，協助傳統

產業升級為具備服務型態的企業。

事實上，現在台灣已有許多製造業積極藉

由導入ICT技術，將服務延伸到供應鏈下游的

消費者端。例如，近年來努力經營品牌的技嘉

科技，早在多年前就深知品牌經營的重要性，

積極善用ICT系統，提高客戶服務及對市場端

的預測，例如，換貨、維修（RMA）管理系

統，不僅可以降低庫存，還可以提高服務速度

並提升客戶滿意度。而旺宏電子，近來也積極

藉由ICT技術，提升與客戶端的聯繫與服務。

旺宏電子營運計畫處處長許忠雄指出，該公司

透過建置供應鏈電子化系統，建立與客戶端資

訊系統的連線，進而提高需求預測準確度與訂

單掌握度，大幅提升對關鍵客戶的服務品質。

另外，深耕IC封裝、LCD製程設備的電子

精密設備製造商均豪精密，也深刻了解服務化

的重要性，因此除了提供精密設備之外，也強

■ 創新、人才與資通訊，是服務化的三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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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客戶購買前、中、後的服務。均豪精密總管

理服務處協理張愉卿指出，現階段該公司正積

極運用產品加值策略，了解客戶想法，而透過

ICT系統的建置，可以幫助該公司預測未來5年

內下游客戶的產品需求發展，如此一來，才能

預先投入超越客戶期待的技術與服務。

總體來說，在服務至上的年代，由製造導

向轉型為服務導向，才能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因此，如今製造業不能仍停留在只是要求加速

產品研發、提高產品品質等方面，還要藉由創

新能力、資通訊技術，朝上整合上游合作夥

伴，朝下發展與顧客的關係，深化企業的服務

能量，才能在激烈的國際化競爭趨勢下，爭得

一席之地。

借鏡  延續探索服務化的可能性

製造業服務化概念全球已經有許多成功案

例，這些企業從原本單純只提供產品，進一步

朝向給消費者更多的技術支援、知識等服務，

包括電子科技業的IBM、汽車製造業的福特與

通用汽車，以及傳統製造業的米其林輪胎等公

司，其成功邁向服務化的方法，或許可以成為

台灣製造業所借鏡。

IBM從賣硬體轉型為IT服務提供商。

相信很多人都記得IBM前董事長葛斯納

（Lou Gerstner）所寫的《誰說大象不會跳舞》

一書，這本書描寫IBM從1993年虧損160億美

元，直到2002年獲利80美元，從葛斯納掌管

的IBM 10年經營經驗來看，其中有不少地方都

有論述，IBM如何從一家賣硬體的公司，慢慢

轉型為以客為尊、服務至上的服務型企業。

1990年代，以銷售大型主機的IBM，因為

個人電腦開始盛行受到嚴重衝擊，1993年擔

任執行長的葛斯納便掌握了重要關鍵：客戶購

買電腦之後，與客戶的互動並沒有就此結束，

之後的技術支援與維護，才是可以賺取較多利

潤的地方。因此，在葛斯納擔任執行長以及之

後的10年，IBM都在積極發展服務化，其中最

為人津津樂道的策略，就是葛斯納的「服務是

整合的關鍵」，在此策略下，IBM積極擁抱客

戶，並且在1996年成立IBM全球服務事業部，

成功整合旗下不斷分散的多個獨立事業體單

位，並且積極對產品進行整合。

2002年後，IBM朝服務化前進的策略更為

激烈，該公司在2002年6月先將硬碟部門賣給

日本日立（Hitachi），事隔兩年，又將IBM個

人電腦部門出脫給中國聯想，澈底將企業體從

賣硬體的公司，轉型為提供軟體與整體解決方

案的服務業。

成功轉型之後的IBM，其服務事業體的營

收便較其他事業單位高出許多，根據IBM公布

的2009年度財報顯示，該公司2009年度營收

為958億美元，其中來自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

業部的總營收則為373億美元、全球企業諮詢

服務事業群總營收為177億美元，相較之下，

來自硬體的總營收只有162億美元。

福特汽車靠品牌從金融海嘯中脫困。

汽車製造業可說是最早實現服務化的行業

之一。汽車產業的利潤與價值大多來自製造環

節之外，已有車廠將服務從製造往下游延伸，

將經營觸角延伸到金融服務（汽車信貸）及售

後維修服務領域中。其中，又以美國三大龍頭

汽車製造廠之一的福特汽車，其成功的服務化

經驗，最為人所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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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超過100年的福特汽車，瞭解汽車生

產流程不至產生太大變化，但在企業經營與創

新須不斷進步的同時，除了製造本業外，更必

須不斷創造經典汽車品牌，例如福特野馬、福

特林肯等經常在美國電影看到的系列車款，大

大打響福特名氣。

除了品牌外，福特汽車也不斷將經營領域

朝往汽車產業鏈下游發展，以拓展本業以外的

汽車服務相關事業。舉例來說，福特汽車維修

保養（Quality Care）也同時進行售後服務；提

供He r t z租車服務，以及透過福特汽車信貸

（Ford Credit）進行金融服務，這些都讓福特

汽車可以與客戶進行更積極的互動與接觸。

儘管遭遇2009年金融風暴的嚴重打擊，福

特曾面臨生存危機，最後是在美國政府紓困下

才能維持生存，不過，這並不影響該公司過去

積極朝服務化發展後，成功經營出來的品牌形

象。因為，福特汽車在金融海嘯過後，仍然被

Brand Finance獲選為2010年五百大品牌企業的

第51名。

米其林馳加中心，提升客戶服務

成立於1889年的法國公司米其林輪胎，

一百多年來，米其林以其製造能力將事業體擴

展到世界各國，然而，儘管企業經營非常成

功，但是米其林仍然擺脫不了人們對輪胎製造

業那種黑黑髒髒的印象，一直到2002年米其

林在澳洲開幕「馳加（Tyre Plus）輪胎服務中

心」，米其林徹底從傳統製造產業，轉型為具

備高品質服務的公司。

米其林馳加中心內部空間整潔明亮，工作

人員皆身穿乾淨的制服，服務客戶時面帶笑

容，徹底顛覆輪胎業予人的傳統黑漆印象，取

而代之的是猶如百貨公司的服務品質。馳加中

心主要提供輪胎更換、四輪定位、車輛清洗、

快修保養與美容服務。繼澳洲分店之後，由於

馳加輪胎服務中心受到消費者熱烈的迴響，米

其林很快在中國大陸、泰國、印度、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台灣等國家開設馳加服務中

心，至今已經累計超過700家中心，成為米其

林提升客戶服務的龐大網絡。

事實上，不管國內或國外，已經成功從製

造業轉型為製造服務業的企業逐漸增多，當然

還有更多企業還在努力當中，面對這樣的世界

趨勢，台灣製造業應該加快腳步，找對方法，

積極朝製造業服務化的2.5級產業發展，才能

提升我國在全球的競爭力。

米其林從傳統製造產業，轉行為具備高品質服務的公司。

受到消費者熱烈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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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個人電腦快速普及，具備列印文字、圖

片能力的印表機，自然也成為普及率最快

的電腦周邊產品之一，尤其在多家製造商相互較

勁下，相關列印技術不斷進步，產品製造成本快

速下跌，市場上入門級彩色噴墨式印表機價格非

常便宜，早已跌破新台幣2,000元大關，至於針

對商務環境特性設計的黑白、彩色雷射印表機，

也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許多公司與個人工

作上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以往必須仰賴印刷廠列印照片或大型海報，

在新一代抗光防水的油墨水問世後，徹底打破以

往彩色文件無法防水、抗氧化的刻板印象，更帶

以需求創意為基礎

Epson讓台灣品牌走向國際
愛普生集團決定開始調整全球營運策略，從深入瞭解客戶需求、善用本身核心技術，提供客制

化服務三大方向出發，希望將商用市場的營收比重從30%提升至50%，改善過度依賴零售市場

的經營窘境。 
撰文／林裕洋  攝影／路西法

■Epson產品種類涵蓋範圍廣泛，無論產品資訊或售後服務都相當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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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一股數位列印風潮，讓攝影師願意改以彩色

噴墨印表機列印照片，具備少量多樣列印特性的

大型圖輸出機，更成為戶外大型海報列印的最佳

選擇。以即將在2010年11月正式舉辦的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為例，便是利用大型圖輸出機列印

各種宣傳海報，配合靈活多樣化的手法吸引參觀

人潮，更代表數位列印邁入全新的應用領域。

借鏡日本設計  符合台灣消費習慣

從生產機械手錶起家，並在1963年東京奧運

上推出世界第一台具備電子計時與時間列印器功

能的精工愛普生集團，在影像處理市場與半導體

產業領域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目前全球營運總

部位於日本長野縣，全球擁有106家分公司和7萬

7千多名員工。在多數消費者熟知的影像產品事

業領域方面，以Epson（愛普生）為全球識別商

標，產品種類涵蓋點陣、噴墨、雷射等多種印表

機，也有數位相機、數位相框、投影機等產品，

在許多國家都非常受到歡迎。為提供各地消費者

更完善的產品資訊，以及完善售後服務的前提

下，更在58個國家設立服務據點，依照地域屬性

分成日本愛普生、美國愛普生、歐洲愛普生、中

國愛普生、新加坡愛普生及台灣愛普生。

愛普生早在1982年便開始耕耘台灣市場，不

過當時隸屬於香港愛普生所管轄，後來隨著台灣

的數位影像產品與電子元件業務快速蓬勃發展，

便在1995年正式更名為台灣愛普生，直接隸屬於

愛普生總公司。台灣愛普生影像科技事業群總經

理陳維鈞解釋：「台灣愛普生的整體營業額雖然

比不上其他歐美國家，但由於台灣消費習慣向來

朝向多元化發展，有類似東南亞國家以成本高低

為考量的族群，也有類似歐美國家以品質高低為

採購標準，因此日本研發團隊只要透過台灣愛普

生提供的資料，就能夠藉機快速掌握全球消費市

場的脈動，作為日後開發新產品時的參考，減少

到其他國家考察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成本。」

由於台灣本身也有許多喜歡針對產品功能進

行測試的消費族群，往往能夠提供設計團隊最寶

貴的產品使用資訊，所以每當有新產品正式發表

後，台灣地區總是被列為優先銷售的地區之一。

事實上，台灣愛普生能直接隸屬日本總公司

管轄的關鍵因素，在於台灣經營團隊非常注重消

費者的需求，不光能夠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關

係，還能即時掌握產品使用過程中的任何問題，

並且即時回報給日本總公司，甚至還能進一步安

排研發中心的技術人員，直接到台灣客戶的工作

環境參觀，實際瞭解消費者的操作與使用環境。

善用關鍵技術  滿足不同族群需求

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襲擊下，有超過

70%營收來自零售市場的愛普生，也因為零售市

場銷售趨緩而受影響，整體營收面臨有史以來最

嚴重的下滑。儘管減少資本支出、降低不必要的

成本開銷，確實能夠減緩獲利降低帶來的衝擊，

但從企業長久經營，以及擺脫競爭對手的角度來

看，反而應該從健全本身的體質開始著手，因此

愛普生集團決定開始調整全球營運策略，從深入

瞭解客戶需求、善用本身核心技術，提供客製化

服務等三大方向出發，希望將商用市場的營收比

重從30%提升至50%，改善過度依賴零售市場的

經營窘境。

「零售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而且產品生命

週期也短，很容易陷入價格戰的經營模式。愛普

生必須切入商用市場與產業應用領域，才能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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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營收來源。」陳維鈞總經理明白的指出：

「經過分析企業用戶的使用需求後，研發團隊發

現愛普生印表機使用的微針點噴墨壓電技術，更

適合應用在列印量大的商務環境中，所以針對不

同國家、地區、消費族群，設計各種不同用途的

印表機。」

以在2009年推出的Epson B-508商用噴墨印表

機為例，便是移植大圖輸出機具備的高速列印、

大容量墨水特性，而將產品體積縮小至一般印表

機，以滿足商業環境大量列印的需求，讓愛普生

成功跨入商用噴墨市場的領域。

至於2010年針對台灣醫療環境推出的Epson 

B-518DN商用噴墨印表機，則是台灣愛普生深入

瞭解客戶需求，與日本研發中心緊密合作下的產

物。由於台灣愛普生與許多醫療診所長期合作的

過程中，發現多數醫院多半採用特殊格式的紙

張，市面上很難找到能支援多種醫療文件格式的

印表機，所以台灣愛普生立刻邀請日本印表機設

計團隊親自到台灣醫院參觀，深入瞭解客戶目前

遇到的問題，所以新推出的Epson B-518DN商用

噴墨印表機除了保有快速列印、大容量墨水匣的

特性外，也能支援台灣醫院慣用的多種特殊紙

張，成為市面上唯一針對台灣醫療產業特性設計

的印表機。

減少碳排放   打造綠色工作環境

隨著天然資源逐漸被人類消耗殆盡，加上二

氧化碳排放量愈來愈高，更導致全球溫室效應愈

來愈嚴重，許多國家都在倡導節能減碳的環保活

動，期望減緩地球溫度逐年上升的狀況。

愛普生集團早在1988年致力推動綠色環保製

程，希望該公司生產的每件商品，能有超過75%

的原件能夠被回收再利用，減少對地球環境帶來

衝擊，善盡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截至目前為

止，愛普生已經有超過92.5%的影像產品，達到

75%可被回收利用的目標，堪稱是執行綠色環保

最澈底的模範企業，足以做為台灣企業營運過程

的借鏡。

陳維鈞總經理表示：「愛普生秉持愛地球的

社會責任，更進一步制定了『環境願景2050』，

希望能夠在2050年之前達成4項目標，分別是減

少整個產品生命週期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

所有產品納入資源再利用和回收循環、減少90%

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並消除二氧化碳之外的

全球暖化氣體排放量，與當地社區共同維護和保

■�Epson集團10年前便致力推動綠色環保製程，期望善盡

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圖片提供／E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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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生物多樣性。」

根據愛普生內部的研究報告指出，產品從設

計、生產、包裝、運送過程中，都會對地球環境

造成不同層面的衝擊，所以必須每個環節都要用

心處理才能達成減少9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

標。因此，愛普生不但要求上游原料供應商必須

通過環境規範的認證外，在產品設計上也力求省

電、可回收，並且透過體積最小型設計減少運送

過程所耗損的資源，讓消費者在使用印表機的過

程中，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衝擊。

有別於競爭對手陸續推出多款雷射印表機，

愛普生則將研發重心放在噴墨印表機上，不光是

本身擁有相關技術上的優勢，亦是考慮雷射印表

機的耗電量過高，使用者列印文件過程中也必須

消耗更多的天然資源，加上碳粉生產過程中也容

易造成對環境的傷害，因此希望研發具備省電特

性的噴墨印表機，滿足企業用戶大量列印的需

求。另一方面，也考量到許多用戶為了降低單張

列印成本，習慣購買價格便宜、來路不明的副廠

墨水，愛普生也計劃推出大容量的經濟型墨水

匣，讓消費者在沒有太大經濟負擔的狀況下，同

樣能為愛護地球盡一分心力。

強化創意設計  以自有品牌站上國際舞台

「台灣企業的體質都相當不錯，尤其擁有全

球最佳的產品製造技術，絕對能以自有品牌為最

佳後盾。」陳維鈞總經理認為：「在大陸成為世

界工廠之後，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已經

逐漸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台灣廠商只要從強化

本身的創意與研發能力著手，並且針對不同消費

族群的需求，設計符合其使用習慣的產品，絕對

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單以高品質或低價策略的行銷手法，已經無

法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必須仔細分析不同族群的

使用習慣與需求，客製化專屬的商品或服務，才

能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中脫穎而出，持續站穩在世

界的舞台。

以往台灣廠商只注重於產品功能面的研發，

卻忽略了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導致在打造自有品

牌的過程中，無法與其他國際企業競爭。未來若

能以愛普生深入瞭解客戶營運需求，提供完整產

品解決方案的策略為借鏡，勢必能夠在特定的領

域中站穩一席之地，讓更多台灣品牌能夠在國際

市場上受到肯定。

陳維鈞總經理認為，台灣企業

的體質都很不錯，又擁有最佳

的產品製造技術，絕對能以自

有品牌為最佳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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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至今超過百年歷史的伊頓，堪稱是全球

最大動力管理公司，其營運範圍從早期的

商用和軍用航空航太所需的燃油、液壓和氣動系

統等，延伸至提高電源供應品質，改善輸配電系

統及控制系統等等，並且依照業務範圍不同，分

成多個營運事業組織。以伊頓電氣集團為例，是

以改善客戶供電系統品質為出發點，長期專注在

中大型不斷電系統的設計與研發上。客戶範圍涵

蓋微軟、Google等全球知名企業，也因為伊頓飛

瑞的產品品質備受市場用戶肯定，許多24小時服

務的產業，如賭場業者、金融產業等等，更清一

色指明採用伊頓的不斷電系統。

以往專注於經營歐美市場的伊頓集團，看準

亞洲經濟成長速度非常快，台灣、中國大陸、韓

國、日本等區域更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鎮，在

滿足不同客層的需求下，在2008年4月正式收購

善用台灣技術與經驗

伊頓飛瑞
以雙品牌策略進軍亞太  
伊頓與飛瑞結合後，企業用戶能在完整的產品線中，找到最適宜的產品及解決方案，滿足不同

的需求。更致力減少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環境帶來的衝擊，採用符合環保規範的材料，就連生產

線的廢水排放標準也遠遠超過美國、歐盟等國家規範。
撰文／林裕洋  攝影／路西法

�■伊頓與飛瑞正式合併後，成功將營運觸角擴大到其他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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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中小型市場有亮眼成績的台灣飛瑞集團，並

改名為伊頓飛瑞慕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台灣企

業與消費者全方位的不斷電系統解決方案，並且

透過結合雙方原有的研發資源，利用雙品牌行銷

策略，提供企業用戶更多樣化的選擇，以及完整

的不斷電系統解決方案，正式將營運觸角擴大到

其他亞洲國家。

雙品牌行銷  提供完整的產品線

在全球經濟架構不斷改變的過程中，不斷電

系統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從1980年IBM第

一台個人電腦問世之後，電腦已經成為取代傳統

複雜工作流程的最佳選擇。尤其全球消費性電子

產業蓬勃發展，更是帶動半導體、軟體、製造等

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加上全球產業分工合作更

趨緊密，以及宅經濟的快速興起，多數企業都思

考著該如何打造24小時不中斷的營運環境。但受

限於營運環境與規模的不同，歐美多半以集團型

式的中大企業為主，亞洲除了部分日本與韓國企

業外，多為資金有限的中小型企業，兩者對不斷

電系統的需求也全然不同，幾乎不可能以單一品

牌滿足全球企業的需求。

伊頓飛瑞電能品質業務部亞太區總經理蔡孟

君表示：「歐美企業對於產品品質的要求非常

高，願意花大錢投資購買高品質的商品，但是亞

洲企業則非常注重價格與效能比，兩者的採購方

式截然不同，而伊頓飛瑞採用的Powerware、飛瑞

雙品牌策略，正好有如豐田汽車採用的Lexus、

Toyota能滿足不同需求的消費者。」相較於其他

國家，台灣不斷電系統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關鍵

在於台灣原本在UPS（Un in t e r r u p t e d P owe r 

Supply，不斷電系統）領域一直擁有相當不錯的

成績，加上資訊設備的製造技術獨步全球，所以

市面上有許多本土品牌可以選擇，加上許多外商

公司也引進各種產品，也讓企業面臨不知該如何

購買的窘境。

但是在伊頓與飛瑞結合之後，企業用戶便能

夠從伊頓飛瑞的完整產品線中，找到最合適的產

品與解決方案，目前針對台灣大型企業，如半導

體業、高科技製造業等高端市場，則是以伊頓的

Powerware品牌為主，一共引進3款不同產品在台

灣銷售，分別是針對單一機櫃設計的刀鋒式不斷

電系統，以及兩款針對中大資料中心設計的

9395、9390不斷電系統，至於預算有限的中小

企業，則可以選擇飛瑞品牌的機架式、直立式等

產品。

在引進高品質的不斷電系統之餘，伊頓飛瑞

亞太區總經理蔡孟君表示，伊

頓飛瑞的雙品牌策略，能滿足

不同需求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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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提供企業用戶建置高效能基礎電力設計的

服務，協助台灣企業降低能源轉換的消耗。儘管

台灣也擁有許多知名的跨國性企業，但由於欠缺

專業的電力管理與規劃人才，導致在建置基礎電

力設施的過程中缺乏整體規劃，致使浪費電力能

源，電力成本支出也不斷上升。但是藉由伊頓飛

瑞的協助，引進國際最先進的建置經驗與服務，

台灣企業用戶也能夠享受到最完整的基礎電力規

劃，以便日後能夠與其他跨國企業競爭。

深入瞭解需求  打造適切服務策略

伊頓飛瑞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中，成為許

多跨國企業指名合作的品牌，其秘訣在於長期深

入瞭解客戶需求，並且非常注重市場變化與未來

趨勢，依照資訊設備的特性設計各種不斷電系

統，以滿足企業用戶對穩定、高效能的需求。根

據該公司長期分析客戶的需求發現，企業需要易

於管理與擴充能力的不斷電系統，尤其還必須擁

有電源監控、電源管理的功能，才算是最完整的

不斷電系統解決方案。因此，伊頓飛瑞持續投入

龐大的研發與設計經費，建立超過1,000人的研

發團隊，其中，光是在台北的研發中心即擁有高

達250位的研發工程師，能夠提供企業滿足未來

需求的產品。

「伊頓飛瑞不光每年投入大筆的研發經費，

其中有超過80%的預算在分析市場未來的變化，

研發下一代客戶需要的創新產品。」蔡孟君總經

理表示：「目前伊頓飛瑞在亞洲的研發中心，主

要是著手於產品的設計與改良，至於美國先進研

發中心則是以創新技術為主，透過分工合作、雙

管齊下的模式，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持續領

先。」所以相較於其他本土品牌，伊頓飛瑞擁有

許多獨家研發的創新技術，能夠讓企業用戶以最

低成本享受更優異品質的產品。

不光如此，伊頓飛瑞也深入瞭解全球各地用

戶的使用習慣，提供屬於當地客戶適用的產品與

服務，例如針對台灣企業用戶的採購特性，建置

了龐大的技術支援團隊，以便在建置與購買過程

中，能提供最完整的技術支援。例如，在維持資

料中心服務不中斷的前提下，無論是台灣或美國

企業都願意投入大筆IT預算以添購不斷

電系統，但是兩者之間的導入過程卻截

然不同。

美國企業多半都是依照系統供應商

的建議，僅在不斷電系統完成裝機後，

針對各種功能進行詳細測試，以確保整

體資訊服務的穩定性。但是台灣企業卻

喜歡深入瞭解產品運作方式，尤其在導

入設備過程中會仔細詢問許多技術方面

的問題，包含不斷電系統與伺服器之間

的串連方式，以及市電中斷時如何快速

供電等等。多數外商品牌在台灣都是透
■ 伊頓飛瑞在亞洲的研發中心，著重在產品的設計與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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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經銷商販售商品，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與技術

團隊，往往無法提供本土企業直接的技術支援與

服務，更遑論提供完善的事前規劃與諮詢服務。

相較之下，擁有技術團隊與服務團隊的伊頓

飛瑞，便以提供台灣企業最想要瞭解的技術資

訊，還能將國外企業的建置經驗引進，讓本土企

業能與國際接軌，建置符合國際水準的不斷電系

統架構，提供購買產品以外的附加價值。甚至還

能針對缺乏電力管理與維護的產業，提供遠端監

控機房電力使用狀況服務，協助企業用戶掌握機

房的運作狀況，避免因為電力供應不足或火災意

外，而造成資訊系統服務中斷的情形出現。

致力綠色機房  減少天然資源浪費

隨著地球資源逐漸耗竭，減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已經是全球各國的共識，伊頓飛瑞也一直朝向

協助企業打造綠色機房的目標前進，更持續在產

品設計上下了許多工夫，例如依照不同的應用環

境，提供模組式、刀鋒式的不斷電系統，彈性調

配不斷電系統模組的使用率，並且從改善機構設

計下手，減少不必要的熱能排放，達到提高能轉

換 的 效 率 。 例 如 針 對 大 型 資 料 中 心 設 計 的

Powerware 9395中，採用了獨家研發的VMMS

（Variable Module Management System，可變電力

模組管理系統）技術，會自動偵測所有伺服器所

需的電量，進而決定啟用備援電池模組數量多

寡，加上產品內部的散熱結構也經過精密設計，

不但能有效提高不斷電系統的使用效率，還能降

低資料中心的電源成本支出，以符合新一代綠色

機房的規範。

蔡孟君總經理指出：「伊頓飛瑞不光致力於

提高產品本身的能源轉換效益，甚至為了改善企

業用戶以往測試不斷電系統的過程中，珍貴電力

能源白白被消耗的狀況，更獨家開發了電流偵測

與回饋的功能，企業用戶能在測試過程中清楚看

到不斷電系統的負載狀況，並且直接將電力回歸

到原有的市電網路中，提供給其他設備使用，所

以完全不會有電力能源被消耗的情形出現。」以

往台灣企業用戶必須購買昂貴的電阻設備，定期

針對不斷電系統的負載能力進行測試，不僅耗費

龐大的人力，電力資源更無形中被消耗殆盡，但

是現在透過伊頓飛瑞的綠色技術，不但電源管理

變得更輕鬆，也能讓天然資源更充分被利用。

此外，在肩負企業用戶應有的社會責任使命

下，伊頓飛瑞也致力減少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環境

帶來的衝擊，不光採用符合環保規範的材料，就

連生產線的廢水排放標準也嚴格要求，甚至遠遠

超過台灣、美國，及歐盟等國家規範，顯見該公

司對為地球環保盡一分心力的決心。

伊頓飛瑞能夠成功絕非僅靠著龐大的集團資

源，更非單純以創新技術獲得客戶認同，而是從

實際深入瞭解客戶需求著手，並且以保護天然資

源優先考量，善盡地球一分子的社會責任，絕對

足以做為台灣企業邁向國際舞台的借鏡。

■伊頓飛瑞的綠色技術，可讓電源管理變得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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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說台灣的中小企業不能在國際市場上打

下一片天？2009年打敗許多如華碩、

宏碁等大型企業，榮獲國家傑出「總經理」和

「行銷經理」兩項大獎，2010年再接再厲，

從諸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並拿下第13屆經濟

部小巨人獎第一名、磐石獎第六名、第八屆台

灣金根獎等10項獎項，振躍精密目前不但是全

球第二大高階辦公家具滑軌供應商，更樹立了

中小企業經營的最佳典範。

「參加獎項就好比在做企業體檢一樣，」

振躍精密執行長陳萬來娓娓道出積極參獎的原

因，「不同的獎項，就會有不同領域的專家來

評估企業的問題，而從這些問題意見中，讓企

業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再改進，每次都進步一

行行出狀元

振躍精密
以競爭成就品牌之路
身為全球第二大高階辦公家具滑軌供應商，振躍並不以此為滿足，執行表陳萬來豪氣的

說：「我們不止要拚Office的狀元，2012年時我們還要當高階影印機用滑軌的狀元」。

撰文／孫慶龍  攝影／林志騏

■ 振躍精密執行長陳萬來（圖中）帶領團隊

打下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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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長久下來競爭力就會出來。」

不斷地自我向上提升，正是振躍能夠被美

國第二大辦公家具廠評選為亞洲供應商第一

名，並列入世界級供應商的最大關鍵，「中小

企業要永續經營，就必須得不斷地走升級路

線。」陳萬來執行長自信滿滿的表示。

從中國發跡 做全球生意

1996年9月成立的振躍精密，成立初期只

有4個員工，當時董事長張聰波已經是國內最

大的五金配銷商，但要跨入到國際市場，仍然

充滿許多挑戰。對從電子業研發部門出身的陳

萬來執行長更意識到：「產品定位一定要聚

焦，才能拉高競爭門檻，而市場的胃納量也是

重要的一環，因此選定在五金領域中，規模較

大宗的滑軌市場。」

當初振躍決定跨入滑軌市場時，在台灣已

經有7家競爭對手，而且每一家都擁有15年以

上的經營歷史，不管是技術與客戶基礎上，都

不是振躍能輕易勝過的對手，「因此，我們當

時想到，既然在台灣已經當不成第一家，那就

跨海到對岸，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做滑軌的廠

商，這樣才能發揮先進者的優勢。」陳萬來執

行長道出當初的策略。

「當初的經營構想雖好，但卻面臨到許多

挑戰，」陳萬來執行長說，第一個挑戰就是技

術要從哪裡來？由於董事長張聰波的專長在配

銷，他本身過去的經驗又都在電機，因此對於

滑軌的生產製造並不熟悉。「工科出身的人大

概什麼都不會，就會整合！」他笑說，「所以

我就利用台灣很強的機械產業，去工廠找師傅

提供解決方案，整合出一套專用的設備。」

第二個挑戰則是要在中國大陸尋找到可以

互相信任與配合的廠商。一般來說，建立當地

配合廠商的方式有兩種：直接投資或代工模

式，振躍卻選擇另外一種創新方式，就是「無

償投資」。陳萬來執行長指出，「當時找了一

間在中國大陸擁有1,500名員工的國營轉民營

機械廠，並承諾對方無償引進台灣的設備機

械，材料的供應也直接從韓國、日本和俄羅斯

代為引進，甚至連訂單，都是由振躍負責從國

外找來，但唯一的條件，就是未來7年的市場

經營與產品開發都必須交由振躍主導。」就這

樣，雙方的合作關係便開始展開。

「這樣的經營模式，其實是用4個人去操

作1,500個員工，對振躍而言，是一項很大的

挑戰，但是我們做到了！9個月後不但開始量

產，第一年公司的業務已經擴及到35個國家的

生意。」陳萬來執行長驕傲的說。

從最難搞的日本客戶切入

談起振躍從無到有，並且能在短短一年之

■ 陳萬來執行長對振躍能做全球生意充滿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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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迅速打入全球35個國家客戶的供應鏈中，

陳萬來執行長表示，當時政府的資源著實提供

了很大的協助。「剛開始找訂單時，我們用了

很多貿協的資訊，」陳萬來執行長說，當時不

但發文給全球貿協的駐外單位，協助推廣關於

振躍的滑軌產品資訊，同時也使用貿協的客戶

資料庫，收集潛在的客戶名單，然後再將公司

所有的資源和心力，去開發客戶名單，就這樣

一點一滴慢慢累積。」

至於該如何選擇客戶的優先順序？「經驗

告訴我『從最困難的地方切入』是提高競爭力

的不二法門，」陳萬來執行長解釋，太簡單的

東西會讓第一筆生意做到時，競爭對手同時也

進來搶單了。當時振躍決定先從日本客戶切

入，「我的想法是先取悅日本人，當你能讓日

本客戶滿意時，其他客戶就自然會跟著來，」

由於振躍是第一家在中國大陸做滑軌的廠商，

擁有比台灣廠商低30%的價格優勢，「當日本

客戶很滿意振躍的產品後，我們便能容易地進

入IKEA的供應鏈。」陳萬來執行長說。

發展代工 就從中國出發

在中國大陸站穩腳步後，振躍也開始思考

讓公司成長的下一步策略，「或許是因為來自

電子業，所以我很難這樣就滿足，」陳萬來執

行長表示，從過去在電子業的7年工作經驗

中，他看到台灣電子業靠做代工快速興起的模

式，「因此，要快速成長，幫歐美大廠代工，

勢必成為日後發展的路線。」而滑軌的全球龍

頭德國Hettich及義大利FGV，則是振躍鎖定的

代工客戶。

由於IEKA生產的家用相關產品技術層次較

低，一般廠商都能做得到，價格優勢正是振躍

搶下IEKA訂單的主因，然而要幫國際大廠代工

不單只看價格，還必須達到所要求的技術能

耐，「在老大哥的眼中，沒有品質就沒有尊

嚴，更別提成為代工廠。」陳萬來執行長強

調，靠著價格優勢，以及在中國大陸當時只有

振躍能滿足Hettich、FGV等國際大廠技術要求

的先行優勢之下，從開始到現今已成為這些國

際大廠的供應商，僅僅只花了3個月的時間。

競爭 成就振躍的品牌之路

在2004年，中國大陸新成立的滑軌廠商愈

來愈多，「1999年振躍剛開始進入市場，當

時只是1買家對應3家供應商；但到了2004年

時，已變成了1家買家對應20家供應商，」陳

萬來執行長指出，這樣的競爭態勢，讓振躍不

得不重新思考接下來的發展方向，「如果只是

維持原來價格優勢的策略，振躍的路會愈走愈

窄，毛利也會愈來愈低。」這也是他從電子產

業代工廠毛利率「保五，甚至保四、保三」的

經驗上看到的一項警訊。

「條件環境不一樣，做法當然也有所不

同，」陳萬來執行長直指，2004年時，振躍

毅然決然回到台灣設廠，改往中高端的產品方

向發展，「當時滑軌產業在國外還有7至8家廠

商同時製造，所以跨足中、高端產品仍有很大

的發展機會。」

此外，從幫Hettich代工的經驗中，也發現

同樣產品，只要掛上Hettich品牌後，價差竟然

可以貴上30%以上，因此也讓振躍決定擺脫代

工的宿命，決定發展自有品牌之路，「代工只

是振躍的一個過程，自有品牌才是永續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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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之道。」陳萬來執行長說。

當然，產品的品質、技術水

準若不夠高，根本無法做自有品

牌，陳萬來執行長回到台灣後，

在公司內部創辦一個振躍學苑，

目的就在製造、解決問題、創

新、運籌中心等四個領域中不斷

提升自己的能力，為日後的品牌

之路做好準備。

振躍發展自有品牌之路，是

採取「搭便車」的方式，也就是

提供物超所值的產品吸引許多高階客戶，再要

求客戶打上振躍的品牌，「只要讓客戶認為打

上振躍的品牌有其價值，客戶就會願意這麼

做，」這樣的策略也為振躍帶來不少新客戶，

「當別人看到振躍的品牌出現在老大哥的產品

上時，自然就有其他的客戶自己來找我們。」

陳萬來執行長說。

中小企業的國際化 領導者思維很重要

振躍的成功，證明了只要經營策略正確，

台灣小中企業一樣能走向國際市場，成為產業

裡的「狀元」，對於正朝往國際化的中小企

業，陳萬來執行長給了幾點建議。「領導者一

定要有國際化思維（Mindset），」他進一步指

出，與企業變革一樣，只要最上面的領導者思

維沒有變化就不會成長，但領導者的國際化恩

維，是決定中小企業能否成功的關鍵。

「接著要有G=R、N=1的概念」，陳萬來

執行長解釋，G（Global）=R（Resouce）是指

資源要考慮到國際化的資源，只要有優勢地點

都可以考慮，「例如國際運籌，不能只考慮到

台灣的物流，而是要從客戶的角度來思考。」

而N=1則是指客戶都要變成「唯一」，不要想

用同一種產品賣給全世界，因為每個客戶都希

望能量身訂做。除此之外，他也認為，目前全

球已經是過度供給的情況，「這個過度供給並

非指特定產業，而是所有產業普遍的現象，」

在這樣的框架下，必須思考自己能夠提供何種

價值又是客戶所需要的，「當有此概念後，才

會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

同時，另一個須考慮的則是風險，由於現

今產業競爭激烈，「領導者有時一不小心就會

衝太快，忽略了可能的風險。」特別是部分區

域市場，如俄羅斯及巴西等，市場都不是很健

全，風險仍高，因此進入時就要有因應策略，

「要做國際化，風險的概念一定要有。」陳萬

來強調。

最後，還要考慮「人」的問題，公司要把

人當成資產，透過做公司的事情，讓員工愈來

愈用價值，也就是要累積人力資產，讓員工和

公司共同成長，如此一來，中小企業自然也就

能永續經營。

■ 公司要把員工當作資產，讓員工跟公司一起成長，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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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從1998年開始舉辦的

小巨人獎，主要是鼓勵為台灣國際經貿

努力打拚的傑出中小企業，更希望藉由得獎企

業引領，激勵更多以台灣為主要經營基地的中

小企業，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截至目前為止，

一共累計213家外銷績優中小企業，產業範圍

涵蓋資訊電子業的整流二極體、高亮度LCD顯

示器、通訊及醫療用電線、金屬機械的精密鋼

強化微笑曲線

捷騰光電
堅持以核心技術基礎
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襲擊下，捷騰光電依然在2007～2009年之間，保有高度的

營收成長率，堪稱是台灣中小企業的最佳代表，亦曾獲評為台灣高科技Fast 50、亞太高科

技、高成長500強。

撰文／林裕洋  攝影／林志騏  圖片提供／捷騰光電

■捷騰光電強化微笑曲線兩端，以自有品牌站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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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滑軌、太陽能光電系統安裝等，每家廠商都

具有特色與競爭力。

強化微笑曲線 以自有品牌站上國際

捷騰光電擁有「光、機、電」整合能力，

掌握核心技術、關鍵製程、建構銷售通路，致

力強化微笑曲線兩端，在Optica l、Sensor、

Lighting三大領域，以產品規格創新，建構出

特有競爭優勢，且精準靈活地布局全球，發揮

掌 握 世 界 大 廠 客 戶 的 實 力 ， 以 自 有 品 牌

「Solteamopto」打響塑膠光纖名號，奠定高品

質的領導地位，更囊括全球3C產品的頂級廠

商，在台灣、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等地取得

16項國內外專利，並且取得德國TUV、韓國三

星、LG等合作夥伴驗證。該公司每年均有高

幅度的營收成長，且持續不斷深耕技術、投入

新產品開發，走在全球業界前端，競爭力獨占

鼇頭，全方位卓越的表現，為台灣中小企業樹

立標竿，所以才能榮獲第13屆小巨人獎表揚。

2010年獲得小巨人獎肯定的捷騰光電，成

立至今僅有短短的10年，即便在2008年全球

金融風暴的襲擊下，該公司依然在2007～

2009年之間，保有高度的營收成長率，在小

巨人獎評審委員的眼中，其技術與產品均有一

定水準，且經營團隊又有幹勁，不但主要客戶

為國內外大廠，而前三大客戶營收比重穩定，

且皆為世界知名品牌，再加上直接與間接的外

銷比重高，堪稱為台灣中小企業的最佳代表，

不儘如此，亦曾獲評為台灣高科技Fast 50、亞

太高科技、高成長500強。

捷騰光電在「Optical」領域方面，以塑膠

光纖能提升聲音品質並推廣各類光纖訊號傳輸

應用；在「Sensor」領域則是以光與環境互動

為主，創造出3C產品對節能與舒適之應用；在

「Lighting」方面，則率先業界成功開發出全

球最輕薄省電全彩LED看板，以演色性極佳，

可隨意組合變化，超節能省電，高可靠度、高

穩定度與使用壽命長，建立「Sbravo」品牌，

帶給廣告應用與藝術創作一個全新應用平台。

以品質服務成功打敗日商

捷騰光電的員工僅有43人左右，但卻在

2009年創造高達新台幣約6億元的營業額，幾

乎是多數電子代工廠商的5倍以上，獲得第

十三屆小巨人獎看似理所當然，但該公司也曾

經面臨市場萎縮，導致營業收入大幅衰退的窘

境。捷騰光電早在2000年初，便看好網際網

路未來發展的潛力，專注於光纖通訊市場的研

發、製造與銷售，從代理國外石英光纖產品進

口，積極規劃自主研發的目標，同時極力招攬

與光學領域的專門人才，並由母公司崧騰企業

負責產品製造，所以能夠提供比其他國際品牌

更優異的商品，搶占市場廣大的石英光纖網路

市場。

■�捷騰光電董事長張俊雲（圖右）及副總經理陳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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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長，在2002年爆發一連串網路

公司倒閉、泡沫化後，不但許多碩果僅存的網

站降低投資規模，開始追求能夠實際獲利的營

運模式，多數電信公司也減緩網路基礎架設的

工程，以致於石英光纖的需求量大幅萎縮，也

讓捷騰光電營運短短兩年的時間，便面臨整體

營業收入大幅衰退的窘境。

捷騰光電副總經理陳晉豐表示：「2002年

網路泡沫化對捷騰光電營運造成很大的衝擊，

在思考公司未來營運方向時，我們依然堅持

『差異化』、『掌握關鍵技術』，並以『光』

為核心技術基礎，決定在石英光纖的基礎上，

發展塑膠光纖產品。」在母公司崧騰企業優異

塑膠機構設計與製造技術的奧援下，2003年

率先成功開發出塑膠光纖模組（POF TX/

RX），2009年成為台灣最大供貨量之塑膠光

纖模組供應商，即使歷經金融風暴，營收依然

逆勢成長，目前更穩居供貨量全球第一位；由

於產品、技術、 服務及經營策略均深具國際

競爭優勢，成為眾多國際3C大廠及日系音響產

品與遊戲機大廠的主要供應商，更是台灣第一

家取得德國萊茵TUV認證與登記成為美國FDA

的POF供應商。尤其捷騰光電對品質要求非常

嚴格，測試標準甚至比合作夥伴的規範更為嚴

厲，才能通過許多國際級廠商的認可，成為全

球最大的元件供應商。

「塑膠光纖最早應用在音響產品上，主要

是利用光、電轉換低干擾的特性，提供最完美

的音質，2003年時，市場幾乎都是由日系廠

商把持，傳輸標準與規格也都是由日本制

訂。」捷騰光電董事長張俊雲解釋：「當時日

系商品交期長達2至3個月以上，也讓捷騰光電

看到潛在的商機。」為了能與日系廠商抗衡，

捷騰光電不但一口氣推出市面上各種常用的塑

膠光纖，並且決定從音響市場切入，善用台灣

在製造方面的優勢，提供品質更優異、交期更

短的產品，也讓捷騰光電順利跨入塑膠光纖市

場。

完整技術支援 協助產業升級

有別於一般傳統連接器的廠商，只用傳統

連接器的觀念來經營此產品，捷騰光電以在光

電產業培育多年的專業技術，在客戶心中建立

了光纖與光電的專業及品牌形象，並且以塑膠

光纖領導廠商與光纖通訊的專業，持續對產品

進行滿足客戶需求與光電規格提升的開發，持

續將塑膠光纖的應用領域推廣至工業應用與網

路連接應用的領域。尤其隨著塑膠光纖被大量

應用在消費性電子產品上，捷騰光電也開始將

行銷觸角拓展到電腦零組件製造商上，希望降

低了市場飽和與過度集中的風險，進一步創造

高幅度的營收成長機會。成為台灣主機板製造

商生產高品質商品的最佳選擇。

以往主機板等廠商向日系廠商採購塑膠光

纖，多半基於取得高品質的元件，避免日後產

品維修困擾。然而在與捷騰光電合作後，不但

能夠得到相同品質的商品，還能夠得到完整的

技術支援，讓工程師得到最完整的光、電基礎

訓練。陳晉豐副總經理指出：「光、電轉換是

非常複雜的技術，早期即便在工研院也缺乏該

技術專業的人才，一般民間企業更遑論聘僱專

業工程師，所以捷騰光電與台灣廠商合作的過

程中，會提供專業、完整的教育訓練，協助合

作夥伴建立能夠自主測試產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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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市場競爭力，捷騰光電進一步以

光、電為基礎的概念，持續朝向半導體的製程

整合，並往Sensor與Lighting IC規格制定方向整

合，逐步以Optical／Sensor／Lighting的三大產

品主軸，以垂直技術整合模式，建構特殊技術

能力競爭的市場機會。隨著地球暖化問題日益

嚴重，天然資源逐漸被人類消耗殆盡，綠能產

業潛藏著龐大的商機，捷騰光電推出的光線感

應器，更是新一代節能商品不可或缺的元件。

以光感應器與LED  跨足綠能商機

光線感應器顧名思義是偵測光線強弱的感

測元件，產品應用範圍非常廣泛，與進階感應

技術結合之後，便成為蘋果 iPhone手機上節省

電力支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件。iPhone手機的

特色之一，是利用光線感應器偵測光線的強

弱，一旦手機緊貼於耳朵時，便會自動關閉螢

幕畫面降低電力耗損。

「美國與歐盟已經規定未來電視機電力消

耗的標準，所以必須內建光線感應器、影像感

測器，提供主動降低螢幕亮度或關閉螢幕畫面

的功能。」陳晉豐副總經理表示：「透過光線

感應器、影像感測器的協助，未來電視機除了

會偵測客廳或房間的光線亮度外，當發現沒有

人在觀賞電視節目時，便會自動關閉螢幕畫

面，減少不必要的電力浪費。」目前包含新

力、國際等大廠推出的新一代電視機，都已經

具備相關的功能，能夠自動偵測人像移動與光

線強弱的功能，以符合節能減碳的世界潮流。

此外，看準LED具備低耗電、使用壽命長

的優勢，捷騰光電也跨足生產LED全彩看板，

主攻P6與P3以下小點距市場，並且採用捷騰

光電獨有的32通道LED顯示驅動IC，能做到用

極小的電流便可點亮LED全彩看板，且所有的

RGB 3-in-1 LED，皆可透過點對點的靜態驅動

方式進行控制，並搭配內建的色彩校正技術，

達到顏色表現的極致。尤其具備超輕、超薄的

特性，可任意嵌在櫥窗或吊掛在牆壁上對外放

映，已成為點亮、美化室內及街頭城市的要

角。以上海地鐵站為例，便是採用捷騰光電所

生產的LED全彩看板，配合內建光線感應器的

設計，創造出能夠與人互動的藝術裝置。

捷騰光電成功的原因在於持續提供以

「光」為核心的創新光電產品，從專業的光纖

通訊、光線感測、商業LED等，展現出以獨特

技術、區隔市場的理念，成功成為全球最優質

專業的光學元件供應商。

■�捷騰光電以光與電為基礎概念，強化產品研發，提升市場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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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竹縣長邱鏡淳

打造希望亮麗科技城
新竹縣早期以農業立縣，至今仍保留純樸的客家農村文化，但由於新竹科學園區、清華大

學及交通大學、工研院等生產、教學及研發單位的設立而形成高科技產業主軸，新竹縣也

成為全台最具特殊位置、人力資源、科技資源的大縣。

撰文／吳秋瓊    圖片提供／新竹縣政府

新
竹縣的轄區內有「三鎮九鄉一轄市」，

全縣地形除鳳山溪及頭前溪河口一帶為

沖積平原外，其餘大多為丘陵、台地及山地。

充滿地景人文特色的新竹縣，境內的每一鄉鎮

都有特色名產，這也是新竹縣發展觀光旅遊的

先天優勢。

科技人文  帶動鄉鎮商機

以全台知名的北埔來看，雖是新竹縣最晚

開發的地區之一，但由於特殊的武裝移民背

景，形成了北埔與眾不同的聚落文化，因此累

積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產，也是大隘客家文化

的動態保存示範區。而新埔鎮由於地形上的封

閉性，則仍保有濃厚的客家傳統，對外交通便

捷的關西鎮，更是全國高爾夫球場密度最高的

鄉鎮。此外，尖石鄉是泰雅原住民的原鄉，鄉

內有秀巒溫泉、司馬庫斯及鎮西堡神木、大霸

尖山及桃山、鐵嶺等雪霸風景線，也是觀光旅

遊的熱門路線。未來更可望設立結合登山、野

地求生、民俗活動、植物等與生態相關的經營

與發展，成為台灣第一座生態人才培訓基地。

交通便捷，也是新竹成為科技重鎮的一大

優勢，以高鐵新竹站為起點，出發至台北車站

僅需32分鐘，至桃園國際機場需20分鐘，至

高雄左營站需90分鐘，是全台的中心樞紐，位

於竹北市內，被當地人稱為「六家」的高鐵新

竹站，舊稱「六塊厝」，建築設計更曾榮獲

2002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大獎，也是全台最

受矚目的高鐵車站。

■ 新竹縣長邱鏡淳對新竹縣的優勢相當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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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新竹縣的地理位置、人力資源、交通

樞紐等優點，邱鏡淳縣長自豪地表示：「新竹

縣擁有人文與科技並重，交通又便捷，再加上

擁有產官學薈萃，正是無可取代的優勢。」

自然優勢  發展觀光旅遊

民意代表出身的邱鏡淳縣長，具有「即知

即行」的高度行動力，自2010年3月走馬上

任，立刻率領團隊進入「行政備戰狀態」，務

必要把新竹縣從裡（縣府團隊）到外（招

商），從軟（自然資源）到硬（交通建設），

都要好好發展起來。目前縣府觀光旅遊處與文

化局，依春、夏、秋、冬季節的不同，預先規

劃出新竹縣一年的休閒、旅遊、文化活動，並

結合農漁特產的產季和鄉鎮重要活動，藉以提

供國內旅行業者規劃相關行程，積極行銷新竹

縣的觀光休閒，務必帶動各鄉鎮的地方繁榮。 

生態旅遊是新竹持續發展的觀光項目之

一，尤其是內灣風景區將結合尖石溫泉與後山

原住民部落的自然生態，讓內灣、尖石成為一

條完整的旅遊動線。內灣向來以油桐花及螢火

蟲聞名，尖石鄉則有溫泉及水蜜桃特產；未來

在輕軌捷運完成之後，內灣更將成為黃金觀光

動線。

邱鏡淳縣長表示，在輕軌捷運行經的9個

站，將以地方特色進駐，站內經營由本身產業

來認養，如此才能永續經營。而發展庶民經

濟，也是新竹縣非常重要的政策之一，未來亦

將持續發動縣內企業認養土地種植蔬果，由鄉

鎮公所來做產銷班，協助企業或農民做有機農

場；產出的作物，則可提供學校當營養午餐。

不但可以達到「一日食物里程」的環保概念，

無論土地和人力都得到有效的運用，也讓學子

進一步認識在地生產的食材，並且更熟悉自身

生長的環境。

未來針對休閒旅遊業發展，亦將連結縣內

已規劃完成的33條自行車道路線，分別沿山、

海、湖及頭前溪相互串聯成單車路線網絡，並

且結合高鐵、台鐵車站的鐵馬運輸，一起發展

運動、休閒、交通、大眾運輸的「三鐵逍遙

■�具有高度行動力的邱鏡淳縣長（圖前左三），希望新竹縣能從裡到外、從軟到硬都能齊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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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規劃山、海、湖的鐵馬休閒驛站，並推

動興建平價旅館，滿足自助旅行遊客的需求。

發展觀光旅遊，不能忽視周邊產業的配套

方案，新竹縣政府正積極推動傳統產業輔導升

級為觀光工廠計畫，透過觀光工廠DIY體認及

置入性品牌行銷，加速推展本縣特色產業發

展。新竹縣政府建設處也積極拜訪民間企業，

計畫輔導成為觀光工廠，未來遊客到新竹縣旅

遊，不僅可買農產或特產，還有觀光工廠的伴

手禮可以帶回家。邱鏡淳縣長指出，新竹縣共

有10家高爾夫球場，縣內又有高鐵、兩條高速

公路，亦有五星級飯店進駐，結合球場、飯

店、鄉鎮美食和地方觀光景點，新竹縣不僅可

以發展鐵道藝術文化、客家文化、動漫文化等

外，還可規劃高爾夫之旅，以小白球為起點，

帶動竹縣的觀光休閒產業。

行政效率  落實縣政第一

經濟部自2009年宣布將「雲端」納入六大

新興產業，包括推動整合寬頻網路、數位電視

網路、無線感知網路的「i236」智慧生活科技

運用計畫，做為全台縣市「科技龍頭」的新竹

縣，當然更要率先運作。「新竹雲端健康城

市」計畫，便是以竹北新市鎮和新竹科學園區

為示範推動場域，並結合產業、官方、學術、

研究四位一體，並已於2010年9月3日正式簽

署合作備忘錄，邱鏡淳縣長指出，「雲端健康

城市計畫」是整合現行技術成熟的科技設備，

創造新型雲端醫療服務模式，從新竹縣民醫療

健康服務延伸至各社區關懷據點，可以協助縣

府落實弱勢關懷照護。縣府定位為產、學、研

三方的整合平台，積極爭取雲端健康城市率先

在新竹縣落實。未來，也將在榮民、弱勢團體

的雲端醫療服務網同步進行，讓縣民享受科技

應用的成果。    

自邱鏡淳縣長上任以來，「積極招商」成

為就職至今的重責大任，甫上任即以「72小時

發照」的行政效率，引起國內外廠商的矚目。

當他獲悉「元晶科技」投資逾百億，買下新竹

工業區內2.1公頃土地預備建造新廠時，立即

帶領相關人員拜訪廠商，同時加快核發拆除執

照作業；扣除週休假日，縣府在72小時內就完

成核發舊廠拆除執照，讓生產太陽能光電產品

的「元晶科技」能立即進駐新竹縣。估計未來

該廠年產值將達新台幣500億元，並將帶入

1,600個就業機會。

邱鏡淳縣長表示，縣府正積極爭取設置

「國際綠能智慧園區」，而以綠能產業為主的

「元晶科技」設廠於此，對新竹縣的招商具有

指標性意義，迅速核發執照，可望吸引更多廠

商到新竹縣投資，未來更要積極開發縣轄工業

用地給需要到新竹建廠的企業使用，為新竹縣

帶來更多就業機會與發展契機。

建設重點  永續經營為先

邱鏡淳縣長看好科技重鎮的實力，一上任

就積極爭取成立「國際綠能智慧園區」，期以

建立教育與科技研發的特色園區，輔導深具潛

力的廠商，針對太陽光電、LED等領域進行研

發生產工作，並結合第一流院校人力進行產學

研究。其中「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將推動IC

／SOC設計、生物醫學及跨領域新興產業無污

染旗艦產業園區。園區內也成立不同領域的研

究中心、育成中心，創造出結構完整的產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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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聚落。相關計畫還包括成立國際醫療專區、

國際漫畫村、國際世貿會展中心、國際多媒體

創意園區、子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朱子學

堂、鐵馬休閒驛站等，未來將與「國際綠能智

慧園區」形成觀光魅力景點，打造新竹縣成為

全國綠能產業示範區域。

因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縣府也將成立

「國際多媒體創意園區」，期望以現代科技融

合特色產業、歷史、地理、人文、創意，提供

研發與設計的園地。邱鏡淳縣長表示，成立

「國際多媒體創意園區」，將可以成就新竹成

為「多媒體之都」、「創意之鄉」、「動漫畫

故鄉」及「多媒體產業設計研發之城」的城市

行銷品牌，進一步打造新竹成為國際多媒體創

意產業群聚的台灣代表。

就先天地理優勢來看，新竹縣位於北部都

會圈，以及中部都會圈的承接軸，具有自然風

土及人文等地利優勢，並善用新竹縣科技的優

勢整合，導入創意生活產業的規劃發展，以竹

北市高鐵站區及原璞玉計畫區域為主核心構

想。其中的「國際多媒體創意園區」可分為多

媒體研發與設計區：有效利用現代科技技術融

合特色產業、歷史、地理、人文、創意等理

念，呈現研發與設計的園地。也可以規劃展示

交流行銷的專屬區域，透過藝術表演結合多媒

體，呈現優質行銷成果，並整合縣內十三鄉鎮

創意產業及文化商品（如義民節平安符、桐花

季娃娃）及各類出版品。除此，客家電視專區

則可藉由客家電視台進駐，更能凸顯客家媒體

的產業特色。

基礎建設為本  帶動產業投資興趣

以行政效率優先，協助各項招商及建設計

畫為基礎，邱鏡淳縣長認為，發展新竹縣既有

的產業及文化特色，可有效帶動周邊的觀光商

機；而科技重鎮的特性，也能使國內外企業體

對新竹產生高度投資興趣，這對新竹縣來說，

基礎建設正陸續完成，未來可以提供更多外商

或台商的投資機會。新竹縣不僅有地緣、語

言、文化的優勢條件，再加上交通網絡及科技

產業優勢，正如湧泉活水，相信能為台商鮭魚

返鄉提供非常好的生存條件。

■�新竹縣以單一招商窗口服

務，快速核發執照作業，吸

引廠商投資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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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嘉義市長黃敏惠

預見人文休閒薈萃之都
被天下雜誌評定為「人文城市」的嘉義市，舊稱「諸羅」，建城於清康熙43年（西元1704

年），也是全台面積最小的城市，長久以來以「小而精緻」著稱，自1968年起，歷任市長皆

由女性出任，創下全台女性執政時間最長的紀錄保持至今。

撰文／吳秋瓊    攝影／蔡世豪   圖片提供／嘉義市政府

隨
著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經濟合作發展進

入歷史新階段，政府開放大陸人士來台

觀光，做為阿里山入口門戶的嘉義市，也因為

「阿里山光環」的加持，帶動相關產業商機，

包括旅行業、飯店、交通、餐廳、百貨業和特

產等，就業機會也相對提高，就整體而言，可

說是嘉義市發展觀光的絕佳契機。嘉義市長黃

敏惠表示，嘉義市腹地狹小，沒有名山大川等

著名景點，但在「文化」絕對是當地觀光上可

加值的關鍵；嘉義市不缺乏美，缺乏發現，

「用心發現嘉義市就有無限的寶藏」，每一項

都可以成為豐富的觀光資源。

黃敏惠市長是嘉義市30年來第九位女性市

長，出生政治世家，2005年參選嘉義市長，

2009年連任成功。本身即是嘉義女兒也是嘉

義媳婦，對於嘉義市的發展與未來，自然更有

一份天生的使命感，她更將嘉義市整體發展定

位「綠色永續適居城市」與「雲嘉南觀光休閒

消費中心」為兩大目標。

就地理位置來說，雖然有中外聞名的「阿

里山光環」加持，但是一個城市想要發展觀

光，交通要列為第一考量，嘉義市不但有國道

一號、台鐵及支線阿里山森林鐵路交會，鄰近

交通有台82線東西向快速公路、國道三號、嘉

義航空站及高鐵大道連接高鐵嘉義站，與嘉義

縣區域合作構成高速路網，這些優越的交通條

件讓嘉義市成為雲嘉地區交通轉運樞紐。

配合交通網絡連結，「先期交通轉運中

心」也是黃敏惠市長任內很重要的市政建設，

■嘉義市長黃敏惠對嘉義市有著天生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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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全國首創將台鐵、國道客運、市區公車、

公路客運及BRT不同運輸系統整合在同一地點

的交通轉運站，未來旅客穿梭轉運中心與火車

站間，不論搭乘火車、長短程客運或BRT公

車，都能經由連結站與站之間的空橋，在最快

時間內抵達目的地。有了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

與轉運設計，不但可以有效節省旅客的體力與

時間，相信也更能增加旅遊興致，為嘉義市發

展觀光帶來更高的營運商機。

嘉創中心  產業新地標

為推動嘉義地方產業發展，並且連結西部

科技走廊，經濟部籌設「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

心」，也是全國第一處重大產業創新研發中

心，以嘉義市豐富資源，近中科、南科及中南

部產學研發單位的優勢，將有效協助雲嘉南區

域產業升級轉型，促使嘉義市在台灣產業發展

的價值鏈中扮演最重要角色。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由工研院負責

執行興建，整體建物以綠建築設計為概念，整

合「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

發展中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及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等四

個法人機構，以發展「醫療照護」、「養生保

健」、「觀光旅遊」、「精緻農業」、「文化

創意」等策略產業，促成地區產業創新發展與

投資，打造嘉義市成為健康之都。黃敏惠市長

表示，預計2010年底完成第一期試驗工廠及

人才培育空間，2011年正式啟用營運，未來

將吸引研發人員、廠商進駐，促成企業投資及

培育地區人才，建立創新產業地標。

因應「健康之都」的發展目標，嘉義市也

是全國高齡友善城市試辦城市，延續行政院曾

在2000年時於嘉義市試辦「建構長期照護體

系先導計畫2001～2003」，市府也在2003年

10月成立「嘉義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這也

是全國第一個整合社政與衛政服務的單位。

2010年2月，嘉義市成功加入WHO西太平

洋區健康城市聯盟，而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更指定嘉義市成為全國第一個「高齡友善城

市」試辦縣市，同時擬定八大面向發展目標，

包括戶外開放空間與公共建築、交通運輸、住

宅、社會參與、尊重與社會包容、市民參與及

就業、通訊及資訊流通、社會支持及健康服務

等項目。

2010年第二屆台灣健康城市獎項公布，嘉

義市分別獲得健康環境、社區參與、城市安全

■ 嘉義市腹地雖小，卻匯集了人文、休閒的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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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成果獎等3大獎項，顯見嘉義市推動健康

城市已交出不錯的成績單。

振興經濟  感動新元素

為了振興地方經濟與觀光產業發展，嘉義

市政府目前積極推動「嘉義市火車站附近地區

都市更新案」，這是行政院列為六大指標都市

更新示範計畫之一，更新計畫共分為「公3主

題公園」、「阿里山林業村」、「北門車站

BOT」及「檜意森活村」4個子計畫，由市

府、林務局及民間相互合作，共同執行，預計

於民國101年完成。黃敏惠市長表示，嘉義市

想要推動文化觀光，就要找到令人感動的元

素，必須是嘉義市最獨特並且不可取代的元

素；嘉義市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留下許多

歷史遺跡，特別是林業產業，到現在街上到處

都可以看到木造建築的房子，林業文化就是嘉

義市的「獨特元素」，保存並且活化林業文

化，也是嘉義市政的「當務之急」。

在都市更新案中的子計畫「檜意森活

村」，包括28棟舊有木造日式建築整修活化再

利用，形成一處重現林業歷史文化的觀光專

區，將基地內原有直徑大於20公分老樹保留；

其中新建農業精品館自2009年年底動工，預

計2010年11月完工，精品館以「一心二葉」

為概念設計，凸顯阿里山茶文化精神，未來將

引進在地農產精品，可望成為觀光產業新景

點，並增加就業機會，有效促進經濟發展。

在產業發展方面，則以嘉義「創意文化園

區」為主；園區位於台灣菸酒公賣局嘉義舊酒

廠，基地形狀呈長條形的舊酒廠，內共有37棟

建物，其中包括鍋爐室、再製酒及包裝工場、

儲酒室、再製酒及製麴工場、材料五金倉庫、

機器修理及木工場、中間試驗工場（即原料倉

■林業文化是嘉義市的獨特元素，也是嘉義市政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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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等7棟，因具有歷史價值，已由文建會登

錄為歷史建築。文建會並將嘉義創意文化園區

定位於「傳統藝術創新中心」，由於雲嘉南地

區的掌中戲劇，也是傳統表演藝術中雜技藝能

最具特色的項目，希望經由園區規畫常態性活

動，透過表演團體進駐、建造成為國際藝術村

為最終目標。

產業整合  文創新商機

嘉義市歷來孕育許多知名文藝創作人才，

發展出許多特殊的傳統文化產業，如交趾陶、

石猴雕刻、木雕等，並擁有「畫都」之美譽，

著名華人藝術家的陳澄波、林玉山都是在地嘉

義市人；文建會以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區域性及

在地特色為基礎，提出「區域整合及集聚計

畫」，就是以嘉義創意文化園區為發展中心基

地並串聯嘉義境內以工藝（嘉義交趾陶、石

猴）、創意生活及木家具設計（阿里山木

業）、視覺藝術（陳澄波、林玉山）及音樂

（嘉義國際管樂節）為主之藝文資源。其中包

括藝文空間像嘉義市鐵道藝術村、交趾陶博物

館、嘉義縣蔗埕文化園區（蒜頭糖廠）、故宮

南院等，同時也納入歷史特色的舊監獄、阿里

山林業村、鄒族文化園區等，也另結合在地文

化觀光資源，如蘭潭風景區、阿里山國家風景

區及曾文水庫等相關資源產業。

嘉義創意文化園區，不僅產業生產動線機

具保留最完整，未來將融入石猴、交趾陶及木

雕等在地藝術的研習、創新與展示等功能。

黃敏惠市長指出，未來可朝向科技與趣味

結合的多元創意，以帶動地方文化藝術產業發

展，不僅於此，透過工業遺址保存與活化再利

用，結合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嘉義火車站、

鐵道倉庫藝術村、竹材工藝加工廠、文化中

心、營林俱樂部、阿里山鐵道北門驛、嘉義舊

監獄等市定古蹟或產業建築，未來可望串聯成

閃亮的嘉義文化珍珠。

行銷城市  歡慶管樂節

很多城市會藉由節慶活動來增加在地的商

機，但是唯有具備在地特色才能成為產業深度

及國際優勢的主題，從1993年起就舉辦的

「嘉義市管樂節」，即將邁入第19屆；繼

2000年成功辦理亞太管樂節活動，受到國際

管樂界的矚目，為延續美好的傳統，黃敏惠市

長上任之後，致力於管樂各項創意活動結合與

行銷工作，2007年更遠赴愛爾蘭親自簡報，

爭取到2011世界管樂年會的主辦權，不僅是

台灣的第一次，也充分展現嘉義市做為台灣管

樂之都的實力。

不斷的加入新的文化元素，就是管樂節得

以不斷成長延續的因素，以往偏重於室內外表

演，黃敏惠市長更加入創意踩街、音樂論壇、

管樂心情小語及故事寫作、管樂異業結合的表

演像歌唱、舞蹈等，將為全台唯一以管樂為主

題的跨年晚會。

嘉義雖然小，但具有允文（音樂文化）也

允武（科技研發）的特質，讓小地方擁有大磁

場的能量。黃敏惠市長樂觀預估，不論是作為

「雲嘉南觀光休閒消費城市」的嘉義市，或是

阿里山入口門戶的嘉義市，具備人文、科技與

永續經營的特色，都代表著台灣精神，不僅是

嘉義市發展的重要時機，更可預見未來以觀

光、文化創意產業躋身國際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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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劇行動裝置產業競爭
你可以想像一台行動裝置，既可對原有產業，又能對多種行業帶來變革嗎？不用懷疑，

Apple iPad就有這樣的魔力。上市首日就熱銷30萬台、兩個月賣200萬台的iPad，正以獨

特操作介面，搭配軟體及整合服務銷售等模式，引爆一場大變革。

撰文／劉家瑜  圖片來源／路透社

在
2010年初，蘋果（Apple）執行長賈伯

斯在舊金山的新產品發表會上，端出人

們期待已久的新產品Apple iPad，這款功能與

小筆電（ N e t b o o k ）、電子書閱讀器

（e-Reade r）功能相近的平板電腦（Tab l e t 

PC），不僅讓沉寂多年的平板電腦市場，再次

受到全球電腦廠商與消費者的熱烈矚目，更對

小筆電與電子書閱讀器市場帶來衝擊，尤其，

Apple iPad友善的操作介面，以及其搭配軟體

服務的商業模式，更讓各行各業願意利用

Apple iPad整合ICT技術，來提升產品銷售能力

與服務品質。

其實，早在2002年之際，平板電腦就曾經

在市場上喧囂一時，當時不少終端設備提供商

紛紛推出相關產品，期望可以搶下筆記型電腦

的行動商務市場，但因當時平板電腦的價錢過

高，加上技術上有重量太重、手寫輸入技術不

足、CPU散熱、電池續航力不足等諸多問題，

最後因市場反應冷淡而宣告失敗。

事隔8年，Apple iPad完全改變過去平板電

腦慘遭滑鐵盧的經驗，根據蘋果官方資料指

出，2010年4月3日正式在美國上市的Apple 

搭配軟體  行動自如

Apple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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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首日銷售量超過30萬台；短短兩個月就

狂銷200萬台；上市80天之後，Apple iPad銷售

數字更突破300萬台。Apple iPad瘋狂銷售的程

度，至今仍持續延燒。拓墣產業研究所美西研

究中心協理尤克熙估計，2010年Apple iPad出

貨量可望上看1,150萬台。

Apple iPad熱銷  勝在技術革新

Apple iPad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在於新技

術能徹底解決以往平板電腦的弊病，例如，

Apple iPad重量只有0.68公斤、厚度只有1.34

公分，可解決攜帶不便的麻煩；而多點觸控的

使用者操作介面，更解決了以往輸入與操作不

友善的困擾；且電池續航力更長達10小時。

此外，Apple iPad內建的無線網路傳輸技術

Wi-Fi與3G的特色，更符合了行動商務市場的

需求，Apple iPad共有兩種版本，一款提供

Wi-Fi連線，另一款則提供Wi-Fi和3G連線。蘋

果指出，iPad採用最新的802.11n Wi-Fi及3G

（HSDPA）技術，最高支援到7.2 Mbps連線速

度。更藉由搭配APP Store等多元化應用模式，

讓消費者愛不釋手。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關鍵因素，Apple iPad要價只有499美元（不到

新台幣2萬元）與過去平板電腦動輒超過5、6

萬的價格，顯得平易近人許多。

Apple iPad的熱銷，讓平板電腦捲土重來，

雖然國際研究機構Gartner指出，現在平板電腦

在全球的銷售量還不到PC總出貨量的1%。但

隨著其他品牌業者陸續推出平板電腦，未來平

板電腦市場的發展的確不可小覷。研究調查機

構ABI Research則認為，轉型後的新一代平板

電腦，2010年銷售量將成長10倍，到了2015

年可望達到5,700萬台，成為PC產業新一波市

場動能。

目前，包括聯想、惠普、華碩、微星、宏

碁、三星、LG、Sony等設備大廠都陸續投入平

板電腦市場，相繼推出相關產品。其中，聯想

預計於2010年底推出採用Android作業系統的

「樂Pad」系列平板電腦；惠普也在2010年3

月發表首款商用平板電腦EliteBook 2740p，以

鎖定醫療、銷售與教育市場；Sony則在2010年

5月加入戰局，推出Sony Dash，率先在美國上

市，售價只要199美元，比Apple iPad更為便

宜。台廠部分的華碩與微星則在2010年所舉

辦的台北電腦展中，分別展示華碩EeePad與微

星WinPad 100，兩家公司都將在2010年第3季

將產品推出上市；宏碁則透露，預計2010年

第4季或2011年首季推出Android作業系統的平

板電腦。

儘管全球各大廠紛紛搶進平板電腦市場，

尤克熙認為，他牌平板電腦仍難與Apple iPad

抗衡，面對激烈的競爭，Apple iPad將憑藉其

流暢的操作介面，以及搭配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所提供的逾20萬種應用程式，讓Apple 

iPad在2011年前仍會是平板電腦市場的霸主。

鯨吞蠶食小筆電及e-Reader市場

當然，隨著Apple iPad所引爆的平板電腦熱

潮，勢必會對既有的行動終端設備產品帶來威

脅，首當其衝者即為小筆電與電子書閱讀器。

深究其原因，在於平板電腦與e-Reader在硬體

規格上十分相近，除了Apple iPad，目前多家

廠商推出的平板電腦，也都提供有電子書的功

能，拓樸指出，目前電子書仍以灰階螢幕為主

p54-57 產業觀測站.indd   55 2010/10/5   10:39:24 PM



56

產業觀測站．Insight

流，雖然適合長時間閱讀，但是卻缺乏上網、

文書處理與多媒體瀏覽功能，而且平均售價要

500美元，相較於平板電腦，e-Reader顯得弱勢

許多。

至於訴求行動商務、多媒體商務與簡單文

書處理的一般小筆電功能，平板電腦也都具

備，因此，平板電腦對小筆電帶來的衝擊肯定

較大。調查機構DisplaySearch預估，2010年攜

帶型電腦市場出貨量將成長到2億1千5百萬

台，Apple iPad與他牌平板電腦陸續問世後，

將使平板電腦市場快速升溫，DisplaySearch認

為平板電腦不僅將成為電子書消費者的另一種

選擇，也有機會搶下部分傳統翻蓋式筆記型電

腦的市場。

DisplaySearch筆記型電腦市場的研究總監

John Jacobs則指出，如果他牌平板電腦也能像

Apple iPad一樣，能提供內容載體與易操作介

面，將會使平板電腦在未來有更好的表現。而

Apple以「硬體設備+軟體與服務」整合銷售的

成功模式，將為整個供應鏈市場帶來最大的獲

利，不用像銷售迷你筆電般，無論是零部件供

應商、代工廠商、品牌廠商或零售商，都只賺

取微薄的利潤。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發布的調查資

料則顯示，2010年第2季全球PC出貨量達

8,290萬台，呈現兩位數成長，不過，雖然消

費PC出貨呈兩位數成長，但因為小筆電的成長

已經開始放慢速度，使得整體消費行動PC出貨

量成長趨緩。Ga r t n e r首席分析師Mi k a k o 

Kitagawa指出，就目前平板電腦的售價來看，

尚難推估將對筆電市場帶來何種影響，但是蘋

果iPad引發的熱潮，確實暫時減少小筆電及筆

電的銷售量。

對應用服務帶來全新改變

Apple iPad除了對硬體挾帶巨大衝擊，也為

軟體產業與應用服務帶來相當的影響力。

Apple在發表iPad的同一天，也對外公布一套

iPad專用的軟體開發套件（SDK），開發人員

可以運用套件，在iPad上開發出各式各樣的全

新應用程式。

此外，App l e iPad內建電子書下載平台

iBook Store，因此，開賣當天，Apple便展示

6,000多本電子書，蘋果官方資料則顯示，

iPad銷售首日，應用程式下載次數就超過100

萬次，且iBook store銷售超過25萬本電子書，

幾乎每位iPad消費者都下載超過3個應用程

式，並買了一本電子書。

由於整合APP Store與iBook Store，因此

Apple iPad不僅對既有行動裝置與軟體帶來轉
■ Apple iPad的問世，刺激了平

板電腦市場的快速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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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令人難以想像的是，Apple iPad才上市短

短幾個月，就對許多非電子業者帶來變革。根

據日經週刊報導指出，諸如出版業、美容業、

服飾業、保險業在內的企業，都已經開始藉由

Apple iPad獨特的功能與操作介面，搭配相關

ICT技術，發展出各種商業應用，以提升其產

品銷售與客戶服務。

受影響最深的產業莫過於出版業電子化速

度大幅加快。一家日本軟體開發商Yappa公

司，近幾個月以來就因為Apple iPad，不斷接

到出版公司要將其出版內容數位化的案子。甚

至在日本服飾業中，也開始利用iPad進行產品

銷售，讓消費者可以利用iPad搜尋商品，然後

藉由商品上的二維條碼及手機下載訂購服務，

讓消費者可以進行線上下單購買。

台灣廠商開發多元應用程式因應

面對平板電腦來勢洶洶，身為電腦產品重

鎮的台灣，在行動裝置產業發展上勢必受到波

及。據了解，2009年在小筆電市場銷售成績

亮眼的華碩與宏碁，其小筆電出貨量都已經受

到影響；至於電腦零組件供應商，則因為平板

電腦所採用的零組件與一般PC相近，因此可在

這波平板電腦熱潮中分得一杯羹。例如，供應

Apple iPad印刷電路板的華通、金像；提供機

殼的鴻準；觸控面板廠和鑫與勝華及組裝廠鴻

海，都已經獲得相當利益。

至於原本在電子書閱讀器表現不錯的電子

紙模組廠商元太，則因Apple iPad所造成的電

子書閱讀器降價風潮，而倍感壓力，由於元太

兩大客戶亞馬遜與邦諾宣布調降電子書閱讀器

售價，迫使元太利潤受到擠壓。有鑑於此，在

平板電腦的衝擊下，電子紙模組廠應該力求在

技術上做提升，做出可以提供與紙本經驗相同

的電子紙產品，才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對於台灣軟體業者而言，不論是規模較大

的軟體公司、小型軟體公司甚至是個人軟體開

發者，都可藉由開發多元且可看性高的應用程

式，搭上App Store的便車，讓自己的軟體供應

給全球iPad用戶下載，進而躍登世界舞台。

Apple iPad確實已經對許多產業鏈的不同層

面引發很大的轉變，尤克熙分析指出，Apple

的另類思考模式，已經讓平板電腦不再只是電

腦而已，而是能提供多媒體服務的平板機台。

甚至可說，隨著iPad的出現，新型態的媒體王

朝也將正式來臨。

■ 小筆電的成長速度，也

因Apple iPad的出現，

呈現逐漸趨緩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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