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投資季刊
103年9月30日出刊

CONTENTS目錄

發  行  人  ：連玉蘋
編輯小組 ： 蘇武華、李鴻良、黃彩妮、施匡政  

江騰輝、游明輝、侯佳吟

發行單位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地       址 ：100台北市館前路71號8樓
電       話 ：(02)2389-2111
網       址 ：www.dois.moea.gov.tw
投稿信箱 ：wnlin@nm.moea.gov.tw
服務專線 ：(02)2389-2111轉117 黃彩妮

No.61

編輯製作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4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141號6樓
電       話 ：(02)2505-6789轉5522
中華民國89年3月18日創刊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780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台北郵局許可證北台字第1897號

02

封面故事

總論篇》台灣具ICT、人文優勢 可望贏得商機            
迎接智慧城市新趨勢

06
應用篇》智慧城市相關技術 遍地開花

            智慧生活  無所不在

14
案例篇》以系統整合角色為例

開創智慧城市大商機

18
專題報導

聯盟互補 創造1+1>2的互補綜效
台日簽訂協議  合作增契機

22
適地化、優質平價產品 台商搶進
亞洲中產階級崛起  商機可期

26
前進中國大陸市場 布局全球
台灣連鎖服務業 世界發光

30

外商觀點

成立測試中心創造雙贏  
UL看好台灣經濟 持續擴大測試內容

編者的話

發展智慧城市 商機無限大01

34

台商動態

堅持26年鑽研一件事
凱撒專注衛浴  成就非凡

38

台商動態

重視客戶的問題及需求

宇瞻邁向穩健獲利的正循環

產業觀測站

台灣科技產業上下游動起來

物聯網時代全球熱起來
49

在地投資

彰化縣：田園科技幸福城 
 行政效率高 投資達陣

42

46
國際投資趨勢

越南排華暴動、泰國政變戒嚴

東南亞政治不穩  考驗投資

53

話題追蹤

台灣製造業轉型升級

加速啟動 雷射產業技術力

61-封面裡-目錄.indd   2 2014/9/25   下午10:16

1 1

From the Editor

自
古以來，城市發展的腳步不曾停歇，而在

21世紀資訊科技突飛猛進之下，透過行動

化、雲端、巨量資料、物聯網在內的各種科技，

發展多元化智慧城市生活形態，成為全球各大城

市追求的目標，藉以解決城市人口愈來愈多所衍

生出的各種問題，帶領人們往更美好的生活形態

邁進。

為了讓城市的管理者更加清楚如何推動智慧

城市，讓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更能掌握商機

所在，以及讓城市居民更了解智慧城市的具體生

活形態；本期封面故事特別以「智慧城市」為主

題，從各個環節探索智慧城市的不同樣貌與潛在

商機。

首先將介紹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趨勢。根據國

際調查機構 IDC的報告指出，目前全球已經啟動

或正在興建之中的智慧城市超過 1,000個，未來

每年仍以年複合成長率 20%的速度增加，日經

BP社 Clean Tech研究所預估，2030年時全球市

場規模將達到 1,000兆日圓，包括中國大陸、美

國、日本、歐洲的智慧城市商機都將快速湧現。

接著再探討發展智慧城市的相關技術，以及

目前已經有哪些智慧化應用被廣泛在全球城市推

廣開來：包括智慧建築、智慧園區、智慧醫療、

編者的話

發展智慧城市 
商機無限大

智慧交通、智慧商務、智慧節能及安全監控、智

慧旅遊等，都已經在全球遍地開花，讓生活更加

美好。

舉例來說，智慧交通應用可以減少汽車的二

氧化碳排放，並且紓解交通阻塞的困擾；建立智

慧安控應用系統可以保障人們居住的安全、降低

犯罪率；透過智慧醫療服務則能夠提高醫療照護

品質，為城市居民創造更健康的生活；還有智慧

旅遊與智慧商務應用，可以讓人更聰明的玩樂與

工作。

面對各種智慧化應用對食、衣、住、行、育、

樂所帶來的改變，全球資通訊廠商無不積極投入

市場搶攻智慧城市商機，國內廠商也不例外，不

管是原本屬於硬體製造業的研華科技、或是服務

業者中興保全；都憑藉自身既有優勢切入智慧城

市領域，創造更美好的智慧生活，也為企業本身

帶來新的商機。

在論及智慧城市大趨勢的同時，本期也將對台

灣連鎖服務業的全球布局、亞洲新興中產階級的興

起、物聯網大趨勢以及東南亞投資環境進行詳細報

導與深入剖析，不僅讓台商能更加清楚全球投資趨

勢與環境的變化，進而順利地布局全球市場、擁抱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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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具 ICT、人文優勢 可望贏得商機

迎接智慧城市新趨勢
隨著全球經濟快速發展，人口高度集中於都市，城市面臨許多挑戰及商機。智慧城市成

為各國重要經濟戰略及經濟升級藍圖，而台灣各界也正加速推動智慧城市，期望能帶動

國家及產業的競爭力。

撰文／林歆恩  攝影／黃鼎翔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

總
論
篇

經啟動或正在興建中的智慧城市超過 1,000座，

未來每年仍以年複合成長率 20%的速度增加。在

智慧城市概念下，許多商機紛紛湧現，台北市電

腦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童子賢以中國大陸為例指

出，光是 2015年，中國大陸就有 800座城市以建

構智慧城市為目標，至少帶動新台幣 4,500億元

相關商機。日經BP社Clean Tech研究所預估，由

「

全
球人口高度彙集於都市，促使交通、經

濟、安全、汙染及醫療等相關城市治理挑

戰越演越烈，為因應諸多挑戰，各國皆積極運用

資通訊技術，開發出綜合安全健康、商業民生及

生活育樂等服務的高科技化智慧城市，以解決都

市化衍生相關問題，並增進人民生活福祉。

國際調查機構IDC的報告指出，目前全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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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架構所發展出來的行政服務、家庭網

絡、醫療保健生態系統服務、智能城鄉、市場營

銷、智慧交通運輸產業、能源等 8類與民眾生活

息息相關的智慧新服務，預計到 2030年時全球市

場規模將達到約新台幣 289兆元。

全球處發展初期 10年後可望普及

究竟，智慧城市的具體樣貌為何？一個國家

在投入發展智慧城市之前，又必須掌握哪些重

點？依照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的看法，智慧城市評估標準包括 5

大指標，分別為：寬頻連接、知識工作力、數位

落差、創新、行銷等，缺一不可。

另外，自 2008年即提出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概念的IBM，對於智慧城市的解釋也有其

一套見解。IBM大中華區技術支援部總經理葉緯

表示，許多人期待實現一個未來的城市就是智慧

城市的展現，因此「預測」是智慧城市發展的關

鍵，也就是說，透過各種科技與數據採集與分析，

針對可能發生的「未來事件」進行預測與預防動

作，是打造智慧城市的精髓所在。

除了「預測」外，IBM也認為，無論科技多

麼快速地往前推進，智慧城市概念都應以「人本」

為中心、將滿足居民生活所需列為首要目標，才

能創建一個市民「有感」的未來城市。這樣以人

為核心的服務思維，可以幫助智慧城市應用商機

擴大到智慧建築、智慧園區、智慧醫療、智慧交

通、智慧商務、智慧節能及安全監控、車載系統

相關領域。

研華科技總經理何春盛則認為，智慧城市是

一個概念而非產品，就如水銀落地變成千萬種智

慧應用，必須可以解決人們生活中的一切問題，

創造效率與智慧化。研華科技董事長劉克振指

出，目前只是智慧城市發展的初期，未來至少還

要 10年左右的時間，智慧城市才會在全世界普

及，因此現階段發展智慧城市，應該是建立示範

園區，讓各個產業進行體驗，達成跨界整合創新

應用。

經濟部工業局指出，智慧城市可結合異業發

展應用服務，建立新興產業鏈，提升產品附加價

值，再加上本地快速帶動，讓產品解決方案及早

進入商用階段。

台灣具多重優勢 期盼開創商機

由於台灣向來為全球資通訊產業生產研發重

鎮，具有高度優勢可發展智慧城市，再加上台灣

可以透過發展智慧城市帶動既有產業鏈合作、整

合及帶動服務輸出，為我國資通訊產業提供轉型

升級契機，因此，台灣各界必須積極投入，才能

贏得全球智慧城市相關商機。

IBM認為，由於實現智慧城市仰賴高度的

ICT科技能量，因此台灣做為全球資通訊產品的

設計製造大國，絕對有能力藉由智慧城市生態鏈

（Eco-System）的建立，帶動台灣從「生產型服

務業」轉型成「創新型服務業」，整合台灣優勢，

創造具有人本精神的服務型產業。

台灣地理資訊中心董事長孫志鴻認為，智慧

城市涵蓋層面相當廣泛，台灣各界必須透過跨界

整合發展相關解決方案，才能創造智慧應用的創

新，例如，地理資訊中心就致力於開發智慧決策

系統，再將功能轉移給決策者，整合軟、硬體能

量，提升競爭力。

研華科技總經理何春盛強調，台灣可以利用

展示成功場域案例與典範，包括YouBike、

e-Bus、智慧醫療、智慧旅遊等應用，台灣的發展

都已經非常成熟，都讓國外民眾實際體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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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傳遞台灣建構智慧城市的實力。資策會執

行長吳瑞北則認為，台灣有非常好的文化優勢及

全球競爭力優勢，而所有華人裡面，台灣的生活

是在華人世界裡最值得欣賞的，因此未來台灣可

以藉由文化優勢、產業優勢、重視生活的優勢等，

建構台灣成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供應重鎮。

政策助攻 台灣智慧應用多元創新

由於智慧城市牽涉範圍廣大，因此我國政府

並沒有以智慧城市為名推出相關政策，不過，自

2008年智慧城市開始受到重視以來，不管是行政

院推動的「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中的雲端運算、

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等，或是經濟部執行的

「智慧聯網」、「智慧電網總體規畫方案」、「智

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等相關政策，都與發展智

慧城市息息相關。

國家政策之外，各地方政府對於推動智慧城

市也非常熱衷，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

台中市、桃園縣等都曾經榮獲ICF評鑑為全球 21

大智慧城市之列，其中桃園市曾經 5度入選；台

中市更在 2013年榮獲年度頂尖智慧城市；新北市

與新竹市也在2014年一同入選全球7大智慧城市。

由此可見，台灣在智慧城市的發展上，早已跟上

世界腳步。

負責推動新北智慧城市專案的研考會主任委

員吳肇銘表示，新北市升格以來，持續以科技建

構智慧便民服務，除了榮獲ICF評選為 2014全球

頂尖七大智慧城市， 在台灣首屆「2014智慧城市

展」中，新北市也以智慧政府、智慧醫療兩項主

題獲得大會創新應用雙料獎項。

新北市可以受到國內外肯定，與該市發展各

種創新市政有關。吳肇銘進一步指出，在新北市

長朱立倫提出的「一個新北市」整合理念下，新

北市運用科技推出區公所跨區服務、12合 1跨機

關通報、離島跨縣市行政服務、智慧里長通報系

統、免附書證謄本以及悠遊卡繳費等全國首創的

便民服務，讓民眾免除了過去往返各機關、申請

各項文件的奔波之苦，享受更便利的市政服務。 

在提升內部行政效率方面，新北市也建置智

慧警政的「科技防衛城」、三環三線與四鐵共構

的智慧交通、防災應變中心的智慧災防

等各種應用，吳肇銘強調，未來隨著台

灣 4G的開放，新北市將與電信業者合作

打造 4G示範區，並會積極投入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的建設，讓更多新

北市市民享有更智慧的便利生活。 

除了已經榮獲獎項的城市之外，包

括台東市、台南市等其他城市也正加快

腳步發展智慧城市。日前，台南市政府

以「結合台南市綠能運輸系統，打造百

年文化首都經濟轉型」主題，在「IBM 

智慧城市大挑戰」中，從全球超過 100

個申請城市中脫穎而出，未來IBM將協
■ 國內積極建立行動寬頻智慧台灣，創造食、衣、住、行、育、樂全方

位便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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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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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積極建立行動寬頻智慧台灣，創造食、衣、住、行、育、樂全方

位便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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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台南市打造綠能運輸系統，藉以帶動百年古都

轉型，減少交通壅塞並推動低碳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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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智慧行動商務等服務驗證平台，帶動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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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人民幸福有感之路前進，並且建構台灣成為

全球智慧城市相關產品重要供應國之一。 

■ 構建 4G 寬頻應用智慧城市，是目前國內加速建構智慧城市的首要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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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相關技術 遍地開花

智慧生活 無所不在
建構智慧城市的科技涵蓋層面廣、智慧應用多元，在複雜的技術與應用模式下，台灣以

高度的人本文化，運用資通訊科技的優勢，已與國際大廠齊頭並進，相信未來勢必可以

逐步贏得全球智慧城市相關商機。

撰文／林歆恩 攝影／黃鼎翔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

應
用
篇

竟，目前的技術與應用發展態勢為何？國際大廠

與台廠有何相關解決方案與應用服務？都值得深

入探討。

4大技術與系統整合不可少

從國際系統整合大廠IBM、NEC，以及國內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研華科技、中華電信、

智
慧城市涵蓋範圍廣，與其對應的相關技術

與應用也多元，以技術方面來看，包括行

動寬頻、雲端運算、感測技術、巨量資料分析科

技等，都是發展智慧城市的相關技術；而在應用

方面，包括智慧建築、智慧園區、智慧醫療、智

慧交通、智慧商務、智慧節能及安全監控、智慧

旅遊等，也都與建構智慧化生活息息相關。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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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保全等業者的技術發展可以觀察，打造智慧

城市的相關技術包括寬頻網路、感測、雲端運算、

巨量資料分析等 4大科技，包括系統整合建置智

慧營運中心也是智慧城市運作的核心，因此系統

整合科技也不容忽視。

寬頻連接是最重要的基礎

智 慧 城 市 論 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創辦人羅伯特．貝爾說，在智慧城

市評估 5大指標（寬頻連接、知識工作力、數位

落差、創新、行銷）之中，寬頻連接是實現智慧

城市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指標。由於寬頻連接的

重要性大，世界各國在打造智慧城市時，都將寬

頻連接列為第一個推動項目。

羅伯特．貝爾強調，一如 20世紀高速鐵路

或飛機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寬頻網路則是新時

代智慧城市中，促進經濟成長、建立社交、政治

參與以及文化交流的新方法，因此，目前全世界

都在加速建置寬頻網路，以做為改變城市人們工

作、生活、學習模式的基礎設施。

有鑑於寬頻建設是建構智慧城市的首要重

點，我國政府延續過去推動光纖寬頻建築、加速

建設各城市行動網路之後，如今仍持續透過政策

推動，建立更完善的行動寬頻網路。行政院在日

前提出的「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

中，目標要在 2017年實現我國 4G人口覆蓋率達

90%、用戶數達 1,000萬，並且建立 4G創新應用

驗證與設備測試的異質網路場域，以及在台灣打

造全球首座 4G高科技互動商圈等目標。

感測技術蒐集萬物資料

寬頻連接之後，更要進一步促進城市的智慧

化，必須從人、事、物等環節取得資訊，因此，

透過感應技術從所有人事物上面蒐集各種資料，

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因為唯有具備各種資訊，

之後才能整合應用這些資訊找出重要的訊息並提

供智慧化解決方案。

在感測技術方面，日本系統整合商NEC指

出，資訊收集是建構智慧城市的基礎，而在各種

資訊收集技術之中，目前又以無線射頻辨識

（RFID）為主要技術，包括完善供應鏈、智慧車

載資通訊等，通常都會採用到RFID技術。目前

NEC已經在全球 30多個國家，提供RFID在內的

各種感測器應用解決方案，為城市建置智慧公共

安全應用。

RFID技術之外，各種蒐集資料的感測技術也

被應用在各個領域，例如，由工研院量測中心開

發的自動調控空調感測技術，能隨時監測人體生

理資訊，然後經過判讀之後，再來決定不同時段

每一台冷氣的出風量，讓室內人舒服的同時，也

能達到節省耗電的效益。

雲端平台 串聯萬物

蒐集到各種資料之後，資訊必須能上傳到雲

端進行整合，因此，雲端科技與平台也是成就智

慧城市的重要技術。目前許多城市都透過打造城

市雲端服務，提升便民服務。以安碁資訊的城市

雲服務為例，政府打造城市雲時，必須先將提供

城市雲的資訊系統進行虛擬化，研擬相關的架構

與程序，接著透過安碁資訊的雲端管理平台

（CSP），配合完善雲端運作制度，建構智慧城

市基礎雲端中心，進而利用基礎雲端中心的動態

資源運作特性與雲端架構的技術，提供民眾全年

無休、無所不在的便民資訊服務。

 例如，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雲服務即透過雲端

管理平台，提供民眾包括：MOTA趣遊台北地圖、

教育局未來學園與公訓處數位學習平台、市民健

康生活照護、愛台北市政雲服務、MOD市政宅急

便、Taipei Free台北市免費無線上網等，一系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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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在智慧城市的應用研究》指出，未來

在智慧城市建設之中，將會出現廣泛的巨量資料

應用場景，例如智慧交通中的智慧監控和存儲系

統是目前巨量資料的主要應用場景；公共安全的

犯罪行為預測分析更不容忽視；後續隨著巨量資

料的發展，更多應用場景也將逐步在政務服務、

企業服務、市民服務等多個領域內展開。不過，

IDC也強調，雖然巨量資料的相關技術正日趨成

熟，但在未來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仍然會面臨到

許多瓶頸，包括人才短缺、分析工具不成熟、領

域內城市管理者及廠商對巨量資料認識不足等諸

多挑戰。

智慧營運中心不可少

除了上述 4大技術之外，由於城市是系統的

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科技應用。

巨量資料分析科技 實現智慧化 

有了雲端平台提供各種雲服務之外，如果要

進一步發展更智慧化的應用，則需要巨量資料分

析科技的支援。「做為第三平台技術體系之一的

巨量資料，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

用，各地城市管理者也逐步注意到巨量資料的重

要性。」IDC產業研究與諮詢服務部高級研究經

理丁寶貴指出，在各城市經過多年資訊化建設之

後，形成大量資料累積，要如何深度挖掘資料背

後的價值，運用巨量資料提升市民幸福體驗、驅

動產業戰略轉型、引領產業發展創新商業模式

等，都成為受矚目的關鍵趨勢。

根據國際調查機構IDC於 2014年 4月發表的

■  IBM 為巴西里約 ‧ 熱內盧建立城市營運中心，讓城市管理者透過視覺化介面監控公共安全、交通、防災、能源、市民服務

等資訊，可說是智慧城市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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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而系統整合的智慧營運中心（Intelligent 

Operating Center）更是完成智慧城市建構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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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智慧建築場域非常多，包括台北 101、高雄 85 等知

名大樓都是智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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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運輸服務，讓使用者依本身的旅運需求向業者

動態提出即時需求或預訂服務，不僅民眾不用花

時間等待，享受到更高品質的服務，客運業者也

可減少空車率，降低營運成本。

車聯網與智慧移動技術中心組長劉文楷補充

表示，DRTS藍光 1號開始營運之前，台中市工業

區平均每日僅 4個人搭乘公車上下班，現在每天

約有 30個人預約搭乘藍光 1號公車，月運量以

10%穩定成長，月營運量從 300人次增加到 1,700

人次，而且一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1公噸。

應用3》智慧安控應用琳瑯滿目

安全是人們對生活的基本要求，因此可以提

升城市人民安全生活的智慧安控應用也是智慧城

市發展重點。就技術層面而言，IBM表示，智慧

安控通常必須運用巨量數據分析結合智慧影像分

析，達到識別事件、特徵、行為模式等機制，即

時分析並比對歷史紀錄，再結合城市營運指揮中

心對人民主動發布安全警示，提高城市安全。例

如，IBM與美國曼菲斯市合作，透過分析警政資

訊，找出犯罪熱點，在犯罪發生之前就積極進行

防範行動如加強警力巡邏，降低犯罪率。

除了國際大廠IBM之外，我國廠商與研究機

構也已經發展出來許多解決方案。例如，新光保

全在 2014智慧城市展展出的「F-22大樓安全管

理系統」，就是針對大樓提供安全監控管理，另

外，由資策會智通所與全波科技合作研發，並且

榮獲 2013 R&D美國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的「移

動視訊監控系統」，也是相關安控系統，目前已

經應用於大甲媽祖遶境、桃園縣復興鄉拉拉山區

3個泰雅族原鄉部落，造福大約上千名泰雅族居

民的服務。

另外，研華科技的「監控雲」與「智慧影像

解決方案」、中華電信「雲龍行車軌跡系統」、

變，建立兼具人性化、節能減碳、舒適、安全的

「智慧綠建築」機制。

另外，目前也有許多企業積極透過打造智慧

建築，達到節能、減碳的綠色效益。例如，研華

科技在昆山協同創新研發中心（Advantech Plus 

Technology Center，A+TC）與台北林口智能園區

建置智慧辦公室，都透過智慧化達到節約能源的

機制；又或者，台元紡織也在其廠房內導入智慧

節能系統，找出耗能的重要關鍵並導入自動化系

統，降低設備維護費用，達到節省 40%用電成本

的效益。

應用2》智慧交通 減碳並紓解塞車困擾

IBM指出，隨著都市人口驟增，汽車數量也

跟著快速攀升，不但影響空氣品質，潛在的交通

危機也一觸即發。有鑑於此，各大城市紛紛透過

海量資料分析建置車聯網系統，讓交通管理者可

以依照天氣狀況與交通事件預估運輸需求，即時

調配車輛並優化載運量，確保行車安全、提升營

運效率並降低環境衝擊。

舉例來說，IBM協助江蘇省的交通樞紐鎮江

市，收集分析交通路況，以科技提供市民即時路

線建議，並透過IBM交通系統中央指揮中心提升

大眾運輸系統的品質，另外利用公車調度系統來

提升交通的分析，達到管理一千台大眾運輸工具

及 80條公車路線規模，打造出不塞車的鎮江市。

在國內，也有許多精彩的智慧交通應用，例

如，資策會在經濟部技術處「智慧車載資通訊技

術暨服務發展計畫」的支持下，研發出「台中市

工業區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RTS）」，成功為

台中市工業區建立聰明交通服務。資策會車聯網

與智慧移動技術中心主任蔡其達指出，傳統公車

服務以固定路線、固定班次提供服務，常有空車

率偏高的狀況。因此DRTS以使用者為導向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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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治安的效益。

應用4》智慧醫療 讓生活更健康

除了生活環境的安全外，健康也是達到城市

居民心理安全的元素，智慧醫療因此成為重要應

用。IBM指出，在智慧醫療部分，該公司以其超

級電腦華生（Watson）強大的運算和即時分析處

理能力，結合醫院臨床病例與實驗資料庫，建立

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紀錄儲存與運算分析，提供

醫師詳盡的診斷與治療決策輔助。目前，IBM已

經協助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市整合社區、企業與

政府資源，將深度分析能力融入醫療照護，促進

城市醫療照護服務。

另外，根據IBM已經連續發表 8年的「未來

馥鴻科技展示監控影像系統、新光保全的「iHome

智慧居家系統」、晶睿通訊的「居家安全監控」

等，從大樓到小型監控系統，琳瑯滿目的解決方

案，顯示台灣智慧安控應用已經相當成熟。

其中，中華電信的「雲龍行車軌跡系統」的

SaaS雲端應用服務，是在經濟部科專計畫輔導之

下，透過整合中華電信研究院智慧影像辨識核心

技術及巨量資料運算技術研發出來。中華電信指

出，未來警政署的「110e化勤務指管系統」可整

合「雲龍行車軌跡系統」的車牌、車型、車色辨

識技術，讓 110勤務指揮中心同時查詢可疑車輛

行車軌跡與線上巡邏警力，一旦發生案件時，警

政署可即時派遣附近警力圍捕，達到打擊犯罪、

■健康是達到城市居民心理安全的元素之一，智慧醫療有助於健康管理，而 IBM也投入智慧醫療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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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前瞻所指出，「智慧觀光服務平台」

是前瞻所運用經濟部技術處科專計畫成果「智慧

系統服務」及「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所開發而成，

民眾只要下載免費的「Smart Tourism Taiwan 

APP」，就能享有如旅遊秘書般的服務輕鬆出遊。

舉例來說，該系統會根據空檔時間、所在地點、

個人喜好等資訊，自動推薦最適合的旅遊行程。

資策會前瞻所所長林蔚君表示，「智慧觀光

服務平台」有別於一般觀光資訊網站或APP，透

過運用強大智慧分析及社群探勘技術，協助旅遊

業者提出更精準的個人或群體行銷，提供給消費

者快速媒合與導購服務。

目前，該平台透過與金點科技、喬立達數位

媒體、立吉富線上金流的共同開發，結合伴手禮

業者以台灣智慧旅遊行銷系統、手機APP及線上

支付等應用，實現旅遊中即時聰明消費、快速取

貨的便捷觀光旅遊服務，大幅提升台灣觀光產業

競爭力之外，也創造無限旅遊商機。

又例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為解決國內觀光遊憩區所面臨瓶頸，

透過i3travel愛上旅遊計畫，以創新思維與科技

（innovation）為策略，智慧化資訊與服務

（intelligent），達到提升旅遊與生活樂趣

（interesting）的目標。該計畫除了導入 35台電

動車輛，並且整合多項智慧型運輸系統，達到全

程掌握車輛狀況，保障遊客行車安全等目標之

外，同時也透過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與多媒體資訊，帶領遊客進行日

月潭深度旅遊。

應用6》智慧商務 消費更便利

智慧旅遊應用中的行動購物服務之外，透過

智慧聯網創新商務模式，建構智慧商務應用也逐

漸在台灣成形。例如，在經濟部商業司的指導之

5年五大創新科技」預測，智慧醫療的發展將對

癌症的治療帶來革命性的應用。「想像一下，未

來如果電腦能協助醫師從DNA深層了解並分析腫

瘤，再提出最有效果的各種療程，對抗癌症必將

更加準確。」IBM指出，未來 5年內，先進的海

量資料分析將以雲端為基礎認知系統，結合基因

體實現創新研究與測試，進而協助醫師更準確診

斷癌症，並為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病患進行個人化

的癌症療程。

IBM該份報告提及，智慧機器將篩選龐大醫

療紀錄與論文，取用完整的基因體排序結果，迅

速為腫瘤專家提供精準、可行的洞察與療程選

項。目前，IBM 正透過與醫療夥伴合作開發可分

析基因體的系統，並將尋找合適療程所需的時間

從幾個月縮短至幾分鐘。

未來，這些系統將愈來愈聰明，機器將學習

人類基因體的資訊及對藥物的反應，針對中風、

心臟病等特定DNA的情況，給予更準確的個人化

療程。

再看國內，目前相關智慧醫療服務已陸續發

展出來，例如泰博科技與中華電信因應高齡化社

會來臨，合作推出「福爾遠距健康管理服務」，

此服務結合行動通信網路與電子化醫療器材，透

過遠距方式建構M化健康照護服務模式，讓需要

定期追蹤複診的糖尿病及高血壓民眾，都可以透

過此種健康照護服務，達到有效的自我血糖及血

壓管理。

應用5》智慧旅遊 讓玩樂更聰明

在智慧旅遊方面，資策會前瞻科技研究所

（前瞻所）創新研發出「智慧觀光服務平台」，

為一個可將旅遊商品結合雲端科技，提供數位化

銷售服務與消費的平台，打造民眾體驗「智慧旅

遊、聰明消費」的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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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應用涵蓋範圍廣闊，台商要贏得商機，必

須掌握關鍵應用的發展。對此，資策會執行長吳

瑞北分析，依據資策會MIC的資料顯示，在發展

智慧城市的進程上，台灣有高達 90%的比例主要

投資在與智慧交通及無線城市相關的系統與設施

建設，例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

台中市，以及由經濟部技術處推動i236計畫發展

重點，都鎖定在交通、電子商務、無線城市及教

育等智慧服務、軟體建設，尤其在智慧商務、智

慧交通及智慧教育等三大領域極具發展優勢；在

私領域的應用上，台灣優勢則在於「智慧安防」、

「智慧觀光」及「智慧醫療」等。

智慧城市牽涉到的技術相當廣泛，應用也非

常多元，各種應用商機都值得期待，台灣應該以

人本文化，以及自身具備優勢的應用領域，發展

新形態資通訊軟硬體科技工具，以及創造最符合

城市居民需求的應用服務，建立台灣智慧服務新

價值，然後將應用服務輸出到海外市場，才能贏

得全球智慧城市商機。

下，資策會創研所與聯經數

位攜手打造的「智慧感知互

動導購與擴增實境適地隨需

服務」，以信義區統一阪急

百貨台北店為場域，打造智

慧感知購物創新消費環境，

讓到此逛街的民眾都可以享

受智慧購物新體驗。

資策會創研所指出，

「智慧感知互動導購與擴增

實境適地隨需服務」首創結

合擴增實鏡（AR）、開放

資料（Open Data）、具智

慧分析功能的My Wall智慧感

知購物牆、以及NFC近端感應等 4項熱門新科技，

成功打造出商業應用的智慧購物服務。

不僅能讓消費者透過具有AR擴增實鏡功能的

「i逛信義」APP，隨時掌握信義商圈裡的關於停

車、購物、優惠等相關資訊，還能透過「My Wall

智慧感知購物牆」，以互動的方式提供消費者全

新的購物體驗。資策會副執行長龔仁文預期，這

種智慧聯網的商區應用服務，將在近期內開啟新

一代的消費革命，創造更便利、更智慧化的新型

態消費環境。

另外，中華電信針對中小企業推出的「開店

一條龍─智慧商店」服務，包括雲端POS、電子

商務、雲端CRM、視訊監控等，讓店家從外場銷

售到後台經營及會員管理，都可以透過「智慧商

店」輕鬆解決店內大小事。同時，連鎖業者可藉

由結合節能、監控、布達及廣告四大功能的「中

華電信e管店」，運用遠端平台進行管理，以降低

營運開銷。

綜觀智慧城市應用發展趨勢，可以發現，智

■ 資策會前瞻所所長林蔚君指出，「智慧觀光服務平台」不同於一般觀光資訊網站或

APP，透過運用強大智慧分析及社群探勘技術，提供給消費者快速旅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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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整合角色為例

開創智慧城市大商機
智慧城市產業鏈需要完整的系統整合機制，其中，系統整合商可說是成就智慧城市應用

服務最重要的角色。有鑑於此，包括研華科技與中興保全都積極轉型成為系統整合商，

切入智慧城市市場，搶攻相關商機。

撰文／林歆恩 攝影／黃鼎翔  

案
例
篇

球為概念的智慧城市商機。

研華科技總經理何春盛表示，在智慧地球趨

勢之下，研華從 2011年開始推動轉變，經過兩年

的醞釀，研華改變以產品、區域為區隔的既有業

務組織，將組織調整為三大事業單位，包括服務

自 動 化 系 統 整 合 商 的AASECO（Advantech 

Automation Sales Eco-Partner，AASECO）、服務

設備製造商的Embedded Design-in以及服務智能解

決方案業者的iService，並以產業及應用準則來驅

動業務前進，藉以落實並滿足各產業於智能世代

中的需求。

除了組織改革，研華科技也自 2013年起推展

全新的SRP營運模式（Solution-Ready Package，

SRP），藉以提供市場全新的價值服務。研華智能

副總余金樹表示，在產業典範轉移到智能世代的未

來 10年中，「服務」已經取代「產品」成為主流

需求，且在全球城市化潮流之下，城市所需的各項

應用也將蓬勃發展。面對此一趨勢，研華智能以

SRP營運模式，針對大中華區的市場屬性區分成五

個事業體（Solution BU），包括醫療為主的

iHospital、零售相關的uRetail、提供智能城市服務

的uCity、智能工廠的iFactory以及智能建築的

近
幾年來，台灣廠商在智慧城市的推展上相

當積極，其中又以研華科技與中興保全的

投入最受矚目。研華科技積極從IPC工業電腦設

備供應商，轉型為以系統整合為主的智慧城市解

決方案提供商；中興保全也早從保全業者，轉型

為提供各種智慧應用的智慧服務系統整合商。這

兩家公司究竟如何轉型，轉型後又推出哪些智慧

城市服務與解決方案，值得深入探究。

研華科技》要做智能地球的推手

做為全球工業電腦（IPC）與設備自動化領

導廠商，研華科技早在多年前就投入與智慧城市

應用相關的系統整合研發，並在早年即轉型為系

統整合商，提供包括智慧建築、智慧節能、智慧

醫療等在內的各種系統整合服務。近年來，有鑑

於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雲端應

用為主的智慧城市成為全球趨勢，研華科技進一

步於 2013年宣布將以「智能地球推手（Enabling 

an Intelligent Planet）」做為公司的全新企業形象

及願景，一改過去以產品及區域為基準的業務服

務模式，調整組織以符合市場需求，並推動整合

型IOT解決方案為發展主軸，全面搶攻以智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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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控制與機器人（Machine Control & Robotics）領

域的影響力，目標在 5年內成為大中華區控制器

領導品牌。

另外，研華科技也與德能科研、翔生資訊、

捷格資訊、博辰科技、新人類資訊、金旭資訊等

在內的軟體廠商合作，發展包括智慧建築、智慧

醫療、智慧零售等的系統解決方案。2014年 7月

更與上銀科技宣布進行策略聯盟，將研華寶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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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產業鏈的發展必須有完整的系統整合機制，而系統整合商所推出的相關服務，期待能滿足智能世代的各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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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特別發展健康照護技術，建置完備「健康照護

雲端平台」，並以「健康照護雲」機制為基礎推

出「MyCare健康照護」服務，將中興保全變成為

醫院與病友之間重要橋樑。

中興保全指出，「MyCare健康照護」除提供

醫師在診療時完整的病友資訊，同時也具備由具

有護理師執照的護士及社工共同組成服務中心，

24小時全年無休提供病友健康相關諮詢與心理關

懷，透過此一服務，即可不受地區限制協助全台

各區域性醫院解決設備、服務及經驗等 3項障礙，

快速建立遠距照護服務，提供民眾全方位完整的

醫療服務。又或者，中興保全的「MyCASA 智慧

宅管」針對消費大眾對家庭保全系統需求的轉變，

設計出能同時輕鬆兼顧家庭成員不同需求的多樣

化產品，讓保全產品不再只是生硬呆板的科技產

品，也可以同樣是家庭幸福、安全感的延伸。

組織整合 
智慧物聯新時代

為了在新時代之下開展新的事業版圖，2014

人領域，以服務廣大的產業需求之外，並建立台

灣設備自動化領域的堅實供應鏈整合。

從研華科技的轉型與變革來看，研華的SRP

是建構在該公司過去 30年硬實力所發展的營運模

式，透過組織及業務模式的改變，以及全球性方

針與策略，藉以將自己變成智能地球的推手，如

今，研華如火如荼推動的SRP營運模式，已經逐

漸將其打造成為大中華地區經營模式創新領導企

業，贏得快速興起的智慧城市應用商機。

 中興保全》跳脫保全角色 
切入智慧生活領域

不同於研華科技是從硬體製造領域跨入系統

整合，轉型成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中興

保全則是從服務商的角度切入智慧城市市場。中

興保全集團成立 36年以來，事業版圖從安全服務

陸續跨足其他領域，例如建築、健康醫療、生活

派遣服務、商務應用或家庭娛樂等，成功轉型為

智慧服務供應商。以健康醫療為例，中興保全集

■ 研華科技推動的 SRP 營運模式，已逐漸成為大中華地區經營模式創新領導企業，贏得快速興起的智慧城市應用商機。

封面故事-案例篇.indd   16 2014/9/24   上午4:39



16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團特別發展健康照護技術，建置完備「健康照護

雲端平台」，並以「健康照護雲」機制為基礎推

出「MyCare健康照護」服務，將中興保全變成為

醫院與病友之間重要橋樑。

中興保全指出，「MyCare健康照護」除提供

醫師在診療時完整的病友資訊，同時也具備由具

有護理師執照的護士及社工共同組成服務中心，

24小時全年無休提供病友健康相關諮詢與心理關

懷，透過此一服務，即可不受地區限制協助全台

各區域性醫院解決設備、服務及經驗等 3項障礙，

快速建立遠距照護服務，提供民眾全方位完整的

醫療服務。又或者，中興保全的「MyCASA 智慧

宅管」針對消費大眾對家庭保全系統需求的轉變，

設計出能同時輕鬆兼顧家庭成員不同需求的多樣

化產品，讓保全產品不再只是生硬呆板的科技產

品，也可以同樣是家庭幸福、安全感的延伸。

組織整合 
智慧物聯新時代

為了在新時代之下開展新的事業版圖，2014

人領域，以服務廣大的產業需求之外，並建立台

灣設備自動化領域的堅實供應鏈整合。

從研華科技的轉型與變革來看，研華的SRP

是建構在該公司過去 30年硬實力所發展的營運模

式，透過組織及業務模式的改變，以及全球性方

針與策略，藉以將自己變成智能地球的推手，如

今，研華如火如荼推動的SRP營運模式，已經逐

漸將其打造成為大中華地區經營模式創新領導企

業，贏得快速興起的智慧城市應用商機。

 中興保全》跳脫保全角色 
切入智慧生活領域

不同於研華科技是從硬體製造領域跨入系統

整合，轉型成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中興

保全則是從服務商的角度切入智慧城市市場。中

興保全集團成立 36年以來，事業版圖從安全服務

陸續跨足其他領域，例如建築、健康醫療、生活

派遣服務、商務應用或家庭娛樂等，成功轉型為

智慧服務供應商。以健康醫療為例，中興保全集

■ 研華科技推動的 SRP 營運模式，已逐漸成為大中華地區經營模式創新領導企業，贏得快速興起的智慧城市應用商機。

封面故事-案例篇.indd   16 2014/9/24   上午4:39

17

年中興保全集團與旗下的國產實業集團、復興航

空集團整合為一，並以「SIGMU為集團服務品牌

與核心」，提供民眾更多元的全方位服務， 

SIGMU集團副總裁林明昇指出，新品牌核心進化

為：「美好生活的總和－SIGMU」，其概念包含

過去「安全」、「安心」的核心服務價值之外，

同時擴大生活服務的面向，具體營運模式為：總

和集團所有關係企業提供涵蓋生活各層面的服

務，以消費者生活需求為依歸，提供台灣民眾安

心、健康、舒適、便利與節能的智慧產品服務，

成就民眾美好的生活。

具體來說，SIGMU集團的產品與服務項目橫

跨「生活派遣服務」、「個人與家庭產品」、「美

食娛樂服務」、「雲端資訊應用服務」、「商務

應用服務」、「健康與醫療」、「安全連線服務」、

「建築與營造」、「旅遊、交通」與回饋社會的「公

益服務」等十大產品服務項目。

其中「生活派遣服務」的MyCASA智慧宅管、

Parc Here泊車趣停車場開發管理、MiniBond衛星

定位協尋服務；「個人與家庭產品」

中的家庭自動化系統；「雲端資訊

應用服務」中的系統整合服務、雲

端資料庫服務；「商務應用服務」

中的車隊監控派遣、開店快手POS

雲端管理系統、NXT智慧商管；「健

康與醫療服務」的遠距照護與

MyCare健康照護管家；「安全連線

服務」的強震預警系統、遠端監視

系統、警民連線服務、運補鈔服務、

國土防災系統、影像監控設備等，

都是建立智慧城市各環節的關鍵。

在組織整合之後，SIGMU集團更打造

一個智慧體驗館－MyVITA智慧宅體驗館，宣告

SIGMU集團正式跨入物聯網世界，全面揮軍智慧

城市領域，第一波發表產品將鎖定智慧居家市

場。林明昇強調，SIGMU集團透過物聯網架構串

接大樓、居家內所有物件，讓每件東西都可以相

互交談，像是能預先了解家中成員想法一樣，預

先設定、回應需求、協助處理。

林明昇說，SIGMU集團旗下的中興保全早已

具備物聯網中感知層、網路層的基礎，而部分控

制應用業務及商品也行之有年，這幾年再把原先

屬於安全及控制應用的部分，擴大到大樓、物業

管理、家內生活，並整合生活家電，以圖像設計

觸控介面，徹底實現智慧宅整合串接的夢想。

台灣智慧生活產業鏈缺乏整合開放平台的角

色，因此SIGMU集團以研發團隊為後盾，將自己

定位為智慧系統整合商角色，發展出「MyVITA

智慧宅體驗館」，將未來可實現的「智慧宅生活」

具體化，讓客戶「真實體驗」，感受智慧宅帶來

的美好、便利生活與服務，也希望藉此加速台灣

智慧生活服務的推廣。

從研華科技與中興保全在智慧

應用服務的發展進程來看，台灣不

管是製造業者或服務業者，都可藉

由自身在既有領域的優勢，轉進正

蓬勃發展的智慧城市領域，只要能

夠創新應用服務，以智慧化服務人

們的城市生活，相信即有機會贏得

即將湧現的智慧城市商機。

■ 從住家保全到提供智慧居家生活，中興

保全自己定位為智慧系統整合商角色，

藉此推廣智慧生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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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年政府與日本簽訂台日投資保障協議

之後，台日之間陸續又簽訂「台日專利審

查高速公路備忘錄」、「為加強台日產業合作搭

橋計畫之合作備忘錄（MOU）」、「台日電機電

子產品檢測相互承認（M u t u a l  R e c o g n i t i o n 

Agreement，MRA）」、「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

議」、「台日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合作備忘

錄」、「台日藥物法規合作框架協議」、「台日

鐵路交流及合作備忘錄」、「台日海上航機搜索

救難合作協議」、「台日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

等10項經貿相關協議，以堆積木方式建構台日經

濟合作平台。加速促成台日產業之間的緊密合

聯盟互補 創造 1+1>2 互補綜效

台日簽訂協議  合作增契機
近年來全球經濟快速變遷，國內投資環境以及產業結構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我國政府不

斷透過政策優化台灣投資環境，協助台商回台投資，與各界攜手邁向轉型升級，發展企業永續經

營之外，更帶動整體經濟成長。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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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創造1+1>2的合作綜效。

台日搭橋計畫 11個產業緊密合作

其中，備受矚目的合作協議為經濟部依據行

政院核定的「台日產業合作搭橋方案」。自2012

年 3月 2 1日成立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TJPO）開始，便積極推動並促進台日產業合

作，利用搭橋模式結合台灣的優勢與政府政策，

與日本企業共同連結亞太，布局全球。

2012年11月，依據「台日產業合作搭橋方

案」，台日雙方正式簽訂「台日產業合作搭橋計

畫合作備忘錄」，加強促進台日之間經濟交流，

讓雙方產業能在互利互惠、有效且務實、彈性且

迅速的原則下，尊重彼此的企業利益與市場機

制，定期召開會議進行資訊與意見交換。

協議簽訂之後，台日雙方選定風力發電、太

陽光電、電動車、LED照明、手工具、機械零組

件、電子設備、數位內容、生技醫藥、資訊服務

產業及電子商務等11項特定產業進行合作，除以

製造業為合作對象外，亦加強服務業等其他產業

領域，並且共同強化台日雙方中小企業及台日地

方之合作關係。

簽訂「台日產業合作搭橋計畫合作備忘錄」

後，經濟部並與日本簽署MRA。「MRA協議歷

經7年溝通協調，終於完成簽署，為台日經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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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上；除此之外，日本製造業者來台也多以設

立研發或營運中心為主，由於許多日本企業在台

灣已設有工廠或有長期合作夥伴，在人才及技術

有一定程度之交流，在成本考量下，多以擴廠增

資居多。

除來台投資增加之外，台日產業之間的合作

也更加緊密。軟體產業部分，在台日產業合作推

動辦公室（TJPO）的促成之下，緯創軟體公司與

日本資服業者TIS公司及QUALICA公司合作，整

合台日軟體技術，開發國際性系統軟體產品，共

同推展2款雲端應用產品，共同布局全球雲端市

場。另外，凌群電腦也與日本東海集團在台成立

雲碼公司，就雲端服務、醫療資訊、系統研發與

EDI/EAI 的SaaS軟體即服務進行合作。

在醫療產業方面，秀傳醫療體系與日本神戶

醫療國際聯盟雙方簽訂「醫材開發合作備忘錄」

及「外科手術教學訓練計畫備忘錄」兩份合作備

忘錄，雙方就台日醫材開發及外科手術教學訓練

進行合作，預計可為台灣帶來發展微創手術的新

契機，也可同時帶動台灣生技、醫材、醫藥與醫

療領域的產業發展，創造台日雙贏契機。

台日電商協議 降低數位商品貿易障礙

另外，有鑑於網際網路的普及與便利，促進

全球電子商務活動與服務蓬勃發展，台日政府更

進一步於2013年底簽署「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

議」為雙方相關業者及消費者創造穩定的交易環

境，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

公室指出，「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為台灣與

外國簽署的第一個電子商務合作協議，對台灣整

體經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促成台日雙方均

不對採用電子傳輸的數位商品課徵關稅，同時共

同克服雙方中小企業進行數位商品交易障礙，分

享電子商務的法規及計畫資訊。藉此大幅減少台

日雙方數位商品及服務的貿易障礙，增進台日間

數位商品與服務貿易，期望利於創新智慧財產權

保護，並確保網路資訊流通，將數位商品與服務

的跨境障礙減到最低，帶動台灣經濟成長機會。

針對政府出面簽訂「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

議」，給予台日兩國數位內容流通皆具合法地

位，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

理事長詹宏志表達高度肯定之意。詹宏志表示，

數位內容在台日兩國間已真實流通，特別是日本

的漫畫電子書進入台灣市場已相當普遍，而台灣

的KKBox也早已進入日本的音樂市場，因此，降

低兩國數位內容貿易障礙的相關協議，對雙方都

將帶來好處。

■�詹宏志表示，數位內容在台日兩國間已真實流通，特別是

日本的漫畫電子書進入台灣市場已相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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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進一步強調，以亞馬遜、eBay的商業

模式來看，國際交易平台已存在、支付工具也完

備，更不缺國際物流，但數位貿易並非完全沒有

障礙，包括關稅、貿易限制、檢疫、安規、言論

管制等，都會形成國界障礙。創業者想要在無國

界的網路上賺全世界的錢，仍然會遇到許多限

制。因此，政府簽署「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

值得期待。

台日攜手 共創「白金社會」創新模式

展望未來，台日之間的合作還有許多契機。

日本三菱總合研究所理事長小宮山宏表示，日本

在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政策下，展開一連串的變

革與創新，這是一個關鍵時刻，也正是台日雙方

展開深度產業合作的最佳契機。雙方除可延續過

去的合作，未來也可以「白金社會」創新模式進

行合作，所謂白金社會就是強調21世紀優質社會

模式，包括解決全球社會面臨高齡化、能源短

缺、市場需求動能不足的三大問題，都是促成白

金社會的關鍵。

「未來台日雙方可在資通訊與跨領域技術整

合上進行合作，提出相關解決方案，找出超越成

長極限的解藥，創造產業成長動能與就業機會，

為台日產業合作帶來嶄新的模式。」小宮山宏具

體指出，台日產業合作的新契機在於：能源自給

自足的開發合作、創新活力的長壽健康產業合

作、新世代農業商務合作等。

總統府國策顧問施顏祥強調，台日雙方不管

歷史、文化或是經貿角度而言，關係都相當密

切，所以過去幾年經濟部大力推動台日合作計

畫，希望台日產業相互提攜，共創美好未來。台

達集團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鄭崇華也就智慧綠能

領域指出，日本在發展綠能產業與打造美麗生態

等方面，台灣仍有學習空間，未來台灣應尋找與

日本合作的機會，提升綠色能源與節能的競爭

力。不管是現在或未來、實體或數位貿易，國與

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存在許多障礙，因此我國政府

一直密切關注台日產業現況，積極簽署各種協

議，降低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限制以提高雙方產

業的合作契機，這對台商在亞洲或全球市場的布

局都有相當程度的幫助。未來，在政府的政策助

攻下，台商應持續善用原本與日本深厚的友好關

係，尋求與日商的合作，一起攜手共創互利雙贏

的合作關係。

■�台日雙方產業的深度合作，未來可朝「白金社會」創新模

式進行合作，以解決全球社會面臨高齡化、能源短缺、市

場需求動能不足的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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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經濟面臨衰退，

新興國家經濟快速崛起並積極融入全球經

貿體系，使得新興國家在全球經貿體系的重要性

日益凸顯；尤其亞洲新興經濟體在後金融海嘯時

代更已躍居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隨著

經濟快速成長，亞洲中產階級快速興起，而其所

帶來的龐大消費力道，更成為全球企業矚目的商

機，不容小覷。

亞洲中產階級人口爆增 消費力道大增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IMF）統計，

1990至2010年間，新興經濟體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2.9%，高於先進經濟體的2.3%；同期間，中東及

北非經濟成長率平均為4.5%、拉丁美洲為3.2%、

適地化、優質平價產品 台商搶進

亞洲中產階級崛起  商機可期
過去10年來亞洲經濟快速起飛，帶動亞洲中產階級人口的興起，新興中產階級龐大的消費力道，

成為全球企業眼中的重要商機，面對亞洲新興中產階級商機，台商更應做好準備，贏得商機。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法新社、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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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消費支出的增加，以中國大陸最

為可觀，預估到了2020年，中國大陸可望位居全球第一

大中產階級消費國家。圖為中國大陸北京三里屯商圈。

中東歐為2.9%，而亞洲新興經濟體以7.8%的高成

長，成為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

在亞洲新興經濟體中，台灣、南韓、新加

坡、香港等經濟成長率平均為5.4%；印尼、馬來

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東協五國為5.1%、印

度達到6.5%，而中國大陸最高達10.2%。在經濟快

速起飛之後，擁有全球最多貧窮人口的亞洲，貧

窮人數明顯下降，中產階級也隨之興起，消費能

力大幅提升衍生出龐大商機。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估計，亞洲新興

經濟體中產階級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由1990年的

21%大幅提升至2008年的56%。亞洲新興經濟體中

產階級消費支出金額也由1990年的新台幣48.17兆

元，大幅擴增至2008年的新台幣129.46兆元，約

為OECD國家的三分之一；2030年消費支出更將激

增為新台幣963兆元，占全球總消費量的43%。

日前由新加坡諮詢機構Eden策略學院（Eden 

Strategy Inst i tute）最新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

也顯示，亞洲中產階級人口目前約5.65億人，預

估到了2030年達35億人，激增的中產階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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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經濟體，為世界第7大國，人口多達12億，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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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中產階級崛起.indd   23 2014/9/24   上午4:45



eature
專題報導F

24

將成長3.5倍。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

2015年，印度中產階級以上人口將來到21%，即2

億6,838萬人；2025年將創造出5.8億人的中產階

級。預計至2030年印度將成為世界中產階級消費

第一大國，商機蓬勃。

至於擁有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印尼，近年來中

產階級也出現倍增。根據波士頓諮詢集團

（Boston Consulting Group）調查，2013年印尼

全國大約有7,400萬人每月消費超過新台幣6,000

元，成為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商業發展研究院

行銷與消費行為研究所研究員曾志成引述

Euromonitor的資料指出，2012至2020年印尼中產

階級家戶將倍增，達到3,000萬戶，未來7年印尼

這類階級人口每年將再增加800萬人以上，到2020

年，印尼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數將再倍增，達到1

億4,100萬人，成為亞洲中產階級第三大國家。

台灣優質平價商品 布局中產階級市場

亞洲中產階級大幅崛起逐漸改變過去以歐美

市場作為產品最終出口地的傳統國際經貿形態，

引爆優質平價產品商機崛起。面對此一趨勢，經

濟部為協助我國企業掌握新興市場中產階級消費

商機，近年來先後推出「新鄭和計畫」、「優質

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等措施，協助企業調整

出口策略與生產模式，進行優質平價產品的設計

開發與市場行銷，建構品牌通路，以爭取新興市

場優質平價產品商機。

經濟部貿易局指出，經濟部自2010年起開始

■�已有許多台商成功發展出符合各地區市場的優質平價商品，切入亞洲中產階級市場，輪椅製造商康揚成功拓展印度市場，就

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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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以中國大

陸、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為五大目標市

場，鎖定龐大的脫貧入小康「新興中產消費族

群」，並推動民生消費最終產品，之後鑑於菲律

賓經濟也快速成長，再增加菲律賓市場，至今已

經成功協助許多台商前進各大新興市場，搶攻其

龐大的中產階級商機。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辦公室主任暨商業發

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師豪表示，優平方案示範推動計

畫是透過專業的市場研究團隊，在現地市場調研及

判讀，協助企業於中國大陸、印尼、印度、越南及

菲律賓等目標市場擬定精準的行銷策略及適地化行

動方案，而廠商進入新興市場之後，優平輔導團隊

會針對優質平價的產品定位，並依照目標消費族群

需求提出適地化的產品調整建議；同時進行通路評

估及引介，協助廠商有效的拓展新興市場。

另外，經濟部也在2013年推動的「經濟動能

推升方案」，其中的「促進輸出拓展市場」方

針，即納入強化新興市場資訊、強化服務輸出競

爭力，以及提升台灣在新興市場的產業形象等多

項措施，期能拓展包括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龐大

的消費商機。

台商積極進駐 贏得中產階級商機

在經濟部各種拓銷政策的協助之下，已經有

許多台商成功發展出符合各地區市場的優質平價

商品，切入亞洲中產階級市場。例如，輪椅製造

商康揚就以在地化策略、優質平價產品以及掌握

印度市場需求，成功拓展印度市場。另外，華仕

德科技也透過開發適地化產品成功進駐印度市

場，華仕德科技董事長陳世昌指出，華仕德科技

原本在中國大陸與台灣販售採用臭氧殺菌裝置，

在布局印度市場時，為符合印度中產階級對產品

的便利性、經濟性與新鮮感訴求，該公司進一步

開發出具備「飲+洗」的雙功能家用淨化設備，

符合印度市場的需求。 

上述成功布局市場的企業之外，目前仍有許

多台商鎖定亞洲新興中產階級市場，採取符合當

地市場需求的策略搶進。例如，印尼對智慧型手

機的持有率是東南亞最高的國家，為布局這個市

場，華碩電腦透過自有品牌智慧型手機，依螢幕

尺寸不同制定出差異價格，並以台灣設計的優質

與平價，搭配周邊與配合產品整體形象包裝，再

透過適地化創新行銷組合行銷模式，擴大該公司

智慧型手機在印尼銷售量。

另外，看好菲律賓食品飲料發展潛力，味丹

企業計畫以異國文化因子包裝商品，發展符合菲

律賓多元文化概念，同時以具台灣風的飲料和速

食麵等商品，全力進軍菲律賓市場。又或者，中

美兄弟製藥有鑑於越南消費者在經濟力提升之後

對飲食需求開始由過去吃的飽，進階到均衡攝取

營養的階段，故鎖定越南白領女性市場，針對追

求美麗的目標對象，提出淨化排毒、代謝燃燒、

窈窕美麗三大訴求，推出保健食品。

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徐重仁強調，台灣在

搶攻新興市場時，不能只是想著賣產品，必須同

時做到輸出台灣文化、輸出台灣通路服務技術、

輸出台灣都市化經驗以及輸出台灣創業人才等專

才，才能夠像韓國的韓流與日本的日潮一樣，建

構屬於自己的文化風格。

總之，面對亞洲新興中產階級的崛起，台灣

政府與企業都必須掌握這一群擁有強勁消費力的

族群，依照這群消費者的購買力與喜好，發展出

符合其需求的產品，以具備性價比的優質平價產

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得消費者的青

睞，贏得最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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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往，談起台灣產業的國際化發展中，一般

人想到的都是資通訊產業，但是近年來談

起國際化品牌公司，我國連鎖服務業的表現令人

可圈可點。除了通路業者統一超商、誠品集團之

外，連鎖餐飲業者如85度C、王品集團、CoCo都可

茶飲、鼎泰豐、欣葉、六角國際等，都不斷在全

球各地攻城略地，無論是火鍋、珍珠奶茶、雪花

冰、小籠包或飯糰等，在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得到

台灣特色產品的身影。

究竟，台灣連鎖服務業在全球市場的成功經

營之道為何，未來台灣連鎖服務業又應該如何再

前進中國大陸市場 布局全球

台灣連鎖服務業 世界發光
統一超商、85度C、王品集團、CoCo都可茶飲、鼎泰豐、欣葉及六角國際等，一家又一家台灣連

鎖服務品牌業者陸續在世界嶄露頭角，展現出台灣連鎖服務業的強大競爭力。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

擴大經營，值得台灣各界深入探究。

服務業國際化勢在必行

從1960年代一直到2000年，我國產業發展從

塑膠、民生用品製造業一路走到高科技的資通訊

製造業，幾乎都以工業領域為主，然而，自2000

年網際網路興起後，國內廠商善用ICT科技能力

加強發展服務業，促使服務業產值不斷提升，至

今服務業已經成為我國最大產業。

經濟部商業司司長游瑞德在商業發展研究院

的《服務業點亮新商機》新書發表會中表示，過去

三、四十年來，服務業已經成為撐起台灣經濟半邊

天的重要引擎，從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數據來看，

2013年台灣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達

68.3%，勞動服務人口比率為58.9%，服務業無庸置

疑已是掌控台灣經濟走向的關鍵產業。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表示，台灣連鎖服務業

在過去多年發展之下，已經累積成熟穩定的品

牌、管理及技術能力，檢視近10年台灣連鎖零售

及餐飲品牌的營業額及成長率，短短時間內倍數

成長並不斷攀高，在過去幾年的景氣低迷之下，

整體商業仍呈現成長趨勢，令人眼睛一亮。然

而，隨著服務業者在國內逐漸成長茁壯，再加上
■�台灣連鎖餐飲如鼎泰豐等業者，在世界各國都看得到台灣

特色產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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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市場有限，國際化成為發展永續經營的必要

途徑。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暨全聯實業

總裁徐重仁也指出，台灣連鎖加盟事業的發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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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更讓台灣連鎖服務品牌可以加速布局全

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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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服務業輸出海外市場，藉以帶動我國整體服

務產業產值的提升，以及壯大我國經濟體質。

緣此，2012年經濟部特別針對其所主管的批

發零售、餐飲、物流、管顧、資訊服務、設計、

廣告、會展等8項主要服務業，以及數位內容、

無線寬頻應用、養生照護、智慧自動化工程技

術、雲端運算、電子商務、能源技術服務業等7

項整合性服務業，研訂「經濟部服務業發展藍

圖」，總計共投入新台幣300億元協助產業結構

調整，期望能於2020年使我國服務業GDP年成長

率達5.14%，創造新台幣4兆7553.9億元產值，讓

■�台灣連鎖加盟事業的發展非常蓬勃，具備全球化布局的高競爭力，如CoCo都可茶飲布局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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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成為推動台灣經濟持續成長的引擎。

具體觀察「經濟部服務業發展藍圖」內容，

針對批發零售業主要願景為：「建構優質經商環

境，使台灣商品暢銷全球，帶動整體服務業發展

利基。」推動策略與亮點措施包括：掌握客群需

求；協助流行服飾國際展店，增加商品出口產值

新台幣4,000億元；打造零售業者營運總部雲端服

務中心產值達新台幣800億元。

在餐飲業部分，主要願景為：「協助台灣美

食業者躍升為國際品牌」。推動策略與亮點措施

包括：鼓勵業者導入管理及服務科技化，協助餐

飲業展店家數增加10,000家；協助業者國際化發

展及行銷推廣，將20大台灣國際品牌增加至2家。

另外，針對餐飲業國際化部分，配合行政院

核定通過的「台灣美食國際化行動計畫」，經濟

部再啟動「台灣美食國際化及科技化服務計

畫」，針對餐飲相關行業進行導入食品科技、提

升供應鏈管理、人才培訓及行銷推廣，成功將台

灣餐飲經營模式拓展至海外市場。

服務品牌崛起 搶進全球市場

在政府政策推動以及業者自身的努力之下，

近年來台灣服務品牌大舉崛起，並且成功拓展全

球市場，尤其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布局更是成功且

綿密。根據經濟部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台灣餐飲

業已經有超過50個品牌前進大陸發展，經營據點

也已突破2,000個，包括85度C、王品集團的布局

都非常成功，目前85度C在中國大陸的營業據點

高達391個，而王品集團至2013年為止已經有4個

品牌展店78家，業績年成長率高達50%以上。

除中國大陸市場外，世界各國也都可以看到

台灣連鎖服務業的身影，例如六角國際旗下包括

日出茶太，已在中國大陸、韓國、日本、越南、

緬甸、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

中東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加拿大、美國、英

國、澳洲等地展店。而王品集團繼成功布局中國

大陸市場之後，更將2014年訂為集團國際化元

年，全力拓展大亞洲與美國市場；之前已經與新

加坡餐飲業者以3比7比例合資成立新加坡舒果，

近來也正積極與美國業者洽談合作事宜，準備進

軍美國。

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 不容小覷

除了成功拓展市場的業者，目前仍有許多在

國內市場成長茁壯的小型企業，也正為國際化發

展作準備。不過，想要在全球市場突圍，仍需訣

■�目前台灣餐飲業已經有超過50個品牌前進大陸發展，經

營據點也已突破2,000個，其中，85度C布局相當成功，

營業據點高達39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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竅，商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師豪建議，服務業

是以人為本的行業，在面對全新的消費時代，台

灣服務業應發揮在地化、精緻化、專業化，並兼

備創新、智慧化的軟硬實力，再藉由全球化的推

力，才能將「台灣」品牌一步一步推向國際舞

台，開創服務業新藍海。

在市場布局上，由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

與我國鄰近，內需市場較大，而我國在消費口味

與習慣具華人市場代表性，且「MIT」 服務在華

人市場仍具品質保證，台商可把握中國大陸、東

南亞等華人市場服務業商機，拓展全球服務業市

場，尤其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更是台商可以率先

布局的市場。

徐重仁強調，近年來兩岸經貿往來密切，愈

來愈多服務業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擴點展店，未來

前進的台商將會更多。而由商業發展研究院與勤

業眾信聯合以台商餐飲服務業、生活服務業為對

象進行的「兩岸連鎖品牌服務業發展與轉型研究

計畫」調查報告顯示，配合中國大陸由世界工廠

轉型成為世界市場的經濟變革，服務業將會成為

中國大陸未來重要的經濟支柱產業，對此，台灣

連鎖品牌服務業者可以藉由進入中國大陸廣大市

場經營，進行體質與管理能力的升級工作，學習

如何在大型市場內管理連鎖品牌的經營模式，並

且透過中國大陸市場的測試與修正，發展出國際

化管理能力。

中國生產力中心協理陳弘元指出，中國大陸

市場講求做大、做深、做快、做強，台商在中國

大陸投資應先發掘自身的核心利基，找到市場區

隔差異，選擇目標市場由小到大試點，確定賺錢

模式之後再迅速複製，分區授權加速擴張，分階

段進行，搶得市場占有率。

85度C副總經理邱志宏則表示，在中國大陸

投資餐飲業，除篩選優勢產品、營造品牌特色之

外，地點設立上應選擇人潮多且具有消費力與腹

地之城市。此外，在設立門市方面，應遵循相關

規定，包括門店租賃合約應有房產證明，並取得

消防、環保、食藥監、工商證合格證明。

邱志宏同時也強調服務品質與優秀人才，是

勝出的兩大關鍵。商業發展研究所的調查也指

出，目前台灣連鎖品牌服務業者普遍面臨人力短

缺的問題，預計未來此情況將更為明顯。而在人

才不足的問題上，未來政府與企業都必須對服務

業人力培訓投入更多資源，除了年輕人力的培訓

之外，吸收中高齡就業者並對其進行培訓，也是

業者未來可以思考的發展方向。

綜觀來看，我國內需市場小，強調規模取勝

的連鎖服務業者，必須加快腳步發展國際化，才能

持續壯大企業的營運規模，贏得更龐大的市場，而

包括標準化作業流程、人才、優質服務等，都是前

進國際市場，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業者前進海外

之前，就應該做好全方位的準備。
■�台灣的服務品質與優秀人才，是連鎖服務業進軍國際勝出

的兩大關鍵，如今卻普遍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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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iew
外商觀點

隨
著近幾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亞洲最

大、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後，讓不少外商企

業紛紛將營運重心轉移到中國市場。即便如此，

仍有外商看上台灣多年來在資訊、製造能源、醫

療領域累積技術與經驗，持續增加在台灣市場的

投資規模。如專精各種設備安全規範制定的優力

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UL），便為因應亞洲市

場在能源產業及石化、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決

定進一步擴大台灣測試中心的測試項目及能量，

並且在經濟部協助下於桃園龜山的華亞科學園

區，設立使用面積超過1,300平方公尺的大型電池

暨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可望滿足亞洲及大中

華區市場的廣大檢測認證需求。

UL台灣總經理湯家德表示：「UL在台灣原

本就擁有經驗豐富且完整的工程技術團隊，加上

台灣是全球關鍵零組件的大國，如LED燈具、網

通、馬達等均是市占率第一，隨著危險場所需使

用的防爆產品需求提升，未來必定也會成為防爆

設備的主要供應國。其次，台灣本身的石油、化

工、食品加工業、半導體產業也非常發達，日後

勢必也需要引進防爆設備，所以成立測試中心剛

好也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積極觀察市場趨勢 奠定標準制定地位

創立於 1894年的UL，初期是從防火安全材

質檢測為主，隨後因應市場需求逐步將檢測內容

拓展至電氣產品安全、環境健康安全等，目前五

大事業領域分別為產品安全、檢測服務、生命及

醫療健康科學、培訓諮詢服務和綠色環保驗證。

成立測試中心創造雙贏

UL看好台灣經濟 
持續擴大測試內容
看上台灣多年累積的技術與經驗， UL 在經濟部協助下於桃園龜山的華亞科學園區，設立使用面積

超過 1,300 平方公尺的大型電池暨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以滿足亞洲及大中華區市場的廣大檢

測認證需求。

撰文／林裕洋  圖片提供／ UL 

■�創立初期，是從防火安全材質檢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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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300 平方公尺的大型電池暨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以滿足亞洲及大中華區市場的廣大檢

測認證需求。

撰文／林裕洋  圖片提供／ UL 

■�創立初期，是從防火安全材質檢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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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營業規模不斷擴大，UL檢測認證的項目範圍

除防火及電氣用品外，也涵蓋塑膠材料、線纜、

防火門、再生能源、燈具、燃油幫浦、醫療設備、

玩具、紡織品、食品、水質等等，目前在全球 40

個國家設有 152個實驗室、測試與認證機構，員

工高達 10,715人，合作夥伴更遍及 106個國家。

UL是北美市場的產品安全標準的主要制定者

之一，平時除與美國國家標準協會一同合作制定

美國國家標準外，也和加拿大標準委員會合作制

定美國／加拿大雙國家標準。值得一提的是，美

國國家標準起源是在 100多年前由私人企業主動

制定，後來為避免各種標準過於紛亂，影響到國

家產業與經濟的發展，才由美國國家標準協會擔

任協調私部門標準發展的角色，讓製造商在生產

商品過程中有遵循的標準，使消費者選擇到真正

的安全商品。

「UL參與安全標準檢測與制定的時間較早，

但能夠成為參與主要標準制定者之一的關鍵，在

於會隨時關注市場的變化。」湯家德解釋：「因

為我們在標準制定時，會由多位產業、學術和專

家組成的UL標準技術小組，並且在一個公開且符

合產業、消費者需求的程序下，進行討論、表決，

完成最終標準的制定，最後再與美國國家標準協

會討論是否可成為國家標準。」

然而，UL面臨最大挑戰是本身須隨時掌握產

業發展趨勢，以及創新科技發展過程中衍生的技

術與安全問題，才能在保護消費者安全以及產業

發展利益的前提下，領先其他競爭對手訂出一套

符合市場規範的安全標準，進而變成被不同國家

採納為國際標準。

台灣為資訊供應國 UL成立海外首座測試

UL耕耘台灣市場的時間相當早，在台灣於

1980年代進軍高科技產業，並且成為全球IT設備

主要生產重鎮後，於 1988年在台灣設立美國以外

的第一個測試分支機構，也移植源於美國總部的

測試資源、技術與經驗，希望UL台灣成為亞太區

測試的重要中樞，同時支援亞洲市場的測試與認

證需求。

UL台灣測試中心完成之後，即可為台灣製造

商提供產品認證、檢測、測試、檢驗 、稽核、諮

詢培訓等全方位服務，在產品外銷至其他國家之

前，先做好產品品質把關的工作，以符合不同國

家的法規要求，取得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除

此之外，UL還能以公正第三方單位的角色，依據

廠商的規格要求，協助檢測其指定的產品能效或

稽核流程，並提供公信力的報告等。

■�台灣總經理湯家德認為，UL能夠成為參與主要標準制定

者之一的關鍵，在於會隨時關注市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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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德說：「產品通過檢測、取得安全認證

之後才上市，看起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早

期台灣製造商多為從事OEM的中小型公司，對於

取得安全認證並不積極，若非買主要求，廠商可

能選擇不要認證，所以早期UL在推廣檢測與認證

觀念上，下了許多功夫。」

此種狀況直到台灣高科技產業將觸角延伸到

歐美市場，因當地買主或供應商對消費者使用安

全非常重視，強調產品須取得測試與認證後方可

銷售，才讓台灣廠商有主動取得認證的思維。

面對近幾年台灣外銷金額持續萎縮，湯家德

指出，標準已被全球公認為是一種技術貿易障

礙，雖然台灣在創新與零組件在全球產業上均屬

要角，但只有耕耘供應鏈市場，將無法制定任何

產業標準，須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標準制定工

作，成為一項台灣企業不可忽視的工作與投資。

借重經濟部資源 UL擴大測試項目

然而，台灣以中小企業居多，參與標準制定

的成本高，非短時間內可以回收，若政府能提供

適當的協助，幫助廠商參與國際組織的標準制定

工作，打造快速製樣能力，並搭配本土化的認證

能量，就有機會在短時間取得國際大廠的訂單、

切入利基市場。尤其當相關部門在評估海外出口

市場時，除了考慮消費市場廣度外，亦可以將技

術深度與國際標準的脈動趨勢納入考慮，畢竟與

其被動等待標準的全球統一化，不如主動分析個

別市場的特色，找到自身的競爭優勢而搶攻。

看好台灣擁有相當充沛與專業的技術人才，

UL先在 2005年於台灣設立海外唯一的標準發展

暨前瞻科技測試研發單位，並與台灣政府單位積

極合作標準的研擬及檢測技術的交流，如經濟部

標檢局、工研院等。截至目前為止，UL台灣依然

是除北美總部之外，唯一具備相同功能與服務的

全功能認證測試單位，堪稱是美國本土以外的營

運暨知識卓越中心。

其次，根據市調機構拓墣產業最新研究指

出，在全球節能減碳趨勢下，鋰電池應用市場出

現結構性的改變，已經從過去以 3C 產品為主的

產業結構，轉而電動車、再生能源及家用儲能系

統為主。因此，UL也早就察覺到全球積極投入發

展的綠色事業，帶動大型儲能與動力電池的市場

需求，以及在工安事件不斷發生下，強制使用防

護設備的趨勢，所以希望能在台灣成立大型電池

暨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雖然總公司位於交通

便利的台北市，有足夠空間可使用，但大型電池

與危險場所設備進行的防爆測試，是較為危險的

操作過程，不適合在人口密集的區域設立，因此，

希望透過經濟部協助找到合適的設廠地址。

「雖然台灣有很多不錯的工業區，但我們目

標是想要找到距離總公司近，又可以快速服務客

戶的地點。」湯家德表示：「所幸在經濟部多方

面的協助下，才得以在距離台北近、交通極為方

便的桃園龜山的華亞科技園區，成立大型電池暨

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目前已經取得美國國家

認可實驗室（NRTL），以及台灣財團法人全國

認證基金會的認可。」

Pr
of

ile

UL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1894年
●公司規模：10,715人
●UL台灣總經理： 湯家德
●  主要營業項目：產品安全、檢測服務、生命及醫

療健康科學、培訓諮詢服務、綠色環保驗證

●產業地位：北美市場產品安全標準主要制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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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德說：「產品通過檢測、取得安全認證

之後才上市，看起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早

期台灣製造商多為從事OEM的中小型公司，對於

取得安全認證並不積極，若非買主要求，廠商可

能選擇不要認證，所以早期UL在推廣檢測與認證

觀念上，下了許多功夫。」

此種狀況直到台灣高科技產業將觸角延伸到

歐美市場，因當地買主或供應商對消費者使用安

全非常重視，強調產品須取得測試與認證後方可

銷售，才讓台灣廠商有主動取得認證的思維。

面對近幾年台灣外銷金額持續萎縮，湯家德

指出，標準已被全球公認為是一種技術貿易障

礙，雖然台灣在創新與零組件在全球產業上均屬

要角，但只有耕耘供應鏈市場，將無法制定任何

產業標準，須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標準制定工

作，成為一項台灣企業不可忽視的工作與投資。

借重經濟部資源 UL擴大測試項目

然而，台灣以中小企業居多，參與標準制定

的成本高，非短時間內可以回收，若政府能提供

適當的協助，幫助廠商參與國際組織的標準制定

工作，打造快速製樣能力，並搭配本土化的認證

能量，就有機會在短時間取得國際大廠的訂單、

切入利基市場。尤其當相關部門在評估海外出口

市場時，除了考慮消費市場廣度外，亦可以將技

術深度與國際標準的脈動趨勢納入考慮，畢竟與

其被動等待標準的全球統一化，不如主動分析個

別市場的特色，找到自身的競爭優勢而搶攻。

看好台灣擁有相當充沛與專業的技術人才，

UL先在 2005年於台灣設立海外唯一的標準發展

暨前瞻科技測試研發單位，並與台灣政府單位積

極合作標準的研擬及檢測技術的交流，如經濟部

標檢局、工研院等。截至目前為止，UL台灣依然

是除北美總部之外，唯一具備相同功能與服務的

全功能認證測試單位，堪稱是美國本土以外的營

運暨知識卓越中心。

其次，根據市調機構拓墣產業最新研究指

出，在全球節能減碳趨勢下，鋰電池應用市場出

現結構性的改變，已經從過去以 3C 產品為主的

產業結構，轉而電動車、再生能源及家用儲能系

統為主。因此，UL也早就察覺到全球積極投入發

展的綠色事業，帶動大型儲能與動力電池的市場

需求，以及在工安事件不斷發生下，強制使用防

護設備的趨勢，所以希望能在台灣成立大型電池

暨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雖然總公司位於交通

便利的台北市，有足夠空間可使用，但大型電池

與危險場所設備進行的防爆測試，是較為危險的

操作過程，不適合在人口密集的區域設立，因此，

希望透過經濟部協助找到合適的設廠地址。

「雖然台灣有很多不錯的工業區，但我們目

標是想要找到距離總公司近，又可以快速服務客

戶的地點。」湯家德表示：「所幸在經濟部多方

面的協助下，才得以在距離台北近、交通極為方

便的桃園龜山的華亞科技園區，成立大型電池暨

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目前已經取得美國國家

認可實驗室（NRTL），以及台灣財團法人全國

認證基金會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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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1894年
●公司規模：10,715人
●UL台灣總經理： 湯家德
●  主要營業項目：產品安全、檢測服務、生命及醫

療健康科學、培訓諮詢服務、綠色環保驗證

●產業地位：北美市場產品安全標準主要制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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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選擇在台灣成立大型電池暨危險場所設備

測試中心，主要是看上台灣電池業者憑藉著強大

的ICT產業基礎，以及在大型電池管理領域的軟、

硬體的技術能量，成為全球大型電池組的主要供

應國之一，即便是進入門檻較高的電動車市場，

也有業者順利切入北美汽車大廠的供應鏈，因此

無論是未來試樣或者量產，在內、外銷均有龐大

的驗證需求。

防爆設備需求夯 攜手搶攻新商機

然而大型電池的應用範圍非常廣泛，每個應

用領域、國家的法規要求均不同，台灣業者若要

逐一送到國外驗測，勢必要耗費龐大的成本，也

會拉長產品開發的時程。但當UL大型電池暨危險

場所設備測試中心落成之後，台灣電池業者即可

以最少的驗證成本，在華亞科技園區完成合乎不

同國家法規要求的測試工作。

湯家德說：「我們的大電池測試實驗室即是

針對電動汽機車、智慧電網、數據中心，及中小

型儲能設備所使用的大型儲能電池芯或者模組，

提供歐、美、日、台等主要市場要求的測試認證，

包括IEC、UL、SAB-S 1101和CNS等，是全台唯

一可執行至少 100 伏特的電池產品測試。此外，

透過完整的測試設備，可監測鋰電池產品在測試

過程中是否因此產生有毒氣體與可燃氣體，精確

迎合國際上的新興標準要求。」

至於危險場所設備測試中心的防爆測試方

面，UL則可以提供燈具、開關、大型工業馬達、

發電機、廠區路燈等巨型電機設備的安全測試，

測試項目包括爆炸、火花、靜水壓、IP 保護與高

低溫循環。值得一提之處，在於實驗室更配備超

高速攝影機，可提供測試時爆炸瞬間的攝錄影，

除了監視測試過程記錄外，也能讓台灣業者進行

產品防爆設計的失效分析，讓產品後續開發過程

更為順利。隨著無線充電、數據中心與雲端服務、

汰役鋰電池再轉用與太陽能發電系統等議題興

起，UL正在規畫完整的測試與認證規範，預計未

來可望納入台灣測試中心的項目之中，再度扮演

協助成為台灣廠商進軍國際市場的重要推手。

33

針對電動汽機車、智慧電網、數據中心，及中小

型儲能設備所使用的大型儲能電池芯或者模組，

協助成為台灣廠商進軍國際市場的重要推手。

■ UL選擇在台成立大型電池暨危險場所設

備測試中心，是看上台灣電池業者憑藉

的 ICT 產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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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26年鑽研一件事

凱撒專注衛浴 成就非凡
凱撒衛浴打破衛浴產業由少數廠商壟斷的局面，以平價奢華的產品競爭力，發展自有品牌。成功

的經營模式，是 26年來，堅持只專注浴室內，如今已成為亞洲唯一一家具備 FFC高溫耐火瓷技

術的廠商。

撰文／孫慶龍  攝影／邱如仁  圖片提供／凱撒衛浴

成
立於1988年的凱撒衛浴，不僅以後起之

秀，打破衛浴產業長期由少數廠商壟斷的

局面，發展成為台灣第三大、越南第二大的衛浴

品牌，更成為亞洲唯一一家具備FFC（Fine Fire 

Clay）高溫耐火瓷技術的廠商，由於FFC提供各

種產品設計得以大量生產的可能，因此一方面實

現凱撒衛浴「平價奢華」的產品競爭力，讓自有

品牌CAESAR擁有媲美日本TOTO的品質，但價

格卻是同業最低。另一方面則成為王品、統一超

商等集團近幾年積極擴展店面時的重要協力廠

商；除此之外，董事長蕭俊祥甚至發下豪語，希

望在未來25年之內，帶領CAESAR成為全球前10

大的衛浴品牌。

然而，凱撒衛浴目前看似成功的營運，卻是

董事長蕭俊祥 26年來，始終堅持只做一件事，所

累積出來的成果，而這一件事，就是：浴室裡的

東西。

不跨出浴室外  憑藉專注創造價值

「浴室，是一個讓你可以真正享受到愉悅與

私密的空間，很多人喜歡躺在浴缸中思考，也有

人喜歡坐在馬桶上玩 iPad，」蕭俊祥接著說，現

在的人不一定會花很多錢在客廳的投資，但卻非
■凱撒董事長蕭俊祥，26 年來專注研究浴室裡的設備，成

就如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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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視浴室的空間，而凱撒衛浴的優勢，就是公

司自成立以來所設計研發的產品，從未跨出浴室

以外，也就是憑藉著這股專注的力量，目前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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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更展現凱撒衛浴多元與豐富的品牌內容。

回想 26年前投入創業的過程，蕭俊祥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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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甚至財務上的困難，但由於本身對衛浴陶

瓷這個行業非常著迷，讓蕭俊祥並沒有因為遇到

困難就此放棄，反而一路堅持，「陶瓷的原料，

是地球上取之不盡的土，一公斤頂多幾塊台幣，

但經過燒窯加工之後，卻可以創造出非常高的價

值，」他說，陶瓷的附加價值不僅非常高，也不

容易被其他材料取代。舉例來說，即使到了非常

貴的餐廳，餐具也不會使用金碗或銀碗，而是使

用質地堅硬，給人感覺溫潤且典雅風尚的瓷器。

他進一步補充，瓷器在人類的歷史已經有數

千年的時間，但用在衛生設備卻只有 100年，然

而由於衛生陶瓷，不是單一平面，而是立體結構，

加上又有管路的配置，因此燒製的門檻非常高，

「衛生瓷器從頭到尾，大約有 30多道的製程，每

一道都是秘密，而每家廠商都把秘密埋起來的結

果，就是讓這個產業成為少數廠商的行業，在美

國只有 5個品牌，而在日本也只有 2至 3個品牌

而已。」蕭俊祥用產品製造的難度，解釋產業的

特性。

前進越南  深耕研發強化競爭力

由於衛生瓷器製作的門檻相當高，蕭俊祥不

諱言地指出，公司成立的初期，幾乎沒有競爭力，

只能做出簡單的產品，完全沒有能力設計任何造

型，但幸運的是，由於身逢 1980年台灣房地產起

飛的年代，因此不但讓公司生存了下來，1986年

更透過到越南設廠投資，一方面建立起公司核心

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則開拓台灣以外的越南市

場，期待能讓營業額更上一層樓。

「早期只想到存活，沒時間想多餘的東西，

直到前往越南設廠之後，由於當時建廠的成本很

低，因此才開始做長遠的規畫，成立實驗室，進

行各種材料的研發，」他進一步解釋，過去接觸

過很多的品牌產品，但都不知道它們是怎麼做出

來的，直到自己有實驗室，不斷透過反覆地研發，

才一點一滴拼湊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另外，蕭俊祥補充，相較於競爭對手一年高

達新台幣 8,000萬元的研發費用，凱撒衛浴一年頂

多 2、3百萬元，除了原料土的成本非常便宜，用

掉 500公斤的土，成本最多 1,000多元之外，大多

數的實驗能否成功，關鍵其實都在構圖的設計，

「一張紙、一枝筆，把製圖畫下來，大概只有大

腦的成本而已，」他自豪地解釋，由於從小就喜

歡素描、油畫這類美感的藝術，因此，公司成立

至今，超過 5成以上的產品都是出自蕭俊祥之手。

人海戰術  打破日美獨占局面

然而，凱撒衛浴雖突破產品設計的技術門

■�經過燒窯加工之後，陶瓷可以創造出非常高的價值，也不

容易被其他材料取代。

台商動態-凱撒.indd   35 2014/9/24   上午4:52



iewpoint
台商動態v

36

檻，卻面臨無法打入越南市場的窘境，「印象非

常深刻，1997年 8月 15日，越南廠的第一件產

品問世，品質非常好，但卻乏人問津，」蕭俊祥

自嘲地表示。他進一步分析原因，當時在越南由

於日本的知名品牌 INAX，以及美國的衛浴品牌

American Standard都已經布局許久，加上越南本

身的消費者又非常重視品牌，因此身為新進者的

凱撒衛浴，一開始在通路的布局，吃了閉門羹。

直到蕭俊祥自創「人海戰術」的行銷策略，

才逐漸打破被原本由日、美品牌廠商獨霸的局

面。他解釋，所謂的人海戰術，就是鎖定胡志明

市內，較有規模的 50家經銷商，然後安排業務從

早上到晚，每小時負責一家經銷商，一天 8家，

跟老闆搏感情，「每天免費幫忙打掃，幫忙賣東

西，一個月下來，起碼 30個小時，4個月之後，

我們的業務從一開始只能站在門口，到後來可以

跟老闆泡茶變兄弟了。」他興奮地解釋當時的行

銷策略。

成功的行銷策略，加上具有品質與價格的產

品競爭力，凱撒衛浴的自有品牌 CAESAR不僅逐

漸站穩越南的內需市場，更一舉超越 American 

Standard成為越南第 2大的衛浴品牌，目前單是

越南境內就有超過 1,200家的商店銷售 CAESAR

的衛浴產品，每年提供母公司超過新台幣 5億元

以上的營收貢獻。

亞洲唯一掌握 FFC技術  晉升台灣前三大

作為凱撒衛浴最主要的生產基地，越南廠的

占地規模從原先的 3萬平方公尺，擴大到目前的

14萬平方公尺，年產量也從早期的 7萬件，成長

到目前的 160萬件，規模經濟的生產優勢，除了

支應越南的內需市場之外，大約 6成的比例回銷

台灣，則提供了 CAESAR 晉升為台灣僅次

HCG、TOTO第三大衛浴品牌的後盾。

此外，由於越南廠具備大量生產的規模經

濟，也讓凱撒衛浴獲得足夠的籌碼，可以與國外

的廠商談合作的機會，「如果沒有擴廠的計畫，

歐洲的廠商才不會理我們，因為他們也是想做生

意，」蕭俊祥一語點出商場上的現實面。

他進一步解釋，過去台灣的衛浴產品由於偏

向日本重實用的風格，因此在外觀造型的變化相

對保守，然而蕭俊祥表示，自從進入產業的第一

天，就對歐洲的造瓷技術印象深刻，兼具功能的

同時，又強調美觀設計，「過去總認為，衛生瓷

器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看的，但去過歐洲才明

白，不好看的衛生瓷器，連購買的慾望都沒有。」

他接著分析，歐洲能夠做出漂亮的產品，最主要

的關鍵就在於 FFC的技術。

所謂的 FFC是一種高溫耐火瓷的技術，由於

燒製的過程，胚體收縮的比例可控制在 5%，優

於傳統的 12%，因此在不易變形的優勢下，產品

的造型不僅可以不受侷限，甚至可完美做出一體

■�衛浴設備不只要好用，更要好看，凱撒認為，不好看的衛

生瓷器，消費者連購買的慾望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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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的直角直線外觀，突破傳統只能以圓弧與曲

線呈現的限制，「歐洲具備FFC生產能力的廠商，

從未申請過專利，因為申請了就要公開，為了取

得這項技術，凱撒一方面透過業務的往來，取得

各種關於技術的訊息，另一方面則透過越南的材

料實驗室，投入研究開發。」

歷經多年的努力，2003年凱撒衛浴不僅成為

亞洲第一家擁有 FFC技術的衛浴品牌，至今仍是

唯一的一家。「這種技術，HCG與 TOTO都做不

不出來！ INAX也沒有！」蕭俊祥自豪地表示。

零關稅誘因  Caesar布局東南亞銷售網

展望未來，蕭俊祥表示，越南新廠在 2013

年下半年完工之後，雖然大幅提升產能高達 1倍，

但由於面臨缺工的問題，因此營收始終無法出現

明顯的成長，「衛生瓷器由於生產難度比較高，

因此要培養一個熟工，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時

間。」他進一步解釋，未來隨著熟練的工人陸續

加入生產線，並且搭配自動化的生產流程，2014

年下半年之後，將可重回營運成長的軌跡。

此外，繼 2010年產品進口到中國大陸零關

稅之後，2015年開始，東協也將全面進入零關稅

的貿易條件，蕭俊祥預估，不僅將有助於 Caesar

打入東亞南的其他國家，由於他也觀察到台灣的

品牌在東南亞滿受肯定，因此在天時、地利、人

和都有利的條件下，將是凱撒衛布局東南亞、甚

至全亞洲銷售網的最佳時刻。

除了新市場的布局之外，作為衛浴品牌的領

導廠商，蕭俊祥也期待能夠結合本身研發的能

量，與科技業，甚至跨國異業進行創新產品的合

作，將環保、科技的主軸落實在新產品的發表上，

至今，在市場獲得熱烈回響的創新產品，包括：

不必沖水的無水便斗，不必接電的水力發電感應

龍頭，以及不必清洗的奈米抗汙瓷器等等。

總結而論，平價奢華的產品訴求，搭配環保

創新的研發能量，讓蕭俊祥所帶領的台灣品牌

CAESAR，正一步步往全球前 10大衛浴品牌的目

標邁進。

■ �FFC 高溫耐火瓷的技術，不但可讓產品造型不受侷限，也能完美做出一體成型的直角直線外觀，突破傳統只能以圓弧與曲線

呈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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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客戶的問題及需求

宇瞻邁向穩健獲利的正循環
宇瞻科技目前在工業用的固態硬碟領域，已經晉升為全球龍頭廠商，但能有今日的成績，卻是歷

經長達10多年來，堅持不放棄且持續投入研發資源，才累積出來的成果。

撰文／孫慶龍  攝影／邱如仁  

成
立於1997年的宇瞻科技，在創造「專業分

工」與「快速培養人才」營運價值下，透

過上中下游重新整合，強化宇瞻科技在半導體產

業中專業模組廠商地位，更藉由提供完整的產品

與服務，建立起在DRAM產業的價值供應鏈。

成立僅 3年 
躍升全球前四大記憶體模組廠

宇瞻科技為了因應全球市場運籌的機制，一方面

將營運總部設在台北，另一方面分別在美國聖荷西、

荷蘭、日本東京、中國大陸上海與印度班加羅爾等地

設立子公司，不但順利建立橫跨歐、亞、美三大洲的

全球行銷通路，更快速建立自有品牌 Apacer的形象與

地位，因此成立僅 3年的時間，便躍升為全球前四大

的記憶體模組廠商。

「公司剛成立時，雖然在人力與資金的調度上相

對有限，但運氣不錯，隔年就搭上全球 DRAM產業的

榮景，」宇瞻科技總經理張家騉回憶說明，DRAM產

業是一個價格波動非常劇烈的產業，產品價格可以從

一顆新台幣 24元到 630元之間起伏，如果是出現在市

況好的時候，廠商的利潤就會非常高，「但反過來說，

如果 DRAM價格是往下跌，廠商庫存的跌價風險，就

會很大。」張家騉表示。
■宇瞻科技總經理張家騉分析宇瞻能夠在歐洲成功的原因，

歸功於「深耕代理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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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客戶的問題及需求

宇瞻邁向穩健獲利的正循環
宇瞻科技目前在工業用的固態硬碟領域，已經晉升為全球龍頭廠商，但能有今日的成績，卻是歷

經長達10多年來，堅持不放棄且持續投入研發資源，才累積出來的成果。

撰文／孫慶龍  攝影／邱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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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瞻成立初期雖然很快就取得不錯的營運成績，

但並未讓公司的經營階層就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中，

反而激起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1999年為了分散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單一產品的營運風險，因此宇瞻也開始積極

跨入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產品線的布局。

成也 Flash敗也 Flash 
宇瞻重新思考營運方向

宇瞻在全球所建構的產品銷售與服務網，不僅是

打響 Apacer自有品牌的成功關鍵，更讓 Flash產品線

在 2005年到 2007年的歐洲市場，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當時的歐洲，是全世界產品的銷售天堂，要量

有量，要價有價，」張家騉回憶，宇瞻能夠在歐洲成功，

完全歸功於「深耕代理商」的策略，由於歐洲幅員廣

大，加上國家與語言又分歧，因此很難透過一家代理

商，就能完全克服物流、金流與語言的障礙。

「只要每一個代理商都各自經營好所屬的市場，

最後就會形成乘積的效果，此時再搭配優質產品，銷

售就能有好成績。」他語帶驕傲地表示。

然而，宇瞻在歐洲市場銷售的成功並沒有持續太

久，就遇到了Flash產業有史以來最大的殺價競爭，「當

時許多廠商為了降低 DRAM價格波動的風險，一窩蜂

地將許多產能轉移到 Flash上，結果在產能大增之下，

就造成了 2007年的 Flash價格的崩盤。」張家騉說。

這個衝擊反應在公司的每股稅後淨利，從 2006年

的 2元，大幅衰退到 2007年虧損 2.94元，而這個讓公

司營運大虧損的局面，也讓宇瞻的經營階層更加確認

往後的營運方向，勢必要跳脫硬體思維的框架，從客

戶使用的需求出發，提升具有客製化，與高附加價值

的產品營收比重，才能讓公司長久營運，朝向穩健獲

利的正向循環。

跨入工控 SSD  一蹲就是 10年

而上述所謂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NAND Flash，

也就是工業用固態硬碟，簡稱工控 SSD。相較於

DRAM無法在斷電後記憶長存的特性，NAND由於具

有可多次「擦」與「寫」的優勢，適用於電子數位資

■�宇瞻在全球所建構的產品銷售與服務網，不僅打響 Apacer 自有品牌，更讓 Flash 產品線，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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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儲存，雖然目前在一般消費市場中，Flash的下游

產品，例如「記憶卡（Flash Memory Card）」與「隨

身碟（USB Flash Drive）」已經是隨處可見、隨手可得

的 3C產品，「但在發展初期，Flash記憶體產品是很

昂貴的，因此我們初期的產品定位，就是用在工業用

途上。」張家騉表示。

他接著表示，雖然外界看到宇瞻目前在工業用的

固態硬碟，已經晉升為全球的龍頭廠商，但能有今日

的成績卻是經歷長達 10多年來，堅持不放棄且持續投

入研發資源，才一點一滴慢慢累積出來的成果，「宇

瞻科技很早就跨入工控SSD，但一開始卻是蓽路藍縷，

一個月出貨量才 300顆，一年也只有 3,000多顆，一般

公司對於這種無法獲利的產品，忍耐度都是有限的，

但慶幸宇瞻的執行力夠強，也堅持了下來，才能有今

天的成績。」張家騉自豪地表示。

相較於 DRAM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標準化產品，工

控 SSD直到這兩年，才有國際的標準化協會開始制定

制式的規格，因此，供應商與客戶之間客製化的過程

就非常重要，加上 NAND Flash本身的物理特性，也讓

客戶使用在不用應用上的難度大幅提高，宇瞻因為長

久以來的堅持及深耕工控領域，因此得以掌握關鍵優

勢，成為工控市場領導廠商。

少量多樣特性 考驗研發與生產能力

「由於 Flash本身的物理特性，生產出來時有些

會有壞軌現象，故需要透過控制器，來處理及控制

Flash元件，」他進一步解釋，除了需要考慮控制器的

因素之外，不同的下游應用會牽涉到的軟體設計與硬

■�宇瞻能有今日的成績，是長達 10 多年來，堅持不放棄且持續投入研發資源，才累積而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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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計也都不一樣，因此衍生出來的產品種類，就高

達數千種，遠遠超過 DRAM數百種產品的變化，「目

前宇瞻光是常態性的工控產品，數量就高達 6,000多

種，如此龐雜的產品線，對於公司在生產與研發的管

理上，確實是很大的考驗。」他說。

為了因應工控產品「少量多樣」與「複雜的技術

難度」特性，宇瞻科技目前所編制的工程師有高達

80%的比重放在負責工控的產品，「我常跟工程師講，

只要是客戶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腦袋要換到以

客服的取向才行，」張家騉表示，也由於秉持不畏困

難，且長年累月處理過大大小小不同客戶的問題，目

前的宇瞻不僅累積龐大的經驗與資料庫，更能做到產

品預測的能力，利用過去曾經處理過的問題，反應修

正在目前產品的研發上，很快就能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並提高產品的滿意度。

此外，產品少量多樣的特性，就一般習慣大量生

產的工廠模式，往往容易造成生產線安排的困擾，而

為了順應工控產品的特性，宇瞻有一套從設計、生產、

到存貨管理的系統，可以隨時監控保持最佳的營運狀

態。「過去為了因應不同客戶的訂單，生產線的換線

時間大約是 20分鐘，但現在已可縮減到 8∼ 10分鐘，

未來希望能再進一步縮短至 7分鐘，」宇瞻科技製造

服務處處長邱顯輝提出實際的數據，說明公司不斷追

求生產效能提升的成果。

用創新產品 提供未來成長動力來源 

持續往附加價值更高的工控 SSD領域發展，不僅

奠定宇瞻目前在工業用固態硬碟全球數一數二的供應

商地位，也讓宇瞻自 2009年後，公司的每股稅後淨利

都能維持在 2元以上的獲利，2013年更繳出稅後淨利

新台幣 4.47億元，創下成立以來歷史新高的紀錄，每

股稅後淨利也上揚至 3.33元。

然而，對於這樣的營運成績，張家騉並不自滿，

Pr
of

ile

宇瞻科技

●成立：1997年
●總經理：張家騉

●資本額：新台幣 13.55億元
●主要業務：記憶體模組、快閃記憶體、工業用

固態硬碟、消費性數位產品以及行動周邊產品

●2013年營收：新台幣 98.36億元
●產業地位：全球工業用固態硬碟 Top1

而是認為未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在節省營運

費用率上，「我們的費用率太高，不是因為人事費用

太高，而是營收太低，因此未來在人才培養的同時，

也要追求營收的提升。」他說。

展望未來 10年，宇瞻除了持續深耕工控市場領

域，維持公司穩健的營運成長外，張家騉認為要達到

爆發性成長的目標，就必須得仰賴「創新產品」的開

發。談到創新性的產品，張家騉也觀察到，目前無線

充電的技術已逐漸邁向成熟，相信未來 10年，將會是

相當受到認同的應用與技術，「在美國的星巴克，桌

上就有無線充電的機組，提供消費者一邊喝咖啡，一

邊讓手機無線充電的服務。」他說。

有了對於未來產業趨勢的觀察，宇瞻更在今年 6

月的台北國際電腦展中，率先提出具有無線充電功能的

藍牙音箱，讓消費者可以透過與行動裝置的連結，不僅

能隨時隨地播放自己喜愛的音樂，更可藉由產品頂端所

設置的無線充電板，提供手機無線充電的服務與功能。

此外，有鑑於過去雲端儲存服務，個人資訊安全

的疑慮常受到質疑，宇瞻也在這次的台北國際電腦展

中，展出具有「個人雲」概念的儲存產品 Apacer 

Cloud，不僅提供個人儲存資訊更加完善的安全機制，

更增加人際互動分享的雲端體驗。總結而論，未來的

宇瞻除了深耕工控市場之外，藉由產品創新的開發思

維，也將是提供營運成長的動力來源。

台商動態-台商宇瞻.indd   41 2014/9/24   上午4:54



Invest in Taiwan
在地投資

42

位
於台灣中部的交通樞紐，彰化縣有「台灣

穀倉」的稱號，依山傍水、景色宜人，這

座將近300年的古城老鎮，擁有保守淳樸的民情

風俗，不僅觀光資源豐厚，更是全球最大的搜尋

引擎Google雲端資料處理中心的落腳處，文化、

產業兼具。

縣長卓伯源在提及彰化縣的特色時，以彰化

為基地為例，引用Google亞太區總裁Daniel Alegre

當初選擇表示：「Google有全球最具規模的資料

收集能力，在審慎評估下，才將最重要的資料中

彰化縣：田園科技幸福城

行政效率高 投資達陣
也許你會好奇，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Goolge，為何選擇彰化做為亞洲首座、也是亞洲最大的資料

中心？彰化縣擁有花田城市美名、並以百年鹿港小鎮享譽國際，如何成為如今的高科技產業發展

重鎮？

撰文／鍾碧芳  攝影／蔡世豪  圖片提供／彰化縣政府新聞處

■ �Google 落腳彰化設置雲端資料處理中心，不只代表了彰

化縣未來的產業方向正確，也看到了台灣的科技潛力。

心選定在彰化縣。」

他進一步說明，「Google來彰化投資，不只

代表了彰化縣未來的產業方向正確，也看到了彰

化縣的科技實力，尤其是彰化的行政效率、治

安、消防救災能力，都居於全國第一；社會福

利、人民友善、文化等方面也可圈可點；甚至，

這裡是颱風犯台路徑中最不容易到達的區域，而

這些都是彰化無可取代的優勢。」如今，Google

投資金額從新台幣90億元加碼到180億元，土地

也增購至60公頃，可以想見，未來彰化在雲端科

技的前途不可限量。

五大方向 定調彰化縣的投資潛力

一直以來，彰化縣給台灣民眾最深刻的印

象，始終是歷史、古蹟、建築、人文、藝術、匠

師、美食風味小吃、自然景觀與生態等，再加上

知名景點如鹿港小鎮、王功漁港等觀光產業，幾

乎都與農業與休閒脫不了關係。但自國際大廠

Google選擇以彰濱工業區為雲端資料處理中心基

地後，彰化縣便以「田園科技幸福城」之姿，成

為中台灣重要的產業大縣。

彰化縣的地理位置居中，雖然面積是台灣本

在地投資-彰化縣長.indd   42 2014/9/24   上午4:56



Invest in Taiwan
在地投資

42

位
於台灣中部的交通樞紐，彰化縣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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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田園科技幸福城

行政效率高 投資達陣
也許你會好奇，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Goolge，為何選擇彰化做為亞洲首座、也是亞洲最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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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鎮？

撰文／鍾碧芳  攝影／蔡世豪  圖片提供／彰化縣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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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中最小的一縣，但縣內人口數130萬，卻也是

台灣縣市中的大縣之一。同時，卓伯源分析彰化

縣的五大定位「台商的故鄉、農業大縣、文化大

縣、幸福安全城市、觀光寶藏」時指出，彰化縣

可說是台商的故鄉，昔日『一府二鹿三艋舺』就

明白說明這裡曾有繁榮興盛的過去，產業鏈多

元，更是許多世界知名品牌如宏碁電腦、華碩電

腦、鼎新企業、正新輪胎、寶成企業等創業者的

故鄉，近年縣府積極招商，希望能把彰化建立成

新興產業的基地。

其次，彰化的農產、花卉種類與產量均豐，

外銷量更在8年（2006~2013年）內成長超過20

倍，成績亮眼，品質也備受肯定。除了每年定期

舉辦「葡萄公主」選拔，以宣傳行銷帶動整體收

益外，也把彰化是「花的故鄉」的理念傳遞出

去，更成功造就了億萬花農、千萬葡萄農的經濟

佳話。

卓伯源指出，彰化縣不只是農業大縣，也是

台灣重要文化發源地，更是音樂之都、閱讀城

市，縣府已經連續5年邀請世界級的音樂美聲團

體來彰化演出，且持續投注在軟硬體上，不但曾

獲得閱讀磐石獎，也在網界博覽會中奪得25座獎

項，創下歷年佳績。

此外，彰化的治安表現也很優異。今年《遠

見》雜誌縣市總體競爭力調查中，彰化縣拿下治

安滿意度、施政進步全國雙料冠軍，是刑案發生

率全國最低、破案率最高的縣市，更連續7年榮

獲內政部社區治安評鑑「特優」。

另一方面，近幾年在卓伯源大力推動觀光政

策下，彰化縣也已建立城市觀光的品牌形象，許

多觀光亮點如鹿港古都之美、西南角的濱海風

情、芳苑王功的漁村風貌、田尾公路花園等，為

彰化吸引了大批的觀光人潮，也成為台灣觀光旅

遊的一個新亮點。

打通任督二脈 打造 30分鐘生活圈

為了行銷彰化美好的農產品與觀光美景，彰

化縣近年積極加強交通建設，包括六大交通網

「台61乙線彰濱連絡道」、八卦山環道（高鐵聯

外道路南段）都已經完工，卓伯源形容，就像打

通任督二脈般，如今，在彰化縣內，從縣內任何

一點到另外一點的車程，最多只要30分鐘，30分

鐘的生活圈目標已經達成，未來不僅大幅縮短旅

運時間，也提升縣民生活品質與產業發展。

■�彰化的農產、花卉種類與產量均豐，每年並定期舉辦「葡萄公主」選拔，以宣傳行銷帶動農產品的整體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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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受惠於中央山脈與八卦山脈的自然屏

障，即使颱風侵台，往往也是「有風無颱、有雨

無災」，同時，彰濱的海埔新生地遠離地震斷層

帶，不用擔心地震災害，卓伯源說，得天獨厚的

地理環境，也是國際大廠喜歡來彰化投資設廠的

主要關鍵。

目前，彰化縣積極推動的重大公共建設，包

括二大都市計畫、四大工業區、六大交通網、八

大生活圈及十大博物館等，在基礎建設趨於完備

的目標之下，期望吸引國內外優質企業陸續進駐

投資。

「其中，二大都市計畫分別為員林184公頃

市地重劃及彰化市區擴大都市計畫案，預計將可

擴大原有都市計畫範圍，舒緩都市用地不足的現

象；至於四大工業區中，中科二林園區已有15家

廠商核准入園設廠，彰南產業園區也已有159家

廠商表達進駐投資意願，用地需求超過可供給面

積的4倍。」卓伯源表示，在縣府積極招商下，

都展現不錯的招商成績。

行動招商辦公室 投資效率零時差

為了讓企業投資更有效率，縣府特地成立

「行動招商辦公室」，遴聘包括都市計畫、建築

及產業技術等專業人員，從用地遴選、規畫、土

地變更、建築及營管等，全面提供企業投資設廠

的服務，目的希望能打造投資零時差的優越投資

環境，讓投資企業在最短時間內就能設廠。

卓伯源以全球前三大半導體封測廠矽品在彰

化順利設廠為例，他指出，當時縣政府啟動專人

專線協調的單一窗口、同步審查的方式，協助矽

品取得建廠用地、完成設廠目標，也讓企業界頭

一回見識到彰化縣政府前所未見的超高行政效

率。企業投資搶商機自然分秒必爭，如果政府低

效率的行政流程，勢必延誤投資商機。

若從勞動人口數來看，彰化縣人口數將近

130萬，其中勞動人口有57萬人，不但人力豐

沛，「且縣內設有5所大專院校，縣民中受大專

以上教育人口數共有24萬左右，教育水準高、素

質好，足以在各個產業市場中提供專業且傑出的

人才。」卓伯源信心滿滿的說。

這些年，在縣府積極招商下，彰化縣的重大

投資案成果豐碩，包括矽品精密投資在和美、佳

興企業在福興鄉生化科技廠的擴廠案、美商Google

投資超過新台幣180億元成立雲端資料處理中心、

友達晶材斥資新台幣12.5億元購買彰濱工業區19.6

公頃土地，以及中鴻鋼鐵、寶德能源、慶欣鋼鐵

等，投資總金額超過新台幣4,055億元。

文創產業 帶出彰化歷史風貌

產業消費結構持續改變，在資源有限下，如

何讓創意無窮，是文創產業的發展重點。彰化縣
■�卓伯源認為彰化縣的未來的發展潛力不容小覷，是投資、

觀光、移民的最佳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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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有的資源，透過文化與產學資源優勢結合，

再加上創意巧思，用異業結盟的方式，結合地方

產業特色的創意開發模式，成功引發群聚效應，

其中，二水鄉的螺溪石硯就是一例。

濁水溪帶來的豐富石材，使得二林鄉的硯雕

石藝成為產業文化的特色，在員集路上，有十數

位硯石雕琢工作者群聚形成『石硯街』，不但傳

承及發揚二水傳統的硯雕及奇石藝術文化帶來經

濟效益，也結合地方力量，讓硯雕文創成為彰化

縣的一大產業指標。

卓伯源舉鹿港小鎮為例，由於開發歷史悠

久，成就許多豐富的歷史古蹟，因此縣府除全面

保存與活化當地古蹟外，積極發揚傳統民俗技

術，如國寶級的紙燈籠，對於傳統工藝，縣府經

常性的舉辦活動來推廣文創藝品，甚至進行DIY

體驗等手工創意市集來熱絡當地民眾，吸引觀光

人潮，希望讓各鄉鎮都有亮點，提升經濟繁榮。

以民為主的觀光策略 帶動投資

區域經濟合作是全球國際化的趨勢主流，活

動的交流能為觀光產業帶來龐大的商機，隨著大

陸來台觀光旅遊人數提升下，如何有效行銷彰化

觀光產業、吸引外商前來投資設廠成為彰化觀光

產業重要的挑戰。

卓伯源指出，以往縣政執政者多以自己為本

位，但縣府的觀念則是服務使用者的角度，因此

施政目標是要打造幸福科技城。「彰化縣公共自

行車租借系統」（YouBike）正是一項便利且能融

入民眾生活的舉措，無論在通勤、就業、運動、

觀光休閒上，都有不同面向的好處。

彰化原本就有自行車優勢，包括自行車零組

件工廠、輪胎產業等，都在彰化設廠很長一段時

間，能成為YouBike中台灣第一個建置系統設置，

應該算是水到渠成。卓伯源說，「微笑單車

YouBike啟用後，一炮而紅，光是營運兩個月，使

用人數就超過25萬人次，甚至贏過台北市，台北

啟用9個月，平均週轉率才7.64轉，但彰化縣不到

一個月的時間，就衝到接近8轉。」在營運效益

佳下，也將擴展到員林。

另外，縣府在社頭鄉清水岩露營區興建溫泉

體驗設施的第一期工程，也已於今年初落成啟

用，除免費開放提供各地民眾體驗「彰化美人

湯」外，溫泉第二期工程也將於近期內引進民間

投資，預計開發經費高達新台幣1.5億元以上，勢

必吸引更多觀光人潮。

執政8年，卓伯源看彰化縣的未來的發展潛

力不容小覷，他認為彰化縣創造了投資的最適環

境，是投資、觀光、移民的最佳處所，近來也積

極向中央爭取彰濱工業區崙尾區納入自由經濟示

範區內，可與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對接合作，引

進金融服務、教育創新、智慧物流、國際健康及

農業加值等產業，吸引國外專業人士進行技術研

發，帶動縣內產業創新發展，實現「彰化新希

望，歡喜看未來」的願景。

■�彰化縣積極推動的重大公共建設，在基礎建設趨於完備的

目標下，預計可吸引國內外優質企業陸續進駐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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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南亞是台商全球布局，僅次於中國大陸的

第二大重要投資區域。尤其過去10多年來

東南亞國家經濟快速起飛，更加速台商前往投

資，然而，近年來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卻面臨諸

多的挑戰，尤其是2014年5月的越南排華暴動事

件以及泰國政變，都顯示出東南亞投資風險急遽

增加。

面對越南排華與泰國政變兩大事件，台商除

了仰賴政府協助進行處理與因應之外，自身也應

採取正確的經營策略，分散風險，讓海外布局能

越南排華暴動、泰國政變戒嚴

東南亞政治不穩 考驗投資
前一陣子，越南與泰國接續發生排華暴動事件與政變，當地台商投資風險驟增，對此，我國政府積極

採取相關措施協助台商，未來，台商在當地的投資必須更小心，並且思考新的投資策略，分散風險。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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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排華暴動、泰國政變戒嚴

東南亞政治不穩 考驗投資

夠長治久安。

越南出現嚴重排華暴動

2014年 5月 13日，越南南部地區原本只是

一場抗議中國大陸在南海設置鑽油田的示威遊

行，沒料到卻變調成為嚴重的排華暴動事件，遊

行的越南群眾對包含台商在內的外資進行打、

砸、搶、燒攻擊，其中又以台商受到的損害最為

嚴重。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公布的資料顯示，

此次因為越南暴動事件遭到損害的廠商多達 414

家，累計財產損失更高達新台幣 60億元。

南部各省市包括平陽省、河靜省、同奈省、

巴地頭頓省的損害都非常嚴重，其中平陽省受到

嚴重損害的廠商多達 23家，至於同奈省部分，經

會計師事務所專業團隊調查，同奈省受損失台商

計 139家，其中 5家遭縱火。從統計損害的各種

數據可以發現，這次越南排華事件，堪稱台商在

越南投資以來，最嚴重的暴動。

面對越南出現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排華行

動，我國政府於第一時間了解並掌握台商在當地

的損失情況，除了由經濟部次長沈榮津與投資業

務處處長連玉蘋率團前往掌握台商具體訴求之

外，在暴動發生後不久即成立「越南台商服務單

一窗口」，由投資業務處成立 24小時專人專線服

務，並逐一電洽越南受損台商之母公司了解需協

助事項。同時，在 5月 21日開始進一步陸續籌組

「關懷越南台商訪問團」、「協助越南台商專家

服務團」、「協助越南台商深度服務團」等，協

助台商各項災後重建工作。為協助受災台商對越

求償，台越雙方組成跨部會工作小組，進行協商

談判，已於本 (103)年 6月 11日、7月 7日於越

南舉行 2次協商會議。

另外，我政府針對受災台商資金需求問題，

提供金融協助，包括協調銀行公會提供台商新增

貸款或原有資金續借、展延或協議清償；以及僑

委會提供海外信保基金「越南 513專案」、「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等。並協調

財政部從寬認定受損公司，協助其辦理災損扣

抵。此外，要求我在越產物保險業者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提供理賠諮詢的服務，並協調我在越產物

保險業者儘速受理受損台商理賠申請等各種相關

措施。

謹慎面對泰國政變影響

越南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排華暴動當月，

泰國也發生政變事件，儘管這次政變已經是泰國

自 1932年以來的第 12次政變，許多當地投資的

企業多數有經驗並知道如何因應，但是政治的不

安不免仍對在泰國外資引起騷動。

泰國政變除引起美國、歐盟等國家的關注

外，我國外交部也密切關注，所幸，在了解局勢

並且對於泰國台商進行關心之後，經濟部國貿局

指出，台商並沒有受到影響，此外，泰國政變對

於台泰兩國進出口貿易並沒有實質威脅。而泰國

自發生政變以來，至今政局已逐漸趨穩，該國政

府也陸續解除部分地區的宵禁。

不過，儘管泰國政變對於目前在當地投資的

台商沒有衝擊，但是經濟部仍然呼籲要謹慎以

對，避免政治風險所帶來的投資損害。而經濟部

也強調會緊密關注後續發展，並持續做為泰國台

商的後盾。

投資宜分散風險

越南是台商僅次於中國大陸的海外第二生產

基地、泰國則是台商在東協投資的第 3名，當這

兩個重要投資地都出現投資風險，促使台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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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的策略布局，變得更謹慎小心。面對泰

國與越南投資風險增，台商可以採取分散投資的

策略，降低風險，包括尋找新投資地與回台投資，

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尋找新投資地 緬甸成首選

有鑑於越南、泰國投資風險增，台商可考慮

前進東南亞其他國家，分散投資風險，而政治穩

定且近年來加速經貿開放的緬甸，是台商可考慮

的新投資地。緬甸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與豐富的

自然資源，勞動人口充沛且工資亦較其他鄰近國

家低廉，再加上緬甸文人政府自 2011年 3月執政

後，逐步採取政治改革及經濟開放政策，吸引許

多外資湧入。

為了協助我國廠商布局緬甸，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處長連玉蘋於 2014年 7月 13日率領「緬甸

投資考察團」前往考察，包含皮革鞋材、五金及

木器製品、發電機、筆記型電腦、窗簾零件、金

融、運動護具在內共 24家廠商，同赴緬甸仰光及

曼德勒，實地了解當地投資環境。除組團考察外，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也將持續依據台商需求，藉由

蒐集各國投資環境資訊及經貿商情、舉辦投資及

貿易說明會、籌組投資經貿訪問團等方式，協助

台商發掘各國商機，拓展海外市場，並分散投資

風險。

評估回台投資的可能性

面對越南激烈的暴動事件，連夜搭機返台的

許多台商，一時之間都不免感慨，還是自己的家

鄉最好，因此，近幾個月越南台商之間掀起回台

投資討論。建大工業副董事長楊啟仁即表示，儘

管該公司在越南排華暴動事件中雖受損輕微，但

是還是深刻感受到「家的甜蜜與溫暖」，加深其

回台投資的想法。針對台商回台投資部分，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指出，2012年 11月起行政院核定

實施「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截至 2014

年 8月已召開 19次跨部會聯合審查會議，共審查

通過 43件申請案。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閔也

指出，除了中國大陸台商，經濟部推動台商回台

投資方案也適用於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台商，呼籲

台商可以了解此投資方案，返台投資、分散風險。

投資風險無所不在，尤其海外投資因為政治

局勢、人文風俗、地理環境的複雜且多元，往往

會形成不小的投資風險，因此，密切掌握投資地

的政局與經貿變化，以及尋求回台投資的可能

性，都是台商降低投資風險的必要手段，台商必

須謹慎待之。

■��越南、泰國投資風險提高，台商可以考慮分散風險，朝

往政治穩定且近年來加速經貿開放的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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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7日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

台灣半導體協會會員大會以

「Next Big thing」為題進行演說時，直言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就是下一個Big thing；

緊接著，6月Copmutex展的高峰論壇中，聯發科

董事長蔡明介也談到，物聯網大趨勢的全面襲

來，將為整個科技產業帶來龐大的商機。

國內兩大半導體巨頭同聲強調物聯網商機之

外，國際大廠包括 RAM、英特爾等也都對物聯網

的後續發展極為看好，並且積極布局市場。拓墣

產業研究所所長楊勝帆表示，台廠布局物聯網產

業的時間點已經來臨，面對物聯網大趨勢，國內

台灣科技產業上下游動起來

物聯網時代全球熱起來
已經在市場發展多年的物聯網產業，在技術、應用成熟之際，市場正全面起飛，不僅國際各大調

查機構皆看好物聯網產業後續商機，國內科技大廠也紛紛搶進，面對物聯網商機，台廠應該思考

如何布局，才能在龐大商機湧現後，成為市場贏家。

撰文／劉家瑜 攝影／黃鼎翔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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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者從上、中、下游廠商，都應該緊密關注

趨勢，全面發展相關解決方案與應用，才能贏得

市場。

2020年全球物聯網裝置逾 500億個

根據拓墣產業研究所最新提出的 2014年下

半年科技產業預測報告顯示，在物聯網趨勢之

下，全球連網的終端數量正呈現爆發式的成長態

勢，2013年已經達到 100億個裝置的水準，預計

2015年全球物聯網終端數量將再攀升到 250億

個，到了 2020年達到 500億個，遠超過全球人口

總數。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表示，不包含

PC、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在內的物聯網裝置用戶數

將於 2020年成長至 260億個，較 2009年的 9億

個成長近 30倍。2020年物聯網產品與服務供應

商將創造逾新台幣 9兆元的邊際收益，且絕大部

分在服務領域。其中，各類終端市場的銷售業績

將帶來新台幣 57兆元的全球經濟附加價值，商機

不容小覷。

國際調查機構 IDC也指出，隨著連網裝置

的不斷增加，物聯網市場成長明顯可期。IDC

預測 2014年全球將有超過 90億的物聯網相關

裝置與模組出貨，至 2020年複合成長率可達

20%。到了 2020年全球物聯網裝置將達數十億

之多，而 2020年物聯網產值預估達新台幣 213

兆元，較 2013年的新台幣 57兆元成長數倍，

其中亞太市場的占有率在 2014年約為 31%，預

計到 2018年將達 36%，在全球 IOT市場中的影

響力不可忽視。

物聯網應用領域非常廣泛，從環境監控、

智慧交通、智慧家庭、遠端醫療、城市管理、

公共安全、工業監控、綠色農業、資源管理等生

活中的一切事物，都與物聯網相關。在廣泛的應

用當中，工研院 IEK認為智慧城市、智慧汽車應

用、智慧家庭應用、智慧健康照護與健身等應用，

未來相關商機都不容小覷。

全球半導體大廠積極搶進

「物聯網」是指由實體物件所構成的網路，

透過物件內的嵌入式科技與內部狀態或外在環境

彼此溝通、感應和互動，進而創造創新應用，其

中關鍵元件為晶片，因此，物聯網趨勢來臨，將

對整個半導體市場帶來龐大的商機。工研院 IEK

預估，2020年物聯網半導體市場將有新台幣

9,000億元，約佔整體物聯網市場新台幣 9兆

8,400元的 9%，占整體半導體市場新台幣 12兆

元的 8%左右。

有鑑於商機龐大，包括英特爾、ARM、德州

儀器等國際半導體大廠都積極布局市場，尤其英

特爾更將物聯網視為該公司轉型的重要關鍵，希

望藉由物聯網重塑過去輝煌盛世。日前，英特爾

在 IDF論壇中發布的 Quark系列處裡器，就是一

�■�隨著行動裝置的連網設備的技術更新增加，預估物聯網

的市場成長將有另一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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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可用於物聯網架構的裝置，其應用範圍涵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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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殊的半導體器件。對應到製程平台，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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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存在極大機會。

面對物聯網趨勢，張忠謀為半導體產業提出

布局物聯網商機的三大建議：首先必須加強發展

系統級封裝技術（SiP），使單顆晶片可以整合更

多功能；其次是加強發展感測器，包括溫度感測、

環境感測等都是重點，因此應該加強影像與微型
�■�研華科技整合各產業雲的相關軟、硬體解決方案後，也

以SUSIAccess管理平台監控研華展場所有設備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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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系統技術能力，並且將這些感測晶片整合在

一顆晶片中；最後是耗能問題，未來物聯網產品

都必須具備低耗電、高效能，功耗必須是智慧型

手機的十分之一，因此降低耗能相關技術非常重

要，最好可以做到一周只需要充電一次。

台 IPC、終端品牌廠積極布局

除了半導體業者可以從物聯網大趨勢中贏得

相關商機，包括台達電、欣技、鼎翰、研華科技

等相關設備廠商與系統整合商，也都積極布局物

聯網市場，期望贏得相關商機。

近年來研華科技就積極投入發展各種物聯網

應用，全面布局物聯網商機。例如研華科技甫於

年初落成的昆山協同創新研發中心（Advantech 

Plus Technology Center, A+TC）以及 3月開幕的台

北林口園區的智慧建築，即導入一系列智慧應

用，包括行動中控室、中控室公播、BEMS 3.0 能

源管理、電子型錄、智能會議室、智能一卡通、

智能影像監控、智能停車等，建構出一個高效便

捷又節能的智慧建築。

另外，為迎接物聯網與雲端運算所帶來的嶄

新世代，研華科技也發展智慧零售應用服務，以

智慧顧客接待、智慧餐廳、智慧超市以及門店管

理等解決方案，協助各行各業建構高效多元的物

聯網應用，讓業者聰明管理並提供客戶智慧消

費。在智慧監控部分，研華推出 SUSIAccess智慧

系統雲端管理平台、智慧影像與智慧 RFID解決

方案，以及各產業雲所需的最新應用軟、硬體解

決方案。研華科技指出，當各式智慧設備全數落

地應用時，管理者將面臨硬體管控以及後續應用

分析的管理問題，因此研華整合各產業雲的相關

軟、硬體解決方案後，並以 SUSIAccess管理平台

監控研華展場所有設備及狀況。

下游終端品牌廠華碩與宏碁也著眼與物聯網

市場的布局，宏碁董事長施振榮並以：「物物聯

網，事事聯網，巨量數據，洞悉大勢」，「事物

聯網蔚成風，巨量數據藏機鋒，共築雲端享商機，

龍騰四海其亨通」對聯，強調物聯網大趨勢將與

巨量資料、雲端科技串聯，引爆龐大商機。至於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也對外公開表示將更積極投入

布局物聯網市場，而華碩子公司凌海科技也早就

率先投入物聯網領域，在市場上推出智慧小家

電、掃地機器人等產品。

IDC台灣市場分析師蔡宜秀指出，由於物聯

網應用涉及的範疇極廣，包括智慧聯網裝置、連

網技術、營運平台、應用服務、分析等，難以經

由單一廠商打造物聯網應用，基於此，建議台灣

企業積極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專注於提供符合

各產業需求的服務，例如智慧交通與智慧安控等。

從全球科技大廠皆積極投入布局物聯網產業

來看，物聯網大時代正迎面而來，未來勢必湧現

龐大商機，面對此一趨勢，台灣科技產業上下游

業者也應加強布局，發展相關技術、解決方案與

創新應用的整合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

中，贏得一杯羹。

�■�物聯網與巨量資料、雲端科技、感測技術串聯後，將引

爆科技產業的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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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造業轉型升級 

加速啟動 雷射產業技術力
世界各國都在追求發展先進技術，而與製造業息息相關的雷射科技，成為各國強化製造能力的關

鍵領域。為加速我國製造業升級轉型，政府積極透過政策推動促成產官學研攜手合作，全面提升

我國雷射產業技術力與競爭力。

撰文／劉家瑜 攝影／黃鼎翔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由
於雷射技術應用已成為各產業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技術源，對發展雷射產業與國家其

他領域的產業，具相當程度的關係，包括面板、

金屬、汽車、醫療等產品的製造與生產，其製造

技術與設備，都愈來愈需要雷射科技的支援。有

鑑於此，世界各國在發展先進科技時，都將雷射

產業列為重點，在此趨勢之下，台灣從政府到產

業界也都正加緊腳步推動雷射科技的發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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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相當具體的成果。

以雷射科技高值化製造產業

根據國際調查機構Laser Focus World的資料

顯示，2013年全球雷射產值約新台幣2,640億元，

2014年將達到新台幣2,799億元，預計2015年全球

雷射產值將達新台幣3,030億元，市場規模持續擴

大之中。

再看國內市場，工研院IEK分析，台灣每年

生產機械設備所需的雷射加工設備需求初估大約

為新台幣300~350億元，以目前國內雷射加工設

備年產值僅40~50億元來計算，也就是說每年我

國從國外進口的雷射加工設備大約高達新台幣

300億元。未來，我國雷射加工設備業者如能更

加精進贏得國內市場，將創造不小的營運收入。

另一方面，國內雷射加工設備應用在電子零

組件、半導體、面板、金屬製品所生產的產品產

值高達新台幣3,000~3,500億元，以此數字來看，

未來我國各個產業如能利用先進雷射科技驅動先

進製造，對於提升我國製造業競爭力，將會是很

大的助力。

以半導體製程為例，隨著封裝尺寸日益微細

化，結構的脫模愈來愈不容易，甚至會引起封裝

後膠體變形或破裂，進而喪失其氣密保護與原設

計光學功能，進而影響發光二極體（L i g h t -

Emitting Diode，LED）或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封裝模具品質與產能，而要突破此

一瓶頸的關鍵技術，就是發展抗沾黏性與脫模技

術。有鑑於此，公準精密公司計畫透過飛秒雷射

在金屬表面誘發微結構的表面抗沾黏技術研發，

突破既有製程瓶頸，進而達到提升半導體製程技

術與品質的目標。

又例如，傳統螺絲螺帽業者慶達科技與東台

精機及東捷科技合作，共同將皮秒與飛秒等超快

雷射金屬表面處理技術，導入在人工牙根製作，

對人工牙根表面進行改質，使人工牙根表面更具

親水性、生物相容性，提高植牙成功率，這樣的

創新應用也顯示出雷射產業對於高值化我國傳統

製造業帶來很大的幫助。

政策推動打造台灣雷射光谷

有鑑於雷射設備需求缺口大，再加上雷射產

業的發展對於國家其他產業的升級轉型有很大幫

助，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種政策，促成我國雷

射產業的合作與聯盟，加速我國雷射產業發展。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林全能指出，南部產業在

金屬、模具、材料、精密設備、太陽光電及生醫

等產業已有基礎，而雷射又可結合光、機、電及

資訊等技術，廣泛應用於工業、醫療、國防、科

技研究、農業及民生產品等方面。此外，雷射也

具備跨領域優勢，可槓桿產業綜效，有利於帶動

台灣產業整體競爭優勢。

有鑑於此，2013年經濟部參考德國、美國等

國外成功經驗，在南部地區推動「雷射光谷」產

�■�包括面板、金屬、汽車、醫療等產品的製造與生產，其製

造技術與設備，都需要雷射科技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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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相當具體的成果。

以雷射科技高值化製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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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將達到新台幣2,799億元，預計2015年全球

雷射產值將達新台幣3,030億元，市場規模持續擴

大之中。

再看國內市場，工研院IEK分析，台灣每年

生產機械設備所需的雷射加工設備需求初估大約

為新台幣300~350億元，以目前國內雷射加工設

備年產值僅40~50億元來計算，也就是說每年我

國從國外進口的雷射加工設備大約高達新台幣

300億元。未來，我國雷射加工設備業者如能更

加精進贏得國內市場，將創造不小的營運收入。

另一方面，國內雷射加工設備應用在電子零

組件、半導體、面板、金屬製品所生產的產品產

值高達新台幣3,000~3,500億元，以此數字來看，

未來我國各個產業如能利用先進雷射科技驅動先

進製造，對於提升我國製造業競爭力，將會是很

大的助力。

以半導體製程為例，隨著封裝尺寸日益微細

化，結構的脫模愈來愈不容易，甚至會引起封裝

後膠體變形或破裂，進而喪失其氣密保護與原設

計光學功能，進而影響發光二極體（L i g h t -

Emitting Diode，LED）或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封裝模具品質與產能，而要突破此

一瓶頸的關鍵技術，就是發展抗沾黏性與脫模技

術。有鑑於此，公準精密公司計畫透過飛秒雷射

在金屬表面誘發微結構的表面抗沾黏技術研發，

突破既有製程瓶頸，進而達到提升半導體製程技

術與品質的目標。

又例如，傳統螺絲螺帽業者慶達科技與東台

精機及東捷科技合作，共同將皮秒與飛秒等超快

雷射金屬表面處理技術，導入在人工牙根製作，

對人工牙根表面進行改質，使人工牙根表面更具

親水性、生物相容性，提高植牙成功率，這樣的

創新應用也顯示出雷射產業對於高值化我國傳統

製造業帶來很大的幫助。

政策推動打造台灣雷射光谷

有鑑於雷射設備需求缺口大，再加上雷射產

業的發展對於國家其他產業的升級轉型有很大幫

助，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種政策，促成我國雷

射產業的合作與聯盟，加速我國雷射產業發展。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林全能指出，南部產業在

金屬、模具、材料、精密設備、太陽光電及生醫

等產業已有基礎，而雷射又可結合光、機、電及

資訊等技術，廣泛應用於工業、醫療、國防、科

技研究、農業及民生產品等方面。此外，雷射也

具備跨領域優勢，可槓桿產業綜效，有利於帶動

台灣產業整體競爭優勢。

有鑑於此，2013年經濟部參考德國、美國等

國外成功經驗，在南部地區推動「雷射光谷」產

�■�包括面板、金屬、汽車、醫療等產品的製造與生產，其製

造技術與設備，都需要雷射科技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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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聚落，期望透過產業聚落的形成，協助產業提

升關鍵模組自主度、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並整合

源頭材料端研發到服務應用端，擴大製造產業的

利基和市場，協助企業升級轉型及新興產業開

創，創造經濟價值。

工研院南分院積層製造與雷射應用中心主任

洪基彬表示，雷射光谷計畫依照廠商屬性透過深

耕技術、引領創新、延伸創業、邁向卓越等策略

落實科技成果，希望達到我國雷射產業的關鍵組

件自主、創新應用、建構產業聚落等目標，推升

我國雷射產業的發展。

洪基彬進一步指出，「雷射光谷」將以工研

院六甲院區為核心向外擴散，北起嘉義南至屏

東，規畫於南台灣形成雷射應用產業聚落，而為

加速產業聚落形成，經濟部促成工研院六甲院區

設置「南部雷射光谷育成暨試量產工廠」，未來

此量產工廠將透過工研院的雷射研究設施及技術

能量，協助廠商投入雷射源、雷射加工光路模

組、飛秒雷射應用及雷射積層製造相關產品研發

與試量產。

台灣雷射產業鏈成形 競爭力再提升

洪基彬強調，雷射光谷計畫第一期時程從

2013至2016年，目標達到推動10個產業聚落，促

進超過100家廠商投入，並且孕育出1家旗艦型公

司，在創新應用開發上，期望可以將我國產業附

加價值率由18%提升至23%，以及達到雷射產業

年產值新台幣200億元、增加2,500名就業目標，

建立南台灣成為全球雷射產業重要的生產供應重

鎮，為南部產業帶來另一亮點產業。

�■�雷射光谷計畫成功建構台灣雷射產業生態系統，其中，積層製造與東捷雷射致力於發展 3D列印服務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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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能處長指出，「雷射光谷」產業聚落推

動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透過育成暨試量產工廠開

發雷射關鍵組件如雷射源、加工頭，整合雷射加

工設備系統連結上中下游及跨產業，成功建構台

灣雷射產業生態系統，目前已有東捷雷射、捷安

司生技、艾克夏、華順文化、台灣積層製造等5

家雷射設備及應用新公司投入，其中積層製造與

東捷雷射致力於發展3D列印服務。

另外，雷射光谷計畫也已經促成積層製造、

雷射源及雷射接合設備等產業應用群聚近50家廠

商運作，例如搏盟、榮剛等廠商投入雷射源、雷

射加工頭設備關鍵組件開發，東台、和和、台勵

福、寶創、舒瑞普等公司已建立整機自主整合能

力，其餘部分公司則投入於雷射PCB鑽孔、銲

接、切割、圖案加工等各式工業加工應用；而震

旦行則是以品牌與工研院技術、東捷科技的製造

相結合，推出辦公用的個人化3D列印機，建立積

層製造特有的合作模式。

經濟部強調，未來透過經濟部政策支援工研

院與企業共同合作研發，輔以政府輔導等政策工

具，盼能逐步突破目前高階關鍵雷射模組和設備

仰賴進口的現況，帶動光學、機電、製程、材料

及設備的高值化，將供應鏈更加擴大，促進台灣

經濟成長。

台日共同加速台灣雷射關鍵技術自主

除了加速國內產業鏈整合、形成產業聚落之

外，為提升我國雷射關鍵技術能力，加速我國關

鍵技術自主，我國雷射廠商也積極透過與日本雷

射大廠的合作，在技術上可以獲得更大的突破，

例如，2014年5月，我國雷射設備廠商東台精機與

旗下的東捷科技，與日本唯一飛秒雷射製造商

Cyber Laser合資，共同成立「賽博爾雷射科技」

（Cyber Laser Taiwan）公司。未來賽博爾將替

Cyber Laser日本的產品進行組裝、販賣與維修，並

為客戶提供打樣服務的工作坊（Work Shop），希

望能將Cyber Laser在日本的應用實績在台推廣。

東台精機暨東捷科技董事長嚴瑞雄指出，東

台集團從2013年開始便在工具機設備上強調應用

技術對客戶帶來好處，除已經於企業總部啟用東

台應用技術中心，未來兩年也將陸續在中國大陸

與海外市場設立應用技術中心，這次透過與Cyber 

Laser的合作，可望提升東台集團自身在雷射技術

的形象與能力，不僅可為客戶提供更佳的應用技

術解決方案，更希望可以能為台灣雷射產業領

域，在技術上發展出更大的突破。

Cyber Laser社長關田仁指出，Cyber Laser在

全球雷射源技術具有領先地位，主力產品「大功

率飛秒雷射奈米微細加工設備」主要提供研究及

工業製程用高品質雷射，具有穩定性高、預熱時

間短、壽命長等特性，可針對精密工業及醫療、

科學等用途所需的高附加價值材料，提供高精

度、非熱加工處理技術，不僅降低材料間摩擦所

產生的材質變異，也可減少材料表面的碎屑與瑕

疵形成。關田仁強調，這次來台與東捷、東台合

資成立新公司，目的是希望可以在工研院的大力

協助之下，善用台灣廠商降低成本能力與對通路

的掌握度，未來能夠與台廠共同布局中國大陸與

全球市場。

展望未來，為了提升我國雷射產業與製造工

業的實力，台灣產官學研各界應該多加緊密連

結。同時，尋求與國際大廠的結盟，在國內外都

透過策略聯盟，與合作夥伴解決重要的技術瓶

頸，更攜手創新應用與整合行銷，讓雷射產業成

為台灣下一個新興產業，以加速台灣製造業的高

值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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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能處長指出，「雷射光谷」產業聚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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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雷射關鍵組件如雷射源、加工頭，整合雷射加

工設備系統連結上中下游及跨產業，成功建構台

灣雷射產業生態系統，目前已有東捷雷射、捷安

司生技、艾克夏、華順文化、台灣積層製造等5

家雷射設備及應用新公司投入，其中積層製造與

東捷雷射致力於發展3D列印服務。

另外，雷射光谷計畫也已經促成積層製造、

雷射源及雷射接合設備等產業應用群聚近50家廠

商運作，例如搏盟、榮剛等廠商投入雷射源、雷

射加工頭設備關鍵組件開發，東台、和和、台勵

福、寶創、舒瑞普等公司已建立整機自主整合能

力，其餘部分公司則投入於雷射PCB鑽孔、銲

接、切割、圖案加工等各式工業加工應用；而震

旦行則是以品牌與工研院技術、東捷科技的製造

相結合，推出辦公用的個人化3D列印機，建立積

層製造特有的合作模式。

經濟部強調，未來透過經濟部政策支援工研

院與企業共同合作研發，輔以政府輔導等政策工

具，盼能逐步突破目前高階關鍵雷射模組和設備

仰賴進口的現況，帶動光學、機電、製程、材料

及設備的高值化，將供應鏈更加擴大，促進台灣

經濟成長。

台日共同加速台灣雷射關鍵技術自主

除了加速國內產業鏈整合、形成產業聚落之

外，為提升我國雷射關鍵技術能力，加速我國關

鍵技術自主，我國雷射廠商也積極透過與日本雷

射大廠的合作，在技術上可以獲得更大的突破，

例如，2014年5月，我國雷射設備廠商東台精機與

旗下的東捷科技，與日本唯一飛秒雷射製造商

Cyber Laser合資，共同成立「賽博爾雷射科技」

（Cyber Laser Taiwan）公司。未來賽博爾將替

Cyber Laser日本的產品進行組裝、販賣與維修，並

為客戶提供打樣服務的工作坊（Work Shop），希

望能將Cyber Laser在日本的應用實績在台推廣。

東台精機暨東捷科技董事長嚴瑞雄指出，東

台集團從2013年開始便在工具機設備上強調應用

技術對客戶帶來好處，除已經於企業總部啟用東

台應用技術中心，未來兩年也將陸續在中國大陸

與海外市場設立應用技術中心，這次透過與Cyber 

Laser的合作，可望提升東台集團自身在雷射技術

的形象與能力，不僅可為客戶提供更佳的應用技

術解決方案，更希望可以能為台灣雷射產業領

域，在技術上發展出更大的突破。

Cyber Laser社長關田仁指出，Cyber Laser在

全球雷射源技術具有領先地位，主力產品「大功

率飛秒雷射奈米微細加工設備」主要提供研究及

工業製程用高品質雷射，具有穩定性高、預熱時

間短、壽命長等特性，可針對精密工業及醫療、

科學等用途所需的高附加價值材料，提供高精

度、非熱加工處理技術，不僅降低材料間摩擦所

產生的材質變異，也可減少材料表面的碎屑與瑕

疵形成。關田仁強調，這次來台與東捷、東台合

資成立新公司，目的是希望可以在工研院的大力

協助之下，善用台灣廠商降低成本能力與對通路

的掌握度，未來能夠與台廠共同布局中國大陸與

全球市場。

展望未來，為了提升我國雷射產業與製造工

業的實力，台灣產官學研各界應該多加緊密連

結。同時，尋求與國際大廠的結盟，在國內外都

透過策略聯盟，與合作夥伴解決重要的技術瓶

頸，更攜手創新應用與整合行銷，讓雷射產業成

為台灣下一個新興產業，以加速台灣製造業的高

值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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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886-2-2507-6773 國際投資季刊編輯小組 收

感謝您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為使本刊更貼近您的需求，您寶貴的建議將是本刊持

續進步的最大動力。只要在2014年10月31日前填妥本問卷及基本資料，傳真至886-
2-2507-6773國際投資季刊編輯小組，前20名將獲贈風潮唱片的甦活或樂活音樂CD。

讀者意見調查　填問卷送好禮

基本資料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______________（夜）______________

E - M a i 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18∼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0歲以上
學歷： □研究所以上 □大學（專）院校 □高中職 □高中職以下

職業： □工商貿易 □金融保險 □大眾傳播 □資訊業 
 □服務業 □學生       □其他

您在何處取得「國際投資季刊」： 
 □個人贈閱 □機關行號贈閱（學校、醫院、圖書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 關於「國際投資季刊」我最喜歡的單元有哪些？（可複選）
□ 封面故事 □ 專題報導 □ 外商觀點 □ 台商動態
□ 在地投資  □ 產業觀測站 □ 國際投資趨勢            □ 話題追蹤

Q2 關於「國際投資季刊」的內容與編排，我最滿意的是？（可複選）
□ 封面設計 □ 內文版面設計 □ 內容實用性
□ 內容豐富度 □ 寫作方式 □ 攝影／ 圖片

Q3 希望「國際投資季刊」可以再著重報導何種內容？（可複選）
□ 國家經貿政策 □ 國家經貿法令 □ 國內外經濟貿易發展
□ 國內外投資市場 □ 企業經營新知 □ 台商話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4「國際投資季刊」的發行有助於了解更多國內經濟發展及投資趨勢嗎？
□ 有，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普通，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5 關於「國際投資季刊」應多久出刊一次最適當？
□ 每月一次 □ 兩個月一次 □ 三個月一次

Q6 希望繼續獲得「國際投資季刊」？ 
□ 是，份數_____份  □ 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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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3年10月8日（星期三）
活動時間：上午9:00至下午3:00（報到時間8:00∼9:00）
活動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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