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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隨著雲端運算、行動化、巨量資料與

社群商務趨勢持續對科技產業帶來前所未

見的改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大

趨勢正式來臨，未來，萬事萬物都將被連上網路，

彼此串連溝通發展出各種智慧化服務，國際研究

暨顧問機構 Gartner預測全球聯網物件數量到

2020年將達到 250億個，龐大商機於焉引爆。

面對物聯網大浪潮，全球科技大廠從半導

體、中游零組件廠商、終端品牌再到雲端服務與

軟體業者，全部積極投入物聯網技術、產品與服

務的研發；另外，因物聯網所興起的數位變遷，

包括製造業、零售業、物流業、醫療照護等為迎

合物聯網所驅動的新智慧生活型態，紛紛導入物

聯網相關應用，藉以創新產品、服務與應用服

務，才能在新時代來臨之際，持續贏得新型態消

費者的青睞，在既有領域成為新的贏家。

面對如火如荼的物聯網趨勢，我國政府在

行政院「智慧聯網」的總體政策方針之下，包

括經濟部商業司、技術處與工業局紛紛推動相

關計畫，加速我國打造從 IoT創新應用、技術

領先到人才扶植的完整籃圖；除此之外，我國

科技產業如聯發科技、華碩電腦、研華科技、

宏碁等也都積極投入物聯網領域，創新物聯網

迎接物聯網大趨勢  
台灣向前行

相關產品與解決方案，促使台灣物聯網市場規

模到 2015年達新台幣 8,920億元；值得一提的

是，依循全球趨勢，台灣各產業也紛紛導入物

聯網相關應用，造就台灣智慧政府、智慧交通

與智慧醫療的陸續到位，使得台灣物聯網發展

成熟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是以全球科技大廠

Google才會表示，台灣將是其總部以外的全球

第二個 IoT研發基地。

展望未來，物聯網應用浪潮與商機將持續湧

現，從智慧家庭走向智慧城市，包括車聯網、智

慧醫療健康與智慧商業等應用都值得矚目，台灣

廠商必須在這幾大領域加速布局，創新產品與解

決方案，而這幾個領域的相關業者也應該積極導

入物聯網應用，才能引領趨勢，提升競爭力。

無論如何，面對正全面來襲的 IoT大浪潮，

台灣不管是科技業或其他產業、企業規模大或

小，都應該積極投入物聯網的創新應用發展，創

造更精采的物聯網應用服務，才能引領趨勢創造

新契機。此外，台灣產官學研也應該齊心努力，

共同投入資源讓台灣成為全球物聯網產業的創新

基地，如此才能加速在台灣建立可複製輸出的典

範物聯網應用，進而讓台灣廠商進軍全球市場，

開拓全球物聯網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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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大時代正式來臨，全球科技大廠從半導體、中游零組件廠商、

終端品牌再到雲端服務與軟體業者，全部積極投入物聯網技術、產品與服務的研發，企業也相

繼導入相關應用，商機正式引爆。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美聯社

2014年成長 30%，到了 2020年更將增至 250億

個，商機之大可以想像。

拓墣產業研究所也預估，IoT相關技術將在

未來 5至 10年內成熟並逐步拓展至生活應用，配

合雲端及大數據運算技術，全球IoT裝置 2014至

2020年的複合年均增長率將達到 35%；IoT市場

規模在 2015至 2016年就會超越原有智慧型及傳

統型嵌入式系統，至 2020年全球IoT裝置分布數

量將突破 300億個。 

「全球IoT市場規模將於 2015年的 146億美

元，成長到 2019年的 261億美元。其中又以感測

商機最具潛力。」工研院產經中心（IEK）指出，

IoT主要宗旨在於透過遍布各處的感測器、將採集

到的資料進行運算控制，進而轉換成為有意義的

資訊，再藉由網路傳輸至雲端。經由巨量資料分

析後進行應急處理與安全管理，以實現物物相聯

與萬物聯網境界。因此IoT從端至雲，包括 4C終

端、穿戴裝置、智慧家庭嵌入式設備、與局端各

項系統，皆需透過感測元件對機器物件狀態或人

台
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2014年台灣半導體協

會中發表專題演說，提到半導體產業的下

一個「Big Thing」時，直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就是未來的大趨勢。物聯網簡單來

說是一個透過網際網路等載體，讓多數物件可以

進行互聯互通的網路，其應用面包括了物流、運

輸、環境等各種生活層面。

國際上，不僅英特爾、高通、德州儀器、

ARM等半導體大廠看好IoT發展，大舉投入研發

資源；Google、三星、IBM等軟硬體科技業者也

都加強IoT的布局。一時之間，以科技大廠為首所

驅動的IoT現象風起雲湧，從製造業、零售業、流

通業、醫療照護等垂直領域的企業，也紛紛導入

IoT相關應用，更趨使IoT正式從概念走向實際應

用階段，相關商機全面引爆。

物聯網將驅動龐大商機

根據國際調查機構Gartner的預測，2015年全

球所使用的連網物件數量將達到 49億個，較

物聯網大浪潮席捲而來

商機全面引爆 
台廠具競爭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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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物特徵進行資訊採集，以取得各種環境、生

理、影像、聲音、指紋等方面的資訊，將衍生出

龐大的感測產品技術與需求，而感測器種類從非

接觸式光學感測、環境感測、接觸式運動感測與

生理量測等皆有。

由於每一種感測器都需要半導體元件的支

援，因此IoT也將成為未來半導體產業的主要成長

動能。Gartner表示，與IoT相關的處理、感測及通

訊半導體元件，勢必成為整個半導體市場中成長

最為快速的領域之一，預期 2015年將成長

36.2%，較整體半導體市場規模僅成長 5.7%大上

許多。其中處理功能元件包括微控制器及嵌入式

處理器，將是IoT半導體元件相關營收的最主要來

源，2015年營收將達 75.8億美元，感測器領域的

半導體元件成長力道最為強勁，2015年將大幅成

長 47.5%。

從各調查機構的樂觀預估可以發現，ICT產

業已從過去的PC時代、Mobile時代，走向IoT時

代。IEK引述Google執行長艾立克·史密特（Eric 

Schmidt）的話指出，未來ICT產業將從「網路優

先（Web First）」 移 往「 行 動 優 先（Mobile 

First）」、甚至「行動唯一（Mobile Only）」的

萬物互連時代，相信將帶來更多創新應用與產品

發展。

IoT 應用掀起眾多產業革命

除了科技產業的元件與硬體商機之外，事實

上IoT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廣泛的矚目，關鍵在於物

■�在萬物互聯的時代，居家中的多數家具可透過網路進行智慧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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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的應用服務商機。Garnter分析指出，由於IoT

已經成為推動企業轉型背後一股強大力量，所有

產業甚至社會各領域都將感受到它所具有的破壞

影響力。

Gartner副總裁Jim Tully表示，這是一場由雲

端、行動、社群與資訊等「力量連結」（Nexus 

of Forces）所發起的大浪潮，世界將因IoT興起而

推動數位變遷，對許多既有商業模式形成威脅，

業者別無選擇只能追隨這股熱潮。而由於消費

者、企業界、政府單位、醫院等各種機關團體不

斷尋找各種新方式以利用相關技術，IoT因而急速

擴張，其所帶來的商機也隨之升高。

Gartner預估，到了 2015年，IoT相關服務支

出總計將達 695億美元，到 2020年將進一步增至

2,630億美元，其中消費應用將帶動連網物件數量

增加，但相關營收絕大多數仍將由企業所貢獻。

Gartner認為，2015年消費部門所使用的連網物件

數量將達到 29億個，2020年更將增至 130億個，

其中又以汽車業為成長最快的領域，2015年成長

率高達 96%。

Gartner進一步以產業別區分指出，製造業、

公共事業與運輸業將是 2015年使用IoT的前三大

垂直產業，總計使用 7.36億個連網物件。到了

2020年排名將有所變化，以投資智慧電表的公共

事業排行第一，其次依序為製造業與政府單位，

所裝設的連網物件數量總計 17億個。Jim Tully指

出，政府將會為了節能而大舉投資智慧街道與區

域照明設備，因此排名第三。

另外，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此前發布

的「2015年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

測報告」也提到，企業投入應用IoT的商機可期，

預估 2015年企業 IoT所設置的硬體價值，將超過

100億美元，而這些設備能使企業所提供的服務

產值增加至 700億美元左右。

IoT驅動智慧家庭邁向成熟

企業應用商機之外，一般家庭中的IoT應用

商機也相當驚人，Gartner不久前發表的「數位科

技趨勢特別報告」指出，由於在消費產品中加入

感測及通訊功能的成本愈來愈低，到了 2022年成

熟市場富裕國家中，一般家庭所擁有的智慧物件

數量將有數百個之多，包括遊戲機、電視等媒體

及娛樂產品，還有爐具、洗衣機等家電，都將具

備智慧感知的能力。

Gartner副總裁Nick Jones指出，未來各種家用

裝備都將具備「智慧」功能，也就是具備某種程

度的感測及情報能力，且通常能以無線方式與外

界通訊，而更高階的裝置還會感測並自遠端進行

遙控。

IEK也強調，智慧家庭雖已發展多年，然而

過去因為應用分散，讓市場一直未能大規模發

展，現階段仍處於產業生命週期的開端，未來隨

著IoT驅動的新生態系逐漸成形，智慧家庭將在未

來幾年快速發展，而以自動化與控制應用為核

心，娛樂、安全、健康、節能等四大應用為基礎，

IoT 趨勢成形，未來 ICT 產業將從「網路優先（Web 

First）」移往「行動優先（Mobile First）」、甚至「行動唯

一（Mobile Only）」的萬物互連時代。

總論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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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更高價值的家庭生活應用情境。

台灣具發展物聯網潛力

一如國際趨勢，台灣也將在 2015年正式走

入IoT應用實踐元年。IDC台灣軟體分析師蔡宜秀

指出，台灣在經過多年市場宣導以及政府相關政

策的實施，預計 2015年IoT應用將從實驗階段正

式進入實踐階段，包括製造、交通與醫療等產業

將成為IoT發展的重要領域，都將引爆相關商機，

其中又以智慧製造的IoT商機成長力道最為強勁，

另外，智慧政府、智慧交通與智慧醫療等領域也

是 2015年IoT發展亮點。

若是從產品服務種類來看，IDC指出，包括

顧問諮詢服務、分析方案、平台與裝置等 4個領

域將成為成長亮點；因應垂直市場應用需求將於

2015年浮現，預估 2015年台灣物聯網市場規模

將於 2014年成長 10.9%，達到新台幣 8,920億元

的規模。

就企業導入商機來看，「2015年開始台灣將

有超過 25%的企業導入IoT，規模約有新台幣

9,000億元，不久後，IoT將成為

台灣下一個兆元產業。」拓墣產

業研究所分析師苗議丰指出，IoT

在亞洲新興市場的看好程度優於

原本被視為技術領先區域的北美

及歐洲，尤其台灣廠商在軟硬體

整合上都提供相對完整的供應鏈，

Google即表示台灣為除了總部之

外的全球第二個IoT研發基地。

針對IoT發展趨勢，研華科技

總經理何春盛表示，英國經濟學

人智庫在「IoT商業指數：一場正

在加速的寧靜革命」調查中提到，

IoT將會影響多數產業及市場發展，改變既有的商

業模型或商業策略。然而，根據傑佛瑞．墨爾

（Geoffrey A. Moore）「跨越鴻溝」理論（Crossing 

the Chasm），目前朝IoT發展的多數產業，技術

仍處於大膽嘗試的創新者階段，因此唯有跨越這

段鴻溝，物聯網整體發展才能繼續往主流市場邁

進，甚至進入龍捲風暴階段。

何春盛進一步指出，要能躍過這鴻溝成為早

期使用者，產業必須朝 5大方向邁進，包括：持

續創新並大膽接受新科技、不斷讓客戶驚艷、創

造典範案例、成為產業領導者，以及與產業夥伴

協同合作，台灣應該以這些方面加速採取相關策

略，跨入IoT大時代之中。

綜觀而論，面對正全面襲來的IoT大浪潮，

不管是科技業者積極創新技術與產品搶攻市場，

或是企業為求提升營運效率創造智慧化服務，都

紛紛導入相關應用，不斷創造IoT商機。於此之

際，台灣政府與產業界都應該善用既有優勢與資

源，更全面投入IoT領域的創新，才能在市場起飛

之際，贏得先機。  

■�台灣 IoT 應用將從實驗階段正式進入實踐階段，包括製造、交通與醫療等

產業將成為 IoT 發展的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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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牽涉的技術與應用領域廣泛，要強化國內IoT發展，必須從各個層面著手布局；在行政院「智

慧聯網」的總體政策方針下，相關單位紛紛推動輔導計畫，加速打造從IoT創新應用、技術領先

與人才扶植的完整籃圖，提升競爭力。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美聯社

用與產業機會」、「智慧電網應用與產業機會」、

「智慧流通的應用與產業機會」等議題進行討論，

開啟台灣推動物聯網的相關政策之路。

配合行政院智慧聯網產業推動政策，經濟部

委由資策會推動「智慧聯網應用於商區之整合示

範計畫」，期盼透過智慧聯網在商業區的應用，

鼓勵商業服務、生活服務、資訊服務、媒體行銷、

行動應用服務等領域業者合作，發展商業服務場

域的智慧化服務，藉以提升國內商業服務產業的

智慧化創新應用及服務擴散能量，打造更舒適便

利的生活環境之外，同時也建構我國智慧聯網商

區的標竿典範。

執行 4年，「智慧聯網應用於商區之整合示

範計畫」已經展現具體成果，將國人的生活推向

物物相連的精采體驗之中。負責執行「智慧聯網

應用於商區之整合示範計畫」的資策會指出，包

括台北 101購物中心、高雄Dream Mall統一夢時

代等，都已經以聰明購物概念打造「聰明購物智

面
對全球風起雲湧的物聯網（In t e rne t o f 

Things, IoT）浪潮，全球各先進國家紛紛

將IoT納入國家發展的戰略規畫，並投入巨大的研

發資源，全力發展關鍵技術與應用服務，積極布

局搶占商機。過去多年來，我國政府也一直積極

推動相關政策，提高我國產業贏取IoT商機的能

力，期望能透過政策引導，加速我國各個領域的

IoT應用發展。如今，隨著IoT相關人才需求不斷

湧現，政府也積極投入政策資源培育相關人才，

而在IoT最需要的創新創業上，更是政府政策的重

點方向。

智慧商區整合應用領先全球

事實上，早在 2011年行政院產業發展策略

會議上，政府各部門即以「智慧聯網」（即IoT）

為主題，針對「智慧聯網發展機會與策略」、「智

慧聯網產業技術發展布局」、「智慧聯網防救災

與環境監控應用」、「智慧聯網在智慧交通的應

加強台灣物聯網產業競爭力

政策助攻  
聯手蓄積IoT產業能量

政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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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聯網商區」，建構民眾嶄新的消費體驗。例如，

在台北 101購物中心部分，消費者可透過「室內

感測紅利微導購」服務，以手機隨時、隨地、即

時依照消費累積門檻，獲得精準的商品推薦；或

是透過「停車記憶引航」，消費者只要進入 101

地下停車場時，以Wi-Fi快速定位記錄停車位置，

指引消費者在離場時能快速找到停車位；開車離

場時，系統也會提供周邊道路資訊，建議交通較

順暢的出口。

資策會強調，在這樣一個物物相聯的世界之

中，消費者一進入商業區，可隨時透過手機和各

種裝置、商品互動，隨時隨地獲得最新優惠、隨

手點選便利購物、隨選觸控與商品互動、還有虛

擬達人地陪帶路，探訪私藏景點等。各種創新智

慧商務體驗與應用服務，不僅可以吸引民眾對智

慧聯網商務有感，形成可獲利的商業模式，進而

促成業者以智慧聯網商務創新服務，複製輸出到

全球市場的可能性。

IoT技術創新政策解決技術瓶頸

2012年經濟部技術處有鑑於台灣IoT產業面

臨的技術瓶頸繁多，包括：商務模式尚不明朗、

資訊共用難以實現、低成本高精度的終端需求以

及傳感介面標準化等，因此積極推動智慧聯網新

興技術以支援新興產業發展。

具體而言，經濟部技術處以實現「S．T．A．

R（S o l u t i o n、To p o l o g y、  A g g r e g a t i o n、

Research）」的策略目標推動我國IoT技術發展。

■�政府提出「智慧聯網應用於商區之整合示範計畫」，以聰明購物的概念來打造「聰明購物智慧聯網商區」，建構民眾嶄新的消

費體驗。

06-09-封面故事-政策篇.indd   7 2015/6/15   下午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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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代表解決方案優質化：主要發展智

慧能源、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物流與流通、

智慧醫療及智慧防救災等六大應用服務的智慧聯

網關鍵技術應用平台，建立台灣示範應用場域；

「T」指的是交流鏈結國際化：即強化技術發展

鍵結國際標準，進行國際試驗應用場域輸出；「A」

意指跨界資源整合化：即建立智慧聯網產業技術

推動辦公室，整合國內產、官、學、研的研發資

源；「R」代表技術研發深耕化：即強化智慧聯

網技術研發及關鍵專利布局，深耕人才能量，並

擴散技術創新應用。

經濟部技術處指出，過去幾年藉由S．T．A．

R策略，政府逐步勾繪出我國IoT科技研發藍圖，

協助國內產業提早於IoT市場卡位。例如，由經濟

部技術處支持研發的「雲端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運用用電監控及分析技術、用電負載預測技術、

迴路辨識技術、契約容量最佳化技術等，提供企

業或民眾便宜、簡易安裝的能源管理方案，並能

夠 24小時透過開放式資料通訊介面，線上即時掌

握用電狀況及即時控制，目前已成功導入統一超

商、大潤發、小林眼鏡等連鎖業、大型飯店、製

造業等，有 2萬件以上用電設備納入監控，提供

有效的用電管理，並減少能源浪費。

又或者，由經濟部技術處支持研發的智慧讀

表（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整體

解決方案技術移轉大同公司、達創科技、康舒科

技、四零四科技、盛達電業等業者，研發出AMI 

相關設備，爭取台電一萬戶低壓AMI系統及智慧

電表建置案，成功爭取到國內AMI產業第一個商

業化建置案。此外，更協助業者獲得國外電力公

司的AMI Trial Project，爭取國內外高達 150億美

元以上的市場業績。

經濟部技術處強調，透過政策推動輔導企業

進行相關技術與產品的創新，政府希望將打造台

灣成為「全球智慧聯網創新中心」，領先亞洲國

家成為IoT輸出解決方案的主要國家，推動我國

IoT產業相關技術布局專利 1,000項，以及推動進

軍 100項國際標準，建立國內標準認證能量，全

面提升我國在IoT產業的技術競爭實力。

通訊大賽挖掘 IoT創意人才

有鑑於IoT浪潮帶動的人才需求非常龐大，

加速培育與扶植相關人才至關重要，對此，經濟

部工業局自 2001年開始舉辦的「通訊大賽」，這

兩年來都著重IoT領域的內容，例如，「2014 

Mobileheroes通訊大賽」的 4大主題為：使用者體

驗（User Experience, UX）設計、穿戴式暨物聯網

裝 置、 軟 體 定 義 網 路（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4G智慧終端天線設計，其中

■�穿戴式暨物聯網裝置是 IoT應用主流，國內相關單位陸續

推出應用創新，藉此鼓勵國內研發能量投入IoT領域的研發，

並且依此挖掘出創新人才。

政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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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暨物聯網裝置主要是採用聯發科技的LinkIt

開發平台，進行穿戴式與物聯網裝置創新應用開

發，藉此鼓勵國內研發能量投入IoT領域的研發，

並且依此挖掘出創新人才。

從「2014 Mobileheroes通訊大賽」的參賽作

品可以看見，國內年輕世代以無限創意，將IoT運

用於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中的各個領

域，表現相當亮眼。在食的領域，由交大電機創

新研發的「BREWER智慧釀造師」，讓人們可以

自己釀酒、釀醋；住的方面，由清華大學LOCker

團隊研發的智慧鎖系統「KEY++」，讓使用者戴

上此穿戴手環即可使用感應開鎖、遠端監控、閱

讀訊息等應用。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IoT趨勢已經使資通訊

產業競爭跳脫過去單純硬體規格競賽，轉而走向

創新應用服務開發的比拚，因此政府希望透過舉

辦賽事，挖掘國內創意人才與激發學生的創新創

意，提升我國在IoT趨勢之下的創新能量。

4G智慧城市政策令競爭力再提升

由於智慧城市與IoT息息相關，為促使我國

IoT產業的發展更完整，經濟部工業局配合行政院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全力推

動「構建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此計畫主

要由 4G營運商與系統整合商主導，在全台 6都、

16縣市、以及離島或自由經濟示範區等地，結合

地方特色，推動智慧安全、智慧健康、智慧物流、

智慧金流、智慧運輸及智慧育樂等六大整合性應

用服務，相信將對我國IoT產業鏈的成形與競爭力

提升，帶來全面性的幫助。

同時，科技部也正積極與經濟部合作執行

「行動寬頻技術發展」，著重推動連結國際爭取

標準智財、研發行動寬頻新興技術、強化前瞻技

術開發應用等工作。科技部指出，希望透過「行

動寬頻技術發展」方案的推動與產學研等單位的

合作，厚實我國行動寬頻與前瞻技術，並讓這些

技術成為台灣產業發展智慧城市與IoT解決方案的

助力。

觀察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就IoT的相關政策

方向來看，在行政院的積極主導、經濟部啟動跨

部會資源推動之下，我國在IoT的應用創新、技術

創新、人才培育上，都有相當成果，未來隨著政

府以推動智慧城市，加速IoT產業鏈的完整發展，

更彰顯出我國政府對IoT政策的全面性，相信可以

成功促使台灣走在全球IoT大浪潮之前，讓更多廠

商透過IoT的創新應用與技術創新，開拓全球市場

商機。  

■ �IoT 趨勢已經使資通訊產業競爭跳脫過去單純硬體規格競

賽，轉而走向創新應用服務開發的比拚，透過舉辦賽事可

挖掘國內創意人才與激發學生的創新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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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Curie模組，該模組整合Quark系統單晶片、

記憶體、低功耗藍牙、感應器及電源管理IC，為

一整合感測、傳輸、控制運算、記憶體、電源管

理五大元件與匹配軟體的完整解決方案，因此受

到全球廣泛的矚目；此外，Intel也透過併購寬頻

存取與家庭網路技術廠商Lantiq，朝服務平台整

合發展，顯示出該公司在IoT領域的深入布局。

ARM攜手IBM推IoT入門套件

另外，近來ARM攜手IBM，讓其最新推出的

ARM mbed IoT入門套件，可以直接將連網裝置中

的資料傳輸至IBM的Bluemix雲端平台。「透過

IBM的雲端分析、行動與應用程式資源，將可加

速新型智慧產品原型的製作，將安全的嵌入式智

慧與連網功能納入，進而打造出比現有功能更為

強大的雲端連網產品。」ARM物聯網事業部總經

理Krisztian Flautner表示，要充分發揮IoT潛力，

就要使智慧城市、企業與家庭都能分享來自四面

八方的豐富資訊，而ARM的IoT入門套件可讓產

品與服務的原型製作更快、更簡便，進而加速推

動連網裝置普及。

面
對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龐大市

場商機，全球科技大廠從上游半導體廠商

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安謀

（ARM）、德州儀器（TI），再到網通業者愛立

信（Ericsson）、思科（Cisco），以及平台業者

Google、IBM、亞馬遜（Amazon）等全都紛紛搶

進，除加強創新技術、產品與應用服務之外，更

積極建構自己的IoT平台，強化自身的生態系統以

占據重要位置。另外，國內業者從聯發科技、宏

碁、華碩、研華科技也都已經投入市場，一時之

間，全球猶如進入一場精采的IoT嘉年華會，蓬勃

商機引爆之際，市場競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

國際科技大廠  四面八方湧入

首先來看國際大廠的布局，包括Intel、

ARM、IBM、德州儀器與三星的產品與整合解決

方案，都已經受到廣泛的矚目。

英特爾推鈕扣大小晶片模組

工研院產經中心（IEK）指出，2015年初

Intel在美國消費性電子展上推出輕巧只有鈕扣大

物聯網商機來臨，國內外科技產業無不採取整合系統解決方案、建構IoT生態系統，或是舉辦競

賽活動挖掘創新能量；台廠也須加快腳步，建立自己的IoT生態系統，積極卡位全球IoT生態系統

的缺口，以迎向商機。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美聯社

國內外科技大廠蓄勢待發

建構IoT生態系統為
必勝關鍵

產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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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物聯網部門副總裁Meg Divitto指出，IoT

的目的是拉近實體與數位世界的距離，讓企業更

了解身邊所發生的事物，並加強與這些事物的互

動。因此，為了讓企業能從中獲益，無論是實體

裝置連結雲端，或打造應用程式並建構相關資

料，其程序都必須更為簡便，而IBM的Bluemix平

台就是專門為此而設計。

 德儀 IoT雲端服務供應商生態圈持續擴大

至於德州儀器則不斷擴大其「IoT雲端服務

供應商生態圈」的陣營。德州儀器指出，自 2014

年 4月推出以來，TI IoT雲端生態圈已經有 18個

成員，提供解決方案幫助客戶應用於TI的IoT平

台，快速連結到雲端，創新垂直產業IoT服務，包

括工業、家庭自動化、健康與健身、汽車等領域

皆可。

三星5年內將旗下硬體晉升為IoT-ready
終端品牌廠部分，韓國三星也高度看好IoT

的無窮可能性，積極布局市場， 三星電子總裁兼

首席執行長尹富根（BK Yoon）指出，IoT將顛覆

人類的社會、經濟與人們的未來生活，因此大家

必須齊心協力、團結起來，積極展開同業與跨業

合作，才能實現IoT的願景。

以此為原則，三星正致力於投入IoT，尹富

根強調，三星在 2017年以前，將把所有電視產品

進化為IoT裝置，並且在 5年之內，讓所有的三星

硬體都將晉升為IoT-ready，進一步擴大該公司IoT

■�全球科技大廠看好 IoT 趨勢，除紛紛加強創新技術、產品與應用服務之外，更積極建構自己的 IoT 平台，強化自身的生態系

統以占據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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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的陣容。另外，有鑑於開發者是建構IoT的重

要角色，三星也於 2015年投入 1億美元以上資金

於開發者社群，加速IoT的創新。

國內廠商  陸續端出亮眼應用

國內廠商部分，目前聯發科技、華碩、研華

科技的布局最為成熟，相關系統平台、產品與服

務也都陸續端出台面。

聯發科推合作夥伴服務計畫 打造IoT生態

因應IoT趨勢，聯發科技持續加強在IoT領域

的布局，2015年行動通訊世界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中，聯發科技對外宣布創意實驗

室（MediaTek Labs）合作夥伴服務計畫（MediaTek 

Partner Connect），未來將媒合穿戴裝置與IoT產

品開發公司和其供應鏈夥伴，加速IoT相關產品的

開發上市。

聯發科技指出，聯發科技創意實驗室此前已

經推出的產品開發平台LinkIt與雲端服務（Cloud 

Sandbox），如今合作夥伴服務計畫將進一步幫助

產品開發者，快速找到供應鏈中的合作夥伴，去

幫助他們進行產品設計、開發，而聯發科技的原

始設計製造商夥伴也可提供現成的參考設計，滿

足產品開發商不同程度的設計能力與需求。

「合作夥伴服務計畫是聯發科技延續過去 17

年，包括電視、手機、平板、車用導覽、路由器、

遊戲及多媒體客戶在內的產業生態鏈，更緊密合

作而展開的最新舉措。」聯發科技創意實驗室副

總裁Marc Naddell表示，不論是小型的新創公司或

是具規模的企業，當首次涉足IoT裝置的產品開

發，在原型生產階段後，往往會面臨到艱鉅的挑

戰，因此聯發科技創意實驗室合作夥伴服務計畫

將幫助這些公司，媒合他們所需的供應鏈夥伴，

將創意化為現實，讓產品上市計畫能更加順利。

華碩以雲端IoT平台聯結合作夥伴

終端品牌廠方面則以華碩最為積極。目前華

碩已經推出首款由台灣團隊自主開發的雲端物聯

網平台，該平台支援多種智慧閘道器與感測裝

置，並具備裝置管理、穿牆連線、巨量分析、全

球維運與應用開發等技術能力，足以承載城市各

種海量資料，並透過開放API以實現智慧應用，

滿足智慧城市的各種使用情境。

以華碩雲端物聯網平台為基礎，華碩進一步

攜手國內業者，包括研華科技、大同公司、研揚

科技與亞旭電腦等，發展各種IoT應用，以及連結

台灣各垂直領域的廠商，以IoT打造各式各樣的智

慧化應用，包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秀

傳醫療體系、數碼醫療、康軒文教、寰宇知識、

創意家資訊、台灣農業跨領域協會等，都已經逐

漸融入你我生活之中。

華碩電腦副董事長兼總裁曾鏘聲表示，萬物

互聯新世代即將來臨，建立一個共通標準的互聯

規範，打造一個「開放」架構的平台，才能讓台

■�韓國三星也高度看好 IoT 的無窮可能性，積極布局市場；

並將在 5年內，讓所有的三星硬體都將晉升為 IoT-ready，

擴大陣容。

產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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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中小企業分工合作，發揮螞蟻雄兵的威力，

形成產業鏈，建立下一波贏的契機。有鑑於此，

華碩期許扮演資源整合者的角色，帶領各領域夥

伴創新發展，連結IoT夥伴，力圖打造一個以市民

為中心、萬物互聯的智慧城市，讓消費者輕鬆享

受更便利、無縫、有感的智慧生活。

研華科技物聯網智慧雲合作平台成員續增

工業自動化領導廠商研華科技在IoT的布局

更是全面，首先，為打造IoT生態系，研華科技建

立WISE-Cloud Alliance物聯網智慧雲合作平台，

目前已有依德、東捷、益欣等台灣各垂直產業的

領導廠商成為簽約結盟夥伴，之後陸續將會有建

騰創達、鎧應科技、崇友實業、宏遠興業、偉普

科技、營邦科技、正基科技、優聯科技、東宜資

訊等 9家企業加入WISE-Cloud Alliance成為聯盟

的一員，並有 12家已預約進一步的專家會談。

另外，為凝聚台灣產業力量加速IoT人才培

育，研華科技從 2013年即聚焦IoT舉辦「TiC100

智能城市與物聯網創新競賽」，2015更邀請台灣

微軟、全家便利商店、行政院農委會、資策會創

研所、聯發科技等單位參與。研華科技董事長劉

克振表示，2015 TiC100將跳脫以往單純商業模式

論述，而改以更開放的思維，將IoT真正的技術創

新及產品開發能力納入；此外，也將借助六大企

業輔導學生思考，實踐商業模式，促進產學對話，

找出更多具創意的IoT服務模式。

卡位全球 IoT生態系缺口  贏得先機

由於IoT涵蓋的技術與範圍廣泛且複雜，因

此儘管廠商全面湧入，現階段IoT產業的生態鏈體

系仍未完全成形。IEK電子與計畫副組長楊瑞臨

分析，物聯網產業鏈涵蓋端、網、雲、應用與服

務平台，目前各平台之間仍存在斷層，產業間彼

此串聯與結盟成為當務之急，其中又應以資料安

全、資料管理平台的互通為優先解決的議題。有

鑑於此，未來台灣企業應該思考如何在產業價值

鏈如火如荼建構的過程中，在全球IoT產業鏈架構

中占據要角，先卡位才有機會贏得最大的商機。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IoT需要龐

大的創新資源，因此驅動自造者經濟

的成形。工研院IEK電子系統組組長

紀昭吟分析，由於IoT產業之間的競

爭已由平台轉向開發者，產業活動將

以拉攏開發者、舉辦競賽爭取好的創

意為優先，因此IoT將使新創公司取

得市場突破的機會。

綜觀而言，IoT產業在全球科技

大廠爭相投入、積極打造生態系統之

際，可以想見競爭將非常激烈，台灣

必須在創新應用上有精采的演出，才

有機會取得市場的青睞，成為全球

IoT產業的大贏家。  
■�國內科技大廠華碩，則期許扮演資源整合者的角色，連結 IoT 夥伴，力

圖打造一個以市民為中心、萬物互聯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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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技術如果最終沒有落實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之中，成為受市場青睞的服務，仍無法

轉變成具體商機，物聯網亦然。台灣要在這波IoT大浪潮中開拓商機，必須在創新應用上

多著墨，才能在激烈的全球市場中，贏得商機。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美聯社、達志影像

智慧生活、車聯網、醫療健康、商務應用可期

IoT應用 
聚焦兩大智慧發展 

■ Apple 透過推出 HomeKit，顯示智慧家庭已經成為 IoT 應用服務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

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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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目前較具商機的IoT應用模式，工研院產

經中心（IEK）分析指出，從國際大廠布

局動態來看，包括Apple透過推出HomeKit；三星

（Samsung）併購SmartThings發展智慧家庭系統

平台；Cisco透過在德國柏林、英國倫敦、西班牙

巴塞隆納、韓國松島、巴西里約及加拿大多倫多

等6個城市，設立IoE Labs，針對不同垂直應用開

發IoE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智慧家庭與智慧城市已

經成為IoT應用服務所要實現的兩大目標，因此未

來台廠如能圍繞在這兩大層面發展創新應用，即

有機會從國內市場邁向全球市場，取得IoE應用的

入門票。

智慧家庭  市場規模逐漸擴大

資策會指出，在IoT興起浪潮下，家庭日常

生活中已有愈來愈多的創新應用服務問世，其中

智慧家庭的相關應用更是IoT發展的核心趨勢。根

據市調機構Strategy Analytics統計，2014年家庭自

動化市場規模已達 170億美元，預估未來兩年會

出現 19%的成長。國際數據資訊（IDC）更預測，

2020年智慧家庭IoT市場可望達到 517.7億美元市

場規模。

資策會iFamily 智慧綠能家庭管理系統

迎合智慧家庭的IoT應用商機，多年來資策

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在經濟部技術處支持之

下，積極就智慧家庭相關技術進行創新，日前成

功研發的iFamily智慧綠能家庭管理系統，透過雲

端平台架構全年 24小時掌握智能家電使用狀態、

電力負載、異常與歷史用電等資訊，讓使用者有

效管理居家用電。

資策會智通所馮明惠所長表示，iFamily智慧

綠能家庭管理系統已經成功協助國內外多家廠商

創新智慧家庭相關產品與應用服務，例如三串聯

運用此管理平台已成功建立智慧家庭所需的「雲

端服務系統服務」，並且與亞馬遜（Amazon）、

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行銷通路合作，提供消

費者創新應用服務，成為國內業者拓展全球智慧

家庭市場的重要管道。

中興保全推「中保無限+」 進軍物聯網

在服務面，為讓民眾真正有感IoT智慧生活

的便利服務，中興保全於 2015年 4月推出「中保

無限+」，進軍IoT市場。中保集團副總裁林明昇

表示，目前各家廠商推出的IoT服務以技術與設備

為主，中興保全從服務面出發推出「中保無限

+」，整合相關技術與設備，讓設備連線，實踐

IoT智慧生活，讓人們在家庭可以輕鬆擁有IoT智

慧生活服務。

 中保無限+ 執行長林建涵指出，「中保無限

＋」整合IoT生活的應用服務，除了基本的安全監

控外，像是智慧防災、智慧照護、智慧居家控制、

智慧節能與智慧防盜等，都統整在一起，用戶只

要用手機或平板等行動裝置，就可以調整空調、

電視、調節燈、音響等，透過監控系統，確認用

■�資策會所研發的 iFamily 智慧綠能家庭管理系統，就是看

中沃爾瑪（Walmart）的全球流通布局，藉此為國內業者

拓展全球智慧家庭市場的重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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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使用狀況，達到省電節能效益，可遠端遙控，

隨時掌握家中大小事。

林建涵進一步指出，除了即時掌握資訊，透

過IoT技術，用戶也可在家中電視、燈光、冷氣、

電表等設備裝上感知器材，讓所有設備互相連

線，可以偵測到特殊狀況並會主動反應處理，達

到名副其實的智慧生活。另外，為更能即時反應

客戶需求，中興保全目前也建立大數據（Big 

Data），從最底層進行資訊蒐集與傳送，然後上

到雲端進行分析，不斷創新消費者需要的產品與

服務。

智慧城市  3大主軸產業先行

從智慧家庭走向智慧城市，在眾多智慧城市

的相關應用服務之中，其中又以車聯網、醫療健

康與智慧商業的應用發展最為成熟。

智慧車聯網商機龐大

從 2015年國際消費電子展（CES）到世界行

動通訊大會（MWC），可以發現全世界都在關注

「智慧聯網汽車」。根據國際調查機構Gartner的

預估，2015年汽車將成為IoT裝置數量成長最快

的領域，至 2020年汽車IoT的裝置數量將可達 35 

億個；拓墣產業研究所也預估，2020年全球聯網

車比例將高達 75%，其收益也將達 29.4億美元。

有鑑於車聯網商機龐大，國內從汽車電子、半導

體與通訊業者紛紛搶入這塊新藍海。

例如，國內研究法人機構車輛研究測試中

心、車輛製造商中華汽車攜手國際半導體大廠德

州儀器，共同組成聯盟技術以及市場顧問團隊，

協助國內車聯網相關業者如帷享科技、揚明光學

與晨云軟件成立「次世代駕駛資訊平台研發聯

盟」，致力於創造嶄新駕駛資訊座艙，並協助研

發成果迅速商品化及市場化，開創未來駕駛新紀

元，提升台灣車聯網產業競爭力。

帷享科技董事長王志遠指出，藉由德州儀

器、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中華汽車的顧問輔導與

技術協助，帷享科技進一步精進ADAS 3D影像安

全，融合雷達的感知能力，提升車輛駕駛時的全

方位防護。另外，揚明光學的車用透明平視顯示

HUD解決方案，是目前普遍運用在航空器上的飛

行輔助儀器。揚明光學指出，該解決方案透過

DLP投影技術，可提供更大視角、更多整合資訊

的平視顯示解決方案，降低駕駛者需要低頭查看

儀表的頻率，避免在行車中注意力中斷以及喪失

對行車狀態的意識。

智慧醫療與健康應用受矚目

車聯網之外，有鑑於高齡化社會來臨，智慧

醫療需求湧現，台灣與醫療健康相關的物聯網平

台或服務也陸續展現。例如，華碩電腦推出「華

碩健康雲服務平台」（ASUS Cloud Platform for 

Health）提供彈性靈活的雲端建置模式，具備公

有、私有與混合雲等多元服務，可滿足在雲端時

代下健康醫療領域對於雲端、行動、大數據與社

群的應用開發需求。此外，華碩亦針對健康領域

提供多種平台的SDK整合工具，讓醫院、健康照

護機構、生理量測裝置、行動終端應用開發者可

在熟悉的環境下，快速且輕鬆地使用華碩雲端平

台儲存與運算資源，開發出符合雲端時代的應用

服務。

另外，由遠傳電信推出的「Health健康+」服

務，結合便捷量測站、NFC量測設備、即時紀錄

查詢管理App等 3大應用服務，提供醫院與診所

遠距照護，以及提供社區、藥局與企業的血壓、

脈膞與血糖量測。使用者可以將檢測的數據上傳

至雲端平台，讓醫護人員可即時監看追蹤，民眾

也可以查詢掌握自己與家人的健康，進行居家健

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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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健。

遠傳電信企業暨國際事業群執行副總李浩正

表示「Health健康+」是遠傳為帶給民眾優質生活

健康照護，與亞東醫院攜手發展出的智慧醫療服

務，不僅提升民眾自主健康管理的便利性，並且

可實現醫院即時遠距健康控管，促進醫病互動關

係更加完善，未來遠傳電信將與更多醫療院所、

運動中心、健康餐廳等健康產業合作，加入更豐

富的服務與應用，並進一步整合至穿戴裝置，成

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健康管家。

迎向智慧商務商機 相關產品與方案紛出

再看台灣智慧商務上的發展。有鑑於智慧商

務趨勢成形，台灣各領域廠商不斷發展出相關產

品與應用服務，例如，搶攻數位看板的智慧商務

應用，包括財團法人資策會以及冠捷科技、綠創

科技、集市雅、詠朋科技、視達智能等公司，皆

積極投入「零售業智慧顯示」領域，推出許多產

品與解決方案。例如，冠捷科技創新研發全方位

顯示方案、綠創科技則推

出「即時懂」互動廣告系

統、集市雅發表智慧廚房

看板展示、詠朋科技有智

慧業務輔銷機，以及視達

智能的餐飲宴會智慧看板

等，都是搶攻智慧商務市

場的利基產品與應用服務。

另外，因應智慧零售

浪潮來臨，資策會創研所

開發的「悠點（IoT Context 

Aware Commerce Solution）

解決方案」，可以透過各

類裝置與各種虛實互動服

務點如行動裝置、數位看

板、QR-Code、Beacon、NFC、POS等，有效整

合管理追蹤每位消費者的購物歷程，創新智慧商

務應用。

又或者，資策會智通所與鉅景科技合作研發

的「視覺化導覽解決方案」，讓每位參觀者只要

戴上智慧眼鏡，即可體驗到智慧化的即時導覽服

務。資策會智通所指出，「視覺化導覽解決方案」

最大的特色在於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導覽，在觀

賞作品的過程中無須任何操作，如同貼身在耳邊

適時提供導覽服務，適用於各大美術館、博物館、

展覽策畫單位及教學機構組織等。

上述IoT產品、解決方案與應用服務之外，

台灣在大小公司、製造業與服務業都紛紛投入IoT

創新應用研發之際，還有許多精采的IoT創新應用

陸續被開發出來，相信，未來在產官學研各界的

齊心努力之下，輔以台灣向來旺盛的創新能量，

勢必可以建立可複製輸出的典範應用，進而進軍

全球市場，開拓IoT大商機。  

■�中興保全推出「中保無限＋」，整合 IoT 生活的應用服務，除了安全監控外，也將所

有智慧功能統整在一起，用戶只要用手機或平板，就能隨時掌握家中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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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兩年穿戴裝置深受矚目，但是市

場發展趨勢出現雷聲大雨聲小的

情況，工研院產經中心（IEK）指出，

過去一年各家大廠紛紛投入穿戴裝置

市場，但是卻因為產品同質性高、未

能掌握需求、使用者體驗不佳、隱私

問題等缺點，導致市場未能如預期般

一飛衝天。不過，隨著消費性品牌大

廠蘋果（Apple）的Apple Watch在4月

正式上市，市場高度期盼Apple可望如

過去帶動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市場

般，掀起消費者對穿戴裝置的矚目，

各大分析機構也都樂觀看待。

IEK預估，2105年穿戴裝置將因

Apple Watch的推出，總出貨量在2015

年達到4,670萬台，年成長率104%為近

年最高。IDC穿戴式裝置團隊研究經理

2015年穿戴裝置熱潮一觸即發

台商積極布局  全力搶攻商機
穿戴裝置熱潮持續延燒，從產品創

新、系統平台整合到創新應用服務

等，全球無不積極搶進。台灣應該

加快建構穿戴裝置的生態系統，整

合各界資源，才可望從激烈的競爭

中突圍，開拓商機。

撰文／林歆恩  圖片提供／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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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用服務層面的商機來看，穿戴式科技產品只是行動裝

置的延伸，多數產品將以智慧型手機為中樞，透過雲端創

新應用服務。

Ramon Llama也指出，2015年穿戴裝置市場將因

Apple Watch而大幅成長。預估整體出貨量將較

2014年成長133.4%，達到4,570萬，2019年更上看

1.26億台，5年年複合成長率達45.1%。

國際調查機構Garnter也指出，儘管目前穿戴

式市場普及率相對仍低，但長期來說市場有機會

以兩位數成長，尤其2015年對穿戴裝置產業來

說，會是相當有趣的一年。預期2015年穿戴式市

場將呈現強勁成長，智慧手錶、健身腕帶等追蹤

裝置數量將逼近7,000萬件大關，較2014年增加

38%，2020年穿戴式裝置的銷售量將達到5.14億

件，商機不容小覷。

 從產品類型與應用模式尋找商機 

穿戴裝置產品型式多元、應用模式也相當廣

泛，究竟哪一個產品類型與應用模式最具市場潛

力，大家都在找。就產品面而言，拓墣產業研究

所認為，2018年穿戴電子在全球市場的出貨量可

望突破2.1億台，年成長率將超過57.96%，初期市

場將以智慧手環為主要的產品，不過，之後智慧

手錶熱度會逐漸超越智慧手環。至於曾經一度受

到追捧的智慧眼鏡，拓墣產業研究所認為頭戴式

產品熱度將優於眼鏡式產品，目前包括GoPro、

Sony、Oculus VR等公司都已經推出頭戴式智慧穿

戴裝置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Garnter認為不管是智慧手

錶、健身腕帶或其他各種穿戴裝置，未來5年內還

不至於會取代智慧手機，而是成為既有裝置的輔

助工具。拓墣產業研究所也說，引起這一股穿戴

式科技產品的風潮，主要源自於智慧型手機，因

此穿戴裝置將只是行動裝置的延伸，多數產品將

以智慧型手機為中樞，透過雲端創新應用服務。

就應用服務層面的商機來看，IEK認為，不

同於一般消費型穿戴裝置產品仍只是手機的搭

配，以企業應用或利基市場的穿戴產品，將可望

跳脫以智慧型手機為中樞的框架，走出不一樣的

格局。因此2015年穿戴裝置的企業與利基市場，

將呈現鴨子划水般的穩定成長樣貌。

IEK進一步分析，儘管2015年初Google Glass

宣布暫停在消費市場銷售，但仍持續供貨給企業

或利基應用，目前已有10多家供應商運用Google 

Glass發展出在物流、醫療、行銷、工廠、救難等

用途之整合產品。另外，發展穿戴裝置最積極的

三星（Samsung）也和商業軟體大廠SAP合作開發

企業用穿戴裝置；企業用雲端服務大廠

Salesforce也發表穿戴應用開發平台，已吸引許

多合作廠商開發企業用穿戴裝置系統，預估美國

市場約有 4 , 0 0 0萬個無桌工作者（ d e s k l e s s 

worker）將受惠智慧眼鏡而提升工作效率，包括

健康照護、製造業、零售業、政府、建築業、運

輸業、資源等行業。

由此可見，未來台灣在發展創新應用服務

時，也應就垂直產業與利基市場多所著墨，才能

快速搶得更多的穿戴裝置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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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品牌大廠紛紛搶進  競爭激烈

從廠商競爭的角度來看，G a r t n e r分析，

Apple Watch勢必會引發消費者對穿戴式裝置的興

趣，而三星、索尼（Sony）、聯想（Lenovo）等

品牌也必定會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產品與其一較長

短。因此，除了硬體上的創新，廠商還將更強調

生態系統，好從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

因此，目前包括三星、Google、蘋果與微軟

（Microsoft）等都打造穿戴裝置的醫療健康平

台，以吸引醫療保健、健身業者成為其合作夥

伴，健全自身的生態系統。Garnter分析，這樣的

策略將啟動全新的商業模式，但到底該如何保護

從穿戴式裝置所蒐集到的敏感資料，勢必也將引

發熱議，因此資安議題也至關重要。

IEK則分析指出，Apple Watch在品牌、外型

質感與iPhone6熱賣的驅使下，預估銷售將領先競

爭者，特別是Android Wear OS並未完全獲得夥伴

青睞，在Samsung、LG另推自有OS平台下，削減

了Android Wear陣營的氣勢。此外，Apple Pay已可

在全球22萬家商店使用，且支援90%的信用卡，

在產業界與消費端的支持下，支援Apple Pay的

Apple Watch更可能帶領新一波行動支付與行動商

務的高峰，也將推升整體穿戴裝置之出貨成長。

 政策加碼  提升穿戴科技產業競爭力

當國際大廠紛紛投入穿戴裝置領域，我國各

界面對即將起飛的穿戴裝置商機，從政府到產業界

都緊密關注。行政院科技部為鼓勵學研界投入穿戴

式裝置相關的關鍵技術與創新應用研發，以及培育

產業所需高階科技人才，加速我國穿戴式裝置產業

的發展，特別規畫「穿戴式裝置應用專案計畫」補

助辦法，期能藉此促進台灣學術界與國內外產學研

機構合作研發，快速整合全國產學研能量，建構國

內穿戴裝置自主產業鏈生態系統。

科技部指出，「穿戴式裝置應用專案計畫」

的執行，希望能達到以下各項目標，包括：提升

我國在穿戴式裝置的基礎關鍵技術及前瞻應用研

發能量；促進法人或產業界與學研單位合作發展

穿戴式技術及應用；建立國內學研界研發穿戴式

平台之能量，並開發創新應用；培育穿戴式裝置

所需之工程、服務與創意人才，以及開發研究成

果的具體應用及軟體加值服務模式，強化平台開

發與分享風氣。

另外，經濟部工業局舉辦多年的「通訊大

賽」，也一直將穿戴裝置視為重點項目，例如，

「2014 Mobileheroes通訊大賽」的特色之一，就

是讓參賽者採用聯發科技的LinkIt開發平台，進行

穿戴式與物聯網裝置創新應用開發，藉此鼓勵國

內在穿戴裝置領域的研發能量，希望藉此打造台

灣成為穿戴式裝置產業的國際重鎮。

 台灣穿戴裝置創新產品與應用能量十足

從產業端來看，台灣科技產業的上中下游如

聯發科技、群創光電、友達光電、宏碁、華碩、

宏達電等大廠也都紛紛投入；紡織業、醫療照護

與醫療器材產業更在思考如何以穿戴科技創新其

產品與服務；另外，市場中更不乏新創公司以穿

■�隨著Apple�Watch正式上市，掀起消費者對穿戴裝置的矚

目，各大分析機構也樂觀看待，熱潮將持續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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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裝置進行創新創業，如路提科技、台醫光電、

悅睿科技等紛紛投入。此外，工研院、紡織所等

法人機構也都推出許多穿戴裝置的創新技術與產

品，展現出對穿戴裝置領域的積極投入。

觀察目前台灣廠商推出的智慧穿戴裝置產

品，仍以運動、健康、醫療應用為主要訴求，例

如，華碩甫於2 0 1 5年5月推出的穿戴式裝置

「ASUS VivoWatch」，搭載光學感應器，並內建

華碩獨家VivoPulse技術，免綁心跳帶即可精確監

測心率、追蹤消耗熱量，同時還可依據性別、年

齡等資訊，協助使用者從事強度適中的運動，進

而強化心血管機能；夜間就寢時，A S U S 

VivoWatch亦會自動感測紀錄總睡眠時間、心率及

翻身次數，隔天使用者即可透過舒眠指數

（Comfort Sleep）時間，記錄並檢視睡眠狀態，

並依此做為調整睡眠習慣之參考，以增進睡眠品

質，讓身體在休息過程中更快恢復活力。

華碩全球副總裁謝明傑表示， A S U S 

VivoWatch為重視自主運動管理的消費者開啟一扇

嶄新的大門，透過ASUS VivoWatch，使用者不僅

可將健康及健身相關資訊隨身攜行，並能獲得個人

化的資料分析，宛如專屬健康、運動管理教練。

另外，工研院衍生出來的新創公司台醫光

電，甫推出的「反射型心跳血氧感測器模組」，

經由特殊設計鏡片，大幅提高測量準確度，耗電

量較小，也不易受到運動震動的影響，是目前全

球唯一可以於手腕位置同時測量心跳與血氧值的

感測器。台醫光電指出，目前「反射型心跳血氧

感測器模組」已完成量產製程技術開發，並已提

供客戶量產樣品，該公司並於2015年6月起開始

接單出貨。

在法人機構方面，由工研院主導發展的哮喘

偵測器，整合微小麥克風技術與軟性材料的共鳴

腔與振膜技術，從頸部擷取「呼吸音」訊號，利

用數位訊號處理後進行分析，進而判斷是否為哮

喘發作特徵，堪稱全球首創可偵測哮喘症狀的穿

戴式設備。工研院指出，哮喘偵測器穿戴在小朋

友身上結合智慧型手機，可記錄小朋友詳細的呼

吸狀況，讓醫生能夠精準判讀，一旦發現有氣喘

發作狀況，便能立即啟動緊急照護機制。

面對穿戴裝置產業的蓬勃發展，國內外廠商

紛紛加快腳步投入市場，而從廠商的布局策略來

看，健康、運動與照護將為首波應用，相信，在

醫療照護與資訊科技皆擁有十足潛力的台灣，絕

對可在這塊即將起飛的市場中，以創新產品與應

用服務、搶得市場先機。

■�在軟硬體技術逐漸到位後，穿戴式裝置的應用更是多元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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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3日，越南發生暴動攻擊（後簡稱

513暴動事件），台商工廠遭到嚴重破壞，對

台商造成損害；歷經一年，在我國政府積極與越

南政府協商之下，透過包括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在

內的各部會共同努力，除已順利為台商向越南政

府爭取補償措施之外，也協助絕大多數台商恢復

營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連玉蘋指出，此次

513暴動事件提供政府與企業界一個重新思考非

經濟因素影響海外投資布局的關鍵要素，因此，

我國政府更積極建立風險應變機制，盡可能地提

高台商投資風險意識、降低風險因子的不利影

海外投資風險多元複雜

政府多方協助 台商謹慎避險
自2014年越南513暴動事件發生以來，台商海外投資風險愈來愈複雜，除了經濟因素面的風險之

外，非經濟因素的風險，同樣帶來影響與衝擊，對此，除了經濟部提供的多項保障台商安全措施

外，台商面對越趨複雜的投資環境，也應謹慎因應投資風險。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美聯社、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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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513暴動結束一年後，絕大多數的台商已經完全復

工，恢復正常運作。

響，經濟部呼籲台商自身也應對非經濟因素的各

種風險，提早做好各種準備，才能降低投資風險

發生的機率。

 台商東南亞投資  以越南為首

根據統計，越南總人口數達8,971萬人，不

僅內需市場龐大且具有充沛的勞動力，此外越南

基本工資僅140美元，工資相對便宜；再加上越

南產品輸往歐美享有關稅優惠，諸多優勢，使得

台商積極踴躍前往投資，成為台商在東南亞中，

投資最多的國家。

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MPI）的統計，自

1988年至2015年3月為止，台商赴越南投資累計件

數達2,401件，累計金額約新台幣285.13億元，我

國為越南第四大外資國，僅次於南韓、日本與新

加坡；再加上台商為越南最早的外資，並以製造

業為主，為越南紡織、成衣、食品、製鞋等產

業，早已建構完整產業鏈，越南與台灣的關係，

可謂相當密切。

令人遺憾的是，2004年5月13日越南民眾因

抗議中國大陸在南海設置鑽油平台，從一開始的

反中示威，逐漸演變成大規模的集體暴動行為，

台商工廠並因被誤認為陸商，廠房連帶遭受破

壞，統計共有414家台商受到損害，其中29家遭

受嚴重燒毀及破壞。連玉蘋說，當時我國政府為

協助台商因應暴動事件，在第一時間成立「越南

暴動事件緊急應變小組」，並且設立「聯繫協

調」、「運輸服務」、「台商服務」及「其他」

分組，針對保僑、護僑，協助台商重建及協商求

償，與越方交涉。

其中經濟部負責「台商服務」分組，除了立

即成立單一窗口，提供受災台商相關諮詢服務之

外，並派遣專業會計師及律師前往越南，協助受

災台商統計及蒐集受損資料，據此向越南政府求

償。此外，經濟部也分別籌組「關懷越南台商訪

問團」、「協助越南台商專家服務團」、「越南

台商深度服務團」等服務團提供輔導，協助台商

重建復工。

連玉蘋強調，在向越南政府協商求償方面，

除因越南政府財政困難無法提供現金賠償及租稅

抵扣，或因政治因素無法回應之外，越南政府已

提供退還2014年土地租金，內銷廠商免徵進口

稅，負擔停工期間薪資，以及承諾2免4減半租稅

優惠、低利融資等24項多元實質有效賠償措施，

並已陸續落實執行中。

而在越南513暴動結束一年之後，台商以其

堅強的韌性，在艱困的環境下陸續恢復運作，連

玉蘋說，目前受災台商414家目前均已復工，其

中408家已完全復工，僅有6家尚未全面復工。

 台商搶搭區域經濟整合商機  投資漸增

一直以來，越南都是台商的重要投資地，台

越兩國經貿關係緊密，因此513暴動事件發生之

後，儘管有台商透露出回台投資或出走越南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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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廠商考量到越南區域經濟整合商機、勞

動成本與產業聚落完整等優勢，仍選擇持續在越

南投資，由此可見，台越之間的經貿關係並未因

為暴動而有所動搖。

再者，目前有不少台商基於區域經濟整合趨

勢，越南迎著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浪潮，擁得很好

的經貿戰略位置，例如越南同時是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

會員國，不管是在關稅減免、原產地證明規定方

面，都具備相當優勢，因此陸續吸引更多台商進

駐越南投資。舉例來說，我國紡織業的中游廠商

如織布廠與紡紗廠，近來都有廠商陸續進入越南

投資。

根據MPI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台商對越南

投資金額5.12億美元，較2013年成長18.79%，連

玉蘋強調，由此可見台商普遍認為在區域經濟整

合趨勢之下，不應受單一事件影響而改變整體投

資布局規畫，應著眼未來商機所在，做出正確的

投資決定。此外，由於台越經貿關係沒有因為

513暴動事件而冷卻，並因區域經濟整合趨勢而

更加緊密，引此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為保障台商權

益，未來將透過各領域平台推動高層互訪，並且

將更新台越雙邊投資協定等，提供台商更具體、

完善投資保障及經貿合作商機。

而針對513暴動事件嚴重受損台商，經濟部

將持續安排顧問專家提供產業深度輔導，包括恢

復生產、提升生產效率、現場管理、加強品質管

理、資料重建等，以協助其儘快恢復正常生產，

並透過台越兩國官方平台強化台越經貿合作關

係，敦促越南持續改善投資環境，完善台商在越

投資保障。

海外投資  仍不能忽視非經濟因素 

連玉蘋強調，此次越南513事件讓我國政府

■�在歷經暴動事件影響之後，我國政府積極與越南政府溝通協調，爭取越南台商的賠償與權益。

22-25-專題分析_越南暴動.indd   24 2015/6/17   下午10:55



25

與企業界重新思考到，非經濟問題經常是影響台

商海外布局投資的關鍵要素，因此未來政府與台

商都應更積極建立風險應變機制，盡可能地提高

投資風險意識、降低風險因子的不利影響。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分析，台商海外投資

的非經濟因素風險包括了政治風險、人身安全風

險、法律規範安全風險、勞工政策與勞工意識，

以及宗教與種族風險等，從台商可能面對的既有

風險，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提出幾大具體對策，期

望能協助台商因應各種風險。首先，強化風險資

訊蒐報，具體作為包括：定期更新編印79國投資

環境簡介，並增列投資環境風險與安全相關資

訊；透過駐外單位強化蒐報轄區國家投資環境風

險與安全資訊，即時週知臺商可能的影響並採取

必要措施。

其次，提高台商投資風險意識，具體作法包

括：強化台商聯繫網絡，例如責成駐外單位加強

與台商聯誼組織的互動；舉辦海外法律稅務宣導

座談會，協助海外台商掌握當地政經情勢與投資

環境變化，提高風險意識；宣導台商應在投資地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再者，建立緊急應變SOP機制，對此，目前

外交部已訂定「政府協助旅外國人及僑民緊急應

變處理原則」，就預警階段、避難階段、撤離階

段及復原階段訂定不同之工作。最後，積極與各

國簽署投資保障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投資章，強

化台商投資保護 。

至於台商本身也要有所作為，連玉蘋建議，

包括加入當地台商網絡、加強風險管理意識、善

盡社會責任等，都是台商因應經濟因素與非經濟

因素投資風險，更該積極建立的風險管理機制。

事實上，儘管越南513暴動事件已經落幕，

但是南海主權爭議問題至今未解，仍可能對台商

帶來無可預測的非經濟因素風險，因此我國政府

將持續積極推出各種降低風險的措施，更全面保

護台商在海外的投資安全，當然台商也應在平日

就建立更嚴密的風險管理機制，如此才可以盡可

能趨吉避凶，避開風險、成功開拓商機。

■�基於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越南迎著全球區

域經濟整合浪潮，擁得很好的經貿戰略位置。

■�多年來，台越經貿互動緊密，以製造業為主的紡織、成衣、食品、製鞋等

產業，早已建構完整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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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的衛生用品品牌

愛生雅，看準台灣老齡化

社會來臨，與全日美合作，

將台灣做為亞洲營運中心；

並已在高雄設廠，專責生

產、研發與業務工作，力

拚深耕台灣、布局全亞洲。

撰文／林裕洋  
攝影／邱如仁、達志影像

在
台灣人口出生率持續創下新低下，根據國

發會公布的 2014年人口統計報告指出，台

灣人口結構老化速度愈來愈快，預計 2015年 15

至 64歲工作年齡人口將達到高峰，隨後則呈現持

續下滑的趨勢。事實上，台灣自 1993年已進入高

齡化社會，截至 2013年底，65歲以上者 269萬

4,406人，占總人口數 11.53%，預計 2018年，65

歲以上人口將占總人口數的 14%以上，正式成為

高齡社會，2025則會成為超高齡社會。

為因應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的需求，市場上

有愈來愈多專為老年族群設計的商品、服務，在

健康照護市場有豐富經驗的歐美業者，也看準台

以
台
灣
為
亞
洲
營
運
基
地  

推
廣
老
年
照
護
商
品

台
灣
愛
生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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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市場擁有的商機，紛紛引進相關產品。而來自

瑞典的愛生雅集團（SCA），在進軍台灣市場沒

多久之後，便選擇與台灣業者合作，在 2012年併

購全日美後成立台灣愛生雅，作為搶進亞洲市場

的重要據點。該公司在台灣產品主要以成人失禁

護理用品以及嬰兒紙尿褲為主，分別是添寧、包

大人等成人紙尿褲品牌，以及麗貝樂、噓噓樂等

兩大嬰兒紙尿褲品牌。

台灣愛生雅行銷副總監林宜靜說：「愛生雅

進入台灣市場比較晚，不過在健康照護市場已有

數十年歷史，也是歐洲最大個人衛生用品製造公

司。當初我們進入台灣市場之後發現，全日美產

品在中低價位產品表現很不錯，恰好能與愛生雅

產品形成互補作用，加上該公司在高雄擁有生產

線與研發中心，因此決定以合作方式取得全日美

股權，並且將台灣作為亞洲營運中心。」

 愛地球  坐穩歐洲市場

來自瑞典的愛生雅集團，自 1929年創立至今

已有 86年的歷史，是全球相當知名的衛生用品及

林業公司，以添寧成人紙尿褲、麗貝樂嬰兒紙尿

褲，以及衛生棉等消費性個人用品為主，產品行

銷至全球 100多個國家之中，多項產品更在歐洲

市場保有市占率第一的榮譽。如台灣消費者相當

熟悉的添寧成人紙尿褲，便是歐洲市場最受歡迎

的品牌，也是許多歐洲老年安養中心指定使用的

商品。

而專為女性消費者設計的護理用品品牌－輕

曲線，亦在歐洲市場相當受到消費者歡迎，同時

也是馬來西亞的第二大女性護理用品品牌，品質

備受歐、亞市場所肯定。至於主打旅館、餐廳和

商業大樓等設計的衛生消費品品牌－多康，可提

供衛生紙、餐巾紙和液體肥皂等商品，儘管尚未

進入台灣市場，不過卻是歐洲市占率最高的品牌。

林宜靜表示：「愛生雅集團是從林木業起家，

目前是歐洲最大森林擁有者，長期來一直將愛護

地球作為企業奉行理念，因此在產品研發過程非

常注重環保，力行砍 1棵樹，即種回 1棵樹的政

策，才能爭取到歐洲消費者的認同。也因此，我

們長年在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等的努力，已經被

多方組織所肯定，如連續第 6年被美國道德村協

會評選世界最具商業道德企業之一，這對愛生雅

集團與員工都是很大的肯定。」

截至 2014年為止，愛生雅集團在全球銷售總

額達到 114億歐元，擁有約 44,000名員工。在台

灣愛生雅方面，目前則約有 280名左右的員工，

台灣總公司與台中營業處約有 80名員工負責行銷

與業務，另外 200名位於高雄永安廠、高雄營業

處，負責生產、研發與業務方面的工作。

 落腳台灣  前進亞洲市場 

不同於價格高昂的消費電子產品，個人衛生

■�愛生雅集團是歐洲最大森林擁有者，一直以來將愛

護地球作為奉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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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用品的體積大、單價低，即便是採取成本較

低的海運，都導致產品成本大增，不適合採取在

單一國家大量集中製造的作法。因此，愛生雅集

團營運初期以歐洲市場為主，搭配不同階段的併

購策略，藉此擴大產品線與取得當地生產基地，

以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如 1995年在收購德國

PWA之後，便順利取得歐洲個人護理產品的龍頭

地位。

愛生雅集團在 1996年進軍亞洲市場時，也同

樣採取併購當地企業或合資的方式，如 1997年與

日本尤妮佳（Uni-charm）成立合資企業，在日本

從事成人失禁護理用品的分銷業務。因為日本市

場向來排外性較強，加上當地亦有許多知名消費

衛生用品的廠商，若採直接引進原有品牌的策略，

勢必會面臨不少挑戰，透過合資企業不僅能夠降

低進入門檻，也能讓日本消費者享受到更高品質

的產品。

歷經 19年耕耘，愛生雅集團目前在中國大

陸、香港、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韓國、泰國、台灣、澳洲等地，均有相當不錯的

成績。在大中華區方面，愛生雅集團在中國大陸

上海設有分公司、亞洲研發中心，生產線則設立

在深圳等地區，負責生產個人護理用品、消費用

紙巾、商用衛生消費品、居家護理服務等商品，

主要供應給中國大陸、香港等地的消費市場。

「儘管中國大陸市場消費規模較大，但若單

就老年照護產品來看，台灣年度銷售總額還是比

較高。」林宜靜解釋：「台灣進入老年化時間較早，

對成人紙尿褲的接受度自然較高，消費習慣也比

較接近歐洲市場，所以反而成為愛生雅集團耕耘

亞洲老年照護商品的基地，也是唯一可供應包大

人商品的主要生產基地。」

愛生雅集團認為，包大人在亞洲市場原本就

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加上商品價格鎖定中低階

市場，很適合作為進入東南亞、非洲市場的試金

石，所以才會決定讓台灣扮演推動老年照護商品

的基地。

此外，台灣勞動人力素質較高，高雄廠在流

程與品質控管上，確實有獨到之處，所以包大人

在亞洲市場的反應不錯，因此至今沒有在其他國

家設立新產線的計畫，反而希望能夠擴大台灣生

產線規模，以便能夠生產其他品牌商品，讓更多

消費者能夠接觸到愛生雅集團旗下的各種衛生護

理用品。

 尊重在地文化  順利整合異國人才

隨著地球村概念形成，企業為取得先進技術

或提升市場占有率，採取併購或整併的作法早已

屢見不鮮。只是要將不同公司文化、不國家文化

的人才整合為一，建立長久營運的共識，是一項

艱鉅的挑戰，也決定著該併購案的成敗。

愛生雅集團從不同階段的併購案中，逐步建

立在市場上的龍頭地位，關鍵在於歐洲企業向來

較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因此希望公司能在既有

營運基礎上，融入更多在地化的特色，進而營造

成立時間：1929年

公司規模：約 44,000名員工 

2014年營收狀況：114億歐元

台灣愛生雅董事長：宋子汶

主要營業項目：個人護理用品、消費

用紙巾、商用衛生消費品、居家護理

服務

產業地位：歐洲最大衛生用品公司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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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適合當地員工的工作環境，以及企業未來發

展的方向。

林宜靜指出：「一般來說，美式企業為追求

營運績效，都會要求全球公司採取相同的營運流

程，因此往往與當地文化會造成不小衝突。但是

愛生雅集團則偏向歐洲企業管理風格，會尊重當

地的文化，給予員工較多的彈性，搭配在地化經

營的策略，藉此擴大事業版圖。」

舉例而言，美式企業制訂營運目標通常採取

高標準，訴求讓員工在高壓力下全力發揮，達標

之後會提供豐厚獎金，但若未達標則可能被公司

解聘。相較之下，愛生雅集團則會衡量不同地區

的市場特性，再依照各個工作能力訂出獎勵制度，

讓員工在沒有太大壓力下，盡力發揮自己的潛能。

不僅如此，愛生雅集團總部也經常派人到台灣市

場參訪，瞭解業務、行銷、研發、生產單位的工

作狀況，以及對老年照護市場的看法，期望藉由

雙方面的交流與討論，能夠更進一步掌握消費市

場的需求與脈動。

「愛生雅集團相當注重人才培育與技術共

享。」林宜靜說：「研發總部會定時將新技術分

享給全球各地的研發人員，讓該技術帶來的效益

得以擴大與延伸。因此高雄研發團隊會定時到上

海研發中心進行交流，作為改進商品的參考，此

一作法對留住好人才，以及提升對台灣市場消費

者的服務品質，扮演著很重要的關鍵。」

 從人文角度思考  滿足消費者需求

有別於台灣廠商習慣大量製造、壓低成本的

製造思維，愛生雅集團在研發產品過程中，會融

入更多人文角度思考。愛生雅集團發現，老年族

群通常很難接受需要穿成人紙尿布的事實，所以

在產品設計上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如當時推出

添寧復健褲與活力褲的目標，即是讓有行動能力

的老年人能夠自理，維持生活上的尊嚴。至於吸

水力比較好的添寧夜用紙尿褲，則能減少尿布更

換次數，除能避免老年人心理上的不舒適感之外，

也能降低照護者的工作負擔。

林宜靜表示：「愛生雅集團也會定時將各種

研究的成果，包括更換成人尿布的最佳方式等資

訊，與消費者、安養中心分享，所以我們還有 7

位專屬護理人員，會定時到全台各地的老年照護

中心，宣導正確的衛教知識，讓老年族群獲得更

好的照顧。」

在愛生雅集團未來發展藍圖中，台灣將持續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關鍵角色。而隨著消費市場需

求的快速改變，客制化商品與服務已經成為市場

主流下，過去習慣大量製造的台灣業者，不妨參

考愛生雅集團採取的經營策略，作為突破現今營

運困境，重拾企業競爭力的範例。

■�從歐洲起家的愛生雅集團，在擴大事業版圖之際，也相

當積極深耕在地化經營的策略，對銀髮族市場有相當程

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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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產業如今已擺脫頹勢，

而帶來改變的重要關鍵廠，

就是群創光電。不管是

4K2K技術與自動化生產都

位居全球領先地位，更打

造台灣完整面板供應鏈體

系，創造台灣面板業的新

格局。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群創光電、商業周刊

過
去 10年來，台灣光電面板產業在韓廠技術

領先、中國大陸廠商持續崛起的雙重夾擊

之下，面臨很大的競爭威脅，尤其自 2008年金融

海嘯以來，我國面板廠更在大環境不佳的情況之

下，遭逢巨大經營壓力，台灣面板廠出現工廠低

稼動率，導致現金流不足的危機。但是危機就是

轉機，金融海嘯的需求不足以及銀行抽資金等問

題，卻是整個台灣面板產業重組再造的契機，也

是群創光電（原奇美電子）蛻變再起的關鍵。

 台灣 3大面板業完成世紀聯姻

回溯 2009年底，當時奇美電子受到金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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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的嚴重衝擊，負債比居各大面板廠之冠，不得

已只好進行裁員，但是卻無法降低營運不佳的情

況。面對市場前景難見天日，奇美光電開始尋求

與其他面板廠合併的可能性，而此前已經整併統

寶光電的群創光電，因為與奇美光電在技術上具

備互補的效益，成為首選合併對象。

在歷經多個月的洽談協商之後，2010年 3月

18日，台灣面板產業的世紀聯姻正式完成，合併

之後以群創光電為存續公司，並尊重大股東許文

龍而保留「奇美電子」公司名，當時群創光電、

奇美電子與統寶光電整併，備受全球矚目，大家

都在期待新奇美電子會有何作為。

沒想到，奇美與群創剛合併時，很不幸的發

生韓國三星告密事件，讓台灣 4家面板廠陷入巨

額反托拉斯訴訟之中，當時的奇美電就被罰了新

台幣 120億元；接著又有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發生

多起跳樓事件，震驚全球，2010年 5月，奇美電

龍華廠的跳樓事件更是如星火燎原般，重創剛合

併的企業體制。

在多重經營危機之下，2010至 2012年又剛

好是台灣面板廠 2000年大規模擴建廠房時期的還

款高峰，再加上金融海嘯危機所導致的景氣低迷

與消費力道疲弱，奇美電在 2010年第 4季出現單

季虧損新台幣 241億元的慘況，當時 20多家銀行

對奇美電貸案毫不留情；2011年前三季的稅後虧

損新台幣 444.48億元，更使奇美電與銀行協商破

局，前任董事長因身體健康問題離職之後，奇美

電進入 100多個沒有董事長的日子。

 群創光電轉虧為盈 台面板喜迎春燕

當時任職奇美電子總經理、現任群創電子董

事長段行建仍然對公司保持信心，到處與銀行協

商，最後在政府的協助之下終於與銀行團完成溝

通，只是當奇美電要與銀行團簽名展延時，卻沒

有董事長。當時協助群創與 12家銀行團協商的台

灣銀行副總經理邱月琴回憶，最後銀行團認為段

行建在光電產業有長年的經驗且提出的營運計畫

高度可行，因此希望由段行建擔任董事長，2012

年 4月段行建臨危授命接任董事長，接受這項有

生以來最大的挑戰。

「接任董事長全面盤檢公司的財務狀況，包

括跟銀行團借貸以及應該支付給供應商的款項，

累計大約 5,000億元，」段行建回憶，看到這樣

一個天文數字，他的大腦足足空白了兩天，但是

向來挑戰愈大、鬥志愈強的他，很快接受這個事

實，全面大刀闊斧，對奇美電進行改革。

■�突圍技術發展差異化產品，是群創光電在大尺寸面板站穩腳步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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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動改革之後，奇美電營運很快地恢復平

穩，2012年第三季毛利首次轉正，整個台灣面板

景氣曙光乍現。2013年 1月為與奇美集團的品牌

做區隔，因此將奇美電子正式更名為「群創光

電」；2013年 5月群創光電第一季EPS達 0.19元，

終結連續 10季的虧損，也是台灣面板業首家轉虧

為盈的廠商。

自 2013年第二季開始，群創光電持續獲利，

並且不斷償還銀行團的借貸，2015年第一季群創

光電董事會通過與臺灣銀行等銀行團籌組新台幣

685億元聯合授信案，完全償還既有金融負債，

解除債務協商。邱月琴說，群創光電在短短幾年

時間內轉虧為盈並且償還如此龐大的借貸，可說

是前所未見的成功案例。

 群創蛻變再起的 3大關鍵

細數群創光電過去 3年多的改革，包括掌握

市場進行產品創新，掌握關鍵技術進行創新研

發，掌握整體大環境發展將製造業移回台灣的營

運創新等，都是促使群創光電成功再起的關鍵。

 關鍵 1》創新產品 首推 39吋顯示面板

提及群創光電的改革，段行建首先強調掌握

產業脈動的重要性。當時段行建檢閱群創光電的

營收狀況，發現大尺寸面板貢獻的營收高達 4成

以上，使用玻璃面積達 7成，因此認為公司應該

要先穩住大尺寸這個航空母艦，穩住整個公司的

營運。

「突圍技術發展差異化產品，是群創光電在

大尺寸面板站穩腳步的關鍵之一。」段行建說。

透過最佳切割技術的創新，群創光電是全球第一

家創新 39吋顯示螢幕的廠商，大幅提升大尺寸面

板產品的附加價值與利用率。群創光電總經理王

志超補充，由於面板技術種類非常多，而且每一

項技術的研發投入資金都相當可觀，台灣面板廠

論資金與規模都比中、韓廠商小，因此，一定要

走產品差異化路線，才有機會突圍，而群創光電

創新研發 39吋產品，與市場上 37吋產品進行區

隔，成功促使群創光電創造產品差異化優勢，進

而在大尺寸面板突圍。

群創光電上游 IC元件供應商聯詠科技總經

理王守仁也說，群創光電將原本只能切成 37吋的

六代線母版，創新切成 39吋，而且片數不變，不

僅提高玻璃利用率，更創新差異化產品，如今又

進一步推出 39.5吋產品，可見在創新產品上的不

斷推陳出新。

關鍵 2》4K2K面板技術領先市場

群創光電以創新及差異化技術提供先進顯示

器整合方案，是該公司創造優勢競爭力的另一個

關鍵。王志超指出，近年來群創在技術上的創新

非常多，包括 4K2K超高解析度、3D裸眼、

IGZO、LTPS、AMOLED、OLED、以及觸控解決

方案等，其中又以 4K2K超高解析度面板技術的

不斷創新並領先市場，帶來很大的優勢。

■�群創光電以「台灣模組觸控一條龍」的口號深耕台灣，

並成功將台灣面板產業從谷底翻身，該公司也蛻變成為

面板「規格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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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群創光電開發顯示色彩鮮豔生動的高

彩 度 技 術， 由 原 本 的 NTSC 72% 提 升 至

NTSC100%，除了顯示品質表現的提升之外，更

有助於增加消費者明顯感受的大尺寸電視產品的

附加價值；再者，群創光電開發新動態畫質

（MEMC）提升技術，明顯改善動態畫質並做到

IC 整合，提升產品動態畫面品質及整合性技術運

用。諸此種種創新技術的努力，徹底讓群創光電

從過去的「技術追隨者」躍升為「面板規格制定

者」，引領市場趨勢。

 關鍵 3》後端模組廠回台並發展自動化生產

面板業屬於勞力密集產業，經常面臨勞工成

本過高或招工不易的瓶頸。為擺脫這樣的困境，

群創光電積極推動全自動化生產，段行建說，過

去為了降低成本台灣面板後端模組廠移往中國大

陸，導致台灣面板產業沒有模組廠而出現斷鏈問

題，再加上中國大陸工資不斷提高，對面板業無

不造成威脅。為解決缺工問題同時追求建立台灣

完整面板供應鏈，群創光電積極推動自動化生

產，並將後端模組廠移回台灣，成功在台灣打造

第三次工業革命，降低人力，提高產品良率，同

時也建立台灣面板產業鏈完整體系。

自 2012年開始，群創光電就喊出「台灣模

組觸控一條龍」的口號深耕台灣，至今已將 25%

至 30%在中國大陸的後端模組廠移回台南，增聘

至少 3,000名員工，累計群創光電在台灣共已招

聘 3萬名員工，員工數僅次於台積電，為台灣的

就業帶來很大的貢獻。段行建說，未來回台計畫

會持續進行，並且持續推動自動化生產，讓「台

灣的工廠更自動化、更加環保且更有附加價值。」

總體回顧群創光電過去幾年的發展，該公司

從合併時的近 14萬人龐大紊亂組織，歷經多年集

合、整合、融合到只剩 9萬名精兵；工廠生產利

用率從部分廠零稼動率到如今 14個廠常年維持滿

載；營運帳務上更從虧損走向獲利；並從負債數

千億元到 2016年將實現的零負債，已經徹底將台

灣面板產業從別人口中的「慘業」變成「燦業」，

成功的蛻變再起不僅使群創光電從全球面板技術

追隨者，變成面板「規格制定者」。

群創光電的突圍再起，不僅是該公司一己之

榮耀，更對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帶來很大的

力量。因為，當初奇美電如果撐不下來，台灣會

有數十家銀行引發金融危機；奇美電如果渡不過

難關，台灣數十萬名產業工作人員可能面臨失業；

另外，段行建積極推動的「台灣再工業化」，更

實現台灣「光電聚落」的理想，讓台灣光電產業

具備「不可被模仿的競爭力」，這也是群創光電

未來持續不斷征戰國際市場的關鍵」，成為推動

台灣向上，一股源源不絕的力量。

■�段行建臨危授命接任奇美電 ( 群創前身 ) 董事長後，全面

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也終結連續 10 季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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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東機械專注於自動化精

密機械設備產業，以十年

磨一劍的精神投入創新，

不僅提供光電及電子廠製

程的整廠整線設備，更是

全國唯一能提供大尺寸電

視模組全自動生產線整廠

輸出的設備商，為我國光

電產業的競爭力，帶來不

小貢獻。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旭東機械

來
到素有黃金縱谷之稱的台中機械產業帶，

在到處可見的機械公司裡，隱藏著許多深

耕基礎技術，以及以創新科技成功征戰全球市場

的優質企業，旭東機械就是一例。

旭東機械不僅在創立早期營運的自行車生產

設備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之後在跨入電子設備領

域之後，更以十年磨一劍的創新精神，成為國內

少數可以提供整廠整線製程整合設備的電子生產

設備供應商，除了創造公司營收的持續成長外，

更為落實我國光電產業關鍵製程設備國產化帶來

貢獻，可謂名副其實的隱形冠軍，其成功經營的

模式值得作為其他廠商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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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產業脈動  成功跨入電子領域

旭東機械成立於 1979年，早期從事自行車整

廠設備輸出業務，藉由國內自行車產業在全世界

的強大競爭力，以及嚴格追求的高品質產品與服

務，很快地在自行車生產設備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並且布局全球。董事長莊添財指出，早在 1993年

就於中國大陸昆山設廠，同時為服務全球客戶，

陸續在全球各國設置營運據點，至今足跡遍布 60

多個國家，業務觸角已經延伸全世界。

旭東機械之所以能夠持續擴大經營，原因之

一在於莊添財對產業趨勢的敏感與高度掌握度。

2001年，有鑑於電子產業蓬勃發展，國內電子面

板產業競爭力強勁，因此進一步藉由其在自動化

機械領域的扎實基礎，成立電子產業事業部，供

應全球電子產業生產設備，範圍涵蓋 TFT-LCD、

LED、觸控及主動有機發光二極體（AMOLED）

等領域。

「為追求創新，旭東機械每年將稅後盈餘的

40%都投入研發，以追求技術的領先為核心價值

之一。」莊添財說，透過對創新技術的高度追求，

10多年來旭東機械不管是在自行車設備、次世代

顯示器精密機械設備等，都建立非常深厚的技術

實力，尤其在次世代顯示精密領域更深耕光學、

機構、電控、軟體、製程等核心技術基礎，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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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產、官、學、研合作的研發架構，發展出各相

對應技術的應用產品，可滿足客戶多種類型設備

需求與複合型功能設備，並且成為國內唯一具備

光電面板設備全方位解決方案（Turn Key 

Solution）的供應商。

 創國內光電設備國產化發展優勢

透過對創新研發的堅持，旭東累積強大的基

礎技術力，逐步從低技術門檻的自動化設備，發

展到高技術門檻的製程設備領域，總經理李松賢

說，2003年旭東機械與工研院合作開發「小尺寸

實裝線全自動進出料設備」，正式成為國際面板

大廠的機械設備供應商，之後更陸續完成各種具

備關鍵技術的設備產品，包括 2006年完成的「大

尺寸實裝線全自動進出料設備開發」；2009年取

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成功開發的「Full HDTV級

LCM高密度基板黏合設備」；以及 2013 年取得

經濟部工業局補助開發的「有機發光顯示器高精

度外引腳黏合設備」等。

整合各種技術，又於 2014年配合政府光電產

業設備國產化政策，完成開發「大尺寸 4K2K 顯

示器實裝段全自動生產線基礎技術」，達成大尺

寸顯示器實裝段 100%設備國產化與 60%以上自

製率目標，全面提升旭東機械的競爭優勢之外，

也為我國光電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大的價值力。

李松賢解釋，近年來全球面板產業環境丕變，

我國面板大廠無不積極推動台灣面板業的「再工

業化」，在此發展過程中，國內面板設備供應商

能否提供完整的關鍵設備產品，對於實現我國面

板大廠構建一條龍生產模式至關重要。

掌握此一關鍵時機，旭東機械投入龐大的研

發團隊，憑藉多年來累積的光、機、電、軟研發

能量，積極與我國面板大廠合作，滿足我國面板

大廠的製程需求與設備功能目標。李松賢說，在

經過研發團隊的努力後，從剛開始不被客戶信賴

的設備，不斷提供服務加值並配合客戶生產製程

調整方向，逐步取得面板大廠的信任，並創新開

發出的「大尺寸 4K2K顯示器實裝段全自動生產

線基礎技術」，更使旭東機械成為我國光電產業

供應價值鏈的關鍵角色。

 突破技術瓶頸  擺脫包商追趕日廠 

莊添財說，過去顯示器自動化生產製程的關

鍵技術都掌握在日本設備廠手上，旭東機械只能

作為日本競爭對手的下包廠商，賺取微薄的利潤。

如今，隨著旭東機械在顯示器面板自動化已建立

關鍵製程技術能力，並且成功打造完整的全自動

化生產線，促使旭東機械得以與日廠較勁，擺脫

作為下包商的命運。

李松賢補充，旭東機械取得關鍵製程精密設

備的入門票之後，成功突破日本製程技術的封鎖

瓶頸，進而可與我國面板業者互利生存，降低我

國面板廠的成本，使國內生產的面板更具有國際

競爭力。

繼創新開發「大尺寸 4K2K顯示器實裝段全
■�旭東機械在跨入電子設備領域之後，成為國內少數可以

提供整廠整線製程整合設備的電子生產設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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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生產線基礎技術」之後，接著又完成「小尺

寸顯示器實裝段全自動生產線」，此產線可應用

於生產車載模組，而且每 7秒就可完成生產一片，

對於協助我國面板產業布局車載顯示器市場，同

樣帶來很大的幫助。

透過不斷追求技術與製程設備的創新，旭東

機械已經成為國內光電大廠創新製程設備的重要

合作夥伴，並且榮獲許多國家獎項的肯定。莊添

財說，從 2007年開始累積 7年榮獲客戶選為「最

佳 設 備 供 應 商 」（Best Equipment Supplier 

Award）。近年來也積極與客戶開發自動化製程設

備，廣泛的合作讓公司從技術追隨者，成為最新

製程開發的參與者，顯示旭東機械在光電設備產

業已經具備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獲獎方面，旭東機械於 2007榮獲經濟部第

10屆小巨人獎；2010至 2012年榮獲經濟部產業

創新獎項；2013 榮獲經濟部「推動中堅企業躍升

計畫」第一屆潛力中堅企業；2015年贏得第四屆

國家產業創新獎的團隊類「工業基礎技術深耕

獎」，堪稱為我國名副其實的中堅企業。

 整合光、機、電、軟是創新關鍵

談起旭東機械可以不斷創新，除了因為該公

司捨得投入龐大資金進行創新研發之外，把追求

創新視為企業核心價值，是得以不斷在技術上獲

得突破的最大關鍵。莊添財說，大家都在談創新，

但是創新非常難以定義，如果真要說清楚，可以

將創新分成「被動式創新」、「自動式創新」與「原

動式創新」3個階段，而旭東機械從創立以來就

致力於創新，並且已經從第一階段跟著潮流的被

動式創新，走向攜手供應商進行自動式創新，進

而邁向組織自行運轉的原動式創新。

莊添財進一步解釋，原動式創新使團隊可以

像宇宙持之以恆的自行運轉般，發揮源源不絕的

創新力，這也是造就公司成功開發「大尺寸顯示

器實裝全自動生產線」的原因，因為透過自動運

轉的創新力，研發團隊得以將整條產線所需的光

機電軟等資源整合在一起，完成整條產品線。

在優秀人才的招攬方面，由於電子製程設備

涵蓋的範疇非常廣泛，包括光學影像、機構設計、

資訊通訊及系統整合等缺一不可，因此急需具備

跨領域的人才資源，對此，莊添財招攬具優秀經

驗的李松賢擔任總經理，借用李松賢在業界多年

累積的光、機、電、軟與系統整合能力，帶領整

個研發團隊的人才培育發展，促使旭東機械研發

團隊可以不斷創造領先市場的技術與製程設備。

展望未來，旭東機械將持續以「品質優先、

顧客至上、追求卓越、永續經營」的核心理念，

持續就光電領域進行創新，面對正快速興起的穿

戴裝置、8K4K等新趨勢，或是技術門檻更高的半

導體領域，旭東機械也以其多年累積下來的深厚

尖端研發能量，輔以源源不絕的原動式創新能量，

在最先進的精密機械設備領域持續成為要角，為

我國精密機械創造佳績之外，也為提升我國電子

產業的競爭力，貢獻一己之心力。

■�董事長莊添財對產業趨勢的敏感與高度掌握度，旭東機

械如今已成為國內唯一具備光電面板設備全方位解決方

案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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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印尼、奈及利亞與土耳其

薄荷四國經濟動能強勁  
不容忽視 
繼「金磚四國」後，墨西哥、印尼、奈及利亞與土耳其為薄荷新四國，可望成為下一波經濟強國；

如今全球正緊密關注此4國的產業發展與投資環境變化。台商更不能落後，應該謹慎關注、積極

布局，以利開拓新商機。

撰文／林歆恩  圖片提供／美聯社

前
高盛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Jim O’Neill）

2001年提出「金磚四國」（BRIC）概念，

自此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大陸 4個金磚國

家的發展受到全世界的矚目。如今，繼「金磚四

國」之後，2014年歐尼爾在接受英國 BBC廣播訪

問時，再度提出「薄荷四國」（MINT Countries）

新理論，即墨西哥（Mexico）、印尼（Indonesia）、

奈及利亞（Nigeria）和土耳其（Turkey），將成為

崛起的經濟之星，值得台商審慎關注。

根據歐尼爾的說法，薄荷四國可望成為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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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經濟強國的關鍵為，這 4個國家具備龐大的人

口數，人口紅利高且勞工充沛；不但地理位置極

佳，更擁有充沛天然資源，也有透過自由經濟取

得優勢者。以下將針對各國分述其優勢以及經濟

崛起的因素，做為台商前往投資的評估。

 墨國高度經濟自由化  加工出口具優勢

墨西哥北與美國相鄰，南與瓜地馬拉

（Guatemala）及貝里斯（Belize）為鄰，具有連

結美國與南美洲的優勢地位。善用此一優勢，墨

西哥不僅與美國、加拿大簽定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NAFTA），墨西哥也與中南美洲各國簽署自由

貿易區協定，因此，墨西哥產品輸往北美、中南

美，皆有免關稅的優勢。再加上其人口數多達 1

億 1,890萬人，人口紅利高，具備充足的勞動力與

自由經濟優勢，使墨西哥成為製造業爭相投資國。

基於墨西哥以自由經濟、人口紅利為兩大競

爭優勢，該國重要產業屬出口加工產業，包括電

子、紡織業與汽車工業為 3大主軸。前往該國投

資的外商，主要希望藉由墨西哥與美國的免關稅

優勢，將產品外銷到美國，台商電子業如緯創、

鴻海、和碩、大同、英業達、佳世達、研華科技等，

亦紛紛在墨國設立電腦或 LCD電視等組裝廠或分

公司。

在汽車工業方面，由於墨國本身汽車內需市

場龐大，加以美國三大汽車廠在美國生產成本相

對為高，因此，汽車廠也紛紛在墨國設立裝配廠，

再加上歐洲與日本車廠供應北美汽車的需要，也

紛紛在墨國增加生產線，目前墨西哥已是全球汽

車主要生產大國之一。根據國際經濟顧問公司

HIS GLOBAL INSIGHT預測，2020年墨西哥將超

過巴西、西班牙、韓國等成為全球第 6大汽車生

產國，值得我國具備競爭力的汽車零配件業者積

極搶進。

無獨有偶，墨西哥前景可期的經濟與產業發

展格局，除了使其被歐尼爾列為薄荷四國之列，

日本經濟大師大前研一提出的「維他命十國」

（VITAMIN）中，墨西哥也名列其中。根據 IMF

指出，墨西哥 2015年經濟成長預估可達 3.5%，

高於全球平均值，至今墨西哥已經成為全球第 14

大經濟體，拉丁美洲第 2大經濟體。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指出，墨西哥豐

富的人力資源、低廉的製造成本、龐大的內需市

場以及優勢的地理位置，無論是內需市場或是製

造投資優勢，不僅獲得 OECD評比為最具潛力國

家，且具有 TPP、NAFTA以及太平洋聯盟會員國

資格，並且與 45國簽署貿易協定，為中南美最大

貿易國，也是我國在拉丁美洲最大出口市場，高

度值得台商矚目。

 印尼 GDP成長強勁  未來商機可期

印尼是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成員國中

最大的經濟體，人口數已經突破 2.5億人，為世

墨西哥以電子、紡織業與汽車工業三大產業為主

軸，已吸引不少台商前往投資設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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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四大人口國，而且年輕人口占大多數，逾

50%為 29歲以下的勞動人口，充沛的勞動力成為

製造業重點投資地。近年來印尼經濟快速成長，

2013年、2014年 GDP成長率都超過 5%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 2013年下半年東南亞金

融市場大幅震盪，但是印尼近年來的經濟成長率

仍較經濟學家及政府的預測來得高，關鍵在於印

尼出口成長超乎預期、政府支出增加及民間消費

維持暢旺，顯示出印尼無論出口與內需都呈現暢

旺的格局。

根據印尼中央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4年印

尼經濟成長率達到 5.02%，成長幅度仍高，優越

的表現使得印尼未來幾年的經濟成長備受看好。

不少機構預估，印尼未來 5年的經濟成長率可望

達到 7%，使其中產階級人口持續迅速成長，這意

味著印尼龐大的內需市場將更吸引人。

在產業發展方面，印尼輕工業尚稱發達，大

部分民生用品均為印尼本地生產，食品、家用品、

紡織成衣等產業均具備外銷能力，但因為該國內

需市場龐大，供給尚無法完全滿足市場，仍需進

口，成為台商的機會；在基礎工業上則較為脆弱，

包括模具、電機、電子、金屬與塑膠加工產業等

均較落後，生產設備老舊，許多原料、零組件及

模具均須仰賴進口，台商可趁此機會儘早切入。

現階段，台灣在印尼的投資領域，以機械、

汽車零配件、機車零配件、自行車、紡織成衣、

製鞋、家電、資訊產品、行動通訊產品、農產品

及食品等為主，近年來台商前往布局的狀況持續

活絡。台商前往投資，必須高度注意的是，由於

印尼穆斯林（回教徒）占總人口的 85%以上，超

過 2億人，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

包括食品、美容保養品、服飾等最好都要符合清

真HALAL認證，才能取得廣大印尼民眾的青睞。

 奈及利亞為入主非洲前哨戰

奈及利亞人口眾多，約 1.7億人，為非洲大

陸人口最多的國家，此外奈國天然資源豐富，石

油及天然氣蘊藏量，對該國發展農業、礦業、漁

業以及木材產業有很大幫助，充沛的原物料及低

價的人力資源，使奈國成為非洲最具潛力的市場，

享有「非洲重要市場」之美譽。

在經濟自由化方面，近年來奈國積極

推動非洲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除

促成西非經濟共同體（the Economic 

Communi ty of West Afr ican Sta tes , 

ECOWAS），整合西非 16國的貿易與投

資事項，讓西非人力、產品、交通和通訊

都暢通無阻。

另外，2002年奈國所推動的「非洲

發展新夥伴計畫」，更提升非洲整體經濟

力與奈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在吸引外資方

面，奈國推出許多吸引投資及發展工業的

計畫，如廠房設備折舊每年可享 5%補償；
奈及利亞擁有充沛的原物料及人力資源，成為非洲最具潛

力的市場，享有「非洲重要市場」之美譽。

■

38-41-國投新趨勢_薄荷四國.indd   40 2015/6/17   下午10:07



41

購進原料及半成品然後製造成品的外銷廠商，可

以享有保證退款的優惠等等，都吸引外商進駐投

資。

在產業與市場商機方面，近年來奈國消費性

電子產品需求非常驚人，手機銷售量超過 1億支，

因此包括華為、聯想、宏達電、Apple、三星等全

球手機大廠爭相進駐。值得注意的是，在知名市

場顧問服務公司歐文（Ovum）所做的調查報告中

顯示，宏達電為奈國消費者最想購買的品牌，不

過，卻因為價格因素受限。目前奈國銷售最好的

手機產品為中國大陸傳音科技公司所打造的 Tecno

品牌，據了解該品牌內建晶片出自聯發科，顯示

台灣不管是手機品牌商或零組件供應商，都具備

搶攻奈國商機的機會。

 啟動直航土耳其  貿易往來更旺暢

再看土耳其，過去 10年來土耳其經濟成長率

亮眼，持續受到全球矚目，包括地理位置優越、

天然礦產豐富等都是該國經濟起飛的關鍵。而面

對土耳其經濟的持續崛起，我國廠商不僅將土耳

其視為銷售產品入歐盟的重要管道之一，同時也

積極布局當地內需市場，至今土耳其已經成為我

國第 34大貿易夥伴與 21大出口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 3月台灣與土耳其開

始直航，將帶動未來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指出，台土 3月 31日首度

直航的班機，從伊斯坦堡起飛來台的載客率為

100%，其中包括 11家土國買主特地搶搭直航班

機來台採購，顯示出未來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將

更有旺暢。

不過，儘管土耳其商機存在，但是投資風險

也不容台商忽視，由於土耳其現任總統厄多岡所

屬的正義發展黨（AKP）在日前的國會大選中挫

敗，政局不穩導致土耳其貨幣里拉跌到空前最低

點，外債問題也湧現，外界恐怕土耳其可能會是

新一波新興市場風暴中，第一個倒下的國家，資

本經濟學公司席林甚至以「完美風暴」逐漸形成，

形容土耳其這次的危機。是以，不管是已經前往

投資或有意前往的台商，都應該持續關注土耳其

後續政治與經濟發展局勢，審慎以對才能降低投

資風險。

綜觀來看，歐尼爾所提出的薄荷四國，正憑

藉著龐大的人口數、充沛勞動力、優勢地理位置

等特色，以及加速發展經濟自由化的舉措，成為

全球企業的重要投資地，面對這 4個國家的快速

崛起，台商的腳步也不能落後，必須依照自身的

產業優勢鎖定四國的重要產業，積極布局，才能

在四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贏得相關商機。

土耳其的全球化貿易很早，且進十年來經濟成長率

亮眼，成為全球所關注的新興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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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整合對台商投資布局影響座談會」

掌握趨勢 共創越馬商機 
近年區域經濟整合風起雲湧，為協助廠商掌握海外商機及因應風險，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特別規畫

舉辦「區域經濟整合對台商投資布局影響座談會」，探索台商未來在東協市場布局時，如何避開

風險，邁向全球市場的方法與策略。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由
美國主導、連結星、馬、日、澳、越等12

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以

及由東協10國成員，加上中、日、韓、澳、紐、

印等國的「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CP）正如火如荼進行，再加上東協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預定於

2015年底形成，此3個亞太地區的巨型區域經濟

整合，正對台灣的經貿發展帶來莫大影響。

有鑑於此，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為協助我國企

業瞭解 TPP、RCEP與 AEC的進展，以及投資商

機與風險，特別於 104年 5月 5日舉辦「區域經

濟整合對台商布局影響座談會」，以同時身為

TPP、RCEP與 AEC會員國的馬來西亞及越南為

例，介紹其投資環境及商機，並且邀請兩國投資

台商進行成功經驗分享。

整合浪潮起  越馬商機湧現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連玉蘋在致詞時指

出，台商在全球布局已從過去勞力密集轉變為資

本密集、從出口導向轉變為經營當地及區域內需

市場，因此台商應該更密切注意投資地的內需市

場商機，例如，馬來西亞自 2009年起陸續取消服

務業的股權限制，允許外商投資，因此包括：旅

遊業、保健與社會服務業、交通運輸業、運動與

休閒業、租賃業、商業電腦業及資源運輸業、私

立醫院、牙科與醫藥專科、會計暨稅務、服務工

程、法律服務、快遞服務、教育、培訓及電信等，

都是具備潛力的內需商機；至於越南因為具有充

沛勞動人口、工資相對便宜、產品輸往歐美享有

關稅優惠，再加上紡織、成衣、食品、製鞋等產

業聚落完整，因此適合台灣製造業前往投資。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顧瑩

華以「區域經濟整合之進展及趨勢」為主題進行

演說。顧瑩華強調，截至 2015年 3月，全球生效
東協共同體預定於2015 年底形成，屆時將對亞太

地區的經濟整合帶來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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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TA約有 260個，其中 7成以上是在 2000年

以後完成，顯示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已不容忽

視，尤其過去多年來與我經貿關係密切的國家中，

包括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與泰國等積極參與

經濟整合，台灣已明顯落後。

「由於區域經濟整合不僅涵蓋關稅減讓，亦

涉及原產地規定及服務業開放，因此台灣在區域

經濟整合之路上落後，可能導致我國廠商生產外

移或是降低外商來台投資意願。」顧瑩華分析，

台灣向來以貿易立國，高度需要擴張外銷市場以

維持經濟成長動能，融入區域經濟整合是必然選

擇，台灣各界必須改變思維及心態，適度開放及

自由化農業、工業、服務業，才能加速融入全球

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之中。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林恒

昇則指出，AEC、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有其機

會，亦有其挑戰，如馬來西亞因經濟發展程度已

不適合發展勞力密集產業，較具投資機會的產業

為太陽能光電、電機電子、清真食品及電子商務

等；至於越南因 TPP的原產地規定，吸引紡織業

廠商前往投資，汽機車零組件、零售通路等也具

發展潛力，不過，由於越南仍存在著法規不完善

及不明確、罷工事件頻傳以及基礎設施落後等問

題，台商前往投資必須謹慎注意。

積極卡位布局  聯盟以避投資風險

精采的演說結束後，與會來賓就越南與馬來

西亞投資進行討論。在越南市場上，越南平陽省

台商會榮譽會長許玉林指出，面對越南長年存在

的罷工問題，廠商應積極建立品牌及通路以拓展

當地內需市場，減少罷工所造成的衝擊；越南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劉美德也強調：越南內需

市場正快速起飛，台商可以積極卡位布局。

針對馬來西亞市場，馬來西亞和泰電子董事

長李鴻隆拿督強調，馬來西亞曾為英國殖民地，

各項法令制度較為健全，政府依法行政，故受歐

美國際大廠青睞、積極前往投資。不過，由於馬

國勞動力短缺，製造產業於當地生產應導入自動

化流程；馬來西亞台商會名譽總會長陳坤煌則表

示，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腳步較為緩慢，為因

應情勢，台商必須對外投資布局。

連玉蘋則提到，馬國勞工數較少，因此政府

不鼓勵勞力密集產業到當地投資，但就內需市場

而言，在馬國製造 Halal認證（清真認證）產品，

有助於外銷到中東地區，值得台商注意，此外，

馬國政府多年來對服務產業股權限制的取消與鬆

綁，使其旅遊稅、稅務，會計等服務業都非常開

放，也是台商投資契機所在。

綜觀而論，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馬

來西亞與越南兩國值得台商重視，不過台商也要

謹記，海外布局應有風險意識並提前因應，積極

加入當地台商聯誼組織以團結力量之外，還要向

當地政府爭取權益，且與當地駐館保持密切聯繫

建立緊急聯繫管道，才能盡可能避開投資風險，

順利在海外市場開拓商機。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特別舉辦區域經濟整合座談會，

協助企業瞭解TPP、RECP 及AEC 的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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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經理人赴校園講座系列活動報導

培養國際觀 
成為跨國企業搶手人才  
進入跨國企業工作，不僅可進一步培養國際觀，且能經由與各國人才的合作來擴大自己的職涯格

局。然而，在學學生往往無法精準掌握進入跨國企業的關鍵要訣與能力。有鑑於此，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特別舉辦「跨國企業經理人赴大學研究所講座」，希望透過第一手的分享，讓學生累積實

力，築夢踏實。

撰文／陳玉鳳  圖片提供／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由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所舉辦的此系列講座的

演講人皆是重量級一時之選，包括台灣是

德科技行銷處副總羅大鈞於台灣大學光電所演講

「專注，熱情，速度－任職跨國高科技公司的關

鍵能力」；台灣區默克集團董事長謝志宏於台灣

科技大學管理學系演講「默克－活躍創新」；3M

企業暨公共事務行銷處策略長王思婷於清華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演講「3M創新之道」；以及台灣

杜邦總裁兼董事長黃坤煌於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針對「任職跨國公司關鍵能力的培養」此

一主題發表精闢演說。

養成關鍵能力  踏上外商就業之路

此次講座邀請的重量級業界人士，不僅深入

說明跨國企業營運模式，也無私分享專業經理人

的經驗及學養，以及在外商公司工作的相關經驗。

其中，多位專業經理人都談到文化認知、語言能

力以及情緒控管是在外商工作成功的必要提條

件，是德科技羅大鈞便指出，「英文是國際溝通

的橋梁，在外商常常會接觸跨國合作的專案，此

時英文就是非常重要的溝通方式。」另外他也建

議同學可再學習第二外語，充實己身條件。

杜邦黃坤煌也提醒有心進入跨國企業的學生

們，可以從培養 4大關鍵能力開始，分別為語言

能力、溝通能力、商業頭腦以及策略思考能力。

在跨國企業工作，語言是基礎能力，然而外語說

得好並不代表溝通能力佳，「你必須了解彼此的

跨國企業經理人赴校園講座清大場，除了邀請到台灣杜

邦總裁兼董事長黃坤煌外，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連玉蘋處

長（正中立者）也親臨現場勉勵與會學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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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才能有效溝通。」且在外商工作嚴禁情緒

失控，因為這往往是有效通的最大障礙。黃坤煌

並以在杜邦公司的用人原則經驗來提醒學生們在

進入外商工作後，不要被貼上「不懂策略性思考」

的標籤，因為這等同是被宣告升遷無望。

績效、形象、能見度  缺一不可

黃坤煌以 P.I.E模式來說明如何在勝任跨國企

業的 3大關鍵。P是指 Performance，也就是績效

表現，「努力工作是台灣人很擅長的部分，然而

只有工作績效並不夠，許多人很可惜只停留在這

個階段，無法更上一層樓。這是因為跨國企業還

要看你的個人形象（Image），以及視野能見度 E

（Explosure）。」不過，他也強調工作績效是一

切的起點，要有搶眼的工作表現後才能撐起你的

形象和能見度。

默克謝志宏則是提醒同學要適應外商總是要

求員工不停轉換跑道、不停接受挑戰的訓練模式，

「自己一定要懂得透過工作過程來學習，一定要

有自我學習的能力和態度。」同樣的，3M王思婷

也以自身的例子指出，「進入 3M，剛開始時負責

菜瓜布的產品行銷，之後換做清淨機產品，三年

後又重回消費品行銷工作。一路走來，公司總是

會給你一些很艱難的任務，你要勇敢挑戰自己的

舒適圈，敢於和別人走不一樣的路，才能開創不

一樣的路。」

針對於外商專業經理人的無私分享，經濟部

投資處處長連玉蘋感謝指出，透過此一系列講座

的舉行，國內學子能有機會與跨國企業專業經理

人交流，這正是投資業務舉辦此一系列活動的初

衷，她相當樂於見到學子能在如此年輕的時候就

聽到這些中肯及實用的建議，並期許年輕學子不

要對自己設限，要勇敢走出去，這不僅是個人之

幸，也將是國家社會之福。

■�由跨國企業經理人親赴校園與學生對談，將有助於在學學生掌握跨國企業所需關鍵能力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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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對外商於中國大陸
投資之影響解析

中
國大陸早期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法》、《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

業法》（以下簡稱外資三法），成為利用外資的法

律基礎，惟因外資三法已逐漸不符所需，故中國大

陸商務部啟動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

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修訂，形成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

稿）》。原對於「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

商獨資三種型態的外資監管體系將成為歷史，中國

大陸對於外資的監管模式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徵求意見稿》草案重點整理

針對已經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

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初

步整理部分對於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影響較大的

條文如下：

修法重點 修法內容 參考條文 備註

投資者定義

投資者定義 +實質控制標準 11、18 新增實質控制標準

投資者定義：外國投資者

1.不具有中國大陸國籍的自然人。

2.依據其他國家或者地區法律設立的企業。

3.其他國家或者地區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機構。

4.國際組織。 
受前款規定的主體控制的境內企業，視同外國投資者。

11

實質控制標準：

1.直接或間接持有 50%以上的股份、股權、財產、表決權或

其他類似權益。

2.直接或間接持有未達 50%，但有下列情形：

（1）有權直接或間接任命董事會（或類似決策機構）半數以

上成員。

（2）有能力確保提名人員取得董事會（或類似決策機構）半

數以上席位。

（3）足以對股東會等決策機構的決議產生重大影響。

（4）通過合同、信託等方式對企業之經營、財務、人事或技

術有決定性影響。

18
企業應注意是否落入實質控制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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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對外商於中國大陸
投資之影響解析

修法重點 修法內容 參考條文 備註

投資定義

1.設立境內企業

2.取得股份、股權、財產份額、表決權或其他類似權益。

3.對前述業企提供一年期以上融資。

4.取得自然資源勘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特許權。

5.取得不動產權利（土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

6.通過合同、信託等方式控制境內企業或者持有境內企業權益

者（協議控制）。

7.境外交易導致境內企業實際控制權向外國投資者轉移者，視

同外國投資者在境內投資。

15
投資之定義不限於公司設立，

第 4∼ 7點為新增規範事項

准入管理制度

特別管理措施目錄（負面清單）以外無須申請許可，採國民待

遇，惟需履行報告義務。
6、20 廢除外國投資逐案審查規定。

負面清單分禁止類及限制類。 20

投資經營項目須注意是否為禁

止類或限制類，限制類需申請

准入許可。

限制類為超過規定金額標準的投資（2年內對同一投資事項多

次投資累計金額，及直間接提供一年以上融資金額）及限制投

資業別領域。

26、28
限制類除經營項目限制、尚有

鉅額投資限制。

附加條件

需要事先申請許可的投資，當地外國投資部門經過審查後，可

提出附加條件，限制範圍可能包括：

1.資產或業務剝離；

2.持股比例限制；

3.經營期限要求；

4.投資區域限制；

5.當地用工比例或數量要求；

6.中國大陸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條件。

37
附加條件是否與WTO之規範

有衝突，目前尚待觀察。

國家安全 
審查制度

安審對象：危害或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 50

審查制度主要為自主申報為

主，凡於設立時有疑慮，皆鼓

勵主動申請審查，並以主管機

關執行檢查為輔。

安審單位：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中國大陸國

務院發展改革部門和外國投資主管部門共同担任）。
49

安審方式：外國投資者主動申請或聯席會議依職權進行安全審

查。
50

安審因素：關鍵技術研發能力、技術領先地垃、關鍵基礎設施

和關鍵技術、信息和網路安全、能源糧食或其他關鍵資源長期

需求、是否受外國控制、經濟穩定、公共利益和秩序、其他。

57

安審決定：通過、附條件通過及不予通過；附條件通過者應於

年度報告上說明執行情形。
58

再次安審與臨時措施：對已審查的外國投資可再進行安全審查；

安審程序進行中可採取必要的臨時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
56、70

行政複議和訴訟豁免：對於國家安全審查決定，不得提起行政

復議和行政訴訟。
73 安審結果廠商不得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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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修法內容 參考條文 備註

信息報告制度

全面報告

外國投資者或外國投資企業對其投資經營行為，無論是否為負

面清單範圍，均要履行信息報告義務。

88 未來所有外國投資者均應向外

國投資主管部門履行信息報告

義務。新法規範信息申報分別

為投資前，投資變更及投資後，

各申報期間皆不同，應予注意，

且皆採網路申報。

報告種類

1.外國投資事項報告：投資前或投資後（准入許可後）30日內；

2.事項變更報告 (變更 )：變更發生後 30日內；

3.定期報告 (年度及季度 )：年度報告每年 4月 30日前；季度

報告每季結束後 30日內。

85、

90、92

報告方式

電子化網路報告 
79

投資促進機制

1.制定外國投資發展戰略及投資促進政策。

2.國際投資促進機構組織。

3.建立國際投資交流平台，推動促進跨國投資。

4.建立國際投資促進網站和國際投資項目資料庫。

5.可設立特殊經濟區域，擴大對外開放。

100 
103 
106 
107 
109、
110

投資保護
為保護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合法權益，明定有關徵收、徵

用、國家賠償、轉移、透明度、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之規定。

111∼

118

特別注意外人在中國大陸境內

投資受法律保護事項，並妥適

安排，以避免投資糾紛。

投訴協調機制

1.建立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機制，處理外國投資者、外國投

資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投資爭議。

2.國際投資促進機構設立全國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中心，縣

級以上地方政府依需要設立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機構。

119、

123

監督管理制度

檢查種類

1.定期抽樣檢查：隨機不定向檢查、定向檢查（按投資類型、

經營規模、所屬行業、地區等條件隨機確定被檢查人）。

2.根據舉報進行檢查。

3.根據有關部門、司法機關的建議和反映進行檢查。

4.其他依職權檢查。

127、

128

依行業別、行業規模採定期不

定期檢查

檢查內容

有無投資負面清單領域、遵守附加的條件、履行信息報告義

務、遵守行政處罰決定、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

131

檢查方式

網路監測、問卷調查、實地查核方式。
132

1.建立誠信檔案。

2.公開誠信信息。

3.建立外國投資誠信檔案系統，可依法予以公開，社會公眾可

以申請。

142
廠商相關履行或違反事項將予

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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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修法內容 參考條文 備註

法律責任

1.針對投資禁止項目、違反准入許可、違反許可附加條件、違

反國家安全審查、違反信息報告義務等，處予行政處罰（停

止投資、限期處分股權權益、沒收非法所得）、罰款（人民

幣 5萬以上、100萬以下或投資額 5%至 10%）。

2.違反信息報告義務，情節特別嚴重者，除罰款外，將對其直

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

3.逾期不繳納罰款，每日按罰款萬分之 5加處罰款、查封拍

賣財產抵繳、強制執行。

4.吊銷許可或營業執照。

144∼

151

特別注意違反法律可能遭受之

行政處罰、罰款或刑事處罰。

附則

1.生效前依法存續之外國投資企業，在外國投資法生效後 3

年內應依照「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

法」變更企業組織形式和組織機構。

2.港澳台投資者投資適用外國投資法，但另有規定者除外；特

別待遇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3.以協議控制方式進行投資者，亦適用外國投資法，如在該法

生效後仍屬於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領域，將以申報方式、申

請認定及申請准入許可 3種處理方式，徵求外界意見定之。

4.取得外國國籍者，在中國大陸境內投資均屬外國投資

157 

162 

158 

159

1.於新法頒布後，新舊投資過

度期之調整（在《外國投資

法》生效後 3年以內，應按

照中國大陸《公司法》等規

定變更企業組織形式或組織

機構）。

2.以協議控制方式進行投資之

企業經營禁止或限制外國投

資領域時，其處理原則雖尚

未確認，仍提醒企業須提前

準備妥為因應。

附註：其他未摘錄條文請自行上網查詢。

中國大陸對外資的管理，預期在《外國投資

法》施行之後將有重大的變革，提醒台商注意企

業在體制上、營運上需要配合調整的項目，預先

因應。

另中國大陸對於《外國投資法》徵求意見的

工作已經截止，接下來會結合公眾意見，進一步

修改《外國投資法》及相關配套措施。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會積極關注相關發展，並適時與大家分

享我們的觀察和建議。如果各位台商朋友有其他

的建議或疑問，歡迎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qjgao@

moea.gov.tw、23892111-516 高先生；台商聯合服

務中心：tw-fmtwbusiness@kpmg.com.tw）提出，

我們將協助彙整並適時反映台商意見，以維護台

商權益。

46-49-投資快遞-陸62號文.indd   49 2015/6/15   下午10:37



招商-2.pdf   1   2015/6/17   下午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