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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錶拿來量測心跳、戴在頭上的眼鏡可以感

應腦波或遠端事物，這些過去只有在電影

裡才看得到的情節，如今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真

實的一部分，因為，在網際網路、感應科技、巨

量資料等科技陸續到位，穿戴式裝置科技已經成

為人們生活中的進行式，包括智慧手錶、智慧眼

鏡、頭戴式裝置，甚至小到戒指型式的智慧穿戴

裝置，都正以其搭載的強大科技，為人們創造更

加智慧化的生活形態。

隨著智慧穿戴裝置的發展變得可行，市場也

正逐漸打開，國際調查機構顧能（Gartner）預測，

2015年全球穿戴式裝置產品出貨量已經達到

7,000萬件，到了 2020年更將大舉成長到 5.14億

件，包括智慧手錶（Smart Watch）、配戴式追

蹤裝置（Activity Tracker）與頭戴式裝置（Head 

Mounted）等 3大類穿戴裝置產品，商機都將持

續湧現。

面對風起雲湧的市場，國外科技大廠從品牌

業者如索尼（Sony）、蘋果（Apple）、樂金

（LG）、三星（Samsung），等都已經推出相關

產品；上游半導體廠商英特爾與高通等也都積極

針對穿戴裝置推出相關解決方案與建立生態系，

以期贏得最大的市場商機。

迎合科技浪潮  
贏占新市場

當然，臺灣做為科技島，也不會缺席穿戴裝

置市場，目前包括上游半導體廠商聯發科技、臺

積電與日月光；中游設備廠與零組件廠如群創光

電、友達光電等；以及下游終端品牌業者宏碁、

華碩與宏達電，無一不從自身的角度切入，創新

相關技術與產品，以期在穿戴裝置市場逐漸起飛

的今天，先占卡位，進而在未來成為市場贏家。

我國政府當然也不會置身事外，為協助廠商

贏得穿戴式裝置商機，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項

政策措施，包括經濟部技術處推動的「智慧行動

裝置相關研發計畫」；行政院科技部工程司推動

執行的「物聯網感測器專案」計畫；以及經濟部

工業局的「2014 Mobile heroes通訊大賽」等，

都致力於加強我國穿戴裝置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

爭力。

臺灣向來擁有非常旺盛的創新創意能量，因

此絕對能在穿戴裝置領域中，發展出符合消費者

需求的創新應用。未來，臺灣產官學研各界如能

就穿戴裝置領域進行更緊密的技術合作，相信可

以激發出更大的能量，加速臺灣科技產業切入全

球智慧穿戴裝置產業鏈體系，讓更多臺灣創意穿

戴裝置產品，銷售到全球市場，創造經濟成長新

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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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推出史上第一款具備智慧概念的「脈衝星」手

錶，只是受限於當時資訊科技技術，「脈衝星」

只具備簡單的計算功能，之後陸續有手錶廠商企

圖將資訊科技融入手錶之中，打造功能更多元的

手錶產品，但是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成功。

一直到 2000年IBM投入市場、2003年GPS大

廠國際航電公司（Garmin）率先市場推出第一款

智慧手錶；到了 2009年，日本的索尼（Sony）、

韓國的樂金（LG）與三星（Samsung）等也都陸

續推出智慧手錶產品，一時之間，穿戴裝置似乎

成為消費性大廠爭相布局的新領域。然而，自

2009年到 2014年推出的智慧手錶產品其實都叫

好不叫座，穿戴裝置又陷入沉寂。

一直到蘋果（Apple）公司於 2014年 9月發

表Apple Watch，並於 2015年 4月 24日正式於澳

洲、加拿大、中國大陸、法國、德國、香港、日本、

英國與美國銷售，市場突然對穿戴裝置市場再度

充滿希望。

調研機構Strategy Analytics指出，2015年第 2

季Apple Watch買氣旺盛，估計單季全球出貨量高

根
據半導體摩爾定律（Moore's Law），積體

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大約每隔18個月

就會增加1倍，依循此一定律，科技產業大約每

10年就會出現一個革命性的發展；從1980年代開

始興起的桌上型個人電腦（PC）、1990年代的筆

記型電腦（NB）、2000年代的手機與智慧型手

機，進入2010年代後，下一個革命性產品也即將

出現。

根據國內外調查機構的數據顯示，智慧型手

機在歷經驚人的成長之後，近一、兩年成長開始

趨緩，因此全球科技產業都在尋找下一個殺手級

科技產品，而更小、可變換形狀、裝載容量更大、

應用模式更多元的穿戴式裝置，無疑成為全球科

技大廠或其他產業廠商最期待的革命性產品，其

背後引爆的無限商機，令人引頸企盼。

 Apple Watch引爆穿戴市場新火花

穿戴裝置產品並非近年才有的產物，早在

1966年代麻省理工學院（MIT）就投入研究穿戴

式裝置產品，1972年日本手錶大廠精工公司更已

隨著智慧型手機成長趨緩，全球科技產業都在尋找市場新的成長動能，而穿戴裝置在技術逐漸成

熟之下，成為產業界最具潛力的新機會。究竟，穿戴裝置商機有多大？何時會引爆？機會又在哪

裡？值得深入探討。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法新社

智慧手機後另一波科技大戰將起

全球穿戴裝置市場夯  
商機無限

趨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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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400萬支，比三星高出 10倍之多，市占率高達

75.5%。拓墣產業研究所的調查數據則顯示，

Apple Watch自預售開始就供不應求，2015年出貨

數量將可望達到 1,500萬支，不過，想要突破這

個數字，仍需持續觀望供應鏈在下半年的表現。

但不論Apple Watch後續發展如何，從目前的數據

來看，Apple Watch確實已經成功帶動穿戴裝置市

場的成長。

 2020年全球穿戴裝置出貨量將逾 5億臺

現在，國內外科技產業界都在問，除了Apple 

Watch，全球穿戴裝置市場到底商機有多大？未來

市場出貨量預估可以達到甚麼程度？根據國際調

查機構NPD DisplaySearch所作的《穿戴式裝置市

場及預測報告》指出，自 2013年起，穿戴裝置

市場就開始起飛，2014年已經有 4,800萬臺之

譜，2015年更將有 9,200萬臺的市場規模。

另外，國際調查機構顧能（Gartner）也預

測，包括智慧手錶、頭戴式顯示器（HMD）、

智慧眼鏡與藍牙耳機等穿戴式裝置的產業規模

正持續成長。2015年包括智慧手錶、智慧腕帶

等穿戴式產品出貨量將超過 7,000萬件，到了

2020年更將大舉成長到 5.14億件，商機之大令

人引頸企盼。

另一國際調查機構IDC的預估雖然較為保

守，但數量也很可觀，IDC指出，2015年全球

穿戴式裝置出貨量將達 7,210萬臺，預估到

2019年出貨量將成長至 1.56億臺，依舊將引爆

■ �Apple�Watch 的出現，讓市場對穿戴裝置市場充滿希望，預計將全面掀起穿戴裝置的大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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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小覷的商機。

DisplaySearch分析，穿戴裝置市場的形態會

類似像過去的DVD、液晶電視、智慧型手機及其

他數位消費性產品，隨著國際大廠大規模進入市

場，進而壓低穿戴式裝置的價格及利潤；同時，

來自中國大陸大量的設計與製造廠商，以及供應

鏈的快速發展，例如晶片廠商與顯示器製造商的

快速投入，也將是產業發展的一大動力。

 智慧手錶與手環占出貨大宗

進一步就個別市場的發展來看，儘管目前美

國仍是最大穿戴裝置市場，但是中國大陸後續發

展更為可期。「自 2014年起中國大陸消費者掀起

穿戴裝置應用熱潮，再加上廠商不斷提升功能並

降 低 售 價， 中 國 大 陸 市 場 令 人 驚 艷。」

DisplaySearch分析，中國大陸消費者對於健康管

理的重視，以及應用軟體的快速發展，正刺激其

配戴式追蹤裝置的快速發展，而可與智慧手機互

相連結的智慧手錶需求快速成長。根據預測，中

國大陸配戴式追蹤裝置需求將會由 2014年的

1,500萬臺成長到 2020年的 3,800萬臺, 而智慧手

錶將會由 2014年的 1,200萬臺成長到 2020年的

4,800萬臺，成為全球最大穿戴裝置市場。

再就各類型智慧穿戴產品來看，IHS 

DisplaySearch將可穿戴裝置分為三類，分別為智

慧手錶（Smart Watch）、配戴式追蹤裝置（Activity 

Tracker，如智慧手環），以及頭戴式裝置（Head 

Mounted），在這 3種類型中，頭戴式裝置受制

於法令、個人隱私以及文化差異，應用上侷限在

專業技術工作者與遊戲類用途，成長數量較有限；

反之，智慧手錶因為可使用智慧手機的功能且容

易操作，最具發展潛力，將成為主要成長動力所

在。

 健康照護為穿戴裝置主流應用

再就穿戴裝置的應用面來看，拓墣產業研究

所指出，目前穿戴式裝置在醫療居家照護、資訊

娛樂相關及運動健身三大應用領域成長最快，也

占有最多市場份額。除了三大市場外，還包括安

全與保全、軍事用途等特殊領域市場，雖規模較

小，但成長動能也不容忽視。

拓墣進一步指出，隨著世界各國皆面臨高齡

化社會問題，世界各國科技大廠也都積極切入穿

戴健康管理市場，這使得穿戴式裝置目前最大商

機來自於健康、運動為訴求的產品。目前許多大

廠除了發展穿戴式裝置技術與產品之外，也正在

■�新創公司在穿戴裝置產品的設計上有亮眼表現，包括鎖定

在女性消費者，不但外型必須獨特，功能也更多元。

趨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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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通訊網路服務、醫療服務等，來摸索及尋找

能夠真正促使穿戴式裝置產品市場發展的商業模

式。

至於健康照護的應用上，工研院產經中心副

組長張慈映引述BCC Research所做的研究報告指

出，全球穿戴裝置應用在健康照護領域的市場營

收，估計到了 2018年將成長至 30億美元，估算

2013至 2018的年複合成長率可達 28.1%；其中

又以亞洲地區成長幅度較歐美地區為高，2013至

2018的年複合成長率可達 33.9%。

因此，目前許多廠商都將開發資源投入在穿

戴行動健康裝置的技術上，包含小型化且低成本

的系統晶片、低耗電率的電池設計、感測器收集

與分析健康數據等都是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收集資訊的感測器與後端分

析系統，未來將是穿戴式行動健康發展的下一個

決戰關鍵點，如感測技術的微小化與低耗能、後

端數據的分析與特定參數分析結果回饋等，這些

都是提升消費者採用意願，進而帶動商機的重要

策略。

 穿戴裝置為新創公司帶來契機

值得一提的是，穿戴裝置的興起正式掀開物

聯網時代的來臨，由於新創公司是帶動物聯網應

用的關鍵能量，因此過去幾年，新創公司在穿戴

裝置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已經顯現出重要性，目前

更有許多新創公司以穿戴裝置相關產品或應用服

務，贏得世人的目光。

拓墣產業研究所舉例，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研究生Dipul Patel所成立的Netatmo公司，其穿戴

裝置產品June鎖定女性消費者，不但外型製作得

如同寶石一般，功能也是用在抗紫外線（UV）感

測與保養品使用上；另一家新創公司Voyce，藉由

一款可提供寵物健康資訊感測的穿戴裝置，同時

具備獸醫提供消費者諮詢服務，也受到市場的矚

目。

在臺灣，工研院衍生新創公司臺醫光電創新

研發的「反射型心跳血氧感測器模組（Reflective 

Pulse Oximetry Sensing Module, oCare Module 

110）」；或是鴻海手機事業群市場及產品處前主

管張愛群創辦的悅睿科技，其創新開發的兒童智

慧錶JUMPY等，都被認為是具備發展潛力的創新

穿戴裝置產品。

綜觀來看，穿戴裝置市場產值將不斷成長的

趨勢明確底定，面對這塊潛在商機，包括市場規

模有多大？應用模式有哪些？都是產業界必須深

入探索的重點。

全球科技產業從上、中、下游都瘋狂湧入穿

戴裝置市場，致力於創新元件技術、發展具備吸

引力的終端產品，以及創新應用服務，以期成為

未來穿戴裝置市場的最大贏家。  

■�頭戴式裝置受制於法令、個人隱私以及文化差異，應用上

侷限在專業技術工作者與遊戲類用途，成長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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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穿戴裝置市場，現階段以智慧手錶的成長動能最高，全球品牌大廠紛紛投入該領域，推出

相關類型產品，上游半導體廠商也積極布局，期能贏得最大的市場商機。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法新社

科技大廠湧入市場  行情熱絡

全球穿戴裝置產品
百花齊放

國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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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全球持續湧現的穿戴裝置商機，不僅國

際消費性品牌大廠爭相推出產品搶進商

機，半導體晶片大廠如英特爾、高通等的布局也

相當積極，各領域廠商的加碼投入，讓市場呈現

激烈的競爭，也促使全球穿戴裝置市場的發展腳

步，更為快速。

 國外大廠競逐智慧手錶市場 

在持續湧現商機的穿戴裝置市場中，又以智

慧手環與智慧手錶最受矚目，除了索尼（Sony）、

蘋果（Apple）、樂金（LG）、三星（Samsung）

等已經推出相關產品，包括中國大陸的聯想、華

為也都積極推出相關產品；一時之間，市場上的

智慧手錶與智慧裝置產品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態。

 Apple Watch吸睛搶市

在大廠爭相推出的智慧手錶市場中，最受矚

目的非Apple Watch莫屬，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

（Tim Cook）在Apple Watch上市當天表示，Apple 

Watch讓使用者可輕鬆存取所需的重要資訊，與世

界互動，並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每日的運動量，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活出更有活力的一天；Apple產

品設計高級副總裁Jony Ive表示，Apple Watch從

構思、設計到開發，都在創造一個獨特非凡的產

品，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軟硬體整合在一起。

觀察Apple Watch的創新，體現在許多應用功

能上，Apple指出，Apple Watch的Digital Crown，

讓使用者能捲動、放大與順暢地瀏覽而不會妨礙

錶面顯示；其次，Apple Watch的Retina顯示器具

備Force Touch功能，可感應輕點與輕按的差別，

以全新方式輕鬆快速地對應進行一系列的相應操

控。另外，Apple Watch全新的Taptic Engine會在

使用者收到通知或訊息時，輕點手腕提醒，並且

也可從手腕上傳送訊息、讀取電子郵件以及接聽

來自iPhone的電話；還有Digital Touch技術讓

Apple Watch提供全新的溝通方式，例如傳圖、

傳送心跳等；最後，Apple Watch搭載Apple Pay

行動支付功能，可讓使用者購買咖啡、甚或以

Passbook登機證登機。

一如其他產品，Apple Watch也強調健康與

健身應用，Apple指出，透過Activity app簡單的

圖形畫面，Apple Watch清楚呈現使用者的日常

活動，並以 3道圓圈測量出使用者每日消耗的

卡路里、做了多少分鐘的運動，以及使用者久

坐後起身的頻率。

此外，當使用者進行走路、跑步以及騎自

行車等常見的運動時，Apple Watch會透過

Workout app，提供使用者針對體能訓練相關的

詳細數據。另一方面，透過Apple Watch的加速

感應器、內建的心率感應器以及iPhone上的GPS

與Wi-Fi，Apple Watch能對不同動作，巧妙地使

用最適合的感應器，提供使用者一天運動量與

體能訓練的完整全貌。

 三星新款智慧手錶即將問世

不讓Apple Watch專美於前，已經推出多款

穿戴產品的三星，也於 2015年 9月在德國柏林

■ �LG 的 Urbane 智慧手錶則強調異業結盟，除基本通話與

NFC 功能之外，也與汽車大廠奧迪（Audi）合作，希望整

合車聯網應用來吸引市場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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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性電子展（IFA）發表最新的智慧手錶Gear 

S2，據了解，Gear S2採用圓形錶面設計與金屬

錶框，除原本Gear S應該有的運動健身功能如計

步、測量運動時心跳等，還增加顯示天氣狀況與

偵測使用者位置等功能。

 LG走差異化服務  搶利基市場

至於LG則採取差異化功能搶市。例如，

Urbane智慧手錶除基本通話與NFC功能之外，也

與汽車大廠奧迪（Audi）合作，開發相關app讓手

錶與Audi汽車互通連結，希望整合車聯網應用來

吸引市場的青睞。

另外，LG也鎖定父母關心小孩的議題，推出

首款兒童穿戴式裝置KizON，透過位置監控，讓

家長可透過應用程式，即時監控子女位置，給予

孩子全方位的守護；此外，使用者也可以長按單

鍵 1至 2秒，與設定的聯絡人立即通話；該款手

錶並且具備自動接聽功能，當有人用手機撥打

KizON 10秒之後未接，KizON會開啟自動接聽功

能 1分鐘，如此父母可即時聽見孩子所在周圍的

環境狀況。

 華為推運動健康應用智慧手錶

中國大陸廠商部分，華為最新款智慧手錶

TalkBand B2強調可與手機互連進行通話，同時也

搭載智慧健康管理功能。華為指出，TalkBand B2

採用 6軸線性加速度計（Accelerometer）與感測

器，再配合華為自行研發的精密演算，無需任何

設置便可精準識別走路、跑步、騎單車及爬樓梯

等 4種運動狀態，讓用戶可以更容易管理自己的

運動記錄，從而為自己設定運動目標。

 搭載手錶的應用 app是關鍵

從目前市面上的穿戴裝置產品可以發現，每

一家廠商推出的產品在硬體規格上都大同小異，

顯見目前智慧手錶的競爭重點已經不再是硬體，

軟體與服務才是重點，這也正是Apple積極吸引世

界各國開發人員社群，加強針對 Apple Watch打造

應用程式的原因。

Apple指出，目前包括預約Uber、辦理

American Airlines航班登機、預定Equinox課程的

自行車，甚至遠端遙控Honeywell Lyric恆溫器的

應 用 都 已 經 上 線， 另 外 如Nike+ Running、

OpenTable、Shazam、Twitter、WeChat等各種知名

app，也都將陸續登上Apple Watch。

拓墣穿戴裝置分析師蔡卓卲表示，Apple 

Watch的硬體本身和所能創造出的營收，並非是這

波熱潮下應該被關注的焦點，反倒是Apple正積極

藉由智慧手錶這個跳板，強化後續衍生而出的功

能服務，進而改變消費者行為並開拓不同以往的

全新收入。

蔡卓卲進一步強調，廠商未來的競爭重點將

不會在穿戴式裝置本身硬體規格的比較，而是如

何挖掘出隱藏於後方的功能服務中並占有一席之

地，例如，行動支付就是目前較為明確的一項發

展重點。據了解小米科技近來也透過穿戴式裝置

跨足行動支付領域，可以預期的是，往後將會有

越來越多的廠商跟進。

 國際半導體大廠積極布局

對蓬勃發展的穿戴裝置市場，上游半導體業

也積極爭取晶片商機，包括英特爾、高通、聯發

科、德州儀器等國際半導體大廠幾乎都是透過推

出具備新穎科技的系統單晶片搶市，或者積極透

過建立自己的穿戴裝置生態系，力求贏得最大的

市場利基。

 英特爾Curie模組強攻穿戴市場

例如，日前英特爾在其科技論壇（Intel 

國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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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Forum, IDF）上針對穿戴式產品推出低

功耗模組Curie，以及一款專為Curie模組開發的新

軟體平臺。

英特爾指出，Curie模組是一款微型化硬體產

品，可提供充裕的設計彈性，其完備的低功耗解

決方案內含運算、動態感測器、低功耗藍牙

（Bluetooth Low Energy）、電池充電功能、以及

最佳化感測器資料分析，讓系統能迅速且輕易地

辨識出各種動作與行為。由於整個模組整合到極

為小巧的封裝，因此適用於各種小體積的穿戴裝

置。

此外，英特爾還針對不同客戶需求設計穿戴

式產品。舉例來說，英特爾首款專為企業穿戴式

裝置開發的參考設計方案，內含企業級的安全防

護與消費產品等級功能，這款元件讓穿戴者在手

機或個人電腦上完成一次身分驗證後，就能隨身

攜帶憑證，當裝置接近系統時就能自動登入。

另外，英特爾也發表兩款新Intel IQ軟體套件：

Intel Identity IQ與Intel Time IQ，希望贏得更大的

市場。其中Identity IQ能建立穿戴式裝置使用者的

身分，透過各種需要個人身分驗證的服務，造就

個人化與安全無虞的使用經驗。Time IQ則可改進

穿戴式裝置使用者的日常作業效率，透過各種情

境感知（contextually-aware）的通知功能提高作

業效能。

 高通推客製化連網  助客戶打造穿戴裝置

美國高通公司旗下子公司高通技術公司

（QTI）近年來也積極推出完整的平臺解決方案，

目前最新推出的平臺主要結合低功率處理、小封

裝晶片組，並支援眾多感測器及無線技術。高通

技術公司指出，藉由其解決方案，目前已經有 20

餘種穿戴式裝置問世，包括智慧手錶、健身追蹤

器、穿戴式攝影機、數位眼鏡等。

不管是電子消費終端品牌大廠全面搶進，或

是半導體業者從技術的創新研發與串聯產業鏈的

布局，都將促使穿戴裝置市場的成長更加快速，

臺灣廠商應積極搶進，才能在不斷成長的穿戴裝

置市場占一席之地。  

■華為最新款智慧手錶 TalkBand�B2 強調可與手機互連進行通話，也搭載智慧健康管理功能，後勁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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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科技大廠競相投入穿戴裝置市場，做為科技重鎮的臺灣廠商，在這塊市場的布局自然不落

人後，上中下游都有廠商積極搶進，這也顯示出臺灣在穿戴裝置產業鏈已經成型，並具十足競爭

力。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法新社

創新產品與技術  上中下游積極搶進

臺灣穿戴裝置產業鏈
已然成型

國內榮景篇

穿
戴裝置的發展牽涉到整個科技產業的上下

游產業鏈，目前我國不僅終端品牌業者已

經陸續推出相關穿戴產品，上游半導體廠商與面

板業者的布局也非常深入，整個臺灣穿戴裝置產

業鏈已然成形，可見未來在穿戴裝置市場起飛

時，臺灣產業已經作好搶攻商機的十足準備。

 華碩、Garmin產品具競爭力

首先來看終端品牌大廠的布局，近年來在筆

記型電腦、手機品牌經營一直有所突破的華碩，

也已經於 2015年 5月推出一款相當具有競爭力的

智慧手錶Vivo Watch，該款手錶不僅內建心率監

測與睡眠追蹤功能，還有快樂指數（HI）顯示使

用者整體健康狀態，此外，Vivo Watch還可透過

華碩獨家Hi Vivo智慧手機應用程式，將資訊同步

至健康管理網路平臺，除可協助使用者更有效

率、更有策略地達成個人健身目標，也能關心其

他同樣配戴Vivo Watch親友的健康狀態，為一款

專為健康管理量身訂製的智慧手錶。

華碩全球副總裁謝明傑表示，Vivo Watch的

推出，替重視自主運動管理的消費者開啟一扇嶄

新的大門，因為透過Vivo Wat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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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專屬的健康與運動管理教練。

此外，Vivo Watch獨家心率偵測器，可全天

候完整記錄個人活動、睡眠；而Vivo Watch搭載

的光學感應器，特別內建華碩獨家Vivo Pulse技

術，讓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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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o Wat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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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記錄檢

視睡眠狀態，並依此做為調整睡眠習慣的參考，

達到增進睡眠品質的效益，讓身體在休息過程中

更快恢復活力。

甚至，Vivo Watch錶面配備直覺易讀的LED

指示燈，當使用者運動強度達有氧運動區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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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將顯示為綠燈，表示目前運動狀態可有效

燃燒熱量、強化心臟功能及增加活力；若運動較

為劇烈，使用者心率攀升達個人極限時，LED則

會顯示紅色燈號，提醒使用者注意個人運動節

奏，進行適度調節，讓使用者更聰明運動。

除了華碩以外，早在 2003年就切入穿戴裝

置市場的國際航電（Garmin）公司，目前推出的

智慧手環與手錶產品最為豐富，其最新推出的

GPS跑步腕錶Forerunner 225為該公司第一款搭載

量測心跳功能的智慧手錶。Garmin指出，

Forerunner 225內建的光學心率感測器，主要利用

綠色LED光束直接反射在手腕皮膚上，感應出手

腕下每分鐘的血液流動量，然後透過精密演算得

到準確的心跳數值；另外，其內建的加速度計即

使在室內運動也可以提供估算距離與配速，同時

具備計算步數、移動距離與消耗卡路里的功能，

而且使用者在久坐不動時，該款手錶會貼心提醒

使用者起身活動；晚上還可自動監測睡眠歷程，

為使用者記錄睡眠日記。

Garmin亞洲區行銷資深經理林孟垣先生表

示：「Forerunner 225是Garmin發展Forerunner系

列以來第一支直接由手腕量測心率數據的GPS跑

步錶，獨創的彩色心率區間讓跑者能在運動狀態

下清楚又迅速地掌握心率資訊，更便於訓練個人

心肺功能。

 宏達電推手環與頭戴裝置

不同於華碩與Garmin鎖定智慧手錶產品，宏

達電則是推出搭載GPS的高效能智慧型運動手環

－HTC Grip。宏達電強調，HTC Grip擁有多項強

大且準確的活動記錄功能，不僅能詳細追蹤記錄

各類型體適能訓練，如跑步的公里數、身體循環

數值或健身時間等，更擁有IP57等級的防水功

能，可隨時追蹤水中運動的每一個動作，伴隨運

■臺灣廠商卯足全力搶進穿戴裝置市場，期能取得發展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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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持續挑戰自我巔峰。此外，由於睡眠是帶動

訓練成功的關鍵，因此HTC Grip也具備自動感測

睡眠功能，可完整記錄運動員睡眠時間，同時分

析深層及淺層睡眠時段，以規畫睡眠週期，進而

為運動員創造健身及運動表現的巔峰。

值得一提的是，HTC Grip也整合全球知名運

動品牌Under Armour旗下的運動科技社群平臺

「UA Record」，使用者在跑步時，透過GPS追蹤

可隨時與UA Record同步並準確地記錄行走路線、

距離、速度與消耗卡路里等數據。使用者也可將

HTC Grip連接至其他心率感測系統如Under 

Armour的A39，取得心率值。

HTC Creative Labs副總經理Drew Bamford表

示，HTC Grip是全球首款整合UA Record的智慧

穿戴產品，目的在於為消費者帶來最棒的智慧運

動體驗。Under Armour Connected Fitness資深副總

裁Robin Thurston表示，HTC專為UA Record量身

打造的HTC Grip，以前所未有的全新方式激發運

動員的全方位潛能，為數據追蹤、自我訓練與提

升表現寫下全新篇章。

智慧手環之外，宏達電也搶進頭戴式裝置領

域，與全球頂尖遊戲開發公司Valve進行策略合

作，開發頭戴式裝置Vive，預計年底就可完成開

發，並於 2016年推出上市。宏達電指出，Vive主

要結合Valve旗下遊戲平臺Steam的虛擬實境追蹤

及輸入技術，以及宏達電的行動技術，透過 360

度環境偵測系統（360 Degree Solution）與追蹤控

制器，讓使用者能夠快速進入虛擬世界，並於其

中盡情走動、探索，從各角度觀察手中物品並與

四周環境互動。

此外，HTC也提供成對的全新無線虛擬實境

控制器，可廣泛應用於許多虛擬實境體驗。宏達

電強調，不同於傳統遊戲控制器，HTC虛擬實境

控制器以非常容易且直覺的使用方式，讓每個人

都能創造出更豐富的體驗。

 半導體、設備、面板廠也積極搶進

品牌大廠之外，我國IC晶片大廠聯發科技也

已經攜手Google，發表支援Google Android Wear

的系統單晶片解決方案（SoC）「MT2601」，全

力搶進穿戴裝置市場，聯發科技指出，MT2601

晶片以更小巧的體積搭載更高性能的元件，與其

他同型晶片相較，MT2601元件數量減少 41.5%、

功耗也較低，允許產品開發者將多種軟、硬體整

合於穿戴裝置上，發展各式樣式的Android Wear

系統穿戴式裝置，同時加快開發速度。

「聯發科技大力支援Android Wear生態系統，

MT2601也將會升級提供Android Wear地圖導航功

能。」聯發科技新事業發展本部總經理徐敬全表

示，MT2601的體積小又擁有高性能、低成本特

色，完整支援Android Wear系統，在同型晶片競

爭中脫穎而出，此解決方案將激勵全球開發者設

計出更多創新的穿戴式裝置與應用。

國內榮景篇

■�臺灣不僅終端品牌業者陸續推出相關穿戴科技產品，上游

半導體廠商與面板業者的的布局也非常深入，整個產業鏈

已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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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備廠商部分，友訊科技也推出穿戴式定

位追蹤裝置（Wearable GPS Tracker），使用者可

將其做成項鍊或手環掛在身上，然後透過app或簡

訊推送警示通知提醒，同時也可利用GPS定位精

確地顯示目前位置，有效防止失蹤或發生意外，

適用於追蹤年長的親人或年幼的小朋友。

在零組件廠商部分，雖然穿戴裝置體積狹

小，使用到的顯示器不多，但是我國面板大廠眼

見穿戴裝置市場快速起飛，也不得不投入資源發

展相關面板產品。群創光電指出，結合穿戴式裝

置與物聯網成長動能逐漸發酵，將引領業界開發

一系列圓型面板，包括 1.3吋高色飽、高解析度

圓形面板，可做為時尚與高科技結合的配件，並

且提供終端產品設計上的高度彈性，滿足智慧手

錶與穿戴式裝置的需求；另外，1.5吋全圓半反穿

穿戴式裝置，實現低耗電，高解析的特性，可應

用於大錶徑穿戴式裝置，而其穿透模式可於戶外

艷陽下，清晰讀取表面螢幕資訊。此外，友達也

正研發 1.4 吋正圓形主動有機發光二極體

（AMOLED）面板，同樣訴求穿戴裝置應用市場。

另外，華映也積極投在軟性顯示器的發展，

華映總經理林盛昌表示，華映與工研院自 2012年

起即展開軟性顯示器方面的技術合作，也積極投

入可摺疊AMOLED技術研發。此外，華映也以自

有氧化物薄膜電晶體（Oxide TFT）技術為基礎，

結合工研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的 2.5代線，研發

可摺疊AMOLED面板整合量產製程技術，待技術

成熟後，華映將再逐步導入於自身 4.5代產線，

未來可撓式面板產品成功量產後，將可提供客戶

更多元穿戴式裝置產品面板的運用。 

綜觀來看，臺灣電子科技產業在穿戴裝置領

域的布局非常積極，不管是終端品牌廠所端出的

終端產品；或是上中游元件與零組件廠的創新技

術與產品，都顯示出臺灣廠商為了參與穿戴裝置

市場，已經卯足全力搶進，相信在逐漸起飛的穿

戴裝置市場中，將可取得相當利基。  

■頭戴式裝置主要提供的無線虛擬實境控制器，廣泛應用於許多虛擬實境體驗，可讓每個人都能創造出更豐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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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商機即將湧現，但是市場仍有一些缺口需要補足，對於臺灣廠商而言，補足產品應用與

技術缺口，正是未來搶得商機的最佳利器，而政府更應該加碼投入協助廠商創新技術與應用，彼

此攜手並進，才能突圍市場，贏占商機。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法新社

產官研攜手並進  建立臺灣競爭力

贏占穿戴市場
必備3大關鍵

策略篇

當
全球國際大廠與臺灣科技廠商都大舉進入

穿戴式裝置市場，市場競爭之激烈可想而

知，臺灣廠商要突破重圍，從政府到產業上中下

游都要依照目前市場態勢，投以正確的布局策

略。依照目前產業發展局勢以及國際大廠的布局

走向來看，未來臺灣廠商要突破激烈競爭，贏得

商機，必須採取 3大策略，首先，政府必須從政

策面加碼協助產業發展；其次，產業必須加速發

展殺手級應用；最後，產研必須攜手強化穿戴裝

置技術能力。

 策略一：政府政策不可少

面對全球穿戴裝置商機湧現，我國政府為協

助廠商贏得商機，近年來也積極推動各項政策措

施，協助產業提升競爭力，成功切入智慧穿戴裝

置產業鏈，包括經濟部技術處推動的「智慧行動

裝置相關研發計畫」、行政院科技部工程司推動

執行的「物聯網感測器專案」計畫，以及經濟部

工業局的「2014 Mobile Heroes通訊大賽」等，都

將加強我國穿戴裝置市場競爭力並開拓商機。

 智慧行動裝置相關研發計畫

在 4G、下世代無線寬頻網路、智慧聯網和

雲端運算帶動下，除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之

外，穿戴式裝置也正快速發展，成為全球大廠關

注的焦點。為協助臺灣資通訊產業搶攻 3.5兆元

的智慧行動裝置市場，經濟部技術處推動「智慧

行動裝置相關研發計畫」，透過法人研發機構及

宏達電、鈺創、友達、立錡、聯發科技、創意電

子等企業進行產研合作與開發創新技術，期望達

成提升全球智慧行動裝置的市占率及品牌高值化

的雙重目標。

經濟部技術處指出，「智慧行動裝置相關研

發計畫」以一條龍方式推動，打造全面性的智慧

裝置產業鏈，協助業界與法人進行開發應用處理

器、可撓式顯示與超薄觸控面板、慣性元件應用

等關鍵性元件，達成智慧手持裝置產業關鍵技術

自主化的目標之外。另一方面也將開發多元特殊

應用領域，建立新興產業鏈，如穿戴式裝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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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鏈，實質增進整體產業鏈市場版圖，藉由

推動產品差異化策略以帶動整體產業競爭力。

計畫執行至今已經有不少成果，例如，在創

新應用服務方面，資策會開發的智慧眼鏡可提供

相關展品的即時導覽服務，所有產品的相關影像

或音訊介紹能即刻顯示於使用者的眼前，適合應

用於展覽會場、博物館或旅遊景點的導覽服務，

將為國內產業帶來下世代智慧眼境應用商機。

 物聯網感測器專案

至於「物聯網感測器專案」，科技部特別規

畫遴選國內學術界中具商品化潛能的智慧型感測

器模組與測試原型進行開發，促進國內物聯網產

業自主化，而凡具備低功耗（low power）與微小

化（miniaturized）特性，且可應用於物聯網或穿

戴裝置之中的，如「穿戴式裝置及個人照護」為

應用情境的感測器或感測元件皆可申請，此計畫

內容將可大幅提升我國在穿戴裝置關鍵元件的設

計開發能力。

 2014 Mobile Heroes通訊大賽 
由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

小組主辦的「2014 Mobile Heroes通訊大賽」以「穿

戴式暨物聯網裝置」為主題之一，讓參賽者採用

聯發科技的LinkIt開發平臺，進行穿戴式與物聯網

裝置創新應用開發，藉此鼓勵並提升國內研發能

量。

經濟部工業局指出，由於穿戴式與物聯網裝

置尚未出現主流平臺，經濟部有意藉此讓臺灣及

早成為穿戴式裝置產業的國際重鎮，透過賽事讓

■全球科技廠商大舉進入穿戴式裝置市場，市場競爭激烈，臺灣廠商要突破重圍，從政府到產業上中下游都要整裝備戰，迎戰

下一波科技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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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就穿戴裝置發想出許多創新應用。

例如，成功大學工程學系研究生組成參賽團

隊，開發出一款全新的穿戴式產品，可結合行動

裝置進行手語辨識，與學習者互動，讓平常人可

以自在的練習手語；另外，由清華大學學生組成

的參賽團隊，創新研發智慧鎖系統KEY++，使用

者只要出門時戴上這個「KEY」穿戴手環，即可

用它來感應開鎖、遠端監控、閱讀訊息，成為智

慧行動鑰匙。

 策略二：尋找創新殺手級應用

政府政策支持之外，產業界自身的努力也不

可少，而由於任何一種新型終端裝置興起，都要

有一個「殺手級應用程式」（killer app）出現，

才能提升使用者的接受度，進而帶動市場的蓬勃

發展，因此在穿戴裝置領域中，發展殺手級應用

也是臺灣的機會所在。

目前，國內外業者都將穿戴裝置主要應用放

在運動健身、安全構面上，但是運動健康概念發

展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雖然有一些市場成果，

但是並沒有造成驚人成長速度，顯然，尋找殺手

級應用仍然是現在進行式。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就

明確點出，穿戴裝置目前尚未有「殺手級應用程

式」出現，許多穿戴裝置的應用有時根本直接透

過智慧型手機就可以做到。

《經濟學人》認為，所謂的殺手級應用可能

不會只是單一應用，而是結合多項個人資訊的整

合應用。

舉例來說，可能是將駕照、信用卡、家用和

車用鑰匙等全部整合在一個穿戴裝置之中，讓穿

戴裝置成為個人的「數位識別」（digital 

identity）工具，而這樣的應用模式將可在許多場

域發揮作用。

例如，迪士尼樂園就提供給顧客「魔力手環」

（Magic Band），讓客戶可以用手環在園內的設

施與服務暢行，這是典型的案例之一。相信未來

會有更多給企業端的穿戴裝置應用，帶動穿戴裝

置市場的成長。

「尋找殺手級應用，是臺灣廠商必須努力的

重點，」工研院IEK分析師侯元鈞認為，目前穿

戴裝置應用包括資訊娛樂、運動休閒、醫療照護、

安全與特殊等領域，未來臺灣廠商應該針對現有

應用領域尋找更創新且多元的應用，也要善用臺

灣旺盛的創新、創意能量，尋找具可看性的應用

策略篇

■�迪士尼樂園的「魔力手環」，可在園內的設施與服務暢行，

是穿戴式裝置運用的典型案例之一。

■�臺灣目前在穿戴裝置產業的發展上，已經建立完整的產業

鏈生態，未來需進一步思索如何攜手互助合作，才有可能

在市場競爭中，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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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策略三：突破元件與零組件技術

當然，要實現穿戴裝置更具可看性的應用，

元件與零組件技術的突破是關鍵，包括晶片系統

組功能要更強、耗能要更小、電池要更省電、顯

示器面板更薄與可彎可折，以及感測器要更靈

敏，甚至可以蒐集更多種類的數據等，這些都還

有持續突破的空間，這也是臺灣的機會所在。

 突破電池技術

市場業者分析指出，目前穿戴裝置發展很大

的障礙之一，在於電池續航力的不足，以智慧型

手機為例，電池體積雖大，續航力也只有 1至 2

天，穿戴裝置的電池小巧，如果有較大顯示螢幕

的裝置，電池續航力不足往往造成使用者困擾，

而讓使用者接受度不高，因此臺灣電池研發機構

或相關業者可就此方向進行努力。

 軟性顯示器是關鍵

電池之外，顯示面板技術的突破也是零組件

廠商贏得穿戴裝置市場的關鍵，IHS DisplaySearch

分析，為符合穿戴式裝置應用，具輕薄且可彎曲

優點的有機發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與柔性顯示技術，顯得格外重要，

目前各家廠商爭先推出採用OLED與柔性顯示技

術的產品，滲透率也逐年上升，成為一個新的市

場。臺灣面板廠在OLED與柔性顯示技術的突破，

將有助於未來搶攻穿戴裝置市場。

目前，工研院以及國內業者就紛紛就OLED

進行技術創新開發。以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

（AMOLED）為例，工研院院長劉仲明表示，近

年來面板科技朝輕、薄、耐衝擊及可摺疊方向發

展，工研院所開發的軟性AMOLED面板製程技

術，正是符合這些創新應用趨勢的關鍵。

目前，工研院已經與國內面板大廠華映就可

摺疊AMOLED關鍵技術進行技術授權暨服務合作

簽約，象徵我國顯示器產業正式從「硬」跨入

「軟」的新時代。

 半導體製程、封裝技術持續加強

當然，由於穿戴裝置必須要把許多元件整合

在一個很小的單位之中，因此半導體產業的微控

制器（MCU）、微處理器（MPU）等元件開發商，

都必須在技術上有更大的突破，發展出更小、整

合之後功能更強大的產品與技術。

在IC設計廠方面，目前除了聯發科技，包括

瑞昱、奇景、華邦、晶奇光電等也都積極投入相

關技術的研發。晶圓代工大廠臺積電，以及封測

大廠日月光等也積極布局穿戴裝置市場。其中臺

積電已經針對旗下的多座 8吋晶圓廠進行升級，

發展生產穿戴式元件、感測元件等特殊製程；至

於日月光則持續研發更高階的系統級封裝

（SiP），滿足未來的穿戴市場需求。

臺灣在穿戴裝置的發展上，已完整建立產業

鏈生態，未來整個產業鏈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攜

手合作，共同找出開拓市場的機制，才有可能在

競爭激烈的穿戴裝置市場走出自己的路。  

■�要實現穿戴裝置更具可看性的應用，元件與零組件技術的

突破將是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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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可望於 2015年底完成第一輪談判

凝聚共識爭取加入  
強化國際競爭力
備受全球矚目的TPP可望於2015年底完成第一輪談判，能否成為TPP會員，對臺灣經濟發展影響

甚大，各界應凝聚共識，展現高度意願，以爭取成員國對我加入決心的認同，讓臺商能站在全球

經貿競爭的公平點上，順利布局全球。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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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區域經濟整合愈演愈烈，除了東協經濟

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即將在2015年底成形，對臺經濟與產業影響

更甚於AEC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也可望在2015年底完成第一輪談判，我

國產官學研各界應加快腳步凝聚共識，以求加入

TPP第二輪談判的機會，才能強化我國各產業在

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TPP成形在即 臺可尋求加入第二輪談判

2010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高

峰會閉幕當天，與汶萊、智利、紐西蘭與新加

坡、澳洲、馬來西亞、秘魯及越南等共9個國家

提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自此TPP成為

美國重返亞洲與抗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的重要經貿策略，之後加拿大與日本

陸續於2012、2013年加入，更增添TPP的影響力。

TPP歷經多年談判，自2015年開始有明顯的

進展，尤其自歐巴馬於2015年初的國家咨情演說

中，提及對TPP等經貿協議的重視，再加上美國

國會共和黨及民主黨於2015年4月16日提出「2015

年兩黨國會貿易優先及責任法」（Bipar t i s an 

C o n g r e s s i o n a l  T r a d e  P r i o r i t i e s  a n d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15）草案，通過爭議

已久的貿易促進授權（簡稱TPA），美國國會正

式授權行政單位對外洽簽經貿協定，對TPP談判

注入一劑強心針，促使TPP第一輪談判可望於2015

年完成。「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

顧問Matthew Goodman即指出，TPA通過對TPP談判

完成帶來助益，樂觀來看，最快可望在2016年下

半年生效。

TPP目前的12個成員國共占全球GDP比重的

36%，而且每一個國家與臺灣的經貿往來都非常

緊密，因此臺灣如能加入TPP，對我國產業與經

濟將帶來正面的影響。此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副局長徐大衛在臺灣區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會

員大會上表示，加入TPP除可為我產品降低關

稅，增加競爭力之外，更可藉由在非關稅議題的

合作，如檢驗結果的相互承認等，降低出口成本

以及許可程序的不確定性。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長楊永明表示，

TPP對我國重要性極高，未來除積極爭取加入第

二輪談判外，別無選擇。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

則強調，為了確保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以及

對外資的吸引力，加入TPP已經是我們非走不可

的道路，在經濟、政治及體制改革等方面，臺灣

將努力加速作好準備，等待加入機會的到來。

徐大衛強調，我國政府應儘早達成參與TPP

第二輪談判的目標，自2014年開始整合跨部會資

源，盤點國內法規制度與國際規範落差，並據以

研擬因應方案，向公協會或工商團體、學生及民

眾等各界宣導與溝通，整合國內各界共識，並且

運用各種場合向成員國遊說，俾儘早完成相關準

備工作，順利取得參與TPP談判的門票。

徐大衛進一步指出，由於TPP成員國目前協

議在完成第一輪談判前暫不接受新成員的加入，

因此臺灣必須尋求加入第二輪談判的可能性。他

表示，臺灣加入TPP必須在現有的成員國完成談

判，以及國內批准程序後才得以申請加入，因此

樂觀預期臺灣有可能加入TPP的時點為2016年底

或2017年。

臺灣應更積極布局 找出加入 TPP的契機

事實上，臺灣能否加入TPP，美國角色至關

重要。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表示，美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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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析

我國第2大貿易夥伴，其主導的TPP對我重要性不

可言喻，因此應積極爭取美方支持我國加入TPP

的第2輪談判。值得高興的是，美國國會中不乏

支持臺灣加入TPP者，如美國聯邦眾院外交委員

會主席Ed Royce在日前發布聲明，強調美國支持

臺灣加入TPP的重要性。

Matthew Goodman則強調，美國是基於「經

濟利益」、「規則制定」、「戰略考量」等三大

目的，而亟欲完成TPP。從美國的根本利益來

看，臺灣身為亞太供應鏈的重要成員，理應成為

TPP的一份子，因此建議臺灣應主動向現有成員

國展現準備好、有意願並能夠達到TPP的高標

準，以爭取成員國對臺灣加入決心的認同。

「美國服務業聯盟」（CSI）總裁Peter Allgeier

表示，TPP有8個成員國刻正參與服務貿易協定

（TiSA）談判，建議臺灣應善用已為TiSA談判成員

的利基，向各TPP成員國強調我國在服務業上有接

受高標準自由化的決心。此外，臺灣應加強與美國

國會與行政部門互動，持續派遣高階訪問團訪美向

美國各界展現我加入TPP的決心和努力。

美國全國商會大中華地區執行長J e r e m i e 

Waterman則建議，TPP相對其他FTA，具有「更高

標準」、「21世紀新規則」、「與時俱進」等3項

明顯差異，建議臺灣採取3項步驟尋求加入，首先

解決與TPP現有成員的重要待決議題，其次解決

自由化落差以展現我國參與的決心，最後加強立

法程序的透明度，以期建立更具效率的法規。

「加入TPP將可帶來增進我產品銷往亞太地

區的有利條件，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角色，

建立更先進的貿易規則，吸引海外直接投資等商

機。」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ECAT）總裁Calman 

Cohen認為，在參與TPP的道路上，臺灣應逐步開

放國內市場、協助受影響的企業及勞工、調整現

有法規與TPP標準的落差。

加入 TPP有利各產業拓展海外市場

進一步觀察TPP成形對臺灣可能造成的影響

與衝擊，包括紡織、機械、生物科技、鞋靴製

品、飲用水設備、塑膠製品、膠帶產品、會展、

食品、金屬、合成皮等各種出口產業都將受到影

響，如果臺灣能夠加入TPP，上述諸多產業在全

球市場的競爭力也都將大幅提升。

以鞋靴製品、飲用水設備及塑膠製品為例，

2014年這幾個產品項目的出口總額分別為2.8億、

1.53億及74.35億美元，出口至TPP國家分別占該

類產品總出口逾3成以上。而且，在主要TPP國家

市場中，包括越南、美國、日本、馬來西亞及澳

洲等國家，上述3項產品的關稅仍高，因此若能

加入TPP，將為我國廠商爭取公平競爭的國際貿

易環境。

以膠帶產品為例，2014年臺灣膠帶產品出口

總額達11.84億美元，其中出口至TPP國家金額為

3.75億美元，比重約31.67%，TPP成員國美國、日■台灣能否加入TPP，美國角色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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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越南、墨西哥及澳

洲皆為我國膠帶產品的

主要出口市場，而且目

前關稅都甚高，因此倘

若加入TPP，上述主要出

口市場關稅調降，對我

出口將有正面助益。

再看向來具備高度

競爭力的我國工具機產

業，2014年TPP國家占臺

灣工具機產品出口比重

超過2成，主要出口市場

包含美國、日本、馬來

西亞、越南及新加坡等，其中美國占我出口比重

近10%為最高，美國多數工具機產品關稅稅率仍

相對偏高，越南滾珠螺桿、滾珠或滾柱式線性滑

軌關稅更高達11.67%，顯示我國能否加入TPP，對

工具機產業的影響非常巨大。

至於在會展產業的效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強調，會展產業具備多元整合特性，可帶動會展

活動舉辦國相關服務業成長，例如旅館業、口譯

業及旅行業等，若是我國能藉由加入TPP提高會

展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不僅可就會展業本

身創造商機，更可帶動至少7至10倍的周邊產業

經濟效益。

加入 TPP成員國  將提升外商投資意願

加入TPP除了對我國出口產業在海外市場的

競爭力提升帶來幫助，藉由加入TPP融入全球區

域經濟整合體系之中，也對吸引外商來臺投資創

造利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顧瑩華指出，TPP成員國涵蓋成員甚多，區域內

供應鏈相對完整，再加上未來將採取較嚴格的

「原產地規格」（rules of origin）標準，TPP

成員國之間的區域內分工勢必成形，屆時臺灣如

非TPP成員國，將使僑外商降低來臺投資意願。

顧瑩華以紡織業為例解釋，TPP紡織業的原

產地規格非常嚴格，主張從「從紗開始」（yarn-

forward），也就是紡織成品所使用的布或紗線，

都必須來自TPP成員國，並且必須在成員國內完

成剪裁與縫合，才能享受關稅優惠，因此我國如

非TPP成員國，不僅無法吸引外國紡織業來臺投

資，臺灣紡織廠也恐將持續外移，對臺經濟造成

衝擊。

綜觀來看，臺灣向來以貿易立國，但是中小

企業在全球市場的布局上，一直面臨較大的困

境，因此，儘管中小企業占我國全體企業家數的

97%，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人數的78%，但中小企

業出口值卻僅占全國出口值的14.48%來看，加入

TPP等高標準經貿區域整合之中，對我國中小企

業在出口市場的競爭力提升至關重要，臺灣各界

應該攜手共同謀求加入TPP第二輪談判的機會，

提升我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TPP在日本於2013年加入後，更增添對台產業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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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格主要業務涵蓋汙染防

治、微環境和特殊材料等業

務，以先進材料科學為基

礎，提供多元化解決方案；

不僅可幫助客戶提高良率、

降低成本、增加生產率，也

有能力與與客戶共同開發先

進的製程。

撰文／林裕洋 
攝影／邱如仁

在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雲端運算、物聯

網等新型態應用趨勢，帶動全球半導體產

業成長下，無論是 IC設計、IC封裝、晶圓代工

生產等，業績均呈現扶搖直上的趨勢，也成為維

繫臺灣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儘管 2015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趨緩，整體規模預估將僅

達 3,488億美元，成長幅度約為 3.8%，但在高階

製程與封裝比重持續增加，穿戴裝置、物聯網等

應用加持下，2015年臺灣半導體產值將達新臺幣

2兆 3,247億元，成長幅度將優於全球，約為

5.5%左右。

根據工研院 IEK中心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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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代工是臺灣資通訊產業強項，在全球市場占

有率高達 61%，遠遠領先美國的 12%、中國的

10%，以及韓國的 9%。IC專業封裝測試方面，

臺灣同樣以 55%市占率遠遠領先美國的 12%、新

加坡的 10%，日本的 9%。在半導體產業穩健發

展的狀況下，有不少國際業者紛紛進駐臺灣市

場，如創立於 1966年的英特格，便是全球第一大

先進材料與汙染防治方案的供應商，與臺灣多家

半導體公司均保有長期合作關係。

英特格臺灣區資深總經理楊陳傑說：「英特

格主要營業領域涵蓋汙染防治、微環境和特殊材

料等業務，就是以先進材料科學為基礎，提供多

元化解決方案，滿足日趨嚴苛的製造環境需求。

由於半導體製造過程講求製程純淨，所以我們長

年專注在於材料科學跟汙染控制上，不僅幫助客

戶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增加生產率，也有能力

與與客戶共同開發先進的製程。」

 投入創新研發 英特格邁向世界第一

臺灣自 1980年起開始跨入資通訊產業領域，

而英特格則在 1990年起進入臺灣市場，主要以汙

染控制為核心技術，合作範圍包括半導體、

LED、太陽能、TFT-LCD、OEM業者、以及半導

體設備製造商和化學公司等，能夠為客戶提供最

完善的製程解決方案。而在 2005 年 8 月與

Mykrolis於完成合併後，則能進一步為半導體、

微電子、替代能源及生命科學等高科技產業，更

多元化的產品，如能預防半導體晶圓和太陽能電

池遭受汙染，或破損的晶圓承載工具及運輸盒，

以及提供抗磨損、抗腐蝕與平坦度的專業塗層等

方案。

半導體晶片在生產過程中，化學原料使用比

例極高，因此英特格以汙染防治為核心發展業

務，提供化學液過濾、氣體過濾、環境過濾、純

化器、純化系統與流量控制等，以及配送、管控

與運送製程液體的系統與組件服務，其次，微環

境產品線主要是預防半導體晶圓和太陽能電池遭

受汙染，或破裂的傳送工具、防護與運送磁碟機

元件的傳送盒與托盤。而在「特殊材料」部分，

則是為高純度表面提供抗腐蝕、與平坦度的特殊

塗布，以及高效能應用的優質石墨與碳化矽。

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半導體產業種保有一席之

地，英特格不僅積極投入先進技術研發，多年來

已累積進 2,000項專利，也透過一連串收購計畫，

提升整體產品與技術服務能力。如 2014年 4月收

購同樣在先進材料有相當優異表現的 ATMI，藉

此強化在廠務、離子注入、CMP、微影、刻蝕、

清洗等領域的能力，提供半導體業者一站式的完

整技術支援。

英特格亞太區銷售副總裁李邁北表示：「截

至目前，我們在全球擁有美國、德國、法國、以

色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臺灣、中國及新

■�英特格不僅積極投入先進技術研發，多年來已累積進 2,000

項專利，也透過一連串收購計畫，提升整體產品與技術服

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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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等地，設有營運據點，全球員工人數達到超

過 3,500名。至於公司整體營收表現，也隨著半

導體產業成長成顯平穩上升的趨勢。」

 專注品質提升與創新 獲各方肯定

英特格在 2014年營業額創下 9億 6,210萬美

元的佳績，從整體營收比重來看，最大部分來自

於亞洲市場，約占整體營收 64%，其次則為北美

的 25%，以及歐洲市場的 11%，與全球主要半導

體業者都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仔細分析英特

格營運表現的關鍵，不僅要歸功於產品完整與技

術服務完善，更是長期參與客戶開發先進產品的

專案，所奠定下來的良好基礎，如在為 Intel提供

汙染防治技術、關鍵材料處理與進階製程材料過

程中，便獲頒 2014年 Intel優質供應商獎肯定。

英特格董事長兼執行長 Bertrand Loy表示：

「這次榮獲 Intel優質供應商獎，我們深感榮幸，

能夠囊括這樣的殊榮，是全球 Entegris團隊努力

不懈的成果，團隊同仁們不遺餘力地提升了品質

系統與技術。我們致力協助世界級的頂尖科技業

者持續成長，同時肩負起環境與社會責任。期望

很快有新的機會，攜手拓展 Intel的技術藍圖。」

楊陳傑表示：「獲 Intel優質供應商獎的肯定，

不僅證明我們在創新研發與產品品質領域的成果

斐然，可隨時提供客戶所須的技術支援，也代表

英特格長年投入於環境保護、善盡社會公民的作

法，備受外界推崇。」

 擴大臺灣投資 強化夥伴關係

臺灣向來是全球半導體的研發重鎮，不僅具

備優秀的研發人才，而且具備成熟、先進的製造

環境，上、下游供應鏈之間的合作緊密，是英特

格在全球市場中非常重要的營運據點。為更貼近

市場與客戶需求，英特格除在新竹、臺中、臺南

等地設有銷售與服務據點之外，近 10年來也非常

積極擴大對臺投資。首先，是在 2005年投資 300

萬美元建設高科技服務中心，其重要功能是再現

真實的晶片廠環境，藉由提供先進技術策略服務

的方式，保持臺灣業者在市場競爭優勢。

英特格策略客戶群資深處長張凱翔說，半導

體業者在先進製程的試產、量產過程中，一定需

要技術人員隨時提供相關協助，而高科技服務中

■�為應付客戶的研發需求，英特格建構一套完整、24 小時

服務不中斷的技術服務平臺，能與國外研發團隊的能量整

合，即時回應客戶需求。

英特格

成立時間：1966年

公司規模：全球 2,000名員工

2014年營收：9億 6,210萬美元

英特格亞太區銷售副總裁 : 李邁北

英特格臺灣區資深總經理：楊陳傑

主要營業項目：汙染防治、微環境和特

殊材料

產業地位：全球最大先進材料與汙染防

治供應商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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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立之後，則能夠縮短技術服務提供的時間

差，確保客戶專案執行的進度。

其次，則是在 2011年於新竹建立新生產線

與亞洲產品應用與研發中心，主要生產使用於化

學機械研磨（CMP）液應用的過濾器、特殊塗布

的高級材料解決方案，以及奈米級汙染控制、磨

損防護與耐腐蝕解決方案的材料科學等等；

AADL更是提供包括分析和評估光蝕刻技術、

CMP、濕蝕刻與清洗所用液體過濾器的實驗室服

務。在英特格規畫中，研發中心落成後不僅可為

臺灣客戶提供更即時的服務與支援，也希望能藉

此擴展在半導體、太陽能，以及亞洲其他新興市

場的成長機會，奠定後續未來企業成長的動能。

英特格亞洲區人力資源處資深處長胡雯雯指

出，新竹研發中心成立後，英特格能更快速回應

與處理臺灣客戶的需求，不一定要仰賴美國總部

的技術協助。當然，一旦有其他問題需要其他研

發中心或總部支援時，新竹研發中心將可以扮演

居中協調角色，儘快讓問題獲得最完善的解決。

 與夥伴用相同設備 加速專案執行速度

儘管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上長年保有競爭

優勢，不過近年來在晶圓代工領域卻受到韓國業

者極大挑戰，投入先進製程研發速度也比過去

快，與材料商的合作也會比過去更為緊密。而長

年耕耘先進材料市場的英特格，為應付各地客戶

的研發需求，早就建構一套完整、24小時服務不

中斷的技術服務平臺，而在英特格新竹研發中心

成立後，則能於國外研發團隊的能量整合，即時

依照客戶回應的問題，即時針對先進材料配方進

行微調，加快研發專案的進度。

英特格技術策略副總裁Montray Leavy表示：

「我們客戶遍布全球，因此很早就建立技術服務

平臺，將全球各地研發中心資源整合起來，也有

一套完整作業流程，能讓客戶享受到 24小時服務

不中斷的支援，可以放心投入先進技術的研發。」

英特格新新竹研發中心的生產線設備，與臺

灣半導體業者的機器完全相同，不僅能夠將外在

因素降到最低，萬一客戶試產過程有任何問題，

研發中心同仁便能夠在參數調整完畢後，預先於

生產線進行測試，省下樣品來回送測的時間。

英特格先進技術開發處處長涂勝宏說：「研

發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與臺灣業者之

間的關係更為緊密，所以若半導體業者需要急著

生產樣品，而生產線又面臨沒有辦法臨時配合

時，也能夠利用我們的生產線進行小量生產，以

便能夠在最短時間將樣品送到客戶手上。」

 分析服務實驗室落成 增加整體服務能量

隨著新竹研發中心成立之後的效益逐漸浮

現，英特格又在 2014年 9月成立全新的分析服務

實驗室，此實驗室是該公司為於富蘭克林，馬薩

諸塞州的實驗室之延伸，主要用以測量無塵室環

境內的空氣分子污染，和提供 OEM公司惰性氣

體供應的材料內釋氣的檢測標準，以及空氣汙染

分子排除以及在光學蝕刻應用的延伸，對亞洲客

戶而言，預計可望減少 80%等待時間。 

楊陳傑表示，實驗室將有酸性，鹼性和揮發

性／凝結性有機汙染物 AMC的空氣，和惰性氣

體供給部分每兆濃度（PPT）等級的測試分析能

力，可滿足臺灣半導體業者的發展需求，而且目

前所有服務皆已通過了 ISO17025認證。

英特格一連串的投資案，不僅展現深耕臺灣

市場的決心，與對臺灣合作夥伴的重視，而在物

聯網商機來臨之際，臺灣半導體業者亦能藉此搶

進新市場，重新奠定在全球市場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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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為

太平洋各地區間的橋樑，挾

帶產業高度發展與高素質勞

動人口的優勢，是拓展國際

貿易的理想據點。在美商優

比速規畫中，將藉由新落成

的泛太平洋轉運中心，全力

搶攻亞洲市場商機。

撰文／林裕洋 
圖片提供／美商優比速

在
歐洲經濟長期不振、美國經濟復甦緩慢的

趨勢下，全球經濟發展重心明顯轉向亞洲

市場。身為全球最大運輸業者之一的美商優比速，

近年來持續擴大在亞太地區的投資計畫，藉由區

域內的服務擴張與強化遞送網絡，滿足國際出口

需求並掌握迅速成長的亞洲市場商機。

美商優比速借重臺灣居於亞洲樞紐的優勢，

選擇在桃園機場建構泛太平洋轉運中心，不僅總

占地面積達到 8.2萬平方英尺，搭配規畫完善基

礎設施，預計能提升超過 40%的出口作業處理效

能；進口作業處理效能亦將成長至原先的 2倍以

上。在貨運配送網路方面，美商優比速也同步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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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北至深圳的直航班機，並提供出口貨物取件

時間可延後 3小時的新服務。預計新業務能大幅

提升客戶於貨物運送作業上的彈性及效率，並協

助其將商業觸角延伸至世界舞臺。

美商優比速臺灣分公司總經理畢中偉說：「我

們在 2015年 1月將亞洲地區的 3個國家，納入美

商優比速全球貨運快遞〈UPS Worldwide Express 

Freight〉的服務範圍。該服務的推出，對於運送

緊急、高時效性與高單價的國際運輸很重要，能

夠加快對產品發布、庫存短缺、設備故障需更換

零件的速度，有助於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深耕高科技產業 推出客制化物流服務

臺灣向來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最重要國家

之一，而且長年在高科技領域占據領導地位，貢

獻近 6%的全球高科技產值。由於高科技產品生

命週期愈來愈短，物流供應商必須因應產業特性，

提供敏捷且彈性的服務。對此，美商優比速不僅

與臺灣高科技企業建立非常深厚的合作關係，也

主動為客戶建立一套效率供應鏈運輸體系，縮短

重要元件與商品的運輸時間。

在提供專業的物流解決方案之外，美商優比

速也會提供臺灣高科技客戶，與高科技領域的相

關市場趨勢，以便掌握當前重要議題與動態。從

美商優比速 2015年出版的《供應鏈變動調查報

告》中，明白指出亞太高科技公司在進入新興市

場發展的表現，遠較其他地區的企業落後，關鍵

在於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對近來出口大幅萎縮，

且面對中國紅色供應鏈挑戰的臺灣資訊產業，上

述資訊不僅有助於開拓新市場，也能夠藉由優化

供應鏈運輸的方式，重新強化整體市場競爭力。

畢中偉表示：「臺灣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扮

演太平洋各地區之間的橋樑，挾帶產業高度發展

與高素質勞動人口的優勢，正好是拓展國際貿易

的理想據點。在美商優比速規畫中，臺灣將扮演

的亞太區高科技轉運中心，因此，我們一直強化

在臺灣的服務能量，協助臺灣客戶更有效率的運

輸網路，以更短時間將產品運送到目的地。」

亞洲區域貿易頻繁  物流業競爭加劇

隨著中國市場大開，原本具備低廉工資、土

地成本的特色，也逐漸消失；甚至有美國專家指

出，若將產品良率、品質等因素納入考量，中國

製造成本恐怕還高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等地，也讓

美國製造議題再度成為產業界熱烈討論的議題。

不過，若將東南亞經濟體快速崛起的因素納

入考量，多數業者為貼近消費市場需求，仍然會

選擇持續在亞洲設立生產線，將生產基地從中國

移轉到越南、緬甸、印度等東南亞國家，美商優

比速就是一例。

除了亞洲區域貿易量將暴增之外，美商優比

速觀察到亞洲中產階級崛起，亦是一項非常值得

■�藉由區域內的服務擴張與強化遞送網絡，UPS 力求

滿足國際出口需求並掌握迅速成長的亞洲市場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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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趨勢。許多分析結果估計在 2020年前，亞

洲中產階級將超越 17.5億人，屆時全球將有高達

一半的中產階級分布在亞洲，將帶來可觀的消費

力道與零售商品消耗。從智慧型手機的持有情況

來看，2014年亞洲區有超過10億智慧型手機用戶，

預期 2019年持有數將高速成長至原先的 2倍，成

為驅動亞洲經濟與貿易量成長的另一股重要動能。

畢中偉說：「我們為保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將透過自身專業和科技，以及航空轉運中心、第

三方物流、倉儲服務、大量基礎設施、亞洲到美

國和歐洲的直航服務，把 220個國家和地域整合

成一個全球網絡，提供更快速且有效率的運輸服

務。而在客戶服務方面，同樣將以科技、系統，

多達 40萬位專業客服組成的團隊，滿足亞太區經

濟成長和變遷的需求。」

善用客制化服務 臺商可提升競爭力

臺灣自 1980年代切入資通訊產業開始，資訊

產業便扮演著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火車頭，2014

年臺灣的資通訊產業創造出 13.36%的年成長率，

是過去 3年以來最大的成長幅度。然而在韓國、

中國等競爭對手的挑戰下，美商優比速認為臺灣

業者除強化研發能力之外，若想要在高速變遷的

產業環境維持競爭優勢，也必須與物流供應商建

立良好的夥伴關係，進而透過客製化的物流解決

方案，迎合消費市場的需求。

舉例來說，市場上常見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用，

在運送國際的過程中往往會有許多限制，尤其國

際航空法對電池、橡膠製品等元件的規範日趨嚴

格，以致許多物流服務業者多會避免運送這類貨

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紛爭。在此狀況下，臺灣

資通訊業者若能善用美商優比速客製化的國際危

險品運送解決方案，預先備妥所需文件與通行證

明，便能在運送管制危險貨物時，預先避免遇到

可能的阻礙，將貨物即時送到目的地之中。

畢中偉說：「全球化競爭日趨激烈，我們可

以明顯感受跨國企業不再只關注價格，而是對客

制化運送服務需求日趨強烈。因此，美商優比速

不僅會將客制化服務引進臺灣，也會同步強化在

地速度，提供更快速、更遠播、更彈性的製成品、

技術元件與備品的運送服務，協助臺灣企業迅速

搶進商機無線的市場。」。

引進創新科技  建構產業競爭力

儘管臺灣腹地不大，但由於整體產業結構是

以出口導向為主，所以幾乎全球物流業者都在此

設服務中心，甚至在機場也有專屬服務人員協助

通關，並推出客制化解決方案。為求能在競爭日

益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美商優比速不只提供

專業物流服務，更能同時為企業提供專業的諮詢

服務，讓客制化服務能夠更貼近客戶需求，而非

僅流於口號。

首先，美商優比速會先釐清客戶的商業目標

及面臨的挑戰，不論客戶是來自醫療保健、高科

技、電子商務、零售、汽車或是製造等各種產業，

業務專員都會先畫出其供應鏈藍圖，以便能協助

客戶做出更好的決策。其次，則針對各種領域提

美商優比速

成立時間：1907年

公司規模：全球 435,000名員工

2014年營收：5,820億美元 

美商優比速臺灣分公司總經理：畢中偉

主要營業項目：國際商品運輸

產業地位：全球前三大物流公司

Profile

外商觀點_美商UPS.indd   28 2015/9/23   上午12:18



29

供專業的高價值解決方案，進一步為客

戶取得競爭優勢。

以美商優比速自行開發的包裹追蹤

管 理 服 務（Quantum View Manage, 

QVM）為例，能讓客戶將商業觸角延伸

至全球市場之中，並且更有效並安全地

管理運送狀態。除此之外，另一套無紙

化商業發票服務，則是業界首創，結合

訂單、運送過程以及商業發票資訊，能

夠提高全球清關程序的透明化，讓業者

掌握貨品的詳細運送過程。

在前述兩套系統之外，美商優比速

還推出線上託運系統服務，可提升效率、

達成自動化，和減少文書處理的科技工

具，客戶藉由簡單易用的操作介面，一

步步完成整個託運作業，並且享有節省

追蹤貨物遞送狀態時間的好處，比起傳統電話查

詢要方便許多。

「我們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投資，絕對超過外

界想像。美國富比士雜誌於 2009年公告的全球兩

千大企業排行榜中，甚至將美商優比速評為應用

運輸的科技公司，而非應用科技的物流公司。」

畢中偉指出：「美商優比速每年都在全球各地投

入 10億美元發展創新科技，以迎合各區域當前及

未來的商業趨勢。從無紙科技到即時天氣和威脅

監測，包含道路施工、政治動亂到交通事故等應

用，確保能為客戶提供更快速與智慧化的服務。」

借重臺灣地理優勢  深耕亞太市場

為鞏固在市場上的領先地位，美商優比速在

上述創新服務之外，亦於 2015年推出多項可提升

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與服務，如貿易管理服務，

包括貿易諮詢、進出口技術指導與管理服務，可

望強化客戶與美商優比速的連結。其次，該公司

亦將小型包裹的快遞服務與契約物流，拓展至緬

甸等新興市場之中，以迎合全球製造業逐漸轉向

南亞國家的風潮。

畢中偉說：「我們亦將亞洲區內的轉運時間

縮短到一日內完成，這代表亞洲區域內貿易運輸，

以及亞洲到美國之間的貨物運送，皆能在 24小時

內順利送達目的地。而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貨物配

送，亦可在在 48小時內送達。如今這項服務地域

範圍，已涵蓋印尼、日本、菲律賓及韓國等的 27

個城市，預計 2018年以前能涵蓋近 40個城市。」

在美商優比速規畫中，亞洲市場絕對是未來

非常重要的市場，所以希望能夠在臺灣泛太平洋

轉運中心的基礎上，推出更多樣化的全球服務組

合，以期到達更高、更遼闊的視野。此外，美商

優比速也希望扮演推動臺灣出口成長的關鍵角

色，為推動經濟發展盡一份心力。

■�在桃園的泛太平洋轉運中心搭配規畫完善基礎設施，預計能提

升超過40% 的出口作業處理效能；進口作業處理效能亦將成

長至原先的2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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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家以技術研發的本土

公司，憑著實力，成為手

機大廠為一合格認證；指

定使用其機臺做為印刷觸

控面板、電腦螢幕面板的

廠商；東遠精技以自創品

牌 ATMA深耕遠播，行銷

全世界，充分展現全力打

拚的奮戰精神。

撰文／陳宗琳  
攝影／邱如仁

小
從口紅、大到T霸廣告看版；精密度從手錶

鏡面到手機上的觸控面板、印刷電路板，

在你我生活周遭有許多大小物品，只要需印刷加

工，都可能出自東遠精技所研發、製造的網版印

刷機。這間年營業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的東遠精

技，深耕網版印刷技術超過30年，在臺灣早已是

業界領先品牌，在全世界更排名前五大。

寫下如此輝煌成績的正是東遠精技董事長陳

東欽，但一開始踏入網版印刷這個產業，完全只

是無心插柳。

 想印萬年曆，反而踏入專業網印領域

從小家境並不富裕的陳東欽，初中畢業就外

出當黑手學徒，但承襲父親的教育，觀察力與學

習力強。在當兵時剛好在兵工廠服役，陳東欽除

了學到美軍的管理方式外，也從中看到未來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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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潮流，他說：「美軍在製造軍械時，都有一套

大量的標準化流程，超過公差的零件全數不用，

以維持品質的統一與標準。」這樣的觀念深烙在

陳東欽的心中。

但在當時，臺灣的鐵工廠通常不是如此，這

讓陳東欽不能接受。直到進入日商工作，雖然勤

奮努力，表現優異，但因為學歷不夠苦無升遷機

會，進而決心要自行創業，他心想如果要創業就

要充實自己，於是到民間的青年服務社學習各種

機械領域課程，計畫著自行創業、研發新型萬年

曆。

印刷萬年曆就必須要有印刷機，但當時連印

刷機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的陳東欽，藉由老師的

引導，憑著對機械加工的經驗及信念，自己設計

出更好用的手印臺，沒想到才一推出就獲得市場

的好評，之後便開始製造販售簡單好用的手印臺。

在這樣無心插柳下，陳東欽展開了網版印刷

的創業過程，慢慢地累積研發經驗與能力，建立

起東遠精技今日的網印王國。回想這一段過往時，

陳東欽眼神充滿自信：「那時一個月可以生產 500

臺，甚至很多同行都跟我調機臺，但沒多久，手

印臺就被仿冒了，那時我就想，日後一定要有自

己的商標，而且要不斷創新研發新的機臺，只要

自己有設計實力，就不怕別人來學。」於是，陳

東欽開始學習工業製圖及設計，以實力奠定日後

基礎。

 參展一炮而紅，成功拓展海外市場

當時國內生產網版印刷機工廠，幾乎都以複

製國外大廠的機器為主，但陳東欽堅持不仿冒別

人，「記得有一次參加歐洲產品展覽時，看到一

種氣動式的網版印刷機，專門印手錶等精密產品，

於是我回家研究改良，設計出專屬的氣動式網版

印刷機；之後參加印刷展時，因為精巧好用，一

炮而紅。」而這款氣動式網版印刷機，也讓陳東

欽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這是在創業短短一年的

時間內。

從 1980年開始生產製造氣動式網版印刷機

後，陳東欽看到臺灣市場的侷限性，心想必須開

創海外市場，且要能和全球專業的網印機品牌競

爭，才有機會拓展海外，因此積極四處參展，也

因為東遠精技所製造的氣動式網版印刷機技術創

新、品質穩定、操作簡便，在東南亞參展時一舉

打下知名度。

之後就陸續有歐、美、日找上東遠精技做代

工，但陳東欽都因為珍惜東遠精技一路走來所建

立的品質形象及對客戶的誠信，而拒絕邀約，直

到在美國遇到德國網版印刷廠商ESC，成為東遠在

歐洲的代理商後，東遠精技才真正打通歐美與世

界市場。

對產品品質及外觀細緻度一向要求嚴謹的陳

東欽，在與德國 ESC合作後，體認到歐洲對產品

安全上的要求，「剛開始，我們的機臺被德國人

■�東遠精技重視研發，光是研發團隊就占了總員工人數的

近 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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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的半死，他們認為臺灣在機器的設計上，人身

安全保護裝置做得不夠好。那時，東遠的研發人

員若要出差德國裝機，都要有被罵的心理準備。」

陳東欽笑著說，但也是經過德國的技術指導，讓

東遠的技術能量得以提升，很快地就能設計出符

合人體工學、操作上安全無虞的產品，且遠比同

業做得更好。

要做品質好的機器，東遠精技勢必需要耗費

更高的成本，但在陳東欽對品質標準化、規格化

的要求下，始終以統一規格、大量生產，不但不

會因為價格不同而有品質上的差異，同時也因自

動化生產，降低了許多不必要的成本。

 重視研發，黑手小弟變身網版大哥

從創業開始，東遠精技的機器都是由陳東欽

一手設計，相當重視研發的他，對投資研發團隊

的軟硬體設備也一點都不手軟。「在員工總人數

超過 260人中，研發團隊就占了二成五，達 60餘

人，包括機構、機電、視覺軟體開發等單位。」

光是研發設備就耗資數千萬。陳東欽回想這 30多

年來臺灣的網版印刷機市場，幾乎已是東遠精技

的天下，「我發明的機臺已經成為風潮，更成為

大家爭相複製的對象，以前那個黑手小弟，現在

算是網版印刷機的大哥了。」

也因為專注於研發、創新，東遠精技的研發

技術一直是印刷工業界的領頭羊，現在市場上經

常流通一句話：「如果網版印刷有解決不了的問

題，找東遠陳老闆就對了！」由此也看出東遠精

技的研發能量有目共睹。

如今，東遠精技所研發的產品已經延伸到其

他專業的用途上，產品項目從低階手印臺到高階

光電科技全自動網印機，進而研發太陽能矽晶網

印機，應用遍及電腦產品、光電科技產業、通訊

產品，甚至是太陽綠能與生物科技產品上。「我

們的產品在國內外獲獎無數，且已取得國內外專

利達百餘項。」陳東欽說。

 取得蘋果訂單，練就量產真功夫

網版印刷技術在全世界應用的產品很多，幾

乎處處都能看到東遠的足跡，陳東欽自豪的說：

「我不敢說東遠的營業額最大，但一定是產量最

高的網版印刷機業者。」

陳東欽回憶與蘋果（Apple）合作的過程，時

間回到 2007年，iPhone手機趕著上市，但網印精

度、良率卻一直無法提高，在全球高科技廠束手

無策下，蘋果找上東遠精技，不到 3天的時間，

就解決了良率問題，並立即進行測試驗證，只花

了 2至 3個星期就驗證完成，但蘋果的訂單要的

是高精密對位的網印機，並且在一個月內要交貨

11臺，當時東遠精技並沒有現成的機臺，必須替

iPhone量身打造，平常要花 3個月的研發製作才

得以完成，但蘋果公司堅持只給 25天時間，否則

就來不及上市！於是，他動員了所有的研發及生

產的人員，領著員工幾乎不眠不休地趕工，硬是

在 25天內完成了這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讓 iPhone

能順利推出。

回想起這一段，陳東欽仍忍不住笑了起來。

終於在期限內準時交貨，客戶也相當滿意，當下

又訂製幾百臺，這也讓東遠成為蘋果公司「全球

唯一」認證網版印刷機臺供應商，所有代工廠也

都訂購東遠精技的機臺。

「到目前為止，東遠精技銷售給 Apple的印

刷機已經超過一萬六千臺，」這也讓東遠精技的

營收在短短的兩年間三級跳，合併營業額最高達

新臺幣 36億元，陳東欽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接

了手機大廠的訂單，而東遠精技能在短時間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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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量訂單的需求，更展現了全公司上下一心的

應變能力。

 以圖面為標準，僅容許 0.025mm誤差

比同業更早經營外銷市場，也意味著陳東欽

很早就有全球布局的概念，自然也搶得先機與高

市場占有率。如今，東遠在全球有 42個海外代理

經銷商，產品販售超過 70個國家地區，「因為品

質要求嚴謹，才能大量外銷，很多同業看到我們

外銷發展順利，都想跟著一起前往展覽，但都鎩

羽而歸。」陳東欽認為，東遠精技贏的關鍵就在

於標準化，公差、規格都統一，且品管控制能力

強，而這也是東遠經營理念的最高的展現──堅

持最高品質承諾。

「我的機臺誤差是可以維持在 0.025mm範圍

之內，這是國際標準公差，是其他廠商難以要求

與實踐的。」0.025mm到底有多細？其實相當於「二

分之一」的頭髮細度，而一般廠商若能誤差到

0.05mm就已經算不錯了。

陳東欽說，「如今網印技術已經越來越複雜、

要求精密，且越來越自動化，因此更要求品質，

在品質規格化上，我特別要求以標準化圖面為基

準，如果能自由解釋的圖面，就不等於標準化。

所有設計一概以圖面為主，如果有疑問或錯誤，

就一定要從圖面先修正，才能達到品質的一致

性。」很多廠商都知道自動化生產必須做到這一

點，但東遠精技已經執行超過 30年，自然領先同

業許多。

觀察東遠精技的成功關鍵，莫過於掌握先機，

且能超越客戶的要求進行研發，也懂得深耕技術，

投入大量研發成本，培養一群傑出的研發人員，

願意創新、改變，再者，則是別人學不來的標準

化及模組優勢。

搶得中國灘頭堡，防仿冒練就一身好功夫

從 1980年代就已進入中國大陸布局的陳東

欽，跑了大江南北，參與了無數次展覽，也成功

打下品牌知名度，建立了中國大陸的灘頭堡，但

他指出，「昆山的廠房早在 20年前就已經買下，

但我們一直沒使用，直到 12年前才正式啟用。」

陳東欽說，主要原因除了是對當地員工的素質失

去信心外，另一方面也因為仿冒問題過於嚴重而

卻步。

東遠現在最大的競爭對手反而是中國大陸，

那裡的仿冒問題嚴重，有時連型錄、操作手冊都

仿的一模一樣。所幸，如今東遠精技已經找到解

決的方式，也加速研發的腳步，開發高階機種，

同時也以品質及價格壓制仿冒廠商，也因為品牌

具保證，至今銷售成績不減。

從一家技術研發的本土企業，憑著臺灣刻苦

打拚的水牛精神，東遠精技已經蛻變成為國際知

名品牌，接下來，也將進一步與德、英、美等歐

洲市場接軌，並將跨足上、下游，與相關廠商合

作，完成整條網印產業供應鏈，相信陳東欽所堅

信的「誠、勤、信、和」精神，必能拚出一條康

莊大道！。

Pr
of

ile

東遠精技

．成立：1979年
．公司規模：全球 400名員工
．2014年營收：12億 6,448萬元
．董事長：陳東欽

．主要營業項目：網版印刷設備，包括氣動

式平面網版機、半自動大型海報網印機、半

自動玻璃網印機、電動式平面網印機、全自

動影像對位薄膜網印機等。

．產業地位：國際手機大廠唯一認證觸控面

板製程印刷機臺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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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車用電子目前高速成

長的內容，其實早在 33年

前，就被車王電子董事長

蔡裕慶所預測到，並作為

公司成立時的核心產品。

撰文／孫慶龍

攝影／蔡世豪

美
國傳奇創業家，同時也是特斯拉汽車(Tesla 

Motors)創辦人Elon Musk今年在加州聖荷西

所舉辦的一場科技大會中，語出驚人表示：「未

來人類開車，將被列為違法行為，自動駕駛將會

在全社會普及。」

Musk這番看似夢想的談話，同樣也獲得產

業界的認同，營收中有高達 76%來自車用電子的

車王電子董事長蔡裕慶提出時間表，進一步補充

說明：「前陣子，我參加一個兩岸產業的論壇，

會中提到 2025年到 2028年，日本與歐洲的高速

公路，一定會進入到所謂的自動駕駛，而中國大

陸的政策目標，則是 2020年，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一級 (初級 )的安裝率達到 50%，2025年達到

30%汽車具備三級自動駕駛的條件。」

換言之，當全球主要國家都開始大力推動汽

車自動駕駛的科技革命時，未來 5到 10年，車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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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不僅將繼續維持明星產業的光環，根據研調

機構預估，2014年年產值已達到 2,050億美元 (

相當於全球 NB產值 884億美元 2.35倍 )的車用

電子產業，2020年以前，至少每年還可維持 8.5%

以上的成長力道。

洞燭先機產業趨勢

創業初期便鎖定車用電子

然而，全球車用電子目前高速成長的內容，

其實早在 33年以前，就被蔡裕慶所觀察預測到，

他回憶說：「1976年到 1980年期間，看到許多

研究報告指出，公元 2000年，引擎室的電子零件

將從當時幾乎是零的比率，躍升到 25%，因此在

做創業規劃時，由於是要找一個有未來性的產

業，便鎖定了車用電子。」

不過，1982年車王電子成立的年代，車用電

子運用在汽車的比率非常少，因此蔡裕慶與當時

的創業夥伴，便鎖定電子點火器、電壓調節器及

整流器，作為公司成立初期的核心產品，前者為

汽車的心臟，功能是控制點火線圈，提供正確的

點火能量與角度來發動引擎，後者則是將發電機

產生的交流電轉化為直流電。

由於蔡裕慶本身具有臺北工專電機學歷的背

景，加上創業夥伴曾在三陽汽車擔任電裝品工程

師的經歷，因此在白天跑業務，晚上拚研發的努

力下，公司成立前三年，營業額便從第一年的 68

萬，跳升到隔年的 600多萬，與第三年的 2900多

萬，而為了支應公司快速擴廠的需求，蔡裕慶也

決定將公司從臺北南港，搬到從小生長，土地價

格也便宜許多的臺中大雅。

跨入工具產業

堅持無線化與電子化的產品趨勢

「搬回大雅時，膽子也變大了，甚至透過一

家日本商社的介紹，就想把汽車零件直接賣給歐

洲車廠，」他語帶玩笑說，當時想要合作的對象

規模都很大，任何一間辦公室都比車王電還大，

但即便如此，不但沒有降低爭取訂單的企圖，與

法國標誌集團Peugeot旗下工具部門頻繁接觸後，

甚至觀察到汽車維修工具的產業前景，因此決定

跨入生產製造。

然而，當時汽車維修的工具，雖然主要結構

都是機械零件，但蔡裕慶認為未來一定會朝向

「無線化」與「電子化」的兩大趨勢發展，因此

一方面透過購併其他公司，補足本身在電機與機

械製造能力不足的地方，另一方面則堅持研發方

向，一定要朝向充電式工具，而非傳統的插電工

具。

蔡裕慶的堅持，不僅讓車王電搭上對的產業

趨勢，「以最新拆輪胎、引擎等充電式工具為例，

電子材料成本已佔到 7到 8成的比重，機械零件

的比率已經很少了，」他接著接，2009年時更透

過取得通用旗下 ACDelco品牌授權，與自創

Durofix品牌，提供包括電鑽、數位扭力板手、電

動起子機、磨光機、手持式管線錄影機等 60種以
■�車王電透過深化IT 資訊處理的能力，提早布局具

備產業前景的產品，也奠定車用電子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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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電動工具，其中產的應用範圍，更跨入到生產

與維修標準更加精密的航太產業。

如今的車王電，除了已經發展成為生產基地

橫跨臺中與大陸寧波的臺商企業之外，更分別在

美東、美西、英國、巴西等地設有子公司與行銷

服務據點。

下一個看好產業：車聯網

百分之百會大力發展

每次總能領先市場洞燭先機的蔡裕慶，下一

個看好的產業，就是車聯網。

所謂車聯網，指得就是透過先進的感測技

術、通訊技術、數據處理技術、與自動控制技術，

達到車況分析、導航規劃、遠端監控、交通事故

管理、車輛防盜等目的，並實現人、車、道路、

與環境之間最有效率的運行。

「我認為車聯網中未來絕對會百分之百大力

發展的，就是關於車用安全，因此初期選定兩項

產品，一個是無線胎壓偵測，一個是攝像頭及環

視系統。」他進一步補充，所謂胎壓偵測，就是

汽車駕駛時，可對輪胎漏氣與低氣壓進行警報提

示的行車安全系統，而攝像頭的產品應用，可延

伸出例如可在夜間辨識 150公尺以外影像的夜視

系統、倒車時能清楚看到車後景物的後視鏡、與

在汽車四周架設攝影機，可呈現由上往下俯視畫

面的環視安全系統。

整體而言，目前車王電的產品營收中，關於

車用安全的設備比重，雖然僅約 5%到 10%，但隨

著大陸寧波廠與臺中廠所新增的產能，於今年開

始陸續加入營運，因此預估將可進一步提升到

10%~20%的比重，成為另一個提供車王電未來營

運成長的重要產品線。

然而，蔡裕慶也不諱言指出，上述這些關於

車用安全的設備，最後都會被整併到 ADAS先進

行車輔助安全系統，因此一方面在下游客戶的布

局，一定要打入直接與品牌汽車廠合作的第一階

廠 (Tier1)關係，絕對不能變成第二階廠 (Tier2)甚

至第三階廠 (Tier3)廠，另一方面則積極投入

ADAS的產品研發。

此外，與品牌車廠的合作，他認為若直接與

歐、美、日等車廠合作，由於會牽涉到就地服務、

同步與協同設計等問題，因此經營上會有很高的

■�自創的 Durofix 品牌，生產包括電鑽、數位扭力板手、電

動起子機、磨光機等 60 種以上電動工具，應用範圍更跨

入生產與維修標準更加精密的航太產業。

■�蔡裕慶大膽預測，車用安全未來絕對會百分之百大

力發展，因此選定兩項產品，一個是無線胎壓偵

測、一個是攝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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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但若能與中國大陸、印度、甚至伊朗等地

的品牌廠合作，反而能凸顯出臺灣廠商的競爭優

勢，「2年前，有一家印度前三大集團的企業，

很積極來臺找合作機會，當時我問他為什麼要找

臺灣，他的回答是，只有臺灣最符合性價比的需

求，」蔡裕慶自豪地表示。

車聯網成敗關鍵在商業模式

車王電推出自行研發的 IOV產品

再者，蔡裕慶認為，未來車聯網 (Internet of 

Vehicle，簡稱 IOV)成敗的關鍵，將決定在商業

模式的運作上，因此今年 7月 30日，車王電也推

出並對外發表自行所研發的 IOV產品。

車王電這套 IOV產品，其實原本是運用在公

司內部管理的資訊及通訊系統，而負責這系統開

發的關鍵人物，就是曾在臺灣最大 ERP軟體擔任

產品經理，並於 2009年加入車王電，帶領 11人

團隊進行 IT整併工程的資訊部經理賴昶予，他觀

察說，車王電有一個很明顯的企業文化，就是對

IT管理著墨非常深，公司成立第 3年 (1985年 )

便開始導入一系列關於銷售、製造與服務一體化

的資訊管理系統，2002年推動公文電子化作業，

每年省下超過 10萬張紙的消耗，如今更透過智慧

化影像監控及通訊協同作業平臺，不僅做到同步

處理影像、聲音、與資訊的功能，每年更為集團

省下龐大的通訊費，「車王電雖然已發展成為員

工數超過 1500人、業務遍及全球的跨國企業，但

臺灣總部每個月的通訊費，卻僅有約 1000美金而

已，」賴昶予非常自豪地表示。

他進一步解釋，這套系統平臺可結合包括電

腦、NB、平板、手機與各式監控設備，進行無遠

弗屆的橫向管理，舉例來說，遠在英國子公司的

業務，不只可透過手機查詢客戶資料、掌握最新

銷售與營運情況，過程中若有任何產品問題，又

可即時與臺灣總公司的工程師，進行線上視訊會

議，甚至還可透過遠端監控系統，直接連線到中

國大陸的生產線，隨時掌握並處理每一個生產線

的當下狀況。

蔡裕慶補充說明，隨著 4G網路環境的越加

成熟及未來 5G的發展，全球各大車廠都已紛紛

投入到車聯網的應用上，而車王電所推出的這套

IOV產品，使用者只要透過智慧型手機，便可在

遠端下達指令，不用親臨現場就可將影像、聲音、

甚至資訊全部結合在一起，而此項技術未來甚至

還可運用在醫療領域，例如位在美國的醫生，便

可藉由達文西機械手臂，完成位在非洲病人的開

刀手術。

換言之，此時車王電推出切入 IOV的新產品

內容，雖然推廣效益預估要到明年以後才會逐漸

發酵，但由於整體產品的架構，除了軟體的開發，

還延伸到伺服器、電腦主機、以及交換機等硬體

設備的結合，因此將可提供未來車王電將核心產

品技術，延伸到 ADAS先進行車輔助安全系統的

整合內容。

總結而論，車王電子從 1982年成立以來，

不僅透過深化 IT資訊處理的能力，打通公司營運

管理的任督二脈，更藉由提早佈局具備產業前景

的產品，奠定公司得以不斷成長的營運內容。  

Pr
of

ile

車王電子

．成立：1982年
．董事長：蔡裕慶

．資本額：9.48億元
．主要業務：車用電子 76.57%、電動工具

機 23.43%
．2014年合併營收：26.5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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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投資新觀點

經濟逆勢成長 臺商積極布局

產官齊努力
印度市場值得期待
2015年印度GDP成長率可望超過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市場；面對此一契機，臺商應緊

鑼密鼓找出印度內需市場與產業的潛在商機，提前布局，開拓新藍海，同時也為我國近來呈現衰

退的出口能量，帶來新的成長動能。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法新社

全
球經濟在歷經2014年的緩慢回溫之後，原

本預期2015年將再往上升溫，然而，觀察

近幾個月來的國際經濟情勢，不僅美國、日本

均下修2015年經濟展望，中國大陸也因為股市

大幅波動引發市場疑慮，歐元區更在希臘債務

問題持續延燒，難以好轉下，連帶影響東協國

家的經濟表現。

在全球各大區域經濟體倒轉直下之際，位

於南亞的古老國度──印度，經濟發展卻逆勢

看漲，值得臺商審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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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印度GDP成長率
可望超越中國大陸

印度人口超過 12億，國內生產毛額（GDP）

位居全球第 10大，為極具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

印度自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經濟連續 2年維

持高度成長，2009年與 2010年財政年度GDP成長

率分別為 7.4%及 8.6%。儘管自 2011年下半年起

受到全球經濟不佳影響，印度經濟表現略受波及，

但是 2011年與 2012年度 GDP成長率仍高達 6.5%

與 5%，2013年 GDP雖然又掉到 4.7%，但是 2014

年又大幅攀升到 7.4%，這樣的強勁動能持續延續

到 2015年。

印度財政部預估，印度經濟在 2015年 4月 1

日起的財政年度，可望比 2014年強勁；國際貨幣

基金（IMF）也預測，2015年印度經濟成長率預估

將達到 7.2%；另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也提到，印度 2015年經濟成長可望達 7.7%，一舉

超過中國大陸的 7.0%。

過去一年多來印度經濟得以快速成長，與印

度新任總理莫迪（Modi）於2014年5月上任之後，

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開放與建設有關，中華民國對

外發展貿易協會市場研究處指出，莫迪上任之後，

除了預計於 5年內投入 2兆美元改善基礎建設，

其積極推動的「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策略

與「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政策，將使印

度成功模仿中國大陸模式，帶動其經濟與產業的

高速成長。

由於印度為臺灣第 16大出口市場，因此該國

經濟的持續成長，也對臺商帶來契機。深入觀察

臺灣產業在印度市場的機會，該國正積極推動的

數位印度與在印度製造，以及「百座智慧城市」、

「家家有電戶戶有廁」等新政目標，將使印度對

資通訊、安全監控、綠能及太陽能、衛浴五金與

機械電機等產品與服務都有迫切需求，臺灣相關

業者應該積極切入。

經濟部加碼協助臺商拓銷印度

雖然相較於中國大陸與東協市場，臺商在印

度的布局略顯不足，但是過去 20年來，臺印之間

的經貿往來一直持續深化。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

臺印雙邊自 1995年互設辦事處之後，雙邊的經貿

關係有顯著改善，其中雙邊貿易額從 1995年的 9

億 3,400萬美元增至 2014年的 59億美元，成長

近 6倍。

在投資方面，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資料顯示，

截至 2015年 7月，含自臺灣以外第三地投資者在

內，已經在印度投資臺商計約 80家廠商，投資總

金額約 14億美元。在印度投資的廠商中，具相當

規模的投資臺商有鴻海集團、台達電子、聯發科、

中鋼、中橡、台橡、正新輪胎、大陸工程及中鼎

工程等。

有鑑於印度經濟持續穩定成長，且印度產業

結構與臺灣具有互補性，雙邊經貿發展潛力無窮，

再加上印度擁有廣大市場與豐沛勞動力，印度無

疑是臺商在中國大陸以外，最適合投資與拓展商

機的國家，另外，由於印度目前已與日本韓國等

簽署 14個 FTA或 ECA，並正與歐盟（EU）洽簽

FTA及RECP談判，臺商如果在印度投資布局，可

利用 FTA對外出口享關稅優惠利益，提升臺商在

全球市場布局的競爭力。種種因素之下，我國政

府已將印度列為貿易拓展及投資布局的重點目標

國家。

籌組訪問團，協助臺商了解印度投資環境

面對印度高度符合臺商前往投資，我國政府

各部會積極協助臺商在印度市場的拓銷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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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鑑於印度汽車產業正快速成長，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已經於 2014年首次針對印度汽車產業

籌組投資考察團，協助我國汽車產業相關業者瞭

解印度汽車產業投資環境，包括車用電子、輪胎、

連接器、橡膠、塗料、模具、精密零件及汽車流

通業等 21家汽車產業相關廠商與單位共 29位代

表參與。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指出，該訪問團除參訪印

度的 Toyota、Volvo、Tata、Suzuki等主要車廠，

以及 Bajaj、Honda兩家主要機車廠，瞭解各該車

廠營運概況之外，並與各車廠高階主管就其零組

件採購政策、採購程序、認證標準等，與我廠商

直接進行深入溝通與說明。

訪談過程中，各車廠皆對臺灣產製的汽車零

組件及車用電子設備品質，表達高度的肯定之意，

也對採用我國相關產品展現高度興趣。

看好印度汽車產業及市場發展潛力，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於2015年10月11日至17日籌組「2015

年印度汽車產業投資考察團」，邀集臺商赴印度

拜會當地政府投資主管機關、參訪工業區暨車廠，

如印度重要汽車產業聚落以及Mahindra與 HERO

等主要汽機車大廠，協助我國業者能對印度汽車

產業概況及分布情形有更深入的瞭解，並與印度

主要車廠建立直接聯繫，有利後續拓展布局商機。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引述國際汽車製造業組織

（OICA）」的統計資料指出，2010年印度已成為

全球第六大汽車生產國，2013年印度汽車產量達

388 萬輛，銷售達 324 萬輛。預計 2016年印度汽

車工業產值將達 1,450億美元，而 2014年印度自

臺灣進口汽車相關品項達 48.08億美元，占進口

比重達 1.05％，未來臺商可持續加強投資與拓銷

力道，對印度汽車產業有更深的布局。

■印度人口超過12 億，國內生產毛額（GDP）位居全球第10 大，為極具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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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之外，我國地方政

府也看準印度市場商機，積極協

助臺商開拓印度市場，例如，新

北市政府為協助產業切入印度市

場，於 2015年 7月整合轄內二

大產業公會及 23家廠商，以貿

易拓展、產業合作及投資探路三

合一模式前進印度市場，不但在

孟買、清奈與當地 3個最大產業

公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建立產業合作與交流關係，也在

第一時間就促成高達新臺幣 22.6

億元的採購商機，為臺商成功搶

得先機。

為數不少臺商已成功開拓印度市場

事實上，隨著臺印之間的經貿往來趨於緊密，

以及政府積極協助臺商了解印度投資環境，掌握

投資商機與風險所在，近年來成功布局印度市場

的臺商陸續增加，例如汽車物流服務公司東立物

流，就已經在印度市場開闢一片天地。

東立物流總經理施皇吉指出，區域經濟整合

趨勢促使全球汽車公司積極在亞洲各國之間進行

整廠與零組件的水平分工。看上這股潮流，東立

物流也加強布局亞洲市場，而汽車市場發展潛力

極大的印度，就是東立物流海外布局的首選之一。

施皇吉進一步指出，2008年東立物流就開始

評估投資印度的可能性，2010年即採取與印度合

作夥伴合資的方式進入市場，至今已經在清奈與

孟買附近的浦那（Pune）設置工廠，累積在印度

至少有 4個據點，而包括印度最大汽車品牌廠塔

塔汽車公司（Tata Motors）與 Ashok Leyland等，

都已經是東立物流的客戶。

以塔塔汽車為例，東立物流為塔塔汽車在印

度的汽車零件進行包裝、裝箱，再以海運將汽車

零組件運送到塔塔汽車位於泰國的工廠。如此一

來，塔塔汽車就不用花太多心力於複雜的物流環

節，一條龍服務為客戶創造創造的省時、省力與

省成本效益，成功促使東立物流打開印度市場。

不過，儘管在印度市場已經逐漸站穩腳步，

但是東立物流仍然步步為營來降低投資風險。施

皇吉強調，印度在人力的聘用、匯率、各城市語

言與稅制的不同，都是臺商前往布局時必須謹慎

注意的重點，唯有盡可能減少風險、才能提高成

功開拓市場的機率。

近年來，隨著全球區域經濟板塊變動，新興

市場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成長新動力，印度由於

人口及土地等資源眾多，且莫迪政府積極招商引

資，成為各跨國企業矚目之新興市場，為掌握印

度經濟興起之商機，政府將持續協助臺商布局，

以拓展我國經貿版圖。

■印度無論在人力聘用、匯率、各城市語言與稅制皆有不同，台商前往布局

宜盡可能減少風險、才能提高成功開拓市場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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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招商論壇

競爭優勢領先  
外商投資意願高
臺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擁有充沛的創新研發能量與優質的人才，更以堅實的製造

業能量聞名於世。為讓更多世界投資者聚焦在臺灣，經濟部於 2015 年 9 月 2 日舉行「2015 年全

球招商論壇」（2015 Taiwan Business Alliance Conference），現場十分熱絡。

撰文／ Amily Lee  攝影／邱如仁

為
展現政府對投資者的重視，總統馬英九受

邀與會致辭，他表示，臺灣辦理國際招商

大會已邁入第12年，自他上任以來，即重視臺灣

的經濟發展，如2010年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FA）、2013年分別完成「臺紐經濟合作協

定」（A N Z T E C）及「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的簽署，目前更刻不容緩地推動臺灣

與其他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定（ECA），積

極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CP）等全球區域經濟整

合，彰顯出臺灣在亞太經濟樞紐地位的重要性。

他指出，臺灣有 4項主要投資環境優勢，包

括有效率且完整的產業群落、優秀的研發環境、

高品質的人力資源、友善安全的生活環境等。特

別是剛出爐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 BERI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評

比 50國的投資環境報告中，臺灣名列全球第四，

僅次於新加坡、瑞士與德國。

政府為了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創造產業新契

機，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區」與「創業拔萃方案」

等重大經建政策之規畫，以法規制度鬆綁加強人

流、物流與金流的流通，已經創造出與世界接軌

的投資環境，盼以此吸引國際人才、資金投入及

技術引進，達成產業升級轉型目標，提升臺灣在

全球價值鏈的角色功能。

招商 66 家企業  投資額創新高

經濟部部長鄧振中於致詞時表示，參考國際

趨勢及先進國家調整產業的經驗，配合臺灣現階

段推動重大經建政策，選定招商產業範疇為隱形

冠軍、智慧城市（4G通訊產業）、離岸風力發電、

電動客貨車輛、半導體設備、電子材料、觀光休

閒產業、零售、生技醫藥及資訊服務等。預計未

來 5年這些相關產業投資商機，將超過新臺幣 1.5

兆元。

經濟部表示，2015年全球招商成果截至目前

為止已有 66家廠商表達投資意願，投資金額達新

臺幣 1,560億元，創歷年新高，預計將可創造 1

萬 5,355個就業機會。經濟部更與其中 20家具指

標性的外商企業共同簽署投資意向書（LOI），表

投資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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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招商論壇

競爭優勢領先  
外商投資意願高

達來臺投資或在臺擴大深耕的意願，未來 3年預

計在臺投資金額將超過新臺幣 1,000億元。

為持續營造一個國內外企業決策者、產業專

業人士及創投業者尋找跨國企業合作投資的理想

平臺，特別邀請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何子明針對「臺灣投資環境與機

會」，以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營運

長周建宏就「臺灣與跨國企業合作布局全球」進

行專題演講。

營造友善的投資環境及創新策略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何子明來臺灣上任一年多，對臺灣的投資環

境表示滿意。他舉星展為例，1983年從新加坡來

臺灣設點時才 1家銀行，至 2008年接管臺灣寶華

商業銀行（Bowa Bank），才開始拓展營業版圖，

並積極接觸中小企業。

他認為臺灣具有絕佳的投資競爭力的原因包

括：跟臺灣有經貿往來的國家高達 140國。且在

稅收策略上，企業所得稅由 25%減至 17%，且對

重點發展產業創新研究提供 15%的稅收減免。在

創新研發方面，臺灣光在 2014年投資在研發基金

就占 GDP的 2.4%，國際研發中心高達 54個，國

內研發中心也有 145個之多。在發展策略上，政

府提供中小企業 50%的研發經費貼補、信用擔保

基金政策等多項措施及優惠政策，都足以吸引外

商前來投資。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營運長周建

宏則針對「臺灣與跨國企業合作布局全球」進行

演說，他指出，從全球 GDP的消長可窺見全球經

濟發展動能從原本的歐洲七大工業國轉移至新興

國家的七小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

印尼、墨西哥及土耳其，尤其是亞太國家發展更

不容小覷。

■�2015 年全球招商成果截至目前為止已有66 家廠商表達投資意願，投資金額達新臺幣1,560 億元，創歷年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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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快遞

而臺灣位處亞太地區的中心點，再加上深厚

且完整的製造產業供應鏈、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因此除了發展 IC製造產業，在發展物流服務、區

域人力資源及商業情報總部等也具相當潛力。周

建宏分析，臺灣具有跨國企業想要投資的 10個競

爭優勢，包括擁有各領域不同的創新服務和研發

能力、完備的基礎設施及建設、創造易執行的銷

售環境、友好的稅收制度、穩定的政治環境、位

在戰略性物流樞紐、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全面的

智慧財產權保護、擁有多元化的產業聚集、在全

球 ICT供應鏈上有戰略性作用等。

因此有許多跨國企業都選擇臺灣做為重要的

國際發展跳板或製造中心，以 Apple為例，光是

iPhone的組成零件就有不少是臺灣製造商直接或

間接提供，如和碩、鴻海、臺積電等。周建宏預

估，臺灣的軟體產業也不容忽視，如農業與高科

技發展結合、機器人產業及防毒或智慧保護平臺

等等，都令人期待其成果及未來商機。

因此，想要布局全球市場的跨國企業，不妨

可以利用臺灣企業的靈活度、創新能力和多元化

的產業聚集，共同建立理想合作夥伴模式進軍全

球市場。

人才是創新的重要因素

由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陳添枝主持的論

壇中，以「臺灣創新動能及環境優勢」為題，邀

請 Google（臺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德商默克

集團全球執行董事 Bernd Reckmann、瑞士商諾華

（Novartis）公司資深政府事務顧問 Peter Jager及

東京威力科創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小松原隆

一等人，進行交流分享。

簡立峰表示，Google進駐臺灣營運已 10年，

從早期的搜尋器角色，至今已跨入穿載產品及無

人車等的研發及生產。近年來，更透過物聯網與

行動通訊所研發出來許多龐大商機，更看到臺灣

企業所面臨的挑戰—如何從硬體製造商成功利用

物聯網特性，轉型為另一個創新產業的領導者。

他認為，臺灣擁有完整的 ICT供應鏈，也擁有高

超的醫療技術及人才，如何將兩者成功結合，提

供智慧型醫療服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Bernd Reckmann則表示德商默克集團已在臺

灣深耕 28年，不但成立 2個生產製造工廠，更投

資 2個研發中心，就是因為看好臺灣硬體及科技

產業的規模，及優秀的人力資源，更重要的是穩

定的法規及政治環境，有利於跨國企業在此投入

創新研發工作不會被中斷。

他舉例，2008年默克在尋找能共同開發大尺

寸液晶顯示營幕時，相較於韓國及日本、中國大

陸，臺灣積極配合而成為第一個成功開發及導入

技術的客戶。但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大陸的半導

體產業崛起，吸引不少臺灣優秀人才及團隊，是
■�總統馬英九致詞時表示，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台

灣的優勢多，相當適合外資來台投資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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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建構投資環境時必須考量的潛在因素。

至於瑞士商諾華（Novartis）公司 Peter 

Jager則強調，臺灣生技產業很有發展潛力，不但

擁有世界級的臨床實驗人才及技術，諾華也在這

方面投注不少資源，如協助臺灣博士後學生及醫

生，至瑞士或波士頓等大型研究中心或實驗室工

作半年以上等。再加上臺灣 IT及半導體產業成

熟，許多醫療設備取得相對容易，但臺灣的生技

產業則仍有努力空間。

東京威力科創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小松原隆

一也表示臺灣人才不但具備專業能力、語言溝通

能力及開放心態，是外商喜歡在臺灣設點開廠合

作的原因之一。

以他個人的經驗，是跟臺灣同事一起成功研

發太陽能板上的粉塵檢測系統，取名為「DDS」，

並在 4年內商品化銷售至 7個國家。小松原隆一

探討臺灣團隊會開發成功的原因，包括：所有成

員都有至美國或日本留學經驗、以成本和速度為

導向切入設計、不堅持單一的製造方法、並開放

心態向外取經，尤其是國外先進技術廠商等等。

他也表示，臺灣擁有良好的環境，包括 EMS的基

礎設施和文化、位在東亞的絕佳樞鈕地理位置、

透過中國與全球連接、擁有科技育成中心如工研

院等優勢。但也提醒，品質掌控及品牌意識是臺

灣企業要走向國際舞臺必須思考的問題。

物聯網普及  宜創新營運模式

3場外商投資案例分享，分別為美商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營運長 Tim Archer，以「亞

太市場競合下的臺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為主

題，強調因物聯網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半導體

產品將不只運用在電腦及通訊產品，還有車用技

術、穿載設備，使得 IC零件能持續成長。未來，

將不只開發更輕更薄的晶圓體，如何利用老舊設

備結合新設備製造中低價位的零組件，成為產業

思考的另一個主軸。

美商 IBM公司首席系統架構工程師及物聯網

分析師的史曉斌，則透過「臺灣發展大數據應用

之優勢及機會」看到 IBM利用物聯網結合 ICT各

類產品，蒐集大數據，並利用對大數據的分析，

建構生產流程的預防性維修、無人駕駛的感測、

智慧城市的監控及管理、智慧居家的建構等等，

這也同時預告了未來，新流程被設計，改變新的

營運模式，創造新的產品及服務將為潮流。

最後，日商 NEC公司的執行役員近藤邦夫，

就「跨國企業之全球資訊安全戰略」重申在物聯

網及大數據的世代下，網路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他認為，包括透過 SDN技術與網路安全結合、用

軟體控制通訊裝置、防止駭客入侵，或是運用生

物辨識系統提高網路安全性，甚至結合大數據分

析來偵測或建構診療系統等等，都是未來企業應

該考量的關鍵。

■�今年度的招商論壇由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陳添枝所

主持，邀請在台有長期投資的夥伴以「台灣創新動

能及環境優勢」為題進行交流，場面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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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北美、日本招商團成果豐碩

強化投資招商
推升我國經濟動能
為吸引外商來臺投資，經濟部持續將「強化投資招商」列為重點工作，近日分別舉辦「北美招商

團」與「日本招商團」，吸引美、加、日商來臺投資，相信必能大幅提升臺商在全球市場的投資

與布局能量。

撰文／劉家瑜  圖片提供／經濟部投資業務部、美聯社

全
球經濟再陷低迷，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為推

升我國經濟動能，除透過美國招商團，積

極吸引北美地區優勢廠商來臺投資，同時也加強

訪日，進一步深化臺日產業合作，為臺商布局全

球帶來新的契機。 

北美地區為我國重要投資暨技術來源，因此

當地企業向來是推動我國產業升級的重要合作對

象。為提高北美外商來臺投資力道，經濟部 2015

年特別盤點產業發展需要，鎖定北美地區關鍵技

術擁有者，並提高招商層級，由經濟部政務次長

卓士昭率領招商團隊，實地洽訪外商總部，了解

外商來臺投資需求，藉以提供外商更好的投資服

務，加速落實外商來臺投資計畫。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指出，本次招商團招商對

象分成兩類：第一類為招商地區優勢產業外商，

如紐約為美國生醫產業重鎮，加拿大為數位內容

投資快遞

■�「北美招商團」共洽訪11 家美商總部，經濟部成功與其中5 家外商簽訂投資意願書(LOI )，並促成1 家外商與

桃園市政府簽訂MOU，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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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北美、日本招商團成果豐碩

強化投資招商
推升我國經濟動能

及技術服務業重要產業聚落，特別鎖定生醫產業

（Pfizer、Pharmascience）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Sidense）等進行招商。第二類則為重點產業外

商，經濟部聚焦在有重大投資商機的經建計畫如

設備業（Veeco）與材料業（PraxAir）等，鎖定

國外關鍵技術擁有者，推動外商來臺投資。

美加招商團 3年帶來百億元投資效益

此行招商團共洽訪 11家美商總部，經濟部成

功與其中 5家外商簽訂投資意願書 (LOI)，並促成

1家外商與桃園市政府簽訂MOU。另外，經濟部分

別在紐約及加拿大舉辦投資說明會，並於會中積

極向外商介紹我國重大投資商機，獲得與會美、

加外商的高度興趣，會後紛藉由商機洽談，尋找

投資機會。

另一方面，經濟部生醫推動小組也與加拿大

全國醫療器材商品化中心簽署MOU，未來雙方將

結合加拿大生醫創新能量與臺灣優異製造能量，

加速加拿大生醫產品的商業化。總體預估，此行

可望在未來 3年內，至少為臺灣帶來新臺幣 110

億元的外商投資，成果相當豐碩。

 臺日參訪團成果豐碩  拓展合作新模式

除美加訪問團展現豐碩成果之外，由經濟部

常務次長楊偉甫率領工業局、投資業務處、技術

處等單位籌組的「104年經濟部臺日產業合作訪

日團」，也積極爭取日本高值化產業對臺投資，

並透過打造臺、日合作開發第三地市場，推動臺

灣產業升級轉型，開拓臺灣產業出海口。

此次訪問團參訪金融、石化材料、半導體製

程材料、網路服務、生技醫藥等產業的著名日商，

預估將促成臺、日共同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150億

元。

長期深耕臺灣的 TDK株式會社，計畫與國內

業者日月光共同在半導體先端封裝技術進行投

資，預估共同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13億元，並針對

關鍵電子零組件深耕在臺投資研發；而日商 KH 

NeoChem也申請來臺與中油合資新臺幣137億元，

建置石化高值化原料之異壬醇廠，為日商在臺最

大石化投資計畫；另外，網路服務業大廠網屋株

式會社也有意將臺灣作為亞洲區總部，擴大在臺

灣及東南亞市場業務發展；至於 DCI Partners株

式會社所也將結合臺灣國發基金、日本政府基金

與臺日民間資金設立「大和臺日生技創投基金」，

規模達 110億日圓。

此外，本次參訪團也對促進臺日產業合作，

帶來非常大的實質幫助。例如在生技產業，經濟

部將後續推薦臺灣生技醫藥公司成為日商投資對

象，促成臺日生技醫藥產業更具體的夥伴關係。

在汽車業領域，Toyota ITC分享日本先端智慧型

輔助駕駛與自動駕駛技術，未來將透過在臺灣的

實證實驗，結合臺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創造具東

亞特色的車載 ICT輔助駕駛技術。

至於數位內容產業方面，日本知名遊戲公司

Capcom與我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臺日產業

推動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藉由產學遊戲開發與

美術人才合作，提升國內數位人才設計與國際化

能力。另外日商 Avex Group Holdings公司與我

國智崴資訊科技簽署新興文創產品開發合作備忘

錄，未來將以 Avex的音樂與影像多媒體內容，結

合智崴資訊科技的體感模擬設備，打造全新娛樂

媒體互動設備。

面對全球經濟變化莫測，經濟部持續鎖定擁

有關鍵技術的外商，推動來臺投資，以及加強外

商與臺商合作，以帶動產業升級，提升臺商競爭

力，進而在全球市場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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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亞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 

為臺商二代闢一條接班路
為搭建海內外臺商第二代與國內企業交流平臺，鼓勵臺商回臺投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舉辦「亞

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對臺灣投資環境、新創事業與商機進行研討，並與臺灣青年創業楷

模企業家交流。

撰文／陳宗琳  圖片提供／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達志影像

自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臺商第一代從西

進投資、轉進東南亞等地發展已將近二、

三十年，如今普遍都面臨交棒的階段，實際上，

一、二代臺商的價值觀差異大，這些創二代也各

自有理想；即使有繼承家業的想法，如何掌握第

一代臺商負責人的跨海創業精神、傳承經營理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舉辦「亞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對臺灣投資環境、新創事業與商機進行研討。

念，對臺商二代、甚至三代接班人來說都是一種

考驗。

根據統計，臺商中有 90%的第一代創業主都

希望讓第二代子女接班，但最後成功接班的卻只

有 50%，究其原因，多半與子女的意願與能力有

關。對此，經濟部搭建海內外臺商第二代與國內

投資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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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亞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 

為臺商二代闢一條接班路

企業交流平臺，以家族傳承與接班等實務進行討

論，也順勢鼓勵臺商返臺投資。

 海內外搭橋，解決企業接棒難題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於 7月 16日連續 3天在屏

東舉辦「亞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邀請亞

洲臺商第二代回臺參加，針對臺灣投資環境與商

機、臺灣新創事業商機進行研討與交流，並與臺

灣青年創業楷模企業家進行座談經驗分享，期望

能搭建海內外臺商第二代與國內企業交流平臺，

解決企業接棒難題。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表示，多年來經濟部推動

臺商回臺投資，深切了解臺商最關切的議題為產

業升級轉型、傳承接班及找尋投資商機等。因此，

針對臺商傳承接班議題，曾於今年 6月辦理「2015

臺商回臺投資論壇」，邀請具有二代傳承接班的

企業經驗分享，獲得熱烈迴響後，本次辦理為期

3天的「亞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可藉由

亞洲臺商第二代回臺參加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年會期間，以家族傳承與接班之相關議題與實務

進行深度研討，邀請學員包括來自越南、馬來西

亞、泰國、印尼、日本、新加坡、柬埔寨、緬甸

等國的臺商第二代青年。

本次成長營的培訓目的，包括凝聚海外臺商

企業二代領袖對臺灣的向心力，增進海外臺商第

二代了解臺灣投資環境與新創事業的商機，加強

與臺灣產業互動與鏈結，協助掌握未來商機。其

次，也希望能藉此培育海外臺商二代領袖、高階

管理者的企業領導與經營管理能力；同時可促進

異業資源合作，建構團隊學習的人脈網絡。

此外，「亞臺青商邁向創二代成長營」也以

「家族決策與治理實務」為主軸，培育新一代接

班人應具備的領導信念、凝聚企業共識等，協助

海外臺商第二代解決因世代隔閡所面臨的企業傳

承問題，包括突破創新的經營方式、決策與溝通、

提升生產管理知識與市場拓展經驗等，藉此打造

海內外臺商第二代領袖所應具備的領袖特質。

 活用企業人脈，回臺開創新事業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指出，臺商在

海外耕耘相當辛苦，在面對二代接班下，的確有

許多面臨經營與傳承的問題，無論是觀念上的分

歧或不願接手父母的產業等，都希望可以透過成

長營，讓第二代也有其他選擇，例如運用父母的

企業脈絡回臺開創新事業，也是不錯的選擇。

根據近期統計，臺灣到澳洲度假打工人數將

近 3萬名，許多年輕人都希望儘快存到人生的第

一桶金，楊宏表示，「我們雖然開心年輕人願意

走出去，卻憂慮臺灣薪資水平會讓年輕人沒有機

會，因此鼓勵臺商及第二代回臺創業投資。」

本身就是第二代的佳龍企業總經理吳界欣提

出經驗分享，他表示自己會回來接班，一方面是

因為父親生病，另一方面想完成父親要將公司推

向上市的使命，但接手後面臨的壓力相當大，包

括是企業內部的元老級員工反彈，以及外部環境

變遷等等，「但我認為只有讓自己的能力超越父

親及老臣們，別人才會對我刮目相看。」吳界欣

說，廣結善緣是把所有資訊連結最好的方式，也

是一切歷練的基礎。

的確，海外臺商布局全球，必須熟悉海外市

場，而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及人脈網絡等廣大資

源，是臺灣企業向海外拓展業務及擴大市場規模

的最佳夥伴。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透過舉辦本次活

動，也表達政府對臺商的重視，提供回臺投資與

新創事業資訊及商機，以吸引更多臺商回臺投資

或與國內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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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廣告

印度汽車產業
投資考察團

2015年

臺灣攬才訪問團
2015年

經濟部訂於本 (2015)年 10月 15日至 10月 21日籌組「2015年臺
灣攬才訪問團」，預計參訪美國芝加哥、矽谷等 2個北美科技及服務業
重鎮，及於美國 UC Berkeley辦理校園徵才。

經濟部委託外貿協會於本 (2015)年 10月 11日至 17日籌組「2015
年印度汽車產業投資考察團」，邀集我商赴印度拜會當地政府投資主

管機關、參訪工業區暨車廠等，以實地瞭解投資環境及獎勵措施，參

訪當地廠商以進行投資實務交流、參觀賣場及超市以深入瞭解當地物

價水準、消費習慣、商業型態等。

企業與人才 1對 1媒合洽談會日程表

日期 地點 當地人才之專業領域

10月 17日（星期六） 芝加哥 金融、機械、汽車、化學、醫藥生物、資通訊

10月 18日（星期日） 矽谷
半導體、資訊網路、電腦、通訊、動畫、

光電面板、生物科技、醫材醫藥

校園徵才活動日程表

日期 地點 知名學府

10月 19日（星期一） 矽谷 UC Berkeley

指導單位：經濟部            主辦單位：投資業務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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