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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蹲待躍，蓄勢爭雄，整廠夥伴們再奮進！ 

中美貿易戰才趨明朗，武漢肺炎便接續蔓延，這幾波的折騰，不僅盡顯於經濟和產業的衝擊，更為未

來世界經貿體系秩序，帶來多變難料的發展。有道是，福禍相倚，危機與轉機總是伴存，相信歷經長

年試煉的整廠夥伴們，多已沉穩應變、靜觀亂局，在積極尋求新機之餘，亦能藉以內調體質、儲備精

力，並待下一段衝刺中，領先群雄。 

今年起，協會電子報的出刊，則希望能為您在企業營運宏觀和微觀的費心上，增添些提醒的助力，同

時，也期許後續協助夥伴們市場新機突破的會務推動中，能為您帶來更多具體的進展。 
 

  

焦點報導 
 

  

  

 
  

 

 

緊急調查!全臺 116 家大型企業如何善用 IT 對抗武漢肺炎，那些 IT

對策最多企業先做？ 

臺灣有將近七成企業，沒有將傳染病納入營運持續計畫；IT 部門針對系統與資

料備援的落實度高，但業務層面的營運持續管理，則必須有業務主管高層的支持

才做得到… 

 

 

 

協會新訊 /more... 
 

  

「2020 台日策略聯盟合作」活動，敬請會

員們踴躍報名參加！ 

環顧鄰國、檢視生態，可發現日本和我們有著強烈

的互補性，舉凡產品、技術、生產、市場、通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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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皆有機會尋求合作雙贏的可能。台日攜手，

不僅可視為國家的長期經濟策略，亦是協會期望能

藉以助力會員成長的重要推動工作… 

  

    

》1 加 1 大於 2 的台日策略聯盟 
 

 

》2019 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理監事會暨南

區會員聯誼參訪活動 
 

  

產業動態 /more... 
   

工具機盼迎景氣回春 唯恐電動車隱憂浮現 

即便近來中美貿易戰總算有和緩跡象，但機械業者普

遍認為，受惠於企業從前年下半年至去年陸續自大陸

外移到越南等東南亞或印度購地建廠，廣設第二生產

基地，估計最快今年中就會開始添購自動化設備，帶

動最慢今年下半年景氣復甦…. 

 

 

 
   

》製造業附加價值連跌兩年 盼台商回流研發帶動

翻轉 
 

 

》推動 AI 教育普及，芬蘭向全球開放 AI 線上

免費課程 
 

  

品牌行銷 /more... 
  

市場商情 /more... 
  

產研發展 /more... 
   

  

 
  

 
 

 
  

  

 
  

 
  

敲敲世界的商業大門—海外

經銷拓展 
  

美中貿易休戰之影響 
 

 

淺談商標搶註人的目的及防

範措施 
 

  

尋找合適經銷商的候選企業合作，

和品牌的商業銷售戰略有很大關

係，透過有系統的搜尋方式，可以

在一個國家找出全面的後選名單… 

  

西班牙國家報報導，儘管美、中兩

國已達成初步停戰協議，惟已對全

球造成兩大效應，ㄧ為傷害全球經

濟發展，2019 年全球經濟成長低於

3%；此外，亦重擊… 

 

 

「商標搶註」係指商標申請人明知

有一件商標為他人所擁有，且商標

擁有人已經在若干國家申請商標或

已使用該商標，但卻未在某申請國

註冊商標… 

 

  

》2020 行銷指南：搜尋將由 50% 

改用「語音搜索」，你準備好新

的 SEO 策略了嗎？ 

》土耳其推動貿易發展現況概要 

》柬埔寨汽車工業起步雖晚但後

》改變未來十年的十大數位創新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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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品牌形象與產品連結性 放

大格局獲國際肯定 》安口食品機

械 
 

 

勁足 
 

 

》AI 機器人將會如何顛覆製造

業？ 
 

 

 

整廠創新 /more... 
 

 

營運整備 /more... 
  

政府資源 /more... 
   

  

 
  

  

  

 
  

 
 

   

 

兩座屋頂太陽能創造 364 萬

元綠金，陽光伏特家如何把綠

能變成一場 20 年公益行動？ 
  

全球傳動 TPS 第二期改善活

動成果發表會 
 

 

當選了，然後呢？看蔡英文下

一個 4 年的科技、能源與新創

政策 
 

  

台灣最大公民電廠平台「陽光伏特

家」，2016 年上線以來推動認購太

陽能板帶動綠電投資風潮，8 日攜

手花旗銀行、面膜大廠大江生醫啟

動綠電憑證公益專案… 

 

 

全球傳動自 2018 年 8 月啟動 TPS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豐田

生產方式)改善活動起始大會，展開

第一期的改善活動，歷經一年多的

改善… 

 

 

蔡英文總統贏得了下一個四年，不

過更重要的是，將帶來怎麼樣的四

年？特別是在財經與科技政策方

面，攸關台灣於世界的競爭力… 

 

 

 

》成功的企業生態系有什麼特

質？BCG 調查：4 個共通關鍵 

》還不重視「整合思維」？小心

工業 4.0 之路越走越歪 

 

 

》【臺灣 IT 十年回顧：大調查篇】

數位轉型看不見的威脅：資安 

》台塑導入 AI 拚轉型！120 個專

案展開中，喊出效益上看 3 億元 

 

 

》「2020 年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

會」報名開放！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會員動態 /more... 
 

 

人資培訓 /more... 
 

 

協力夥伴 /more... 
 

  

  

 
  

  

  

 
  

 
 

   

 

非洲》看準需求推塑膠廠 帶

技師顧好售後服務／整廠輸

出助客戶賺錢 東齊興業口碑

生意不斷 
  

新商業模式創建之工業 4.0導

入與 Toolbox 應用實務班 
 

 

詮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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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非洲，洪玉芬指出非洲並非都

是貧窮落後的地方，「他們有錢的

也很有錢。我拜訪客戶，送對方一

支 iPhone 當禮物，結果他… 

 

 

十年過去，企業是否精準掌握工業

4.0 的核心精神、發起國德國也持

續努力將工業 4.0 進化提升到更高

層次，把普遍認為工業 4.0 是生產

的事、製造的事、工廠的事，放眼

到… 

 

 

詮源資訊公司的系統直接透過設備

端的 PLC、HMI、PC…等端口直接

擷取設備參數與生產資料，提供無

人化的資料收集，使生產現場將生

產參數… 

 

 

 

》東南亞》提供機械與動線建議 

展店計畫助人圓夢／麵包師傅

海外教烘焙 銓麥穩固東協市場 

》會員聚焦》專訪勝源機械總經

理張聰捷 
 

 

》貿協培訓中心 2020 年經貿課

程(台北) 

》熱門課程推薦》製造現場的管

理與改善實務 
 

 

》都以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形碩板金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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