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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衝擊帶新機，鏈結起步，合作上路！ 

    2020 年這隻新冠肺炎病毒「黑天鵝」，果然讓全球進入激烈的震盪期；世界各國政府和產業界除了

積極應變圖存外，相信也多了問題的慎思和方向的調整。未來公衛相關基礎建設的強化、在地生產多源

布局的實現、大國全產業鏈自主的儲備，甚至反全球化戰略政策的推動等，都將接續上演。然而，值得

稱慶的是，這些趨勢進程，其實背後都帶著整廠整案的商機進行，也是所有會員們在調息整備之餘，仍

應摩拳擦掌、擘劃迎戰，以成功躍上新一波和新型態的彈升浪潮。 

    本月份「全球僑台商網絡鏈結合作」長期工程的啟動，則是協會協助會員們國際行銷的新起步，我們

期望藉由僑台商需求與台灣產業能量的緊密結合，能夠幫助會員市場征戰上，時時逢源，處處生機。敬

請會員們持續地關注，並且踴躍參與。此外，本期電子報的選文收錄，也企盼能讓您有所獲益。 

 

  

焦點報導 
   

  

 

上銀科技總經理蔡惠卿：研發創新是自有品牌隱形的翅

膀，智財權是永續經營的基石 
 

上銀科技總經理蔡惠卿於 1 月 16 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的「上市

上櫃公司董事會之智財管理義務宣導活動」，以《傳授實戰經驗 — 智

財管理連結企業營運策略、落實法規遵循》為題發表演說時，以以上

兩句話作結… 

 

  

協會新訊 /more... 
   

「全球僑台商網絡鏈結合作」全面啟動， 

敬邀會員們積極參與！ 

 

全球僑台商們歷經長年拚搏，多具市場競爭力與在

地資源，且普遍有升級、轉型、多角化經營等企圖

和需求。如何連結僑台商需要與台灣優勢… 

  

  

  

 

 

》「2020 台日策略聯盟合作」活動，敬請會員們

踴躍報名參加！ 

 

 

》專訪台日機械技術與合作聯盟會會長—三方機械

總經經 黃旭璀 

  

 

http://www.tpcc.org.tw/edm.php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2cbc45a52af6b997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2cbc45a52af6b997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2cbc45a52af6b997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2cbc45a52af6b997
http://www.tpcc.org.tw/topic.php?id=1601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9dca1aa0af9cf905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9dca1aa0af9cf905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9dca1aa0af9cf905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1b6453892473a467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1b6453892473a467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1cebbaaae44bd95f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1cebbaaae44bd95f
http://www.tpcc.org.tw/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2cbc45a52af6b997
http://www.tpcc.org.tw/topic_detail.php?id=9dca1aa0af9cf905


   

2 
 

產業動態 /more... 
   

展望 2020 年台灣產業新趨勢 全面朝智慧

化轉型發展 

 

回顧 2019 年美中貿易戰局勢多變、英國脫歐、台灣

總統大選等不確定性因素，導致全球經濟發展力道

疲弱。加上 2020 年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

打亂產業布局步調，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今(2020)

年 GDP 成長率將下修至 2.37%…  

 

 

   

 

 

》愛在瘟疫蔓延時 機械業組國家隊「罩」福人群 

 

 

》紡織國家隊成形，百萬件隔離衣送防疫前線 

   

品牌行銷 /more... 
  

市場商情 /more... 
  

產研發展 /more... 
   

  

   

   

  

    

2020 與您一起，品牌耀飛！

工業局台灣品牌耀飛計畫正

式啟動~即日起北中南說明

會開放報名中！ 
 

工業局推動品牌計畫過去 7 年

來，協助超過 155 種產業別、550

家診斷輔導企業，根據調查有 74%

企業因參與計畫，而擴大… 

 

 

CPTPP 生效實施 1 年後對越

南之影響評估 
 

據越南工商部部長陳俊英稱，基本

上 CPTPP 之關稅廢除承諾已正面

刺激出口成長。例如，去(2019)

年 10月份越南輸CPTPP已生效實

施之會員國市場出口金額呈現正

成長… 

 

 

軟硬合體智慧製造平台化－

虛實整合貫通產銷應用 
 

近年來在政府、法人大力推動智慧

機械策略下，台灣機械業已成功奠

定萬機連網的地端基礎，機械雲也

趁勢扶搖直上；但未來製造業若想

在更上層雲端運算服務或訂閱經

濟掌握… 

 

  

 

》拜訪 5000 位客戶後我才懂的

事：頂尖業務 vs. 平凡業務，就

在這 5 個差異！ 

》你以為經營官網 SEO 就夠了？

搶佔搜尋結果排行有 6 大策略 

 

 

》緬甸公佈新的 5 年(2020-2025)

國家出口策略規劃 

》OECD 發布經濟前景期中報告 

 

 

》區塊鏈擴及產業應用 打造新時

代信任機器 

》鞋業結盟走向智機化 提升隨需

而製能力 

 

 

 

整廠創新 /more... 
  

營運整備 /more... 
  

政府資源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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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全球最大空廚！你下肚

的每一根花椰菜，全靠人機

完美合作 
 

機上餐飲，也能是航空公司獲利的

重要來源。對於創下連續 31 年獲

利的阿聯酋航空（Emirates）更是

如此。餐盤上一根平凡無奇的花椰

菜，背後可是經過層層… 

 

 

不只打入特斯拉超級工廠，

看飛捷科技如何幫上海星巴

克賣桌邊點餐體驗 
 

在消費者支付習慣轉變下，台灣收

銀機（POS）開發龍頭飛捷科技怎

麼拚轉型？不只是單純「結帳」，

飛捷新產品延伸到如何讓消費者

高興「選購」，如何… 

 

 

*臺灣創新價值最高榮耀* 第

29 屆台灣精品選拔 3/16 開

放報名 
 

代表臺灣創新價值最高榮耀的「台

灣精品獎」選拔即將於 3/16 至

6/22開始報名囉！歡迎參加 3/18 

~ 3/30，於全省各地舉辦的「台灣

精品選拔說明會」… 

 

  

 

》建案營造商跳票糾紛如何究責？

台灣世曦找區塊鏈新創聯手實驗

工程治理新作法 

》從做「垃圾桶」到「晶圓框架」！

這家桃園小工廠，如何做到全台 

95% 半導體廠都是客戶？ 

 

 

》疫情當頭！面對突發事件如何應

變、管理風險？BCG 給領導者的 

2 個分析法 

》2019 年參訪台灣推動 TPS 機械

廠商心得 

 

 

》「2020 年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

會」報名開放！ 

》202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新春記

者會 

 

 

 

貿易融資 /more... 
  

人資培訓 /more... 
  

協力夥伴 /more... 
   

  

   

   

  

   

 

6 大工作方向，帶動貿易成長 
 

面對去(108)年全球經貿成長趨

緩，我國貿易表現相對穩健，出口

3,293.4 億美元，進口 2,858.6 億

美元，均為歷年次高，雖然出口衰

退 1.4%，但減幅較韓國… 

 

 

熱門課程推薦》製造現場的

管理與改善實務 
 

製造現場是創造價值與營收的場

所，所以，如何建構一個品質穩定

且具效率的現場，是生產單位各階

層主管持續要關注的重點。本課程

薩摩亞商普羅品牌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源自瑞士的 Process 成立於 1995

年，專精於品牌策略、品牌設計、

產品設計、以及企業溝通服務，是

知名的國際品牌咨詢設計公司，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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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帶領學員以… 

 

 

獲 iF 設計獎、紅點… 

 

  

 

》立法院會三讀通過「貿易法」部

分條文修正案 

》如何避免 D/P、D/A 交易之風險

及獲得資金融通 

 

 

》生產線平衡法與效率提升關鍵法

研習班 

》機械保養人員必需的電機與安全

應用知識 

 

 

》都以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全虹製片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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