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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廠整案電子報】2020, 04 》明察變局，跨越挑戰，攜手攀登整廠新峰！ 

2020, 04 / 訂閱電子報 

 

  

 
 

  

明察變局，跨越挑戰，攜手攀登整廠新峰！  

三月下旬會員疫情問卷發出後，陸續收到不少回應。在企業面臨的主要困難上，除了可預期的訂單減少

和資金難度等事項外，許多會員反應了此次變局的混沌難料︰「未來市場方向難以掌握」和「缺乏有效

業務行銷作法」。儘管深信此次台灣優異的防疫表現，所順勢增添的世界知名和推崇，將有助於疫後我

們於全球市場的接觸和進入，然而，如何即時有效掌握大變動中各地市場的訊息和商機，同時快速因應

各整廠面向的可能需求及變化，或許是現在除了短期的圖存努力外，相當關鍵而重要的課題。 

於此，協會積極著力推動的「僑台商網絡鏈結合作」，力求做深做廣、既快且長，期能即時提供助力，

接軌市場，而會員們的國際行銷客製協助期望，則待問卷彙整研議後，再滿載裝備，與會員們作夥打拼。 

   

焦點報導 

   

  

 
 

 

麥肯錫報告 ①｜疫情發展的兩種可能！最糟要等這時候

才復甦 

新冠肺炎（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蔓延全球，儘管東亞地區看

似趨緩，但歐美多國像是義大利，卻陷入指數型爆發。除了個人關

心如何防疫、自保之外，企業怎麼在這波疫情中存活，也是迫切的

議題。麥肯錫顧問（McKinsey）公司以過去… 

 

  

協會新訊 /more... 
   

整廠協會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_會員

問卷調查 

近期因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疫情重創全球經

濟和各大產業，協會秘書處關心您的近況和需要，

希望能夠提供適切的協助與服務，敬請撥冗填寫附

件問卷調查表，並敬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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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僑台商網絡鏈結合作」全面啟動 

 

 

》「2020 台日策略聯盟合作」活動 

 

  

產業動態 /more... 
   

台北三大機械展 9 月首度合辦 看國家聯

隊搶單挑戰國際盃 

根據機械公會統計，台灣機械設備近 3 年產值皆

達到新台幣 1.1兆元以上，出口金額在 280億~300

億美元間，生產基地及供應鏈完整，為台灣極具競

爭力的重要產業。但受到今年以來新型肺炎

COVID-19 疫情不斷延燒影響，由外貿協會及機械

公會每兩年一度共同主辦的… 

 

 

  

 

 

》台灣 AI 軟實力三年佈建有成 防疫僅是

成果一小步 

 

 

》疫情影響嚴峻 2020 漢諾威工業展正式

宣布停辦 

 

  

品牌行銷 /more... 

  

市場商情 /more... 
  

產研發展 /more... 
   

 
 

 

 
 

 

 
 

 

 

公司影片行銷成功的 9 個步

驟 
  

歐盟提出新循環經濟行動方

案 
  

世界的機械－德國篇 
  

 

影片製作就像是做極具神祕感的

藝術品，為了揭開其中的奧秘，在

這篇文章當中你可找到一些關於

公司影片製作的重要關鍵步驟。 

這裡幾個類型的公司影片分別有

著些微差異。在這文章指引下… 
 

 

根據歐盟執委會 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布新聞稿，執委會提出新循環

經濟行動方案(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作為歐盟

綠色新政重要支柱之一，該方案重

點措施如下… 

 
 

機械工業的範圍包括：廣義的機械

工業和狹義的機械工業。廣義的機

械工業包括：一般機械、電子電

機、運輸工具、精密器具業等。狹

義的機械工業通常指的是機械設

備業，在德國的機械設備業英文

是… 

 
  

》9 月流量恐失血！Google 搜

尋排名改採「行動優先索引」，

SEO 該怎麼因應？ 

》新冠病毒危機提供土耳其於全

球供應鏈重新定位的機會 

》緬甸正式公開投資項目銀行 

》智慧製造浪潮襲來 HMI 角色

重新定位 

》從 3 種應用場景來看：企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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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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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Bank) 網站 

  

何要透過 AI 技術來為客戶服務

加值？ 

  

 

整廠創新 /more... 
  

營運整備 /more... 
  

政府資源 /more... 
   

 
 

 

  

 

  

 

 

Amazon Go「拿了就走」技

術整套賣！超市、零售商都

能改造自己的無人店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企業如

何因應違約風險？ 
  

公告本局 109年第 1次補助公司或商

號參加海外國際展覽計畫，因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彈性處理原

則 
   

亞馬遜宣布成立新的事業部門對

外授權無人收銀商店的技術「Just 

Walk Out technology by 

Amazon」，亞馬遜也向《Reuters》

表示，目前已獲得一些客戶的青睞

完成合約簽訂。這並不是亞馬遜第

一次將自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企業可能

面臨已接訂單卻未能如期交貨，甚

而衍生賠償的問題，尤其是生產基

地在大陸的台商，預計要到今年 3

月底，各地復工的情形才會趨於穩

定… 

  

有關本局前於 108年 10月 1日以

貿展字第 1080250755 號公告受

理「109 年第 1 次補助公司或商號

參加海外國際展覽計畫」，因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相關變

更、取消及核銷作業採從寬處理… 

  

 

》拿下台灣 30%市佔！佳世達集

團讓 AI 產品化，解決 3 個餐飲

業痛點 

》人機相容性成為汽車主動安全

技術重要發展趨勢 

  

》董事會跟上企業數位轉型的步

伐了嗎? 

》【iThome 2020 資安大調查】

今年企業資安投資多少錢？ 

  

》【第 23 屆小巨人獎】自 109

年 4月 13日至 6月 12日受理線

上申請！ 

》工業局「台灣品牌耀飛計畫」

企業品牌診斷/輔導專案，即日起

開放申請！ 

   

危機處理 /more... 
  

人資培訓 /more... 

  

協力夥伴 /more... 

   

  

 

 
 

 

  

 

 

武漢疫情 ING，從一張圖思 課程轉知》機械設備預兆診 格博品牌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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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企業抗疫中、後能夠做些

什麼!? 
  

斷技術與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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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智慧機械」就是整合工業

4.0 技術元素，使其具備故障預

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與自

動排程等智慧化功能，其中故障預

測是指利用各項感測器感知設備

關鍵模組之運轉狀態… 

  

格博品牌結合多年商務的經驗與

國際視野，以跳脫傳統框架的創新

思維攜手台灣 B2B 企業打造品牌

形象，行銷至國際市場，拓展海外

商機。格博團隊熟知企業在品牌建

構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麥肯錫報告 ②｜保護員工、

公司！給主管的 7 個行動建議 

》在家上班，工作效率怎麼顧？

我遠距辦公 1 個月後，總結 5 

點提醒 

  

》新任現場主管六現三軸之管理

實力養成班 

》品質改善活動推行實務 

  

》形碩板金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全虹製片事業有限公司 

  

 

紓困連結 
   

  

 

》經濟部—製造業紓困振興大補帖 

》財政部—防疫、紓困、振興專區 

》勞動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協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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