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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廠整案電子報】2020, 05 》借力危機，價值轉型，躍昇站穩變革新局！ 

 

2020, 05 / 訂閱電子報 【歡迎分享轉發】 
   

  

  

借力危機，價值轉型，躍昇站穩變革新局！ 

近月，隨著疫情的漸趨和緩，多國解封規劃陸續推出，經濟活動急切重新上路，而知名專家智庫，則紛

紛發表疫後趨勢與預測建言，經貿新秩序、產業新常態、供應新布局、防疫新生活等，實已形塑出未來

世界的樣態認知。對於多屬中小企業體質的整廠會員們，雖然各自所處「困局」不同，「難題」有異，

但面對充滿變數與挑戰的前程，同樣驗證著每家企業的應變韌性和前瞻思維，價值轉型與成長拚搏。協

會則希望能夠預作準備，在未來諸多共同的關鍵課題上，超前佈署，助力補位。 

本期《會員動態》收錄三家會員從「危」到「機」的脈絡步伐︰【安口食品機械】的熱血集結，先一起

強大，自己，自會強壯；【亞而特科技】的靈活變身，建構區域競爭利基營運模式；【鉅鋼機械】的合

作升級，共同提供商業、技術、行銷和市場推廣支援。希望能夠提供給您多一些思考，多一點改變。 

 

  

焦點報導 
 

  

  

 

後「疫」時代，產品經理須「超前佈署」的五種產品思維：C.O.V.I.D. 

面對 2020 突如其來的疫情風暴，不僅超越 2003 年 SARS 的影響層級，更是

自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首度陷入黑暗與恐慌──生命受到威脅、經濟

活動停滯、社交活動減少…… 

 

  

會員動態 /more... 
   

6 位熱血二代大集結，組快篩機戰隊登國際 

「嘿，要不要一起來拯救世界？」 這是今年 3 月下旬，全台最大包

餡機設備商安口食品機械公司總經理歐陽志成，發簡訊、打電話給不

同產業的二代好友時，開門見山的第一句話… 

》台灣「鐵牛」，如何幫助非洲抗疫殺蝗蟲？ 

》鉅鋼機械、如億自動化、西門子簽訂合作備忘錄 開發製

鞋工業 4.0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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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動態 /more... 
   

學者：疫情加快自動化，必須性產業 5 千萬份工作恐遭取

代 

全球各國保持社交距離、減少人際接觸，避免疫情散播。學者認為，

此種情況將加速企業自動化，估計光是必須性產業就可能有 5,000 

萬份工作，會遭機器取代… 

》疫後更新科技業趨勢 無接觸需求將促進成長 

》從歷史推估疫情走向！BCG 報告：恐轉向 U 型復甦，

並帶來 3 種影響 

 

 

 
 

 

 

品牌行銷 /more... 
  

市場商情 /more... 
  

產研發展 /more... 
   

 
 
 

 
 
 

 
   

既使是製造業，也應擁抱影

音行銷 
 

 

非洲自由貿易區(AfCFTA)因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將延後實

施及未來著重數位貿易 
 

 

邊緣運算將成為所有產業和

應用的主導要素 
 

 

 

筆者經常聽到有人這麼說：「影音

行銷只適合消費性品牌」，然後又

說：「銷售才是我們的重點」；老

實說，這種說法真是大錯特錯。許

多製造商似乎還沒有覺悟，那就是

代理商和電話促銷的時代已經完

了，現在不管你是… 

  

非洲自由貿易區(AfCFTA)秘書長

Wamkele Mene 日前表示，由於

各國當前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集中全力投入拯救

生命及改善衛生制度，故欲如期規

劃於本(2020)年 7 月正式啟動自

由貿易區，顯已不切實際… 

  

邊緣運算是一種運算拓樸，能將資

訊的處理、內容的收集與傳送都保

留在靠近該資訊來源處，嘗試讓流

量和處理工作都在本機進行，目的

在縮短延遲時間、發揮邊緣功能並

賦予邊緣端更大的自主性… 

  

 

》強化內部溝通、凝聚共識：企業

內部的內容行銷 

》實體活動都取消了怎麼辦？行銷

人看過來，「線上策展」必備的心

法與策略 

  

》印度降低自中國大陸進口依賴，

製造在地化之進展 

》疫情衝擊，一帶一路是否還走得

下去 

  

》建立數位化基礎 SCADA 成為

工業 4.0 第一步 

》花兩年做產品，上線就失敗！血

淋淋的教訓，我學到一套 PM 管

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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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創新 /more... 
  

營運整備 /more... 
  

政府資源 /more... 
   

 
  

   

 
  

 

預算無上限，KPI 還不看投

報率！研華投資的「共創」

指標是什麼？ 
  

幫企業疫情過後轉型劃重點 

聚焦敏捷式開發與數位化 
  

全球市場趨勢線上報告會 
  

 

身為年營收達 541 億元、全球最

大的工業電腦（IPC）品牌，研華

深知，要從工業電腦硬體龍頭，在

未來 10 年內轉型為工業物聯網

（IIoT）解決方案巨頭，必須從

軟、硬體整合下功夫。為著手轉

型，研華兩、三年前…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逐漸趨穩，世界

各國陸續解封城市、重啟

(reopening)經濟活動，當地企業

也正開始擘劃疫情過後的產業新

常態。若還能配合台灣與國際在數

位發展的潮流發展，將可以達到… 

  

為協助我商了解主要市場的經濟

近況，貿協規劃於 5 月起每週四以

線上研討會方式舉辦全球市場系

列報告會，由我們的市場專家與駐

外單位主任帶領廠商了解全球主

要國家受疫情影響之情形… 

  

 

》20 國求助台灣！口罩國家隊 40

天神建置 92 條產線，建廠經驗輸

出歐美 

》產業發展與環保孰重？循環經濟

真正落實永續願景 

 

 

》疫情衝擊之下，如何想像之後的

產業變化，提出領先對手的策略？ 

》疫情過後反全球化 沒有人會是

局外人 

 

 

》全球防疫商務資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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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困連結 
   

 
 

 

》經濟部—製造業紓困振興大補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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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