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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廠整案電子報】2020, 06 》數位精進營運接軌，想深想透，蛻變出擊！ 

2020, 06 / 訂閱電子報 【歡迎分享轉發】 
   

 
 

  

數位精進營運接軌，想深想透，蛻變出擊！ 
 

  

「數位轉型」和「數位貿易」是今年經貿突圍的火熱議題，也是最近協會在作會員行銷服務或政府計

畫研討時，必定出現的燒腦課題。「數位」兩字，承載著無數業者的期望，也被深盼是解決問題的必

勝手段。然而，多次互動場合，總能感受到事實的「落差」與背後的「鴻溝」。數位科技應用，除了

化「實體」為「虛擬」、從「線下」到「線上」、原「有距」變「無距」等形式突破外，若要營運達

標，再創坦途，實還有些關鍵的核心問題，尚須克服。 

儘管，數位科技的成熟發展，的確幫助許多面向的執行到位和槓桿操作，不過，畢竟商業規律和經營

本質不變，疫後時代的開路前行，仍須企業的兩個基本擁有：「產業生態發展的透徹理解」和「商戰

存活勝出的策略深思」。至於，「新工具」使用：精進的是什麼、解決的是什麼，也必須有清晰的認

知。而在此擁有和認知的基礎上，企業的數位導入運用，自然能無縫接軌，揮灑靈活。期望如此的簡

短提醒，能有助您在周遭數位聲潮中，找出自己的一條主旋律。 
 

  

焦點報導 
 

  

 
 

 

國際展會取消怎麼辦？貿協砸 7 千萬推數位轉型實戰班，

助 3,000 家廠商網路行銷 

國際展會一直以來都是廠商尋求海外買主、進攻新市場的重要平台。

然而新冠狀病毒（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爆發後，全球國際展

會懸崖式暴跌。根據國際展覽業協會（UFI），全球展會產業至少損

失 277 億美元（約新台幣 8,300 億元）… 

》經濟部—數位貿易學苑 

 

  

產業評析 /more... 
   

世界的機械－日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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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工」智慧進步也是「人造」！MIT 研究員揭露當代 AI 誇

大的「進步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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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網趨勢已成 台灣應發揮優勢掌握利基市場 

 

  

產業動態 /more... 
   

國家隊不只送口罩 還能輸出整廠技術 

有別於今(2020)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蔓延期間，造成世界各國紛

紛出現醫療體系或資源短缺問題，而選擇與當地製造業大廠或知名消

費品牌合組國家隊全力動員。台灣則採取由… 

》綠能建設成本暴跌，IRENA：2021 年大型太陽能電廠就會比燃煤

電廠還便宜 

》台灣研發經費首度超日 基礎教育下滑藏國家隊隱憂 

 

 

  

 

 

品牌行銷 /more... 
  

市場商情 /more... 
  

產研發展 /more... 
   

 
 

 

 
 

 

  

 

 

【洪玉芬×商旅見聞】走入病

毒疫區奈及利亞 看見經濟

成長與恐怖主義壟罩的一體

兩面 

春節一過，該是日漸暖、百花漸開

的季節，同時也是經濟活動如商

展、出外招商的一年肇始。沒料到

自去年底一路燃燒過來… 

 

 

新型冠狀病毒為 RCEP 協定

談判帶來新挑戰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頃發布最

新的「全球貿易監測」報告中指

出，由東協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談判走在鋼

索上。新型冠狀病毒阻礙… 

 

 

駭客攻擊層出不窮 IoT 安全

備受關注 

過往資訊安全的防護觀念只停留

在 PC 裝置上，認為只有電腦和伺

服器才會需要資安的種種措施。然

而，進入物聯網時代之後，這個思

維就被徹底打破了，舉凡只要涉

及… 

 

 

 

》社群媒體衰退時代，如何做出讓

人「心甘情願」訂閱的電子報 

》用 GA 制定你的年度 KPI！淺

談行銷人必懂的「ABC 指標」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調查有

七成日本企業擬調整供應鏈 

》緬甸正式通過工業區法 

 

 

》PM 需要懂技術嗎？產品經理需

要哪些技能？4 種軟實力+2 大

硬實力 

》全球疫情如何影響 AI 機器人自

動化產品的發展？ 

 

  

整廠創新 /more... 
  

營運整備 /more... 
  

政府資源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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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唐鳳對談：數位新

國際秩序正在成形，發現台

灣新外交標誌！ 

從新冠肺炎（COVID-19；俗稱武

漢肺炎）爆發後，台灣集合眾人之

力解決與防制肺炎感染擴散 0，成

績世界矚目，而這股由民間自主發

起的社會創新運用，未來能否延續

下去… 

 

 

你的公司正在「數位轉型」，

還只是「數位化」？ 

「前陣子我們部門提案導入訂單

系統 App，希望做數位轉型。當

客戶在庫存快要見底的時候，能透

過 App 直接預訂，一方面縮短交

期，也能確保訂單需求量。但是系

統上線後… 

 

 

經濟部委託輸出入銀行辦理

受肺炎影響之業者提供出口

貸款利息及出口保險行政費

補貼方案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來函如附件，經

濟部為協助受疫情影響之相關產

業業者出口拓銷海外市場，以及解

決接單後資金需要，該部提供出口

貸款… 

 

  

》5G 真戰場在這！「企業專網」

擂台提早開打 

》外送、冷凍食品、線上影音因疫

情受惠，之後卻可能被消費者捨

棄！為什麼？ 

 

 

》時機不好，當然要降低成本？小

心 3 種成本，絕對不能隨便砍 

》新冠疫情＋美中衝突 台灣供應

鏈布局要有新思維 

 

 

》新科技部長吳政忠拋未來 30 年

「6 大重點」，新創圈的想像又是

什麼？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蔡英文：

資安產業成為 520 後的核心戰略

產業 

 

  

人資培訓 /more... 
 

  

 
 

 

【數位課程】智慧製造生產與作業管理實務與應用 

結合自動化生產、機器人、物聯網、智慧化等工業 4.0 之概念與系

統，漸為產業所重視，亦係建立全球先進製造國家下一波的競爭優勢

之關鍵。而面對傳統生產線的變革及新世代智慧工廠的誕生，此一大

趨勢，將是台灣製造業升級的契機。為提供現階段生產管理工程師，

提升其知識與智能… 

 

 

 

》智慧機械品質與製程改善工程師

(全系列)(台中)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台北) 

 

 

》主管改善種子養成與實務運用交

流(高雄) 

 

  

紓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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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製造業紓困振興大補帖（2.0） 

》經濟部—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勞動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協助專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全球防疫商務資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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