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愈來愈多硬體相關的創意作品在Kickstarter募資成功，

但卻無法順利生產出貨。

即使第一批製造出來也離當初的故事有一段距離，

從Maker到Market這「最後一哩」還有著許多難以解決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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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二月號 2016   CTIMES   9

2016年，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新的一個年度到來，台灣選出了一個新的女總統。新總統在當選

時說，她已經走完了競選的最後一哩路，現在要開始帶著大家走向一條全新的道路。事實上，

產業的許多環節，也都正在最後一哩路上，跨越著障礙，艱困地走著。Maker，就是其中一個例

子。

Maker to Market就現在的環境而言，已經比過去容易多了。然而，就算已經將創意推向離市場不遠

的最後一哩，這最後一哩，卻不是那麼容易跨越。原因在於，愈來愈多硬體相關的創意作品，儘管

在Kickstarter募資成功，但卻無法順利生產出貨；即使第一批貨品製造出來了，往往離一開始所設

定的故事劇本有一段距離。

就算這些Early Adapter覺得還堪用，但下一批該賣給誰，也是很沒把握的問題，從Maker到Market這

「最後一哩」有著許多難以解決的挑戰。

硬體和軟體的最大差異，正是在於前者有實體製造的需求，因此也必須考量更多的問題，包含製

造、品質、安全、驗證、成本、服務、可靠性等。就成本來說，包含開發成本以及製造成本。當

然，除了上述的元素之外，還有供應鏈的問題。多數的Maker除非對產業非常熟悉，否則要找到適

合的工廠來生產產品是一大挑戰。

正因為從Maker到Market這最後一哩，有著許多難以解決的挑戰，也因此本刊特別以『蓄勢待

發-Maker供應鏈大翻轉』為題，探討創客走向創業之路的種種挑戰。內容包括：打通Maker to Mar-

ket最後一哩路實現創業夢、IC大廠擁抱Arduino開闢潛在新客戶，以及晶片大廠加碼創造開放硬體

市場雙贏。內容十分精彩，也歡迎對於創客創業市場有興趣的讀者鎖定本期內容。

新的一年，大家對於景氣的復甦、市

場的活絡，有非常大的期待。特別是

走過低潮的2015年，面對剛來到的

2016年，都會希望能走出過去的陰

霾，帶來全新的氣象。而新的總統能

否帶領大家迎向一個全新的局面，也

頗令人期待。

台灣離半導體產業景氣復甦的最後一

哩路，到底還有多遠距離呢？期待我

們能夠快一點到達了。

最後一哩路
Maker到Market這最後一哩，有著許多難以解決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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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和上海新車間的創辦人李大維聊了許久，他一直站

在中國Maker圈的最前線推動著，對Maker發展有非常多

深刻的心得和前瞻的想法，而他現階段在做的，是找出

一個模式，讓Maker的創意實作能與市場無縫接軌，這

和MakerPRO的定位是不謀而合。

事實上，沒有一個新產品是一下子就能送往工廠大量

生產的，都要經過概念性驗證（POC）的階段，而今日

Maker在做的事，說穿了就是產業界在做的POC，但兩者

有何差異呢？

大維說：「Maker在做的是產業界不屑去做的東西。」

他舉了一個很鮮明的例子：有個在KS募資成功的Smart 

Hardware案子，跑到深圳找代工，代工廠看了案子有點

印象，就到樣品室中翻出了三年前曾做過的一個產業客

戶樣品，居然是如出一轍的設計想法。

為何市場上沒人看過？答案很簡單：沒有量，不做下去

了。

這在過去是常見的事，來自企業的創意創新只要沒有幾

KK的量，就被冷凍了。但現在有了Maker、OSHW、數位

工具，加上群募，很多事情開始改變。

大維為Maker to Market、to Startup的發展下了一個詞：

「生產製造的大規模業餘化」，而許多的機會正來自於

Maker們「大規模在做產業界覺得愚蠢的事」。

這種愚蠢，其實是一股實現自我的傻勁和熱情，而從

Maker的角色走向市場，想的不該是對手有多強，而是

如何和自己這一塊的社群及粉絲打成一片。

他以Nomiku的創辦人Lisa Fetterman為例，她是一位整

天想著烹飪美食的女孩，不斷研究如何做出心中的好料

理，進而投入sous vide（真空低溫烹調）的設備開發領

域。

「當她推出Nomiku時，已經累積了龐大的社群基礎，大

家都在等她上架Kickstarter，一上架當然馬上就達標了，

最終募到2200多萬台幣。」

她所做的東西，對電子背景的人來說，一點也不難，「

在電子零件商店花500元台幣就可以做出來了」，但為

何別人賣不出去呢？

對Lisa來說，她只是真心在做一件喜愛的事，她的成功

則滿足了與她有同樣需求的人的需求。

是的，技術已愈來愈不是產品差異化的關鍵，更重要的

是作者起心動念的初心：好玩、理想或賺大錢。

大維又舉了另一個例子，是他最近在中國多所學校推行

創意競賽活動的心得，他發現成績愈好的學校學生，「

他們太重視技術、太要求完美」，做出來的作品顯得平

平無奇；相較之下，大家眼中後段班的學校學生，因沒

包袱，做出來的東西反而更有亮點。

他也同意在這方面，台灣Maker的原創性和質感更好，

因為這裏的Maker能耐著性子琢磨自己的作品，「如果

能把台灣優秀的文創人也整合進來，一定會有更大的火

花」！

不過，一旦Maker決定將作品變成產品推到市場，慢慢

磨就行不通了，反而應加速市場驗證與產品迭代，這就

是打造Maker經濟待解的另一個大議題了。

（作者現創立MakerPRO社群平台，並擔任總主筆）

Maker在做的事，說穿了就是產業界在做的POC。

歐敏銓 

CTIMES 編輯總監

Be Unique

大規模的愚蠢？MAKER正在顛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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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成長動力轉弱的影響下，2015年

全球景氣低迷，如PC等資訊系統產品受此衝擊，市場需

求欠佳，再加上智慧型手機等產品對PC等產品的取代效

應持續發酵，資策會MIC認為2015年全球資訊系統市場

規模將出現衰退，不但PC市場之需求下滑，平板電腦市

場亦開始降溫，目前僅與雲端運算關連性較高之伺服器

市場，可望保持相對穩定之成長動能。

下游系統產業陷入衰退的困境也對上游關鍵零組件如半

導體等產業造成衝擊，預期全球半導體市場之成長幅度

亦將較原預期為低。台灣半導體產業亦同受全球市場欠

佳之影響，其中記憶體與IC設計產業甚至可能出現較明

顯之衰退。

展望2016年，在傳統ICT產品趨於成熟、新興產業成長

動力尚未浮現之下，估計全球資訊系統產業景氣仍不易

有起色，傳統之PC與平板電腦仍將維持下滑趨勢，惟衰

退幅度可望因新平台之推出而減緩。上游關鍵零組件產

業亦有景氣反轉向下的風險，以全球半導體市場而言，

由於下游終端產品的景氣低迷，再加上新興應用尚未及

彌補需求缺口，資策會MIC預估2016年全球半導體市場

可能呈現小幅衰退。

有鑑於傳統ICT市場已漸趨成熟，多數資訊電子業者已

積極加速發展新興應用，以在景氣低迷階段先期佈局下

世代產品與應用。其中，物聯網、智慧穿戴等皆為產業

界寄予厚望之新興應用，欲藉此帶動下一波市場需求。

不過由於如物聯網等新興應用的範疇甚為廣泛，涵括

食、衣、住、行、育、樂等各個生活面向，已非單一領

域業者可以獨立開發與經營，亟需進行異業整合。

同時，相關新興應用在發展初期更具少量多樣的發展特

性，資訊電子業者相較於以往，更需具備垂直整合與處

理客製化訂單的能力。產業間已開始出現對系統級整

合、模組化、次系統設計等平台發展需求，晶片業者更

積極投入系統開發平台，以支援客戶進行多元創新。而

智慧製造、工業4.0等創新製造概念，更有利於業者長期

發展少量多樣、客製化製造之經營模式。

簡而言之，因應新興應用多元分散、百花齊放與跨領域

整合等特性，傳統資訊電子產業強調標準規格、規模經

濟與大量生產製造之經營模式將需進一步調整，預計資

訊電子業將朝跨領域與垂直整合、智慧製造等面向演

進，晶片業者並已開始出現大量的開發平台，提供下游

系統業者開發套件工具，以利搶佔多元新興應用的發展

機會。

因應全球資訊電子市場成熟的趨勢，以及新興應用所帶

來之跨領域整合需求，全球資訊電子業於近期掀起整併

風潮，大廠紛紛藉購併與策略結盟以達成規模經濟與範

疇經濟，藉此擴充產品線與增加產品整合度。其中，半

導體產業更出現多起大宗併購案，台灣半導體廠商亦開

始尋求水平合併與垂直整合。

中國大陸更在此波全球整併風潮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其國家半導體相關基金的投入下，大陸續對如ISSI、星

科金朋、Omnivision等國際大廠發動購併，也吸引了如

Intel、Qualcomm等國際大廠與大陸業者進行策略結盟，

甚至一度傳出清華紫光有意併購國際記憶體大廠美光。

在此波低迷景氣中，中國大陸利用政策資源優勢，積極

投入發展自有產業供應鏈，未來對全球產業之影響力恐

將日漸增加。我國產業亦需尋求更為靈活的競合策略，

以因應大陸崛起帶來之機會與挑戰。

資訊電子產業發展回顧與展望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展望2016年，估計全球資訊系統產業景氣仍不易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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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分析

IDC：2016 VR、AR發展元年   

IDC發佈了對於2016年台灣市場的十大ICT預測，包含

物聯網深入垂直應用、電子商務大躍進、混和雲成為趨

勢、VR/AR發展元年、4G持續快速滲透等趨勢。

在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的部分，雖過去也有相關產品出

現，但因技術、硬體設計、價格、內容等因素影響，市

場發展受限。如今，隨著硬體及技術逐漸成熟，IDC認

為，虛擬實境裝置與擴增實境將會進入發展元年，且部

分產品也將在2016年進入商業化及量產階段，不過其

市場規模必須取決於消費者體驗、價格以及內容三大因

素。(丁于珊)

小企業立大功，從智慧手錶技術出發

的蓋德科技，跳脫ODM/OEM的巢臼，

成功取得台灣與中國大陸訂單。從硬

體轉向軟體，跳脫裝置積極發展以「

家庭」為核心的整合雲服務，提供家

人即時安全照護、健康管理與醫療資

訊互動之ICT解決方案及產品與服務。

蓋德科技從「在意功能的高科技公

司」轉變為「以人及服務為出發的

服務公司」，透過科技提供銀髮族服

務，包含：居家照護、健康管理、醫

療服務等。

主力團還協助蓋德擴展國際市場，分

別於中國大陸包括上海、杭州、武

漢、襄陽等城市辦理「隨需服務」說

明會，並於10月完成跨境落地驗證

並簽訂包括華東醫藥、中國抗衰老協

會、襄陽閘口社區促進協會簽訂3份

MOU，讓該公司可以進入中國大陸市

場，並促進擴大投資，拓展全球市場

版圖。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蓋德科技是台灣

首創整合「家庭」健康需求並連結智

慧裝置之隨需整合服務，可協助國內

雲端平台與健康服務業者發展通路與

服務加值。

此外，本案從高齡者居家安全與健康

照護切入，讓高齡者的家人、居家服

務機構、醫療院所等共通的平台進行

即時服務的鏈結與整合，從使用者的

角度來設計最適合的商品，銜接市場

的最後一哩路，讓迫切需求者簡易操

作產品，進而讓「家庭」健康生活的

服務生態圈成形。

蓋德科技以提供家庭需求為核心的產

品與服務模組，包括生活照顧、居家

派遣、健康管理、醫療服務、家人互

動等五大產品與服務模組。蓋德科技

雲端服務平台的特色在於透過智慧裝

置有效串連高齡配戴者、市場服務業

者與子女，讓硬體加軟體創新服務成

為可行。

蓋 德 科 技 目 前 也 將 積 極 進 行 全 球

「guidercare」品牌經營及通路布局，

構建一個以「家庭」為社群基礎的居

家養老與生活服務的整合性平台。除

代表我國雲端健康服務體驗邁入新里

程碑，也象徵中央政策發展協助產業

轉型與服務升級的成功典範！未來，

主力分團將持續積極輔導應用系統跨

領域擴散服務商機，創造產業新價

值。(王岫晨)

蓋德跳脫傳統巢臼 成功取得
台灣與中國訂單 
蓋德從硬體轉向軟體，跳脫裝置積極發展以「家庭」為核心的整合雲服務。

資料來源：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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