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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工業4.0智慧製造論壇
從概念到實踐

2017 台北／高雄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工業4.0已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重要趨勢，透過智慧化架構，製造系統將開始全面升級，
近年來智慧製造多僅止於紙上談兵，在這次論壇中，我們邀請業界指標性人士與全球
自動化大廠施耐德電機，以最全面的實務建置解說，讓您了解工業4.0最實際的一面。

(五) 台北世貿展覽館 (一館二樓 第 3 教室) 

09:10~09:40 施耐德新一代 EcoStruxure
管理平台

工業暨機械自動化

事業部總經理 李乾瑋

CTIMES 王明德 主編

10:30~10:50 Break time

12:10~13:10 Lunch

14:50~15:10 Break time               

09:40~10:30 新世代製程的控制器
與HMI設計

業務經理 謝昀哲

產品應用經理 詹泰一

13:10~14:00
能源管理系統在工業4.0
概念下的功能需求

亞太區能源管理系統

行銷經理 陳如芃

10:50~11:40 變頻器在工業程序的
應用重點

產品經理 陳建皓

11:40~12:10 從廠房到產線的
智慧電力管理

產品應用經理 王盈翔

14:00~14:50 如何完善架構SCADA系統
科勝業務

副工程師 吳昱賢

15:10~15:50 智慧製造於化工程序上之應用 技術顧問 賴一寬博士

15:50~16:10 善用服務打造穩定製造系統
服務事業部技術顧問

吳享倫

16:10 抽獎

Opening09:00~09:10

講師時間 主題

3/103/10 AM09:00~PM16: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2樓

(五)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六樓 605 會議室)

09:10~10:00 工業4.0發展現況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通所
智能製造服務系統組
張維仁 副組長

CTIMES 王明德 主編

10:30~10:50 Break time

12:30~13:30 Lunch

14:50~15:10 Break time               

10:00~10:30 施耐德新一代EcoStruxure
管理平台

工業暨機械自動化

事業部總經理 李乾瑋

業務經理 謝昀哲

產品應用經理 詹泰一

13:30~14:00
從廠房到產線的智慧電力
管理

產品應用經理 王盈翔

10:50~11:40 新世代製程的控制器
與HMI設計

11:40~12:30 變頻器在工業程序的
應用重點

產品經理  陳建皓

14:00~14:50
能源管理系統在
工業4.0概念下的功能需求

亞太區能源管理系統

行銷經理 陳如芃

15:10~16:00
如何建構一個工業4.0的
資訊整合平台

科勝業務工程師 潘安禹

技術顧問 賴一寬博士16:00~16:40

16:40~17:00

智慧製造於化工程序上之
應用

善用服務打造穩定製造系統
服務事業部技術顧問

吳享倫

17:00 抽獎

Opening09:00~09:10

講師主題 時間

3/173/17 AM09:00~PM17:00
高雄鹽埕區中正四路274號6樓

◆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 報名洽詢：02-2585-5526 分機225 孫小姐。imc@ctimes.com.tw

◆ 傳真傳線：02-2585-5519

◆ 注意事項：＊一般免費活動，將由主辦單位進行出席資格審核，通過審核後

　　　　　　 　您將於活動日期前三日收到報到通知信函。

　　　　　　 ＊活動當天，若報名者不克參加，可指派其他人選參加，並請事先通知主辦單位。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研討會課程主題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活動若適逢颱風達放假標準之不可抗拒之因素，將延期舉辦，時間另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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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二月號 2017   CTIMES   9

「依法行政」這4個字對台灣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作為法治國家，政府官員依照法律

辦事除了避免營私，也一定程度的保護了自己，不過這4個字也一直讓台灣產業相

當無奈，尤其是面對產業環境多變的全球市場，官員的一句依法行政常常讓廠商不但失去先

機，且無力追趕領先者。

在法律論述中，有「正面表列」和「負面表列」，簡單來說，前者就是「除非准許，否則不能

做」，後者則是「除非禁止，其他都能做」，這兩者有極大差別，台灣的條文大多是正面表

列，所有的事項都經過立法制定成條文，官員必須依照條文行事，否則一旦出事將禍及己身，

這種做法極容易讓政府單位有明哲保身，不做不錯，去年讓產業人士大為不滿的Fintech相關法

令的制定，就是出於此一思維。

因此政府若要成為台灣產業的有效助力，在部分領域應採取「負面表列」思維，明定禁止項目

後，讓官員有更大空間可以發揮，當然「正面表列」和「負面表列」不是必然要擇一棄一，在

某些尚未成熟的新興產業，政府可以「正面表列」明定項目，引領台灣業者前進，在技術已然

成熟的產業，則可以「負面表列」，讓官員放手去做，如此台灣產業方能有充份活力，不被困

於僵化法規。

依法行政的台灣產業困局

主編



COLUMN

10   CTIMES   www.ctimes.com.tw

隨2016年全球半導體市場下滑，2017年可望回升

資策會MIC於近期進行年度半導體產業前景預測，對

2016年全球半導體市場保持較為保守的看法，因全球

市場景氣仍顯低迷，估計2016年全球市場將較去年下

滑2.5%，僅達3,315億美元。展望2017年，全球半導體

市場可望止跌，主因為PC產業衰退幅度可望因商業換

機需求而減緩，同時，智慧型手機仍將維持小幅成長動

能，導致全球半導體市場可望止穩，而新興應用如車用

電子、工業用產品等則維持穩定成長趨勢。資策會MIC

預估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將較2016年微幅成長1.8%，達

3,375億美元。

台灣半導體產業表現超越全球平均水準

雖然全球半導體市場表現低迷，台灣半導體產業受惠於

智慧型手機客戶的成長、先進製程與高階封測產品的挹

助，卻有超越全球平均水準的表現。展望2017年，台灣

半導體產業在PC終端衰退幅度趨緩、智慧型手機小幅成

長，再加上晶圓代工新產能開出之帶動下，各次產業可

望維持成長動能。2017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達24,044

億元新台幣，較2016年成長6.1%，表現仍優於全球平均

水準。以下分別說明台灣半導體各次產業的年度回顧與

展望。

台灣IC設計業2016年表現優異，2017年維持成長動能

展望2017年，資策會MIC預估，台灣IC設計廠商在中高

(低)階智慧手機應用晶片產品之出貨可望持續增加，且

在PC相關應用晶片包含Type C、SSD控制IC等出貨亦維

持樂觀，再加上新興應用包含車用IC相關產品之出貨帶

動下，2017年台灣IC設計產業仍可望維持成長態勢。整

體而言，2017年台灣IC設計產業產值將較2016年成長近

7%，達6,148億元新台幣。

高階製程需求強烈，台灣晶圓代工產值維持成長

2016年台灣晶圓代工產業在智慧型手機晶片需求、中大

尺寸面板驅動IC與其他新興應用需求帶動下，產值達1

兆981億元新台幣，較2015年成長6.9％。展望2017年，

在10奈米製程產品正式量產，且全球智慧型手機維持小

幅成長下，我國晶圓代工產業可望維持穩定成長空間，

產值將達1兆1,789億元新台幣，較2016年成長7.4％。

高階封裝需求帶動，台灣IC封測產業恢復成長動能

受惠半導體高階製程挹注，且SiP等高階封裝需求回

溫，再加上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需求帶動，台灣封測

業於2016年下半年恢復成長動能。展望2017年，在

DRAM、NAND Flash與邏輯IC仍維持穩定需求下，IC封

測產業仍具成長動能，惟受市場競爭之影響，產業前

景不確定性提高。預計2017年整體台灣IC封測產值為

4,333億元新台幣，可望較2016年成長2.5%。

台灣半導體產業穩居世界領先，但仍面臨高度競爭壓力

在全球3C應用產品漸趨成熟，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動

力減緩下，台灣半導體業者將在成熟市場中面臨越來越

高強度的競爭挑戰，廠商仍需積極尋求多元新興應用，

以維持長期成長動力。雖然多數物聯網應用仍處於萌芽

期，但部分非傳統之3C應用如車用電子、工業用電子

等，近年卻維持穩定的成長動力，相關應用IC市場應為

台灣業者可長期關注、佈局的重點領域。

2017年半導體產業回顧與展望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台灣半導體業者將在成熟市場中，面臨高強度的競爭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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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古亭的小辦公室，時常有新朋友來拜

訪，大多想討論一下自己（很多是代表公

司或某單位）可以怎麼和Maker運動來進行串連，

而來我們這，自然是對Maker"走向市場"（Maker to 

Market）這回事有相當的關注。

近來因政府啟動「亞洲矽谷」計畫，有朋友"代表"

某單位來做了個訪談，問題大致是政府在這計畫

中該做什麼來推動IOT，又該如何與台灣Maker圈串

連，或給予創業團隊什麼幫助等等。

為此，我在白板上畫了一張圖，圖上有一條線，

在這線的兩端分別是Maker與Market，線上從左

到右則是無可避免需經歷的階段：從最前期的什

麼都沒有，只有創意，到一個人或找到同好組團

隊做出了第一個樣品，再到尋求社群的意見與支

援，漸漸走到市場的最前緣，成為所謂的硬體新

創團隊。

接著新創團隊開始尋求第一桶金，試金石往往是

上架群眾募資（我們是推One to Hundred社群小量

預購），也就是找到MVP（最小可行產品）的市場

定位。

除了群募和社群預購，走向市場的其他可行作法

還包括教學加賣套件、找通路夥伴（to B或 to C）

，以及貼牌、接案等等。事實上，只要能做成生

意並穩健成長，不必限於將產品「大量生產」才

是成功創業的迷思當中（也不一定非創業不可）。

不過，一個團隊要往下走，還是欠缺很多能

力，需要尋求各種外部資源的協助。能夠提供

團隊廣泛協助的單位，一種是硬體加速器，如

HAX、Highway 1，在美國運作地蠻成功的，但在

台灣，似乎仍未見到極具代表性的執行單位。

另一個角色則是做為Make r與市場（通常是製

造）之間的媒合性單位，如HWTrek（創投底子）

、TechDesign（製造底子）或Triple（法人底子）

，不過，目前並沒有看到很具說服力的實質成效

或口碑。

為硬體新創解決可製造設計（DFM）問題的需求

是明確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需求，正在快速成長

中。要滿足這需求，除了加工與製造的技術與產

能外，更大的關鍵在於人才：聽得懂團隊們創新

設計需求的人才，而且可以有效率轉化為可量產

的設計，同時「守口如瓶」，不會洩露客戶的機

密。

這樣的人才養成不易，而幸運地是，在台灣比比

皆是。問題是，全球的硬體創業圈並不了解這

點，而就是知道，往往也不知找誰接頭。

假設團隊跨過了DFM的門檻，要走向量產了，因為

量通常不大，找代工五哥是門不當戶不對，不會

理你（理了也麻煩），這時只能另謀出路。又很

幸運地是，台灣有實力的中小型加工、EMS廠也很

多，如果能與全球創業圈串上，機會無窮呢。

再往後走，就是行銷與通路等問題，這部分在創

業圈已有不少輔導資源，本文先不多提了。

再回過頭來談，我想回應朋友的是，亞洲矽谷計

畫看起來與台灣硬體創業圈的發展並不是很對

盤，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對Maker圈更是無感。若

真想實質做點事，則應讓上述的幾個幸運落地成

為全球皆知的「影響力」吧。

（本文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及共同創辦人）

亞洲矽谷計畫看起來，與台灣硬體創業圈的發展並不是很對盤。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令人無感的「亞洲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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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PC出貨量連續五年下滑
2016年第四季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總計7,260萬台，較2015年第四季下滑3.7%。

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初步統

計結果顯示，2016年第四季全球個人

電腦（PC）出貨量總計7,260萬台，較

2015年第四季下滑3.7%。2016全年PC

出貨量總計2億6,970萬台，比2015年減

少6.2%。自2012年起，PC出貨量便持

續呈現逐年下滑的局面。

據了解，2016年第四季PC市場持續低

迷，且由於PC購買行為模式出現根本

變化，節慶促銷也普遍疲軟。而由於技

術升級的吸引力不足以帶動實質市場成

長，PC市場全面呈現停滯狀態。雖市

場上出現了一些規格更為創新的產品，

例如二合一或輕薄型筆電，或就電池續

航力等技術層面加以提升，由重度PC

使用者引領的此終端市場確實快速發

展，但仍不足以驅動整體市場成長。

從PC市場的另一面來看，此部份的消

費者鮮少使用PC，而是極度仰賴智慧

型手機，因此他們PC的使用週期會延

長。然而此部分的市場規模遠超過PC

迷所占比重，因此由於他們的需求大幅

減少，PC迷市場快速成長的效應也因

而被抵消。

雖然整體PC市場仍將停滯不前，但部

分領域還是有成長的機會。不過至少明

年以前，這些領域的成長仍無法挽救整

體PC市場頹勢。

2016年第四季期間，全球前六大廠商

中有四家的全球PC出貨量得以成長。

前三大廠商的全球市占率於第四季均

有所上揚。聯想（Lenovo）穩居冠軍寶

座，於北美、歐非中東（EMEA）市場

的出貨均增加，但在亞太、日本則持續

面臨挑戰。

惠普仍位居第二，出貨量已連續三季成

長。惠普對美國與歐非中東地區出貨量穩

居冠軍寶座，成長率也高出區域平均值。

2016年第四季戴爾（Dell）出貨量也連

續三季呈現成長局面。2016年期間，

該公司持續將PC列為商用及消費市場

的策略性業務部門之一。華碩（Asus）

是2016年第四季期間，全球前六大PC

廠商中衰退幅度最大者，該公司已調整

PC策略朝向高端市場發展，以尋求較

高的毛利率。Gartner分析師表示，出貨

量下滑可能是導致此一策略調整的原

因。（邱倢芯）

智慧手機出貨量2017年觸底反彈

根據市場調研機構Accenture最新的調查指出，智慧型手機經過幾年的出貨緩慢成

長，甚至在2016年降到三年來的低點後，其出貨量在2017年將觸底反彈。

Accenture認為，由於新款智慧型手機提供更好的安全性，且更新了其功能、精進

性能，並在硬體上做了大幅的改善，讓消費者更願意花錢買單。據了解，此份報

告調查了二十六個國家的兩萬六千名消費者，報告中顯示，消費者對於特定類型

的連接設備（例如智慧手錶，或是健身相關監測的裝置）的需求，在2017年開始

呈現緩慢成長的趨勢，其原因在於價格昂貴，且使用者對於個人使用數據的安全

與隱私性產生疑慮。 (邱倢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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