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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四月號 2017   CTIMES   9

這期到台中採訪了林佳龍市長，市長談了很多他對智慧城市的規劃，恰巧在2月底也採訪

了在南港世貿的智慧城市展，兩次的採訪都看到台灣各縣市對智慧城市的積極態度，

這讓我想起去年在日本旅遊的情景。

由於是自助旅行，我和同伴的日本之行以大量的大眾交通工具，真的走累或趕時間，就搭計程

車，曾在日本自由行的讀者應該都知道，在日本公車站牌上會有幾路公車幾點幾分到的標示，

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幾乎所有公車都在標示的時間，一分鐘不差的抵達站牌，接著在幾

次的計程車搭乘中，我想到台灣去年正鬧得沸沸揚揚的UBER，於是透過諳日語的同伴與計程

車聊天，問他們對UBER的看法，司機表示UBER在日本推不太起來，因為日本計程車的車輛和

司機素質都不錯，民眾沒有換搭UBER的動機。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中極重要的部分，過去手機App已有台北等公車之類的相關的交通指引程

式，近年來台北也一直在推智慧候車亭，上面最主要的資訊就是公車的抵達時間，這種建置在

各類IT建置領先全球的日本並不會看到，因為不需要，原因就像前面所敘，因為日本公車太準

時了，UBER也是一樣，有了量多質精的計程車，訴求方便、高品質的UBER對一般民眾就難有

吸引力，尤其沒經過政府考核UBER司機，搭乘風險還更大一點。

智慧城市當然是未來趨勢，智慧交通也不會只是公車時間的指示，但許多智慧化系統能達到的

功能，城市現有的機制早已能達成，只是上位者未曾落實，結果功能喪失，久而久之城市居民

也就習慣了，智慧城市是未來趨

勢，但在推動的同時，政府應該

先整頓現在已有的機制，推動智

慧城市時，不但資源可以花在刀

口上，推動起來也會更順遂。

推動智慧城市前的功課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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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灣大選後，由於政治頻譜已明顯改變，兩岸半

導體業互相投資、合作等案件已出現更多不確定性，並

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議題。

在兩岸半導體產業相互投資之相關案件中，最受矚目者

當為尚未開放陸資投資的項目─台灣IC設計產業。台灣

對於兩岸半導體產業投資的相關法令中，台灣業者赴大

陸投資主要受「在大陸地區投資晶圓鑄造廠積體電路設

計積體電路封裝積體電路測試與液晶顯示器面板廠關鍵

技術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等法令管理，政府除了已經

開放IC設計、IC封測產業赴陸投資外，目前也已有條件

開放台灣業者赴大陸參股、投資及設立12吋晶圓廠。

對於大陸來台投資台灣半導體產業相關的規範，則主要

受「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管理，開放項目

採正面表列，目前已有條件開放陸資投資台灣IC製造與

IC封測產業，惟大陸地區業者來台投資台灣半導體業IC

設計業目前仍為禁止。

不過在大陸積極發展自有IC設計產業下，不可諱言部分

大陸IC設計業者競爭力已快速提升，並對我業者產生潛

在競爭威脅。台灣業者雖可選擇繼續與大陸業者直接對

抗競爭，但在面對大陸的政策資源與市場優勢下，台灣

業者明顯缺乏對等競爭條件。

此外，在大陸業者積極以國家政策資源優勢發動全球併

購、投資下，大陸業者在發展自主半導體供應鏈的同

時，也將其資源挹助於台灣之國際競爭對手，在彼長我

消的情況下，台灣業者可能因此受孤立或被邊緣化，所

面臨的競爭環境將更為險峻。

因此，部分台灣業者在市場競爭的策略之外，更思考

與大陸下游客戶或同業發展策略合作關係，藉此掌握

大陸地區的市場機會，甚至共同開發其他新興地區市

場。2015年下半年即已傳出部分台灣業者希望政府開放

大陸資金投資台灣IC設計產業，同時也有部分大陸業者

如紫光集團、中國移動等，表態有意願投資台灣IC設計

產業。

惟因適逢大選期間，相關議題事涉兩岸關係，引起各界

廣泛的討論，也使部分產業策略的討論，受到政治議題

的干擾。但若回歸產業發展的需求而論，不難發現台

灣業者之主要市場仍在大陸，短期內又無法轉換至其

他新興市場與應用。因此，面對大陸本土IC設計產業的

崛起，台灣業者勢必需要更多元的策略運作工具，包括

與大陸客戶的上下游整合，以及與競爭同業的策略結盟

等，方得以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產業環境中尋求存活空

間。

未來在陸資投資台灣IC設計相關法令鬆綁的討論上，可

能需同時考量產業需求、社會疑慮與國內政治壓力，屆

時將面臨如何取得多方平衡的難題。預計行政部門將甚

為審慎。由於凝聚共識的過程曠日廢時，估計相關法令

的鬆綁不易在短期內實施。

除了公部門的投入之外，建議台灣業者或公協會亦應協

助釐清社會各界的疑慮，以在法令配套措施的規劃上，

尋求較佳的平衡點。藉由更完整、多元與透明的討論，

使相關法令的調整可符合產業發展的實務需求，藉此提

供足夠的策略運作彈性，以使我業者取得較佳的發展條

件，維持我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

從大選後新政經局勢

看半導體相關投資法令之鬆綁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台灣半導體產業是大陸業者亟欲挑戰與爭取合作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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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和同事一起拜訪合作夥伴座落於民生社區

的新辦公室，這是一個以低矮公寓為主體的

仿美式社區，擁有極高比例的公園腹地，走在社

區中一整個綠意盎然，而附近有條以文創、咖啡

和特色餐廳而著名的街道─富錦街。

這辦公室沒有門牌，只在住宅公用對講機的門號

旁貼了張小小的公司貼紙。「叮咚」後，爬上幾

層樓梯，主人已熱情開門迎接，讓我們換上室內

拖鞋，並導覽參觀這一點都不像辦公室的每個溫

馨空間。

一入門的客廳空間擺了幾張相連的大木桌，是大

家的辦公桌；桌旁的一整面大牆被漆成黑板牆，

牆面畫滿及貼滿他們腦力激盪的痕跡。走進茶水

間，令人驚喜地見到陽光灑入；最後被帶領到「

會議室」，竟是讓客人直接坐在地毯或沙發上，

再奉上好茶和咖啡，讓人整個放鬆下來，可以好

好談談「有創意的事情」。

「我們在做和想做的事是『Co-creation』，也就是

用創意的工作方式和客戶一同協作出動人品牌。

」Francis看到這個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毅然離開

奧美廣告業務總監這傲人的職位，自創MARKiT，

並陸續結合認同這件事的夥伴們加入。

這群人的專業背景不同，有人懂工業設計，有人

懂UI、UX，或人類學、社會學，也有人擅長說故

事。而這樣的一支專業團隊，在Francis的帶領下已

協助不少企業重新打造兼具創意與效益的品牌策

略解決方案，創造消費者與產品間的最佳體驗。

他問我有認識和他們在做相同或相近事情的公司

嗎？我回答，沒有，我們很像，看到了想做且能

做好的事，就一股腦地跳進來做了。

回過頭來再想想，其實在經營MakerPRO的這兩年

來，也和MARKiT的發展相似，陸續結合了不少夥

伴，大家的背景不同，切入點也各有不同，涵蓋

媒體、設計服務、製造服務、品牌策略、室內設

計等，但都有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協助創意

價值的實踐」這事有所承諾，並且以創業的方式

來自我實踐。

另一個相同點是，所做的事都是市場上的「第

一」：第一個進入自己定位的市場；也是「唯

一」：沒有別人曾做過同樣的事，所以對手很

少，但公司如何營運，只能靠自己去摸索了。

所幸是在做自己認為值得投入「人生」去做的

事，所以每個嘗試都當做是寶貴的人生體驗，也

就沒什麼太大的得失心了。

再進一步檢視週遭的朋友，有人返鄉種田，有人

賣起茶葉，有人推廣平民化單品咖啡，有人當了

一輩子的窮畫家，不改其志。

這樣的故事，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已不是新鮮事

了，可以說是一種印記、一種群像。「我們只不

過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了，這麼簡單。」

這樣的信念與行動群像，不會是一天兩天形成

的，而是近二、三十年來，甚至更久，大家在回

歸自身的不斷反省下，所做的「選擇」。

寫了這些，只是想回應一篇對岸自以為了解我們

的文章《台灣支付起碼慢中國十年？中媒撰文檢

討台灣到底這失落的十年在做啥》：我們選擇了

更精緻、更深刻，更有感的品味生活，然後無怨

無悔地去認真實踐，如此而已。

（本文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及共同創辦人）

選擇更精緻、更深刻，更有感的品味生活，然後無怨無悔地去認真實踐，如此而已。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一種台灣群像的選擇





14   CTIMES   www.ctimes.com.tw

N E W S  A N A L Y S I S

逾八成企業「數位轉型」勢在必行
透過數位轉變，才能面臨第四波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挑戰與利用其創造的商機。

各式科技進步帶來第四波工業革命，先

進的科技包括物聯網、人工智慧(AI)、

進階資料分析及混合實境都可藉由雲端

科技創造出無限可能，改變人類工作、

生活與娛樂的方式。

為瞭解企業領導者如何因應數位世代與

第四波工業革命，微軟進行涵蓋13個市

場的「亞洲數位轉型調查」，訪問包含

五大產業上千位企業領導者。調查結果

顯示，亞太地區80%受訪企業領導者認

為組織需要轉型成為數位企業，以帶動

未來持續成長。

據悉，該調查訪問了1494位亞洲參與

擬定企業數位策略的領導者，包括105

位來自台灣百大企業主，橫跨金融業、

零售業、醫療照護產業、製造業及教育

界等五大產業；調查結果顯示，亞太地

區80%受訪企業認為組織需要轉型成為

數位企業，以帶動未來持續成長；而台

灣則有高達83%的台灣企業認為數位轉

型是當務之急；此外，有76%的台灣企

業領導者贊同從資訊洞察新趨勢，能為

企業創造持續性的新營收來源。

雖然大部分企業領導者一致認同「必須

盡快進行數位轉型才跟得上商業景氣轉

變」，但研究發現，台灣大部份企業的

轉型仍停留在極初始階段。

在數位轉型策略上，澳洲及印度的受訪

者有40%有完整的轉型策略，位居亞洲

市場第一位；而台灣受訪者卻僅有23%

的企業領導者有完整的數位轉型策略，

比例甚至低於亞太地區的29%。

但台灣有54%的企業領導者會針對企業

的某些領域擬定特定數位轉型方針，在

亞洲市場中僅次於中國市場(55%) ，值

得關注的是，有23%台灣受訪領導者的

數位轉型策略有限或者根本缺乏策略，

僅優於日本(36%)、韓國(32%)、泰國

(30%)、香港(28%) 及菲律賓(25%)。

微軟資深副總裁暨大中華區董事長兼首

席執行長柯睿杰表示，亞洲地區企業領

導者已經開始針對數位轉變需求而有所

行動，如此才能面臨第四波工業革命所

帶來的挑戰與利用其創造的商機。（廖

家宜）

圖片來源：TrendForce

全球牙科醫材市場預估2016-2021年複合成長率為5.6%

在全球人口高齡化及口腔健康意識抬頭的驅動下，全球牙科醫材市場將逐年

成長。據了解，2016年全球牙科醫材市場規模約 281 億美元，2021 年可成

長至 368 億美元，2016～2021年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 5.6 %，其中以

人工植牙市場的發展最為快速。

柯心卉表示，人口高齡化促使牙齒修復、假牙與植牙體的需求增加，且在開

發中國家生活水準逐漸提高下，與歐、美、日本等國都更加重視口腔的美觀

與疾病預防，因此雖然有牙科相關人力資源短缺等因素限制，全球牙科材料

與牙科設備市場仍將穩定成長。（陳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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