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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展現抗疫的決心與商機

儘管新冠肺炎（COVID-19）仍在全球延燒，但由於台灣疫情控制得宜，因此台北國際自動化

展仍決定如期在8/19～8/22舉行。少了國際參觀者，加上參展和看展多了更多的限制：戴口

罩、測體溫、動線管制、社交距離，所以很多人都在懷疑這次辦展究竟能帶來多少的商機。

但就實際走訪的結果來看，其實成果仍是相當正面，而且甚至展辦到後面1～2天，還可以感

覺到漸入佳境、勢頭更盛的情況。

康耐視台灣總經理許晏維受訪時表示，他們本來也在評估要退出本屆的展會，基於考量疫情

的因素，參觀者的人數將會大不如前。但後來還是決定參加了，因為覺得就是在疫情之下，

自動化方案供應商更應挺身而出，告訴產業界如何透過自動化的技術，來面對，甚至戰勝疫

情。

「新冠肺炎帶來的影響，就是要讓『人』退出廠房，而這就是自動化的強項。」許晏維說。

另一家供應商也持著同樣的看法。「疫情剛發生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自動化產業將會加速發

展，所以我們在初期的時候就開始做相關的準備，並推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新代集團聯

達智能營銷總監姜繼宗說道。

從這兩位業者的發言不難得知，新冠肺炎疫情對自動化產業來說，其實是利大於弊。不僅因

其是防疫的對策之一，同時更是抗疫的最佳夥伴。

而從今年展場上所展示了的內容來看也的確是如此。我們看到了更多的機器人解決方案，無

論是機器手臂、協作機器人、智慧運輸機器人、還是服務型機器人，它們在應用與技術上都

顯得更加多元和成熟，而且在外型的設計上有了不少的提升，令人充分感受到智慧製造的時

代已經正式來臨了。

更令人欣慰的是，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已經成為了產業的共識，我們看到了整合IT與OT的「資

訊戰情室」成了各家的展示重點，而「預測性維護」的技術也普遍出現在各種機械元件的應

用裡。

總結來說，今年的疫情給了自動化業者一個絕無僅有的舞台，過往談自動化的種種益處時，

總缺乏立即導入的理由與情境，而現在卻成了不得不的選項。但能不能抓住並脫穎而出，就

看各自的本領了。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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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新創是國家經濟維持前進的重要能量，台灣雖不缺技術與創意，但過時的法令往

往限制了新創團隊的腳步，因此法令的鬆綁與環境優化，將是台灣經濟維持競爭

力的當務之急。

優化環境鬆綁法令  
台灣創新將可展現強大能量

（source：Business Appraisals Florida）

創
業向來是國家重要的創新動能之一，這幾年扮

演台灣經濟支柱的科技產業面臨轉型，發展逐

漸趨緩，在此同時，一股新興的創業力量順勢崛起，

就過去電子產業的發展經驗，台灣的創業環境理應順

暢，不過從目前狀況來看，顯然並非如此。

之前就有業者指出，目前台灣創業的最大痛點在於法

規跟不上產業變化，創業圈常在法令不明的態勢下開

始研發、營運，結果就是做到一半，輕則被明令限

制，重則收到罰單，這對創業者來說是相當沉重的挫

折，結果不是事業腰斬，就是直接轉到國外繼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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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才外流。

再者就是人才培育不足，目前多數高等教育機構對現

今創業圈所需的專業技能培育不足，甚至連教師對相

關專業知識都不具備，在此態勢下，數位經濟的人才

自然難以養成，最後就是台灣的資本市場並未對創業

圈全面開放，目前台灣的資金投注比例多在電子業，

在資金缺乏下，許多創業團隊難以為繼，最後人才就

被其他國家吸收。

守舊心態遲緩台灣創新腳步

對於台灣的創業環境，多數業者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

文化，台灣一直被認為文化多元，但其實台灣文化的

多元是外在而非內在，其實台灣內部一直懼怕衝突，

許多文化都是因為外來的衝擊而存在，外來衝擊讓台

灣必須直接面對國外趨勢變化，因此目標設定會跟國

外的步調一致，但內部衝突的盡量避免，卻讓完成目

標的腳步遙遙落後，這種守舊的心態遲緩了台灣的創

業進展。

目前台灣的創業環境，現在是最壞的時代，但也是最

好的時代，雖然環境艱困、薪水凍漲，但在網路時

代，年輕人的聲音已不再像以往被忽略，個人意見被

高度重視，當眾人的意見可以快速集結，改變世界就

不再只是遙遠而不可及，對政府也是一樣，透過眾人

的力量要改變政府已有前例可循，而面對創新，政府

向來有發展與管理兩大職責，兩端也都有相關單位，

要如何取得平衡除了政府本身決策外，年輕人也可以

透過各種管道表達意見，進而改變政府。

至於政府的法令，創新圈多指出現在的台灣法規並不

鼓勵創業，公司法距離上次修訂已有10幾年，在產業

面，台灣產業也有20幾年沒有代謝，這種狀況造成在

推動新法案時，會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撲，過時的法

令導致年輕人創業動能低落，不過目前新政府已經啟

動多項政策。

除了鼓勵之外，法規鬆綁也至為重要，過去的法規以

防弊為主，要刺激經濟成長，勢必要改為以興利為主

軸，除了法令外，其中國籍法就是一例，台灣對於外

籍工作者的限制不但嚴格而且過時，這導致台灣留不

住外籍專業人才，讓台灣的創業者不易拓展國際化。

另外，公務員的心態也是重點，在層層限制下，現在

的公務員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免問題在任內發

生，如果法令與人才問題不解決，面對國外優異的創

業條件，台灣將難以競爭，因此他在任內已加速推動

法令鬆綁，強化台灣創業者的競爭優勢。

放眼全球，各產業近年來開始轉型，尤其在數位經濟

部分，目前已在部分大型國家扮演經濟發展要角，數

位經濟的興起，不只翻轉了過去20年來以硬體為重的

產業發展態勢，也刺激出新一波全球性的創業熱潮，

作為全球ICT產業重鎮的台灣，並未在這波浪潮中缺

席，可惜的是，老化政策與僵化思維，讓台灣的創業

困難重重。

創新圈都認為過時法令帶來的限制，已是台灣創業者

難以承受之重，尤其是台灣的公司法年久未修，對創

業者帶來層層限制，例如企業要連續獲利3年才能首鬆綁老舊的法令，台灣新創才能吸引國外人
才，與全球產業緊密鏈結。（source：B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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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開募股(IPO)，然而公司新創時，要獲利都極難，

何況連續3年獲利，而沒有IPO等於投資者的資金沒有

出場機制。

在此態勢下，無論國內外投資者都難免會對台灣創業

者卻步，再則是國籍法的過度保守，讓外籍人士極難

取得台灣的國籍，在資金與人才都不易投入的狀況

下，台灣創業圈很難有健全而全面的發展。

小政府、大公民時代已經來臨

除了法令外，台灣投資圈對失敗的容忍度也相當低，

對資金的回收時期也非常短。以矽谷為例，矽谷的投

資環境相當專業，投資者也都有相關的經驗，引領、

協助、培養創業者，其獲利回收都在數年甚至十幾年

以上，在有解決問題的充分時間狀況下，矽谷創業團

隊成功比例就高出台灣一截。

相對於矽谷，台灣投資者的投機色彩就比較濃，創

業團隊的研發時間較長或成果不如預期時，通常不會

有足夠的耐心等待結果熟成，不然就是只在創業團隊

研發接近成功時才願意投入資金，前者容易使得創業

成果被腰斬，後者未能在最需要資金的前端注入及時

雨，都會造成台灣創業環境的不振。

對於法令的限制，業界則認為都認為「小政府、大公

民」的時代已經來臨，政府對民間經濟發展並不需要

太多限制，只要把基礎建設做好，民間自然會動起

來，太多的限制只會窒礙創業者的動能。

至於創業者的協助，則可借助台灣科技產業的力量，

現在規模龐大台灣科技業者在當初也是創業者，當初

創業時也沒有依賴政府的力量，就上場打國際賽，長

年下來，已經具有充足的全球競爭經驗，現在雖然面

臨轉型困境，不過其實力仍在，台灣創業者可以藉助

其力量，透過新舊企業力量的結合，台灣產業將可找

到新藍天，深化競爭力。

台灣新創團隊的技術與創新能量都十分充足，如果法令與環境
問題能解決，其競爭力將可進一步深化。（source：R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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