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us 產業焦點

玉山科技論壇 擘畫臺灣產業新方向

新世代典範移轉
改變產業的關鍵轉機
「硬體退位，服務當道」，這是臺灣產業面臨的困境，面對日益艱困的經營變局，產業界該如何因應？
下一波經濟成長動能又在哪裡？硬體＋軟體＋服務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是一個新的典範轉移，
在這個過程中，虛擬世界的崛起、連網節點規模劇增、電信走向服務的競爭……臺灣的強項──資通訊
產業，將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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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否能找到新的出路？

毛利不斷下修，下一波的機會在哪裡？過去素有

臺灣玉山科技協會日前舉辦的「玉山資通訊科技論

產業「動力引擎」之稱的半導體，引領臺灣一世代的成

壇」，就針對「通訊與半導體產業的新面向」，邀請行

長動能，但在新趨勢如雲端及 Big Data、電動汽車、穿

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中華電信

戴式裝置、物聯網（IoT）等出現之際，臺灣的半導體是

董事長蔡力行等產官學方面的專家，共同為產業尋找躍

年來，臺灣產業面臨關鍵轉折，Wintel 的模式下，

面臨物聯網的快速崛起，「玉山資通訊科技論壇」集合專家共同探討通訊與半導體產業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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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動能。

元，年成長率 4.1%，而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預
估臺灣半導體產值將突破新臺幣 2 兆元，占全球產值

虛擬世界來臨 全球成為最大實驗場域
今年臺灣電信業發展，受惠於資料中心與雲端應用

23%，附加價值更趨近新臺幣 1 兆元。半導體及資通訊
產業，目前仍是臺灣經濟成長的主要支柱。

所帶動的高階網路設備需求、手機代工訂單增加、手機

而臺灣的重點產業在網路時代，應該扮演什麼樣

品牌業者調整產品線等因素影響，整體產值可望止跌回

的角色呢？熟稔國際及兩岸科技、智財、電子商務發展

升，預估 2014 年臺灣通訊產業產值可達新臺幣 8,855 億

的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從製造業談起，特別在「虛擬
世界來臨，我們準備好了嗎？」的專題演講中談到，今
（2014）年全球上網人口超過 30 億人，2025 年預估將

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

達 50 億人，未來 10 年內，全球虛擬人口將超過實體人

推動臺灣成為網路世界的樞紐，必
須從數位生活新型態、網路環境的
健全發展等方向，進行法規及政策
布局的調整。

口總數。此一無人管的空間，是最大的實驗場域，「世
界已悄悄改變了」。
她指出，2025 年的電腦將比 2013 年快上 64 倍，光
纖電纜平均每 9 個月快 1 倍，而臺灣網路整備度在全球
排名第 14 名，此一部分是最需要補足的。目前政府的
政策是推動臺灣成為網路世界的樞紐，這必須從數位生
活新型態、網路環境的健全發展等願景方向，進行法規
及政策布局的調整。行政院將結合經濟部、金管會及財
政部，經濟部將負責股權彈性安排，金管會輔導網路金

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掌握物聯網的契機
蔡清彥比較日、韓、美、臺的產業結構，其中，日本
以垂直整合掌握關鍵零組件與品牌、系統產品。然而，日
本未掌握智慧終端典範轉移，喪失創新能力，受到極大的
衝擊。韓國為集團化的經營模式，採取垂直整合，經營關
鍵零組件到品牌與系統產品，大企業如三星、LG 均大量投
入研發，主導前瞻技術。以三星為例，成功壓寶手機裝置，
是快速的追隨者，但因未與社群網路發展有效連結，高度
依賴 Google 作業系統，成長受到瓶頸，以至於三星股票從
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參加本場論壇時，以「由資
通訊發展趨勢看臺灣創新創業契機」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特別點出物聯網時代，臺灣產業界所面臨的機會
與挑戰。

6 月到 9 月，下跌了 22%，市值蒸發 1.3 兆元，出現相當大
的隱憂。
而美國產業結構則傾向垂直分工，掌握應用與服務，
形成「破壞性創新」的領導者，能夠主導產業規格及應用。

38

037-040-產業玉山.indd 38

2014/11/18 下午8:48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理事長暨鈺創科技董事長
盧超群：

融工具多樣化，財政部協助跨境交易與課稅。
此外，數位生活新型態的趨勢，涵蓋勞動部、衛福
部及教育部。舉例來說，未來發展遠距勞動可以兼顧事

物聯網時代來臨，「硬體製造」是
臺灣廠商的最強項，所有新開發智
慧電子裝置都需要臺灣做夥伴。

業跟家庭，遠距醫療照護可以因應高齡化時代來臨的健
康方案，而遠距學習則涵蓋關懷弱勢及終身學習。網路
環境健全發展則橫跨消保處、國發會及法務部。其他議
題還包含政府資料開放網路公民參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消費紛爭的自律解決等等。
蔡玉玲強調，未來政府法規上調整，將以自律低度
管理、彈性靈活規範、創新前瞻策略為原則，內政、外
交等政策方案未來也許要擬定兩個方向，一個是針對真
實世界，一個是針對虛擬世界，並進行國際合作。
第一。他表示，當物聯網時代來臨，因為「硬體製造」

物聯網崛起 每個行業都是金礦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理事長暨鈺創科技董事長盧

是臺灣廠商的最強項，所有新開發智慧電子裝置都需要
臺灣做為夥伴。

超群指出，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今年將突破新臺幣 2 兆

中磊電子總經理王煒也估計，未來每個人手中都有

元，占全球生產總額超過 2 成，位居世界第 2，是國內

一支手機，加上擁有筆電及具有 IP 節點裝置者，至少有

附加價值最高之產業，占總產業附加價值 49.2%，占臺

100 億個（連網節點）規模，平均每個人都有 5 ∼ 10 個

灣 GDP 6.4%，半導體產業營收及獲利人均值均躍升全球

IP 裝置擴充出去，若再加上物聯網，聯網裝置上看 1,000

但美國的製造業多已外移，需要對外尋求製造能量與關鍵

必須與系統和服務相連結，軟硬結合後之系統、軟體、

零組件。

服務創新，將帶來更多的挑戰與新的機會。

反觀臺灣，蔡清彥認為，臺灣擅長於垂直分工及代工

在物聯網時代，蔡清彥認為，電腦、感應器等硬

生產，品牌與系統整合能力較弱，主要為品牌代工生產，

體的價值逐漸下降，但卻是臺灣的機會，以產量而言，

產業分工細，製程成本低，多重客戶致使產業鏈很難力挺

過去 PC 每年以１億∼２億臺為生產單位，智慧型手機

本國的品牌系統廠商。

則以 10 億支為單位，物聯網是 4G 基礎建設加上無數

蔡清彥指出未來幾個值得關注的發展趨勢，首先是網

的感應器，再結合App軟體，其數量是以100億為單位，

路世界的快速成長。2014 年全球預估有 71.8 億人口，實際

臺灣廠商擅長於低毛利率環境下仍能生存，物聯網是

上網人數約 28 億，還有接近 61% 的人口尚未連上網路，

需要硬體製造的時代，將是臺灣的機會，必須要好好

包括印度、奈及利亞等高度成長但低度網路滲透率的國

掌握。

家，都值得進行布局。

他強調，物聯網帶動不同應用服務方案的整合，

蔡清彥進一步分析，後 PC 時代產業遊戲規則重組，

驅動新產業生態（ecosystem）日趨成形，可應用的場域

未來是雲、端及社群網路的世界，而結合產業領域知識

包括健康照護、智慧家庭、智慧車輛及智慧城市等，除

（domain knowledge）的物聯網，由硬體創新來驅動，但

了帶給消費者新的生活型態外，也為企業創造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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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個，扣除 PC 和筆電的 200 億個節點，聯「物」的點
還有 800 億個，將是實體營運商最大的價值。他認為安
全、防災及老人防護等領域，未來都有很好的機會。
王 煒 進 一 步 指 出， 物 聯 網 兩 大 前 提 在「 雲 」 與
「端」，應用服務則讓使用者從虛擬世界回到現實世界，

中磊電子總經理王煒：

政府可以把電信、電力等基礎建
設做好，從醫療、健康照護等產
業尋找機會。

「誰付錢」是商業模式能否續存的考驗。他建議政府可
以拿錢出來，把電信、電力等基礎建設做好，從醫療、
健康照護等產業尋找機會，「每個行業都是金礦」。
在電信產業方面，臺灣 4G 基礎建設已逐步建置完
成，對於產業與經濟的發展具有正面效益。中華電信董
事長蔡力行指出，根據統計，臺灣目前每人平均約有 1.26
個門號，4G 順利商轉之後，預估今年底臺灣 4G 用戶上
看 300 萬戶，占全體行動電話用戶滲透率達 13%，成長
快速甚至超過韓國 4G 剛開通服務初期，以此觀察，臺
灣 4G 的發展將是「後發先至」。

飛快，每月申辦用戶就有 6、7 成是升級 4G，看好市場
發展性。此外，市場關注，電信業者 4G 吃到飽資費於

4G 成長速度飆升 市場走向成關鍵

今年 10 月結束後，後續將端出何種資費？李彬指出，

由於電信業語音的營業比重逐漸降低，蔡力行表

市場最終會走向分級收費，時間點則與市場競爭性有

示，底層網路基礎建設以及地面上的通路都是中華電信

關。電信業最大挑戰在「提升用戶使用經驗」，在物聯

最重要的資產。中華電信也積極投資布局雲端、大數據

網時代，要能成功則有賴通訊與服務整合，在產品的後

等服務，目前以家庭、消費性的服務為主，未來更重要

端還需要搭配貼近客戶的服務。

的是企業客戶。對於來勢洶洶的互聯網服務 OTT（Over
the Top）業者，蔡力行認為，「打不過，就加入他，」
所以中華電信也開始 OTT 的計畫，要重新建立一個平

遠傳電信總經理李彬：

台，把 MOD 與其他影視服務建立起來，現在 MOD 已

在物聯網時代，要能成功則有賴
通訊與服務整合，在產品的後端
還需要搭配貼近客戶的服務。

經有跨手機及跨電腦的跨平台、螢幕服務，未來更將擴
大到 OTT 的應用。
遠傳電信總經理李彬則認為，4G 成長速度確實是

中華電信董事長蔡力行：

臺灣 4G 基礎建設已逐步建
置完成，對於產業與經濟的
發展具有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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