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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rganization/our-insights/what-
employees-are-saying-about-the-future-of-remote-work

資料來源：Google Trend

➢ 預期Covid-19疫情要到2025年才能平息

➢ 逆城市化

➢ 科技進步

➢ 人口老化、少子化

➢ 工作與生活意義平衡的省思

原因：

52% 的員工選擇複合型上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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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辦公成為疫後新常態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rganization/our-insights/what-employees-are-saying-about-the-future-of-remote-work


例行工作：智能應用

啟動超級自動化

職場勝出：科技滲透

個人技能數位化

方興未艾：多工發展

人力資源隨選化

Source: Gartner Top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21. Gartner, 2020/10/19 4

未來工作場域的三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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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Zoom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mote-work-from-home-market-map/

Jira

AR/VR Jira

Teams Photoshop

員工必備的4大基本技能：

✓認知力

✓溝通力

✓自制力

✓數位力

因應居家辦公的數位解決方案…….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mote-work-from-home-marke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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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whats-next-for-
remote-work-an-analysis-of-2000-tasks-800-jobs-and-nine-countries

✓知識型工作

✓內容創作者

• 影音編輯

• 圖形藝術家

• 作家

• 程式設計師

• 為內容制定策略的建立者

• 行銷專業人員，例如 SEO 專家、

用戶體驗設計師

適合居家辦公的工作與產業…….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whats-next-for-remote-work-an-analysis-of-2000-tasks-800-jobs-and-nine-countries


至2025年，全球將有 44% 的工作轉為遠距工作

資料來源：WE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2020.pdf

將有9,700萬 新工作出現，

8,500萬 工作消失

• 遠距工作指導員

• 身心健康顧問

• 智慧居家設計

• 數據偵探

• 網路災害預報員

• 潮水建築師

• 人機協作團隊經理

• XR／沉浸式體驗顧問

• 職場環境建築師

• 演算法偏見審查師

潛力新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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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居家辦公的工作與產業…….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2020.pdf


地緣政治大洗牌

新科技的衝擊

疫情下的新常態

ESG 的海嘯

供應鏈的大重組

我們面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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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CEO

科技人 企業家 政治家

每個企業家都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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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22
2019 2020 2021年1-6月

出口值 成長率 出口值 成長率 出口值 成長率
總額 3,291.57 -1.45% 3,452.11 4.88% 2,069.1 30.99%
電子零組件 1,125.17 1.58% 1,355.89 20.51% 787.6 29.78%
積體電路 1,003.17 4.60% 1,224.64 22.08% 711.5 29.60%

印刷電路板 52.84 -5.49% 56.13 6.23% 29.5 15.67%

資通與視聽產品 426.26 20.67% 491.60 15.33% 279.4 29.18%

交換器及路由器 46.46 58.39% 58.46 25.81% 31.2 17.82%

伺服器 34.39 205.09% 47.53 38.24% 19.6 -6.77%

筆記型電腦 17.44 17.26% 19.76 13.27% 9.8 17.76%

電腦零附件 101.00 36.52% 117.52 16.36% 76.8 53.70%

石化產業 287.01 -16.39% 247.09 -13.91% 179.2 52.7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278.41 -12.25% 254.88 -8.45% 161.7 33.17%

機械 234.98 -8.10% 218.78 -6.89% 132.3 25.89%

工具機 30.66 -16.13% 21.55 -29.71% 12.7 14.43%

半導體面板製程設備 32.24 2.92% 35.23 9.25% 23.7 45.27%

橡塑膠及其製品 225.80 -10.77% 212.60 -5.85% 145.7 49.69%
化學品 186.68 -22.19% 166.52 -10.80% 110.7 36.70%

礦產品 140.35 -3.41% 73.22 -47.83% 51.9 18.98%

光學器材 112.73 -3.55% 117.67 4.38% 69.7 32.59%

行動裝置光學鏡頭 19.69 17.43% 19.38 -1.56% 8.8 -1.17%

電機產品 107.34 -0.55% 108.67 1.23% 66.5 32.20%
運輸工具 112.60 0.12% 109.59 -2.67% 67.3 35.87%

自行車及零配件 36.38 12.58% 37.15 2.11% 23.6 47.38%

電動自行車 8.63 128.49% 9.87 14.41% 6.5 40.03%

紡織品 91.78 -13.16% 75.39 -17.86% 44.2 22.71%

不織布 3.88 -8.42% 4.70 21.14% 2.2 2.52%

醫療器材 33.06 0.63% 33.72 1.99% 18.1 13.82%

運動用品 21.20 9.24% 24.04 13.38% 18.4 99.59%

積體電路、印刷電路板：在5G通訊、高效能運算等新興需求推升下，半導
體和印刷電路板出口成長

5G商機：在5G通訊、高效能運算等新興需求推升下，交換器、路由器出口
成長
宅商機：疫情促進遠距會議、教學及資料中心等需求，帶動NB等電腦及網
路相關產業出口成長

防疫產業商機：
1. 不織布: 口罩、防護衣的重要原料不織布，在此波COVID-19疫情之下，

2020年成長21.14%，2021年1-6月對全球出口相較於去年同期再成
長2.52%。

2. 電動自行車: 因應防疫通勤需求，帶動我國2020年電動自行車出口大
幅成長14.41%。2021年1-6月相較於去年同期再成長40.03%，主要
由歐洲和北美洲帶動成長。

3. 運動用品: 防疫生活帶動人們在家健身及戶外運動的需求，因此帶動運
動用品項下健身器材、高爾夫球用品、其他戶外用品等產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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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整理

單位：億美元

傳統產業商機：
1. 機械: 2021年1-6月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25.89%，主要由亞

洲帶動成長，包括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新加坡。工具機
2021年1-6月較去年同期成長14.43%，主要出口成長市場
為中國大陸、土耳其、俄羅斯。半導體面板製程設備方面，
2021年1-6月較去年同期高度成長，達45.27% ，主要出口
成長市場為中國大陸、新加坡、日本、南韓、荷蘭。

2. 石化產業: 2021年1-6月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52.73%，主要由亞洲帶
動成長，主要成長品項為塑膠類產品，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54.96%。

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2021年1-6月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33.17%，主要由
亞洲及北美洲帶動成長。主要成長品項為鋼鐵及其製品，相較於去年
同期成長32.99%。

一場疫情，出口/內需兩樣情



供應鏈的長尾效應

一場疫情，出口/內需兩樣情

通膨的威脅 科技創新的持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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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重組 如何布局? 需要選邊站嗎?

一般
產業供應鏈
臺、美、中與新
南向所構成的四
方組合關係，由
新南向國家承接
部分中國移出的
產能。

戰略安全
產業供應鏈
具戰略安全考量
的產品，供應鏈
重組的型態將會
轉化為臺灣與理
念相近夥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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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

• 從線性到立體的供應鏈
(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

• 區域化

• 小聯盟化(擔任夥伴)

• 數位化

• ESG導向

13



北美

世界消費的核
心動力，牽動
全球供應鏈布
局，尤其是科
技產業

拉美

西葡語經濟圈
規模獨當一面，
擁有世界各種
礦產，惟工業
發展有待加強

非洲

歐洲

中東

中國整合成為經濟
共同體經貿影
響力大增
坐擁資源，發
展工業躋身歐
美供應鏈

數位與綠色產業的
領航者

經濟轉型、政治
和解、市場潛力
大增，製造及服
務業多元發展，
搭橋歐亞非

印太地區大國崛
起朝向世界製造
2.0邁進

經濟重心向內
轉，邁向十年
新機遇

東南亞

接替世界工廠最
熱門的區域之一，
區域內群雄爭起，
也互為分工互補

南亞

供應鏈重塑-臺灣的新契機

台灣
• 供應鏈管理者
• 關鍵零組件的供應者

✔世界工廠→區域製造體系
✔分散風險：closer to home, closer to market
✔供應鏈更具韌性及彈性 more resilient

14



從線性供應鏈到動態網絡，加速數位轉型
數位供應網絡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傳統供應鏈

➢ 數位供應網絡與傳統線性供應鏈不同：
數位供應網絡是以動態互聯方式進行，資訊
不斷交流，以促進自動化、增加價值、改善
工作流程，並分析、催生新見解。數位供應
網絡能即時確認資訊，避免線性供應鏈固有
的許多延遲問題。

與供應商、合
作夥伴、客戶
進行橫跨價值
網絡的即時、
無縫、多模式
的溝通與合作

在不斷變動的網
路環境與非預期
的情況下，仍
能快速、無延遲
地採取應對措施

人機決策
最佳化，
催生單點
解決方案。

供應網絡
關鍵層面
資訊的能
見度提升

數位供應
網路的整
體決策更
加優化

15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整理

核心對端的
透明度



東進政策 - 布局美國可行嗎?

• 全球供應鏈的指揮中心

• 二戰後最大的基礎建設計畫

• 振興製造業玩真的嗎?

• 貼近全球最大市場、研發、
商模

• 如何布局？大企業已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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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區域

內外皆美新東協
科技製造新據點

東南亞

印度世紀來臨
不會因為疫情而中斷

印度

17



ESG及淨零碳排是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 低碳經濟時代的來臨

• 歐洲即將課徵碳關稅

• RE100變成指標

我們的企業

準備好了嗎?
18



• 數位時代每家公司都是科技公司

• 內需市場小，必須要有出海口

• 研發及國際行銷能量弱

• 痛點：國際通路受控於人

• 未來商機在數位、綠色、體驗經濟

• 數位化的焦慮感

臺灣中小企業的挑戰

19



工具機產業當前面臨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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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零組件(控制器/線性滑軌)
供應鏈因疫情影響造成交期延長

⚫ 疫情使製造商採分流上工，入境防疫措施

也使外勞人手不足。

⚫ 國際鋼鐵材料物價上漲50~60%，有缺料

或交期不穩現象

⚫ 目前海運因缺櫃及船期較長，大部分散貨

較容易出口，批量次數增加，若走空運則

業者負擔加重，導致整體交貨遞延。

電動車時代來臨的速度比想像中快!
未來工具機市場「既充滿挑戰也充
滿機會」
電動車較傳統燃油車零件減少，但因加工設備需
求改變，近期工具機動能成長約15 - 20%。

⚫ 新零件 - 電動車關鍵零組件齒輪、動力馬達、

鋁輪圈、導線架等加工領域，臺廠相當適合發

展切入。過去內燃機時代，本身的發動機結構

較複雜，臺廠過去很難在此領域有所發揮。

⚫ 輕量化 - 電動車講求續航力，從電池到車身結

構都要輕量化，加工碳纖維複合材料需要更為

精密複雜製程。



我國工具機2020年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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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2020年
出口額

2020年
占比(%)

2020年
成長率(%)

全球 $2,154 -29.7

中國大陸 $728 33.77% -17.22

美國 $273 12.67% -33.1

土耳其 $165 7.66% 82.1

俄羅斯 $82 3.81% -23.5

越南 $80 3.71% -42.0

泰國 $73 3.39% -41.7

印度 $65 3.02% -53.7

日本 $60 2.79% -46.1

荷蘭 $52 2.41% -52.6

馬來西亞 $48 2.23% -35.0

2020年我國工具機前五大出口國

中國大陸 美國 土耳其 俄羅斯 越南

觀察重點

1. 2020年新冠疫情所帶來的衝擊是自金融海嘯以來最
為巨烈的一次，全年度衰退29.7%，前十大出口國
跌幅，除土耳其外皆呈現現衰退，尤其自第五大出
口國外起皆呈現40%~50%以上的跌幅。

2. 土耳其位於歐洲及亞洲(中東)交口，軍工需求強，反
而成長，回歸我國第三大出口國。業者亦有指出，
俄羅斯相關需求也強勁。

資料來源：iTrade

單位：百萬美元



我國工具機2021年1-6月出口概況及1-5月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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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美元

月份
2020年1-6月出口&產值 2021年1-6月出口&產值

出口額 產值 出口額 產值 成長率

1-5月 921 1,195 1,049 1,468 13.89%

6月 191 224 223 NA 17%

總計 1,112 1,419 1,272 1,468 14.43%

主力出口品項

占比 成長率

綜合加工機 32.9% 9.0%

車床 21.1% 18.5%

鍛、沖壓機 14.1% 27.2%

鑽、鏜、铣床 8.9% 18.3%

觀察重點

受惠於疫後經濟振興，在汽車相關應用（沖床、

綜合加工機等）、PCB鑽孔機、線性傳動元件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行星式減速機等）外

銷訂單爆增，業者平均接單到第3季已滿單。

資料來源： iTrade&經濟部統計處



機械專業展-2021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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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2021 活動 日期

1 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9/28-10/28

2 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

3 台北國際食品加工機械展

10/6-10/94 台北國際包裝工業展

5 臺灣國際生技製藥設備展

項次 2022 活動 日期

1 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 4/28-5/1

2 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
9/27-10/1

3 台北國際製鞋機械展

4 台北國際食品加工機械展

檔期待定

5 台北國際包裝工業展

6 臺灣國際生技製藥設備展

7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8 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



海外市場拓銷活動- 2021年辦理超過4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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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線上展/拓銷團/採購大會/商機日 日期

1 印越紡織機械線上拓銷團 3/30

2 全球機械線上採購大會 3/31

3 漢諾威工業展線上展 4/12-6/11

4 越南智慧機械商機日 8/27

5 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食品包裝機商機日 8/30

6 波蘭智慧機械商機日 9/2

7 越南國際包裝及食品處加工展 9/7-9/9

8 東歐木工機商機日 9/16

9 新興市場紡織機械商機日 10/6

10 非洲智慧機械商機日 10/27

11 拉丁美洲智慧機械商機日 11/9

項次 研討會 日期

1
深耕製造業第二生產基地布局線上說明會

-印尼場
3/31

2
深耕製造業第二生產基地布局線上說明會

-印度新德里場
5/5

3 日本零排放運輸智慧製造研討會 6/30

4
深耕製造業第二生產基地布局線上說明會

-越南場
7/28

5
深耕製造業第二生產基地布局線上說明會

-印度清奈場
10/13



海外市場拓銷活動- 2021年辦理超過4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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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線上發表會 日期

1 機械買主聯盟-馬來西亞工業4.0線上發表會 3/10

2
創造精準未來 - 台灣精品工具機暨精密零組
件線上發表會

3/18

3 台灣精品紡織「智」造解決方案發表會
3/30、

4/29、5/6

4 機械買主聯盟-埃及及南非線上發表會 3/31

5 中國大陸工業再造智能製造線上發表會 4/12

6
機械買主聯盟-土耳其橡塑膠機械線上發表
會

4/21

7 台灣精品「塑造未來趨勢」線上記者會 5/6

8
配合俄羅斯金屬加工展辦理台灣精品工具
機線上發表會

5/26

9
泰國工業製造展辦理產業形象發表會暨媒
合會

6/23、7/7

10
配合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辦理台灣精品
線上發表會

7/7

項次 線上發表會 日期

11
機械買主聯盟-台灣智慧製造引領馬來西亞
製造業線上發表會

8/4

12 越南河內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線上發表會 8/13

13 美國芝加哥金屬加工及焊接線上發表會 9/14

14 土耳其工具機暨自動化機械線上發表會 9/22

15 印度自動化工業展辦理產業形象發表會 9/22

16
配合義大利米蘭EMO展辦理台灣精品線上發
表會

10/4-10/9

17 俄羅斯工業週展線上發表會 10/19

18 配合捷克工業展辦理台灣精品線上發表會 10月

19 智慧工廠線上發表會暨洽談會 11/10

20 台灣精品水處理線上發表會 11/10

21 印尼綜合製造展線上發表會 12/1



海外市場拓銷活動-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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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線上發表會

1 越南國際包裝及食品加工展

2 印尼紡織及製衣機械展

3 漢諾威工業展

4 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參展團暨海外行銷活動

5 美國芝加哥工具機展參展團暨海外行銷活動

6 杜塞道夫塑橡膠展參展團暨海外行銷活動

7 日本工具機展

8 土耳其工具機暨自動化機械展

9 俄羅斯金屬加工展海外行銷活動

10 印尼製造展海外行銷活動

11 精密零組件赴日線上拓銷團

12 印尼、馬來西亞食品包裝機機械線上發表會暨拓銷團

13 新南向製鞋機械線上拓銷團

項次 線上發表會

14 全球機械線上採購大會

15 台灣精品智慧機械產業記者會 (多場次)

16 泰國工業製造展台灣精品館及產業記者會

17 印度市場台灣精品工具機產業推廣活動 (暫定)

18 臺灣智慧機械產業、企業形象影片推廣



鏈結海外公協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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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

外貿協會首度與精機中心合作執行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為讓公會

會員迅速了解並掌握海外市場最新趨勢，推出

「鏈結海外公協會方案」，提供貴會會員加入

或參與海外公協會活動之分攤費，歡迎會員踴

躍申請

2021年6月25日至9月30日



應付危機開創未來

GOOD LUCK! Super C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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