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國內外投資趨勢............................................................................. 1 

一、 全球經濟展望 ................................................................................................. 1 

二、 對外貿易 ......................................................................................................... 2 

三、 僑外投資 ......................................................................................................... 4 

貳、產業重要情資 ................................................................................ 6 

一、 資通訊產業 ..................................................................................................... 6 

二、 醫療生技產業 ................................................................................................. 8 

三、 金融科技產業 ................................................................................................. 9 

四、 電子商務產業 ............................................................................................... 10 

五、 新創產業 ....................................................................................................... 11 

參、投資事件分析 .............................................................................. 13 

 



 

  

1 

 

壹、 國內外投資趨勢 

 

 

 

 

 

 

 

 

 

 

 

一、全球經濟展望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2018 年 1 月發布之《世界經濟展望》，

2017 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 3.7%，比預測高 0.1%，較 2016 年提高 0.5%，特

別是歐洲及亞洲地區增長顯著，各大經濟體包含美國、中國、德國、日本、英

國及印度增長率皆超過 1.5%。 

    在當前全球經濟增長趨勢及美國稅改政策影響下，IMF 將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全球增長預測上調 0.2%至 3.9%，預期在 2020 年前美國稅改可為美國及

其貿易夥伴的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2020 年後則增長放緩。 

    以近期全球經濟增長風險來看，IMF 認為雖風險大致平衡，但中期仍偏下

行，主因為金融市場有機會出現盤整而抑制經濟增長與市場信心。不過以上行

風險而言，短期內受經濟活動回升與寬鬆的金融條件影響，週期性反彈將更為

強勁。 

 

摘要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2018 年 1 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顯示 2017 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 3.7%，比預測高 0.1%，較 2016 年提高

0.5%，特別是歐洲及亞洲地區增長顯著。 

➢ 據經濟部統計處公布 2017 年外銷訂單統計，總計 4,928.1 億美元（海外

生產比 53.2％），創歷年新高，年增 10.9％。然近期於國際間興起貿易保

護主義，推測將成我國出口市場不確定因素，對部分產業恐將造成衝擊。 

➢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 2017 年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對外投資

及對陸投資狀況，其中僅陸資來臺投(增)資金額較上年同期增加，其他投

資項目之投(增)資金額皆較上年同期減少。然而如以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

投資及對新南向國家投資項目來看，兩者投資件數及投(增)資金額皆較上

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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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展望預測 

單位：％ 

國家或地區 2017 年 2018 年 a 2019 年 a 

世界 3.7 3.9 3.9 

已開發經濟體 2.3 2.3 2.2 

美國 2.3 2.7 2.5 

 歐元區 2.4 2.2 2.0 

  德國 2.5 2.3 2.0 

法國 1.8 1.9 1.9 

義大利 1.6 1.4 1.1 

 日本 1.8 1.2 0.9 

 英國 1.7 1.5 1.5 

 加拿大 3.0 2.3 2.0 

 其他已開發經濟體 2.7 2.6 2.6 

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  4.7 4.9 5.0 

 俄國  1.8 1.7 1.5 

  中國 6.8 6.6 6.4 

  印度 6.7 7.4 7.8 

  東協五國(ASEAN-5) 5.3 5.3 5.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3 1.9 2.6 

中東，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2.5 3.6 3.5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2.7 3.3 3.5 

 

二、對外貿易 

    據經濟部統計處公告，我國 2018 年 1 月外銷訂單金額 430.6 億美

元，年增率 19.7%，已連續 18 個月正成長；然而 2 月外銷訂單受農曆春節

影響，僅 324.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小幅衰退 3.8%。而近期於國際間興起

之貿易保護主義，推測將成我國出口市場不確定因素，對於特定產業

（如：基本金屬）恐將造成衝擊。 

  總計 2017 年全年之外銷訂單，金額達 4,928.1 億美元（海外生產比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a：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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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創歷年新高，較上年增 10.9％，增幅為 2011 年以來最高。 

  依外銷訂單之接單地區分析，2017 年主要訂單來源為美國（1,378.1

億美元，年增率 8.0%）、中國大陸及香港（1,226.1 億美元，年增率

14.5%）及歐洲（1,009.9 億美元，年增率 16.2%）。 

    2017 年接單貨品主要類別仍為「資通信產品」（1,475.7 億美元，年增

率 10.5%）及「電子產品」（1,269.7 億美元，年增率 7.0%）；其中「資通

信產品」因國際品牌推出的行動裝置遞延銷售，帶動 12 月訂單大幅增加，

使訂單金額創下歷年同月新高，達單月 159.0 億美元。 

2017 年外銷訂單統計 

單位：％ 

年  月 

訂 單 總 額 

(億美元) 月增率 
季節調整

後月增率 
年增率 

2017 年   1-12 月 4,928.1 - - 10.9 

 

1 月 359.7 -12.8 6.3 5.2 

2 月 337.5 -6.2 -0.3 22.0 

3 月 411.2 21.8 -0.7 12.3 

4 月 356.1 -13.4 -4.7 7.4 

5 月 368.1 3.4 1.6 9.1 

6 月 403.5 9.6 5.9 13.0 

7 月 387.2 -4.0 0.0 10.5 

8 月 407.8 5.3 0.7 7.5 

9 月 459.2 12.6 0.6 6.9 

10 月 466.0 1.5 1.5 9.2 

11 月 486.9  4.5  1.5  11.6  

12 月 484.7 -0.4 3.3 17.5 

累計較上年同期增減 
金  額 

 
％ 

482.7 10.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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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僑外投資 

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18 年 1 至 2 月核准僑外投(增)資金

額及核准陸資來臺投(增)資金額均較上年同期增加，核准對外投(增)資及對

中國大陸投(增)資金額則均較上年同期減少。 

總計 2017 年全年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對外投資及對陸投資狀

況，其中僅陸資來臺投(增)資金額較上年同期增加，僑外投資、對外投資及

對陸投資之投(增)資金額皆較上年同期減少。然而如以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

投資及對新南向國家投資項目來看，兩者之投資件數及投(增)資金額皆較上

年同期增加，特別是對澳大利亞投資金額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成長率達

2429.8％）。另以 2017 年核准僑外投資之案件類型區分，總計 75.1 億美元

之投(增)資金額中，以增資案件之金額最高（占 70.9%），投資現有公司之

金額次之（占 20.6%）。 

  依業別來看，僑外投資項目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額最高，達

21.3 億美元（占 28.41％），次之為「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達 12.9 億美元

（占 16.09％），第三為「金融及保險業」，達 9.4 億美元（占 12.51％），

第四及第五分別為「批發及零售業」及「不動產業」，五大業別合計占僑外

投資總額 78.24％。 

2017 年僑外投資前五大業別統計 

單位：千美元；％ 

行業 件數 
金額 

（比重） 

去年同期 

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金額 成長率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92 
2,134,308 

(28.41) 
3,632,124 -1,497,815 -41.2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59 
1,208,813 

(16.09) 
187,664 1,021,149 544.14 

金融及保險業 298 
939,703 

(12.51) 
1,220,100 -280,397 -22.98 

批發及零售業 1,179 
878,607 

(11.69) 
1,195,073 -316,467 -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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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業 166 
717,029 

(9.54) 
316,939 400,091 126.2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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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重要情資 

一、資通訊產業 

➢ 2017 年全球三大 IT 應用產品出貨優於預期，預估 2018 年將呈現衰退 

  2017 年三大 IT 應用產品出貨表現均優於預期，其中 NB 出貨出現暌

違 2 年的成長；IT 應用則仍無法脫離萎縮軌道，2017 年市場熱絡可能成

為 2018 年的出貨壓力，2018 年預估三大 IT 應用產品出貨都將呈現衰

退。 

  回顧 2017 年三大 IT 應用產品發展，IT 產品規格持續推陳出新，其

中電競監視器成長較快，廣視角接受度也不斷提升；NB 市場則加速導入

窄邊框應用，高解析度的普及持續推進；相形之下，平板機在規格的革

新上則無明顯亮點。 

  以出貨狀況來看，2017 年雖僅有 NB 出貨出現成長，監視器和平板

機仍脫離不了衰退，但三者出貨狀況都較預期佳，顯見受全球經濟市場

復甦影響，來自於商用型和消費型 IT 產品的需求也同樣獲得支撐。但監

視器、NB 與平板機的換機週期持續延長仍為隱憂。拓墣預期除了平板機

衰退幅度有機會放緩外，NB 很可能重新回到衰退週期，監視器出貨衰退

幅度也預料較 2017 年擴大。 

➢ 手機無線充電浪潮持續延燒 

  隨 iPhone 正式採用無線充電後，各家無線充電廠商加快腳步紛紛推

出產品。以 Energous 為例，在 CES 2018 上展出的 Mid Field 無線充電

方案在 2017 年底才獲得 FCC 認證，對於此間推動獨家 RF 無線充電技術

公司來說，不啻是重要里程碑。但 Energous 方案仍將因距離拉長而效率

大幅下降。因此就算 Mid Field 方案成功進入商用市場，能驅動的裝置也

將限於低功率為主(3～5W)，且充電速度相對緩慢。其他手機無線充電器

產品，例如 Belkin 推出使裝置擺放位置、充電裝置數目，以及充電器使

用場域都更加自由的充電器，或是如其他廠商推出行動電源、兼作無線

充電器的電腦周邊產品。隨著廠商態度更積極、生態系逐漸成形，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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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不管在技術或方案多元化上在 2018 年都將更上一層樓。 

    整體而言 2018 年手機無線充電發展方向將具備以下特徵：(1)允許

多台裝置同時充電；(2)TX 與 RX 的分界模糊化、裝置互充概念將更普

及，使消費者常使用的裝置如滑鼠墊等，亦可充當手機的無線充電器；

(3)手機於充電時擺放方向將可更自由，解決以往手機必須水平置於無線

充電板上而造成閱讀不便的問題。 

➢ 2018 年 Android 陣營指紋辨識滲透率預估仍近 6 成 

  自 Apple 收購 Authentic 並從 2013 年開始陸續於自家 iPhone、

iPad 導入指紋辨識技術後，Touch ID 可說是 Apple 的象徵性結構設計。

雖從 2018 年開始，預期 Apple 產品策略將逐步擴大使用 Face ID 技

術，使 Touch ID 搭載數量大幅下滑。然而因 Android 陣營在 2017 年推

出的人臉辨識機種中，無論是 Samsung S8/Note8 的 2D 人臉辨識，或

是 VIVO X20 需要在雲端運算的人臉辨識技術，皆因其資訊安全性的不

足，使手機廠商依然保留指紋辨識，進而使指紋辨識為大部分機種的首

選。 

  拓墣認為 2018 年 Android 陣營將持續採用指紋辨識技術，其指紋

辨識滲透率將維持正成長，整體來看預估 2018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的指紋

辨識滲透率將達 59%。 

➢ 工業電腦產業合縱連橫趨勢明顯 

工業電腦產業持續出現併購或入股方式的策略結盟，產業內合縱

連橫趨勢明顯，且併購標的已由國內轉向海外，由製造端向下整合至

通路/系統商以進行整併。 

雖全球物聯網商機以資料分析和智慧應用服務為主，但目前雲端

服務及大數據應用分析仍由國際大廠主導，國內工業電腦業者主要受

惠全球工廠自動化及智慧工廠帶動產業升級，此需求商機與動能較

大，因此業者將持續補強軟體、SI 通路、聯網等技術。如研華近日即

公告以新台幣 2.99 億元取得海華科技 1.75 萬張私募股，以強化雙方

在無線通訊模組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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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生技產業 

➢ 受環境汙染影響，推高呼吸道系統支架市場 

  隨全球空氣品質日益惡化，慢性鼻竇炎全球盛行率呈逐年上升趨

勢。當鼻竇炎的藥物治療無效時，常進一步進行功能性內視鏡鼻竇手術

(FESS)。在美國和歐洲每年 FESS 手術量已超過 100 萬次，其中超過

30%患者在手術後因為疤痕生成和復發性炎症等，須再次進行手術。近

期新創公司 STS Medical Ltd. (S.T.Stent)研發出可應用於 FESS 後的鼻竇

支架(Composite Removable Sinus Stent System)，支架可使鼻竇腔保

持暢通長達 28 天，足以幫助鼻竇組織癒合而有效改善患者的治療效果；

中國浦易(上海)生物科技則開發出覆有藥物塗層(Mometasone furoate) 

的鼻竇支架，可減少 FESS 術後發炎反應。 

  因呼吸道、鼻竇組織結構較複雜，目前市場上的產品項目較少，此

塊市場仍存有未滿足的需求。2017 年支架市場規模為 7.7 億美元，預估

至 2022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可達 4.9%。未來隨支架設計、材料的

技術進步，預期將有更多支架產品問世，且隨著影像技術與微創手術的

進步，應用範圍也將逐漸擴大。 

➢ 新興市場醫療需求持續提升，全球醫材市場呈穩定成長 

    2017 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約 4,281 億美元，成長率為 4.7%。

因新興市場的醫療需求持續上升、中東和北非的市場逐漸拓展，再加上

美國推動可負擔型醫療保險法案(ACA)以來，各類降低醫療支出的解決方

案持續推陳出新，其中又以醫療器材的品項最多，帶動全球總體醫材市

場呈穩定成長，預期至 2021 年市場規模可至 5,174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

率(CAGR)為 4.78%。 

    依各區域市場分析，美國仍為全球最大醫材單一市場，2017 年市場

規模為 1,408 億美元；亞洲地區則以日本、中國為主要市場，市場規模

分別為日本 231 億美元、中國 200 億美元。另外東南亞國協(ASEAN)、

中東海灣聯盟和北非各國(MENA)、印度及拉丁美洲等地區之醫材市場皆

發展迅速，預期將是未來五年驅動市場成長之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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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產業 

➢ 區塊鏈衍伸的「激勵式」商業模式將衝擊既有市場 

  自比特幣經歷大漲大跌後，市場對於比特幣關注度已相當高，對區

塊鏈技術也開始有更清晰的理解，區塊鏈並非只能用於虛擬貨幣，而是

有著更多的應用場域，既有應用領域的商業模式未來也將受到激烈衝

擊。現今更重視如何利用區塊鏈技術將各個應用包裝起來，並透過區塊

鏈特有的激勵因子作為誘因，讓使用者願意使用區塊鏈應用，例如

Kodak 推出的影像版權 KODAKOne 平台與柯達幣(Kodakcoin)，既能保

障攝影師權益，柯達幣若夠穩定也有機會讓擁有者掌握穩定上漲的收入

來源。 

    由於區塊鏈屬於底層技術，造成的改革將不會只是普通創新，而是

如網際網路般改變各行各業所有思維。然而因區塊鏈技術仍在起步、加

上各國法規依舊嚴格，目前並非所有行業都適用將區塊鏈導入，即使金

融業也必須要全面考量區塊鏈的適用性。但若是需要多方驗證、已有原

生數位資料的場域，將較有可能先行應用區塊鏈技術，例如供應鏈管

理、航空業等。 

➢ 中國新款以太幣挖礦機，帶動礦機供應鏈近期營收 

  比特大陸設計的 Bitmain S9 是針對比特幣的挖礦機，也是目前主力

機種，未來隨比特幣數量越漸稀少，挖礦達成率越來越難，加上比特幣

採用的散列(hash)計算方式是以 SHA-256 演算法為主，不但消耗計算能

力也相當耗能，因此比特大陸研發針對以太幣的挖礦機型 F3。此款機型

的能耗更低、記憶體更大，1 台 F3 挖礦機記憶體上配有 72 Giga Byte 

DRAM，相較目前比特幣 S9 挖礦機僅 512MB DDR3，預期 F3 推出後將

衝擊以繪圖晶片挖礦的 PC 挖礦市場。 

    除了礦機供應鏈近期能受惠外，挖礦高速運算需求也拉抬傳統板卡

廠營收，板卡需求能見度可看到 4 月。各家一、二線傳統板卡廠如技

嘉、撼訊、麗臺 2018 年 1 月營收皆創歷史新高，微星、映泰、華擎 1

月營收年增幅也達雙位數，其中微星 1 月合併營收還創下歷史次高。而

技嘉 2017 年顯示卡事業在挖礦需求帶動下，已將產品平均單價(ASP)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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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終端售價漲幅已達 5 至 10%。而板卡需求能見度雖可看到 2018 年

4 月，但長期仍須留意礦災與虛擬貨幣泡沫風險。 

四、電子商務產業 

➢ 新形態消費零售體驗已是進行式，將漸受零售業者接受 

    消費零售正面臨再次轉型階段，從過往的傳統實體零售進展到電子

商務，現今零售業正處於兩者融合階段，原因在於電商的競爭態勢及開

發客戶成本快速攀高，實體零售也因為本身限制而被電商快速攻占既有

市場，兩者為突破困境開始吸納彼此優勢，未來不再只有傳統實體零售

及純粹的電子商務，而是朝向新零售的面貌進行拓展。新零售定義為

「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由數據驅動的泛零售形態」，當中核心價值是數據

的串流，利用數據的串流將線上、線下的零售消費環境融合，利用科技

及供應鏈整合方式讓消費者獲得無接縫、無障礙體驗。目前也有相當多

大型零售店如 Walmart 及阿里巴巴等大型電商嘗試將概念實現，預期將

漸被更多零售業者接受。 

  由於新零售講求是線上線下整合及消費體驗的最佳化，當中牽涉到

的不只是單純的科技進步，更需講求貼近人性。譬如近期阿里巴巴與

Starbucks 在上海共同打造 Starbucks 智慧門市，使用 AR 技術讓消費者

透過手機等行動裝置看到咖啡從烘焙、生產到煮製的過程，讓消費者在

每個消費環節都能隨時瞭解 Starbucks，又或者以天貓的服務，提供地

圖、供應產品與活動的消息給消費者。而其中相當重要的消費者心理實

現即是藉此讓消費者瞭解產品生產的歷史及價值，使消費者拿到咖啡時

將消費體驗昇華並於購物後產生認同感，將有助於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

不再只有產品價格上的量化。 

➢ 以 IoT 與 AI 技術達成無人商店，技術融合為關鍵 

  隨 Amazon 正式推出無人商店 Amazon Go 後，無人商店成市場熱

門議題，許多零售業者也開始效仿推出自家科技智慧商店。Amazon Go

無人商店利用大量的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技術，例如 RFID、攝影機、重量

感測，可精準的偵測消費者拿取與放回商品的動作，且即時記錄於

Amazon Go App 當中，離開商店後便自動結帳，給消費者流暢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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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由於消費者在商店中會有各式各樣的情形與消費方式，因此縝密

的感測將是店內最重要的關鍵，目前已有許多後進者有意跟進，包括阿

里巴巴、7-11、全家、屈臣氏都已有類似的科技智慧商店推出，但由於

商店性質不同，技術的使用情境、需求及目的也將會有所不同。 

  此外無人商店使用的大部分技術都非新技術，技術的無縫融合將是

關鍵，加上消費者接受度尚未興起，導入技術後的穩定度與便利性有待

考驗與持續修正，而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升整體消費體驗及商店運作效

率；亦即無人商店使用的技術搭配可千變萬化，但若是消費體驗無法提

升，甚至對於消費流程產生干擾，那未來即使技術新穎也將被摒棄。 

五、新創產業 

➢ 2018 年智慧電表商機湧現，引技術廠商積極加入 

  2018 年起台電預計陸續佈建 20 萬戶智慧電表，目標 2024 年擴增至

300 萬戶，主要用戶皆為中小企業或家庭用電戶，商機預計達 240 億至 250

億元新台幣。可能參與廠商有中興電、大同、中華電信、中磊等。其中智慧

電表的通訊模組及通訊服務未設限，Wi-Fi、4G、PLC 及 LPWAN 均可，關

鍵在於連線成功率跟可靠度，數據傳輸規格則須達每 15 分鐘產生 1 筆數

據，4 個小時需傳送 1 次數據，1 天共傳送 96 筆數據。 

    因智慧電表的安裝可分為電力公司自行佈建，或是與電信業者合作，以

成本上來看，電力公司自行佈建與維護成本相對高，與電信業者合作可擁有

較有保障的服務及資費談判空間，而智慧電表數據傳輸的特性事實上與

LPWAN 相當類似，加上近日台灣各大電信業者積極部署 NB-IoT 技術，並

積極尋求商用機會，因此 NB-IoT 很有可能成為未來台灣智慧電表的主流通

訊技術。 

➢ 智慧音箱競爭白熱化，2018 年擴展生態圈成發展重點 

    從 2014 年 Amazon 推出智慧音箱 Echo 後，該市場漸成各家廠商關注

焦點，直至 2017 下半年，各家廠商的智慧音箱如雨後春筍出現，除了專業

音箱廠商 Harman、Sonos 外，小米、阿里巴巴、騰訊、LINE 等也紛紛加入

智慧家庭戰局。為搶奪先機，Amazon 率先祭出降價策略，降價幅度從 25%

至 40%，也迫使 Google 必須要跟進；而這一降價策略成效斐然，不僅



 

  

12 

 

Amazon 的 Echo 系列銷售表現亮眼，也讓更多用戶加入會員並使用 Alexa

語音助理，得到擴展生態圈的機會。 

    對於智慧音箱的生態圈發展，可分為對內與對外，對內而言，智慧音箱

須扮演智慧家庭的中樞神經，串接起每一樣智慧家電，而當前智慧家庭呈現

破碎化局面，各家電大廠都希望智慧家庭能以自己當作核心發展。對外而

言，如何拓展服務內容是智慧音箱發展的一大重心，當前多數智慧音箱已提

供時間設定、天氣詢問、播放音樂等功能，然而若無更多應用服務加入，將

難以提供購買誘因，在缺乏用戶使用下，難以吸引更多廠商加入，進而變成

惡性循環，因此未來使智慧音箱提供更多元化服務將是其成長關鍵。 

➢ 電競產業萌芽帶來人才需求，如何成主流娛樂仍需產業支援 

  電競發展從 1999 至 2000 年間開始，隨直播興起遊戲已從個人娛樂變

成可觀賞式的運動比賽，活動的贊助及廣告、軟硬體及周邊商品、門票收

益、轉播權利金、業餘玩家及小型比賽等，為電競市場帶來龐大產值。2017

年全球電競市場產值約 15 億美元，其中半數皆來自於知名體育品牌，預期

2020 年電競市場產值將有望再提升 26%，除了以賽事吸引更多主流觀眾，

也包含著第三方投資增加。 

  亞洲電競產業正值萌芽發展之時，後續如何發展仍有賴更多產業支援與

協助，近來包括金控業者紛投入，兆豐金率金融業之先舉辦大專院校的電競

大賽；新光保全也開始關注電競產業發展，完成對台灣電子競技俱樂部 ahq-

eSports Club 的 A 輪投資。台灣在電競產業具備多項優良條件，不僅有多家

電競硬體設備大廠、產出多位優秀選手與戰隊、電競收看人數為全球第五、

影視產業與網路直播發達，加上政府於 2017 年將電子競技納入運動比賽項

目等，都是台灣電競發展利多。 

  然而國內電競產業缺乏之處在於電競發展涵蓋軟體、硬體及媒體，在軟

體部分台灣遊戲的開發能量陷入斷層，使目前已接近零開發狀況。此外在台

灣電競人才需求暴增的同時，中國電競產業亦有極高人才需求，其高階選手

年薪可達千萬元，國內選手及相關從業人員如領隊、行銷、經記、主播賽評

等皆成為獵才對象，未來如何留才以壯大產業將是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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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資事件分析 

    本期重要投資事件為鴻海集團與夏普共同投資設立車用鏡頭公司、華碩於中

國投資設立電競公司案。分析案件影響並評估其未來發展如下：  

重要投資事件 

投資事件 有關企業 事件分析及未來發展評估 

2018/02 鴻海集團子

公司鴻騰精密與夏普共

同投資 30.2 億日圓(約

新台幣 8 億元)成立車

用鏡頭公司。 

合資公司之出資占比鴻騰

精密為 51% ，夏普為

49%，公司業務範圍為車

用鏡頭及電子後視鏡之開

發、設計、製造及銷售，以

對全球大型車廠供貨為目

標。 

鴻騰精密、

夏普 

 近年市場對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需

求逐漸提升，ADAS 從預警功能發展到可

主動介入車輛控制，並逐步往車輛自動

駕駛發展。因 ADAS 運作模式為環境感

測、分析、決策並執行，常見的感測裝置

如：超聲波雷達、毫米波雷達，僅能用於

偵測物體及距離，無法對物體進行辨識；

因此隨影像識別演算法和影像處理晶片

技術提升，結合鏡頭和車用雷達進行感

測已是 ADAS 主流方案。 

 目前具 ADAS 功能車款平均 1 台約搭載

4 至 8 顆鏡頭，隨 ADAS 功能提升，高

階車款搭載鏡頭數將隨之增加，中低階

車款也會因各國新車評價制度或法規強

制搭載而帶動車載鏡頭往中低階車款滲

透，預期車載鏡頭之需求將繼續往上攀

升。 

 本次合作投資案預期會由夏普旗下康達

智提供鏡頭相關技術，結合鴻海轉投資

光學模具廠中揚光電與光學鏡頭廠紘立

光電之資源，就分工來看很可能由夏普

進行技術開發和設計並結合鴻海量産架

構構建技術及銷售經驗，共同助益於鴻

海集團布局車用鏡頭市場。 

 據夏普提出至 2019 年之中期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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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事件 有關企業 事件分析及未來發展評估 

已將包括車用鏡頭在內的零組件部門整

體銷售額目標提升至 8 千億日圓。然而

須留意的是，為車用鏡頭鏡片加工之模

具製壓關鍵技術，就鴻海布局來看，中揚

光電主產品仍為塑膠鏡片模具，模造玻

璃設備占比低，未來得否掌握非球面模

造玻璃技術仍待觀察；而紘立光電以後

裝市場為主，如何打入前裝市場仍有車

規驗證門檻待克服。 

2018/01 華碩投資新

台幣 4.73 億元於中國

成立電競公司「華競文

化傳媒」。 

新公司華競將以職業電競

(e-Sporting)為主要營運

項目，負責華碩在中國電

競產業之相關佈建，包含

籌組戰隊、參與電競比賽

等。 

華碩  由於電競產業之硬體產品競爭者眾，產

品技術本身差異化空間少，且各廠行銷

手法與周邊產品設計日趨雷同，如何於

市場中脫穎而出，需跳脫傳統消費性電

子產品之製造和銷售思維。從過往只重

視產品規格，到關注產品設計及遊戲社

群，並加強經營環繞於用戶體驗的生態

體系，包含品牌經銷、服務通路、電競

生態系建立皆為關鍵。 

 本次華碩投資設立之新公司華競已在上

海籌組電競戰隊「俠盜勇士」(Rogue 

Warriors)，並將參戰騰訊主導的 LPL 英

雄聯盟中國職業聯賽，為華碩首次擁有

的電競戰隊。 

 從中可發現華碩之電競布局不再僅銷售

PC、電競板卡、顯示器、路由器、周

邊、電競手機等硬體裝置，亦開始佈建

完整電競產業鏈及生態系來鞏固市場地

位。預期此舉可藉以深入中國電競產業

生態圈，同時可強化公司與電競運動愛

好者的連結和使用者認同度，為往後發

展佈局。 

 當電競賽事發展成類似職業運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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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事件 有關企業 事件分析及未來發展評估 

新媒體、網紅直播、開賽轉播及門票收

益、俱樂部等商機將日漸龐大，預期

2018 年後各家電競硬體廠商行銷手法

將更積極，對經營戰隊及實況主等可直

接連結至玩家的投資亦將更加顯著，估

計贊助商也會對選手經營與周邊經濟效

益進行布局。而電競產業生態圈的關鍵

角色：玩家、遊戲廠商、電競賽事相關

組織、直播平台業者等，則可透過異業

結盟方式達到互利互惠。 

  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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