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科工業4.0顧問團隊
Vision Mission Action Team

Since 1/17/2016



Agenda
1. 北科工業4.0顧問團隊 簡介 (2 min)
2. 團隊近期活動：分享工業4.0學習與推動心得 (2 min)

➢ 參訪校友工業4.0標竿企業：宏遠紡織總經理碩清來學長。

➢ 拜訪億光電子：了解其工業4.0的推動的現況；尋求與億光共同學習與推動工業

4.0的機會點？傳達北科大有意與億光一起建立一個工業4.0的Lab。
➢ 企業參訪：華碩電腦

3. 建立工業4.0智庫，分享給北科校友企業： (2 min)
➢ 依行業別：紡織業、LED、電子電機、石化業來建立推動4th工業革命的智庫。

4. 何謂工業4.0 ? (Benson)  (6 min)

(總共大約12分鐘)



Vision Mission Action
* Vision: the machine time has come, but we NTUT are behind.

* Mission: integrate NTUT resources: research, industry & academic, to advise 
alumni business move forward to Industry 4.0

* Action plans:
1. 號召熱血校友，籌組北科大工業4.0顧問團隊。

2. 即刻學習、即刻救援：即刻參訪標竿校友Industry 4.0 masterpieces.
3. 寫企劃書，整合業界資源，build prototype, 面向校友企業簡報，成立專案，   協助

校友企業規劃、推動、執行與導入工業4.0



北科工業4.0顧問團隊(號召熱血校友持續加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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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Member: Steve (陳振傑)
聯絡人：Steve (陳振傑)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evessschen/
業界資歷：SAP IBM Everlight Foxconn 資深顧問與專案經理

專案經驗：億光 正隆 鴻海 Sony Cannon
顧問諮詢：生物科技業 高科技業 傳統產業 零售業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evesssche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evessschen/


Team Member: James (林義揚)
團員：James (林義揚)
https://
業界資歷：曾任IBM 諮詢服務部門副合夥人，客戶解決方案經理，CIM 應用工程師.專
案經驗：TSMC, MXIC, CPT, FET資深顧問與專案經理

顧問諮詢：高科技行業，專長於應用解決方案規劃、銷售和客戶關係管理，資訊科技策

略規劃執行管理，大型系統集成方案規劃執行管理等三個業務領域。



Team Member: Benson (邱奕璿)
團員：Benson (邱奕璿)
https://
業界資歷：研華,凌華,光寶 專案與產品經理

專案經驗：Panasonic, GE transportation, Pro-face
顧問諮詢：嵌入式系統,智慧影像



Team Member: 曾宇崧

團員：曾宇崧

https://www.honsan-tech.com.tw/
業界資歷：宏山科技

專案經驗：

顧問諮詢：

抗電磁波塗料、抗靜電塗料、抗腐蝕塗料

系統散熱零件銷售、散熱分析

https://www.honsan-tech.com.tw/
https://www.honsan-tech.com.tw/


Team Member: Asa (曾威陽)
團員：Asa (曾威陽)
https://
業界資歷：欣興電子.聯華電子.金像電子品檢技術員、組長

專案經驗：產線提案改善

顧問諮詢：產線管理、設備妥善率及人力配置、網路行銷



Team Member: Take (李怡慶)
團員：Take (李怡慶)
https://
業界資歷：威盛電子副理, 資通電腦資深顧問

專案經驗：企業資訊管理系統服務, tsmc CP Planning, 國稅平台轉移, 
顧問諮詢：BI, ERP,PLM, Big Data, 異質資料整合與分析



團隊近期活動

1. 1/17/2016, 成立 北科工業4.0顧問團隊 (完成)
2. 2/22/2016, 參訪校友工業4.0標竿企業：宏遠紡織總經理葉清來學長。(完成)
3. 3/8/2016, 拜訪億光董事長葉寅夫學長，了解其工業4.0的推動的現況。(完成)
4. 3/19/2016, 顧問團隊的第一個專案：建立北科大智慧實驗室 (建置中)
5. 5/10/2016, 企業參訪：華碩電腦。(完成)
6. 5/20/2016: 副校長林啟瑞邀請我們團隊去北科菁英會報告。

7. 八月：正隆總經理蔡東河學長邀約演講，planning!
8. 持續參訪與學習校友工業4.0標竿企業：台達電，松下，研華... planning!



宏遠與SAP簽署工業4.0 合作協議



宏遠轉型 智慧企業 三階段



北科大4.0智庫
北科工業4.0顧問團隊 編撰



智库目的

➢ 提供 工业4.0 或 生产力 4.0 的案例介紹以供参考学习。
○ 幫有興趣做4.0的在地產業提供人才培育及解決問題的方式。

➢ 即刻學習、即刻救援：即刻參訪標竿校友s Industry 4.0 
masterpieces, 收集/整理/研究/分析資訊以建立智庫。
○ 所有资料从公开网站或公开渠道取得，皆为非机密信息. 用途在于信息分享像

个部落客。

➢ 培養團隊具有下列能力：
○ 寫企劃書，整合業界資源，build prototype, 面向校友企業簡報，成立專案，規

劃、推動、執行與導入工業4.0。

➢ 提供顧問團隊強大後勤支援： 
○ 副校長邀請我們團隊去北科菁英會報告 / 參與億光4.0的推動 / 正隆邀約演講



智库綱要

➢ Strategic level:
○ 企業介紹與企业面臨的挑战 (James)

○ 战略发展，路径图(roadmap) (James)

➢ Management level: 到達智慧企業的行动方案

○ ERP, CRM (Steve)

○ Big Data: IoT -> Data Collection -> 大數據分析(Take)

➢ Machine automation level:
○ CIMS、MES (Asa, Benson, 宇崧)

■ IoT, RFID, Robot ...
➢ 发展现况 (all six members)



4. 何謂工業4.0 ? (Benson)  (6 min)



4. 設備智能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