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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四季的開始，這個十月實在精彩，甚至有點太過精彩了，反倒讓人有點招架不住：張忠謀

宣布退休、高通被公平會裁罰、太陽能廠大合併、英特爾和臉書合作開發AI晶片，當然，還有「

共伴效應」。

諸多裏頭，當然屬半導體教父張忠謀的宣布退休最讓人注目，因為這是一個傳奇的落幕，同時也

是台灣最標竿企業的傳承，而我們也非常關心，特別製作了一篇報導來分析台積電在張忠謀退休

後可能將遭遇的挑戰。

而在封面故事，我們持續觀注智慧手錶的發展，尤其是在蘋果最新一代的Apple Watch 3發表後，

我們看見幾個重要的升級非常關鍵，可能會全面帶動智慧手錶有新的發展趨勢，我們將之報導出

來，希望能帶給相關領域的業者有所知悉。

另外，幾個同仁分別前往中國與日本採訪，皆帶回第一手的觀察與見聞，尤其是日本的CEATEC

展，同仁說：「整個氣氛與以往不同。」所以，究竟是怎樣的不同，還請讀者自行翻閱了。

整個來說，我們已可明顯感受到市場與世代將在2018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或循環，今年十月的種種

已透露出這樣的變化，而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CTIMES將會為讀者持續追蹤和報導。

最後，是我們CTIMES自己的改變。自十月之後，CTIMES的編輯團隊將有大幅的異動，我們將會

有幾位新的年輕同仁加入，為我們注入新世代的觀點與特質。當然，改變的過程總是會有震盪，

但不會改變的是，CTIMES作為引領台灣科技產業前進的決心與使命。

一個新的時代，揭幕

副總編　　籃貫銘

十月台北虎山的夕陽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3屆年會暨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17)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3屆年會暨 2017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大 會 活 動 議 程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09:00~09:20 報　　到

09:30~09:37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理事長 劉黎宗

09:37~09:45 ISQM主席元智大學校長致詞 校　長 吳志揚博士

09:45~09:55 貴賓致詞 受邀貴賓

09:55~10:00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會士頒證 理事長 劉黎宗
召集人 張有成

10:00~10:10 卓越經營品質獎評審報告與頒獎 主任委員 高辛陽

10:10~10:30 頒獎與授證
產學應用論文獎、品質論文獎、博碩士論文獎、 
各類品質專業人員認證證書

10:30~11:00 茶　　敘 

11:00~11:50 專題演講 台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邱文達博士

11:50~12:00 會務報告 秘書長 侯惠文

12:00~13:3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報到 (用餐與休息 )

13:30~14:50 論文發表（各場次同時進行，主題請見官網公告）

14:50~15:10 茶　　敘

15:10~16:30 論文發表（各場次同時進行）

聚陽人文發展
教育基金會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

光陽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元智大學

大會主題：工業 4.0 的品質管理發展與挑戰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Industry 4.0
舉辦時間：106年 11月 25日 (星期六 ) 0900 ~ 1630時
舉辦地點：桃園市中壢區元智大學有庠廳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www.csq.org.tw)
報名費用：年會免費 (限會員 )
　　　　　研討會新台幣 1,000元 (學生 500元 )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
品質學會

全球華人品質聯盟 (WACQ)，係由中華民國品質
學會 (CSQ)、中國質量協會 (CAQ)、新加坡品質
學院 (SQI)及香港品質學會 (HKSQ) 聯合籌組，
其主旨為世界各地華人搭建品質溝通平台，凝聚

華人力量，構建具有華人特色的品質管理體系與

運作並推動，以弘揚中華品質文化。

第二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第二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第二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
主題：以品質為中心的新中華文化

時間：2017/11/16 (四 ) 0900 ~ 1730時
地點：新北市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費用：新台幣 1,200元 (學生 600元 )
報名：一律線上報名 (http://www.csq.org.tw)

2017第二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議程 2017/11/16 (四 )

全球華人
品質聯盟

新加坡
品質協會

中國
質量協會

香港
品質學會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
光陽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淡江大學
中華民國
品質學會

臺灣醫療
品質協會

協辦單位：

中華卓越
經營協會

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

時　　　間 內　　　　　　　　　　　　　容

08:00-09:00 註冊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致詞：WACQ理事長段永剛博士

09:10-09:20 開幕演講嘉賓：淡江大學校長張家宜博士

09:20-09:40 貴賓致詞：三三企業交流會理事長江丙坤博士

09:40-10:00 茶  敘

10:00-10:30 主題演講：CAQ代表劉斌先生

10:30-11:00 主題演講：HKSQ代表黎劍虹先生

11:00-11:30 主題演講：SQI代表陳敬賢先生

11:30-12:00 主題演講：CSQ代表盧瑞彥先生

12:00-13:30 用餐與休息

13:30-15:00 A場研討會
華人品質之道與全國
性全面品質管理

B場研討會
工業 4.0與大數據 /
可靠度技術發展

C場研討會
創新與改善 /QFD與
新技術與產品開發

H1場研討會
醫療品質品管圈發表

15:00-15:30 茶  敘

15:30-17:00 D場研討會
品牌、品質與行銷

E場研討會
國際標準認驗證

F場研討會
醫療品質

H2場研討會
醫療品質改善

17:00-17:30 閉幕式：1.主題演講：SQI代表吳桐毅先生 
　　　　2.主辦單位 CSQ劉黎宗理事長致詞
　　　　3.向下屆主辦單位移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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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科技的進步正在重新定義零售產業，

包括O2O（Online To Offline）、全通路

（Omni-channel）、零類接觸行銷（ZMOT）等概

念陸續被提出。不論是2014年麥肯錫定義了零售

業4.0或2016年中國大陸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新

零售說，都強調「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的零

售型態，因此，掌握「與消費者產生對應的數據」

將會是未來零售業競爭的重要一環。

對此，線上零售通路業者（以下簡稱電商業者）及

廣告服務業者，如全球電商霸主Amazon、精準廣

告服務公司Criteo等，正透過「精準行銷」以切中

消費者需求而提升銷售成功之機會。精準行銷主要

依賴大數據分析結果，而影響分析成果的關鍵在於

數據來源的取得，以及如何對數據進行結構化處

理，進而產生有價值的結果以影響決策。

一個廣為消費者熟知的精準行銷的模式，就是電

商業者透過cookie掌握消費者瀏覽的足跡，再客製

化不同型式的廣告，重複密集的進行推播（Push 

Notification）。

臉部辨識技術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商用化，開發

初期是以「身份認證」為目的進行研究，但商品化

階段則以數位相機「人機介面」之應用為大宗。零

售業運用臉部資訊的概念很早即被提出，但是直到

近年實用化的可能性才逐漸浮現。主因為臉部辨識

技術需要處理大量的圖像，近年隨著電腦運算效能

提升，包括雲端運算進展，一定程度改善了運算上

的課題，進而使臉部辨識技術進入實用階段。

另一方面，眼看電商業者精準行銷策略的成功，現

今實體零售業者對數據的需求也更加具「針對性」

。實體零售業者需要可以讓交易資訊與消費個體或

群組產生連結的數據，然而不同於電商業者可以透

過cookie掌握消費者瀏覽的足跡，實體零售業者通

常容易取得的是銷售紀錄，或是產品回饋等交易資

訊，如果要讓交易資訊與消費個體產生關聯，則消

費者身分及屬性資訊就是實體零售業在大數據分析

中的主要資訊缺口。實體零售業對可以辨識消費者

身分及屬性資訊的需求，成為臉部辨識技術在零售

業的發展機會。

實體零售業者欲進行差異化的服務、提供客製化體

驗，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客人是誰，以及客人的需

求。透過臉部辨識技術進行身分確認及屬性分析，

可提供如辨識VIP身分進行差異化行銷、依客戶臉

部屬性進行商品推薦、辨識客戶情緒即時提供協

助、或將客戶的屬性分析數據與客戶的交易數據相

關聯，以便瞭解是否因為不滿而導致的顧客購買習

慣產生變化等。另外也可透過黑名單身分識別，防

止竊盜行為發生，除了降低企業營業損失之外，亦

可使服務人員有更多的時間用以服務客人。

對實體零售業者來說，必要的課題是降低相同產品

因不同通路成本結構不同，所造成的價差（成本）

，而這背後帶出的即是實體零售業人力及倉儲管理

問題。

實體零售業者降低人力成本的發展極致應是「無人

商店」的展開。無人商店宗旨在透過創新科技取代

實體店面人力佈署，藉此將營運成本降到最低。臉

部辨識即是其中的一項運用科技。如Amazon提出

的「Amazon go」無人商店。

在倉儲管理上採用「零庫存管理」模式，是零售業

為降低營業成本的重要手段之一。實施零庫存管理

策略，基本上需要透過精準掌控消費行為數據而得

到實現。透過臉部辨識可取得實際來店顧客的類型

及交易資訊，讓交易行為數據跟「人」（消費者）

真正產生連結，使預測結果更為貼近現實。

 (本文由資策會MIC楊仲瑜、洪春暉共同執筆)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Be Unique

臉部辨識於零售業之應用潛力探索

掌握「與消費者產生對應的數據」，將成為未來零售業競爭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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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加密技術
守護代碼 杜絕惡意竊取

Flash ROM Timer (16-BIT) ADC PCA

Data RAM IO Comparator PWM

64KB 4 12bit , 8-CH 1

256B+5120B 43 / 55 NA 6-CH

16KB 3 + RTC 10bit , 8-CH 1

256B+768B 25 / 29 NA 8-CH

32KB 3 + RTC 10bit , 8-CH 1

256B+1792B 25 / 29 NA 8-CH

32KB 9 + RTC 10bit , 16-CH 2

256B+1792B 44 / 60 3 12-CH

64KB 9 + RTC 10bit , 16-CH 2

256B+3840B 44 / 60 3 12-CH

8KB 5 + RTC 10bit , 8-CH 1

256B+256B 13 / 17 / 25 1 6-CH

16KB 5 + RTC 10bit , 8-CH 1

256B+768B 13 / 17 / 25 1 6-CH

型號 工作電壓 Communication 封裝

MG82FG5A64 2.0V~5.5V 32MHz

MG82FG5B16 1.8V~5.5V 25Mhz

MG82FG5B32 1.8V~5.5V 25Mhz

MG82FG5C32 1.8V~5.5V 25MHz

MG82FG5C64 1.8V~5.5V 25MHz

MG82FG5D08 1.8V~5.5V 25MHz

MG82FG5D16 1.8V~5.5V 25MHz

SOP16
SSOP20

LQFP48
LQFP64

SOP20
SOP28

LQFP32

LQFP48
LQFP64

Max Operation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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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Megawin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濱河路深業泰然水松大廈10層10A號

TEL: 86-755-8343-5163     FAX: 86-755-8384-3144

E-mail: sales@megawin.com.tw

笙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gawin Technology Co., Ltd.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7樓之一
TEL : 886-3-5601501
FAX : 886-3-5601510
E-mail: sales@megaw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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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農業科技化，Maker社群動起來！

中秋前夕，MakerPRO研究會照常舉辦，邊吃

月餅邊聊新的研究主題：科技x農業。延

續上個週末（9/30）到宜蘭員山鄉舉辦的「開源

智慧農業社群交流會」，由敝人先打頭陣，和大

家分享當天的一些收獲。

心得收獲很多，例如生態/農業專家林暐翔從大

格局的何為「生態」、「農業」、「動物」、「

植物」等觀念切入，從本質去看待自以為很『聰

明』的人們的所做所為，很多事都顯得太片面和

淺視了。

「從生態系的角度來看，植物的角色在於創造出

一套穩定的生存系統，而動物則在幫忙加速這套

系統的循環成型，但『文明人』的作法是把循環

系統切斷，只取用自己有用的部分，如食物或原

料。」

他對科技、Maker結合農業有很深的期許：「我們

不能只從滿足消費者的角度來進行生產，而要從

根本面去解決問題。Maker是創造者，也期待能成

為創新的生產者。」

舉個例，一直困擾農夫的事是稻米熟成時，許多

小鳥會來吃稻米，農夫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辦法

來對付牠們，例如用農藥毒鳥、鳥網捕鳥或用鞭

炮炸鳥。為解決這問題，有Maker設計出無人機趕

鳥的系統，而更聰明的作法是以價格便宜又不破

壞生態平衡的老鷹風箏驅鳥。

事實上，「科技農業」這個議題上Maker社群已經

動起來了，第一砲是由哈爸揪團買下價值不斐的

FarmBot，並到幸延那兒舉辦開箱活動（3/18），

以及成立 FarmBot Taiwan User Group-FBTUG，針

對FarmBot已陸續進行一些實驗與改造（如桌上型

mini FarmBot）。

與FBTUG並進的社群是 Open Hack Farm，這裏集

結了農人、資訊科學家（如阿龜微氣候天眼通）

，以及物聯網專家，希望打造出從感測到數據分

析到應用端的開源農業服務平台，也就是想讓農

夫在家就能掌握農地狀況，不用再看天吃飯。他

們已在宜蘭與台大同步進行場域實測。

當負責感測端開發的Victor在研究會中提出目前田

間感測器開發上的一些問題，包括通訊方式、供

電策略及感測技術等時，與會夥伴們的眼睛都亮

了起來。這也難怪了，出席的夥伴們清一色都是

電子業老將（十多人加一加有超過150年的年資

吧），如果說有他們加起來還解不了的題，恐怕

是技術還不可行吧。

這些田間感測的挑戰包括田裏沒有配電，只能

從低功耗及自發電（太陽能、風力、水力等）

的設計下手；現行的3G/4G和Wi-Fi網路各有其

瓶頸，目前在測試中的LPWAN技術，包括LoRa

和Sigfox，則有基地台涵蓋不足及通訊不穩的問

題；插入田間的感測器處於一嚴苛的環境，很容

易壞掉，如何做的更耐用及進行維護也是待克服

的問題。

看起來，若研究會能繼續針對農業感測的長距通

訊及長時供電問題提出可行的作法，就算很有貢

獻了。

民以食為天，但不能只靠農夫來餵飽我們，有心

人都可以來盡一分心的。

（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既共同創辦人）

對於科技、Maker結合農業的期許：Maker是創造者，也期待能成為創新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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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值得效法的接班與傳承

2014年1月16日，台積電的第四季法人

說明會，張忠謀首次領著兩位共同執行

長劉德音與魏哲家一同出席。那時張忠

謀早已年過80，兩位執行長也已邁入耳

順之年，但大家臉上卻仍顯露著不安與

一絲嚴肅，因為這是台積電宣布接班之

後，兩位共同執行長首次面對媒體，面

對股東。對現場所有的人來說，這一切

都很不熟悉。

兩位共同執行長的首次登台，張董事長

就像個老父親，在他們的身後盯著、望

著，不時還指派問題給他們回答。而兩

位共同執行長也戰戰兢兢的回答所有問

題，或者宣布季度成果與計畫，那時，

一種熟悉的台積電風格又流露了出來。

之後，由兩位共同執行長和財務長何麗

梅聯合擔綱演出的戲碼已成常態，這段

期間台積電的營收與市占持續成長，更

重要的，企業的營運穩定且和諧，內部

沒有劇烈的波動與紛爭。

2017年10月2日，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正式宣布退休，雖然有些突然，但卻也

不意外。在退休記者會上，張董事長居

中，兩位共同執行長（將接任董事長與

總裁）分坐左右，大家表情輕鬆，談笑

風生。尤其張董事長談起台積電的成就

時，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讓人不禁為

他開心，更為台積電的未來放心。

三天後，台積電的股價攻上歷史高點，

創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接班計劃成功

與否，不言而喻。

有記者問兩位接班人在張忠謀身上學到

什麼，魏哲家回答：「張忠謀可以學的

地方很多，但他學到最多的是正直、誠

信，與榮譽。」

回顧過去幾十年，台灣孕育出了許多優

秀的大企業，但其中許多都在接班和傳

承這件事上跌了一跤，幾家甚至一蹶不

振。鮮有像台積電這般平順又得人心，

幾乎可為眼下所有台灣企業的典範。

一直以來，談到接班問題，傳子或傳賢

的決定總是引來許多的爭論，但其實，

問題並不在於傳誰，而是要傳「德」。

有德者，自然會承接，而反過來，一

個企業真正所要傳承的，也就是它的「

德」，是它的理念，它的文化，它對市

場與世界的貢獻。

所以，如果台積電的接班人真正學到的

是正直、誠信與榮譽，那我們大概可以

肯定，台積電的未來勢必仍將一片光

明。（籃貫銘）

IDC：預計2018年台灣金融業將有68%導入人工智慧

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全球認知/人工智慧IT支出( I T 

Spending)最新報告，2021年全球認知和人工智慧（AI）系統的

支出預計將達到576億美元。隨著許多產業業積極投資認知和人

工智慧解決方案，預計2016-2021年複合成長率（CAGR）將達

50.1％。2017年全球認知和AI系統支出總額將達到120億美元，

比2016年成長59.1％。IDC客戶洞察和分析研究經理Marianne 

Daqui la表示：認知和人工智慧解決方案在所有行業中不斷擴

大，從而帶來巨大的成長機會。」一些案例非常具有產業特色，

例如在醫療保健方面的診斷和治療，另外也有許多案例出現在多

個產業中，例如自動化客戶服務代理。認知/人工智慧案例的種

類，應用和性質是使得導致支出成長的關鍵之一。」

預計零售業和銀行業在2017年將會是在認知和AI系統花費支出

最大的領域，投資額分別為17.4億美元和17.2億美元。預計離散

製造業，醫療保健和流程製造業也將在今年花費超過10億美元。

這五個行業在未來五年市場預測中將繼續是支出最大的行業，到

2021年，其合併投資將佔全球支出的近55％。（籃貫銘）

如果台積電的接班人真正學到的是正直、誠信與榮譽，那我們大概可以肯定，台積電的未來
勢必仍將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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