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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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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要打開旅館房間的燈，都像是一次探險，你得要多方嘗試，仔細摸索，才能知道哪個開關是對應

哪盞燈，或者哪盞燈是假的（根本無法控制或開啟）。而開啟它們的程序也不太一樣，有些要把門房

感應卡先插上，有些不用，又有些只能在床頭上控制，非常複雜。

不過這幾年我漸漸摸索出了一些心得，就是有些燈是不需要開的，或者一定無法控制。例如玄關燈，

它經常是跟著主照明來點亮，也就是要嘛跟著房間大燈一起亮，要嘛都一起被關閉，僅有一些較豪華

的房間（通常坪數也大），會把玄關燈獨立控制。

再來就是梳妝台燈，這幾乎是也跟玄關燈採用同樣的設計，跟著主照明一起，只有在「更豪華」的飯

店才會有獨立的開關。

但是這兩年慢慢出現一些自動會開啟的燈了。例如廁所，你人走進去，它自己就亮了；客房樓層的走

廊燈，到了晚上會自動開啟外，它也能偵測人員走動，再自動開啟，而且還有個貼心的延遲和漸暗

（fade out）的設計，不會讓你感覺突兀，非常的人性化。

最驚訝的是在今年初，睡到半夜想去上個廁所，人一下床，床下的地板燈居然亮了，非常適度的把地

面都照亮了，不用再擔心摸黑的問題，那時我才深刻的感受到，講了多年的智慧照明已經非常接近它

的完成型態。

而隨著感測與無線技術的持續進步，再加上照明軟硬體更緊密的整合，我們預期智慧照明絕對可以進

入到每個人的生活日常裡，並帶來許多的便利與協助。

不過，智慧照明的應用範圍其實比你我想像的還

大，不僅商業需使用，工業、醫療，甚至是農業都

開始有智慧照明的運用空間，當然他們的目的各

異，但都會繞著節能、安全與便利的需求來發展。

唯一一個小感觸，就是智慧照明雖能為生活帶來更

多的方便，但最後那盞自己可以手動開關的床頭

燈，卻仍是最常用的那個，也是最喜歡的那個。

最後，農曆新年到，在此代表CTIMES向所有的讀

者拜個年，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有狗讚，有狗

厲害！

智慧，越來越有感

副總編輯
那盞自己可以手動開關的床頭燈，卻仍是最常用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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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主任

Be Unique

剖析無人機發展關鍵因子—VTOL

VTOL飛行器將逐漸由消費休閒市場，延伸至更多元的專業領域應用。

相對於在地表上的馬車、汽車等交通載具

發展，空中飛行器的歷史相當短，但飛

行器的變化卻十分迅速且多樣。簡單來說，若以

翼型來分類，類似鳥類有翅膀的飛行器，稱之為

「固定翼」或「定翼」飛機，是人類最早飛行成

功的傳統型式，也是目前最普遍且穩定發展的飛

機型式。其他的翼型分類，還有「旋翼」與「拍

翼∕撲翼」等。

常見的固定翼飛行器，在概念上是利用空氣力學

中的浮力與反作用力而形成的飛行能力與操控。

不過，這類固定翼飛機雖技術發展成熟且安全平

穩，但仍有其缺點存在，因為絕大多數固定翼

飛機需要良好的機場跑道或較平整無障礙的滑

行空間，才能讓它們得以安全起飛與降落。因

此，人類也不曾放棄思考設計能「垂直起降」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VTOL）的飛行

器，亦即VTOL飛行器的開發與思維。

想要真正擁有「垂直起降」（VTOL）能耐，首

要條件是動力要能超過本身的重量，次要條件則

是起飛與降落能夠操控平穩且精準可靠。也因此

VTOL飛行器較一般飛機不容易開發設計。

早期VTOL因一直存在動力技術與控制方式二大

難題，成為相對最為緩慢演進的飛行器類型之

一。不過高貴又有難度的VTOL，卻在最近不到

10年間，出現了許多變化與突破。

多軸飛行器（全新VTOL）的橫空出世，其功能

價值造成影響，主因為其動力形式與控制方式大

幅改善，以及價格成本出現突破性地發展。近

年「無人機」的各種應用與服務的發展也與此有

關，諸如先受到消費市場的空拍（或稱航拍）應

用或休閒使用外，現已受到各國許多行業與政府

機關的應用研討，甚至已成部份國家產業發展戰

略中重要的推動項目。

新興VTOL機種（包括現已常見的多軸飛行器，

以及新開發設計的固定翼型或複合翼型VTOL飛

行器等），除了機體結構變得較為簡易，維修保

養也變得相對簡單與低成本。

過去想操控傳統動力固定翼型飛機，不論是正牌

飛行員或休閒遙控人員，都需許多學習過程與累

積飛行經驗等磨練；但新興VTOL（例如多軸飛

行器）具備有各式智慧感測、聰明演算、自動控

制、精準穩定、簡易好控制、可以空中停懸等特

性加持，概念上已經把許多複雜且細膩的飛行問

題，由飛行器產品本身擔當了，人類可以只用高

階簡潔的控制指令與任務規劃來操控飛行器。

新興VTOL飛行器擁有低成本與高穩定度的空中

作業能力，這種可以遙控或自動的「無人」遠端

作業，能大幅降低人類於高空中工作或駕控的風

險成本，又能簡潔達成多種空中任務與服務效

果。推測這種智慧型無人機在未來精進發展下，

將連同地表上的機器人發展，共同打造更多「無

人經濟」運作模式。

在近年市場持續且頻頻出現VTOL的新躍進與新

演進時，我們更大膽預測新興VTOL的發展，將

加速擴大人類的應用想像與服務範疇，甚至出現

史無前例的成本效益。

尤其近年VTOL飛行器平價且功能完善，逐漸鼓

舞部分行業利用無人機進行產業升級，導致傳統

應用出現許多創新服務與改良變化，包括利用無

人機進行貨物運輸、精緻農業、警消巡檢、環境

調研、戰場偵搜等應用。預計在各界投入開發之

下，VTOL將逐漸由消費休閒市場，延伸至更多

元的專業領域應用。 

（本文由資策會洪春暉、黃偉正共同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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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物物相連到天邊

不少人對於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抱持著相當大的憧憬與商機，所以

紛紛投入相關產品的研發與生產。IoT的概念

當然不是最近才出現，過去所謂的控制網路

（Control Network）就是類似的概念，只是事

到如今，網際網路已經匯整成為一個共通的數

位通訊標準，不僅一般媒體內容都包括在這個

數位匯流當中，萬事萬物的訊息也會透過網際

網路來互通與控制。

物品以網際網路作為共通串連的標準，是自然

而然產生的結果。這主要有兩個因素來促成，

一是在網路七層通訊的概念裡，從網路層到表

現層、應用層，因為都在同一架構下，得以塑

造非常經濟便利的互通、共享環境；一是系統

單晶片發展日趨成熟，可以嵌入在各類產品上

應用自如。也就是說，未來人們透過物聯網架

構的應用，幾乎讓死板板的一般物品，一下子

就變成具有智能或靈活有機的生命體。

所以，人們已經看到物品單獨存在時功能的有

限，一旦成為物聯網的一份子後，就會變得神

通廣大，可以想像的空間則更大，商機應用也

會隨之蓬勃發展起來。當然，物聯網畢竟是人

為的架構，不僅可能有許多缺失、盲點，爾後

的發展也可能造成作繭自縛，反而帶來不必要

的災難，這一點不可不慎，所謂聰明反被聰明

誤就是這個意思。

為了避免對物聯網的「物」解，除了應以戒慎

恐懼之心來應用它外，我們也應該了解此一發

展趨勢的前因後果，以及自然萬物的本質現

象。發展物聯網的前因後果，前面已經大致提

及，不再贅述；重點在於自然萬物本來就相連

相通，這一點人們要有自知之明，如今再加上

一層物聯網，只是多賦予人為的意志或意念而

已，就好像有超能力的人，憑著意念讓物體騰

空移動一樣。

自 然 萬 物 如 何 相 連 相 通 ？ 當 然 不 是 透 過

Internet，而是很自然的行為互動，層次從橫向

廣泛到垂直深化都有，也隨時在變化當中。

易經乾卦文言裡有一段文字形容的很傳神，

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

燥，雲從龍，風從虎…」這就是天地萬物的自

然律動，人們應該敬畏這些本質與現象，順著

物性而走，不該背著天理而行。

曾經轟動一時的《阿凡達》電影裡就呈現了此

一矛盾現象，地球人憑著對類似物聯網的控制

（不只透過電子科技，也應用了生化科技），

想要奪取潘朵拉星球的特殊礦產。相對的潘朵

拉星球原住民納美人，則是與當地萬物連成一

氣，不憂不懼的生活著。在整個爭奪對抗過程

中，最初地球人似乎較占上風，但當物種生態

集體反撲之後，地球軍團便遭受內憂外患的侵

蝕而分崩離析了。

所以，物物本身都具有靈性，如果人們賦予

新的連結訊息，便應本著善待尊重的方式來

處理。在《你的名字》這部日本動畫片裡，

認為萬物的連結有一股力量叫Musub i的神

祇，Musubi的日文漢字就是結或產靈，祂會

巧妙地（冥冥之中）將各種時空連結起來。

筆者認為，結有多重意義，作為介面點而言

是連結（Connection），作為空間點而言是聚

結（Combination），作為時間點而言是總結

（Conclusion），這或許可作為物聯網的新3C

概念吧！  

文/亭心

亭心就是站在涼亭上觀看

這個世界萬事萬物的心，透

過平心靜氣與客觀超然的態

度來呈現出事物的真相。亭

心也可以說是停心，當我們

要真正體會任何一種時空現

象時，就得停定在同理心與

同事情的基礎上，這樣才能

了解事物的箇中三昧。所以

亭心既是我的心、你的心，

也是大家的心，它總會交錯

在不期而遇的十方三世之

中。

網際網路已經匯整成為一個共

通的數位通訊標準，不僅一般

媒體內容都包括在這個數位匯

流當中，萬事萬物的訊息也會

透過網際網路來互通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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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應用相繼成熟 智慧家庭成長可期

日前台灣建築大廠遠雄建設開記者會，

介紹該公司旗下的智慧二代宅，透過雲

端、物聯網、AI等技術的整合，擘劃出未

來居家生活的新面貌，從遠雄的相關動

作與國外近年來的家電連網進展，可以

看出智慧住宅這個老議題已再次加溫，

尤其是在如Amazon這類型語音智慧助

理的帶動下，近期可望有明顯成長。

說智慧住宅是老議題一點都不為過，早

在10幾年前，包括Intel等科技大廠就曾

經推動過數位家庭，其訴求是將家中的

PC、音響、電視等影音設備串流，不過當

時只有科技產業一頭熱，大型家電業者

多持觀望態度，後來不了了之，在數位家

庭息聲不久後，換工業電腦業者喊出智

慧住宅，與之前數位家庭不同，智慧住宅

主要以控制技術為主，應用的設備是家

中燈光、窗簾與水、電、瓦斯等開關，智

慧家庭的聲勢不像數位家庭浩大，不過

結果類似，只有少數建商有相關設計的

建案，而且也非主要賣點，後來這類型系

統由家庭轉移到飯店、商辦等建築。

儘管過去的推動不甚成功，但市場人士

都知道，家庭智慧化是必然趨勢，只是

其樣貌和發生時間未定而已，而這幾年

科技產業的物聯網、雲端等技術相繼成

熟，再加上去年掀起的AI，這些技術的導

入，讓智慧家庭的功能與架構開始清晰，

尤其是上述的技術在其他行業都已開始

普及，這不但讓建商有成熟的技術可用，

而且跨界整合也更為容易，像是遠雄建

設這次推出的二代宅，就與Panasonic、

台灣大車隊合作，前者是利用AI識別聲

音語意，用以控制電視、冷氣等家電，後

者也是以聲控方式，結合台灣大車隊的

雲端系統，提供叫車服務，這都是相關技

術整合與應用的標準示範案例。

過去智慧家庭系統因整合不佳影響到其

易用性，不過就遠雄的案例來看，此一問

題現在已被解決，遠雄現場銷售人員也

明確指出，現在的智慧家庭系統對購屋

者有其賣點，而遠雄的建案將會對台灣

的其他建商產生示範作用，尤其是智慧

家庭系統的技術成熟度高，功能相去不

遠，其他業者容易複製，再加上相對於屋

價，系統所佔的成本比例並不高，這些因

素都將成為重要推手，推動新一波智慧

家庭浪潮。(王明德)

Gartner：2018年全球半導體營收預估將成長7.5%

Gar tne r (顧研)表示2018年全球半導體營收預估將達到4,510億

美元，相較2017年的4,190億美元增加7.5%。這個數字與Gartner 

2017年10月預測的4%成長率相比，幾乎增加了一倍。

Gar tne r首席研究分析師李輔邦表示：「記憶體市場自2016下半

年開始好轉，強勁氣勢蔓延整個2017年，並可望持續到2018

年，為半導體營收提供極大推升力道。與去年10月時的預測相

比，Gartner將2018年半導體營收預估值提高了236億美元，其中

記憶體市場就佔了195億。DRAM和NAND Flash價格雙雙上揚，使

整體半導體市場前景更為看好。」

儘管Gartner上調2018年的數字，各季成長率可望回歸到更為正常

的模式：第一季將呈現個位數連續下滑，緊接著第二、第三季開始

復甦並逐步上揚，到了第四季則呈現略微下滑的狀況。

如果將記憶體排除在外，Gartner預測2018年半導體市場的成長

率將由2017年的9.4%降為4.6%，各種半導體元件中則以FPGA、

光電(optoelectronics)、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和非光學感測器

成長最快。另一個帶動2018年營收攀升的主要元件類別則是特殊

應用標準產品(ASSP)，過去影響ASSP成長預估值的因素包括：電

競PC和高效能運算應用所使用之繪圖卡前景好轉、車用內容大幅

增加，以及有線通訊相關的表現預估更為強勁。（林彥伶）

儘管過去的推動不甚成功，但市場人士都知道，家庭智慧化是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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