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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Op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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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ROM Max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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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 (16-BIT) ADC 
Communication 

PCA Package 
Type Data RAM IO ACMP PWM 

MG82FG5A32 
2.0V~5.5V 

32KB 

32MHz 

4 12-Bit, 8-CH 

UART x2, 
SPI, TWI  

1 

LQFP48 
LQF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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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82FG5A64 
64KB 4 12-Bit, 8-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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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82FG5B16 
1.8V~5.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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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RTC 10-Bit, 8-CH 
UART x2, SPI, 
TWI x 2, STWI, 

LIN, 7816 

1 
SSOP20, 
SSOP28, 
LQFP32, 
QF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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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82FG5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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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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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FP64 

256B+1792B 44 / 59 3 12-CH 

MG82FG5C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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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82FG5D08 
1.8V~5.5V 

8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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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RTC 10-Bit, 8-CH 

UART, SPI 
 TWI, STWI 

1 

SOP16 
SS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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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82FG5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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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B+768B 13 / 17 1 6-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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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CTIMES第316期p.21,22正確內文為：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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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替4G抱抱屈。這個當年爭議最大，卻可能是存在時間最短的行動通訊技術，其實是替目前的5G發

展定下了一個極具遠見的概念，也就是跳脫出只有「人跟人」框架，往人與物，甚至是物與物的方向

前進。

有了4G時代的基礎概念，5G當然更務實的朝全方位通訊的目標發展，其想法也很簡單，就是連結更多

東西，傳輸更多資料，沒有延遲，深入每一個裝置，而這個聽起來好像跟某個東西很接近？喔，對，

就是物聯網。

因為這些想法，5G的核心通訊技術當然也就筆直轉往這些應用需求發展，例如更高的資料壓縮密度調

變，採用28GHz或60GHz毫米波通訊，讓頻寬更大，增加短距通訊的能力，以支援更大數量的感測器

網路。

所以種種來看，5G將會是一個全新的行動通訊技術，或者我們更可以說，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行動通

訊，過往的那些不能，都將化作可能，並被務實的結合到一般生活、商業與工業的應用上。

而之後人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將「可能」化成效能，或者是產能，甚至是最高級的「智能」，我們非

常期待透過5G的發展，能為整個產業甚至是世界帶來更好的願景。

製造業的龍頭鴻海也正往這個方向發展，董事長郭台銘

雖然沒有直接提到5G，但他在農曆年前寫了一副對聯，

指明了大數據與智慧化是未來製造業的趨勢，鴻海將在

未來三年內朝此方向進行轉型，而這正是5G發展的其中

一環。

而5G的範圍當然更大一些，除了工業物聯網外，車聯網

也都會在5G的概念下發生，或者說5G就是為了實現這些

概念而發展的，要讓所有的網路應用框架整合在一起。

雖然說，現在距離5G的全面落實仍需要至少3到5年的時

間，包含標準也未底定（預計2018年中），但這一切光

用想像的，就已讓人無比的興奮，而我們也可以說，5G

來了，產業的全面改變也就不遠了。

一個真正的行動網路

副總編輯

5G是個什麼世界？Intel在CES描繪了一個光影閃爍的模樣。
（source: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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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從2018 CES看人工智慧應用發展前景

要使人工智慧（AI）被大量廣泛的應用到各行業，以致於在未來可進入

穩健的成長軌道，各類創新應用的營運模式與生態體系建置恐為關鍵。

2018年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向

各界揭開今年度高科技產業的發

展動向。觀察美國CES往年的展覽動向，隨著PC產

業趨於成熟，廠商展出的重點已逐漸從傳統的電

腦與其週邊產品、電視與音響產品、智慧家庭產

品、穿戴式產品、汽車電子產品到多元垂直應用

產品。

人工智慧（AI）毫無懸念地成為本屆CES的關

鍵詞，也使智慧化成為本屆CES的重點趨勢。

各大業者莫不以AI作為展出重點，從大型晶片

業者如Intel、Qualcomm、NVIDIA，終端大廠如

Samsung、LG、海爾等，平台業者如百度等，傳統

科技大廠如IBM到其他各類型創新業者，甚至台灣

的工研院，莫不強調AI的技術能力或相關應用。

在本波AI熱潮中，藉由本次CES各廠商在智慧化應

用的展出，亦可進一步反思未來AI應用發展可能

面臨的瓶頸。從各類型業者的展出不難發現，應

用AI的必要性恐被過度強調，尤其是不少產品已

開始出現為了AI而AI的跡象，同時，部分應用也

缺乏妥適的營運模式設計。

要使AI被大量廣泛的應用到各行業，以致於在未

來可進入穩健的成長軌道，避免形成另一個泡

沫，各類創新應用的營運模式與生態體系建置恐

為關鍵。若AI應用僅能提供生活樂趣、滿足想像

力與創意，卻無法實際為業者帶來獲利，也缺乏

配套的生態體系支持相關營運模式的運作，在可

見的未來，投入AI的研發資源恐終將耗盡。要解

決營運模式與生態體系建置的議題，則需要從

2018 CES展覽中的另兩項重點趨勢中尋求可能的

解方—「垂直應用」與「跨域整合化」。

觀察CES展的發展歷程，此展覽已逐漸從傳統的

消費性電子展出，轉型為展出更多垂直應用的模

式。從智慧零售、智慧製造、智慧城市、智慧汽

車、無人機、智慧能源等應用，已有越來越多業

者投入創新垂直應用解決方案的研發，跳脫出傳

統在PC、音響、電視等單一產品的發展窠臼。

最明顯的差異可從如Panasonic等傳統日系消費

性電子大廠身上見到，其展出已不再是電視機等

單一產品，而是對未來世界所需要的基礎環境建

設，利用科技解決人類生活的需求，包括交通、

能源、娛樂等領域的發展需求。

由於相關應用皆為垂直應用，需要高度的客製化

與垂直整合能力，同時相關應用領域多已有具體

的營運模式與生態系。若能有效與AI業者結合，

未來的發展潛力可期。不過因多數垂直應用的進

入門檻高，生態體系繁雜，AI業者如何切入並與

之整合，仍非一朝一夕可成。

此外，未來的創新應用範疇涵蓋各行各業，包括 

在汽車業、工業、零售業、金融業、運動休閒業 

、醫療業等，因此，各大業者亦開始建置跨領域

的整合能力，包括如通訊晶片大廠Qualcomm，也

開始強調在汽車、工業應用領域的投入。NVIDIA

更早已在智慧汽車上搶佔重要角色。而利用穿戴

裝置、AR/VR裝置、其他感測裝置輔助，協助使用

者強化運動效果的解決方案，已有許多新創業者

積極投入運動與科技結合的解決方案。跨領域整

合的趨勢將有利於AI將其應用觸角延伸至ICT以外

的領域，結合ICT的生態系與既有傳統行業的生態

系，產生新的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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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仁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與工業工程學
研究所合聘教授、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TIPA)共同主持人

Be Unique

以專利量來計算台灣是世界第五，

我們是不是虛胖了？

以專利權人國來看，2016年台灣的獲得的美國專利位居第五。

然而，台灣也付出龐大的技術權利金。

以專利權人國來看，2016年台灣獲得的

美國專利僅次於美國、日本、韓國與

德國，名列前茅位居第五。若以各國每年所獲

美國專利數為分子，總創新投入經費（百萬美

元）為分母，算出的取得專利的效率，台灣

為0.395，排名世界第一，為排名第二的日本

0.239的1.65倍，為排名第四的韓國0.159的2.48

倍。換言之，以專利為研發產出來衡量台灣的

研發效率，台灣擁有最傑出的R/D團隊。

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技術領域分類，發現

電機領域（包含electricalmachinery, audio-visua

l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 digitalcommuni

cation, computertechnology, ITmethodsformanage

ment與semiconductors）的專利佔當年美國專利

46.26％，是所有領域中佔比最大的，而台灣的

電機領域的專利則佔台灣的美國專利68.46％，

中國則是60.37％，顯示電機領域相關產業對台

灣的重要性。然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台灣在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造業兩大產業的技術貿易淨額逆差佔當年技術

貿易淨額逆差的98%。眾所皆知，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造業是台灣

產業的重中之重，然而也是台灣技術權利金付

出最多的領域。

換言之，台灣最有效率的R/D團隊，建築了世界

第五的專利強權，卻仍任人予取予求，如同甲

午戰爭時大清帝國以艦艇排水量計算的海軍強

權，卻苦無砲彈、沒有防衛力、沒有攻擊力。

問題在哪裡？

我們真的是以專利量來計算的世界第五的專利

強國？我們是不是虛胖了？我們是不是申請了

太多可能不具防衛力、可能沒有攻擊力的專

利？我們是不是申請了太多由腦力激盪所產生

的即興式創意？衍生出太多申請後獲證時就已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等著幾年後來檢討是否

要持續維護的專利？我們有認真規劃如何保護

傑出R/D團隊的重要創意？有認真構思什麼是我

們R/D團隊核心技術？什麼是我們必須堅守、即

使面對全方面的攻擊仍能守住的核心專利？

我們是小國，相較我們想要成為的世界級企

業，我們是資源有限的企業，可投入之研發資

源、人力有限，沒有將資源灑在各領域的本

錢。我們要思考我們的既有優勢是什麼？是堅

實的還是需要再精實的？我們要思考未來趨勢

是什麼？這趨勢能持續多久？會不會像是許久

之前的RFID技術？會不會像是2-3年前的3D列

印技術？是舊技術的新布局？會不會淪入別人

布局中的造勢大會？我們有技術路徑布局嗎？

我們的既有優勢，能在未來的趨勢扮演技術主

流角色？還是我們能在主流技術中找到生存空

間，而且能扮演打不倒的小強的角色？ 

未來，我們來探討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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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科技與人文的對決

近一、二百年來，人類社會在科技發展

上的進步，可以說是一日千里。大家

可能很難想像兩百年前，到了晚上只能點著煤

油燈或蠟燭來做照明的日子，也無法體會只靠

手寫文件來保存資料與傳遞書信的日子。然而

兩百年的時光，放在地球的歷史而言，就像一

瞬間的電光石火般，相當的微不足道。即使將

來還有甚麼AI、Micro LED、5G通訊，但也只

是現階段趨勢下的產物，並不足為奇啊。

至於人類文明活動的軌跡，比較起來時間就長

了些，從石器時代到如今的工業4.0時代，連

綿可達數萬年之久，這些軌跡可以說就是人

文的表現。從原始人到使用石器、發明語言開

始，都是一種科技的進步發展，然而石器可以

助人也可以傷人，語言可以溝通也可以鬥爭，

人們不停地發展科技來解決問題，也製造了新

問題。

不過，無論是溝通也好、鬥爭也好，助人也

罷、傷人也罷，都是一種人文，底子裡都是人

們為了追求幸福快樂時的方法、手段。差別只

在於文明程度的高低，有智慧、有文明的人，

眼光看得遠，知道傷人即是傷己、利人即是利

己；同樣的，破壞環境就是給自己找麻煩，追

逐物欲只會麻痺心志。而愚昧、不文明的人，

則是短視近利，總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

的痛苦上，科技再如何先進，也無法解決爭

端。

所以，可以說科技就是人文的表徵，人文就是

科技的底蘊。這兩百年來，由於科技快速發

展，造成人們忘了其中人文的角色，只是盲

目地追逐科技進步，殊不知這一瞬間的電光石

火，一下子就會灰飛煙滅。2018年伊始，天

災人禍頻傳，科學家更是預測太平洋火環地帶

活動有加劇的現象，接連的火山噴發、板塊碰

撞，這都是區區兩百年技術無法測知與面對的

現象，以宜蘭外海的龜山島而言，升起之時不

過七千年前，人類歷史都無從記載，又如何因

應或改變呢？

然而，開始注重人文素質則永遠不會太遲，事

情才有辦法彌補，因為這是一條文明進展大

道、一條生命覺醒之路。也許大家會認為，

在科技產業這條路上，如何競爭生存都是個

問題，還奢談甚麼文明進展或生命覺醒呢？所

謂注重人文素質實在是太唱高調了，不切實際

吧？當然不是，有了人文關懷才會讓科技變得

親切有味，才會讓自己與他人明明白白，到底

做了什麼？又獲得了什麼？才能讓科技既遠大

又實際的健全發展。

現階段，全球產業都在談如何轉型，因為不論

是AI或物聯網，都會翻轉整個產業結構，在翻

轉的過程中，當社會失去了平衡或業者提不出

新的價值，就會產生許多的悲劇事件，甚至造

成動亂不安的環境。如果業者或任何人能夠開

始注重人文素質的培養，就能真正的轉型、徹

底地改觀，人文與科技的對決之後，將會為科

技帶來三大新面貌，一是創新、二是市場、三

是幸福。

最後，我們應該了解什麼是人文素養？如何

提升人文素養？在《論語‧雍也》裡提到，子

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筆者認為，在產業上而言，隨時

關照人本的價值或需求（質），配合真心的研

發或生產（文），不狂妄自大、不忘自菲薄，

那麼就能夠文質彬彬、提升人文素養，如此則

科技幸甚、社會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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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關照人本的價值或需求（

質），配合真心的研發或生產

（文），不狂妄自大、不妄自

菲薄，那麼就能夠文質彬彬、

提升人文素養，如此則科技幸

甚、社會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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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物聯網 先要有數位才能有智慧

AI這幾年迅速崛起，同時與物聯網整

合，形成AIoT架構，AIoT在應用面的最大

特色是鎖定在垂直應用領域，透過巨量

數據的擷取與AI分析，讓各產業的運作

更具智慧，同時也將帶動變革。

之前有個新聞，大陸蝴蝶蘭在去年7月首

次出口美國，未來可能會成為台灣的競

爭對手，其實不只大陸，早一點的荷蘭、

近一點的泰國，都早就讓台灣蝴蝶蘭的

全球市佔率不斷下滑，目前荷蘭佔有全

球50％的市場，台灣則僅約20％，從蝴

蝶蘭王國到如今備受泰、中等後起之秀

的威脅，台灣蝴蝶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台大農經系副教授羅竹平在2011年一篇

報告中的數字或許可以看出端倪，歐美

廠商收購蝴蝶蘭苗主要看兩個點，雙梗

率和病毒率，雙梗率意思是一株蘭苗的

兩個梗都開花的比例，台灣的蝴蝶蘭苗

雙梗率只有20%～40%，也就是說有一

半以上只能開出一朵花，荷蘭則高達且

穩定的維持在90%，病毒率就是蘭苗所

帶的病毒比例，病毒率影響的不只是單

株的育成率，太高的病毒率還會傳染給

同溫室的蘭苗，台灣蘭苗的病毒率是荷

蘭的5倍以上，從幼苗到成株的育成率是

25%，荷蘭則是在90%以上。

從數字上可以看到台灣業者在全球市場

不斷失利的原因，但如果更深層追究，就

可以發現原因所在。

荷蘭的蘭花培育早就導入全面性的植物

工廠概念，所有環境、苗株的數據都被

精準控制，把變數降至最低，當所有的

變化都可以被掌握與改變時，品質與產

量當然就可以預期。

相對於荷蘭，台灣花農則是一直認為經

驗才是市場競爭的關鍵點，老師傅經過

幾十年所培養出來的經驗，是廠商最寶

貴的資產，經驗無疑是各類型產業的重

要資產，不過經驗往往無形且不易傳承，

經驗應用在實際環境時，除了從事件的

微小處觀察外，更多是難以言喻、說不上

來的「直覺」，這種狀況造成經驗的移轉

不只需要長時間，而且還會不完全，這也

是台灣廠商只要老師傅一退休，企業產

品品質就要花一段時間調整的原因。

不過物聯網需要的，不只是有形資源的

投入，還需要無形思維面的改變，後者對

台灣產業經營者來說，才是最大的挑戰，

只是世界已經在改變，如果不主動攻擊，

等受到市場衝擊才開始動作，往往會為

時已晚。(王明德)

Gartner：2017年全球十大半導體客戶 三星、蘋果穩居冠亞 

Gartner(顧研)表示，2017年半導體晶片前兩大買家仍然是三星電

子和Apple，佔全球市場19.5%，兩家合計共消費價值818億美元的

半導體，較2016年增加超過200億美元。

Gartner首席研究分析師山路正恆表示：「三星電子與蘋果不僅持

續佔據冠亞軍寶座，在2017年半導體整體支出的占比方面也大幅

增加。兩間公司自2011年以來便一直穩居前兩名的位置，持續對

整個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及價格趨勢發揮極大影響力。」

DRAM和NAND Flash價格大幅上漲，對2017年半導體買家排行有很大

的影響。大部分OEM廠商，甚至包括大廠在內，都無法避免2017年間

記憶體晶片缺貨和記憶體價格上漲的影響。缺貨的狀況不只發生在

記憶體IC市場，甚至延燒到其他半導體晶片市場，例如微控制器和分

離式元件，還有被動元件市場。另一方面，成功的OEM廠商則是以自

家專用的矽晶片解決方案，為旗下產品提供市場差異化特色。OEM廠

商的專用晶片支出增加，對商用晶片廠商未來的成長形成一大風險。

此外，前十大OEM廠商的支出占整體半導體市場的比例大幅增加，已

從十年前的31%，上升到2017年的40%。Gartner預測這股趨勢將會延

續，到了2021年，前十大OEM廠商占全球半導體總支出將超過45%。(

林彥伶)

相較於老師傅的經驗，物聯網的作法則是將產品製造的過程盡可能數據化，並形成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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