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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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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在新聞報導中看到許多令人遺憾的車禍，肇因皆是疏忽，或者視線死角，但這一個失

誤，就賠上一條寶貴的生命，並牽連其後的家庭，其代價無可計數。

為了盡可能避免這樣的遺憾，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因應而生。它透過縝密的感測器

網路與監視鏡頭，再搭配電腦軟體的分析，讓汽車可以在行駛中自動針對突發的變故和視覺

死角進行應變，或者通知駕駛採取行動。

如此良善的理念當然很快就獲得大眾的支持，不僅反應在汽車的銷售上，更受到國家政府

的重視，將之納入汽車的配備安全法規之中，例如自動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和V2V技

術，已經是美國明文規定新車出廠必須具備的技術規格。而歐盟則是更早在2013年就將AEB

和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納入法規中。

至此，ADAS幾乎已成為當前所有新車的出廠標配，甚至說，已是消費者購車的指標配備，

因此所有的車廠和汽車電子業者無不爭相投入這個市場。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也將汽車列入

未來5年半導體市場的三大成長驅力之一，顯見其市場的發展潛力。

而ADAS的技術與應用目前仍在持續發展中，未來將會更進一步針對駕駛的行為與生理狀況

進行偵測與分析，以期能夠更大範圍的糾正駕駛的不當行為，甚至避免如酒駕和突發性心臟

疾病的風險，也就是搭到醫學上所說的「預防甚於治療」。

如果範圍再擴大一些，說不定將來連違規停車、

逆向行駛和進入錯誤車道等都可以進行糾正，所

以ADAS雖是輔助駕駛，但其實也輔助了整體的

交通安全，讓道路更安全，也讓乘客和駕駛都更

加安心與放心。我們非常期待ADAS能實現這樣

的願景。

但就在完稿的這一天，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名婦

人，在穿越馬路時被一輛正在進行測試的Uber自

駕車撞擊身亡。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前因後果，無

從說起，但這事件血淋淋的提醒我們，我們必須

更謙卑、更慎重、更長期的來檢驗一項科技應

用，儘管它的立意良善。 

輔助的不只駕駛

副總編輯

說不定將來連違規停車、逆向行駛ADAS都可以進行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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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美中貿易戰
對我國半導體產業之衝擊

美國總統川普於美東時間3月22日簽署總統

備忘錄，向中國大陸總值預估600億美元

的進口產品開徵 25% 關稅及限制中國大陸投資，

主要產品包括航太、現代鐵路、新能源汽車和高

科技產品。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商品開徵高額關

稅，出發點主要在於保護美國產業，並配合美國

製造的政策，希望降低對中國大陸製造的依賴並

縮短貿易差距。

美國政府鎖定的貿易逆差項目主要在於資訊科技

和電信產業，考慮對100多種商品中國大陸商品徵

收關稅，從消費性電子產品、通信設備到家具、

玩具等品項。而半導體屬於科技產業之一，亦有

機會列入擴大課稅的產品之一。

由於台灣為半導體生產重鎮，台灣IC製造與封測

業為國際與國內客戶代工之產品，部分銷往中國

大陸進行代工組裝，再銷往美國。若美國針對中

國大陸出口的資通訊產品課徵防禦性關稅，勢將

間接影響我國半導體產業。

但若深究美國的策略目的，卻不難發現，其真正

目的恐仍在於藉此提高美國業者在海外生產製造

的成本，逼使美國企業在國際貿易比較利益的考

量下，將生產製造的據點轉移回美國本土。

短期內，若本波防禦性關稅課徵的對象，僅及於

終端電子產品，將促使終端產品以SKD、CKD等型

態進口，轉由美國或周邊免稅國家進行組裝，對

我國半導體產業的影響相對較小。但若關稅課徵

的方式擴及SKD、CKD等產品型態，則半導體等零

組件將由出口至中國大陸等地區改往美國。若防

衛性關稅課徵的範圍擴及半導體產品，則我國半

導體業者將出現生產據點轉移的需求。

根據資策會MIC推估，台灣半導體產業出口至中國

大陸後，經過當地業者組裝為半成品或成品再出

口至美國市場，相關半導體產值超過100億美元，

亦即若中美貿易戰開打，我國半導體產業受影響

的範圍，保守估計超過我國半導體產業總產值的

15%以上。

不過在上述的影響範圍中，估計有超過一半以上 

的產值來自美國IC設計或品牌客戶對我國晶圓代 

工與封測代工業者之訂單，如Apple、Qualcomm、 

Broadcom、NVIDIA等業者。

由此可知，美國對中國大陸高科技產品課徵防衛

性關稅，雖說是為了平衡中國大陸對美的貿易逆

差，但實質上卻有如金庸小說中的「七傷拳」，

不但衝擊中國大陸的高科技製造業、台灣的關鍵

零組件如半導體產業，更間接影響美國品牌與IC

設計業者。不但如此，更顯示美國在採取貿易戰

的策略思維，在於迫使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的改

變，轉以美國為主要生產據點。

當各國以保護國內市場為主要目標時，將提高進

口關稅或採取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使得相關產

品必須於境內生產，高科技業引以為傲的全球分

工生產模式恐將成為過去式。屆時，以出口導

向為主要經濟發展模式的經濟體將受到較高的衝

擊，我國高科技業向以出口為主，尤其是半導體

等關鍵零組件產業，恐將首當其衝，在全球貿易

壁壘下，我國半導體產業受影響的範疇高於前述

所估算。

更需關注的是美國對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是否

課徵防衛性關稅。我國是全球半導體的生產重

鎮，我國晶圓代工與封測代工產業規模居全球領

先地位，美光更在我國有大規模的記憶體DRAM產

能。若美國藉平衡貿易逆差之理由，對自我國進

口的半導體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將迫使我國半導

體業出現在美國設廠或擴廠的需求。美光亦可能

因此增加在美國的記憶體生產線佈局。 

美國將向中國大陸開徵25%高額關稅，連帶影響我國半導體產業，

保守估計超過我國半導體產業總產值的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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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5G通訊之後

這個題目似乎有點弔詭，首先是數學問

題，5G之後當然是6G，根本無需贅

言；再者是什麼是5G？為什麼非要隨著商業

上的定義來便宜行事？什麼才是真正的不同

通訊世代？當然，世代之爭並非本文主要關注

的範圍，而是希望人們了解通訊的本質，進而

善用通訊技術來解決不同的溝通障礙。所以，

要了解的是所謂的5G通訊能達到什麼樣的境

界，將來還需要6G來解決新的問題嗎？

嚴 格 來 講 ， 目 前 的 行 動 通 訊 還 在 第 二 代

（2G）階段，3G、4G、5G都只是加強其深度

或廣度而已。不過， 3G、4G等等對技術與服

務升級的區別手法或行銷手段，我們也無須標

新立異的去反對。眾所周知，第一代行動通訊

是類比式行動電話系統，第二代則是進入完全

不同境界的數位式行動通訊，也就是所謂的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所以不管是3G、4G或5G都還是數位式行動

通訊，也不出全球跨領域通信的基本定義。

未來會不會有進入完全不同境界的第三代通訊

呢，它會是目前所謂的5G通訊之後嗎？從技

術而言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進入不同維度的

空間，或是超出地球以外的通訊能力。說真

的，人類問題已經夠多了，還要進入不同維

度的空間做什麼？或有必要去跟外星生物聯

絡嗎？所以，剛去世的物理學家霍金警告，千

萬不要試圖去聯繫外星生物，否則會給地球帶

來不必要的災難。這應該也是肺腑之言，想想

看，人們須要打電話給閻羅王問生死嗎？要跟

魑魅魍魎溝通什麼呢？或是跟土地公要明牌有

用嗎？

人們發展通訊的本質是為了要能夠相互溝通，

平常你我都是獨立的個體，就是透過溝通以達

成群體的運作，短距離的溝通面對面交流就可

以了，長距離的溝通就要用各種通訊技術來達

成。所以，排除溝通的障礙，就是目前通訊技

術所要完成的目標，由於要處理的訊息越來越

多元且大量，因此技術的發展也得與時俱進。

但人類在這麼複雜的溝通需求裡，仔細分析起

來，不外乎下面三種，一是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二是人與物或是物與物之間的溝通，三是

人與自己身心之間的溝通。

從這個角度來看，5G通訊標準就可以說是進

入另一種新境界了，也就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通

信，進入到人與物或物與物之間的通信。GSM

行動通訊的終極目標，應該就是讓人與人之間

在地球上沒有障礙、沒有死角的盡情通信，至

於人與物之間的溝通，就需要制定另一套技術

標準來達成，5G通訊或許就具有這樣的時代

使命。為什麼只強調人與物之間的溝通呢？主

要是5G晶片還是以行動裝置為核心，讓人來

與物溝通即可，物與物之間不須要用到龐大的

5G基頻晶片。

但是，人與物之間的溝通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不僅有自然萬物要應付，還有層出不窮的人造

新東西需要處理。所以，要談5G之後的通訊

新境界可能還太早，而且上述第三項的人與自

己身心之間的溝通障礙更多、矛盾更大，也是

人類在目前交通發達、通訊進步之下，仍然無

法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事實上，5G通訊之

後不見得還是利用外在的行動裝置，直接嵌入

在人體裡，豈不更自在、更機動？或許未來通

訊業者，不再囫圇吞棗的加上6G、7G之名，

而是以「通靈少女1.0」或「通靈少年2.0」來

稱之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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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物之間的溝通還有一大段

路要走，不僅有自然萬物要應

付，還有層出不窮的人造新東

西需要處理。





14

趨
勢
篇

汽車電子系統正快速轉變中，更多的電子元件

與資訊應用被整合至汽車內，尤其是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ADAS）、自駕車的圖資與車聯網，以及

人工智慧（AI）應用的逐步落實，把越來越多的IC元

件和電子模組帶進汽車中，但也帶來新的設計挑戰，

其中車用電路板（Printed-Circuit Board；PCB）、電

路板組裝（PCB Assembly；PCBA）與其板階可靠度

（Board Level Reliability；BLR）的驗證更是關鍵的一

環。 

在車用電路板（PCB）方面，國際電子工業聯接協會

（IPC）已在2016年頒布了汽車專用的PCB驗證及允

收規範IPC-6012DA，其中包含了溫度衝擊耐久試驗、

高溫耐久試驗、高溫高濕儲存試驗、陽極細絲導通試

驗（CAF）、表面絕緣電阻試驗（SIR）等，這些測試

當大量電子零組件導入汽車時，更成為國際汽車電子

製造業者必須更關注的項目。

而在車用電路板組裝（PCBA）上，由於顧及環保需

求，無鉛製程也開始導入在車電零組件設計中；AEC

在2009年發布了Q005，啟動了無鉛製程的轉換，接

著在2014年的AEC Q100改版作業中，加入了無鉛測

試的要求，包含焊錫性測試、焊錫耐熱試驗及錫鬚試

驗，開啟了汽車電子無鉛製程的驗證。 

至於板階可靠度（BLR），則是國際間常用來驗證

IC元件上板至PCB之焊點強度的測試方式，是目前

手持式裝置常規的測試項目。而隨著汽車電子系統

的複雜度提升，更多的IC元件被運用在汽車內，BLR

遂逐步成為車電重要測試項目之一，不僅Tier 1車廠

BOSCH、Continental、TRW對此制定專屬驗證手法，令

宜特、德凱宜特聯手助業者克服
車用電路板（PCB）與板階可靠度
（BLR）的驗證挑戰

智慧車與車聯網帶來新的系統設計風險

專為汽車電子驗證建置的複合式振動測試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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