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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8   CTIMES   www.ctimes.com.tw

十年前，如果要測量心跳、血壓和血氧，除非自己有一部血壓機或血氧機，否則就只能到鄰

近的診所和醫院去，但現在你只要有一支具備閃光燈鏡頭的智慧型手機，再安裝一個APP就

可以，更厲害的是，它還能比對過去的資料，顯示你的健康狀態的變化。

當然，這方式取得的資料的準確性可能不是這麼可靠，但卻是目前醫療電子的重要發展方

向：智慧、雲端、個人化。而其背後最關鍵的一環，就是人工智慧（AI）應用的導入與落

實。

AI應用會對醫療電子帶來什麼改變？首先對終端裝置來說，就是處理器晶片性能的提升，除

了具備更強的運算性能外，也能整合更多的感測器，讓醫療裝置可以更接近「智慧」的境

界，尤其是需要直接監控人體數據的穿戴式裝置。

再者，就是穿戴式裝置將有新的成長動能。由於處理器性能的提升和更多感測器的使用，穿

戴式裝置能監測的數據將會更多，同時速度也更快，再透過導入AI技術，穿戴式裝置的辨識

率也會更加提升，若再進一步結合網路技術，就可把完整的醫療照護網建構起來。

而病例影像的分析與診斷，將會是AI技術帶來的

最主要改變，這也將大幅改變目前醫療體系的風

貌。但要實現這個願景，醫療機構就必須建構起

相對龐大的資料中心，並把目前的診療體系和流

程都數位化和電腦化，因此整體涉及的電子和電

腦設備就非常的廣泛了。

雖然AI技術才剛剛開始普及化，目前的進展也仍

非常初期，但肯定的是，有AI技術的加持，醫療

電子的應用將會再提升一個境界，不僅範圍更

大，性能也會更好，而這也會加強消費者的信

心，進一步刺激醫療電子市場的發展。就如那句

廣告詞：「AI給了醫療電子一對翅膀。」 

AI給了醫療電子一對翅膀

副總編輯

AI將讓醫療電子應用有新的境界和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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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從中國對我記憶體人才挖角
看其產業策略佈局

中國大陸為發展自主半導體供應鏈，過去數

年間，已積極從全球挖角半導體產業人

才，從IC設計、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等產業，皆

可見到中國大陸的挖角動作。

相較於IC設計、晶圓代工、封裝與測試等產業，

台灣記憶體產業在全球的市佔率相對較低，過去

也因缺乏自主技術掌握能力，需繳交權利金，導

致在景氣低迷階段面臨較高的成本壓力，進而於

前波金融危機後有多家如茂德、力晶等業者退出

或轉型，台塑集團也將華亞科持股售予美光，使

其成為美光子公司。

但在此之際，中國卻因發展自主半導體產業供應

鏈，發現存在記憶體的明顯供應缺口，無論是

DRAM或Flash，目前中國都必須自國外採購。雖

然中芯半導體一度採用技轉的方式欲生產記憶

體，最終也未獲得成功。因此，記憶體產業成為

中國發展自主半導體業的重要拼圖。

記憶體屬於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產業，需要的發

展要素不外乎資本、技術與人才。對中國而言，

資本應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技術與人才則為其主

要缺口。在技術方面，中國可以透過併購、授

權、合作研發等方式取得，但人才則不易在短期

內培養，必須對外招攬。除了中國留美的海歸派

之外，台灣人才則成為主要的挖角標的。

尤其台灣記憶體產業已因前波金融危機嚴重受

創，記憶體人才的發揮舞台相對受限，在中國具

有資金與政策優惠的誘因下，台灣記憶體人才前

往發展的動機就更為明顯。

觀察中國的記憶體產業發展現況，目前以紫光集

團的長江存儲集團為首，其餘另有合肥睿力與福

建晉華等業者投入記憶體產業。長江存儲主要基

地在武漢新芯，在大基金的支持下，另於南京、

成都有設廠計畫。據了解，目前應為前華亞科董

事長高啟全負責主導長江存儲的發展規劃，雖然

初期以Flash為主，未來新增產能可能加入DRAM

生產線。

另合肥睿力（原名合肥長鑫）由兆易創新與前

中芯執行長王寧國主導發展，規劃進行Flash與

DRAM之生產。福建晉華與台灣業者聯電進行技術

合作，開發利基型DRAM產品。

觀察中國在記憶體產業的發展，在資金、廠房設

備等資本投入的層面，確實具有充足的資源；在

國家與地方政策上更傾全力投入，大陸媒體更將

記憶體產業的發展譽為其國家民族科技發展的重

要里程碑，因此在政策資源上也不會是問題。而

人才在經過近期的延攬與挖角後，應已具雛形。

但其未來發展的最大困難，恐在於技術來源的取

得。尤其目前多數記憶體技術的智財權多由國際

大廠把持，除非中國生產的記憶體產業僅用於國

內銷售的內需產品，否則中國記憶體產業仍需支

付龐大的授權金予技術母廠，就算中國業者順利

將產品投入量產，但其成本仍將高於其他國際大

廠。

中國發展自主半導體供應鏈已是勢在必行，記憶

體又是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重要環節，中國也不會

輕易放棄。不過在過去數年間，中國對國際記憶

體發起的併購或投資，多數面臨挫折，未來中國

將如何因應自主技術缺乏的問題，將為其記憶體

產業發展的成敗關鍵，亦為人才挖角議題之外，

值得各界持續觀察的重點。 

中國發展自主半導體供應鏈已是勢在必行，記憶體又是當中的重要環節，未

來中國大陸將如何因應自主技術缺乏的問題，將為其記憶體產業發展的成敗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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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從人工智慧到心靈科技

最近以來，科技大廠發展AI人工智慧的企圖與布

局都相當的明顯，繼微軟今年1月宣布選擇台

灣做為人工智慧事業發展基地之後，Google也在3月

宣布將在台灣招聘300人，並培訓5,000位機器人工智

慧（AI）領域的學生，緊接著IBM也宣布，將擴張台

灣的研發中心，重點為AI、區塊鏈和雲端運算，預期

今年內增聘100人，並在台灣設立雲端研究實驗室。

除了科技大廠積極作為讓人感受到人工智慧山雨欲來

的氣勢，台灣發展AI產業的條件（圖一），也似乎受

到廣泛的青睞。

台灣是舉世罕見的科技與心靈重鎮

其實，台灣這個寶島不僅是科技發展的大國，也是

文化心靈領域的重鎮。4月13日大甲媽祖起駕，展開

為期9天8夜長達300公里的徒步遶境活動，沿途人山

人海，並以今年的主題「付出」來共襄盛舉，而此一

遶境活動，被譽為全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不僅如

此，台灣各種宗教蓬勃發展且相互尊重包容，這也是

世界少見、令人嘖嘖稱奇的地方。以佛教而言，本身

傳承完整豐富，並且能夠外布教遍及全球，是漢傳禪

人們所創造的東西，不論是各種裝置或資料、信號，都是一種心意結晶或現象；而
人們的心意活動，不論是喜怒哀樂或語默動靜，都會化成各種資料信號或事物。

文/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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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雙修的重鎮，更可貴的是漢傳、藏傳與南傳佛

教也都在這裡相互融合發展。

另外，在台灣的基督教、天主教也不是徒具形式

的信仰而已，除了在都會地區大街小巷傳達福音

之外，更能深入原住民部落與祖靈結合，真正的

落地生根並且開枝散葉。同樣，也有為數眾多的

穆斯林正與台灣社會密切的交流融合，不久前土

耳其允諾在台北捐建一座大清真寺，以服務這裡

的穆斯林，柯文哲市長立刻同意且拍板定案。

其它各種非全球性的宗教、新興宗教更不用說

了，從儒家正統祭祀的孔廟到各地方的宗族祠

堂、勸善堂與惜字亭；從一貫道總壇大道場到民

間信仰的行天宮、眾神廟與小土地公廟，真是多

不勝數。所以在台灣，幾乎已到了三步一廟、五

步一宮的密集程度，這能不令全世界的人驚嘆稱

奇嗎？

到底這些宗教或文化心靈現象，跟實際的科技發

展有什麼關聯呢？本來人類科技所創造的東西只

是一些雕蟲小技，並不足為道。然而隨著越來越

精密的擬人化運算與控制工具，大有人腦不如電

腦、專業人不如機器人的感嘆與徬徨。事實上，

資訊科技一直都離不開對人類心智的挑戰，有了

計算機就不知如何心算、手算，有了遊戲機就不

知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生活庶務的大有人在，這

些人被泛稱叫做「宅男」或「宅女」。

人工智慧發展的結構與問題

然而也因為如此，現代人應該更加能體會心與物

本是一體的道理。也就是說，人們所創造的東

西，不論是各種裝置或資料、信號，都是一種心

意結晶或現象；而人們的心意活動，不論是喜怒

哀樂或語默動靜，都會化成各種資料信號或事

物。本文將以資訊科技相當著名的DIKW Pyramid

模型<註一>來做對照說明（圖二），資訊科技從

最底層的大量資料（DATA）中處理出有意義的資

訊（INFORMATION, 或稱之為Structural DATA）

，然後再透過分類過濾等演算法則來推衍知識

圖一：台灣年度國際科技大展COMPUTEX 2018將以AI為重點主題。（source：COMPUTEX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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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系統，至於做擬人化思考、感

知與學習的人工智慧（WISDOM, 或稱之為INTEL 

LIGENCE）則是目前正夯的AI領域。

為什麼各種信號資料都是一種物質或心意的同時

存在呢？如果仔細分析會發現物質不論大小、粗

細或軟硬，都是一種假象，實際是由空洞、無質

量的粒子所組成。這些只有組合型態及數量概念

的假象東西，與其說是粒子，不如說是一種波形

或律動，在電子裝置的術語裡稱之為頻譜或振盪

頻率。反過來說，人們每一個心心念念都會產生

一個信號、一種波動和一種形勢，根據佛經上的

比喻，人大概一秒鐘會有1600兆個細念<註二>，

而以英特爾生產的i7CPU大概內含3.82億顆電晶體

電路，若以最大時脈速度4.7GHz來相乘的話，一

秒中產生的信號則只有大約180億個，且這些信號

也只是0與1的變換而已，跟人一秒中可產生1600

兆（16000000億）個心念差太遠了。

當然，資訊科技還是可以應用數百顆CPU裝置在

一台機器人身上，這好像就更擬人化一些了？不

過這樣比較還是有點啼笑皆非、不倫不類，應

該要回到資料處理的基本面向來看，才會比較實

際。也就是說，把一筆資料（DATA）當作一個信

號（SINGAL），也對應出心念所產生的一個情

緒（EMOTION）；例如面對13這個資料，對電

腦而言只是一個數值信號，但對人而言可能是一

種不吉利的感受，這兩邊一個是「理」，一個是

「事」，簡單來比喻就是每一個情緒會產生一個

data，每個data會產生一個情緒。（圖三）

知性與感性應等量齊觀來發展

處理許多情緒、許多的data之後產生了不同面向

的情感（FEELING）或資訊，接著推衍的知識

層面再與觀感（SENSE）對應，意思就是對某

種系統有一套特別的看法或領受，所以sense可

以說是一種情感的提升，但更關鍵的是在此層面

加入了理性判斷。從知識端來看也一樣，因為

含有sense見識在其中，才會產生一方的知識系

統。但在這裡，知識之後再增加一個層級叫做洞

察力（INSIGHT），洞察力是一種超越表象的認

圖二：DIKW Pyramid模型是一種資訊科技發展的架構。（source：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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