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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AI資料平台型企業的商業模式> 

作者高煥堂誤植為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特此更正勘誤。



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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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很久沒有一個新技術像「Micro LED」這樣令人興奮了。一者，它是目前性能最好

的顯示技術，具備取代所有主流技術的潛力；再者，它可能會改變整個顯示產業供應鏈

的結構，是一個可能會扭轉產業風貌的技術，因此格外讓人期待。

相較於過往的顯示技術，Micro LED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其製造流程涉及的領域非

常廣，且技術難度也很難由單一業者完全獨立研發和生產，因此就需要多家業者、多

個產業共同投入，因此可能會引發一整個產業鏈的改變和重組，甚至新的商業模式的出

現，而這可能是台灣的一個新機會。

那台灣的利基在哪？就是具備完整的半導體和電子電機供應鏈，而且是世界一流的供

應鏈，而Micro LED的生產就需要涉及半導體製程、IC設計，以及電子電機的組裝和設

備，是一個非常跨領域的顯示技術，而就目前各個產業的成熟度來看，台灣具有最好的

發展潛力。

也因此，蘋果才會把Micro LED的研發放在台灣，並尋求台積電的協助；而多家

Micro LED的新創公司也選擇台灣來進行研發。所為無它，就是這塊小小的地方同時擁

有了多項關鍵技術。

然而Micro LED距離量產仍有一大段路要走，最主要的困難仍是巨量轉移和高居不下的

成本。尤其是巨量轉移，它直接影響了生產成本的高低，若轉移的速度快，良率高，則

Micro LED的成本就能夠大幅的下降，直接帶起商用的契機，但如果轉移的良率低，則

其成本可能將難以滿足商用需求。

只不過巨量轉移是一個非常考驗基礎物理和機械科技的技術，是需要非常高精準度的操

作和控制才能達成，而這就有賴機械設備商和電子電機技術的進一步整合，因此連鴻海

都參了一腳。

「原理很簡單，但做到很困難」，這句話應該是目前所有人對於Micro LED顯示技術的

共同結論。

所以，為了早一步量產Micro LED，整個科技

產業幾乎都動了起來，彼此也都密切的合作

中，為的就是在新的產業鏈成形之前，能夠

佔住最有利的位置。而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一個扭轉產業風貌的顯示技術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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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語音助理於個人電腦應用前景探討

近年來，Amazon智慧語音助理Echo系列產

品受到市場歡迎，引起各界對其中語音

助理的關注。受惠於語音辨識率的正確率提升，

加上消費者良好的使用體驗，Amazon語音助理

系統Alexa快速導入其他第三方裝置，包含：冰

箱、室內攝影機、服務型機器人等。而其他科技

大廠也紛紛跟進強化自身的語音助理，包含： 

Apple Siri、Google Assistant、Microsoft Cortana

及Samsung Bixby等，使得語音助理技術平台頓時

成為產業熱門議題。

在2018年CES展中，HP、宏碁與華碩均推出搭載

Alexa的電腦，支援免手動操控的語音控制。其

中，以Acer最為積極，其Aspire、Spin、Swift及

Aspire系列產品皆支援Alexa；Asus則是ZenBook

及VivoBook二大產品線；HP Pavilion Wave及

Lenovo的ThinkPad亦支援Alexa。

其實，Apple與Google之語音助理雖一開始

主推智慧型手機應用，但二者皆將應用面擴

及至電腦產品。Apple在2016年9月推出新版

macOS Sierra，其中重點功能即為Siri。

個人電腦並非語音助理全新開發之應用領域，只

是一直未受到太多關注。進一步觀察，各大廠不

同平台的語音助理功能相仿，可以搜尋關鍵字、

查詢天氣等，但在不同的產品上使用語音助理，

由於螢幕大小與作業系統的差異，使用經驗也會

不同。在電腦上使用語音助理，因為螢幕較大加

上支援多工，使用者無需跳離現有工作視窗，即

可達到目的。

AI的導入大幅提升語音辨識之正確率，改善使用

者體驗，也提高使用意願。然而，語音助理是否

能普及至各類產品中，卻是個值得探索的議題。

過去電腦使用者鮮少利用語音輸入，因為語音輸

入完還要檢查錯別字，直接用鍵盤輸入反而更

有效率。另外，相較於智慧喇叭，電腦還要先開

機，方便性不足，而且對著電腦喃喃自語，對目

前許多使用者仍不習慣。

然而，語音助理仍有其優勢，加上電腦使用情境

與產品型態多元，可從使用情境思索語音助理內

建電腦可產生的效益。

第一，語音助理可以獨立模組型態存在於電腦

中，尤其是桌上型電腦或All-in-One電腦，可取

代智慧喇叭的功能，例如書房無需加購智慧喇

叭，電腦即具有此功能。消費者在電腦關機時仍

可以呼喚語音助理檢視行事曆、播音樂、計時

等，在電腦開啟時可使用語音輸入日記、筆記

等。

第二、語音助理技術持續精進，未來將可應用至

各領域，並與各領域之專業知識結合，達成多元

應用。特定語音助理內建於電腦可應用在辦公室

環境中，與辦公室會議系統整合，可執行會議記

錄功能。

然而，導入語音助理尚不足以觸發消費者在個人

電腦上的換機需求，因為和電腦相比，智慧音箱

便宜許多，如需要相關功能，僅要單獨購買智慧

音箱即可。因此，未來若要進一步在個人電腦上

強化語音助理的應用，勢將需要強化語音助理功

能與生產力活動之連結，甚至進一步連結個人電

腦在特定族群如銀髮族、孩童的利基應用或商業

應用，方較有機會提升語音助理在個人電腦產品

中之普及程度。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許桂芬共同執筆）

智慧語音助理在國外廣受矚目，

若與個人電腦結合，會產生什麼火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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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外星科技之謎

拜現代攝影機幾乎人人都隨身攜帶應用

之賜，加上影音平台無遠弗屆的分享

傳播，過去神出鬼沒的不明飛行物（UFO）

，被大量鏡頭捕捉發現，並且迅速公開散播

出來。當然，由於影片後製工具很發達，偽

造的假UFO或外星人目擊事件也多不勝數，

加上沒有專責官方機構作認證或解說，所以

UFO或飛碟目擊事件成為一團迷霧且眾說紛

紜，由於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反而助

長了各種迷信現象，並掩埋了反省機會。

事實上，看過飛碟之類不明飛行物的權威人

士非常多，也有許多人挺身而出作見證，但

因為無法讓一般大眾重複驗證，便被一些人

視為無稽之談，加上有心人士害怕顛覆傳統

框架，造成社會的失序與恐慌，所以多隱晦

而不談。但恐怕是紙包不住火了，因為生活

在現代社會要證明UFO或外星人不存在，反

而更不可能，倒不如大方公開地研究，才能

解釋許多怪現象，也更能夠證明地球人類文

明的價值。

從各種影片上可以看到UFO飛碟以近乎不可

思議的方式飛行，所以他們的科技水準應該

是遠遠超越地球人類，既然如此，那麼他們

對人類應該興趣不大，除非是要殖民壓榨。

但這樣的邏輯並不合理，因為科技成就如此

之高，如果可以呼風喚雨、來去自如，乃至

於自動化控制一切生活所需，何需去殖民他

方？吃飽了換餓？

另外一種可能是地球的生活環境優於他們所

在的地方，那想要移民或殖民地球就很合

理，不過這樣講起來，他們科技或文明就有

所缺陷，不會比地球好到哪裡去。最後一種

可能則是外星飛碟是來關心或幫助地球的，

這是最合理、最有可能的原因。但是他們為

什麼要來幫助地球？原因很簡單，因為太陽

系是一體的，銀河系是一體的，整個宇宙都

是一體息息相關的，如果地球烏煙瘴氣，最

終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與環境，這是任何

有科學文明知識的人都能了解的宇宙實相。

所以，我們反過來省思較親近的科技發展就

會知道，最進步的美國軍事科技，相對於南

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國─帛琉共和國而言，根

本就是外星科技般的難以企及。美國海軍要

攻奪帛琉如探囊取物般的簡單，但沒事去找

人家麻煩，應該不是正常人的行為，如果蓄

意而為，必然會遭受「天譴」；但是帛琉有

難，則整個南太平洋可能會動盪不安，環境

可能會遭受破壞汙染，最後則會波及北美與

地球。

所以，任何低度開發的國家如果有難，文明

科技發達的國家都會去幫忙解決，這何奇之

有？相對的，地球有難時，地外高度文明也

必然會蜂擁而至，也許七嘴八舌，也許愛莫

能助，也許弄巧成拙，也許定國安邦。但最

終的結果還是取決於人類自己，所謂「天助

自助者」，畢竟各人造業各人擔，如果人類

要自我毀滅了，外星飛船也只能盡力而為，

救一個算一個。

最後，當我們發現周邊的不明飛行物越來越

多時，雖然無須恐懼害怕，但應該要反躬自

省可能已經走向毀滅，並且危及他人。核子

戰爭可能是之一，貿易大戰可能是之一，AI

機器人也可能是之一，所以，與其迷信神

通、外星科技或害怕鬼神、地外生命，不如

「敬鬼神而遠之」，做好自己的本份才是生

存之道、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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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各種影片上可以看到UFO飛碟以

近乎不可思議的方式飛行，所以

他們的科技水準應該是遠遠超越地

球人類，既然如此，那麼他們對人

類應該興趣不大，除非是要殖民壓

榨。但這樣的邏輯並不合理，因為

科技成就如此之高，如果可以呼風

喚雨、來去自如，乃至於自動化控

制一切生活所需，何需去殖民他

方？吃飽了換餓？

註一：請參考視頻「加拿大前國防部長公開宣稱：外星人已來到地球準備幫助人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lVcgbNAdQ

註二：2017年可信度高的UFO目擊事件。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a0ksy0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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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要走向智慧化 政府、企業、市民須建立共識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50年時，全球會

有2/3的人口集中在城市，龐大的人口數

量，將為城市帶來沈重的負荷，如何有效

利用IR技術，架構出智慧化系統，將是城

市的發展指標。

智慧城市要存活，民生與經濟是兩大指

標，當城市的人口不斷成長，現在城市各

種建置、資源，是否足以因應龐大的人口

數量，而這就會牽涉到經濟，當城市的規

模擴大後，無法光靠政府力量完成所有

事，勢必與企業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城

市能否吸引企業，產生經濟規模？這兩大

因素必須互相搭配，如果運行不順利，就

會像中國大陸許多智慧園區，只有硬體

建設沒有廠商進駐，成為一座一座的空

城。

城市有三大組成因素－政府、企業、市

民，城市要智慧化，這三者必須建立共

識、各司其職，政府握有控制能力、企業

握有資金與技術、市民則必須培養公民

意識，市民是智慧城市的實際使用者，「

因此市民就像一具一具的感測器、每個市

民現在都有智慧手機，當城市有問題，市

民應該利用手上的設備，隨時監督城市，

一起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

城市中的運作架構既多且雜，像是治安、

交通、醫療、能源，每一種架構都有其專

業，且多數架構都有一定程度的自動化

甚至是智慧化，如何讓其協助建立未有

的架構、提升已有架構的功能，對城市來

說，其工程既龐大且專業，因此需要與專

業的團隊合作，提供顧問諮詢、軟體專

業、技術研發等工作。

每個城市有自己的問題、自己的文化、自

己的希望，其他城市的智慧建置可以參

考，但無法完全複製，每個城市應該有自

己的願景與藍圖，然後按照既定的步驟

逐步實現。

至於如何設定願景？城市規劃可與諮詢

團隊討論，先選定目前城市的特定軟硬

體架構進行改造，讓城市的智慧化建置

步伐可以加快，有跳躍性的成長。以台灣

街頭隨處可見的安全監控攝影機為例，

台灣的攝影機數量之多之密集，應該是

全球前幾名，但各區的安全監控系統標

準完全沒有統一標準，因此內容無法共

用，這幾年大家都在談智慧監控，透過安

全監控平台，影像可被定位、追蹤，但要

達此願景，前提是所有攝影機的影像標

準必須一致，相關單位若能從此著手，則

治安系統的智慧化將往前跨出一大步，

而不僅是監控系統，城市的其他基礎建

設也是一樣，統一標準的制定，可將城市

的各項資源整合更容易，也可為智慧城

市的打下良好基礎。（王明德）

MIC：台灣75.5%遊戲玩家瘋手遊 近四成有付費習慣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針對臺灣網友的遊戲玩家進行

調查，發現數位遊戲類型中，高達75.5％玩家最熱衷手機／平板

APP遊戲，大幅超越第二名的電腦線上遊戲（27.5％），其他如電

腦網頁遊戲（25.5％）、電腦單機遊戲（21.5％）、電玩主機遊戲

（16.5％）等遊戲類型更難望其項背。

資策會MIC調查結果顯示，近四成（37.7％）玩家有付費習慣，付

費遊戲類型以手機／平板App遊戲（21.9％）獲得最高比例，其次

依序為電腦線上遊戲（11.7％）、電玩主機遊戲（8.6％）、電腦網

頁遊戲（7.3％）與電腦單機遊戲（6.8％）等。

調查也發現，男性玩家付費比例（47.5％）明顯高於女性（28.7％）

，而19歲以下玩家付費比例更高達63.3％，學生族群消費力不容

小覷。

調查結果還顯示，19歲以下的學生族群玩家幾乎在不同遊戲類型

皆為最主要族群：高達83.3％近期曾進行手機／平板APP遊戲，

除此在電腦線上遊戲（40％）、電玩主機遊戲（33.3％）表現也遠

高於全年齡層平均值。

關於遊戲時間長度，多數玩家（53.9％）平均每日花費1小時內，其

次為1至２小時（24.5％），而每日花２小時以上的重度玩家則占整

體21.6％。男性玩家整體平均遊戲時間比女性來的長。

政府握有控制能力、企業握有資金與技術、市民則必須培養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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