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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6 x 0.8mm, 高度 0.3mm
最适用於物联网应用的小型功率电感

丰富的阵容包括高电感(2.2uH)产品

高密度安装，内置小型/薄型模块的最佳电极形状

*1 : 由於自身发热∆t增加40℃的电流值                

*2 : 对於初始L值减少∆L-30%时的电流值

*3 : 高度 0.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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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新加坡一所中醫診所率先臨床使用了一款「推拿機器人」艾瑪（Emma），聲

稱它可以提供宛如按摩師的按捏效果，只要輸入確切的指令，就有可能可以完全取代推

拿師傅的工作。

這款機器人並不具備人類的形象，就是一只機器手臂，和專用於推拿所設計的按爪。如

果以形象來看，它其實就是一個工業用的機器手臂，但若依今天的定義來分，它完全就

是一個服務型機器人。

再更早些日子，有一種網路機器人（或者被稱作網路蜘蛛），是被用來自動在網路上擷

取資料和控制網站行為。這個機器人完全不具備實際形體，只是幾行程式碼，但是能產

生類似人類的網路使用行為。

所以使用機器自動化來提供服務的時代其實早就開始了，只是過去還沒有這麼深度，或

者說消費者還不需要直接面對它們，但現在不同了，機器已經從程式碼變成「人」，並

從房間走到大廳，具具體體，實實在在的跟你說，哈囉！

而除了一般消費者需要適應這件事外，整個世界都需要有所準備才行，尤其是第一線的

製造商和相關技術研發商，不僅僅是因為服務機器人的市場正在快步邁向起飛期，更重

要的是，服務機器人能否真的為人們所接受並進入實際的日常生活中，完全取決於這些

技術能否突破。

而最關鍵的技術則是在人工智慧和機電整合能力，這是考驗一整個國家的軟體、硬體和

機械能力的產品。

消費者逐漸習慣機器人服務大概是遲早的事，接下來就是更大範圍的參與和實體的互

動。諮詢、照護、教育，以及各式商業服務的場合都將會陸續出現機器人的應用，機器

服務的時代就要全面發生了。

機器服務時代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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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從AIoT看高科技產業
去中心化的發展前景

2018年的高科技產業，充滿了許多驚奇的發展，也有許多讓人不

確定的變數。驚奇之處在於高科技業中出現多項

重大進展，包括AI的快速演進，帶動了智慧車、

智慧交通、智慧製造、無人載具、智慧金融、智

慧能源等新興應用；不確定的變數在於美中貿易

戰的開打，讓高科技、甚至於一般產業的經營，

加了許多風險。

在這看似不相關的驚奇因子與不確定變數的背

後，卻隱藏一項重要的科技驅動力，不但帶動了

智慧化應用的發展，也成為誘發美中貿易戰的因

素之一，此即AI與IoT技術演進所帶動的去中心

化現象。

因為AI與IoT的技術突飛猛進，使得萬物不但都

可連網，還可利用AI使連網的物件附加一定程度

的智慧化應用。正因為連網的物件數量越來越龐

大且多元，傳統的雲端、集中式的架構恐將因網

路頻寬與運算能力的不足而受到限制，導致邊際

運算等新型態網路運算架構應運而生，帶動分散

式的概念崛起，適逢比特幣風行，更使區塊鏈等

去中心化的技術架構受到更多矚目。預計未來將

有更多智慧化的垂直應用崛起，因應智慧應用領

域多元與廣泛的特性，預期ICT技術架構將持續

朝去中心化的方向發展。

在此同時，正因為AI與IoT技術的演進，使智慧

製造等概念逐漸得以實現，開始衝擊傳統高科技

產業全球專業分工的運作模式。過去基於比較利

益法則，全球高科技產業大量採用專業分工的模

式，以全球供應鏈的運作模式，將最終產品在中

國組裝製造，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的工廠，也間

接造成了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雙邊貿易失衡。

但在智慧製造的趨勢之下，中國大陸原本倚賴人

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優勢原已經減低，川普政府

更欲透過關稅的手段，進一步提高美國或其他國

家業者在中國大陸或美國以外地區生產的成本，

加快推動製造業回流的腳步，以提高美國的國內

投資與就業。美國製造業過去因生產要素成本過

高，所以才選擇在海外生產或委外生產，但現在

則可望因智慧製造的技術成熟，使其生產要素的

成本劣勢不再。美國在前任總統歐巴馬期間，則

已積極推動先進伙伴製造計畫（簡稱AMP），至

現任總統川普，更大張旗鼓推動投資美國相關政

策，貿易戰可視為其配套政策之一。

因此，觀察美中貿易戰的本質，不但是中美兩國

的國際角力，更是國際製造業價值鏈的移動。川

普政府不過是寄望透過關稅政策，加速國際生產

價值鏈朝美國移動。但也不是只有美國發展自有

的智慧製造體系，中國大陸、日本、歐洲等主要

經濟體，甚至是新南向國家，皆將智慧製造視為

其產業發展重心。由此觀之，在IoT、AI等技術

的帶動下，全球製造產業體系恐將一改過去集中

於某一國家如中國大陸的現象，反而是遍地開

花，在各個主要市場都會有製造基地。

智慧製造不但改變了製造業的生產因素，使得全

球各國都能在此基礎下重新發展製造產業，也打

破了原本的專業分工，形成去中心化的製造體

系。而支撐智慧製造體系與全球去中心化發展趨

勢的技術，正是目前當紅的AI、IoT、5G通訊、

虛擬化、區塊鏈與智慧移動技術等，相關技術的

演進，恐將持續影響未來三至五年產業的發展趨

勢與國際供應鏈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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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智權管理不可不知的「盡職調查」

大家對於「Due Diligence（DD）」一定

不陌生。常譯為「盡職調查」的DD是

為避免損失、降低風險、保障成果，所採行之

必要的事前調查。例如對擬進用員工的背景查

核、企業併購時對擬併購對象的資產的調查、

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迴避的確認等，也是DD。

隨著智慧財產成為產業競爭的利器，以智財

為標的之各種商業行為也日趨熱絡。智權管

理的DD則是企業在處理智財的授權、買賣時

必要的先期作業。記得APPLE曾於2012年在

中國進行了一場有關「iPad」商標的訴訟？

簡單來說，APPLE和擁有多國「iPad」商標的

唯冠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簽署了全球「iPad」

商標權的轉讓。但擁有「iPad」中國商標的

深圳唯冠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唯冠的關

係企業）不認為台灣唯冠有權處分其所有的

「iPad」中國商標權，而和APPLE發生了訴

訟。根據報導，APPLE最後與深圳唯冠達成和

解並支付了6000萬美元取得相關商標權。可

以想見，APPLE在iPad上市前確有進行DD，也

因此有與台灣唯冠的交易。但這個DD的操作

可能是有瑕疵的，APPLE也因而付出了高額的

代價。

幾個月前轟動一時的國立東華大學和師沛恩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專利爭議則涉及了專利

的DD。師沛恩將涉及東華的研發成果以自己

的名義單獨提出PCT專利的申請，然後再經由

PCT的國家階段分別提出了多國的專利申請。

從DD的角度來看，企業在投入專利申請經費

前，應該從其發明人的僱傭關係、發明人先前

申請過的專利的內容，確認企業是否具有完整

的專利申請權；而大學也許也可深入瞭解，與

學校有產學合作關係的產業，是否有應授權而

未授權的技術應用、是否有未透過學校而流失

的專利申請、是否需要檢討在產學合作契約中

有含糊不清的智財歸屬疑義。

類似的爭議可能就隱藏在你我身邊，只欠一個

火苗將其點燃。例如，公司為免爭訟擬取得

某些專利的授權，但公司在進行DD、確認授

權有涵蓋到所有相關的各國專利（專利家族成

員）嗎？是否有尚在申請中的專利申請案？

到底DD要做哪些事呢？以專利的轉讓為例，

作為交易標的之專利權真正的歸屬為何？還在

年費維護的有效期間內嗎？其申請過程有無瑕

疵（例如申請前其實已經公開但審查時漏未發

現相關事實）？過去與目前是否受有舉發與

舉發結果為何？是否有設質、信託或授權等負

擔？是否有分割、一案二請等衍生的專利？是

否有其他國家的相關專利（專利家族成員）？

這些都是評估是否進行交易、確定交易標的、

以及保障交易的安全進行的重要工作。而這些

工作常涉及如何從各種資料源有效率的蒐集、

以及正確的解讀相關的資訊，這些應是企業智

財法務部門不可不知、更是必須相當嫻熟的技

能。

（本文共同執筆：管中徽，任職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DD是為避免損失、降低風險、保障成果，

所採行之必要的事前調查。

陳達仁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與工業工程學
研究所 特聘教授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TIPA)共同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計量理
論與應用研究中心  
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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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Megawin  Technology  (Shenzhen ) Co., Ltd
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泰然九路海松大廈 B-905
TEL : 86-755-8343-5163     FAX : 86-755-8384-3144
E-mail : sales@megawin .com.tw

笙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gawin Technology Co., Ltd.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7樓之一
TEL : 886-3-5601501 FAX : 886-3-5601510
E-mail : sales@megawin.com.tw
http://www.megawin.com.tw

最佳選擇最佳選擇
霧化器、無線充、電子菸

型號 
Flash ROM ADC 

通訊介面 PWM 
Data RAM 比較器 

MG82FG5B32 

32KB 10-Bit, 8-CH UARTx2 SPI, 

TWI（I2C）x2,STWI 

LIN,7816 

8-CH 

96MHz 256B+1792B 無 

MG82FG5D16 
16KB 10-Bit, 8-CH UART SPI, 

TWI（I2C）, STWI 

6-CH 

96MHz 256B+768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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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P2P與區塊鏈是新經濟嗎？

在美中貿易大戰正酣之際，中國爆發了

P2P網貸倒閉風潮，有人說這是一場

龐氏騙局，有人說這跟一般投資一樣，應該

要自負風險。同樣的，共享單車、共享傘、

共享…一大堆的共享商業模式，也都搞得沸

沸揚揚，最後以失敗、詐騙或破產而收場的

更是時有所聞。然而，這些都可以說是數位

時代的「新經濟」嗎？從應用新科技的角度

而言，或許是說得通的，但從商業本質而

言，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利用新科技來改變商業模式，自古皆然。印

刷術的發明與精進，造就了現代出版商與作

者的利益結構；工業革命後的發展不斷地

擴大商業空間，也不斷地推陳出新各種商業

機制。至於網路數位革命之後，又創造了更

為活潑、多樣的商業模式，各種名堂爭奇鬥

艷，而且方興未艾。

P2P是典型的網路數位化應用，原意是網路

對等點對點（peer to peer）的交易行為，透過

網路平台的搓合，只是讓P2P打破時空的限

制而已，事實上P2P對等交易是很一般的商業

模式。更何況中國P2P網貸平台並非「去中

心化」的方式，這與即將興起的「區塊鏈」

去中心化運作相比，算是很老派的商業模式

了。

然而去中心化的P2P就會是「新經濟」嗎？

應該說，商業本質沒變的話，只是換湯不

換藥，不能說是新經濟。因為，現實上如何

去找到一個完全對等的P2P？不大可能啊，

總是有一方比較優勢者來做莊；以借貸交易

而言，現在的銀行（包括上述的網貸平台或

區塊鏈）資本雄厚，人們到銀行借款總是處

在劣勢的一方，然而如果回到過去錢莊、銀

樓、當鋪，甚至只是向有錢的朋友借貸，好

像更P2P一些了，其實商業本質完全一樣。

所以，一般應用新科技的商業模式，只能說

是新利器，不是新經濟。那甚麼才是新經

濟？沒有錯，「去中心化」才會是不同以往

的新經濟，新利器只可以打破舊有的中心，

但很快就會產生新的中心，這樣反反覆覆不

斷地循環，何新之有？這是假的「去中心

化」。更何況表面上各自獨立的P2P，背後還

會有一個中心在桎梏著一切，就好像上述的

新科技、新行業，其實背後都是以金錢資本

為中心。

既然還是以「資本主義」為中心，那就不是

甚麼新經濟。P2P或區塊鏈可裂解既有利益團

體、政府或國家組織，但最後小區塊又會被

大區塊吸收，超大區塊又形成一個新國度，

型態是變了，但本質並沒有改變。但樂觀而

言，新科技仍有可取之處，因為新科技會產

生多元價值觀，例如網際網路讓資訊機會可

以平等對待，交換平台看到貨品隨不同運作

有新價值，知識技術的價值可換成上市公

司，而不是只有金錢的價值才是價值、資本

的平等才是平等。

總而言之，去除以資本主義為中心，轉而尊

重了解每個人、每個東西都是不同的多元價

值觀，如此就會產生多元化、動態化與平等

化的無量無邊新中心，這就是所謂的「人本

經濟」。依此之新科技覺醒，才是真正的去

中心化，也才是真正的新經濟、幸福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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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幣就是典型去中心化的概念

Source: bitco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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