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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在討論2019年的展望時，一度陷入了膠著。這個膠著並不是因為有數個明顯的

主軸在拉鋸，反而是因為沒有明顯的走向而感覺棘手，似乎2019又將是一個需要蟄伏

的一年。

從市場面來看，由於2018年下半年的經濟局勢直轉急下，導致終端消費與企業支出緊

縮；再加上美中貿易的對抗，讓產業界的觀望氣氛更濃，因此2019年的開年將是陰

鬱、沉悶、又得縮衣節食的狀態。

那該如何？要怎麼面對2019年？於是有同仁提出了「轉」字，作為2019年的年度關鍵

字，而這個字說的好。

的確，2019年會是極需要「轉」的一年，無論是面對產業與市場的轉折，還是經營與

策略面的轉型，甚至是因應產業版圖與供應鏈的位移的轉進，總之，2019年就要「

轉」。

在新科技與新應用上，同樣也是要「轉」，直線式的技術推進恐怕不怎麼適合2019

年，尤其是非常需要資本投入的前端技術。多家的分析機構已指出，庫存的去化會是上

半年的重要觀察指標。

另一方面，科技的轉向在2019年也會相對的明顯，尤其是在半導體科技業上，相對

於微縮製程，封裝技術將在今年有明顯的進展，我們已看到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成立了新的測試委員會來因應異質整合的時代，英特爾也發表了新的3D邏輯IC封裝技

術，台積電也把其SoIC視為未來的成長動能。

而與去年相同，今年CTIMES也選出了五個去年（2018）最失望的項目，以及五個今年

我們最看好的項目，提供給讀者作為回顧與展望的參考。另外，我們的所有編輯也總結

自身的觀察，來對2019年的產業走勢提供一個屬於媒體獨特觀點，希望也能對讀者們

有些幫助。

產業專家的看法一直都是CTIMES非常倚重的資訊來源，當然我們也

沒有漏掉，今年我們特別專訪了台灣兩大科技市場研究機構：工研

院IEK與集邦科技，以及國外的知名調研公司顧能（Gartner），從

他們不同的面向和更加廣闊的市場範圍來看2019年的產業趨勢，讀

者千萬不要錯過了。

2019雖然天未明，路崎嶇，但仰頭其實有著一輪明月照引著，大夥

就步步為營，輾轉前進吧。

2019年輾轉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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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中貿易戰看中國的科技強國夢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看似雙方暫時休兵，爭取更

多協商時間，卻又暗潮洶湧，先有美國對企業界

徵詢敏感科技保護議題，後有華為財務長於過境

加拿大時一度扣押，皆顯示出美國與中國之間仍

存在諸多矛盾，牽涉層面從已不單是貿易爭端，

更涉及高科技產業的跨國技術與標準競爭，甚至

國際政治的角力。

若從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來觀察，目前雙方的

爭端僅為產業全球分工所造成，長期而言，美國

與中國可透過產業結構與國際生產分工模式的調

整，達到減低貿易逆差的目的。但若從科技與產

業技術及標準的角度，則美國與中國間的衝突就

被提升至另一個層次，即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對

中國產業剽竊其技術智慧財產權的質疑。

為了發展自主高科技產業，中國亟需掌握關鍵技

術與標準制定能力，除了自行投入研發之外，另

透過合資、共同研發、跨國併購等策略合作方

式，加速其關鍵技術的取得，尤有甚者，更以人

才挖角、逆向工程拆解等可能侵犯智財的方法，

追求速效。

此皆可視為中國在其強國夢的願景下，為在短期

內達到培植自主高科技產業的目標，而採行的速

成手段。根據長期觀察中國政策發展的專家所

言，「共產黨所設立的政策目標，即使是作弊也

要做到」。中國各級政府會不計一切手段來達成

其目標，也就不足為奇。但中國的速成作法卻可

能以美國產業的利益為代價，也因此雙方產生更

多衝突，此即為川普政府在貿易戰之外，為什麼

又另闢高科技智慧財產權的戰場，將美中的經貿

衝突提升到另一層次。

在此局勢下，更大的議題是，就算中國在貿易關

稅的部分採取讓步的立場，但在發展自主高科技

產業的政策目標上，是否也因為美國的多方制肘

而改弦易轍？若從中國政府的個性來觀察，此一

議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只是中國未來顯然將

難以透過併購、技術合作、合資等方式來取得關

鍵技術。同時，其業者勢將面對越來越多的國際

智財訴訟，甚至因智財等因素而出現歐美市場禁

入等損失。

因此，在政策目標不變、外在環境改變的限制

下，預計中國在其科技發展的作法與重心上恐將

出現轉變，企業與企業間的策略合作恐將減少，

但其政府可以透過加大對國內科研體系與產業的

補貼，配合擴大對國際人才的挖角，加快佈局其

自有核心技術智財，並據此為制衡國際大廠智財

訴訟的籌碼，進而達成與國際大廠智財交互授權

的目的。

面對美國政府的制肘，中國高科技產業短期內受

衝擊難免，但長期而言，中國政府可透過政策資

源投入重點的轉換，繼續發展其自主技術，甚至

可能因此而發展得更為踏實。若說美國發起對中

國高科技業的冷戰，此一冷戰的短期結果當然對

中國不利，但長期來說，各界應留意中國大陸執

政者的決心、內需市場優勢與策略彈性，高科技

業的冷戰恐怕僅能改變中國達成其政策目標的方

式。

在兩強的衝突之間，日本、韓國、台灣等周邊與

產業關聯國家恐將因此陷入兩難的局面。以美國

在先進國家中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其他國家政府

當然難以拒絕其選邊結盟的要求；但中國所擁有

的內需市場與政策資源優勢，也將使相關國家業

者需與其各級政府保持良好關係。對台灣政府與

產業而言，應可思考由政府扮演中立角色，遵循

如WTO等國際組織的規範推動兩岸間的經貿關

係。產業則應有更多運作彈性，在中國與美國兩

強矛盾與衝突間，尋求相對較有利的市場發展條

件。

面對美國政府的制肘，中國高科技產業短期內受衝擊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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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2019年的變與不變

大家都知道事物總是不停地變化著，一刻也不曾

停歇。人們一方面希望未來的生活有所變化，但

也害怕因為變化所帶來的問題，這種既期待又怕

受傷害的心理，讓人們不能勇於面對環境變化，

也不敢嘗試改變。其實進一步觀察，會發現所有

變化都是人們（眾生）所創造而來，也是本身得

以掌握控制的種種現象。面對新的2019年也是一

樣，所累積的正能量會帶來幸運，惡因緣則會帶

來災難；5G、AIoT會是新的社會動力，而資訊安

全與駭客攻擊將成為最大的隱憂。所謂「福禍無

門，惟人自召」，業者當思考該如何變與不變。

講變化之道的經典莫過於《易經》一書，繫辭傳

裡說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

見如果不知變通，那麼前途就會黯淡無光。如果

進一步來應用「易」，則如孔子所說的：「夫易

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意思是說易理可用來開創萬物、成就

事務，並且包容天下的大道。

然而現在的世界實在是變化太快了，進入5G通

訊，資訊流通的速度會以100倍以上成長，AIoT會

製造出難以估計的新事物與新資訊。有人戲謔地

說，所以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變化則抵不過一

通電話。真的是這樣子嗎？難怪張忠謀會預言數

位經濟時代來臨，將在25年內再次改變人類生活

的樣貌，並帶來更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失業問題，

需要政府與教育單位一起解決。因此，我們可

以預測，如果去追逐這些變化是沒有意義的一件

事，只會窮忙一生。

如何才能以不變應萬變？

不去追逐變化，那要做些什麼？簡單來講，就是

要懂得謀略，要胸有成竹。通常易經學者談到易

理，會有三個原則或意義，一是簡易，二是變

易，三是不易。但這樣的說法有重複矛盾之處，

變易與不易互為反義詞與同義詞，不符合一含三

的原則，比較合理的說法是易即不易，是一體的

兩面，然後由其衍伸出三個原則，也就是簡易、

變易與交易。易即不易有兩層意思，一是所謂「

易」並沒有一定的模式，所以是動態的易；另一

層意思是只有變（易）才是世界上不變（不易）

的道理。

至於簡易、變易與交易做為易理不變的三原則，

業者就可以拿來做為謀略的思考，因為這三個原

文/亭心

易的三個含義與原則

金融風暴剛過10年 又要迎來一場鉅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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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就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具體內涵。在此僅以《周易》

〈繫辭傳〉裡提到的章句來做對照與說明，其他豐富

的義理，則不在話下。

簡易

世界越來越複雜多元，很容易讓人一下子就迷失在其

中，所以「簡易」就是業者要有一定的中心思想或企

業文化，才能化繁為簡、明辨是非，立於不敗之地。

簡易可以象徵天之道，在易經裡屬於理的探討與實

踐，所以〈繫辭傳〉裡說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這一段業者應該很容易理解，在電子數位

化的世界裡，無非就是最簡單的0與1所組合與變化而

來，一個位元一組0與1，一直到現在的無數個0與1在

控制著社會而已。

但是這些0與1從何而來？當然不能從單純的物質中去

了解，因為它終究是從心識中所變現出來，心識多元

所以東西多元，心識多樣所以色彩多樣。「繼之者善

也」，就是說業者創造任何的事物，都應該繼之以原

本的善念，做食品的要本著良心為消費者著想，做手

機的又何嘗不是呢？「成之者性也」，是說要成就任

何事物，要從事物的本質中去追尋與安置，做電動車

的要回歸到車子的本質與功能，做電腦的也要回歸到

運算的本質與功能。

仁與智就是心性的體現，是一陰一陽之道，也是本身

中心思想裡的仁心仁術，表現在外的不論是0或1、正

電或負電，當然是「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了。

變易

前面已經說到所有變化，都是人們所創造而來，心識

不斷變化，所以事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當中而成四季

萬象、四方萬物。變易可以象徵地之道，在易經裡屬

於象的占卜與觀察，所以〈繫辭傳〉有章句提到：「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意思就是各種器物萬象因為意念而創作出

來，同時受到本身與周遭環境的影響而轉化或衰變。

交易

簡易與變易，一個形而上，一個形而下，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在這天地當中生活的有情眾生，必然會與

之互動「交易」，於是有了種種的喜怒哀樂與吉凶悔

吝。在智與仁的本性下，人們當然都想要離苦得樂與

趨吉避凶，所以交易可以象徵人之道，在易經裡屬於

數的掌握與改變，所以〈繫辭傳〉裡說到：「乾坤，

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意思

就是人在天地之間，天地毀了當然就沒有所謂與之交

易的人道了，但是反過來說，沒有人在交易，那麼天

地也是不會存在啊。

結語與祝福

總而言之，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人三才有它的

不變之理，也有它的萬變之象，當然也有它的改變之

數（術）。天地是眾人所感，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

但事在人為，面對2019新的一年，縱使大環境不佳，

科技競爭慘烈，業者仍可以創造自己的小天地，更何

況眾志成城，必能趨吉避凶、遇難呈祥。

0與1就是簡易的一陰一陽之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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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漢諾威CEBIT謝幕之後

雖不意外，但仍舊感到震撼。德意志展會

公司（Deutsche Messe AG）於11月29日正

式宣布，將自明年起停辦漢諾威電腦展

（CEBIT），並拆解該展的主題內容，併入

其他的展會之中。這個曾是世界最大的電

腦展會，終於在2018年正式卸下它的展

會身分，結束了33年來帶領歐洲衝刺電

腦IT技術的歲月。

CEBIT曾經叱吒一時，這個從漢諾威工業

展獨立出來的展會，在最鼎盛的時候，其

規模甚至遠遠超過工業展，參觀的人數

一度突破60萬，不僅是歐洲最大，同時也

是全球最大的展會。它當時的風采，也成

為了世界其他電腦展相競追逐的目標。

然而隨著時代與市場的轉變，如今CEBIT

又將回歸工業展的懷抱。依據德意志展

會公司的規劃，CEBIT中與工業相關的領

域將會併入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而其他的主題則會視情況，另

外成立其他的專業型活動來因應。

德意志展會執行長Jochen Köckler博士在

聲明中表示，「過去這幾年，我們曾多次

與德國產業界討論關於CEBIT與工業展

之間主題重複的問題。而現在是把CEBIT

裡關於製造、能源與的物流主題整合到

工業展的時候了。」

至於其他的主題，Jochen Köckler也強調，

他們正在評估現今的數位市場的情況，

以決定CEBIT其他的主題是否需要成立其

他的新活動。

CEBIT的停辦其實完全是商業決定，德意

志展覽公司在聲明裡明確的指出，由於

參與人數和場地預定規模的持續衰退，

因此決定取消目前CEBIT的舉辦形式。而

CEBIT最新的概念則會是以展覽、會議與

節慶為核心的方式來進行。

而CEBIT停辦與轉型，除了讓人深刻的感

受到德國人務實的態度，不合時宜的事

務都應著手考慮它的去，或者留，就像當

年把CEBIT獨立出來一樣。如今是該合併

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則是正式宣告以電腦IT技術

為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接下來將是智

慧製造領軍的時代，換句話說，就是工

業4.0將從主角之一，變成獨挑大樑的地

位。

最後，德意志展會公司也強調，CEBIT的

衰退並不是件壞事，從另一面來看，他也

代表了CEBIT的概念已經影響了世界整體

經濟，例如數位化與人工智慧，現在已經

成為整體事務中必要的一環。(籃貫銘)

愛立信：2024年全球5G用戶將達15億 覆蓋全球40%人口

愛立信最新發布的《愛立信行動趨勢報告》指出，到2024年，5G

將覆蓋全球40%以上的人口，其中，5G增強型行動寬頻用戶數將

增加至近15億，這將使5G成為全球部署最快的行動通訊技術。

預計到2019年年中，市場上將有6種5G中頻智慧型手機，以及2種

以上的5G高頻毫米波(mmWave)智慧型手機，2019年底會有1種中

頻與1種高頻毫米波的工業用5G裝置。

5G用戶數的成長亦備受關注，預測至2024年，5G增強型行動寬頻

用戶數預計達到15億，其中北美與東北亞地區可望引領5G市場發

展。至2024年底，約55%的北美行動寬頻用戶將成為5G使用者，

其次是東北亞地區。同時，蜂巢式物聯網也正在邁向新里程碑，

預期2024年時將會有41億個蜂巢式物聯網連接數，而東北亞將占

27億個。

CEBIT終於在2018年正式卸下它的展會身分，結束了33年來帶領歐洲衝刺電腦IT技術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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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分析

日本政府為了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而提出社會5.0。

MIC:美中貿易戰衝擊臺灣2019年經濟成長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表示，美中貿易戰已成為持久戰，

臺灣主要貿易夥伴美國、歐元區、日本、南韓、香港等經濟動能減

緩，拖累全球經濟也衝擊臺灣明年經濟成長。

資深產業顧問陳子昂指出，從國際預測機構觀測結果發現，明年

針對臺灣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皆比2018年差，2019年經濟成長率是

否面臨「保二危機」，需提早因應。美中短暫休兵90天進入談判

期，仍需看最終結果是否破局，若美方恢復25%關稅措施，勢必影

響臺灣ICT產業，預估，最可能的發展情勢為拉鋸持久戰，短期衝

突仍然無法解決，各國雖不受直接牽連，但整體國際經貿活動將

可能因此而減緩。

美中貿易戰最新情勢對臺灣資通訊產業產生部分影響，臺廠也已

陸續開始採取因應措施，半導體、資訊產品與網通產業皆有部分

品項受到衝擊。針對影響最廣泛的資訊產品相關業者，目前普遍

採取兩類因應措施，一是轉移生產基地；另一種是調漲價格，有可

能部分產品不利於轉移組裝，則可能將中國大陸被課徵的10%關

稅直接反應在終端產品上。

通訊產業，有線通訊與無線通訊皆受到波及，雖有影響但狀況並

不到最嚴峻。臺灣產業長期因應策略，包括強化臺美產業供應鏈

的整合、發展多元化國際市場，與投入智慧製造與技術開發等。

關於近期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發布的「14項關鍵新興與基礎科

技」出口管制，臺灣產業短期內影響不大。

實現超智能社會形態 社會5.0概念方興未艾

科技產業生態體系正因開放式創新而不

斷改變，包括物聯網、機器自動化、人工

智慧、大數據、智能醫療等先進科技正

同步發生你我的身邊，帶動產業經濟與

社會結構發生巨幅變化。

在2016年，日本科技白皮書訂定了包含

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與機器自動化

等在內的科技挑戰目標，同時描繪了20

年後未來人類的生存環境。無論在生活

環境或產業環境的背後，都有著高度電

腦化、智慧化的身影，例如客製化的蔬

果種植或自動化的汽車生產等。

日本科技白皮書並將這種超智慧社會命

名為「Society 5.0」。預期這種融合網路

與實體來實現全體最適生活與工作的

新經濟社會，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發展趨

勢。

日本政府為了為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課

題而提出的社會5.0，其發展策略與整體

目標，跟德國發展的工業4.0並不相同。

社會5.0目的在於利用科技來解決社會面

臨的少子化及人口結構老化等問題。

透過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與機械自

動化等技術，並藉由跨領域整合，將這

些技術擴展到所有產業與社會生活的應

用層面。除了解決現有的問題之外，還能

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並提升生活的

便利性，而社會5.0最終則期望能實現以

人為本的超智能社會形態。

預期到了2035年時，社會5.0的超智能社

會將呈現如下的樣貌。包括單件物品的

快速訂製服務，可利用大數據提供多樣

的客製化服務；能源自給自足的城市再

造，如智慧能源管理；居家生活的健康

管理，可將資訊與通訊技術應用於居家

生活；日常生活使用的設施，例如利用虛

擬實境與機器人提高生活便利性；至於

營建工程由規劃至維護管理，可利用人

工智慧、機器人來提供自動化與效率化

的進行；多樣化防災、減災系統可利用資

訊解析來進行高效率的救災與支援；另

外又如農產品的訂購栽培，能藉由大數

據擬定經營策略，供應高附加價值農作

物。(王岫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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