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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決定論」在電子產品的使用行為上一直存在著。從裝置發展的歷史來觀察，就可以看出

人類的使用行為一直被新科技所牽動。

電話是其中最明顯的一個。

它從手搖式透過接線生，發展為轉盤式的脈衝電流，再到按鍵式頻率發送，再到螢幕觸控的數

位訊號，到目前最先進的語音輸入，每一次的進化，都讓使用者行為經歷了大幅的改變。

我們從需要一整隻手來搖，簡化成一根手指頭來轉，再到用一根手指來按，或者畫，最後只需

要動動口。而且其實到了現代，撥弄電話往往不是在輸入號碼，而是在瀏覽內容（滑手機），

甚至也已很少人在輸入號碼（只要點擊某個人名），這已經是天翻地覆的不同。

所以科技改變行為是必然的結果與道理。

USB介面則是另一個有趣的技術，它並沒有牽涉很多的行為，但卻是牽涉很多的「理解」，而

理解是一種更高深的層次。

USB一開始就只是個連接埠的角色，人們的理解是用來「插」上電腦的孔位。但後來可傳的資

料量越來越大，漸漸被當作成「存」東西的地方。然後隨著裝置輕薄短小的設計發酵，孔位的

用途必須要被極大化，因此「充」電變成了必備的功能之一。

於是到了今日，一條USB線和一個USB孔位，已經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你要用它來連結裝

置，你也要用它來儲存資料，甚至它也是你連接電源的通道，而且大大小小的裝置都適用。有

它，萬事足。

所以在往後的日子裡，人們可能不會再去找耳機孔，也不會再去找插座或者傳輸介面，就是帶

著一條線，一條USB線，透過它完成所有電子裝置需要完成的事。

當然說的都比做的容易，要實現這樣的情境，還是有不少的功夫要下，包含系統端和元件端都

需跟進才行。所幸現在的解決方案已漸成熟，再過不久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日子的來臨。

只不過，每每遇上這種時代轉折的時候，總會浮起這個疑問：到底是人讓裝置越來越簡單？還

是裝置讓人越來越簡單？

一條絕無僅有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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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助理為
智慧家庭裝置未來之鑰

Ama zo n自從推出智慧音箱Echo後，便

積極與各國際大廠及新創業者合作，開

發能支援Ale x a的智慧家庭產品，並在

2019年1月宣告已累積銷售超過一億台

內建Alexa的裝置。不讓Amazon專美於

前，Google、Apple、Samsung、小米等廠商

皆積極將自有的語音控制系統與第三方開發

商合作，以建構自有生態系。語音助理之重

要性日益提升。

自2017年CES展開始，Amazon雖未參展，

但合作廠商所展示支援Alexa的智慧家電產

品，如：智慧冰箱、家用機器人、智慧電

視等，近年來皆大幅搶占媒體版面。2018

年Amazon持續發布一系列支援Alexa的家

用產品，包含：微波爐、攝影機、時鐘

等。Amazon將產品深入家庭各個角落，讓

Alexa儼然成為智慧家庭之靈魂，主宰家庭

內各消費性電子產品。對Amazon而言，語

音為未來連結人和機器的重要介面，這些支

援Alexa的產品讓Amazon能多方面伸入家庭

各應用層面。

智慧家庭發展至今已超過二十年，早期因為

無線網路環境尚未完善，連網產品需額外拉

線，安裝不便。再加上各智慧家電產品標準

不一，無法互通，同時又有操作不便的問

題，導致未能受到廣大消費者青睞。目前在

無線網路環境已大幅改善之下，再加上物聯

網概念帶動，預期未來家庭連網產品將持續

增加。

過去在談論智慧家庭時，常多爭論何者會成

為智慧家庭的中心。智慧電視？個人電腦？

機上盒？遊戲機？智慧音箱？甚至於智慧家

用閘道器（Gateway）？這些都是以硬體產

品思維在探討智慧家庭的樣貌，遙控器或智

慧型手機皆只是操控家電產品的介面。

然而，當語音助理深入各硬體產品中，並藉

由人工智慧不斷進化之際，真正具備解決消

費者實際生活問題的能力，反倒是軟體服

務，硬體產品成為呈現結果的介面，例如：

智慧時鐘讓消費者無需手動調整時鐘以因應

日光節約時間。

雖然目前大多數人使用智慧音箱播放音樂，

詢問簡單問題或設定鬧鐘，而不是控制智慧

家庭產品，但未來使用語音控制智慧家庭裝

置將逐漸成為主流。因為自然語言的便利

性，讓消費者可以動口不動手，此一特性對

高齡社會而言，更是一大優勢。對於銀髮族

而言，語音輸入免去學習科技產品的恐懼

感，也減少手抖輸入錯誤的挫折感。

目前語音助理系統已為國際大廠所把持，台

灣廠商難以開發自有系統得與國際大廠競

爭，而需以合作策略，共同擴大市場。除了

硬體產品代工與零組件供應外，在地化的軟

體與服務為大廠所欠缺，為台灣廠商可以切

入的利基。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許桂芬共同執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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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資訊安全的五個層次

在資訊網路時代，資訊安全的問題不只

是個人隱私的問題，也不只是企業競

爭的問題，而是提升到國防安全問題，甚至

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尤其未來5G與AI的

發展，除了會改變社會的型態外，資訊安全

設計與維護更是其中的關鍵。4月12日美國總

統宣布了5G發展計畫，相關產業將投入2750

億美元，川普說：「5G的競爭已展開，美國

必須贏！美國企業必須在網路科技領導全世

界，5G網路必須獲得安全保障、必須強大、

必須能防備敵人，包括現在與未來可能的敵

人」。

所以，資訊安全在現代社會是何等重要，任何

階層的人都不可輕忽，所謂「害人之心不可

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然而，資訊安全的層

次有高有低、有多有寡，業者必須知己知彼，

才能百戰百勝。在《孫子兵法》一書中，提到

用兵最高戰略就是保全最大的資源，維持最小

的損傷才是真正的勝利，而能夠「不戰而屈人

之兵」，更是善中之善。

《孫子兵法》每每用到五分法來作敘述，所以

一開頭就以「五事」來分析國防安全的層面，

這五個層次就是道、天、地、將、法註一。為

什麼孫子兵法常用五分法呢？筆者認為可能源

自於五行相生相剋這樣的概念，並試著將五事

與五行對照於本文附圖之中，相關專家可進一

步研究註二。不過，這五件事同樣也適用於資

訊安全的層面，如果都能注意對照處理，對於

資安的應用也就能面面俱到。

第一就是「道」，按照孫子的說法有點類似「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概念，這也是資訊安

全領域裡最重要的根本。所以說，業者軟硬體

系統的設計必須做到幾乎沒有什麼bug，有bug

時也能迅速除錯，並且要設計容錯與回復的機

制；另外，除了保護自己的系統設計外，還不

能有侵犯他人或偷窺隱私等等的失道行為。

第二是「天」，主要就要配合天時、陰陽、寒

暑來運作，這個道裡也很簡單，就好像冬天要

賣冰棒、夏天要賣火鍋，這樣子逆「天」而行

的反向操作固然無不可，但風險也會很高。在

資安方面則是要防護自然環境的影響，例如冷

熱效應、電磁干擾、抗突波與太陽輻射等等。

第三是「地」，屬於外部的侵犯或危險，各種

擾亂的因素有遠有近、有廣有狹，也有刻意與

非刻意之分。在資安而言最容易碰到的就是駭

客攻擊或病毒入侵，未來AI與5G環境下這些

事物會越來越複雜難辨，如果是機器本身之間

的衝突或矛盾現象那就更麻煩了。

第四是「將」，指的是主其事者本身的問題，

孫子說要具備「智、信、仁、勇、嚴」才可

以，如果用現代語言講就是必須建立「心防」

，提升資安人員的素質。例如，雖然軟硬體設

施固若金湯，但敵人以色誘來獲取密碼鎖鑰，

那真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了。

第五是「法」，有關資訊安全的組織規章要詳

細訂定，務必要做到疏而不漏的地步。很多安

全的漏洞都是人謀不臧所造成，例如沒有做好

分工合作與分層負責，甚至是在冒犯規定、恣

意妄為下，輸入錯誤的資料或按下不當的連

結，如此紀律鬆弛，結果當然是潰不成軍。

以上，資訊安全的五個層次，雖藉助於兵法的

原則，但處於現代世界，應知資安就是國安，

商場如戰場，這五個層次必須環環相扣，缺一

不可。

文/亭心

註一：出自《孫子兵法》始計篇，孫子

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

七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

地，四曰將，五曰法。

註二：請參考《孫子兵法》虛實篇：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

有短長，月有死生。」

五事可能源自於五行相生相剋這

樣的概念，而這五件事同樣也適

用於資訊安全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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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首推DSP指令集RISC-V
多核處理器-挑戰HPC市場

晶心科技（Andes Technology）上

月在台北舉行了處理器新品與生態

系服務的說明記者會，會中發表首

款具備DSP指令集的RISC-V處理器

（A25MP/AX25MP），能提供比

競爭對手高達近倍數以上的運行效

能，是目前處理人工智慧應用的運

算利器。

RISC-V架構近期十分火熱，市場投

入與採用的數目呈現爆炸性的成

長，聲勢直逼arm陣營。而台灣的

處理器IP商晶心科技投入RISC技術

研發已超過14年，其自2017第四

季至2018全年，RISC-V的授權案

件也出現了高速的成長，且市場包

含中國、亞太與美國，應用更是廣

泛，包含AI、FPGA、IoT、網通設

備與儲存等。

晶心科技總經理林志明表示， 

RISC-V架構具備指令精簡、可模組

化與可擴充的優勢，讓開發相對

容易，也易於部署。此外，由於

RISC-V屬開源指令，允許開發者依

自身所需添加和修改，故也有更佳

的設計彈性，因此逐漸受到開發者

的青睞。

另一方面，由於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趨勢的興起，產品開發不再追求統

一規格，而是追求更多客製化與差

異化的區隔，因此也促使設計者轉

往採用更具彈性的RISC-V架構，因

而帶起了RISC-V的熱潮。

不過，林志明也強調，RISC-V雖然

是開放指令架構，但要讓處理核心

穩定運作且具備優異的性能，其仍

需整體的軟硬體搭配才行。而晶心

科技擁有完整豐富的開發生態系

統，能協助客戶達成最佳的產品性

能；若客戶缺乏自行開發的能力，

晶心科技也能代為開發，協助客戶

盡快推出產品。

林志明進一步指出，晶心的ACE 

（Andes Custom Extension）工具

就是讓能開發者在晶心處理器上快

速添加客製化指令的工具，是吸引

客戶選擇晶心處理器的一大利器。

在記者會上，晶心科技也再次說

明了今年才推出的幾款處理器核

心，包含適用於小型物聯網及穿

戴式裝置等入門級MCU應用的N22

核心，以及首款具備完整DSP指令

集的商用RISC-V核心：A25MP與

AX25MP。

晶心科技技術長蘇泓萌博士表

示，A25MP與AX25MP是晶心第

一款具備完整DSP指令集的商用

RISC -V架構多核心處理器，其

中A25MP為32位元，AX25MP則

是64位元，兩款皆可支援最高

四個CPU。在28奈米製程下能達

1.2GHz。

蘇泓萌博士指出，對於高性能的運

算應用來說，具備DSP指令是必然

的功能，才能有足夠的性能去處理

如語音和圖像等資料。

林志明則表示，搭載DSP指令乃是

回應客戶的需求，過去已有許多

的客戶都希望晶心的核心能夠具

備DSP功能，而晶心便順應客戶的

需要，推出DSP指令集，並支援

P-extension規格。

晶心科技總經理林志明(左)與技術
長蘇泓萌。(攝影／籃貫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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