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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出原生且獨創的內容，在這個時代越來越不容易。不只是因為資訊傳播的速度飛快，新聞一

轉眼就變成了舊聞；再者也因為網路已深入至每個個人，讓許多的「日常」與「異常」事件，迅

速的在個人團體裡流竄，完全無需依賴集中式的媒體。這是現在媒體經營的困難。

然而做媒體的人，還是必須要找題材，挖新聞，在滿天飛來流去的訊息之間，去蕪存菁，留下一

些值得回味與咀嚼的內容。這是做媒體與做編輯的職責。

在這麼多年的職涯裡，有幾個內容項目是一直以來都很想做的，其中一個，就是探知電子產業從

業人員們對於零組件採購的真實想法，簡單來說，就是專屬於他們這個小圈圈的消費行為。

電子產業這個小圈圈其實非常特殊，他們可以說是台灣經濟的中堅份子，扮演著台灣產業發展的

火車頭。但他們的人數不多，而且非常集中於特定的區域（通常出入在科學園區），從事的工作

有時候令人感覺神秘，同時對於所需要吸收與閱讀的媒體內容也相對冷門，換個正面一點的詞，

就是非常專業。

而《CTIMES雜誌》正是他們經常接觸的媒體之一。CTIMES自1991年成立以來，就一直為這批台

灣產業的中堅份子提供最前瞻的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最深入的技術與應用分析，而且尤其針對電

子與半導體應用的上中下游相關產業，皆有著墨，是電子產業從業人員的最佳讀物。

基於與這批科技人士有著很深的鏈結，CTIMES就非常適合來發掘這項，也因此，我們進行了本

刊首次的產業調查報導。我們透過了線上調查的方式（要感謝現在方便的網路與開放平台），針

對旗下網站的註冊會員與紛絲專業的讀者們，進行了一次「MCU品牌與年度新品」的調查。

這次的調查共針對目前市場上的MCU供應商品牌信任度、選用MCU的考量因素、2019年度所發

布的新品，進行了量化評價的分析。而經過編輯人員內部的計算與研究之後，提出了今年調查的

結果。

儘管首次的調查仍有不足與可精進之處，但整體而言，所呈現的內容仍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對產

業內的人士來說，都是不可錯的報導。而CTIMES也期望未來仍有機會可以進行下一次的調查，

繼續為產業界帶來獨特又具價值的內容。

探知電子產業從業人員的真實想法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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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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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由Google購併Fitbit看 
智慧穿戴裝置供應鏈布局

Google在2019年11月以21億美元收購智

慧手錶品牌商Fitbit，取得智慧手錶軟硬

體技術及龐大用戶資料。對Fitbit的收購為

Google歷年來第五大購併案，僅次於2011

年以125億美元購併智慧型手機商Motorola 

Mobility，2014年32億美元購併智慧家庭廠

商Nest Labs，2007年31億美元收購網路廣

告商DoubleClick，及2019年6月收購26億美

元資料分析廠商Looker。

Fitbit成立於2007年，在2009年推出第一款

智慧手環，為智慧穿戴裝置之先驅，產品多

樣且銷售表現亮眼，並於2016年購併美國

智慧手錶商Pebble。然而，在現今智慧手錶

市場，Fitbit處於Apple、Samsung、小米、

華為等廠商的競爭威脅下， Fitbit在2019年

全球市占率（約10%）雖仍居全球第三大，

但較2018年已大幅下滑約5%，並遠遠落後

全球市占率達四成的Apple。

由營收表現而言，Fitbit自2016年以來營收

下滑，營運呈現虧損狀態，而且自2018年

以來，毛利率亦持續衰退。Fitbit最新財報

顯示，2019年第三季毛利率為31.9%，較

2018年同期39%，及2017年同期44.5%，表

現明顯下滑。

相較於Apple、Samsung、小米及華為等業

者，Fitbit缺乏自有智慧型手機產品，在產

品軟硬體整合度上，不及競爭對手。當智

慧手錶在行動支付、醫療照護應用愈趨成熟

之際，Fitbit產品在專業性與差異化二方面

皆較難突破。因此，結合Google資源有助於

Fitbit導入AI軟硬體，加速穿戴產品創新。

至於Google則布局穿戴市場已久，2014年

Google針對穿戴裝置推出Android Wear（現

有Wear OS的前身），以作為相關硬體廠商

（如：LG）開發智慧手錶／手環等穿戴產

品的作業系統，企圖複製智慧型手機成功模

式。Google在同年並推出Google Fit 健康平

台，與穿戴裝置連結，供用戶記錄個人健康

及運動資訊。

有鑑於智慧手錶／手環為收集個人資訊的重

要產品，Google持續投資穿戴市場。Google

在2019年1月斥資4,000萬美元收購Fossil 

Group與智慧手錶相關研發團隊與技術，將

Google在智慧手錶的布局由軟體、平台，延

伸至硬體技術。然而，Google一直未推出自

有品牌的智慧手錶／手環。購併Fitbit促使

Google在智慧手錶的供應鏈布局延伸至終端

產品，並快速獲得市場及用戶。

Google近年來陸續收購硬體業務，2011年

Google收購Motorola行動（已出售予聯想）

，2014年Google收購Nest Labs，2017年收

購HTC手機，開發Pixel手機產品。收購背後

的目的不全然在於硬體，而在於背後的技

術專利、研發人員等。Google買Fitbit的動

機除了取得硬體產品外，也在於快速獲得：

用戶、資料、夥伴關係，以及強化自有生態

系。

（本文由資策會MIC許桂芬、洪春暉共同執

筆） 

當智慧手錶在行動支付、醫療照護應用愈趨成熟之際，

結合Google資源有助於Fitbit產品導入AI軟硬體，加速穿戴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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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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Unique

切勿輕忽第1次答辯的重要性

保護範圍不足的專利甚至比沒有專利還糟（因為

還要花經費逐年維護）！但是在準備申請文件

時，申請專利範圍的撰寫卻是很難拿捏的。寫的

過寬易受核駁、寫的狹隘雖易通過卻是白費力

氣。

這其中的癥結在於，撰寫之時沒有審查人員依據

的前案、心證等資訊可供參考！是以申請過程中

專利權責機構提供的第1次審查意見是極為重要

的！這份審查意見揭露了審查人員就申請案所搜

尋到的前案、他/她對申請案內容的理解、以及

其未來可能做出的處分的方向。

申請人除可以因此做出適當的回應、答辯之外，

甚至可能積極的爭取更大的保護範圍！第1次審

查意見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申請人的第1次

答辯其實是最主要爭取通過的機會！專利權責

機構為縮短審查所耗時間、提升行政績效，多

在第1次答辯之後，即會做出所謂「最後通知」

（Final Notice）。申請人在收到最後通知之後

雖可再提出第2次答辯。但第2次答辯要成功克

服審查人員已形成的心證的機會並不大。

然而大多數申請人對審查意見的處理態度常遠不

及其對新案撰寫的嚴謹，多輕忽地交由專利事務

所進行書面答辯。其實，單純書面辯述要能克服

審查人員的心證的機會並不大，而其結果就是把

可能只有一次機會的、最重要的第1次答辯給蹉

跎掉了！這真是太可惜了。除了書面答辯之外，

還有其他作法嗎？

有的！申請人可以善用專利權責機關多有提供的

「電詢」（和審查人員透過電話溝通）與「面

詢」（和審查人員面對面溝通）等機制。我們可

以想見，對於日復一日、不斷處理各種書面文件

的審查人員而言，他/她花在我們的答辯文件上

的時間與注意力必然是有限的。但是透過電詢/

面詢，申請人可以說明文字上不易傳達的技術細

節、解釋其對技術內容的盲點與誤解等、甚至提

出可能修正的方向與幅度並徵詢其意見。在電

詢/面詢之後，再提出正式的書面答辯，而這樣

以直接溝通為基礎的答辯，除扭轉審查人員心證

並獲審查通過的機率大增外，申請人也可避免過

度地限縮自己的保護範圍。

電詢/面詢確實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在我國其代

價是非常有限的。我國電詢不涉及額外的費用，

而審查意見書都有列出審查人員的姓名與聯絡電

話可資運用。面詢則僅需支付1,000元台幣的官

方規費。至於外國案，則在給代理人詳細的指示

後，可請當地代理人代為進行，但涉及較為高昂

的費用。

但是考慮申請案通過的機會以及不通過時更為昂

貴的「再審查」，這點投資還是非常有價值的。

以美國為例，我們甚至可在電詢前，將自己對申

請專利範圍的修正或其他資訊先傳給美國審查人

員，然後在電詢時和美國審查人員討論他/她對

這樣的調整是否有什麼意見、接受的可能性等。

第1次答辯對於專利申請是非常重要的，切勿輕

忽。

以電詢/面詢方式和審查委員先行溝通，再提出

正式的書面答辯，可提昇專利申請通過的機會，

確保合理的申請專利範圍！

(本文共同執筆：管中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專利

研究所助理教授)

技術長的專利錦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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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安貧樂道（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蘋果公司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
生前在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的一場演

講，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故事，演講內容受到

高度推崇，也常常被引用提及，影響力堪比

Apple II、Mac、iPhone、iPad等等他所領導開
發的高科技產品。在此一演講中他說了三個小

故事，都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第一個故事談

到生命點點滴滴的串連與意義；第二個是關於

得與失之間的故事，也就是他的志業與堅持；

第三個故事談到死亡，他因為胰臟癌而常接近

死亡，了解死亡是必然的過程，也是生命中最

棒的發明。

賈伯斯在史丹佛演講的最後，他引用年經時

熱愛的一本雜誌停刊號題詞“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來與畢業生們互相期許，現場連續說
了三遍，可見這句話是多麼重要的總結。這句

話在坊間也有許多的中文譯本，最常見的翻譯

是：「求知若渴，虛心若愚」，也有的直接翻

譯成：「恆持飢渴、永保愚傻」，這些翻譯都

相當正面，大致上都有鼓勵虛心學習的意思，

也可隨人解讀。但在此則以「安貧樂道」四個

字來做解釋，希望能兼顧通俗與傳神的目的，

信達雅地闡明整個演講的結語與賈伯斯的本

意。

重提這篇大約15年前的演講有兩個目的，一是
現今的人們普遍缺乏創意，既沒有中心思想，

也不具備人文素養，凡事技術掛帥，只講利

害、耍聰明不老實，最後就會市場越做越小、

道路越走越窄。二是科技發展將使社會型態產

生鉅變，尤其是5G與AI等應用，不僅法律訂
定追趕不及，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各種倫理

與生命價值也會遭受空前的挑戰。所以，提倡

傳統的「安貧樂道」觀念，就是最好的解方，

在不違背初心的理念下，健全市場與技術的發

展。

為什麼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翻譯成「安貧
樂道」更恰當？一是因為從賈伯斯所說的三個

小故事串連起來就是這樣的內涵，二是同樣的

觀念不須另創詞彙，用既有的字句更容易溝通

了解。簡單來講，Stay Hungry就是安貧，安
貧並非排斥財富，而是一種不急功近利的態

度，這對於科技研發者很重要，不僅能忠於本

身的理念，產品也會合乎利己利人的人文關

懷。而Stay Foolish就是樂道，就像愚公移山
的故事一樣，保持初心，老老實實地執行自己

的志業，就會有開花結果的一天；依照不同層

次、不同心願所走出來的路就是道，同時也是

產生多元繁榮社會的核心價值。

看看賈伯斯的例子就知道，安貧樂道才能成就

非凡，他的生活既不缺錢財也不奢華，既不會

被名利所誘惑，也不會受科技所控制，而是一

本初心，不停地放下與創造，熱愛生命，樂愛

工作。2020年即將到來，政經情勢煙硝瀰漫，
各行各業何去何從？所以，在面對未來混亂又

嚴酷的社會變遷時，安貧樂道就是很時尚、很

實用的一句話，不僅讓每一個人都能持盈保

泰，而且能夠找回你的初心，回歸原本的單純

與快樂。

所謂「雕蟲小技不足為道」、「膽大心粗不足

為訓」，生命重點不在於5奈米、3奈米般的雕
蟲小技，也不在於爭權奪利、行險僥倖般的粗

心大膽，而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做
自己該做的事。歲末了，以孔子的叮嚀做為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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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ungry就是安貧，安貧並非排斥

財富，是不急功近利的態度；而Stay 

Foolish就是樂道，就像愚公移山的

故事一樣，保持初心。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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