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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企業識別為此：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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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而，還是會見到一批人突然湧現在某個地點，然後開始對著一台或者以上的手機「指指點點」

。很明顯的，他們在「抓寶」，雖然人潮沒有推出初期的震撼，但一小撮人意外現身某處，還是

會令人嘖嘖稱奇。不過最令我稱奇的是，現在居然還有人在抓寶，而且男女老少都有。

而手機App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 Store Intelligence所公布的數字，也證實了這件事，該機構

指出，2019年寶可夢玩家總共花費了8.94億美元在遊戲的內容上，是該遊戲發行以來最賺錢的一

年。所以很顯然的，「抓寶」比我想像的更有人氣，也更有商機。

當然，寶可夢只是整體行動遊戲市場與相關周邊其中一個成功範例，還有更多的供應鏈在行動遊

戲市場中取得莫大的成功。例如Arm其實就是這波趨勢下的大贏家，其CPU與GPU的授權數量就

不斷地持續成長中，尤其是在高階手機市場，更是存在龐大的潛力。

再看看華碩的智慧手機事業，他們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手機營收，卻從遊戲市場中找到新生機。

該公司去年底推出的第二代電競手機ROG Phone 2，在中國居然創下了超過200萬支的預購量，

目前第三代也已經在開發中。而根據華碩的財報，他們電競手機的毛利率達到了16.8%，足足是

其他智慧手機（7.2%）的兩倍多。

任天堂的Switch Lite更是一個驚奇，這個專為行動設計的瘦身版遊戲機，去年九月推出，全球開

賣十天就售出了195萬台，橫掃了遊戲市場。而且根據任天堂的資料，新版的「小」主機更受女

性青睞，是少數女多於男的遊戲機。

另一方面，遊戲內容平台也因為持續進步的網路與雲端技術出現了新變化，其中雲端遊戲與訂閱

服務的興起，更衝擊了既有的遊戲市場，尤其Apple Arcade和Google Play Pass的推出，更讓行動

遊戲市場風起雲湧。這類強調跨平台，可同時在PC和手機運行的服務已經抓住了許多遊戲製作

商的目光，2020年將可望一飛而起，特別是在5G的加持之下。

至此，我恍然大悟，原來熱了幾年的行動遊戲市場其實不過是才萌了個芽，真正的好戲還在後

頭，如果你現在還沒開始關注，那也不晚，現在這是時候，因為「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老少咸宜的行動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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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2020看AI及5G應用
由概念進化至實務之趨勢(上)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CES)為全球最大

之消費性電子展會，全球資通訊及3C領導

廠商，藉此展會向全球行銷其最新最熱的產

品，每年都有全球近4,500家廠商及超過15

萬的參與人次。2020年CES展會於1/7-1/10

在美國Las Vegas展開，本次展會的主軸仍

以AI、5G最受矚目，但AI的進展與過去相

比，已經逐漸落地發展出實際的產品，並且

普及應用到不同領域。

大廠積極應用AI 
創造高附加價值

關鍵零組件業者Intel，就以AI做為本次展會

的主要訴求，強調AI的應用逐步落實於多元

的創新領域，包括自駕車、娛樂、運動科技

及災防等。更重要的是，更多系統業者已經

開始實際運用AI技術於各個領域，從家庭中

的廚房電器、電視、家庭管理、到健康照護

等，消費性電子業者如LG、Panasonic等推

出之智慧家庭、智慧家電等創新應用，在結

合AI後，可大幅優化相關家電產品之功效，

包括電視畫質、家電能源使用效率等。

在大眾應用方面則有汽車運輸與工廠等領

域，汽車供應鏈大廠如Bosch、Continental

與通訊晶片大廠如Qualcomm等，亦藉此波

AI風潮，進一步發展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等智

慧汽車應用。整體而言，AI已從過去的「概

念」進展至實務應用，並開啟實際的商用階

段。

5G驅動產業創新

此外，5G是2020年CES廠商展示的另一重點

領域，在各國5G營運商陸續商轉之下，包

括Qualcomm等大廠積極利用5G技術，結合

AI、大數據與IoT等技術，推出多元新興應

用與產品。

其中，Lenovo繼去年發表5G筆電產品規劃

之後，在此次CES即與Qualcomm合作量產推

出5G筆電並公布市售價格，強調在5G加值

雲端與垂直應用的發展之下，Qualcomm可

望藉5G PC在PC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5G導入行動裝置將使雲端儲存如同像本地

端儲存一樣順暢，這將改變用戶使用其運算

裝置工作、協力和通訊的方式；甚至將改變

未來產品設計的思維，減除更多不必要的元

件，或是增加其他的功能，創造不同體驗與

價值。

2020年CES展會的主軸仍以AI、5G最受矚目，但AI的進展與過去相比，

已經逐漸落地發展出實際的產品，並且普及應用到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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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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中心的專利策略─「有利」
的審查意見的處理方式

本專欄在前幾期陸續介紹了申請多國專利的策

略，其中的重點概略整理如下：(1)利用美國的

臨時申請案（Provisional Application）儘早爭取

申請日；(2)在12個月內將該臨時申請案轉為美

國的一般申請案、以及/或是以主張優先權方式

在其他國家提出申請並延後實體審查；(3)在第1

國的「有利」的審查意見出爐後，以主張專利審

查高速公路（PPH）的方式對各國申請案提起實

體審查以加速獲證。因此特別強調第1國的第1

次答辯的重要性！這第1次答辯將直接影響後續

其他各國的獲證與否。

各國智慧局當然有可能是通過所有的權利請求

項、直接做出核准的審定，但是這種情形不常

見，比較常見的第1次審查意見可能是以下二種

情形：

(1)	所有的權利請求項都不通過；以及

(2)	一部分的權利請求項不通過、但也有一

部分通過。

這裡所稱的「有利」的審查意見，就是指(2)部

分請求項通過的情形。當接獲這樣「有利」的審

查意見時，委辦的事務所通常會直接建議刪除不

通過的請求項，以通過的請求項來取得專利（這

對事務所而言是最簡便的處理方式）。但要特別

提醒，此時反而不要掉以輕心、其實還有進一步

爭取保護範圍的機會！

申請專利範圍的請求項的撰寫很難拿捏，其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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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利」的審查意見揭露了審

查人員所搜尋到的前案無法完全否定我們請求的

保護範圍。正可以根據這樣資訊來進一步調整申

請的保護範圍！例如可以根據前案和目前申請案

的差異，判斷哪些是二者之間主要差異的技術特

徵/元件，哪些是次要、甚至是多餘的技術特徵/

元件，然後刪除次要差異者而僅保留主要差異

者，因而進一步擴大了保護範圍。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有利」的審查意見下所

做的修改，最好能先取得審查人員的共識，因為

各國智慧局在提出審查意見時，已經基本上完成

了審查工作。這時建議採用前期所提的和審查人

員面詢或電詢的方式，確認審查人員可以接受我

們這樣擴大保護範圍的修正。當然，根據專利制

度的規定，我們的修正應該只限於刪除原有的

技術特徵/元件等「不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的方式

（參見專利法第34條）。

在和審查委員透過面詢或電詢先行溝通、確認了

審查人員的態度後，我們再提出申請修正保護範

圍。當最終接獲審查人員發出的核准通之後，我

們再根據這樣的核准通知，對其他國家的申請

案，同時(1)做相應的修正、(2)提起實體審查、

以及(3)主張PPH加速審查。這樣就可快速地、在

其他國家、以更充分的保護範圍取得專利！當

然，因為審查人員需要再度審視我們所做的修

改，這樣的修正確實可能會稍微延宕了原本可以

更快速通過、取得專利證書的時間。此外，還需

要支付少許因為面詢或電詢而來的額外費用。但

保護範圍擴大的好處應遠勝於這些有限的負擔。

我們想指出的是，第1次答辯對於專利申請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更進一步地，如果審查意見是

部分通過的「有利」的情形時，還可把握機會爭

取擴大保護範圍，然後在修正前以電詢、面詢確

認審查人員對於我們的修正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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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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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從量子位元談起

量子電腦的概念起源很早，甚至與傳

統電腦發展相比也不遑多讓，大致

都在1946~1949年間就奠定了基礎。只是傳
統電腦因為電晶體的發明而有了穩定且長足

的進步，接著應用IC半導體技術，在摩爾定
律下更是不斷革新發展，才有今日資訊科技

的面貌。傳統電腦是以一個電晶體來執行一

個邏輯運算，就是所謂的位元（bit），目前
在奈米尺度以上都很穩定可控制，但在未來

必定會遭遇瓶頸，也只能做為線性有限度的

運算。

至於以量子位元（qubit）來做為控制方式的
量子電腦則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成功大學

物理系特聘教授張為民在2003年11月曾經這
樣定義了量子資訊科學，他認為未來的量子

科技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工業發展的核心，

所謂量子科技就是如何操控單個原子，單個

電子及單個光子的量子態行為註一。時至今

日，量子電腦已經被具體實現甚至商業化，

幾家大公司都相繼發表越來越多量子位元的

量子電腦，爭相成為「量子霸權」註二。

量子位元根據量子的疊加態特性必須在極

低溫下（接近絕對零度−273.15℃）才能控
制。簡單來講，量子本身並非是一種粒子，

而是一種概念或現象，因此量子位元不同於

一般邏輯閘不是1就是0的狀態，而是一種0
與1同時存在的疊加態。假設量子位元以一
個球體的概念來看，透過定義與演算法來處

理就有無限種0或1的狀態。量子科技除了疊
加態現象外，還有量子糾纏的特性，也就是

當此方的量子位元改變了狀態，另一方的量

子位元也會跟著改變，這使得量子電腦與通

訊更加絕對與安全。

量子電腦固然可以解決更複雜深遠的問題，

科技力量也會邁入一個新境界，但是否會產

生量子霸權則言之過早。反而因為有了量子

概念後，可以徹底掃除二元對立的心態或思

維，在此姑且稱之為「量子思維」。同樣

地，不一定要用到量子電腦，應用量子思維

就可以解決許多現實的問題，也得以創造許

多新事物，因為量子現象是再自然普通不過

的一件事，只是人們被有限的時空、執著的

念頭所蒙蔽而漠視了它。

量子現象證實了宇宙一元化的概念，這個概

念可以用|α|2+|β|2=1這個量子位元公式來說
明，如果用佛學的概念來說則是「色不異

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從

物理學上觀察電子或光子既是粒子也是波的

存在，在哲學上則是心物不二的一元論，所

以量子位元既是0也是1；既不是0也不是1，
當然就妙用無窮。用這樣的思維來看待一切

也都是相通的道理，也就是過去即未來、媒

介即訊息、先天即後天、人文即科技、內即

外、開即關，反之亦然。

這樣的量子疊加態現象，看似混沌不明，卻

有無限可能，也是非常實際的應用科學。舉

例來說，先天與後天表面上不相同，這是因

為定義與計算標準而分出了先天或後天，而

且是一種邏輯假設，例如以人出生之前的遺

傳為先天，那麼之後的種種作為就是後天；

但當然也可以為了某種邏輯而定義20歲之前
為先天，之後則歸於後天，不管定義如何都

是非常科學的因果關係，過去的因造成現在

的果，現在的果又是未來的因，先天與後天

終究是一體的疊加現象。

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不僅因果相

互疊加，也透露了萬事萬物都受到量子糾

纏的牽連，念頭一動、意識一起，新的天地

隨之展開。經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

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應用量子

思維來破除二元對立的心態，煩惱與問題也

會隨之煙消雲散。

文/亭心

註一：出自《自然科學簡訊第15卷第

4期》─ 〈量子資訊科學：可能成為

二十一世紀工業發展的核心〉一文。

註二：Intel、IBM、Google、Microsoft

等都投入量子電腦研發多年，如IBM

量子電腦研究室：https://youtu.be/o-

FyH2A7Ed0。

量子位元不同於一般邏輯閘不是1就

是0的狀態，而是一種0與1同時存在

的疊加態；應用量子思維就可以解決

許多現實的問題，也得以創造許多新

事物。

IBM量子電腦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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