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輔具

獨賣價值

焦點議題

透視智慧物聯

P.50  加速數據處理 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

P.44  巨量轉移有解 Micro LED拚2022年量產

P.54  智慧感測 掌握AIoT脈動的關鍵一步

Mar.341

P.50

偉薩科技創辦人
暨執行長洪崇凱

智
慧
醫
療
輔
具





ADI的高精度監測和量測技術能在惡劣環境中探測細微的實體跡

象。將有價值的洞察資訊從雜訊中隔離出來，實現引擎潛在故障預

判。ADI的技術與專長能夠充分滿足您對高精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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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設備驗證挑戰的
最佳解決方案

模組化光電網路分析儀整合 O/E 校準檢測器及 E/O 轉換器
可在三種波長下進行具成本效益的 E/O、O/E 及 O/O 測量

VectorStar ME7848A 光電網路分析儀 (ONA) 系統

VectorStar ME7848A-0200 系列 ONA，通過使用 MN4765B O/E 模組，啟用錯誤校正後以進行 O/E、E/O 
組延遲及回波損耗測量組件與子系統測試

快速，準確的光電測量

光電二極管參考標準檢測器，具備熱穩定的特性，可最大程度的降低溫度漂移，且校準模塊的幅度和相位特性
是使用由 NIST 表徵並保存在 Anritsu 校準實驗室中

MN4765B O/E 校準檢測器

內置的應用程序選單可提供簡易清楚的按步說明，對於進行 E/O 和 O/E 測量所需的設置和校準將更為容易

內部 VNA 具備去嵌入功能，簡化校準程序

VectorStar ME7848A 
Opto-Electronic Network Analyzer

O/E Calibration Module
MN4765B

E/O Converter
MN4775A

包括由全自動偏置控制器和可調或固定波長激光源穩定的鈮酸鋰 (LiNbO3) 調製器，出色的轉換器穩定性可
確保在光電 DUT 檢測器及接收器的測量過程中特性保持一致

MN4775A E/O 轉換器

使用具有去嵌入功能的完整 12 項校準，可以穩定且重複性的使用 VectorStar 或是 ShockLine VNA 來進行
光電設備的測量

出色的穩定性及可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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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談輔具或者義肢，背後要說的，其實

是仿生科技－Bionic。儘管它距離完全的普及化

仍有一大段路，但如今它已是一條筆直又日漸

寬敞的大道。

稱Bionic為仿生科技，其實並沒有正確傳遞它的

意思，因為中文的字面意義表達的，很像是模

仿生物原理的科技。但英文的原意，指的是使

用人造的材料和方法，來對人類或者動物提供

活動力和動作。

所以仿生科技的目標，就是要為人類提供先進的輔助工具，用以產生動作，彌補與強化先天或後

天的缺陷，而輔具和義肢都在其範圍之內。只不過仿生科技追求的是更高境界的完成度，「就像

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就如休．赫爾（Hugh  Herr）在其TED演講上所說，「彌補殘缺（disability）與健全人（ability）

之間的距離，縮減人類極限與人類潛能的差距。」

赫爾本身就是一位仿生科技使用者，他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系教授。他因登山意外而被截

肢，但他信仰科技一定可以彌補他的殘缺，因此全心全意的投入仿生科技的研究。而經過不懈的

努力，他最終實現了自己的理想，為自己重新安裝了一雙仿生腳，重回登山的世界。

而要達成赫爾的心願絕非輕易，因為這仰賴多項科學的跨領域合作，包含機械、電子、生物與醫

學，且只要其中一個項目未能跟進，就會造成協同作業或者生產製造的不順利，並對配戴者造成

不舒適。

以赫爾的腳為例，在製造前就必須精密的評估患部，依據整個皮膚不同部位的作用力反應，來設

計專屬的人工皮膚；再者，機械腳也透過精密的感測器和機械工程設計，讓其可以依據自身的動

作和外界的應力，進行最佳的自適性調整；動作的控制，則完全改以神經與肌肉的指令偵測，讓

患者操作機械腳。「它就像是真的腳一樣！」他自己說。

有了本身成功的基礎，赫爾更加全力的運用這些技術幫助殘疾人士。Adrianne  Haslet-Davis是最

知名的一例，她是一位舞者，卻在幾年前的波士頓馬拉松恐攻中失去一隻腳。而赫爾運用仿生科

技，讓她重回舞台。

今天，我們並不是要見證人類奇蹟，而是要一窺科技的力量與應用，只要你心不死，世界就會有

希望。

輔具、義肢、仿生科技

副總編輯

赫爾本身是一仿生科技的使用者，同時也是麻省
理工學院的工程系教授。（source：TED）



測試5 G的邊界

開啟5G的無限可能始於可靠性。我們先進的RF儀器儀錶產

品組合協助客戶加速5G測試設備上市時間。在兼具速度與

質量的前提下，將您的創新轉化為突破性應用。

A N A L O G . C O M / I N S T R U M E N T A T I O N

ADI 技術支援
免付費電話：886-2-2650-2888
電子郵件：cic.asia@analog.com

關注 ADI 台灣 Facebook 瀏覽官網瞭解 5G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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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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5G是2020年CES廠商展示的另一重點領

域，5G導入行動裝置將改變用戶使用其運

算裝置工作、協力和通訊的方式。而除了行

動電話以外，5G能否擴散至其他消費性電

子產品上，如筆電、平板、智慧穿戴、電

視、甚至是家電產品上，則仍有很大的爭

論，需考慮的因素包括相關產品搭載5G後

的價格變動幅度與電信收費模式，以及是否

能發展出有效的應用情境。

以家庭應用的產品而言，如電視、家電產

品，在有線網路或室內Wi-Fi即可滿足相關

寬頻需求的情況下，除非是在缺乏固網建設

的郊區，否則不易找到5G的生存空間。但

在筆電、平板等行動運算產品上，是否以加

入5G為產品訴求，則仍有爭論。

分析CES期間大廠的展出內容，如Qualcomm 

、Intel、Lenovo等龍頭業者對5G PC具有一

定程度的期待，但在商務、工業等具專網保

密的應用之外，一般消費者是否有意願另外

支付5G通信費用於其他消費性電子產品之

上，則仍有爭議。

而在各界關注的VR上，部分業者認為VR因

內容特性而引發的大量數據傳輸需求，可望

透過5G得到解決，但持保守看法者，則認

為VR應用情境多在家庭、辦公環境、展演

與娛樂場域室內空間，透過WiFi足以應付傳

輸，無須再另外透過5G。

觀察5G的應用，估計初期在工業、交通運

輸與其他基礎建設上的需求較為明顯，此一

觀點應為CES展會期間各界的共識，主因為

相關應用具大量裝置聯網的特性，再加上具

有高度安全性考量，利用5G專網的規劃，

可有利於如工業4.0、智慧交通、智慧城市

的發展。

對於美國地方政府而言，更有意利用5G提

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吸引業者進行基礎建

設的投資，推動跨領域的技術整合。電信業

者AT&T視2020年為5G發展重要的一年，在

美國將見到更多有意義（meaningful）、對

消費者有效益的5G應用。

跨域與合作打造競爭優勢

綜觀CES 2020期間所展示的新興科技，其

演進進一步帶動產業創新模式的改變，在

AI、5G、IoT應用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況下，

幾乎所有大廠都強調開放的創新體系，或是

強調創新的生態體系與跨域合作。

顯然，在此波AI、5G與IoT的發展中，特定

行業之應用與技術涵蓋領域太過廣泛，已非

單一大廠能獨立涵蓋，如何在此產業轉折

點，創造「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競爭優

勢，在未來的產業創新，就需要有效整合、

利用（槓桿）策略合作關係，或是與外部如

學界、研究單位等資源整合，將為業者能否

利用此波創新風潮加速成長的關鍵。

綜觀CES 2020期間所展示的新興科技，其演進進一步帶動產業創新模式

的改變，強調開放的創新體系，或是創新的生態體系與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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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IC設計人才在哪裡？
在半導體產業鏈裡，台灣在上游設計

製造端具有相當的優勢，其中晶圓

與封裝代工世界第一這個毋庸置疑，但是IC
設計業的表現也很出色，市佔率佔全球約

18%，也是世界第二大的IC設計中心。根據
經濟部工業局針對台灣指標性IC設計公司的
調查(註一)，認為目前人才充裕可用的廠商

為0%，經過長期徵才補缺之後，仍有44%
的比例認為為就業市場供給不足，所需人才

不易尋得；那到底IC設計人才在哪裡呢？

按照廠商提出的人才需求來看，除了佈局工

程師外，通通要有碩士學歷，而且必須是主

修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微)電子(工程)學

系、資訊工程與科學系、電機電力(工程)學

系、軟體工程學系等五大類別。所需職務類

別林林總總也不脫目前產業趨勢上的需要，

大致上有類比IC工程師、數位IC工程師、軟
(韌)體工程師與演算法工程師等等。如果仔

細盤算，這些學經歷的人才也有大半被其他

領域所雇用吸收，真正從事IC設計的人並不
多。

當然，廠商偏愛台、成、清、交等名校的畢

業生，也只有出身這幾個學校的人才到了IC
設計公司後較有發展的前途，這種近親繁殖

的現象並不稀奇，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業

者應該知道這會成為發展的瓶頸，甚至妨礙

多元優生的進化原則。所以，業者如果要廣

納人才、尋求突破，未來一定要打破這樣的

迷思，讓純粹有能力、有新思維的人出頭。

另外從產業發展趨勢來看，IC的應用將會遍
及各個領域，不論是醫療、車用、物聯網、

建築或商業、運動、音樂、藝術等都會直

接從IC設計層面來著手，IC將不再只是提供
3C業者的零組件供應而已。如果從AI產業
的角度來看，人工智慧可以做為各個領域的

得力助手，特別是做數據決策分析，以及取

代重複單調的人工作業，所以設計AI晶片便
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趨勢，但這樣的IC設計人
才怎麼可能單靠那些電子、電機或資訊科技

的工程師來完成呢？

大約20年前，政府與學界也在為IC設計的人
才傷腦筋，當時就想推行所謂的「矽導計

畫」，在許多學校與研究單位也都陸續成立

了系統晶片中心，做為當時產業發展SoC與
促進台灣成為半導體大國，當然已起了相當

的作用。現在的政府則是從2016年起提出了
所謂的「亞洲．矽谷計劃」，主張在桃園國

際機場周邊建構「亞洲創新研發人才交流中

心」(註二)，雖然還在醞釀籌設中，但結合

周邊產業鏈的想法，以及擴大各類人才的參

與，的確是未來的趨勢。

但有一點也是業者必須要認識的現實，未來

發展AI晶片固然是主流，需求的各類人才
也很多，不過IC設計的專業也會連帶產生變
化，也就是說AI晶片也同時會用來作為IC設
計的工具之用，兩者之間魚幫水、水幫魚，

不僅進步神速，IC設計的技術門檻也會大幅
降低。設想一個高中生就能用人工智慧EDA
工具來設計IC晶片，那麼現階段的IC設計人
才短缺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不是嗎？

所以，從長遠眼光來看，IC設計人才的培養
不可以只是理工背景，多元人才的投入非常

重要，而從事AI晶片的開發者，更必須要有
倫理道德觀念，以及人文創意般的思維。在

系統單晶片SoC如火如荼發展的時候，業者
就曾經感歎的說，養成一個工程師一定要到

碩士才可能任用，但真正來講只是一種學徒

制的過程。所以，繞了一圈最重要的還是文

化與傳承，任何時代、任何人才的培育都是

如此！

文/亭心

註一：經濟部工業局的2019-2021 IC

設計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摘要

https://www.italent.org.tw/ePaperD/9/

ePaper20190100011。

註二：相關資訊與進展請參考亞洲．

矽谷官網https://www.asvda.org/chi/

index.aspx。

發展AI晶片會讓IC設計的專業產生變

化，也就是AI晶片同時會用來作為IC

設計的工具之用，不僅進步神速，IC

設計的技術門檻也會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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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自動化口罩銷售機制 也許是比藥房更好選擇

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全球肆虐，而台灣在第一時間，就推出了一

項即時口罩地圖的APP應用，讓全台的民眾可以立即得知所在

地區最近的銷售點與庫存量。此應用建置速度之快、服務之完

整，都堪稱世界之最。這背後不只代表台灣的軟硬體整合技術

之成熟，同時也彰顯了台灣推動政府開放資料的成效。然而，美

中不足的是，僅管有此服務，但仍與真實情況有落差，讓效用打

了折扣。

政府資料開放的好處在哪？即時口罩地圖的應用就給了一個答

案。它可以讓民間的機構或者相關人士，依據實際需求進行產

品和服務的開發，以解決民生公共的問題，直接或間接的增加

社會的便利性，進而促進民眾生活品質的提高。若能發展成商

業模式，也可增進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政府行政帶來創新的思維，甚至減輕政府

的日常行政事務；同時也有助於政府行政的透明度與公正性，

是未來發展數位政府必須要先行建置的項目。

既然數據的重要性如此茲事體大，它的即時性與正確性，就直

接關乎了一個服務，甚至是一個組織的成與敗，因此如何透過

管理思維的調整，以及作業流程的改進，讓數據可以更加反映

真實情況，是目前最需要思考的環節所在。

以目前的口罩地圖為例，其地圖中的剩餘口罩數量，是介接健

保署「健保特約機構口罩剩餘數量明細清單」的資料。根據健

保署的說明，這是藥局端點讀取民眾健保卡資料後，才會進行

數值的調整（扣掉庫存）。

所以若是部份藥局的銷售模式採非同步的流程，如先發號碼

牌，再於特定時段領發；或者只允許特殊時段進行銷售，都會讓

數量與真實情況有所落差。並讓這個服務變成參考性質，也不

容易解決目前的排隊搶購現象，尤其在口罩產能還未能全面跟

上需求之前。

當然，要做到這點，跟軟硬體系統其實並沒有太多關係，更多的

是，營運管理的思維和對於問題解決的流程設計。以口罩銷售

為例，就是要思考如何避免增加藥局的銷售壓力，同時又能讓

民眾正確的取得銷售點與庫存的資訊，讓製造、銷售與購買三

方都能夠得到益處，而不是讓三方都陷入混亂。

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設立活動式的自動化販賣機制。它能避

免人工銷售的壓力，且透過既有的軟硬體技術，也能更即時、

更正確的反映庫存的數量，同時也更容易布點。尤其每個地區

的人口密集度不一，更可根據真實情況來機動調整。一旦疫情

控制住，也可立即撤除，日後要再使用或者調整內容物，也相對

容易，是個十分理想的方案，值得思考和嘗試。(籃貫銘)

2019全球光電產值達4630億美元 台灣佔10%

美國OSA（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n）日前公布了2019

年全球光電產業總產值，達到4,630億美元，下滑了2%。其

中，台灣光電產值佔全球10%，達463億美元，但衰退5%

，除了精密光

學 能 維 持 4 %

的成長之外，

其他如顯示面

板 、 太 陽 光

電、LED與照

明等產值皆呈

現下跌態勢。

美國OSA表示，2019年受到經濟景氣的影響，顯示面板、

消費性影像產品、工具機、照明、太陽能等光電產品的產

值皆呈現下跌態勢。但通訊、生命科學、保全等光電應用

產值卻逆勢成長，其中通訊、保全有兩位數字的成長。

光電協進會（PIDA）也IOA大會中，報告了台灣2019年整

體光電產值。PIDA表示，2019年台灣光電產業達463億美

元，下滑5%。其中除了精密光學能維持4%的成長之外，其

他如顯示面板、太陽光電、LED與照明等產值皆呈現下跌態

勢，其因素有中國大陸產業的崛起，以及中美貿易爭端所

引發的經濟不確定性。

設立活動式的自動化販賣機制能避免人工銷售的壓力，也能更即時、更正確的反映庫存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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