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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除非是真的沒得選了，否則我應該是不會選擇訂閱

制的軟體服務。理由很簡單，就是圖個便宜。

以一個套裝軟體來說，單機版的購買價就是個幾千

塊（通常不會超過五千），而且沒有使用期限。理

論上，只要你願意，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但是訂

閱制的軟體則是以年計費，一年要個一千多塊，所

以用個四年就超過了單機版的支出。

也因此，我現有的軟體都是好幾年前的版本，而且鮮少更新。若萬一真的有過時不敷使用的產

品，我也會竭盡可能的去找免費的開放版本來使用。但這種心態經過一次電腦中毒事件後，逐漸

開始動搖了。

本來只使用免費防毒軟體的我，不知什麼緣故中毒了，而且無法處理，正確的說，是無法「免

費」處理。所以我只好把電腦重灌，再購買付費的防毒軟體來使用。但那個時候，防毒軟體已是

訂閱制，每年扣款一次，而且可以線上管理所安裝的硬體平台，相當便利。

儘管每年要付一次錢，但是我從此不用擔心版本過期，或者病毒碼未更新的問題，因為它天天都

會自動更新一次，而且防護的範圍可謂是十分縝密。所以我也就沒有再發生過中毒的事件。

這個事件的本質是我個人的使用行為變化，但背後其實是產業的更替。基本上就是服務需求者與

服務供應者的互動行為的進化。

理論上來說，最好的服務，就是能即時掌握客戶需求的服務。也就是「我隨時知道你要什麼，而

且馬上就給你什麼。」；反過來說也是如此，「我隨時需要什麼，你馬上就給我什麼。」

而軟體基本上就應該是要能依據使用者的情境和需求，即時和隨時給予服務的產品。過去之所以

會以套裝軟體的模式存在，是因為技術與基礎建設的限制。如今在網路與系統硬體的全面進化

下，軟體已經是可以隨時進行更新和擴展的服務。

現代IC設計當然也是基於軟體來從事開發的項目，所以結合網路與雲端流程來進行最適化設計，

是再自然也不過，甚至是一種必然。因為對企業來說，沒有人會希望出現「重灌」的事，尤其是

IC設計產業。

時也，命也，財也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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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
推動電子產業聚落在地成形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進一步加速了製造業

去中心化的生產趨勢。由於此波疫情從中國

大陸快速蔓延至東亞、歐洲、美洲等地，不

但重創全球經貿與市場活動，導致經濟停

滯、衰退。此一疫情也暴露了貿易自由化、

全球化分工結構的脆弱不堪。

原因在於高度全球分工之下，當任何一地發

生疫情導致封城等管制措施，就可能會使部

分產品陷入斷鏈的危機。更遑論與防疫相關

的醫療器材，在疫情蔓延期間，跨國供應體

系反而使許多國家陷入健康安全的困境，因

為重要的防疫、醫療器材恐怕被其他國家管

制，或因封城而無法生產、運輸，以致於無

法取得所需的防疫與醫療資源。

因此，在之前提及的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

疫情的兩股力量推動下，近年已出現了反全

球化的思維。在美中貿易戰期間，各國已競

相爭取從中國大陸外溢的生產活動，藉由智

慧製造的技術與供應體系，形成分散式的產

業生產結構，而不再是傳統上集中於低生產

成本地區如中國大陸等地的分工模式。

在智慧製造的帶動下，各國發展自主的生產

體系，即或無法達到如中國大陸的規模經濟

優勢，但可以利用智慧製造的技術，在少量

多樣的生產型態下，仍維持合理且有競爭力

的生產成本。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各國與主要產業

龍頭恐怕將重新評估以成本為優先的決策模

式，取而代之的是納入國家安全與產業供應

鏈安全的考量。而在此新決策模式之下，在

鄰近市場處建構具一定規模且完整的產業供

應鏈，可望逐漸躍居為企業佈局策略的主

流。

尤其更可預期各國政府將因國家安全的理

由，出現對更強烈的供應鏈在地化要求。不

但最終的組裝生產要靠近市場，連上游零組

件、設備、材料供應都必須貼近市場。也因

此，如台積電等半導體龍頭業者規劃前往美

國投資設廠，也就成為合理的策略選擇。

在可見的未來，按照在市場當地建構一定規

模的完整供應體系之思維邏輯，估計其他供

應鏈業者亦可能隨台積電、鴻海等龍頭前往

美國設廠，在當地形成可以自給自足的電子

產業聚落。

新冠肺炎疫情、美中貿易戰皆加速了電子業

去中心化、貼近市場在地化的生產模式，我

國電子業者若能有效以數位科技輔助，強化

供應鏈的彈性，當可進一步孕育出可因應國

際政治衝突、天然災害的產業韌性，在多變

詭譎的市場態勢中搶佔先機。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各國與主要產業龍頭恐怕將重新評估以成本為

優先的決策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納入國家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安全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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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仿生晶片的能與不能

近來市場上推出的各種裝置，很多都

強調應用仿生晶片（bionic）的技
術，這使得裝置更貼近人體或自然生活的動

態。所謂仿生晶片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生

物辨識，一是機器學習，例如手機利用人臉

辨識、指紋辨識來確保認證的使用者；而

Siri或Google語音助理，除了語音辨識執行
功能外，也能做自然語言的學習與對話，彷

彿是親切陪伴在身邊的女秘書。所以，隨著

積體電路運算資源的擴增與設計工藝的精

進，開發仿生晶片已成為新科技的指標。

顧名思義仿生就是模仿生物或生命的運作模

式，既然現在晶片的運算資源這麼多，甚至

一顆SoC就可以隨意嵌入在任何裝置中來協
同運作，那當然要讓機器設備越來越適應人

們的感官介面，而不是要人們去配合機器的

設定或慣性。以Apple開發的A13仿生晶片
為例，它採用台積電7奈米製程，設計為64
位元的系統單晶片，有2+4個CPU核心，85
億個電晶體邏輯閘，包括有機器學習加速

器、GPU、神經網絡等運算功能，所以一支
iPhone在手，幾乎就會是你身體的延伸、生
命的觸角。

一般的仿生可能還不夠，將來的bionic還會
功能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甚至要到幾可亂

真的程度，才會善罷甘休。如同即將在今年

秋天發表的A14仿生晶片一樣，很多人都預
期它將發揮5奈米製程的極致，不僅效能再
倍增，甚至還會支援5G基頻，AI加上5G通
訊，真夠嚇人的萬能工具就在手中了。仿

生、仿生，到底它的極限在哪裡？它能做什

麼？不能做什麼？

不必把仿生科技看得太高超，想想看，如果

說語音辨識是一種高科技，那麼文字語言的

發明就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能模仿語

言文字的又算什麼？當然無法相比，以文字

的奧妙來說，「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就

有兩個層次、四種選擇，一個層次是仿生晶

片可以做到的範圍，另一個層次是不得為之

的規範，乘上過程中的能與不能就有四種選

擇了。

關於可以做到的範圍屬於技術部分，也就是

機器學習的能力，例如坊間有一種模擬手寫

筆跡的機器，只要把手寫模型輸入一遍，就

可以模擬真人筆跡來寫字。這是技術可以做

到的部分，不可以做到的是人的個性一直在

改變，每一次寫作的時空也都不一樣，所謂

仿生只是當時的情境而已。再者是不得為之

的應用，這是屬於市場的規範，例如仿生科

技用在義肢對殘障人士是在造福，但用來換

掉正常手腳，則是違反倫理與破壞自然。

簡單而言，仿生科技只能做為人的延伸，不

能作為人的替代。如果人被機器所替代，那

麼它就不是人是機器；如果人身上接滿機

器，但仍以他的意念在控制應用，這還是人

不是機器。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有一段

經典名言：「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

還無。」所以，真真假假如夢似幻，但別以

為就可以玩世不恭或遊戲人生，那就誤解大

了，真假雖然如夢似幻，卻一點也不模糊，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所謂「一真一切真，

萬境自如如」這才是生命所在的本質。

總而言之，仿生晶片在可見的未來，仍然會

是熱門的科技、市場的寵兒，但要知道，猴

子模仿人類的動作，即使惟妙惟肖，畢竟還

是猴子，不會成為人類；機器學習自然的物

種，即使巧奪天工，畢竟還是機器，不會是

另一個物種。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唯

有尊重任何生命與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存

在，才能設計仿生晶片的應用，也才能發揮

bionics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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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生科技只能做為人的延伸，不能作

為人的替代。如果人被機器所替代，

那麼它就不是人是機器；如果人身上

接滿機器，但仍以他的意念在控制應

用，這還是人不是機器。

維妙維肖的仿生電子昆蟲（source：Insect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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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比在酒吧裡撿到原型機那麼有

戲劇效果，但AMD新手機晶片型號和規

格流出的消息，感覺的確也相當PR導向，

且真實也有待考驗。儘管如此，它至少

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發展輪廓，那就

是高效能GPU將會成為5G手機的指標之

一，而三星已經搶先一步。

如果從5G的技術應用藍圖來看，以超高

頻寬為主軸的高解析串流、AR/VR、3D遊

戲等應用，將會是手機平台的主要發展

重點。而要實現這些應用，除了有超速的

數據傳輸與處理性能之外，繪圖晶片能

力的提升也會是不可或缺的項目。

也因此，目前已經發表的5G手機晶片組

皆紛紛採用了市場最高階的繪圖引擎，

例如聯發科的天機1000採用了Arm的

Mali-G77（他們近期發表了Mali-G78），高

通使用了自家的Adreno 650。為了都是要

實現最佳的影音和遊戲體驗。

一直以來，三星也屬於Arm陣營，他們也

是採用Mail系列的繪圖引擎在自家的SoC

中。他們即將推出的5奈米Exynos 992單

晶片，就使用了Mali-G78 GPU架構。

但一直跟著Arm的步伐也不是辦法，尤其

是步入了更注重繪圖體驗的5G世代，若

只使用與競爭對手相同的架構，將很難

拉開彼此的差距，或者塑造更多獨特的

使用體驗。也因此三星和AMD在去年就

宣布展開策略合作。

雙方的合作內容也相當直接了當，就是

AMD的GPU將會用至三星智慧手機的處

理核心之中，至於是什麼形式和其他技

術細節就沒有太多的具體說明，直到日前

一個很像產品型錄的資料被流出。

依據這份流出的資料，新晶片的型號是

「Ryzen C7」，為AMD旗下的產品，且將

採用台積電的5奈米製程生產。其同樣

使用Arm的處理器，採2x2x4的八核心

架構。分別為Cortex-X1、Cortex-A78和

Cortex-A55，運行的速度從3GHz到2GHz。

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它所使用的GPU核心，

為AMD的RDNA 2（700MHz）。且市場也

有傳言，這個晶片可能會在2021年推出，

並將運用在三星的旗艦手機上。

然而這個傳言有許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包

含為什麼是台積電生產？畢竟三星自己也

有製造的能力，這對雙方的合作並非正

面的發展；再者，為什麼會採用聯發科的

5G數據機？三星的角色只是個晶片採用

者嗎？也因為這些奇怪的組合，讓人對此

消息的正確性充滿了更多的疑惑。

而這些疑問，也只有等到真的產品宣布

之後（如果消息千真萬確），才能有更進

一步的消息了。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

AMD或者三星，他們的合作已在5G時代

小小的領先了一步，為他們各自的產品和

佈局添加了新的可能與特色。(籃貫銘)

拉AMD加入戰局 5G手機市場三星贏了一小步
從5G應用藍圖來看，超高頻寬的應用將會是發展重點，繪圖晶片能力也會是不可或缺的項目。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日前公布2020年第二季更新

版「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World Fab Forecast），2021

年將是全球晶圓廠標誌性的一年，設備支出增長率可望來

到24%，達到67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比先前預測的657

億美元再高出10%，所有產品部門都將出現強勁成長。記

憶體廠設備支出領先全球半導體各部門，預估達300億美

元，先進邏輯製程和晶圓代工廠（logic and foundry）則以

總投資額290億美元位居第二。

3D NAND記憶體為這波支出增長注入強勁動能，今年投資

額將激增30%，2021年預計也有17%的高成長。DRAM晶

圓廠投資額將於2020年下滑11%後反彈，明年大幅增加

50%；而以先進製程為主的邏輯製程和晶圓代工支出也將

循類似軌跡發展，惟震盪較小，預估今年下跌11%後再於

2021年增長16%。

晶圓廠支出2021可望創近680億美元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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