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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harves�ng module
● Photovoltaic energy harvester
● Vibra�on energy harvester
● IOT device

DFN(PLP)2730-12

產品應用

應用線路 產品效率

產品包裝

3.0 mm x 2.7 mm x 0.6 mm

 Consumer type 
Input Voltage 2.3 V to 5.5 V (6.5 V) 

Output Voltage 2.3 V to 4.5 V 

Opera�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80°C (125°C)  

Output Voltage 

Accuracy 
± 3.0%  (Ta = 25°C) 

 
Quiescent Current Typ. 200 nA 

Starting power  1 µW (VIN = 4 V, VOUT = 3.0 V) 

Reverse Current 

Protec�on 
VIN ≥ 2.0 V 

Func�on  
Adjustable Maximum Power Point Control,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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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武俠世界裡的用劍高人的頂峰境界，是所謂的「手中無劍，心中無劍」，基本上就是一種「人劍

一體」的狀態。你不用拿劍，也不用想劍；人就是劍，劍就是人。

但要走到這個境界，是要經過前面兩種過程，一開始是「手中有劍，心中有劍」，接著「手中無

劍，心中有劍」，最後才是人劍合一的最高境界。

而在探討散熱問題的過程中，我也感覺到處理散熱像是在修練劍術。從最初的工程師「面對熱、

處理熱」，接著是現在的「避免熱，但還是處理熱」，是不是可以到最高級的「沒有熱，也不需

要處理熱」，就是未來研發人員要努力的方向了。

說起來，電子系統裡的熱的產生，一般認為是電路系統的副產品，事實上也是這樣。因為晶片和

電路裡的熱產生，就是電流通過電阻時，導線內自由電子與電阻導體中的原子發生碰撞，使得導

體內的原子振動變得更劇烈，導致導體的溫度上升，現象就稱為「電流的熱效應」。而發現它的

人，就是英國鼎鼎大名的物理學家焦耳（James Joule）。

雖然說這現象是扎扎實實的存在，但似乎也不至於搞得電子產品出現「火燒屁股」的情況，因而

還不得不在裡面加個風扇、放個銅塊，讓整個裝置越來越大、越來越沉。

很明顯是我們做錯了什麼，或者說我們還沒完全搞清楚。

但現在有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是散熱（用學術一點的說法叫「熱傳」）其實是每個人的事，它是

最後要組裝系統的人的責任，它也是負責開發晶片的人的責任，同時也是PCB規劃的人的責任。

只有這裡面的每一個人都負起自己在散熱上的責任，那麼電子系統的熱傳問題才能真正被解決。

至於電流熱效應的問題，其著手處就是導體，當我們進一步克服了導體的問題的時候，可能熱效

應也會被減到最低。那時的電子裝置可能再也沒有熱的問題，當然也就不需要去處理散熱了。

從手中有劍 到心中無劍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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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強化產品整合服務 
生態系影響持續擴大

延續上期Apple  Mac改採Arm架構對於PC產

業影響的層面來看，筆者接著深入探究Apple

產品線整合對於相關軟硬體與服務的生態體

系所造成的後續力。Apple旗下擁有大量行動

裝置產品，包含iPhone、iPad、Apple  Watch

等，皆使用Arm架構處理器，透過搭載Apple 

Silicon  SoC也宣告Mac個人電腦將加入Arm

陣營。Apple擁有廣大行動裝置用戶，這是其

他PC業者所沒有的優勢，在PC與智慧型手機

市場皆面臨飽和的情況下，Apple可藉此強化

產品之間的整合，刺激PC用戶購買Mac。若

Apple策略成功奏效，將排擠其他PC品牌商

的市占率，且Apple獨樹一格的生態系讓其他

業者難以複製，使其他業者所受威脅倍增。

Apple透過完整產品線的整合，其軟硬體與服

務之生態體系將持續擴大。在硬體方面，預

計Apple將持續提高硬體主控權，例如2017

年Apple進行GPU開發計畫以擺脫對英國業者

Imagination的依賴，並成功在其個人裝置產

品中採用自行設計的GPU。在採用自有的個

人電腦處理器之後，Apple對關鍵硬體零組

件的主控權將持續提高，並避免處理缺貨的

不確定性與Intel先進製程瓶頸衍生的供貨問

題。

在軟體方面，Apple自有作業系統一直是與競

爭者形成區隔的重要賣點，Apple行動裝置因

此成功吸引大批粉絲青睞，但Mac個人電腦

因部分辦公作業需求多半會加裝Windows作

業系統，故Microsoft仍有一定影響力。未來

Mac系列採用Apple  Silicon  SoC與macOS  Big 

Sur作搭配，使用者很可能無法使用啟動切換

輔助程式來安裝Windows，未來Microsoft的

用戶是否因此流失，則仍待進一步觀察。

長期而言，未來若Apple Arm架構產品推出後

受到市場認可，長期被x86架構壟斷的PC市

場將可能出現變化。此外，若微軟順勢發展

能完全適應Arm架構之作業系統版本，未來

Intel與AMD之x86架構市場可能受到威脅。

過去PC業者採用Arm架構發展個人電腦產品

並未獲得市場上良好迴響，而Apple在全球

筆電市場擁有將近一成的市占率，由x86改

採Arm架構將具有重大意義。若應用軟體業

者在開發支援macOS  Arm架構之應用軟體

時，同步加速開發可運行於採用Arm架構之

Windows裝置的應用軟體，將帶動支援Arm

架構的PC應用軟體成長，進一步帶動Arm架

構在PC處理器的成長空間。

Microsoft亦已在2020年重啟Arm架構產品，

於5月宣布2合1筆記型電腦Surface  Pro  X採

用Arm架構處理器，該處理器由Microsoft和

Qualcomm合作。

其他晶片業者亦展開Arm架構PC處理器的投

入，Qualcomm、聯發科等行動電話應用處理

器業者，亦已藉5G的題材，與PC品牌業者合

作投入PC處理器之開發。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徐文華共同執

筆） 

Apple透過完整產品線的整合，其軟硬體與服務之生態體系將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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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數位科技的境界

首先我們得先了解並定義此處所要說

的「境界」，簡單來講在某種時空

狀態中就是某種境界，所以人有人的境界，

鬼有鬼的境界，同一個事物所見所聞就會有

差異。再仔細分別，不同的人之間境界也有

些微差異，如果再用不同方法來進入某種

身心狀態，那麼彼此境界的差別就更大了。

在英文裡大概沒有與境界完全對應的字，

在這裡暫且用awareness(level)這個詞來互
相對應了解，awareness有察覺、意識等涵
義，level則是種種層次，遠近高低不相同。

所謂應用不同方法來進入另一種境界，簡單

來講也分兩種，一是以自己身心六根作為修

練的工具，二是以外在物品為輔助來產生，

例如光學望遠鏡、顯微鏡或生化藥物等等。

至於做夢產生的夢境則屬於自己身心的修行

或感應，如果是外在而來的靈界附身，思想

行為都已非本人，當然不屬於自己的境界。

本文要探討的是第二種，也就是應用科技產

品來產生新的境界，特別是數位科技的虛實

整合能力。

在數位科技的應用裡通常分為虛擬實境

（VR）、擴增實境（AR）與混合實境
（MR）三種。其中VR就像做夢一樣，大體
上跟現實有所出入，但仍是屬於個人身心經

歷的一環，活在虛擬實境裡可能跟現實脫

節，例如一般電玩遊戲或模擬軟體等，但也

可以做為身心鍛鍊之用。未來VR的發展應
用除了遊戲訓練之用外，也就是更接近對事

實的模擬之後，各種驗證工作都可交由VR
來處理，例如水患、地震的災害模擬越逼

真，對預防工作就越有幫助。

談到AR，廣義而言仍屬於VR可概括，畢竟
所謂擴增仍是一種虛擬運算的結果，既然

是數位科技，當然都是一種虛擬。不過，

當數位運算與通訊能力達到幾乎零時差的

時候，AR就可以獨立出一項非常廣泛的應
用，實時Real Time的觀念就是擴增實境
重點中的重點。AR可以用在看球賽、演唱
會、展覽等等，不僅可以即時得到更多資

訊，也能隨心所欲拉遠拉近、左顧右盼；醫

生手術時戴上AR眼鏡，更是有若神助，遠
程、體外都可以一覽無遺地來操刀。

至於MR則是VR與現實境界的混合應用，在
此仍以夢境來做比喻，夢境多是虛擬實境，

但在寤寐之間，也會受到現實事物的衝擊、

干擾或轉化，這時候就會呈現混合實境的狀

態。例如《望春風》這首歌描述一位少女，

孤夜裡一個人坐在燈下，在陣陣清風吹拂之

下睡著了，夢中看到一位標緻的少年郎，此

時處在虛擬實境裡，忽然外面的風聲吹進大

門，她在似醒非醒之間以為那人來訪，於是

把虛擬實境與現實串連了起來，趕緊去開門

看看。

用夢境來比喻雖然與數位科技的境界不完

全相當，但卻可以把科幻電影裡的「駭客

任務」、「全面啟動」或「阿凡達」所描

述的境界整合起來理解，並預知VR、AR與

MR可能的發展。當然數位科技不能與覺識

相比，因為世間不會有比心念更快的速度，

也不會有比心識更寬廣的神變。只是，應用

外部輔助工具，對於現代人而言比較容易掌

握，直接從身心意識下手，這是定慧等持或

止觀雙運的功夫，對於福報不夠的現代人根

本就是天方夜譚了。

《金剛經》裡提到：「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數位科技

裡的諸相也是如此，不管實境被虛擬或擴增

到甚麼程度，重點都在如何善用、活用，而

不是被這些事相所迷惑，也不是好壞高低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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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數位運算與通訊能力達到幾乎零時差
的時候，AR就可以獨立出一項非常廣泛
的應用，實時Real  Time的觀念就是擴增
實境重點中的重點。

 （source:Stambo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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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禮

主辦單位 白金贊助

一般贊助協辦單位

議題 講師

09:00∼09:10 
 
09:10∼10:00 工業4.0落地智能製造
  應用解決方案

10:00∼10:20

10:20∼11:10 後疫時代- 談企業數位轉型
  智慧製造新趨勢

11:10∼12:00 智慧工業與
  智慧製造技術面面觀

12:00∼13:00

13:00∼13:50 洞見智造4.0 驅動產業數位轉型

13:50∼14:40 協作世代：UR機器人與您
  共同跨越自動化鴻溝

14:40∼15:00

15:00∼15:50 自動化設備設計與可靠度預估
  如何同時符合工業功能安全標準
  與網路資訊安全標準

15:50∼16:40 啟動智造業數位轉型之路

16:40∼16:50

Opening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午餐時間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幸運抽獎

工研院南分院智能製造
服務系統組組長  陳幸雄

新代科技 暨 聯達智能 
營銷總監  姜繼宗

泓格科技
研發七處經理  胡再賢

研華科技 工業物聯網事業群
市場開發經理 陳彥鳴

Universal Robots 優傲科技
通路開發經理 盧彥亨

台灣檢驗科技SGS
技術經理 張國樑

橋頭科學園區產學策進會 
常務理事/MIRDC 執行長
林秋豐

聽完全場演講，
並填寫問卷回覆者
可獲得

MIT小雞運動毛巾 
1條

神秘早鳥禮
前30名報到者可獲得

無線QI行動電源 智慧運動藍牙耳機

二獎 三獎

(3名) (3名)

日本 ONE amadana 
STPA-0207空氣清淨機 (1名)

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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