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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廣達、宏碁、聯發科共同舉辦Chromebook產業鏈記

者會的那天，廣達的董事長林百里在致詞時特別說

道，該項產品的發布，他覺得特別的開心。因為這

是他的熱情與理想的成果，是能真的為世界帶來幫

助的產品。而且他還有點不平的說：「工程師也是

有熱情的！」

先撇開Chromebook不談，其實林百里一直很看重教

育的應用，特別是能夠縮短「數位落差」的產品，

凡只要能讓資訊教育普及化、平民化，林百里都非常有熱情去參與。

不曉得還有多少人記得OLPC這個產品？這個在2005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所發

起，並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宣布成立的計畫，其目的就是要推出超低價的教育用筆電，以縮短開發

中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的數位落差。

OLPC 的全文為「One Laptop Per Child」，顧名思義就是期望達到每個小朋友都能有一台筆電的

目標，而當時的售價希望能控制在100美元左右。這項計畫的支持與投入者其實相當多，包含

AMD和Google等，都是其中一員。而廣達更是負責製造與生產的要角。

儘管後來OLPC的進展不順利，計畫最終不了了之。但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林百里的熱情，並不

是一時興起和純做生意的態度。

而十多年過去，人們期望透過深化數位教育來弭平數位落差的理想並未消失，並且持續的演化和

發展，當初的OLPC理想也孕化成為Chromebook，或者說它的棒子由Chromebook所接起。這應該

也是林百里當天會如此有感的原因吧。

當然，技術演化至今，無論是網路基礎建設、工業設計，還是元件本身的規格，都已經與15年

前有著巨大的不同，因此Chromebook的性能也遠遠的超過了OLPC，它不僅足以擔當教育用途，

甚至也可作為一般的電腦來使用。唯一沒有達成的，就是價格的部分。

目前Chromebook的售價仍在200至300美金之間，仍是OLPC的2到3倍，但從功能與品質來看，我

覺得這是十分合理的價格。因為即便是教育應用，也要考慮到整個產業的永續性，若無法達到商

業的平衡，一味的要求業者去貢獻熱情，那要全面落實數位教育，恐怕也只會淪為空談。

所以，相對於非營利組織，我更欣賞產業鏈的形式，因為它能營利，就代表能營運，這也為教育

數位化的永續性帶來了保證。

教育數位化與商業化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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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管制華為
對台灣半導體業的衝擊分析

繼上期就美國於2020年5月至8月之間對於

華為進行嚴格的出口管控事件分析，本文後

續討論美國管制華為對於台灣半導體業者所

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對台灣晶圓代工產業來說，雖然過去華為所

佔的營收比重甚高，但近年來由於通訊應用

及高速運算需求的帶動，先進製程產能供不

應求，無論是PC或伺服器用的CPU，或其他

如高階基地台、人工智慧、行動電話等之應

用晶片，皆需使用台灣晶圓代工業的高階製

程。

因此，美國商務部對華為的禁令，對台灣晶

圓代工業者的營運影響甚為有限，無法出貨

給華為後所留下的產能，很快被其他業者如

Apple、Qualcomm、AMD、NVIDIA、甚至

聯發科等業者所遞補，甚至連半導體龍頭業

者Intel都傳出因先進製程的瓶頸，擬將部分

產品下單至晶圓代工業者生產。

此外，美國的禁令除了針對華為外，若進一

步轉向中國本土的晶圓代工業者如中芯等，

更將使中國本土晶圓代工業的訂單轉移至其

他包含台灣、韓國在內其他國家的晶圓代工

業者。

由此可見，台灣晶圓代工業因在技術上具有

領先優勢，抵銷了美國商務部禁令所帶來的

衝擊。美國政府更對台灣的晶圓代工業者釋

出善意，希望吸引業者在美國投入更多生產

與研發活動。

對台灣專業的IC封測產業而言，原本客戶即

較為分散，與華為的業務關連程度相對較

低，雖然華為事件可能部分營收的衝擊，但

因華為單一客戶所佔營收比重相對較低，估

計整體產業的影響仍屬輕微。

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美國對華為的禁令

趨於嚴格，甚至可能對其他中國業者進行管

制，導致相關業者的營運因此出現波動。

不過長期而言，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技術、

產品領先優勢下，在市場品牌排名重組與客

戶組合調整下，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仍為

主要供貨來源，除了部分市場被少數如三星

等垂直整合業者所瓜分以外，其餘因華為事

件而產生的損失，將由其他客戶補上。

台灣在整體營運所受的影響應屬有限，甚至

可望因此出現客戶與產品組合的改變，朝向

更穩健的經營型態發展。

長期而言，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技術、產品領先優勢下，在市場品牌排名

重組與客戶組合調整下，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業者仍為美國主要供貨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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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數位裝置的時空觀

如果你身處在數位裝置當中，那麼應

該要以什麼樣的時空觀念來應付處

理？簡單來講就是要打破現有時間與空間的

概念，然後以隨心所欲的方式來想像，才能

在其中創新發展，並且體會驗證它的諸多意

義。首先，根據愛因斯坦的定義一樣以光

速為宇宙常數，不論是物質、能量或訊息都

是以光速為上限在運行，當這些現象都以數

位方式呈現時，因為都是應用光電技術來運

作，理論上就會越來越接近光速下的時空震

盪或傳播。

光速以C來代表此一常數，在沒有介質的真

空狀態下為299792458m/s，也就是大約每秒

30萬公里，依照理論物理或實驗物理這都是

一個精確值。然而真空也只是一種假定，可

能還有未知的介質存在，所以在此並不理會

物理上各種複雜的計算公式或定理，在數位

世界裡可以把C常數當作1來看待，這在自

然單位制或幾何化單位制中都是一種合理的

應用。

同樣，在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中，當C
為1時，物質與能量是等式的存在，也就是

E=M。換一個角度來說明，可以說任何物質

都是一種光的形式，但在相對的速度下會有

不同的形態與能量表現，而其中也運載著不

同大小或多寡的訊息。所以當所有物質、能

量或訊息都以數位化呈現且C=1，就會打破

所有時空限制，也就是物質＝能量＝訊息。

舉個例子來說，在記憶卡此一數位裝置中，

靜止狀態下單純就是一個物質的存在，但不

同數位訊號製程的記憶卡，雖然質量相同，

記憶容量卻可能倍增至無限，同時運載的訊

息也會是無限。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完美的

狀態，現實上，生活在地球會受到各種技術

或介質的影響，數位裝置與數位裝置之間，

不論是上傳或下載，都會耗費一些時間，但

在總體意義上仍是打破了時空限制，因為數

位訊息永遠不會衰竭，而且可以重新組合。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定某人在非洲大草原

直播野花盛開的景象，當傳送到另一方的數

位裝置時，就是一種即時的現象。為了趨近

這樣的時空觀，數位裝置必須積極發展多種

技術、改善多種環境設備，例如串流技術、

壓縮技術、計算處理速度、各種演算法等

等，並且視需要還要改善種種感測裝置，以

及各種實體層的傳送介面。以目前的光纖實

體介面來說，比C常數的速度慢約35%，光

速繞行地球半圈約0.67毫秒，當完全沒有其

他因素的數位訊號傳輸，就會有約1毫秒的

時差，更何況其他面向的技術需求。

據此以觀，一支手機就隱藏著許多的人類智

慧結晶，它是即物質、即能量與即訊息的跨

時空裝置，因為數位手機不斷的解決上述技

術需求，所以擁有手機幾乎就擁有了全世

界。反過來看，又可以透過數位訊息來塑造

新能量與新物質，這種時空觀是建立在完 

美無瑕的數位訊息上（數據無限且永不衰

竭），因此在數位世界裡所形成的結構會是

訊息＝能量＝物質，訊息成為世界的中心或

關鍵。

數位化的時空觀是現代人必備的能力，除了

隨心所欲掌控數位裝置外，訊息本身就會漸

漸改變現實世界與社會結構。過去眼見為憑

的世界都會隨著即時參與而瞬息萬變，並且

具體呈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實相變幻莫測且

沒有距離，二是在沒有時間差下，不同裝置

有不同解讀，三是語言、文字或符號，會跨

越時空直接影響種種運作、形成種種事物。

但若要問在這樣的時空下，如何是自處之

道？當然，訊息不離「自性」，善用訊息，

謹言慎行，並且具體化成一個「誠」字，那

麼無限時空就任你遨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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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化的時空觀是現代人必備的能

力，除了隨心所欲掌控數位裝置外，

訊息本身就會漸漸改變現實世界與社

會結構，過去眼見為憑的世界都會隨

著即時參與而瞬息萬變。

source：wallpaperfl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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