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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筆電換上SSD而脫胎換骨之後，我就深信將來的儲存市場，勢必是固態硬碟的天下。

不過換上的SSD容量，其實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二，但我卻也沒有容量不足的困擾，因為沒

多久我也升級了NAS的容量，從原先的2TB，增加到6TB。用的是HDD，當然。

從容量的觀點來看，HDD的價格實在是很經濟，但若從整體支出來考量，一個6TB的HDD

其實要價也不斐，企業級的產品也超過台幣七千元，但還是遠遠低於SSD。

而有了更高容量的NAS之後，所儲存的檔案內容也跟著大膽了起來。為了配合4K電視，

開始留存UHD解析度的影片檔，這類型的檔案往往都是50GB起跳。所以沒幾個月，6TB

的容量已經去了三分之一。

這很驚人，過去要3年的資料量，現在只要幾個月就可以追上，而這只是我一個人所產生

的資料量，現在全球有將近77億人，整體所產生的數據與資料量更是嚇人。

不過更驚人的是，數據不是只有人類會產生，進入物聯網時代，所有裝置、車輛、建築

與公共設施，都會產生數據，而且是無時無刻的在產生，那個資料量更是難以估計。也

因此，企業和資料中心對於高容量的HDD和SSD有著狂熱的需要。

講到這裡，我開始認為，也許光靠SSD是不能完全滿足未來的儲存需要，一定要搭配

HDD，才能在性能與成本間取得最佳的平衡。畢竟多數的資料就是資料，只有偶爾才會

有讀取的需要，不怎麼需要速度，但有些數據講求即時，要在第一時間分出高下，像影

像分析和醫療診斷這類的應用，就更適合SSD。

所以心念一轉，HDD與SSD就從過去的競爭對手，變成了攜手合作的朋友。事實上，這種

二刀流的產品組合，也已是主流HDD製造商的市場策略了。

IBM發明了HDD，但最後放棄了這項產品，他們甚至覺得HDD會在2018年左右退出市

場。但看來他們錯了，HDD可能還要再走一陣子。

也許是換帖的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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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助理影響力持續擴大 
家電廠商隨需多元佈局

著眼於語音助理未來的影響力，Google、 

Apple、Samsung、小米等廠商皆積極將自有

的語音控制系統與第三方開發商合作，以

擴大自有生態系。相較於Amazon提出「銷

售超過一億台內建Alexa的裝置」，Google

在2019年CES展上表示Google Assistant已經

在超過十億台裝置上被使用，活躍用戶成長

四倍。雖然這數字大多源自於Android裝置

（多數為智慧型手機），但目前支援Google 

Assistant的智慧家庭相關產品已超過一萬

款，包含門鎖、空氣清淨機、燈泡等。

除了持續和第三方製造商合作拓展智慧生態

系統外，Amazon與Google持續開發語音助理

相關功能，Amazon在2019年1月累計在美國

推出之語音助理應用程式－Amazon skills，

其數量在一年內成長2.2倍，而Goog l e 

Assistant相關應用程式亦成長2.4倍。就APP

應用類型而言，雖以教育與遊戲為大宗，但

家庭相關應用亦名列前茅。預期在支援語音

助理裝置量逐步增加之際，將吸引更多軟體

廠商投入開發相關應用程式。

語音助理的影響力持續擴大，未來將進一步

影響消費者的家電採購行為。一般消費者

在採購家電產品時，品牌為重要考量。然

而，消費者在購買智慧家庭裝置時，他們將

會考量該裝置能否與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和Apple Siri等語音控制系統相容。

因應此變化，家電廠商多數採取多元佈局的

方式，如LG在2017年率先與Amazon合作，

推出支援Alexa的智慧冰箱，而後LG陸續

與Google Assistant整合，甚至將支援Apple

智慧家庭平台HomeKit（支援Siri）；而GE

的智慧冷氣亦可與Apple HomeKit、Amazon 

Alexa及Google Assistant相容。

預期語音助理將內建於更多家用產品中，包

含音箱、電燈、冷氣、電視等，讓消費者可

以聲控，免去尋找遙控器的不便；甚至於延

伸至車上，讓車與家之間無縫連接。

對消費者而言，利用聲控可以提供便利性，

但使用語音助理的最大隱憂仍在於個人隱

私。語音助理二十四小時隨侍在側，同時也

意謂其全天候接收訊息。家庭屬於私密領

域，大量資訊上傳雲端，以提供機器學習，

回饋家庭用戶提供更貼切的服務。然而，一

旦資料遭不當使用，將嚴重損及消費者信

任。

針對語音助理提供者而言，目前持續強化語

音辨識率，可聽得懂不同腔調的發音。語系

上，目前語音助理仍以英文為主，廠商積極

開發其他語系，如日文、中文、西班牙文、

韓文等。除了聽得懂不同語系之外，語意理

解則為軟體開發更艱難的挑戰。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許桂芬共同執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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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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長的專利錦囊(3)
上期提及專利的申請策略涉及經濟的成本、

合適的速度、最大可能的保護範圍、以及提

高獲證的機會四個因素。這期分享的是有關

專利申請成本的控制。

專利的佈局是一個用金錢堆砌出來的活動。

以申請階段而言，合計政府的規費與委託事

務所的服務費，申請我國的發明專利約需3

～4萬元（新台幣，下同）、申請美國的發

明專利約需8～10萬元、申請日本發明專利

約需20萬元、申請歐洲發明專利約需30萬

元。若再加計答辯、領證、維護的費用，則

金額會更高。而在國際競爭藍海裡博弈的我

國企業，更常需要各國專利的保護。因此，

一個好的概念的多國專利的獲得，耗費數十

萬元乃至上百萬元並不是罕見的事！就算對

大型企業而言，這也是一筆不能也不該輕忽

的支出。

許多技術長雖然都知道這樣規模的專利申請

費用有其必要也願意投資這筆支出，但困擾

的是，錢花下去了不保證一定會取得專利。

因此於上期先介紹了如何利用美國特殊的臨

時案制度來提高獲證的可能性。本期則進一

步介紹如何利用許多國家都有的一個制度：

延後實體審查。

專利的實體審查（substantive examination）

不是要求申請人提供「實體」的樣品的意

思，而是指各國專利專責機關針對申請專利

的創作審查其是否具備新穎性、進步性等「

實體」要件。申請各國的發明專利（還有設

計專利、美國的植物專利等）都需要通過實

體審查，才會被授與專利權（本文不涵蓋不

需實體審查的新型專利）。

延後實體審查則是在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時，

不要求智慧財產局進行實體審查。

延後實體審查制度的用意原在給申請人緩衝

的時間。許多申請人因為需要時間進行募

資、測試市場反映、繼續產品的開發、量產

的實驗等。如果募資不順利、市場反映不

佳、產品開發量產遭遇重大困難時，申請人

可以選擇放棄申請案，進而節省申請費用。

費用的節省是來自於各國政府的發明專利申

請規費多包含申請與實體審查二大部分。延

後實體審查因此就可以暫時不需支出實體審

查規費，但是申請人不能無限期的推遲實體

審查。各國均要求申請人必須在一定年限內

提出實體審查的申請，否則發明申請案就會

被視為撤回。

延後實體審查還是有一些代價與限制。最重

要的是，申請人選擇放棄申請案來節省申請

費用時，發明申請案還是會在申請的18個月

後被早期公開！此外，少數國家並沒有延後

審查的選擇。例如美國就是一定會對發明專

利申請案進行實體審查。

延後實體審查的節約效果會在申請多國發明

專利時才會真的被突顯出來（記得除了申請

費用外，還有後續的答辯費用等）。而且，

更重要的是，結合延後實體審查可以大幅提

昇花了錢一定會取得發明專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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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中心的專利策略─專利的申請策略之二：延後實體審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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