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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如果依據目前幾家大型企業所發布的企業白皮書計畫，那麼從

2030年至2040年之間，全球多家的大型公司都將會陸陸續續

的發展為100%使用再生能源，以及碳中和營運企業體。所以

從現在開始的二十年之間，再生能源將會成為全球企業的重點

採用與投資標的。

然而我們都知道絕大多數的企業自己並不會蓋電廠，也不會投

資能源業務的子公司，因此能著手的，就是三大方向。首先，

就是與再生能源電廠深度結合，把絕大多數的電力供應都承包

給再生能源業者；第二個，就是廣設儲電與節電的裝置，讓部

分的企業營運所需要的電力可以由內部自行產生；第三，精準

有效的監管企業營運的電力供應，目標是降低企業本身的能源

消耗。

上面這三個方法的思維，其實已經截然不同於過往對於再生能源的想像，讓再生能源進入了全新

的發展階段，也就是更加去中心化、更加數位化、同時也更加智慧化。所以我們應該用「再生能

源3.0」來看待。

而要達成這三大目標，至少涉及三個核心應用的導入。分別是微電網的落實、能源數位化的普

及、以及智慧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置。而這三大核心應用要能夠實施，其實還牽涉了許多相關軟硬

體的佈設，也可以再進一步分拆出其他的子系統和關鍵零組件。像是智慧電表、低功耗無線廣域

網路、物聯網、邊緣運算、人工智慧等。

所以如果我們要完整的實現「再生能源3.0」的願景，其實是需要結合目前許多正在發展的技

術，同時也涉及各項水電與網路基礎的完善，絕對不是只有搭建更多的太陽能電廠，或者發展更

多的離岸風力電廠，這些都只是「2.0」時代的事。

當然再生能源也絕對不是只有太陽能和風電而已，還有許多其他可循環和再利用的能源電力技

術。像是在運輸領域，尤其是航運與陸運方面，使用氫能源的燃料電池也漸漸抬頭，並開始逐步

找到自己利基的商業區隔，這也為低碳排的未來世界找到更多前進的道路。

再生能源3.0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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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貫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邱煌仁博士

預定中

邀請中

愛德克斯
高級技術工程師
黃聖棻

Littelfuse
FAE / 應用工程師
劉志宏

邀請中

德國萊因
電子電氣產品服務 經理
吳政璋

IC TALKs 
資深媒體人 吉兒

居家用電防災神器
Brook Livin WIRECARE
宅電防護員
(10名)

超微Supermicro
伺服器級工作站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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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消毒液
矽膠手環X1

*圖片及產品顏色僅供參考，商品以實物為準

感恩廳A議程

1. 感恩廳A議程與貝塔廳B議程，演講內容時間不同。因疫情關係席次有限，先來先選席滿為止。晚到者可於廳外之交流區用個人裝置收看A廳內之直播，
  等待廳內空出席次時入座。

注意事項：
1. 感恩廳A議程與貝塔廳B議程，演講內容時間不同。因疫情關係席次有限，先來先選席滿為止。晚到者可於廳外之交流區用個人裝置收看A廳內之直播，
  等待廳內空出席次時入座。
2.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研討會課程主題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3.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未盡事宜，本公司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決定權，相關變更內容將不定期公告於網頁。
4. 本公司有絕對的權力審核學員入場與否，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如無收到上課通知，前來聽課學員，需繳交1000元入場。
5. 因應近期疫情變動，本單位除了遵照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發佈所有防疫措施，活動前若有任何地點與日期變動，皆請與會者上CTIMES官網查詢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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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COLUMN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資深產業顧問
兼副所長(代理所長)

從東京奧運看AI科技應用 
掌握新一波運動商機

甫落幕的東京奧運，除運動員的精采表

現外，AI應用也成為一大亮點，許多精彩

的畫面透過AI加值，如羽球賽以鷹眼系統

（Hawk-Eye）輔助判決等，已賦予運動賽事

全新的面貌。

2011年由Sony併購的鷹眼系統透過現場多

台高速攝影機，記錄球的飛行軌跡，建立

3D模型，運用AI技術模擬球的落點，以減

少誤判。鷹眼系統所呈現的畫面，並非原始

的影像重播，而是電腦模擬的結果，誤差

值約0.3公分。目前已廣泛使用於網球、排

球、足球等賽事作為輔助判決。

此次奧運也將AI技術應用至賽事計時。 

Omega自1932年起為奧運提供計時服務， 

1968年則以電子計時取代傳統人工計時，

今年東京奧運Omega進一步使用電腦視覺與

動作感測系統，提升賽事計時準確度。富士

通則在體操項目中導入AI自動評分系統，利

用3D雷射感測，即時蒐集參賽選手體操動

作時身體位置、角度等數據，在電腦上以

3D影像建模，根據所取得的3D數據判斷肢

體角度與使用的技術，運用AI評判動作困難

度與完成度，以輔助現場裁判評分。

Intel亦利用3D運動員追踪技術將選手運動影

像轉化為3D模型，解析衝刺速度、加速度

和生物力學等數據，在田徑賽事轉播時，即

時顯示跑道上選手名字和短跑秒數。綜觀大

廠們在體育賽事中應用的AI技術雖有不同，

但目標皆在提供即時、精準、數據化的賽事

紀錄以輔助判決，尤其在具爭議性判決時提

供客觀、可信賴資料。

AI技術不僅可提供賽事判決參考，也能基於

個別運動員進行獨立分析，協助選手獲得

更多數據判讀，除能在平時輔助教練更有效

強化選手訓練效果，也能在賽前掌握對手的

習慣與弱點。目前廠商主要使用穿戴裝置或

將感測器置於運動用品中，以量測運動員生

理數據，例如在球拍中置入晶片、通訊模組

等，紀錄選手練習狀態，以視覺化數據呈

現，讓專業教練可針對選手進行個人化調

整。然而，在實際比賽中並不適合使用穿戴

裝置或加裝感測器的運動用品，運用影像及

AI技術分析運動員肢體動作的可視化工具，

將成為更接近真實情境的訓練方式。

現階段AI技術仍只針對特定項目研發，因為

所有影像拍攝與AI分析都需要各運動項目專

業知識的支持，而非僅蒐集數據與視覺化呈

現，必需更進一步提供有意義的分析資料，

才能發揮真正效益。

台灣廠商在運動器材領域擁有優異生產製造

能力，有不少國際知名的運動品牌業者如捷

安特、勝利等，亦有如Garmin(穿戴裝置)、

喬山(運動器材)、仁寶(電子廠商)等多家業

者，皆積極投入運動科技相關領域。隨著運

動科技的興起與疫後健康意識提升，市場機

會可望陸續浮現，業者可伺機透過跨領域合

作，開拓創新的運動科技使用情境，在原有

產品或設備導入科技創新元素，掌握新一波

運動商機。

（本文為洪春暉、許桂芬共同執筆，許桂芬

為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研究總監）

隨著AI技術成熟與相關設備成本降低，預期未來將有更多的運動賽事導入AI

技術，讓比賽成果更準確與真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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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鼓勵小孩去念理工科，因為收入好，反而是文組有點

收到歧視，現在怎麼是科技人才荒?

答：從事產業雜誌多年，對於「

本土人才荒」此一問題也有相

當深刻的認識。基本上，非常

認同蔡董事長對於台灣數理教

育基礎的憂慮，這應該也是切中

時弊的話題，不過，應該把蔡董事長的憂慮再提

到更基礎的層面來看待，也就是要培養真正的科

學精神與邏輯信仰。

我舉《論語子罕篇》為例，孔子說：「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從是否、前後的各兩端都推敲一

下，運用邏輯基本的訓練跟信仰，就可以了解做

出真正的判斷，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認為不論

是學理工、法商或文組都要有的。而擁有好的邏

輯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是合格人才。

之前與前台大校長李嗣涔訪談時，他提及當時面

對半導體問題，而這個新的半導體是在學校時沒

讀過的，他的指導教授跟他說，進入一個新的行

業裡面，那個行業是你從未聽過和接觸過的，也

什麼東西都不懂的，但只要你願意認真努力，你

就可以成為世界的專家。一年以後，李嗣涔表示

他懂了，原來科技是這麼玩的，可見李嗣涔這種

就是真正合格人才，他只要叩其兩端一下子就懂

了。

所以為什麼會沒有科技人才，人文與科技本是一

家，未來不應該只注重數理基礎的人才，否則永

遠都會有科技人才荒。

基礎數理研究不足，台灣動搖國本的危機！

主持人：CTIMES副總編輯 籃貫銘

與談人：CTIMES社長 黃俊義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近期投書媒體，

指出台灣本土科技人才荒開始出現，

人才不足勢必影響國家的科技發展。

他呼籲政府，教育應重視奠定數理教

育基礎，並能有效鑑別數理優秀人

才；若無法鑑別適性學子繼續銜接高

等科技教育，將導致人才錯置，台灣

的研發人才也會產生無法銜接而損及

國際競爭力，恐動搖國本。

前言

觀看影片，請掃描：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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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來說，究竟該如何因應，特別在選材和育才方面?應該怎樣

識別優秀人才？

您怎麼看引進國外人才的事？有哪些方向其實政府可以多著手？

答：蔡董事長特別重視高中數理基

礎的教育，其實蘊含了上述的

意義。因為高中數理基礎只是

做為基本通識的訓練，以同樣

的標準來看，那麼也應該注重各類

學科，包括地理、歷史、音樂、美術、文學等等

普通知識的養成，否則出了社會反而是一種偏

頗，欠缺多元價值觀的思維，雖然台灣高中沒有

邏輯學，但這些學科的共同基礎，就是具有科學

精神的邏輯思考或學養。

要怎樣識別優秀人才？一般來講就是要品學兼

優。品學兼優其實都不在這些基礎學科的知識

上，上幾堂公民與道德就會有品德？會寫程式會

做作文就會有學養？不過是依樣畫葫蘆罷了。我

要再次強調選才，育才應該注重的是這些學科

基礎中的基礎，品德從哪裡著手，從宗教通識著

手，另一個學講的是學養，所謂「學養」就是要

從邏輯思考、因果教育著手。

《禮記‧中庸》提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險以徼幸。」其中「易」指的是最簡單的原則，

最簡單的原則即種什麼因會有什麼結果。只要老

實去做，不必汲汲營營，就是居易俟命，這些養

成非常多，包括讓他透過哪種方式了解什麼是真

正的本質，這樣就很容易達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最後是一般工作上的教育訓練或人才培養，其實

只要企業提供機會，願意投資長遠的目標就可以

了。至於每一個層面的接班人培育，以過去師徒

制的職業訓練，會是較理想的選擇，經過師徒制

的考驗，就容易產生品學兼優，且具有職業道德

與熱情的人才。

答：引進國外人才，我覺得這是應

該正面看待而且持續要做的一

件事情，但也要建立良好的制

度規範以及配套措施，尤其這

與社會風氣或政府政策息息相關，

不可不慎，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在現代社會的

環境下，以及因應少子化衝擊，我認為有下面幾

個重點可以參考。

首先應把「地緣經濟」擴大解釋，不把現有台灣

住民作為地緣經濟的主要條件，應以虛擬的空間

來看待各項產業領域，只要此一領域的專業人

才，不論他們居住地球何處，都可以引進聘用。

再者所謂「良禽擇木而棲」，產業前景、規模、

待遇、福利等是吸引人才的條件，對於國外人才

而言，還要台灣整體環境良好，才是吸引他們願

意移居工作更重要的因素。台灣已連續多年獲選

為全球最宜居國家之一(對旅外人士之調查更常

獲第一名首選)，政府應有信心對此制定更為友

善開放的工作居留政策。

接著，政府可以先從虛擬貨幣的政策制定來著

手，認證或自己發行可全球流通的虛擬貨幣。這

一點一定要有遠見，金融是一切穩定的基礎，有

了虛擬貨幣並不是就不需要傳統貨幣了，反而是

建構一個更有信用、穩定與開放的貨幣政策，那

麼人才的投入就更有信心了。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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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大腦神經探針可以記錄多達5000個大腦區域，還能把細胞組織損傷降到最低。

一根探針上千個感測器 
準確紀錄大腦神經活動

愛美科與Neuropixels聯盟開發的大腦神經探針比人類髮絲還要細。

「大
腦怎麼運作？」這個問題就和大腦本身一

樣，由來已久。大腦是由數十億個神經元

以及神經元之間上千萬億個連結所組合。學習、記

憶、行為、感知與意識的生物基礎就在這個龐大又複

雜的神經網路裡。神經元是專門接收和傳遞訊息的腦

細胞，利用動作電位和低強度電脈衝運作。本文將會

透露一些有關大腦運作機制、帕金森氏症和癲癇等大

腦疾病發作的線索。

神經探針（neuroprobe），例如愛美科的Neuropixels神

經探針，是一種小型的腦部植入式裝置，它包含了一

定數量的電極或訊號紀錄位置（像素），可以記錄神

經元發出的電訊號。愛美科的Neuropixels神經探針現

已在全球400多間實驗室使用。新一代的Neuropixels 

2.0神經探針在四根極小的針柄表面（70x24μm2）佈

建了超過5000個訊號紀錄電極，神經科學家可以從大

腦的不同區域長期穩定地記錄上千個神經元，而且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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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損及大腦組織。

這些神經探針可以橫跨不同的大腦區域和神經迴路，

並提供單細胞等級的高解析度。有了這些工具，訊問

大腦神經網路成為可能，這也有助於更加了解大腦本

身與大腦疾病。

細觀與概覽

神經電生理學家透過研究腦部神經活動來找出神經疾

病的成因。因此，他們必須概覽不同大腦區域的神經

活動，同時還要留意單一神經元的電訊號。

神經元組織在腦部神經迴路內，而這些迴路位於大腦

的不同區域，透過合作達成任務。如果要瞭解大腦如

何達成任務，神經科學家首先會觀察負責處理訊號的

神經迴路，接著看訊號如何傳遞，並查明單一神經元

在過程中各自發揮什麼作用。

不過這類研究的進展一直很緩慢，因為現有的工具有

限。例如膜片箝制技術能夠連結單一神經元，可以非

常可靠地測量單個神經活動，但無法概覽周圍的神經

活動。另一方面，像是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等醫

療影像解決方案，大都著重在大範圍腦部區域的神經

活動，而忽略了單一神經元的細節；體內顯微鏡則關

注單一神經元，但無法探究深層的細胞組織。

Neuropixels聯盟的目標就是消弭這種隔閡，他們提供

一套解決方案，不僅能夠聚焦細節，還可以縱向和橫

向跨越大範圍區域。這些神經訊號紀錄位置的分佈呈

現高密度，就好比相機的像素，可以生成大腦的「影

像」。

元件尺寸很重要

目前已開放給全球研究單位使用的第一代Neuropix-

els神經探針嵌有960個電極，全都在一根尺寸為

24x70μm的細針上，它被稱作「針柄（shank）」。第

二代探針，也就是Neuropixels 2.0，在一根針柄上設

置了1280個電極，而且總共有四根針柄！

這兩代裝置的規格都比其他現有的神經探針還要高出

十倍，使用者能夠一次記錄成千上百個神經元的活動

路徑。此外，具備四柄的Neuropixels 2.0能夠記錄超

過5000個訊號位置。這也代表著，它可以從一片垂直

於大腦表面、尺寸為1x10mm的平面上密集取樣神經

活動，進而連接上千個神經元，甚至還能藉由同時使

用兩個Neuropixels 2.0探針來記錄更多的神經元。實

驗結果表明，使用多個探針可行，而且僅會造成輕微

傷害。這項發現極為重要，因為大腦組織損傷會對訊

號紀錄效能產生不利影響。

植入探針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會帶給神經元直接傷害。

因為探針是外來物，所以它還會引發身體的發炎反

應。身體的反應機制會讓探針附近生成瘢痕組織，進

圖一：Neuropixels 2.0的四柄結構以及其他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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