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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IT融合防護阻絕威脅之
Fortinet 安全織網解決方案

建置工業物聯網雲端管理

打造智能化工業監控系統

不可忽視的工控資安-
卡巴斯基工控安全防禦

自動化光學檢測技術的重要性

3D平台建構數位化製造流程

智慧工廠安全物聯

08:30∼09:05

09:05∼09:10

09:10∼10:00

10:00∼10:20

10:20∼11:10

11:10∼12:00

12:00∼13:00

13:00∼13:50

13:50∼14:40

14:40∼15:00

15:00∼15:50

15:50∼16:40

16:40∼16:50

報到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午餐時間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幸運抽獎

Fortinet
台灣區OT資安技術顧問
徐嘉鴻 

(預定中)

卡巴斯基
台灣技術總監
謝長軒

台灣物聯網協會TIOTA
理事長
梁賓先

注意事項：

1.  因應疫情，本活動將配合政府防疫相關規定。任何突發狀況，主辦單位得保留議程變更之權利。最新活動資訊請至CTIMES官網查詢。

2. 本公司有權審核學員入場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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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入場費。

09:00~16:50
2022  6/23 (四)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柏拉圖廳 

打造智慧工業物聯技術趨勢
萬物智聯新時代����

·智慧工廠的IT與OT需求
·物聯網雲端管理系統的建置

·狀態監控的重要性
·智慧監控系統的整合

·AOI光學自動檢測技術
·打造高效率工業量測方案

·虛擬與現實整合
·數位化製造流程的建構

N-R1 空氣淨化項鍊 (20名)

卡巴斯基
防毒軟體(1P1Y)

9:00前報到者可獲得

(數量有限 送完以其他禮品替代)

問卷禮

早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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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企業數位轉型的發展，不但考驗著各家技術實力本領，運算能力高低更是企業

提升創新力和競爭力的成敗關鍵。這三種能力看似三足鼎立，其實相互影響，智能

行動設備的迅速普及，伺服器的虛擬化技術廣泛應用，以及雲端運算的蓬勃崛起，

聯網匯集的可觀資料量，為企業帶來了莫大的挑戰與商機。

企業在維持硬體優勢的同時，也必須強化軟體和系統整合能力，運算能力如同企業

的基本體質，本期〈封面故事〉除了探討新型態的軟體定義網路，對於下一代聯網

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介紹正加速雲端邊緣運算發展的異質架構與AI，以及雲

端服務所衍生的資訊安全風險。無遠弗屆，本期海外特派員特別加碼報導，在邊緣

AI運算中異軍突起的eFPGA，如何顛覆傳統的設計極限創新，以及必須重視AI安全

隱憂及AI道德的理由。

現代工業環境趨於複雜，由於需要在設備之間進行大量的協調，推動了設備間協調

和時序對齊的需求，這些需求反過來，又促使邊緣運算環境，對有線或無線通訊的

需求日漸急迫。工業4.0的概念在於提倡使用智慧技術和大規模的機器間（M2M）

通信，來實現更為靈活工業運行環境。本期〈專題報導〉協助開發人員在預算和

時間限制內，如何選擇正確的流程搭配正確的工具，為現代應用（包括邊緣運算設

備）開發軟體，達到更高的生產力目標。

大規模MIMO是5G新興無線技術，適用於6GHz以下和毫米波頻段。這種多輸入多輸

出技術，可以為無線終端設備提供高品質通訊服務。本期〈量測專欄〉說明大規

模MIMO是實現5G傳輸性能不可或缺的關鍵技術。除了改善無線網路的覆蓋率，也

可以透過多用戶MIMO來同時服務更多用戶，並同時強化了使用體驗。至於大規模

MIMO系統加速應用於基地台設計當中的原因，本文帶您一探究竟。

另外，隨著近年來企業接班的爭議層出不窮，顯示出台灣企業在面對接班與永續經

營的問題準備不足。然而根據調查，台股1700多家企業中，家族企業的數量占上市

櫃逾74％。顯示企業接班轉型是否成功，會直接影響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本期

〈新聞十日談〉邀請CTIMES社長就企業各個層面遴選接班人取決於什麼條件，做

一個詳細的說明。

定義企業未來的關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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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600元

■2022趨勢
■次世代加工
■工具機
■數控系統
■流體機械
■切削加工
■傳動元件
■預測維護
■技術特輯
■採購指南
■廠商名錄

內容簡介：

智慧製造利用先進製造技術，

透過AI、物聯網、大數據、雲端、

邊緣運算等技術所提供的解決方案，

將生產過程代入智慧化製造模式，

根據客戶需求客製化產品，一躍成為工業4.0的要角。

2022年的《智動化年鑑》以智慧製造為年度主題，

並收錄了去年度的精選文章，

同時也針對最新的智慧製造與智慧機械趨勢專文。

另外，也整理出最新的供應商名錄與產品的索引。

精彩內容：

原價600元

紙本版優惠價

NT$480元(含郵資)

多媒體出版中心(QR code)→線上註冊→立即訂閱

閱讀方式：PDF檔

電子版優惠價

NT$300元

訂購專線：(02)2585-5526*225 FAX：(02)2585-5519
台北市104中山北路三段29號11樓之3
http://www.ctimes.com.tw
E-mail:imc@ctimes.com.tw

(優惠價格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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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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還早發明，
只是沒有申請專利而已

我國企業篳路藍縷於國際競爭、漸露頭角之際，

常威脅到先入市場的國外企業，進而遭到這些先

入者以專利訴訟阻礙。當面臨到這樣的干擾時，

我國企業應有因應的策略與模式。本專欄即在介

紹一常被忽略的對抗機制，也就是本文所稱「善

意先實施」或一般所稱的「先用權」。

首先，「先用權」的由來是這樣。各國專利制度

對於取得專利保護的創作，提供了專利權人獨佔

的、實施（使用、製造、販賣、販賣的要約、進

口等）該創作的權利。由於獨佔的關係，多個相

同的創作，只有一個能取得專利，這就是專利制

度最重要的、所謂的「一創作一專利」原則。為

了維繫這個原則，世界各國多採「先申請」原

則，亦即多個相同的創作先後申請專利，主管機

關是將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者。

「先申請」原則的優點是簡單、明確，也有鼓勵

儘早申請專利的效果。但可以想見的是，最先申

請、乃至取得專利權的人或企業，未必是最先創

作、發明者。因此，很可能發生的一種情境就是

較先創作/發明者反遭較後創作/發明、但取得專

利者提告侵權。這對不知道、或是選擇不申請專

利的較先創作/發明者不啻是一種「懲罰」。

為了衡平雙方的權益，對在一專利申請前，就已

經開始實施（使用、製造、販賣、進口等）者，

各國多有提供這些非常可能是在該專利申請前就

先完成創作/發明者，或者至少已經知道創作/發

明內容者一定程度的保護。我國規定該專利權的

「效力不及」於在其申請前已經實施（或尚未實

施，但已經完成實施的準備，例如已經已完成發

明之設計圖或已經製造或購買所需的設備或模具

等）；也就是專利權人必須容忍這種早於其申請

的使用、製造、販買等行為。但為了避免被濫

用，我國也規定這種「先實施」必須是「善意」

的，也就是先實施人不是從該專利申請人得知創

作/發明的內容（如果是，那就顯然不是較先創

作/發明者）、也明知該專利申請人有意申請專

利、而且也沒有在得知後一年內搶先實施。

換言之，如果國內企業被指侵害他人專利權的產

品，在其申請前其實已經開始製造、販賣，就算

產品真的有落入對方的專利權範圍，除了以其他

機制對抗外，還可以主張自己屬「善意先實施」

，對方專利權「效力不及」於己方的產品。進一

步言之，在接獲對方的警告函時，應進行的一項

調查就是查證己方被指侵權的產品，其製造、販

賣等日期是否早於該專利的申請日。

可預料主張「善意先實施」的最大困難應在

於提出可以佐證己方先實施的有效證據。以

最近發生之智財法院109年度民專訴字25號判

決(109.11.06)、109年度民專上字第49號判決

(110.07.29)為例，該案被告為一日商之台灣分公

司，其提出了相關產品在日本商品展示會的產品

海報、展示及操作產品之展示會場照片、已在日

本展示並發行的型錄、登載產品及價格的網站資

料、提供給經銷商的產品照片、規格、建議售

價、預訂單，被告也提出自日本進口產品的發票

及裝箱單，以主張自己有在爭專利申請前就已經

從事「販賣的要約」與「進口」的事實。結果，

雖然智財法院認定被告產品確有侵權，但前述「

善意先實施」的主張為智財法院所採納而駁回了

原告的請求。

是以，「善意先實施」確實為一有效的對抗機

制。專利侵權的被告除了採取其他對抗機制外，

也應積極提出多樣證據，證明自己被指侵權的產

品早於專利申請的使用、製造、販買等時點，以

期法院作出有利己方的判決。

(本文共同執筆：管中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專利

研究所副教授)

談「善意先實施」的對抗



意法半導體AMOLED電源管 
理晶片 提升行動視覺體驗

意法半導體（ST）為AMOLED顯示

器 新 開 發 的 高 整 合 電 源 管 理 晶 片

（ P M I C ） 兼 具 低 靜 態 電 流 和 高 彈

性，可延長攜帶式裝置的電池續航時

間。STMP30電源管理晶片的輸入電壓

範圍是2.9V至4.8V，內建三個DC-DC轉

換器，為智慧型手機和其他攜帶式裝

置之AMOLED顯示螢幕提供所需的全

部電源軌道。550mA VOUT1升壓轉換

器的輸出電壓是可調的，不同於其他

將VOUT1電壓固定在4.6V的產品。其

電壓值可以設定在4.6V到5.0V之間，

調整單位是100mV。據光照條件優化

螢幕亮度，在任何條件下都能達到低

功耗和出色的視覺體驗。

Microchip支援認證的 
Qi 1.3無線充電

Microchip宣佈面向Qi 1.3功率發射器

推出結合Microchip安全金鑰配置服務

的全新工業級TrustFLEX ECC608和汽

車級Trust Anchor TA100晶片方案。

全新解決方案是一體化安全儲存子系

統，包括面向消費者和汽車系統的金

鑰配置。Microchip是WPC所認證，製

造證書的授權機構（CA），不僅提供

預配置安全儲存子系統解決方案，以

降低複雜性和縮短開發時間，而且代

表Microchip客戶對接WPC根證書簽發

機構，處理整個金鑰儀式，以降低進

入的技術門檻。Microchip為汽車和消

費者應用提供完整的認證參考設計，

包括應用微控制器（MCU）、Qi 1.3軟

體堆疊、支援密碼庫的安全儲存子系

統以及配置服務。 

http://www.microchip.com/

艾邁斯歐司朗新型高亮度綠
光雷射器採用TO56封裝

綠光雷射是傳統工業設備中使用的紅

光雷射感知亮度4倍，為工業雷射應用

新選擇。艾邁斯歐司朗（AMS）推出

新款PLT5 522EA_Q綠光雷射器，適用

於水平測量、掃描、生物科學和點陣

投影等應用場景，與傳統紅光雷射器

相比，實現亮度更高、使用更便捷、

更可靠和更具成本競爭力等優勢。該

綠光雷射器經過嚴格的壽命和可靠性

測試，最高工作溫度達70°C，壽命等

級符合工業設備製造商的標準要求。

新型雷射器採用TO56金屬封裝，與紅

光雷射器常用的驅動拓撲相容，使用

便捷，只需對現有產品設計進行最小

程度的修改。

https://ams-osram.com

ADI無線電池管理系統通過
頂級汽車網路安全認證

A D I 宣 佈 其 無 線 電 池 管 理 系 統

（wBMS）已通過最高標準的汽車網路

安全工程及管理認證。ISO/SAE 21434

是針對汽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網路安全

風險管理新標準，涵蓋汽車電氣電子

系統從概念到產品開發及生產、營

運、維護和報廢等全生命週期過程。

此次認證之評估機構TUV北德證實

ADI的wBMS是首款在此機構通過ISO/

SAE 21434認證的汽車系統。評估結

果顯示，ADI在產品開發過程中採取

了適當的保障措施以滿足CAL 4的要

求。wBMS提供的模組化、彈性和可擴

展性均簡化無連接器電池的設計及裝

配過程，依靠無線通訊來確保系統的

透明性、安全性以及部署便利性相當

關鍵。

www.analog.com

u-blox推出藍牙室內定位
ANT-B10天線板

u-blox推出用於藍牙定向和室內定位

應用的u-blox ANT-B10天線板。專

為整合至商業終端產品而設計，此天

線板可實現低功耗、高精準度的室內

定位，並能加速藍牙定向和室內定位

解決方案的評估、測試和商業化。藍

牙室內定位，利用由行動標籤在多個

固定錨點位置發出的藍牙定向信號到

達角（AoA），以即時計算出標籤位

置，精準度達公尺以下等級。此技術

具有低成本、高精準度和相對易於安

裝及維護的特性。ANT-B10是一款獨

立的低功耗藍牙天線板，用於定向和

室內定位。此天線板具有內含8個獨立

天線的天線陣列，與u-blox NINA-B411 

Bluetooth 5.1模組構建而成。ANT-B10

已可提供樣品。

www.u-blox.com

類別：元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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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納」的競爭優勢及挑戰

2020年1月9日，我應邀至花蓮慈濟醫院曾以莫德納為案例，說明

美國生技產業正如何應用大數據來創新研發。因

為我當時對於mRNA技術前景充滿好奇，及對資

料科學可對生技產業研發效能的加速提升深具信

心。

2019年12月中國爆發疫情，之後莫德納CEO班

塞爾向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報告，莫德納有信心可

以開發出新冠疫苗。2021年1月莫德納獲得美國

FDA EUA緊急授權使用。之後病毒不斷變種，莫

德納快速研發並持續向全球提供有效疫苗，拯救

了許多寶貴生命。

mRNA技術正改變醫學，可以教會身體如何製造

一種特定的蛋白質，從而幫助免疫系統預防或治

療某些疾病。因為細胞可製造蛋白質，因此細胞

就如同生產mRNA藥物的工廠。

莫德納的競爭優勢除mRNA技術並包括其數字平

台。數字平台分成六個層級，從最底層的雲端、

往上分別是整合、IoT、自動化和機器人、智慧

分析、及人工智能。

值得一提的是，莫德納的藥物研究引擎，是自行

開發的軟體套件，可以協助科學家選定需要研

究的蛋白質，或者新的mRNA Construct，選定之

後，就可以送交雲端系統處理，因此可以快速地

從實驗發展的想法到候選藥物開發。完成之後可

以送交到其具高自動化及高通量的生產線，其中

運用了大量的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因此可以將整

個研發至試產流程縮短到幾週之內，大幅提升研

發品質、速度和競爭力。 

莫德納將確定認為可以使一組具有共同特徵的

新潛在mRNA藥物或可能的新技術，將之成為模

態。雖然一種模態中的程序可能針對多種疾病，

但他們具有相似的mRNA特徵、遞送技術和製造

工藝。目前莫德納已經創建了七種模態，譬如預

防性疫苗、癌症疫苗、瘤內免疫腫瘤學。並努力

增加模態以持續加速研發及生產效能。

莫德納已從實驗室規模轉變為全球化的商業公

司。譬如資本提升、專業人才增加、及組織更完

善的分工能力、事業範圍拓展到全球商業化公司

運營能力。在財務表現從過去10年累計虧損23

億美元，到2021年淨利潤122億，同時也被資本

市場納入S&P 500，從此依賴股東資本的需求會

更少。

還有2021年交付了8億多劑的疫苗，給莫德納公

司在全球政府和醫療機構以及一般民眾之間，建

立了品牌及規模效應，過去的醫藥公司將要花上

大量資金和長期的時間，才可以將產品有效地拓

展到醫療體系供病患使用。這些都是莫德納有效

的無形資產及經濟商譽。

但並不代表沒有風險，莫德納的風險，譬如法規

監管、新藥物開發臨床實驗、DNA或RNA相關治

療方式是否產生重大副作用、及競爭。

展望未來，我預期隨著資料科學在莫德納公司的

數字平台、藥物研究引擎、模態持續應用及推

展，將可持續加速其研究發展及大量客製化製造

的能力。如果目前幾種進入臨床階段的藥物都能

夠順利完成，將可造福更多病患並可提供合理股

東權益增長。而就投資觀點而言，需要用長期資

本配置的考量，避免短期報酬的心態。要用經

營公司的角度來看待此一機會將會更為適切。

註：截稿20204月15日，莫德納市值約667億美

元

善用資料科學成為世界級生技公司

Clintwang.Stanford@gmail.com

聯聚顧問(股) 創辦人

台灣大學區塊鏈暨
金融科技中心營運長





答：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稱為「家」，例如音

樂家、作家、農家、企業家等。「家」是由

人所組成的群體，主要透過血脈與精神兩

大支柱來維繫，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一家

之言」的精神，或者稱作核心價值，所以血

緣是次要的因素，主要是透過血緣的方便來鞏

固一脈相承的精神，亦即只要能傳承精神，都是

延續家族企業的接班人。

現代資本社會已經把職人與企業分開，企業本身

已是資本操作的產物，大部分不是家族企業，一

下子分割或併購，未來可能只有專業經理人，沒

有企業接班人。所以現代企業能存在上百年的已

經不多，即使超過百年的企業如IBM、奇異等，

其實本質上已不是原本的企業，甚至早已脫胎換

骨。還保留名稱，在資本操作中只是一個存續公

司，而非合併後的消滅公司。

至於企業該不該規劃有接班人制度？以孟子說的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來定義，應該是anyone、anytime、anywhere都

要做的一件事，具體落實在企業文化與標準文件

的完整建構。

企業接班大哉問！
你有認真想過公司該交給誰嗎？

主持人：CTIMES副總編輯 籃貫銘

與談人：CTIMES社長 黃俊義

背景

觀看影片，請掃描：

影音製作：黃慧心  文字整理：陳復霞

台灣產業以家族企業為基底，能否順利接班和完成轉型，對台灣的

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影響舉足輕重。企業是否應該規劃接班人制度？

或是採行其他辦法？

這幾年企業接班的爭議層出不窮，

不管是父子相爭鬧上法庭，還是老

驥伏櫪苦苦奮鬥的故事，皆顯示出

台灣企業在面對接班與永續經營的

問題多是準備不足的狀況。然而根

據調查，台股1700多家企業中，家

族企業的數量占上市櫃逾74％，市

值前十大企業中，創始股東家族持

股超過5％的企業，就有六家。顯

示企業接班轉型是否成功，直接會

影響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

Q1



答：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是兩大飲料食品集

團，卻是由同一個控股集團所掌控，當經

營者並非是擁有者的狀況下，選擇接班

人，到底應該聽從哪一方？這是一個矛

盾、混亂的世代，最好的策略還是職業傳

職業，不以企業為主體來做考量。在領導

實務與制度設計上，每個人都應該培養自己的接

班人，這樣才能職業傳職業、專業傳專業。如果

自己培養的接班人，沒有因緣承接本身企業的職

務，而是傳承專業到其他企業任職，如此的接班

策略仍算是成功且達成目標。

簡單而言，企業經營者應該以更廣闊的心胸來看

待接班問題，接班第一個條件是成功不必在我，

企業只要有市場就有存在的意義，自然會有接班

人，甚至有接班的其他企業；第二個條件是所有

事物不必有我，人人都做可繼的事業，能照標準

程序運作即可。

當一個經濟體─家形成時，就有一定的壽命，但

要做好齊家的準備，「齊」同義「齋」字，就是

正正當當地營生的意思，不僅要將本求利，也要

量入為出。能務本，就是一個可大可久的家族企

業。

答：家族企業的定義並不只是有血緣關係的

親人傳承，只要能夠承繼家風、發揚家業

的接班人都是一種家族企業。對於企業經

營者而言，如果沒有永續經營的心態，當

然產生不了家族企業，所經營的事業只是

為了營利，沒有經世濟民的核心價值，眼裡

只有數字，沒有經濟，更遑論齊家。所以，現在

的問題是一般企業都沒有永續經營的誠意，企業

創辦人不做可繼的事，連帶員工也沒有忠誠度，

不能互相合作、互敬互愛，長期處在緊張對立的

關係，這樣的企業當然構不上家族企業，通常只

有一代的壽命，而企業主如果眼光更短淺，只是

打帶跑，恐怕連10年都熬不過。

退而求其次，現代的企業受資本操作的影響，不

必期待它是一種家族企業，只須把它當作一種物

件、物業。應該把獨立經濟體的「家」放在專業

的傳承上，如果你師承哪一家，剛開始可能只是

為了營生的工作者，當個人專業受到市場的肯

定，甚至能成一家之言或一代宗師，那你就是企

業接班人之一。

就台灣目前情況來看，接班幾乎是必要的策略。在選擇或培養接班

人方面取決於什麼條件？或者設定哪些發展目標？

俗話講「富不過三代」，顯見家族的傳承有其困難與極限。對企業

來說，是否最好不要產生家族企業的型態？

Q2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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