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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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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前幾年啟動了一個新技術叫做「慈悲科技」，這個技術的代表性作品是工研院機

械所自主研發的外骨骼機器人，這個產品主要是透過機械外骨骼的機構設計，協助下

肢癱瘓的病患重新站起，工研院院長劉仲明曾表示，此一產品在構思階段時，曾因經濟效益考

量而差點放棄，後來認為這是對人類有幫助的科技，便決定不去想投資報酬率，直接就做了，

沒想到問世後，除了台灣外，也受到歐、美、日國家的注意，商機相當可觀。

工研院的慈悲科技，呼應了宏碁創辦人施振榮這幾年提倡的「微笑曲線，由左引右」論述，過

去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中，多位居附加價值較低的側生產端，但當全球產業開始轉型，新型態的

商業服務模式出現，傳統的製造思維已難產生新價值，新世代需要新思維，未來台灣製造業必

須從微笑曲線的右側出發，也就是以使用者為主，改變過去位於左側「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只從功能與價格面向的思維，讓產品全面貼合使用者需求。

過去Nokia曾以「科技始終來自人性」的Slogan，成為ICT產業的研發方向指引，不過人性並不

等於人文，所謂的人文始終有「善」的成分在，現在科技技術已經超過人類的需求一大步，除

了滿足人類需求外，ICT產業的研發也可以引領、刺激消費者往人文關懷的方向走，此一想法

看來雖略嫌八股，不過其實這也是龐大的商機所在。

人文經濟 慈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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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報導指出，中國大陸清華紫光已收購中國大陸

武漢新芯多數股權，成立新公司武漢長江存儲科

技，將由清華紫光趙偉國擔任董事長，並由清華紫光統

籌中國大陸記憶體產業發展。據悉本案幕後主導者應為

中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基金）。今年稍早

在中國官方資金支持下，武漢新芯的記憶體晶片基地才

宣佈動土，估計總投資額達240億元人民幣。此外，紫光

也籌資計劃投資120億元人民幣興建全新記憶體生產線。

武漢新芯為目前中國大陸最主要的記憶體產能，該公司

於2006年在中國武漢成立，2008年開始量產。目前武漢

新芯有一12吋廠，月產能約3萬片，主要以記憶體晶片

與影像感測器（CMOS Image Sensor）之代工業務為主。

記憶體晶片代工業務主要以NOR Flash為主，亦具NAND 

Flash的代工能量。

2016年3 月底武漢新芯於武漢東湖高新區規劃之記憶體

基地舉行動土典禮，規劃用於生產 3D-NAND Flash，預

計 2018 年建設完成。武漢新芯在Flash相關的技術來源

應為飛索半導體（Spansion，現已併入 Cypress），公司

對外宣稱，其3D-NAND Flash未來將能達到 32 層堆疊。

武漢新芯亦投入開發邏輯積體電路與先進製程技術。

根據武漢新芯之規劃，其新廠除了投入NAND Flash的生

產外，亦可能規劃投入DRAM業務。紫光集團日前亦對

外宣稱將於中國大陸境內建置記憶體產能。不過至目前

為止，除了武漢新芯取得Spansion在NAND Flash上的技

術合作外，中國業者尚未取得可靠的DRAM技術來源。

未來二者整併後，同時具有NAND Flash技術與DRAM技

術的美光，應仍為陸方積極爭取合作的對象。

觀察近期紫光集團、武漢新芯等大陸企業仍持續積極佈

局記憶體產業，可發現在中國大陸布建完整自主半導體

供應鏈的政策目標下，記憶體版圖仍為其不可或缺的一

環。目前中國大陸在IC設計、晶圓代工、IC封測等領域

皆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全球市占，唯獨在記憶體領域，至

今仍未有明顯突破，產值亦明顯偏低。

由於中國大陸已是全球重要的個人電腦、與智慧型手機

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生產基地，幾乎所有終端皆需要記憶

體產品，因此發展記憶體產業對中國大陸而言，為打造

半導體一條龍模式中不可或缺之產品。由於目前記憶體

產業正處於供過於求，廠商積極轉換先進製程與發展3D 

NAND Flash，對於資金需求較其他產業更顯著。在中國

大陸握有龐大資金，記憶體廠商又有資金需求下，此波

併購、投資的標的仍不乏記憶體大廠。除了已併購利基

型記憶體設計業者ISSI外，紫光集團應未放棄參與投資

美光的意圖，同時亦維持投資記憶體封測業者力成、南

茂的相關計畫。

對產業而言，若紫光集團成功整併武漢新芯，相關影響

有兩個層面，包括紫光集團對封測業者力成與南茂之投

資，以及紫光集團與美光的可能發展動向。

整體而言，在國家政策的目標驅動之下，再加上本土的

市場需求，中國大陸發展自主記憶體供應鏈應為必然的

趨勢，國際大廠或採技術授權、共同開發，或採合資、

互相投資，或直接於大陸設廠，恐難以忽略中國大陸市

場潛力與政策動力，未來勢將參與中國大陸記憶體產業

之發展。目前看來，中國大陸對記憶體產業的發展應為

先Flash、後DRAM的態勢，業者如何在此趨勢下，取得

最有利的發展地位，應為後續值得深思的課題。

從紫光收購武漢新芯看中國大陸

記憶體產業佈局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中國大陸發展自主記憶體供應鏈應為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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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A N A L Y S I S

2017年十大科技趨勢
人工智慧列榜首
未來可能帶來廣泛的顛覆性影響與更多應用的趨勢。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提出十種將

在2017年影響多數企業組織的策略性

科技趨勢研究結果。

1. 人工智慧與先進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AI）與先進機器學習是由多

種科技與技術所組成，例如深度學習、

神經網路、自然語言處理（NLP）。

2. 智慧應用程式

智慧應用程式如虛擬個人助理具備真人

助理部分功能，讓日常工作變得更輕鬆

與有效率。

3. 智慧物件

智慧物件（Intelligent things）指的是物

件不僅能按照固定的程式模型執行任

務，還能利用弱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做

出更進階的行為，同時以更自然的方式

與周遭環境還有人類進行互動。

4. 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沉浸式科技如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改變

人與人及人與軟體系統間的互動方式。

5. 數位分身

所謂的數位分身是指某種實體物品或系

統的動態軟體模式，藉由感應器蒐集的

資料來偵測狀態、回應變化、改善操作

及增加價值。

6. 區塊鏈和分散式總帳

區塊鏈是一種分散式總帳，裡面記載著

價值交換（如比特幣）的交易紀錄，並

以序列方式集中儲存於不同區塊中。

7. 對話式系統

目前的對話式介面發展重心仍在於聊天

機器人和內建有麥克風的裝置。

8. 網狀應用程式和服務架構

所 謂 的 網 狀 應 用 程 式 和 服 務 架 構

（MASA）中，行動應用程式、網站應

用程式、桌上型應用程式及物聯網應用

程式都將與一個廣大後台服務網連結。

9. 數位科技平台

數位科技平台為企業提供了發展與成為

數位企業的立基石與關鍵拼圖。

10. 適應性安全架構

智慧數位網格與相關的數位技術平台和

應用程式架構共同創造一個日益複雜的

資安世界。（編輯部）

全球公有雲市場年成長率17% 混和雲將成主流 

根據調查指出，2016年全球公有雲服務市場規模可望達到2,086億美元，較2015

年的1,780億美元成長17.2%。其中，成長最快的是基礎架構即服務（IaaS）

，2016年預計將成長42.8%，軟體即服務（SaaS）是全球雲端服務市場中規模最

大的區塊之一，2016年可望成長21.7%，達389億美元。

據了解，公有雲之所以獲得成長，主要是因為企業採用公有雲後可節省14%經

費。然而，有意採用雲端服務的比例仍高過實際採用數量，顯示企業內部毫無疑

問地對雲端服務非常有興趣，但在邁向雲端化的路上仍有很多挑戰。即便雲端

服務未來被預期將快速成長，為數不少的企業目前仍未有任何使用雲端服務的計

畫。 (編輯部)

圖片來源：Cana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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