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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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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醫療產業最常看到的新聞應該就是醫療糾紛，在消費者意識抬頭下，台灣的醫療

也隱約被視為消費行為之一，加上醫療行為涉及人體，一有不慎所造成的傷害，不管是

生理或心理常常難以回復，這也讓現在的醫病關係越來越緊張。

除了醫療糾紛外，智慧醫療也是醫療產業常見的新聞，而智慧化除了讓醫療更具智慧

化、更有效益外，其實也可一定程度的減少醫療糾紛。

之前美國有一家公司上網募資，其產品是利用Google Glass紀錄醫生問診時所有的過程，

這個新聞在台灣醫界發酵，很多醫生都半開玩笑的表示要買Google Glass自保，這個情況

顯示出台灣醫生的無奈和恐慌。

由於一直以來醫師的問診通常沒有完整記錄，加上醫病兩方向來在專業的不對等，導致

法官會傾向同情弱勢的病方，現在醫療糾紛的法院判決中，醫院多半是輸的一方，然而

現在的智慧醫療系統，以IT技術為主體，IT系統的特色是將所有事件以數位化記錄起來，

而在現有技術的加持下，紀錄的載體已不只是文字，影音也會是其中之一，前面提到的

Google Glass就是其一，事件的完整記錄，將可以準確還原現場，讓事件更清晰。

當然糾紛的釐清，只是智慧醫療效益的一部分，而其更大的效益在於資訊的透明性與易

取得性，透過智慧醫療系統，病患與家屬也可輕鬆取得與自己有關的醫療資訊，讓自己

的權益更清楚。

智慧醫療
同時保障醫病雙方權益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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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從矽谷看台灣：有情有才好所在！

5月22日到26日的這一週，我和同事們舉辦一場

為期4天的《前瞻矽谷—物聯網創新產品交流

會》，及接待受邀來台交流的多位矽谷創業家朋

友。

除正式的大會外，還安排許多行程，包括工廠（

邁特電子）參訪、與國內創業團隊（中原育成）

交流、與MakerPRO設計服務顧問David & Dennis對

話，以及辦場Maker Party，讓他們認識更多台灣的

Maker社群朋友。當然，不能只有交流，還要充當

司機和導遊，帶他們吃到台灣美食，逛過知名景

點。

「我曾到過27個國家，但這次我發現沒有比台灣

更友善的地方！」Fatasha Fareed在她的FB中表

示，過去這幾天，我被每位遇到的人的真誠熱情

接待而深深感動！ 

Fatasha是第一次來台灣，另有幾位已來過，而且

一來再來。其中Mary Vincent已來過4次，有機會

的話更打算來台灣工作；Ian Serlin則來過5次，並

想在台灣找到硬體製造的夥伴，以及招募台灣員

工。Kevin Bromber雖然是第1次來，但人還沒到已

約兩個整天的私人會議行程。

對台灣留下最難忘經驗的，該是Antonio Machina

吧。他是我和幾位台灣朋友2016年參加Maker Faire 

Bay Area後，順便參訪多家矽谷加速器時在High-

way 1遇到的創業家，那天讓我們穿上他開發的VR

沈浸體驗衣－OBE，直接感受到用身體操控VR遊戲

的樂趣。

事隔一年再次相見，已是回到台灣這塊土地。這

一年中，曾帶著他的原型作品，搭Highway 1順風

車走訪深圳廠商，但找不到可放心委託的對象。

最後在TRIPLE的協助牽線下，在台灣同時找到符

合心中高標準的服裝、電子與軟體委外夥伴，讓

他有信心把自己的作品變成商品。

有人在座談時問他如何比較台灣與中國，他說，

我認為台灣在多個製造領域都有優秀的廠商，更

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幫忙串連這些資源，並找到

Keyman坐下來實實在在的討論可行的解決方式。

他認為若是成熟、有大量生產需求、不擔心被抄

襲的產品，找中國代工是合適的；若是在POC轉

量產化的階段，而且是獨創性、跨領域整合的產

品，台灣會是首選的好地方。

不過，若站在同樣是創業者的角度來審視，台灣

創業團隊就顯得很會做產品，但不懂如何把產品

賣出去。在與台美創業家的交流會議中，台灣團

隊個個端出功能強大的產品，但當矽谷來賓問到

如何調查用戶需求、如何行銷、如何布局通路等

問題時，大多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台灣與矽谷（或歐美），特別是物聯網、智慧概

念相關的硬體創業家們，是「很合的」，應該加

強串連－不只是創意與技術實踐上的互補，在文

化上也是很容易打成一片的呢。

（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及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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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C應用趨於成熟下，全球半導體市場進入低度成

長階段，產業成熟之跡象甚為明顯。全球半導體

廠商除積極尋求新興應用之外，近年更掀起整併風潮，產

業已進入重整期。

企業整併本為產業發展常態，尤其當產業進入成熟期，

常可見同業間的整併行為。惟半導體產業屬於國家基礎

工業，又具國防安全特性，因此不少後進國家亟欲以政

策之力投入半導體產業。尤其大陸持續積極加大投入半

導體業的政策資源，一方面參與國際間的企業整併，一

方面吸引國際大廠與大陸發展策略結盟，導致半導體產

業在成熟期卻出現新的產業競局。

各國業者著眼於大陸市場發展的潛力，過去國際大廠多

已至大陸設廠生產，包括Intel、Samsung、SK Hynix甚至

是我國的台積電、聯電等。Qualcomm、聯發科等IC設計

大廠則至大陸設立研發與銷售據點。

惟大陸政府對半導體的策略企圖不僅止於半導體產品要

在大陸境內製造（Made in China），更寄望藉由市場

與政策之力，使半導體產品為大陸業者所設計與製造

（Made by China）。此一策略企圖衍生新產業競局，國

際大廠面對大陸的政策目標，必須在與大陸政府合作或

不合作間抉擇。

若與大陸合作，協助其本土業者發展半導體產品，則既

有優勢可能逐漸喪失，因大陸的政策目標就是要達成進

口替代，以本土企業取代國際大廠之產品；若採不合作

策略，大陸也可尋求與其他競爭者合作，既有優勢也可

能會喪失。

因此，國際大廠間已出現競局理論中所謂的囚犯兩難，

若皆採不合作的對策，對國際大廠應最為有利。但因擔

心其他競爭者單獨與大陸政府合作，導致不合作的廠商

需承受單方面最大的損失，因此國際大廠仍選擇用不同

方式與大陸發展合作關係。此情形發生在大陸具市場優

勢、產業鏈又相對成熟的領域，Intel、Qualcomm等邏輯

IC大廠，在行動電話用的應用處理器上，分別以不同方

式與大陸進行策略結盟。

在記憶體方面，因Samsung、Micron、Toshiba等國際大

廠在相關領域的技術領先優勢甚為明顯，目前大陸本土

記憶體設計與製造能量甚為薄弱，因此上述業者在大陸

目前仍得以採取獨資的方式運作，與大陸業者間之策略

結盟尚不明顯。

（本文由資策會 MIC 洪春暉、楊仲瑜共同執筆）

全球半導體產業與

大陸政府間開展新競局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全球半導體廠商除積極尋求新興應用之外，近年更掀起整併風潮，產業已進入重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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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新創環境 台灣科技產業方有活水
「小政府、大公民」的時代已來臨，經濟發展只要把基礎建設做好，民間自然會動起來。

行政院這兩年積極推動「亞洲‧矽谷推

動方案」，日前科技部邀請來自臺灣與

全球的TITAN新創團隊參加「TITAN 國

際新創HOME趴日」活動，同時其育成

計畫Soft-landing訓練計畫則邀集來自美

國、比利時、西班牙、芬蘭、加拿大、

墨西哥、新加坡等7國10個新創團隊來

臺進駐並接受國際育成訓練。科技部部

長陳良基表示，臺灣科技的升級與轉型

刻不容緩，推動科技創新創業是目前科

技部的重點項目，這次計畫協助國外

創新團隊辦理簽證，提供生活食宿之協

助，鍊結豐富的產業資源和與國內的加

速器合作，一同建構更強的新創網絡。

這幾年台灣創業圈出走不斷，去年

SmartALL創辦人徐偉強決定出走至大

陸，在出走之前徐偉強在FB上點出台灣

創業的相關問題。全球ICT產業近年來

開始轉型，尤其在數位經濟部分，目前

已在部分大型國家扮演經濟發展要角，

數位經濟的興起，不只翻轉了過去20年

來以硬體為重的產業發展態勢，也刺激

出新一波全球性的創業熱潮，作為全球

ICT產業重鎮的台灣，並未在這波浪潮

中缺席，可惜的是，老化政策與僵化思

維，讓台灣的創業困難重重。

幾乎每次座談，與會者都會指出台灣過

時法令帶來的限制，已是台灣創業者難

以承受之重，台灣的公司法年久未修，

對創業者層層限制，例如企業要連續獲

利3年才能首次公開募股(IPO)，然而公

司新創時，要獲利都極難，何況連續3

年獲利，而沒有IPO等於投資者的資金

沒有出場機制，在此態勢下，無論國內

外投資者，都難免會對台灣創業者卻

步，再則是國籍法的過度保守，讓外籍

人士極難取得台灣的國籍，在資金與人

才都不易投入的狀況下，台灣創業圈很

難有健全而全面的發展。

其實「小政府、大公民」的時代已經來

臨，政府對民間經濟發展並不需要太多

限制，只要把基礎建設做，民間自然會

動起來，太多限制只會窒礙創業者動

能，這次科技部的計畫中，雖然在法令

面仍無力修改，不過已經開始做出努

力，改善國內新創環境，協助國外專業

人士來台，希望此一作法可以延續且進

一步擴大，為台灣科技產業注入活水。

（王明德） 

IDC：全球平板組裝產業受市場淡季衝擊 出貨大幅下滑

根據IDC（國際數據資訊）全球硬體組裝研究團隊最新的供應鏈調查研究報告

顯示，2017年第一季全球平板組裝產業受到市場淡季、手機大尺寸化與產品生

命週期過長等因素影響，出貨量僅約三千六百萬台，較前季大幅下滑30.8%，

且亦較去年同季衰退12.4%。

在組裝廠商出貨量比重方面，2017年第一季大陸組裝廠商出貨量約占全球普通

平板總出貨量的百分之五十；而台灣組裝產業出貨量則占比超過全球平板組裝

量的百分之三十。在可拆卸式平板組裝方面，台灣可拆卸式平板組裝產業出貨

量占全球組裝比重下滑至63%，大陸組裝廠商出貨量則持續維持在26%左右。

展望2017年全年，全球普通平板出貨量預期仍將持續受手機大尺寸化發展的衝

擊而下滑。(陳復霞)

2017年第一季全球前四大平板組裝廠商出貨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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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萊因大中華區發佈《工業機器人和網路安全白皮書》

德國萊因（TUV）日前於2017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展覽會上，由TUV萊因大中華區商

用及工業產品服務總經理徐澍在「智慧社會的新引擎 - 機器人與機器人系統檢測認證

服務」專題講座上正式發布《工業機器人和網路安全白皮書》，吸引了眾多廠商及專

業人士的高度關注。  

該白皮書詳細闡述了工業機器人所面臨的各類網路安全風險，以及網路安全產業的技

術趨勢、產業標準、產品測試等方面的最新發展態勢，並針對機器人製造商及營運商

的不同特點，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與建議，旨在幫助機器人產業鏈中的相關企

業瞭解當前最新的網路安全發展動態，以把握市場機會，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

記憶體的貨源短缺，正直接帶動整體半

導體市場的榮景。而記憶體廠商抬高

DRAM和NAND的價格，也使其營收和

獲利隨之成長。身為全球記憶體大廠

的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一手主

導記憶體的市場價格，正是漲價背後

的真正推手。特別是在蘋果iPhone 8上

市前夕，市場正引頸期盼，但從iPhone 

7s、7s Plus到iPhone 8，卻遇到快閃記

憶體供貨不足的問題。面對這樣的窘

境，迫使蘋果也不得不向三星這個競爭

對手求助，來解決記憶體出貨問題。

根據市調單位Gartner預估，2017年記憶

體市場的營收提升幅度高達52%，這也

將大幅撼動整體半導體市占率的排行。

而其中，全球最大記憶體供應商三星將

是最大受惠者。對三星來說，這也是第

一次有機會從英特爾(Intel)手中搶下全

球半導體冠軍寶座的絕佳機會。

英特爾自從1992年打敗NEC，奪得半導

體市場的冠軍寶座後，便持續稱霸至

今。而三星從2002年開始一直維持第

二名的地位。由於掌握了記憶體貨源與

市場價格，三星非常可能藉由這次機

會，一舉超越英特爾，成為全球最大半

導體公司。

事實上，由於近期記憶體短缺問題嚴

重，包括DRAM、NAND Flash及NOR 

Flash等供貨紛紛吃緊，導致價格也持

續走高。然而正所謂水可載舟，也可

覆舟。正因為近幾年來記憶體的瘋狂缺

貨，使得過去許多因為記憶體供過於求

價格崩盤，導致營運不加因而奄奄一

息的記憶體廠商，像是突然被電擊一般

復活了過來，擁有產能的廠商包括南

亞科、華邦電、旺宏及低價庫存的威剛

等，紛紛開始啟動量產計畫。隨著南亞

科轉進利基型記憶體，以及華邦電、旺

宏等，都可望受惠於近期三大記憶體價

格的漲勢，使得營收和獲利穩健推升。

反觀三星電子，由於前陣子的18奈米的

PC記憶體良率出問題，導致市場供貨

需求更緊迫，卻也順勢帶進了更多記憶

體廠商啟動新一波產能。可以說成也記

憶體市場，敗也記憶體市場。儘管現階

段市場供貨依然吃緊，然而隨著記憶體

廠商供給量的增加，市場恐怕在2019

年泡沫化，三星也可能會丟掉這兩年所

取得的大部分的市場。（王岫晨）

新一波量產啟動
三星恐失記憶體霸主地位 
記憶體的貨源短缺，正直接帶動整體半導體市場的榮景。

圖片來源：T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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