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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6 x 0.8mm, 高度 0.3mm
最适用於物联网应用的小型功率电感

丰富的阵容包括高电感(2.2uH)产品

高密度安装，内置小型/薄型模块的最佳电极形状

*1 : 由於自身发热∆t增加40℃的电流值                

*2 : 对於初始L值减少∆L-30%时的电流值

*3 : 高度 0.35mm 

以上所有数据由富士通公司提供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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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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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N R10 R15 R24 R33 R47 R56 2R2T *3 

(µH) 0.05 0.10 0.15 0.24 0.33 0.47 0.56 2.2

(Ω) 0.07 0.12 0.12 0.16 0.16 0.20 0.20 0.42

(A)*1 1.7 1.2 1.2 1.1 1.1 1.0 1.0 0.60

(A)*2 1.5 1.3 1.1 0.9 0.4 0.40 0.40 0.15

电感

直流电阻

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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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說出一個目前台灣最火熱的科技，那肯定是人工智慧（AI）。它不但是現在產業最受

期待的技術，同時也是台灣接下來5年內最主要的國家科技政策。只不過AI不只是在台灣迅

速崛起，在全球也同樣是遍地開花，尤其是鄰近的中國。

但論AI技術的實力與影響力，現階段仍是由美國的業者所領導，原因不僅是因為電腦科學原

本就是美國的強項，另外則是主要的處理器製造商與晶片設計業者也都是位在美國，因此AI

技術發展的風向球，仍會是由美國業者所牽動。

然而在應用上，就會是亞洲的天下，中國當然是最主要的市場，尤其在中國大量資本的助益

下，新興的AI晶片商和服務商正雨後春筍的發生中。不過依照本刊特約作者高煥堂的看法，

未來AI的發展重點在於數據，而中國人口眾多，加上各種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將會產生大量

的數據與誕生新的應用場景，會是未來AI應用最火熱的地區。

至於台灣，雖然全力發展AI，目前也有少數的晶片供應商，但在應用與技術方面，都不容易

成為領頭羊，唯獨目前的半導體供應鏈，仍會是未來AI世代最大的受惠者，因此無論是設計

服務、晶圓代工或者封裝測試，台灣在AI市場都會是不可或缺的一角。

另外，COMPUTEX 2018剛剛落幕，CTIMES也如同往年整理一篇專題報導，讓讀者可以一窺

主要參展業者的展覽重點。內容包含了業者專訪、攤位參觀，以及重要記者會的發布，希望

能帶給您多元面向的資訊，並對未來的產業趨勢有所洞悉。

不過作為目前台灣最大規模的展會，COMPUTEX近

幾年來一直慢慢的在改變，其風貌與性質已漸不同

過往熟悉的樣子。尤其隨著英特爾和幾家主要參展

者的淡出，讓人真的非常有感產業的變遷真的在一

瞬之間。

姑且不論COMPUTEX要用何種主題與特色持續經

營，作為一個產業媒體，衷心的希望台灣可以一直

擁有一個能夠代表自己，同時享譽國際的展會，而

那是COMPUTEX一直以來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AI晶片市場戰雲將起

副總編輯

COMPUTEX南港展覽館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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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3D感測技術於
行動裝置之發展機會與挑戰

2017年蘋果iPhone X導入「Face 

ID」人臉辨識系統，採用結構

光（Structured Light，SL）技術作為身份比對的

生物密碼，提供指紋辨識主流應用市場之外的新

選擇，使得3D感測成為大受熱議的科技新名詞。

3 D 感 測 概 念 技 術 運 用 在 智 慧 型 手 機 並 非 首

例。2014年三星旗艦機S4即導入手勢辨識功

能，讓使用者可以在不觸碰螢幕的情況下，以手

勢操控畫面。唯此技術主要仰賴前置鏡頭做手勢

動作的影像辨識，並非真實3D感測，且應用情境

侷限，故三星後續旗艦機種並未再沿用。

估計若未來蘋果iPhone或iPad將3D感測規格列為

人臉辨識標配，在一定的忠實客戶基礎上，預計

將能帶動3D感測相關零組件的需求，進一步刺激

其它潛力應用發展，如手勢辨識、3D美顏、3D

彩妝、3D社交等實用性或娛樂性App。

2017年全球智慧型手機產業掀起一股全面屏風

潮，正面螢幕長寬比設計都朝向18：9及逾80%

的屏占比。但上述機種為了實現全面屏設計，多

數將Home鍵指紋辨識模組移至背面，以縮減正

面邊框的間距。然而，蘋果iPhone X並未採取背

面指紋辨識設計，而是在正面機身上方保留U型

空間，內嵌3D感測相機模組，提供3D人臉辨識

新使用體驗。

雖然過去智慧型手機已有人臉辨識功能，但都為

2D亮度影像辨識，一方面在光源不佳的情況下辨

識率不佳，另一方面具有容易被照片或易容等方

式破解的風險。蘋果3D深度影像辨識大幅改善傳

統2D人臉辨識缺點，模組微形化亦符合全面屏設

計趨勢。

蘋果的3D人臉辨識技術，採用的是2013年所

收購的以色列公司PrimeSense辨識技術，搭配

VCSEL結構光專利，其技術大幅領先其它競爭者

1至2年，提高了3D感測模組的競爭門檻。由於

蘋果的3D感測模組BOM成本約在15至20美元之

間，相較指紋辨識模組貴上許多，加上關鍵零組

件VCSEL供給有限，產能幾乎被蘋果所綁定，造

成安卓陣營遲未推出3D感測手機。

截至2018年5月中旬，安卓陣營並未推出任何一

款具3D人臉辨識功能的手機，僅在2D人臉辨識

功能進行強化，如華為P20旗艦機利用AI鏡頭提

高辨識精確度，或者Vivo X21發展屏下指紋辨識

功能互別苗頭，顯示其它品牌廠商對於3D感測應

用多所觀望，在整體效益的考量上仍選擇保守的

產品策略因應。

另一方面，正面3D感測應用若只處理手機解鎖或

行動支付認證，其應用仍相對受限，後續蘋果是

否可推出其它3D創新應用來提升使用價值，值得

進一步觀察。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林信亨共同執筆）

3D感測除了用於手機解鎖或行動支付認證外，

未來也將擴展AR應用，相關零組件仍有技術待突破。





12   CTIMES   www.ctimes.com.tw

亭心觀測站

概觀電子科技史略

1897年，劍橋大學約瑟夫·湯

姆森，實驗證明了電子的存

在。電子是構成物質的基本粒子之一，屬於

一種帶負電的亞原子粒子，相對於原子核裡

的質子與中子而言，電子的質量非常小，並

同時具有粒子與波動的現象。流動的自由電

子會產生電流，透過控制電流的運動路徑，

便產生了各種電子科技的應用，而能夠控制

帶電載子流動的元件，不論其大小或形式，

都可稱之為電子元件。

電子科技發展大概不出兩大類，一是能量的

轉換，二是信號的處理。例如，發光二極體

（LED）便是將電能轉換成光能，CMOS半

導體則作為訊號處理電路。雖然透過摩爾

定律的進展下，使得電子科技的神通妙用似

乎越來越廣大。不過，從電子科技不斷「

化零為整」與「化整為零」過程中可以了

解，其發展軌跡其實顯而易見，不是甚麼驚

人的創舉，頂多如同孔恩所說的一種典範

（paradigm）的精煉與實現罷了[註一]。

作為能量轉換主要有三大被動元件，一是電

阻，二是電容，三是電感；而早期作為信號

處理的應用則是真空管。真空管在1904年就

被發明應用，但直到1946年才用真空管開發

了首部電腦Eniac，接著1947年電晶體誕生，

並逐漸代替真空管成為信號處理的利器。三

大被動元件、電晶體、電路板、電源控制等

一般稱之為電路元件，通常組合在各種消費

性電子、家電產品上。

1958年發明了積體電路（IC），是將多數具

有各種動作功能的相關電子元件，予以集合

並相互連接，使達成某種動作功能的組合電

路。剛開始積體電路的體積還是相當龐大，

但隨著半導體製程的演進，同一單位面積可

集合的電子元件就呈倍數成長了。原本的電

路元件，相對於IC元件就被稱之為離散元件

了，這就是一次電子科技「化零為整」與「

化整為零」的過程。

接著IC可分為數位型、類比型與混合型三種

類型。一般而言也可分為邏輯元件、記憶體

元件、感測元件，以及其他電源控制元件等

等，比較具有指標性的是由Intel在1970年開

發出的4位元MPU元件，以及在1972年開發

出的8位元MPU與EPROM，這是進入微電腦

時代的里程碑。此時，台灣為了走向科技發

展之路，在1973年成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

並在隔年1974年政府主導下決定全力發展IC

半導體[註二]。

隨著晶片可集積的數量越來越龐大，以及整

合技術的進步，電子科技又邁入了另一個層

次，1994年由IBM提出了系統LSI（SoC）的

概念，將邏輯、記憶體、感測等IC元件，加

上AP、電源管理、BUS等統統整合在一顆單

晶片上。所以，如今2018年，市面上許多電

子產品幾乎都可以用一顆SoC來搞定，其餘

結構只是一些延伸功能與人體工學的需要罷

了。

那麼未來的電子科技又要化整為零到哪裡

去呢？過去從各種Components一直不斷地

Convergence，除了不停地增進本身運算與

通訊效能外，未來的另一趨勢則是將此一

智能化投向各行各業來應用，也就是所謂

的Cybernation（自動控制）整合。從概念來

說，PC可以是某大自動化系統的一個元件，

手機板也可以嵌入在任何自動化系統中協同

運作，這樣再一次的化零為整，對電子科技

而言，只是一個必然的軌跡。  

文/亭心

亭心就是站在涼亭上觀看這

個世界萬事萬物的心，透過

平心靜氣與客觀超然的態度

來呈現出事物的真相。亭心

也可以說是停心，當我們要

真正體會任何一種時空現象

時，就得停定在同理心與同

事情的基礎上，這樣才能了

解事物的箇中三昧。所以亭

心既是我的心、你的心，也

是大家的心，它總會交錯在

不期而遇的十方三世之中。

各種Components一直不斷地Con-

vergence，除了不停地增進本身運

算與通訊效能外，未來的另一趨勢

則是將此一智能化投向各行各業來

應用，也就是所謂的Cybernation（

自動控制）整合。

註一：請參考《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孔恩（Thomas Kuhn）著，遠流出版社　1994年二版。

註二：請參考民視2015年製播的【台灣演義】-《台灣電子科技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CwcgNK6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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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漸寂寥的COMPUTEX 2018

跟過去幾年一樣，COMPUTEX 2018在

6月的第一個禮拜開始並且結束了，而

且也跟過去幾年一樣，這個展逐漸蕭條

了，2017年還有意外爆紅的AI議題，只是

AI雖是未來，但成長不會這麼快，也因此

今年除了持續生猛的電競外，其他話題

似乎都熱不起來，而從這幾年的展覽主

議題到參展廠商的展示，我們也看到了

COMPUTEX的逐漸邊緣化。

邊緣化來自台灣IT產業，展會反映的從來

都是產業的現況，產業的目標明確、發展

順遂，相關展會辦起來自然就生氣勃勃，

如果產業已經是江河日下的夕陽工業，沒

有議題、沒有新產品，辦展酖威及時是巧

婦，也沒有米可以下鍋，當然，說台灣IT

產業是夕陽工業無疑太過，但是這幾年

台灣IT業者的確也面臨了窘境。

台灣過去的壓箱寶PC、筆記型電腦的出

貨量逐漸下降，移動式裝置市場像是

Smartphone、平板電腦，台灣也佔不到領

導地位，這幾年全球產業在談的物聯網，

台灣還是只能從硬體面著手，真正能賺

到錢的應用平台、軟體服務，台灣廠商一

直想試，但又缺乏大舉投入的勇氣，因此

在COMPUTEX看到的應用案例，大多是

前兩年已經展出的運作模式，而不只物

聯網，重點同樣在於服務應用的AI，台灣

大多數廠商還是只能從硬體面切入。

今年COMPUTEX會場最熱鬧的是另一個

主題–電競，廠商單位之大、Show girl之

多屢創新高，電競靠的是台灣向來通吃

全球市場的PC技術，因此在這個議題的

操作上，簡直是火力示範，各廠商推出的

產品既精且多，在在顯示了台灣在這方面

的實力。

人煙稀少的物聯網與火氣十足的電競，

是COMPUTEX 2018落差極大的兩端，這

也可以看出台灣IT產業的現況，硬體仍是

台灣廠商最愛做也是最會做的事，軟體

應用的創新思維，對台灣來說仍是陌生

領域，即便COMPUTEX有心將台灣產業

從硬帶到軟，不過在以往的利益仍未全

面消失下，台灣廠商不可能破釜沉舟的放

手一搏，這也讓COMPUTEX的轉型之力

格外顯得力不從心。(王明德)

TrendForce：高精準度反射式光學感測帶動紅外線光學元件需求

根據TrendForce LED研究（LEDinside）最新「2018年紅外線感測

應用市場報告」指出，反射式心跳血氧感測器已全面導入智慧手

錶與智慧手環，帶動紅外線光學元件需求明顯成長。

市占率最高的蘋果，其新一代Apple Watch為提升心跳血氧感測

的準確度，預期將使用多一倍的綠光LED與紅外線LED，以及更大

體積的光電二極體(Photodiode)，使用量較先前高出四到五倍。

LEDinside研究經理吳盈潔表示，由於反射式光學感測技術擁有

體積小、低耗電、快速反應等優點，除了已導入智慧手錶與智慧手

環外，也逐步導入如運動訓練、居家照護、車用駕駛監測等市場應

用，但由於準確性仍受消費者質疑，因此品牌廠商致力於提升感

測準確性，以獲取消費者的信心。

反射式光學感測器產品需具備高線性度、高靈敏度以及良好的訊

噪比，產品設計分為發射端與接收端。以發射端而言，需搭配運算

程式的要求，因此LED產品波長因品牌而異，常見的是以綠光LED

搭配紅外線LED，偵測特定時間流經手腕的血液量，而得到心跳

的數值。若以紅光LED搭配紅外線LED，可得到特定時間去氧血紅

素與含氧血紅素的差異，以換算血氧濃度。紅外線LED主要供應

商為歐司朗光電半導體(OSRAM OS)與晶電。

不只物聯網，重點同樣在於服務應用的AI，台灣大多數廠商還是只能從硬體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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