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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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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天空蔚藍無雲，入了夜，星光燁燁，這是半導體問世一甲子之

後，最美麗的一刻。

這幅美麗的景象是由許多的因緣交錯而成，更是許多人的遠見與努力的結晶，裏頭有狂

熱的科學家、前瞻的企業家，以及滿懷理想的官員，而他們的成果最後在台灣這個小島

上發揚光大。今年全世界第一顆量產的7奈米晶片已在台灣誕生，未來5奈米、3奈米都

將會在是台灣，甚至是，只在台灣。

而能有這個成果，製程技術不斷突破的台積電當然功不可沒，但其周邊這連成一片的半

導體產業鏈更是關鍵所在，而當初積極推動與擘劃的前人更是替這一切打下了良好的基

礎，如今回頭看，更感佩服與感謝。台灣已是名符其實的矽島了。

受惠於這個領先的勢頭，今年九月初的台灣半導體展的規模也寫下史上最佳，目前已是

全球僅次於韓國的第二大半導體展。而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持續深化，未來將有可能

超越韓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展會，而這也意味著接下來的半導體世代，將是台灣

的時代。

雖然近代半導體技術的發展在台灣達到頂峰，但隨之而來的挑戰，卻也是排山倒海，尤

其是新興的應用，不僅對晶片運算性能有更高的需求，連同基礎的物理材質也需要有所

進化才能因應。其中一個發展就是碳化矽半導體。

在電動車、綠能與5G設備這類需要高壓與高頻應用的推動，碳化矽半導體開始在這幾

年漸露頭角，但由於其生產十分不容易，因此產能相當有限，目前僅有幾家大廠能夠供

應，且生產的晶圓尺寸多為4吋。

但在強大的市場需求支持下，已經有少數的幾家晶圓代工廠陸續建置了碳化矽的產線，

來供應更多的碳化矽晶片的生產，其中台灣的漢磊預計在明年的下半年就會進行6吋的

碳化矽產線試產。

而隨著投入的廠家越來越多，預料碳化矽晶圓的生產瓶頸很快就會被打破，並迎來其最

佳的篇章。

半導體的台灣時代

副總編輯

台灣半導體展的規模寫下史上最佳，目前已是全球僅次於韓國的
第二大半導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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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AI語音技術業者發展方向探索

由於Amazon Alexa受到美國家庭市場歡

迎，Google、Apple、Microsoft、Samsung

等業者紛紛跟進，加碼投入發展AI語音助理

軟體，更有不少後進業者打造AI語音助理平

台，如：陸商百度、小米科技、阿里巴巴、京

東、騰訊等；韓系大廠如SK Telecom、Korea 

Telecom、Kakao等亦跟進，通訊軟體業者Line也

與韓國知名搜尋引擎平台業者Naver合作，研發

AI語音助理平台Clova。

隨著資訊大廠對語音技術掌握度提升，其對上游

語音技術供應商的依賴度逐漸下滑。過往資訊科

技大廠支付授權金，以取得特定語音技術使用

權，然隨著大廠的語音技術能量提高，部分上游

語音科技公司已感受到客戶流失壓力。同時，資

訊大廠更免費開放語音開發工具、提供測試環

境，甚至釋出技術人力、資金，來扶持具潛力的

AI語音應用新創業者。此舉雖然有助於AI語音生

態系擴展，但卻也間接衝擊既有語音技術供應商

的市場機會。

從B2C的業務模式觀之，通用型AI語音助理的「

聰明與否」，除了取決於技術與應用服務的整合

功力之外，更需高度掌握一般使用者的生活數據

與偏好。貼近消費大眾大廠如Amazon、Google

等，握有絕對優勢。

但從B2B市場的角度觀察，網路服務大廠的競爭

優勢則相對較不明顯。首先，Amazon、Google

等網路服務大廠打造AI語音助理之目的，多半是

為了助攻本業營收，故主要客群鎖定普羅大眾。

客製化程度高的利基應用市場，相對非其策略發

展方向。再者，B2B市場本是傳統語音技術供應

商的主戰場，長年累積下來的業務拓展經驗與客

戶關係，在深耕利基應用領域時，將為其有利籌

碼。

AI語音利基市場的應用多元且具發展空間，吸引

眾多業者投入。盤點當前主要角逐者，除了既有

的語音科技廠商、新創業者之外，亦見傳統ICT

硬體大廠，透過跨產業合作取得產業知識、數據

及場域，攜手用戶打造客製化的語音解決方案。

觀察AI語音助理平台大廠的語音技術佈局軌跡，

起初多著重於語音辨識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演算

法等核心語音技術。隨著準確率達到一定水準

後，大廠嘗試讓家用AI語音助理化身「個人貼身

秘書」，故聚焦發展使用者偏好預設功能、聲紋

辨識技術等，以創造個人化的互動體驗。現階

段，下游資訊科技巨擘企圖進一步為AI語音助理

添加「人味」，因此語音技術研發轉而聚焦多輪

式對話、多語言夾雜、多人穿插發言等對話管理

技術，讓使用者與AI語音助理的互動，更貼近人

與人之間的對話情境。

衡量資源優劣勢，雖上游語音科技業者難在B2C

市場與資訊大廠抗衡，但在B2B市場卻有勝算。

商業AI語音利基應用客製化程度高，且企業用戶

重視系統整合、供應商即時支援等能力，傳統語

音技術供應商可望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不過若有

意進一步拓展AI語音利基應用，則需留意單靠技

術能力，恐仍不足以立足市場。除了需掌握利基

領域的「數據來源」、「產業知識」與「通路」

外，亦需同步補強系統整合與即時支援等能耐，

購併或跨業合作將為發展關鍵。

（本文由洪春暉、林巧珍共同執筆；林巧珍為資

策會MIC產業分析師）

在語音數據時代，AI語音助理平台業者將成為數以萬計智慧終端產品的

中心點，其語音數據及應用的發展潛力充滿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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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慈悲與科技

是科技應該有慈悲呢？還是慈悲要有

科技？9月15日達賴喇嘛在荷蘭阿姆

斯特丹一間新教堂裡舉行了一場「慈悲與科

技」座談會。第一場討論了有關機器人、遠

程呈現與人工智能的議題，會中一位叫做

Terri的小女孩，從小因為嚴重疾病而失去雙

手及一隻腳，然而幸運的是靠著靈活的機器

手與機器腳，讓她能像一般人一樣的生活。

Terri向達賴喇嘛表示，她很感激製作機器手

的科技公司，未來希望與他們合作經驗交

流，讓其他殘疾人士也都能得到這類科技的

幫助。達賴喇嘛首先讚嘆這些科技產品的精

巧，但他向Terri表示，妳更應該思考因為生

在歐洲富裕進步的地方，所以才有機會安裝

這樣高科技的產品，而生在非洲貧窮落後地

方的人，就沒有這樣幸運了。所以，Terri可

以做的貢獻是發揮慈悲心，呼籲這些科技公

司幫助落後國家發展機器手，使殘疾人士都

能輕鬆應用這樣的科技。

同樣是幫助其他殘技人士，表面上雖然相

同，但達賴喇嘛的建議顯得更無私、更有智

慧。因此，達賴喇嘛也提到西方科技文明多

著重在物質與感官上的發展，即使是人工智

能的應用也是如此，但人是心靈的個體，不

是物質的個體，人不應該被機器所操控，而

是要能夠操控機器。貪、嗔、愛與慈悲都是

意識上的覺受，不是感官上的覺受，我們應

該了解意志與道德的重要性，這不是人工智

能可以模擬得到的境界。

如果照著Terri與科技公司合作交流的模式來

看，那麼可能只是協助改善了產品性能，

或許也使該公司更為優秀突出，但買不起機

器手的人一樣還是買不起，窮於應付與追逐

新科技的人也還是惶惶不安，這就是物質、

感官主導一切，走向被機器所操控的人類社

會。科技是應該本於慈悲，但表面上冠冕堂

皇的說發展科技是為了幫助那些殘疾人士，

實際上卻更在意技術的成果與利益，那麼廠

商與使用者漸漸都會被機器發展所左右了，

這就是一種假慈悲、偽善，且不容易被發

覺。

達賴喇嘛簡單的幾句話就點破了這樣的迷

思，慈悲絕對不是盲目的濫用，反而是要平

等的對待、理性的抉擇。林肯是美國開國以

來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有一句名言：「可

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乍聽這句話會覺得

林肯怎麼沒有基督清教徒的憐憫之心？但其

實這才是真正平等理性的老實之言。他知道

可憐之人來自於過去可恨邪惡的作為，當林

肯身為總統擁有權力、技術之時，如果也

是鄉愿不行善，就是邪惡之人，就有可恨之

處，也就是即將成為可憐之人。

所以，當年那些最可憐的人─黑奴，就是由

林肯總統給予解放成功，而不是那些在奴僕

簇擁環繞下高談闊論憐憫之心的人。由於林

肯維護了美國立國精神，使得美國持續富裕

繁榮了近兩百年；一直到今天，美國已是全

世界尖端科技的領導者，這豈是偶然的？這

應該歸功於當年平等理性的抉擇。所謂需要

為發明之母，因此明辨善惡、慈悲應物就是

高科技的根源，孔子說：「惟仁者能好人，

能惡人。」那些科技的偽善者，其實是物欲

的追隨者，當然就不是真科技，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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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發展科技是為了幫助殘疾人士，

實際上卻更在意技術的成果與利

益，那麼廠商與使用者漸漸都會被

機器發展所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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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多重感測器能力是 
打開自動化時代MEMS產品的關鍵

工業4.0號稱將帶動第四次的工業革命，在落實上當

然有其困難。特別是工業4.0更偏重於透過網路實體

系統來賦予終端裝置更高的智能化，且不同領域市場

均存在著不同的技術需求，要能滿足這些不同層面的

應用，除了累積的經驗之外，更要有能力提供市場所

需的完整產品陣容。一直以來，意法半導體（ST）的

MEMS感測器在消費市場上，都擁有領先的地位，在

車用領域也具備很高的專業實力。現在ST將這樣的能

量延伸至工業領域上，為不同的工業應用提供完整的

MEMS解決方案。

意法半導體MEMS感測器產品部消費性MEMS事業單位

總監Simone Ferri指出，面對新興工業應用的不斷擴

大，ST從產品的運送、安裝營運到壽命結束，都能提

供完整的感測器來控制相關設備。這些產品包括震撞

指示器、振動、溫度感測、傾斜度、環境振動、溫濕

意法半導體MEMS感測器產品部消費性MEMS事業單位
總監Simone Ferri。(攝影／王岫晨)

度壓力計、超音波監測器等，既有設備可以附加智慧

感測器或以無線方式進行局部與雲端連結，而新增製

造設備則可預先安裝智慧感測器或透過IO-Link等有線

或無線的方式連線。另外，針對智慧工業應用，ST相

關方案則包括了陀螺儀、六軸加速度計、高精度測斜

儀、低功耗加速度計、以及磁力計等，並致力於這些

相關產品壽命、組合的擴充與提升。

Simone Ferri也提到，透過各種感測器來收集數據並最

佳化，通常都是提高產線效率的最直接途徑。然而現

有的作法，通常在收集原始資料後，將大量資料傳送

至雲端來進行儲存與後續的分析處理，過程往往耗時

也花費高額成本。

ST提供的新方法，是透過包括加速度計、MEMS麥克

風、以及溫度壓力計等融合感測器，或可調適型的感

測器群集，於本機端預先進行資料的先期處理與警

報，再將處理過後的數據透過輕量化的智慧雲端架構

來執行更快速的分析，不僅讓整體流程最佳化且更有

效率，成本方面也能節省不少。

準確度是感測器產品區隔的關鍵之一。ST基於過去在

消費性MEMS感測器的技術累積與市場經驗，現階段

將會進一步打開工業市場的感測器大門，並提供不同

工業市場應用的各式各樣不同需求。除了承諾能提供

10年的工業產品供貨期之外，ST並具備提供多重感測

器的能力，Simone Ferri說，這將是推動自動化時代新

一波MEMS產品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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