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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Line™ 系列兼具成本效益與絕佳性能，
                        提供高性能 E-band 量測方案

VectorStar™ 系列具備卓越的量測頻寬 14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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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涵蓋範圍 70 kHz ~ 110/125/145 GHz

最精準之訊號完整性量測，雙訊號源間的相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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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效能的脈衝量測 – PulseView™ (脈衝檢視) 
提供 2.5ns 脈衝解析度及 100 dB 動態範圍

4 埠單端或平衡/差動量測使用 DifferentialView™ 
(差動檢視) 分析

搭配 mmWave 模組可支援頻率高達 1.1 THz

具備 > 100 dB 寬廣的動態範圍

提供高達 43.5 GHz 多種頻率範圍及單埠 / 2 埠 / 4 埠選項

快速的掃描速度

支援完整的 S 參數與時域量測能力

具備出色的校正指向性，可降低量測不確定性

提供經濟型選配 E-band 55 GHz ~ 92 GHz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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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幻世界裡，所有的設備都可以遠端控制，而所有的設備也能以數據化和視覺化的方

式來得知它們的使用狀況，然後來做更細緻的控制，電源和電力當然是其中一項。例如

降低冰箱的溫度、關掉客廳的燈光、或者讓辦公室的電腦進入休眠。

所以將電源數位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做進一步的控制，同時也將之整合到

整體的電子控制系統中，特別是目前萬物聯網的物聯網時代，幾乎所有的裝置和設備都

需要有更先進的數位電源功能。

即便是工業和商業用的設備，或者是固定式的家電，也都需要導入進一步的數位電源的

設計與控制。尤其是，數位電源最初就是先從電源功率較高資料中心和工業設備率先開

始應用。

另一個驅動力則是綠能，例如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等。未來的電力供應除了傳統的電廠

外，這些透過光電與動能直接轉換的電力，都是以直流電的方式提供電力，因此使用直

流電的數位電源系統就會更受青睞。甚至是採用LED的照明也會推動數位電源設計的發

展。

便於控制當然是數位電源設計的一大優勢，但對於非工業應用的裝置來說，易於整合則

是另一個更重要的特色，只運用幾個晶片來達成裝置電路架構的設計與控制，不僅有助

於輕量化體積，整體的開發成本也能夠降低，而毫無疑問，這對於價格敏感的裝置來說

實在是非常關鍵。

然而，要把連續式的類比電源訊號，精確的轉換成分立式的數位訊號，並不是件簡單的

事，尤其是一個複雜的電路系統內，其訊號轉換和電壓升降頻繁時，期間的損耗和誤差

就會倍增，因此，開發者如何針對實際的應用場景來挑選做適切的方案和設計架構，就

會直接影響到終端產品的運作性能。

理論上，100%的轉換效率是不存在現實世界裡，但全力追求低於1%的誤差卻是工程師

的匠心所在，這也是一流產品與二流產品之間的差異，就在於那1%或者2%之間的美好

的使用體驗。

電力數位化將無所不在

副總編輯

把電廠數位化上雲端，已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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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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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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長

Be Unique

從台灣超高齡社會趨勢下
看智慧科技發展契機

近年來台灣婦女結婚和生育的時間延後、生育率

持續下降，內政部統計2017年生育率僅1.13人，

出生數量少於20萬人，少子化問題成為常態，直

接造成未來人口減少，而人口減少將會產生勞動

力負成長和人口結構老化兩項衝擊。

按照國發會統計數據，2024年總人口數開始呈現

負成長，到2040年將驟降到2,245萬人，屆時首

當其衝的便是整體勞動力下降、影響國家的生產

力和競爭力，而整體的家庭型態與樣貌也將有所

改變。

台灣自2018年正式成為高齡社會（WHO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占比達14%），旋即在2026年邁入

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占比達20%）。對比全球

老化速度最快的日本，自1994年高齡社會步入

2006年的超高齡社會歷經12年，台灣卻僅用了8

年時間。

這意味著從政府到產業都需要加快步伐，正視勞

動力短缺、醫療長照需求以及友善環境建構等課

題，積極佈局以回應未來超高齡社會人口結構下

的需求。

台灣高度依賴勞力密集的產業將可能面臨無工

可招的窘境，如占台灣GDP比重六成以上的服務

業，以及部份需要大量人力從事現場生產工作的

製造業，將被迫進行營運模式調整。

高齡人口的快速增加與勞動人口的減少，將使社

會扶老比增加。目前2018年每10位勞動人口能

扶養2位老人，2030年增加至3.7位，甚至在2040

年需要扶持5位老人，足可見老年人口增加對家

庭照顧責任與日俱增。

現今社會少子化現象嚴重，傳統家庭照顧功能

式微，嬰兒潮世代後代背負較重的經濟與照顧壓

力，尤其當長輩開始需要照護時，機構照護或聘

請家庭照護的居家養護都是額外支出。影響所

及，這群中高齡可能會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分身乏

術，多數被迫無奈離開職場。

然而，被照護者不會需要時時被看顧，更為需要

的是能夠隨時瞭解其身體狀況，再按照需求提供

適合的照顧方式，發生異常或緊急狀況也能即時

回應，藉以減少照顧者負擔，使其獲得足夠的喘

息支持，進而能夠兼顧家庭與工作兩方角色。這

般的「老人福祉科技（Gerontechnology）」目前

普及率尚低，卻擁有高度潛在市場需求。

現階段城鄉建設尚未完全考量高齡者需求，設

計符合樂齡、安老且友善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當獨身老人需要外出購物、看診或旅

遊，首先就會遇到交通或移動的障礙，包含騎

車、開車可能會有危險，但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需要等待，容易感到疲倦，前往站牌的路途有時

也坑坑洞洞，擔心摔倒等；到了商場可能也會因

為標示的字太小或商品份量過多。然而當他們不

願意出門又將衍生更多的社會安全問題。

對此，政府應與廠商共同合作，發展適合老人居

住的社會住宅，建構高齡友善的居家、移動和休

閒環境，讓老人能夠使用科技獨立自主且無礙地

自在生活。廠商也可多加思考創新的移動解決方

案，短期應可針對偏鄉老人提供友善共乘服務平

台，增進司機接案與老人自主外出的意願；長期

則思考發展無人車接駁服務，目前在日本與新加

坡已有相關應用案例。

政府與企業應該攜手合作，從食衣住行育樂等層

面著手，順勢掌握快速興起的台灣銀髮市場可能

應用商機，驅動安老、樂齡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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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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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專利倘賣/買無？」-  
如何尋找可能的技術買家或賣家

許多機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面臨一個辛苦的抉

擇：對於已經持有一段時間的專利，哪些要繼續

維護呢？對於那些無意繼續維護的專利，就放棄

繳納年費嗎？還是期望能找到轉讓的對象，至少

回收部份的成本。而有的相同經驗就是常對從哪

裡開始、該如何進行毫無頭緒，反過來，當企圖

取得一些專利來增進自己防禦能力或攻擊能力

時，也常有千里馬在何處的困擾。

專利為什麼難以找到買家或賣家呢？首先，專利

不像房地產、二手車等有一個流通的交易市場，

也沒有一定的價值計算方式，甚至專利的交易過

程，通常也不希望是公開的。專利的價值會因

人、因時、因環境而變。專利和它所擬保護的技

術或產品有「生命期」；人們會惜售正在成長或

成熟期的技術與專利，而新的產品或技術出現

後，先前的技術與專利自然就不會有人有興趣

了。

專利的再利用或轉售機會不高，所以對未來有可

能會轉讓的專利，應不要等到覺得沒有什麼維護

意義時才開始尋找買家，而是應該在專利核准時

就開始儘可能讓專利曝光，用時間換取這些專利

被買家發現的機會。同樣地，產品上市前可能就

應該著手準備足以攻防的專利。

除了「亂槍打鳥」的曝光方式外，存不存在有邏

輯、有依據的尋找可能買家與賣家的方式呢？以

尋找買家為例，賣家可以先確認自己那些欲處理

的專利確是目前市場所需技術、有一定家族的布

局、申請過程無瑕疵（沒有在其他國家被核駁確

定、沒有專利要件的缺陷等）、權利保護範圍適

當、尚有一定壽命等的所謂具有「基本價值」的

專利。

篩選出這些潛在專利後，可由其中尋找那些有被

後來的其他專利引用為參考文獻者；進一步判斷

這些專利是否有被用來挑戰後向引用專利的新穎

性與進步性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話，代表這些專

利和其後向引用專利技術上的相關性、以及後向

引用專利可能因此而限縮來迴避賣家的專利。

接下來，就可以進一步發掘這些後向引用專利的

申請人是哪間公司、這些後向引用專利是否就是

該公司生產中的產品可能用到的技術、以及該

公司是否曾採用購買方式補充自己的專利組合。

如果有符合這些條件的公司，則該公司很可能就

是潛在的買家。尋找賣家也有類似的邏輯。首先

用檢索方式尋找那些和自己所擬保護的產品技術

相關的專利，除了其中具有「基本價值」的專利

外，也可以從這些專利的參考文獻中，尋找可能

的賣家。

這方法可以用來尋找專利技術的買家或賣家，也

可以用來尋找可能的專利授權或技術合作對象。

（本文共同執筆：管中徽╱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

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專利不像房地產、二手車等有一個流通的交易市場，

也沒有一定的價值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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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神秘的Power

就如同標題一樣，Power在此沒有用中

文表達，因為英文字power的含義更

為廣泛，很難用一個中文字來說明清楚。在

電子科技裡通常power指的就是電源或電力，

主要有電源供應器（Power Supply）與電源

管理IC（Power Management IC）兩大類，在

行動化裝置的電源供應上則還會有可自供電

的充電式電池或行動電源，但是嚴格來講，

這些都屬於電源供應器的一環。

種種的電力管理、轉換或機械控制、驅動，

隨著精密技術的發展一定會越來越進步，然

而真正的關鍵要素卻會受限於電力的來源、

功率與續航力；也就是說，能源的來源與品

質，才是真正決定電力裝置發展的關鍵因

素。現代化進步社會的電力系統，從發電到

輸送網路已經是密密麻麻無所不在，所以一

般人很難想像，當失去電力供應時的生活會

是什麼面貌？

讓我們從小的地方開始體會一下：設想你的

筆記型電腦沒電了，又無法取得電源供應或

充電，這時候的筆電能做什麼？大概只能當

墊板吧；當你的電動車沒電了，即使當作廢

鐵都會是一個累贅不是嗎？因此，電動車的

發展便會與充電電池的效能與供應系統密切

配合，當時速40公里，一次充電可以騎行100

公里的電動車開發出來，在電力系統發達的

都會區就能循環使用，也就有它的市場價值

了。

在可見的未來，生活中的大小裝置或事物，

幾乎完全會由電力來驅動；火車幾乎都已改

成電聯車，汽機車也會以電動車為主，3C裝

置更不用說，其他公共設施、機關、工廠也

一樣，沒有電就沒有Power。因此，所謂工業

4.0的自動化美好社會，一旦停止電力供應，

馬上會退化到工業革命之前的社會，但事物

卻無法及時回復，災難則馬上降臨。

「有米當思無米之苦」，當電力已成為首要

之需時，我們也應該反思沒有電時的驚慌與

苦難是什麼？電力的根本來自何處？所有的

Power是如何產生的？不管是水力、火力、

風力、地熱、核能、化學能或太陽能都可以

發電產生電磁力，這是大自然四種基本力之

一，其他三種力分別是萬有引力、強作用力

(核力)與弱核力(註一)。事實上，也只有電磁

力才是人們得以精密控制的基本力。

基本力的產生都得靠「能源」，地球上的能

源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存在，原始大致都來

自於太陽能的投射與轉化。所以，理論上只

要太陽存在的一天，人們就無須擔心能源短

缺的問題，也就不會有無電可用的恐懼。然

而太陽為什麼不會一下子燃燒爆炸殆盡？這

個問題就好像在問一塊木頭為什麼可燒好幾

個小時？你可能覺得理所當然，實際卻相當

的神祕奧妙，原因就像萬有引力一樣，力量

大小受到萬物間業緣與親疏遠近的影響，木

頭只能依次燃燒。

不過，木頭燒完之後，靠著太陽的光照，又

會產生新的樹木，這樣就有源源不絕的能源

可以利用。那當太陽燃燒殆盡之後呢？放心

吧，一定會有新的太陽再升起，但是新的太

陽從何而來？你可以說是造物主恩賜，你也

可以說是大自然的法力。其實，世間所有造

作幾乎都會產生電磁力，也唯有改變電磁力

才能抵抗萬有引力、釋放強核力。因此，只

要想想看，人們為何點一根蠟燭、製造一支

LED燈？為何給別人一個溫暖的擁抱、一次

適時的幫助？這股神秘力量到底來自何處？

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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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在某些狀況下，電磁力和弱核作用

力會統一，稱為電弱交互作用，因此弱核

力也可以說是一種電磁作用力的現象。詳

細可參考維基百科「電弱交互作用」名詞

之說明。

真正的關鍵要素卻會受限於電力

的來源、功率與續航力；也就是

說，能源的來源與品質，才是真

正決定電力裝置發展的關鍵因素。


	000-1
	000-2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018
	019
	020
	021
	022-024
	025
	026-030
	031
	032-033
	034-037
	038-042
	043
	044-047
	048-050
	051
	052-054
	055
	056-059
	060-063
	064-068
	069
	070-073
	074-080
	081
	082-086
	087-095
	096-097
	098-099
	100-104
	105-106
	107-112
	112-1
	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