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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機器人開始普及之後，那些手臂供應商其實有些驚訝，因為這時他們才發現，原來

除了製造業之外，其實還有許多行業會需要這「第三隻手」。

傳統上，一般的工業機器人多是用在生產製造的產線上，進行例如上下料、點焊，以及

搬運等工作，並以電子產業、汽車與零組件、機械加工業為最主要的應用領域。

但協作機器人跟一般的工業機器手臂並不相同，它不追求快速與大量，而是注重與人員

偕同生產，取代重複性高、或者精細度較高的工作，來減低人員的負擔，進而提高生產

力。

也因為這些考量，協作機器人的速度與力量都需要被限制，以維護工作人員的人身安

全。然後也因為互動的需要，在機身形式與製作材質上，都會傾向以輕型和柔性材料來

製作。

而神奇的事情就從這裡發生了。

由於輕型和柔性的設計，讓協作機器人得以進入傳統工業機器人無法進入的領域，同時

也更深入人類的工作流程之中。這些新的領域不僅超出了業者們原本預期的目標，並在

規模上逐漸成長，目前許多的案例都集中在餐飲、醫檢和實驗室作業裡。

以餐飲的流程為例，一個廚師基本的出菜流程是：接單，取料，放料，烹煮，調味，出

菜。這裡面最關鍵的步驟是烹煮與調味，其餘的接單、取/放料和出菜就是屬於重複性的

動作，此時就可以考慮交由協作機器人來處理。

等於一個人的兩隻手，在加入一隻多工的機器手，就可以把上述的流程變得更加有效

率，同時也讓廚師可以專注在烹煮和調味上。

同樣的應用也可以放在吧台上，把開瓶、倒酒和置空瓶的動作交給協作機器人，吧檯人

員就負責其他服務客人的工作，讓吧檯作業可以更加順暢。

當然，這樣的思維還可以套用在許多的地方，就看你想不想的到，還有你的點子有多瘋

狂。然後請不用擔心，協作機器人的性能高超，幾乎什麼都做得到，就怕你的想法太無

趣而已。

一人三手的狂想曲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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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大國揚棄自由貿易法則
衍生之產業發展困境

在美中貿易戰逐漸走向科技冷戰之際，可以

預見美國、中國雙方以優勢產業或所擁有的

關鍵資源互相挾制，阻礙對方的技術及產業

發展。而就在美、中雙方衝突方興未艾之

際，日本、韓國也發生衝突。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2019年7月1日發布公

告，宣布將南韓從非管制名單中撤下，並針

對氫氟酸、氟化聚醯亞胺、光阻等三項進行

出口管制；未來日本廠商若要將上述三項產

品出貨至南韓廠商時，需先經過經濟產業省

的審查，由於審查期長達90天，估計將影響

對於南韓OLED面板與DRAM業者生產所需之

原料供應。

由於韓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及面板生產上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OLED面板出貨

約占全球九成，記憶體當中DRAM約占七

成、NAND Flash約占五成，以上這三項商

品若受到影響，依全球非韓國廠商的現有產

能將無法填補產能缺口，也無法在短時間之

內提高產量，因此將影響到全球整體的ICT

產業。

無論是美國針對中國特定廠商如華為、中興

通訊的禁購、禁售令，或是日本對韓國在特

定材料的出口管制，甚至到未來美國可能針

對十四項新興敏感科技進行出口管制，在在

都顯示出目前主要國家透過貿易管制手段達

成政治或外交目的的政策思維。

觀察美國、中國、日本等國家的作法，已從

懲罰性關稅的課徵、禁止採購，演進到出口

管制，主要國家不惜破壞自由貿易的精神，

以自身所擁有的關鍵資源挾制競爭對手國的

成長。

在大國的產業發展思維中，過去是透過極大

化全球產業發展而取得自身利益，但顯然此

一思考模式已經逐漸式微。

取而代之的，是極小化或控制對方的產業成

長與經濟利益，再藉此取得自己的獨佔或寡

佔地位，進而得到超額利潤。又或藉由壓迫

對手國的發展，取得其他政治、外交上的利

益。

以美國政府領導人川普過去在商場中的競爭

模式，採行鷹派、大富翁式的國家競局思維

應不意外。但若日本是在此思維模式下得到

啟發並且跟進，恐難保其他國家不會起而

效尤，屆時對全球產業發展的嚴重性不容小

覷。

在美中貿易戰逐漸走向科技冷戰之際，日本、韓國也發生衝突，若國家

競局思維引發各國起而效尤，屆時對全球產業發展的嚴重性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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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仁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與工業工程學研究
所 特聘教授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TIPA)共同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計量理論
與應用研究中心 特約
研究員

Be Unique

技術長的專利錦囊(4)
上回介紹了許多國家都有提供的「延後實體審

查」制度，也指出延後實體審查的節約效果會在

申請多國發明專利時才會真正發揮出來。本期將

討論相關的運用策略。

對於需要在國際藍海拼搏廝殺的企業，技術長都

知道國際專利佈局的重要性，但很多時候，花了

錢卻無法取得專利，或是只取得部分國家的專利

而得到的是「殘破」的專利家族。本期介紹的重

點在：(1)先確定有無機會取得「完整」的專利家

族保護；(2)有這樣機會時，才繼續完成其他國家

的申請；(3)反之，則中止其他國家的申請以節約

成本。

這個策略的適用條件是：

(1)	需要申請二個以上國家的專利；

(2)	其中一國（以下稱「第1國」）的審查品質

高、可以作為到其他國家申請時可能遇到的

挑戰的參考，而且其第1次審查意見通常不會

超過3年；

(3)	第1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都有延後實體審查的制

度。

以下以申請3個國家的專利為例。首先在第1國提

出申請並要求實體審查。接下來，在12個月內到

第2、3國提出申請並主張第1國的國際優先權，

但第2、3國只提出申請，不要求實體審查。

在若干時間後，會收到第1國的審查意見。就可

據此評估第1國找到的相關前案、自己的申請案

是否需要修正、需要修正的程度、最終通過的可

能性高低等。如果發現難以迴避、取得專利的機

會渺茫，這時就可以選擇放棄所有國家的申請。

由於第2、3國只有提出申請、沒有要求實體審

查，這樣就可以節省下來第2、3國的實體審查費

用。

或者，如圖b所示，第1國的審查意見沒有提出什

麼具威脅的前案、或者研判在經過適當修正後，

其核准獲證的機會非常高。就可以在第1國進行

答辯，同時於第2、3國提出相同的修正、並要求

實體審查。如果第1國的審查品質夠好，那麼第1

、2、3國都通過審查、核准獲證的機率就很高。

多國專利保護的投資就可獲得相當的保障。

甚至，如果時間充分的話，還可以等拿到第1國

的核准通知後，如圖c所示，再到第2、3國，提

出相同的修正、要求實體審查、並利用「專利審

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ry,PPH）

」這類的機制，要求第2、3國參考第1國的核准

資訊給予核准的處分或審定，這樣第2、3國也都

通過審查、核准獲證的機率就會更高。

	 綜上所述，本期介紹的策略是先利用第1國確定

有無機會取得專利保護，然後在有這樣機會時，

才繼續投資完成其他國家的申請，以確保多國專

利佈局的投資成果。這個策略的成本效益，在涉

及愈多國家時愈顯著。但誰做第1國最適合呢？

美國應是個好選擇，因為(1)美國是國人最常申請

的外國之一、(2)美國本來就不提供延後審查、(3)

美國第1次審查意見的時間多在2年內可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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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中心專利的申請策略之三：多國佈局的成本控制



      聖嬰現象與反聖嬰現象是發生在橫跨赤道附近太平洋的一種周期型氣候類型，其對
於太平洋的影響非常巨大，因此許多專家透過各種氣候模型與儀器設備的協助，都是希
望能夠透過監視來加以預測，甚至能夠進一步反制其生成並降低其影響層面。儘管許多
專家正深入研究，然而聖嬰與反聖嬰現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卻很少有人能夠真正
找出其真正的物理原因。
      廖重賓教授曾發表一篇關於聖嬰與反聖嬰現象的論文，獲得學術界廣大的迴響。他
認為聖嬰現象真正的元兇與太陽有關。太陽風把多餘的電子送到地球，在地球上與磁場
間產生了飄移現象，使得帶電粒子向東飄移，這樣的結果直接導致了聖嬰現象與反聖嬰
現象的產生。既然如此，只要能找出其位置、如何發生以及在哪裡發生，就能夠做出最
佳的反制與應用。
      CTIMES將舉辦『聖嬰與反聖嬰現象之肇因監視、反制與應用』空中講座，透過學
者的視角，為聖嬰與反聖嬰現象找出最佳的解決之道。

廖重賓
麻省理工(MIT)電漿物理博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與材料所教授

奧博先進科技整合有限公司董事暨執行長

主講人

活動時間：8月13日（二）14:00∼14:45
活動方式：空中講座（以線上研討會形式舉辦）
活動收費：免費報名參加
本場次活動為免費參加，請於活動開始前完成
線上報名作業，並提前登入線上研討會系統。

**主辦單位得保留議程相關與活動細節調整之權利**

主辦單位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
之肇因監視、反制與應用

CTIMES空中講座 8月13日(二)14:00CTIMES空中講座 8月13日(二)14:00

主講：奧博先進科技 廖重賓博士主講：奧博先進科技 廖重賓博士

節次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線上登入/報到 

一 14:00～14:42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之肇因監視  
、反制與應用  
●為什麼要預測聖嬰與反聖嬰現象？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的根本原因？ 

●太陽電子是聖嬰現象元兇？兩者有何關連？ 

●如何預測其位置與發生，以進行反制與應用？ 

廖重賓 

二 14:42～14:45 Q/A 廖重賓 

 14:45 結束/填寫問卷 
 

請掃QRcode點擊進入報名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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