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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2020年最重要的事，大概就屬第15屆的總統大

選。儘管無論哪組候選人當選，對於整體的產業大

勢影響不大，唯一的改變，就是人們心頭的不確定

感可以被消除了。不管樂觀還是悲觀，都得選個方

向做，就是捲起袖子幹活了。

而除了台灣之外，國際間的種種不確定感也有望在

今年陸續消除。像是英國脫歐的歹戲，在僵持了2

年之後，終於要進入最後的階段，無論是好是壞，

這一刀下去，至少有個究竟。

美中的貿易對峙，預期雙方也會有個具體的共識。

尤其美國2020總統大選將於11月3日舉行，若貿易

戰的成果持續不明，對於執政的川普政府勢必會是個極不利的因素。因此川普應該會在選戰開打

前，讓雙方的關係明確化，並且變成他參選的利多。

去年的多諸調查也顯示，直接因為貿易壁壘所導致經濟緊縮，其實並不特別嚴峻，反而是基於不

確定性的觀望態度與保守策略，才讓全球的景氣循環陷入了低潮。

所以，在全球政治與貿易關係的明確化之後，將有助於扭轉這種停滯的保守策略，並朝向較積極

的作為發展。而直接帶來的，就是更有活力和能量的產業發展。

尤其2020年又有5G這個當紅炸子雞的加入，更讓科技產業的局勢更加可期！

不過前述的諸多，其實只是要給大家打打氣、提提信心。眼前的大環境其實不差，或者也不會變

得更差，真正的關鍵是自己怎麼想，又怎麼應對。如果是逆境，那也許是稍稍縮衣節食，小心前

行；如果是順境，那也許是大刀闊斧，放手一拚。總而言之，就是別停著觀望。

每每在經濟困頓的時期，就會想起一句市場名言「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又有一句閩南

語歌曲，講「心頭拿乎定，風雨攏毋驚」。所以大家就鎖定目標、下定決心，在2020年大幹一

場吧。

老實說，2020還真是個好時機，這種成對成雙的數字總覺得要是一個紀念，要是一個里程碑。

所以各位讀者朋友們，就讓我們一起有一個值得驕傲、值得紀念、值得打拼的2020年。

最後，農曆新年到，鼠年來，十二生肖又走了一輪。也在此代表CTIMES預祝各位讀者們「鼠年

錢黏」、「樂不思鼠」！

心頭拿乎定 全力往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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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穿戴產業集中度提高 
未來需強化產品差異及利基應用

智慧手錶在2014年開始受到市場矚目，Apple 

Wa t c h自2015年推出至今，幾乎壟斷市

場，Fitbit面對高價Apple，及低價中國大陸品

牌廠威脅，發展受限，也顯示未來智慧手錶

市場將更趨於集中。

現今智慧手錶的領導品牌除Fitbit外，Apple、

三星、小米及華為等皆為智慧型手機品牌

廠，不同於智慧型手機由iOS和Android寡占

市場，Apple Watch使用Apple Watch OS，三

星採用自有Tizen系統，而小米旗下的華米與

華為也使用自有系統，Google的Wear OS市占

率難以突破。收購Fitbit使得Google Wear OS

的市占率及影響力得以快速擴張。

目前智慧手錶定位仍以智慧型手機延伸產品

為主，雖然多數智慧手錶能同時支援Android

和iOS手機，但是在功能及使用上仍有差異。

智慧型手機品牌廠會針對自家智慧手錶／手

環進行軟體優化或提供客製功能，促使消費

者購買同品牌智慧型手機與智慧手錶以享有

完整功能。

對三星與Apple等智慧手錶品牌商而言，採用

自家的作業系統，可掌握產品應用程式、線

上商店、用戶資訊等各面向主導權，避免落

入智慧型手機時代僅能賺取硬體財的窘境。

智慧手錶廠商各擁自家OS，使得Google Wear 

OS市占率難以擴張，迫使Google必需自行掌

握硬體產品以取得市場，更避免因為缺乏硬

體產品，而無法收集終端使用者相關資料。

對於二、三線智慧手錶業者，未來經營智

慧手錶需更增強產品特色（如：時尚設計、

知名品牌聯名），或專精於利基應用市場（

如：Garmin專業運動領域），或結合特殊應

用（如：LBS抓寶遊戲）等，透過產品差異化

經營特定族群市場。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生命科學子公司

Verily在二年前已推出智慧手錶—Verily Study 

Watch，可記錄並分析個人生理數據，並於

2019年初獲得美國FDA許可，但是主要供醫

學研究用，觸及用戶有限。

近年來，Google不斷與Apple在消費市場競

爭，由智慧型手機到智慧家庭，進而擴展到

健康醫療領域。Apple透Apple Watch收集用戶

每日生理活動資訊，Apple Health Records讓

民眾可在手機儲存醫療資訊，Apple並與合作

廠商開發疾病檢測APP，掌握健康數據能幫

助Apple更深入醫療領域。相較於Apple龐大

的合作生態體系，Google欠缺可收集大量個

人生理資料的智慧穿戴裝置。

個人健康醫療資料因為涉及個人隱私，加上

法規限制，廠商不易取得，透過智慧穿戴產

品有助於廠商取得個人真實生理與活動資

訊。預期未來將有更多元化智慧穿戴產品收

集個人健康醫療數據，並結合人工智慧，在

終端予以個人化健康與醫療服務，例如：當

感測個人緊張時，智慧耳機即播放輕音樂以

舒緩情緒。

（本文由資策會MIC許桂芬、洪春暉共同執

筆） 

預期未來將會出現更多元化的智慧穿戴產品，更增強產品特色，或專精於利

基應用市場，或結合特殊應用等，透過產品差異化經營特定族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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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建構產業與社群新關係

2020年伊始，很多傳統結構可能面臨
瓦解，例如數位貨幣逐漸取代紙鈔

金錢、自動化作業取代更多人工作業、數

位匯流取代廣播電視、電動車（含燃料電

池）取代汽機車、LED照明全面取代傳統燈
泡、5G串聯各式各樣的裝置、區塊鏈開啟
非中心化安全機制…等等，以上都是理所當

然的產業趨勢，速度或快或慢則取決於社會

環境調適配合的狀況。但是可能大家比較沒

有注意到的新結構也會連帶產生，那就是產

業與社群的新關係，不僅活動介面會無限延

伸，族群領域同時也可做無限組合。

傳統的社會或社群主要是地緣關係，於是產

生許多地緣經濟的產業，以及地緣政治的國

家概念。不過全球化分工已經造就許多跨國

大企業，而地緣政治也不得不受到各方的掣

肘，但這只是介面的延伸，未來解構傳統社

群、建立種種新社群組合後，產業與地方關

係也會有不一樣的風貌。舉例來說，未來工

廠也許仍是在地企業，但設計、半成品、包

裝卻分散在各地的人群來共同完成，區塊鏈

會使這些交易就像在身邊一樣安全可靠，這

些社群沒有國界、時間與種族的差別，只須

依照契約分工合作、各取所需。

另外，各種社群的組合非常迅速、多元，商

業信任的基礎則會完整地呈現在交易紀錄

裡，這可以是數位貨幣，但更可以說是一種

信用資產。以傳統廣播電視產業為例，播送

的區域有限，當然是一種地緣經濟，如果透

過網路視訊平台播送，不僅介面延伸了，製

作人與使用族群、各項數據都會開放參與，

然後每個人得到多少數位貨幣也會自動計算

存放在你的帳冊上，這就是真真實實公平公

開的共享經濟。

當然，事情不會都這麼美好的發展，人本的

思維與勤儉的美德仍是產業是否成功的關

鍵，在地緣經濟裡，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生產者與消費者只能被動的接受。例如廣播

電視是播送方，當地民眾就是接收方，少有

選擇的餘地；未來不一樣了，播送方的閱聽

眾分遍各處、消長頻繁，而個人也分屬多種

的族群領域、交錯複雜。那麼產業應該如何

掌握與社群的新關係？當然不能再依靠各地

山頭或海霸，也沒有政府可保護，只有回歸

人本思維才能找到市場定位，只有堅持勤儉

美德才能自立自強。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未來產業與社群

關係一定是建立在共同方向上的生命體，但

不要誤會大家都要同一個道或依止一個中心

才可以合作，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得體會別

人的道是甚麼？而自身有甚麼可以配合貢獻

的地方？找到共同的道或更寬廣的道，然後

就可以一起謀略、共創共榮。所以，建構新

的社群關係，不是只在網路的社群平台上號

召、互動，而是自身要有真正的內涵，並且

不斷的學習成長、追求理想。

以工業4.0的概念來說，隨著技術進步已經
建立雛形，2020年之後更會飛速發展，但建
立新社群關係與倫理則是一個隱藏的成功關

鍵。在業界素有名聲的日本TDK公司，他們
就大膽地提出工業4.5的概念，並且在秋田
設立此一概念的新工廠，其中除了工業4.0
的智能化與自動化生產外，重點就在實現零

缺失的品質（realize zero defect quality）管
理，TDK雖然沒有直接點出新社群關係，但
零缺失品質管理不就是來自於人的品質與相

互的要求？這與當年大放異彩且實現零庫存

管理的「豐田模式（Toyota way）」一樣，
真正的基礎都是建構在生產與需求社群間的

尊重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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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和區塊鏈等技術將使產業與社群

產生新的關係，不僅活動介面會無

限延伸，族群領域同時也可做無限

組合。

 (source: pixaba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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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手機的跑分大戰 一時風雲而已

5G還沒真的來，到底真實的使用體驗會

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但倒是最近「安兔

兔」的跑分分數，一直被即將推出的5G

晶片刷新，霎時感覺5G不僅要起飛，而

且還要衝天，於是安兔兔的跑分好像成

為了手機處理器產業的標準，好或不好，

跑了就知道。

從驗證的角度來看，第三方測試平台的

存在，絕對是有其必要性，一來提供了較

客觀的參考數據，二來也可以讓工程人

員在開發上有所憑藉。就如同過往的PC

平台，總有多個測試軟體可以用來評鑑

系統的效能等級。

而回顧當年的PC平台，其實也興起過一

陣跑分熱潮，約莫就是NVIDIA和ATI雙

方火熱對抗的時期，那時的GPU正處在

發展的巔峰，沒幾個月內就會有新一代

的顯示晶片或者新版本的繪圖卡設計推

出，雙方戰的不可開交。

然而產品的軟硬體規格是一回事，但效

能的表現卻只能各說各話，於是軟體測

試跑分開始被廣泛的使用。而當時又是

3D遊戲開始流行之始，市場對於繪圖卡

效能的需求正日漸高漲，也因此哪一家

的繪圖卡能在效能上突破，意味著將有

更大的機會取得較大的市場。所以針對

熱門遊戲進行優化，也成為繪圖卡業者

致力的方向。

於是如何評斷一個繪圖卡的優劣，就端

看它能否在測試軟體裡取得較高的分

數，同時又能夠擁有良好的3D遊戲運行

效能。簡單的講，就是比跑分。

只不過跑分的市場熱度並沒有持續太

久，漸漸的消費者已不太關心在乎，原因

是大家的分數都實在太高了，遠遠超過

一般的需要太多，甚至即使是一般中低

階的產品，也具備足夠的影像與遊戲效

能。跑分最終只是發燒玩家的樂子。

然後隨著晶片技術進一步的發展，整合

型的GPU效能就足已滿足消費者的需

要，所以更沒有人在乎有沒有跑分測試，

或者跑分的高低。而繪圖晶片業者也不

得不轉型以對，轉往其他需要運算力的

市場。

再對照目前的手機處理器晶片市場現

況，我們大概也可以預測現在的跑分風

潮也只會是一時風雲，沒過多久，手機的

運算速度就會快到市場無感。尤其是5奈

米的製程已蓄勢待發，單一顆晶片所能

擁有的性能又會快上一級，更高過一般

人的實際使用需求。

所以真正的設計關鍵還是回歸到最終的

消費者體驗上，如何透過強大的運算力

來提升軟體與裝置的實際應用價值，才

是最最值得測試的地方。但再說回來安

兔兔跑分榜，上面的榜首，始終都是iOS

系統，而且大幅領先Android，這倒也表

明了使用體驗做得好，意味者軟硬體調

教的功夫一定不會差吧。(籃貫銘)

IDC：亞太區5G成長動能強 資安議題升溫

根據IDC亞太區(不含日本)5G用戶數報告，亞太區(不含日

本)5G用戶數將從2019年的250萬增長至2023年的7億人

次，從用戶類型來看，企業用戶極具成長潛力，而從國家

別來看來看，中國5G用戶數佔比將最高，韓國與印度次

之。

5G的到來預計將帶動消費者對串流服務與沉浸式體驗等需

求，同時促發智慧企業應用的普及，例如無人工廠、智慧

醫療遠距手術，智慧交通的自動駕駛計程車等，皆是5G理

想的企業應用場景。但新型態的消費者體驗與企業應用場

景也帶來新的資安風險。

對於計劃透過5G實踐各個智慧應用的企業用戶來說，新型

態資安風險將直接影響應用成效。

大家的分數都實在太高了，遠遠超過一般的需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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