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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在一場光電產業的活動場合上，幾位企業的大老，頻頻向台下的聽眾們喊話。他們說，「光電產

業的薪資與福利皆高過於半導體業，未來的市場發展更是不可限量，希望有志青年們能踴躍加

入，一起為台灣的光電產業努力。」但現實並非如此，大家都是去了半導體業。

對這些光電產業的經營者來說，台灣的半導體業就像是一個大黑洞，把所有的資源都吸了進去，

包含資金和人才，造成了其他產業的發展困難。要怎麼對抗這個大怪獸，居然也變成了台灣其他

產業的發展難題之一。

說出這個事情，其實是個引子，目的是要指出，一個產業若是過於集中，自然會減低其他產業的

發展力道，甚至會阻礙創新。因為所有的資源都落在特定的一兩家業者身上，怎麼發展也都看它

們，而這當然不是件好事。目前的處理器產業就處於這樣的情況。

在PC平台上，英特爾長期主宰了大片江山，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幾乎所有其他的處理器業者

都已倒下，只剩下AMD勉強能與之相抗（相抗其實是過譽說法）；而在行動平台上，Arm更是完

全主宰了這個市場，市占率達到了95%，甚至在嵌入式市場中也勢如破竹。

他們的成功，當然要歸功於這些業者自身的努力，是他們優異的技術力和市場經營能力，才可以

打下了這一大片的江山，這點當然是值得稱許的。但這樣的局勢一旦長期了、固定了，對市場

就不是件好事。因為他們已訂下了遊戲規則，也墊高了投入的成本，不透過他們，你幾乎沒有機

會。

尤其是目前的電子系統與晶片設計的複雜性極高，幾乎沒有人可以從零開始。加上現在的系統產

品的生命週期與上市時程極快，想要從頭打造產品，再跟上市場推陳出新的速度，沒有相對應的

資金，根本不可能實現。所以產品開發，幾乎就變成了系統大廠的專屬工作。

但RISC-V也許有可能可以扭轉這個局面，因為它的開放特性，大幅減少的晶片設計的初始成本。

在設計階段，你幾乎不用擔心任何的授權成本問題，這當然就可能為設計帶來更多的彈性，自然

也會衍生更多的創新可能。

「為什麼IC設計公司不能是十多人的公司？」SiFive的技術長

Yunsup Lee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問。

對啊，為什麼不行呢？

過於集中，並不是件好事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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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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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新冠肺炎疫情丕變  
ICT產業宜超前佈局迎未來商機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由中國大陸蔓延至其他國

家，使全球經濟與產業前景蒙上陰影。在疫

情控制不易的情況下，對各產業的衝擊難以

準確估計。觀察ICT產業受疫情的衝擊，繼

上期探索供應鏈之後，再來探討變局下的市

場需求如何牽動ICT產業的走向。

由於中國內需市場為多數電子產品的重要成

長動力，佔全球ICT市場的兩成以上，更是

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佔全球市場的三分

之一。因此，中國大陸市場的低迷，勢將影

響全球電子產業與半導體產業短期的成長，

並衝擊全球2020年經濟景氣狀況。

而更險峻的局勢則出現在2020年三月以

後，東亞各國、歐洲、美國等地陸續出現疫

情蔓延、大量群聚感染的現象，並紛紛推

出封城、關閉邊境等措施，希望能盡快控

制疫情的蔓延。這些地區皆為中國大陸以

外的全球主要市場，以目前疫情的進展來

看，2020年第一季至第二季前半，相關地

區的經濟活動恐將因此陷於停滯。

若按照全球電子業一般上下半年的市場出貨

占比4：6來看，今年全球市場活動恐因新

冠肺炎造成全年約一至兩成之損失，未來若

疫情蔓延至五、六月，甚至可能影響到三成

或以上。

市場活動若陷入將近半年的停滯，勢將對採

行高槓桿方式經營的企業造成立即且顯著的

衝擊，甚至可能出現經營危機，面臨倒閉的

風險。若全球形成企業的倒閉潮，將進一步

衝擊金融相關產業，形成各界擔憂的另一次

金融風暴。

因此，對ICT產業而言，除了需有彈性的供

應鏈調度以因應疫情導致的缺工、缺料等議

題外，亦應有完善的資金等營運因應措施，

以因應2020年上半年的市場停滯期。

從市場需求的角度來看，新冠肺炎之後將帶

來新的科技需求。因為疫情的蔓延過程中，

強調人與人間接觸帶來的染病風險，此舉將

改變人的社交行為與工作模式。無論是當前

的流行疾病，或未來的潛在疾病威脅，人可

能對於接觸的行為產生長期的恐懼感，透過

非接觸的科技來取代多數可能染病的接觸行

為，恐將成為中長期的發展趨勢。

ICT產業在未來一年內應進行更具彈性的全球供應鏈佈局，並且超前布

署，預作因應具市場潛力的新興非接觸式科技與應用，以迎來疫情之後

的新商機。

瀏覽完整內容 

  請掃描QRcode：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地，

台灣抗疫全面戒備中！

台灣工具機業者迅速成軍，

成立口罩國家隊，增產口罩助抗疫，

強化全民與醫護的健康防線。

向所有的防疫人員說聲：

團結力量大，

感謝所有的防疫人員不畏艱難，

感謝您們的辛勞付出，守護台灣。

在此關鍵時刻，共體時艱凝聚向心力，

防疫總動員，我們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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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微小的力量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震撼了美國本

土，也敲響世界超強的危機意識；

當年蓋達組織以小博大，劫持四架民航客

機，其中兩架直接衝向紐約世貿中心，

兩棟高樓竟然就此飛灰湮滅，死傷達數千

人之多。19年後的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也衝向美國直接撂倒那些

彪形大漢，短短一兩個月已有百萬人以上

感染，5萬多人死亡，經濟發展陷入空前危

機，生活型態再也回不到過去模式。

然而，冠狀病毒只有約100奈米的大小，聳

立紐約看盡世間百態的自由女神，恐怕也難

以預料人身如此脆弱，病毒如此無情，自由

的代價如此高昂。許多的重工業、高科技設

備在這時候全都無用武之地，飛機、大砲、

航空母艦、洲際飛彈，對人類的傷害從這

個角度看來，反而很有限，病毒既能跨越海

空，同時又會肆虐全球。所以，不要輕忽微

小的事物，它可能是關鍵中的關鍵。

闡釋儒家心法的《中庸》一書，在第一章開

頭就說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君子慎其獨也。」意思就是別以為自己或他

人不起眼、看不到的東西就不重視，或無所

畏懼，其實越隱晦的東西越容易突現，越微

小的事物越可能彰顯。其實這是人們對大小

的執著，大或小是相對性的概念，但本質上

並沒有甚麼不同，不要迷信大者恆大，也不

要看衰細小。

在《莊子》一書中惠施提到一個概念，所謂

「至大無外」與「至小無內」，一個無外叫

大一，一個無內叫小一，其實都是無限且平

等的東西。根據這樣的概念來觀察事物就會

更清楚了，台灣的產業一向都不是以重工業

為主，一般可能以為競爭力有限，人們卻萬

萬想不到，在此次冠狀病毒疫情中，一個口

罩的防護力卻遠比防空飛彈還重要、還有價

值，於是航空業可以一夕垮台，軍工業也乏

人問津，小小民生日用品卻求之不可得。

微小的力量不只這些，它還會具體的顯現在

兩個方面，一是精密東西的基礎所在，二是

高深事物的潛藏因子。台灣引以為傲的IC工

業就是其中精密的基礎，雖然是一顆小小的

晶片，卻是驅動未來世界與完成任務的重要

關鍵，現在領先全球的5奈米製程，一顆電

晶體比冠狀病毒還要小20倍，這個部分，瑞

士就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不僅以精密製造聞

名全球，更是世界經濟論壇認證全球競爭力

最強的國家。

另一個所謂潛藏因子的力量，其實就是一種

因果相當的概念，當人們種下一個看似微小

的因，就會產生未來不可思議的結果。例如

高聳雲霄的千年紅檜，根本的種子卻只有芝

麻粒般大小，而綠豆的種子大得多，但無論

如何也不會長成大樹。至於綠豆與紅檜哪一

個有用？只能說發心不同作用就不同，彼此

不需要比較高下，在本身的條件下做好自己

就可以了。

同樣這次冠狀病毒也可以說是一種潛藏的因

子，病毒可能在人體小一裡擴散，也可能在

地球大一裡擴散，但擴散傳染的本質完全一

樣，所以你也可以說，健康實際是被虛耗所

侵害，經濟實際是被貪婪所吞噬。微小的力

量不可輕忽，不好的事物應該防微杜漸，有

用的東西應該見微知著。《莊子》在逍遙遊

裡有一個著名的「小大之辯」，郭象下了一

個很好的結論：「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

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

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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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隱晦的東西越容易突現，越微小的

事物越可能彰顯。

所以台灣實在不必跟別人比大，專精

自己的小東西與高品質，就會很厲害

又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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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A N A L Y S I S

近年來，隨著汽車市佔率的的迅速普及，對石油資源的過度依

賴正嚴重制約著各國經濟的發展，甚至影響到各個國家的重

大利益。同時，汽車廢氣排放所造成的大氣污染問題也日趨嚴

重。倡導並鼓勵研發、使用環保節能的新能源汽車，代表了世界

汽車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也符合環保趨勢與不同國家的國情。

隨著時代的變遷，電動車已成為未來交通工具的主力軍。電動

車環保節能，製造製程簡單，可以大量生產、使用方便，不僅如

此，還可以回收利用，是新時代發展進步的科技產物，在未來有

更廣大的發展空間。

一般來說，電動車又被稱為是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汽車核心零

組件包括電機、電控、電池三大部分，動力電池是新能源汽車

的核心零組件，直接決定整車性能。

新能源汽車電機和電機控制器則是新能源汽車的核心零組件。

電池佔占整車成本高達30～45％左右，電機電控則佔約20～25

％，整車和其他部分佔20％。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動能，也直接

帶動了產業內外對於新能源汽車零組件的投資熱潮。

控制系統是電動車電氣系統的核心，不僅能對電動車的整車能

量進行管理，而且透過接收各種信號，還可以對電機的運轉進

行調控。在電動汽車產業中，電力驅動技術是控制電動車發展

的三大關鍵技術之一，因此研究電動汽車的電機驅動控制系

統，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隨著現代控制技術的理論發展，各種現代控制技術和微處理器

已經在電動車的驅動控制系統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電動

車動控制系統必將向著各不同技術領域進行相互融合的方向

發展，成為一個整合機電的智能化系統。

近年來，在電動車驅動系統中又出現了效率最優控制、無速度

感測器交流調速控制系統，和高頻交流脈衝密度調製技術等幾

種新技術。

各種現代控制技術開始應用在電動車電機驅動控制系統中，如

模糊控制、自適應控制、神經網路和專門系統等。隨著現代控

制理論的發展，現在各種現代化控制技術和微處理器已經在電

動車驅動控制系統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整合的智能化機電系

統將左右電動車的未來發展腳步。(王岫晨)

智能化機電系統將左右電動車未來發展腳步
現代控制技術和微處理器已在電動車的驅動控制系統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

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指出，可再生能源領域

在2019年新增176GW全球發電產能，略低於2018年的

179GW。然而，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產能占全部電力擴張

的72%。

IRENA《2020可再生能源產能統計年鑒》顯示，去年可再

生能源增長了7.6%，其中亞洲佔據了增長的主導地位，占

新增總量的54%。雖然可再生能源的增長在去年放緩，但

可再生能源的總成長仍然是化石燃料的2.6倍，延續了可

再生能源在2012年首次取得的電力擴張中的主導地位。其

中，太陽能和風力占2019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總量的90%。

IRENA總幹事 Francesco La Camera表示，作為一種頗具成本

效益的新能源來源，可再生能源能夠使電力市場和消費者

免受波動影響，支持

經濟穩定，並促進可

持續增長。隨著新增

的可再生能源產能貢

獻了去年的大部分新

增產能，很明顯，許

多國家和地區已經意

識到能源轉型所能夠

帶來的積極成效。

IRENA：再生能源占2019年新增產能72% 太陽能和風力占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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