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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問卷調查可信度與精確性，在這些年裡，其實受到很大的挑戰，端看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就可見

一斑。然而，這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問題，上一屆的美國總統大選，甚至是英國脫歐的民調，它們

最終的結果與民調的數字，都有著小的差距，因此也讓人對於民調的真偽和可信度充滿質疑。

但不可否認的，問卷調查仍是一項十分科學的研究方法，問卷形式的設計與調查採取的途徑，甚

至是議題的規劃，對於調查的結果都會造成或大或小的影響。

特別是近年來，數位科技的迅速發展，雖然讓問卷製作與分析的難度降低，但同一時間，人們的

生活節奏更快速、更複雜，也更難以對一個問題有深入理解與回應。而結果，就是誤差更大。

儘管如此，CTIMES本次的調查仍是採用線上形式的問卷，因為我們相信它是現代人最熟悉、也

較信賴的調查方式。至於調查的對象，則僅針對我們的網站註冊會員與讀者進行調查，因為我們

相信，這些人是對電子產業與CTIMES內容有較深度的共鳴，當然也是最好的調查對象。

而從問卷的填寫人職稱來看，約有40%為工程技術人員，也是整體比重最高的族群。這顯示了我

們最初的對象規劃是十分合理的，也為這次調查的可信度有了最佳的背書。

第二高的則是經營管理人員，共有約26%的比例；第三則是銷售業務人員，約有10%；學術人員

則占了3%；其他類（包含行政、產品、檢驗測試等）則是佔了21%。

整體來說，調查的對象組合仍是在我們預期之內，同時也十分符合產業實際的風貌。然而此次調

查的內容其實相當的「硬」，最佳的情況是有過半的工程人員進行填寫，而這也是我們進行下次

調查時，可以繼續努力的空間。

年度產業調查的輪廓與限制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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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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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長

NVIDIA收購Arm之綜合效益

2020年9月NVIDIA與日本電信巨擘軟銀達

成協議，將由NVIDIA以215億美元的股票以

及120億美元的現金，向軟銀收購矽智財領

導廠商Arm，並向Arm員工提供15億美元的

股票。依照官方聲明，若Arm達成特定的業

績目標，則會再給予軟銀最多50億美元的

現金或股票，收購總額達400億美元。根據

NVIDIA公布，雖然雙方董事會已同意此次

交易，但仍須取得英國、中國大陸、歐盟和

美國等各國的監管單位核可，預期將在公

布日後開始的18個月內完成相關的收購交

易。本文針對NVIDIA收購Arm所產生之綜效

進行討論，並於後文探究此舉對於其他IC業

者形成的潛在影響。

ARM是當今行動運算晶片IP龍頭，在手

機應用處理器上約擁有95%市占率。著

眼於Arm龐大的客戶生態系及系統架構能

力，NVIDIA以400億美元的高價收購Arm，

期盼將NVIDIA的運算平台與Arm龐大生態系

進行加乘，在AIoT發展及資料中心技術上將

雙方資源互補再升級。

全球CPU市場主要分為兩大勢力，分別為

Intel、AMD為主的x86架構，以及Arm架

構設計兩類。過去兩大架構分別在伺服

器、PC領域以及手機領域佔據鰲頭，但近

年來隨著Arm運算效能的提升，Arm架構逐

步向PC及伺服器應用前進。

近年來NVIDIA快速擴充資料中心業務，在

2019年3月便完成收購伺服器交換器晶片廠

商Mellanox，強化在運算技術及高效能資料

交換技術的優勢，擴展資料中心的能力。隨

著雲端發展，Arm架構亦逐漸被採用於資料

中心的處理晶片，Arm架構的應用擴充遂成

為NVIDIA收購Arm的一大關鍵主因。

NVIDIA多次公開資料中心市場的變化，AI

應用不論在推論以及訓練的過程中，皆須龐

大的運算效能，使得近年來資料中心對於相

關晶片的需求持續增加，帶動NVIDIA資料

中心應用之營收大幅成長。

由於AI運算效能需求高，多元運算架構趨勢

因應而生，不同種類的處理晶片針對不同

的任務各司其職。但以目前市場的主要供

應商來說，Intel及AMD近年各自推出在CPU

及GPU整合式晶片（Accelerated Processing 

Unit；APU），應用於個人電腦及伺服器

上。NVIDIA雖在CPU上推出Arm架構的Tegra

處理器，但多數仍僅用在終端裝置上。在大

型資料中心的解決方案中，客戶仍多數採用

Intel及AMD所推出的CPU解決方案。

因此，對於在CPU領域布局較為缺乏的

N V I D I A 而 言 ， 併 購 A r m 將 可 快 速 補 足

CPU、GPU整合運算平台能力，並藉由Arm

在CPU架構多年來的研發資源與經驗，加速

打造專門針對資料中心設計架構以及指令

集，將有助於打造與自身GPU更緊密運算的

CPU產品，提升在資料中心市場的優勢。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半導體產業研

究團隊共同執筆）

對於在CPU領域布局較為缺乏的NVIDIA而言，併購Arm將可快速補足

CPU、GPU整合運算平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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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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檢索分析與訴訟攻防─
以家登案為例

最近最受國人矚目的專利爭訟應屬美商英特

格(Entegris)指控家登精密公司侵害其發明專利

I317967號「光罩載具及支撐光罩之方法」。歷

經5次舉發不成立後，智慧財產法院於2019年3

月一審判決家登精密應賠償英特格台幣9.78億

元。然智慧財產局2020年4月對第6次舉發卻裁

定舉發成立。前述的智慧財產法院一審判決家登

產品構成侵權的專利因此被撤銷失效，家登精密

鬆了一口氣。

技術長們可能對專利的舉發不陌生、也知道舉發

是專利爭訟中被告最主要的對抗手段。從原告的

角度出發，應在提告前對標的專利的進行「強

健性」（Robustness）分析，也就是對主張對方

侵權的標的專利，評估其承受舉發衝擊的「抵

抗力」。如果一提告就被對方輕易將專利撤銷，

不僅損失訴訟費用、專利也因此失效，可謂賠

了夫人又折兵。反之，被告則需快速、有效率

地率蒐集可據以撤銷對方專利的證據。以前述

的I317967號專利為例，其經歷了多次舉發，雖

最終被撤銷，但可謂相當「強健」。然對家登而

言，其若能在第1次舉發就能成功，當不致纏訟

經年並耗費大量的成本。

專利的檢索與分析在「強健性」的評估與蒐集

舉發證據上為用大矣。第I317967號在第6次舉

發(案號092118184N06)被撤銷的前案證據涉及

二件日本案JPH0817906A、JPS63198062A與二

件美國案US4061228A、US6216873。以下先就

以其中US6216873與JPH0817906A二件證據為

例，觀察專利檢索分析是不是真有幫助找出這些

前案。

首先就第I317967號專利的家族來看，該專利除

申請我國外，尚有多個國家地區佈局。在這些國

家進行審查時，都有提及US6216873這件前案。

JPH0817906A則沒有出現在第I317967號專

利家族成員的引用前案中，而遲至第6次舉發

才被提出，它的出現有沒有線索可循呢？有

的！I317967與JPH0817906A有國際專利分類號

「共現」（co-occurrence）的特徵，共現強度為

2 （G03F1/66與H01L21/027）。

易言之，如果我們只倚賴個別分類號來搜尋前案

證據，可能很快就會迷失在過於龐大的檢索與

分析判斷中，但是如果檢索是有邏輯的，譬如

說依分類號共現強度判斷技術相似性，再進步

性分析，可能就有效率的多。以我國為例，有

G03F1/66與H01L21/027這二個分類號共現的專

利就只有11件（到本文撰稿時），如再以需在

I317967前公開或公告者的就只剩1件了。

以家登的舉發案為例，可以發現專利檢索與分析

的相關機制，如上述的專利家族引用資訊、分類

號共現等等，都可以在專利訴訟攻防中發揮實

效！如果只採使用傳統的關鍵詞檢索，檢索的結

果不僅涉及大量的案件，人工的過濾耗時費力之

外，因經驗不足、採用關鍵詞不夠完整、或是受

限語文的隔閡更可能遺漏關鍵的證據！而有邏

輯、又有效的專利檢索分析機制的運用，正可以

克服這些人力、語文、乃至經驗的障礙！從家登

案反思，技術長們會不會覺得建立有邏輯的專利

檢索與分析能力、對自己以及競爭對手的專利作

強健性分析、以為智權維護與應用策略基礎，應

是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投資？

(本文共同執筆：管中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

研究所副教授)

技術長的專利策略

技術長需要對競爭對象的檢視是：他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會對我形

成威脅？在我的產品進化路徑上未來會有技術碰撞或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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