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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每年的一月號，CTIMES都會剖析一下該年的產

業趨勢概況，算是為一整年的開年，做個定調。

雖然說這種年度的產業預測和分析，各個調研

機構都會做，而且經常都會一連辦個數天的研

討會，仔仔細細、徹徹底底的針對各個產業進

行探討，這對想要深究產業發展的人士來說，

是相當好的活動。但不得不說，他們的同質性

其實相當高。

CTIMES的產業觀察就不太一樣了，因為我們不是採用數據庫為核心的分析方式，而是屬於一種

「質化」的分析，是由編輯們根據這一整年的訪談和活動的參與，以及所接觸的文章和新聞發

布，藉此判斷來年可能的趨勢發展。

這樣的預測有幾個好處，首先，是較貼近產業現實。因為訪談和活動的參與，都是屬於必須親臨

的實體事件，同時它們也是有實際解決方案的推出或展示。儘管這些發表多是屬於早期的布局，

很大幅度取決於產經現實才能進行後續的推動，但透過這些活動卻能夠很實際的窺探出業者的意

向。

第二，則是具有人文意識的思考與判斷。雖然說CTIMES是產業媒體，但人文關懷一直是我們重

要的媒體觀點與立場，因此除了經濟層面的判斷外，還會有對於產業發展的反思，並提出不一樣

的觀察。

第三，是更務實、也更基層的眼光。CTIMES是媒體，而編輯群則是第一線的內容製作者，要負

責採訪和文章的撰寫，因此所有的文字和影像都是要有所本才能發布。再加上媒體的地位超然，

也使志要與讀者站在一起，因此多了一些使命感，和一分為產業貢獻的理想性。

基於這些理由，CTIMES的展望就變得與眾不同，因為我們是發自內心，同時我們也根據產業現

實，最重要的，是我們衷心希望所有的電子產業從業人員都能在此得到滿滿的收穫。

而身為一位產業媒體從業人員，我們也期許自己，在未來這一整年裡，都能持續敬敬業業、誠誠

心心的為產業貢獻，為每一段文字與影像投入最高的熱忱與心力。

科技與人文的思考 熱情且敬業的報導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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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併購Arm衝擊矽智財授權 
RISC-V後續進展值得關注

NVIDIA除了持續開發應用於遊戲、資料中

心的繪圖晶片以及加速器外，近年來也瞄準

車用市場商機，在自動駕駛系統單晶片領域

不斷推陳出新，除了其GPU外，整合了具備

Arm IP的處理器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此外，NVIDIA看好智慧物聯網世代，近年逐

步朝向AIoT應用，透過核心技術CUDA搭配

Arm IP架構，跨足機器人、智慧醫療等應用

領域。然而物聯網應用強調多樣化的場景、

裝置類型，少量多樣的特點致使市場較為細

碎分散，且不同的應用市場需要的知識既深

且廣，使得多數公司主要針對特定領域進行

研究，而難以以一套解決方案滿足各領域市

場的需求。此時，若能藉由整合具備龐大

CPU生態系的Arm處理架構，打造垂直擴充的

多功能平台，將有利於拓展AIoT應用市場。

Arm架構處理器向來以低功耗等優點為主打

特色，因此吸引大多數的智慧型手機所採

用，亦適用於對於功耗有所要求的物聯網裝

置；未來，若藉由整合NVIDIA的AI運算平台

及Arm CPU的生態聚落，將可望進一步將Arm

架構運算能力提升，並使AI運算擴展至更多

元的終端領域，提高在AIoT的競爭優勢。

隨著近年Arm架構持續發展，運算能力逐步

提升，致使Arm由智慧型手機領域等主要應

用外，逐步布局電腦領域甚至物聯網終端

裝置；NVIDIA與Arm雙方的合併，將得以打

造一個Arm為中心的AIoT硬體和軟體生態系

統，並輔以NVIDIA在高效能上的支持，擴大

Arm IP產品組合，強化Arm的研發能力，吸

引更多IC設計廠商在物聯網相關的晶片設計

上，選擇Arm所提供的解決方案。

不過，NVIDIA以Arm客戶的身分併購Arm，

首當其衝的就是採用Arm晶片矽智財授權的

IC大廠，如Qualcomm、Apple與Samsung等，

將面臨自身晶片產品架構被競爭對手NVIDIA

獲知的風險。儘管NVIDIA宣稱Arm將持續其

開放式授權模式並保持中立性，但要能否取

信於Arm的既有客戶，仍有待觀察。

除了對矽智財保密的疑慮，Arm在向NVIDIA

收取矽智財授權金與權利金時是否能秉持

「公正」的原則，也將影響各IC大廠的競爭

力。因此，各IC大廠在短期內或許仍會與

Arm維持授權關係，但必定會加速自身晶片

矽智財的研發，或是尋求其他矽智財的授

權，以保障自身晶片的競爭優勢。

這也使得RISC-V更加受到矚目，RISC-V為基

於精簡指令集的指令集架構，由非營利組

織RISC-V基金會所支持推廣，希望建立免

費及開放的軟硬體生態系統。儘管RISC-V

與Arm架構都是源自於RISC，但RISC-V開

源的特性使其具備可客製化、模組化的

設計條件，吸引全球的關注，ICT大廠如

Google、Qualcomm、Samsung與聯發科等都

是RISC-V基金會的成員。未來若Arm的中立

性遭到質疑，將為RISC-V帶來潛在的發展機

會，其後續進展狀況值得持續關注。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半導體產業研

究團隊共同執筆）

NVIDIA與Arm合併將可打造一個Arm為中心的AIoT硬體和軟體生態系統。若採

用Arm晶片矽智財授權的IC大廠對矽智財保密產生疑慮，將為RISC-V帶來潛在

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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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地球村3.0

距今約45.4億年前，在太陽系形成與演化的

吸積過程中誕生了地球，一直到今天，

地球已有76.6億的人口，以及超過1200萬個已

知與未知的其他物種在此生存著。地球半徑約

6371公里，在浩瀚的宇宙星球中，實在是微不

足道，與銀河系相比就像大地中一粒沙般的渺

小，但她的內涵卻是極為豐富。所有地球上的物

種都受到地心引力的約束，一起黏著在這個地

方，風風雨雨、浮浮沉沉，為了尋求生命的出

處，也為了安頓生活的必需。

從遠處看地球，就是一個小區塊，就是一個生命

共同體，如果形容她是一個東家長、西家短的小

村莊也不為過，因此有所謂「地球村」的說法，

意思就是整個地球都是相依相近、共享共榮的單

一社區。所以，地球村的概念自古皆然，並不會

因為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只有影響速度快慢，

或是事實察覺多少而已。

什麼是地球村1.0或工業地球村？

不過主宰地球的人類，對於整個地球的探索，要

到15世紀大航海時代才有比較完整的認識，接著

發現了新大陸，也描繪出整個地球的面貌，這可

以說是地球村概念的前端。後來人們乘著郵輪橫

渡大洋，攫取資源、移民開墾，奠定了全球化發

展的基礎；但真正來講，還是要到工業革命的發

展，從1760年開始，不僅海上、包括陸地、空

中的交通都發達了起來，從此拉近了全球各地的

距離，人類及其他物種的互動也更為頻繁。

所以，從大航海時代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的工業

發展，在此姑且把她稱之為「地球村1.0」或是

「工業地球村」。這個工業地球村，除了工業生

產、交通發達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種通

訊也有全面性的發展，無線電報、雷達、電話、

廣播、電視等等讓人們有了不一樣的世界觀。

工業地球村造成資本主義的崛起，而唯物思想帶

來全球性的掠奪，大型工廠與都市化破壞了環

境，資本家與勞工緊張對立，人們甚至自恃工業

強權，直接間接地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從好的一面來看則是物資更

為豐富，生活更加便利，醫藥衛生都有長足的進

步，抵抗疾病與自然災害的能力也更強，並且成

立了種種政府與非政府的國際組織。

什麼是地球村2.0或資訊地球村？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軍工科技轉為民生資

源，第一台數位電腦也是出現於二戰期間，接著

1958年發明了積體電路，更使得數位科技或資

訊科技蓬勃發展，各種運作的效能與速度不斷倍

增，這也被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到了1990

年代之後，個人電腦普及化，資訊科技軟硬體應

用在各種領域上，迅速改變人類社會的型態、文

化與生活習慣。此一期間執業界之牛耳的英特爾

總裁葛洛夫，還特別稱之為「十倍速時代」。

資訊科技使得訊息傳播無遠弗屆且應用無窮，也

帶來全球化布局的風潮，所以我們從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到現在資訊革命仍方興未艾之際，姑且稱

之為「地球村2.0」或「資訊地球村」。此一資

訊地球村雖然充滿了開放與共享的理想，但本質

上仍是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跨國企業假全球化

之便，掌握了運算資源與大數據，應用更少的人

文/亭心

地球村3.0將是回歸本土化的思維，是極度物化與向外擴張後的反思，
時間點或許就落在這次大瘟疫之後，也就是2021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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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獲取更大的財富，使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

M型化的現象非常明顯。

資訊地球村的人們更加依賴電力能源來生活，即

使未來量子電腦帶來的量子霸權也是一樣，因為

這是數位訊號轉為現實世界的必須，失去了電

源，恐怕連生存的基本技能都無法掌握。人們擁

有資訊容易以為就擁有了全地球，也更加相信物

質與運算的力量，實際上更可能是資訊化下的奴

隸，此時因果循環極為快速，是一個更為虛幻與

瞬息萬變的世界。

地球村3.0或智能地球村即將來臨

經過地球村1.0的兩次工業革命，以及地球村2.0

的資訊革命或者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後，數

位資訊不再只是求快、求多，更希望的是能自動

化地解決一切。於是工廠自動化、政府自動化、

醫療自動化、交通自動化等等呼聲四起，所以業

界就有工業4.0的政策與規範，或許就代表了第

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但這只是產業上的觀點，

從另一個宏觀角度來看，都是工業革命，沒有太

大的分別，都是為了資源利用與生產效率。

至於地球村則不是只有產業上的概念，而是包括

人文科技、社會環境的整體觀，所以相對於地球

村2.0全球化的風潮，地球村3.0將是回歸本土化

的思維。這是極度物化與向外擴張後的反思，時

間點或許就落在這次大瘟疫之後，也就是2021

年開始，地球上的人文景觀與自然生態都會開始

回歸本土，並且配合科技發展，產生一個全球在

地化的機能運作，因此我們也可稱之為「智能地

球村」。

智能地球村的表象似乎是自動化的完成各項運

作，但真正的核心會是試圖兩種本質上的回歸，

一是回歸心靈的本土，二是回歸萬物的本土。心

靈的本土是在唯物史觀之後，人們重拾信仰的基

礎，人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就是他的心靈本

土，此一目標每一個人、每一階段都會有所不

同，此時的平民主義會再度興起，如同《大學》

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一樣，智能地球村裡的社群、資源，就是體現

此一理想的天地。

再者所謂回歸萬物的本土，智能地球村在資源利

用與生產效率上固然是萬物皆可聯，但不同於工

業地球村與資訊地球村對萬物的掠奪與控制，而

是充分應用每一種東西本身的智能與特性，來彰

顯其價值與意義。簡單來講，回歸萬物的本質就

是每個東西都是獨立而尊貴的存在，不是用多少

錢來衡量，而是應該讓它躬逢其盛與適得其所。

結語

地球村3.0或智能地球村是人文與科技的自然律

動，要在人工智慧與全方位自動化中發現自我的

價值，也要體會地球村萬事萬物息息相關的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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