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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結合人文與科技的產業年度專刊

自CTIMES立刊以來，強調以人為本的人文關照，一直是我們非常重視的一環，自勉不要只看以

物為主的技術面，也應該把焦點移到使用物的人的身上。畢竟人才是主角，也是發展科技的意

義所在。

基於這個理念，CTIMES總是擁有更多人文面向的內容，例如獨立的評論與人物的採訪等，藉此

提醒科技產業的人士，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要重視人文的關懷與環境的保護，也唯有更公

平的看待人與物，產業才能真正的永續。

特別是目前數位科技快速發展的當下，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和機器人等技術，全面的被

運用到各種產業裏頭，各種自動化與智慧化的應用更是雨後春筍，而此時，更要重視人的角

色，以及強調生態環境保護的思考。因此人文的關懷更顯重要。

在這個思考下，自今年的2月號起，CTIMES也將把過去的月刊改為《CBook－數位產業年鑑》，

除了年度的議題報導之外，也精選了年度的優質文章，並將之分為「科技篇」與「人文篇」。

後半部還有以CTIMES獨有的科技人文指標來評鑑的年度科技產品的評選。

本社社長黃俊義，也特別針對數位年鑑的地位與理念，書寫了其定義前言，以下是其全文：

CTIMES雜誌過去每年出刊12期，從2021年起將改為出刊11期，也就是每年2月號雜誌改為統合

年度議題與市場調查的《CBook－數位產業年鑑》。

數位產業包括半導體工業、各種功能的零組件、各類數位電子裝置，以及透過軟硬體整合的各

類工具或應用。數位產業發展改變了現代社會的環境與結構，因此出版一本年度趨勢與市場現

況的年鑑，不僅能作為產業里程碑的記錄，也能提供相關產業知己知彼的參考與利用。

數位產業年鑑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人文觀照的趨勢報導文章，且分別以人文關懷、精進品質與

環保意識三個面向來做評比分析；二是科技產品的整理編選，分別選出年度優質的零組件、系

統裝置與自動化應用等產品。如此，不論是業者或使用者對於數位產業發展的現況就能一目了

然。

而代表首版數位年鑑的所有編輯人員，我們希望本刊的所有內容皆對您有所幫助，不僅工作上

帶來新的產業資訊，也能在思維與觀念上給您帶來新的洞見。

副總編輯







人文篇的精選文章以下列四類的內容，來做為評選的標的，今年共有
13篇文章：

	 市場分析與產業發展

	 	人物專訪與企業報導

	 		趨勢觀念與議題研究

	 			創新整合與環保需求

而在這13篇文章之中，還包含2021年度的人文專題報導「台灣半導
體人才現況剖析」，分別針對政策、教育、產業等三方面進行解析。

產業觀察

	 機器學習開啟行動裝置大規模運算新革命

	 5G加速萬物聯網	次世代Wi-Fi技術全面部署

	 邊緣運算是實現智慧物聯應用的關鍵

	 掃除導熱陰霾	拉近IC與AI的距離

	 人工智慧和物聯網	創造教育數位化轉型

年度人文報導：台灣半導體人才現況剖析

	 三大台灣科技人才政策		超前部署前瞻技術

	 台灣半導體業者全力備戰未來的人才爭奪戰

	 台灣IC設計擴大徵才	少量多樣成為新常態

人物與企業	

	 專注創新與品質	旺宏電子深耕記憶體產業三十年

	 以人為本的智慧空間開發

	 加速數據處理	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

	 光禾感知打破視覺為主的空間思維

	 新創自研AR/VR開發平台有成	推動產業共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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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正全面普及

文／王岫晨

機器學習已經迅速入侵行動設備硬體和應用軟體的所有層面。
在機器學習的案例中，最具挑戰性的是多媒體強化功能。
而大規模運算將成為行動運算晶片開發人員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機器學習開啟行動裝置
大規模運算新革命

近
年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技

術，尤其是機器學習的神經網路子集，幾乎已

經迅速入侵了行動設備硬體和應用軟體的所有層面。

許多常用且廣泛使用的手機應用程序都在後台運行ML

技術，以針對特定用法和行為對設備進行微調。當手

機的電源管理系統自動微調性能設置以延長電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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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節能和數據頻寬高效的方式來提供大規模運算，將成為行動
運算晶片開發人員面臨的最大挑戰。

時，這就是機器學習的一個例子。當行

動設備助理裝置追蹤正常的行車狀況，

並發送有關火車或下班回家路上交通異常

延誤的警示時，這也是機器學習的一種形

式。而且，如果社交網路應用程序使用你

朋友的名字來標記你所上傳的照片，那麼這

也是正在運作中的機器學習的最好例證。

機器學習的重大挑戰

Arm機器學習事業部副總裁Steve  Roddy指出，上面

所提到的範例，都是下載到手機並在CPU或GPU上運

行的軟體APP應用程序。深度嵌入功能還與行動設備

的硬體緊密相關，例如，高性能的神經網路功能可以

改善行動設備中的相機視訊和靜態影像的捕獲品質。

當行動設備連接到無線網路或蜂巢式網路時，高級

WiFi和5G調變解調器將採用與機器緊密耦合的自適應

機器學習演算法，並最大程度地提高數據傳輸速率。

Steve  Roddy說，在所有這些機器學習的案例中，技術

上最具挑戰性的是照片與視訊等多媒體的強化功能，

通常稱為運算攝影。拍攝10秒鐘視頻或自拍照的消費

者，希望在非常高解析度的感測器上，以每秒60幀的

速度執行具有智能對焦和曝光的穩定流暢視訊擷取；

社交網路應用正是機器學習的最好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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