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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顯示器產業上一波好光景，大概可以追溯到2017年，

也就是4K電視剛剛開始起飛的時候。在那個世代裡，

由於4K的畫質比原本的FHD好上一大截，在觀看的體

驗上有明顯的成長，因此很快就成為市場的焦點。再

加上終端價格的迅速下跌，一下子就引發了大量的需

求，也造就顯示器產業的盛世。

不過好光景並沒有持續太久，價格能迅速下滑的背後

因素，其實就是產能過剩，而其中最大的產能就是來

自於中國。由於中國政府的大量補貼政策，讓大尺寸

面板廠在中國林立，也造成台灣顯示業者的經營困

難，一下子就在2019年，轉盈為虧，陷入低潮。

然而這樣的轉折，其實是很多台灣產業的縮影，例如

在記憶體和太陽能產業也重複出現過。所以只要產品

陷入了產能與價格的競爭，獲利便無法持久，虧損也是遲早的事。

也因此，顯示產業紛紛提出了差異化與加值化來因應，並結合當前的智慧應用，來提供客製化的

顯示方案，以避免陷入價格與產能的紅海戰。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對策，剩下就是看各業者執行

的深度與廣度了。

記得工研院電光系統所所長吳志毅在一場Micro  LED活動上說過，顯示器產業即將進入新的世

代，業者不應該只從「顯示」思維來開發產品，而是要從「介面」的角度下手。因為顯示是擔任

人與機器，或者人與系統的溝通介面，也唯有把這個角色的使用體驗做好，才能為產品加值。

而要達成這個目標，高度的系統整合設計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思索如何串起硬體（半導體、面

板、機電系統）、軟體，以及雲端網路服務，以滿足客戶與使用者的需求，就成了當前顯示業者

的發展重點。這也是實現智慧顯示的關鍵所在。

尤其隨著下一代顯示技術Micro  LED的興起，整合的思維更顯重要。因為它是一個橫跨半導體、 

LED與顯示技術的應用，不是單一業者所能攻克的領域，唯有充分結合其他業者，並利用台灣的

聚落優勢，才有望讓台灣的顯示業再興盛世。

從體驗與介面的觀點來看顯示器設計

使用Micro LED技術的車用顯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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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CES 2021看ICT產業發展動向
（二）：功能性筆電、機器人

全球消費性電子展CES受到疫情影響，2021年

改採線上型式舉辦。繼上期探討5G、交通領

域之後，本期就電競與教育筆電、機器人領

域提出重點觀察及應用分析。

PC大廠主攻電競筆電

疫情迫使民眾在家工作與遠距教學，帶動

2020年筆記型電腦銷量大增。宅娛樂促使電

競產品需求升高。晶片大廠Intel及AMD在CES 

2021展會中，皆針對筆記型電腦推出新款行

動處理器，分別為Intel Core H系列處理器及

AMD Ryzen 5000系列行動處理器，主攻電競

筆電市場。繪圖晶片大廠NVIDIA亦推出新款

RTX 30系列處理器，除提升顯示效能外，亦

可透過AI運算分析遊戲，提升畫質及畫面更

新率。相較於以往，CES 2021的電競筆電除

效能提升外，更著重輕薄可攜，兼顧娛樂與

商務／教育需求。

疫情翻轉傳統教育

2020年遠距教學需求使得教育筆電出貨大幅

成長，尤其以Google的Chromebook為代表。

日本、英國、南韓及馬來西亞等政府在疫情

期間擴大編列教育經費，採購遠距教學相關

設備，以加快全國教育數位化速度。為獲取

數位教育商機，宏碁、華碩、三星等廠商在

CES 2021皆推出Chromebook新品以擴大產品

線。

對遠距教學而言，師生不僅需要硬體，也需

要雲端協作軟體、線上教學資源，PC大廠因

而推出更多教育資源與解決方案，如HP與

TIME、NASA等單位合作提供教學資源，而

Microsoft、Google等亦積極投入遠距教育軟

體工具的研發。此外，政府亦補助基礎網路

設備採購與建置，包含導入5G基地台，以改

善數位學習環境。

非接觸科技：機器人實用化

疫情驅動非接觸科技研發，並透過機器人輔

助人力，以避免感染。近年來，LG在CES展

會皆展示旗下機器人新品，今年LG發表自主

式移動紫外線殺菌機器人，訴求在高接觸率

及高人流區域協助清毒作業，以降低人們曝

露在有害病毒之風險，主要應用在飯店、醫

院、車站等公共領域。此外，Samsung繼去年

首度發表機器人產品後，今年CES亦展示家用

機器人新品：Bot Care及Bot Handy，主要訴求

個人助理及家務協助。預期在高齡少子化趨

勢下，機器人將高度結合AI與感測技術逐步

應用至日常生活。

總結

為避免感染，非接觸科技成為後疫情時代研

發重點，機器人結合感測與AI技術得以取代

人力執行高危險或高重覆性工作，甚至提供

陪伴功能。此外，隨著自駕功能提升及數位

駕駛艙功能愈趨強大，車內空間將被賦予更

多功能，為車廠創造多元商機。

（本文為洪春暉、許桂芬共同執筆，許桂芬

為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研究總監）

2021年全球消費性電子展CES改採線上形式舉辦，呈現科技在COVID-19疫情

下如何加速創新，而宅經濟刺激筆電銷售成長，也讓電競與教育筆電成為廠

商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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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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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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勒產業/產品的技術路徑(二)

對於技術路徑的探索，最常倚賴的數據是專利與

專利之間的引用（citation）關係。一件專利裡

的引用數據是該件專利在申請的過程中，由申請

人提供、由審查官在判斷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

進步性等專利要件時，經由檢索、認為與該專利

申請案相關的先前文獻（早於該專利申請日的已

公開或公告的專利文獻、書籍、論文、或其他文

獻）。

所以較早的A專利被較晚申請的B專利所引用，

代表了B專利可能採取了和A類似的或改良的技

術手段、或是為了解決和A類似的技術課題等。

專利分析因此採取了一種觀點，認為較早的A專

利的某些內涵對於較晚的B專利有影響、啟發，

進而認為從A專利到B專利之間有一種「知識流

動」（knowledge flow）的關聯。

基於一產業或技術的相關專利間這樣的方向性

關聯，這些專利可形成如下圖的引用網路（cita-

tion network）。其中每一個節點代表一個專利

文獻，節點到節點的箭頭就是從一專利文獻到另

一專利文獻、代表「知識流動」的引用。引用網

路因而可以視為反映了整個產業或技術領域的知

識發展。

有了專利引用網路之後，許多在網絡分析中的技

法變可以應用進來，如推導每一箭頭在這整個產

業或技術領域的知識發展中的「重要性」。重

要性可以依據一箭頭在網路的所有兩兩節點之

間的經過次數來衡量。以下圖一個簡易的引用

網路的5→7箭頭為例，其重要性的一種計算方

式是從節點1~3到節點9~13共會經過5→7箭頭15

次，5→7箭頭的重要性就是15。

網絡分析可以更進一步找出引用網路裡哪些箭頭

串起來的「路徑」有最大的重要性（也就是這些

箭頭的重要性的加總）。這一路徑，因為其總體

的經過次數最高，可以當作是整個產業或技術領

域的知識發展中的代表性路徑，這也就是本文所

稱的技術路徑。如下圖，根據這一從大量專利文

獻、去蕪存菁後中抽取出來的技術路徑，我們可

以看出該領域的發展脈絡。大部分的研究，認同

以這方式擷取、產出的技術路徑，也認為這技術

路徑符合技術實際發展狀況。

藉由這些分析技法，可以協助技術經理人以更客

觀的方式，瞭解產品/技術發展的脈絡，也可以

判別推進技術的動力由哪些專利權人掌握，或

是瞭解一項產品/技術發展有無並行技術的存在

等，掌握這些資訊將有助於勾勒自家在整體技術

的發展方向、現在與未來的技術互補/互斥關係

等重要決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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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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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Motor Control

09
SEP

10
OCT

封面故事：模擬&虛擬

封面故事：再生能源3.0

關鍵技術報告：MCU
量測專欄：半導體測試

關鍵技術報告：電源管理
量測專欄：5G量測

專題報導：生物辨識

專題報導：室內定位

11
NOV

12
DEC

封面故事：生態系策略

封面故事：年度產業調查－IoT無線元件

關鍵技術報告：感測技術
量測專欄：模組化儀器

關鍵技術報告：再生能源
量測專欄：RF測試

專題報導：軟性電子

專題報導：電動車電池管理20
21

邊緣
運算

混合雲

2021數位產業年鑑
此年鑑為年度議題與市場調查的統合，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人文觀照的趨勢報導文章；二是科技產品的整理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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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零售

數位
創新

分散式
運算

即時
處理器

嵌入式
系統

機器
學習/ML

5G
通訊

狀態
監控

Wi-F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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