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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上個月採訪一家EDA業者，接近尾聲的時候，對方很慎重的告訴我，他們已不再只將自己定位在

「電子設計自動化」的範疇，而會逐步拓展至系統層級的設計與驗證上，並預告我說：「很快看

到相關的消息。」

果不其然，七月底就見到了這家公司的最新消息。他們跟台灣的晶圓代工廠合作進行晶片的設計

認證，特別的是，這個款認證還整合了射頻（RF）毫米波的設計流程，讓開發者可以在進行單

晶片設計時，直接加入射頻的開發與驗證，等於簡化了開發者進行整合設計的程序。

這樣的開發思維與設計輔助工具，其實已慢慢變成是一種顯學。另一家國際級的工程設計與模擬

軟體的供應商，就逐步把自己拓展成系統等級的設計與模擬方案供應商，能夠在開發時整合多種

數位與類比的設計流程。而他們近期最津津樂道的案例，就是運用設計與模擬軟體，在九個月內

就製造出一台打破賽事紀錄的電動賽車。

而這個破紀錄是什麼樣的概念，其實就等於是過去需要數年才能做到的汽車設計，現在透過數位

的虛擬和驗證技術，只需要幾個月就可以完成，而且性能還空前的好，一問世就打遍天下無敵

手。

事實上，這種系統等級的數位設計方式可能才是最接近真實需要的開發策略，因為就裝置來說，

所有的產品都是以系統的形式存在，要發揮其最大的效能，或者實現最佳的使用體驗，勢必要從

系統的整合層級下手，僅從單一元件來進行改良，都不易達到功效。

若可以使用數位模擬的方式，一次性的把所有元件與系統整合的運作情境進行驗證，則可大大的

減少設計的瑕疵，進而改善產品的效能。而對企業來說，還可以降低生產的成本，縮短上市的時

程。

而從發展的趨勢來看，未來的時代將是高度系統整合的時代，無論是晶片的設計，還是裝置的開

發，而且還會導入越來越多的異質整合，此時若無系統等級的設計模擬工具，開發者將很難突破

設計的瓶頸。

而數位分身基本上就是在這樣一個概念下逐步成形的，

它不只是要對機具設備有絕佳的控制與分析能力，更重

要的，是要回過頭來協助開發者改善設計，並帶來更多

的創新。

終極的系統設計解決方案

副總編輯

（source：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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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Mac 改採 Arm 架構
對 PC 產業之影響

Apple於2020年6月宣布新一代Mac個人電腦

將不再搭載Intel處理器，將以Arm架構為基

礎自行設計晶片，同時推出下一代作業系統

macOS Big Sur。預計將於2020年底推出首款

Arm Based Mac個人電腦，並自秋季開始以免

費模式對Mac相容機種更新至macOS Big Sur

版本。

本次Apple轉換處理器的時空背景，和上

一次Apple與IBM、Motorola合作開發全新

PowerPC處理器，並採用推出Power Mac系列

產品時有所不同，主因為目前Arm架構處理

器早已在iPhone和iPad大量使用，2019年合

計出貨量即逾2.5億台以上，並採用全球最先

進的晶圓製程。相較於1994年，目前Apple

在自身晶片設計能力提高，台積電支援的先

進製程顯著提升，且Arm架構亦持續增加運

算力，Apple已具備運用Arm架構獨立發展個

人電腦用處理器的能力。

Apple亦非首先採用Arm架構發展PC處理器的

公司，過去已有PC業者嘗試採用。Microsoft

在2011年CES大會上即展示可支援Arm架構

的Windows 8；在2012年更進一步宣布此作

業系統名稱為Windows RT，同年6月即有搭

載Windows RT之Surface平板電腦發布。不過

當時Microsoft雖推出Windows RT，其他PC

業者卻未大量跟進採用Arm架構，如HP即在

2012年6月宣布停止推出Windows RT作業系

統之平板電腦，專注於x86架構產品。

即使未獲其他品牌業者支持，Windows RT系

統依然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因Windows RT

僅支援Windows Store應用程式和其原本預

先搭載的Office 2013，不支援其他第三方

軟體以及遊戲，讓使用者體驗大大打折。

至2015年，Microsoft Surface 3回歸x86架

構，Windows RT系統正式走入歷史。

此外，Qualcomm在2017年與微軟合作研

發Arm架構Windows 10筆電，提出Always 

Connected PC。隨著Arm架構晶片效能提升，

運作效能已不亞於傳統x86架構處理器，同

時具備甚佳的續航力，致使x86陣營與Arm

陣營之競爭延燒至PC領域。然而，廠商對於

Arm架構PC產品的實際執行效能及與現有PC

軟體的相容度持保留態度，加上電信資費方

案影響Always Connected PC接受度，至目前

為止Arm架構仍未能成功開拓在PC處理器的

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本次Apple宣布改採Arm

架構設計自有的處理器，所帶來的後續效應

值得持續關注。

在Apple投入Arm架構個人電腦處理器的開發

下，預計將再次帶動PC供應鏈對個人電腦

處理器市場的關注。目前市面上一直有少量

Arm架構筆電，如部分Chromebook產品，但

不論Windows或Chromebook等作業系統，第

三方軟體業者對Arm架構的支援仍顯不足，

針對Arm架構開發的軟體亦屬有限，導致多

年來搭載Arm架構處理器之個人電腦未能風

行。未來相關第三方軟體業者是否因Apple的

投入而增加支援Arm架構的應用軟體，並成

功吸引消費者青睞，將為後續觀察重點。

（本文由資策會MIC洪春暉、徐文華共同執筆） 

在Apple投入Arm架構個人電腦處理器的開發下，預計將再次帶動PC供應鏈對

個人電腦處理器市場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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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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不只是保護工具
更是技術競爭資訊來源

在此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專利、技術與人才

已成為市場競爭的重要策略工具。技術長們

看待專利的態度，也應從單純作為被動的法

律保護工具，進化到作為產業競爭資訊的載

具。

身為產品開發/技術發展的決策者，面對各

種新興商業模式與眾多競爭對手，技術長需

要對自我的省思是：我的技術定位是什麼？

我的核心技術是什麼？我核心技術的有被取

代的可能？我既有的專利技術仍有優勢嗎？

我該繼續維護我的既有專利嗎？如果我決定

不要了，會有人需要嗎？誰會需要？我該讓

售給他嗎？我的技術能夠支持我公司的持續

發展？我的技術布局有缺陷嗎？我的產品有

進化路徑？我需要什麼技術發策略，才能支

持我的產品發展路徑？誰能提供我穩健的技

術支持？自己的研發團隊能獨力發展嗎？有

向外尋求技術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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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做的、正在做的，我需要會、也需要

做嗎？他們基於什麼企圖，為什麼會發展這

些技術？他們在布局什麼樣的技術、什麼樣

的產品？他們的研發團隊的專長是什麼？他

們未來會推出什麼樣的產品？會是重要的技

術/產品里程碑嗎？

技術長需要對整個產業的觀察是：在產業中

的眾競逐者，各自奮鬥的方向是什麼？這些

人面對什麼樣的需求、為什麼會發展這些特

定的技術？這些人現在在想什麼？他們預見

的產業未來是什麼情形？我所在的產業技術

是在持續深化中？還是在向不同的應用轉移

中？這些現有的技術還會有機會創造未來的

產品嗎？大家都在走什麼方向？我要跟隨產

業的方向嗎？產業技術有轉移的現象嗎？朝

哪裡轉移？有特定的技術互補或互斥的跡象

嗎？是哪些互補的技術？誰跟誰的有形或無

形技術來往越來越密切？有構成聯盟、或標

準的傾向嗎？產品或技術有形成分工或上下

游的跡象嗎？我所屬的產業有破壞式創新出

現的徵兆嗎？或是正在發生中？我來得及加

入嗎？

在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的產業競逐叢林裡，

唯有對自我認知清晰，熟悉競爭對象意圖與

能力，能對產業趨勢、新興技術崛起有掌

握、能判斷的技術經營者，方能在紅塵大海

中脫穎而出。技術長們需要從日常庶務中，

沉靜下來，讓企業競爭能由游擊戰、遭遇

戰，進化為正規戰，將陌生的戰場，變為熟

悉的戰場，才有謀定而動的從容！專利大數

據正可以輔助技術長發掘產業競爭情報，進

而知己知彼、掌握自己的競爭利基，而你知

道該如何運用嗎？未來，我們將與大家分

享！

技術長的專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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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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探討科技的終極瓶頸

當5G開台、AI風行，仿生科技也做得
嚇嚇叫的時候，感覺未來的科技發展

幾乎是無所不能，也有無限的想像空間。但

今天，我們要來潑一盆冷水，提醒大家別太

自以為是，更不能夠技術掛帥，因為科技的

發展終究超越不了人心，從世俗的眼光來

看，科技如同任何事物一樣，上上下下、高

高低低，永遠只會在那邊輪迴打轉。對於具

備覺醒意識的知識份子而言，科技永遠只是

工具，只能當配角。

2017年AlphaGo圍棋程式三戰全勝輕易打敗
世界第一棋士柯潔，AlphaGo已經沒有人類
的對手，它的機器學習能力沒有人可以跟得

上。這時候人類該何去何從？下圍棋還有意

義嗎？這樣的憂慮普遍存在，甚至有人認為

未來的機器人會反過來統治人類，畢竟沒有

機器人做不到的事，速度與執行力更是凡人

沒得比。真的是這樣嗎？想想看，AlphaGo
靠什麼動力來執行？機器人又是吃些什麼來

維持運作？

答案很簡單，所有科技產品都得靠能源供應

來運作，能源會是科技發展的罩門、盲點。

當AlhpaGo與人類下棋時，人們一看大勢已
去，趕快關掉AlphaGo的電源，那它就沒轍
了；如果機器人要威脅人類，拔掉它的電源

不就沒事了？所以，能源的發展與取得才是

科技發展的關鍵，機器人想要與人類的運作

同一水平，至少不能依賴人類來取得能源，

必須自己覓食補充能量來維持生存，但要達

到這樣的科技還早得很。

著名物理學家波姆（David Bohm）認為宇
宙以三個互相包藏的層面顯現，分別是物

質、能量與意義三個層面。也就是說，任何

一個層面都包括另外兩個層面，波姆並且提

出隱序（implicate order）和顯序（explicate 
order）的概念來說明，當顯序為物質狀態
時，那麼其能量與意義則是呈現隱序的狀

態。物質與能量一般都能體會明白，即使質

能互換也很容易感受得到，但意義在哪裡就

不知從何說起了。

科技產品它外表所呈現的是物質，但不論構

造多麼精密，還是得有能量來運作，其中的

硬體電路或軟體程式可以說是它的意義所

在。不過這樣的科技還處在一個很粗淺的層

面，因為能量不能自主，意義也受限制固

定，即使有所謂人工智慧或機器學習，還是

在所設定的領域裡打轉而已。況且意義的後

面還牽涉到意識、意志與意念，這還不是人

工智慧可以觸及的領域，所以當今科技發展

的瓶頸應該先從能源了解，才能有所突破。

任何科技產品都會面對三種能量狀態，一是

無能，二是不能，三是失能。首先，當機器

沒有電源供應的時候就處於「無能」的狀

態，什麼也做不了，所以確保能源供應，甚

至不受外力干擾而中斷，便是科技發展的一

大瓶頸；第二是機器本身能量衰竭或壽命終

結就是一種「不能」的狀態，當然也就無以

為繼，所以應用相對穩定且長壽的材料，會

是科技發展的另一個瓶頸；第三是既非無能

也非不能，而是內在系統無法配合或與外部

體系無法調適時，便處於「失能」的狀態，

機器運作也會隨之停擺，所以自我修復或調

適能力也是科技發展的一個瓶頸。

然而，無窮的能源到底從何而來？不僅世事

無常、壽命有限，太陽也會枯竭，電子也會

衰敗，或許最後只剩下意義會存在，而意義

又包藏著物質與能量兩個層面，只是他們現

在變成隱序狀態（所謂隱序也可以說是極細

微不可見），當意識啟動就可以轉為人類可

見的顯序狀態。所以波姆最後提到：「如果

想改變這個世界，就必須先改變意義。」或

許這才是心物不二與知行合一的最高科技，

也是科技發展的終極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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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家波姆（David  Bohm）認為宇宙
以三個互相包藏的層面顯現，分別是物
質、能量與意義三個層面。

－出自《Infolding Meaning》一書

 （source：UNW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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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禮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s:www.ctimes.com.tw
報名洽詢：02-2585-5526分機225孫小姐 
傳真：02-2585-5519
e-mail：imc@ctimes.com.tw

免費報名

注意事項：
活動當天，若報名者不克參加。可指派其他人選參加，並請事先通知主辦單位。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研討會課程主題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未盡事宜，本公司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決定權，相關變更內容將不定期公告於網頁。
本公司有絕對的權力審核學員入場與否，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如無收到上課通知，前來聽課學員，需繳交1000元入場。
全程參加活動並完整填寫個人資料和問卷者，可獲得MIT小雞運動毛巾一條（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早鳥禮

主辦單位 白金贊助

一般贊助協辦單位

議題 講師

09:00∼09:10 
 
09:10∼10:00 工業4.0落地智能製造
  應用解決方案

10:00∼10:20

10:20∼11:10 掌握智能製造管理與資安關鍵
  (待確認)

11:10∼12:00 智慧工業與
  智慧製造技術面面觀

12:00∼13:00

13:00∼13:50 智能製造關鍵零組件
  (待確認)

13:50∼14:40 協作世代：UR機器人與您
  共同跨越自動化鴻溝

14:40∼15:00

15:00∼15:50 自動化設備設計與可靠度預估
  如何同時符合工業功能安全標準
  與網路資訊安全標準

15:50∼16:40 啟動智造業數位轉型之路

16:40∼16:50

Opening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午餐時間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幸運抽獎

工研院南分院智能製造
服務系統組組長  陳幸雄

新代科技

泓格科技
研發七處經理  胡再賢

(邀請中)

Universal Robots 優傲科技
通路開發經理 盧彥亨

台灣檢驗科技SGS
技術經理 張國樑

橋頭科學園區產學策進會 
常務理事/MIRDC 執行長
林秋豐

聽完全場演講，
並填寫問卷回覆者
可獲得

MIT小雞運動毛巾 
1條

神秘早鳥禮
前30名報到者可獲得

無線QI行動電源 智慧運動藍牙耳機

二獎 三獎

(3名) (3名)

日本 ONE amadana 
STPA-0207空氣清淨機 (1名)

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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