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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手機指紋辨識的發展，經歷幾代的更迭，一直都在尋找它的最

佳定位，當然，我們講的是它的位置，這可以循溯到最早的指

紋辨識的使用開始。

最早的指紋辨識主要是用於門禁與銀行支付方面，而這是一個

很嚴肅的領域，沒有辨識成功，或者系統不牢靠，所衍生而來

的後果，或者說後續動作，都是十分麻煩的。所以在這個情境

下，好好的、穩穩的，取得用戶的指紋資料，是最最重要的一

件事。

也因為這個理由，指紋辨識的裝置就被設計的方方正正；同樣

的，使用指紋辨識的人，也要跟著站的端端正正，為了取得一

枚無瑕的指紋。

但進入行動時代之後，指紋辨識就成為一種跟著智慧手機一道的輔助功能，運用的範圍也更廣，

諸如解鎖、登入，或者各項密碼與身分的驗證，處處都可以結合指紋辨識的功能。指紋辨識也變

成一種不太嚴肅，甚至是一種日常又隨手的功能。

儘管應用情境改了，但辨識裝置的設計卻始終一直不到位。從早期放在手機的正面，使用者必須

要雙手才能操作辨識，但這樣實在太不方便，也不符合使用的需求。於是有些手機就把指紋辨識

放到側面去，一方面便於操作，一方面也增加了顯示面板的空間。

接著又把指紋辨識放到手機的後方，儘管操作上不如側面，但成功率與更易於系統整合的優勢仍

是相當明顯，於是也變成主流的指紋辨識設計。但我們必須平心而論，這還不是最好，只是將就

而已。

如今屏下辨識技術漸漸成熟了，指紋辨識功能也即將要再從背面移到正面來，而且會跳脫只有固

定小小一塊面板的模式，讓使用者直接可以在螢幕的下方趨勢就能進行辨識指紋。

當然這個概念不只可以用在指紋辨識上，幾乎絕大多數與使用介面相關的感應功能，都會慢慢

往屏下的設計前進，包含光感測、飛時測距（ToF）、和影像感測等，未來都會被收納到螢幕之

下。顯示器也將會成為人機介面中最美好的一塊。

人機介面中最美好的一塊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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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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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副所長(代理所長)

走出疫情看見新契機 
運用科技催化產業永續發展

COVID-19疫情延燒至今，衝擊餐飲、旅

遊與休閒等產業，卻也逆勢帶動數位經濟

興起。為擺脫經濟衰退及因應氣候變遷，

美國總統拜登承諾未來四年投入二兆美元

以實現綠能經濟，推動美國潔淨能源發

展。此外，並配合「美國製造」加速綠色

技術創新成果商業化，催化永續型產業發

展。中國大陸宣布將於2060年實現碳中和

目標，並將低碳技術、再生能源與電動車

等新興綠色產業列為重點發展項目。除了

主要國家政府開始帶頭發展低能耗、低汙

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經濟，科技大廠

亦大力響應。

微軟在2020年1月提出負碳排登月計畫，

承諾2030年要實現負碳排，意即減少的碳

將比新製造的碳還多。微軟預計在2021

年7月開始實施新的採購流程和工具，將

碳排放數據納入採購決策，鼓勵供應商減

排。此外，微軟數據中心、建築、園區將

全面改用綠能，以達成2025年100%使用

再生能源，並要求全球園區作業車輛於

2030年全面電氣化。

Amazon在2020年6月設立氣候宣言基金，

對支持永續性科技和服務的企業進行投

資，包含運輸物流、農業、能源生產、儲

存及利用等產業，以實現2040年淨零碳排

之目標。此外，Amazon積極採用再生能

源，並計畫擴大新建公用事業大規模太陽

能、風力發電廠，為旗下辦公室、資料中

心、物流及配送中心供電，目標在2025年

實現100%使用再生能源。

Google在十年前便開始採購再生能源用於

自家資料中心日常營運，並持續調整資料

中心設計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例如先進

蒸發式冷卻技術、安裝智慧型溫度及照明

控制設備並重新設計配電方式、運用機器

學習技術減少伺服器耗能等。Google母公

司Alphabet並在2020年8月發行57.5億美元

的永續發展債券，投資新能源技術、循環

經濟及支持疫後中小企業發展等。

微軟、Amazon及Google皆為資料中心大

廠，需要長時間電力運轉、消耗水資源

冷却，在降低營運成本與企業永續目標

下，積極從三方面著手實現低碳經濟：一

是採用再生能源驅動資料中心；二是在透

過創新技術設計高效節能、低能耗的資料

中心，提升散熱技術及能源使用效率；三

是提高水資源利用率，透過創新冷卻系統

設計減少用水量，回收利用強化水資源管

理。另外，這些大廠亦擴及至硬體產品設

計、生產製造，企圖結合集團力量打造節

能低碳的供應鏈。

從微軟微軟、Amazon及Google積極實現低

碳經濟的各項措施來看，科技有助於量化

供應鏈各環節碳排放量，並運用新興科技

解決氣候變異、能源缺乏、颱風地震等災

害威脅，強化供應鏈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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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有助於量化供應鏈各環節碳排放量，並運用新興科技解決氣候變異、

能源缺乏、颱風地震等災害威脅，強化供應鏈韌性。



領航

2021汽車電子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2021  7/15 (四)

5G
EV開路

線上直播12:50~17:00

主辦單位

白金贊助

協辦單位

議題時間 講師

12:50∼13:00           Opening 

 

13:00∼14:00 電動車電控系統/電池管理系統 / 

  Energy Meter for EV

14:00∼15:00

 

15:00∼16:00 

16:00∼16:50 全球電動車市場趨勢與關鍵技術

CTIMES 副總編輯 

籃貫銘

安馳科技 

產品市場部副理

蔡勝偉 

Littelfuse

資深技術 行銷工程師

游恭豪

是德科技

技術專案經理

吳建樺

工研院 

產科國際所副組長

石育賢 

電動車的功率控制與電路保護方案

‧車載充電機OBC，DC/DC功率控制與保護

‧電池模組BMS電路保護

‧充電樁電路保護

‧自駕系統電路保護

洞察C-V2X車聯網部署及設計驗證挑戰

‧C-V2X綜覽及大未來

‧全球標準及商業佈署

‧測試挑戰及認證計畫

‧模擬到實測完整方案

頭獎

車用空調香氛棒
顏色隨機(不可挑色)，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高級迷你
夾娃娃
單機x1

救車無線充電
行動電源x1

2021年10月7日  14：00 PM 【直播抽獎】

公平
公開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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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應近日疫情升級，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降低群聚感染風險，決定將該研討會改採線上模式如期舉行。
2．本活動採線上報名，請勿偽造他人身份資料進行報名以免觸犯法律，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報名資格及審核權力。
3．本活動由主辦單位審核出席者，將以主題及屬性行業符合者為優先考量。為加速審核，敬請使用公司電子信箱報名。
4．通過審核者，將於活動前三天MAIL通知您”通過審核”，活動前一天會寄發"研討會上課"連結網址，
4．並請於議程開始前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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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看這個疫情接下來的發展？新常態會不會將成為台灣人的日常？

答：這個世界從來都是瘟疫、戰爭不

斷，加上水災、火災、風災、地

震等等，可以說是無一寧日，

台灣在這個世界之中，即使能

躲過當頭棒喝，也不能不被波

及影響。所以，看疫情應該以整體

來看，只要源頭、原因沒有找到，那麼一時一地

的疫情緩解，難免還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就好像每年的流感病毒一樣，不斷循環侵

襲著人類社會。

我們不是流行疾病或傳染病的專家，疫情接下來

會如何發展，主要還是配合相關單位的政策或專

家建議來因應。但要知道，「無常」才是世間的

常態，種甚麼因得甚麼果，所有災害的根源都

來自於人們的貪嗔癡，一點一滴慢慢累積形成，

所謂「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蘊

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

藪。」

台灣人的日常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這無關新

舊，每一個台灣人都是在戰爭威脅中嚇大、在土

地搖晃下震大，也必然會在雨驟風狂裡長大。想

要保有比較好的生活品質，除了自立自強外，還

要能夠在有餘力時，盡量的幫助他人與世界上任

何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像是台日兩國的互助，就

是很好的例子，不論甚麼災害，只有這樣才能度

過難關，而且互相感恩回報這是民間力量所促

成，如果還在揣測別有用心或企圖，那只會增長

新一輪的貪嗔癡而已。

台灣疫情大爆發! 科技人該如何因應？

主持人：CTIMES張惟婷

與談人：CTIMES社長黃俊義

隨著全台三級警戒持續延長，疫情接下

來會如何發展?要用什麼心態和策略來

度過這又急又兇，可能又漫長的疫情？

甚至部分有確診案例的業者，還面臨了

產線停擺的風險，也直接衝擊到台灣的

科技產業鏈。當科技業面對此疫情威脅

時，該如何防範與因應？最重要的防疫

關鍵是什麼？「危機就是轉機」，科技

業正面臨數位轉型和5G的加速期，該

如何轉型發展？這次大瘟疫之後，將會

產生一個全球在地化的機能運作，就是

所謂的「智能地球村」。

摘要

觀看影片，請掃描：

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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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在面對這個疫情威脅時，該如何防範與因應？最重要的防疫關鍵又會是什麼？

您怎麼看接下來的轉型發展？世界又將會進入什麼樣的新風貌？

答：電子科技是台灣的主流產業，一向給人一種

高不可攀的印象，所謂的高科技，不僅影響著社

會生活型態，也似乎能夠移山填海、呼風喚雨，

在此一產業的上位者，大有世界在我掌控之中的

傲慢偏見。如今一個小小120奈米的病毒，就可

以把這個產業打回原形，或是一夕之間就可以讓

他們的生產線停擺，這應該也不是甚麼壞事，如

果大家懂得反省的話。

在疫情肆虐下，避免群聚或注射疫苗，大家都明

白，但能不能徹底做到才是關鍵，很多大廠停工

一天的損失就難以估計，在利之所趨下，雖然停

工隔離時間越久最能防疫，但對企業或產業鏈的

利益危害也就越大，在此一呈現反比矛盾的現象

下，領導人要用大智慧拉大時空來觀察，才能做

出好的決策。

問題當然就在利害關係，另外就是把自身看得太

重要、太執著了。把時空拉大利害關係也就平淡

了、趨於自然了，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

燒。」只要你有本事、有本錢，任何事業都可以

重新起步創造，而且機會都相當公平地賦予每一

個人、每一個行業；這個世界沒有非我不可的狀

況，也不會有主宰稱霸的產業，人類會自然找到

出路，找到新的平衡。

答：雖然說這個世界沒有3C產

品也不會死，未來的發展也不

是科技決定論，但事物的發展

卻不可能一下子突變，解決問

題仍得順著因緣來應用。以《

科學革命的結構》作者孔恩的

觀點來說，每一種科學典範都

具有「不可共量性」，在典範

未轉移前，典範仍會被持續遵

行且完成至最佳狀況。以「摩

爾定律」此一典範來說，AI晶

片與5G通訊的加速發展，已經

越來越接近典範的完成，而疫

情之下的危機，則相當程度地

起了催化效用。

瘟疫病毒可能源於共業，也可

能是人為操作的生化戰，面對

看不見的潛在威脅，人們會自

覺相當的渺小無力。既然如

此，避免密切接觸的各項自動

化產品或模式，便成為今後最

熱門的發展項目之一，AI晶片

與5G通訊恰好提供了這樣的應

用空間，從全自動化的工廠、

運輸到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

間，乃至於物與物之間都會做

智能化無遠弗屆的連結。

至於世界將會有什麼新風貌？

現在就已經發生了我們正在推

行一個概念，提供大家參考，

那就是「地球村3.0」。所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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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配合科技發展，產生一個全

球在地化的機能運作，因此也

可稱之為「智能地球村」。

問2

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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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智慧出行、能源與5G聯網 
ST助力解決世界重大挑戰

儘管當前的疫情無法面對面交

流，CTIMES透過線上訪問的方

式，與意法半導體總裁暨執行長

Jean-Marc  Chery談及ST的策略和目

標。Jean-Marc  Chery認為，亞太區

是ST一個最重要的市場，其發展方

向對ST具有重要意義。而ST也一

直有長期的電子產業賦能趨勢，這

些趨勢對ST的策略有指導作用，並

決定了投資決策和產品規劃，最終

還將有助於解決客戶乃至全世界面

臨的一些重大挑戰。

ST專注的三大趨勢是：智慧出行、 

電力和能源、物聯網和5G。在

2020年，這三大趨勢加速發展，

並推動市場對ST產品的需求。首

先，在智慧出行方面，Jean-Marc  

Chery說，對於ST，智慧出行就是

幫助車商將駕駛變得更安全、更環

保、更互聯，人人受益。隨著混合

動力和插電式電動汽車及其支援基

礎設施的互聯、數位服務和應用的

普及，未來將會從傳統汽車轉向更

智慧的行動解決方案。智慧出行是

管理城市地區交通、減少我們對於

化石燃料的依賴、減少空氣污染以

及減少道路交通事故數量的關鍵。

我們注意到汽車電動化和汽車數位

化等趨勢最近正在加強，車企推動

汽車電動化和數位化更加堅定。

根據三大賦能趨勢，大約三年前制

訂了公司發展策略。儘管出現了疫

情這一特殊情況，但我們的策略基

本原則並沒有改變。我們還是決心

繼續把ST做強做大，領先於我們服

務的市場，為客戶和合作夥伴提供

一流的服務。Jean-Marc  Chery說，

首先，ST的決策以我們的價值主張

為依據。ST專注四個終端市場，其

中，在汽車和工業市場我們將全面

布局。在另外兩個市場，我們採取

選擇性布局策略。

Jean-Marc  Chery總結指出，未來ST

將長期投資支援電子產業賦能趨勢

發展所需的關鍵技術，並瞄準那些

既受益於我們的技術，同時又能提

收技術採用率之特定市場和應用領

域。此外，開發創新、永續發展的

技術，開發客戶需要的產品和解決

方案，協助他們因應挑戰和掌握機

會。ST在亞太區發展良好，市佔率

正在提升，這歸功於多方：客戶、

合作夥伴、ST員工的緊密合作，加

速發展，共同創新。

意法半導體總裁暨執行長JEAN-MARC CHERY專訪

意法半導體總裁暨執行長
Jean-Marc C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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