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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OP-18

產品應用

產品應用線路 效率圖

產品包裝 Consumer Industrial Automotive 

Input Voltage Range 5.0 V to 60.0 V (80.0 V)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05°C 

(125°C) 

-40°C to 125°C 

(150°C) 

-40°C to 125°C 

(150°C) 

Supply Current Typ. 15 µA (at VFM mode) 

Standby Current Typ. 3 µA 

Output Voltage Range Externally Adjustable: 1.0 V to 16.0 V 

Feedback Voltage 0.8 V 

Feedback Voltage 

Accuracy 

±1.5% 

Oscillator Frequency Externally Adjustable: 150 kHz to 600 kHz 

Package HSO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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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本刊從1991年10月發行第1期雜誌到今年10月第359期，剛好滿30週年了。這30年來，本刊隨著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而亦步亦趨，一直到今天，不僅廣泛地傳播廠商的產品與市場，也深入產

業的創新價值來做分析報導，是科技與人文兼具的一家產業媒體。

時代的腳步不斷前進，電子產業從傳統離散元件為主的類比電路時代，接著進入以積體電路為主

的數位資訊時代，又隨著半導體摩爾定律的發展節奏，各類電子裝置越來越輕薄短小，功能卻越

來越強大，甚至已能廣泛嵌入在其他設備裝置中，成為智能化、自動化的控制應用。

當然，本刊相關報導也隨著產業發展而有不同階段的主軸，剛開始是以PC產業的資訊零組件為

主，如CPU、繪圖晶片、音效晶片、記憶體等等；接著消費性電子也都有所涉獵，像是電器或遊

戲機架構、高性能MCU等，同時也報導無線通訊的發展，包括遠端與近端的裝置連結；當智能手

機出現後，3C裝置的界線就逐漸模糊，此時的重點是配合精密感測、材料革新與雲端（軟體）

整合來看待創新模式的發展。

科技發展本身就是一種媒介的改善，PC讓聲音、影像、文字的處理都趨於完善，手機等行動裝

置則讓訊息傳遞達到無論何時何處都無所遁形的地步，如今全世界幾乎人手一機，生活早已離不

開手機這個媒介，這在30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一件事哩。所以，CTIMES身為科技產業的媒體，

更是直接面對新媒介對媒體內容產業帶來的衝擊，本刊過去以來也都會提供各類媒介的內容，以

滿足讀者的需求。

目前本刊提供的媒介除了傳統紙本之外，還包括多語文（多功能）網站、社群平台、影音平台、

實體活動等。今後，本刊不僅會繼續秉持媒介即訊息、即行為與即功能的信念，也會把內容做成

多媒體組合，讓讀者有一個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所以，雖然平面媒介日漸式微，但經過整合之

後，反而能夠做為各項媒介的導引，使得平面紙本有了更為雋永、實用的價值。

當此30周年慶之際，本刊從本期起也做了大幅度的改版企劃，除了規劃新的類別單元外，單元

內容也會以多媒介方式來呈現，各類媒介的導引則以清楚的圖示來讓讀者方便參照。另外，版面

編排則重新做了更新，分為兩大類，一是一般文章的「人文篇」，一是新東西的「科技篇」，而

且互相穿插呈現，希望能讓讀者找回翻閱雜誌的樂趣。

近年來數位科技飛速發展，未來的世界面貌與秩序也會大為改觀，不只是AI與5G的影響，各項

跨時空的智能化應用將層出不窮，這些科技看似虛擬但是很實際，雖是模擬也多能化為實用。總

之，一個智能化、虛擬化的地球村即將成為真實，本刊稱此為地球村3.0的時代，這是一個人文

與科技自然律動的時代，而身為此一新時代的產業媒體，我們也會全力以赴，責無旁貸。

邁向新時代產業媒體 30週年慶致獻詞

CTIMES社長黃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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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看台灣發展電動車代工這件事？您覺得有利基之處

嗎？有哪些面向是我們應該要注意或者掌握的？

答：關於電動車發展已有一段時

間，代工本來就是台灣的強

項，我們首先應該觀察電動車

產業與傳統汽車產業有何相似

與相異之處?我認為除了同是交

通工具之外，車內與車外的產業鏈其

實是大不相同的結構，這也就是台灣的機會。

過去車用電子就是台灣電子產業的強項，以這個

基礎來做代工應該就是信手捻來，順理成章。以

潛水艇國造的例子來說，只要投入預算，慢慢摸

索，從設計到製造大部分也都能自主。像潛水艇

的核心零件，比如說平台整合、聲納，或者是最

困難的推進系統都屬於核心部分，這些核心零

件仍得依賴美日提供，從代工做起也是必然的形

勢，但我們可以從周邊開始做。代工或許利潤不

高，但慢慢從鄉村包圍城市，最終也能掌握或參

與核心技術的發展，過去的PC產業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為什麼我們能轉過來發展電動車代工，

例如gogoro電動機車創始者陸學森就是出身3C產

品的設計創意總監，因此適合投入電力為主的新

型交通工具。

電動車代工可帶動周邊產業鏈的發展，例如機械

工藝的精進與競爭力、車用電子與網路通訊的連

帶商機，甚至最後到進入核心技術時，也能夠參

與發展能源與推進系統。

再寫EMS新篇章 台灣電動車代工行不行？

主持人：CTIMES副總編輯 籃貫銘

與談人：CTIMES社長 黃俊義

在PC與消費性電子領頭的時代，台

灣就是全球最主要的代工（OEM/

ODM）製造國，像是手機代工的龍

頭鴻海，PC與伺服器代工的廣達，

其生產技術和成本的控制，幾已無人

從出其右。晶片代工的台積電，更已

成為產業的推進者。隨著產業的重心

轉移至電動車之後，台灣的代工產業

能否接續過往的榮景，再度寫下新的

篇章？

前言

觀看影片，請掃描：

影音製作：黃慧心  文字整理：陳復霞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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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看鴻海的轉型，他們前進電動車代工能再現當年的榮

光嗎？

您對於電動車發展的想法？它最主要的創新瓶頸是在哪？

答：鴻海集團馬上就要推出電動車

產品，從以前的消費性電子代工

前進電動車代工，會不會再現

榮光是未知數，但我認為鴻海

的視野跟情報非常準確，並且在

市場耕耘已久，知道風向所在，可

以說是眼光獨到且是鴨子划水，以目前的形勢來

看，鴻海應該就是未來電動車代工產業的龍頭之

一。

為什麼鴻海可以順利轉型或達標？主要是過去與

美、日及中國都有密切的關係與連結，只要順利

整合台灣產業鏈來升級一起提供代工的平台，那

麼整個台灣就有基礎成為電動車代工的中心。但

鴻海要注意的是，過去以鯨吞蠶食方式來擴增事

業版圖，在新的產業或是新的雲端世代是否可行

就不一定了。

既然電動車車內與車外的產業鏈結構不同於傳統

汽車產業，中小型的製造廠也會更多樣化，更有

競爭力，甚至有改變電動車使用觀念的可能。在

中小型廠商求新求變，或者是競爭市場之下，電

動車的觀念將不只是電動車，可能是行動辦公

室，也可能是大型工具機…。電動車龍頭特斯拉

大部分的周邊零件都是台灣製造，透過這樣的合

作與長期琢磨，也提升了台灣廠商的製造水準，

這種模式應該也會呈現在鴻海代工整合的利基

上。

答：電動車以電力來做為推進系

統，相對於傳統汽車就比較潔

淨、環保，何樂而不為呢？轉

向到電動車是經濟上的問題而

已。過去我們講「加油！」未來

可能得改為「加電！」，電動車普及

之後，不論是車體的費用與充電的成本都會比燃

油車便宜許多，現在只是有時候要充電不方便，

和需要多花費一些充電的時間。

電動車作為新型態的交通工具，因為使用電力，

可發展的功能就大很多，也就是可以創新想像的

空間變大了。充足了電要上天下海都不是問題，

電夠了就能做，的確就是有點顛覆我們的想像，

但電力要擴增足夠，電池組的體積重量就會倍

增，所以未來發展瓶頸就在電池的材料與技術。

電池的設計與技術一定會一步步改善，甚至未來

也可能有革命性的發明，掌握電池技術就等於電

子產業掌握了半導體製程，可處於電動車領頭羊

的地位。電力足夠的電動車，甚至還可額外增加

飛行、航海、潛水等功能，這種低噪音、少破壞

環境的交通工具，將是不可逆的趨勢。

Q2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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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輔助診斷開創醫療新時代

全球高齡少子化，醫療院所面臨醫護人力不

足問題，業者企圖透過AI技術導入醫療場域紓

解現有困境。而傳統醫學影像設備大廠（GE 

Healthcare、SIEMENS與Philips等）面臨影像

設備市場漸趨飽和，企圖以AI醫學影像解決方

案來維持並擴大市占率。

以歐美大廠為例，GE Healthcare的Edison AI

平台提供數十種AI診斷工具，針對電腦斷

層（CT）、磁振造影（MRI）及正子掃描

（PET）等醫學影像，協助醫護人員判讀影像

中的病灶，甚至協助醫護人員確認病患的危急

程度，給予影像檢查的排程建議。Philips則於

2018年發表用於臨床診療的系統EPIQ CVx，

可透過AI分析心臟超音波影像，後續並推出心

血管影像與資訊管理系統，協助醫師了解並改

善心臟疾病患者的診斷治療流程。

此外，日本大廠亦積極開發AI醫學影像產品，

日本光學大廠Olympus在2020年推出大腸腫瘤

AI輔助診斷系統，2021年又發表其與醫學中

心合作之胃癌AI輔助診斷系統。可見Olympus

運用自身光學技術投入內視鏡之醫療器材市

場，著眼於AI應用潛力，決定開發相關軟體以

輔助內視鏡，企圖創造全消化道AI輔助診斷解

決方案。

雲端業者及新創以AI技術跨入醫療領域，如

Google、Amazon及Microsoft等雲端服務大廠

憑藉自身雲端運算能力，積極投入AI醫療領

域。而AI醫學影像因應用方式直觀，最終產品

以軟體形式存在，因此是眾多新創公司偏好的

主題，相關產品也已導入醫院。

流程整合與商業模式為發展關鍵

在醫學影像資料大量且快速增加，但醫師數量

仍呈現相對缺乏的狀態下，醫師人工閱片屬於

高勞動強度的診斷行為，有可能出現誤診或漏

診的情況。AI輔助診斷可減少醫師大量判讀工

作，讓醫師專注於重要工作。

然而，就醫院端而言，AI輔助診斷系統如何導

入醫院現行工作流程，並與現有各影像設備、

醫學影像儲傳系統、電子病歷系統（EMR）與

醫院資訊系統（HIS）無縫整合，避免創造額

外的步驟增加醫護人員負擔，是系統導入的一

大考量。在醫學影像方面，一般影像工作流程

以影像儲傳系統作為溝通介面，進行影像資料

的儲存、管理與調閱，因此AI軟體是否與其串

聯，應為流程整合的關鍵。此外，AI醫學影像

判讀能否延伸出新興應用價值，並創造新商業

模式，為醫院是否加速導入的另一重點。醫療

因為涉及生命安全，醫院方持保守態度看待新

興科技。即便醫院皆認可AI輔助診斷系統可輔

助醫師，降低誤診或漏診之風險，但是除非政

策引導或有明確誘因，醫院仍多半採取較被動

的態度。

因此，業者除致力於提升各疾病判讀精準度

外，思考如何在個人資料保護的前提下，運用

去識別化數據創新商業模式，例如創造平台介

接醫院與藥廠或保險公司，藥廠可運用數據於

新藥開發或臨床實驗，而保險公司可運用於保

單設計或理賠等。透過跨領域合作解決彼此痛

點，共創醫療產業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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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疫情影響，醫療保健成為AI新創投資的重要領域。影像設備廠商、雲端平

台業者及新創公司積極投入開發AI醫學影像解決方案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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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利數據共現現象探勘
破壞式創新技術

不同技術領域的知識交流、擴散、與吸納，刺激

了跨領域的創新技術。就如車輛科技結合了人工

智慧，因而創造出新興的「自駕車」技術。因

此，原先在特定領域經營耕耘的公司，需要延伸

自己的觀察觸角至其他相異的領域，以掌握自

身的產業是否正面臨這種跨領域的破壞式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進而擬定正確的發展

策略。專利數據的共現（co-occurrence），正可

以提供可靠、準確的監控方式以探知新興的跨領

域的技術。

專利分類號是由各國智慧財產局的專業人員審視

專利申請案的技術內涵，依據標準的技術分類架

構所賦予的代碼。每個專利在審查過程中都會被

指派的一或多個這樣的專利分類號。因此一件專

利所記錄的技術分類號，即代表該專利的技術係

具有哪些某特定技術的特徵。

可以想見，涉及X領域技術的專利可能多會具有

A分類號，而另一Y領域的技術則多具有另一B分

類號。其中，A分類號可能不曾或極少出現在涉

及Y領域的專利，而B分類號也不曾或極少出現

在涉及X領域的專利。但是當跨X、Y二領域的創

新技術出現時，就會發現同時具有A、B分類號

的專利的出現。這種情形為就是A、B分類號的

共現。藉由觀察相關專利的二二成對的分類號的

共現次數在連續多個年度的變化情形，就可以發

現到，可能某些先前年度共現次數為零或數值很

小，在後來的年度裡突然快速增加。這些突然出

現、或突然變得顯著的分類號組合，很可能就代

表某些跨領域的技術的出現！

需要注意的是，專利的申請本身就基本上是逐年

成長的。所以不是有成長的情形就必然代表有新

技術的出現，而應是要有比專利的原本成長趨勢

（如下圖前段、斜率較小的紅色趨勢）更明顯的

轉折與躍升（如下圖後段、斜率較大的紅色趨

勢）才是可靠的信號。

就如下圖是某領域專利的分類號的成對組合裡，

其中7對分類號的共現次數從2005年到2015年之

間的變化情形。為方便觀察，縱軸是以其在各年

度的共現次數排名來表現（當年度共現最頻繁者

為第1名、依此類推）。請注意圖中的紅線所代

表的{A61K47, C07K16}分類號組合，其在2005

～2007年時，幾乎完全不見蹤影，而從2008年

起進入排名8～14之間，2012年起則排名不斷

往前躍升，到了2015年時已是所有共現組合第1

名的位置。這樣變化正具體呈現了結合A61K47

、C07K16這二種不同技術的新興技術的出現與

逐漸受到關注。

綜而言之，專利文獻確實可供先期掌握產業是否

面臨跨領域的破壞式創新。可用的工具之一就

是，當二種分別代表不同技術領域的分類號共同

出現在同一專利的現象突然發生、或是這類專利

的數量有顯著的增長，就可能反映了跨領域技術

的萌發或漸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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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