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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智能化就是要有點癡

在各項自動化的生產機能越來越成熟後，社會型態一定會有巨大的改變，變好變壞很難說，但現

階段人們要擔心的應該是工作機會的縮減，因為生產自動化會讓大量重複性與初階工作都由機器

取代。人工智慧專家李開復預測未來世界有一半現有的工作都會消失，並表示人類能做的事情只

有兩種，一是創造性的工作，二是需要發揮同理心的工作。

如果要實現李開復所謂：「人類與人工智能協作的結果是1+1=3」，那麼業者應該檢視智能化生

產的機器設備包括IT、OT與CT等環節就不能做須要人類去做的上述兩種工作，甚至是試圖去取代

也不行。因為自作聰明本來就是人類的毛病，當然也想要利用機器來「多算一步」，以便取得優

勢，贏得勝利。如果這樣去應用人工智能，那就是災難的開始了，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

了卿卿性命。」這一點不可不慎。

所以，智能化機器設備就是要有點「癡」才行，本來電腦的專長就是能夠不受情緒的干擾，並且

不厭其煩作重複性的工作，也會一板一眼聽從命令不作它想，如果機器自作聰明搞花招，人類恐

怕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後果不堪設想。但什麼是癡呢？簡單來講就是老實、認真，沒有經過驗證

核准的程序就傻傻地等待進一步指示，如果更自動自發一些就是把問題反饋出來給上面的監督人

員參考。

本期封面故事主題「工業電腦深化應用」也是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雖然它可能控制許多感測自

動化的處理，也可能接收很多新的訊息或程序，但必須在一定的模型內操作，創新模式或叛逆

動作萬萬不可發生，不要以為透過機器學習就可以為所欲為、朝三暮四。各種AI功能，也許能處

理大量資料，也能解讀資訊，但它應該被設計在一個知識系統內，超出本身知識以外的就叫作創

新，這是人類的工作。

但是問題來了，未來可能高達70%的工作都可以由智能自動化機器取代，偏偏大部分都是不具有

創新能力，也沒有熱情與同理心的人，甚至是自私自利、得過且過的販夫走卒，那怎麼辦？自然

淘汰嗎？還是現實的把他們都當成奴隸驅使？這都有可能，現實主義者可能會想到「大重置」這

樣的陰謀，理想主義者可能希望喚起基層民眾「大覺醒」這樣的文明。

現實主義者就像一個活生生的智能機器人，以為「大重置」就可以解決問題，這些人由於自認為

是人生勝利組的菁英分子，以這樣的態度妄想創新或發揮憐憫心，都是一場災難，都是不老實、

不認真的人。省省吧，所謂「聰明本是陰德助，陰德引入聰明路，不行陰德使聰明，聰明反被聰

明誤！」這才是真正得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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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Werner Vogels

本文為亞馬遜技術長Werner  Vogels對於2022年及未來技術趨勢的預測，從AI支

援軟體開發、雲端擴展場域、智慧空間應用、永續服務專屬架構到開啟低軌道衛

星的網路連接，創新技術並不會取代人類，而是加強我們與世界溝通、互動的方

式，進一步推動人類和世界向前邁進。

亞馬遜：
未來五大技術趨勢預測

從AI支援軟體開發到開啟低軌道衛星 （source：myblogs.pw）

我
們進入到一個轉折點。當AWS在15年前率先推

出雲端技術之後，雲端基礎設施已經發展到幾

乎可以覆蓋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甚至是外太空。雲端

讓曾經的科幻小說變成科學現實，人工智慧（AI）和

機器學習（ML）領域的模型和技術變得越來越好，所

以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越來越多以前只能在電影和

漫畫中想像的場景湧現。

我們正進入到一個新階段：資料極其多元，對資料的

存取可說瞬間可及，而我們以更新、更加巧妙的方

式，便能幾乎不假思索地理解資料。當然，這些技術

並不會取代人類，而是加強我們與世界溝通、互動的

方式。2022年將是在科技進步上更加激勵人心的一

年，技術將進一步推動人類和世界向前邁進。



January 2022  SmartAuto   9

AI支援的軟體開發隆重登場

軟體開發是個富有創造性的過程，但也有許多重

複性質的工作。2022年，機器學習（ML）將開

始在增強軟體開發人員的工作流程方面發揮重要

作用，協助寫出更安全、更可靠的程式碼。

自從雲端出現以來，世界各地的公司正迅速大規模地

為客戶帶來創新。然而，即使產品交付速度加快，人

們仍然在軟體開發上花費了過多的時間。

程式設計語言、軟體開發套件（SDK）和其它增進效

率的工具都有了些微小的演變，目前尚未見到突破性

發展。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為未來的軟體開發奠

定一些基礎。我認為像Amazon DevOps Guru、Amazon 

CodeGuru、GitHub Copilot和GPT-3等工具是導向未來

發展的第一步，其中ML可用於開發程式碼和軟體營運

工作流程，幫助開發人員提高效率。在接下來的幾年

裡，該領域的能力將呈現爆炸性成長。

ML將讓開發人員從程式碼查核和錯誤修正等繁瑣、無

差別的工作中解脫，使他們能夠更加專注於創造。這

些ML技術也將幫助我們加速編寫複雜的系統，並以多

種方式為新型類別的開發人員打開大門。讓我們想像

一個場景，開發人員只需要描述希望應用程式如何執

行，然後各種工具透過自然語言處理，解釋他們的請

求，並發回功能齊全的程式碼。在後端，ML技術也將

檢查軟體錯誤，並不斷檢驗軟體是否完成其應該做的

事項。這種由ML支援的軟體開發將重塑遊戲規則，可

以讓整個組織的更多人幫助定義、建構軟體與軟體驅

動的產品。

長遠來看，同樣的ML方法將解放我們的能力，以創造

更多用於各種其他領域的可能性，例如媒體創作。我

們將看到生成式AI技術（generative AI）被更廣泛地

用於創作電影、音樂和文學作品。同樣重要的是，AI/

ML技術也將以類似的方式協助檢測虛假內容、詐騙等

層面。2022年將是AI/ML在開發人員的工作生活中舉

足輕重的一年。

雲端無遠弗屆，無限拓展

雲端將透過專門裝置和專用解決方案擴展到各個

場域。2022年，我們將看到這些解決方案發揮雲

端的所有能力，改造倉儲、餐廳、零售店面、農

場等。

在供應鏈和物流領域，我們將旅程的最後一段稱為「

最後一哩路」。以電子商務來說，由於位置的不同而

存在許多變數，是整個旅程中頗具挑戰的部分。例

如，在東京繁華擁擠的街道上遞送包裹與在美國的鄉

村道路上遞送包裹的區別很大。亞馬遜利用Amazon 

Scout（一種全電動的自動投遞裝置）創新技術，為最

後一哩路的投遞開發專用解決方案。雲端在最後一哩

路也有自己的挑戰，我預測將有數個創新來幫助解決

這個問題。

在過去15年裡，我們已建立廣泛的全球基礎設施，拓

展至全球25個地理區域內的81個可用區域，涵蓋310

多個連接點，為超過245個國家與地區提供服務。不

過，現在我們看到雲端服務正超越傳統的AWS區域邊

界，擴展到網路邊緣，或者像電子商務所說的「最後

一哩路」。 

我們已經見證雲端幾乎無所不在。在2022年將看到的

轉變是雲端在網路邊緣變得高度專門化。為了在工廠

與倉儲、餐廳與零售店面或偏遠地區充分展現雲端的

優勢，必須在邊緣打造量身訂作的解決方案。Amazon 

Monitron和Amazon Panorama這樣的專用裝置，將把雲

端的功能帶到網路邊緣以完成特定的工作。它們帶來

雲端所具備的高度安全、先進功能和交付速度，並且

可以放置在幾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這些裝置不是獨

自落在某個角落的盒子，而是雲端的真正延伸，可以

連接雲端所有的核心功能。

預測1

預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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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2022年及未來幾年看到雲端加速超越傳統

的集中式基礎設施模式，進入令人意想不到且需專門

建構技術的環境中。雲端將於車輛、茶壺和電視中出

現，雲端將於行駛在道路上的卡車、運輸貨物的船舶

與飛機等一切事物中出現。雲端將遍佈全球各地，與

地球上甚至太空中幾乎所有的數位裝置或系統相連。

智慧空間興起， 
尤以養老服務領域為重

2022年，居所和建築將成為更好、更貼心的助

力，真切地幫助我們滿足最人性化的需求。年長

人士將會是在未來幾年裡的最大受益者。

科技在解決人類真正難題中發揮的效用是帶給我最大

的啟蒙之一。多年來與全球各地使用雲端運算以實現

這一目標的客戶見面後，我們萌生想法，隨即開始

透過一個名為《Now Go Build》的節目記錄他們的故

事。節目中介紹了一家名為Z-Works的日本公司，該

公司專注於改善養老服務，並以技術幫助擴展此規

模。

Z-Works面臨的問題是在越來越少人從事養老服務工

作的情況下，如何為日本的老年人提供智慧又周到的

照顧。這家公司的解決方案是在養老院的床上和整個

房間內佈置感測器，並將所有感測器連接到雲端持續

進行資料分析。這些感測器不僅只是偵測生命徵象而

已。

由於這些感測器執行是在雲端訓練好的ML模型，因

此也可以判斷老人是否前去洗手間未返回。在此情況

下，系統可以通知值班人員去查看老人的狀況。從本

質上來說，這是一個高度智慧化的空間帶來的高度人

性化反應。如果人們意識到需求，他們也會這樣做。

在這種情況下，是由私有且安全的資料流程提供的

ML模型，透過智慧動作向人們發出訊號。我們正邁

向一個里程碑，就是環境運算、物聯網感測器集合、

遠距/行動資料蒐集和邊緣處理、以及像亞馬遜Alexa

智慧裝置等，如同期待的產生正面影響。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將看到智慧空間在許多場景

中湧現，而養老服務領域將首當其衝。這可能是一些

簡單的任務，像是從調暗燈光、鎖門、關掉忘記關閉

的烤箱，到更貼近老年人生活、更具主動性的事情，

例如在正常生活模式出現偏差時提出問題，並在必要

時實行常識性的解決方案。這將使人們得到更好的照

顧，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這代表著我們將創造一個

新的家庭類別，使人們能夠真正地在家安居。

永續發展將擁有專屬架構

2022年，開發人員將開始對所搭建的系統和應

用做出具有永續發展意識的決策。他們將尋找新

的雲端架構方法，藉以同時滿足和優化保護地球

和終端使用者的需求。

開發人員的訓練是針對安全、效能、可靠性和成本等

因素優化架構。永續發展在2022年將成為一個新的考

慮因素。我們將在未來幾年開始看到，開發人員積極

建構具有永續發展性的架構，不僅針對正在解決的問

題，也將地球的永續發展納入考量。

在未來幾年將看到雲端加速超越傳統的集中式基礎
設施模式，進入令人意想不到且需專門建構技術的
環境中。（source：rajipo）

預測3

預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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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消費者的我們，一直以來都希望影片和音樂能有

更高的音質和畫質、網頁載入速度更快、能儲存越來

越多的照片，但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樣的便利性可

能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消費者是否真的需要盡可

能快速地進行下載？我們能否幫助他們做出更明智的

決定，亦即在稍微影響下載速度的情況下，以更加「

碳排放友好」的方式來儲存資料？我們能否提供比4K

品質稍低的影片串流以減少碳足跡，並且透過大規模

的實踐，從而為地球帶來積極影響？永續架構將會在

決策時把上述的因素列入考量。

開發人員將會積極地減少其應用程式的碳足跡。這將

在各個領域中進行，例如他們將選擇應用程式的執行

位置以利用電網中的綠色能源，或考慮處理一個任務

所需的時間，甚至指定使用專門的晶片組合。當以網

路規模執行時，即使是很少量的節省也可以擴散成巨

大的影響。我們也將看到開發人員進一步考慮適時關

掉資源時所展現出的力量。

「永遠開啟」是許多人的口號，但這是有代價的。考

慮到「永遠開啟」架構必需在空閒時也佔用資源，我

們開始看到新趨勢，即「最環保的能源就是不使用的

能源」。這並非代表我們不做高可用性架構設計，而

是我們的架構決策將更具有永續發展的意識。

AWS有望比最初設立的2030年目標，提早在2025年就

實現100%利用可再生能源。不過，AWS以風力、太

陽能或水電能源來執行雲端，開發人員及公司營運者

承擔一部分的永續發展責任。

衛星網路將推動數位新應用

低軌道（LEO）衛星將為地球的各個角落帶來可

負擔的寬頻網路。這將改變數十億人的生活：教

師、學生、小型企業，幾乎所有人都可以上網。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兩萬多顆衛星將在地球上方的低

軌道上呈扇形散開。其中將有大約1,500顆來自亞馬

遜的Project Kuiper專案，該專案是一個衛星網路，目

標是向全世界沒有服務及服務不足的社群提供快速、

可負擔的寬頻網路（第一批衛星計畫於2022年秋季進

入軌道）。隨著開始覆蓋這種地球規模的寬頻，將有

一類全新的應用從中受益。

今天，大多數數位應用都受到這些專為低位元率或間

歇性網路連接而設計的現有網路限制。在一些使用場

景裡，數位應用和系統被設計為可以離線操作，但相

較於即時連接的同類產品，通常很快就過期或者功能

受限，例如傳統的GPS導航設備與手機的App導航相比

就是如此。當人們不再受網路連接、頻寬或延遲限制

時會發生什麼事？當這些地方覆蓋上人人都負擔得起

的網路時，一個從未開發並富有可能性的世界就成真

了，我們將開啟低軌道衛星帶來的新格局。

有了無所不在的網路連接，我們將開始解放現今根本

不可能實現的場景。想想看，每個孩子都可以使用相

同的學習工具；中小企業掌握他們所需的數位工具從

而贏得更多客戶，他們的業務不斷發展，在世界各地

的農村和偏遠地區創造就業機會。我們可以更輕鬆地

監測偏遠地區的植樹造林工作，可以更準確地追蹤火

災和洪水等災害，從而更快地採取行動。擁有太陽能

設備、重型設備或分布廣泛的建築等遠距資產的大型

企業，能夠更佳地優化這些資產的使用及維護。物流

運輸公司可以在其車輛、飛機和船隻的執行過程中連

續上傳資料到雲端以供存取，並定期向地面、空中和

水上的各種交通工具提供更新下載等。無處不在的網

路連接將把我們從智慧空間升級到智慧城市、智慧國

家，最終走向智慧世界。

(本文作者Werner Vogels為Amazon Web Services公司技

術長) 

預測5





因應AIoT時代應用需求

AI架構與邊緣晶片推動更強大的工業用電腦

專訪研華科技嵌入式物聯網平台事業群資深協理李易承

積極佈局AIoT  嵌入式電腦模組越來越智慧

由上而下打造零信任網路架構

工業電腦整合OT+IT資安解決方案

由於在進入AIoT時代之後，工業電腦（IPC）應用越來越普及，

為了減少雲端運算的工作量和成本、加強邊緣運算的AI性能，

勢必導入高階嵌入式解決方案，

使之能更有效率地運用IIoT、雲端運算和5G技術， 
即時在遠端監控生產。

目前工業電腦製造業者已在AI價值鏈中扮演整合系統架構的角色，

拉近上游AI加速器業者和下游獨立軟體業供應商/系統整合業者
（ISV/SI）之間的差距；

進而帶動嵌入式電腦模組（COM）銷量成長， 
以符合少量多樣客製化需求，

更加奠定AI與嵌入式設備軟硬搭配的主流趨勢。

同時結合IT資訊和OT運營技術（OT）的資安硬軟體解決方案，

加入「零信任（Zero Trust）」與供應商聯防概念，

才能在不影響生產效能及正常營運情形下， 
真正深入基礎工業領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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