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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工業物聯網雲端管理

打造智能化工業監控系統

不可忽視的工控資安-
卡巴斯基工控安全防禦

自動化光學檢測技術的重要性

企業數位轉型兼顧資訊安全與
邁向淨零碳排

智慧工廠安全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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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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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50

15:5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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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斯基
防毒軟體(1P1Y)

9:00前報到者可獲得

(數量有限 送完以其他禮品替代)

問卷禮

早鳥禮

咖啡問卷禮

現場
出席

線上
出席

實體研討會+線上直播

當天不克出席現場，
於線上全程參與並回填問卷者
可獲得CITY CAFE虛擬提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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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的時代來臨，隨著虛擬實境技術的日趨成熟，虛擬真實的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

數位方式快速建構著未來樣貌。根據研究機構Gartner預測，2026年全球約有25%的消

費人口每日投入一小時在元宇宙平台，完成購物、工作、社交、學習等生活大小事。

從商業模式、核心產品到服務體驗，在不同領域當中結合虛實融合、數位經濟與數位

科技，促使各種新的應用模式及新商業模式的出現。本期〈封面故事〉探討元宇宙發

展與半導體創新，數位轉型成為強化企業韌性關鍵，以及新一波的遠端協作帶來的需

求及對策。

美國創投家馬修．鮑爾（Matthew  Ball）提出元宇宙的核心要素，包括硬體、運算、

虛擬平台、連結（Networking）、支付、內容、服務與資產（Content、Services  & 

Assets）、可交換工具與標準及使用者（包含消費者和企業）行為的改變。除了軟硬

體建置整合，還必須將數位內容串聯加值，大量、即時處理資訊的能力是必要的，因

此需要先進晶片與製程技術，半導體將成為推動元宇宙發展的重要角色。此外，架構

完整的元宇宙還需要如網路傳輸、AI運算能力、大數據處理能力、虛擬實境及區塊鏈

等基礎技術配合，5G、6G等無線通訊發展更是原宇宙平台運作的重要關鍵。

觀察通訊產業下半年的發展趨勢，5G依然是主軸，焦點集中在FR1頻段。至於NSA將

慢慢走向SA架構，ORAN的發展重點則在於成熟與互通性。而受到疫情的影響帶動工

作及生活層面的雲端應用逐漸擴大效應，從點到端，再到雲端，其實需要透過更高速

且更大頻寬的介面來互聯。預計5G的部署、裝置認證和網路上線將會同時並進，隨

著O-RAN日趨成熟，5G部署規模也將隨之擴大。本期〈專題報導〉探究5G技術的核

心價值，企業應如何因應快速應變、提早布局，並探討銜接6G的低軌衛星及快速切

入低軌衛星供應鏈的方法。

COVID-19疫情加速了元宇宙發展與半導體創新，而擁抱數位轉型將成為強化企業韌

性的關鍵。現今更多企業正加速邁向數位轉型，數位化佈局將逐步改變企業的營運與

決策，進而強化數位韌性。隨著產業的數位轉型步伐越來越快，當中有哪個環節和哪

些技術會成為企業或產業數位轉型決策時舉足輕重的關鍵?本期〈數位轉型〉解析企

業利用創新科技強化趨於複雜的虛擬協作，讓新一波遠端協作確保安全無縫的使用者

體驗。

因應人們想要完全體驗虛擬世界中的生活，從數位管理建構傳遞服務新價值已成為許

多產業打造競爭力的要項，預料未來將會創造出多樣化的互動及沉浸式體驗，建構元

宇宙的未來新境界。

透視關鍵技術架構未來元宇宙



S
A

LE

定價600元

■2022趨勢
■次世代加工
■工具機
■數控系統
■流體機械
■切削加工
■傳動元件
■預測維護
■技術特輯
■採購指南
■廠商名錄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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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運算等技術所提供的解決方案，

將生產過程代入智慧化製造模式，

根據客戶需求客製化產品，一躍成為工業4.0的要角。

2022年的《智動化年鑑》以智慧製造為年度主題，

並收錄了去年度的精選文章，

同時也針對最新的智慧製造與智慧機械趨勢專文。

另外，也整理出最新的供應商名錄與產品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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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104中山北路三段29號11樓之3
http://www.ctimes.com.tw
E-mail:imc@ctimes.com.tw

(優惠價格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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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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鋼股東會紀念品的
侵權爭議談起

今（2022）年4月各大媒體報導了一則新聞，稱

有一設計公司影射中鋼111年股東會紀念品「精

緻鈦ONE戶外型環保餐具」有抄襲之嫌。報導也

提及，中鋼的回應稱該紀念品的承製公司也有取

得新型專利，故無侵權問題云云。這則新聞恐未

驚動大多數人，其激起的漣漪短暫幾天內就平息

了。雖然如此，這則案例的報導引出了幾個有關

專利侵權的問題，正可供技術長們演練、檢驗自

己的專利素養。

首先，當涉及侵權問題時，首要確定的是什麼權

利被侵害了。該設計公司的創作，很可能同時受

有著作權與專利權保護。根據該公司的臉書所稱

「產品設計、文案、整個使用方式與體驗，我們

花上大量時間去完成的作品，基本上都完完全全

跟我們相似」。所以如果真涉及抄襲問題，可能

有文字著作、圖形著作的著作權侵害問題。但根

據報載，中鋼的回應似乎全然未提及是否有涉及

著作權的問題。由於本專欄主要著眼於專利議

題，故著作權的爭議部分就略而不談。

如果是有關專利權的侵權，我們接著要確定的是

於該設計公司的創作是否有申請專利呢？根據該

設計公司網頁的資訊與檢索技巧，我們找到了二

件該公司所取得、與中鋼股東會紀念品相似的專

利，分別是我國新型專利M578977號「攜帶式

餐具」（公告於2019年）、以及M603318號「

環保便攜式餐具」（公告於2020年）。

我們接下來要確定的，這些專利權是否有行使的

基礎。首先，根據我國智慧財產局的官方網頁的

紀錄顯示，上述二件專利的狀態目前都在維護

中，所以專利權都是有效的。但這二件都是新型

專利，而新型專利縱然有效，行使上還需要有智

慧財產局肯認其具有專利要件的「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然而，同樣根據我國智慧財產局的官方

網頁，上述二件新型專利都沒有申請技術報告，

也因此，縱然該設計公司有意，目前也無法主張

其新型專利遭受侵害。這恐是該設計公司失策之

處，在與其他廠商洽談合作前並未做好完整的保

護而遺人可趁之機（當然，如果該設計公司後續

取得有利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還是有主張

的機會）。

除了沒有回覆著作權的爭議外，中鋼的回應也透

露了一個常見的迷思。很多人以為自己也擁有專

利，就代表自己沒有侵權的問題。但自己擁有

某件產品的專利，跟該產品有否侵權根本是完

全無關的二件事。中鋼股東會紀念品是否有侵

害設計公司的專利權，全然是依據該紀念品對

M578977號、以及M603318號專利的比對，絲

毫無涉於該紀念品有沒有自己的專利。所以，中

鋼的稱該紀念品也有取得新型專利，實是答非所

問。

有關專利權的侵權，我們接下來要確定的是中鋼

作為是否是專屬專利權人的「實施」行為。專屬

專利權人的「實施」行為包含使用、製造、販

賣、進口專利物等。中鋼委由外包公司承製紀念

品，恐確實是屬應經專利權人同意的「製造」行

為，但對股東「餽贈」紀念品則無沒有侵權問

題。同樣地，如果中鋼純粹只是「購買」其他公

司所產製的成品而贈送給股東，因「購買」也非

「實施」行為，中鋼似也無侵權問題。

以上從這則簡短的報導淺論其一些涉及專利侵權

的部分。其實，報章雜誌中常有類似的涉及專利

的新聞報導，頗值技術長們咀嚼揣摩，應有鍛鍊

自己的專利功力之效。



意法半導體高整合度車規  
音訊放大器問世

意法半導體（ST）新款TDA7901是一

顆整合降壓控制器的G類車規音訊功率

放大器，並支援高解析度音訊，此獨

步市場之組合提供了出色的聽覺體驗

和高效能。G類的TDA7901降壓控制

器依據音訊訊號電位，自動優化BTL

功率級的電源電壓，以此產生平滑的

類比音訊，能在正常音量下具有接近D

類效能。由於耗散功率相較傳統A／B

類放大器低很多，因此降低了對散熱

器的需求。單晶片整合降壓控制器有

助於縮減系統尺寸與重量，還可能降

低物料清單成本、簡化電路設計，以

及無需開發電壓軌控制韌體。該放大

器可發出完整的即時診斷訊號，包括

透過I2S或I2C介面的負載電流即時監

測，警示音產生器、車輛聲響警示系

統（AVAS）等安全相關應用能通過

ASIL-A認證。

www.st.com

Microchip推出全新即時 
平台信任根

Microchip推出基於完全可配置微控

制器的CEC1736  Trust  Shield系列產

品，利用高於NIST  800-193平台韌

體彈性指南標準的運行時韌體保護

來解決上述挑戰，在為系統平台建

立完整信任鏈的同時保障安全啟動

流程。CEC1736解決方案豐富Micro-

chip確保終端設備網路彈性的產品陣

容。它擁有完全可配置的即時平台信

任根，能夠在SPI快閃記憶體和I2C/

SMBus過濾中實現運行時韌體保護，

防範運行時攻擊。認證功能提供了可

信的依據，以確保平台中關鍵設備的

真實性。生命週期管理和所有權轉讓

功能在整個終端產品生命週期和產品

所有權轉讓過程中保護機密，使不同

營運商能夠安全地使用系統平台而不

會洩露資訊。CEC1736  Trust  Shield系

列產品現已上市，包括84接腳WFBGA

封裝、基於Arm Cortex-M4的96 MHz微

控制器CEC1736。

www.microchip.com/

艾邁斯歐司朗全新OSLON  
Optimal LED提高植物照明效能

艾邁斯歐司朗(AMS)推出全新植物照

明OSLON  Optimal  LED產品系列，

該產品系列基於最新的艾邁斯歐司朗

1mm2晶片，滿足不同植物照明應用的

光譜要求，為植物照明設備製造商提

供更大靈活性。目前新款OSLON  Op-

timal  LED發佈超深紅光(660nm)和遠

紅光(730nm)兩款產品，預計深藍光

(450nm)和植物白光兩款產品將於2022

年第三季上市。OSLON Optimal LED系

列產品尺寸僅3.0mm x 3.0mm，適用於

垂直農場和高密度溫室的植物照明設

備，這些場景通常需要密集使用LED。

對於這些應用，在光合光子通量效率

(PPF/W)與光合光子通量低成本(PPF/$)

之間進行平衡至關重要。OSLON  Op-

timal  LED採用全新的、更大的球形透

鏡，可生成120°可視角度，為作物提
供均勻的光照，避免光線聚集在燈具

下方。

https://ams-osram.com

ADI低功耗三軸MEMS加速度計
適用於醫療保健和工業應用

ADI推出一款三軸MEMS加速度計，

可用於廣泛的醫療保健和工業應用，

包括生命體徵監測、聽力輔助和運動

計量等裝置。ADXL367加速度計相較

於上一代元件（ADXL362）功耗改善

了兩倍，雜訊性能並提升30%以上。

新款加速度計提供更長的現場使用時

間，大幅延長電池壽命，並降低維護

頻率和成本。ADXL367於100Hz輸出

數據速率時功耗僅為0.88μA，在運動

觸發之喚醒模式下功耗為180nA。與使

用功率工作週期來實現低功耗的加速

度計不同的是，ADXL367不透過欠採

樣混疊輸入訊號，而是採用全數據速

率對感測器的整個頻寬進行採樣。 

ADXL367主要特性，喚醒模式下運動

檢測功耗為200nW，測量模式下功耗

為970nW；更深的多模式輸出FIFO，

內建微功耗溫度感測器，內部ADC可

同步轉換額外的類比輸入，按一下/

按兩下檢測和狀態機防止誤觸發。另

外，電源電壓低至1.1V，採用單顆電

池即可運作，無需外部升壓轉換器。

www.analog.com

類別：元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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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投資人
聯聚顧問(股) 創辦人

主要經歷：
美商 SAS 總經理
IBM 大中華區
暨 Oracle 公司
事業部 總經理

仁寶電腦 
總經理室 顧問

美國矽谷、歐洲
投資考察

台灣大學 區塊鏈
暨 金融科技中心
營運長

在「通膨及升息」環境中 
企業經營及資本配置的關鍵思惟

新冠疫情、供應鏈受阻、俄烏戰爭、及過

去兩年美國聯準會採資金寬鬆，並迅速

膨脹其資本負債表由4.2兆至約9兆美元等複雜因

素，已引發全球通膨率急遽上升。待美國經濟穩

定增長後，聯準會近期已開始啟動升息循環以抑

制通膨。而這些諸多因素將帶給未來更多不確定

性。

首先，我想談通膨及升息的重要觀念，及所造成

可能的影響。接著探討在此情況，於經營層面及

資本配置上的考量。

通膨就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聯準會的貨幣寬鬆

政策勢必引發通膨，使企業及個人相對購買力下

降、生產及經營成本上升。而近期資金利率的持

續上升，將會給所有金融資產價值及債務負擔，

持續增加壓力。而在通膨時期股票和債券可能一

樣表現不佳。

就經營層面而言，企業有幾種方式可以提高資本

回報率，包括：提高資產周轉率、廉價的債務槓

桿、更高的債務槓桿、更低的所得稅、更高的營

運利潤率。由此可進一步分析得出，資本回報率

大致上不會隨著通膨升高而升高，但在可能會因

為後進先出存貨會計、固定資產折舊速度等因

素，暫時產生一些助力。

若因通膨進而導致利率的持續調升，將帶給一般

競價型、不具競爭優勢的公司更大的經營逆風，

並造成資本回報率下滑。而逆風可以來自於更高

的債務負擔及經營成本上升等因素。與此同時，

具有競爭優勢的公司，則可以透過適時調高產品

或服務售價，利用手上充足現金提早償還較昂貴

的債務等方式，以提高資本回報率。

就資產配置部分，在通膨時期，所有股票並不一

定優於債券，得視個別狀況分析。譬如，若能持

有優質公司高評等債券利率較高之公司債，或也

可為通膨下股市己高漲時的選擇，並可能較股市

處於高點時因通膨持續升高而急於去購買一般競

價型股票為佳。 

在通膨時期，若在企業平均資本回報率變化不大

情況下，比較股票市場價格和淨資產價格，將有

較高、較低、或等於之情境，且在扣除稅賦及當

時的通膨率後，將產生不同情境在當時通膨率下

的潛在實質回報率。而當股票市場價格低於股票

淨資產價格時，可獲得最佳回報，反之則報酬率

較低。這與用較低的投入成本可取得較好的投資

回報概念相同。而在近年多數時間，大多數股票

淨資產價格通常遠較股票市場價格為低。

另外，股票盈餘的一部分重新再投入，取決於淨

資產投報率是否有利。成長型股票把大部分盈利

存下來再投資，應該考量資本再投入的回報、利

率及付出的價格。在通膨時期，一般競價型公司

賺得的盈餘可用於再投資的比例，通常也會隨著

通膨升高而降低。

總言之，在通膨時期，若能慎選並將資本配置於

長期競爭優勢的公司，且投資成本盡量低於估計

公司內含價值，將可保護投資者免遭通膨造成之

長期實質購買力下滑，並有很好機會取得相較一

般競價型公司股票及優質公司債更好的長期投資

報酬率。因為通膨會消耗資本，所以慎選具長期

競爭優勢公司的特質於此時需包含，譬如：更高

的經濟價值、不需額外股東資金或可利用賺得盈

餘再投入以持續成長、不需要或只需較低的研發

經費、或每單位研發支出相較競爭者有更好的產

出效能、及在相同盈餘產出時相對較低的固定資

本支出，如機器廠房設備。

（截稿日2022/05/16）

升息循環已開始啟動以抑制通膨，將帶給未來更多不確定性。

Clintwang.Stanford@gmail.com





答：量子科技實際上是量子力學的另一種典

範應用發展。物理學家費曼說過：「沒有

人真的懂量子力學。」另一位數學物理學

家馮.諾伊曼則說：「誰要說他懂量子力

學，那他肯定不懂。」今日怎麼談論及看

待量子力學或量子科技都很輕鬆，因為沒有對

錯。而在一定的標準定義下，利用量子力學的不

確定性，反而能夠模擬出實際的現象。其實量子

是一種到了微觀世界的粒子現象，因此量子現象

就是自然現象或社會人文現象。不論是微觀的世

界或宏觀的事物，量子力學都是普遍存在的現

象。簡單來說，若將地球發展20億年從無生命

到有生命再到無生命狀態壓縮為一秒，從壽命無

限巨觀世界來看這一秒，就可操控微觀世界中離

子、電子的量子態。

量子科技是應用操控單個原子，單個電子及單個

光子之量子態行為的技術。

而以物質的量子態來儲存資訊就是量子位元構成

的要素，它與電腦運算位元的概念是不同的典範

應用，所以要發展量子科技產業，與現有的數位

科技產業的基礎大不相同，政府或企業要發展此

一產業必須及早投入資源，並且持續研發才會有

好的成績。

量子科技產業要來啦!!
服務啟用、晶片問世、台灣國家隊成軍

主持人：CTIMES副總編輯 籃貫銘

與談人：CTIMES社長 黃俊義

背景

觀看影片，請掃描：

影音製作：黃慧心  文字整理：陳復霞

面對也許會在數年內就到來的量子科技產業，我們要怎麼看待它？

會不會仍言之過早？又或者可能會是一場空？

量子技術是難以駕馭的次世代科

技，加以整體系統的建置成本極

高，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它距離產

業化仍有一大段的時間。然而由於

諸多國家將之視為戰略等級的項

目，科技大廠也積極的搶進布局，

因此量子科技的進展迅速，近期有

了多個值得關注的成果。而台灣

在3月下旬宣布量子國家隊完成集

結，共有17個研發團隊。至此，量

子科技的產業雛型大致完成，並可

預期它將快速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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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量子科技是走向人文應用的發展途

徑，特別是人們受到宏觀下不可見的力

量影響而不自知，透過量子科技的演算

模擬，使得人們更懂得敬天愛人，也更

了解事物的無窮無盡與互動關聯。

在可見的未來，量子科技還是主要運用在平行運

算的需求上，所以相關解決各種問題的演算法，

以及量子程式語言都是得以發展的舞台。簡單來

說，一種演算法就是一種解決方案，傳統電腦運

算難以解決的問題或障礙，透過量子計算或許就

能或然而解了。所以發展量子演算法能夠跳脫傳

統思維的窠臼，將科技與人文更緊密地結合在一

起，各種概率的總和就是一元，何不大膽地去破

除與創立？這就是量子演算法的基本概念。

量子態有三種現象，一是疊加，二是干擾，三是

糾纏。傳統利用大數據來分析，分門別類和揀擇

判斷都能做到，但只是統計處理，要解決可能產

生的現象則力有未逮。例如開發一種藥品化合

物，遇到人體器官會造成甚麼副作用或產生哪些

自然現象？該怎麼避免和解決？利用量子科技來

模擬運算，可省去許多驗證功夫。

目前各國政府及許多企業都在積極發展量子科

技，就是因為它的威力強大，可以瞬間超越傳統

的科技工業，因此有所謂「量子霸權」之說，現

代的職人、學子，都應該及早接觸面對。

答：從廣義上來看，電子科技與半導體製

造也是植基於量子力學的應用，只是在

電晶體邏輯閘固定樣態的控制，即使到

奈米等級也是如此。前述量子科技是

操控單個電子、離子或光子的量子態行

為，它是另一種典範的應用，現在台灣半

導體產業主要是作為銜接量子科技的數位處理與

通訊的基礎即可，其餘各自發展互不相礙。

至於我們發展量子科技欠缺什麼？最忌諱的是呆

板執著的垂直式思考，或是只知道標準答案的乖

寶寶。現代的社會專門在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應

該要培養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人，這就是最大

的挑戰。

至於量子硬體的發展，台灣的環境還難以開發相

對穩定的量子位元電腦，租用或購買雲端的量子

電腦伺服系統即可，在這方面不必大費周章。

量子科技是熱門的話題，但也充滿了陷阱和無知

的謊言，量子技術滿天飛，過於誇大了量子科技

的能力，就是一種江湖術士的行為，也成了科技

的迷信。「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一切必須回

歸到因果相當的最後驗證，畢竟不能解決問題的

科技是沒有市場空間與存在價值的，數位科技如

此，量子科技也是如此。

量子其實是個應用領域十分廣泛的科技，包含通訊、網通、醫療與科學運

算等等，而究竟哪些領域才是量子科技的主要舞台？發展最值得期待？

台灣作為電子整合和半導體製造的大國，自然不應該錯過量子科

技。我們在發展量子科技上面，還欠缺什麼呢？又有哪些挑戰？

再談到量子位元，數位科技用來虛擬實體事物、

演算傳輸各類資訊，量子科技可用來模擬生態現

象、創造解構各種互動訊息。量子電腦的硬體產

業，短期內仍只有雲端伺服業者的專利，受限於

絕對環境條件，一般以發展各種量子演算軟體為

主，與原有的數位科技產業基礎銜接。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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