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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智慧家庭眾多的產品與物聯網設備的數量攀升，以及產品設計開發的求新求變，

高度複雜的電路設計及認證方式，也讓設計限制和複雜性的挑戰更甚往昔，在推動整

體發展中的關鍵要點之一，莫過於電源管理技術與新材料的運用。

多年來，功率半導體以矽為基礎的晶片設計架構成為主流，而在各種應用中，高電壓

電路的設計存在著許多的挑戰。而這些挑戰包括：定義出高壓模組要求、高壓電源轉

換器的精度、應用中的高壓電路設計、在終端應用中的處理和高度整合等。

現今綠電的趨勢影響到許多產業的經營策略及作法，對於如何達到高效應用與節能降

耗，功率技術扮演著關鍵作用，其中的重點就是碳化矽（SiC）和氮化鎵（GaN），

這兩種新材料具備更好的效能，並且能夠多元應用，提高能源轉換效率。而在半導體

市場上，寬能隙技術已得到廣泛的應用。

本期〈封面故事〉以「高功率電源」為主軸，從高功率電源市場發展與應用趨勢、高

壓電源保護設計及寬能隙半導體等不同面向進行探討，並且剖析當前關鍵元件與周邊

系統的發展，為讀者說明市場布局及未來態勢的關鍵所在。

不論是從成本效益或競爭優勢來觀察評估，SiC材料發展潛力大，而且應用前景看

好，在現代工業的高速發展和要求高水準技術之下，SiC材料勢必在工業領域贏得重

要的位置。至於SiC材料在未來想要跨入到量產新規模，還需要探索研發更多技術的

樣貌。

此外，當使用電子電力設備或裝置時，最擔心的是使用不來電或電力突發中斷的難

題，必須要清楚各項標準的規範之外，也必須仔細確認實際上會影響到高電壓電路運

作的各種條件，進而確保設計出的電源電路具有高度的安全性與運作效率。因此，對

於智慧電子裝置和物聯網設備在家庭中的電源開發工程師而言，電源設計的另一項重

要挑戰，就是要符合電源管理的規範和安全標準。

不論是哪種電子電力裝置或運用設備，絕對安全是必要的前提。隨著新的安全標準

IEC60335的發佈，帶來了新的電源設計挑戰。本期〈專題報導〉著重於探討無線充

電的功能和安全標準。藉由無線充電新標準的認證肯定，得以為汽車和消費性應用無

線充電系統開發人員增進效能，此意謂著充電器的設計安全又合理，即使是在高功率

的快充模式下，除了保護使用者的安全。並保護使用裝置具有安全儲存能力，避免遭

受損壞。至於能否協助汽車和消費性應用無線充電系統開發人員，加速新一代產品設

計的軟硬體整合和應用創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高功率電源崛起 多元建構新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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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所長

chrishung@micmail.iii.org.tw

智慧科技融合新興應用與創新商模

隨智慧科技iABCDEF（IoT、AI、Blockchain、

Cyber  security、Data、Edge、Five-G）技術

發展日漸成熟，相關智慧化解決方案已於各領域

開始落地發展，包括製造、醫療、零售、交通與

農業等。除了融合各種智慧科技應用外，隨著各

類技術發展成熟，也形成新興商業營運模式。以

下進一步探討目前六大智慧科技之創新商業營運

模式。

人工智慧

由於人工智慧觸發軟體開發流程的改變，創造新

一波為人工智慧在資料、模型訓練及資訊系統基

礎規劃之需求。以日商Incubit為例，Incubit為AI客

製化影像辨識開發公司，運用深度學習影像辨識

技術提供顧問服務，並且協助提供替不同產業訓

練AI模型，並協助將模型整合至原有企業系統中

等解決方案，解決企業AI人才不足與不知如何導

入AI之問題。

區塊鏈

運用區塊鏈技術結合智慧合約，建立可自我運作

的商業活動個體。在供應鏈融資應用上，多間金

融機構共同建立了全球貿易融資區塊鏈平臺，採

用Corda技術，以智慧合約來執行線上開狀與押匯

流程。在未來規劃與應用上，將在鏈上加入貿易

融資等相關或其他類別的智慧合約，進一步與保

險、物流報關等業務進行串連。綜合以上不論是

供應鏈融資或是保險自動理賠之營運模式，其具

備不可竄改、自主運行、透明開放等特徵。

資安

建立資安漏洞回報賞金平台（Bu g   B o u n t y 

platform），由資安平台公司，藉平台媒合有資安

需求的企業與白帽駭客，利用群眾外包的模式進

行漏洞測試，給予找到企業漏洞的駭客獎金，並

協助漏洞修補。其特點為可透過該平台獲得不同

駭客好手的測試觀點，並對整體系統的理解與分

析。

資料科技

建立資料銀行，資料銀行是在個人同意的條款和

條件下進行管理和利用個人資料的系統。個人可

透過專業機構有效管理和使用資料，進而取得資

料使用費；經營商可以藉由聚合許多個人資料來

進行加值，必要時將資料匿名化後，提供給第三

方；企業則可以獲取全面的資料，瞭解他們的消

費者。以中國大陸阿里巴巴Brand  Databank為例，

將品牌消費者資料視為資產，像貨幣進行儲蓄和

增值。

邊緣運算

建立分散決策模式（De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在應用場域中有多個利害關係人、數

據生成的主體，在去中心化（無雲端）的情境之

下，進行共同決策分析。例如EU  Horizon製造跨供

應鏈數據交換，採分散式架構，將運算程序從雲

端降至邊緣位置進行自動化分析決策。

5G通訊

透過跨業結盟，跨越電信商提供「5G專網服 

務」，傳統4G網路具有必須由電信商取得頻譜之

限制，而在5G專網服務中，則可由各行業使用者

自行取得頻譜，再與提供網通/生產製造整合解決

方案的跨業業者聯盟合作即可，無須傳統電信商

介入。

在各式智慧化應用深入各行各業下，導入各種智

慧科技已成為組織提升競爭力的必要策略思維。

在智慧科技融合應用上，智慧化應用導入之複雜

程度，牽涉組織目標願景、資料數據、相關技術

與人才等環節，某一環節脫勾即可能導致計畫半

途而廢。而在智慧科技各自開創新商模發展上，

也為企業發展找到新機會，同時滿足市場需求缺

口。

（本文為洪春暉、陳彥合共同執筆，陳彥合為資

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研究總監）

一個好的智慧化應用是根據所擁有資源、需求、使用情境與痛點，進行有

效組合運用相關技術，達到最大應用效果，而隨著各類技術發展成熟，也

形成新興商業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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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寧
國立東華大學
兼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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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美國電信產業的競爭與挑戰

回顧美國電信業， 從分拆龍頭AT&T、法規

監管，到近年T-Mobile和Sprint的合併，

一直在改變美國電信業的競爭格局。現今美國前

三大市值公司排序，依次為Verizon、T-Mobile及

AT&T。

而科技的演變，從固網到透過互聯網變革所產生

的各種網路加值服務，從2G、3G、4G到5G，都

持續給電信產業帶來更激烈的競爭壓力。

電信基礎架構從4G提升到5G，網路速度可以大

幅增加，系統延遲可以降低。可能的應用包含在

互聯網、物聯網，加上A I，邊緣運算，雲計算

及產業的應用，如自動駕駛汽車和沈浸式娛樂，

都可隨著5G的發展而有更多想像空間，及創新

的商業模式，並增加在網路及商業上的需求。

檢視在過去15年當中，電信網路的基礎設施從

2G、3G、4G到5G進展，大概每幾年就需提升，

並產生龐大的資本支出，尤其美國電信產業5G

頻譜競標的總金額，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主

要電信公司在5G的頻譜許可證花費約1200億美

元。這還不包括為將頻譜許可付諸實施所需的無

線電、手機信號塔和其他設備額外支出的數十億

美元。

從過去15年主要電信公司的財報分析，我們可

以看到資本支出的持續增加，但是營收增加的程

度在逐漸放緩，而總負債對淨收益的比值卻在增

加，同時長期的公司市值增長幅度也遠低於長期

的資本支出總成本。

一般而言，較重視股息分配的投資者，更願意將

其資金配置在電信產業。短期而言，在過去一

年中由於在通膨和升息的環境當中，美國六月

份CPI增幅已高達9%，而十年期國債殖利率也增

加到3%以上，但是主要電信公司的股息殖利率

大約是在5%，而且股票市值下滑。在這樣的情

形，在過去一年中等於給投資人帶來了實質負利

率的壓力，這意味著他的短期購買力己經下降。

而S&P500指數也遭逢類似的狀況。

但如果是長期呢？我們知道短時間之內，股票市

場的漲跌會受到市場心理還有一些消息面的影

響，但是長期而言，最終還是會回歸到該公司和

該產業的經營基本面。

所以展望長期，電信公司大多仰賴5G的應用能

夠快速成長，他們的投資就能夠貨幣化。但是這

樣的貨幣化的速度能有多快呢？

在5G的未來應用當中，很多都需要產業界的採

用，以及科技公司透過創新流程產生新的商業

模式，來創造5G上的產品和服務，但在通膨及

升息的環境，相較於在低利率及通膨穩定的環境

下，資本支出往往會放緩，所以可能會延遲這些

公司的創新發展。另外，從最近的資本市場觀

察，部份科技公司或者相關產業，他們的產業發

展、營收成長似乎有放緩趨勢，甚至有些公司的

股票市值己大幅減損。

簡言之，電信公司近年的巨額資本支出及總負債

大幅增加已成為事實，但是在短期一年左右5G

應用貨幣化發展的前景，可能還是不容過於樂

觀。但要做好資本配置，就是需要有長期的耐心

和觀察，所以在電信產業現今遭遇的逆風之下，

如何可以持續觀察其基本面能否轉好？還是持續

的變弱？這都是在未來資本配置，或經營上面

所需要考慮的重點。（截稿日：2022/07/15）

在5G頻譜競標、通膨及升息環境下的經營及資本配置

Clintwang.Stanfor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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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maXTouch顯示
幕旋鈕控制器 提高設計靈
活性

Microchip推出基於maXTouch技術的顯

示幕旋鈕（KoD）控制器，這是首款原

生即支援電容式旋轉編碼器之偵測和

報告的車用級，觸控式螢幕控制器系

列產品，同時也支援觸摸面板頂部的

機械開關。與傳統機械式旋轉編碼器

不同，這項新技術可將旋鈕直接安裝

在顯示幕上，無需在面板上開孔或對

觸摸模式進行任何客製，因而提高了

設計靈活性並節省了系統成本。KoD技

術消除了對客製化觸摸感測器模式的

需求，使設計人員能夠輕鬆實現不同

的旋鈕數量、形狀和位置，以適應各

種終端使用者產品。客製化配置可在

不改變maXTouch KoD觸摸控制器的嵌

入式韌體的情況下進行調整，使開發

週期更快、更靈活。

 http://www.microchip.com/

艾邁斯歐司朗推出環境光/接
近感測器 展現OLED顯示管
理出色效能

艾邁斯歐司朗推出一款組合式環境光

（ALS）和接近感測器，可提供精確

的色彩、照度測量以及可靠的接近

檢測，在新款智慧手機的高速高解

析OLED顯示幕下展現出色效能。新

型TCS3720是艾邁斯歐司朗的下一代

「behind OLED」感測器，適用於具

有高更新率、高頻PWM亮度控制且

透射率較低的智慧手機顯示幕。這些

顯示特性使得OLED螢幕下環境光/接

近感測器的工作條件極具挑戰性：高

採樣速度縮短了元件測量光訊號的間

隔時間，而低透射率則會減弱到達感

測器光電二極體的訊號。艾邁斯歐司

朗在TCS3720中融入的創新技術顯著

提高了靈敏度和動態範圍。TCS3720

的靈敏度是第一代TCS3701的五倍

以上，訊噪比（SNR）則提高了三

倍。TCS3720採用尺寸為3.34mm x 

1.36mm x 0.6mm的12接腳OLGA封裝。 

https://ams-osram.com

ADI首款用於3D景深測量和
視覺系統的高解析度模組

ADI推出首款用於3D景深測量和視覺

系統的高解析度、工業品質、間接飛

時測距（iToF）模組。全新ADTF3175

模組使攝影機和感測器能以百萬像素

解析度感知3D空間，提供精度高達+/-

3mm的iToF技術，可廣泛用於工業自

動化、物流、醫療健康和擴增實境等

機器視覺應用。 

ADTF3175為設計人員提供可擴展、經

完整設計和校準的景深系統，可整合

至3D感測和視覺系統中，無需設計專

門的光學元件或解決機電整合挑戰，

能透過簡化複雜的感測器設計過程加

速上市時間。可靠耐用的高解析度

模組專為在各種環境設定中運行而設

計，採用Lumentum Operations LLC先

進的三結垂直共振腔面射型雷射（VC-

SEL）技術，能夠在各種照明條件下進

行檢測。 

www.analog.com/en/products/

adtf3175.html

英飛凌攜手台達 以寬能隙元
件搶攻伺服器及電競市場

數位化、低碳等全球大趨勢推升採用

寬能隙（WBG）元件碳化矽/氮化鎵

（SiC/GaN）的需求。這類元件具備獨

特的技術特性，能夠助力電源產品優

化性能和能源效率。英飛凌科技與台

達電子兩家全球電子大廠，長期致力

於創新的半導體和電力電子領域，今

日宣布深化其合作，強化寬能隙SiC及

GaN元件在高端電源產品上的應用，

為終端客戶提供出色的解決方案。目

前，英飛凌與台達持續加深雙方產品

的結合與應用，包括台達最新的1.4kW 

伺服器電源供應器和1.6kW的80 Plus鈦

金級電競電源皆導入英飛凌的寬能隙

功率元件。

台達憑藉在電力電子領域數十年的核

心競爭力，結合英飛凌高效能的非對

稱溝槽式CoolSiC MOSFET技術，推出

的1.4kW伺服器電源供應器，可實現超

過 96% 的效率。

www.infineon.com

類別：元件模組



答：通貨膨脹是後疫情時代必然要面對的

問題，各國政府在防疫政策上，因應

隔離封鎖等不利經濟發展的狀況下，

發放現金救濟蕭條的行業，並鼓勵消

費來刺激經濟，加上行之多年的貨幣寬

鬆政策，由於金融信用過度膨脹，必然會萬物

齊漲。而萬物齊漲的結果，燃料成本也隨之飛

漲，經濟部長王美花說現貨乃至長期購買的燃煤

及天然氣等都是原來成本的三、四倍以上，所以

不得不調高電價，先從高電壓、高電量用戶起

漲，一般1000度以下使用量的民生用戶則是凍

漲。

俄烏戰爭造成糧食短缺與民生物資一起走向更加

高價，在此惡性循環下，電子產業的生產、銷售

成本也會不斷提升，或許調高產品售價與服務費

用，也是不得不因應的策略，但電子產品有極大

部分都不是民生必需品，甚至有一些還是奢侈的

消費品，不論價格調漲不調漲，都可能迎來一波

衰退潮，這是電子產業應該要去面對、因應的。

當產業衰退時，就是汰弱留強的時機，就是必須

以開源節流來因應，但說易行難，除了個別企業

體質都不相同外，以整體產業來看，則是低電

價、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可能已經不復存在，所以

除了掌控電力資源與成本外，提高品質與創新價

值就成為老生常談的當務之急了。除了圖生存，

還能夠兼顧「濟弱扶傾」的理念，在越困難的時

代，更為互助合作才能共創共榮，另闢生機。

高電價時代來臨！下半年產業怎麼走？
通膨＋戰爭＋病毒的三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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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高電價、通貨膨脹、以及戰爭與疫情，2022年下半年電子

產業要如何因應？

台灣的電價自七月起局部性調漲，

工業與用電大戶的漲幅在8%至

15%之間，對於製造與工商業，勢

必將是一大衝擊，並也會出現衍生

成本轉嫁至終端商品的局面。預期

未來的產品銷售也將更加困難，企

業營運的壓力也會更大。然而這波

漲價恐怕只是高電價時代來臨的第

一槍，預料電力供應的成本只會節

節高升。由於能源轉型仍在過渡

期，但產業用電又節節高升，看來

缺電是將來的產業常態，2022年

下半年將會十分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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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當全球供應鏈重組調整之後，台灣

半導體產業在短期內仍是不可取代的

代工龍頭，全台各地目前規劃20座

先進晶圓廠將陸續完工啟用。因此

穩定的電源供應已成為一大考驗，政

府能源政策原本規劃至2025年再生能源將佔20%

，燃氣佔50%、燃煤30%，但最新報告指出屆時

太陽能、風電等再生能源只能佔15.2%，確定無

法達標。

不論比例如何，電價成本都會反應居高不下，況

且再生能源是屬於不穩定的供電系統，所以政府

的能源政策可能被逼迫要有所調整，同時企業本

身也要思考多元電源的解決方案，光靠政府提供

的電力政策一定不足。

能源政策相當複雜，技術問題恐怕還在其次，左

右能源政策的主要還是經濟問題，甚至是更形而

上的權力結構問題，光是一個零碳排標準牽涉到

的利益結構就無法想像。台灣電子產業無法參與

或影響國際能源架構，只能在此一架構下來靈活

應用與自求多福。

不久的未來，在國際社會權力重組之後，新的能

源一定會隨之誕生。掌握新能源就會是國際新霸

主，壓對新能源策略的企業也就是產業的新贏

家。目前有兩種新的能源可能成為未來的主流，

一是氫燃料的普及供應，一是小型核電廠的建

置。這兩種應用技術主要也都是來源成本不符經

濟效益，必須尋求來源技術的突破，以及政策面

的配合。

答：其實黑天鵝和灰犀牛都是同一件事

情，我們稱為「無常」，換一個通

俗的講法，黑天鵝是「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的天意難違，亦即是「

天降疫情，俄起兵燹」。灰犀牛效應

就是盲點，被認為是「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 

拼」，雖有事在人為的抱負，事實上卻無可奈

何，只能眼睜睜讓它發生，難以挽回。

就以高電價的趨勢來說，既是黑天鵝現象，也是

灰犀牛效應。企業只能以平常心看待，所謂「兵

來將擋，水來土掩」，要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偶然

的，不可以心存僥倖，否則難免會在陰溝裏翻

船。「機會總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應是企業、

個人或經營者永遠且必要修習的功課。

「開源節流」是人人都知道的準則，但最後大部

分還是會演變成灰犀牛，一是因為得過且過的人

性使然，一是因為企業龐大或組織僵化到難以回

身反應的緣故。所以，比較保守且有用的方式就

是確保「量入為出」與「將本求利」的策略。企

業能積極且把危機變轉機的方向，就是持續地有

規模的投入研發，但這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

產業比較不足的地方；另外一個積極策略就是創

新模式，所謂「要做唯一，不做第一」。總之，

創新與研發就是應付黑天鵝與灰犀牛的最佳策

略。

舉例來說，台塑集團早已研發小型核能發電站多

年，只要未來政策與環境許可，不僅能自主發電

用電，還能成為大型能源供應商，大發利市。而

電子產業也可以自行建置中小型發電廠，以多元

化智能電網來因應高電價的時代。

主持人：CTIMES副總編輯 籃貫銘

電力供應問題，已成台灣電子產業的絆腳石，能源政策是不是該

要有所調整，如果從技術和科技的觀點，應該要趕緊強化哪一塊？

面對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效應，成為當代企業營運的必要功課，

究竟要怎麼做，才會是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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