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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苙萍

AI 聯手 5G，讓 IoT 更實用

物聯網 (IoT) 一詞出現至今，

大家仍不斷在尋找市場突破口。有

業者戲稱，若未找到關鍵應用，所

謂的 IoT 充其量不過是一堆電子裝

置的「連連看」遊戲罷了！所幸，

隨著人工智慧 (AI) 的落地與 5G 通

訊的到位，讓 IoT 的實用性更被彰

顯。時值歲末年終，不少重量級組

織紛紛對 IoT 發表看法並揭示最新

進展。

工研院：未來十年，「致

能」智慧生活、健康樂

活、永續環境

源投放在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

續環境三大應用領域。以往，大家

通常習慣就技術演進預測未來，但

在應用導向的今天，工研院亦從善

如流，從領域應用反推需要深耕哪

些技術？如何導入？工研院院長劉

文雄則指出「無人經濟」的不可逆

趨勢，包括無人車、無人機、遠距

通訊等，且須尊重「與大自然共

存」規律；諸如今年爆發的肺炎疫

情，或許不會是最後一個意外訪

客，克盡企業社會責任 (CSR)、推

動循環經濟刻不容緩。

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補充，

2030 年是循環經濟的目標年，

2050 年願景是邁向「碳中和」的

零碳生產，意味著 ESG ( 環境、

社會、公司治理 ) 與 Sustainable 

( 永續 ) 將成國際通則，例如，去

除報廢液晶面板雜質，以及生質材

料、太陽能和微生物的生態參與。

智慧化的走向亦將延續，與機器人

照片人物：工研院董事長李世光

日前在「工研院 2030 技術

策略與藍圖論壇」上，工研院董

事長李世光宣示將以致能科技 

(enabling technology) 集中有限資

照片人物：工研院院長劉文雄

照片人物：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

照片人物：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闕

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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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將成製造工廠常態，農業人口

趨於老年化也離不開智慧化機器的

援手，智慧電網的加速擴張更值得

留意。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闕志

克分享，今後 AI 應用將往降低資

料量、縮短訓練時間、「可解釋

AI」、保護 AI 訓練模型，以及有

效收集、標註資料的方向努力。

借助「以人為本」科技，

自我照護、延年益壽
為解決運算能力太大、過度

耗費資源的問題，半導體製程也引

領小晶片 (chiplet) 及人腦仿生運算

架構的變革，另高頻、高功率通訊

亦刺激化合物半導體需求，預估十

年後頻寬上看 TB等級的 6G通訊，

則將啟動低軌道衛星競逐；惟包括

健保資料隱私、供應鏈安全等資安

問題仍是不可或忘的前提。工研院

強調，未來的科技須「以人為本」，

這樣的理念也體現在時下的手錶、

手機等電子設備，除了原生功能，

還可用來量測心跳等生命徵象。另

為迎接超高齡社會的來臨，讓人們

的老化過程仍保有尊嚴，工研院亦

積極推動智慧長照相關技術。

例如，一款只要行走於上、

就能知道是否有脊椎側彎的地毯，

可藉此預測跌倒、中風的機率。會

間與會佳賓提及：不管喜不喜歡，

現在都是科技人生。據統計，台灣

人臨終前不健康的存活時間平均達

8.8 年，若能善用科技將可減少對

他人的依賴。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暨工研院院士李源德對此亦有一番

見解。他感歎，延年未必益壽 ( 活

得久未必活得好 )，醫療手段對於

延壽只有 12 ～ 20% 的貢獻，個

人行為模式和社會環境因子才是關

鍵。唯有鍛練自體活力、增強免

疫、自我照護，才能達到世衛組織 

(WHO) 提倡的健康老年——內在

能量和功能展現。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人出生

後 17 天，心血管就開始老化。李

源德主張，科技將帶來變化，變化

帶來創新——科學不是革命，而是

一個觀念用另一個觀念改變。照護

不該只著眼於醫療本身，應涵蓋未

病、病中、病後不同階段；追逐專

科化是錯誤方向，因為致病不會只

有單一因素，智聯網 (AIOT) 將可

協助「算病」並因應新興疾病。17 

年的加護病房經驗告訴他：血壓、

心跳、體溫、血氧四大指標對健康

影響甚鉅，例如，利用心電圖數據

預測疾病發生。李源德建議，若冀

望在短期就見到研發成果，可結合

工業 4.0 和 AI，從輪椅、拐杖等智

慧輔具切入。

「大人物」交織 5G 時

代，連結終端應用

照片人物：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暨工研院

院士李源德

照片人物：遠傳電信總經理井琪

遠傳電信總經理井琪從電信

商角度談 IoT：蜂巢通訊每十年

就是一個世代，從 1980 年代的

1G、到今天著重應用的 5G，尤須

強化半導體與終端應用的連結；而

「大人物」——大數據、人工智

慧、物聯網，將是 5G時代的主角，

甚或重現當年 iphone「供給創造

需求」的經典。從產業需要發想，

4G 十萬個連接數到 5G 百萬連接

規模，能滿足許多應用所需，城市

路燈亦能變身應用小基站，用來偵

測空氣品質或氣候變化等。她分享

今年 10 月一項針對全球 5G 速度

的調查數據顯示：台灣 5G 平均網

速＞ 200Mbps，在全球排行第四，

表現不俗。

井琪表示，肺炎疫情加速數

位轉型，拉升遠端工作、宅經濟、

視頻對於頻寬的需求，電信商將結

合通訊科技 (CT) 和資訊科技 (IT)

深入分眾應用，以人為本的遠距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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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telemedicine) 就是重點項目之

一，可解決高齡者就醫的不便，台

東偏鄉累計已有一千人次試行 ( 含

蘭嶼和綠島 )，但若要擴大此類應

用仍有待法規支持。此外，面臨日

益嚴峻的用電挑戰，他們也致力改

進能源系統，大數據＋機器學習對

節電亦有幫助，遠傳電信還因此榮

獲能源創新獎，同一套系統亦被用

於台南沙崙的綠電管理。被視為耗

能大戶的水泥業，也積極擁抱永續

議題。

友善環境、共存共榮，

IoT 不只是「物」聯網
同場受邀出席的台灣水泥董

事長張安平評論，1.2 萬年前的農

業革命是人類干擾大自然的開端，

時至今日，在追求效率之外，還須

考量地球與人類的關係。排碳雖

是水泥業的原罪，但台泥亦設定 

2030年減碳30%的目標。他認為，

碳回收是可行的手段，區域性碳稅

的開徵可能是起點，而碳捕捉是關

鍵所在。耐人尋味的是，張安平透

露在台泥全球生產基地中，台灣的

排碳量最高，中國大陸和歐洲反而

都較低，這是因為台灣法規限制最

多只能混合 50% 的添加物之故。

台泥在西非的廠區，因為沒有原料

和法規的桎梏，新配方產品的排碳

量只有傳統水泥的一半。

要進行環境監控，AIOT 亦是

最佳工具。宏碁創辦人暨智榮基

金會董事長施振榮直指，所謂的 

Internet of Thing，不只是物聯網、

「事」更要聯網，呼籲業者應循

著 B2B2C 路線，以應用為導向、

搶佔制高點，從物質文明進化到精

神文明，耕耘服務品牌。他主張與

市場共創價值的「王道」——消費

者和供應者皆是利益關係人，前者

佔 70%、後者只佔 30%；其間只

有相對平衡、沒有絕對，須不斷調

整，由內而外、共榮共存，並提出

「新微笑曲線」——以終為始，改

由右邊的隱形體驗經濟，回推引導

左邊的顯性利益共享，找到生生不

息的商業模式。

AIOT 提供附加價值，亞

洲 ˙ 矽谷＆邊霧運算產

業聯盟力拼應用創新
施振榮期盼藉此由內需帶動

外銷，提升附加價值，創造滾雪球

效應及典範轉移，而領導人的責任

照片人物：宏碁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亞洲 ˙ 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榮譽會長

施振榮

照片人物：台灣水泥董事長張安平 資料來源：智榮基金會；http://www.stansfoundation.org/about_pages/adde94

圖說：「新微笑曲線」力主要在新經濟時代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需有多維思考——以

X( 上中下游 )、Y( 附加價值 )、Z( 領域別 ) 三軸，加上「時間軸、有無形軸、直間接軸」

之六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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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斷調整利益平衡。在今年

「亞洲˙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

年會上，身兼榮譽會長的他亦闡

述：架構於半導體、硬體之上，台

灣原本就在「物」聯網位居要角。

然要連結「事」，須輔以大數據分

析，AIOT 正是在既有基礎上提供

更多附加價值，需要多維跨領域整

合與智財共享，且實驗場域不應限

於台灣，從 DAY1 就應落實全球化

思維；就算不能把持主導權，但一

定是普及化的推手；與世界共榮之

餘，要掌握台灣平台並選擇適當生

態，建立應用／服務端聚落。

成立邁入第四個年頭的「亞

洲 ˙ 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

已匯集來自產業、公協會、法人、

學界及新創等近 400 個成員，設有

九個垂直 SIG。經濟部次長暨聯盟

共同執行長林全能昭告，集結 IT、

CT、OT 衝刺市場和創新有四大面

向：建立創新創業生態系、鏈結

國際研發能量、打造智慧化示範場

域、建構物聯網產業價值鏈。另一

方面，為加速 AIoT 落地形成生態

系，在經濟部技術處指導下，資策

會系統所於 2019 年 10 月成立「邊

霧運算產業聯盟」，導入資策會研

發之自主霧端資訊系統軟體，因應

不同垂直應用場域差異需求。

該系統內含邊霧端輕量化無

伺服器運算技術與雲霧協同「聯

邦式機器學習」，可同時進行

5,000 個運算任務，任務反應時間

＜ 500ms，並在分散資料保護隱

私下，共享訓練模型；根據應用整

合業者的客製化痛點，開發雲霧協

作平台、支援異質霧端設備運算框

架，包括：雲霧協作混合雲管理優

化技術與自動化機器學習自適應佈

署技術，支援跨雲、混合雲遷移，

提升雲霧協作平台系統產值，以軟

硬整合提升 30%的產品附加價值。

經濟部技術處技術顧問鄧德雋表

示，機器學習轉向自我學習，促使

邊緣 (Edge) AI 運算能力及雲霧平

台協作成為深化應用的關鍵。

應用驅動生態系，資策

會自詡「數位轉型的化

育者」

照片人物：經濟部技術處技術顧問鄧德雋

者共襄盛舉，邁威爾 (Marvell)、高

通 (Qualcomm)、恩智浦 (NXP) 皆

有開發專用晶片，預估明年年中才

見微型基地台問市，真正商轉還有

一段距離。

為協助業者及早卡位，「邊

霧運算產業聯盟」祭出三大策略：

深耕邊霧技術研發、協助產業數位

轉型、成立四個主軸的工作小組 

( 合作交流平台、技術開發支援、

應用場域實證、行銷商機拓展 )。

資策會副執行長楊仁達表示，這是

一個生態系競爭的時代，但聯盟意

義已大不相同；過去，加入聯盟通

常是為了觀察別人做什麼？然後抓

緊時間做得比別人更快，但現在，

提供好的產品、真正有解決問題的

需求、要有足夠的新創能量 ( 真正

會起來的是創新模式 )、要有足夠

的人才 ( 包括領域和技術 ) 才是宗

旨，而資策會即以「數位轉型的化

育者」自詡。

邊霧運算產業聯盟計畫主持

人暨資策會資深特助馮明惠表示，

第三波數位革命是由應用驅動的生

態系，理論上半數該由應用或解決

方案貢獻，但目前有高達 83% 營

收仍來自於半導體。肺炎改變工作

環境和模式，是數位轉型的良機，

建議奠基於半導體優勢架構共通模

組和工具，聚焦可擴展商機，貫通

上、中、下游，建立高價值生態系

以提升毛利和產值。綜觀次世代物

聯網計畫，從 IaaS 到 PaaS 是最

肥沃的一塊市場；台灣雖難涉獵，

卻可設法整合 IoT 平台、Edge 和 

SaaS。

鄧德雋剖析，在雲端方面，

自英特爾 (Intel) 提出 vRAN 概

念，將微型基地台的部分硬體功

能切割出來改由自家伺服器處理

DU ( 分佈單元 ) 和 CU ( 集中單

元 )，並採用 FPGA 作為 RU ( 遠

端射頻單元 ) 數據機，打破諾基亞

(Nokia)、愛立信 (Ericsson) 等電

信供應商寡佔局面，讓營運商擁有

更多彈性，是美事一樁。之後衍生

O-RAN 白牌商機，可望讓更多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