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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科技新未來 創新科技大揭密
比Wii更炫的3D飛鼠、直接插電照明的AC LED、可彎曲可摺疊的軟性顯示器、
有「隔空診療」力量的UWB超寬頻感測科技……。
在台灣產業界苦思如何從「代工製造」轉型為「高價值創造」的過程中，身為產業火車頭的
工業技術研究院，希望以先趨者的視野，帶領產業界走向
「應用創新」的方向。由天下文化與遠見雜誌編撰出版的《預見科技新未來》
，
就為讀者揭開工研院這些創新故事的原貌。

文

編輯部

研院院長李鍾熙開門見山

更與台灣面對的險峻經濟情勢息

根本看不到需求端要的是什麼？

說，
《預見科技新未來》這

息相關。

消費者長得什麼樣？哪種設計及

工

本書，是工研院與台灣社會絕佳

西元兩千年之後，台灣經濟

產品才能獲得青睞？台灣廠商製

的分享，希望能夠誘發出每一個

成長，陷入原地踏步的窘境。從

造的「產品」
，不管是晶片、面

人的新鮮想法！把工研院三十五

最基礎的經濟角度分析，答案清

板或是主機板，對終端消費者

年來的經驗正式出版，不只是歷

楚又簡單：原本台灣在行的賺錢

來說，都只是「零件」
，即使有

史與成就的見證，以更實用的角

的方法，被別人學走了！

「設計」
，也不過只是零件技術
上的小調整而已。

度來看，不同領域、不同背景、

以往台灣擅長的高效率、低

不同年齡的讀者，都可以從中汲

成本製造，受到世界經濟體系高

看不到市場，廠商只好退回

取到自己渴求的養分。

度肯定，也累積了相當資本。

原本的路子上，矇起眼睛，與新

當然，對於產業界的工作者

但愈來愈多「勞力多、工資低」

興市場的低價勞工，在低價紅海

來說，這本書是「遇見」
、更是

的新興國家，也漸漸開始學會台

裡翻騰，最終換來的，則是停滯

「預見」科技大未來的良師益

灣的本事，使得原本台灣手上的

甚至衰退的經濟成長！

友。因為，科技大未來，出發點

工作，鯨吞蠶食被其他國家整盤

同時間，當廠商在價格競逐

往往很簡單，是一個點子、一個

搶走。舉實際的例子來看，縱使

漸漸失利時，他們回頭要求工研

觀點、一個眼光、一個走向。工

是台灣第一大民營企業鴻海，躍

院提供更好的製程技術，更便

研院的經歷，透過書本，希望能

上世界第一的電子業代工模式，

宜、效率更高的「生產」設備，

夠發揮見微知著的效果，激勵每

近年也被深圳出身的比亞迪抄走

急切希望工研院幫他們解決「眼

一位讀者，跨出第一步。

了，並接連搶下諾基亞等一線客

前 」的 製 造 難 題 。 在 這 種「 需

戶，讓鴻海有如芒刺在背。

求」下，工研院愈來愈朝中短期

台灣大環境的劇烈轉變

大廠代工訂單的賺錢模式不

因為工研院如今的成功，不僅僅

再適用，台灣開始迷惘！因為以

是過去用血淚一點一滴換來的，

往台灣廠商長期縮居在供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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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改良」的方向走，研發樣
貌也與產業愈來愈像。
這導致工研院「前瞻」的功能

預見科技新未來
揭開工研院近五年來的思維革命
透過 30 個創新故事，一窺台灣產業新未來
作者 張育寧 王之杰 楊方儒 蔡佳珊
專家推薦 傑佛瑞•瑞波特（前哈佛商學院教授）
尹啟銘（經濟部長） 林信義（工研院前董事長）
天下文化•遠見雜誌出版

愈來愈弱，原本開路先鋒的角

營的新思維。工研院新的角色定

單 來 說 ， 就 是「 用 科 技 」的 能

色，逐漸式微。

位，就是做產業創新的開路先

力 。 以 往 台 灣「 用 科 技 」的 方

長此以往，路勢必愈走愈窄。

鋒！一定要跑在業界前面開路，

法，是等國際大客戶告訴我們，

台灣要改變，工研院也要改變，

勇敢投入業界還未做、不敢做、

要做什麼，我們才做什麼；或者

工研院身為科技產業的領路者，

或不會做的產業科技創新。簡單

是在新產品或新應用出現之後，

責無旁貸必須帶領台灣跨越重重

來說，這是先驅者（pioneer）與

才會運用製程改良，或者跟隨，

障礙，從「供給端」爬向「需求

跟隨者（follower）的差異。

或者追趕。這些都不是開路先鋒

「台灣到底需要怎樣的工研

的做法，要真的會用科技，必須

開 路 先 鋒 的 責 任 是 看 路、找

院？」五年前，在李鍾熙接任工

跳脫科技，走在前面，從未來社

路、帶路，只有工研院先看清需

研院院長時，這個問題一直盤旋

會的需求想事情。

求端的市場，障礙才能克服。披

在腦中。

端」的山頭。

荊斬棘的路，風險當然不小，但

現在在他手上，工研院最關

只要成功，對產業界幫助就非常

鍵的走向是，拉高創新的切入

大，這也是工研院創立的目的：

點。台灣過去一直在材料、零組

幫台灣開創新的世界市場。

件上頭著墨較多，也就是所謂

因此，李鍾熙的一貫堅持是：
讓台灣從技術追隨者，成為價值
開創者！

打造未來生活的快樂科技

的「科技創新」
，但現在必須看

面對全球化的未來趨勢，工研院

到消費者的需求、社會型態的轉

從未來人類生活的景象，研擬出

外在大環境的巨變，讓工研院內

變，這類高層次的創新，也就是

台灣產業未來的大方向，包括能

部開始走上了再造之路。

「應用創新」。

源應用、智慧生活、無線網路、高

為工研院重新找到角色定位

李鍾熙說，他在工研院做了

這也是台灣在全球產業價值

齡化社會需要的生醫保健產業等

很多改革，兩個簡單的核心想法

鏈上的角色轉移，要由「代工製

重要議題，希望能夠聚焦產業新

是：一是為工研院重新找到角色

造」到「高價值創造」
。

機會，以科技的力量帶動未來產

定位，二是在院內推行企業化經

高價值創造聽來抽象，但簡

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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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遊戲機第四勢力】

輪原地迴轉和自傾抗翻系統的機

與心跳等生理參數。由於 UWB

以「生活劇本創作家」自許，工

械設計，即使在停車位幾乎和車

技術運用短脈衝電波，電磁波遠

研院從人性角度出發，開發比

身大小一樣的空間，也能輕鬆停

低於一般手機，用於長時間生理

Wii 更具感知能力的「3D 飛鼠」

進去。

監測，十分方便與舒適，目前可

技術，掌握未來數位家庭市場的

【領航LED創新應用】

殺手級關鍵技術。「3D 飛鼠」運

2008 年，在素有產業創新奧斯

用「微慣性感測原理」和「人體

卡 獎 之 稱 的「 1 0 0 科 技 研 發 獎

UWB 甚至運用到藝術領域，

動力學演算機制」感測人的肢體

（2008 R&D 100 Awards）」

在跟故宮博物院的合作案中，工

動作，而且敏感度更高。Wii 得

中，工研院以創新研發的晶片

研院運用 UWB 偵測參觀者呼吸

靠手握的兩隻握桿來操控，工研

式交流電發光二極體照明技

的深度與速度，讓我們用呼吸就

院的「3D飛鼠」可以透過體積更

術（On-Chip AC LED Lighting

可以寫書法，重新賦予宋代「詩

小、更敏感的感測接受器，結合

Technology），被評選為全球

帖」
、
「花氣薰人」
、
「丹陽帖」
、

手、腰、背和腳的全身性運動，

100 項年度具重大創新意義的商

「寒食帖」等四大名帖科技新生

做出更細微更多元的活動。

品化技術，這項 LED 產品的創

命。期望相同的技術，能透過不

新應用，讓工研院的研發成果，

同的應用，創造出不同層次的生

再次站上世界級的國際舞台。

活價值。

過去人機互動介面受限於 2D
模式，滑鼠就是 2D 應用的最佳

應用於醫療用生理監測，車用電
子安全駕駛監測等。

範 例；而 3 D 互 動 介 面 技 術 的

LED 的電源屬於直流電，這

突 破，就 像 滑 鼠 可 以 離 開 桌 面

和發光原理有關，不可能改變。

軟性電子（Flexible Electronics）

飛翔起來一樣，所以被稱之為

但是家用電源是交流電，如何

是種技術的通稱，將軟性、可彎

「3D飛鼠」
。

讓LED 應用產品能夠使用交流

曲的元件與材料，透過不同方式

【個人化LEV電動車】

電，就成為 LED 商品化的一大

建置在薄塑膠片或金屬薄片基板

由工研院機械所研發，大可意念

挑戰。AC LED的技術突破，將

上，使應用產品具備輕薄和不易

「未來技術中心」參與設計的

LED 產品應用的商品化實現，

碎等特性。運用這項技術，未來

LEV（Light Electric Vehicle），

使國內 LED 業者從過往追隨者

手機和筆記型電腦的形狀，可以

結合了 Ecology 和 Electric 的意

角色，轉型成為全球技術之開創

隨我們的喜好隨時折疊或捲起收

涵，強調未來交通工具的環保精

者，締造LED產業另一高峰。

納；家庭影音設備未來也可以如

【軟性電子大作戰】

神。這輛四輪雙座原型電動車，

【UWB超寬頻感測技術】

採用了高續航力鋰電池系統的

UWB 感測技術的特點，在於不

能源，耗能是傳統汽車的1/3，

用接觸，就可以感測人體的各種

同時整合車、電池與資訊科技概

生理變化，而且高頻寬載量，一

念，兼顧外觀、舒適、安全和便利

次可以傳輸大量資訊。這項原本

除了找到定位外，企業化的經營

的特性。

由俄羅斯軍方創始的技術，初期

邏輯，也慢慢融入了工研院上下

LEV 採用輕質化車身的低風

只用在軍事防衛，工研院將它轉

每一個人。

阻造型，最大的特色是 360 度四

向民生醫療用途，用來測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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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紙這麼薄，融入居家設計的
背景中。

企業邏輯融入工研人

在外界刻板印象中，工研院

許育愷 攝

蔡鴻謀 攝

許育愷 攝

不論是UWB感測技術（左圖）
、軟性電子（右上圖）
、或3D飛鼠（右下圖）
，
這些科技的創新與應用，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連結生活與商機，創造價值。

是一個專責的研究單位，裡頭的

改良，以往所有工研院進行的科

「技術」及「研發」之外，找到

研究人員，都是不食人間煙火、

技專案，在計畫的最後面一定有

衍生加值的核心競爭力。

天天致力開發技術的天才們，他

「製程開發」這個部分，這就是

們不需要考慮市場、也不用了解

傳統製造業的思維。

客戶需求。

以工研院正積極研究的都會
電動車計畫來說，續航力的強

不過，台灣要往前走，需要

弱，一直是研究的重點，但如果

李鍾熙給工研人的新目標是：

的是差異化、價值創造及高附加

租賃業能發展出商業模式，讓電

做研發，一定要跟生活、商機緊

價值，如果一直在製程上改良，

動車可以在甲地借，乙地還，並

緊鏈結在一起，才能夠真正展現

是完全不足的，必須要從市場需

且在各個大眾運輸系統出口都能

出價值。

求面來看。因為供給及需求雖然

借能還，這樣也許續航力，就不

過去三十年，工研院著重在

同在一條價值鏈上，但思維方法

應再是電動車的重點，研發重心

技術研發及服務廠商進行製程

完全不同，因此工研人必須在

反而應該著重在如何攜帶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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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折疊更容易。
因此，工研院開始預設未來人
類生活的景象，據此研擬出台灣
產業大未來的五大方向，並且開
始討論一些以往未碰觸的議題，
包括能源應用、智慧生活、無線
網路、高齡化社會需要的生醫保
健產業等。
事實上，工研院早就擁有深
厚的科研基礎及科技應用的專
業，這是最紮實的基本功。工研
人於是開始根據這些未來的趨

許育愷 攝

勢，想像可能的商機，以及科技
在其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以高齡化社會成形後，帶來
的遠距醫療商機來說，透過醫

結合智慧生活與綠色能源概念的
個人化LEV電動車，是打造潔淨城市與
便利安全運輸的未來交通工具。

療器具準確地測血壓、量心跳，
在測量的數據出來之後，不論是
過去三十年間，台灣科技產

透過網路或是手機，不僅需要一
個牢靠的傳輸平台，更必須規劃

一場美麗的冒險

業已經有了開頭，但「台灣製

出一個可以營利的商業模式，甚

在兩個核心想法底下，包括組織

造」真能順利進化為「台灣創

至是找到異業結盟的伙伴。這些

重新劃分、人力資源革新、與企

造」嗎？李鍾熙極具信心的說，

都是科技以外的專業，牽涉心理

業界合作緊密，加上一個緊接著

「活用科技」的能力，就是帶動

面、社會面及消費心理的東西，

一個，令全球驚豔的新技術不斷

台灣下一波技術升級最重要的力

都是實驗室裡的科技人，必須加

出爐，工研院正式重返光榮。

量，也唯有這樣，才能把台灣，

「我們不敢稱得上是典範！」

從跟隨者拉進領先群中，這樣的

李鍾熙深刻了解，工研院需

完成了工研院成立三十五年來的

力量，在工研院中正慢慢萌芽。

要不同種類的頭腦，不同的聲

最大組織再造，為工研院重新找

現在回過頭來看，李鍾熙與

音及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即使

到了角色定位，也順利推行了企

工研院，真是度過了一場美麗的

反對聲音從未停過，他還是打

業化經營的新思維，李鍾熙面對

冒險。冒險的過程，透過這本書

破傳統，在工研院設立了「創意

外界一再褒揚，自謙的說。

呈現出來，則是一種分享的功

強的專業。

中 心 」及「 服 務 業 科 技 應 用 中

李鍾熙一直對同仁說，工研

能，希望讓每一位讀者，都能為

心」
，積極建立起科技及生活的

院必須開放自己，結合其它外在

心中欠缺的那一塊拼圖，找到答

連結。

力量，才能與時俱進。

案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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