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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　策略長　劉慶聰

以有限資源 探索無限可能
研華文教基金會之產學合作

Viewpoint觀點探索

研華早在企業資源尚不充沛之時的1997年，就由三位創

始人捐出個人的股份合力成立了研華文教基金會，希望除

了努力經營，獲取企業生存與成長所需的利潤外；更能讓

研華成為一家對社會真正有所貢獻的企業。相較於當時許

多更成功的中大型企業，普遍的想法都是只要把企業經營

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是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了。若以

社會價值來衡量，研華文教基金會之創立與運作模式，毋

寧是一種更進步的社會思維。

任何基金會之資源都相當有限，一開始就必須審慎考

量，如何善用有限資源，創造無限的可能？在經過無數

多方腦力激盪後，董事長劉克振決定將研華文教基金會之

定位，定調在「產學合作」。我們認為人才培育是回饋社

會、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最有效方式，以有限而有效的投

注，讓人才產生蛻變，就會有許多的可能產生，未來相乘

出來的效果，說不定相當可觀。產學合作這種主動到校園

裡鼓勵學生參與企業活動，協助學生及早了解社會需要與

企業運作的模式，未來更能幫助學生進入社會後即刻發

揮、貢獻一己才能。

研華文教基金會成立時，大環境網路知識經濟之興起，

帶動全球新興或年輕創業家陸續投入網路創業，也吸引許

多資源相繼投入。台灣原本就是創業天堂，更不能落人之

後。就在這樣的大環境氛圍衝擊下，TiC100創新事業競

賽因而在1998年誕生。TiC100在規劃當初，界定學生以

團隊合作進行創業模擬，基金會並邀請企業界各方面菁英

參與輔導，促成另一種學習模式，讓學生們認知到現實中

有資源限制、彼此競爭、技術不成熟等侷限與問題，透過

事業模型建立、實際演練、營運方式模擬操作，活用自己

的知識，在整個學習過程親身體驗社會現實情境。至今，

TiC100已經進化成一個大型的產學合作平台，除了參與的

學校與同學年年增加，更吸引了許多企業投入類似的競賽

活動，進而在廣泛的校園內帶動一股產學合作及創新學習

的風潮。

因為TiC100廣泛受到歡迎，使我們更積極推廣其他的產

學合作模式，如Early Design Workshop，是針對工業設計的

學生和指導教授，媒合他們與專業工業設計公司合作，再

加上一些競賽的緊張趣味，推動他們從使用者情境出發來

設計創新產品，提供學生參與實際產品開發的機會；另外

還有Focus Lab，是針對特殊技術教育，結合特定專案或計

畫，促使企業與學生朝著相同的研究目的進行共同開發先

導技術的合作模式。

研華文教基金會一直在創新不同的產學合作模式。對我

們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探索各種不同的可能，啟發更多

創新學習模式，帶動學生最大的學習熱情，超越缺乏彈性

的教室與考試。另一個挑戰，就是讓學生們養成獨立思考

的習慣，開拓全球化的視野，關心社會國家與世界環境，

培養崇高的熱情與理想，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產學合作必須重新去思考教育、企業、社會的根本問

題，以及國家、生態環境所面對的挑戰。未來基金會的推

廣主軸，除了既有的學生團隊創業、企業個案研究，更希

望能讓學生一起來正視、關心整個世界，專注於全球觀點

的議題模式，這將是未來基金會所希望推動的新主軸。

人的潛能與社會的價值能全面性地結合，相信將是未來

基金會推動產學合作的重要使命。未來基金會要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希望我們微薄力量的投入，能讓社會、企業界

與教育界產生更多的共鳴，終能引起蝴蝶效應般的廣大擴

散效果，讓我們朝這個方向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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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築基於立足在社會中每個人使用資源的態度；

一家企業是否能夠永續經營，取決於經營管理者運用資源的能力。



已在這兩年開始陸續出現甚至交屋，嘉新麗水花園、

寶徠花園廣場等，都是其中著名建案，雖然這些建案

都以豪宅居多，不過在IT業界，每一項新產品、新架構

乃至於新概念的落實，本來就會從金字塔較高端往下

延伸，最終才到普羅大眾。

周全考量，現代人健忘的救星

談了願景，可能許多人還不了解何謂智慧家居

（Smart eHome），甚至跟Intel前幾年一直在推的數位

家庭（Digital Home）搞混，兩者的不同，在於可移動

性，簡單說也就是「帶的走」跟「帶不走」之間的區

別，舉一個例子來看會更清楚：

早上9點，Maggie上班已經快要遲到了，她大門一

甩衝上街，招了輛計程車就上路，坐定後才忽然想起

燒著開水的瓦斯爐好像沒關，於是她不急不徐拿起手

機，用3G接上家中網路，按了off鍵將瓦斯總開關給關

掉，不再像以前老是要司機馬上掉頭，回家關瓦斯。

10點的時候，Maggie手機響了，拿起來一看，螢幕

上是她新請的鐘點女傭，站在Maggie家門口的對講機

前，她按下門鈴，家裡的系統隨即連上3G網路，讓

Maggie知道來者何人，確認身分後，Maggie用手機打

開大門門鎖讓女傭進去，打掃時，Maggie順便用公司

電腦連上她家的監視器看一下打掃情形。

快下班了，Maggie今天生日，她打算請幾個朋友在

家裡自己做飯吃，從網路上找了幾道食譜並且輸入家

裡的數位系統，系統依據菜單檢查冰箱，發現少了幾

樣食材，於是主動發訊息給跟這棟大樓的物業管理公

司進行配合的超市，Maggie到家的時候，這批食材就

會送達。

拎著菜進門後，牆上的智慧居家系統的控制面板

提醒她有留言訊號，她打開一看，原來是鐘點女傭留

話，畫面中女傭跟她說洗衣精快用完了，提醒她下次

跟超市訂貨要記得買，聽完留言，Maggie準備開始做

菜，不過她先拿起遙控器按下音樂鍵，系統打開位於

臥室的電腦，播放出昨天她從iTunes下載的新歌，菜做

完時，朋友也都到了，開始準備用餐，她按了遙控器

上的用餐模式鍵，霎時客廳燈光熄滅，餐廳燈光則調

到適當的亮度，音樂也轉成輕快的爵士樂。

愉快的晚餐結束後，Maggie硬拉著朋友一起看她上

個月在尼泊爾拍的照片，按下影片觀賞模式按鍵，投

圖1│利用UbiQ eHome
數位居家面板，可進行
門戶管理、社區溝通、
檢查來客留言、控制室
內開關等便利功能，讓
居家生活更舒適愜意。

圖2│使用UbiQ的遙控
系統，也可在家中遠距
控制燈光開閉或設定、
空調大小、室內環境設
定等功能。

圖3│來客可以透過視
訊系統與3G手機，與不
在家中的主人連絡。即
使主人不在家，也可以
在系統中留言，通知主
人訪客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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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房子會是由木頭、玻璃、水泥和石頭建造的。它建在

山上，大部分的玻璃窗都望向華盛頓湖和西邊的西雅

圖，可以將夕陽西下以及奧林匹克山景盡收眼底。我的房子也是

由矽晶片及軟體建造的。矽晶微處理器及記憶晶片的裝置，加上

軟體的帶動，將使整個房子具備互動網路的特徵，這是未來幾年

後上百萬棟房子都會有的特徵。今天我使用的科技是實驗性的，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所做的一部分將會被人廣為接受，同

時也會較現在便宜，我的娛樂系統幾乎可以模擬未來媒體真實的

使用情況，我可以從中去感受與各種不同科技共存的情形。」

這是比爾蓋茲在他的《擁抱未來》一書中，對當時仍在興建的

豪宅所做的描述，《擁抱未來》中文版在1996年問世，10年後的

現在，我們回頭看當他當初的願景，的確已逐步成真。

撇開國外案例不談，光是台灣配備數位自動化架構的建案，就

數位化 讓居家生活更Smart
從家中設備到社區統整的便利生活空間
以前夢想中拍拍手燈就會開，打個電話就可以關閉家中電源的便利生活，

如今都已出現在生活之中，也讓人更期待未來的便利生活，還可能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
採訪撰文│Ming　攝影│石吉弘　圖片提供｜研華科技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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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影機自動開機，窗簾自動地被拉上，投影機同時也連上她臥房內

的電腦，擷取檔案夾內的資料，尼泊爾的壯麗山色頓時在Maggie

台北家中呈現。

看完相片聊了一下天，已接近午夜，朋友告別後，Maggie梳洗

完準備睡覺。之前的她一定會忘了關某處的電燈就上床，不是浴

室就是客廳，每月的電費硬是多了好幾百，但搬來這裡後，只要

睡前按下床頭的睡眠模式，就一切ok，該開該關的電器一樣也少

不了。

化繁為簡 輕鬆享受智慧生活

從此幸福快樂的Maggie所使用的這套系統，其實是智慧家居

與數位家庭二合一，簡單來分，智慧家居比較偏向自動化控制，

最基礎的就是對家中三表―水表、電表、瓦斯表等架構，透過有

線或無線網路進行控制，有了基礎控制再往上延伸，將空調、燈

光、家電、娛樂、內部通訊、電信、與安全監控整合到單一控制

介面。以往家中電器設備的控制，都必須逐一操作，但在使用智

慧家居解決方案後，可以針對生活中不同的應用情境，量身設計

一套專屬的情境操控模組，例如影片觀賞模式，就是由電視、燈

光、窗簾三者的控制組合起來。

除了家庭內部的情境控制之外，智慧家居系統也能作為社區資

訊傳遞的重要媒介，穿越水泥牆面，打造無藩籬的生活空間。以

研華的eHome架構來看，就有故事裡Maggie用到的留言系統與物

業管理系統，由於牽涉到線路管線埋設，這些系統都是在房屋興

建時就一併被設計在裡面，之後就算Maggie搬家，也無法帶走，

所以這就是前面所說「帶不走」的這一塊。

智慧化建材  外觀設計是另一關鍵

智慧家居等相關產品都是整合在建築物或是住宅的環境中，也

因此被形容「智慧化建材」，毫無疑問的，為了能與室內的裝潢

設計相互搭配，因此產品的外觀設計及質感也是產品開發時的另

一個重點。以研華UbiQ eHome為例，在產品設計時即採全白、簡

約而洗練的設計風格，注入美學的概念，而讓產品也能成為屋內

裝潢的一環而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安裝沒問題 後續維修才是重頭戲

智慧家居系統既然帶不走，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後續維修。產品沒有不壞的，但是不同產品的生命週期差

別，就容易讓系統出問題。一座建築物的使用壽命多在50年以

上，而市面上的IT產品汰換週期則頂多2～3年左右，當人還沒搬

走，系統卻已故障頻生該怎麼辦？這點可從兩點來解決，第一點

是找穩定高、零組件有長供期保證的廠商來架構系統，像研華這

樣的產業電腦廠商就是最佳選擇，工業控制產品的各種規格都是

工業等級，在穩定度上要遠高於其他消費產品，而且零組件備貨

期也都至少保證5年，不會有壞了沒零件可換的窘境。

第二點則是從設計上著手，一般來說，埋設在建築體內的管線

不會有故障問題，會壞的大多是鑲嵌在牆壁上的各種介面，像是

電燈開關，智慧家居系統也一樣，生命週期較短的會是系統操作

介面，因此這必須採客製化，設計成可簡單拆卸的架構，以便進

行維修，這些都是產業電腦廠商的強項，從目前市場發展看來，

產業電腦業者也的確是智慧家居系統的主力推動者，放眼未來，

這股優勢將不容易消失。■

運 用 大 樓 管 理 監 控 系
統，管理員可透過分割
畫面清楚看到大樓需要
巡視的重點空間。如有
訪客來臨，則可用UbiQ 
eHome系統聯絡房客，
以確認是否可讓訪客進
入，維護社區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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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的大型電玩（Arcade Game）來說，畫面都愈

來愈精緻，動態流暢度也十分完美，連線或網路遊戲

種類也慢慢增多，隨著機台的進一步研發，可以創造

出更多、更逼真的臨場感，對Jimmy這樣的遊戲玩家來

說，這正是吸引他們一直往遊戲中心跑的最大原因。

環境影響遊戲機台的擬真度

這類放在遊戲中心的大型電玩、每天都要被操作

上千次的彩票機，或是放在賭場的吃角子老虎、小鋼

珠機台，都是專以娛樂為目的所製造的機器。它們與

家用電玩不同，由於放置的場所是公共區域，每天有

不同的人前來使用，完全相異的使用習慣，啟動的噪

音、震動，放置場所溫度的變化，人來人往所帶起的

塵埃，都是影響機器正常表現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設

計使用上，必須從耐用度、穩定性、長期服務支援等

方面來考量。

一直以來，製作這類機台的廠商會向產業電腦廠商

尋求合作，而非讓家用電腦廠商生產相關器材，就是

因為這些耐久性能方面的考量，但現在除了這些要點

之外，更可以朝著全球化的腳步去思考、尋找適當的

事業合作夥伴。特別是高精密度、性能要求的產品，

當它們從可控制的環境出走，來到公眾開放的場合

時，如何能依舊保有精準亮麗的表現，吸引多數玩家

嘗試、使用，則是未來努力的目標之一。

就以領航動感所推出的「坦克雄獅」這款遊戲電

玩來說，由於採用六自由度運動模擬器平台，整個基

座的運動，模擬真實狀況的移動、速度、震動與力道

等，當使用者看著眼前的虛擬螢幕，按照要求進行反

應動作，會有極真實的力覺、視覺與聽覺回饋。

將動感帶入遊戲的世界

領航動感公司早在2005年就以台灣第一家（也是世

界第一家）運用六自由度運動模擬器IMOR CRUISER在

電玩遊戲上的廠商而知名，透過這種運動模擬結合虛

擬實境的技術開發，可以讓使用者更深入體會遊戲的

趣味性，留下實質的感動與觸感。當然整套系統一開

始的開發並不是針對遊戲，而是使用在國防科技、操

作模擬上的功能，從固定不動的操作艙，晉級到以全

身五感來感受虛擬實境提供的擬真度，運用在專業人

員的訓練上，是絕對安全而有效的操作模式。

如今領航動感開始著力發展娛樂產業，所面對的挑

戰除了研發出好玩有趣的新奇遊戲之外，更重要的是

如何讓硬體系統能有效維持營運、減少損壞率、降低

成本。因為原本使用在操作模擬訓練時，內外在的環

境都可以有效控制，動輒數千萬的戰鬥模擬飛機，操

作人員有一定的素養，不至於隨便操駕、導致器材損

壞，並可安排技術人員隨時支援，以確保器材的精確

穩定表現。可是一旦做成娛樂場所使用的電玩，使用

對象不定、操作習慣不定，再加諸種種環境上的不利

條件，機材的耐用度可說是備受考驗。

此外，如想要打開國際市場，後續的維修與軟硬體

系統支援方面，如何能降低開支，獲得有效及時的全

球支援，是進一步需要考量的目標，而在這方面，研

華產品除了擁有高度穩定性、耐震、寬溫等特點，又

能提供全盤的解決方案，再加上世界各地重要據點的

後勤補給，因而達成兩者進一步合作的空間。

有了這類廠商的投入遊戲市場，會讓我們的娛樂生

活更多采多姿。今後想要體會飛行感受，或是操作駕

馭的體認，可能進入遊樂場就可以感受到了呢！■

圖1│具有臨場感的大
型電玩遊戲機「坦克雄
獅」，可透過實際的震
動效果，感受到擬真的
模擬效果，讓玩家有如
身歷其境。

圖2│玩家眼前降下來
的大型螢幕，具有十分
逼真的臨場感。

圖3│在機台旁放有一
獨立螢幕，可讓旁觀者
觀賞遊戲進行的狀況。

32 3

國防科技闖入科技娛樂
體驗虛擬實境的震撼快感
只看螢幕上被玩家操作的精緻畫面不夠嗆，用全身五感體會虛擬實境與動態模擬的震撼，

才是新遊戲的趨勢未來。除了聲光效果之外，身體實際感受到的衝擊才是最真！
採訪撰文│洪育奇　攝影│石吉弘

每
當超級玩家Jimmy走進喧鬧吵雜的遊戲中心，他總是會先繞

行整個場地一圈，看看別人都在玩些什麼遊戲，也檢查一

下是否有什麼新game出爐。嚐新，總是有無限的吸引力。對他來

說，3D格鬥遊戲已經玩得有點膩了，立體賽車雖然還滿刺激，只

是覺得如果動態感更強一點，會玩得更爽。現在人並不多，還是

等人多一點，再來玩連線比賽比較好。

其中有個他的最愛，那是名為「坦克雄獅」戰車模擬遊戲，坐

在一個約2公尺高、像箱子的機台裡，坐穩後繫上安全帶，上方的

大型螢幕顯示就會下降到視線的前方，讓玩家觀賞遊戲的進行。

由於整個機台會隨著遊戲的進行作左右搖晃與偏向旋轉的震動，

短短3分鐘裡，隨著每一發砲彈發射，或是機體被擊中的震動感，

就讓人有如坐在真實戰車上的錯覺。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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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往常，住在土城的魏小姐搭乘捷運到台北市

信義區上班，近40分鐘的車程，讓她有時間瀏

覽當天將與老闆會議的內容，以及準備下午和客戶的

提報。想起捷運還未開通前，每天必須提前一小時出

門，一路塞車到公司外，還得穿梭巷弄間尋找停車

位，唯恐趕不及準時上班打卡，搞得自己每天都得先

經歷一番「慌亂」後，才展開一天的工作。不過現在

的她可是能從容地對應，就連下班搭捷運回家，也可

以在車上輕鬆地閱讀，或是閉目養神。

自1996年3月28日捷運木柵線營運後，陸續包括淡

水線、中和線小南門線、新店線、南港線、板橋線及

土城線等7條路線通車，營運總長度為74.4公里。根據

台北捷運公司的數據顯示，2007年5月份的平均每天搭

乘捷運人次達102萬，也就是說，每天至少有多達一百

萬的上班族、學生及其他族群，像魏小姐這樣搭乘捷

運通勤，取代過去依賴汽、機車為代步工具的習慣。

捷運，對台北人生活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不僅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也改變了生活習慣及文化。

便利之外，安全更是首要要求

全世界目前有126個城市有捷運地鐵系統，北美及

歐洲占一半以上，且多是國家首都。儘管台北市的捷

運通車只有11年光景，但為求提供民眾更便利、更舒

適、更安全的乘坐空間，這些年來也不斷改進，力求

完善，其中又以「安全」最受重視。

據台北捷運公司統計，營運至今，發生過208起的侵

入軌道事件，並造成10人死亡，甚至有過民眾於離峰

時間闖入軌道而無人發覺，直至拖行將近300公尺後才

被發現。

為避免闖入事件造成重大危害，目前台北捷運公司

在尖峰時段每一車站月台皆派員執勤，一有異狀，立

即鳴笛示警，必要時則按下緊急按鈕通報行控中心處

理，以防範不幸事件發生。除此之外，針對重運量路

線的車站，也規劃建置了一套「月台區軌道侵入偵測

預警系統」，包含軌道區／月台邊（黃線區）偵測、

廣播／預警／監視、照明，甚至緊急停車等功能。藉

由科技的協助，在旅客可能發生危險之前，早期偵知

與確認，發出適當的預警／提示，並在意外不幸發生

的第一時間，立即確認事件的種類、嚴重性，將損害

降至最低，以迅速作出最適當的處置。

監測與紀錄，隨時維護列車行進安全

「月台區軌道侵入偵測預警系統」，是由研華策

略夥伴創益科技、律碁科技以及研華共同開發設計。

「月台區軌道侵入偵測預警系統」是在靠近月台的鐵

軌旁裝置研華所客製化的UNO-2050偵測控制器硬體平

台，其體積不過兩個名片盒大小，不但輕巧、安裝容

易，又抗震、耐久，還有完整I/O整合介面。而領導業

界的無風扇設計，可防止吸入列車運行時產生的鐵粉

而導致儀器受損。除此之外，配合律碁所開發的系統

韌體（firmware），更可以達到特殊通訊傳輸、高效能

資料運算處理，以及即裝即用（setup-and-play）之要

求，而其系統的操作是利用紅外線雷達偵測，提供月

台區軌道、端牆門區軌道、列車與站端牆門間隙、月

台警戒線等4種警戒功能。

一旦紅外線偵測到不明物件掉落在月台警戒區時，

UNO-2050將接收到紅外線受到干擾的訊息，於是發出

警報，啟動監控設備，監控螢幕鎖定掉落物位置，一

方面通知人員前往處理，另一方面也知會司機員減速

或停駛。從偵測到通報，全程反應時間在1秒以內，且

可偵測到的物件尺寸，小至約一顆籃球大小。這套系

統目前正陸續建置中，預計今年度9月前可完成安裝。

方便安全，改變台北人行的習慣

此外，為了讓旅客便利進出站台，台北捷運採用的

閘門與收費系統、兌幣機與悠遊卡加值機，都具有高

穩定性與耐高溫、耐震動等特質，由優聯科技設計的

這套系統，同時也出現在廣州地鐵的沿線，為旅客進

出提供相當多樣化的便利性。

保障台北人行的安全便利，促使台北捷運公司採用

多種安全性與便利性的系統規劃，就是要提升台北居

民行的安全。你，感受到它的便利了嗎？■

圖1│每天搭乘捷運的
人有上百萬，如何維護
台北人行的安全，尤其
需要費心。為防止人或
物誤闖軌道，一套有效
監測系統十分必要。

圖2│目前人潮較多的
車站設有安全隔門保護
乘客，但不論有無安全
隔門，都會利用「月台
軌 道 侵 入 偵 測 預 警 系
統」來協助站務人員進
行管理。

2

行動至上 安全至上
多樣系統維護捷運行的安全便利

台北捷運的便利，促使居民們改變了行的習慣。

也因為使用者眾，注重安全系統以減低社會成本的浪費，

成為台北捷運公司維持營運時的考量重點之一。
採訪撰文│JC　圖片提供│樺舍文化、IMAGEMORE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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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邁向行動通訊新紀元
由頻寬升級衍生之無限行動商機
過去因頻寬不足而產生的下載上傳影音檔案困擾，

透過3G手機的頻寬的升級後，

手機的影音功能將可向前大跨一步。
撰文│研華科技數位視訊產品部產品經理葉日維　

攝影｜石吉弘　圖片提供│Sony Ericsson

從2G 到3G

從
早期090的黑金剛，到今日人手一隻輕薄

短小的各式流行手機，行動電話早已成為

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目前國內的行動電

話公司也都已提供了3G的服務，但3G、2G甚至2.5G

究竟有何不同？在電信業的領域中因傳輸內容、媒

介、通訊協定的不同，從語音、數據、PSTN、ATM、

SS7、CDMA、802.1X、WiMAX等專業術語，總是讓人

一頭霧水，因此藉由本文對3G行動通訊的介紹，讓讀

者對於電信架構有一些基本認識。

早期行動電話的殺手級應用僅止於「語音行動

化」，隨著網路應用的多元發展以及頻寬的不斷升

級，估計未來3G應用的發展，將聚焦於行動娛樂、行

動資訊與行動商務等方向。將來，我們可以透過3G網

路隨時下載照片、下載音樂、隨時隨地查詢網路上各

種即時資訊，或利用影像電話作居家照護、利用手

機線上投注彩券、競標、玩遊戲，甚至也利用手機

作小額付費等。

最大差異在可用頻寬的不同

一般最普遍的說法是2G係語音傳送而3G則是著重

數據服務，但是2G可以收送簡訊、可以用GPRS來上

網（2.5G），而這些不也是所謂的「數據服務」？其

實2G、3G最根本的差異在於「頻寬」，由於語音為

2G/3G行動電話之基本服務，因此嚴格來說其最大差異

在於「數據服務可用的頻寬」。

早期行動電話發展多在於語音通信行動化的延伸，

隨網際網路的誕生，及傳統語音服務漸趨飽和之際，



美元，其中約310億將來自P2P訊息，另外的390億美

元則來自娛樂及資訊服務，因此目前各相關業者都將

MMS視為未來3G服務是否可以成功推展之試金石。

除了彩色圖片之外，廣義的MMS亦涵蓋了鈴聲、

即時影像或是隨選視訊等服務。下圖為MMS之P2P

（Person-to-Person）模式之基本架構，從圖中我們

可以發現，MMS的傳送過程亦必須藉由GPRS/3G之

數據網路來傳送，透過SMS通知用戶後，以WAP來將

該通MMS下載到用戶手機上。因此手機中必須有支援

GPRS/MMS/WAP之功能，且須向電信公司一併申請相

關服務後方能使用MMS。

JAVA下載服務

JAVA下載服務係透過具有連網能力且支援JAVA之手

機，將網站上之遊戲或各式應用程式下載到手機後，

以供連網或離線時執行，目前以Java Game下載為主

力。遊戲開發商利用J2ME來開發適合於手機上執行之

遊戲，之後再透過與電信業者之合作，與系統介接將

其程式置於電信公司之JAVA Download伺服器中，用戶

一樣是透過GPRS之網路，並用WAP瀏覽之後，將所選

擇之遊戲下載到手機上，其觀念類似於我們平常利用

IE到Internet下載檔案的道理是一樣的，只不過透過電信

業者的網路可以具體的完成帳務與金流的機制，並將

費用列入使用者之電信帳單中，完整的金流機制以及

手機隨時可拿來消磨時間的特性，也正是手機遊戲被

看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拓展行動娛樂的3G世界

雖然現行GPRS的傳輸速度，已可以支援如MMS、

JAVA下載以及簡單的WAP瀏覽等服務，但相較於ADSL 

1M以上的傳輸速度，手機上網之能力還有很大的改善

空間。3G甚至3.5G所帶來的高頻寬將帶來更多元的

應用，例如最常被提及的影像電話、隨選視訊或者遠

端監控等，此外配合手機硬體的提升，以及軟體技術

的支援，未來手機上可以結合GPS提供位址資訊服務

（Location Based Service），以便發揮手機個人化、行

動化以及無時無刻之即時特性。

雖然要能真正發展到上述各類應用，還需要各不

同產業、內容業者與技術等方面之整合，但行動電話

所具有之即時、隨地與個人化之特性，配合上各種多

樣的應用服務，未來此產業所帶來的潛力是不容忽視

的。研華以產業電腦平台提供者的角色，為電信業提

供穩定、耐用、長期供貨等之相關解決方案，亦將持

續關注與投入充滿無限可能之行動通訊新世界。■

圖1│現在由於3G手機
的頻寬提昇，讓使用者
可隨時隨地下載音樂或
影音檔案閱覽，速度也
比以前快上很多。

表1│多媒體訊息的傳
播方式，是必須透過支
援WAP功能的系統，並
要經過三次的轉接，才
能將訊號從A手機送到B
手機。

MMS多媒體訊息服務（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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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3G提供更多的多媒體應用

自GPRS和3G技術的誕生後，各項多媒體應用與服務如雨後春

筍般不斷產生，由於台灣多數用戶仍採用GPRS技術，以下針對在

GPRS網路上之主要服務做進ㄧ步的介紹。

WAP服務

WAP其實就是行動上網瀏覽的一組協定。由於目前GPRS/3G

可提供較高之頻寬，加上手機多已具備彩色螢幕，使得目前WAP

的應用較以往為佳。我們現在作行動網路資訊瀏覽時，無論是拿

手機上網查天氣、查股市資訊、甚至是下單，都是透過手機上的

WAP瀏覽器，並經由GPRS/3G之網路，到網路上之WAP網站上作

訊息的存取。其實 WAP 就如同PC上用的IE一樣，只不過是因應手

機的環境所制訂的一套規範。

用戶若使用WAP服務，必須先進行GPRS/3G的連網，經由AAA 

server認證且連上網路後，即可經由WAP Gateway瀏覽到Internet的

網站，若為一般之語音通訊，則仍走向傳統之MSC-HLR之路徑。

根據Ovum預估，2007年全球來自MMS服務的營收將達約700億

業者皆視行動數據服務為未來業務成長的主力。在所謂的2G/GSM

網路上，最早的行動數據服務是利用撥接方式來建立其連網能

力。之後，為了擴展頻寬發展出建基於GSM頻段上的GPRS技術，

其隨時連網以及40K左右的傳輸速度，仍是目前各大電信業者所提

供之行動數據服務之基礎。

GPRS的問世使得手機已可以使用如MMS或遊戲下載等服務，但

對於需求更高頻寬之其他服務，包括隨選視訊、影像電話、行動商

務等，則仍嫌不足。國際電信聯盟（ITU-T）在2000年5月正式確定

了3G技術的標準，使用有別於2G之頻段，有效將頻寬一舉拓展至

2Mbps之速度。

現階段在台灣行動電話之主要用戶還是以GSM + GPRS為主，各

業者都已利用既有的頻譜將其系統提升到GPRS之技術，以提供如

WAP、Java下載或是MMS等服務，並將持續朝向WCDMA或者更進

階的3.5G或4G來發展。WCDMA可延用既有的GSM/GPRS網路，

因此為中華、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等既有GSM業者所採行；亞

太行動寬頻則是採用美規之CDMA2000，其為CDMA行動網路之延

伸設計，目前亦應用在韓國與日本。

2G 2.5G 3G
採用之技術 GSM-撥接 GSM-GPRS WCDMA/CDMA2000

頻段 900/1800 900/1800 台灣共分5段(4大1小)
頻寬 9.6 K 56K左右 144K、384K、2M

主要數據應用 簡訊、語音
簡訊、WAP瀏覽、MMS、

鈴聲、遊戲下載
簡訊、WAP瀏覽、MMS、圖鈴、

遊戲、影像、行動商務

各代行動電話技術特性比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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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press Extension
將原先COM Express規
格 中 沒 定 義 的 新 規 格
做補充定義，讓COM 
Express的廠商能夠將
新一代的晶片功能落實
在COM Express的平台
上，除了新增了DVI、
DVP、HDMI等影像的信
號定義，並在Super I/O
方面進行加強，讓客戶
能有效取得適合他們的
產品。

變動需求較大較多的板卡上，對工業電腦廠商而言，

客戶訂單的主要差異會來自於板卡尺寸、周邊I/O埠的

數量與位置，變動較少的則是中央控制器與南北橋晶

片，因此將這部分另外設計成單獨的板卡，這塊又名

為「CPU Module」的卡主要是由工業電腦廠商所設計

與提供，至於變動較大的底板，則由廠商自行設計，

當CPU卡與底板結合，就成為廠商所需的產品。

這種作法有幾個好處，第一是設計時間與成本可大

幅縮減，少掉了中央處理器與南北橋晶片，廠商只要

專注於其他如I/O埠等可變動部分，在時間上至少可縮

減50%，另外不必每次都在中央處理器與南北橋晶片上

重複設計，也減少了資源重置的浪擲。

第二個好處則來自於商業機密的保障，既然產品的

主要差異來於底板的不同，因此底板的設計就成為廠

商最重要的智慧產權，以往採用單板設計，板卡的設

計必須與工業電腦廠商密切溝通，自然也就無機密可

言，而採用模組化的子母卡設計，則只要請工業電腦

廠商提供CPU卡，底板不必一併委託設計，便可杜絕

設計外洩之虞。

補強架構不足，提升相容性

COM Express主要是加入了過去ETX所缺的SDVO、

PCI Express等規格，至於COM Express Extension則是補

強了COM Express的不足，第一階段的重點則有兩個，

第一是新增了DVI、DVP、HDMI等影像的信號定義，以

發揮晶片廠商如AMD/ATI與VIA產品的特色，讓客戶能

在這些平台上面實現Dual Display的應用；第二則是在

Super I/O方面進行加強，藉由預先指定的Super I/O型

號，透過BIOS來達到自動選擇適當的Super I/O Code，

讓系統能夠順利啟動，解決原先COM Express規格，因

為不同CPU Module產生Super I/O Code與底板Super I/O 

Chip不同，而造成無法開機的問題。第二階段將加入

更多BIOS的新功能，如：TPM support、Smart Battery 

Control、Thermal Control等，讓COM Express規格能提

供更多加值功能給客戶。

COM Express Extension目前仍未納入PICMG的標準

規範中，由於PICMG的規格制定相當嚴謹，標準審查

曠日費時，如果要等到PICMG完成規格的更新，將無

法跟上市場的變化。因此研華與控創率先制定出COM 

Express Extension滿足客戶需求，並可以作為下次COM 

Express新版規格的基礎版本，就目前的狀況來看，

2006年底客戶新的專案已經都開始使用COM Express

的CPU Module，整體出貨量預計將於2010年超越

ETX，屆時COM Express Extension將成為工業電腦主流

規格。■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多
年前由研華與德國Jumptec公司所制定的「ETX」規格問世

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這段時間IPC產業需求變動快速，多

數新技術漸成市場主流，於是PICMG在兩年前推出了新一代COM 

Express規格，用以取代「ETX」，兩年來已漸漸為市場所接受，只

是在PC技術更迭腳步的加速下，仍有部分新興技術來不及被COM 

Express納入，因此研華與德國控創（Kontron）公司決定合力制定

出COM Express的補強版本COM Expre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

並成立相關COM-IG網站，讓有意願加入這個COM-IG的同業能一

同參與這個組織。

從ETX到COM Express

相對於桌上型個人電腦（PC）的規格標準化，工業電腦（IPC）

由於客戶需求不一，無法以一套規格滿足所有客戶，因此量身訂

做的客製化訂單相當常見，在規格必須重新設計的情況下，客戶

對產品開發時間往往較長，但即便如此，產品仍有一定的上市時

間壓力，為了兼顧設計的彈性與時程考量，廠商漸漸傾向採用模

組化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將主要核心晶片的部分設計在CPU模組

上，再依訂單需求搭配不同客製化的底板來滿足客戶需求。

當這種模組化的作法，逐漸成為工業電腦廠商客戶的通用作業

流程後，標準規格的制定就成為必要，於是在2002年研華與德國

廠商Jumptec就因應這市場需求，一同制定出「ETX」規格，後來

Jumptec被同為德國廠商的控創公司併購，在包括創始廠商研華在

內的各大廠商支持下，如今ETX已是工業電腦的最主流規格，越來

越多的客戶由Single Board Solution 轉到模組式的Solution。

不過從2002年至今，PC技術演進速度加快，即便工業電腦規格

的世代交替較慢，但仍無法忽略周邊規格的不同與新興的介面，

例如SDVO、LPC、HD Audio、SATA、PCI Express等，就都不在

ETX的規範中，於是PICMG在2005年推出新規格COM Express，延

伸ETX現有規格，成為新一代的模組化系統標準。

然而PC技術的進展速度日新月異，兩年前所制定的COM 

Express規格已漸漸無法全面涵蓋目前所有主流規格，鑒於市

場對COM Express產品的需求越來越高，因此今年研華與控創

決定在原先COM Express規格上制定出COM Expre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這Extension Specification就是將原先COM Express規

格中沒定義的新規格做補充定義，可以視為COM Express的補強

版，讓COM Express的廠商能夠將新一代的晶片功能落實在COM 

Express的平台上，讓客戶能有效取得適合他們的產品，目前研華

所研發中的COM Express專案，已經採用COM Express Extension 

Specification標準，預估接下來出貨量將會逐步放大。

COM Express Extension架構及優點

COM Express Extension、COM Express、ETX三者最主要的差別

在於納入規格的不同，但是都是基於模組化的設計概念，如同前

面所談，模組化設計是將變動較少的部分設計成模組，再安裝於

COM Express Extension
快步趕上
補ETX與COM Express規格不足之技術補強版本
由於電腦技術的快速更新，IPC產業也必須面對種種變化進行因應的措施。

在新一代規格尚未出現之前，COM Express Extension的技術規範，

可協助業界靈活滿足客戶所需。
採訪撰文│Ming　圖片提供│研華科技



圖1│研華產品具有完
整的產品線，主要應用
的規格大小包括ATX、
MicroATX與Mini-ITX，每
一種都能確保兼容性。

圖2│研華最高等級的
AIMB-764主機板提供
最豐富的性能與功能擴
充，可支援多種的運算
需求。

要支援圖形功能，一般消費性主機板必須外加繪

圖卡，雖然仍具備系統擴充彈性，但相對來說成本較

高；而工業用主機板的圖形功能通常整合在內，以確

保至少三到五年的產品生命週期。工業用ATX主機板具

有高度整合性和擴充能力，系統升級容易。此外，透

過轉接卡的支援，工業用主機板更可相容於1U或2U的

機箱，且同時享有其擴充性，為一般消費性主機板所

不及。

通常在消費性MicroATX主機板上，只提供一組乙太

網路介面供使用，但工業用MicroATX主機板上則有兩組

Gigabit乙太網路控制器，可支援高達1000 Mbps的頻寬

給網路專屬應用；可見工業用MicroATX是具空間效率的

解決方案，也能兼具高性能與低功耗。

消費性等級的Mini-ITX規格主機板只提供較少的平行

/序列埠（Serial/Parallel Port），主要是因為USB介面已

成消費性應用的主流，不過傳統平行/序列埠目前仍然

普遍存在於工業應用；CompactFlash與MiniPCI擴充槽

也常運用在多數的工業應用產品上，以支援在嚴苛的

作業環境下高速的多媒體影像處理，這類介面目前在

消費性等級裝置已不多見。一般而言，耗電量在工業

應用中的重要性，常常較許多消費性的應用來得高。

嵌入式之解決方案不但提供了低耗電效能，同時由於

沒有風扇就不會有可動的零件，因此產品的穩定性與

生命週期也能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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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多核心工業電腦
之優異性能

採用英特爾多核心運算器之全系列工業級主機板
逐漸開始廣泛運用的工業等級多核心運算平台，擁有彈性的變化與運用範圍，可提供多樣面板的支援服務。

圖文資料提供│研華科技　翻譯｜郭雨晨

在
宣布結束時脈速度競賽後，英特爾將市場聚焦在Multi-Core

多核心技術，透過平行處理增加效能，在同一晶粒（die）

上有多顆核心、同一核心中又擁有多執行緒，每一個核心都可進

行精確的平行運算。除了高運算效率外，此多核心處理器架構的

耗電量更低，因而在系統成本、穩定度與系統主機板規格大小等

面向，都能為客戶帶來較高的效益，因此能滿足多項垂直應用領

域對系統的嚴苛要求，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在量測、醫療、POS、

資訊站台（Kiosk）、安全監控及遊戲機解決方案等垂直領域。

從ATX到Mini-ITX，全系列標準規格

不論在消費性或是工業等級應用，研華提供一系列標準規格工

業級主機板，包括了最大且問世最久的ATX（305 x 244 mm）、中

型的MicroATX（244 x 244 mm）、MiniATX ( 244 x 180 mm)以及最

小尺寸的Mini-ITX（170 x 170 mm），每一種標準規格在運算效能

和產品尺寸上，適度地滿足了特定垂直應用領域之需求，同時各

標準規範精準地相容於系統機箱的內部配置，讓新舊系統之間保

持了高度之兼容性，客戶因而能隨時輕鬆地進行加裝或升級。

針對嚴苛應用之工業級主機板

有別於一般消費性主機板，工業用主機板必須長期在嚴苛的作

業環境下，也能有穩定的效能表現，因此在設計時就必須考慮到

高度撞擊與震動的承受力，要能在溫差極大的作業環境下維持正

常運作，並需要嚴格且有系統的產品版本控管，以減少產品在料

件與設計變更時，對客戶可能帶來的任何衝擊。為了讓客戶的系

統設備能正常且穩定地運作，一旦有任何產品設計變更，便需進

行大規模的相容性測試，以確保新主機板能跟前一代一樣正常運

作。產品上每一個零件的選擇，更須符合至少需有五年的長期供

貨保證，方能確保客戶在新系統的投資能有效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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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ITX – 訴求節能、高度整合之小尺寸主機板

雖然尺寸僅有170 x 170 mm，在Mini-ITX具備了高度整合性與穩

定性，其耗電低於100瓦，還有一個基本擴充槽，在無風扇的使

用狀態下，提供彈性的操作電力選擇，它很適合需要體積小、低

耗電功率的新興應用，像是資訊站台（Kiosk）、POS、樂透彩票

機、遊戲機，以及其他類似的相關系統裝置。

研華提供完整的的Mini-ITX主機板系列產品AIMB-2xx，即使是

入門級的產品，其無風扇的設計帶來了高度的穩定性，採用此系

列產品，並沒有新舊系統替換之問題，因為它有相同的機箱固定

端，且採用標準ATX的電源供應系統。整個系統的成本很低，並

有大量IO介面業已整合到主機板上，並可彈性地擴充增加PCI、

MiniPCI，以及PCI Express (簡稱PCIe) 擴充槽。同時，透過TV-Out、

DVI或LVDS可連接各式雙顯示應用。

具有節省空間與電力優點的Mini-ITX小尺寸主機板，無風扇且

支援高效能雙核心處理器，非常適合某些垂直應用領域，例如自

動提款機之應用，需要無噪音之運算平台，以提供終端用戶舒適

的使用環境；同時Mini-ITX小尺寸主機板提供了多元的傳輸介面

（Interface），能連結許多不同的元件，其中尤其是序列埠（Serial 

Port），主要是應用在串聯具控制相關功能之裝置，且需連結兩個

顯示器，KIOSK與POS的相關應用，及自動提款機都有類似需求。

遊戲機之應用雖然不需要低噪音之無風扇設計，但要求體積小且

具備圖像與多媒體的功能，也需要擴充介面支援；電子數位看板

應用的主要需求則是特殊圖像功能與雙顯示器，但相對其他應用

來說，無線區域網路LAN的功能更顯重要，同時採用無風扇的設計

更能帶來高度穩定性。

在研華廣泛的Mini-ITX解決方案產品中，廣獲好評的是擁有高

性能表現的AIMB-254，支援Intel Core 2 Duo雙核心處理器，搭配

Intel 945GM晶片組。最大可擴充4 GB的SDRAM記憶體，包含四個

COM Port、八個高速USB 2.0埠，以及雙Gigabit乙太網路控制器。

AIMB-254支援LVDS與CRT影像輸出，可支援雙顯示器，外加PCI與

MiniPCI介面與數位I/O端子。

MicroATX – 提供最佳的價格性能比

大小為244 x 244 mm的MicroATX主機板，和ATX主機板一樣具備

優異的運算效能與擴充性。在研華一系列完整的工業用MicroATX

主機板產品AIMB-5xx中，特別值得推薦的是低耗電與高效能之

AIMB-554，搭載Intel Core 2 Duo雙核心處理器，具備高達4GB的雙

通道DDR2 667/533系統記憶體來提升系統反應能力與多工效率，

雙Gigabit乙太網路控制器，雙SATA II介面，兩組PCI、一組PCIe x16

與一組PCIe x4介面，同樣也有LVDS、TV-out與支援RAID 0,1。另外

一款最頂級的AIMB-562主機板，支援Intel Core 2 Duo雙核心處理器

與Intel 945G晶片組，可擴充最大4 GB的DDR2 533/667 SDRAM，

四組SATA II、兩組PCI、一組PCIe x16、一組PCIe x1介面、Gigabit

乙太網路與高清晰音效效果。

ATX – 提供高度運算效能與功能擴充

ATX工業級主機板之尺寸為305 x 244 mm，專為伺服器與高階

產品市場所設計，可支援最多7組擴充插槽。研華提供了完整之

ATX系列產品AIMB-7xx，其中最高等級的AIMB-764採用Intel Core 2 

Duo雙核心處理器，配置Intel Q965晶片組，可擴充至最高達8 GB

的雙通道DDR2 667/800系統記憶體，來滿足高階的運算需求，

同時此系列之主機板配置了兩組Gigabit乙太網路介面、五組SATA 

II、五組PCI、一組PCIe x16、一組PCIe x4、 一組RS-232與一組

RS-422/485介面，提供極高擴充性，並且還支援RAID 0, 1, 5, 10。

研華身為英特爾通訊聯盟（ICA, Intel Communication Alliance）一

員，擁有完善的應用技術能力，可將最先進的個人電腦技術轉化

為工業等級的運算平台。研華全系列工業級主機板，可滿足客戶

端不同運算效能與尺寸規格之需求，其整合了在地的客製化設計

服務DTOS（Design To Order Services），能深入貼近客戶之多元

應用，同時也提供了延長產品生命週期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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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研華低耗電量的MicroATX主機板AIMB-554，擁有Intel Core 2 Duo運算器與其他豐富
的系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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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的危機已不僅
是幾個國家或個人的問
題，居住在地球上的所
有人，都有責任貢獻一
己之力，以減緩更嚴重
的危機來臨。

久之後，當地衛生條件依然惡劣、暴民到處搶奪財

物，彷彿淪為無政府狀態。

全球暖化對人類文明造成問題，正是因為它會導致

威力強大的暴風雨、增加旱災和林火的機率、冰河融

化、海平面上升（低窪的島嶼將無法居住）、新興傳

染疾病，以及動植物面臨絕種等危機。可預見的是，

「世界地圖將從此完全改版」。專家估計，如果地球

持續升溫，到2100年海面將會上升59公分，屆時亞洲

的印尼、菲律賓、馬爾地夫；南太平洋的吉里巴斯、

吐瓦魯、馬紹爾群島，甚至義大利的威尼斯和各地沿

岸低窪地區，都會沉入水中！

綠色科技展現的商機

從電影中看到的驚人畫面，就是全球暖化可能釀

成災害的實現，其中部分可歸因為人類經濟活動所造

成，因此長久以來，我們總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

是矛盾衝突的。然而，面對全球暖化的危機，奇異公

司執行長傑夫瑞‧伊梅爾特（Jeffrey R. Immelt）直陳：

「我們認為綠色科技代表著源源不斷的鈔票，這是一

個改善環境便能帶來營收的時期。」如企業能解決日

益惡化的暖化問題，就能進一步發展出驚人的商機。

根據節能研究機構Clean Energy統計，去年三大替代

能源產業（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與生質能源）的產

業規模已達540億美元，預估2016年更將臻於2101億

美元；而以LED、可省電產品為主的節能產品，產品價

格成本效益分析將影響市場規模；環保產業則涵蓋電

子環保認證、無鉛產品、廢棄物回收加工、水資源等

機會。

即使是傳統大量消耗汽油的汽車產業，也為環境保

護提出了特有的解決方針。如TOYOTA於1997年率先推

出全球第一部量產的油電混合動力車，至今累計銷售

已超過100萬輛，同時預期在2010年達成年銷100萬台

的目標；Mercedes-Benz於1994年開始開發的氫動力能

源電池車，已於2004年開始實地使用在道路上。從這

些的努力，可見人類對環境的維護，依然不斷在尋找

各種可能性。

改變個人既有生活型態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全球暖化的製造者，當然也都

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一份子。其實，有時只是舉手之

勞，就能對減碳和抗暖化貢獻一己之力，像是我們可

以決定該買什麼樣的產品、開什麼車種、控制每天的

用電量或垃圾量，或是改變生活的型態。

就以最近的夏至關燈活動來說，不過幾個小時就省

下了18～22萬度的電力，網路推行的「Cool Taiwan」

活動也呼籲大家改變生活習慣，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相信只要下定決心，

當下就能發揮改變的力量。關心環境、保護水資源、

降低能源消耗等，為了維護我們的未來，還有很多可

以做的事情，不論企業或個人，都應該全力以赴。 ■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不願看到世界陸沉
正視全球暖化造成環境變異的現實

隨著世界氣候異變，「全球暖化」成為各界最關注的議題。

儘管科學家對此仍存有歧見和爭論，但當人類切身感受到變化時，

又怎能不重新思考與大自然之間的相處之道？
撰文│王裕慈　圖片提供│台灣名人影像

利
用模擬畫面、實際風景的幻燈片、風趣幽默的說明與實事求

是的話語，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卸下高高在上的形象，以一步

一腳印的方式，在全球進行了上千次的演講，他的說明軌跡，被

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清楚紀錄下來。

電影讓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怵目驚心的畫面，像是吉力馬札羅

山和喜馬拉雅山冰河的融化速度，或是美國冰河國家公園冰川所

剩無幾的現況，目的就是要讓我們認知一個事實：「全球暖化正

在逐步進行中。」該片在囊括全美大小影展的最佳紀錄片獎後，

又勇奪200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榮耀，美國賣座也創下2300

萬美金的票房，因而在世界各地引爆一股「全球暖化」與「抗暖

化」的旋風！

造成氣候危機的成因

什麼是全球暖化？那是指在一段時間內，地球的大氣和海洋溫

度上升的現象，肇因可能是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

氮的含量不斷增加，而這些溫室氣體的大量增加，正是由人為因

素所造成。此外，工廠燃燒石化燃料、砍伐林木和大範圍耕作等

等都增強了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其實是地球初始以來即存在的運作，溫室氣體可讓日

光照射到地球，並讓熱氣無法輻射回太空。如果沒有溫室效應，

地球將無法保持溫暖；然而，一旦溫室氣體快速增加，使得大氣

加速暖化，氣候危機就因此而產生了。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今年2月最新出爐的報告中指稱，暖化趨勢的

證據「確鑿」（unequivocal），而人類活動「很有可能」（very 

likely）是過去50年來驅使氣候變遷的力量。

近年來的氣候劇變，美國卡崔娜颶風就是一個令人膽寒的例

子。2005年8月26日早晨，卡崔娜颶風首先劃過佛羅里達州，之

後行經墨西哥灣異常溫暖的水域，抵達紐奧良時已增強為無可抵

擋的超級暴風圈。它引發了海水倒灌、堤防潰決，造成數千人死

亡、數十萬災民被迫撤離，以及八百到兩千億美元的財產損失，

昔日爵士樂音縈繞的美國南方大城紐奧良幾乎全毀。颶風過境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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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河流的源頭往往
是 下 游 地 區 的 飲 水 來
源，如何監控水源地的
水質是否遭到污染，或
人為的刻意破壞，利用
到GSM網路的遠距監控
系統，能提供相當大的
助益。

圖2│用於水力發電的
水 壩 雖 然 有 人 駐 守 ，
但 為 節 省 人 力 物 力 的
浪費，同時加強管理功
能，建置適當的遙距量
測系統常有其必要。

個水位監控系統，進行河道與堤防水位變化的監控工

作，以維護公園綠地、車道、球場、停車場等公共設

施與社會大眾的安全。這個系統預先設定多種緊急應

變措施，同時加裝音效卡、結合數位廣播系統與閘門

自動開關機制，當水位上升達警戒線時，便會自動廣

播呼籲民眾緊急疏散，並即時關閉水閘門，以防止水

災的發生，確保市民的身家財產安全。

同樣運用到研華水位監控系統的還有汶萊。幾世

紀前到汶萊的訪客，把汶萊水鄉比喻為「東方威尼

斯」，水鄉擁有約三萬居民，占了汶萊河的大部分，

雖然水鄉居民的生活已趨向舒適及現代化，卻仍然保

有濃厚的傳統文化色彩。為了維護一個傳統水上村落

的生活安全，當地政府於是在汶萊河邊建置了一個終

年無休的河川水位偵測系統。

在有限的成本考量下，這個系統以體積精巧的

ADAM-4500控制器與ADAM-4011D資料輸入模組，結

合協力廠商開發出的GPRS通訊模組來進行水位量測，

再透過GPRS進行資料傳輸與發布，告知水位是否達到

警戒位置。系統能感應河川水位的變化，進而決定量

測和資料傳輸的頻率，與電力調度的方式，可以有效

節省電力耗費，平均3～4個月才需更換電池。而透過

GPRS的無線通訊傳輸，也可省去配線施工以及後續配

線管路的維護成本，提供更便利且穩定的監測品質。

水質淨化，提升居民生活水準

人的生活中少不了飲用水，都市生活的人們，完

全仰賴淨水廠的運作才能喝到安全清潔的水。在這方

面，研華與日本的系統整合商Rex Tokyo合作，於東京

Mitsugi公園建置一個水質淨化系統，透過整合研華設

備而研發的「Solar Whirligig Beetle」監測裝置，在環繞

湖的周圍持續監控水質（蒐集曝水池酸鹼值、成分變

化等）與水位的變化，並進行雜質過濾等水質清潔工

作，另外還控制8個抽水幫浦，在水位高時自動進行抽

水工作。

場景移到位於南歐巴爾幹半島的馬其頓，其公營

自來水公司Studencica，為了有效掌控居民的生活用

水品質，從偏遠山區中的水庫、淨水廠、輸水管、一

路到市區，在分布於各地的節點上建立小型的監控

站，隨時監控每個輸水節點的水量與水質，每個監控

站以研華的ADAM-5510為核心，結合ADAM-4581、

ADAM-5050等模組，透行無線傳輸將資料彙整到監控

中心進行分析，完全不需人員駐點維護，能以最低成

本組成一個GSM網路，統一管理每個小型監控站，有

效保護生活不可或缺的水資源。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研華認真實踐全球水資源之保護監控
水資源的保護，是關注人類生活環境的基礎，研華以科技為出發點，

積極投入各項環境監控方案的研發，

將成果廣泛應用在河川、堤防、水壩、淨水廠等水資源的維護上。
採訪撰文│高雅欣　圖片提供│研華科技、台灣名人影像

在
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水始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幾乎每

個古老的人類文明，都與一條或數條著名的江河相伴而生。

從中國的黃河、埃及的尼羅河、印度的恆河到中東穆斯林世界的

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西元前5000年起，文明之火便已在

一條條河川之畔逐漸燃起，歷經無數世代直到今日。水對人類的

重要性依然不減，但在這個講究科技與便利的速食文化中，卻漸

漸地被遺忘。

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點出全球持續暖化可能帶來的浩

劫，不管是汽、機車、燃煤發電、工業製造等原因帶來的二氧化

碳排放問題，造成冰河融化、海平線上升、氣候模式巨變等現

象，所造成的暴風雨、水災、旱災、大規模傳染病等危機，讓全

球不得不正視生態維護與環境保護的問題。

多年來，研華積極投入各種水資源的保護監控方案，整合資料

量測、自動化監控、遠端監控、無線通訊、嵌入式電腦等技術，

開發出包括水位量測、水資源監控與維護、水處理資料擷取控

制、水壩結構安全性等先進系統，廣泛地應用在河川、堤防、水

壩、淨水廠等水資源的保護與監控上。

水位監測，保障居民財產安全

屬亞熱帶氣候的馬來西亞，由東、西馬來西亞兩個部分組成，

終年炎熱多雨，雖然不處於颱風帶內，但其沿岸時常受到暴風雨

的侵襲。馬來西亞政府為了維護河堤安全，在河道堤防建立了一

的和諧共生
人 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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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生於1981年的黃震東，年紀輕輕，卻是研華中國地區最年

輕的主管。在研華上海公司行業客戶事業群擔任銷售主管，

是他的第二份工作。

從浙江大學電腦科學與技術系畢業後，震東先在內地一家公司

擔任技術工程師。直到某一天，個性外放的他參加朋友聚會，竟

然獲得當時擔任研華上海公司嵌入式電腦事業群主管的賞識，當

面邀請他到研華來做業務工作。

投緣與人脈，促成業務工作契機

「我認為我很幸運！這就是人家講的『投緣』吧！我的老闆

（他研華的現任上司）看中我的活潑個性，認為我很適合做業務

工作，而且我又是技術底子出身，熟悉產品的製程，這對從事銷

售工作幫助很大。」震東直言表示。

通常技術工程師的個性比較內向，極少願意主動到需要搏心

計、算精明、練口才來經營人脈的銷售業務端工作。但是，震東

卻不同，從技術端跳到銷售端，他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工作轉折，

「這也是個挑戰，如果我能勝任這份工作，我將會得到很多人生

與工作上的收穫。」他語氣爽朗地說，到研華這樣大規模的企業

上班，必定能學習到完善的銷售技巧與團隊經驗，「到研華所學

到的做人做事的『習慣』會比較好，自己的一言一行也會比較成

熟，養成好的經驗。」

團隊合作，齊心研擬銷售計畫

業務工作，一如戰場上與敵軍正面交鋒的先頭部隊，必須懂

得刺探客戶的預算底線、熟悉競爭對手的商情、了解市場需求，

種種工作都在言語、文字間劍拔弩張的對峙，無形無影卻壓力重

大。震東指出，像服務世界五百大的客戶時，就必須依靠團隊的

幫助，內外兼具，才有辦法做到客戶的訂單。縝密的團隊作戰銷

售計畫，正是他所指的學習收穫。

在研華上海公司，震東除了銷售主管的正式職銜外，還有個

「娛樂總監」的地下職務。一到下班或放假時間，他總是吆喝著

同事一起去打羽毛球、踢足球，從運動活動中培養團隊夥伴的競

賽默契。這股默契也隱隱流轉到工作上，使得工作團隊氣氛更加

融洽。

「我還在學習中，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做整合業務、行銷資源的

工作，這樣子能學到的東西就更多了。」黃震東口吻熱烈地說。

強烈的學習企圖，讓他在研華不斷地往前奔跑、達陣，一如加滿

油的噴射飛機，衝刺飛出研華與他自己的業務一片天。■

掌握契機 
挑戰人生的
每一座高峰
專訪研華上海行業客戶事業群
銷售主管黃震東
第二份工作就已成為研華中國最年輕主管的他，

在這裡轉換業務跑道，拓展學習收穫與工作技能。
採訪撰文│莊安華　攝影│研華科技 陳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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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水力能源，供電之外不忘環保

想要運用水力來發電，往往必須深入深山湖泊，才有充沛的

水源，但因地處偏遠同時地勢險峻，要有效管理發電系統，甚至

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派員進駐絕非最佳選擇。位於黃河上游青

海給水區的公伯峽水電站，就是這樣一個能供給百萬千瓦以上電

力、並能遠距監控水質的重要據點。公伯峽水電站是中國西部大

開發西電東送北部通道的啟動工程，也是黃河上游龍羊峽至青銅

峽河段的第四座百萬千瓦以上的水電站，中國政府在此建置一個

環境監控系統，進行溫度、溼度、安全性偵測與監控，除了中央

控制中心，還在多個定點設置無人監測站，以維持中控中心與電

力系統的正常運作。一旦發現任何異常，例如河川上游水源的暴

漲，或是因為養豬、毒魚等污染，還是發生火災等緊急事故，都

能主動通報中央控制中心，提出警示並即時提供救援。

公伯峽水電站的監控系統，採用了研華的Soft Logic控制器

ADAM-5510KW進行水源監控，能夠獨立運作並進行資料分析，再

透過串列通訊介面RS-485，定期蒐集環境品質資訊，一旦發現異

常狀況就發出警示，並通知相關人員事先進行初步的處理，以減

少災害繼續擴大。

共同努力，期待更美好的未來

雖然水資源的管理與保護項目眾多，但最關鍵的還是要能掌握

水質與水位的監測，才能進行下一步的維護與管理相關措施。研

華研發出不同的量測系統，結合無硬碟、無風扇、省電、不需人

力經常維護的箱型電腦，加上無線的資訊傳輸介面，適合安裝在

人煙稀少的高山峻嶺、河川流域或是水庫、水壩、淨水廠等特殊

地點與應用，再根據應用與耗電量搭配適合的控制器機種與系統

配置，能夠提供最符合需求、為客戶量身訂做的專業服務。研華

在全球各地建置成功的水資源監控與維護方案，將實現人類與大

自然和諧共生的期待。■

GSM網路訊號接收傳送系統圖

上圖｜市區水源的淨化與維護，亦是水資源保護的重要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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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準備出發時，大
家 依 然 帶 著 滿 臉 的 笑
容，期待看到有「大地
之眼」之稱、隱藏在高
山峻嶺之間的嘉明湖。

圖2│如果天氣良好，
登 臨 山 頂 時 應 該 看 到
的，就是這片翠綠寬廣
的天地，會讓人打心底
讚嘆不已。

圖3│常有居住在山林
間 的 水 鹿 來 造 訪 嘉 明
湖，輕巧靈動的身影，
時而低頭喝水，時而警
惕地觀察四周。但這樣
的偶遇，絕對是登山之
行的最大回饋。

「投
入山林的懷抱，是一種很迷人的體驗！」這是研華人文

元、際雲、懷澤、群復、秋茂五位登山友所共同的感

受。這幾位熱衷登山的研華人，在今年5月中旬規劃嘉明湖登山之

旅，沒想到這次令人期待的活動，竟因為天氣的緣故，變成了一

趟走在風雨中的艱難之行。

躲藏高山中的大地之眼

嘉明湖位於高雄縣桃源鄉與台東縣海端鄉交界附近、中央山脈

南二段的盡頭，海拔高度3310公尺，是一處由隕石撞擊形成的凹

地，終年匯集豐沛的雨水而形成高山湖泊，是僅次於雪山翠池的

台灣第二高高山湖泊。

與最真實不造作的自然共舞
雨中造訪嘉明湖的一群研華人

在傾盆大雨中上高山是什麼滋味？寒冷溼透是其一，疲憊酸痛也是其一。

但不管怎麼說，走完之後，還是有征服高山的快感，以及接下來要探訪的目標。
採訪撰文│莊安華　攝影│研華科技 董懷澤

People人物特寫

在高處遠眺嘉明湖，湖面恰如橢圓形的蛋，就像凝視穹蒼的

大地眼睛，登山者尤愛坐在湖畔山坡上，看著幻化不斷的天光雲

影，更從深邃的湖眼裡，找到捉摸不定的雲影、璀璨斑斕的光影

與調皮眨眼的星子。前往嘉明湖必須背負登山重裝裝備走上兩三

天，一般遊客不易到達，人煙罕至的結果，使得她依然保持自然

的原始風貌。

從大學開始登山的際雲，以及近兩年愛上戶外活動的懷澤，分

別在多年前與去年都見識過嘉明湖的美。懷澤在去年看過嘉明湖

夜晚美麗的穹蒼星月、台灣水鹿喝水的奇景，便把這般美景講給

多年沒登山的文元曉得，聽得文元躍躍欲試，於是登高一呼，召

集多位喜歡登山的研華人及親友，參加有嚮導、不背重裝與公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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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嘉明湖豪華登山團」，希望能輕裝登山，愉快地

目睹清麗靈秀的嘉明湖。

豪華遊變成颱風體驗

不過，命運之神似乎與他們開了一個玩笑，當他們

在早上抵達登山口的南橫向陽工作站時，天空晴陽已

漸漸消失，但當天下午2、3點依舊順利抵達向陽工

寮山屋休息。為了防止夜晚沒活動而無聊，文元的背

包中除了一些止飢的零嘴小食外，還帶了撲克牌等消

遣道具，本想歡樂一下，但因隔天一早爬向陽山需要

早起，這些「消遣用的道具」於是被乖乖地擺在背包

裡，沒被動用過。

翌日凌晨3點出發前往向陽山，走在向陽山登山步道

稜線上，風雨已經襲來，這時文元因不適應高海拔，

開始出現輕微高山症狀，感到呼吸有些不順、心臟跳

得比較快，但是他依舊撐著身體的不適，堅持一步步

地往前走。走在滿布大小岩石的稜線上，四周沒有遮

掩，宛若颱風般的狂風暴雨直撲而來。際雲回憶起當

時的情況說，行進中的人都可以感覺自己的身體被風

吹得搖搖晃晃，深怕自己若沒有把腳步踩穩點，大概

就會被狂風吹落到山崖下。

風雨實在太大了，眼前都是一片白濛濛，根本看不

到周圍的壯觀與危巔連峰，而且狂風還把夥伴們的褲

子吹得裂開，雨水也浸濕大家的衣服，山區溫度低，

個個被凍得發抖。「只有際雲穿著傳統的達新牌雨

衣，沒被淋濕，我們其他人穿高級的防水透氣外套都

無法逃過雨水。」懷澤笑說。

最後兩分鐘得見嘉明湖全貌

當中，嚮導曾經詢問大家的意見，看看是否要放棄

回頭，但是幾乎所有人都願意繼續走下去。到了嘉明

湖山屋過夜時，文元說他當時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想

放棄前往嘉明湖，要不是際雲亦步亦趨，還在一旁唱

歌給他聽，他恐怕永遠無法抵達嘉明湖畔。「際雲登

山經驗很豐富，我一邊調整呼吸，一邊跟著她的步伐

走，我比較安心。」文元語中充滿對際雲的感謝。

等到他們抵達嘉明湖時，沒有晴天藍空、滿天星

斗、喝水的水鹿，更無花草爭豔、山鳥啼鳴的熱鬧。

賞星沒賞成，連看一眼嘉明湖都變成很奢侈，「因為

湖面上飄著白茫茫的霧氣，根本看不清楚，我還特地

去摸湖水，表示我來過！」文元說，大概老天憐憫他

們的辛苦，突然一陣風吹開了霧氣，在短暫的一、兩

分鐘，讓他們得以見到嘉明湖的全貌。

那一眼灰澀的湖水，是此行最珍貴的畫面。他們不

約而同大笑說，那是用奔流的汗水、痠痛的肌肉、一

路不停的咒罵、忍受潮濕低溫的痛苦所換來。當時的

辛苦，如今變成他們難以忘懷的回憶，也讓他們擁有

面對惡劣天候的登山經驗。

未來，他們還想去挑戰南湖大山、雪山等幾處知名

的百岳，不過他們都一心祈禱，希望老天能賞個晴日

好天氣，不要風雨相伴囉！■



CEO，這正是TiC100創新事業競賽的積極目標。

TiC100包括四個階段性的競賽，包括學生開始組

織事業團隊、提出創新事業的構想營運計畫簡報、產

品服務客戶測試及市場訪談，到最後階段的完成創新

事業營運計畫書與簡報及商品原型展示，學生等於歷

經了一個完整的創業演練過程，不論最後是否拿到獎

項，參與這個競賽的學生們都能因為此次的歷練大幅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集合眾人之力，開啟機會之門

TiC100之於企業與參賽學生，就像魚幫水、水幫魚

的互助共同體。因為，企業可以把目前需要被解決的

議題，轉給學生去發想解決方案，一方面讓學生藉此

獲得實習、訓練，熟悉企業的需求，並且提前適應工

作環境氣氛與企業文化；另一方面企業還可建立用人

的管道，取得可用的人才。

鼓勵學生們透過與業師
的討論、模擬真實的狀
況、收集事實數據的證
明，進行創業的規劃與
進行。學生們透過這種
實驗平台的磨鍊，提升
自己的競爭力。

目前，研華文教基金會將邀請志同道合的企業共

襄盛舉，參加明年度的TiC100競賽，「我們還會找

來其他創業競賽的冠軍隊伍，來觀摩我們的TiC100

總決賽，給參賽學生一些新刺激！」劉慶聰笑著說，

TiC100的競賽很嚴格，沒有甜蜜糖衣的鼓勵，而是一

個「玩真的創業比賽」，但是有創業夢想的學生，若

是想要一個敲開創業機會的大門，TiC100絕對是一個

最佳的試金石！■

透過競賽 創業成功
第七屆競賽中獲獎的團隊「Me Works」，於2005年成立Ｍe Works工作室，其創業內

容主要是為客戶提供網站建置的服務。他們的商機來自於學校社會團體與中小型企

業，協助這些企業團體建立自己的網站，讓業主可輕鬆自己編排版面、更新資料、

建立自有的會員資料庫等，幾年下來，已得到客戶的好評。

Me Works執行長陳衍翰提到：「TiC100創新事業競賽給了我們一個創業舞台，讓我

們在競賽過程中學習到挫折與成長，更得到創業難能可貴的經驗，使我們得以在眾

多業師的指導下將事業觸角伸得更廣，進而開創實際生產獲利的事業。」現在，Me 

Works的客戶群包括研華文教基金會、會計師公會、耕莘文教基金會等，未來的發展

想必更是讓人期待！

Inside Advantech走進研華

求新求變的創業競技場
TiC100創新事業競賽
由學生們自主參加，走出校園、實際進行創業演練的競賽，目標是培育未來的青年事業菁英們，

但在競賽之後，更希望學生達成創業夢想，讓未來的TiC100更值得期待。 
採訪撰文│李麗文、莊安華　圖片提供│研華科技

自
1999年起，研華文教基金會每年定期舉辦「TiC100創新事

業競賽」，至今已屆第九年，這項競賽在大專院校與業界間

早已耳熟能詳，許多的青年學子以能入圍這個競賽為榮，亦有其

他的創業性競賽獎項更是以此為藍本。到底它是什麼樣的競賽，

能讓眾多學生即使在繁忙課業中，也要抽空參加，更不以長達9個

月的競賽時間為苦？只因它不只是個單純的創業競賽，透過其中

的經驗學習，進而正式創業經營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完整的創新事業競賽

這樣一個以創業學習為核心理念的學習型競賽，目的是在幫助

學生走出教室的學習模式，從模擬的創業學習平台上，去感受全

球產業的真實變化、了解社會國家的需求，藉此鍛鍊出更有深度

的思維。根據研華文教基金會策略長劉慶聰的觀察，近十年來，

在前執行長蘇治華的帶領下，TiC100已經帶起產學合作的風潮，

吸引多家企業投入舉辦類似型態的競賽，學生們也把參加競賽視

為校園生涯裡一定要參與的事。

在競賽過程中，主辦單位不但會邀請各個業界的專業人士與指

導教授，擔任業師來輔導競賽團體，參與競賽的學生還可以跨科

系、跨學校、跨產業進行組合，藉由各自的不同專長成立一個完

整的事業體，其間的操作更是與實際創業毫無二致。

劉慶聰表示：「一個成功的創業要包含了創新、技術、合作，

才能在國際間生存，學生們可以在這個競賽中學習到實際的創業

操作模式，與業師討論執行方向，同時不斷的修正錯誤，最後以

達成一個成熟的創新事業為目標。」

透過實際創業過程不斷創新學習

從第一屆參賽人數約150人到現在，去年的第八屆已增加到約

1200位學生參賽，70多個入圍團隊，初賽後更進行長達數月之久

的競賽，近年來還有國外團隊加入觀摩，這樣的競賽方式與成果

深獲各界好評，也成為政府與學術單位舉辦相關比賽的優良參考

範例。

今年，第九屆的TiC100創新事業競賽將比賽區分為兩大組――

「科技」與「人文」，過去八屆以來累積的經驗，讓每年的比賽

都有所更新，以符合不斷變化的國際趨勢，但總括來說，依然保

有Talentrepreneur（企業才能）、Innovation（創新）、Collaboration

（合作）這三個基本概念。在這裡，大家跳脫單一學科的傳統教

學法，促進學生們融合各科所得知識並加入創新理念，透過實

際的演練學習到創業的模式與方法，進而成為社會未來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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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研華全球經銷商會議 
2007研華全球經銷商會議將於10月25日～27日於上海盛大舉行，預計

將邀請來自世界各地300多位經銷夥伴與客戶共襄盛舉。活動中除了將佈

達研華在未來兩年之重大經營策略方向、宣佈多項新產品，並將邀請全

球各地策略合作夥伴分享最新應用案例與趨勢。

基金會活動

新展資訊

第七屆嵌入式系統研討會

暨展覽會ESC-Taiwan 2007
ESC-Taiwan 2007將於8月23至24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研華

展覽會場位於1H01，將展出各項嵌入式應用包括工業級主機版、嵌入

式軟體等，另外在技術研討會中，研華亦將以「嵌入式市場的最佳應用

對策」為題，深入探討並展示最新發展之嵌入式解決方案，洽詢專線

0800-777-111。

智慧型機台設備自動化解決方案應用論壇

研華將於9月14至30日舉辦「智慧型機台設備自

動化解決方案應用論壇」，會中將邀請專家、學者

與國內知名設備廠商分享最新機台設備應用的趨

勢、並展示最新分散式運動控制解決方案、視覺影

像監控解決方案，以及各合作夥伴如何利用研華產

品提升其機台設備與產線之生產效率與良率，洽詢專線0800-55-77-99。

研華參加10/9
「第七屆全國AOI論壇與展覽」

研華將於10月9日參加假新竹交通大學舉行之「第七屆全國AOI論壇

與展覽」，現場將展示無風扇嵌入式工業電腦（UNO & TPC）、USB

分散式資料擷取模組、視覺影像檢測解決方案、分散式運動控制模組

（AMAX）、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器（PAC）、以及3U Compact PCI等量測

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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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ampus Workshop 
2007年inCampus Workshop「企業領袖管理論壇暨校園成長營」 將

於9月14～17日於北京大學舉行。預計活動中將邀請60～80位企業經營

高階主管，以及位居產業領導的知名企業共同參與活動，探討全球化

管理、Web 2.0浪潮、中國經濟之現在與未來等重要的議題，詳情請至 

www.advantech.org.tw

TiC100 創新事業競賽

2007年「TiC100創新事業競賽」決賽、總決賽，將於7月28～29日於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將從參加初賽的75個團隊中，選出24～30個隊

伍入圍決賽，最後挑選出10隊爭奪總決賽資格。到底誰能帶著團隊的創

意結晶，從眾多優秀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奪得百萬元獎金與榮耀，詳情

請至 www.tic100.org.tw 

企業動態

工業級8+2G Combo埠備援管理型
Gigabit乙太網路交換器

研華推出工業級8+2G Combo埠備援管理型Gigabit

乙太網路交換器 – EKI-7659C，其搭載2個Gigabit 

Cooper/SPF combo埠、並加上8個高速乙太網路埠。

研華在備援功能上，提供領先業界回復時間小於10毫

秒之X-Ring，適合建置工業自動化的資料傳輸網路，

讓嚴苛的工業環境中仍擁有高速與安全的通訊網路。

新款工業級ATX主機板支援
Intel Core 2 Duo雙核心處理器

研華推出新款採用Intel Q965晶片組，支

援高效能Intel Core 2 Duo處理器的工

業級主機板AIMB-764。AIMB-764提供

1066/800/533 MHz高速前端匯流排，以及

高達8 GB的DDR2 800/667/533 MHz雙通道模式系統

記憶體。另有PCI Express x16插槽以支援進階影像功能。

發燒新品

嵌入式無風扇工業電腦 – 
UNO - 挑戰工業電腦的極限

專為嚴苛環境所量身設計之UNO具備四大

特色：(1)無風扇、無硬碟、耐撞擊/防震動、

寬溫、與硬體配件無排線設計；(2)彈性的

網路擴充能力與多元的通訊介面；(3)提供Microsoft Windows CE.NET、

Microsoft Windows XP Embedded和Embedded Linux等三大主流嵌入式作

業系統；(4)靈活的擴充套件以因應各種應用環境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