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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近年來政府為發展電信產業，設立電

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負責推動電信國家型

計畫，經多年執行已獲相當成果，正值規

劃第二期計畫之際，由於各界體認到電信

科技的技術發展及應用廣泛，必須對發展

趨勢及市場走向有一全盤性之了解，故提

出本計劃搜集相關之電信、電子、資訊、

光電、IC設計的資料收集及分析。 

本計劃於執行年度中，蒐集分析

OLED、生醫光電、CMOS 影像感測器、
VLSI設計發展、兩岸及全球半導體市場、
資訊安全、WLAN 等技術之發展及市場之
最新趨勢現況，共撰寫光電組十五篇、IC
設計組六篇、IC 市場組十九篇、資訊組七
篇、寬頻網路組六篇、消費性電子組十四

篇、無線通訊組六篇等報告，並按季於九

十二年四月、八月、十二月出版三本季報

告，提供電信國家型計畫相關之各界人

士，作為其制定政策、規劃研究方向、擬

定研究計畫之參考。 
 

關鍵詞：電信國家型計畫、無線通訊、網

際網路、IC設計、半導體元件、消費性電
子、光電通訊、資訊 
 

Abstract 
The project aims at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information for exploring the 
technology trends on several fields related to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Program. 
Research fields we are interested includ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Internet, 

IC design, semiconductor devices, consumer 
electronics,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latest trend of OLED, biophotonics, 
CMOS, VLSI design, semiconductor market,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WLAN, and 
generated 15 reports for optical fiber, 6 for 
IC design, 20 for IC market, 7 for IT, 6 for 
broadband Internet, 14 for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6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hose reports are for NTP 
internal use as well as for the distribution to 
peoples who need them. 

 

Keyword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Program,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Internet, IC design, 
Semiconductor devices, Consumer 
electronics,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政府為了發展電信產業，乃設

立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負責推動電信國

家型計畫，以整合國內電信領域產學研的

研發工作，包括國科會資助的學術專題研

究計畫、經濟部資助的法人、業界、學界

科專計畫及人才培育計畫、教育部資助的

通訊教育改進計畫、中華電信研究所的專

案研究計畫等。執行至今已歷四年，正值

規劃第二期計劃之際，我們必須對電信科

技的未來發展及應用有廣泛的了解，才能

做出完密的規劃及擬定周全的實施策略，

因此提出本計畫，擬對電信及相關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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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資訊、光電、IC 設計科技發展作廣泛
的資料收集及分析，以作為內部使用。 

再者，通訊科技在最近幾年快速的發

展，尤其在無線通訊及網際網路上的進

展，使得全世界上網人口及擁有手機的人

數快速成長，在先進國家幾乎達到戶戶上

網及人手一機的境地。但去年起的通訊業

不景氣，讓大家對電信的前景充滿不確定

感，原先進展快速的光纖通訊技術，使得

傳輸頻寬大幅增加，但因缺乏 killer 
applications而讓光纖的使用率低於 5%；原
來進展順利的無線通訊也因市場需求並不

明顯而延遲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的建置；

原先蓬勃發展的網際網路產業，因產業泡

沫化而一厥不振；網路安全則因駭客攻

擊、病毒、以及 911攻擊而變得十分重要；
而WLAN的興盛則帶動未來無線上網的遠
景。有鑒於上述通訊產業及技術的快速變

遷，本計畫擬隨時收集通訊產業及技術相

關的資訊，加以研讀分析，以作為第二期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規劃及執行的重要參

考，亦可作為國科會企劃處、工程處及電

信學門在擬定電信相關的科技發展政策的

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1. 光電組： 

(1). 藍紫光雷射二極體： 
藍光二極體技術的突破，宣告全彩時

代的來臨。藍光半導體雷射除可應用在光

儲存方面外，還可應用在顯示器、雷射印

表機、醫學分析儀器等消費型市場。 
(2). CMOS影像感測器： 
CMOS 感測器在製程的優勢上，使得

中小型設計公司有機會與大廠一爭長短。

近期數位影像設備銷售熱絡，CCD再度供
需失調，將是 CMOS感測器另一波成長契
機。 

(3). 高效能的 ZrO2 碳奈米管場效電
晶體(CNT-FET)： 

由高介質 ZrO2 所製成的碳奈米管電
晶體，其效能比起傳統的二氧化矽碳奈米

管電晶體要好上許多；而其製程方式也與

現有 IC製程相容，相信未來將可讓國內廠
商快速切入相關研發投資。 

(4). 影像式橢圓儀： 
目前影像式橢圓儀可達之解析度在與

干涉儀相比之下，精密度可說是相當。其

最主要的優點在於高解析度且同一時間之

下能量測到表面上每一點變化情形。對於

生物光電快速發展，生物材料本身精準度

在加上材料的保存不易，儀器的量測資料

的分析時間也越顯重要。 
(5). 電漿顯示器(PDP)： 
儘管 PDP具有輕薄、大尺寸的優點，

但價格過高是其致命傷。現今我國 PDP面
板產業尚處於起步階段，產量與產值仍待

持續提升。 
(6). 非矽材太陽能電池： 
有效率的使用太陽能一直是世界先進

國家努力的目標。近五年來太陽能電池的

平均生產率均維持在 30%以上，而矽材太
陽電池的優點在於低成本和可大面積製

作，是極具潛力的產品。 
(7). 長波長面型雷射(LW VCSEL)： 
雖然目前市場因技術成熟及價格因素

仍以短波長面射型雷射為主，但由於此型

雷射只能使用 100 公尺內，在區域網路方
面應用無法取代長波長面射型雷射，故一

般還是看好長波長面射型雷射市場潛力。 
2. IC設計組： 

(1). 日本 IC設計發展現況： 
目前日本 IC 設計主要廠商均為 IDM

之子公司，鮮少有獨立的 IC 或 IP 公司，
與全球趨勢不符。日本半導體業已漸將製

造移往海外已降低成本。 
(2). 荷蘭 IC設計發展現況： 
荷蘭的企業創使之初就能著眼全球市

場，十分值得國人學習，尤其是台灣的 IC
業想走向國際舞台之際，其經驗正是我們

值得參考之部份。 
(3). 英國 IC設計發展現況： 
英國想在 VLSI 領域擔任歐洲甚至世

界的研發中心角色，政府大力鼓勵民間企

業參與研發，像 ARM公司已經是世界第一
IP公司。 
3. IC市場組： 

(1). IBM半導體事業部現況： 
2002年中 IBM微電子公開重整計畫，

明言進軍晶圓代工市場。但縱使 IBM有良
好技術，其仍有填補產能之壓力。對於 IBM
提出之渴合性經營策略(Hybrid Strategy)能
否功，市場均持觀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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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陸半導體發展現況： 
大陸半導體目前面臨之挑戰包含仍需

要大量之進口、加入WTO稅率之降低、薪
資慢慢增加、出口導向的稅收政策成為半

導體廠商營運很大的負荷、嚴格的外匯制

度有實行上的困難。 
(3). Flash記憶體： 
英特爾、三星 Flash市佔率在 2003年

第二季僅差二個百分點。三星半導體事業

快速成長，已是全球第二大半導體廠商，

近期國外媒體甚至將三星與英特爾擺在一

塊，指三星可能威脅英特爾在半導體市場

之霸業。 
4. 資訊組： 

(1). 64位元系統的時代來臨： 
因為硬體容量的快速擴增，再加上

Intel與 AMD相繼推出其 64位元的 CPU， 
64位元的時代已經儼然來到。然而，要跨
越到 64位元的時代，還有賴硬體廠商持續
改善效能與增加硬體容量。 

(2). 嵌入式 Linux系統： 
嵌入式 Linux系統在降低 Time to 

Market上表現良好，但其仍有使用較其他
商業嵌入式作業系統複雜的問題，使得設

備廠商較難對系統核心作較大更動。 
(3). 低秏電系統的研發： 
隨著後 PC時代來臨，行動設備大量湧

入市場，電力消秏成為一大問題。要降低

系統秏電量，需同時從軟硬體兩方面著

手，才能使系統用電量降至最低。 
5. 通訊組： 

(1). DSRC-新世代智慧型運輸系統之
寬頻短距離通訊網路： 

展望未來，將是需要高速傳輸之無線

寬頻多媒體時代。對 DSRC而言，其應用
將可進一步的與Mobile shopping等具商機
之服務相結合。台灣不妨擴大整個計劃視

野，將 iB3G與 ITS計畫進行結合，勢必將
為台灣WLAN產業注入活水，同時開創
DSRC產業新商機。 

(2). 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之技術發展
與市場動態： 

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目前正處於市場

成長初期，市場上兩大規格為 CDMA2000
與WCDMA。CDMA2000由於與第二代
IS-95系統具有良好的向下相容性，因此佔

有絕大部份之市場。未來行動通訊系統市

場的成長，將帶動通訊 IC與手機週邊元件
大量需求與技術。 
6. 消費性電子組： 

(1). 數位電視(DTV)規格與架構： 
由於數位電視採用數位壓縮技術傳

送，故在現有頻寬中，同時提供各種節目

及數據服務將很容易達成。不久的未來，

在數位電視的螢幕上，將可同時看到多個

節目或資訊顯示在分割畫面上，而PPV(Pay 
Per View)及 VOD(Video on Demand)等動
式服務亦將出現。 

(2). MPEG-4發展動態： 
MPEG-4以 174 x 144 pixels的解析度

和 48~64kbps的傳輸速度，滿足窄頻網路
影像傳輸需求，被視為下一代無線多媒體

應用的完美規格。Sharp、Zoran、Toshiba、
Matsushita、Samsung、TI均有投入MPEG-4
的開發應用。  

(3). 中國大陸音視訊壓縮標準及地面
數位電視廣播： 

中國大陸人口眾多，消費市場龐大，

在技術達到一定水平後，正力圖建立符合

自身需求的數位電視標準。而在五個候選

標準裡，以清華大學及上交通大學的方案

最有可能被採用。 
(4). 網路安全與密碼系統需求之探
討： 

為保護任何在網路上有形或無形之事

物，網路安全之架設是必然的。除了公開

的技術外，各安全性組織或相關廠商如

IBM、Microsoft亦有開發專屬密碼系統，
另有如 Broadcom、Philip、3com等密碼 IC
設計公司。 

(5). 家庭閘道器之相關技術及未來發
展： 

家庭閘道器(Home Gateway)和個人電
腦一樣，也具有微處理器和作業系統。目

前產品發展趨勢走向兩極化，一是利用

SOC技術高度整合的產品，一是簡單的架
構只具備單純功能的產品。國內相關設計

業者應積極取得數位家庭產品所需關鍵技

術，透過 IP Mall與其他產業合作機制強化
SOC能力，並與系統廠密切配合開發消費
者真正需求之應用產品。 
7. 無線通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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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線感測器網路概論： 
感測器網路應用潛力廣泛，包括軍

事、環境、健康、家庭應用方面，均有商

機。其設計重點主要之考量為能量消秏、

容錯能力以及生產價格等。相較於國外的

大規模投入研究，台灣無線感測器網路的

研究尚未普遍，極需大力推廣及支持，使

台灣學界不至在此重要領域缺席。 
(2). 量子通訊、資訊與量子電腦： 
作為下一代資訊處理、傳輸與計算的

方式，歐洲各國、美國、日本、澳洲以及

中國都已投入許多人力、物力及資源，從

事量子通訊、資訊及量子電腦的研究。然

而如同許多跨學科研究領域所面臨的困境

一樣，量子計算與量子通訊、資訊需統合、

鼓勵不同研究單位方面之交流，才能加緊

研發腳步。 
(3). 多天線系統於無線通訊產業上的
發展趨勢： 

多天線系統為下一代(3G、B3G、
WLAN)無線通訊的重點發展技術，然而目
前通訊市場上可見的產品大多處於雛型階

段，僅管 3G、4G和寬頻無線接取系統都
已將其納入選擇性架構中，仍待吾人更積

極投入多重天線系統的研發與建制，迎向

下一世代的無線通訊領域。 
(4). 個人無線域網路與極寬頻無線
電： 

由於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正式立法通

過，准許極寬頻無線電技術使用於商業化

用途，使得標榜能同時滿足高傳輸速率、

低耗電量和低成本的極寬頻無線電技術迅

速發展。 
然而目前其技術標準制定延緩，出現

兩大陣營獨自發展技術標準之現象。但就

長期趨勢研判，認知無線電(Cognitive 
Radio)有可能會是極寬頻無線電技術最好
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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