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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1. 經濟問題 
2. AI 的新發展 
3. AI 影響經濟生活 
4. AI 影響經濟制度 
 



1.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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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今日、明日，串起歷史長河 
• 中國在輪迴 

• 經濟問題一再重複或似曾相似 (Deja Vu) 
– 成長、就業、分配、通膨 

• 解決問題的學派、方法不一樣 
•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19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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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是咆哮的年代。許多新式消費品湧入市場而造就經濟繁榮的時期。 
批量生產的空前發展使得科技產品愈趨廉價。T 行車量產，人們湧向城市，造就
城市化。在城市的人們追求刺激，有各式各樣的活動。人們不分階級與地域地
聚集到體育場觀看各種比賽。 



19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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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起經濟大恐慌 

大蕭條數據 1929 1931 1933 1937 1938 1940 

實際國內生產
總值 (GNP) 1 

101.4 84.3 68.3 
103.
9 

103.7 113.0 

消費者價格指
數(CPI)2 

122.5 108.7 92.4 
102.
7 

99.4 100.2 

工業生產指數 109 75 69 112 89 126 

貨幣供應量 (十
億美元) 

46.6 42.7 32.2 45.7 49.3 55.2 

出口 (十億美元) 5.24 2.42 1.67 3.35 3.18 4.02 

失業率 3.1 16.1 25.2 13.8 16.5 13.9 

1 按1929年的美元價值計算   2 1935–39 = 100 



19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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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1945，受益於二戰的影響，美國
成功擺脫了大蕭條的陰影。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5至1970年代
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華爾街
在戰後享受了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牛市，
股市幾乎毫無阻力的從1949年到一直
上漲到1957年。 

• 1942-1957 也是嬰兒潮。 



二次大戰之後的冷戰 

•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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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s 

• "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 

• 60年代是 the ‘Swinging 
Sixties’ 因為有大量的
發明改變生活，讓生
活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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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石油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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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學派（Monetarism） 

• 通貨膨脹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都是因為發行過多
貨幣。 

• 主張貨幣發行量的成長率
要保持一個固定的速度，
讓經濟中的個體對通貨膨
脹有完全的預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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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Burns 
Chairman, 
1970-1978  
“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the opportunities 
for making mistakes are 
legion." 

Paul Volcker 
Chairman, 1979-
1987  
["To break the inflation 
cycle, ... we must have 
credible and disciplined 
monetary policy." 

Milton Fridman 
1912-2006 



柴契爾夫人 

1925-2013 

雷根 

1911-2004 

鄧小平 

1904-1997 

1980 ~2008 
•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張減稅、控
制通貨膨脹、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
的管制，以刺激經濟 

• Libe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1989 資本主義的大勝 

•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爭辯終結 
– 柏林圍牆倒下 
– 蘇聯解體 
– 老共的修正社會主義之路 

• 附註： 
•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 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 何者為佳？理想角度或實際取向？ 

../2007ppt/Thurow and the uneasy future of capitalism.htm
../2007ppt/Capitalism in the New Russia.htm
../2007ppt/Russia,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htm


歐盟、歐元區的形成 
簽署 
生效 
條約 

1948 
1948 
布魯塞爾
條約 

1951 
1952 
巴黎
條約 

1954 
1955 
布魯塞爾
條約修正 

1957 
1958 
羅馬
條約 

1965 
1967 
合併條約 

1975 
N/A 
歐洲理事
會成立 

1986 
1987 
單一歐洲
法案 

1992 
1993 
馬斯垂
克條約
歐元始
確定 

1997 
1999 
阿姆斯特丹條
約 
歐元引入無形
貨幣 

2001 
2003 
尼斯條約 
2002歐元
實體貨幣
上路 

2007 
2009 
里斯本
條約 

  

  

    

  
      

        

歐盟三支柱 
  

歐洲各大共同體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ATOM) 

歐洲煤鋼共同體 (ECSC) 條約於2002年終止 

歐洲聯
盟 (EU) 

    

歐洲經濟共同體 (EEC) 
歐洲共同體 (EC) 

    

TREVI 

司法
與內
政合
作(JHA) 

  

  
刑事方面的警察和司法
合作 (PJCC) 

  
歐洲政治
合作 
 (EPC)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CFSP) 

鬆散的個體 西歐聯盟 (WEU)   
  

條約於2011年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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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85%B1%E5%90%8C%E9%AB%94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 全球化是指全球聯繫不斷增強，世界的壓縮和
視全球為一個整體。 
– 更多國際間的文化影響，例如通過好萊塢電影的出
口 

– 全球範圍內的通用標準的數目的增長，例如版權法 
– 國際貿易的增長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更快 
– 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上升 
– 全球金融體系的發展 
– 國際旅遊業的發展 
– 網際網路和電話等的技術 
– 移民的增長，包括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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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的金融海嘯 

• 次貸 
• 投行：貝爾斯登 
• 二房：房利美、房地美 
• 投行：雷曼兄弟 
• AIG 
• 冰島 
• 三大汽車廠、花旗 
• 台灣、東亞出口劇減 
• 到處裁員、無薪假 
• 薪水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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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量化寬鬆)政策 

 

 

 

 

• 美國救經濟: QE(量化寬鬆)政策 

• 2008, 09年QE1灑下1.75兆美元，
2010年QE2灑下6000億美元。
2012年QE3 每月85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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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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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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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Cowen 認為，低垂的果子都被採光了，
追求經濟成長的成本愈來愈高，已經走
到樹木早已光禿禿的「科技高原」上。
可是，「我們還假裝果子仍在」。 

• 科技界摩爾定律不再！ 
 



2. AI 的新發展 
• 「人工智慧」的概念是由John McCarthy於1955年提出，目標為使電腦具有類

似人類學習及解決複雜問題、抽象思考、展現創意等能力，能夠進行推理、
規劃、學習、交流、感知和操作物體，應用領域非常廣泛。 

• 近年大行其道的個人語音助理如蘋果Siri、微軟Cortana，以及分別擊敗人類西
洋棋與圍棋高手的IBM Deep Blue、Google DeepMind AlphaGo都是人工智慧研
究的結晶。隨著研發技術飛速進展，人工智慧深入如醫療、金融等生活層面
指日可待。 

• AlphaGo使用了前人的16萬盤圍棋棋譜來自我訓練，而AlphaGo Zero則摒棄了
一切人類以往的智慧， Zero則代表從零自學，以100比0的成績擊敗AlphaGo。 

• Deepmind 再將AlphaGo 中代表圍棋的「Go」去掉，成為AlphaZero。AlphaZero，
從零自學西洋棋與日本將棋，擊敗AlphaGo Zero。DeepMind 盼利用AlphaZero
研究重大疾病療法，盼治癒人類數百年來找不到療法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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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新科技 

工業 4.0 

資料時代，大數據 

互聯網與物聯網 

雲計算 

人工智慧 （AI）與機器人 

區塊鏈，金融科技 

虛擬實境 （VR）與增強現實（AR） 

新能源 

新材料 

生命科學 

智慧城市 

…… 

科技進步與顛覆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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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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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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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內容 

資料來源：MIC、IEK 27 



IOT應用到車子：車聯網 

• 「車聯網」」是物聯網在交通領域的應用，串接車輛資訊與行動網路，
運用衛星定位、感測器、電子標籤、無線網路通訊、數據處理等技術，
對車輛、行人和道路環境三方的靜態和動態訊息進行有效辨識及傳遞，
並將資料彙整於後端平台進行智慧化管理和服務，除提供駕駛者相關
資訊外，也普遍應用於交通安全、交通服務、城市管理、物流運輸、
智慧收費等。 (來源： MBA智庫百科 、 數位時代 ) 

• 2015年底，美國運輸部(DOT)發佈的消息提到，5年後美國所有的新車
都將強制配備防止碰撞的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IoV)裝置，也就
是車對車(vehicle-to-vehicle，V2V)系統的法規制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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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mbalib.com/zh-tw/%E8%BD%A6%E8%81%94%E7%BD%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D%A6%E8%81%94%E7%BD%91
http://www.bnext.com.tw/topic/view/id/107/2


3. AI 影響經濟生活 

• 生產資源：勞動、資本、土地、企業才能
＋大數據。 

• 大數據協助精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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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4.0的零停機、零待料的連結與優化 

• 3D列印，智慧工廠，人機協作，….讓最適
規模可以逐漸減小。 

• 經濟批量為1的最大客製化生產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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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不再是看天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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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感測器、無人載具、物聯網、雲端技術與大數據分析，建構智慧農業
產銷與數位服務體系，透過智能生產與智慧化管理提升農業生產效率，並
透過雲端履歷與大數據分析，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的信賴，同時精準
掌握作物生長狀況與消費者需求。 

 貨櫃農業：貨櫃農場內無法自然採光，作物生長所需的光線來自一條條
LED燈帶。這些燈帶上交替排列著深紅色和深藍色的 LED 燈泡，能夠比受
天氣變化影響的陽光更好地催生作物。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agriculture/qqok4o.html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智慧農業4.0推動方案 

https://kknews.cc/agriculture/qqok4o.html


• 不再完全競爭 
• 產品履歷 →Unique →壟斷產品 

– 常見數字條碼包含13位數字,由0-9
所組成,首三位數字是國家/地區號
碼, 第四至七位為廠商號碼,第八至
十二位為商品號碼,最後一位為檢查
碼。 

– QR碼比較普通條碼可以儲存更多資
料，也無需要像普通條碼般在掃描
時需要直線對準掃描器。因此其應
用範圍已經擴展到包括產品跟蹤，
物品識別，文件管理，營銷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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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 華頓商學院雷夫金（JeremyRifkin）教授的名書《物聯網
革命：共用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 

• 《經濟學人》評論共用經濟說：「在網路上，任何東西
都能出租。」 

• 「擁有資源」成本遠比「共用資源」的代價要高。 

• 每人都成了兼具生產與消費力量的「消費生產者」
（prosumer）。 

• 使用資源成本很低，實現平等與幫助創業。 
 
 



共用平臺成為新創網路公司的選擇 



科技金融帶來希望 (聲紋辨識) 
每個人聲紋是獨一無二的 

發聲器官(聲帶、舌頭、牙齒等) 及共鳴器(胸腔、鼻腔等) 

的大小及形態上的差異，都會導致發聲氣流的改變，造
成音質、音色的差別。 

此外，發聲習慣有快慢有強弱，亦造成音強、音長的差
別。不同聲音的不同波長、頻率、強度、節奏等因素，
共可分解成150餘種特徵值。 

 

 

 

 

 

實證方式及結果 

聲紋辨識科技以聲紋的共振峰中心頻率曲線作為聲紋的
特徵值，利用統計學與模糊理論，建立科學化的聲紋辨
識系統。 

實驗結果顯示，即便是相同語句，若不是樣本聲紋之發
聲者所發聲，被系統接受的機率幾乎為零。在世界各國
及台灣，聲紋辨識科技已廣泛使用於犯罪偵查中，亦成
為不可否認性的法院裁定依據2。 

特殊情境 說明 

雙胞胎 即便是同卵雙胞胎，發聲器官構造
及發聲習慣上的差異亦足夠造成特
徵值上的顯著差異以供正確辨識。 

錄音偽冒 錄音雖然用人耳聽起來接近，但錄
音及剪接後製過程所造成的失真，
其實在儀器測量上具有明顯差異，
足以讓聲紋辨識系統分辨真偽。 

此外，客戶須透過與專員的自然對
談完成辨識而非固定語音密碼，亦
能有效防止此類偽冒手法。 

變聲器 如同錄音，透過變聲器模仿的發音
亦存在失真。此外，變聲器僅能模
仿音質與音色，但發聲習慣不同所
造成的差異，足以讓聲紋辨識系統
分辨真偽。 

重製回復 聲紋辨識僅儲存聲紋特徵數值，無
法被還原回復為原來的聲音。 

生物辨識方法 特徵值數量 

指紋 50 

聲紋 150 

虹膜 240 

2 刑事科學第五十七期 



 概念：利用巨量資料運算與分析，為不易從
傳統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資格的個人，提供信
用支持服務。 

 類型：個人徵信、企業徵信 

 案例：ZestFinance、芝麻信用 

Zest Finance 

70,000個變數 

芝麻信用 

信用歷史：過往信用賬戶
還款記錄及信用賬戶歷史 

行為偏好：在購物、繳費、
轉賬、理財等活動中的偏好
及穩定性 

履約能力：享用各類信用
服務並確保及時履約 

身份特質：在使用相關
服務過程中留下的足夠豐
富和可靠的個人基本信息 

人脈關係：好友的身份特
徵以及跟好友互動程度 

 概念：基於用户與銀行之間資訊、專業性、
服務等不對稱現象，線上金融產品導購與銷
售平台，利用演算法與人工服務，推薦用戶
選擇適合的產品，提升決策效率 

 案例：91金融超市 

銀行 

證券 

基金 

消費
者 

小微 

企業 

B端收費 C端免費 

•金融產
品資訊 

•比較購
買推薦
消費決
策依據 

•直接購
買 

獲利模式：資訊導航費用(用戶)、手續費(貸方)與展示
廣告(以RTB模式向廣告投放業者收取) 

與超過400家銀行合作 

•尋找貸款、
信用卡、
保險、理
財等合適
的客戶 

•做初步條
件的審核 

獲利模式：對企業或個人徵信查詢按次收費 

商品導購 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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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現金社會：新型信用 



網路借款紀錄、逾
期紀錄等 

O2O行為記錄、
警政紀錄等 

往來電商購物紀
錄 

社群網站數據，確
認客戶身分 

信用體系 

社交媒體數
據 

網路借貸
數據 

網路購物
數據 

其他相關數
據 

信用卡數據 

還款數據 

個人基本
資訊 

 數位金融時代，資訊來源劇增，單一徵信體系的適用性面臨挑戰 

 數位金融滲透至各個部門，提升資訊效率的同時，用戶也在網路上留下大
量訊息。若能有效利用將可擴大信用評估面向，讓尚未與金融機構往來
(Unbanked)之無傳統信用紀錄者，增加其取得信用的機會 

數據汪洋中的徵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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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與保險 
• 大量影響住宅：不再有蛋黃蛋白。 
• 標準化是重要的關鍵。上千個標準需要制定。 
• 標準化定義責任。車禍時，責任歸屬才能究責。 
• 無法究責則需保險。還有各種量身訂做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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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去中心化，不用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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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I 影響經濟制度 

• 計畫經濟需要對經濟有全盤的了解，大數
據提供計畫經濟更準確的運作 

• 共享經濟讓共產的觀念確實可行 

–解決誘因的問題。 

–資源充分利用，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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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復活 

• 海嘯過後《資本論》在世界各地熱賣，連《蟹工船》
在日本都大紅。 
– 《資本論》：《資本論》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批

判。以數學般的準確性證明這一發展的方向必然引導
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第一部出版
於1867年，在馬克思去世前已經完成了第二部和第三
部的草稿，由恩格斯完成最後的編輯出版工作 

– 《蟹工船》:1929年發表在全日本無產者藝術連盟的機
關刊物《戰旗》雜誌上的小說。被認為是無產階級主
義文學的代表作，以描寫被過份勞役而貧窮的勞動者
們為對象，堪察加海域捕蟹，然後將蟹加工為罐頭的
蟹工船「博光丸」。沒同情心的監工淺川並不把勞動
者當人看待，還以「懲罰」為名用暴力虐待勞動者，
或使他們過勞、患病（腳氣病）而紛紛倒下。最終勞
動者們還是下定決心，為求得到作為人應有的待遇而
團結起來罷工抗爭。 

• 現有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已經無法形 
      成社會和諧，政府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要在第二次分配時必須更為積極！ 
       社會主義也會因此在全球捲土重來！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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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9 有關 
 

cli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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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社會主義救了中國 

• 1979 資本主義救了中國 

• 1989中國救了社會主義 

• 2009中國救了資本主義??? 



海嘯教訓 

•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堤（Thomas 
Piketty）的2013大作《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21世紀資
本論）。 

• r > g   (r: 資本報酬率 g:經濟成長率 ) 
• 「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 
• 資本主義具有先天重大缺陷，會自
然而然不斷擴大財富與所得的差距 

• 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徵
資本持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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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美國、英國 

國家資本主義 
State Capitalism 

 
 

中國大陸、俄羅斯 

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cy 

 
 

西歐 

現在體制 

• 社會民主主義：中間偏左，支持普遍選舉制度與議會民主的社會
主義。 

• 國家資本主義：由國家力量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國有、國有控
股、國營為主導的資本形式。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
是：「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
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
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
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 

• 以上分類，不夠周延，日、台在哪？ 



• 佔領華爾街運動：貧富不均、人民憤怒、通訊軟體 

• 歐債危機：政府債務問題、 外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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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而不同——《論語·子路》 
• 自由，民主，人權——西方普世價

值觀 
• 反對同質化，鼓勵多元與差異 
• 多元與多樣，人類文明進步的必要

條件 
• 每一代人的歷史局限性: 集體錯判

的可能 



http://www.tie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