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報告 

 2018– 02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AI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 

暨產業之挑戰與影響 



 

財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ation) 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創設，以「引進科技新

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初

期著力於石化廠之設計與監建，1979 年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承續工程業務；本社則回

歸公益法人機制，朝向裨益產業發展之觸媒研究、污染防治與清潔生產、節能、及環保

技術服務與專業諮詢。2006 年本社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求，在環境與能源業務方面轉

型為智庫的型態，藉由專題研究、研討會、論壇、座談會等，以及發行相關推廣刊物與

科技新知叢書，朝知識創新服務的里程碑邁進，建構資訊交流與政策研議的平台；協助

公共政策之規劃研擬，間接促成產業之升級，達成環保節能與經濟繁榮兼籌並顧之目標。  

本著創社初衷，為求對我們所處的環境能有更深的貢獻以及協助產業發展，對國內

前瞻性與急迫性的能源、環境、產業、經濟、社會等不同面向的議題，邀集國內外專家

進行研究探討。為廣為周知，將各議題研究成果發行專題報告，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參考。  

本專題報告係取自於本社於 107 年 2 月 22 日舉辦之「AI 對科技、經濟、社會、政

治暨產業之挑戰與影響」研討會之演講內容，該研討會係由中研院陳力俊院士發起，本

社潘文炎董事長、中研院廖俊智院長、陳力俊院士共同致詞，並敦請劉炯朗院士、本社

顧問詹火生教授等人擔任主持人，孔祥重院士、陳力俊院士、台經院林建甫院長、臺大

社會系薛承泰教授、朱雲漢院士，以及清大工工系簡禎富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並在會後

整理成逐字稿後，由本社編輯發行。本研討會之相關資料及簡報請見本社網站。 

發 行 人：潘文炎 

作    者：陳力俊、孔祥重、林建甫、薛承泰、朱雲漢、簡禎富 

(依演講次序) 

主    編：陳力俊 

執行編輯：余騰耀、王釿鋊、郭博堯、許湘琴、劉致峻、邱炳嶔 

發 行 者：財團法人中技社 

地址 /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電話 / 886-2-2704-9805 

傳真 / 886-2-2705-5044 

網址 / www.ctci.org.tw  

     本社專題報告內容已同步發行於網站中，歡迎下載參考 

ISBN：978-986-96057-8-6 

http://www.ctci.org.tw/


 

 

 

序  陳力俊 I 

開幕致詞一 潘文炎 V 

開幕致詞二 廖俊智 VII 

開幕致詞三 陳力俊 IX 

專題演講 變革型技術：人工智慧、區塊鏈與元件 

            (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ies: Devices,  

             AI and Blockchains) 孔祥重 1-1 

主題演講一 AI對科技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陳力俊 2-1 

主題演講二 AI對經濟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林建甫 3-1 

主題演講三 AI對社會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薛承泰 4-1 

主題演講四 AI對政治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朱雲漢 5-1 

主題演講五 AI對產業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簡禎富 6-1 

圓桌論壇   7-1 

  

目錄 



 



I 

 

 

 

 

 

 

 

 

 

人工智慧(AI)被公認為是鞏固國家競爭力、推動經濟發展及改善社會環境的

關鍵技術，其蓬勃發展亦將對政府管理、經濟就業、社會穩定與國際關係產生深

遠影響。為此，各先進國家均積極探討 AI 將帶來之可能影響；但相對上，台灣

仍多聚焦於 AI的技術研發應用，較少觸及 AI在經社政等領域對人類的影響。有

鑑於此，中技社於 107 年 2 月 22 日舉辦「AI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暨產業之挑戰

及影響」研討會，除邀請剛協助成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的中研院廖俊智院長

到場致詞外，由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邀集多位中研院院士與重量級學者，與會分

享對於 AI 科技發展與影響的卓見。會中各位專家除了暢談 AI科技發展趨勢外，

更是國內首度探討 AI 將如何對產經社政等層面帶來影響。 

本次研討會是國內首次透過重量級專家視角，全方位且深入探討 AI 可能影

響，有助台灣產官學研界思考出更周延的政策，從而協助導引優先目標訂定和最

大化 AI發展潛力，帶動 AI發展之正面效益，及減緩其負面衝擊；由於各種考量，

研討會日期定於本年農曆初七，較難掌握出席情況，幸得產官學研各界人士踴躍

參與，當天會議得以在熱烈氣氛下，順利進行。 

潘文炎董事長致詞強調人工智慧最近在全球都受到重視，也成為許多國家推

動重要的發展方向，這種科技的使用到底對人類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需要多方考

量。重要的是，用人工智慧配合人腦，對人類生活的精進，尤其在各個領域的技

術的精進可以有很大的幫助。而本研討會把 AI 對於政治、經濟、社會還有當然

科技、產業方面的影響作整體研討，邀請了多位學者專家，談 AI 的未來的發展

跟演進，以及對各方面的影響。也藉由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將 AI 對台灣未來的

影響，也一起做深入的分析。 

廖俊智院長亦遠溯 1940、1950 年的時候 AI 被首先提出之時還是一個很哲學

性的概念，到了 1980、1990 左右，第二波的 AI 大躍進，一些計算機科學的學者

開始提出了一些運算法，能夠對 AI 作一些簡單運算，但由於計算能力的限制，

所以主要在學界產生影響。一直到近年，在軟硬體皆大幅進步下，以 AlphaGo、

AlphaGo Zero 為例，已可見機器能自行學習基本的範例。人工智慧需要很多的數

據、人才，台灣有很多很成功的產業、累積了相當多的數據，但仍缺人工智慧所

需要的人才。中央研究院過去幾個月來促成了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的成立，這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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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工智慧學校全部由企業界捐款，來訓練業界所需要的人才，來解決業界所面

臨的問題。 

本人則以協同主辦人身分說明本研討會的原始構想，是邀請國內外各專業領

域，重量級專家學者，整理當代思潮並思考 AI 在各領域的影響與挑戰，將心得

提出報告，並在會後將錄音逐字稿整理成論文集與大家分享；AI目前雖然已是人

人關心的議題，但特別希望讓目前從事發展 AI 的科技人員以及學生，能有較整

體、全面而深刻的體認，在研發過程中，能多就發展選項有所思考，對負面效應

能有所警惕，在與人分享成果時，抱謹慎態度，而不要在充分了解其風險前，廣

泛散佈相關技術。 

本研討會的第一場次由劉炯朗院士主持，並由孔祥重院士首先以「變革型技

術：人工智慧、區塊鏈與元件(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ies:AI, Blockchains and 

Devices)」為題演講。內容分三個重點，第一個是元件功能變得很強大，第二個

是 AI 帶給產業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機會，尤其是對於製造的影響很大，而

數據是最重要的，幸虧台灣製造業有很多數據，所以有相當機會。第三個是系統

會因為 AI的原因，有很多系統會變成非常多元而有用(ambitious)，比如說一個系

統可以自動，越來越強大，對於整個社會，經濟、包括產業模式會有很深遠的影

響。但是這種系統要怎麼設計，作得好，要做很多實驗，區塊鏈(Blockchain)就幫

你做這個實驗。即 AI 跟 blockchain 把一些元件的功能，變得更與人類需求息息

相關。目前進步非常快的 AI、萬物互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區塊鏈三種變

革型技術，在一起互動的時候就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 

在「人工智慧對科技領域的挑戰與影響」演講中，本人強調演講重點在科學

與技術發展，主要涵蓋大數據與大科學面向，不限於實驗自動化，而包括機器學

習元素。在科學研究上，以 AI 輔助，而有明顯效益之例，包括在基本粒子研究

上，尋找到又名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美國航太總署利用谷歌(Google)的 AI

發現了一顆遙遠的恆星周圍的第八顆行星；谷歌使用最新的 AI 技術，從測序數

據中構建出一幅更準確的人類基因組圖像；生物學家和數據科學家使用利用整合

知識工具系統來鑑定修飾 P53 蛋白質。顯示能從文獻分析中，就已知的知識，推

理、預測並導致新的發現。在材料科技方面，美國所推動的「材料基因組計畫」

五年有成，發布了一系列成就和技術成功，在國內努力上，則有工研院材料化工

所建立起國內領先團隊，已開始結合電腦模擬與AI機器學習加速產業創新研發。 

有關 AI 對社會經濟影響的第二場次係由詹火生教授主持，而林建甫教授在

「AI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演講中，從經濟問題開始，談 AI的新發展、經濟生活、

經濟制度。近三十年來，世界經濟歷經資本主義大勝，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但 2008

年，金融海嘯又使人類對經濟學的思維重新改變，美國施行量化寬鬆，以鄰為壑，

另一問題，是科技是否停滯，幸好有 AI 的新發展，展開數位科技革命、平台經

濟的時代。最重要的是 AI的應用到萬物相聯，亦即什麼東西都可以相聯。在 AI

影響經濟生活方面，最重要的，要掌握大數據，能夠精準的行銷、生產，經濟學

的理論已經沒有長期成本曲線的概念，同時可能發展成壟斷性競爭。共享經濟的

風起雲湧，每個人可以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可以讓資源更有效應用，則讓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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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以新型態重生。另一方面，很多問題不見得是 AI有辦法解決的，但是 AI 可

以幫助人們解決這些問題。 

接著，薛承泰教授從社會學、消費者、世代的差異觀點來看「人工智慧對社

會領域的挑戰與影響」。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現在家庭的智慧管理系統已相當

進步，應多思考未來的問題，而對於缺少與人之間的互動的感覺跟默契的發展，

相當存疑。從人口角度，可以知道未來很精準，情況會很險峻；AI應用很明顯有

世代差異，而且知道 AI到 2020 年在各個世代裡面都會有極大的影響力。可預見

貧富擴大、人力短缺、未來勞動力需求變化，教育的方式跟品質、婚姻跟家庭，

會有很大的衝擊。人要面臨價格跟價值的取捨，最終還是要追求人性跟靈性。夢

想不在於有多偉大，而在於有沒有實踐的決心。 

第三場次由本人主持；朱雲漢院士有系統的論述「AI 在政治領域的的影響

跟挑戰」。首先是已經產生的一些影響，包括民主政治運作以及國家職能、政府

機器，它的運作的整個影響。對於民主政治運作，AI技術的運用對於選舉已經展

現出其優越性，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的風行，造成嚴重問題。AI技術跟大數據也

可以把政治過程、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透明化。一方面國家的管理能力可以跳躍式

的升級，人力可以大幅精簡，同時假設沒有隱私權保障的邊界，國家將來可以對

社會做無死角全覆蓋性的動態管理。另一方面，他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將來網

路戰爭形勢會非常可怕，這些都是 AI 革命帶來國家職能裡面各種不同、可能的

巨大影響。AI技術跟潛能帶給我們人類社會非常大的政治難題。面對社會變遷，

或社會制度變革的選擇難題，不僅是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會變成極為可怕，富裕

國家跟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會成為比今天更大的鴻溝。反過來說，AI 的積極面，

如果能夠有新的社會契約跟新的國際規範，讓數位科技的生產力快速提升，以及

我們講滴漏或普惠性的效益能夠全面釋放，有可能透過 AI 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向

分享經濟跟社會主義的大餅。 

其次是簡禎富教授針對「AI 對產業的影響跟挑戰」演講，分享對製造面的

觀察，以及實際經驗，內容以作業面為重點。簡教授提出製造是台灣 AI 的機會

之鑰，先進製程控制能夠智能化的提前去解決問題，如此就可以讓製造更精準。

智慧工廠是讓機器也能夠智能化的互相協作，結合 AI 或是新的工具，隨時優化

決策。動態整合製造數據調整、銷售配置，是應該注意的趨勢。例如，半導體的

測試，擁有大數據，AI可以讓幾個重要的參數盡量留在良率高的點，做出來的結

果可以隨時繼續學習，因為資料在累積，就知道將來應該怎麼去改變。他認為德

國所提出的工業 4.0，是希望掌握很多資料的傳統製造商變成一個平台，然後集

成或是整合很多資源，獲得比較高的利潤。工業 4.0 不是純粹的只是用機器人去

取代人的問題，也是一種國家間競爭的關係。為製造要落地，製造要跟實體結合，

它不是純粹的數位，台灣還有一些專門知識，現階段較適合發展介於工業 4.0 跟

3.0 之間工業 3.5。根本目標在彈性決策，與領域專家合作，利用 AI 就近解決管

理或生產上決策的問題。 

在各主題演講之後，接下來安排所有主持人與主題演講人參與的圓桌論壇，

一方面是給各與談人一個機會就之前的主題演講有所回應或補充，另一方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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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題演講內容面向較為廣博，為了讓此次圓桌論壇有所聚焦，希望與談人能自

整體討論轉至檢視台灣的現況，探討人工智慧對台灣產業及政社經等各層面的轉

型影響力，提出 AI 將對台灣相關面向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在剩餘時間中，開放

與到場嘉賓對話。 

此次研討會，承蒙中技社相關同仁在籌畫與執行階段，盡心盡力，應邀的學

者專家，全力支持，在此一併致謝，也感謝與會嘉賓熱烈參與。 

 

國立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 

2018 年 7月於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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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一 

 

潘文炎 

中技社董事長 

 

中央研究院廖院長、陳力俊陳院士、陳校長，各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各位講者、各位同業、各位來賓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中技社歡迎各位

來參加今天這個研討會，今天的研討會報名相當踴躍，是中技社歷年所舉

辦的活動裡，參與聽眾最多人的一次。當然大家願意來，顯示這個人工智

慧的重要，人工智慧最近在全球都很火熱，也已經成為國家推動重要的發

展方向之一，我們都知道人工智慧使用大量的數據，而超級電腦資訊的發

展需要很大的容量、很大的記憶，它的運算速度又非常快，比人腦快得很

多，這種科技的使用到底對我們人類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最近我看電視，

牛津列出了 10 個影響人類生存的重要的可能事件，包括核能、病毒、全

球暖化等，在其中排名第一的是 AI，所以很多人擔心人工智慧的發展，會

不會造成人類世界的滅絕。我們看魔鬼終結者這部電影中，是由一台超級

電腦來控制這個世界，造成人類的毀滅。但很多人認為，至少在可預見的

將來不見得會發生。 

大家認為重要的是，用人工智慧配合我們人腦，對人類生活的精進，

尤其在各個領域的技術精進可以有很大的幫助。一個最鮮明的例子就是醫

療，大量的醫療數據下，電腦可以協助判讀這大概是什麼病，我上次看到

一個報導，病理的判斷，人工智慧可以達到 86%的準確率，人腦是可以達

到 92%準確率。在 92%的準確率下，醫院說你有病其實有 8%是錯的。但

是如果讓人腦加上人工智慧的協助，準確率則可以達到 99.5%，所以在可

預見的將來，人工智慧對我們的生活各方面的協助還是很大的。 

過去大家探討人工智慧，都是談論人工智慧對單一的領域或是某個技

術方面的探討，沒有一個整體的探討，所以中技社很榮幸在今天的研討會，

把 AI 對於政治、經濟、社會還有當然科技、產業這方面的影響，作一個

廣泛的研討，我們今天邀請了多位這方面的專家，來跟我們談 AI 的未來

的發展跟演進，以及對各個方面的影響。也藉由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將

AI對台灣未來的影響，也一起做深入的分析。再一次感謝各位主講者來參

加我們的這個活動，也感謝各位貴賓來參加這個活動，祝福各位新的一年

萬事如意、新春快樂，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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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二 

 

廖俊智 

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潘董事長、陳院士、各位院士、各位學者專家、各位企業界的來賓、

各位貴賓大家新春愉快。今天很高興受邀來參加這個由中技社所主辦的人

工智慧對於科技、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影響的研討會，這也是據我所

知道台灣首次舉辦這麼 comprehensive 的研討會，所以看到報名的狀況非

常非常踴躍，我並不意外，並且從今天大家出席的踴躍程度，可以了解

AI在各方面的影響是不容小覷。 

我們知道 AI大概在 1940、1950年的時候就已經被人提出，當時還是

一個很哲學性的概念，到底機器能不能夠學習，機器能不能夠思考。到了

1980、1990左右，第二波的 AI的大躍進，那時候一些 computer science的

學者開始提出了一些 algorithm，能夠對簡單的 AI 作一些運算，但是那時

候由於 computing power的 limitation，所以仍然是對學界的影響遠比對社

會的影響來得重要。一直到 2000年之後，特別大約是 2016年左右，有一

個大消息我想大家都沒有忘記，那就是 AlphaGo第一次有人工智慧打敗了

前任世界棋王，機器戰勝了人類，而且不只一次，之後每次都贏，而且不

是小贏，是大贏，哇，這是何等的大事！5、60 年前大家在想說機器有沒

有辦法哪一天超越人類，現在第一次被證明說是可以的。不只如此，2017

年假如大家看 AlphaGo出的第二篇 paper，叫作 AlphaGo Zero，他們連數

據都不需要，不需要向人類學習，就可以經由一個電腦程式跟一些簡單的

圍棋的規則，自己去學習，自己打敗自己，自己打敗所有人類，那就等於

是說 5、60年前講的說機器能不能夠自己學習這件事情，幾乎已經有一個

最基本的範例。 

我們在台灣，要怎麼樣迎接這樣的一個挑戰？我想大家都很關心的就

是台灣到底有沒有能力，有沒有這個機會來發展人工智慧？我們知道人工

智慧需要很多的數據，人工智慧需要很多的人才，數據哪裡來？雖然我們

不像美國、中國大陸有很大的市場、有很大的數據基礎，但是台灣的經濟

基礎也是相當可觀。台灣有很多很成功的工業、製造業，例如石化業、鋼

鐵業、電子業等等，都已經在台灣耕耘了很多很多年，也累積了相當多的

數據，這些也是可以當作人工智慧的基礎。但是我們缺什麼呢？我們缺人

工智慧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基於這一點，中央研究院過去幾個月來也盡力

促成了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的成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全部由企業界捐款，

包括今天在座的台塑企業也慷慨解囊，也贊助了人工智慧學校。我們希望

由業界捐款、業界出錢，來訓練業界所需要的人才，來解決業界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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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以這是我們現在急需要解決有關 AI的一個問題。 

除此之外，AI當然不只是一個科技、經濟跟產業的問題，同時也包括

對社會的影響、對政治的影響，這些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大家都知道

說，AI首當其衝的是它會取代人類很多的工作，會造成很大量的失業，會

造成產業被迫轉型才能跟上時代。除此之外呢，AI可能也會帶動很多相關

的革命，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比如說 AI 幫助大家取得資訊非常非

常容易，但個人資料如何保密、如何避免所有的個人資訊被別人全面監控，

這樣子的情況在整個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所帶來的衝擊是如何預防、

如何事先作準備，我想這些都是大家需要思考的議題。所以我們很高興今

天中技社能夠在陳院士的主導之下，舉辦 AI 在各層面影響的研討會，我

在這邊預祝研討會順利成功，也再次祝大家新春愉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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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三 

 

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首先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研討會。人工智慧(AI)是近兩年來最熱門

的話題。不僅是因為他已無所不在，例如你上網，先進的搜尋引擎，一定

會用到 AI，收發電子郵件時，攔截 SPAM 或垃圾郵件，也靠 AI，而且因

為相關科技的飛速進展，潛力無窮，後勢看好，說「AI 時代已經來臨」，

並不為過。 

今天剛好在紐約時報上有一篇報導，大意為「人工智慧進入尋常百姓

家，是好是壞？(Good News: A.I. Is Getting Cheaper. That’s Also Bad News)」， 

內容首先提到舊金山有一家名為 Skydio 的矽谷新創公司最近推出了一款

無人機，可以完全依靠自己自動設置路線，一旦無人機開始追踪某人，它

的目標會發現它非常難以擺脫。這款無人機是由普通相機、任何人都可以

使用的公開軟體和低成本計算機晶片技術構建製成的，而售價僅 2499 美

元，並可預期未來售價會迅速下降，功能繼續增加，但是更難以預測，可

以讓人頭皮發麻。另一方面，AI系統越來越擅長於自行生成可信的音頻和

視頻。這已經開始通過名為“Deepfakes”的技術來實現。該報導展現一個

假造的美國川普總統的演講錄影片中，已能做到唯妙唯肖，這種假造技術，

如為人誤用，後果將很可怕。當 AI 已與我們生活密不可分，而影響會迅

速增加之時，未來「其影響沒有最深廣，只有更深廣」。社會大眾必須正

視已產生或將發生的關鍵議題。 

在台灣對 AI的熱情擁抱，反映在電資學院開的 AI課程人滿為患，資

訊系研究生有志一同要從事 AI研究，產業界求才若渴，同時各機關團體，

也經常舉辦各種相關研討會，但重點多聚焦於 AI 技術與應用之討論，較

缺乏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產業等各層面影響之探討。 

本研討會的原始構想，是邀請國內外各專業領域，重量級專家學者，

整理當代思潮並思考 AI 在各領域的影響與挑戰，將心得提出報告，並在

會後將錄音逐字稿整理成論文集與大家分享；AI目前雖然已是人人關心的

議題，但特別希望讓目前從事發展 AI的科技人員以及學生，能有較整體、

全面而深刻的體認，在研發過程中，能多就發展選項有所思考，對負面效

應能有所警惕，在與人分享成果時，抱謹慎態度，而不要在充分了解其風

險前，廣泛散佈相關技術。 

有人認為矽谷高科技人員的信條是「先構建它，然後再修正(Build it, 

fix it later)」。但「構建技術的選擇會有社會後果」。我們已可看到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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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假新聞，推特上的假追隨者以及 YouTube上的猥褻兒童視頻等嚴重副

作用。因此必須戒慎恐懼，以較健全的態度從事影響可能巨大的工作，挑

戰有些科技人士認為講求倫理道德是一種發展障礙的態度。 

另一方面，從正面來看，AI已展現驚人能力，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力，

也是社會大眾與學子需要認知的；即以人力取代方面，有「四師，即教師、

律師、會計師、醫師，最危險」之說，有學者認為「AI不會取代老師，但

會利用 AI 的老師，會取代不會利用 AI 的老師」可能更為貼切。了解 AI

的本質與潛力，如何利用 AI 帶來的機會，破除或減低其負面效應，可能

是現代公民在邁入未來時，所需要具備的素養。 

今天的主辦單位中技社是國內老牌推動贊助工程科技公益法人，近年

更推動知識創新服務，投注前瞻之科技研發，獎掖優秀科技人才，襄贊科

技與文創相關活動，實踐公益法人回饋社會之理念。每年僅是發放各項工

程科技獎學金即超過一千萬元，未來專注前瞻探索，聚焦智庫研討，而本

次研討會主題，正切合中技社「凝聚公眾利益公正論辯，提供國家可行性

政策建言」宗旨。據了解，中技社也即將執行一個「台灣發展自駕車產業

之挑戰與影響」議題研究，期待未來能在研討 AI 相關議題方面，更能不

遺餘力。 

此次研討會，承蒙中技社相關同仁在籌畫與執行階段，盡心盡力，應

邀的學者專家，全力支持，在此一併致謝，也感謝與會佳賓熱烈參與，最

後祝研討會成功。 



 

1-1 

專題演講 

變革型技術：人工智慧、區塊鏈與元件 

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ies: Devices, AI and Blockchains 

 

主持人：劉炯朗 

集邦科技董事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潘董事長、廖院長、陳校長、各位貴賓，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介紹兩

位專題演講的貴賓，AI的浪潮洶湧，AI的火燒遍了全世界，大家知道 bitcoin

已經漲到兩萬美金了，AlphaGo 贏了圍棋九段，無人駕駛的汽車、飛機都

來了，手機可以辨認面孔，手機可以辨認聲音，所以我們覺得必須找一個

重量級的人來給我們作一個演講，介紹這個領域，我們就想到是不是全世

界最有錢的一個人，Bill Gates 可以做一個候選人呢？但他只是我們的

second choice，他在哈佛大學只念了兩年，我們邀請的是哈佛大學的一位

教授，他是哈佛大學 Bill Gates Chair Pprofessor，孔祥重院士，有請孔祥重

院士。 

 

演講人：孔祥重 

哈佛大學比爾蓋茲講座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各位大家好，潘董事長、陳力俊校長還有各位嘉賓們，謝謝你給我這

個機會能夠講一些話，現在聽了幾位演講，責任有點重大的樣子，要好好

講一下。還有幾分鐘我可以 budget 一下我的 presentation？為了要怕有些人

聽得不耐煩先走，我把要講的 message 先講出來，上課也是這樣上的，學

生聽完 message 就可以走路了，好吧？ 

第一個 point 是 AI跟 blockchain 把一些 devices，像 smart phone，家裡

的一些 devices，像 echo 等，能夠變成 much more interesting，AI讓這些

devices 變得 smart，變得 efficient，很多那種 sensor devices 以前是不太能

夠用在很多不同的 services 上，但是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 來的時候，

可能會把這件事情變得比較簡單了。 

AI 對於很多產業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對於 manufacturing 的影響

更大，所以我們會講這個題目。data 是最重要的，幸虧台灣 manufacturing

有很多 data，所以這個機會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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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 point 就是說 AI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對於經濟，對 business 

model 會有很深遠的影響，現在就是要重新洗牌了。重新洗牌的時候，很

多以前覺得對的方法，可能都要重新想想看怎麼辦，所以要做很多實驗。

但作實驗是很貴的事情，等幾年下來，發現不對就太晚了，這點 blockchain

可以幫你作一些實驗，等一下跟你講這個事情。 

所以今天的三個 point，第一個是 devices 變成很厲害了；第二個 point

就是 AI是產業的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的機會；第三個 point 是說系統會

因為 AI的原因，變成非常 ambitious，比如說這個系統可以是 autonomous，

自己會動的，不用去管它，自己就會動，越來越厲害，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但是這種系統要怎麼設計，作得好，要做很多實驗，blockchain 就幫你做

這個實驗。 

好吧，至少知道意思了，為什麼我講這些話，你們就稍微有點耐心，

我會跟你們一一講解。大家都知道，新的 technology 多半是由新的

capabilities 帶來的。然後有一些 technologies 是很厲害的，他們不只是轉變

一些比較特別的應用，他還是 transformational，transformational 的意思就

是 implications 是 widespread 的，尤其是幾個 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ies

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會有互動，而互動的時候，這些 impacts 會更大，AI、

IOT、blockchain 就是三個進步非常快的 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ies，在

一起互動的時候就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會出來。 

AI 在很多領域上有很 exciting performance，blockchain 是一個具有

general purpose、一個很厲害的、decentralized computing platform。這個

platform過去 10 年 enable 了 bitcoin，而 bitcoin 這麼多年了還沒有被人家

打敗過。他可是一堆人整天要把它弄垮，但它沒有垮過，10 年了，表示它

的 protocol 是有道理的。我提一下那個 protocol 的原則是什麼，是一個

decentralized 的方法，不用那個具有中心的 authority 去幫它把這個 protocol

作成 consistent，它是幾萬、幾百萬 machines 在一起合作，在一個 no trust

的環境上合作，然後這個 protocol 還可以做得很穩。 

第三個就是 devices，devices 因為有 blockchain，這個 devices 可能會

變成非常 widespread，很容易用。這個當然是講 AlphaGo beats worldclass 

GO players，這個是有趣的事情，柯潔輸了以後就講「這個棋絕對不是人

下的，是上帝下的」，實在是有感而發。學生要做的事情是基本上找最好

的機會做，我去年教一門課，學生就叫我說，能不能把教材改一改，討論

一下 blockchain 的事情，我改了，他們就很有興趣。今年春天我有一個課

是做計畫的 project course，這種 course 一班是相當小的，普通是一學期 20

個學生進來，要做 implementation，這一回我把 blockchain 放上去，門都被

擠破了，每個人都要擠進來，各種各樣的人，尤其是年輕的 undergraduates，

他們看得很清楚的，這個是機會。 

昨天有一個學生問我說，我要跟你做計畫，你能不能簽 NDA 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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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簽 NDA 不能跟人家講，我說你就換個計畫算了，我不能對付這個事

情。可以從年輕人他的興趣，知道大概世界會變得怎麼樣，因為他們會改

變世界，所以很重要。建議以後安排演講不要請老摳摳來，應該請二十幾

歲的，他們的感覺非常敏銳，我是跟年輕人學的，教 blockchain 是被他們

催出來的，我也只好乖乖學。其實本來就這樣子，做老師就是教學生要的，

不是教老師要教的，consumer oriented，學生要聽什麼、要學什麼，他們有

興趣我們就教這個東西啊，不幸的是我領悟得太晚了，這麼多年教這麼多

書，我才知道原來教書是要這樣教的。 

所以今天我講一下 blockchain 的事情，Internet of Thing也是一個有趣

的事情，這個事其實講了十幾年了，很多人預測將有十幾個 billion 的

devices 會來到，這些 devices 可以做 sensing、communication、computing

還有 control。最近這些東西都加上兩樣新的東西，一個是 intelligence，這

個我等一下會提一下，另外一個就是 smart contracts，smart contract 跟

blockchain 就有關係了。這些 devices 可以給 service，給不同的人用，用了

以後他可以收一點費用，他也可以 deliver 其他的 service，這樣就把事情做

活了，不然做 devices 很慘，這是台灣的機會了！ 

在我這個年齡就常常回憶五十年前的事情，五十年來 computing 變化

得大的不得了，以前是做 computer，後來做 services，現在可能要做

autonomous systems，這些東西是 AI、IOT、blockchain 可以去幫忙的。我

們要問的問題是，下一個十年的話，不能說下個二十年，只能說十年，十

年已經是非常非常長了，下個十年究竟台灣要做些什麼事？產業方面，哪

些是新的機會，又有什麼做法？所以這個 presentation 希望給大家一些新的

的想法。 

這個 presentation 有三個部分，第一個是 AI的 background，非常快跳

過去，第二部分會講 AI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些關係，尤其是台灣的

manufacturing，第三部分是講 blockchain 的機會。 

大家都知道的，AI讓 speech understanding、text recognition、computer 

vision 出現突飛猛進的進步。這張圖是 error rate，10 年都沒有辦法降下去，

到了 2012、2013年的時候發現 deep learning可以把 error rate一路往下降，

exponential 往下掉，我看了這張圖後，我才改行做 AI的。我 1980 幾年寫

過 paper 做 backpropagation computation，跟 AI也混過一段時間，後來發現

這個領域很慘，因為什麼東西都是 exponential，很難做，後來就離開了。

但是現在看到完全不一樣的境界，這回進來的感覺非常非常好。因為這麼

多年下來很難做的東西，現在一個個被解決掉。所以有些人講笑話說：問

題難的時候就說可以用 deep learning做。還有些人也講笑話說：這看起來

只有 machine can learn。然後這個領域發展快得不得了，以前不管怎麼樣，

寫 paper 在 journal 上發表大概要 1 年的時間，在 conference 發表大概也要

差不多 1 年的時間；然而，現在是在 open archive 上發表東西，把 code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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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讓別人驗證，這個 turnaround time 大概只要兩個禮拜或一個月。每天

早上起來之後都要看，但也很不敢看別人做了什麼，因為一看發現前幾個

禮拜的東西都白做了，別人已經把它做完了。現在情形就是這樣子，全世

界是平等，大家動作非常快，就看你的本事，慢一點就沒有機會了，所以

這個 turnaround time 已經是以前完全不能想像的速度。結果是什麼？就是

幾百萬人在合作，在做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合作往最好的方向走，

把事情做得非常 reliable，把這個領域往前推。 

講一下 deep learning，最有名的一些 benchmark 或是一些問題大家拿

來做練刀用的。比如說這個 imageNet，就是要認得 1,000 個不同 classes 的

image，貓啊、狗啊、人的臉啊、房子啊、車子啊，各種影像從不同的角度

看，簡報中的圖片就是一些例子。以鳥為例，看鳥在天上飛，在樹上的，

你要把鳥框出來，你可以想像這不太容易做到。但現在用 deep learning做

得非常好，準確性達 90%以上，原理是什麼？就是用很深的網絡去做，這

是 deep neural network，讓 error rate 一直下降，已做得比人類的 error rate

還低。 

什麼是 deep neural network？就是模仿人腦袋瓜的神經結構，基本上就

是說每一個點就是一個 linear combinations，input 的前頭的參數就是

weights，這個參數就是 AI 要學的，然後經過一個 non-linear 的 activation 

function求得 weighed sum。這是一個 non-linear的東西，這個 neural network

就是把一些 non-linear 的結構，湊出一個你要 approximate 的 function，而

這個 function 可以說是 defined by data。以前做統計的話，你做一個大概十

個參數的 regression 會要你的命吧。deep learning的做法是幾百個參數，幾

千萬的參數，所以他湊起來的力量是非常 flexible，可以把很複雜的 function

學出來，節點很多的時候就可以把 complicated 的 function 做出來，learn

一隻貓、learn 一隻狗，如果你要 learn 一個雲豹的話就不太容易了。因為

雲豹跟貓長得一樣，你知道雲豹是台灣山上獨有的，所以要做得好還是不

太容易的，你要用更加細緻的方法來做。 

這是一個非常 high level 的例子，簡報裡的這張臉就是 input，然後經

過很多不同的 filters，這些 filters 是從前頭的 layer 所學習到的，然後 extract

出 local information，然後把不同 filter 的結果放在一起，再做大領域的

classification，然後再做更大，最後一張臉就出來了，經過的步驟就是一層

層的走，每一層就是一大堆的 filters，這些 filters 是學來的，不是設計的，

是從 data derive 出來的。 

所以為了要做得好，accuracy 做得高，就得做越來越多層。很多年前，

大約三年以前，只有 5 層，後來變 8 層、19 層、22 層、92 層。現在阿貓

阿狗都做上百層，更強的人做 1,000 層，因為層數做多的話，他的能力就

越強，fitting 的能力越強。但是層做多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算起來很

貴。尤其在手機上做，不能這樣搞，因為太慢了，而且 energy 用太多，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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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太快消耗掉。但現在有一大堆的新方法可以把很多層的東西變成非常

少層，寬的東西變得很窄，很多不是 0 的位置都變成 0，所以就有很多新

的方法出來，這個可說是轟轟烈烈的進步。所以現在可以看到用手機來

learn 一個臉，好像是小事一樁，根本不用經過 cloud。Devices 已經做到聽

人家講話、看附近的事情，什麼事都不用經過 cloud，因為現在的方法是

可以更精確然後又做得很 efficient，有很多 systematical 方法，把很複雜的

網絡變得很簡單。這就是一個例子，你現在可以跟 devices 講話了，Echo

或者是 Google Home、Apple Home 等，可怕的就是這些 chip 都是台灣做

的，但人家好像從來沒聽過台灣的 contribution 在裡頭，這就是問題，你做

一堆苦工，但錢都被別人賺走了。  

AI的 knowledge 究竟從哪裡學來的？是從很多不同的地方學來的，有

一些是從遺傳學來的，有些是從過去的經驗，有些是從你的 philosophy、

你的 culture 學來的，有些是從 computer 學來的，這才是最重要的。Facebook

人工智慧研究院(FAIR)院長 Yann LeCun(他去年曾來過台灣)，他是最早做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的人。他講說以後要的 knowledge 都是

從 data 裡 extract 出來的，都是 computer data，至於 extract 出來的 data 放

在哪裡呢？也是在 computer 上，所以變成是從 computer 到 computer，不

再是人跟人，是機器跟機器了，而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很多 examples 了。 

AI 的歷史也相當有趣，1950 年以及 1980 年的時候，有些人把 AI 講

得很神的，可以做一大堆的工作，會醫病會什麼的，但後來都沒有成功。

不過這沒關係，那時候練出來的一些基本功，像是 backpropagation，我們

現在做 training 都是用這種方法，但那其實是 1980 年就已經 develop 出來

了。deep learning 則是最近七、八年做的，但是為什麼最近可以做好呢？

第一個是 algorithm的 improvement。比如說 dropout 技術，就是在 training

的時候，因為參數很多，但 training data 有限，因此會有 overfitting，這時

候就有很多方法來 train，比如說不要所有參數同時 train，每次 train 一個

subset，這樣就可以 avoid overfitting。然後，另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computing power，尤其是 GPU 可以平行運算，可以做 training的事。最後

就是 dataset 變大，使得 overfitting的問題變得比較少一點。另外，就是這

個名字有一個很好的字在裡面，deep，取名字很重要，看到 deep 在名字裡

面，大概就是有點深度了。 

下面講一下 AI 跟 manufacturing 的關係，究竟 AI 的 transfomation 會

對 manufacturing 造成甚麼影響？台灣的 context 是這樣，做 manufacturing 

三、四十年，都是要 automate，你要把 assembling line 要做得 automatically，

所有重複的事情都可以有一個 rule 給他，他就自己會動，人就不用在裡面

一直做 manual 的事情。所以 automation 是一個傳統且成功的做法，為什麼

可以用便宜的成本做出這麼多東西，就是因為 automation。但是，未來 AI

會帶新的機會，這個新的機會是「automation 加上 AI」！比如說 assembling 

line 有了 automation 的話，data collection 就可以很自然地進行，而這些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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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充分運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說，看懂那些 data，懂了 data 之後就可

以訓練 model，有了 model 之後就可以做 prediction，進而幫助做 decision。

所以很自然的，有了 automation 就會有 data，有了 data 就會有 AI 可以用

了。所以可以這樣講，這個 transformation 就是 AI 的 transfomation，而應

用在 manufacturing，將原來是做 automation 的，現在轉變成做 automation

加上 AI，兩個放在一起，用 automation 來 collect data，讓 AI來取用，一

切都自然地發生。 

我去年在台灣待了半年，到了三、四月看到manufacturing的機會很好，

就成立一個小小的團隊，跟中研院陳昇瑋、一些研究員和交大、清大的人，

一起跟公司做一些題目，目的是看看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在很廣的面。

我們訪問了一大堆公司，各種產業，石化、紡織、電子到設計等等。有趣

的就是每一個公司都對 AI 有興趣，大大小小公司都是一樣。另外一個有

趣的事情就是有興趣的公司很多，應該是幾萬家，台灣有這麼多公司可能

benefit from AI，那怎麼辦呢？這麼多公司都有興趣，若是每一個公司大概

要五、六個懂 AI的人，那就要十萬人了吧，十萬人從哪裡來？從國外 hire

嗎？能夠找三個人就不錯了，外國薪水高得不得了，全世界 AI 人才需求

大概比 supply 多十倍，這問題怎麼辦？所以有一個辦法叫做開個學校。這

個學校不能跟傳統學校一樣，傳統學校綁手綁腳，教育部會管你。所以要

由民間成立一個 AI人工智慧學校，我們因此成立 Taiwan AI Academy，在

一個月前已經開學了，現在有幾百個學生在那邊上課。 

這是一個碰到問題就要去解決的方法，可能不見得是傳統的方法，要

找一些新的方法。把公司內真實的 data 拿來，就在學校裡做，做完以後運

氣好的話回去就可以用，假若公司的 data 是 sensitive 話，就他們自己的人

組成一個 group，這個 group 自己做，別人就不要參加，但是大家做的題目

都是真的題目，這樣的話就可以訓練一些真的可以打仗的兵。此外，AI

學校還 train 經理班的人，因為在一個公司裡作 AI 的話，會面臨很多問題，

所以要有很好的 management 的 support，那些管理人必須要懂，等一下再

跟你們講。 

我一不小心當了人工智慧學校的校長，學校的執行長則是陳昇瑋，他

的團隊已經看到一些結果。譬如說，差不多四、五個月的時間，有十五個

各種項目在動，其中有八個項目已經導入生產線上，所以這個機會是非常

好的，的確是可以 work 的，但是你覺得你可以做，別人也可以做啊，所

以要做得好、做得快。一個常看到的例子，就是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AOI)的工作，許多 manufacturing 公司都要有這種人，最後程序都是要用

看的，包括新竹最有名的公司也是。但這樣看是非常傷眼睛的，所以不只

是要能看，還要找年輕的眼睛，因為要你看十二個小時是沒辦法受的住的，

這些產品裡頭的錯誤一定會發生，有一大堆錯誤，就要找到這個缺陷在哪

裡，長得是各種樣子，不同的等級都有缺陷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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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是很重要的，如果說你有 false negative，就是有漏網的東西，明

明有問題，卻沒有抓到，那問題就大了，對不對？例如你做一個電池，裡

面的銅箔有缺陷，結果你沒有看到，就放在電池裡，當然是有問題。絕對

不能有這種漏網之魚，漏網應該是 0 的，所以漏網率要很低很低，譬如說

0.1%。在這種情形下，為了不能有漏網之魚，所以你抓得很嚴，就會有一

大堆的誤抓，誤抓的結果就得要人去判斷，那就又回到原來的問題。所以

你講究的是，在小的 false negative rate 的時候，false positive 也要盯，這才

是有意思的。當 training data 變多的時候，false positive rate 就往下掉，所

以 data 是很重要的。我們請這些公司多找一些 data，就給他看這個 curve，

他一看這個 curve，他就知道若要將 false positive rate 就會降到多低，必須

得再找多少 data，他就願意再去找一些 data 過來。 

然後你看一個 typical 計畫的 schedule，真的在做 model training的時間

是非常短的，其他時間都在做 data 的 preparation 上，要 clean data，例如

data 明明不能用在這裡，根本跟現在的問題沒有關係的，那 data 根本是錯

的，所以要做這些 data 的 preparation 才是真功夫。還有一些例子，sensor

的結果不可能是百分百對的，誤差常常會有，所以你要知道有誤差的時候

要怎麼對付。label 常常會錯，label 都是人給的，錯的比例很高，常常有 5

到 10 percent 甚至更高，這些 label 錯的時候，你 train 出來的 AI model 怎

麼會有用呢？不可能的。然後，你關心的 data 中 defect 跟 failure 的 data

本來就少，因為 by definition，一個生產線如果可以用的話，那生產線 99%

的 data 都是對的，所以你要找那些不對、有問題的東西很難找，可是你要

有那些有問題的 data 才能去 train 到，所以這問題是一個老問題，data 的

starvation 的問題。 

另外，究竟是什麼時候要去看這個 data？譬如說一個化學反應實驗，

時間長了以後那個 data 就會變了，一直在變，所以 data 不是很穩定的。另

外就是你在不同的時間、材料與機器之下，因為環境不同，所以你以前學

的東西，在新的機器上不見得可以用。這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問題，通通

要了解，如果是只懂 AI 的人，他是發現不了這些問題的，所以一定要跟

有 domain knowledge 的人一起合作。data 才是 king，資料就是王道，誰有

資料，誰就有競爭力。所以一般 80%力量是用在 data 上，20%才是用在做

一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一些 modeling 的工作。台灣有一個好處，因為

做 manufacturing做了很久，所以有一大堆的 data，這些 data 要趕快用才會

有競爭力，用這個機會把這個產業再往上再推一層，如果這個機會沒有抓

到，這個產業一下子 lost 掉的話，以後的 data 也沒有了，那就下次的機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 

做這個事情有很多的 challenges，第一個是 organization 的 readiness，

大公司多半有 IT的 department，而 IT department至少跟AI比較近一點的。

但是他們也不見得可以直接作 AI，尤其大公司的 IT department 往往是處

理 security 的問題、firewall 的問題、一些網路的問題、一些統計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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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見得是 AI的問題。所以必須要重新 train，但至少有一批人可以用。 

小公司的話就完全就沒有人了，小公司怎麼弄啊？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但他要怎麼抓這個機會是一個大問題。以 data preparation 來說，這個 data

不見得是掌握在公司上，雖然 data 屬於 manufacturer，但是他的 dtata 往往

是被收在 equipment vendor的掌中，可是 equipment vendor不見得願意給，

或者是故意把東西留一手，所以常常需要與 equipment vendor negotiate。 

另外，公司做這些事情，management 的 support 很重要，management 

如果完全不懂 AI，他要怎麼 support 你？昨天我跟陳昇瑋在談，他說

management 現在不想只學 management，也想了解 AI 的技術，因為如果

manager 本身懂一些 AI技術，就知道這些工程師在幹嘛，然後他就可以知

道投資在這上面是不是可以有好的 return on investment。不過這些經理人

學 AI 的目的不是要真得懂 AI，而是想要解決問題。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有一個很有名但已經過世了的教授說過一句話：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buy a quarter-inch drill, they want a quarter-inch hole. 他

們要的是洞，他們對鑽洞的機器是沒有興趣的。AI就是鑽洞的機器，我們

要的是解決問題。要給他看一些成功的例子。如果指標的小公司走得那條

路的結果非常好，別的公司就會 follow 了；但如果沒有幾個成功的例子，

大家往往通通不動。 

另一個是人的問題，有時候缺人缺得要命，有一句叫做 global AI race，

大家在搶人，全球搶。 

還有一些很深的問題，比如說你要 learn 一個 defect，你要講得出那個

defect 究竟是什麼。你跟他說馬長什麼樣子，一匹馬有千千萬萬的樣子，

什麼是馬？最後你要有一個 abstraction 把馬的樣子講出來，不然你給人家

看都看不完的，因為缺陷是看不完的，然後最後還要用 texts把它表達出來。

老祖宗說得很好，要弄清楚什麼是馬，把馬先定義出來。若你連馬什麼意

思都不知道，你怎麼去 learn 馬。用個笑話來表達的話，如果 abstraction

成功的話，我們警察局抓人就容易了，講一講就一張圖出來了，把一些文

章讀一讀圖就出來了。 

所以人工學校就要做這些事情，有很多實在的問題要做，就是要跟

NIKE 的講法一樣，Just do it，要做得快做得好。 

最後一個 topic，blockchain。Blockchain 裡最出名的是 bitcoins。bitcoins

價格最近掉了一些，現在是在一萬塊美元上上下下。不過這是小事，這個

bitcoins 蠻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背後 blockchain 的技術。blockchain 裡面

有兩樣事情，一個是把以前的 transaction 全部用 crypto 加密住，所以他沒

有辦法改了。 

第二個是比較難的，真的是大問題，就是我給你 100 元，之後我又把

100 塊又給另外一個人，錢怎麼可以用兩次呢？這叫做 double spend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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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只一個 central的 bank，double spending的問題非常容易解決的。

但是如果 bank 有幾千萬個交易同時發生的時候，你就不知道這個

transactions order 是什麼，所以必須要 define 一個 order，但這個 order 不能

由一個人決定，要大家一致的 consensus 決定，這個 consensus 就很難弄。

2008 年有一個人在網站寫了一篇 paper，他雖然用了一個日本名字，但大

家都知道他不是日本人，因為這個同名的日本人出來大罵一通，用他的名

字害他到處被人找。 

這篇僅僅九頁的 paper 把 bitcoins 的歷史和方法都講得清清楚楚，把

consensus 的 protocol 弄出來。Consensus protocol 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如果

honest nodes 比 attack nodes 還多、還大，他的 resource 多，那就有比較多

的權力來決定最長的 chain。如果把那個新的 transaction放在一個 chain上，

最後那個 transactions order 是用最長的 chain 決定；如果誰可以用到最長的

話，那個人就可以決定 order，他就可以有 power 了。但是他這個作法是要

靠比別人數量多，才能做到，要比人家多的話他要有很多 resources，

blockchain 用的一個方法就叫做一個 Hash-based Proof-of-work，他就是要

去猜那個作 Hash 的結果是不是有很多 0 在裡面，如果有 60 個 leading 的

zero 的話，他就可以去把一些 transaction 放在 blockchain 上，把那個 chain

增加了一個 block，最長的 chain 就是大家信任的東西。當然一旦被某一個

attacker 抓到一個很快的方法，使其 blockchain 能夠 grow 的話，那就是有

問題了；可是現在這種做法就是，只要至少 50%的人不是 attackers，是好

人、是 honest 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所以這個方法在這十年來還沒有被

人家破解掉。 

這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但裡面講的是一些 incentive 的方法，讓那個

把 transaction 放在 blockchain 上頭的這些人叫做挖礦(mining)的人。這些人

要買很多機器來做 hashed computations，這就是為什麼最近有些做 chip 的

公司，錢越賺越多的項目就是做這個 mining的 chip。要做得快，如果每次

放一個 block上去我可以賺 25 個 coins，如果 coins 一直在漲的話，他就賺

得多啦，如果 mining很多的時候那個 chain 就更加穩，更加穩這個錢就不

會掉下來，因為人家對他的 trust 就比較高，就正面循環。這個就是一些例

子，找一個電力便宜的地方做一些機器在那邊 mining。 

blockchain 現在有一大堆的應用，幾千、幾萬的應用在發展中。這意

思就是說，這個 chain 上的東西放上去，如果有 incentive 的話，每個不同

的個人都可以 contribute，有這些 contribuions，系統就可以一直自己跑了。 

這種 autonomous的東西可以應用的地方很多，比如說很多人要做Uber

對不對？本來 Uber 是很好的 idea，但過了兩三年後還是只有兩家公司，很

糟糕地又被寡佔了。但是你真的想的話，其實這個事情可以做得很簡單的，

就是說每次你要一個車子的時候，你就說我在這裡，我要去哪裡，就把這

個 message broadcast，有車子的人就會來載你嘛，根本沒有必要經過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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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的人，就跟 GPS一樣，大家都收到這個訊號。雖然剛開始時，用這個

系統的人不多，但可以給他一些代幣(token)來當 incentive。token 不是真的

錢，但是以後這個系統成功以後，這些 token 就很值錢，所以用的人就會

得到好處，所以就可以 bootstrapping一些新的 activities 出來，這就剛剛講

說 blockchain 可以拿來做實驗，做 business model 的實驗，很便宜，因為

一開始做不用花很多錢，反正都是假的錢。 

所以這個叫做 lazy evaluation，這個 evaluation 不用當場決定，成功以

後再來談，只要把一個 smart contract 放下去就可以了。所以可以先做，再

討論 payment。這個 contract 意思是這樣子，比如說一個 device 要叫另外

一個 device 給我一些 information，像是給我一個 rating，現在的空氣資料

是怎麼樣，他說我給你資料你要付我錢，雖然資料看起來並不是這麼偉大，

不過你給我三分錢也可以，就跟他要 payment，他就把 payment 放在

blockchain 上，他去 check，他覺得還可以他就做 service，這樣的話一個

device 就可以賺錢了，不然做 devices 很慘，都被 Facebook、被 Google、

被 Amazon 賺光了，但現在 OK 了。很多 idea 往往都是起源於一個很小很

小範圍裡，一個好的 idea 一定很多人說是 good idea，但也有很多人說這是

stupid idea。中間很小的一塊，就是我們要找的，Peter Thiel 講過這句話。

所以講究的是說怎麼找到中間這一點點地方，所以能夠找到你的 niche 這

就要做實驗，而 blockchain 可以幫你做這個實驗。 

所以，我的結論是 AI跟 blockchain 把 devices 做得很聰明，然後又可

以給大家用；AI 是將帶給 manufacturing 新的機會，data 是最重要，而台

灣有很多 data，要把握機會，動作要快；AI改變了很多的系統，改變系統

的時候要往哪個方向改，怎麼設計 incentive 要做實驗的，blockchain 是提

供一個環境可以讓你做實驗，謝謝你。 

 

主持人：劉炯朗 

集邦科技董事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前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孔院士把三個重要的觀念連起來了， internet of things 是 collect 

information，blockchain是 store and connect information，AI是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information。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先不做 Q&A，因為下午還

有 round table discussion，那個時候再請教孔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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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一 

AI 對科技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主持人：劉炯朗 

集邦科技董事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下一個 keynote speaker，我們有請前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校長。陳力

俊校長是材料科學的專家，當我們講 data、當我們講 computing、當我們講

bitcoins 的時候，沒有材料，什麼都不行，衣食住行都要材料。陳力俊院士

是材料專家，但是他從材料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是有形的材料，也許會講

一些是無形的材料，讓我們歡迎陳校長。 

 

演講人：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當初受邀協助規劃「AI 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暨產業之挑戰及挑戰研

討會」議程時，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成為講者之一；在科技議題上，最先是

邀請劉炯朗校長，劉校長謙虛的表示，用約半年時間，恐怕準備不足。再

來是邀請在工業 4.0 方面多有著述，也是今天講者之一的簡禎富教授，簡

教授認為他熟悉產業，在科技發展上沒有深入研究，幾經周折，讓我也成

了今天的講者。 

 這個機緣，有一部分是因為近年來深切感受數位科技發展對社會的

滲透與衝擊，除了大量閱讀以及思索外，並以相關議題，在國內外做了多

場公開演講；同時也於 2016 年 11 月的「材料學會」年會時，提出「推動

材料基因組計畫芻議」。「材料基因組計畫(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s, 

MGI)」是美國歐巴馬總統於 2011 年 6 月宣布由多個補助與執行研究機構

共同推動之，以加速發現和應用先進材料系統的步伐；基因體是生物的基

本結構，材料的基因體意為材料的最基本結構和特性，從此出發來開發新

材料；本計畫主要措施是利用 AI 加速材料科技研發，因此關於 AI 對材料

科技的挑戰與影響並不陌生；加上現今資訊科技的發達，資訊取得變得利

便，也因此可以對有興趣的題目略窺堂奧，以至於今天得以鼓勇上陣，與

大家分享讀書心得，並拋磚引玉。 

首先是觀念澄清與預告，今天我的演講主題是 AI 對科技領域的挑戰

與影響，而非 AI 科技本身，但無疑與 AI 科技飛速進展有關；同時重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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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技術發展，而與產業較少直接關聯；對於 intelligence 翻作智慧與智

能並未做區分；另一方面，涵蓋大數據與大科學面向，但也包含非大數據

與大科學部分；再者，不限於實驗自動化，而包括機器學習元素。 

在科學研究上，常會遭遇海量並複雜數據問題，以往即使將數據數位

化，利用計算機處理，仍有所不足，甚至常有遺珠之憾；例如： 

1. 高能或粒子物理 

在歐盟核能研究中心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2012 年兩個尋找到

希格斯玻色子(又名上帝粒子)的研究群(ATLAS和 CMS)都利用機器學習分

析其海量並複雜數據，證實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1] 在強子對撞時，每

十億次撞擊，才會發現一個希格斯玻色子；因此需要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

去辨別數據中的模式。而此演算法利用粒子對撞碎片的模擬學習中，從平

淡無奇的反應辨別稀少的希格斯玻色子衰減的模式，再從實驗數據中收

尋。 

ATLAS 和 CMS 目前每秒中產生幾億次對撞，而只用粗略方法擷取千

分之一的數據分析，由於設施的提升，預計到 2025 年，數據量更會再增

加二十倍；各增測器必須用更精緻的方法篩選數據。而在 LHC 另一研究

群於LHCb已於 2015年 4月開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來選擇要分析的數據。

特別是 LHCb 對溫度與壓力的微小變化敏感，所以有意義的數據在實驗中

隨時改變，而這正是機器學習演算法最擅長的分析方式。 

2. 搜索太陽系外行星 

美國航太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利用谷歌的 AI 發現了一顆遙遠的恆星周圍的第八顆行星，這意味著我們

所在的太陽系不再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太陽系。而 Google 通過對克卜勒

太空望遠鏡(Kepler Space Telescope)捕獲的數據中，將以前被忽視的“微弱”

信號進行掃描，才發現了這顆行星。[2,3] 

克卜勒任務(Kepler Mission)是NASA設計來發現環繞著其他恆星之類

地行星的太空望遠鏡。使用 NASA 發展的太空光度計，觀測 145,000 萬顆

恆星的光度，檢測是否有行星凌星的現象(以凌日的方法檢測行星)。克卜

勒太空船於 2009 年發射，已確認了 130 多個系外行星和發現了超過 2700

顆候選行星，改變了我們對在星系周圍發現行星有多普遍的理解。克卜勒

太空望遠鏡團隊估計，大約有 5.4％的恆星擁有地球大小的行星，而 17％

的恆星則有多顆行星。[2, 3] 

近年來，人工智慧已經成為天文學中一個很強有力的工具。包括克卜

勒數據工作人員在內的科學家，越來越多地轉向用機器學習分析數據，以

幫助對優先順序較低，而之前無暇處裡的數據進行分析，以尋求以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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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失的發現。 

克卜勒 90i(Kepler 90i)的發現是在 NASA讓 Google在克卜勒數據庫中

訓練其來自潛在行星的 15,000 個信號的機器學習算法之後。其後，科學家

們接受了訓練有素的系統，並將其設置處理已知擁有多個行星的 670 顆恆

星的數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恆星是行星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克卜勒 90

號(Kepler 90)恆星系中新發現的星球(Kepler 90i)，成為 NASA 第一顆能夠

從谷歌 AI 的新結果中得到證實的星球。[2, 3] 

3. 人類基因組 

英國《泰晤士報》曾評論說，發現西格玻色子的意義，如同人類當初

發現去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結構等一樣重要。而 DNA 正是一個包含

海量並複雜數據的大分子；DNA 可組成遺傳指令，引導生物發育與生命機

能運作。主要功能是資訊儲存，可比喻為「藍圖」或「配方」。其中包含

的指令，是建構細胞內其他的化合物，如蛋白質與核醣核酸所需。帶有蛋

白質編碼的 DNA 片段稱為基因。其他的 DNA 序列，有些直接以本身構造

發揮作用，有些則參與調控遺傳訊息的表現。[4] 

Google 最近發布一個名為 DeepVariant 的工具，它使用最新的人工智

能技術，從測序數據中構建出一幅更準確的人類基因組圖像。DeepVariant

可幫助將高通量測序讀數轉換為完整基因組的圖像。它能自動識別測序數

據中的小段插入和缺失突變以及單鹼基對突變。[5] 

高通量測序在 2000 年代變得廣泛可用，並使得基因組測序更容易獲

得。但是使用這樣的系統生成的數據僅提供了有限的，容易出錯的全基因

組快照。對於科學家而言，區分測序過程中產生的隨機錯誤的小突變，特

別是在基因組的重複部分中，通常很具挑戰性。這些突變可能與疾病如癌

症直接相關。[5] 

去年，DeepVariant 贏得了美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PrecisionFDA 真相挑戰賽」的第一名，這項由

FDA 舉辦的比賽，旨在促進更精確的基因測序。因為數據的規模和複雜性

是前所未有的，基因組醫學代表了一個特別好的機會。專家認為

DeepVariant 的成功非常重要，因為它證明了在基因組學中，深度學習可以

用來自動訓練性能優於複雜手工方式的系統。[6] 

4. P53 蛋白質研究 

IBM、Baylor 醫學院和休斯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生物學家和數據

科學家利用整合知識工具(Knowledge Integration Toolkit, KnIT)系統來鑑定

修飾 P53 蛋白質，P53 是一種被稱為「基因組守護者」的關鍵蛋白質。當

P53 突變時，它可以影響多種癌症腫瘤的生長。這項成果於 2014 年在計算

機協會「知識發現和數據挖掘」國際會議上，以題目為「基於自科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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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採礦而產生假說」研究論文發表。[7, 8] KnIT 是由 IBM 與研究單位共

同開發的一個挖掘科學文獻中所含信息的原型系統，結合實體檢測與鄰近

文本特徵分析和基於圖形的信息擴伸，將訊息明確地以詢問網絡方式表達，

以搜尋由現有實體的屬性關係強烈顯示的潛在的新實體特質，然後再對這

些數據推理引伸出新穎而可由實驗驗證的假說。應用初期即令人驚訝的發

現：即使是相對簡單的方法，當運用足夠的數據和專家知識，可能迅速導

致在一個複雜領域的重大發現。 

P53 是一個廣受注目的研究課題，目前有關 P53 的論文已經有七萬多

篇。KnIT 通過自動化的方式閱讀所有這些論文信息，預測可以使 P53 活

性開啟或關閉的蛋白激酶。使用 2003 年以前文獻分析，癌症研究人員檢

定了九個潛在的蛋白質，回顧分析證明了這種方法的準確性，也就是其中

七個，在以後文獻確實有報導；另外兩個也由精心設計實驗，顯示由 KnIT

搜尋到的激酶確實可以磷酸化 P53。這些結果建立了基於自動化科學文本

挖掘產生假說與發現的原理證明。顯示 KnIT 能從文獻分析中，就已知的

知識，有能力推理、預測並導致新的發現。本研究提供很好的範例，展現

自動化系統可大幅提高效率並加速科學發現的潛力，這加快發現的步伐預

期可打開更有效的藥物和其他療法的大門。 

5. 材料基因組計畫 

在材料科技方面，歷年來屢現花車效應(bandwagon)，也就是流行熱潮。

究其原因，主要是材料在特性方面具有強大吸引力，而製程相當大眾化，

也就是幾乎人人可參與，但應用誘因很大；包括高溫超導體、奈米碳管、

石墨烯等。回顧華人材料科學史上最大的遺珠之憾，也許可說是 1987 年

與諾貝爾物理獎擦身而過的朱經武等人。那一年，朱經武團隊發現了臨界

溫度超過 90K 的金屬氧化物高溫超導體，性能非常優異。然而最後當年的

物理獎卻峰迴路轉，頒給了發現臨界溫度不到 40K 金屬氧化物的瑞士穆勒 

(K. A. Müller)團隊。有意思的是，穆勒等人發現的獲獎材料，也早有一組

法國團隊製作過，並非什麼新材料。但直到這項材料「幸運的」遇上穆勒

這個「伯樂」，其超導特性才得見天日。 

另一例就是奈米碳管。奈米碳管成為大家熟知的名詞，可歸因於日人

飯島辰男在 1991 年於自然雜誌發表的研究成果論文。但當時只要曾使用

過高分辨電子顯微鏡的學者都知道，在考使用執照時，都要能夠照出清晰

的石墨環影像，才能過關；而石墨環正是自奈米碳管頂端所看的影像，為

何之前幾乎沒有人會想到搶拿發現奈米碳管的科研大獎杯，是一個有趣的

公案。 

從這兩個真實案例可以對照出，材料研究向來仰賴實驗，重要學術成

果的產生往往是不容易預測的。穆勒團隊從已知材料中找到新的特性，就

是最好的案例。如果當時有資料庫系統的介入，配合理論計算與模擬，讓

每個材料的各種特性，都能被盡可能徹底地檢視，則結果或將大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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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將「諾貝爾獎」拱手讓人之憾。  

事實上，材料領域一直存在著理論、模擬及實驗之間的落差。一種情

況是涵蓋的參數過多，傳統仰賴人力的實驗及驗證方法使不上力；另外則

是理論假設中忽略雜質、缺陷等實際應用面的變數，導致預測的失敗。簡

言之，缺乏一套能精準預測、並快速產生實驗數據的研究方法，成為材料

研發緩慢的主因。  

美國所推動的「材料基因組計畫(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是

美國歐巴馬總統基於先進材料對於經濟安全和人類福祉的製造業息息相

關重，但一般來說，從新材料的發明到將材料轉移到市場，至少需要十到

二十年，因此，加速發現和應用先進材料系統的步伐對於在 21 世紀維持

全球競爭力與繁榮至關重要。歐巴馬總統於 2011 年 6 月宣布由多個補助

與執行研究機構共同推動MGI；基因體是生物的基本結構，材料的基因體，

意為材料的最基本結構和特性，從此出發來開發新材料；本計畫主要措施

是創建新時代的政策、資源與基礎設施來支援美國各相關機構得以在較少

經費情況下加速實現發現 (以一半成本而讓時程加速一倍)、製造與使用新

進材料，希望由推動此計畫，縮短新材料從研發到應用的時間。[9] 

美國科技主管部門經過三年多的研議，廣泛徵求眾議並舉辦多次工作

坊，於 2014 年 12 月發佈「材料基因組計畫策略規畫(MGI Strategic Plan)」，

[10] 認定 MGI 四大關鍵挑戰以及主要目地與其目標： 

(1) 鼓勵和促成團隊合作；目標為鼓勵和促成整合研發、促成採用 MGI

途徑、與國際社群緊密聯繫 

(2) 整合實驗、計算與理論並提供材料社群先進儀器與技術；目標為創

建 MGI 資源網、助成創建精確可靠之模擬運算、提升從材料發現

到佈署之實驗工具、開發數據分析方法增強實驗與計算數據之價值 

(3) 促使共享材料數據資料；目標為確認落實材料數據基礎設施之最佳

方式，支持創建共享材料數據資料庫 

(4) 培育材料科學與工程學術與產業高級人才；目標為從事新課程開發

與落實、提供整合研究經驗之機會 

就是要將資料庫結合理論，輔以人工智慧(AI)的判讀，由巨量資料中

篩選出有潛力的組合，進而優化從理論到實驗的成功機率。2016 年 8 月 2

日，白宮主辦了一個慶祝 MGI 五週年的活動，[11] 說明過去五年，美國

聯邦機構已投入超過五億美元資源支持這一計畫。同時發布了一系列成就

和技術成功，說明在計畫的頭五年取得的進展。也顯示 MGI 在美國繼續如

火如荼的展開。 

另一方面，歐盟、日本、中國大陸等迅速啟動了類似研究計劃。世界

領導廠商在材料數位科技發展案例包括美國波音公司將新材料商業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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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從十二年縮短至六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開發渦輪機用高溫合金，將相

穩定性調高至 1000°C，研發經費降低 80%；美國福特汽車開發輕量化發

動機合金材料，時程縮減 25%，成本節省一億美元；美國 QuesTek 公司，

開發齒輪用高強度合金，最高張力強度(UTS)提升 39%，輕量化>20%；韓

國三星公司開發高電壓鋰離子電池的電解液，循環效率從 64.3%提升至

80.8%等。 

雖然 AI 是銳不可擋的趨勢，但要落實在台灣材料學術界，仍有許多

挑戰。具體來說，台灣學界現階段能做到自動化的實驗流程已相當少見，

在材料比較這類關鍵的步驟上，仍得靠人力逐一檢視。從自動化走到 AI

是一段漫漫長路，假使沒有專業的資工團隊加入，材料學界恐怕力有未

逮。 

 在國內努力上，喜見工研院材料化工所已開始結合電腦模擬與 AI 機

器學習加速產業創新研發，建立起國內領先團隊。具體案例包括建立二元

陶瓷材料楊氏係數預測模型，可於一天內取得物性(如果全部依靠第一原理

材料理論計算物性資料庫建立，則至少需耗時半年以上)；在陶瓷材料耐化

性方面，透過機器學習以小樣本實驗數據(25 組)建立酸蝕失重與鹼蝕失重

的預測模型，大幅減少後續實驗次數，縮減產品開發時程≧50%。該預測

模型可提供國內廠商產品快速由民生等級提升至工業等級，大幅提升產品

產值 20 倍；在樹脂配方導熱係數方面，可以透過材料模擬設計新結構，

結合預測模型快速預測配方之導熱係數，大幅降低實驗成本與開發時間；

在 PCB 異質多層結構快速預測方面，我們以力學模擬(FEA)建立 800 組數

據並結合類神經網路(ANN)，建立客製化快速預測(10~30min)模型與工具，

協助工廠端在製程開始前即可預估熱翹曲，以決定是否調整材料或鍍銅圖

案配置。[12] 

另一方面，科技部已決議在近期於工程司材料學門徵求「智慧仿生材

料與數位設計平台」專案研究計畫，以四年每年八千萬元的經費，整合建

立材料數據庫、理論模擬、機器學習等最新發展於傳統方式材料研究中，

輔以材料基因技術平台(MGI)與人工智慧(AI)進行製程優化及最佳化設計，

加速新材料之開發與產業化驗證；未來自然希望教育部也積極投入；如能

結合科技部、經濟部與教育部資源，「材料基因組計畫」將大有可為，達

到整合綜效。 

展望未來，人工智慧將無所不在，從學術界來看，文獻搜尋會變得更

方便，是人人歡迎的，但論文發表與研究計畫書，由 AI 審核，可能就不

是人人樂見的。 

在研究與應用方面，可謂是大好時機，尤其可能以高效率的方法，導

致新發現與新產品；這裡要特別一提，以往的認知，認為研究基本上是一

種無效率的作為；至於在教育方面，如何讓 AI 的認知，成為各學科教育

的一環，而且在 AI 科技本身教育上，應重視其衍生倫理問題；對我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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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政府與民間，產官學研各界，應加整合，全力發展，才不會坐失良機。 

從認知學來看，匈牙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提出

的「波蘭尼弔詭(Polanyi's Paradox)」或稱「波蘭尼假說(Polanyi's Hypothesis)」：

「人的知識，比我們能講出來的多(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與

老子「道德經」篇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不謀而合，

因此成為電腦取代人腦的極限；由於電腦自動化必須採取明確的步驟，電

腦只能執行出「說得出來」的指令，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

還沒有辦法進行自動化。 

另一方面，近年來盛行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通過多層隱藏層 

(hidden layer)，得到的結論，又常無法知道其理由。深度學習系統制定自

己的規則。因而有評論家說：「沒有人真正知道最先進的演法是怎麼達到

結論的，這可能是一個問題(No one really knows how the most advanced 

algorithms do what they do. That could be a problem)」。對很多科學家來說，

這是無法接受的；有人曾嘗試從深度學習結論倒推其道理，但發現牽一髮

而動全身，並不實際，成為一尚無良好解方的問題。另一方面，雖然一般

人認為科學與技術分別是尋求「為什麼」和「如何進行」(Why and how)，

技術不能違背科學的理論，學科學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但事

實上，在最基本層次，科學也只是知其然；深度學習將是人類認知的一項

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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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二 

AI對經濟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主持人：詹火生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前勞委會主委、前臺灣大學社會系主任 

 

在座各位貴賓大家早安，大家好。剛才聽了孔院士跟陳校長兩位主講

者，有關 AI 的整個歷史的發展以及對科技影響之後，就我們學社會科學

來說，真的是上了一個學期的課。我發現在座各位，青年人很多，年紀跟

我一樣的也不少，表示大家對這個議題真的是很感興趣，而且是非常重視。

不過，這兩個演講的資料，我還需要時間去消化，我剛剛也請教了孔院士，

Bitcoin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議題，而我們媒體報導或是可以

接觸到的資訊也是一知半解，我們先把這個議題留到下午或是以後有機會

再去探討。 

緊接著議程就是有關 AI 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我們常說科技不外是社

會跟人性，因為我們希望將來人還是可以跟科技，特別是 AI 發展能夠和

平相處，以免哪一天突然人類變成 AI 的奴隸也不無可能，不過這個以後

再說。接下來我們先來談談 AI對經濟影響，之後再來談 AI對社會影響，

第一場我們邀請到，國內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林建甫林教授，林教授目前

擔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也同時是台大經濟系的教授，擔任過該系系主

任，同時擔任過台灣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長，他可以說是我所認識

在經濟學的學者中，不僅重視理論，而且重視實務的一位，對產業發展有

非常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台經院每年都發布台灣經濟展望，具有重要的參

考價值，我不再多說，以熱烈掌聲歡迎林院長，林建甫教授。 

 

演講人：林建甫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主持人，孔院士、陳院士、劉校長，在座所有學者專家，大家午安，

大家好。大年初七就來一個這麼硬的研討會，我想大家一定收穫很多。大

會找我講經濟這個領域，我在想為什麼會找我？大概就是說，我平常好為

高論，喜歡發表一些文章，不過我個人對科技的東西滿有興趣的，所以可

以貢獻一點。這跟我的 training大概有點關係。因為我是 UC San Diego的

PhD，我的指導老師 Clive Granger是研究 time series專家，有一個 Granger 

causality，就是從資料裡面去找因果關係，他得到 2003年的諾貝爾獎，所



 

3-2 

以我從他那裡學了很多處理資料的看法。 

我從另外一位老師 Halbert White學了 neural network。所以我那個時

代 neural network 相關的東西就已經開始流行。只不過那時候都是在加 

hidden units，比較少去做 hidden layer，頂多只是少數幾層，不像現在可以

做到幾百層，所以 approximation 沒有很好，大概都從 nonlinear 這種統計

的觀念來著手。可是 Halbert White 和我們另一個年輕老師 Maxwell 

Stinchcombe，他們發展出一個定理，neural network加 hidden layer加 hidden 

units，可以 approximate any function，因為靠的就是這些 sigmoid函數，這

種 active 的 function，加了無限多這些東西之後，什麼東西都可以辨識出

來。所以我就知道說 neural network 其實是真的很有用，只是那時候的

computing power還沒有那麼 powerful。所以後來看到科技的進步，真的就

是逐步實現了我當時在學知道的一些夢想。我們 UC San Diego還有另外一

位很厲害的，也是跟我老闆同時在2003年拿諾貝爾獎的是Robert F. Engle，

他是研究 finance，所以各位如果對 finance有研究的話，他的ARCH model、

GARCH model，這些 finance的模型其實也都是影響了整個經濟界非常地

深遠。 

所以邀我來講人工智慧的這些問題，我覺得大概是跟我有這些 training

有關。不過我學經濟的初衷，不是從人工智慧或模型開始，而是想要經世

濟民，改善人類生活。我等一下跟各位報告的內容，就是從經濟問題開始

講起，談 AI 的新發展，談經濟生活、談經濟制度，這跟我在高中的時候

看很多的雜書其實也是有關係的，接下來我就開始進入我的主題。 

我們先講經濟問題在關心什麼？其實以中國來說，你看朝代一再輪迴，

都有一種 deja vu的感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大家關心的經濟問題也就

是所得、成長、就業、通膨，任何時代都相同，這也是似曾相識。但經濟

學妙在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解藥、不同的答案。所以有一個笑話就在講克

林頓(Clinton)總統去拜訪他的母校牛津大學時，他女兒雀兒喜 (Chelsea)也

正在那裡求學，他發現他女兒的考卷題目跟他當年是一樣的，可是答案卻

不一樣。因為學派不一樣，假設不同，推論、看法就不相同。經濟學就是

有這樣子。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沒有標準答案，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

對的錯，不像我們講 AI 這是有標準答案的。但我盡量從客觀上面講科學

的東西。因為經濟學科學的部分還是很有定見的，經濟學又叫社會科學之

后，表示她其實也是很有科學性的。 

1920年代大家關心什麼問題？那時候有了所謂的 T型車，然後人們有

更多新的經濟活動，開始看棒球，開始聚集起來。經濟不像 1900 年前進

步緩慢或是一成不變，而是開始快速發展。可是到了 1930 年代呢？因為

受到 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股票崩跌的影響，很多人墮入

痛苦的深淵，例如房子被抵押、拍賣，流離失所。那個時代的小孩，後來

很多成為名經濟學家，包括像 James Tobin、Milton Friedman都是在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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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小孩子。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延續了 10 年之久，這對人類來說是一

個歷史的教訓，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直到了 1940 年代世界開始打仗，打

仗使得政府支出擴張，反而造成經濟的復甦。於是 1950 年代，戰後所謂

的嬰兒潮(Baby Boom)，也代表整個經濟好起來了。所以從 40 年代到 50

年代之後，整個經濟發展走向復甦繁榮。 

可是戰爭雖然結束，卻從熱戰變成冷戰。因為這裡面還有一個關鍵沒

有解決，那就是人類的根本問題：到底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比較好？是共產

主義比較好還是資本主義比較好？到了 60 年代，尼克森選總統時，講了

一句名言：「我們都是凱因斯學派(We are all Keynesians)」。當時的思維就

是我們都是都是凱因斯的社會，靠政府的支出可以救經濟。60年代又有很

多大量的發明，所以“the Swinging Sixties”，大家充滿了希望，靠大政府，

經濟應該會發展得很好。 

可是偏偏到了 70 年代卻來了石油危機。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打擊很

大。當時台灣還好，因為當時我們國家正在做十大建設。全世界蕭條時，

台灣還是蓬勃的發展。石油危機影響了世界的經濟發展，油價高漲，引發

通貨膨脹的不確定，重傷害全球經濟。另外還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就是讓蘇

聯苟延殘喘。共產主義在蘇聯的發展逐漸證明很糟糕，經濟已經一敗塗地。

但 70年代到了 80年代初期的高油價，換算成 2013年的油價已經高過 100

美元 (甚至對比 2008年金融海嘯，當時一桶 147美元，換算成 2013年的

物價，也只有 100美元而已，你就知道 1980年那時的油價有多高)。因為

油價高，所以讓蘇聯延後崩潰，一直到 1988、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來時，

蘇聯才解體。人類才徹底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望，知道這樣的制度實

在有很大的問題。 

在 70 年代時，人類就想說物價高漲怎麼辦？貨幣學派就起來了。當

時貨幣學派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Milton Friedman，Friedman講的就是貨幣

發行一定要固定，不能讓它產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政府最大的敵人。

所以透過 Arthur Burns跟 Paul Volcker這兩任美國聯準會主席，嚴格控制貨

幣，才把物價給克制住，才讓人類回復到低通膨的日子。準此，經濟學其

實是有進步的，現在已經很少再有惡性通貨膨脹，因為都是那時候學到的

經驗。國家貨幣發行太多就會有問題，國家只要控制住貨幣供給，就不會

有那麼大的經濟病症。 

80年代開始之後，Friedman的貨幣學派演變成理性預期學派，又稱為

新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變成是像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就是減稅、控制

通膨、縮小經濟規模。跟凱因斯學派不一樣，強調自由化(Liberalization)、

全球化(Globalization)跟民營化(Privatization)。所以，剛剛講的 1989年，其

實是資本主義大勝，因為柏林圍牆倒下來、蘇聯解體，整個資本主義大勝，

人類的經濟制度選擇要走市場經濟，要走資本主義這條路，而非社會主義

那條路。全球化，像歐盟的成形、歐元的使用，全球化之後十大推土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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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推平了，這是《世界是平的》這本書所強調的。 

可是到了 2008 年，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嘯，金融海嘯又讓人類對經濟

學的思維重新改變。因為次貸風暴，次級房屋貸款，影響了全世界。房貸

這種人類經濟產物，本來是固著於土地房屋的，具有地域性，怎會造成全

球的風暴？怎麼會變成世界的大海嘯？這是因為貝爾斯登、雷曼或者美林

這些投資銀行的資產證券化，行銷全世界，而且財務槓桿(leverage)做得太

過分了，包括台灣都受傷。2008 年金融海嘯有多慘？當時台灣 2008 年第

四季的出口衰退 40%，所以 2009 年要過年時，當時是很難過年的。後來

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發消費券，我想大家都記得一個人有 3,600 元的

紅包，讓那個年好過點。可是那個時候太慘了，因為到處在放無薪假、到

處在裁員，所以我說那個過年，一些好聽的話不敢講，因為你不能講恭喜

發財、財源滾滾，因為到處在裁員；恭喜發財、心想事成也不能講，因為

無薪假，薪水只剩下四成。所以 2008 年金融海嘯，人們又開始重新思考

資本主義是不是出了問題。 

當時怎麼救經濟？因為經濟不能這樣壞下去，其他國家也沒有條件發

消費券，美國就是採行量化寬鬆(QE)政策。量化寬鬆是柏南克(Bernanke)

的主張，他是聯準會的主席，過去是 Princeton大學的貨幣經濟學的教授。

他是研究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專家，覺得 1930年代之所以出現問題

是因為當時用緊縮的貨幣政策。所以他要救經濟，就要反其道而行地使用

寬鬆的貨幣政策：開始撒錢。撒錢的結果，就是將股票價格往上拉，一直

到今天 Dow Jones指數在兩萬多點，這都是因為量化寬鬆，都是資金行情

所造成的。也因為這樣，所以現在要縮表、要升息，就是要恢復傳統的貨

幣政策，不然如果再有一個金融危機怎麼辦？ 

以上就是整個人類經濟的演變歷史。在金融海嘯之後還遇到歐債危機

及一個大問題：大家在思考科技是不是停滯了，因為像 Tyler Cowen的《大

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一書，他說低垂的果子已經被摘光了，科技發

展已經到了極限，就好像很多人也在擔心摩爾定律是不是不再適用，這都

造成經濟的停滯。但最近的經濟發展仍然持續前行，因為還好有了 AI 的

新發展。 

AI的新發展，前面有人說了 AlphaGo，AlphaGo現在最新的名子叫做

Alpha Zero，因為他連 Go(圍棋)都不要了，什麼意思？剛開始 AlphaGo是

寫程式寫下圍棋規則，用人工智慧按照幾萬盤棋譜去學習，打敗人類的棋

王。現在則是完全是用 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也會自動去找規則。Alpha 

Zero的 AI，現在讓它自己去學，它連日本的將棋、西洋棋，各種棋都可以

用同一個程式下去做。這對人類的影響是什麼？我們有很多找不到療法的，

無頭緒的疾病，甚至沒辦法預測的地震，現在都有希望，或者剛剛像陳院

士所說的，在宇宙中找有沒有跟人類類似的地球，現在也可以去找到。因

為現在無解的問題，它都有辦法去搜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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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現在的發展非常的快，我想大家都有感受到，非常多的東西被發

展出來，而背後是工業 4.0。這是從工業 1.0、2.0、3.0演變來的。1.0是機

器取代手工、2.0是生產線開始、3.0是 IT自動化，到 4.0是智慧生產。4.0

也是郭台銘所說的關燈生產。阿里研究院，大陸那邊倒是不用這樣子來做

分類，他們說第一次還是一樣是蒸汽機的時代來臨，是動力革命，第二次

則是電力革命，是能源的革命，第三次他們一樣講是開始自動化，可是著

重的是計算革命，是 IT時代，現在是第四次，叫做數據時代，就是 DT革

命。從 information technology到現在 data technology，這是一個很大的突

破。對應這個演進的過程，人類的經濟組織單位演變就是工廠，到公司(跨

國公司)，再到產業鏈，現在則是平台經濟的時代。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資料，因為有各式各樣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只是

傳統的數據資料，還包括非傳統的：你在 Facebook上面的互動，你的購買

行為、你的眼球有沒有動，逛街對那個東西有沒有反應？能從各式各樣的

互動結果產生資料。善用客戶資料，可以精準行銷。而巨量資料，大數據

的時代來臨，AI就有各式各樣的改變，有各式各樣的新的領域、新的工作

機會。很多人擔心 AI 會把人類工作取代掉，可是有很多新的工作其實是

我們現在都還看不到的。我們不用杞人憂天的說，以後的工作都被 AI 搶

走了，就像當年馬車伕看到汽車來臨了，馬車伕要失業，可是他沒有想到

後來的汽車使用，有各式各樣的工作機會又被創造出來。 

這裡面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AI 的應用到萬物相聯，那就是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什麼東西都可以相聯，Anyplace, Anywhere, Anyone,  

Anybody, Any device, Any time, Any context, Any service, Any business, Any 

path, Any network。IoT在我們國家的發展策略，把它定義成四層，我想在

座很多人都被諮詢過。最基本是感測層，第二層是網路，第三層要資料蒐

集，第四層則是各式各樣的服務。這裡面有我們過去台灣所熟悉的部分，

過去台灣很注重的是做硬體，因為過去我們覺得做軟體沒有前途。可是現

在是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的時代，這種平台、Service反而是當

今更重要的，要把它應用到各行各業去，以 IoT進行各式各樣的服務。 

IoT 的應用，舉例來說馬上要來臨的就是車聯網的時代。美國已經在

2015年就規定未來 5年所有車子都要加裝防撞 IoT，所以車聯網將馬上改

變人類的生活。未來無人駕駛車的世界，你上車，只是進入一個房間。一

個移動的房屋的概念，你不再去駕駛。 

過去經濟學講規模經濟，強調找最適規模，「寸有所長，尺有所短」。

將不同規模下的最低成本，包絡成為長期的成本曲線。隨著科技的進步，

整個長期成本曲線，是往下一直降，因為成本越來越低。但是現在你可以

應用 3D 列印，經濟批量為一，甚至可以量身訂做，其成本都很低的。生

產成本大大減少，所以可能已經不需要有長期成本曲線的概念了，這對經

濟學的理論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3-6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農業，過去我們講農業是看天吃飯，因為作物需

要大自然，現在你可以在貨櫃裡面從事農業。貨櫃裡面你可以精準地控制

溫度、濕度，連光都可以控制，甚至研究指出，LED中的紅光、藍光，這

是影響生長最重要的。這是精準生產，條件搭配得好，可以讓植物生長得

更好、果實更甜美。我最近還看到另外一個研究說 LED的光還不太好，用

電漿的光更好。所以農業也不用再看天吃飯了，貨櫃農業根本是可以不受

颱風的影響。而且經濟學過去講產品，分析農產品是完全競爭，因為你沒

有辦法分辨你吃的稻米來自於那個農夫，也無法分辨你吃的芒果來自於哪

裡，可是現在所有東西都可以有產品履歷，所有東西都可以寫在 QR code

裡面，寫在二維碼裡面。你可以知道你喝的牛奶來自於哪一頭牛，這個牛

有沒有吃健康的飼料、有沒有聽貝多芬的音樂，所以你願意付更高的錢去

買更健康的產品。所有的產品都可追蹤產品履歷，都是具壟斷力，或者說

壟斷性競爭，就不再有完全競爭這回事了。 

更大的影響是共享經濟，以前根本沒有辦法推行共享，共產主義的運

作也沒有效率，如我剛剛講的，共產主義會崩潰，是因為沒有誘因，沒有

辦法分辨工作努力與否。Rifkin 的這本書講，物聯網革命，講零邊際成本

的崛起，因為任何東西在網路上都可以出租，你不需要將資源據為己有。

要擁有資源，那成本就非常的高。現在你只要去租用就好了，因為租用的

成本是很低的。甚至你有多餘的東西也可以拿出來供給別人，所以每個人

也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所以 prosumer的觀念就出來了。而因為使用資源

的成本非常的低，也造成了整個世界會變得更公平。可以幫助創業，年輕

人容易創業，所以你不必懷疑共享經濟的趨勢。最近大陸有幾家共享單車

失敗，那可能是因為他們的 business model有問題，可是那個觀念絕對是

對的，台灣的 U-bike 就很成功。而你坐計程車跟坐 Uber，你覺得坐哪個

安全？你坐 Uber，司機過去的行為在網路上都找得到，坐計程車還不知道

那個司機是誰。所以很多人喜歡坐 Uber，可以便宜又安全，在國外不會講

外語也會通。而且司機也可以評鑑(rating)乘客，這個奧客我就不要接等等。

所以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公平，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好，因為雲端各項紀

錄，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所以你也不能做任何虛假的事情。 

回到平台。我們剛剛講的 Uber 是世界最大的租車公司，Aribnb 是世

界最大的旅館，市值已經超過萬豪酒店(Marriott)。世界最大的媒體現在是

Facebook，可是 Facebook 沒有內容，他的內容是你我 upload 上去的。也

歡迎各位把我加為 Facebook的好友，不過我的好友已經超過 5,000人了，

所以可能要到我的粉絲頁去。所以這變成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社會，這種就

是平台經濟。各式各樣的平台，市值只要超過十億美金的就是獨角獸，全

世界已經有很多獨角獸。所以我們現在也要培養更多的台灣中小企業變成

獨角獸，要升級轉型，這就是台灣的機會。 

金融科技也帶來希望，這是很多金融科技公司或金融機構在努力的。

例如花旗銀行現在做的就是辨識系統的改善，因為要每個人輸入密碼太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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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了，每個人要去記不同的帳號密碼，要經常去改變密碼會讓你覺得負擔

太重。所以花旗發展用聲音辨識，因為聲音的特徵值有 150個，雖然沒有

眼睛虹膜 240 個那麼多，可是比起指紋 50 個還更安全。仿冒的聲音、雙

胞胎的聲音，在特徵值的表現都可以一清二楚，讓仿冒無所遁形。另外現

在到處都開始無現金支付、第三方支付。例如大陸的支付寶，它還結合餘

額寶可以互轉，賺取比定存更高的利率。無現金社會已經來了，所以根本

不需要發行紙貨幣。有人說轉型正義，台灣現在要把現在發行的貨幣收回

來，重新發行以台灣為主體的貨幣，可是整個過程要幾百億元的成本。其

實都不用了，以後是無現金社會，不需要花錢去做那些具有意識形態的東

西。過去銀行要建立徵信資料，顧客要取得貸款，徵信資料是很重要的。

現在呢，在大陸利用支付寶的各種交易行為，已經有更新的徵信系統出來

了。所以雖然過去沒有徵信資料，但現在利用金融數據，卻是迎頭趕上。

另外像是在各式各樣的媒體上面，例如 Facebook，都會留下痕跡，數據就

變成具有各式各樣的價值，可以幫助精準行銷、精準生產。所以經濟學過

去講四大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企業才能，現在要加入大數據，

成為第五大要素。 

新經濟時代，各式各樣的保險仍然很重要。無人駕駛的世界，因為你

坐上車子時，你已經不是司機了，是乘客，那請問車禍發生時，責任要怎

麼界定？我去參加一個研討會，我得到最大的心得是：以後的車子生產標

準化非常重要，只要符合標準化就不是車子的責任，更不是車上人的責任。

以後地方政府的責任要加重，因為可能是號誌不靈光、地不平造成這些車

禍，政府要負責。所以，以後我們對政府的要求會越來越多，但畢竟有很

多原因無法歸屬或究責，所以保險會非常重要。保險以後就變成是有各式

各樣的保險，而且是各種量身訂做的保險都會出來。同理，金融業也絕對

不會消滅的，比爾蓋茲說：“Banking is necessary, banks are not”。以後銀行

分行都要關掉，都在網路上做交易，可是交易行為還是存在，投資、各式

各樣的理財都仍會蓬勃發展。金融是需要服務的，你有溫度的服務，你就

會有好的顧客。透過機器人投資理財更為理性，他不會要抽你傭金，但是

你仍需要諮詢，需要被服務。準此，未來金融業還是很有前途，可是一家

家的分行會關掉，以後也不會再租一大片的一樓當辦公室。推測以後一樓

辦公室租金會往下掉，因為銀行業都不需要了。甚至以後從業人員都需要

很會溝通，因為不用溝通的工作都被機器人給取代掉了。 

講到區塊鏈，去中心化，大家都知道比特幣(bitcoin)的發行是因為區塊

鏈技術，以後也不需要央行了。不過現在比特幣最大的問題是會暴起暴落，

因為它沒有無限法償(legal tender)的概念。無限法償是政府給予貨幣無限的

法定支付能力，不論支付的數額大小，收款人都不得拒絕接受。所以這裡

面背後的信用、法償要怎麼去界定，還是一個大問題，我今天在工商時報

看到一篇文章就在談數位貨幣，大家可以參考。 

最後講一下 AI 對經濟制度的影響，我一開始就在講，人類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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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會更好？人類需要什麼樣子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嗎？是資本

主義嗎？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來、蘇聯解體，證明共產主義已經不行了，

可是 2008 年金融海嘯，某種程度讓共產主義重新被重視，因為資本主義

產生貧富不均的問題太嚴重了。而現在共享經濟也讓社會主義的觀念出現

某種程度的復活，覺得共產共享是可行的。因為共產觀念之前被捨棄就是

因為蘇聯經濟發展不好，造成柏林圍牆倒下來，共產國家紛紛獨立、蘇聯

解體。我前面講到最大原因是共產世界沒有效率，沒有提供經濟運作必要

條件，沒有工作的誘因就沒有辦法導引個人努力，發揮企業家才能。 

現在共享經濟在某種程度可以解決誘因的問題，可以讓資源更有效地

運用。例如一輛車子透過 Uber 機制提供出來讓大家都可以共享。汽車引

擎的設計是 100萬公里，可是大部分的時間中，車子卻停在車庫裡面根本

沒有動。其實車子的引擎跟飛機的引擎一樣，你讓他盡量多用，只要保養、

只要潤滑，只要維修，就可以跑到 100萬公里。現在大部分的人車子頂多

開 30萬公里，尤其在台灣可能只有一半，只跑 15萬公里，你就把他廢棄

掉。當共享設計得當，資源可以發揮更大的功效，可以創造更好的分潤機

制，工作誘因就會有，企業才能一樣可以發揮出來。車子可以共享後，車

子數目會減少，整個交通也可以變好。甚者，無人駕駛，你不需要去擁有

車子，以後由機器人開車，交通秩序都會更好。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左派。因為中國的

知識分子，向來就認為禮運大同篇的「天下為公」是最高的境界。所以知

識分子普遍來說嚮往共產主義，同情弱者。現在講社會主義復活，為什麼？

因為現在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是貧富不均、所得分配不公平。知識分子同

情弱者，覺得社會主義比較公平。也因此現在需要講究的是如何讓普羅大

眾能夠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經濟發展要共享，產生包容性

(inclusiveness)。 

以下這段是網路上廣為流傳的討論，中國剛好近六十年經歷過所有的

變動。「49年社會主義救了中國、79年資本主義救了中國、89年中國救了

社會主義，09年中國救了資本主義」。因為 1949年中共建國，把中國從八

年抗戰，從內戰中解放出來；1979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其

實就是資本主義，把中國從一窮二白中帶進發展之路；1989年柏林圍牆倒

下、蘇聯解體，全世界只剩下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僅存碩果；2009年資本主

義一蹋糊塗，中國還有 9.4%的經濟成長率，而且雖然現在中國還是有他的

問題，但中國的進步成長仍可稱為是一個世界的典範。 

我們剛剛講金融海嘯之後，經濟學家其實也還在思考怎麼辦，湯瑪斯·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大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其實就是模仿馬克思的資本論，他的研究心得就是當 r>g (r為資

本報酬率，g為經濟成長率)時，也就是資本報酬率大過經濟成長率時，現

在資本主義將會演變成世襲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具有先天重大的缺陷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ital_in_the_Twenty-First_Centu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ital_in_the_Twenty-First_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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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斷擴大財富跟所得的差距，所以要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

徵資本持有稅。本來他的書 2013年出來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建議很難，

可是你看，現在逐步在實現。美國來了肥咖條款，大陸也有肥咖條款，巴

拿馬文件就是在揭露海外藏錢。我們的巴拿馬分行被美國懲罰，就是因為

被懷疑有洗錢時法遵沒做好。洗錢變成是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問題，不能讓

富豪海外藏錢，這就是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人類發展的結果，現在全世界的體制是還沒有定於一，或是知道要怎

麼發展？當今政經體制主要的分類是新自由主義的美國、英國，或是國家

資本主義的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或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西歐，可是上面的分

類也不夠周延，例如日本、台灣到底在哪裡？但最重要的是人類要怎麼

走？ 

因為大數據的發展，某種程度也讓計畫經濟復活，因為以前計畫經濟

沒有辦法預測很多的因果。現在大數據之下，可以加進很多精準的分析，

包括經濟要怎麼規劃、要怎麼實踐。所以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靠的三架馬車：出口、消費、政府投資，都可以更細緻的操作，所以開發

中國家或者說未開發國家，很多想模仿大陸的發展經驗，尋求發展的機會，

這也是一帶一路想要去做的事情。 

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讓政府有好的治理。金融海嘯後像佔領華

爾街運動是人民憤怒，利用通訊軟體，大家集結站出來講話，希望解決貧

富不均的問題。未來政府的治理，一切的事情都要公開透明，是非常重要

的，要善用大數據呈現真相。歐債危機告訴我們政府的債務是一個大問題，

外債太多會造成政府破產。所以減少舉債、縮短貧富不均是現在政府治理

的重要方向，是大家共同要去努力的。 

最後我要講的是現在大陸知識分子在思考的問題，這些東西不見得與

思考 AI 相關的。首先，大陸知識份子認為孔子說的和而不同是非常有道

理的，因為現在西方批評大陸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權，他們認為那三者

雖是西方的普世價值，可是自由、民主、人權是不是只有西方定義的方式

才叫自由、民主、人權？和而不同就是大方向相同，但你有可以不同，所

以大陸反對同質化，鼓勵多元與差異，多元性才能夠創造人類更偉大的進

步。而且定於一的話，會有侷限性，甚至有集體錯判的可能性。 

其次，對於未來人類政府要如何治理？其實還是需要菁英治國，需要

法治弘揚。因為一般老百姓沒有那麼多時間來思考這些大問題大事，所以

菁英要負擔更重要的責任。準此，台灣的太民粹化那是不對的，是要讓菁

英承擔更多的責任，讓他們解決人類根本的生存問題。要建構和諧社會，

要去引導經濟創新，然後要做包容性增長，往共同富裕的方向發展。 

因此當現在川普在講 American first的時候，習近平講的是什麼？「人

類命運的共同體」。該論述以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看，高下立判。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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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未來國際社會的發展會怎麼樣。如何讓一個社會可以可持續的發

展，社會有流動性，也可以解決人類集體短視的問題，這個恐怕不是 AI

有辦法的，但是 AI絕對可以幫助人們解決這些問題。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 

 

主持人：詹火生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前勞委會主委、前臺灣大學社會系主任 

 

非常謝謝林建甫院長的演講，他從過去 100年來人類經濟活動的發展，

各個階段，之後再提到 AI 對我們個別生活的影響，特別他著重在對產業

發展、經濟活動面的探討，這是比較屬於唯識面，跟我們在座的每一個都

有切身相關的感覺。之後呢，他把議題拉到更高層次，談到經濟制度，就

是比較屬於更制度面、哲學性的思考。整個環節以 AI 的發展為核心，同

時他強調一點，也是剛才在陳校長以及孔院士提到的，所謂的「資料就是

王道」，換句話說，如果國內能善用資料這部分優勢，我覺得是未來台灣

在 AI發展的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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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三 

AI對社會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主持人：詹火生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前勞委會主委、前臺灣大學社會系主任 

 

談完 AI 對經濟的影響之後，我們現在談談對社會的影響，畢竟經濟

跟社會是一體兩面的，永遠分不開的。今天邀請到前政務委員，也是台大

社會系的薛承泰教授。薛教授是我以前在台大的同事，曾擔任過台北市社

會局局長，也擔任過福建省省主席。在座知道福建省省主席的人應該不太

多，因為他轄區只有兩個縣，一個是連江縣，一個是金門縣，薛教授他本

身是金門人，所以他擔任政務委員時，還同時擔任福建省主席。今天非常

榮幸邀請到可以說是關心社會議題，人口研究專家薛教授，請各位鼓掌歡

迎。 

 

演講人：薛承泰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首先非常謝謝詹老師的介紹，在座我們有院士，有校長，還有很多的

先進、專家，大家午安大家好。剛剛詹教授的介紹，我特別注意到一點，

當他介紹到我曾經擔任福建省省主席的時候，大家發出會心的微笑，是覺

得……因為主席不多呢？還是因為他好像是一個，有點像是虛擬的？不過

說真的，金門跟馬祖雖然很小，可是他是中華民國唯二不負債的縣市，這

兩個地方經歷過戰火，卻從危機變成轉機，大家知道金門高粱酒怎麼來的，

大家也知道金門鋼刀怎麼來的，是砲彈，將砲彈變成銀彈。所以，歡迎各

位有機會到金門跟馬祖走一走，他的風景確實很漂亮。雖然福建省的地方

是台灣的三倍大，人口也有台灣的 2.5倍，但我真的不是太想管他們(笑)。 

言歸正傳，我們來談談 AI。我前幾個月接到這個演講邀約的時候，我

努力讀好幾本書，但聽了前面我們孔院士一談，我才發現都已經過時了。

剛剛聽到陳校長的演講，我才發現跟 AI 相關的範圍還不只是這些，聽到

我們林建甫教授的演講，才發現他竟然也談到了社會面。所以對一個社會

學者來說，今天我該怎麼來扮演我的角色？我先提個三點。 

首先，什麼叫社會學的觀點？像剛剛中場休息的時候，各位有沒有發

現一個現象，那個男廁所排了半天都還沒有消化完畢，所以我們觀察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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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今天的 audience 絕大部分是男性，因此 AI 未來的發展，恐怕需要開

發一下女性，至少他們在思考的方向跟方式可能跟男性不太一樣。從社會

學的角度來看，剛剛林教授所說的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的差別。各位知道，

有些年紀輕聽眾的小孩子還很小；而以我這個年齡來說，如果長輩還在的

話，長輩都很老，所以不管老少都需要被照顧。而資本主義是什麼？就是

把我們的小孩、長輩送出去讓別人照顧，然後我們去照顧別人的小孩跟老

人。哇！大家都有工作，對不對？太棒了。但是呢，問題來了，如果照顧

我的小孩跟父母親所需要付出的錢，跟我賺來照顧別人小孩或父母親的錢

是差不多，那我幹嘛？所以一定是我賺的錢要比付出去要多一點，對不對？

於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告訴你，我會做補貼，太棒啦，我付得少、賺回來

多，但他沒想到這補貼錢怎麼來的？是我們賺的錢之後，利用稅收把它拿

走，同時又養了一批管理人員，這就是資本主義。至於，共產主義是什麼

呢？你要養小孩、養老人還不簡單，你們通通在一起，大家一起養小孩、

大家一起養老人家，但是養的方式要聽我政府的，我不抽你稅，但是你要

聽我怎麼把小孩子養大，將來能夠為這個國家貢獻。在這兩個極端裡面，

我們難道真的沒有選擇嗎？我們是有選擇的。這是 一個社會學的觀點。 

第二個呢，相對於科技、經濟的觀點，其實社會學者的觀點比較接近

消費者，我們沒有什麼太專業，所以我們跟消費者的想法會比較一致，比

較接近。就拿剛剛講的 bitcoin啊，大家拼命挖礦，我們就會聯想到什麼？

聯想到網紅。很多網紅為什麼會紅？直播時，如果人家不給他好處，他就

不會賣力演出，對不對？因為你有需求，但你的需求會不斷上升，那你要

刺激他，你就要給他好處，但是最後來了，你最後會受不了，比方說美女

大胃王，你看，他長那麼纖細，但能吃這麼多，這個也可以成為網紅，然

後越吃越多，哇！但是他不能只吃一樣的東西下去，要換吃別的東西，所

以吃越來越離譜的東西，他就越來越紅。到最後呢，這些觀看者會想要看

看你到底長什麼樣子，幾乎所謂的網紅，當你跟他見面之後都會大失所望。

我不曉得將來 bitcoin會不會是如此，這是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 

第三個觀點是什麼？我想因為我是社會學者，也想是因為過了六十歲

後吧，讓我很喜歡談未來學，因為過了六十歲之後，我們知道自己的未來

不多了，所以就會很重視未來，談未來學。這個議題對於年輕人來講，我

總覺得年輕人不太重視未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認為未來正在等著他們，

所以今天我的副標題為什麼要兼論世代的差異？如果世代沒有差異，其實

什麼問題都不是大問題，就是因為在世代之間，我們的經歷不一樣、想法

不一樣，所以對很多的議題會產生一些衝擊。 

差不多在兩年前，我第一次受到 AI 的衝擊。我的小孩跟我講：爸爸

你一定要有 google 相簿，非常的好用。我 download 下來，發現真的不得

了，他的分類可以按照人分類，可以分得很細，我打下小孩子的名字，都

是暱稱，哇！各位看到沒有，竟然從 1992 年(當時還沒有數位相機喔，我

是用一般照片掃描分享出去，竟然也抓得到)一直到 2012年(我小孩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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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都抓得到。有些不認識他的人，還分不清這些照片的差異，看不出來，

但是 google可以看得出來，把他歸類歸得很準確，我就覺得這個不得了。

所以呢，從那時候開始我行事非常低調，因為你做任何事情都會有紀錄，

即便是現在，都會被精準的歸納，更何況是二十年後的科技。然後，我再

試一試另外一張我們家的寵物的照片，我們家這隻貓現在三歲，他兩歲的

時候我們給他拍的，但是 google相簿呢，很不幸的，他把網路上的另外一

隻貓也擺在一起，顯然不是我們家那隻貓，所以 google的技術在人臉的辨

識真的是滿精準的，動物呢，可能只做得到一些歸類，但對於個體 individual

來講，恐怕還有一段距離。如果有一天 google可以辨識出我家的貓跟你家

的貓雖然是同一種貓，但其中的差異還是能辨識得出來，那真的就是不得

了。我知道，總有一天 google做得到，這是 AI對我直接的衝擊。 

現在我們從一個一般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剛剛前面幾位所談到最近一

些很夯的產品。現在家庭的智慧管理出來了，亞馬遜的 Alexa現在聽說價

格也不貴，它的功能各位可以看到，音樂不用講了，你要訂購任何的東西，

用聲控管理家裡面的任何電器，都沒有問題，包含叫 Uber 等等，幫你做

銀行的管理，他已經成為你的家庭助理。這是當下，那未來呢？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What is the next？當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 ready了，更不用講你

走到外頭去，現在車子裡面，輔助系統都變必備的，但是否將來無人駕駛

是會成為一個趨勢，將來馬路上的車子都是無人駕駛呢？我自己個人是抱

著懷疑的態度，因為我看在座會買無人駕駛車的人不多，為什麼呢？因為

沒有駕馭的成就感，車子不只是一個交通工具而已，在駕駛途中，你可以

感受到一些人跟機器的互動，一種滿足跟成就。有人說無人駕駛將來會應

用在老人家或是不會開車的人，但他們一定會使用無人駕駛的車輛嗎？其

實我也是很懷疑的，因為若沒有人在開車，乘客需要滿長的時間來建立信

任，更何況搭車的時候，如果沒有人跟你在一起可以互動、溝通的話，我

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社會。最近過年，網路上常瘋傳，在家人聚會的場合，

每個人都在滑手機的照片，我相信大家都看過。所以，那樣的社會是什麼？

無人商店現在也很夯，當然無人商店可以節省一些成本，但他會取代所有

的商店嗎?我也相當懷疑，因為無人商店缺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那種感覺

跟默契。 

我剛剛問What is the next？我們看看人類的歷史，並且把他很簡單的

summarize 下來，地球超過四十億的壽命，我們智人的出現也有七萬年，

但人類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在一萬年前進入農耕社會，因為進入農耕社會，

人跟其他動物的區別就慢慢出來了。因為在一萬年前，人類的生存方式就

是弱肉強食，一家人在路上碰到野獸，打不過他，就跑給他追，所以家裡

面小的、老的只好讓野獸吃掉，年輕力壯的跑走。動物也是一樣啊，一隻

非常強壯的雄獅侵入到另一隻獅子的領地去，那隻雄獅必須出來跟他打鬥，

如果打輸了，他就乖乖地走，母獅要讓給他，小獅就當作他的食物，就是

這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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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一萬年前進入農耕社會的重要關鍵是什麼？懂得就地解決問

題。你選擇一個地方住下來，但是你沒辦法一個人住，你必須要團結一群

人。你會開始了解，你所住的地方有哪些動物可以養、有哪些植物可以種，

接著你就地開始解決問題，接著你會開始累積知識、了解四季的運行跟整

個大地之間的關係，你會累積知識，知道如何預測冬天來了怎麼辦，這是

人類超越動物的兩個關鍵：懂得去面對問題，懂得預測未來的問題而事先

做準備。人類就是因為有這兩點，才會有一天 dominate地球。面對問題，

跟預測未來可能的問題而預先做準備，這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兩個很

critical因素。 

於是，人類的人口開始增長，增長的速度非常快，十億總人口是在兩

百多年前達到的，也就是約於 1800年；接著第二個十億在 1930年，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60年出現了第三個十億；從 1960年到 2017年年底，

幾乎已有七十六億了。雖然很多工業國家的人口已經零成長甚至負成長，

但整個地球去年還是有八千萬的總人口成長。按照這樣的速度下去，我們

可以預測 2050年全球人口會差不多達到一百億，並在 2060年達到最高峰

的 110億後，人類人口才會開始減少。看到人口這樣成長，然後再看看對

於科技方面的成長，把兩個 match下來，我相信可由這樣思考我們的未來。 

在李開復那本「人工智慧來了」中，他談到地球科技的故事，如果將

人類歷史六千年濃縮在一天的話，會是怎麼演變的？你在凌晨零時的時候，

古文明出現了，包括蘇美人、古埃及人、中國人；當你到了晚上八點，經

過漫長的歲月，一天 24 小時到了晚上八點，才有什麼？中國北宋畢昇發

明了印刷術，這是晚上 8 點 20 分；晚上十點半的時候，歐洲人發明了蒸

氣機；到了 11點 15分我們開始有了電；在 11點 43分我們有了電腦；在

11 點 54 分我們開始有了網路；11 點 57 分互聯網普及了；在 11 點 59 分

50秒的時候人工智慧來了。它來的那麼迅速，可是我相信再過三十年，這

個紀錄一定會改寫，那時候新的科技，把我們後面這幾個歸成另外一塊，

但那是什麼？我們必須在今天做些思考，然後想想What is next？然後我們

就要預先做準備。 

把剛剛人類的人口跟科技的兩個歷史 match一下，我們會發現，人口

還在增加，雖然台灣很可能最快在今年或者明年，我們的出生跟死亡就會

一樣多了，就開始負成長，不僅台灣，中國大陸也是如此，大概也是今年、

明年，死亡人數要開始超過出生人數，移民先不提，因為很難去估計。人

類人口成長非常得快，但在人口的組成有一個特徵，這個圖來自 Hans 

Rosling，他講 2010年人類人口有七十億，到了 2100年人類人口最高是 110

億，之後呢，人口就開始下降。可是在 2010年，人類有 70億人口的時候，

我們孩童(15歲以下)是 20億，2010年我們有 20億人口是小孩，可是到了

2100年，人口雖然增加到 110億，但是小孩人口仍然停留在 20億水準，

代表人口的老化。即便孟加拉，原本是亞洲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最近也掉

到 2.1%了。人口老化幾乎是 irreversible，是沒辦法逆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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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再看一下台灣，2017年的時候，我們大概 2,360萬人，其中

老人正好是 13.5%，佔總人口 13.5%，小孩也正好是 13.5%，所以去年二

月，台灣剛好老人跟小孩一樣多，當然現在老人已經比較多了。中間的勞

動力人口 15-64歲佔了 73%，是非常好的人口結構，你看它的扶養比，是

偏低的，雖然三年前曾最高達到 74%，現在稍微下降到 73%，但仍然是非

常好的人口結構。因為當勞動力人口是被扶養的老人跟小孩加起來的兩倍，

以上，也就是扶養比是超過 0.5 的時候，就可以算是人口紅利期。所以我

們現在當然是在人口紅利期。但經濟學家通常會再加一個條件，最好這個

扶養比是上升的，雖然我們現在開始有點下滑了，但無論如何當前這樣的

人口結構非常好。 

跟日本比一下，日本 2017 年的時候，老人佔了 28%，小孩子 12%，

勞動力只有佔 60%，日本過去這兩年人口已經在負成長，大概每一年少掉

二、三十萬的人，所以日本推出一億總人口計畫，不希望在 2050 年讓人

口數掉到一億以下。日本現在約有 1 億 2,800 萬人，但其實不只是人口數

量減少有問題，更主要的問題是人口老化。 

不幸地，到 2050 年，台灣就跟日本很相像，2050 年距離現在沒有很

遠，雖然我們在座大概很多人可能也看不到，但我們起碼想像一下。2018

年距離2050年還有32年，在座的各位要成為老人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在 2050 年，你不是老人就是死人了，如果到時候你還是老人的話，跟各

位報告，你一點都不寂寞，三個人就有一個跟你一樣，我們的老年人口超

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我們台灣 2050 年的狀況，很接近日本的 36%老

人占比。到了 2060 年，我們應該會超過日本。假設外在條件不變，沒有

戰爭、沒有飢荒、沒有大規模的瘟疫，到時台灣的勞動人口占比 54%(日本

51%)，小孩子占比 12%(日本 13%)，光你看到台灣小孩子 12%、日本 13%，

就知道再往後十年，我們的老化速度會比日本快，對不對？而且日本現在

的生育率還比台灣高喔。我在 2016年曾預測，台灣 2017年的出生人數不

可能有 20萬，2016年會是台灣最後一次有 20萬 baby的一年，結果 2017

年果然只生了 19.3 萬。今天我可以告訴各位，2018 年台灣的生育量頂多

18.5 萬，一直下去，現在大學會崩盤就是其中一個結果。我講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沒什麼人談的未來學，當時推動教改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的時候，

因為敝校一些教授是主要的推手，我曾經跟他辯論，辯論的場地就像這樣

子，教改運動是在民國 83年(1994年)，幾年之後，大學數量持續擴張。那

是在一個大學研討會的場合，他就跟在座學生說，如果沒有他當年主張廣

設高中大學，在座有 20%的同學不會在場。他這麼一說，同學報以熱烈掌

聲，輪到我做結論，我走上來就講說，某某教授，你剛剛講的那句話請你

十年之後再講一遍，沒有一個人給我掌聲，我黯然下台。你們現在總可以

給我鼓掌一下了吧？ 

從人口角度，你可以很精準地知道未來，為什麼呢？因為成為一個大

學生要 18 歲不是嗎？因為你知道去年的出生人數，換言之，他從現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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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十七年之後才會讀大學，你根本可以精準地估算從小學到大學的新生入

學人數，非常清楚。雖然民國 83年的時候，升學率還不是 100%，所以還

得乘上一個升學率，但是也幾乎可以準確地抓出來，我們從這樣就可以知

道未來。 

未來的情況真的會滿險峻的，那 AI 會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呢？我們從

這樣的角度思考。先看看 AI的世代差異，2010年代，就是現代，對於 2000

年左右出生的人，大概就是 20 歲以下，他們現在每天期待的是什麼？手

機一打開最好是有讀、有回、有按讚，不管是 Line、Facebook或Wechat，

都希望如此。如果你有讀，但是沒回、又沒按讚，他今天的情緒會不太好，

很失落。至於 1990 年代出生的人，哇！瘋電競。而 1980 年代出生的人，

則已經工作了，很喜歡網購，1970年代的人多半成家了，盼望的是有一個

智能的家庭設備，1960 年代出生的人已經過了 50 歲，開始回憶人生了，

你知道現在多少已經退休的人，如果沒有 Facebook不曉得該怎麼辦，有了

Facebook之後，以前的老同學、老情人通通出現，一下子同學會、一下子

幹嘛，真的比較不寂寞。1950 年代出生的人都已經超過 60 歲，視力比較

不好，還好又輔助駕駛的 devices 的出現，協助老人家開車，至少安心一

點。再過來，當你不能走動的時候，你需要智慧輔具，真的動不了了，還

有 robot可以照顧你。當下已經是如此了，雖然有一部分還不是那麼普及。

前兩天剛好跟一個學 AI的朋友談過，之後我趕快把簡報上的 2030年改成

2020年，就像剛剛院士講的，我們根本無法去預知二十年、十年之後的事，

但是我們知道大概在 2020 年，AI就可以幾乎在各個世代裡面都會有極大

的影響力。 

我在去年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台灣人口大震盪》，書中就已經預測，

預測什麼？這五點。(1)高教崩盤，我只講了 20 年；(2)年金會倒閉，我在

幾年前就寫好年金改革會怎麼改，看我看得準不準；(3)長照一定會長空，

以今天的做法會長空，為什麼呢？長照，這是一個 price跟 value的問題，

價格跟價值的問題，我們如何做轉換？資本主義談的是價格啊，但我們照

顧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親人是價值的問題，你如何把價值轉換成價格；(4)

貧富會擴大，還有(5)人力短缺，現在又得多加一個(6)科技的衝擊。 

AI對未來勞動力的影響，剛剛已經特別提到 2050年人口結構的樣子。

所以我認為實體商店會變少，企業雇用的人不斷減縮，工廠也是如此，許

多服務業都可以智能化。可以除外的，大概只有「大智移雲」相關設計與

工程師，以及人們從事藝術創作或孤芳自賞的健身、工匠與園藝之類的工

作。我想大家都知道，big data、智能 mobile還有 cloud，這些相關的設計、

工程師，還有人們從事藝術創作或孤芳自賞的健身、工匠與園藝，後者一

定會流行一陣子，而健身這一塊，機器人總不會自己健身把 muscle練大一

點，但是人跟機器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人類會想把自己的身體練好一

點。雖然機器人也可以模仿「美」，例如現在機器人寫書法、作詩作詞沒

有問題，但是如何「更美」？機器人就未必能夠判斷什麼叫做更美，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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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至少可以從工匠園藝或是自己身體的鍛鍊，還可以做到這一點。 

至於 AI 對於教育的衝擊是真的麻煩。畢竟以「量」來說，少子化已

經出現這麼多年。另外一個就是「質」，教育的方式跟品質。我們為什麼

要有學校、要有教室？你們為什麼要來今天這場研討會這裡？可以看直播

啊。但是大家會想到，直播不夠 high啊。你跟我說直播上有 500人，還是

沒什麼感覺，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麥克風跟一個螢幕而已，缺少人味。現

在學生寫報告非常得快，從網路 download下來，因為他知道老師也看不了

這麼多，根本不知道我是從哪裡 download下來的。上課老師講的東西網路

上通通找得到，而且是瞬間就找到。孔子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這裡的友是朋友的友，我把這句話改成「有 quality、有 quantity、有

多聞」，現在網路上是不是很多聞？保證比老師們多聞，這是一個

impersonal 平台，已經有了，而且出現很多年，所以教育絕對受到重大的

挑戰，不只是招生的問題而已。 

至於大學老師，我想大學老師大概不必幹了，為什麼呢？我們做的研

究、寫的 paper，我不曉得理工科的如何，但是念社會科學的人哪來的創

意啊？人類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到現在有幾個重要的理論？沒幾個。你要有

什麼樣的創意，很難，通常不就是蒐集資料、整理資料然後寫出一個有邏

輯的東西出來，這些 AI 做不到嗎？保證做得到，而且他還可以突破語言

的限制。他可以幫你做文獻整理，快得很，幾千篇文章，甚至如剛剛孔校

長講的有一千萬，對它來說根本不是問題，但是要我們看個 100篇都是問

題。所以一方面研發快、大、微、遠，快是越來越快、大是越來越大，也

能夠越來越細、越來越遠，科技一定會朝這麼方向走。那另外一方面，人

要追求什麼？人性跟靈性，就朝這兩個方向走，中間的幾乎都可以被取代

掉。 

對高齡社會來說，網路上幾乎什麼都可以賣，以前老人家擔心沒得吃，

現在網路上買來的更快速，而且挑選方便得很，如果家裡有一台 Amazon

的 Alexa，哇！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做到，你出門也不用擔心有沒有吃藥、

瓦斯有沒有關、鑰匙有沒有鎖，都有家庭助理提醒你。 

但是對婚姻跟家庭，我相信會有很大的衝擊，以前養兒為了防老，現

在這句話已經不適用了。各位也可以看到，現在的機器人雖然沒有體溫，

表情也比較僵硬，但我相信十年之內可以克服這些缺點。所以一旦機器人

跟人的外表各方面差不多的時候來臨，我們會更依賴它，然後我們對生兒

育女更是興趣缺缺啊，我們現在生育率已經全世界最低了，這個是一個很

大的衝擊，然後人工生殖、代理孕母也會是新興的行業，加上基因科技的

發展，人類的壽命可以不斷的延長，所以人類將來最大的衝突點是誰要成

為這個地球的最後一個世代，這恐怕會是未來一個重要的世代問題。 

最後，我有幾個結論，我最近買了好幾本書，看他們談 AI 到底對人

類有什麼樣的衝擊，有正面的，有負面的。簡報中，我把馬雲的書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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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過來？因為如書名所說的「未來已來」，所以把他倒過來。其實對於

AI到底對人類有什麼樣的衝擊的這個問題，馬雲並沒給答案，他的答案就

是要相信，trust young generation，相信後代的年輕人。但是，他加個一句

很重要的話，我們要教育他，我們不能按照過去傳統的方式教育他，我們

要教育他的 EQ、IQ還有 LQ。LQ是什麼？Love，我覺得這個有點道理，

LQ 就是要關心周邊的事物與環境。我剛剛講，人類之所以能夠統治這個

地球，是因為我們知道如何去面對問題，跟去預防未來的問題，如果當所

有的人都很自私地不關心周邊環境，這兩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會消失不

見。我曾經在報紙上寫過文章跟年輕人講，其實夢想不在於有多偉大，而

在於有沒有實踐的決心。 

最後的一張簡報中，我弄了一個生命時鐘，各位發現我這個生命時鐘

是倒數的，我告訴年輕人說，你可以設定你還可以活多久，你認為可以活

到 80 歲沒有關係，扣掉你已經用掉的時間，開始倒數計時，我們的手機

都是正向的走，我們的電腦也是，但是我們可以讓他倒著走，我相信當他

們在沉迷於網路的時候，在用這些 3C產品的時候，有了倒數的生命之鐘，

態度就會不一樣了，因為生命正在倒數。我說如果你的桌面上面還有空間

的話，請你為你的爸爸跟媽媽各設置一個生命時鐘，謝謝各位。 

 

主持人：詹火生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前勞委會主委、前臺灣大學社會系主任 

 

非常謝謝薛教授，他不愧是一個人口及社會學研究者，從這二個面向

來探討 AI 對我們影響。這幾乎是每一個人都可能碰得到的，不論是未來

十年會碰得到，或是比較年輕的朋友在未來二十年或五十年都可能碰得到

的一些問題。不過有一點我想補充，薛教授最後提到 AI 將來發展到最後

會怎麼樣呢？有一個東西 AI沒有的，就是 Love，L-O-V-E。這個我得懷疑

啦，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想這個陳教授跟劉校長是專家，將來機器人

是不是能夠把我們人類的情感放進去？現在已經發展出從你眼睛，從你臉

上的表情就知道你是喜或怒或憂或悲，換句話說就是把 Love 融入到未來

科技發展的內容去。所以我覺得人類到最後到底是什麼？我沒有答案，但

是它現在已經慢慢融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這是不可逃避的事實，今天早

上雖然時間有點耽誤，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非常用心，而且真的收

穫滿行囊，增加了我們很多的智慧。最後，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謝謝林院

長跟薛教授，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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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四 

AI對政治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主持人：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各位嘉賓，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研討會的下午場，早上的幾場演講，我

個人感覺收穫良多，下午我相信有同樣精彩的演講。下午第一個演講，非

常榮幸地請到中央研究院的朱雲漢院士，來講關於 AI 對政治領域的影響

跟挑戰。朱院士在 2012 年當選中研院的院士，是國內僅有的三位政治學

方面的院士，第一位是胡佛院士，是老前輩，朱院士年輕很多，是第二位。

當初我邀請他的時候他也謙虛地說，他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等等，但很高興

他慨然答應我的拜託。他用專業背景來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並蒐集到很多

當代的思潮、思想的資料，非常歡迎朱雲漢院士來跟我們演講。 

 

演講人：朱雲漢 

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陳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先進，今天我站在這個台上，完全是被逼上

梁山，陳院士非常懇切地要我來做這樣一個演講，我只能說他大概覺得我

春節沒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就丟一個很大的家庭作業給我。當然，我過

去也有思考過相關的問題，不過從來沒有準備要做一個比較系統性的論述，

我可能要感謝他逼著我有機會去整理一下這方面的文獻，以及我自己在這

個問題上過去的一些思考。可能還不成熟，我今天也很高興有機會來就教

於各位。 

我今天的演講因為只有 40 分鐘，我會盡量要精簡一點，我前面會講

一些關於 AI以及跟 AI密切相關領域，科技的、未來的、巨大的、潛在的

爆發力。我是先談一些它已經在我們看得到的，在政治領域裡面已經產生

的一些影響，這是一個具體的線索，一方面是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影響，

而更廣義來講，對國家職能、政府機器，它的運作，整個影響是絕不下於

它對於我們所謂商業模式或是企業組織，或者應該說有一些地方是非常雷

同的。 

我把 AI 的科技創新稱為革命，因為我覺得它是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

一種顛覆性的、爆炸性的影響，改變我們人類將來整個社會運行的方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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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價值觀念，我認為它帶來了巨大的難題，人類社會將來怎麼樣能夠

有智慧的因應這幾個大的難題，我覺得會對我們人類的歷史，不僅是對台

灣，對全球七十億人都會帶來非常不同的結果。甚至我有一個比喻，我們

可能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通往更接近理想的烏托邦，還是通往奴役

之路，可能就在這個未來的幾十年裡面，我們就在這樣的歷史關頭，面對

嚴肅的挑戰。 

今天當我談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範疇，所以我並不會說把所有跟科技發

展的都叫做 AI，或是僅限於所謂的狹義 AI，這兩個都不是很好的切入點。

我認為的 AI 其實具體表現在生產、製造各方面，智慧機器人是未來的趨

勢，大數據我想也是，因為大數據將來會隨著萬物聯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可以創造的浩瀚，用天文數字這兩個字都不足以描繪它的浩

瀚，它的數據複雜跟它的巨大已經超過我們所謂人的智慧跟分析能力，能

夠去消化、能夠去整理，所以必然是要依賴 AI，利用它的巨大的算法能夠

非常有效率地去處理大量數據。另外，AI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它的深度學習，

說不定不久之後它就真的能去模仿人的一些重要的基本能力。到今天為止，

機器還沒完全替代，特別是包括語言，它不僅是一種辨識，也包含溝通。

另外，將來它的算法跟計算的速度要求會越來越高，所以量子運算 quantum 

computing將來也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因為它會讓 AI的潛力發揮到更極致，

所以這幾個我認為都是相關領域，就是說跟我們今天講的 AI 革命是不可

分割的。 

在這個範疇裡面，我認為它已經很清楚地對於民主政治運作出現各種

正面的，但也帶來很多負面的作用。首先就技術上來講，運用 AI 的技術

對於選舉，已經展現出其優越性，在選舉預測方面，比傳統的民意調查更

加準確。在很多次關鍵選舉中，包括英國的脫歐公投，也包括川普的當選，

AI的預測都比專家和民意機構準確。Sanjiv Rai是一位在 AI領域非常有創

意的工程師，也是一位企業家，他從 2004 就開發 MogIA，這也是一套自

己會學習的算法，algorithm，自從他架設以後，他就讓它自己去修正，根

據事前跟事後的資料修正，用 facebook還有其他 social media裡面，百萬

筆、百萬筆的數據，採集裡面各種訊號，然後來看每個候選人在每一個選

區的得票的吻合程度，所以它是成功預測川普的當選，打破了所有專家的

眼鏡。 

可以說川普的當選也運用了 AI 的技術，在競選上來說是一個巨大突

破，他跟很多擁有個人資訊的公司去買資訊，所以他對每一個家庭裡面，

這個家庭的基本政治傾向，平常看什麼雜誌、聽什麼收音機，他都可以掌

握。然後，他有這種心理特徵、有這種心理傾向，我該怎麼刺激他？例如

怕移民的，就散播一些移民裡，有可能小偷、有可能強暴犯，這些讓人恐

懼的訊息，讓你更反移民。這裡面的操弄其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而且完

全是量身訂做。川普派出他的志願工作者去挨家挨戶拜訪時，事實上他的

電腦上早已經知道這一戶從來都是投民主黨，放棄，不要浪費時間，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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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是可以爭取的，再下一戶是你要跟他談問題時，應該從什麼問題切入，

每一個挨家挨戶拜訪的人，都有這樣一個 personality profile或 psychological 

profile。擁有這一種技術的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也發了大財，現在很

多國家的競選團隊都找他們，來運用這樣的大數據跟 AI 所提供的技術。

從某種程度來講，這種作法完全是操弄選民，選擇性的給選民這種特定的

刺激，而且通常是操作他們的情緒、恐懼或者說一種仇恨。 

所以也有學者針對這樣的趨勢非常憂慮，像這位 Harvard畢業的 Cathy 

O'Neil就寫了一本書《Weapon of math destruction》，數學，也就是算法帶

來對民主政治的一種極大的摧殘。因為原本民主是希望每個選民能夠做獨

立判斷，但今天選民很難做獨立判斷，因為資訊的來源太混淆了，而且真

假莫辨。你在網路上看到一段影片，看得義憤填膺，但這影片後來發現是

經過加工處理的，所以在網路上虛擬跟事實間的界線可以說是非常模糊的。

大量的假新聞、惡意中傷、謠言都可以很快在 social media跟網路上傳播，

等到已經傳播出去之後，你再來消毒是非常困難的。另外，我們也發現一

般人使用網路的習慣或是閱讀的習慣改變了很多，主流媒體的重要性不斷

下降，以前主流媒體都會扮演一個 gatekeeper 角色，就是可以過濾太偏激

的、太離譜的報導。但現在這樣的一個功能已經被社交媒體取代了，結果

很多人就變成跟自己屬性、觀念或偏見類似的人相互取暖，整個社會裡面

變成對立性更強，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數位部落主義。也就是說，每一個對

其他群體有偏見的人，彼此之間相互增強，而且跟他仇視的、疑懼的其他

團體，基本上完全不交集，也不往來，也沒有共同分享的資訊平台，這些

問題都很嚴重。 

當然 AI 的技術跟大數據也帶來一些可能潛在的正面作用，可以把政

治過程、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透明化，而且讓他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留下

紀錄，而且也可以及時查證。像加州設立的 Digital Democracy網站，先從

州這一級的政治人物的言行舉止開始建置資料，然後再配上一個有很好功

能的網站叫做 PolitiFact，這個 PolitiFact收集各式各樣的基本信息跟數據，

而且這些是正確的，政治人物講任何話，裡面有涉及到任何事實陳述的，

馬上就用這個網站主動去做查證，他講的是對或是錯，還是完全對、完全

錯。比方說 Hillary，他在競選期間所有的言論都被 AI 功能的事實查證的

網站公布，他的指標多少，他是完全正確的 28%、基本上正確的 23%，接

下來，當然就是只有一半正確，或是基本上不正確或完全不正確，如果是

Trump的話，他的發言比 Hillary壞更多。這的確增加了透明度，增加我們

糾錯或查證的能力，不過問題是，很多中間選民或一般選民，他們不見得

有那麼多時間跟精力去追蹤這個訊息，這些訊息就算舉證出來了，是不是

真的會影響到政治人物的言行？還不清楚。 

另外，我想要談的就是，人工智能本身的來臨，今天上午已經談了很

多，影響整個生產方式、商業模式、企業組織對不對？其實對國家也是這

樣，因為國家基本上是一個大的官僚機構，如果 AI 技術全面引進政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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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話，一方面國家的管理能力可以跳躍式的升級，一方面人力可以大幅

精簡。另外，從某個角度來講，假設沒有隱私權保障的限制，國家對全社

會進行數位化的管理都沒有問題，所有人的身分識別是全覆蓋的，所有的

基本活動是可以全天候紀錄的，你什麼時候出了大樓的門、什麼時候上了

什麼車、坐什麼公車從哪一站、幾點鐘下來，其實都可以留下紀錄、都可

以留下足跡，甚至你參與的經濟交流、交易等等。也就是說，將來一個城

市，如果要利用這些大數據、這些動態流量的數據去做管理，是非常有智

慧管理能力，對不對？ 

另外一方面，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很不幸，AI也有保家衛國，有

國防的功能，所以將來戰爭形勢會非常可怕，一種沒有聲音、沒有煙硝的

戰爭。第一，本身網路支撐運算能力跟儲存基本資訊的伺服器，它的安全

性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如果所有資訊在這個東西裡，今天可以把這個完全

摧毀或是完全癱瘓，整個社會就停擺了。假設，將來所有的地籍資料跟所

有的房地產、所有權資料都只有 digital沒有 hard copy 的話，如果資料被

駭，這個社會就天下大亂了。我們當然很高興將來可能有自動駕駛汽車，

說不定所有的駕駛都是自動化的。但從安全角度來看，如果指揮這些駕駛

的 AI 系統被侵入、被變造，每一部車都可以變成一個自殺客，變成攻擊

社會最有殺傷力而且無所不在的武器。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都

是 AI革命帶來國家職能裡面各種不同、可能的巨大影響。 

再舉兩個很直接的例子，也是我自己親自做過考察。在過去兩年，中

國大陸海關機構已經完成全面智能化，基本上，現在就是線上報關、線上

核准。以前的海關大家都知道，就跟我們台灣的基隆關、高雄關一樣，對

岸也是一樣青島關、上海關，都是由人工來做抽檢。其實照理說，機構的

資訊系統對一個，正常或是經常有進出口紀錄、有報關紀錄的企業，它所

有的過去記錄幾乎都一清二楚，如果過去記錄得很清楚，每年這個時候大

概會進多少鋼料、進多少鋁材，而且今年的數據沒有特別奇怪，一定自動

審核過去，事後他可以追蹤你，他可以從你將來的出口紀錄裡面看你進這

麼多，怎麼會沒有出，或進這麼多，怎麼會沒有庫存、沒有銷售額，這一

定是有問題。何況這個貨櫃其實從長堤港出關時，兩國的海關基本數據已

經串聯過來了，重量多少一清二楚，一進關，用電子磅秤一秤，重量有一

點變化是可能的，有些東西蒸發掉或怎麼樣，但只要偏離正常的，標準差

的誤差區間，馬上可以抽查，所有東西都是電腦化的，所以中國海關現在

有個最大的困擾，要這麼多公務員幹嗎？沒事做了。第一個派你去甘肅扶

貧，下鄉當插隊幹部，或做輔導工作，轉型為資訊服務。既然我們有那麼

多數據，我們就是一個經濟數據服務公司，我可以做很多宏觀預測，提供

給國務院做參考，也可以給廠商，你需要什麼樣的分析，我可以幫你分析，

只要跟進出口有關的數據通通都有。有人說我要預測川普當選，我根本也

不需要用追蹤 social media，我只要去收集一下廠商接下的訂單，川普的帽

子跟 Hillary的帽子哪一個比較多，要是有川普 LOGO帽子 4倍於 Hillary，

你就知道川普大概會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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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什麼？意味著，我們政府過去用人工審核的工作，就跟銀行或

保險公司一樣，其實都可以被替代，連申訴都可以由 AI 替代。當然，這

是一個巨大的改變，阻力之大你可以想像。問題是科技在那個地方，帶來

這樣一種可能性，像有些國家的，有些這種機構已經在面對這樣一個狀況。

比如說簡報中的這張照片就是深圳海關的智能通關系統的中控中心，這是

全世界負荷量最大的海關，為什麼？因為蛇口本身是全世界五大貨櫃碼頭，

香港第三大，而香港很多的貨運也是要經過這這個轉運到內地，所以深圳

海關的貨櫃量是天文數字，但現在完全可以用智能化處理。 

我剛剛提到，國家機構將來可以對社會做無死角、全覆蓋性的動態管

理。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公安部門已利用最先進的臉部辨識技術，加上二

代身分證，收集所有臉部的特徵，可以對十三億人在三秒鐘內辨識身份，

準確率已經超過 90%，在過去這是不可想像的。又如，某個小偷離開現場，

但有被看到，追蹤之後，不到幾秒鐘，接到報案的公安就已經知道小偷是

誰了，而且 AI 還可推算他最可能逃亡路線有三個，警方就去這三個地方

等，就可以等到他，所以十幾分鐘就可以緝捕歸案。新疆為了要徹底的去

消除恐怖主義的隱患，把這套系統用得最徹底，而且是最全面覆蓋的，街

頭所有地方都裝設這種設備，他們叫攝錄，我們叫閉路電視攝影機，我可

以跟各位說，新疆不要說這幾年恐怖主義的攻擊事件已經沒有了，現在連

小偷都沒有了，就是天羅地網。美國的 FBI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例如 Boston

的爆炸案，也需要這個東西，所以聯邦調查局現在也為四億多人建立臉部

辨識系統，當然，這個系統也帶來很多其他方面的顧慮。 

我們已經看到今天 AI 在政治領域已經發生的一些作用，但我真正要

講的是下面這個重點。事實上我覺得 AI 技術跟潛在的 potential 帶給我們

人類社會一些難題，我歸類成五個非常大的政治難題，也可以說是整個社

會面對的，不管叫制度也好、規範也好，或是根本價值選擇的難題。 

第一，將來一個政府有可能具有超級智慧能力，全面的社會數位管理

的能力，而且這個幾乎已經可以說勢不可擋，尤其萬物聯網之後，你的足

跡就在那裡。反過來說，整個社會就是一個超透明社會，人類從來沒有進

入過這個社會。我有時候想，也許天堂就是一個超透明社會，在這個超透

明社會中，一個人已經不能做什麼壞事情，而且也沒有空間讓你做壞事情，

因為你所有的做過的事情都會留下紀錄，而且很難去改變。我們來談談傳

統的自由跟民主體制以及未來，在面對一個完全可以運用 AI 系統，前所

未有管理能力的政府，操作社會，這裡面有很多一些非常棘手或艱難的問

題會出現。 

第二，未來是一個所謂的數位經濟。在數位經濟裡面，原來傳統最有

價值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再來是勞動，再來是有形的固定資產，後來有

人加上管理或其他的。但將來所謂無形的，尤其是數字或數位資產，會變

成是整個社會生產裡面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而這種生產要素有什麼特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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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複製成本是 0，沒有稀缺性，那就顛覆整個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奠

基在稀缺性上發展出來的學問。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以後 AI 產生的

巨大生產技術突破所帶來的經濟果實應該怎麼分配？這是一個最關鍵問

題，等一下我會講。 

第三個問題，將來我們人類的命運，會逐漸進入一個叫零邊際成本社

會，可能走向分享經濟、共享經濟，有點像是社會主義烏托邦，但也有可

能走到一個比我們現在看到更嚴重的貧富落差，兩極化的數位資本主義。

這兩個可能性就在我們面前，我們要怎麼選擇，或是說我們今天做什麼決

定，會影響我們將來更有可能往哪個方向做社會制度變革的路線。 

第四，再往更全球的範圍來看，像美國天才的企業家馬斯克，他已經

做了各種難以想像的一些大膽實驗，然後也充分地掌握了 AI 帶來的巨大

潛力。可是大家也知道，全世界的七十億人裡面，還有一半的人連上網都

沒有。所以所謂的數位落差會有另外一個新的面向，就是說，有些人會因

為自己有 AI 的協助，而如虎添翼，其生產力可以天文數字般的倍增，這

種落差將來要怎麼處理。 

第五，是一種比較陰暗面的，但我們也不能不面對，就是如何確保

AI的和平使用，因為 AI對世界的和平或人類的生存來說，潛在的毀滅性

只會超過核子武器。核子武器技術的和平使用一直都是我們把這個妖魔從

瓶子裡面放出來以後的一個巨大的難題，而 AI 的和平使用會比引導核能

和平使用更難，為什麼？因為監控核能有沒有和平使用比較容易，譬如說

核試爆，或是說核武屯積，高濃度的鈾，這些基本上都能夠追蹤，但是

AI的這種無形中的殺人武器，可以小到像一隻小蜜蜂，可以釋放出幾百萬

個小蜜蜂，每個小蜜蜂甚至可以鎖定特定的對象，並把他消滅，這都做得

到。 

這些問題我已初步思考。首先，我想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事實，就

是超級透明社會已經到來了，而且將來會更透明、會鉅細靡遺，從出生到

死，一生下來就可以做 DNA檢測，並馬上把 DNA排序放入電腦，所有潛

在的健康問題可能事先可知道。例如，有多少機率得到癌症、正常情況下

平均壽命在什麼區間，所有的健康、言行、消費，所有的紀錄都可以被記

錄，但並不是說一定被記錄(編按：可以不代表一定)。再來，將來只有電

子錢沒有現金。很快丹麥、瑞典要走全電子貨幣，以後現金會完全禁止使

用，就消失了。當然好處是說，就不能腐敗了，對不對？財富要藏匿也不

容易，也許可以藏到國外，但如果有一個全球性的合作就很難藏匿了。企

業很難逃稅，黑社會也很難買賣毒品。所以為什麼比特幣其實很有用，不

想要被透明化就可以用他匿名、加密。 

你要這樣想，一個超級透明化社會再搭配一個超級智慧政府，例如

AI給他一個巨大的追蹤分析監控能力，我們把他稱作夜不閉戶、講信修睦

的人間淨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一個個人自由可能徹底消失的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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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社會，這是兩面性，我覺得我們避免不了。 

另外，很多社會制度就必須要統一設計，或至少要作大幅的改變，以

前選出一百個、兩百個代議士，幫我去監督政府，頂多再配上幾個助理，

再加上審計部等等，這種監督政府的方式和剛剛講的超級透明社會跟超級

智慧政府相比，是非常無力的。所以就必須要有不同的設計，才能制衡政

府有那麼巨大的數位管理，以及中間可能出現的弊端。有幾種作法，一種

是去中心化，就是不要把所有東西都集中在一個垂直管理的官僚機構，這

是一種可能性；另外一種以強制強，必須讓制衡機構本身也要能掌握這個

大數據資源，也要有等量的 AI、算法跟深度學習能力。用 AI檢查另外一

個 AI，否則，很多 AI將來會變成黑洞，因為根本不知道複雜算法裡到底

發生什麼事情，它產生偏差化，源頭在哪裡？有時可能用人工也已處理不

了。 

再來，就是從 AI的設計規範開始，AI本身應該要有一些基本規範，

也就是說，所有涉及到基本功能的，譬如健康、人身安全、教育等等，裡

面就要開始內建功能，自己會去作自動介入或自動糾偏。例如，在裡面出

現一些訊號是我們認為偏離合理的法律或道德規範，就會自動去糾舉。 

我剛剛也講，在一個高度透明社會，很多過去社會制度已經沒有辦法

因應，以前社會保險的觀念〝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未來承擔多少的可能風

險〞，到底我會是不幸的得癌症？還是我會很健康活到幾歲，沒關係，大

家都一起以公平的方式、等比的方式來分攤保險的支出。可是以後不一樣，

若你父母親給你的基因好得不得了，你得癌症基因很小，可以活到 99歲，

另外一個人的基因則所有的健康問題都出現了，若是民間保險公司，可能

就說對不起，這些人我不要保，而拼命保基因好的人，因為所有東西都是

透明的，所以顯然這些風險分擔的制度都必須要重新設計。 

既然每個人一言一行都會有記錄，如果社會又不給多元的包容性，那

問題就很嚴重。你將來去應徵工作，human resource director也許會要求你

簽一個同意函，同意可以去調出你所有資料。甚至翻出我在高中的時候，

用非常粗魯的言語罵我旁邊的女生的這些記錄。所以我們本身要去適應這

樣一個超級透明化的社會，以及過去很多的紀錄難以竄改，或是什麼方法

可以做一種所謂數位更生，就像一個受刑人，給他一個新的身分證一樣，

這些問題都會出來，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這個地方。 

我剛剛所講，我們面對社會變遷或社會制度變革的選擇難題，因為今

天的 AI 技術，基本上還是歸在資本主義。當然，部分是國家主導，因為

主要用在國防或是境內安全管理，但如果我們完全是只是放任眼前壟斷性

的數位資本繼續往前走，不僅是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會變成極為可怕，富

裕國家跟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會成為比今天更大的鴻溝。反過來說，AI

的積極面，如果能夠有新的社會契約跟新的國際規範，讓數位科技的生產

力快速提升，以及我們講 trickle-down 或普惠性的效益能夠全面釋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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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可能透過 AI 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向分享經濟跟社會主義的大餅。這

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經濟學以前最大的問題是稀缺性，現在數位資

本最大的特性就是複製成本非常低，或接近於 0。 

我舉個例，在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已經出現這樣一個現象，就

是經濟力量或是創造財富能力高度集中在非常少的企業手上。這個現象是

人類歷史上少有的，以前當然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比方說有Rockefeller等，

但是像目前這樣，在全球範圍裡，經濟力量如此集中的狀況是前所未有的。

由此看來，太多的巨獸力量對我們生活面向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比如對就

業，對經濟福利、社會安全，食品安全等等的影響都是無遠弗屆。 

如果今天國家的稅收可以用作為是一個可以跟企業營收作等量齊觀

的指標，也就是把政府視為一個經濟實體，企業也是一個經濟實體，政府

有他的 revenue、企業有他的 revenue。這樣來比的話，全世界 100大經濟

體，只有 30個是主權國家，70個都是企業。譬如，Walmart的營收全世界

排名第 10，台灣都被遠遠拋在後面，其營收甚至超過西班牙、澳大利亞、

荷蘭等政府的收入。所以這已經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國家的管制措施，或是

公平市場規範可以控制的事情，只有美國、中國、歐盟還有可能作為，但

是如果三邊不合作也很難，不然就要更高層次的國際組織。有人說 AI 會

帶來 decentralization去中心化，但是如果 AI因為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因為

獨占性的平台的壟斷，那麼去中心化不一定會發生，相反可能會再高度的

中心化，這個可能性都存在。 

Jeremy Rifkin著作〝零邊際成本社會〞已經出版好幾年，這本書也有

中文翻譯，大家若關心 AI 的未來，我高度推薦這本書。就我剛剛所言，

如果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數位的，不管是數據或算法，已經會自動不斷深

入學習的算法。比方，AlphaGo或 AlphaGo Zero可以打敗世界排名第一的

棋士，一旦被設計出來，那可以讓它同時變成 1,000個 AlphaGo Zero，或

是 10,000個，只要有一個大電腦跟它配合就好。各位想想，若要產生 10,000

個像張栩這樣的世界級天才棋士是多不可能的？但是對數位來說，只要一

個按鈕就可以複製的。在這個情況下，它可以是一種會讓生產過程中的邊

際成本不斷下降，而且接近於 0的時候，按理價格應是不斷下降也會接近

於 0，很多商品會接近免費，而且可能在有如此的技術條件之下，剩餘跟

充裕會取代稀缺，所以整個過去資本主義的邏輯會被顛覆，除非掌握這些

技術的人要排他性的壟斷、獨占，特別是運用所謂的產權或專利。所以這

本書裡面特別描繪一個現象就是，如果我們可以讓普及所有人的經濟福利

釋放出來，或許將來會進入一個完全和以前不一樣的社會，一個零邊際成

本社會。這個社會就是大多數人，可以透過參與互助、交換跟分享，就可

以滿足基本需求，而且不需要再去依賴朝九晚五固定的工作，或是說必須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參與勞動市場，然而，這個可能性能不能出現？不知道，

要看我們將來的制度跟法律要怎麼去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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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好的方向來想，未來可能不僅是跟數位有關的生產要素成本會

越來越低，另外也因為能源是大眾日常生活消費占比很大的一個支出，將

來自給自足的可能性也都存在，甚至可以在自己的社區、住家種植基本需

要的蔬果，這些也可能都存在。現在有人工光合技術，而且照料的是機器

人，在家也可以 3D 列印，可以自己製造一些小物品。在這樣的情況下，

資本主義本身所謂靠刺激消費動能會減弱，很多人會退出商品市場的機制，

尤其可透過分享跟交換就可以滿足需求。專業的服務也是一樣，比如專業

理髮師，可在社區幫很多人理髮，累積社會點數或社區數字貨幣，再用這

些點數或是數字貨幣去換很多東西，如交換繪畫學習、小孩上英文的課程

等等，時間銀行就是這個概念，而現在只運用在照顧老人範疇裡面。所以

這種可能性將來絕對沒有問題，因為未來的運算能力、儲存社會交易能力

的紀錄，以 blockchain技術，多大的量都沒有問題，一目了然，而且不能

竄改。 

就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跟哲學家，最光明的時代也來了，有那麼大的

一種全新想像空間，或許可能一下子沒那麼快變，但是很值得探討如何運

用在這樣的一個新的技術條件跟社會條件之下。 

另外，我認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稍早有一些學者已經開始討論，

但我覺得都還不夠系統化也不夠深入。就是面對一個我們講數位經濟也好，

或數位社會也好，需要新的社會契約，甚至要改寫有關基本人權的一些基

本規範。 

我舉最典型的例子，每個人所生成的所有數位資訊，包括我 DNA 排

序到我所有的消費行為數據等等，各種不同的生活足跡，如果只是單筆來

看，好像沒什麼價值，反正數據庫裡面 1,000 萬人，少我一個算什麼；但

是反過來講，我一旦能夠收集 1,000 萬人的時候，這個數據庫就非常有價

值。如果 1,000 萬糖尿病病患的醫療歷史都在這裡，什麼樣的體質、什麼

樣的基因，用什麼樣的藥可以產生什麼效果，再去擷取各種經驗法則，全

世界最好的醫生都比不上。而且這種人工智慧的醫療診斷跟判斷，邊際成

本是很低的，服務 1 萬人跟服務 100 萬人、1,000 萬人，其實成本增加很

少。 

所以，第一，如何樣讓技術不是只讓最高所得的 1萬人享受，而是能

夠讓 1,000 萬人都能享受，這是一個難題對不對？第二，既然我們每個人

都貢獻這個大數位資料的生成，它的產生過程，我可能貢獻在很多方面，

如我的消費行為、人生智慧、交友、政治參與及醫療歷史等都在裡面，一

方面，我要知道它收集我什麼東西，而且我要知道它存在哪裡，我自己有

權利隨時去取得。另外，既然這個 1 千萬人也好，1 億也好，大家共同貢

獻出非常多高附加價值大數據資訊庫，未來這個大數據所衍生的附加價值

的淨利應該歸誰？應該有個制度，至少要有相當一部分，或是很大的一部

分要平均歸給每一個當初貢獻的人。另一方面，這是一個集體性資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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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資產只有在大規模集體同時貢獻時才有價值，如果只是個人數據，

沒有多少交易價值，也沒有分析的價值。所以，如果我們一輩子所生產所

有的數位資訊，可以貢獻於幾萬個不同屬性的 big data集合，我在每一個

data集合裡面都應該有一個小的股份，儘管那個股份是 1,000萬分之 1。但

因為這生成出來的是有價值的資訊，它所產生的各種的經濟交易的利潤，

如果有一套機制可以回饋給每個人。我認為這就是數位時代的基本人權保

障，這是目前為止沒有人討論的問題。當然，我們知道 Google、Amazon

不希望大家討論，他們希望大家在註冊帳號時就簽了一個同意聲明，接下

來就不用管了，這個資訊他們拿去做什麼、賣給誰，跟什麼資訊混合在一

起跟你沒關。所以我們來看，這些大企業，其實包括百度和阿里一樣，他

們現在變成政治說客，影響政府的很多法律，這些特殊利益集團，並不代

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這麼重要的基本人權可是很少有一個系統性論述，

這是非常大的理論缺失。 

最後我要談的一點就是，零邊際成本可以造就共享社會，其實分享經

濟已經到來，只不過現在還在很小的範疇裡面，而且我們已經受惠了。人

類現在最大的知識儲存庫是什麼？就是維基百科，所有人都可以貢獻，也

可以享用，這是一個最典型的數位時代共享經濟，而且沒有人 claim 這是

屬於誰的智慧財產權，因為它不能作各種商業的、盈利的使用，也不能主

張 copyright，我們把他叫做 copyleft，就是一種開放式、自由版權或開放

版權。 

所以我認為，將來我們在學校裡面教育下一代，21世紀我們作為人生

的奮鬥目標或是典範，不應該是 Bill Gates，對不對？他能累積千億美金資

產，因為他完全占用、利用了零邊際成本的所有好處。如大家買一台電腦

附加 microsoft，而附加的邊際成本只需幾分美金，可是因為微軟是獨占，

還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所以微軟把所有獲利不跟大家分享，而變成他跟

他員工與股東的分紅跟股利。我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激勵這類創業家，但其

實不需要激勵到這個程度，照樣可以讓很多人願意去貢獻、願意去投入心

血，而現在這個激勵制度完全是徹底扭曲了這個社會的價值分配制度。 

我們講 Khan學院創辦人 Salman Amin Khan，或是像維基的創辦人，

我認為這才是 21世紀典範，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 billionaire，因為

這個數學的線上教學，以及後來擴充到物理等很多領域，學習效果最好的

線上學習互動軟體，免費開放，現在連非洲的小孩只要能上網，都可以透

過此網站學習各種微積分、幾何、英文等。美國好多矽谷的人認為，Khan

學院如果將來變成是一個完全商業模式的，它的 IPO可以價值幾百億美金

甚至更高，但 Salman Amin Khan拒絕誘惑堅持免費開放學習政策。所以，

在數位經濟的零邊際成本條件下，我們面對人類社會的最可能兩種不同情

境：是創造比 Bill Gates有錢超過 10倍、20倍的巨富，還是去鼓勵更多的

像 Salman Amin Khan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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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今天有很多大的議題，下午的圓桌論壇，我可以進一步跟

各位對話。最後，我要談一下民主體制本身也面對巨大的危機，這個危機

可能現在很多人都想像不到。如果，我們把政治體制看做是一個數字或資

訊的轉換過程，比如說，政府收集所有人的政策需求跟偏好，然後轉換成

公共政策，轉換成預算分配，轉換成法律，這就是資訊的轉換功能。 

今天的代議制度是什麼樣的一種資訊收集跟轉換？我說那叫石器時

代的制度，最原始的制度。每四年請你提供最多不到 2個 bit的 binary data，

也就是投給甲黨、乙黨還是不投票，只要用 2個binary bit就可以記載下來。

憑這點資訊，就賦予執政者未來四年就有權力制定所有的法律，有權力通

過條例，編預算，在資訊時代我們可以問憑什麼？明明在任何時候都可以

利用大數據全面掌握社會多數人在這個問題上的需求或想法，為什麼不依

據大數據來制定政策呢？而是讓那 113 人在立法院內每天吵架、拍桌子，

有什麼代表性呢？怎麼知道他們後面不是財團、不是金主？所以代議制度

的整個邏輯將會整個被大數據、AI顛覆掉，這個是一個非常大而嚴峻的挑

戰。為什麼柯文哲市長到市議會可以理直氣壯說，你們後面是什麼我都搞

清楚了，就是因為大數據。另外，這也是柯市長透過大數據，了解市民希

望交通這樣或市民希望衛生那樣，所以科技變化已經帶給代議民主巨大的

合法性危機。 

也有人說，或許有一天可以選一個 AI 做總統，為什麼不行？這個總

統多好呢，可以跟各位說，當你要把它理想化時，它可以是沒有自我，可

以把它設計成沒有自我，無私、無欲，也不能賄賂它，可以把它設計成要

聽很多人的建議，博采眾議，可以讓它讀所有過去的治國經典與哲學，從

資治通鑑、孔子、亞里斯多德、柏拉圖，都學起來，把所有偉人面對艱鉅

的困難，他們是怎麼決定的，都可以學習，然後賦予它的任務很簡單，就

是 maximize絕大多數人的基本福祉，而且還可以不斷有更新版，還可以演

進。 

當然，這是一個科幻想像，但它一方面凸顯了這個技術帶來巨大的、

完全不同的一種制度變成一種可能，另一方面，就是對照我們面對各種挑

戰跟難題，不得不嚴肅地去思考這樣的一種可能性。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謝謝朱雲漢院士，他也有一些想法，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能闡述，稍

後圓桌論壇時也許可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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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五 

AI對產業領域之挑戰與影響 

 

主持人：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接著請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針對 AI 對產業的影響跟挑戰進行

演講。簡教授大家都很熟悉，他平常也在各個公眾場合給了許多類似的演

講，當初針對這個題目我第一個就邀請他，也很高興他答應來這裡跟大家

共享。 

 

演講人：簡禎富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教授、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召集人、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持人 

 

主持人還有各位嘉賓，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做分享。其實

我還沉浸在剛剛朱院士演講的內容裡面。但我想藉這個機會分享一些或許

還談不上整個產業，但至少是製造方面的一些觀察，然後也有我個人的一

些實際經驗。可能內容上面比較作業面一點，不過製造現在也變成重要的

議題，很多國家都有對應的製造戰略，當然大家可能都聽過這些內容，不

過共通點是大家都重視「製造」。 

從早上到剛剛的演講都有提到 AI 技術的發展可能造成貧富的差距越

來越大，因為不管是有形無形的 AI 和機器人，有些人可能 unemployed。

AI可以工作得更長，然後生產力更高，有些人被取代了，而且被取代的越

來越多，這類問題在各個國家或是各個組織都在發生。比如美國有一系列

的戰略，我所引述的 Georgia Tech. 王緒斌教授的資料就有特別提到製造的

投資報酬(ROI)是將近 2.5 倍，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國家重視製造的一個

原因，因為有很多工作本來就永遠不見了，當然製造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影

響，所謂的製造重回美國，不一定是單單指把工廠搬回去美國這一件事情

而已。 

早上也有幾位先進提到四次工業革命的問題，如果用德國四次工業革

命的階段來看，我的 argument 是，1 跟 3 有明確的 enabling technology，是

從 0 到 1 的改變，比如說蒸氣機引進機器的力量，比如說電晶體和積體電

路讓我們進入數位時代或 computing power。但是相對於 1 跟 3 來講，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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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2，工業 2.0 談的是生產力、談的是量產，所以有了機器的力量以後，

才會有更多從 1 到 100、1,000、10,000 的問題，更多是在量產管理，甚至

像是維基百科的資料，也特別提到泰勒談的科學管理、談組織、談整個工

廠的設計。這是工業 2.0 相較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關係。 

我們談工業 4.0，也應該看看工業 4.0 相較於工業 3.0 的關係。工業 4.0

是一種國家間競爭的關係，比如說，現在台灣的製造是很好的，但工業 4.0

的目標是要把製造從新興國家奪回 10%，有一部分是因為國跟國，不管是

工作上或經濟發展上的競爭，另外一部分也是因為現在的生產模式對於先

進國家而言不見得適合，所以要用新的生產模式重新 recover it，拿回 10%

的製造份額，這當然就對台商或台廠的影響更大。 

所以工業 4.0 不是純粹的只是用機器人去取代人的問題，極端地說 lot 

size 等於 1 還要能夠 profitable。我們知道工業 2.0 談的是量產。現在很多

台商，特別是 EMS 組裝廠，有很多生產排程的派工的問題，所以談的是

批量裡面的規模報酬，就是我要如何用一個 configuration 讓我可以盡量大

規模的量產，可以使平均成本或邊際成本降低。但是如果說極端到 lot size

等於 1 還要能夠獲利，怎麼辦？獲利來自於價格減掉成本，不過就生產而

言，因為還是有實體的投資和固定成本，一方面，因為更好的客製化，所

以價格或價值會比較高一點，另一方面，成本的規模報酬已經不是來自於

批量本身，而來自於整個製造系統或整個供應鏈，比如說預測性保養，更

好的去使用材料或是降低供應鏈的存貨，更智能化的去處理很多生產裡面

的資源調度的問題，這些都可以讓成本降到更低，當然極致是 lot size 等於

1 還要能夠獲利。 

其實現在已經有這樣的模式，大陸有一個網站叫「必要(Biyao.com)」。

「必要」不像淘寶網或淘工廠，它的名字顧名思義就是只生產必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有人下訂單之後它才開始做，當然這樣的模式會是現在談新零

售的想法。假設我是生產商，我當然很想加入「必要」，但我發現在「必

要」的網站很難找到你如何加入它的營運模式。基本上你就是要變成有各

種的能力。如製造業的台積電一樣，要有最強的生產能力、成本要低、要

有設計品牌管理的能力等等。這樣的模式雖然一開始的估值很高，但並沒

有如預期地馬上席捲或破壞既有的想法。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名字叫「必要」，

但是支撐「必要」的充分條件或所謂工業 4.0 這樣的生產條件或系統，並

沒有那麼 ready。因為製造還是要落地，還是要實體化，所以即便在商業

的模式上已經出來了，但是支撐它的還沒有那麼多。所以如果上「必要」

的網站，其實現在賣的東西還不多，鞋子只是其中一個。我去國內一個世

界級的鞋子代工廠演講的時候問過他們說，這個「必要」網站賣的鞋子，

是不是你們做的？他說不是，但很多是他們的前員工做的，換句話說，這

就是破壞性創新的經典案例，因為這個技術已經很成熟，現在鞋子可以用

機器人來做，所以傳統的量產或是透過很好的鞋樣設計，找很多工人去做

的生產模式遲早會被類似這樣的技術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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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發展，現在製造業越來越走向平台化，虛擬的電商也開始

想要往實體走。德國提出工業 4.0，傳統的製造商如西門子只是其中的代

表或領導的廠商，他希望變成是一個平台。我們都知道平台可以做莊，工

業 4.0 也是平台，它也可以 consolidate 很多資料，然後可以集成或是整合

很多資源，所以平台做莊的人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這樣的模式在很多

產業已經在發生中，比如說半導體產業，早期還是一種供應鏈的想法，可

是現在的雲、網、端讓整個供應鏈的穿透率變強。 

現在有這樣的公司，比如一家歐洲的公司，在自我介紹裡，就 claim

說要變成一個 game changer，他要改變什麼遊戲規則？當然是改變現在的

遊戲規則。台灣的幾個半導體廠商都是非常好的廠商，這些領導廠商需要

有人幫他們做大數據分析嗎？其實不需要，據我了解這些廠商他們都做得

比這家歐洲公司還要好，如果你去問他們裡面有沒有這個公司的 solution

或類似公司的 solution，其實都有，請問，誰可以強迫台灣這些製造商在

裡面設這樣的 data center，collect 這樣的資料來做這樣的分析？只有客戶

能夠強迫他這樣做。但是很奇怪，我是幫忙做代工的，我可以做得很好，

為什麼客戶還非要我們配合做這件事情呢？這就是我講的，他們要 change

這個 game，他要 change 或是 penetrate 到我們的供應鏈裡面，可以讓將來

供應鏈的掌握能力更好。當然，這也會影響到將來這個公司或整個供應鏈

的競爭。所以誰可以在這個製造系統平台化去佔更大的一個發言權或分享

更大的價值？我覺得這對台灣現階段的水平分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一定會

造成很大的衝擊。 

製造是台灣 AI 的機會之鑰，之前科技部部長跟 NVIDIA 黃仁勳在對

談也特別強調這句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半導體的測試最後要做 CP 測

試(probe card 的測試)，簡單講，就是晶圓上面的 IC 在還沒有封裝之前，

很多的零件都是很多個 IC疊在一起，所以必須要知道這個die是好的。know 

good dies，我才能夠把它包裝在一起，所以上面會有探針 touch 到每一個

接觸點。真實的狀況是長的這樣子，這比我們的臉盆，一個大的卡車輪胎

這麼大，中間看不到的地方是一個手指大小的晶片，旁邊密密麻麻都是線

路，透過這些線路裡面會對應到的針 touch 到這個來測試這個 die 是不是好

的，好的才能夠往下做後面的組裝或封裝。探針因為要去同時 touch 到很

多的點，所以它的材料當然很重要，早上陳校長也提到材料與 AI 的結合。

零件是消耗性的，所以早期都是從國外進口，影響到的因子有很多，可是

去控制它的大概就是直徑、彎曲的角度等等，所以傳統要靠很多人力去做，

要 try and error，而且每一個針又長得不太一樣，所以工作非常複雜、花人

力的。但是透過大量資料的累積，如果我是沒有經驗的工程師，可能在這

個分析的過程就要去問我的師父。可是現在有大數據、AI可以扮演類似師

父的角色，AI可以告訴我應該怎麼去調整這個參數，可以讓這幾個重要的

參數盡量留在良率高的點。我們有跟一個隱形的冠軍做這樣的合作，可以

自動的把這套參數產生出來。甚至碰到沒有經驗的工程師，只要按一個鍵，

它就可以告訴你，這批材料你應該做什麼樣的設定，你的最佳良率會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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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地方，而且這個做出來的結果可以隨時繼續 learning，因為資料在累

積，我就知道將來應該怎麼去改變，甚至在加工的過程，這些資料 profile

都可以累積下來。 

也是因為如此，科技部現在推動所謂的 AI 計畫有不同的中心，清華

大學剛好有一個跟智慧製造有關的中心。我剛剛提到，製造其實是台灣滿

重要的機會之一，我們希望以台灣的製造為利基。科技部希望每一個中心

都是世界級，但我認為台灣的製造產業影響力可能是一個 niche，這大概是

中心希望發展的方向，也藉著這個機會跟在座先進報告一下。 

其實現在投入這樣的方向的人或公司很多，包括製造業的龍頭鴻海就

是其一。吳恩達是華人在 AI 製造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學者，即便是他也

開始往這個製造方向走。但是這些 AI，比如用在圖形辨識等的這些 AI，

跟非常傳統的組裝業能不能結合的很好呢？之前我也有應邀去鴻海做分

享，談決策的問題，更多是所謂的非結構化的問題。就像早上孔院士所言，

有 80%可能在處理資料的問題，所以這裡所謂的非結構化的問題。例如大

聯大，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大聯大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零件供應

鏈 handler，你會認為電子零件為什麼不直接跟原廠買呢？因為裡面有很多

的商業模式，還有很多供應鏈存貨、風險等等的問題，所以台灣就有公司

發展成全世界最大的電子零件供應鏈的處理商，大家可以把他想像成是古

代的鏢局或是漕運、鹽商這樣的角色，處理包括物流、金流、產品的責任

風險等等，所以這樣公司的風險壓力就非常的大，可是這公司是成功的、

賺錢的隱形冠軍。當公司面臨這個產業越來越少量、多樣風險越來越大的

時候，公司當然也想要借助這些工具來做，所以到底是走所謂的 AI 方向

或是走機器人取代人，利用軟體機器人取代很多的 agent，還是現在的工業

3.5 的方向？後來大聯大現在就是用所謂工業 3.5 的方向，就是人加智慧機

械，而且不是極權或封閉的系統，因為管理有很多 know-how，而且有很

多的產業一直在變化，所以即便有可能建立一個超強的 AI 系統，還是有

隨時需更新的問題，所以更應該是發展分散式的開放系統，現在這個公司

就把 logo 從原來是一個可愛的 agent 變成鋼鐵人的 agent，顯示公司正在推

動這樣的數位轉型。 

這是我覺得或許台灣可以走的方向，就是用一個智慧機器人或 AI 加

上人的方式，而不是完全把人取代，更何況還有很多的人需要工作。這大

概是未來我們在這個領域發展的願景，一方面基於台灣產業的優勢，一方

面 bridge 國外的 technology。另外，就是結合製造的大數據當作一個基礎。

第一期的十個計畫，我在過年前已經一一去拜訪每一個團隊，其實這些團

隊都有很強的技術的背景，也有很扎根的產學合作，所以我覺得未來在推

動上應會有很多的機會，當然也歡迎在座先進可以透過中心或是直接跟這

些對應的團隊聯絡，這裡面包括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教授在裡面。 

接下來，我來談一下個人其他的實務經驗，有一部分大概是在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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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陳校長任內的時候，我們在清華成立 IC 產業同盟，或是跟台積電

在大數據或智慧製造的一些合作。為什麼要談這件事情？因為現在台灣有

很多產業，這個同盟不希望只幫助到一家公司，所以我們沿著產業的價值

鏈往其他的 segment 去擴散。 

剛剛提到鞋業，雖然台灣有很強的鞋業，但是 Under Armour 的 CEO

就說要去破壞鞋子產業的傳統，所以他用機器人來做鞋，而且每一個都不

一樣，我現在腳上穿的鞋子也是用織的，不是用傳統縫鞋子的方式，所以

大家可以了解，現在供應鏈也正在改變。 

這也是現在物聯網帶來的危機，但是我認為也有轉機。危機就是越來

越多的公司要走到所謂的平台化，台灣大多數是專注在本業或是某一個

segment。轉機則是因為製造要落地，製造要跟實體結合，它不是純粹的數

位，台灣目前還有一些 know-how，是一個機會，所以我才會提所謂的工

業 3.5 的想法。這想法是介於工業 4.0 跟 3.0 之間，因為我不認為台灣可以

一步到位，可以直接去跟著德國人一起做(工業 4.0)，但是工業 3.5 是台灣

可以去做，並且可以做為破壞性創新的一個方式。我認為 AI 是其中的一

種。這樣的想法是來自之前我寫過的一個 Harvard 個案，當時我還在聯發

科當顧問，用山寨來當作例子，我們知道手機原來有所謂的 2G、3G，現

在已經到 4G 或 5G。可是當初在 2G 到 3G 的時候，3G 的技術已經有了，

但是還很多新興國家停留在 2G，聯發科就 create 一個叫 2.5G，換句話說，

聯發科是用 2G 的技術作出部分 3G 的功能。有點像是 smart phone 出來之

前，像多普達或是其他一些所謂的 feature phone、類 smart phone 的產品。

對顧客而言，就像早上先進講的，關心的不是要挖洞的這個鑽子，而是要

挖一個洞。所以客戶的需求如何去滿足，不一定是 care 他背後是 2G 或是

3G，所以 2.5G 就把 2G 到 3G 轉換的價值，把一部分的 value cash out 了。 

因為這個 model 的成功，後來又有所謂的 2.75。2.75 顧名思義，就是

2.5 加 3 除以 2，所以它並不是明確的有一個技術規格，說多少是 2.5、多

少是 2.6 等等，就是一個混合策略。要發展這樣模式，當然要告訴別人怎

麼去做，所以發展一些 turnkey Solution、reference design 等等，這也是我

現在談所謂的工業 3.5 或台灣製造業可以走的一條路。 

我想要釐清的是，以工業 4.0 來講，比如德國西門子提出來要平台化，

他有三個 vision，第一個是所有產品的數據都被累積下來，這一面跟 IOT、

big data 有關，特別是有特定的規格；第二，就是所有生產的過程、設備都

會 self-organize，會產生一個實體跟虛擬的世界，當兩個像雙胞胎或是所

謂的 cyber-physical，虛擬跟實體的；最後，是要 support 彈性的決策，而

這個彈性的決策，就是大規模的量產或是大規模的個人化，lot size 等於 1

還能夠獲利。換句話說，第三個才是「根本目標」，而前面兩個都是「工

具目標」，要達成這樣的「根本目標」，台灣要走的「工具目標」不一定是

第一個或第二個，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工具目標」，更何況台灣現在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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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3.0 時代的製造是強的，而且有人口結構、經濟的問題，所以這是我為

什麼提出，台灣不應該照著他們走的原因。 

如何才能去走所謂的工業 3.5呢？第一個要了解工業 3.0跟 4.0本質上

的差別，工業 4.0 更多是從製造直接到 customer，或是從價值為主，它不

是強調規模、量產或是純粹生產力的問題。舉個例子，比如說晶圓廠，現

在先進的半導體廠幾乎是一個無人工廠，裡面看不到什麼人，除非設備壞

掉了，傳統的作業員也不叫作業員，現在稱為助理工程師，可能在另外一

個地方管理工廠的運作。現在還是有一些很賺錢的六吋廠、八吋廠，因為

是more than Moore，比如車用電子等等一些應用，還是需要用到舊的技術，

當然可以發展。就像台北有捷運一樣，其他地方是不是一定也要有捷運呢？

這個就可以討論，就像六、八吋廠的存在一樣，解決交通、運輸的問題不

是說非要做一個捷運一樣，更何況六、八吋廠的樓板不夠高，無法在天花

板安裝 AMHS系統，用一個像無人車一樣，取代傳統人力搬運，所以這些

作業員就像搬運工一樣，但是透過一些平板、一些計算可以讓生產的調度

一樣達到效果，滿足卻不用花時間做軌道。 

我看台灣製造業，只有很少數可以像一些大廠以從早期的合理化、標

準化、自動化，建立大的系統再走到智慧的生產，大部分的公司是停留在

彈性決策能力很強，可能有局部的自動化，但是沒有到全廠的自動化，那

就更別提智能化了，因為公司內部組織不一定能夠跟智能化配合。若是如

此，要走的第一條路，必須重新去 build up，或是去導入某些國家的平台，

就好像開車是靠右行，或是走一個外線超車的方式一樣。透過 AI、透過這

種分散式的系統、透過決策的資源，因為根本目標在彈性決策而不是在這

些集中的，或是大規模的系統。所以每一個公司可以根據本身的情況來走

這條路或是走外面這條路，如果走外面這條路，可能更強調利用 AI 就近

解決管理或生產上決策的問題。 

我再舉一個公司導入所謂的工業 3.5 的例子，宏遠興業是一家傳統產

業，也是機能布的隱形冠軍，一個月可以設計 100 多種布。宏遠是在台南

市山上區的老廠，若要在這個老廠做工業 4.0，基本上就是要打掉重練或

是到別的地方去。然而創辦人希望可以在老廠，提升競爭力，所以就採用

工業 3.5 的想法，把集團未來的願景，透過資訊收集分析，透過先完成根

本目標，而不是一定要做大的系統。各位想像，如果有個集團有這樣大的

項目要做，會在台灣做嗎？他有可能到大陸、到越南做，或許可以批地或

得到更多的優惠。我們怎麼做這個？公司說他可能連 3.0 都不到，因為公

司很多的生產規劃還是用手寫甚至上面還有貼貼紙。宏遠公司也非常重視

環保綠能，不吹冷氣，只有吹電風扇，所以這些地方都要加強一下。我可

以把他改成電腦化，但因為現在已經是少量多樣的生產，所以有內建大數

據跟優化的 engine，對使用者來說，他看到的是這個，這些的 model 我也

沒辦法獨自去做，就像早上孔院士說的，必須要跟 domain 的專家合作。

我也解決組織決策的問題，也就是說，數位工具必須要跟決策結合，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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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給一個 model 或一個系統，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問題的。所以我把 engine

當作是一個 backbone，然後讓相關資料各自的權限都能夠連結在一起，在

決策的效率、品質也更提高了。在以前，如果碰到問題，廠長就要把人找

來在白板前，在那個白板前溝通並紀錄下來，但是大部分的情況會有時間

落差，會有溝通上的 gap；透過運用數位工具這樣的情況，就可以更有效

的解決問題，甚至還可以結合一些圖形化的工具，隨時掌握每一個點的生

產狀況。以染缸為例，這上面的顏色跟他的色號連結在一起，你知道在少

量多樣的時候，他換批的時候要洗缸，這也可以反映得出來他的狀況，而

且你可以看到批量越來越少。 

在先進的半導體廠做積體電路，其實是一層一層疊起來的，所以會有

一個叫 overlay 的問題，在一層疊一層的時候，就像珠子要套在珠子上面，

叫做 box in box，這中間彼此會有一個位移，尤其是到奈米製程的時候就

非常小，所以中間的相對位移要想辦法去解決，這叫做 overlay error。我們

有發展一個 model 並且拿到專利，其概念就是我要用的 model 是可以被

control 的，不一定是真正原因，但是他可以被 control，我就可以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跟找到真正原因，或許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因為有一些真正原

因沒辦法解決，透過這樣一個控制的機制，透過比較好的學習機制，可以

做到一個方式，就是當今天開始往下掉的時候就把它拉上來，往上拉得太

高就拉回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殘差，他就會落在比較中間的地方，當

這個位移或是這種誤差的 budget 越來越小的時候，就能夠更快的 detect、

更快的控制它，它的效果就會比較好。所以現在談的叫做先進製程控制或

是先進的設備控制，這相較於傳統用統計累積大量的資料，在我看到有問

題的時候可能已經來不及了，先進製程控制就是，我也不說你對或錯，就

是覺得快要出界了就趕回來一點，快要往左邊跑就趕右邊一點，這樣的一

種方式比較能夠 proactive 或是智能化的提前去解決問題，如此就可以讓製

造更精準。所以跟傳統產業相比，在發現有問題的時候就隨時調整，不等

到事情惡化才來去處理，這其實就是一個智慧工廠的核心，就是談決策，

智慧工廠不是說只是將人取代掉或是關燈率有多少，他其實更多是在決策，

特別是即時的決策。 

我最後用一個例子，剛剛說到半導體製程是積體電路，一層疊一層，

柱子就是線路，透過曝光，然後顯影，然後再蝕刻，然後最後去光阻，留

下我要的線路。所以兩個製程會有關，一個是曝光一個是蝕刻，但這兩個

製程天生一定會有變異，因為機器做久他有他的一些特性，所以就得一直

要做保養。就像我們排隊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要向中看齊，但是每一個人

不一定都排得剛剛好。所以如果你要控制良率到很精準的地方，你會花很

多的成本在這上面。更智能化的方式就是我們了解人之間或機器之間是有

差異的，所以我能不能把這個取長補短，然後讓共變異能夠降低，不是去

要求個別的變異要少，而是要求共變異要小，就是前後互相能夠協作。所

以智慧工廠是讓機器也能夠智能化的互相協作，換句話說，一個是曝光，

另外一個是蝕刻，曝光的時候假設是 20 奈米，但是我這個柱子有可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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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或 21 奈米，因為天生就有一些變異，他沒有辦法完全按照我的指令來

做。當然我可以調整，蝕刻跟化學品濃度有關，所以一開始蝕刻率比較強，

不過有的化學品已經用了一陣子，蝕刻率比較差，所以要隨時調整濃度，

這個地方洞比較小，我就配一個蝕刻率比較強的，就把洞挖得更深一點，

另外這個洞露得比較大的就配一個蝕刻率比較小的，所以透過本來各自的

缺點，可以互相的匹配。在這個實證例子中，我只做了這樣的改變，而不

是花時間在保養或控制上面，就可以讓他的良率及 C/P可以提高 20%以上，

這樣改變其實成本也非常低，而且不會浪費生產的效率或是時間。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概念用在整個公司的運作上。我們知道公

司有價格需求、產能、成本，然後剛剛提到的 financial return，細節我就沒

辦法在這邊講。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公司花很多時間在產銷協調，但是決

策者在做協調後，到真正的 working level 可能還是要回去各自交代，所以

花很多時間。事實上，我們知道這個「背後求解」的過程，是可以在一個

平台上優化的，就好像我剛剛講宏遠的例子一樣，就把剛剛或是我之前做

過的那些研究變成在一個協調的平台上面，各自有各自的權限，所以他只

要管理與他相關的表單，我一樣可以隨時去做我的決策來優化，因為這幾

個因素是互相連動的，不要花很多時間在繁複的溝通上。我甚至把他寫成

一個個案叫做 TSMC way，可以用來改變公司的運作，比如說讓生產成本

更低，或是讓公司的營收更大，他範圍可以更大。這是我後來在另一個公

司做的，這公司原來是一個化學品公司，其實很多化學品公司的獲利都是

滿好的。因為他要供料給高科技廠商，所以他原來的 bottleneck 在酸槽，

後來他的物流供應鏈也因為運輸業有時間的限制，形成了新的 bottleneck。

但是又不能造成缺貨，那你可以了解不同的人負責而沒辦法協作，可是透

過我剛剛講的那個系統，他可以在系統上面去優化、求解，然後各自給他

最佳的解，所以效率可以提高。 

其實這一類的研究現在越來越多，比如說有一個題目叫動態整合製造

數據調整、銷售配置，你或許會想說這和我剛剛報告的，我們研究室做的

東西很像。這是一個 IBM 的專利，2015 年不久之前的專利，但我覺得他

用到的方法沒有我們那麼複雜。坦白講，這一類的專利，在我以前借調的

時候，我接觸到的台灣的製造業公司一般不會去申請這個專利，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這種專利沒有攻擊性，因為他是 know-how 的專利，所以一般

不太會把他寫成專利。可是我因為接了中心的主任，請國研院幫我搜尋一

下，發現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申請。這裡面前 20 名沒有台灣的公司，

大陸的公司也很少，但是韓國、日本、美國、歐洲的公司很多，所以大家

開始在做這件事情，跟平台或跟製造上面的 know-how 有關的專利，甚至

我覺得這些是我們老早就作過的東西，可能很多國內的學校都有做過類似

的論文，現在都變成專利。所以這是一個趨勢，以前認為是比較虛的

know-how 專利，就是因為他要平台化，他要變平台，他要變臉書、要變

google 的話，就想要有這種專利。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些公司都在往那個

方向走，當然這也是未來我們中心也好，或者國內的廠商應該去注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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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趨勢。 

我剛剛提到，我寫那個 TSMC Way的原因是因為 Toyota Way的前例。

Toyota Way 其實就是一種大規模量產化，我們知道流水線最早是福特汽車

發明，但是現在大部分都談 Toyota Way，網路上 Toyota Way 有 2 千多萬筆

的搜尋結果。而我寫 TSMC Way，是希望或許台灣在未來工業 3.0、3.5 往

4.0 的方向走時，有台灣的公司可以變成另外一個像 Toyota Way 的典範，

不過現在只有 80 幾萬筆的搜尋結果。當然我也有寫過其他幾個 Harvard 的

個案，就是希望把台灣的這些典範能夠在未來往智慧製造的時候，也可成

為案例，因為台灣其實處理了很多非常複雜的製造管理上的問題，如果能

夠把這個變成是一個典範，將是相當好的事。另外，結合剛剛講 AI 或是

新的工具，而能把這樣的核心能力結合起來。以前我們比較重視硬的技術，

不重視軟的技術，但是剛剛提到這些國家都在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台灣

應該更往這個方向走。 

最後，我野人獻曝一下，之前有一本叫作藍海策略的暢銷書，但我的

argument 是認為藍海不可能成功，因為只要海是藍的，就夠大、margin 又

夠高，一定列強都會進來，大家都會搶，遲早會殺成紅海。但是我認為可

以是「藍湖」，就是把海零碎化，有點像是老子說的「雞犬相聞，老死不

相往來」。所以台灣應該要更多去扶植這些隱形冠軍，透過 AI 大數據的技

術讓他的競爭門檻變高，把每個市場變成更客製化，就會變成一個個的藍

湖，藍湖的的 margin 雖高，但是 total net profit 卻又不夠高，所以大企業

不見得會進來，因為他進來成本太高，賺得卻又不夠多。我本來想要用「紫

湖」的，因為清華是紫色的，紫色是紅色跟藍色混在一起，如果要長治久

安，就是這個 margin 不要高到讓人家眼紅，但是也不要太差，所以就是紅

色跟藍色混在一起是更好，但是紫湖兩字聽起來好像「紙糊」的一樣。所

以還是叫藍湖好了，因為我希望去「攔工業 4.0 的胡」，台灣不可能照他們

的走，但是我們要先把產業升級的價值搶先 cash out，就像當初聯發科的

2.5G、2.75G 的策略是一樣的。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謝謝簡禎富教授精彩的演講，接下來是 20 分鐘的茶敘時間，請大家 3

點 25 分回來參加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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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 

 

主持人 

潘文炎 中技社董事長 

陳力俊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與談人 

孔祥重 哈佛大學比爾蓋茲講座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

院士 

林建甫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朱雲漢 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系教

授 

詹火生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前勞委會主委、前臺灣大學社會系

主任 

劉炯朗 集邦科技董事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薛承泰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簡禎富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教授、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

門召集人、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持人 

 

潘董事長： 

各位主持人、與談人、還有各位來賓，老實說我覺得自己坐在下面學

習了非常多，所有的講者都準備得非常充分，而且深入淺出讓大家都能夠

了解，各位來賓一直坐到現在也不容易，非常感謝各位。我們現在開始作

最後的總結討論。今天有很多位講者意猶未盡，但受時間所限，跳了很多

要講的部分，另像我們陳院士仍有感想要講，我想我們藉這個機會讓大家

能夠補充發揮一下。然後我們也會開放一段時間讓大家提意見、提問題，

由該議題學者專家來做回答。現在把麥克風交給我的共同主持人，陳院士

。 

陳院士： 

董事長跟各位與談人，還有各位嘉賓，本來我是要把時間留給各位與

談人，可是董事長點名叫我講講感想，事實上我這幾個月閱讀的感想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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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早上有提過，因為我們算是做學問的人，平常出論文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也許可以說，做學者除了教學就是寫論文，不過後來發現這世界上

論文這麼多，我們要寫出擲地有聲的論文實屬不易，必須要有創見，尤其

是現在資訊這麼發達，以前我們在大學時期要找一些相關的資料相當困難

，反觀現在，大概想找的資料絕大多數都找得到，所以做學問的方法已經

很不一樣了。同時，因為 AI 的發展，有一趨勢事實上大家已經在談，以

後我們投稿，論文發表的時候是 AI 來處理你的論文，就是說，他可以讀

得懂你的論文，馬上決定 publish or reject，這其實滿可怕的，對大家都是

夢魘。還有我們跟科技部、經濟部寫計畫，也可能會有同樣的遭遇。現在

如果我們的論文、proposal 建議書，審查結果不是那麼順利的時候，我們

通常都說這個審查者可能有偏見，或其他理由，但將來 AI 的處理呢？早

上也有 speaker 提到 AI 是沒有情緒的，到時候呢，到底要怪誰？也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在未來，有可能我們請 AI 幫我們寫 paper，我們不需要自己寫 paper

。我們曉得現在很多通訊社是請 AI 寫新聞的，不需要記者或是編輯，只

要 AI 把看到的新聞加以編寫。目前我們看過很多例子，我們實際上分不

出來是不是人寫的，因為他寫得不是那麼死板，反而寫得很生動，所以將

來我們為出論文而感到苦惱的同學或者老師，AI可能是一個好幫手。當然

我們再往下走，未來做研究的方式我覺得也會有很大的改變，誠如我早上

舉的例子，我想要講的就是自動化可以節省我們非常多的時間。我再舉個

例子，最近跟我以前一個博士生，他現在在一個大學當教授，談他當年的

博士論文，我只曉得他花得很多的時間做分析，譬如說 300 小時。到後來

我們用自動化方式分析數據之後，幾分鐘就出來。他說還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眼睛很吃不消，但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同樣事情。就早上我

所舉的 P53 的例子，我想如果未來有 AI 的幫忙，很可能讓我們做更高層

次、更有意義的研究。我們平常訓練碩士班、博士班學生的時候，首先要

曉得他的動機，我們要研究一個材料，要有很好的動機，學生看了幾篇 paper

，也許十幾篇 paper，有一個好的主意，但是呢，他還有一百多篇 paper、

還有一千多篇 paper 沒有看，到寫論文的時候，實際上常常還要回顧有沒

有更好的題材，通常我的經驗就是這些動機都不夠好，可是以後這都是可

以改善的，我想我們不管在學校裡或者是相關的單位甚至是科技部，其實

可以發展這樣的軟體，幫我們做徹底的搜尋，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完數

萬篇 paper。我中午跟一些同事吃飯的時候，我就說有好幾種材料，我曉

得的有十幾萬篇論文，如果說我們做類似的工作，很可能有很好的研究題

目在裡面。今天因為科技部也在推動這個工作，我個人相當希望台灣的學

界可以往這個方向走，能夠結合資訊人才或是其他專業的專家，人數不用

多，說不定小團隊就可以做大事業，很希望能夠早點實現。 

以上是我的兩點感想，其實還有其他感想，但由於時間有限，我想應

留時間給其他的與談人談談他們的看法。除了主持人之外，有 7 位與談人

，希望每一位可以掌控大約 10 分鐘的發言，除了螢幕上的提綱以外，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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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各位講者可以比較 focus 在台灣，我們在地的問題、在地的挑戰。當然

我的演講裡面沒有提到的，可能幾個講者有提到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

。最近紐約時報有一個報導，說中國大陸在 AI 大步往前走，美國因為最

近政府有點混亂，新總統上任 1 年多都還沒有任命科學顧問，然後最高的

6 個職位裡面只有一位副手上任。雖然美國在私人企業，AI是蓬勃發展的

，可是川普不相信科學，美國政府單位沒有一貫的政策，可是中國大陸有

，這當然會影響台灣，我想這點大家發言的時候也可加以考慮。我們依順

序來，首先請薛承泰教授。 

薛教授： 

謝謝！因為剛剛談了將近 40 分鐘了，在那 40 分鐘裡曾經問了一句話

：What is the next？人類的歷史走到了 AI，並不是我們的終結，必然會有

下一步，AI的下一步會是什麼？這句話也許在座各位還有在場貴賓，都可

以一起來思考。我想在座，除了建甫兄還沒 60 歲，其他人可能都超過 60

歲，換言之我們的未來並不多，所以我們會很關心有限的未來，對於還有

很長未來，尤其是底下的貴賓，更應發揮你們的想像力，我相信 AI 絕對

不是走到歷史的盡頭，一定不是，所以 What is the next？我藉由這樣子拋

這個議題，大家腦力激盪，謝謝。 

詹教授： 

兩位主持人、各位與談人。今天一直聽到現在，從 AI 的發展對科技

、社會、經濟、政治等的影響，讓我有一個很喜悅的感覺，覺得好像在一

個學期裡面修了一門課一樣的感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有這樣的感

覺？有的話給自己一個掌聲怎麼樣？ 

所以我先簡單拋個頭就是說，如果我們國內能夠把 AI 這樣的技術更

加的普及化，更加讓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的朋友們(因為薛教授說我們這

些人大概未來不是很長的話)，更了解 AI 未來在他生活裡面，不論是個人

、家庭或是整體社會的重大影響，我覺得一定有很大的價值。 

其次，剛才幾位都提到，包括簡教授、薛教授、建甫兄，就是 AI 的

發展對於整個勞動力的影響。有些工作會被取代，有些人類需求會被創造

出來，剛才好像談到這裡就沒有再繼續談下去了，但這對我們在座幾乎每

個人都息息相關，所以我想稍微做狗尾續貂補充一下，準備了幾張 power 

point 給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張是去年 10 月 THE NEW YORKER(美國發行的全球性的雜誌)

用漫畫所做 cover story，上面寫什麼我想不用多解釋，都是機器人在那邊

替我們工作，人類到最後是什麼呢？淪為在街頭上討錢，在那邊讓機器人

施捨我們，我們人類就坐在角落裡面呢，那隻狗也是機器狗了。這張圖隱

喻將來很多工作會給機器人取代，我看了這張之後心裡想了很久，會不會

到來？今天我們談了很多東西其實都跟這個議題相關，去年 10 月離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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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很久。上個禮拜我想各位有看日本的 NHK 的話，一個禮拜前 NHK

特別把 AI 對整個社會經濟影響做了一個非常深入的報導。同樣我要稍微

提到是昨天早上，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 電視台有一個節目也在談 AI

對我們整個勞動力的影響，我引這幾個資料是要告訴我們自己說，當東西

方的幾個工業先進國家都很積極在推動 AI 的時候呢，我們是否應該反省

我們該怎麼連結到一個新的 AI 時代來臨。今天很開心的就是說，其實台

灣有很多人都很注意，尤其是民間部門，特別是孔校長也積極推動這個工

作。 

這張簡報的圖則是在問：現在相信或認為將來 AI 會取代我們 70%的

工作，甚至將近 8 成會取代我們工作，當然這只是做一個調查而已，可信

度當然不是非常精確，不過這也告訴我們事實上日本社會已經慢慢在接受

。下兩張圖列了有哪些工作會被取代，介紹很詳細，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一步上 NHK 網站找到這個資料，這三張圖都是針對民眾提問說哪

些工作會被取代。其中我特別注意到，今天早上也有講者提到教授的工作

會被取代，果然大學教授工作被取代機率是滿高的。剛才陳院士也提到將

來寫論文，恐怕有新的方式，這三張圖是給大家一個概念而已。 

去年，李開復在一個文章裡面提到，未來 70%的工作會被 AI 技術所

取代，並帶來了包括成本降低、普及及便利等等影響，甚至朱雲漢院士提

到的零成本概念，這個將會改變我們整個生活。哪些工作會被取代呢？例

如翻譯，大家會說翻譯怎麼會被取代呢？現在已經有很多翻譯機器，不用

人，機器就可以告訴你。當你去日本，把 mode 改到日語的模式，你講中

文，翻譯機器就可以直接翻成日文，翻譯的是不是那麼精確我是沒有用過

，不過聽說這已經是很普遍了。記者、司機、保母、助理、保安、客服、

交易員、律師、部分的醫事人員，當然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在這部分主

要說明的是，我們未來很多工作，跟現在所習慣的都將會有很大的變化，

今天談的很多都跟這個有關係，因此底下我有三個進一步的看法。 

第一個，AI 一定會對我們國內未來的這種勞動市場供需會產生影響

，有一些工作會慢慢消失或減少，不過有的工作也會被 create 出來，我想

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樣的事實。 

第二個，是我們整個制度也因此產生變化，誠如剛才朱雲漢院士提到

就是，他會對整個國家治理的制度產生變化。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說，

將來很多工作被很多工作機器人取代，這時候勞動法制怎麼辦？所謂勞動

法制就是周休幾日，一天工作幾小時，該怎麼去規範？如果這個工作是機

器人跟我們一起共同完成的時候，這就必須重新 restructure 勞動法制。我

講過，我們的勞動法是在一個 labor intensive 的環境下建構出來的，你工作

8 小時才有 outputs，才有 products，這樣一個生產型態。而未來呢，這個

型態會被改變掉，有 24 小時的工作者，當然他是機器人或其他方式完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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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我認為必須要重新思考整個人才培育的制度。我在大學教學

這麼多年，我常跟我們同學說我越教越心虛，為什麼？因為在 3、40 年前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一本教科書可以教 10 年，甚至 20 年。可

是現在呢？不要說一本教科書可以教最多 1 年、2 年，甚至現在已經沒有

教科書了。為什麼？因為學生可以在 Google 或維基百科可以找到所有的資

訊，所以整個教育、人才培育要有重新的思維。因此，我們如果從教育的

角度來看，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思考說未來哪些工作會被取代？哪些工作的

重要性會被消失，哪些工作會被 create 出來？這跟我們整個教育制度、人

才培育是息息相關。 

以我過去服務的政府機關來說，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技術訓練的方式

還是非常傳統，怎麼來思考未來 10 年，我想不要講 20 年吧，未來 10 年

整個勞動力的改變、需求的改變，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調整。所以 AI 時

代來臨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新的挑戰。今天大家談很多，我再稍微

補充、狗尾續貂這幾點，請各位參考，謝謝各位。 

劉校長： 

首先謝謝潘董事長跟陳校長的邀請，當陳校長打電話邀請我參加今天

的會議的時候，我覺得好朋友嘛，找我來湊湊熱鬧。今天早上當陳校長說

，AI 已經走入尋常百姓家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因為我是要代表舊時王

謝堂前燕的一個老兵了。 

的確，我在資訊科學的領域打滾，今年剛剛 60 年，不久以前我看到

一篇文章是講：站在 AI 的立場，學術界跟工業界是不同的。但我覺得一

刀切下去了，未免切得太清楚一點了。不過當然，就是不管什麼領域，學

術界跟企業界是有不同的地方，學術界注意比較基本的、比較理論的研究

，企業界注意怎麼樣去運用，學術界要錢，要做研究，企業界要賺錢，要

發給股東股息紅利。但是要談這個，不但 10 分鐘談不完，10 年也談不完

。 

差不多 3 個禮拜以前，我看到 MIT 的校長發了一封信給所有 MIT 的

community 成員，說 MIT 要推動一個計劃叫做：Intelligence Quest，為什麼

叫做 Intelligence Quest 呢？我相信他只是玩文字遊戲，因為就是 IQ。但是

，他在那封信把他的 vision 講得非常清楚，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他說

MIT 的 Intelligence Quest 計畫有兩部分，一部分是 core，一部分是 bridges

，core 就是這個核心部分，又分為兩塊，一塊就是認知科學、腦神經科學

、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的基礎研究，另外一部分就是 AI 的基本研究

，他希望這兩部分是互相溝通，互相 cross-fertilization。那 Bridge 是什麼

呢？就是有了 core 的暸解基礎之後，要 build bridges 到所有不同運用的領

域去，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描述。從 MIT 的這個想法，讓我覺得，我

們好像在腦神經科學、在認知科學、在心理學、在社會學，跟這個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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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computer engineering、AI中間的互動，講得比較少，也做得比較

少一點，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目前我們都在做的就是，對 AI 有了基本的了解跟技

術，然後怎麼樣運用這些技術到不同的領域。就像今天我們講的，運用到

交通也好、社會科學也好、智慧手機也好，怎麼樣 build 這個 bridges，那

這個模式可不可以用到一個企業去呢？我覺得一個很大的企業，像 Google

、像 Facebook、像 Microsoft，他們的確是做差不多這麼一個事情，他們一

方面有非常強的團隊做基本的研究，發展最好的技術，然後運用這些技術

就到不同的領域，這個就是從 core technology build bridges 到所有不同的領

域去。Google 他可以有他的 process TPU，有他的 packages TensorFlow，

但是有了這些呢，就可以用到很多不同的領域去了，所以這個我覺得這是

一個模式，我們可以來思考，比較全面的思考。 

另外，我想講一下，到底站在企業的觀點來講，AI 會怎麼樣？站在

企業的觀點，我們要發展。不久以前，有幾個人包括李開復先生問這個問

題，AI是不是一個 bubble？這的確很難回答，但是李開復先生也講，一定

可能有 bubbles，為什麼呢？因為現在 AI 有了那麼多可能的應用，有些領

域的進入門檻是非常低的，那麼就像很多的領域一樣，當一開始進入的門

檻很低，投資進來的錢就會很多，一定有一些小小的 bubble 會 bust，但是

反過來講，那些大的不會是 bubble，你有基本的技術，你有好的 bridges

，你有大的資金，將來一定會存在，不但會存在，而且會做得最好。 

講到怎麼樣創業的話，現在有很多現成的 packages 我們是可以用的，

前兩天特別上網查了一下，大家都聽到黃仁勳先生的 NVIDIA的 GPU，他

的確是改變了過去 CPU 的觀念，大家用的非常多，我竟然發現除了 GPU

，還有 Google 的 TPU ，下來有 BPU，是 Branch Prediction Unit，還有 XPU

，還有 VPU 等等，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原來的 CPU 到今天有 GPU

、TPU 他們都很好了，我們就從 A、B、C、D、E、F、G 開始，我還知道

有一個就是 ZPU，Zylin，z-y-l-i-n，你去查一下，他出來一個 passive unit

的 ZPU，那到底這 26 個英文字母用完，過了幾年之後，有幾個留存下來

呢？我們的確很難說。 

所以就是說，我是躲著一個角落，看到這麼多的變化，我相信 AI is 

there going to stay.，這是沒有問題的，他會影響我們基礎的研究，他會影

響我們的應用，但是將來怎麼走這一條路，還是要大家一起去摸索。 

陳院士： 

謝謝劉校長，劉校長提到的李開復先生的書，早上孔院士也有提到。

AI曾經有兩次熱潮，後來都冷卻下去，但李先生這本書裡面講說這次不一

樣，為什麼不一樣？因為已經跟我們生活結合在一起，確實是不一樣。以



 

7-7 

前資訊界的人在做 AI，跟我們幾乎完全沒有關係，這次已經侵門踏戶了，

我想是不一樣的。接下來有請孔院士。 

孔院士： 

我講很快，第一是要回答第一個 panelist 的問題，總要回答一下對不

對？AI很重要的，剛才這幾位也談了一些，就是說最後你要決定誰是真的

拿到 AI這個 power，是誰？是政府呢？還是老百姓呢？還是大公司呢？如

果照現在這樣子做下去的話，多半是大公司，這是一個問題，這些公司已

經是大到不像話了，已經是 monopoly，如果變得更大，中國、美國都是一

樣，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所以下一步的話，能夠不要被少數的 group 控制

這些技術，譬如說 blockchain decentralizing的技術，這種技術其實很好，

我沒想到 blockchain 原來是要對付 AI 的 monopoly，所以可能大家已經在

做了，implicit 在那邊做，他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已經在努力，年紀

輕的為什麼很多都在做 blockchain，可能就是這些理由，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是跟其他領域的結合，AI 本身當然可以做無窮無盡的

研究，但是跟其他領域結合是比較新的事情，這個機會多的不得了，所以

你們如果是不同領域的人要來學 AI，想三個月學完的話，就來參加 AI 學

校，很簡單的把你教到實際上能夠動手的地步，也不用擔心未來 job 會沒

有，當初 computer 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在講同樣的事情，automation 的

時候，都說很多 job 會沒有，但其實最後情形是相反的，computer 出來製

造了多少 job，只要有這個技術的 capability 的話，機會會源源不斷的出來

，所以我覺得工作機會這個問題還好啦。 

第三個，跟台灣的關係，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絕對不能又說什麼

請政府好好地規劃，forget it, too late，用現在的制度是做不出來的，每一

次，每一個東西都沒有做出來，cloud 也 miss 掉，big data 也 miss 掉，每

個都 miss 掉，已經 miss 20 年了，這回不能再這樣搞了，這回要趕快，覺

得該做的就 just do it！這是我要講的。  

陳院士： 

好，我們謝謝孔院士，我剛才私底下也跟孔院士談到他的 AI 學校，

當然我們期待很高，但是目前是偏重在產業面，實際上我是希望 AI 學校

，也能對學術研究有所著墨。 

孔院士： 

我回答你一下，我當然是希望這樣，但是學校人還是要做學校的事情

，AI 學校是跟產業做，產業 AI化、訓練產業 AI 人才這兩件事情。學校的

做 AI，要做比較 research 的工作，那是一定要做的，做 research 用政府的

support 是非常好的，所以應該大家一起來合作。 

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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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談的是 AI幫助學術研究。 

孔院士： 

那我聽懂了，現在 AI 學校的有些計畫是學校教授帶進來的，他帶進

來他本來做的一些研究，但他需要 AI 的 support，他就來參加這個學校，

他把他題目帶進來，AI 學校的助教，這些 mentor 會來幫他做，做完以後

他回到學校繼續做，這個本來就在做，這個要做，沒錯。 

陳院士： 

我們下面請朱院士。 

朱院士： 

我想在最後的這個 round table，再談 1、2 個案例，我自己認為是很

重要的一些大課題。法國很有名的思想家笛卡爾講過，我思故我在，未來

這句話要被修改，叫做我數位化故我在，就是我們的存在，其實在這個新

的時代他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那一天我看到一個用 3D 的投影，讓我們

看到鄧麗君就在這邊唱歌，而且 3D 喔，如果加上燈光效果，你以為就是

現場在唱歌，他可以做到 virtual reality 跟 reality 之間的界線已經很模糊，

只是說他還不能跟你互動。如果說我現在有一個算法，還有一個數據好了

，就是他的一生，假定他過去有紀錄，他吃過什麼東西、看過什麼電影、

教過什麼男朋友，等等通通都在裡面的話，這個 virtual reality 是可以對話

的，而且你可能不能判斷他是不是真鄧麗君或假鄧麗君，因為你要問她的

問題，她都知道，而且她的反應、她的情緒、她的偏好，都已經把過去鄧

麗君一生的東西都已經濃縮起來。反過來說，我們每一個人的數據都能夠

集成，而且把它加以 synthesize 以後，可以說其實數位的你，是永生的，

不會滅了，就是說，你的 body 以後就算死掉，但你做為這個真正可以跟

人家互動、可以思考、可以對話、甚至親情互動的這種 engagement 它都可

以表現出來。 

好，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我剛剛講，將來最重要的一個經濟社

會基本權利，是你對從你身上產生的數位資訊資產的 ownership？以及它的

受益權。就是說數位社會或數位經濟時代的一個人權，或一個新的社會契

約的基礎。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制度設計上，將來一定要面對的問題，一

定要有突破。當然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像北歐的話，也已經不錯了，透過事

後重分配，由政府來集中運用，把不管是什麼技術，internet、AI，反正創

造出來的新的生產力、新的財富，拿走一部分，然後透過無條件基本所得

(universal basic income)分給大家，但是那只是第一步，那是不得已的，因

為你沒有更好的制度設計。假如你有更好的制度設計，例如每一個人，在

將來最珍貴的而且具有集體性的數位資產上，每一個人都有 ownership，並

且他有權利來分享數位資產所衍生的所有經濟效益，而且透過 blockchain

完全可以記錄得清清楚楚，政府也不用管，他自動就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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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你家裡有一個祖傳的秘方，你從來捨不得拿出來跟別人分享，

頂多自己配一點現成的藥丸子售出，以後我可以給你一套機制做，我可以

鼓勵你拿出來分享，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只要每個人用你的方子去藥鋪配

藥的時候，就會留下一筆紀錄，你以及你的子子孫孫，以時間遞減的方式

都可以在每一次配藥的時候，拿到 1 分錢或 2 毛錢，whatever，就這樣去

設計他，會遞減，會遞減。(孔院士：我的子孫都可以？)都可以阿，但是

他遞減，對不對？都可以，因為 blockchain 可以記錄起來，絕對沒有問題

，技術上都做得到。 

可是反過來講，這個故事不會停留在這個地方，我把故事再展開一下

，每一個用你處方的人也開始我的反應、我的效果，然後呢，都把他收集

起來，然後將來這個處方可以微調，因為記錄著不同的體質、不同的年齡

，每個人對這樣的一個 AI 跟數據都有貢獻了，所以這個集體性的產權應

該歸誰，絕對不是說只是那個工程師，他應該有他的報酬，也不應該完全

是你原始配方的擁有者，但你可能 share 比人家多，我覺得這個將來一定

會是這樣的模式。 

因為若說要去制裁或約束那些科技巨獸，其實一定要從產權跟社會權

著手，那才是最根本的。當然我也知道很難執行，有點像老鼠們商議誰去

貓的尾巴上綁鈴鐺，因為現在美國國會山莊，已經不是傳統那幾個產業，

例如 Wall street、醫療有關的、energy，還有 defense，雇用最多遊說者，

現在呢？是 Microsoft、Amazon、Facebook 等等，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其

實需要透過公共的討論，增加所有人的關注，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我的生

存將來是我最珍貴的資產，也是我對社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雖然不是唯

一，但也不能隨便被少數幾個佔據這些數位平台的巨獸就免費拿走，而我

卻沒有任何 claim，我也不能分享他所有衍生出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將來

會是最可能的結果。 

在這個問題上，坦白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我們的師父，因為大家

都在探索。我同意孔院士所講的，台灣在有些方面對政府冀望不要太高，

但儘管如此，我覺得在有些地方政府還是可以 facilitate，利用數據、雲端

跟 AI 產生的普惠性效果，能夠在某些社會實踐裡面展現出來。比如說我

講雲端醫療現在已經是個領域，對不對？這裡面可以深層 AI 的診斷，但

是這個診斷怎麼收費？誰擁有他？OK，還是讓他 maximize 他的普遍性的

benefit，這個絕對跟制度設計有關。將來你的法令、你的健保給付機制、

醫師的培育機制、醫院的管理機制都跟這個有關，這方面我覺得台灣也不

是完全不能走在別人前面，我覺得有很多可以去探索的。(孔院士：制度政

府可以。)把遊戲規則輔導好，比如說時間銀行，他可以更擴大，不僅是照

顧老人，將來照顧我，交換，他還可以放在更多不同領域，因為這樣的話

那個 decentralization 就會逐漸的擴散出來。 



 

7-10 

我最後再講一下，我很悲痛的就是，前陣子看到紐約有個計程車司機

到市政府前自殺，他為什麼自殺？我活不下去了，因為我每個月要繳貸款

，還要開銷，另外還要繳錢給我的租車公司老闆，現在 uber 到處都是，我

的生意都被搶走了，我活不下去，我就去市政府前抗議政府沒有去管制 uber

。但我說好可憐，是因為 uber 司機也不是吃香喝辣，他也是辛苦賺錢，所

以這種是制度殺人。為什麼紐約的計程車司機要繳這麼多錢給公司？因為

那個牌照非常值錢，大家可能不知道，紐約計程車的每一張牌照(medallion)

，以前價格 160 萬美金，但現在沒有了，因為 uber 來了，價格跌到只有

60 萬，還在下降，所以這個制度設計是很關鍵的。其實現在我們做調查發

現，挪威、丹麥、芬蘭跟瑞典的工人最不擔心自動化，最歡迎 AI，他心態

是非常 positive，因為他知道我有 cushion，我有最基本的保障，而且如果

我的工作因此被替代掉，不管是公司、NGO 或政府的責任，他一定會給我

提供 cushion 跟 retraining，讓我重新就業。所以假若台灣也做得到，我覺

得在台灣社會也會敢於去轉變，敢於去適應變遷，敢於去重新在產業結構

裡面做快速而全面性的轉換，這將來一定是政府的責任，我就談到這邊，

謝謝。 

陳院士： 

謝謝朱院士。剛才休息時間，我跟朱院士談到現在 AI 的技術，可能

最讓人擔心的可能就是政治跟軍事方面，我想大家都看過 1984 年那本書

，1984 每一個公民都被政府監視，這個技術現在已經存在，另外，Berkeley

有一個教授叫 Stuart Russell 製作一個短片在 youtube 上播放，就是從飛機

上放幾百萬台小無人飛機下來，到一個幾百萬人的都市，鎖定裡面每一個

人，放一槍，打死全部的人，這個技術的存在是很可怕的，這是 AI 的發

展影響很多層面的一例而已，我們下面請林院長發表高見。 

林院長： 

謝謝兩位主持人，台上的所有與談人、台下的所有貴賓，非常高興參

加今天的研討會，對我個人來講收穫非常多，而且也產生了很多的心得。

我簡單的跟大家做一點分享。首先呢，今天其實大家都談 AI 的好處，基

本上對 AI 歌功頌德，當然這是免不了的，因為這是最新的技術、最新的

進步。可是在我看來，AI還是一個垂直思考的產物，意思就是說他是一個

input、output 的結果。它是一個數據產生之後的反應函數，但是人的頭腦

其實是更複雜、更聰明。所以就像馬雲講的，我們如果講人工智能要來學

習人類的頭腦，把現在這個東西就叫做人工智能，那還差得遠呢。因為我

們頭腦還有很多的水平思考，水平思考是一種天外飛來一筆，是可能沒有

什麼邏輯性可言或可談的，那是自然生成的。水平思考在藝術上面有很多

東西表現非常傑出，目前以 AI 來講，我覺得這個都還差得遠。當然現在

電腦也可以自己畫圖、自己做曲子，可是真正透過水平思考達到藝術價值

，其實在我看來還差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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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要了解 AI還是有限制的。AI 有 AI 的專

長，我們對於 AI 要懂得去運用。人類聰明的是運用 AI、人機協同，而不

是說要硬碰硬。譬如說你要跟 Alphago 下棋，不用了，你永遠下不贏，就

好像你不要去跟汽車賽跑一樣，因為我們永遠跑不贏汽車，那是人類肉體

的限制。對於這種運算的速度來講，我們眼睛再怎麼看、再怎麼搜尋，我

們也不如電腦 0/1 的計算，我覺得要了解 AI的這些方面，才有一個比較健

康的思考。 

另外，現在做研究，跨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一定要做一個 π型人 

或 n 型人，反正你要有多隻腳。你不能夠只懂某一方面，只懂某一方面是

非常危險的，而且很容易被淘汰。另外就是一定要追著最新的東西，當然

如果是與世獨立的人，不見得要追這些新鮮的東西。可是你要進步，從新

鮮的東西切入或者找到存活點，就像我們當年被訓練寫 paper 的時候，你

要怎麼找創作的 idea 或是找學術的 research，那就是一定要跟著最新的

working paper 跑。同樣的，當社會出現了最新的 AI 創新，你必須要時時

刻刻的去注意這些可以引動時代的脈動。你若能比別人先了解一步，你就

可以站在浪頭上面，然後跟著浪頭跑，這樣的話會很省力。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教學或者研究、或者說教育，一定要訓練學生自

己學。一定要想辦法自己尋找這些最新的技術，包括用 youtube 也好，或

是利用各種各樣資訊的管道，自己就可以學。不是讓學生認為一定要老師

才能夠教新東西。這也是我們現在教學生非常重要的。你教課如果只是講

一些填鴨的東西，那學生當然就沒有興趣，可是你要啟發他們的思考，讓

他自己會去釣魚，會去捕捉這些最新鮮的知識。這樣的話學生當然就會有

興趣，可以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對於 AI 我們真的不用太擔心就業的問題。我再舉一個當年馬車伕抗

拒汽車的故事。當時真的是一片哀號，因為馬車伕都失業了、汽車都出來

了，可是當時紐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因為當時的交通已經非常忙碌了，

到處都是馬車，馬車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馬到處的排泄物造成整個

都市的衛生非常糟糕。因為有了汽車，所以就沒有了這個問題。同樣的，

我們現在對 AI有一些害怕，可是 AI其實帶給我們非常便利的生活，像這

次 2018 年在 Las Vegas 的 CS，有很多新鮮的東西都跑出來了，或者就拿

你現在的手機來講，iphone 的介面就是 siri，就是都是希望你用語言來跟

他溝通，所以你今天回家以後，你要用 line、用 Wechat，你不要再手寫，

不要再用注音輸入，你就勇敢的用語音輸入，語音輸入它馬上就可以把文

字打出來，而且準確率已經非常的高。它不用再經過像我們以前在用的時

候還要去訓練學習，甚至它照樣都可以聽得懂你的台灣國語，因為這個都

是大數據的應用，這些都是 AI帶給我們的好處。 

至於台灣的經濟怎麼辦？其實我倒沒有那麼悲觀，說這些東西以後都

是大公司的產物，我今天演講有一段提到，所有的東西以後都是壟斷性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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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所有東西都有產品履歷，所以其實你只要加入你的溫度，那麼都具有

壟斷力。換句話說，服務以後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然後各樣的東西，只要

你的生產過程是健康的，那人們願意出高價買健康的東西，你做的東西非

常好，你生產有人味、有人性的東西。那這些東西還是非常的有機會的。

小農經濟、小資本主義的社會、小企業主還是會存在。 

至於治理面，公開治理還是非常的重要，每個人都可以表達他的訊息

，今天朱院士有談到假訊息充斥，其實對付假訊息最重要的就是一切都實

名制。我認為其實也不用說要強迫實名制，以後自然而然就會實名制了，

因為所有的訊息都會是公開的。所以我倒覺得說，對於人類的治理，以此

推論應該是樂觀的。但是政府對於經濟政策，對於產業政策應該要怎麼走

，就像林毅夫跟張維迎在北大的辯論，到底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我倒覺

得某種程度來講大政府也需要，因為他有全面的資訊，一般人沒有。可是

小政府的精神也要，不要干預這麼多，多讓市場決定。因為政府有時候也

看不清楚。它縱然有資訊，判讀也是不夠的。讓產業隨著自己去發展，尊

重市場，應該也才是重要的一環。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陳院士： 

謝謝林院長，大經濟學家凱因斯曾說「Eventually, we are all dead.」，

最後我們都死掉了，我接著林院長的話，就是 AI 雖可能會創造很多機會

，但現在讓很多人失業，將來可能還會更多，歷史上大概都有 2、30 年的

gap，在這個風口上的那些人是受害的，雖然大概 2、30 年以後工作又來了

，可是現在被取代的人，他一下子可能沒有，那你等他死了以後也沒有辦

法給他補償，所以我想這也可能是發展 AI 時要注意的問題。接著我們請

簡教授。 

簡教授： 

主持人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非常感謝陳力俊校長給我寶貴的學習

機會，今天收穫很多，剛剛朱雲漢院士提到孔祥重院士的祖傳祕方該不會

是<<論語>>吧？現在年紀越大，越喜歡這些文化底醞的東西，這大概也是

林院長提到的「人味」，以前有人說「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可是我始

終不清楚是上半部還是下半部。另一方面，在我去解決產業問題和看很多

工廠的時候，發現很多技術會一下子變得很熱門，但台灣好像有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把這些技術，這些名詞一下子就 burnout 掉，比如說現在 AI變

熱門，大數據好像變得「不熱門」，deep learning 可能又更熱門，可是我

們忽略了這些知識和技術都需要長期的累積，若能學以致用，半部論語亦

能治天下。 

剛剛劉炯朗校長也有特別提醒今天比較少談社會或組織的問題，我覺

得從熟讀論語，到要能夠治國，或是從分析工具到能夠真正幫公司管理，

這裡還有很多的 gap，現在大數據和 AI比較成熟的運用還是在比較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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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而處理營運管理、組織效能甚至公司治理，就有很多非結構或人

的因素在裡面，我覺得大數據分析和 AI 好像還很少針對非結構化問題進

行研究。現在常觀察技術的發展和推動，但這個技術跟不同的應用領域之

間的 gap 或 last mile 常會忽略，或不只 last mile，而是很大的 gap，以致往

往「功虧一簣」，好像比較少鼓勵去做一個整合，我覺得將來政府或法人

大家可以一起去努力。因為學術界比較都是水平分工，台灣的產業結構也

是水平分工，而缺乏可以垂直整合或虛擬垂直整合的角色。但我發現現在

的發展，特別是剛剛也提到將來數位化的發展會讓大公司越強，因為大公

司有能力做垂直整合，或他有意願做更好更長期的投資，這個趨勢對台灣

的影響會蠻大的，因為台灣公司過去成功的模式就是專注在水平分工的本

業，所以包括台灣各個領域的領導公司還是覺得要專注本業，他可能不會

花那麼多力氣照顧整個 eco-system，也不知道整個產業價值鏈已經走到「

分久必合」的階段，這將會是台灣很大的一個問題。 

另外，「數位轉型」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很值得去探討，現在好像談

技術的一般不會去談到組織轉型，有很多談轉型的可能又對於正在發展的

尖端技術不一定那麼熟，所以跨領域之間怎麼樣去合作，非常值得去努力

推動，也需要配套的機制來促成垂直整合。我很敬佩孔院士和陳昇瑋老師

推動「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去很快地去滿足 AI 人才的缺口。 

容我野人獻曝分享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工業 3.5 和分析服務」的理想

，因為我過去合作的大公司有能力自己 homegrow，發展適合公司自己的

分析系統，但是台灣大多數中小企業和隱形冠軍，雖然也靠技術和利基市

場，但智慧製造的彈性決策都是靠人勤能補拙，這樣的公司將來會面臨一

個問題，either 是等到跨國大企業一直擴充會吃掉他們，或是要想辦法提

高競爭力，可是中小企業要自己去投資，即便他聘用一些人，可是公司內

部的組織決策的方式可能不習慣包容或讓分析人才可以發揮，跟高科技行

業不太一樣，可能還是家族企業或是說一種傳產的思維，所以就很難讓

AI和大數據分析的人才能夠發揮，以處理更複雜的營運管理和智慧製造問

題。事實上，我幫某個公司做 project 的過程就可以了解公司內部是否 ready

，但一般公司都急著去買那些有形的東西，或是買軟硬體、或是買人才，

而沒有考慮到組織內部的轉型，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要去努力的方向之一

。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IC 設計有一些大公司，像 Qualcomm、聯發科，

但是也有一些小公司陸續成立，為了維持產業生態系統的健全發展，因此

有 IC 設計服務公司，像台積電集團的創意電子，自己不做產品，而是幫

客戶加速和優化 IC 設計，包括提供一些模組化的 IP 或是解決方案。雖然

我提出「工業 3.5」的混合策略更符合台灣產業升級的藍圖，但大多數中

小企業仍無法僅憑自己的力量往智慧製造邁進，所以我現在想要做的一件

事情就是發展一個 analytics service 的公司，或是 platform，可以是一個社

會企業也可以發展成為工業 3.5 的「獨角獸」，就是說這個公司可以讓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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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像清華這樣的環境研發，因為分析的人才不喜歡一直待在工廠，喜

歡在這種自由可以動腦筋的環境，另一方面用 project 或 service base 去幫

不同的公司，因為這些中小企業就算他找到很好的人才，他可能跟公司其

他的人不一定能夠很好的 co-work，所以作為 third party 的分析服務公司可

能會是解決台灣中小企業升級智慧製造的一個 solution，也希望更多人加

入設在清華育成中心的工業 3.5 新創公司或一起推動類似的想法，在台灣

各個產業領域、各個地區設立更多分析服務公司，以彌補產業轉型升級的

缺口，謝謝。 

陳院士： 

謝謝簡教授，簡教授談到論語，可是跟 AI 比較有關係的其實是道德

經，老子道德經剛剛開始兩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這個實際上跟計算機科學有一個有名的波蘭尼弔詭(Polanyi's Paradox)有關

係，Polanyi's Paradox 他說我們人曉得的比我們能夠講出來的多，也就是，

你能講出來的其實比我們曉得的少很多。所以當年的計算機科學，就是一

個命令一個動作，那是因為我們能講出來，告訴他，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但是很多我們講不出來的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他，所以計算機就顯得

不夠聰明，這是為什麼 deep learning有用，因為他走了完全不同的路數，

所以這個地方也許可以請孔院士 comment 一下。 

另外呢，我在網路上看到，他說全世界有幾個家族，綿延 200 多年，

現在的後代超過 10 萬人，而天下第一家是孔家，孔門，孔子後代。我以

前一直沒有直接問孔院士是不是孔子後代，因為在台灣我認識很多孔子後

裔，我不曉得孔院士是不是，但有印象很可能是的。 

孔院士： 

我有家譜，每一個祖先的名字到孔子我都知道，所以我是孔子後代這

是真的，可是只有繼承到的血統是 2 的負 75 次方非常小的數目。陳院士

剛剛談的那個事情其實是很難的問題，究竟機器學習的知識是怎麼出來的

，這是一個老問題，可是最近一些現象看出來，像 deep learning做的事情

有些是從 pattern 上去衍生出來的，就看了很多 training data，他可以

generalize，但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像 alpha zero的做法，是從adversary用game

的方法學的，左手打右手，周伯通的方法，那個是無中生有，這種東西可

能就把你的當初講不出來的東西給拉出來，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陳院士： 

謝謝各位與談人，請潘董事長繼續主持論壇 Q&A。 

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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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在座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請教我們的講者，

只是提問前請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然後你想要哪位講者回答，在座有沒

有？ 

提問一： 

首先我想問一下孔院士，我先謝謝能夠參加，(潘董事長：介紹你自

己一下)我只是一般民眾，我想請問一下孔院士，我知道你有學生在資策會

的網安所，所以我要 focus 在 security 這方面。我看過一個電影，就是無人

機因為 AI被駭了造成的問題。這個 AI的三大基礎就是資料、演算法跟運

算，那今天你的 slide 也有提到所謂的 80/20，資料跟演算法，我要問的兩

個問題是，這個 AI 演算的時候會有一個漏判、誤判的問題，就現在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他降低？第二個是無人機的問題，他因為被駭了，本來是由

他支援菁英，可是反而是害到他的 team，就你的了解有什麼方式可以去避

免？ 

第二個想請問一下政治的學者朱院士，你的 slide 也有提到，就是說

希望比較科幻的，希望有一個 AI 總統，但是我想的問題是，是否可以利

用 AI 的方式選擇出一個好的總統，以你政治學者的方式，是不是更有比

較可行性的方法，謝謝。 

潘董事長： 

請孔院士先回答。 

孔院士： 

第一個問題我聽懂，第一個問題就是說，data 如果不對，然後你要

prediction 做得對，要從無生有變成要做對，這件事情就是比較難搞， data

不對啊，你的老師就是跟你講錯的東西，你就一直跟他學，這個要從另外

一個系統過來把他 correct 掉，靠自己的系統比較沒辦法弄。 

第二個問題 UAV 的問題我沒有聽清楚。普通像無人機的話，最基本

的功能就會避免你提到的問題，像是馬，你要讓馬去撞一棵樹永遠不會成

功，你騎到馬上叫他撞樹會不會成功？從來不會成功，有一個技術叫做

sense and avoid，無人機多半有這個技術的，就是他會知道什麼地方不能去

，這個是必要的，做得不好沒話講，沒幫上忙，抱歉。 

朱院士： 

我剛才舉的例子，是故意戲劇化跟極端化，但我想要表達的這個觀念

是說，將來所有的社會裡面的集體決策，包括政府部門，事實上一定會有

一個動力或有一種壓力，你要充分去運用大數據跟 AI，而解讀這個大數據

的能力，是做為決策過程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當然現在我們的政府

可能也做了一些類似的工作，比如說政治人物每天就委託民調公司，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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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00~1,200 個人，譬如說對於同性戀婚姻的看法。而現在看起來就是

你現在可以收集遠遠超越這個數字的資料，你可以花一個很長的時間去追

蹤很多很多人在 social media 上對這個議題已經表達的各式各樣不同的看

法跟他的情緒反應等等，也就是說把它全面去運用在你對社會現象或潛在

公共政策需求，這種具體的判斷上、診斷上，一直到形成說這樣的決策可

能會符合絕大多數人，多數人是比較可以有交集和有共識的一種

optimization，這個我覺得將來這方面的運用一定會非常非常多，而且應該

是政府或是政治人物應該主動的要去發掘他的 potential，而不完全是按照

原來傳統的代議政治，就是把一個議案或一個預算丟到市議會裡面，然後

讓政治人物亂整一通，或說各自按照他自己的小選區某些人的意見就來做

決策，所以我想這個是將來必然要走的一個方向。 

薛教授： 

謝謝，因為我剛剛提的是問題，還沒有跟各位分享，而我的問題剛剛

孔院士有做一些 response。我要談一下剛剛朱院士所提到政府運用 AI的議

題，會讓政府的資訊趨於透明。但我擔心，有一天連老百姓每個人都透明

啊，我們將無隱私可言，政府會變成另外一種極權。 

我有一個另類的想法供各位指正，各位想想，我們平常感覺政府的存

在，是不是都在 5 月份報稅以及收到各類罰單時？政府所做的其他事情似

乎較無感，且多數可透過網路取代，對不對？在人類歷史裡政府的存在並

沒有很長的時間，我認為政府有一天會不見，我指的是它的功能會被取代

掉，可是政府一定會跳出來講，有一項是無法取代，就是尊嚴。所以當政

府說尊嚴有多重要時，就表示它的功能差不多被取代了。這是第一個跟大

家分享。 

第二個，我們今天談的問題好像都很嚴肅，我剛剛一直聆聽台上先進

的一些結論與分享，我想做一件比較輕鬆的事情，而且是 AI 可能做不到

的事情，我試著把在座先進的名字串成 AI 的歷史，根據剛剛孔院士所講

，AI 的歷史大概就從半個世紀之前，那我們就從孔院士的名字開始做起，

孔「祥重」，我認為 AI 知識開始時，就像是「祥雲出岫山多重」，AI 的

知識出現了，面對多重的山(障礙)需要克服。接下來的歷史怎麼發展呢？

開始有網際網路了，我要借我們林建甫院長名字，「建置網路天為甫」。

有網路人們可以悠遊天際突破許多限制，接下來第三位會是誰呢？就是朱

雲漢院士，因為接下來就走向雲端了，所以「雲端跨域無楚漢」，楚河漢

界被打破沒有 boundary。第四位，想想當前最紅的是什麼？挖礦，比特幣

對不對？不好意思，要借用詹火生老師的大名，「火紅比特挖礦生」。AI

科技走到今天，我們需要不需要人才呢？非常需要，台灣很多人才被挖走

了沒有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能力繼續培養優秀的人才，陳力俊校長

麻煩借用一下，「力拔山兮人才俊」。有了人才之後，我們希望為社會做

什麼呢？我們的簡禎富教授可以幫上忙，「禎祥社會產業富」。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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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進一步希望對人類有所貢獻，那麼潘董事長不好意思，借用一下

大名，「文明昇華智能炎」，炎就是火紅進步快的意思。最後當然就是我

們的劉炯朗校長，「炯銘於胸心開朗」，AI若造福人類，科學家們才能心

開朗。我剛把台上貴賓名字，縮寫成個 AI 半個世紀歷史，啊，漏掉我自

己了，那就「承先啟後民安泰」吧！謝謝。 

潘董事長： 

我們薛教授才高八斗，跟這些教授，非常聰明的人講話是非常有意思

的，不曉得各位還有沒有其他的？請。 

提問二(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趙景明教授)： 

我是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我叫趙景明，我想要請問孔院士兩

個簡單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就我現在所了解，現在 AI 發展最好的技

術就是 deep learning，不曉得這是否正確？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What's the 

next？AI的下一個重要的技術可能是什麼？謝謝。 

孔院士： 

跟 AI 人講話你說 deep learning 是唯一的 AI，他把你臭罵一頓，千萬

要當心，因為他們那個領域是非常非常大的，deep learning 只是最近一個

比較成功的東西，主要是用到很多很多 layer，能湊 model 湊得比較好罷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像 game 的東西的話，像下棋的，他的裡面的 inner loop

是用 deep learning做的，但是外頭基本上是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做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要看 reward，看走一步之後結果是好還是不

好，好的時候他再鼓勵你往這方面走，大概現在大家都在走這條路，因為

這條路的範圍更大，運用得比較多，但是 AI還有很多領域。 

提問三(前駐梵蒂岡教廷戴瑞明大使)： 

首先要謝謝中技社辦這個活動，今天我這個 84 歲的老人呢，上了一

天的課，受益良多。我有兩個評論，也是問題，第一個就薛教授問的，剛

才還有一個東吳大學戴教授問的，What next？如果誰知道 What next，就

可以得諾貝爾獎。我是退休外交官，我在 1975 年美國大使館做事的時候

，沈劍虹大使派我去參加一個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舉辦的研討會，他

就討論 20 世紀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紀，因為 1976 年是美國建國 200 年。這

個研討會由美國 CBS的主持人 Walter Cronkite 主持，他問的問題到最後的

結論是什麼？他說我們 20 世紀是一個 TV parents，他說小孩子生出來以後

，看電視、看卡通片的時間比同父母講話的時間多，但是到了公元 2000

年的時候，他說那個時候可能是 computer parents，這就是 what next。他沒

有講到網路啊，也沒有講到 AI，所以我想剛才薛教授講了好幾次，what next

，如果誰知道 AI 後面可能是什麼新的發展的話，可能會得諾貝爾獎，這

是我第一點，我的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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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我記得台大有一位教授，他講什麼是 21 世紀的特性，他有

三點，第一個，全球化，我 2001 年在羅馬當大使的時候，我參加一個研

討會，我跟他們立一個定義就 Globalization is Americanization，現在動不

動就美國的價值觀，美國訂標準。Bill Gates，大家都被他掌控在那裡，朱

教授也講了，他拿出來，川普到大陸去也是講說你偷了我們專利，科技是

為了人類而存在，應該是幫助人類發展，所以大陸常講人是命運共同體，

這是很好的一個價值觀。我在教廷，宗教不像美國一樣自由、民主、法治

、人權，自己有了還要 impose 給別人，我請問你，非洲國家，他連飯都吃

不飽了他哪裡能來民主呢？所以美國是強人所難，而習近平講的，人都是

命運共同體，和教廷的教宗、宗教的理想是一樣的，宗教他第一個追求的

是人類的團結，因為他們認為，基督教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基督教，天主的

肖像，每一個人都是他的樣子，所以人是平等的，沒有黑的、白的、黃的

。第二個理想就世界和平，這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不是民主、自由、人

權、法治，這是美國的理想，因為已經發生了，在歐美國家已經發生了，

經濟非常好的國家你當然可以做到，但是其他的 developing country、

emerging country 呢。第二個是跨領域，剛才好幾位教授也提了，第三個

，就是人機合一，這一點來講，我這個老頭子不算人，只能算半個人，因

為我跟我女兒講，你不要給我的手機什麼 Line 什麼，浪費時間，我只要聽

電話就可以了，所以我只是半個人，我現在不是人了。我講這個人機合一

，不夠精準，應該說人機的關係，剛剛朱教授提到的，政府當然要相信我

們的 product，學者專家你們可以去發展一些東西，但政府要制定規則，這

是你的責任，你要看在前頭，想一想，以前我在政府裡面做，蔣經國、孫

院長，他們是有前瞻性的，我記得 1984 年英國同中共簽訂了有關香港的

中英聯合聲明以後，孫院長就找了我們一些人，還有以前研考會主任委員

，你們想一下，1984-1997 還有 13 年，這個 13 年以後，如果香港他不讓

我們台灣的飛機飛過去，我們台灣就完了，你們想一下我們用什麼樣的辦

法，1997 年如果中共說不讓香港的飛機從我們台灣飛的話，我們怎麼辦？

那時候由趙鐵頭、李國鼎這些人想起來，就一個 internationalization，還有

一個 liberalization，這兩樣東西以後我們就較平穩地度過難關。 

所以朱教授講的這個東西，當然，我想我們的政府現在忙著搞政治，

沒去想到台灣的發展，但是我回頭看看孫院長他們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想

到 13 年以後的香港，孫院長也告訴我們。你們要想 2020 以後台灣怎麼樣

，都已經想到了，所以我覺得今天上了一天的課，受益良多，對我老頭子

來說活到老、學到老，謝謝各位專家學者，多謝。 

潘董事長： 

謝謝，非常精闢的看法，我個人對您普世價值的看法完全同意，每個

地方環境不一樣、生活水準不一樣，什麼樣的價值能夠造福人民、造福他

的全體人民讓大家過得更好，那個就是價值，現在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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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世界弄成一樣是不合現實的。不曉得在座各位對大使的 comment 有什

麼要補充的？沒有的話謝謝。不知道還有哪一位？請。 

提問四： 

我姓賴，賴清德的賴，我只是大學物理系畢業而已。我不是要提問題

，我跟在台上各位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個看法是，我不同意孔祥重

先生的 data is king這句話，我同意的是，數學的運算法才是 king，對台灣

而言，要取得這個 data，必須要先做出這些 sensor 出來，對於台灣人來講

做出這些 sensor 不是問題，但台灣人對於數學的訓練很差，尤其是函數，

微分，聯立的微分方程，還有矩陣的運算，還有一些分析方法的模型，這

些都是數學式子，台灣人不知道是說任何的一條式子，在三維以上的空間

當中一定有一條線或者是一個平面，一個曲面，或者是一張圖來跟他做一

對一的對應，那麼呢，其實你 AI 的產業裡面，當你這個 data 抓下來之後

，第一個要碰到 data 是什麼東西？就是這些數學運算式，所以說呢，我希

望孔先生的 AI 學校還有簡先生的學校，要對台灣人加強這個函數的選用

，函數的創造，尤其是函數在空間中，他所代表的物理意義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那個 sensor 一抓進來是什麼？是 picture，是圖像，所以說為什麼

NVIDIA他們 GPU 在搞什麼東西呢？他就是把 computer vision 抓下來，然

後把他數學式化，然後再運算，運算好了之後結果就是判斷的結果，判斷

的結果就可以產生一個命令然後下去控制單人機。 

那麼第二個呢，我認為 IOT 不應該翻譯成物聯網，應該要翻譯成事態

聯網，應該要翻譯成 state of this matter，這件事情的狀態，因為一件事情

裡面存在很多很多狀態，他這個狀態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時候呢，我們就

說這件事情是我的問題，當我們 PDCA施力到這個狀態的時候，把這個狀

態一直推推推推，推到令我們滿意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就說這個問題已經

被我們解決了，其實這件事情，這個 matter 他還是存在那個地方啊，只不

過是說他的 state 被我們改變而已，所以說這個是很重要。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剛才詹火生先生有提出來一個問題是說，要怎麼

樣來訓練一個有能力的台灣人？這個問題劉炯朗老師已經回答了，但是我

覺得劉先生他少講了兩樣，一個就是日耳曼民族的哲學思考方式，就 5W2H

，最簡單的就這樣子，然後第二個就是美學，就是聽的美學，視覺的美學

，然後一個是觸覺的美學，這樣子的話，就是說會產生讓別人看起來很愉

悅的樣子，這個樣子就會出來，謝謝各位。 

潘董事長： 

好，賴先生的意見我們是不是大家參考，還是哪一位講者要 comment

？不要的話我們就參考？我們是不是最後一個問題？請。 

提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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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前輩好，我姓曹，是一名社會新鮮人，然後我的畢生志業是想要

做一名知識的傳播者。我想要針對簡教授提出的工業 3.5 這部分想要做進

一步的詢問，我之前在工業 4.0 很熱門的時候，有在雜誌上有看到很多的

文章、文獻都在討論，但是表面上看到很多資訊是說他們有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應用，但是實際上最後面企業在採用工業 4.0 的時候，或是說在前

進，從 3、3.0，到 4.0，或是到 3.5 之間的這個距離的時候，他還有背後很

多協調或是說溝通，或是說磨合的時候。那我曾經在數位時代的雜誌上看

到，就是光寶的鄭總經理，他有提到說就是在這個時代下，我們要先提升

我們工業 4.0 的 mindset，才去談說這個工業 4.0 的應用，不知道簡教授可

不可以分享一下，在你輔導的案例中，是不是有背後企業在做採納 4.0 或

是 3.5 的中間，是否有一些組織的溝通或是其他等等的部分，來跟大家做

分享？謝謝。 

簡教授： 

謝謝。第一個是德國提出工業 4.0 的 vision 的時候，他也不是說可以

一步到位，他最早講 2025，現在可能甚至更久，當然很多人把他當作吹牛

，就像台灣現在就有廠商在賣工業 4.0 的 solution 一樣。原始提出來的人

都還沒有認為他要達到，可是現在就有人在做，所以很多的概念提出來以

後，有很多因為這個概念而去包裝的東西。 

但如果回到剛剛講，西門子是其中一個領導的廠商，他有提三個 vision

，我把他區分成兩個工具目標，一個根本目標，用工業 3.5 是去仿效當初

聯發科的作法，就是說當初很多新興國家他是 2G 的手機，那個 inverse 

structure 都是 2G 的，你要不打掉重練，重新做 3G，就像台灣現在很多廠

商的產業結構，公司治理的方式其實是沒有辦法 ready 用，假設德國人的

工業 4.0 現在就有的話，我相信很多台灣的廠商也不見得能夠採用或是能

夠去用。那剛剛朱院士有提到計程車司機，車行的例子，我覺得未來工業

4.0 假設真的會發生的話，他要把他平台化，平台化的意思就是說這些個

別的公司就是靠行，到時候個別的公司就變成車行的司機，開計程車的司

機，然後車行在賺錢，所以他談的是要從製造的價值裡面去拿更多，你可

以想像一下叫 cyber-physical，他把 cyber 放在前面，如果在 physical 的設

備，我們都知道德國的設備很好，可是你買設備幾十年不會壞掉，他只賺

你一次錢，以後變成 cyber 的話，他設備可以不用收錢，但是他跟你每年

收更新的費用，這比較像軟體的 business model。我覺得台灣大部分的廠商

都不見得適合走所謂工業 4.0 的路，至於現在就在賣的，你也可以把他講

工業 4.0，你也可以講成工業 3.5，但是我覺得根本的精神是先去做那個第

三個的根本目標，就是彈性決策的部分，那個彈性決策的話，透過 AI 可

以很容易的就先去做，從應用端，從分散式的，而不是說整個平台甚至整

個供應鏈，都要往所謂的工業 4.0 在走，這是我提出來的論點。事實上，

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廠商都應該走那個方向，至於將來的名字要叫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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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業 3.5，或是另外政府創造的 term，我覺得都沒有關係，主要是先完

成那個根本目標比較重要，不要拘泥在工具或手段上，謝謝。 

潘董事長： 

謝謝各位，我的感想是，趕快回去了，叫我兩個女兒去學 AI，至少

了解 AI對他的專業有什麼影響，還有一個叫我們公司的人來參加 AI學校

，來增加我們公司的效率，謝謝各位參加。 

陳院士： 

謝謝大家參加，我們跟著薛教授，祝大家承先啟後同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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