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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科技巨頭紛紛收購人工智慧(AI)初創企業的熱潮中，AI 已從科技、製

造、商業等面向、進入了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事實上，AI 早已不知不覺地全面滲

透了食衣住行育樂等領域，而 AI 應用範疇也日益廣泛，從教育、醫療、交通、

娛樂等，均因 AI 科技帶來完全不同的互動。面對 AI 時代的來臨，可以預見對每

個人日常生活中各層面，都可能發生相當大的變化，而它也將持續改變人類的生

活型態，帶來重大變革。 

2019 年，欣逢中技社成立六十週年，且有感於同年 3 月份由本社舉辦之「AI

時代社科文教之變革與創新思維」研討會，獲得相當正面的廣大迴響，特別籌畫

增辦一場「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研討會，作為社慶系列活動之

一。此次研討會再度商請中研院陳力俊院士協助，並很榮幸的邀請到包含三位重

量級中研院院士在內的七位知名於學習、資訊、科技、工程、運動等領域的專家

學者們，進行主題演講，從專家的視野，引領大家認知在 AI 科技的輔助與帶動

下，是如何翻轉與創新生活態樣，亦獲得來自產官學研各界 450 位嘉賓熱烈迴

響，共襄盛舉，更承蒙陳建仁副總統再次親自蒞臨致開幕詞。 

從｢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專題報告中可以印證，人類的智

慧和 AI 科技，兩方互相依賴，互惠互利，相輔相成，互相成就另一方，AI 科技

的突飛猛進，不但使得人類的智慧得以更充分地展現，甚至藉由 AI 而變得更添

智慧，進而能做到以前人類做不到的事情。本專題報告內容含括了 AI 與語音辨

識、老人生活、工程建造、5G 科技運用、運動、教育學習、人文等領域，人類

的智慧結合 AI，未來似乎有無限想像的可能。劉炯朗院士主講｢科技與人文的平

衡-AI 靠哪邊站」壓軸，闡述了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科技和人文，兩者分別代表

著電腦和人腦，就像翹翹板的兩端，而中間點就是 AI 的文明思路。本專題報告

密切結合了人工智慧與人文關懷，能讓大家深入瞭解 AI 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翻

轉、創新，以及它將給人類帶來更多更方便的生活和更美好的未來。當然，我誠

摯期盼著這本專題報告，藉由主講者無私地分享精闢的見解，必然助益產官學研

序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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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開拓創新思維，故中技社特別將此次之研討會內容，再次精心彙編成專

題報告，期能襄助臺灣深化未來 AI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適逢本社成立一甲子，藉此機緣，謹代表中技社向所有曾經與本社協同合作

的夥伴、所有關心與關愛本社的先進賢達、貴賓及各界人士，多年來對於本社長

期的大力支持，讓本社更有信心邁步前進下一個輝煌的六十週年。中技社將秉持

專業智庫與公益法人的典範深自期許，不忘初衷，與時俱進，持續努力，再創新

猷，協助臺灣開創出科技與人文相互輝映的時代。這是本人暨中技社全體同仁懇

摯的期待，也是祝福，更是共勉。謹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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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中技社於 2018年 2月 22日與 2019年 3月 13日分別舉辦了「AI對科技、經濟、

社會、政治暨產業之挑戰及影響」以及「AI 時代社科文教之變革與創新思維」研討

會，獲得熱烈的參與以及回響；鑒於 AI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正方興未艾，因而選定於

2019年 8月 23日舉辦第三次「AI研討會」作為歡慶中技社成立六十週年主要活動之

一，而以「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為主題。從日常生活的經驗，延

伸出與大眾生活相關的七個面向，本次會議很榮幸再度邀請到陳建仁副總統蒞臨以及

多位中研院院士與各領域專家學者，於此研討會中分享論點，藉此展開 AI與科技人

文、文學、語音辨識、通訊、運動、學習，以及工程間之對話，讓民眾有個初步輪廓，

在 AI科技的輔助與影響下，如何翻轉與創新大家的日常生活。 

陳建仁副總統在致詞時指出，AI 是臺灣未來重要的產業創新與邁向智慧國家的

主要關鍵，如何將領先的 AI技術應用於實際生活當中，打造未來的智慧城市，帶給

我們更美好的未來，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行政院也已啟動 AI相關方案，不僅努力協

助臺灣產業 AI 化、培育 AI 人才，政府也積極在法規鬆綁與建置相關實驗場域上努

力，來協助 AI的推動。 

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表示，中技社長期以來，為臺灣的科技創新、人才培育、

推動國家建設，引進科技新知、協助產業升級轉型、扮演政策智庫，有相當卓越的貢

獻。今年適逢成立 60週年，特別規畫辦理 AI研討會，作為社慶系列活動之一。 

本人以協辦人身分致詞時表達，AI 正蓬勃發展，根據前陣子紐約時報的報導指

出，AI is learning from people, a lot of people；意指 AI發展是向許多人學習並需大量

人力協助。然而 AI發展成熟時也會取代大量人力，所以從另一角度來看人類發展 AI

是幫自己挖墳墓，這是值得思索的課題。因此當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候選人之一的

Andrew Yang提出「AI時代應對於被剝奪工作者所有救濟」，而國內也有科技專欄作

家質疑「AI 是創意幫手還是殺手」，都引起廣泛討論，所以在 AI 發展下，對於創意

與⼈道關懷等議題特別值得深思。 

中研院廖俊智院長擔任早上三場演講主持人。首先是由李琳山院士主講「機器

會聽人類語言以後」；李院士從定義與介紹人工智慧，談到教機器聽人類語言的要點

與經驗，分析機器聽華語與聽西方語言有何不同，在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則可以

期待語音版 Google，促進人類文明發展；他對人工智慧的展望，「想不出一個領域用

不到它」，「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會很有用」，總言之「可大可久」，簡明而直指核心，發

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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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系國教授近年在「老年生活」議題方面有相當投入，主講「AI與老人生活」。

依序談什麼是人工智慧、英國人怎麼死、什麼是慢智系統、為什麼需要慢智系統、抽

象機器的模式、可調適醫療照顧系統以及天地人系統，除拉高到哲學層次思考，並兼

顧實際面，闡揚「人機共同進步」的觀念，令人同感「收穫良多」。 

中鼎公司葉啟信創研長與大家分享「AI與工程：工程與建造的未來」。葉創研長

說明由中技社投資成立的「中鼎工程公司」多年來在研發創新方面不遺餘力，談到工

程建設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以及面對的問題，闡述創新的邊界，清楚說明現今的投入與

成果，充分展現 AI在「EPC統包工程」應用的多元化與潛力，展望智慧工程總承包，

以及未來發展重點。 

下午四場演講由徐爵民前部長主持。首先由杜經寧院士主講「5G 科技與 AI 應

用」。杜院士在演講中，除闡述主題 5G通訊及其技術、AI與其應用，並深入淺出的

介紹「三維積體電路」(3D-IC)及其與 AI發展相互為用，總結「AI是否成功應用，取

決於基礎訓練」，確是金玉良言。 

吳誠文副校長由於紐約機場流量管制，而無法及時搭上回台班機，改以視訊方

式講「AI與運動」。吳副校長首先介紹運動產業，強調已是包含廣泛與產值巨大的產

業，以棒球、曲棍球為例，說明現今 AI在運動方面的應用，很明顯對球員、觀眾、

裁判與教練各面向，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以美國名校史丹佛大學為例，

說明運動科技發展的情況與潛力，最後以「創造運動產業、提升文化價值」作結。 

張國恩前校長主講「人工智慧與學習」，首先談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循環與實踐

要素，介紹二十一世紀學習理論的發展以及教育新思維、科技在教育的應用以及營造

有意義學習的環境；在 AI在教育新思維的實踐方面，包括精準教育為教育科學思維

的實踐，翻轉教育系統與營造有意義的學習環境為教育抽象思維的實踐，認為教育創

新是化 AI為助力與提升人類力量的最重要路徑，展望「教育自主、能力為本、課程

減量、邁向教育 4.0」。 

最後由劉炯朗前校長講：「科技與人文的平衡：AI靠哪邊站？」首先比較科學技

術與人文藝術，說明科技人需要人文素養、人文人需要科技知識；除對人工智慧發展

做精闢介紹，旁徵博引，認為科技中的美包括廣博、遠見、嚴謹、精確、分析、歸納、

應用等，人文中的美則包括和諧、激盪、含蓄、鮮明、格律、不羈等，舉出許多文理

互通範例，而以追求科技和人文的美為 AI邊站的依據。 

本研討會的順利舉辦以及論文集的編輯，要感謝王釿鋊主任與許湘琴組長領導

的工作團隊，在緊湊的時間壓力下，盡心盡力，克服各種挑戰。最後並要特別感謝蒞

臨貴賓、主持人與主講人的全力支持，讓研討會得以圓滿完成。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前國科會副主委 

陳力俊 謹序 

2020年 3月於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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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 

 

潘文炎 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陳副總統、中研院廖俊智院長、陳力俊院士、各位主持人、主講人與各位貴

賓，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舉辦中技社本年度第二次人工智慧研討會，同時也是

今年舉辦的第四場研討會，人工智慧的重要性大家都很瞭解。中技社成立於 1959

年，揭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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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明確指引著本社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同仁們的行為，大

家無不戰戰兢兢，秉持著公益為職志，奮力而行，務期實現此宗旨的目的。 

今年剛好是中技社成立六十週年，藉此機會報告中技社薪傳一甲子的努力，

中技社剛開始成立之初，那時候國內沒有工程技術，希望培育國內的工程技術，

主要是為興建化工廠、煉油廠提供技術服務，這是成立中技社的緣由。1959年，

以資本額新台幣四十五萬元成立，由中國石油公司那時的工業關係處王國琦處長，

退休下來主持。二十年之後，中技社已經擁有相當的整廠工程細部設計和建造能

力，基礎設計方面亦有一些能力，鑒於承攬工程需要貸款，而中技社是財團法人

礙於法令限制之故，就把工程部門獨立出來，成立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是

現在各位看到的上市的中鼎工程公司。中鼎公司到現在已經成為國際工程事業的

百大工程公司之一，年營業額約七百億，百分之六十的工程是國外投標簽約的標

的，是國內唯一可以到國外作統包工程(EPC)的公司，成效卓著。 

在協助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以及科技新知發展方面，中技社長期以來注重

永續發展，積極的投入在能源與環境等面向的研究，以及推動相關產業與經濟的

研究，以因應氣候變遷對企業、社會及國家安全之重大影響。近年來，本社亦積

極投入科學技術相關議題研討，主題著重在 AI、5G、區塊鏈、自駕車、生技、

醫療等領域，以及社會經濟議題探討如長照，因為老齡人口逐年快速攀升，長照

也變成需要正視的社會問題，皆獲得社會各界熱烈的迴響和支持。 

至於在培育人才方面，因為中技社是財團法人，有收益就會依創設宗旨，辦

理前瞻科技研討會、頒發獎學金等公益活動，本社從 1963 年開始頒發獎學金，

至今共有 3,767位優秀同學獲獎，其中追蹤到 2,540位奬學金得主，這些得獎者，

約有六成投入產業界服務、約三成進入學術研究、百分之四到政府機關；其中進

入學術界的，約七成為大學副教授以上，也有成為大學校長的，為國內科技進步

和產業發展帶來諸多貢獻。在追溯到首屆的獎學金得主中，有一位成為MIT的教

授，更是展現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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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當年很多臺灣學生去美國留學，美國學校也頒給我們

留學生獎學金，我個人領過，也留在美國服務過一段時間。五年前中技社開始頒

發境外生獎(助)學金，境外獎學金得主之國籍，最多的是印度，印度學生真的很

會念書、其次是越南、印尼。境外獎學金得主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後，約有六成

繼續留在臺灣、投入服務行列，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成績。我覺得臺灣已經到了一

個程度，境外生來台留學且願意留下服務，想當年我們都是到別國留學，然後留

在那裡工作。顯而易見，在培育科技人才方面，中技社已經達到當初設立的目的。 

今年欣逢中技社創設六十週年，非常高興舉辦此次的本社六十週年社慶系列

活動「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研討會」，主講者皆是一時之選的專

家學者，我個人從前面幾場研討會得到很多的新知，深信與會貴賓皆有同感。今

天非常榮幸陳建仁副總統再次蒞臨並貴賓致詞，感謝陳副總統對 AI 科技發展，

以及本社的公益研討會活動的大力支持；同時感謝陳力俊院士，他是 AI 專家，

本社特別邀請陳院士三度協助規劃 AI 硏討會。最後感謝各位貴賓的參與，敬祝

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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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陳建仁 副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府 

 

敬愛的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陳力俊院士、徐爵民

理事長、李琳山院士、杜經寧院士、劉炯朗院士、張系國教授、中鼎工程葉啟信

創研長、成功大學吳誠文副校長、臺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教授，以及各位貴賓、各

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再一次參加中技社舉辦 AI 相關的演講系列，這次的活動

跟上一次很不一樣，這一次談｢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剛才潘董

事長與陳院士都提過，2019 年是中技社創社的六十週年，這六十年來，中技社為

了臺灣科技創新、人才培育，以及協助推動國家建設、引進科技新知、加速產業

轉型升級，真的奉獻很多心力，在臺灣不斷的培育新的人才，充分的體現貴社科

技創新和公益永續的願景，在這裡要再一次跟中技社說六十週年生日快樂，並致

上我最誠摯的敬意和謝意，有中技社真好! 

對於 AI 的各種技術，如何投入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是相當的重要，也是大

家所熱心關切的話題，AI 對人類的未來是好、還是壞，確實值得關切，當科技不

斷進步，科技研發有它要盡到的造福人類福祉之目標。我記得李遠哲院長在擔任

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時講了一件事，國際科學理事會有兩個很重要的目的，第一

個是促進科學的研究，讓人類的智慧能夠探討大自然的奧秘，使得科技能不斷進

步；第二個是增進人類的福祉，這呼應了陳院士所談，人工智慧與人文關懷之間

如何密切結合，讓人類能夠因為人工智慧而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創新、翻轉與

更美好的未來。 

AI 是臺灣未來重要的創新產業，更是邁向智慧國家的重要關鍵。最近在南港

展覽館，有智慧製造與智慧服務的展覽，也有機械人和智慧製造系列的展示。特

別與大家分享，我去參觀後，覺得臺灣廠商真了不起，目前政府正在推動的｢5+2

產業創新計劃」中，其中智慧機械是驅動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之一，目前機械

業產值業已超過新台幣 1.18兆元，臺灣製造的機器人及智慧機械，無疑是相當成

功的，與民眾的生活及產業需求的應用，息息相關，而這些 AI 智能應用給人類

帶來的是失業，或者是更美好的未來呢? 

今日的 AI 研討會主題從日常生活做為發想起點，探究科技進步如何增進生

活品質，進而讓我們省思生命獨特的價值，而如何將先進的 AI 技術應用於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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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中，進一步打造未來的智慧城市，確實是一門重要的學問。今天每一位主

講者皆是一時之選，都是我心儀許久的院士或教授們，他們對於 AI 在智能應用

的耕耘，一定可以給國人嶄新的引領，讓我們更加瞭解 AI 在臺灣如何落地生根、

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絕對可以帶給我們更新的體驗。 

行政院努力著手在 AI 智能應用，並積極啟動相關的政策方案，例如在 2017

年啟動了｢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作為引領數位科技發展、帶動創新的施

政藍圖、加速產業及生活融入 AI 智慧科技，達到智慧創新的典範。在推動臺灣

前瞻政策中，有一個｢臺灣 AI 行動計畫」，目標就是臺灣產業 AI 化、培育 AI 人

才、推動 AI 科技發展，來整合政府和產業的資源，建立各領域產業創新需求為

導向之 AI 人才培育及媒合機制。我跟各位報告，也許大家覺得臺灣要繼續發展

AI，還有一段路仍待努力，但是對於為臺灣培育更多優秀的 AI 人才，特別是在

座很多的教授都很支持，而且國際上和 AI 密切相關的大公司，如 Microsoft、

Amazon、Apple 等，甚至臺灣的企業，也都不斷的在臺灣訓練科技人才。 

2019年 8 月，科技部推動了｢策略高峰圓桌會議」，以集結眾智，台積電張忠

謀創辦人、中研院廖院長俊智院長、與產官學研代表們進行圓桌會談，科技部強

調兩項要點，即是強化基礎研究與培養人才，前者需要長期持續投入，後者對於

科技研發非常重要，產業也需要人才。政府和業界共同加強基礎研究的有效投入

及培育更多 AI 應用人才，我們可以研究整套的培訓機制、什麼樣的 AI 技術可以

來解決實際上遇到的問題。AI 科技要進行研發，除法規需要適時鬆綁之外，亦需

要建置開放場域進行創新實驗，在經濟部推動之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

例」已於 2018 年公布實施，為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究發展與應用，建構友善、安

全、且促進產業技術及創新服務之發展的法規環境。無人載具中，以 AI 結合移

動載具的自駕車備受矚目，業者需要合法允許的開放道路環境展開及驗證測試，

以符合海島型地理特有的道路環境與用路情況，因此於 2019 年 2 月台南沙崙正

式啟用了自駕車的試驗場域，政府跟大家一起努力。 

除此之外，科技部與環保署、水利署、國震中心、中央氣象局、防災中心、

消防署等共同建置了｢民生公共物聯網」，涵蓋地震(地)、水資源(水)、空氣品質(空)、

防救災(災)四大民生領域，融合大數據與 AI 於應用端，透過建置資料及相關服務

平台，提供即時資訊給企業、學研界及社會大眾使用，以激發更多元的創新服務

及邁向智慧城鄉。在 2019 年，完成地、水、空、災之各種感測器、監測設施及

複合式預報系統之布建，有效整合民生類共通示警之發布、提供立即且準確的速

報，並開放產學研及民間單位等鏈接使用第一手的感測數據資料。實際的例子，

當地震發生時，手機就會發出示警聲或訊息通知等。又譬如業者應用感測資料，

導入 AI 運算，協助環保署稽查空氣污染的狀況，或通報空污，以降低實地稽查

落差。應用 AI 及物聯網技術建置的智慧生活｢民生公共物聯網資料服務平台」能

讓大眾的生活更方便、更自主及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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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聞報導，內政部預計於 2020 年 10月推動換發新式數位身分證，結

合國民身分證與自然人憑證，內建十六種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功能，舉凡保健、

保險、年金、稅務、各種社福等，達到｢秀才不出門，能辦天下事」之境。 

展望未來，需要各界共同攜手合作，藉由推動相關政策、適當的鬆綁法規、

結合相關的 AI 科技，產官學研界一起努力，為下一代打造更便民、更準確、更

即時的幸福智慧城鄉。 

AI 時代已經來臨，AI 技術亦突飛猛進，AI 被廣泛地應用在民眾生活的醫療

與長照領域、或產業界的製造和製程領域等，未來更要努力推廣 AI 應用於人文

關懷上，就如我的好友李琳山院士，今天主講「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他本

來就是這領域的翹楚，我非常來想留下來仔細聆聽演講，奈何行程不容許。中技

社 60週年社慶所特別加場辦理的「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盛會，

講述 AI 與人文關懷的融合，真的太棒了，相信各位一定可以滿載而歸。在此預

祝研討會順利、圓滿、成功，同時也祝福主持人、主講人與各位與會的先生女士

們，大家身心靈健康、平安喜樂、萬事如意、家庭美滿，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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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陳力俊 院士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前國科會副主委 

 

首先歡迎與感謝各位主講人、主持人以及嘉賓共襄盛舉，「中技社」在 2018

年 2月 22日舉辦第一次「AI研討會」，獲得熱烈的參與及回響，於是在 2019年

3月 13日舉辦第二次「AI研討會」，同樣盛況空前，2019年適逢「中技社」歡慶

成立六十週年，所以決定加場舉辦第三次「AI 研討會」，以報名情況來看，應是

越演越盛，顯示社會大眾對 AI的關注持續密切關注，同時「中技社」所主辦「AI

研討會」系列請名家主講 AI-X 的模式，受到相當的肯定，在此我要再次感謝今

天的主講人，能與大家分享對 AI與相對主題的見解。 

今天也很感謝陳副總統再次蒞臨致詞；三月份陳副總統致詞時，曾提到他在

利用 AI 防疫方面有些心得，所以在規劃本次研討會時，曾有人提議請陳副總統

主講「AI 與防疫」，最後覺得應在未來更方便的時間提出邀請才比較適當。很榮

幸「中研院」廖院長也是第二次蒞臨本系列研討會，只是前次是以貴賓身分致詞，

今天則是擔任早上三場演講主持人。 

AI的發展在目前，是處於「方興未艾」的狀態，持續受到新聞媒體的關注。

就以最近一週來，中外媒體報導與 AI 相關的新聞而言，有兩則特別值得大家注

意： 

一是「紐約時報」於 8月 16日以「AI從人類學習，而且是從很多人學習」

(AI is Learning from Humans. Many Humans)為題的新聞。主要報導一個與 AI有關

的新興行業，就是數據「註釋」(data labelling)，也就是由人類協助 AI判讀數據；

現在很多人相信 AI是技術產業的未來，但在 AI系統可以自行學習之前，有人必

須「註釋」提供給它的數據。這項工作對於創造人工智能至關重要，如自動駕駛

汽車、監控系統和自動化醫療保健。需要許多人先以人工從影像中判斷腸道中凸

起物是息肉還是腫瘤?路旁是行人還是路標?倉庫中是員工還是宵小?從衛星照片

精確定位工廠和油輪。在聲音辨識方面，為遠距醫療，從咳嗽聲來判斷是否與疾

病有關等。研究表明，這種工作佔構建人工智能技術所用時間的 80%，而酬勞相

對低。未來人工智能可能掏空就業市場。但在目前，它正在創造低薪的工作。有

如雇廉價勞工「自掘墳墓」。所以以目前來說，AI 正在向很多很多人學習，但最

終目標則是取代人力，因此在發展 AI 之際，人文關懷就至為重要。最近角逐美

國民主黨提名總統候選人中，有一位華裔的楊安澤(Andrew Yang)，主要政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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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到 AI 影響而失業的人以「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救濟，受到相當注目，

可見這已是一個大家應嚴肅思考的問題。 

另一則是 8 月 21 日科技媒體專欄作家李學文在「中時專欄」上發表的「AI

是創意幫手，還是殺手？」談到隨著網路傳輸技術快速更迭，人們對於資訊的依

賴也從文字進展到圖文，乃至於現今的視頻影音。據估計，到 2020 年，視頻影

音將占網路流量 80%。不少新創公司看到上述的龐大商機，思考將製作到輸出的

過程都以 AI 取代，快速從文本素材自動生成影音內容。事實上，各大媒體巨擘

確也都在投資 AI自動化系統，作多方的努力，而已有相當的成果。 

以近日大賣的電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Avengers: Endgame)為例，該

片全球票房收入超過 27億美元，並於 2019年 7月 20日超越《阿凡達》，成為全

球最高票房電影。其背後根基，是好萊塢利用大數據及 AI 所得出的劇本公式。

一方面加入投觀眾所好元素，套入好萊塢電影最常使用的故事架構，鋪陳、衝突

到解決三部曲，再加上絢麗的特效，無法讓人說它不好看，但其中的創意、人文

關懷就缺乏深度了，如果這就是電影的未來，是很讓人擔憂的。 

前幾天「科技部」六十週年慶祝茶會，陳副總統與我都應邀參加，看到「科

技部」列出的里程碑中，特別有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推動「AI創新研究中心

專案」，以跨領域、跨單位、跨國際的合作方式，建立 AI前瞻技術開發之創新生

態體系與平台，應是一個好的開始，也可看出「科技部」的企圖心。但具體方向

以及成效須密切檢討評估，以免錯置資源，無以因應日新月異的變化。尤其四大

中心重點均偏重技術，對人文的關懷、未來的衝擊等著墨不多，而這是科技主管

單位應未雨綢繆的。 

今天全天的研討會，名家雲集開講，將是一場豐富的饗宴，精彩可期，謹祝

大家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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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一 

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 

 

主講人：李琳山院士 

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大家好，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在這裡跟各位報告「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 

 

一、人工智慧 

首先，從人工智慧開始談起。對於人工智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維基

百科說這是人工智慧、那個也是，我寧可給它一個簡單且比較保守的解釋，就是

機器由數據中學到能執行某些類似人類的行為，有的時候看起來好像比人類更為

精細(詳投影片 1-1)。 

 

投影片 1-1 人工智慧-定義 

我們知道機器其實只會做兩件事遠勝人類，第一個是記憶大量資料，因為人

的記憶力是很差的；第二個就是快速執行大量計算，其實人的心算能力是很差的。

那麼電腦程式在做什麼呢？它只是一堆指令在教機器循序的交替或反覆地執行

上述兩件事情，來達成某些任務。由此我們就知道電腦能做的事，其實僅限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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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和照表操課，也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如此而已。什麼是人工智慧呢？我覺

得人工智慧應該是由死記和照表操課進步到看起來好像是活學活用一樣(詳投影

片 1-2)。 

 

投影片 1-2 人工智慧 

舉個例子，假設我們給一台機器大量由人類標註好的資料，譬如一萬張各種

各樣貓的照片，都標註好這些稱作貓，一萬張各種狗的照片，也都標註好這些稱

作狗，還有猴子的照片等等，將這些資料統統上傳給機器去做訓練，希望可以做

到給機器任何一張像這樣的照片，它就說這是貓。如果其實這張照片就是這一萬

張貓的照片其中的一張，那麼這只是死記，做到這件事情是要照表操課的，因為

需要將這張照片拿來跟這裡面的每一張去比對，發現它其實就是這一萬張裡面的

一張，這張標註是貓，它就說是貓。但如果這張照片並不在這一萬張裡面，它也

能夠說是貓，就表示它已經能夠自動推演到沒有見過的資料(unseen data)，這個就

可以說它是舉一反三了(詳投影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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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3 活學活用 

機器不像人類會舉一反三，但如果我們舉了一萬給它，它也可以類推更多，

甚至遠勝於人類，這樣的舉一反三，就是我所說的活學活用，因為我們沒有教它

過那張是貓。它雖然看起來不僅僅是死記和照表操課，但是機器應該只能做死記

和照表操課，表示它是完全用死記和照表操課來做到活學活用這件事。那機器是

如何做到的呢？簡單來說，就是在訓練機器之過程中，替機器建立一個學習的模

型，這個模型就是所謂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這樣的模型是怎樣的呢？

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講，假設我們把每一張照片都變成向量空間中的一個點，貓的

照片都是藍點，狗的照片都是紅點，我們發現它分成兩個群體，如果找一個分割

平面，將空間切割開來，那麼就可以說任何一個點在空間中，在平面右邊就算是

貓，左邊就算是狗，於是所有的照片都可以說它是貓或是狗，如此好像機器就可

以衍生到辨認不同的照片，但是它得分得對。 

要如何進行分類為最好呢？向量空間中每張圖片各是一個點，在兩群已知代

表不同內容圖片的點中，找出最大間隔的一個分隔平面，將這兩個群體分隔開來，

這就是古典的人工智慧裡面之經典作品，所謂的支撐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在這個例子中，所謂的模型是什麼呢？模型就是把每一張照片

都變成一個點，找一個最好的平面，把這空間切割開來，這樣的一個模型，說穿

了就是機器照表操課的課表而已，機器照著課表做了之後，看起來覺得它好像是

活學活用。所謂的模型，就是它是假的，但是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譬如說模型

飛機看起來似飛機，但不是真的飛機等等。 

以貓狗辨識的例子而言，是有一點簡單，但如果要區分一千種動物，那要怎

麼辦呢？以前的人是了不起的，他們建議要去學人類的神經細胞，如投影片 1-4

左上方圖示，仔細看，它是可以接收多方來源的資訊，經過複雜的運作，整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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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資訊並且傳遞出來，很多的神經細胞可以互相連結，變成複雜的網路，如投

影片 1-4右上方圖示。人是不會做神經細胞的，怎麼辦呢？工程師想出了一個粗

略的辦法，將一個運算單元稱作神經元，有一點像一個神經細胞，這個神經元排

成多層，讓每一個神經元都可以接收到前一層所有神經元的訊號，譬如說這個神

經元的資訊乘以多少、加上多少，到那個神經元去，接著又乘以多少、加上多少，

或者這個神經元如何計算等等。前端是輸入層，可以輸入，後方是輸出層，可以

輸出，而中間則為隱藏層(Hidden Layer)，當隱藏層數目很多的時候，則稱為深層，

就是所謂的深層學習(Deep Learning)，整體而言就是所說的深層類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 DNN)。 

 

投影片 1-4 類神經網路 

真正的網路則為更加精細，想像每一層有千百個以上的神經元，又可為千百

層以上，異常複雜，尤其是這裡面含有非常多可以調整的參數，譬如這個數值乘

以多少、加上多少、做什麼樣的計算、到哪邊去等等。巨量的參數可以分別調整，

活學活用的功能自動大幅躍升，尤其是精細度和彈性變得極佳。如此多的參數從

何而來呢？因為有超強的軟硬體，以及巨量數據(Big Data)，所以讓軟硬體由巨量

數據中學習，以找到最佳值，最佳值簡單說就是湊答案。舉例來說，一張 20*20

的照片，就有 400個點，假設要分辨一千種動物，就會有一千個輸出，如果輸入

一隻貓，則規定在貓的輸出端之答案為 1，其他的答案皆為 0；如果輸入一隻狗，

在狗的輸出端答案是 1，其他的都是 0等等，如此這般地湊答案。當有一億張照

片時，全部答案都要正確，這是很困難的，所以非得要極為精細的演算法，這時

使用超強軟硬體，才能夠由巨量數據中學習，但是一旦學成了，這個網路就是一

個超級精細的課表，機器仍是照表操課，做到類似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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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疑惑機器真能創作嗎？以創作動畫人物的畫片為例，假設我們給這台機

器大量動畫人物作為範例，對它下指令要它畫一張畫，它就畫了一張畫，但是這

能算是創作嗎？說不定這張畫就是我們剛剛給它的大量畫作裡的某一張，它只是

將之翻出來，這樣就只僅僅是死記或抄襲了。聰明的人於是想出讓兩台機器於互

相對抗中，彼此學習。舉例來說，第一台機器稱為生成器(Generator)，不給它任

何範例，讓它自行創作，畫出來的成果可能是混亂的雜訊；第二台機器稱為鑑別

器(Discriminator)，我們給它大量範例，讓它據以進行判斷與生成器所畫出的成果

有何不同之處，找出兩者之差異，據此評分。鑑別器分析後可能會說，最明顯的

差別就是每張範例都有兩個大黑點，兩個眼睛，而生成器畫出的畫沒有兩個大黑

點，於是鑑別器可能會說，沒有兩個大黑點的畫一律扣分。於是生成器於下一個

階段就學習會這一點，每張畫都畫兩個大黑點，但這回鑑別器就不能再用大黑點

作為評分依據了，它必須找出另一個明顯的差別，譬如畫面上都有色彩，沒有就

是不對，所以沒有色彩的一律扣分。再換下個階段，生成器畫出來的畫都有色彩

了，如此一路進行下去，雖然從不給生成器任何範例，可是它不斷的努力爭取高

分，而鑑別器看過許多範例，但是它從不繪圖，只是不斷地找出更佳的評分方式，

這兩台機器一直反覆的進行下去，讓鑑別器和生成器互相訓練等等(詳投影片

1-5)。 

 

投影片 1-5 “活學活用”的機器能創作嗎？ 

當訓練一萬次、十萬次以後將會如何呢？它畫的人物會慢慢接近動畫圖的人

像。類似這樣的方法，同樣可用以訓練機器去寫詩、作曲、合成語音、寫文章等

等。如果讓它作曲，給它大量蕭邦的作品，說不定作出來的曲子聽起來就像蕭邦，

但鐵定不是蕭邦，它只是照著非常精緻的課表操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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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約幾十年前的早年，若以現今的科技進步速度而言，幾十年前稱為古代

應是合理的，古代早已有人工智慧了，只是由於軟硬體很弱數據很少，活學活用

的能力非常有限，深層學習的觀念也早已有了，只是早年根本做不出來。一直到

軟硬體變為超強，以及儲存、使用巨量數據，且瞬間可執行巨量運算成真，這時

再加上許多外在因素，譬如網路世界如鋪天蓋地一樣，巨量數據像排山倒海一樣，

再加上雲端資訊。所謂雲端，可以想像在某處(somewhere)有幾乎是無限多台的電

腦在那，它提供幾乎無限大的記憶體跟計算量。雲端在哪裡？只要拿手機出來一

按，就會發現它就在你身邊，雲端資訊無所不在。在上述諸多條件都具備時，我

們忽然發現活學活用可以做到過去無法想像的多，於是人工智慧與深層學習就如

魚得水般，又似風箏得到風。打個比喻，從前在古代，我們做了很多風箏，但不

管風箏做得多棒，一放上天，它就墜落下來，因為沒有風。我們今天忽然發現，

滿天都在刮大風，這時候就算隨便做一個小風箏一放，咻衝上天去，所以人工智

慧具備上述條件後，便能一飛沖天，發展一日千里。在深層學習的時代，雖然電

腦是以死記和照表操課來執行，但卻可以做到活學活用的事情(詳投影片 1-6)。 

 

投影片 1-6 深層學習時代來臨 

深層學習的電腦可以做非常複雜的數學模型，這裡講的並不是數學有多深奧，

而是說它裡面可以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各種參數可以調整，做到了人類無

法達成的精細事務，因此它可以在巨量數據中，學習看到人眼見不到、做人腦想

不出的事物(詳投影片 1-7)，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它可以下圍棋，打敗人類的棋王。

以上所說的是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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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7 深層學習時代的電腦 

 

二、教機器聽人類語言 

如何教機器聽人類的語言？人類語言的聲音，就是空氣中的聲波，我們可以

用一隻麥克風把它收錄下來，轉換成電訊號，簡單而言就是一個時間的函數。這

裡面每一小段的波形，用一序列實數來描述它的變化，因此這個訊號就是一序列

的實數(詳投影片 1-8)。 

 

投影片 1-8 人類語言的聲音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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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說機器可以活學活用，給它大量人類標準的相片，它可以學著看相

片。同樣的道理，如果給機器大量人類標註好的資料，譬如聲音，告訴它這個是

早安、那個是你好、這是臺灣大學等等，讓它建立模型去學習，它也可以做到，

譬如給它一段聲音，它會告訴我這是新年好。給標註的照片和給標註的聲音之意

思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太複雜的學問，但各位瞭解語句是千千萬萬的，並不同於

一千種動物等等，譬如說一個句子，我們需要把它切成比較小的單位，才能夠得

出精細的輸出，舉例來講，「好」這個音在某一段，它雖然長得不太一樣，但是

機器模型要學會，這個也是「好」，就像貓的照片，有各種變化的貓，但都是貓，

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機器得要知道這一段是「新」、那段是「年」、再另一段是

「好」，拼湊起來就是「新年好」，如此機器就可以學人類的語言了。 

假設機器輸入一段話，就是剛才的那種訊號，說的是「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就是一堆實數等等，整句是由很多小的單位拼起來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我們

的語言知識，譬如辭典、文法。辭典告訴我們這個音加上那個音，拼起來是這個

詞，文法告訴我們這個詞加上那個詞，拼起來就變成片語，或句子等等。辭典及

文法，在早年是用人手做的，現在可以用機器做，將語言結構及訊號一起給機器，

讓機器去判斷，其實這就跟人聽聲音類似。在我們的語言裡，每一個音都有許多

同音字，所以當聽到某段聲音「今天」時，為什麼沒有覺得「今」是黃金的金？

或者覺得「天」是添飯的添呢？人的腦袋裡面也有類似這樣的語言知識，只是我

們沒意識到，但是當一聽到某句話時，就會依據我們的知識和句子的前後文，馬

上知道它應該是哪幾個字，這就是我們讓機器在學習的事情(詳投影片 1-9)。 

 

投影片 1-9 教機器聽人類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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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跟各位講一段小故事，從前我們是如何教機器聽華語的。這要回到 1980

年，英文打字機早已問市，而且已經看到最原始的個人電腦，它的鍵盤就是當時

的英文打字機的鍵盤，即是現今所見 26 個英文字母的鍵盤。在那個年代，中文

文件是怎麼印製的呢？那時的中文打字機有一個很大的鍵盤，上面有幾千個中文

字的鉛字，打字的人要找，第一個字在哪裡，按一下打一個字，再找第二個字，

再按一下打一個字，以此類推，打完一篇。也就是那個時候，我剛好回到臺灣，

我就在想中文打字真有這麼複雜嗎？因為中文有一字一音的特性，音的總數大概

就是一千多個，按鍵盤一次不就是一個音嗎？能不能有聲音輸入呢？這個想法也

就是讓電腦來聽華語。這個想法絕對不錯，但是研究後發現這個不 work，為什麼

呢？在 1980 年，即使用英文做這件事情，技術仍是非常的原始，更不要說我們

在臺灣什麼都沒有。於是我想先讓電腦說華語，應該可以將一千多個音都做出來，

拼成任意文句。我花了一番功夫做出來以後，發現所拼的每句話都不知所云，我

那時百思不得其解，直到 1983 年，遇到一位語言學家告訴我，語句裡的每一個

字只要其前後字不同，它的抑揚頓挫就會不同。什麼是抑揚頓挫呢？簡單來說就

是音量音高音長停頓等等。為了要尋找出一般性的規則，我們經由錄音，由數據

中分析、歸納出來，若以今天的觀點而言，這就是活學活用的模型(詳投影片1-10)，

我們當時所做的事情，就是古代的人工智慧，只是主要是用人腦及人手去完成

的。 

 

投影片 1-10 教機器說華語 

到 1984 年時，我發現我們所做出來的聲音，雖然是非常粗糙的，但聽起來

真的可以聽懂，它很清楚是由一個一個的音所拼起來的，且抑揚頓挫是有銜接的。

有了這些進展之後，我覺得此時可以做機器聽華語，也就是語音辨識了。當時想

法為一字一音，一次輸入一個音，而這些音可以拼成詞彙，組成文句。如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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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音呢？我就把它切割成很多小塊，如聲母和韻母，近似各位所了解的子音和

母音。聲調是指每個音有四聲，還有輕聲。當知道是哪個音，而尚不知道是哪個

同音字時，機器會自動從同音字中選擇它認為正確的字(詳投影片 1-11)。 

 

投影片 1-11 華語語音辨識 

到 1989 年，這些都可以做出來的時候，在當時需要用大量的硬體來配合很

破的軟體，我很努力將非常多的硬體及眾多的電路板組裝成很大的系統，可惜它

並不 work，因為實在太複雜了。從 1990年起，晶片問世，我開始思考將此做成

晶片，兩年後，真的做成兩片晶片(詳投影片 1-12)，不過此時距離整個系統還是

滿遙遠的。 

 

投影片 1-12 晶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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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成功，是待平行電腦(當時稱為 transputer)問世後。我們花了兩年的時

間進口一台平行電腦，同時採購了十顆 CPU，把它組裝起來，並重寫平行軟體後，

於 1992年 3月時，它 work了，我決定取個名字作為紀念，於是我去古典文獻裡

面翻到「金聲玉振」，它講金玉之聲是世上最美麗的聲音，因此就稱它為金聲一

號(Golden Mandarin 1)。它一次只能輸入一個音，且其慢無比，需要好多秒才能

輸入一個音，系統超級複雜，可是它是全球首台能聽華語的機器。之後最重大的

進步，則為 1995 年的金聲三號，可以輸入連續聲音了，不再需單字輸入，但受

限於當時的資源，我們完成了兩個版本，一個是 PC 版，只能夠短句輸入，另一

個是工作站版，能長句輸入。 

現今，大家最熟悉的機器，可以聽人類語言的就是這種多語言的、有語音功

能的個人助理，就像 Apple的 Siri，或是 Google Home等等。它們除了可以聽人

類的語言之外，還能回答我們的各種問題，這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實，就是將大

量的機器裝在雲端，因此當你對著手機說話時，手機什麼事都沒做，它只是把你

所說的話，用無線網路送到雲端去，雲端有眾多的機器辨識你說了什麼，了解你

的提問，如需找答案，它會去 Google 或維基百科等找答案，之後造個句，再將

語音合成聲音，再由無線網路送回你的手機，你就聽到答案了。 

如果去看它這個裡面的技術，會發現它其實用了現今所有最尖端的技術，除

了大量的雲端機器以外，也用大數據去做深層學習、應用 Google、應用機器與人

對話的技術等等。在眾多尖端技術加持下，它的表現讓很多的使用者覺得可以接

受，但它必須要能聽說人類的語言，包括華語。如果檢視它裡面做華語的部分，

就會發現它的架構跟當年我在台大做的金聲三號，幾乎完全一樣。過了三十年以

後的今天，只有像 Google、Apple等規模的大型產業，才能夠率先實現這樣的理

想。以我們三十年前的資源及設備，只有一點點自己錄的音，去訓練很破的個人

電腦，以機器一點點的計算量和記憶體，就想達成此事，只能說我們是有正確的

遠見，很勇敢的在追尋遙遠的大夢(詳投影片 1-13)。我們做到機器說華語的辨識

及合成是在 1995年，而 Apple的 Siri問世是在 2011年，我們比 Apple早了整整

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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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13 多語言語音個人助理 

 

三、機器聽華語與聽西方語言有何不同 

機器聽華語和聽西方語言有何不同呢？華語與西方語言結構大不同。華語語

言是方塊字，一字一音，音的種數不多，每個音有多個同音字，表示著不同的意

思，而且最特別的是華語的音是有聲調的，不同聲調的音代表不同的字及不同的

意思，舉例來說，ㄧ和ㄕ這兩個音，給它不同聲調，會有什麼呢？衣食、儀式、

遺失、役使、逸事、一時，在在不同。華語是用不同的音，組合成千變萬化的詞，

再進一步組合成千變萬化的句。其實有眾多的詞也是同音的，譬如聽到有一個學

生說他喜歡城市(或程式)，有一個老師說他喜歡程式(或城市)，能分辨誰喜歡哪一

個城市(或程式)嗎？很顯然地，華語只用少數的、有限的音，攜帶極為豐富的語

言訊息，而這個音的層次之語言單位是西方拼音語言所沒有的(詳投影片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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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14 華語特有的語言結構(一) 

此外，華語每一個字都是有意思的，但是一到數個字才能構成詞，而能夠造

句的是詞，詞在句子中邊界不明確，詞的定義也就會不明確，譬如「電腦」是一

個詞、「科技」是一個詞、「的」是一個詞、「科技的」也是一個詞、「電腦科技」

也是一個詞等等。可以將很多小詞串成長詞，長詞也自動縮短成為短詞，譬如「臺

灣大學」縮短為「臺大」。已有的詞也可以切開，譬如說可以洗了一個大澡，「洗

澡」並非實質的東西，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切開來。新詞每天可以自動產生，譬如

小確幸，華語的詞彙是無限大的(詳投影片 1-15)。 

 

投影片 1-15 華語特有的語言結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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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華語句子裡面詞的先後順序是非常自由的，以「我要明天早上六點半

出發」為例，這樣的一個觀念，可以說成多少個句子呢？至少如投影片 1-16所載

述的這麼多，可以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你可能會問，就華語的特有語言結構

而言，如果機器夠強大，數據非常充沛，那麼機器是否能夠完全自動地由大數據

中學到呢？我認為是的，只是到目前為止這件事還沒發生。 

 

投影片 1-16 華語特有的語言結構(三) 

古代的機器很弱，數據很少，機器能力有限，因此是用人類的智慧來發掘問

題，尋求答案，把人類的智慧植入單薄的人工智慧中。當機器與時俱進、變得越

來越厲害，數據也越來越多的時候，有更多的問題及答案，可以讓機器自己發掘

習得。這時，人類的智慧可用來引導機器，讓機器從巨量數據中尋找答案，可能

可以勝過人類用自己的智慧找到的。現今已有既強大、又方便好用的產品級技術，

產品級技術的發展有賴產業界龐大的資源及機制，如同肥沃的土壤，但永遠還需

有具競爭力的優良種子，就是人才和創意，所以學研界和產業界分屬上下游、是

相輔相成的。 

 

四、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 

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會怎樣呢？以我個人看法，我認為語言是人類文明發

展的基本工具之一，它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聲音。文字一向用來記載，並傳播

人類的文明，而且文字資訊早已透過網路傳遍全球，網路上亦提供能幫助資訊傳

播的各種技術，舉例來說，Google雖然是一家公司，不過它提供非常好的技術，

幫助人類文明的發展。聲音是語言呈現的另一種形式，它的好處就是說出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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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寫、不用打字，它有另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聲音可以帶著影像變成多媒體，

因此它可以更為生動，完整地呈現人類的文明。 

聲音如何配合語言，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呢？現在在網路上有各種各樣的多媒

體，譬如 YouTube、線上課程等等，多數都是有聲的、有旁白的，不過那些聲音

旁白可能都沒有字幕。Google是什麼呢？Google就是機器看盡天下文章之後，幫

人找到任何一篇文章，同理，現今的機器可以聽聲音，正如 Google可以看文字，

因此，就表示我們也可以有語音版的 Google。什麼是語音版的 Google 呢？你可

以想像在網路上有千千萬萬的影片，譬如 YouTube、線上課程等等，如果有學習

者說，我想尋找有關深層學習的演講，照說機器馬上可以從大數據中尋找出來，

並告訴學習者說，這段影片裡的這一句話就是深層學習、那個也是，這就是語音

版 Google的最基本的原理(詳投影片 1-17)。 

 

投影片 1-17 聲音如何配合語言促進人類文明發展？ 

早在 2004 年，我們已經實現最初步的語音版 Google，譬如輸入「王建民讀

的國小」，只要在新聞裡有王建民及國小這段新聞，機器就能搜尋到這段新聞。

我們很快的在 2005年就瞭解到語音版 Google有著很多難題有待克服，其中一個

重大的難題是聲音訊號要如何點選並瀏覽呢？我們用 Google 點選、瀏覽文字是

非常方便的，但是聲音不像文字，文字容易呈現在螢幕上，一目了然，點選與瀏

覽皆易，但是聲音怎辦呢？即使機器找大量的聲音，都和使用者所下指令有關，

然後怎麼辦呢？我們想這個解決之道，應該是要在聲音裡面自動抽取關鍵詞，並

做出標題、摘要，做成智慧型目錄，讓機器有個好的介面，使用者可以跟它對話

(詳投影片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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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18 語音版的 Google如何點選瀏覽 

我們在 2006年所做的電視新聞瀏覽器是怎麼樣的呢？譬如某一則公視新聞，

底下是它的聲音訊號，聲音訊號從頭到尾相當的長，當機器聽完之後，可以選擇

裡面最重要的兩句兜起來，全長是 19 秒，就作為它聲音的摘要。畫面亦同，它

選擇某些小段，加起來也是 19秒，於是就可以兜起來，變成 19秒機器自動產生

的新聞摘要。當然也可以讓機器自動產生標題，機器自動產生的標題雖不像人做

得那麼好，但可以幫助我們瀏覽。 

真正的瀏覽器是怎樣的呢？這是在 2006 年做的，總共有六千則 110 小時的

公視新聞，這是新聞瀏覽器的智慧型的目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所有新聞依據內

容歸類為國際新聞、政治新聞、財經新聞等等，譬如國際新聞，每一則都以它自

動產生的標題呈現，以它收到的時間來排序。即使這樣，數量眾多是很難搜尋的，

因此我們就為它做一個鳥瞰圖，就是把國際新聞劃分成九大類，每一方塊裡面是

一類，每一類是什麼，機器也不知，不過機器可以自動抽出重要的關鍵詞分類，

使用者只要看它的關鍵詞，我們就知道它是關於天災人禍、疾病及衛生問題，或

者是中東的以阿糾紛等等。有了這些之後，假設我想查詢有關天災人禍，點進去

後就到下一層又分為九大類，譬如天災人禍可以細分成墜機、海嘯、豪雨、暴動

等等。如果要回到主畫面，假設我要看這一則伊拉克新聞，也可以直接點進去看，

假設想看更多，可以直接點看更多的相關新聞。 

我們進一步發覺課程才是更重要的人類文明。網路課程非常好，但是學習一

門課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整學習，上班族沒有這麼多時間學習，怎麼辦

呢？課程知識是有順序的，沒有學習基本知識，可能聽不懂進階的知識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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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呢？我們想出的解決方法就是將課程內容用投影片為單位切成小段，每一

小段用它的關鍵詞來標示內容及建構前後關係(詳投影片 1-19)。 

 

投影片 1-19 網路課程 

我們在 2009 年所做的台大虛擬教師，以我自己開的語音處理課程為例，是

在 2006 年錄製的。假設我要看第二章的投影片，點進去裡面就是第二章的第九

張投影片，這張會怎樣呢？它有很多關鍵詞，假設對於某個關鍵詞不瞭解，它會

告訴你相關的關鍵詞就是這些，若不清楚的話，可以點進去看看，它會告訴你這

個關鍵詞第一次出現在這裡，之後依次出現在哪裡，如果不懂的話，可以先聽第

二章的第三張投影片，它就馬上帶到第二章第三張的投影片等等。假設我聽某張

投影片，它會告訴我這裡有 15秒的摘要。假設我想搜尋「Black Word Algorithm (黑

字演算法)」，讓機器來找，它說「黑字演算法」出現了五十六次，出現最密集的

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二張投影片裡，可以直接點進去聽。點進去一聽後，發現它講

的是「Backward Algorithm (反向演算法)」，不是「黑字演算法」，這是我聽錯了，

他講的都是反向演算法。這個證明了我們找的是聲音，Google是沒有辦法用「黑

字演算法」找到「反向演算法」的。 

剛才只是一門課程，但網路上有千千萬萬的課程的話，怎麼辦呢？假設有個

學生上網找「機器學習」課程，網站告訴他有 752段的課程都在講機器學習(詳投

影片 1-20)，那又該怎麼辦呢？假設有一個主題，在 MIT、史丹佛、柏克萊等皆

有開相關課程，我們希望機器可以做到在它聽完所有的課程之後，能指出這門課

程的這一段的內容與那門課的那一段內容非常接近，它可以再進一步排出各小段

內容的學習順序，這就是「機器製作學習地圖」(詳投影片 1-21)。在 2014年，我

們就能讓機器製作學習地圖，怎麼做呢？假設有學生想學 python程式語言，我們

讓機器去搜尋，找到了三門相關 python的課程，以每一個小圓圈代表一小段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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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舉例來說，這些綠色圓圈是一門課程、黃色圓圈則是另外一門課程，課程的

某一小段在教什麼，我們點進去聽就知道了。我們做一個連結(link)，機器馬上就

連結好了，它說真正的學習地圖是這樣的，二門課程之間有些課程內容是接近的，

以及課程學習先後順序等等，就是我所說的學習地圖了。 

 

投影片 1-20 學海無涯 

 

 

投影片 1-21 機器製作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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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真的能夠瞭解語音數位內容嗎？了解多少呢？我們讓機器去考托福的

聽力測驗。托福聽力測驗給考生聽一段約五分鐘長的語音後，給一些問題與四選

一的選擇題，四選一隨機猜平均為 25分，測驗結果會如何呢？答案選項 1、2、3、

4皆是機器未聽先猜，正確率約在 25%，但是有個方法特別厲害，猜題正確率可

以到 35%左右，這是為何呢？補習班總會告訴學生，如果不知道正確答案，就選

最短的選項，常常會對。在 2016 年，機器大概能夠做到正確答題超過 50%，最

高到 55%左右，後來我們發現機器也學會了選最短的，我們就將選擇題改為填空

題和問答題的形式，不再做選擇題了。 

 

五、未來會怎樣？ 

未來會怎樣呢？照我所想，機器應該有能力可以替人類將網路資訊去蕪存菁、

融會貫通。我們知道網路資訊大爆炸，在 2015 年 1 月，據說每分鐘約有三百小

時的多媒體資訊上傳 YouTube；截至 2016 年 4 月，已累計了 1,874 門課程於

Coursera線上課程平台。我們可以說人類文明盡萃於此，但文明精華埋在大量不

相干的資訊堆中，沒有人有能力看完或聽完這些數位內容。這些多媒體數位內容

中，語音常帶著關鍵資訊，機器有可能看完或聽完全部的數位內容，加以理解融

會，並為每一個人客製化抽出他所需要的部份。我所謂個人化的課程，也就是機

器為每個人量身訂做所需的課程，舉例來說，有位工程師被派到奧地利出差，他

聽說奧地利是莫札特的故鄉，他就跟機器說，我想學莫札特的作品，不過我對音

樂一竅不通，但是我願意花三小時研習。語音版的 Google 是有可能立刻上網搜

尋相關資訊，並為這位工程師量身訂做出一門三小時的課程。 

展望人工智慧，我所看到的人工智慧不但博大精深，巨量數據加上深層學習；

而且海闊天空，不但包羅萬象，如食衣住行育樂等等，生活中什麼領域都可以有

它；而且兼容並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科學到人文，什麼都可以有它；它不

但無遠弗屆，而且無所不在，變化萬千，而且一日千里。在幾十年內，電腦由笨

大一路演變到這麼精巧，而在幾年內，深層學習由少數的幾層，演變成幾百、幾

千層。如果我們將人工智慧發展比喻成人類一生的成長，今日看到的人工智慧可

能只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又或是尚未出生仍在娘胎的胎兒，我們見到的只是他

的超音波影像而已。現今的人工智慧就像清晨的曙光初現，有了曙光，再來就是

天將破曉，然後天光漸亮，曙光乍現不但照亮全世界，而且預告太陽即將升起，

即將升起的太陽是遮不住，亦無法改變的。我們只有迎向陽光，才能夠精益求精，

可大可久。我們預期未來人工智慧的世界，陽光燦爛且晴空萬里。我說到這裡告

一段落，以此跟各位互相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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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二 

AI與老人生活 

 

主講人：張系國教授 

美國匹茲堡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美國知識系統學院創辦人 

美國電機與電子工程學會會士及臺灣科幻小說之父 

 

一、什麼是人工智慧 

很多科學術語外行人聽不大懂，我們稱之為夾槓(jargon)。這些夾槓大多數和

一般人的生活不發生關係。但不時會有少數科學術語滲透進入我們的日常語言，

變成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夾槓。最近有兩個夾槓達到這樣的特殊地位，一個是大

數據，另一個就是 AI。不論學者專家或市井小民，都言必稱大數據或 AI，冷不

防就要被這兩個夾槓夾得很疼。而且人云亦云，誰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意思，

聽者也不好糾正或不敢糾正。套句林語堂的名言，流行用語就跟女人裙子的長短

一樣年年改變，所以或許犯不著糾正。但是既然要談 AI 和老年生活，不能不先

說明我講的 AI究竟是什麼意思。 

AI 是英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這兩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所以就是「人工智

慧」的縮寫。前一陣臺灣首富郭台銘先生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初選，在扣應節目裡

被罵慘了。有位「庶民」打電話進來，大罵郭台銘先生亂搞什麼 AI，害得勞苦大

眾越來越窮。如果郭台銘先生聽到，他也只能啼笑皆非。 

那麼，AI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提到 AI，不能不聯想到機器人下棋、愛瘋的

思蕾(Siri)成為您的好伴侶、或者自動駕駛的汽車等等。所以有人主張正名，不說

AI而用Machine Intelligence也就是「機器智慧」來代替。機器智慧的確比較精確，

但是當初怎麼會有 AI的說法？「人工智慧」的相反詞就是「天然智慧」(Natural 

Intelligence)，所以 AI 是和天然智慧相對而言。既然人擁有天然智慧，機器的智

慧就是人工智慧。 

這說法對不對？難道人天生就有智慧嗎？答覆顯然是「不一定！」有的智慧

似乎是天生的，例如辨識別人的臉孔，並不需要特別學習。南極的國王企鵝出生

下來只要和大企鵝短暫相處，從此就能彼此辨識。可是認字就不然，尤其是中文。

機器不懂得認字，人也同樣不懂，必須經過長期的學習。 

大多數情況，無論人也好機器也好，都必須慢慢摸索學習才能夠獲得智慧。

如果說天然智慧是「生而知之」，那麼人工智慧就是「學而知之」甚至「困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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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這樣一步一步慢慢獲得的智慧，才是我說的廣義人工智慧。所以不僅機器

需要有人工智慧，人也一樣需要有人工智慧﹗這樣的廣義人工智慧，我稱之為「慢

智慧」或者簡稱「慢智」。這樣的系統，我稱之為「慢智慧系統」或「慢智系統」。

慢智系統可以是人所組成，也可以是機器所組成，更有可能是人機共生慢智系統

(詳投影片 2-1)。理想的人機共生慢智系統，不僅機器的人工智慧不斷增長，人的

人工智慧也同樣不斷增長，兩者相得益彰。這樣的慢智系統對老年人的生活會有

很大的幫助，這就是今天我想談的主題。不妨舉個有爭議性的人工愚蠢的例子：

現在公路的收費都由機器取代了人。不僅失業率增高，而且被取代的收費員缺乏

謀生技能，只好去犯罪例如去搶銀行。自動系統有時候缺乏彈性、不考慮到自動

化的社會成本，造成更多社會問題，更不要說資訊被人掌握。這究竟是人工智慧

還是人工愚蠢？ 

 

 

 

投影片 2-1 什麼是人工智慧 AI 

人工智慧，不只是設計機器來解決人的問題，也包括人慢慢改變自己的想法，

變成更有智慧的人，和同樣有智慧的機器人合作來解決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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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人如何死(下流老人的問題) 

英國人如何死，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的確沒有什麼太大關係。我們並不關心

英國人如何死，正如英國人並不關心臺灣人如何死。但是你知道嗎？絕大多數的

英國人是這樣死的(CNN.COM July 2019)：死於醫院 45.5%、死於家中 23.7%、死

於安養院 22.5%、其他 8.3% (詳投影片 2-2)。換句話說，大部分的英國人死在醫

院裡，其次是家中，再次是安養院。並不是英國人不想死在家裡，而是大環境如

此不得不然。 

 

投影片 2-2 英國人怎麼死？ 

因為全世界的高齡化人口不斷增加，相關的現象就是「孤獨死」也不斷增加。

日本的孤獨死(詳投影片 2-3)，已經達到每小時至少有三個人孤獨死，死了超過兩

天都沒有人發現。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因此提出「助死士」的概念，幫助老人走

完最後一程。臺灣的高齡化人口問題和出生率降低有關。你知道嗎？2019年 1月

到 6 月臺灣有 85,961 人出生，同一時期有 88,098 人死亡。這是死亡人數與新生

嬰兒人數首度出現交叉，人口出現負成長﹗(中國時報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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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2-3 孤獨死 

聯合報新聞網 2016 年關於「流沙中年」的報導，臺灣有 230 萬的隱形照顧

者，必須一邊工作一邊照顧父母，壓力極大。2012年有一部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獎的奧地利電影 Amour (愛‧慕)敘述在愛人失智的壓力下，丈夫不得不殺死愛妻

然後開煤氣自殺。什麼是真愛必須有不同的詮釋。日本學者藤田孝典提出「下流

老人」的概念，即又貧窮又孤獨的老人。(以上有關孤獨死、流沙中年、下流老人

的說明引自聯合報部落格 Blackjack的文章) 

誰來照顧老人？我們不能不想到機器人。機器人不會發脾氣、很有耐心、不

會虐待老人。為老人設計的機器人必須是人機共生慢智系統，不僅機器的人工智

慧不斷增長，人的人工智慧也同樣不斷增長，這樣的慢智系統對老年人的生活會

有很大的幫助，也許可以有助於減少孤獨死、流沙中年、下流老人這些問題。 

 

三、為什麼需要慢智系統 

慢智系統是設計複雜資訊系統的新技術，它並且吻合某些哲學和神學的原則。

複雜資訊系統有些共通的特色：它是連接的系統、它從許多來源取得資訊、它擁

有知識庫、它可以個性化、它是人機共生的系統、它也是龐大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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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法國科學家也是神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其名著《人

的現象》裡預言未來的龐大連接的系統。德日進認為所有的智慧生物都彼此關連

並且連接成為一個整體，他稱之為能界(Noosphere)，由地界、人界和和天界所組

成。 

複雜資訊系統從許多來源取得資訊。我們看現代化的傳感器所構成的網路，

正是這樣的複雜資訊系統。現在的社群網路也是另一種複雜資訊系統。而且我們

可以把社群網路裡的人看成傳感器。日本科學家做過研究，如果把人當做傳感器

可以提前發出地震警訊。不僅如此，還可以利用動物的本能。2019年 8月 8日台

北地震，網路上流傳一張照片。有位台北居民養的 8 隻貓在地震前 10 秒前就知

道，都抬頭目光像探照燈。 

知識庫可以設計用來管理複雜的預警系統。這樣就不會因為人為的錯誤，導

致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現在的物件網路可以連接和管理大量的物件，威力強大。

所謂的混合智慧系統，就是人機共生的系統。谷歌就是很好的例子。谷歌有上千

萬用戶，同時使用上萬個搜尋引擎，是個龐大的系統(詳投影片 2-4)。 

 

投影片 2-4 龐大的混合智慧系統 

複雜資訊系統這些共通的特色，說明它是變化不拘的龐大系統，每個系統又

包括許多次級系統(超級包，Supercomponents)。每個超級包打開來又是一個系統。

就如曇花的葉子落地又長出一株，就是個好例子。這些包包之間，有時又會起了

共鳴。這就是操縱學的鼻祖威納大師(Norbert Wiener)所說的共振現象。 

如何設計這樣的複雜資訊系統？或許慢智系統的新技術能夠提供一些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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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麼是慢智系統 

慢智系統(Slow Intelligence Systems)是能夠不斷提昇其表現的一般性系統。慢

智系統第一會嘗試不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第二會逐步認識自身所處的環境然後

據此調整，並且與其他系統共享這些知識，第三它在開始時或許表現不佳，但是

隨著時間過去它會逐漸進步。慢智系統解決問題的途徑不外乎如下的步驟：窮舉、

傳播、調適、淘汰、集中。除了這五大步驟，最重要的是慢智系統通常有多個計

算循環，包括慢循環和快循環(詳投影片 2-5)。 

 

投影片 2-5 慢智系統 

我們可以用人工神經網路來實踐慢智系統。所以我們不妨把慢智系統看成廣

義的人工智慧系統的一種。下面介紹慢智系統的實例：可調適醫療照顧系統。可

調適醫療照顧系統區分開三類空間：看護機器人(大空間)、個人生活區(中空間)、

可穿戴裝置(小空間)。可調適醫療照顧系統區分開三類時間：長期照顧(長時間)、

短期照顧(中時間)、緊急照顧(短時間)。 

可調適醫療照顧系統需要有快計算循環和慢計算循環。快計算循環：不會用

到次系統(或超級包)。快計算循環從事直覺的、非自主的快速計算。慢計算循環：

會用到次系統(或超級包)。慢計算循環從事有意而從容不迫的、自主的慢速計算。

計算循環的轉換，受到系統變數和環境變數的控制：觀念領域(例如血壓、脈搏等)、

空間領域(例如看護機器人、個人生活區等)、時間領域(例如緊急照顧、長期照顧

等)。 

根據慢智系統的原理，我們可以用產品和服務客戶個體化(PSC)以及智慧樹

匹配(Ontological Matching)的技巧設計可調適醫療照顧系統。以下介紹我的研發

團隊所發展的可調適醫療照顧試驗系統，它已經在智慧手機上面實踐。例如病人

體溫有變化，如果體溫和血壓都起變化，系統就發出警訊。這些相關的計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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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裴垂網(Petri Net)來表示。或者站立的病人不慎摔倒，系統確定病人的位置，就

送他到最近的醫院。這些都可以用以上介紹的慢智系統，配合不同的計算循環來

做到。 

我最近的研究發展工作集中在研發天地人系統(TDR System)。天地人系統是

多層次的慢智系統。而且天地人系統可以在智慧手機上面實踐(詳投影片 2-6)。我

們用的是 Samsung手機，傳感器包括腦波偵測器、語音輸入、影像輸入等。所有

的軟件包都用 Android寫，來幫助使用者維持心情的平靜。試驗系統已經可以在

手機上面運行無礙。 

 

投影片 2-6 智慧手機上的天地人系統 

 

五、慢智系統的親身經驗 

先從我自己的經歷說起(詳投影片 2-7)。從小我就有僵直性關節炎，英文病名

叫做 Ankylosing Spondylitis Rhumatism。這是血液遺傳的疾病，因為脊椎炎導致

脊椎鈣化。年輕時就常有人讚美我說：「張系國這人很正直」。當然我為人正直沒

錯，但是他們主要是說我永遠挺直脊椎，卻不知道我有脊椎鈣化的毛病。因為脊

椎鈣化，醫生早就警告我千萬不要摔跤，不要做激烈運動，免得帶來致命的傷害。

2013年我經歷不大不小的車禍，一位醉鬼駕車從後面撞到我搭乘的車。我的脊椎

骨震裂了，好在沒有完全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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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2-7 慢智慧的親身例子 

起先醫生用一個鋼架子把我的頭固定住，希望斷裂的脊椎骨能慢慢養好。我

變成科學怪人，非常痛苦，晚上無法入睡。但是隔了一個星期，醫生觀察我的脊

椎骨不但沒有養好，反而更彎曲變形。這樣下去，就會永遠直不起腰來。這位醫

生姓李，是韓國人，年輕但十分自信，他的太太是中國人。李醫生建議我開刀，

植入一個鈦合金的架子把脊椎骨撐起來。他坦白告訴我，有百分之零點七的機會

手術可能失敗，我就會癱瘓。但李醫生說，他動手術到現在還沒有失敗過。我考

慮一晚，決定還是動手術。結果手術成功，不久我就出院。出院那天，接我出院

的友人帶我直奔天天見麵小館，立刻叫了一籠小籠包大快朵頤。想不到在麵館碰

到李醫生和他全家，我們相對大笑。 

但我的脊椎仍然每天疼痛，行走不便。更煩人的是撞我的醉鬼雖然保了險，

卻是最陽春的險，保險公司跟我打太極拳，什麼費用都不肯付。我只好自費裝昇

降椅，這樣才能夠上二樓的書房工作。另外就是找律師打官司告對方。這位律師

不錯，和對方保險公司糾纏了半年，對方認賠一大筆錢，我和律師對分。如果只

靠自己，恐怕一毛錢拿不到﹗ 

雖然我常去醫院做復健，一來醫院的復健科非常擁擠，二來自己開車不方便，

復健並沒有太大效果。怎麼辦？我記起李醫生叫我多走路，就給自己設定一個目

標，每天無論如何要走一萬步。走路是很溫和的運動，好處人人都可以做。這樣

堅持下去，一個月、兩個月，我的病情大有改善。到現在已經六年，基本上脊椎

早已不痛，但是我仍舊堅持日行萬步。 

有人問楊振寧博士他百歲養生秘訣。楊振寧回答說除了他母親的基因好以外，

就是日行萬步，這使他頭腦更加敏銳，做科學研究完全不輸年輕人。另有一位

Melina B. Jampolis醫學博士談每天步行的功效，也認為走路可以激發創意。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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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小小貢獻就是不但要日行萬步，還鼓勵分身在走路時和本尊腦力激盪大聲談

話。 

另外一個心得(也就是智慧)是一切必須靠自己。我知道我的病沒有人能幫助

我，我也不願意依賴別人，所以就自己練習做所有的事情，從洗衣、掃地、鋪床

到燒飯都堅持自己做。從前魯迅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我改了四個字：橫眉冷對老闆指，俯首甘為本尊牛。我們都太驕傲了，不肯低頭

服侍自己，總要依賴別人做。在想像中我可以把自己一分為二，同一個人既是主

也是僕。我可以先變成廚師準備飯菜，然後變成主人享受廚師準備的飯菜，再搖

身一變成為僕人清理廚餘。自己的分身做自己的本尊的牛馬，勝過僱人來做，也

勝過依賴家人做。 

也有許多事情無法完全依靠機器。例如我在樓梯裝了昇降椅，但沒想到昇降

椅的內側是無法使用任何機器裝置清潔的。只有靠自己用抹布慢慢擦。但是一旦

接受「俯首甘為本尊牛」的觀念，把這些都看成一種運動，不但不困難，對身體

更有好處。 

我這個例子看似和人工智慧沒有關係，其實大有關係。因為我自己不斷學習

如何適應我的身體的限制。我使用的機器，不管是高科技或低科技的機器，同樣

都得適應我的身體的限制。這就是真正的人工智慧﹗ 

 

六、結論 

如前所述，我總結一句：人工智慧，不只是設計機器來解決人的問題，也包

括人慢慢改變自己的想法，變成更有智慧的人，和機器合作來解決人的問題。對

於改善老年人的生活，這個觀點尤其重要，因為我們的著眼點是人，而不是機器。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老年人工智慧，例如慢智系統和慢智機器人帶來的商機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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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三 

AI與工程：工程與建造的未來 

 

主講人：葉啟信創研長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好，我是中鼎集團創新研發中心的葉啟信創研長。首先，恭喜中技社成

立六十週年，一甲子的勠力經營，誠屬不易。今(2019)年中鼎亦適逢成立四十週

年，很榮幸受中技社之邀，和大家分享這些年來中鼎在 AI 的應用計畫。近年，

AI 的應用非常熱門，也非常廣泛，在中鼎，每個人工作幾乎都離不開 AI，我將

以工程與建造角度切入 AI與工程主題，希望各位不吝給予指教。 

 

一、中鼎集團簡介 

中鼎是在全球 15個國家擁有 40餘家關係企業的國際工程集團，員工人數超

過 7,000 名，在追求業績成長及版圖拓展的同時，更致力於以工程專業推動全球

永續，並連續五年入選 DJSI 道瓊永續指數。而中鼎「最值得信賴」的服務品質

和品牌形象，更獲得了多方肯定，在 ENR世界工程公司排名(如投影片 3-1)，於

國際設計公司、國際工程承攬商等都名列全球百大；在臺灣天下雜誌 650大服務

業排名，則是持續蟬聯工程承攬業第一名。 

中鼎集團的業務範圍非常廣泛，依業務屬性可分為三大事業群：一、工程事

業群，大家比較熟悉的業務就是煉油廠、化工廠、電廠等大型 EPC統包工程服務；

二、智能事業群，主要是提供智能方案，例如智慧建築、智慧工廠、智慧園區、

智慧機場等智能解決方案；三、資源循環事業群，主要聚焦於綠能、資源循環回

收、廢水處理等方面(詳投影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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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1 中鼎 2018年國內外產業排名 

 

 

投影片 3-2 中鼎集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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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的營收，超過一半來自海外市場(如投影片 3-3)。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市

場，中鼎必須擁有關鍵的技術和能力，持續追求創新突破。今天藉由向各位介紹

中鼎集團的機會，說明工程建造對於世界與人類的影響，以及中鼎在工程服務行

業的一些新做法及新技術等所帶來的創新和改變。 

 

投影片 3-3 中鼎集團營收分析 

 

二、建造世界經濟 

工程建造行業自遠古以來就有，諸如建造金字塔、萬里長城、羅馬鬥獸場等，

都是人類偉大的工程建設。經濟起飛其實就是由建設開始，不管是工業建設或是

基礎建設。以臺灣 1974年起進行的十大建設為例，桃園國際機場、台中港、蘇澳

港、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與北迴鐵路等六項交通運輸的建設，以及大煉鋼

廠、中國造船廠與石油化學工業等三項重工業建置，再加上一項核能發電廠的能

源項目等共十項建設，不但讓臺灣抵抗當時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也加速了經濟起

飛與社會發展，著實為臺灣帶來了非常大的成就與成長。以 2014 年來看，工程

建設這個行業即占了全球 GDP的 13%，而工程建設經費仍不斷地以每年 3.6%的

速度增長中(詳投影片 3-4)。由此可見，工程建造對全球經濟的確有非常重要的貢

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BE%B3%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BE%B3%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BF%B4%E7%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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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4 工程建設行業占全球 GDP 

然而，工程建造產業同樣面臨到全球產業共同的問題，例如人工成本的增加，

或青年勞動力的減少。現在全球正面臨人口老化及少子化，工程建造產業也很難

找到足夠需求的工程人才。全世界約有 7%的就業人口從事與工程建造相關的行

業，這是非常大的就業人口。 

另一個工程建造產業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數據化的程度尚未積極地改善(詳

投影片 3-5)，相較很多早已數位化的製造業或健康產業，這是有待努力追趕的目

標。舉例來說，紙本作業導致超過百分之九十八的計畫進程延遲，甚至有些計畫

較預定時程的作業時間超過百分之二十、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大型計畫執行預算超

出百分之八十，這是極大的影響(詳投影片 3-6)。放眼望去，我們周遭很多正在進

行中的工程，若能藉由數據化提升工作效率，將可有效改善工程成本超出及進程

延遲的問題。而我們若能追平全球平均生產力，約有 1.6 兆美元的商機是可以被

創造出來的(詳投影片 3-7)。 

$74.0 
Trill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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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5 工程建造產業的挑戰 

 

 

投影片 3-6 成本超出及進程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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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7 被耽誤的兆元商機 

 

三、創新的邊界 

在場有多位先進來自製造業，製造業也有諸多新作法，因為若不改變，就會

被淘汰。危機帶來轉機，舉兩個例子，百年企業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在製造發動機、飛機或冰箱等都很厲害，但是 GE發現若不創新

將無法進步，所以積極往數位化轉型，成立了 GE Digital子公司，業務遍及製造、

醫療、運輸、航空、採礦及能源行業等；另一家公司是特斯拉(Tesla Inc.)，Tesla

每年製造大約 25萬輛電動車，而福特公司(Ford)一年製造超過 600萬輛車，哪家

企業市值比較高呢？答案是 Tesla。Tesla 的車輛年產量比福特少很多，為什麼反

而是 Tesla 市值比較高呢？因為 Tesla 生產電動車、無人駕駛汽車等，AI 及數位

化是關鍵因素，創造未來的價值。 

簡單來說，工業 4.0 (詳投影片 3-8)即是大量運用物聯網、互聯網、自動化機

器人和大數據等新科技，提升產品價值鏈的品質和生產力，最終達成強化企業競

爭力與獲利。工業 4.0 裡所運用的新科技，不可諱言將帶來商業價值上的巨大變

化，這改變不僅是效率上的改變，甚至是商業模式上的全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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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8 工業 4.0 

KPMG曾經做過一個調查，在全球的工程建造產業裡，究竟應用了什麼樣的

新科技呢？投影片 3-9 顯示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企業用無人機(Drones)執行監

控；百分之三十的企業採用機器人或自動化技術；百分之六十五企業使用遠端監

控，類似攝影機等；百分之三十的企業應用 RFID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偵測器材或物料；百分之十七企業利用智慧型感側裝置(Smart Sensors)偵測現場

人員；百分之六十一企業運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前述皆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重要的工具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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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9 KPMG全球工程建造產業調查 

我認為在下一波的科技趨勢，有數個必須掌握的重要技術，首要就是 IoT，

IoT讓我們能夠感知環境變化，不管身處家裡、工廠，或是辦公室，IoT經由雲端

整合所蒐集到的眾多資訊，透過大數據將資料進行分析，瞭解資料代表什麼？再

藉由人工智慧創造出智能的價值，告訴我們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投影片 3-9的

新技術正是目前最受關注的，且將影響全球工程建造產業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我

認為 AI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不僅是機器人或視覺辨識，AI創新已逐步應用於

眾多領域上。我個人很喜歡《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這部電影，大家覺得電影

裡面從未來而來的機器人是好或是壞？其實答案見仁見智，Terminator 既可以是

好人，也可以是壞人，就如同 AI，可以為人類帶來福祉，也能用來毀滅人類，端

看我們如何應用。 

 

四、人工智慧的興起 

未來的工程建造是什麼樣的情況呢？我們對未來的工程建造有非常多的想

像，像是 AI 科技、語音助理等皆是未來的一部分。2016 年，大約有 260-390 億

美元的資金投注在 AI創新應用的研發，AI技術正快速的發展及成長中，但仍約

有 41%的公司不瞭解 AI能夠做什麼？能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從產業界的觀點而言，許多實務上的問題，都可以應用 AI解決。AI的技術

就是能看、讀、聽、講、動，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學習(Machine Learning)，要如何

將 AI 科技應用在作業上呢？我歸納了五個重要的方向：一、設計自動化(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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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就是如何將工程設計做得更快、更好；二、安全監控(Safety Monitoring)

讓我們的工作更安全，譬如在工地工作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可以善用 AI 將工地

安全做得更到位，避免工安意外的發生；三、檢查與進度(Inspection & Progress)，

的精準掌握，並且不斷學習累積知識及經驗；四、自動化設備(Autonomous 

Equipment)、自動機器人及無人駕駛車等；五、最佳化的規劃 (Planning 

Optimization)。前述五個大項就是在工程與建造行業裡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以下舉五個例子作說明，例如衍生設計(Generative Design)可以讓想像力解放

(Liberate Creativity)，很多工程師在做事時，都有他的門派師傅指導做什麼、怎麼

做？但若應用 AI，它可以告訴你各種不同的可行性，從此挖掘出很多新的機會、

新的作法。更重要的一點，你如果把這項技術跟建造的可行性相結合，只要設計

得出來，就做得出來，不會有很多情況是設計得出來，但做不出來，這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關鍵。 

第二個例子，使用預防安全事故(Prevent Safety and Security Accident)技術，

在工地裡改善施工人員的安全及工地管理，譬如應用人臉辨視，確定只有某種等

級的人員，才能夠進入管制或危險的區域；或者有一些不安全的動作，都能夠及

早偵測予以防範。 

再來就是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雖然AR並不屬於大的人工智慧，

仍有一些AI的計算(Computation)蘊含其中，但如果AR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連結在一起，那麼工人在工廠內外檢查儀器或作業時，就好像帶著一群專家一起

作業，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檢查與診斷(Inspection & Diagnostics)，因為一個人很難

什麼事情都懂，如果有這個技術，就可以協助人們把工作做得更好。 

另一個例子是自動系統(Autonomous Construction Equipment)，例如無人駕駛

車應用到工地裡，成為推土機、壓路機、搬運機，或砌牆機器人等。很多公司都

在研究如何將 AI技術應用到工地或工廠，以減少人力。 

最後，結合影像辨識和 3D模型，進行自動工程進度的追蹤(Automated Work 

Progress Tracking)，以隨時掌握工程的進度。 

上述五個例子是目前的實際應用。在中鼎，我們當然也在研究如何應用這些

技術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技術一定要能真正解決問題。 

 

五、智慧工程總承包 

EPC統包工程，就是統一承攬工程中的設計(Engineering)、採購(Procurement)、

建造(Construction)工作。中鼎目前進行一個很大的工程項目，稱作 iEPC 智能化

統包工程，就是將 EPC的作業流程及實體物件全部數位化、自動化及智能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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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Digital Twin，例如將所有 EPC資訊下載到平台(Tag Platform)，並將這些資料

整合(Unified Project Information)，進行分析(Analytics and Intelligence)，做智能化

的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這個就是中鼎整個 iEPC的觀念。 

iEPC科技應用含括眾多不同科技的搭配，譬如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自

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生成設計(Generative Design)、AR、VR、

智慧機器人、無人機，以及 IoT/網狀網絡(Mesh Network)等。而想要解決工程執

行所遇到的複雜難題，很難僅憑單一科技解決，必須將不同的科技整合，至於如

何將這些技術相互搭配及整合出具有企業特色的解決方案，這是個困難點，但亦

是個機會。 

中鼎在發展 iEPC技術的應用上，可大概分為 iEPC 8+1數位計畫。所謂的「8」

包括以下八點：數位化工程的第一步，就是工程資訊的數位化，所以 iEPC的第

一項工作是資料探測(Data Discovery)，在工廠裡作業或跟客戶討論案子時，會有

眾多的工程文件，如何將這些工程文件數位化，非常重要；第二個是協同設計

(Design Collaboration)，中鼎全球有超過七千位同仁，每位工程師皆忙著各自的設

計，如何協調好全球各據點工程師的工作，且將設計品質提升得更快更好，就是

靠協同設計；第三個是設計自動化(Design Automation)，由工程師改為電腦自動

進行設計的計算及運算等，最大程度的自動化及智能化。第四個是供應鏈(Supply 

Chain)，不只是工程與建造業，製造業或其他行業亦然，物料器材、採購、庫存、

送貨等一定要確實掌握。第五個施工計畫(Construction Planning)，是指如何讓規

劃做的更好，工程進行的更順利。第六個是物料管理(Material Management)，EPC

工程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費用是用於採購物料器材，物料運到了工地，因為工

地範圍廣闊，且工地各項施工皆同步進行中，物料進出管理是非常困難的，如何

將物料控管好，減少損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七個是營建自動化(Construction 

Automation)，無人機、機器人等皆是建造自動化的重要部分；第八個是決策支援

(Decision Support)，提高專案管理效率，減少風險；最後的「1」也是最重要的是

專案資訊統合化(Unified Project Information)，就是將以上八個項目所有的資訊彙

整、整合，以過去經驗，增進對目前狀況的瞭解，以預測未來；以上這些技術是

中鼎現在正在進行的項目，稱為 iEPC 8+1數位工程。以下就 iEPC 8+1共九項實

際應用在中鼎的 AI技術做說明。 

中鼎目前全球有超過七十個 iEPC計畫同步進行中，包括許多 AI技術應用，

第一項工具為數據表資料自動撿選(Automated Datasheet Data Extraction)，工程開

始時，會有數千份的工程規格紙本資料，此時工程師必須從數千份資料中找出所

需資訊，做為後續設計使用，這是非常勞力密集、單調又重複的工作，故輔以應

用人工智慧自動讀取全部文件，從中擷取出相關的資訊做成數據表以供工程設計

用，此 AI 工具不但減輕工程師的負擔、加速作業效率，也縮短了此階段作業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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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iEPC工具稱為 Intelligent P&ID Materials Take Off，用以讀取設計圖、

擷取工程資訊。工程上有很多紙本的管道及安裝圖，例如各式的閥件，如何擷取

紙本上的資訊，以了解它的屬性、管子的長度、寬度、壓力的規格等。現在的作

法是用人去讀，萬一不小心讀錯了，到後期作業時才發現錯誤，將產生嚴重的後

果。中鼎用電腦技術、用 AI 判讀 P&ID 圖，全部讀完後，擷取所需的資訊讓工

程師們使用，如此就可以提高工程品質，並讓工程師把時間留做更好的流程設計，

這也算是一個關鍵技術。 

第三項工具稱為工程規範搜索和發現(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 Search and 

Discovery)，開始時類似問與答，規格書內有眾多記載基本設計規範的文字，就

如同一本書，內載了眾多規格，所以我們要讀這本規格書，經瞭解後，將所需的

資料擷取出來作為後續設計的規格。這個項目頗有難度，就好像叫孩童將大英百

科全書讀完一遍後把重點摘錄出來，這是很難的。我們應用自然語言處理將相關

資訊自動擷取出來，以減少人力的負荷，同時也避免人為漏失一些重要規格。 

第四項工具為使用生成設計繪製平面佈置圖 (Plot Plan Layouts Using 

Generative Design)，平面佈置圖就是工廠布置圖，應用生成設計的概念設計工廠，

將工廠各區域依製程、法規、工程作業流程、工安等考量進行配置，那要如何將

跨專業知識領域和經驗的考量全部納入規劃呢？電腦除了可以自動規劃出來，還

可以提醒我們以前所設想不到的規劃，或幫忙檢測出過去的錯誤布置。這是中鼎

正在使用的工具之一，目前已得到初步的成果，且還有許多設計在精進中。 

第五項工具是預測工程設計品質(Predictive Engineering Quality Assurance)。

例如，人們上 Amazon 網站採購商品，Amazon 就會知道哪位顧客喜歡採買什麼

樣的物件，類似的道理，在過去工程設計完成後，都需要有人複查設計是否正確，

有何錯誤？將過往工程資料蒐集後，就可以進行分析和判斷哪些部分或步驟是容

易出錯的？哪個人容易出哪方面的錯誤？將這些資訊回饋給工程師，那麼他們在

設計時就會對此特別留意，以提升工程品質。 

第六項工具是 4D 施工計劃與最佳化 (4D Construction Planning & 

Optimization)，這是對於施工規劃上的一些最佳化作法，譬如工具如何最佳化、

工程施工順序的最佳化等，得以分析及瞭解採取不同施工順序可能會對工程進度、

成本、工程作業等的影響，以及如何在開始施工過程中，快速反應現場實際情況

並予以調整。這是中鼎為確保未來施工順利而進行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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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工具是工地物料管理(Construction Site Materials Management)，物料管

理困難點在於工地範圍都是好幾平方公里，而這些物料可能放置在不同的箱子或

地點，譬如放置於木箱裡，從外面無法看到木箱內容物，當然更不能將之隨意放

置曝曬。如何運用 AI、AR/VR 等技術，得知木箱內容物，又或者使用無人機幫

忙尋找物件。這些都是中鼎現在正在應用的 AI 技術，幫助我們快速、有效做好

物料、器材管理，並減少損耗。 

第八項工具為無人機的應用(Autonomous Drone for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在工地裡面有很多的地方，譬如煙囪或高塔等高處，人們很難到達那些地方，所

以檢查這些地方是很危險的。應用無人機可以幫忙我們解決這些問題，考量到很

多檢查是重複性的，且工地人員可能對無人機操作不熟悉，所以中鼎將無人機設

定為自駕，輔以定點、定航及閃避障礙，例如運用 AI 技術進行無人機的飛行及

航程辨識，避免撞到建築物等。 

再來，第九項工具是統一訊息改善專案管理(Improve Project Management 

Using Unified Information)，以整合所有的專案資訊，這個技術非常重要，它可以

分析資料、得出有用的資訊。我們會在類似儀表板(Dashboard)，顯示一致的訊息，

顯示目前的工程進度及問題所在，以及諮詢和申請(Enquiry & Requisition)資料，

其實就是大數據搭配智能運用在專案管理上。 

 

六、建立中鼎的未來 

未來的工程與建造領域，中鼎有三個發展重點，第一是數據或資料(Data 

Oriented)，資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資料，前述所說的技術都很難達成；第二是

數位連結(Digitally Connected)，不只是有資料，還要將這些資料都連結起來，單

獨的一個資料或許沒什麼作用，但是將它全部整合後，會得到以級數成長效率；

最後一個是人工智能輔助(AI Assisted)，AI的應用方興未艾，但我的想法是 AI不

會取代工程師，工程師還是具有他的專業價值，應用 AI 可以提高工程師的工作

效率，減少重複的例行工作，讓他們發揮更多價值。 

今天向各位報告中鼎所應用的 AI 技術，希望能為大家帶來新的體驗及思考

方向。我有兩句結論與眾共享，一是數據、專業，打造智能產業，未來的智能產

業非常重要，缺乏數據和專業是無法達成的；二是人才、創新，追求永續成長，

當公司要邁向永續成長，缺乏人才和創新，一切免談(詳投影片 3-10)。最後敬祝

各位轉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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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10 轉型成功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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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四 

5G科技與 AI應用 

 

主講人：杜經寧院士 

交通大學台積電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玉山學者 

前 IBM 研究中心主管、UCLA教授 

 

首先謝謝徐爵民理事長的介紹，另外更要謝謝中技社潘董事長以及陳力俊院

士的邀約，讓我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報告 5G 科技與 AI 的運用。本主題報告共分

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目前半導體的現況，第二部分將談到 5G 科技及美國

對華為的出招，第三部分為 AI 的應用，尤其是三維積體電路(3D IC)之可靠性

(reliability)，談可靠性的主要原因是分享我們交通大學在微電子可靠性的研究，

理論上我們不僅是臺灣領先，更是世界領先，所以值得跟大家分享。 

 

一、5G及其技術 

近期半導體的重要紀事，要回溯到 80-90年代日本經濟全盛時期。日本於 1985

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晶片生產國，且佔據了十大國際半導體企業的一半。

1987年的東芝事件，美國採取制裁東芝，因為東芝被美國逮到偷賣了降低潛艇噪

音機械的車床給蘇聯。東芝機械的兩位高階主管因此遭到逮捕，且美國對東芝接

連採取了終止合約，索賠以及出口禁運等制裁措施。1989 年三菱有意收購有美國

之魂之稱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亦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彈。美國憂心

其高科技領域競爭力落後於日本，以及美日貿易的巨額逆差，故對日本高科技產

業及經濟進行一連串的打壓，日幣升值後，日本經濟就一直走下坡，失去其半導

體及經濟之領導地位。此外，英國、法國、俄羅斯等歐洲大國已無法在半導體工

業技術領域產生影響。英國、法國有資金，但是兩國是社會主義，平頭式的預算，

無法專注於半導體工業的發展，所以慢慢的就落後了；俄國是因為資金有限，建

置一個半導體工廠即要價五十億美金。反觀臺灣跟韓國已躍昇半導體領導地位。

2019 年 5 月 1 日的聯合報新聞，新聞標題是｢南韓砸一兆韓元(約 267 億台幣)，

拚半導體霸主」，韓國政府目標在 2030 年成為全面的半導體強權。最近的日韓貿

易戰亦與半導體有關，日本宣布限制三種原物料出口南韓，造成南韓半導體生產

面臨斷料的危機(詳投影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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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1 半導體技術近期重要紀事 

各位手上的手機，好似生活中的遙控器，像是人類五感之外的數位第六感

(Digital 6th Sense)，我們日常所攜帶的手機整合了 4Cs，如電腦(Computing-PC)、

車(Car-GPS)、通訊(Communications-Cellular Phone)、消費者(Consumer-MP3)等相

關裝置，已不僅僅是一支手機，而是一台行動式電腦(Mobile Computer)。我們現

在手握手機儼然就像古老神話中的千里眼、順風耳，所謂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同

時也能隨時連絡手機電話簿裡的任何人。但是 5G 可以讓我們眼睛遠眺看得更快

速、更清晰，耳朵可以聽得更即時，更清楚。所以有了 5G 我們就是進階版的千

里眼，順風耳了。 

世界變了而且變得頗快，回顧人類文明，因十八世紀蒸汽機的發明，開啟了

工業革命，接著發明了紡織機，機器力取代人力、牛力、馬力、奴隸力等，造成

很大的影響，工業生產導致封建社會的沒落，慢慢的資本主義興起，但是資本主

義過分了，共產主義就興起，共產主義過頭了，社會主義就形成了。近二百多年

來，我們的社會受了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工業革命的興起，目前我們再次面臨

一個大革命，因為電晶體(Transistor)和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的發明，導致所謂

的智能革命，機械力已經很厲害了，把數據力加起來，數據力增強了機械力，使

得機器人可以為人類工作，例如無人機、自駕車等，加速社會的演進，世界正在

急速的變化(詳投影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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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2 文明提升 

處在變化迅速的世界，又得將永續性納入考量，像臺灣就很重視永續性，永

續性有兩個主要的趨勢，第一、要維持消耗性能源和環境保護。我們需要新的綠

能科技和廢棄物管理方法，以保護我們的能源和環境能夠永續；第二、電晶體的

摩爾定律(Moore's Law)，不要小看它，它使微電子產品的發展持續超過四十多年。

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兩年便會增加一倍，或者是每十八個月

會將晶片的效能提高一倍，這個摩爾定律維持電晶體發展已堂堂邁入四十多年，

這是在人類社會從來沒有過那麼長久、這麼遠大的發展，現今蘋果(Apple Inc.)、

亞馬遜(Amazon.com, Inc.)等公司之市值已超過一兆美元。以前的通用(GE)、IBM

等大公司，都是無法取代它的，是很重要的一個發展，以後是不是還能再維持其

未來的成長，這值得我們好好的思考。 

講到 5G，5G 是一個先進的通訊技術，自從人類發展通訊開始；從語言，文

字，漢朝文字寫在簡牘上，到發明活字印刷，文化始遍傳各地，接著就是電話與

電報了，再進一步就是電視及電影，到了近代的網際網路及互聯網，再到移動互

聯網。什麼是互聯網呢？其實互聯網的意義很簡單，就是電腦對電腦

(computer-to-computer)的串聯。譬如用電腦發電子郵件出去，傳到另一台電腦等

等，就變成一個互聯網，當電腦體積變得更小，小到可以隨身攜帶時，這時人人

都有隨身手機，網絡就變成了移動互聯網(詳投影片 4-3)，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移動

互聯網的時代了，5G 就隱含在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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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3 通訊之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回顧 90 年代末期，因為電腦體積仍大，都裝置在辦公室裡，

那時用 dot-com 的人不多，dot-com 無法發展，因為行動電話和移動互聯網尚未

開始使用。等到推出手機，手機開始流行後，蘋果、微軟、亞馬遜和臉書等皆成

為當今最大的公司，這時的互聯網就厲害了。 

言歸正傳，何謂 5G？5G 指的是先進的通訊技術，它結合了衛星、光纖、伺

服器、基地台、行動裝置、終端傳感器等硬體和移動互聯網的軟體，使我們能夠

做各種智能工作。華為就是基地台做得好，這個是他的長處，行動裝置就是移動

手機，終端傳感器就譬如是家裡的冰箱、電燈等有裝感應器，然後這些合起來就

是 5G，那麼軟體如安卓，華為的麒麟晶片皆是不可或缺。4G 改變了我們的日常

生活，帶給我們許多的方便，而 5G 將會大大地改變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

文藝、醫療、和軍事等。 

美國川普總統宣稱華為的 5G 影響美國的國防安全，為什麼華為的 5G 跟美

國的國防安全有關係呢(詳投影片 4-4)？讓我們想一下，若雙方一開戰時，第一個

動作就將對方的衛星打下來，以癱瘓對方的通訊系統，屆時通訊一定要有備援，

譬如通訊改走地底，例如中國的一代一路計劃，沿著鐵路邊埋設光纖，以供通訊

用。光纖有一個特點，原料一定要用上稀土元素，這是為何呢？因為稀土元素能

降低光阻，降低光傳輸的衰減，光線能傳得更快更遠。中國稀土生產佔比為全世

界之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主要為了光纖之緣故。天空和地下的通訊系統有了，地

面的通訊系統當然也要有，地面通訊要靠基地台，譬如國道交通控制中心系統也

建置光纖網路傳輸系統。現在大學院校與大醫院也都有了基地台。基地台有何重

要性呢？目前 5G 技術要用兩種主流頻率，第一種為低頻長波 sub 6GHz 以下，優

勢是低功耗、覆蓋能力強、適用於智慧城市之相關應用；另一種高頻短波 24GHz

以上，即所謂的毫米波頻段(mmWave)，能支援高速大容量的資料傳輸，適用於

自駕車等應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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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4 5G 為何影響國家安全 

中國及大部分的國家基本上是採用低頻，但美國、日本、韓國等則是採用高

頻，這是為何？因為美國軍事聯繫等採用低頻了，所以民間只能用高頻，高頻有

它的好處，比如說傳輸量可大，頻寬也寬，音響聲音亦可較清楚。但是高頻短波

有個壞處，它這個阻擋很大，所以需要用比較多的基地台，而基地台的造價是問

題。在 2014 年，美國政府與中國和各國政府已有共識，到 2020 年，5G 將取代

4G，但是華為搶先了一年，搶得了先機，美國政府及工業界公司與華為關係緊繃，

所以要制裁與封殺華為，這是一個理由。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美國的 5G 於 2020

年要推出了，到底美國會如何做，我們拭目以待。 

以一朵有著六瓣花瓣的花朵來比喻 4G及 5G，黃色的花心及小花瓣代表 4G，

每個花瓣代表一種性能，如連接密度、端到端的延遲、流動性、峰值數據速率、

傳輸量密度，以及用戶體驗的數據速率等，這六個功能達到大花瓣程度，就是 5G

了。那麼再進一步超越花瓣以外的效率，就是 6G。 

5G的功能與條件(詳投影片 4-5)，第一個是低時延(End-to-end Latency)，一個

訊號傳出後再返回之時間差，譬如說無人駕駛車在行駛中遇到突然由路間竄出一

個小孩，自駕車感應到小孩，這個訊號回來就自動踩煞車，這段反應時間有多長

呢？就是兩倍的車距除以車速。無人駕駛車上的光達(非一般雷達)，僅需要幾毫

秒的反應時間，以避免事故發生。再舉個例子，譬如一列行進中的車隊，倘若第

一部車輛突然煞車了，隨後之第二部汽車就得馬上煞車，這有多少反應時間呢？

反應時間當然要愈短愈好，若以兩倍車距除以車速來看，現在已可約於十多毫秒

間做出反應。端到端的時延換句話說便是即刻反應；第二是高速率(Peak Data Rate)

指僅傳出不回傳，傳輸的速率更高、速度更快；第三是巨量傳(Traffic Volume 

Density)，傳送的內容量大，譬如上傳一個電影到臉書，三秒鐘就完成了，以前

或許要五分鐘或更久的時間，這是一種進步；第四是泛在網(Density of Connection 

Stations)，基地台多、網站到處都有，沒有網站就不能上網了，而且要互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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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人跟人連、人跟機器連、機器跟機器連、最後到萬物互聯 (Internet of 

Everything)，此為第五項；最後就是低功耗(Energy Efficiency)。傳輸做到以上境

界，就是 5G 了。5G 還有兩個重要的次要功能，如安全可靠(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像機器愈來愈小，功能愈來愈多，若機器不能散熱迅速，機器就會壞掉；低價格，

價格不能太高，大家才能都用得起。 

 

投影片 4-5 5G 之功能與條件 

關於基地台的密度，據稱中國大概有六百萬個基地台，所有鄉村都有基地台，

所以大家隨時隨處都可使用手機，無需攜帶現金，透過手機即可以在無人支付商

店購買商品。安裝人工智慧設備的家庭，幾乎可以連接所有的智慧傢俱。 

現在行動大數據流量不斷地增長，例如從 2010年到 2011 年，數據流量已成

長了兩倍，而相關產業正在研擬數據流量之速率增加至一千倍，到每秒 10
9位元

(Bits Per Second)。拜大流量及高密度所賜，下載比上傳更加快速，即時下載一本

書只要三秒鐘。通過高流量密度傳輸，解析度更高，圖像將更顯清晰、電視影像

也愈來愈明晰、下載音樂之音質更加清楚，連即時新聞和氣象預報都可以做到。 

我們周圍的事物，譬如汽車、家庭、工業、健康與體能等，也愈來愈多充滿

智能，也越能相互關連，譬如物聯網，增加人對人、人對機器、機器對機器之間

的互動性。現在企業也競相打造從頭到腳的穿戴式智慧裝置，包含智慧安全帽

(JARVISH X)、智慧眼鏡(Google Glass)、智慧耳機(AirPods)、智慧臂環(Myo)、智

慧手錶(iWatch)、智慧手環(小米手環)、智慧戒指(Smart Ring)、智慧服飾(The Levi’s 

Commuter Jacket)、智慧鞋(Altra IQ)到智慧襪(Sensoria)等。美國的軍人身上帶滿

了智慧裝置，其中兩項最為重要，一個是武器，一個是通訊器，現今每個兵都是

通訊兵，而裝備也是愈來愈齊全，所以通訊兵之功能在未來就沒那麼的重要了，

不像電影裡面演的，訊息必須靠通訊兵打電話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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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發展，其中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晶片設計密度愈來

愈密，晶片裡電子信號線越來越細，根據摩爾定律(Moore's Law)，晶片上的電晶

體密度每十八到二十四個月，增加一倍，但是不會增加成本。晶片之電晶體密度

從 1970 年到 1985 年，增加了一千倍，從 1K 增加到 1M；從 1985 年到 2005 年，

密度從 1M增加到 1G，亦增加了一千倍。在價格不增加的狀況下，電晶體相對而

言是愈來愈便宜，不僅便宜一倍、兩倍，而是便宜一千倍、一百萬倍，這又會造

成怎麼樣的情況呢？ 

摩爾定律之兩個重要的貢獻(詳投影片 4-6)，由於尺寸縮小可以促進行動技術

的發展，以前的電腦體積龐大，非得擺在桌上，現在電腦愈做愈小了，變成了手

提電腦可以隨身攜帶，而且價格愈來愈親民，這主要是電晶體價格相對愈來愈便

宜，是由於電晶體密度增加，成本卻未增加所致。有句話說，每個電晶體像塵土

般便宜，塵土般的電晶體如何賺錢呢？於 2002 年，IBM 研究與發展雜誌(I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發表了一張電腦模組的圖片，這個模組約十

公分大小，含括了一百一十個矽晶片。設想科技進步，如今這一百一十個矽晶片

全部可用單一個矽晶片所取代，那麼電腦體積將大為縮小，產生了手提電腦。鍵

盤也可以通過手指觸摸來代替按鍵鍵盤。其實，所有 5G 的條件均取決於一個關

鍵－電晶體超便宜! 

 

投影片 4-6 摩爾定律兩個重要的貢獻 

每個電晶體的成本，比報紙的一個字母印刷更便宜。譬如買一份報紙，用報

紙的售價除以報紙內所有的字數，那麼一個字值多少錢呢？又譬如買一本書，書

中的一個字用同樣的算法算下來又值多少錢呢？那麼現在網路上按個按鍵就送

報紙、送書，根本不用花錢購買，所以電晶體真的太不值錢了。在電晶體超便宜

的狀況下，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找到能廣泛應用的新技術，來處理數目龐大的

電晶體，要如何處理呢？以目前來看，在行動消費電子產品之後，在生醫應用領

域的新發明，將成為未來使用電晶體的關鍵。此將成為一個大市場，如果能加以

應用 AI，則會更加大商機。半導體、電晶體、生醫應用等相加，再結合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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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未來最重要的產業技術了，亦是未來重要的工業環節。中國號稱製造強國，

問題是如何生產比美國、韓國及臺灣製造的電晶體更便宜，中國做得到嗎？剛剛

有人提問中國的高鐵、人造衛星是如何建造的呢？讓我舉個例子，譬如家裡的小

孩要學手提琴，請了一個最好的手提琴老師將所有的技巧、技術等盡數傾囊相授，

那麼小孩子可以馬上成為一個音樂家嗎？不可能的吧ǃ他還是需要十年、八年的練

習，指法才會純熟、音樂才會流暢。同理可證，就算將台積電廠房及部分的員工

搬至中國，奈米的技術也是要花個十年、八年的才能上手，經驗很重要，但經驗

需要時間培養。 

 

二、AI及其應用 

全球老齡化人口問題，日本相較臺灣，狀況更嚴峻。所以自我健康管理愈來

愈受到重視。健康的重要數據有體溫、心跳、血壓、血液含氧量、血糖含量等，

手機一握，體溫、心跳、血壓資料都有了。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檢測的血液含氧

量及血糖含量等需要驗血檢測，因為尿液或口水含氧量低之故，希望未來有非侵

入性的方法來檢驗。微電子和生醫應用之間要如何連結，將會是未來最重要的先

進技術。 

舉個 AI 應用的例子，譬如自動型(免治)馬桶，免治馬桶在日本很受歡迎，它

可以執行預先設定的功能，例如馬桶坐墊可以是溫暖的，噴嘴可以噴出水來清潔，

靠 3G 和 4G 的技術就可以做到。智慧型馬桶又是怎麼樣的呢？智慧型馬桶更具

本事，如果有人面對它，它會打開馬桶蓋和座墊，如果有人背對著它，它只會打

開馬桶蓋，這就是人工智慧，如廁完畢後，馬桶中的感應器還可以檢測血糖含量

(糖尿病)和尿酸含量(痛風)。它比較使用者日常的數據之後，若發現有不正常的數

值，它會發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和其醫生，感應器會判斷並做出正確的決定，這

就需要 5G 技術了。 

那麼 AI 在行動消費電子產品中的應用為何呢？這個就是我們要發展的，例

如剛剛所提的可靠性，產業上要如何切入，這是沒有這麼簡單的，消費電子是應

用 5G技術中，快速發展的產業，它需要低功耗(電池的限制)、小尺寸、多功能。

其他的應用有合成 3D 晶片、化合物半導體晶片、光子晶片等，以及三維積體電

路、堆疊晶片等。AI 可以用來加速元件之可靠性分析，同時也節省時間，這是我

們的目的(詳投影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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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4-7 AI 在行動消費電子產品中的應用 

將兩個晶片以一上一下、有點距離的堆疊，用短的垂直線代替長的水平線，

這就是 3D 系統。現今工業界都懂得這個道理，但是尚未做出來，為什麼呢？就

是因為沒有可靠性。譬如，這個長度 4 毫米、寬和厚度各 0.5 毫米的 3D IC 晶片，

用同步輻射光源照射下，透視共有四層。而 3D 和 2D 的差別，從表面來是無法

看出的。例如蘋果手錶的 3D X 光射線圖像，哪個部位有缺陷，可立刻看出。回

到可靠性測試，元件裡互聯電路之"電遷移"研究，通電就會產生熱及電阻，發熱

久了，它就會出毛病。比如說有一樣品，共有三十六個銲錫接點，如果有任何一

個接點毀壞了，用 3D 看，立刻就能找到問題點，如果用 2D 看，那得慢慢地找

問題所在了。 

用 AI 來加速元件之可靠性分析要怎麼做呢？我們可以使用圖形處理元件

(GPU)在人群中找到一個人，是基於 2D 表面斷層攝影的光線掃描。為了識別這

個人，機器需學會這樣做，因為這個人可以低頭、戴眼鏡、改變他的髮型等等。

對於 3D 結構，我們需要使用 X 光射線圖處理器(X-GPU)。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到醫院檢查肺部，使用 X 光射線檢查肺部是否有陰影，若有陰影，那麼醫

生就要判定這個陰影是癌症或是肺結核。但它是 2D 投影。若要檢查 3D IC內部

的結構，就需要 X 射線斷層掃瞄或 X 光射線圖形處理器。台大醫院醫生看診很

忙，所以他收了一個機器人徒弟，它綜合學習了人類醫生所看過的上千位病人的

病例圖片之後，它也學會看了，而且正確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倘若將它的看

病例圖片的智慧複製到其他一百個機器人上，那麼等於馬上就有一百個機器人徒

弟，可以幫忙看病例圖片或當醫生的助手，這就厲害了，由此推論機器人不是取

代工人，而是取代專家，以後機器人專家愈來愈多，萬一這個人類專家不夠精進，

就會被機器專家所取代。對於 AI 在 3D IC 可靠性之目標，未來當新設備投入生

產時，透過 X 光射線圖處理器對其進行檢查，可以在早期得以快速的辨識出發生

故障的環節。那麼就無需進行受限於時間及耗時的可靠性測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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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最後總結共有三點，第一、5G 技術對人類的社會將有深遠的影響；第二、

AI 應用無遠弗屆、無所不在；第三、目前臺灣很多學校有增設資訊系，學習 5G

和 AI，其實 5G 和 AI 的成功應用與否，取決於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

中文及英文等基礎訓練(詳投影片 4-8)。在座各位的基礎訓練都是很優秀的，所以

鼓勵你們的孩子，回歸到基本的學問上。謝謝大家! 

 

投影片 4-8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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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五 

AI 與運動 

 

主講人：吳誠文教授 

成功大學副校長、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前清華大學副校長、前世界少棒冠軍巨人隊國手 

 

因美國甘迺迪機場航管無預警對所有飛機進行進場流量管制，影響到原本計

畫好的飛航行程，所以無法來得及到場跟各位解說｢AI 與運動」，在此跟各位致上

歉意，我改採用錄影方式跟各位報告這個主題，請大家見諒。 

我的專題報告主題是｢AI 與運動」，重點會著重在棒球，因為我對棒球最為熟

悉，但其實我所說的運動範疇是含括所有的運動項目，因為可以運用到棒球上的

科技，也同樣可以運用到其他運動上。我必須要跟各位聲明，運動與文化是緊密

相關的。 

 

一、全民運動及終身運動文化 

美國的立國精神，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的元素，就是運動。但是在亞洲

的國家中，除了日本很早就學習美國的運動風氣之外，其他大部分的亞洲國家都

缺乏這一部分的文化素養。美國白宮委託了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進行了

一個研究調查，他們將美國的國家政策描述的非常清楚"We envision an America in 

which ALL CHILDR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ACTIVE THROUGH SPORTS"，

這裡所載明的"Sports"含括了各種各樣的體能活動(Physical Activity)，體能活動不

一定是競技型的運動，像登山、健行、釣魚、划船等都算是體能活動。 

我們一般在講 Literacy，指的是教小朋友讀書識字，可是對美國人而言，培

養小朋友體能活動之各種各樣的興趣與知識也列為一個重要的 Literacy 項目，稱

為運動素養(Physical Literacy)。對美國人來說，如果小朋友不喜歡運動、不活動

的話，就類似像亞洲的小朋友不識字、沒有辦法閱讀般的嚴重。如投影片 5-1 所

示，美國參與休閒運動(Recreational Sports)的人，占人口結構最大宗；參與運動

競技(Competitive Sports)的人次之，就如一般的運動賽事，像籃球、足球、排球、

網球、棒球、游泳等；至於菁英運動(Elite Sports)人口，就是職業運動等級了，國

手級或職業級的人口數其實不是太多。美國的國家政策提出了一個｢全民運動



5-2 
 

(Sport for all)、終身運動(Play for life)」的口號，就是希望大部分的國民都有這樣

的認知。 

 

投影片 5-1 美國國家政策 

如果小朋友體能活躍(Physically Active Children)，詳見投影片 5-2，從最左邊

的幼年到進入成長階段，相當於小學期間，大約只有百分之十的小孩有肥胖的問

題，在慢慢地成長過程中，固定運動的小孩考試成績會比較好（成績可以提升達

百分之四十），原因是如果喜歡運動的話，運動鍛鍊體魄，身體更健康、精神更

佳、學習狀態相對更好，特別是有參加團體運動的話，在相處過程中，有助提升

孩子們心理及感情素質，如培養自信心、團隊合作、學習領導技能、學習尊重等；

在青少年時期，不良的習慣，如抽菸、吸毒、未成年懷孕等問題，也相對都會少

些；到高中階段，有運動習慣的青年上大學的比例較沒運動習慣的青年，增加百

分之十五，換句話說，就是他的學習相較於不運動的青年更佳，當他大學畢業後，

工作年薪亦較不運動的人高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愛運動人士進入社會後，其醫

療費用也相對地較低，且工作效率更高。 

美國歷任總統，都將運動視為國家重要的決策，因為運動帶來了非常正向的

循環。有活躍的父母就有活躍的小孩(Active parents associated with active kids)，

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國力象徵，所以西方人喜歡運動，並將運動視為文化的一

部分。期望臺灣在邁入已開發國家後，能夠不要再將運動僅僅視為體育而已，因

為體育只由教育部體育署管轄，學生畢業後，不用上體育課就不用運動了，如此

體育課就變成將一個人固定在某個時段，做固定的運動項目，這種教育方式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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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民主國家的運作。不妨學習美國將運動當做是國家重要的政策，是文化的

一部分，並讓所有的民眾都能夠體認到，運動對國力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投影片 5-2 運動讓人生更美好 

 

二、運動產業 

在美國，運動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民眾基本的需求之一，因此運動已成為美

國一個不容忽視的巨大的產業。國際產業研究機構 Plunkett Research 估計，2017

年全球的運動產業約$1.338 兆美元，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不過這裡所指的

是廣義的運動產業，不僅僅在運動本業，運動相關的週邊產業也算在內，比如運

動的服裝、餐飲、旅館、交通等，甚至傳播業也是(詳投影片 5-3)。2019 年，臺

灣全國經濟的總產值(GDP)約 6 仟億美元，尚不及全球運動產業的一半。 

Plunkett Research 也估計，2017 年美國運動產業規模約 5,200 億美元。統計

資料庫 Statista 估計，2018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約為 4,688 億美元，半導體產業已

屬全球龐大的產業之一，但是僅美國的運動產業相較於全球半導體產業仍然更加

龐大。根據時代雜誌(Time) 2017 年的報告，美國兒童(小學階段)運動產業金額高

達 150 億美元，約相當於臺灣運動器材製造及外銷總金額的 10 倍，而這 150 億

美元都是由父母(不是政府)買單投資在小孩身上的，目的是希望從小培養小孩終

身運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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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球運動產業，如果以狹義範疇來看，已上看 4,885 億美元。競技

型的運動，像美國大學的運動競賽，已經算是龐大的產業，它不屬於職業運動，

但性質上也算接近職業運動了。在美國，每一項運動都能夠職業化，全球著名管

理諮詢公司科爾尼諮詢公司(A.T.Kearney)調查，最大的運動產業為歐式足球

(Soccer)，約占全球運動產業百分之四十三、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占百分

之十三、棒球(Baseball)占百分之十二、一級方程式賽車(Formula 1)約占百分之七、

籃球(Basketball)占百分之六。運動產業確實不容小覷。 

 

投影片 5-3 運動產業不容小覷 

 

三、AI 與運動科技 

在美國，所有的聯盟都是以公司的型態在運作，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簡稱 MLB)，它有一個子公司叫大聯盟先進媒體(Major League 

Baseball Advanced Media，簡稱 MLBAM)。2018 年 MLB 營收超過一百億美元，

含三十個球團市值總和接近五百億美元。而大聯盟先進媒體同年的直接與間接營

收估計接近二十億美元，也算是非常大的公司了。由此類推，運動產業是一個巨

大的產業。 

MLBAM 開發了一項 AI 的棒球及球員追蹤技術(Tracking Technology)，譬如

一個打向左中外野的高飛球剛剛打擊出去的瞬間就可以分析並預測飛行軌跡與

落點，並判斷應該是由左外野手或中外野手接球。若有感測器(目前是使用都普勒

雷達及高速攝影機)截取資料，以大數據分析，將擊球片刻的球的路徑(包含方位

與仰角)、球的轉軸與轉速、球的離棒速度、左中外野手位置及移動路徑與效率等，

就可以比較兩個外野手的守備成功率，甚至有 AI 運算資源的話也可以馬上作分

析。這個技術不僅可以追踪記錄投手投出去的每一個球以及打擊者打擊之後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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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球，也可以追踪場上每一個防守球員及跑壘員的每一個動作，因此每一場比

賽兩隊上場的每一個球員都有一大堆新的數據產生，一輩子跟著他，這個叫量化

運動員(Quantified Athlete)。那麼，這些數據從哪裡來呢？大聯盟跟一家公司叫

TrackMan 合作，它提供 MLBAM 數據棒球的秘密武器，就是棒球動態資料截取

及追踪系統。這個高科技追蹤系統本來是用到高爾夫球上，使用雷達追蹤紀錄球

從靜止到揮桿打擊之後的完整飛行軌跡，當然它在飛行的過程中的細節，例如每

個瞬間速度、轉速、轉軸等都會被紀錄下來，它的飛行角度，包含仰角與水平方

位等也全部都被詳細地紀錄下來，後來他們跟大聯盟合作，將這套 AI 追蹤技術

推廣應用到棒球上。 

TrackMan 是一家丹麥科技公司，使用的雷達技術原來用於彈道飛行追蹤，冷

戰結束後因為市場萎縮，就將它應用到運動項目上。從 2017 年開始，大聯盟用

TrackMan 的設備，在棒球比賽的過程中，非常詳細地記錄每一個投手投出來的球，

及打擊出去後，球被選手接到後，它被傳到哪一個壘包，不管狀態是安全上壘、

失誤或出局等。整場比賽的過程與每個重要細節，全部都詳實的紀錄下來。它分

析的結果，如果需要的話，全部都可以同步傳輸到教練或選手，即時提供數據。

它所顯示的數據非常多，包含投手和打擊手的資訊都有。在比賽的過程當中，播

報員同時可以看到更多資訊是觀眾在電視銀幕上所無法看到的，因此主播或球評

可以講出非常多的內容。聽眾會很訝異，他們怎麼知道這麼多資訊，為什麼這個

投手投出的球是滑球、曲球、伸卡球、變速球、或指叉球等他們都知道，這是因

為所有比賽現場跟歷史數據他們都看得到，並且 AI 輔助的系統可以幫他們很準

確地判斷出來。 

TrackMan Baseball 精密的科技系統包含三維都普勒雷達驅動的棒球追蹤技

術、影像驅動的球員追蹤技術、及 AI 大數據分析技術。當觀眾看到轉播畫面時，

它除了持續追蹤球以外，同時也在用高速攝影機追蹤場上每一個球員，而後台的

軟體則包含了 AI 的影像辨識、追踪與大數據分析。另外，它有一個 TrackMan 

Connect 社群網路平台，已經連結了美國數十萬的業餘棒球選手，所以不僅大聯

盟在使用，數十萬的業餘選手也會使用這個平台來做資訊分享與討論。其實美國

平常有在打棒球及壘球休閒運動的人口超過一千萬人，占美國大約百分之四到百

分之五的人口，非常的多。若是休閒運動人口有一千萬人的話，這個市場就非常

大了。 

2015 年，美國職棒大聯盟公開了名為「Statcast」的資料庫，並試用 TrackMan

的雷達和高速攝影機為主的動態追蹤系統，同時釋出在每座大聯盟球場所追蹤到

的部分數據資訊，讓球團之外，專業的學者及有能力的球迷可以做分析研究，整

個大聯盟的學術水準因此快速提升。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被量化的球員在球場上

的表現全部都被記錄下來，並迅速進行分析、整合，轉成極具價值的球賽及球員

資訊。自此以後，評論員評價選手的項目、範圍、方法都開始改變、且更加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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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球員的球打出後，球追蹤得更準確，球員在移動的過程當中，他的軌跡也都

被紀錄下來，轉化為數字顯示。球擊到後，球的初速度、仰角、方位以及選手在

跑動的過程，全部詳實地紀錄下來，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AI 與運動的結合。所

有的數據蒐集後，這個數據沒有辦法靠人或靠傳統的統計方式來分析，都是用即

時的 AI 演算法於雲端或邊緣伺服器進行分析，所以大聯盟這幾年的發展與改變

就是 AI 進到運動產業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除了 TrackMan 之外，還有一家競爭的公司叫 FlightScope，是南非 EDH 公司

的子公司，也是做球的飛行探測與追踪技術，它也將傳統在飛行體探測和追蹤領

域所研發的微波定向都普勒雷達技術應用到高爾夫球與棒球上。另有一家公司叫

Rapsodo，它賣的產品更為普及。它並不是在比賽時紀錄比賽過程，而是在訓練

時記錄投手或打擊者關鍵數據以進行後續分析，用的是比較低階的雷達跟攝影機，

因此價格比較便宜。它可以放置於本壘板後面去追蹤投手在練習的時候投出來的

球，記錄球的各種關鍵數據，也可以追蹤記錄投手投球出手的手勢、手舉高度跟

角度，球出手的時間點，往前或往後傾斜角度等數據。早期的訓練沒有辦法取得

如此準確的數據，所以從前投手的球速都沒有像現今投手的球速進步那麼快。同

樣的，它在打擊訓練時記錄打擊者關鍵數據以進行後續分析，也可以協助選手有

效率的增進打擊能力。數據也是於雲端或邊緣伺服器進行 AI 演算法分析。 

如果各位有在關注棒球的話，可以明顯感受到這十幾年來，拜引進 AI 科技

所賜，選手在投球或打擊訓練時，都較十幾年前的選手厲害許多，其實這不是因

為人的體格變得更好，或力量變更大，而是因為引進科技後，讓投球跟打擊的能

力更強了，所以現今投手的球速更快了，選手擊出全壘打的數量也比之前多，這

個不是因為球的關係，而是應用 AI 科技協助訓練，提升了選手的潛能。臺灣歷

任總統皆視棒球為國球，但是在選手訓練方面沒有引進 AI 科技加以輔助的話，

等於是停留在某一個水平，沒有再繼續進步，而韓國、日本、美國的選手逐漸在

進步，慢慢的我們的選手就輸給他們了，若要追上，就要借助新科技。 

原本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體育商業課程的達雷爾·莫雷(Daryl Morey)，因

2006 年跳槽至 NBA 休斯頓火箭後，無暇在波士頓和休斯頓之間來回奔波，因而

將他的課程進行轉型，所以麻省理工學院斯隆運動分析研討會(MIT Sloan Sports 

Analytics Conference，簡稱 MIT 運動分析研討會或 MIT SSAC)因而成立，並逐步

在往後十多年間成為運動數據分析的標準制定者，引領運動數據分析的發展。

MIT SSAC 是一個為運動專業人士與教授、學生舉辦，討論運動數據分析的學術

論壇，截至 2019 年，它已經連續舉辦了十三屆。 

在 2019 年的 MIT SSAC，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的講師 Mark T. 

Williams 發表了一篇關於大聯盟裁判誤判率(Bad Call Ratio, BCR)統計之文章，它

計算了大聯盟於 2008~2018年有數據記錄的十一個球季裡所有比賽的好壞球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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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等資訊，誤判率愈小代表主審裁判的判決越準確。例如在 2018 年整個球季

之中，總計有三萬四千兩百九十四次的投球被誤判了。當觀眾在看電視球賽轉播

時，好球一定要經過本壘板上方那個虛擬的框框，若球沒有經過框框則主審應判

決為壞球，反之則為好球。如果主審判決與此相反則為誤判，而即使在大聯盟這

個誤判比例其實非常的高。如投影片 5-4 所示，左方表格顯示的是誤判率排名依

序最低的十位裁判，當誤判率愈低表示裁判判斷好壞球的正確率愈高。正確率最

高、表現最好的第一名裁判為 John Libka，誤判率為 7.59%。右方表格所列為誤

判率最高的十位裁判，誤判率最高達 14.18%。表現最好與最差的裁判，兩者之誤

判率差了接近兩倍。誤判率高的裁判，就是球員與球迷最討厭的裁判，因為一個

關鍵誤判，可能就改變了球賽的結局。誤判較多的裁判，年齡分布在五、六十歲，

可能是因為眼力已經不太好，或是倚老賣老。裁判常會將抗議的球員驅離出場，

但是在這樣的錯誤裁決之下驅離抗議的球員，常常會造成球迷們的不滿。誤判較

少的裁判，年紀多為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就是所謂的菜鳥裁判，但是他們是最

兢兢業業的，因為要保住這個工作。 

 

投影片 5-4 大聯盟裁判好壞球判斷失誤率 

大聯盟的裁判，誰是好裁判，誰是不好的裁判，看數據就知道了。每個球員

更是一大堆數據跟著他。所有大聯盟的球員的數據都被紀錄得清清楚楚，這個就

是量化運動員 (Quantified Athletes)的例子。依據這些數據，一個球員的身價很容

易被估算出來。例如陳偉殷與馬林魚(Miami Marlins)簽約的年薪在 2019 年為兩千

萬美元，2020 年更高達兩千兩百萬美元，但是為什麼馬林魚在 2019 年年底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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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投手陳偉殷呢？因為陳偉殷的表現也是被量化，他在 2019 年賽季的各項數

據都是新低，所以球員的數據公開以後壓力可謂不小。 

在大聯盟裁判誤判率統計文章發表後，對裁判而言壓力頗大，球員對這樣的

誤判率也是非常不滿，所以大聯盟開始討論因應辦法，投影片 5-5 顯示美國職棒

獨立聯盟的 2019 年明星賽。我們可以看到裁判耳朵上掛著一個藍牙耳機，其實

他口袋裡還配有一只手機，利用手機接收機器人主審(Robot Umpire)的好壞球判

決，也就是主審以電子判決系統輔助做好壞球的判斷。機器人裁判或稱 AI 裁判，

是大聯盟委託獨立職業棒球聯盟中最大的一個聯盟，大西洋職業棒球聯盟

(Atlantic League)所進行的，目的是測試 AI 機器人是否可以取代主審做好壞球的

判決，而大西洋聯盟已於 2019 年開始測試應用。除了華盛頓郵報以外，今日美

國(USA Today)亦曾於 2019 年八月以機器人裁判作為它的頭條新聞，報導經過實

測後，大聯盟覺得機器人裁判是可行的，機器人裁判證明了比人類裁判的好壞球

判決更準確。 

如投影片 5-5 所示之賽局中，捕手已經接到球，但是人類裁判在等機器人裁

判下判斷，待聽到機器人裁判判斷出好球或壞球後，他的手才會舉起來宣布結果。

有些大聯盟選手對於這個實驗性的作法有些微詞，因為他們覺得裁判沒有立即反

應是因為得聽機器人裁判傳達判決，延遲判決就會造成比賽延遲。其實這個情形

應該不至於發生，因為有些大聯盟主審在做判決時，特別是年紀大的主審也是等

球進之後的一、兩秒才下判決，這其實比機器人裁判所花的時間更久。 

 

投影片 5-5 大西洋聯盟採用機器人裁判 

其實大聯盟於 2019 年同步進行鷹眼(Hawk-Eye)系統測試，它在每個球場裝

設了十五部的環場高速高解析度攝影機以偵測球的軌跡跟球員的每一個動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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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原本是運用在職業網球比賽裡，因為網球的發球時速可以高達三百公里，

界內球或是界外球經常難以判斷，但是在比賽裡又是得失分的關鍵依據，使用鷹

眼系統後可以幫助裁判準確判斷球是否出界。那麼棒球的球速呢？最厲害的大聯

盟選手，投球速度可以達到一百六十公里左右，速度並未超過網球的發球球速，

所以鷹眼系統可以應用在網球上，顯然也可以應用在棒球上。 

鷹眼系統與 TrackMan 系統相較，前者的好球帶是立體的，會在本壘板上面

畫出一個立體的範圍，當球進入此區域，將不僅只有二維度的框以判定好壞球，

當投手投出會轉彎的變化球，裁判得以快速檢視球是否拐入立體框內的一角，並

依進入角內的球皆屬好球之規則作出更準確的判決。目前大聯盟已在所有球場佈

建鷹眼系統，相信以後輔助判決將更為準確。 

鷹眼系統的影像技術，就是依據 AI 演算法，所以可以進行非常多的分析、

評估，甚至預測動作等。整個系統在比賽現場裡包含立即播放及轉播系統，媒體

和現場觀眾可以馬上看得到慢動作回放。鷹眼系統還包含和大聯盟合作開發的教

練輔助分析系统(Coaching & Analysis System)，就是比賽的雙方教練如果要做現

場立即的指揮與調度，在聯盟提供的平板上，可同步接收聯盟 MLBAM 分析的數

據，包含對手的數據。公平起見雙方看到的數據都是相同的，教練就可據此進行

調度，戰術決策，對裁判的判決提出異議等。將來兩隊的教練皆可立即觀看不同

角度的慢動作重播，若有誤判可馬上提出，不需浪費時間，所以它可以讓比賽更

節省時間。另外一個是醫療系統(Medical System)，就是透過分析運動員運動傷害

的各項數據記錄，加上現場接收的立即資訊，靠 AI 進行比對分析特定球員各式

各樣的數據，主要目的是做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以協助處置判斷。這是非

常重要的資料，因為在職業運動賽事裡，球員受傷而中止出賽，不只對選手本身

是很大的傷害，對球團而言亦是巨大的損失。 

鷹眼系統裡的 SMART (Synchronized Multi-Angle Replay Technology)技術就

是同步多角度重播技術，它即時記錄與處理所有攝影機影像資料，並在賽中與賽

後提供給不同的使用資料對象。在賽場上的這些系統或數據，如前面提到的

Broadcast Enhancement、Coaching & Analysis、Medical 等，加上攝影機捕捉的影

像及 TrackMan 雷達系統的大數據資料，通過網路傳到場內外各地，所以不僅在

球場內的裁判長、紀錄員等，甚至是在遠在他方的球團老闆，也都可以看到相關

資料，可以適時去進行管理、指導或調整策略等，這是 AI 應用於運動產業上的

實際例子。再舉例如足球的導播在室內，可以根據場上不同的畫面，去進行室外

賽事轉播的剪接；棒球播報員在室內螢幕前對著各個畫面進行報導講評等。 

在此順便提一個跟半導體相關的 AI 運用，2019 年元月 Google 發表了 Project 

Soli，公佈了一個微小化的 Soli 晶片，尺寸僅 810mm
2，較一般的 CPU、DRAM

等晶片更小，但它包含了完整的雷達電路跟天線陣列，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單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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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radar-on-chip)，利用微型雷達動態感應裝置，感測使用者手指細微的動作。

它是屬於在 3D 空間中，進行非接觸型的動作偵測與捕捉。一個應用是使用手指

做出操作藍芽無線音箱的動作，譬如用兩根手指頭做出轉動按鈕的動作以調整音

量大小、用一根指頭做出點按的動作以觸動按鍵或撥接、拇指垂直在食指上移動

以滑選螢幕上的選單等，即可隔空操作音箱。在同年 6 月，Google 在其官方部落

格中展示 Pixel 4 手機，納入內建毫米波雷達的 Soli 晶片，是首款搭載雷達感測

器的手機。雷達系統開發者開發雷達的各式應用，從早期的國防軍事用途到將它

小型化後應用到球場上，再進階為微型化後應用到手機上。預計未來可能也會朝

向置入於可穿戴設備上、汽車內、航空飛行器上等。運動產業中的電競產品及使

用者介面也可能受惠。 

各種各樣的穿戴式感測器也逐漸普及，例如 Garmin Sports 跨足車用、戶外運

動、航海、航空等的智慧穿戴領域，產品項目包括跑步、潛水、自行車、高爾夫

球、棒壘球、複合式運動等的智慧穿戴，運動攝影機，手機運動休閒軟體等方面

之應用。最近推出的棒壘球揮棒訓練分析儀(Garmin Impact)可以追蹤選手揮出的

每一棒詳細軌跡，紀錄整個揮棒速度、揮擊時間、擊球角度、擊球時間點等，數

據經過 AI 分析後可以讓選手藉以修正揮棒姿勢以提升打擊能力。揮棒時在手機

上能及時顯現揮棒動態紀錄，從任何角度查看 3D 揮棒路徑，並以顏色代碼區分

動態球棒路徑圖形，以確認需要改進之處。這些科技小幫手提供即時數據回饋與

教練提示，幫助球員改善揮棒動作，更可依年齡與技能程度進行比較，是球員訓

練的利器。 

接下來的例子，KinaTrax 是一家運動影像分析公司，他們在球場各角落架設

多部至少 300Hz 的高速攝影機陣列，可以捕捉棒球場上投手投球過程中一系列的

動態動作，或是足球選手踢球的一瞬間等，後台使用 AI 及電腦視覺演算法加上

多顆 GPU 的運算能力，可以處理分析選手生物力學參數，量身打造個別球員的

生物力學報告。它可以顯示出單一的投球或打擊動作序列，或者總和顯示多次的

投球或打擊動作序列，將現場取得的數據做有效率的呈現。譬如擊球的動作，將

所有擊球影像重疊起來後，可能可以看出選手揮棒的前半段姿勢都一樣，可是後

半段動作因為球的角度不同，揮棒姿勢就出現明顯差異，這些資訊對教練與選手

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數據。若是加以運用 AI 軟體，加上球團自備的運算

加速器等，還能分析投手的穩定度、姿勢，以及預測選手受傷風險評估等，除了

協助選手有更好的表現、降低選手的運動傷害，還能幫球團節省醫治受傷選手的

費用(詳投影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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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5-6 KinaTrax 

AI 科技進到運動產業有一個眾所矚目的例子，即 2019 年元月 Intel 和阿里巴

巴共同宣佈，合作開發一種以 AI 運算驅動的 3D 運動員追蹤(AI-Powered 3D 

Athlete Tracking)技術，預計在 2020 年的東京奧運啟用，之後並且將推廣到其他

運動賽事。他們預計在所有場館，每場運動賽事都將運動員的影像資料即時捕捉，

然後做出即時的分析跟估計，譬如跳遠選手在跳遠的過程當中，有 AI 科技的分

析跟預測，可以立即估計選手的最終落點，這個估計的數字會持續改變，而隨著

賽事的進展，AI 訓練資料越來越多，它的估計會愈來愈準確。同一位選手從初賽

到決賽的數據會逐漸趨近於選手的實際表現，這就是 AI 演算法的一項新的應用

(詳投影片 5-7)。 

Intel 的核心技術包含 360 度 True View 及 Replay Technologies，可以從環場

任何視覺角度的慢動作回播來增加賽事轉播的精彩度。其實在 2016 年大聯盟明

星賽(MLB All-Star Game)及全壘打大賽(Home Run Derby)時，Intel 即透過數位平

台，展現了 360 度的全景慢動作重播，如果沒有以各種角度去看爭議動作，僅從

單一的方向看，可能造成誤判，譬如滑壘的動作，從 3D 的角度觀之，裁判判決

會更加準確。如果將來手機、平板亦能觀看 360 度影像的話，紛爭就會減少很多，

觀眾的觀賽樂趣也會增加很多。Intel 的重播技術結合高速高解析度攝影機及前瞻

圖形技術在電視上展現 3D 全景慢動作重播畫面，主要是因為於 2016 年 9 月收購

了行動圖像處理技術開發公司Movidius Technology，它是一家AI晶片新創公司，

其產品用於在邊緣裝置上，實現電腦 3D 視覺饗宴。 

 

投影片 5-7 Intel 和阿里巴巴之 AI 運算驅動的運動員追蹤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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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

 True VR 在大聯盟球場周圈部署了四十八台高解析度立體攝影機以捕

捉整個球場的自然逼真影像，並將它傳送到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平台，模

擬出貼近真實世界的空間。Intel 認為 VR 電競是未來趨勢，因此開創了 Intel 極限

高手挑戰賽之電子競賽盛事。過去這種遊戲都是用繪圖繪出人物，但 Intel 將大聯

盟真實球星人物融入到遊戲裡，靠的是 AI 演算法，這技術將會愈來愈普遍。大

聯盟先進媒體亦製作了各種電競遊戲，並應用 VR 的技術，讓小朋友在家中，在

虛擬實境與崇拜的明星球員或球隊一起進行比賽，甚至可以自行交易球員。 

電競遊戲市場非常大，在 2018 年的消費性電子展(CES)大會上，首次創設了

運動展區(Sports Zone)，因為主辦單位認為科技對運動的影響沒人能夠否認。2019

年討論的主題，第一個就是智慧場館(Smart Venue)。臺灣的羽球球后戴資穎，我

們只有她在電視轉播的畫面，但是她到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出賽，很多國家的場館

都裝置了各種各樣的設備，用以擷取頂尖選手比賽資料，因為職業選手是比賽賺

獎金，不能反對球場蒐集選手出賽資料。智慧場館蒐集頂尖運動員的技術已日漸

普及，但是臺灣仍缺乏這樣的技術，實屬可惜。第二是智慧場館蒐集了資料後，

做成 VR，就是沉浸式媒體(Immersive Media)，讓使用者產生身歷其境般感覺。

第三是量化運動員(Quantified Athlete)，選手的每項運動資料都被蒐集與分析了，

分析出來資訊可以有很多的用途，譬如製作電競內容、預估選手未來的表現、評

估選手的身價、評估選手未來可能產生的運動傷害等。第四是下世代商業贊助

(Next-generation Sponsorship)，以往贊助商主要是靠傳統電視轉播廣告或球場活動

等提升市場效益，但是現在從網路平台看直播及錄影比看電視轉播的人更多，而

平台播放之視覺特效也較電視更多元有趣。第五是電競(Esports)，如前面舉例的，

應用 VR 於運動項目的電子競技遊戲。 

在運動競賽時，其中一個關鍵就是球隊的戰術(Team Tactics)。要用什麼戰術

比較容易勝出，在以前都是靠經驗法則。清大劉炯朗前校長出版了一本內容豐富

且很有趣的書，《你沒聽過的邏輯課：探索魔術、博奕、運動賽事背後的法則》，

書中提到大數據應用到運動上，也提到奧克蘭運動家隊的副總裁比利．比恩(Billy 

Beane)，亦是電影《魔球》(Money Ball)的主角，他將運動結合數學、統計、大數

據分析等，成功地用極低的球員薪資成本帶領球隊追平大聯盟 20 連勝的紀錄，

從此開創了球員佈局的新方式及運動資料分析的新時代。 

在 2018 年的大聯盟比賽中，坦帕灣光芒隊(Tampa Bay Rays)開始使用開場投

手(Opener)的概念，後來比利．比恩也嘗試應用過。開場投手又稱假先發，他並

非先發投手(Starter)，他可以投一、兩局後，很快地換人。一般先發投手必須投滿

五局才有機會記名勝投或敗投之制度被打亂了，坦帕灣光芒隊宣布說，不一定要

用所謂的先發投手，此策略就是強迫打者每一次上場打擊都要面對不熟悉球路的

新投手，打者要重新適應先發投手，對打者而言是比較困難的。開場投手戰術對

先發投手不足的球隊，特別有利。根據過去數據分析得出，大多數的投手如果面



5-13 
 

對相同的打擊者，從第三輪起，通常被安打的機會就變大了，因為打擊者已經熟

悉先發投手的球路(詳投影片 5-8)。 

 

投影片 5-8 團隊戰術 

 

四、運動市場產值 

亞馬遜是全世界提供雲端服務最大的公司，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幾乎所有的

職業運動，都使用到亞馬遜的技術於各式網路平台，包括臉書、YouTube、Instagram

等，進行賽事轉播。前述平台基本上都是靠雲端在做視頻播放(Video Broadcast)，

單是美國的美式足球聯盟(NFL)與亞馬遜簽約，在每吋球場土地，每個比賽的每

一時刻，紀錄下每位球員和球之每項關鍵資料，包括位置、速度、加速度、球速、

轉速、軌跡等。在球場各角落佈滿感應器以接收訊號，訊號來源是球裡面及球員

服裝的墊肩內裝了 RFID 標籤(Tags)，可以準確測量記錄位置及移動距離到英吋的

單位，所以轉播就更精彩可期，且戰術的解說更為詳實，賽局也更為激烈。同樣

的，美國全國曲棍球聯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也已經應用同樣的科技於所有

的球場。 

再次強調，全球整個運動及周邊產業產值約 1.338 兆美元，統計 2018 年全球

已有超過十億的人口在從事專業及休閒運動，約八億五千萬的球迷在臉書上觀看

運動賽事，超過兩億的人口在 Instagram 上觀看賽局。而且，據調查，推特上百

分之六十的流量是與運動相關，而非政治。運動電視轉播平台正面臨快速的流失

觀眾和營收，因為大部分年輕人都在看網路轉播，尤其是 AI 科技聯結的運動賽

事更是直接在網路上觀看，這是一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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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動學院與學生運動 

我順便介紹三所設有運動科技與商業(Sports Tech & Business)系所之美國頂

尖大學。在前幾年，柏克萊加州大學工學院的 Sutardja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 Technology 新設了一個運動科技學程(Sports Tech Program)，招收對運動及科技

跨領域整合應用有興趣的學生，學生完成修業將會取得運動科技 (Sport 

Technology)的碩士學位。 

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已經舉辦了

十三屆的運動分析研討會(Sports Analytics Conference)，為什麼運動分析研討會會

由管理學院主辦呢？很明顯的，因為它與商業營運及產業有關。 

在美國西岸掌控矽谷樞紐的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亦是由商學院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來舉辦運動創新研討會 (Sports Innovation 

Conference)，這是繼麻省理工學院之後，肯定科技可以為運動創造極高的商業價

值的明證。傳統的研究方式顯然已經不敷目前運動產業的發展與需求，應用 AI

做大數據分析可以讓教練及球員在運動競技表現上變得更厲害。史丹佛大學在創

業精神及學術上的表現，皆是世界頂尖，但是各位可能不清楚史丹佛學生的運動

表現亦是全美第一名。2016 年里約奧運，美國代表隊有四十多位來自史丹佛大學

的選手，皆是當時在學的學生及剛畢業的校友參與競賽。它單一所學校，總共替

美國奪得二十八面獎牌，其中十五面金牌、七面銀牌與六面銅牌，這代表史丹佛

的學生在運動表現上極為優秀，尤其是這些選手不是體育系的學生，他們都有各

自的專業領域(詳投影片 5-9)。史丹佛大學最引以為傲的，就是它的運動選手百分

之九十四在六年內可以取得專業學位。 

 

投影片 5-9 史丹佛學生勇奪 2016 年奧林匹克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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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例，前美式足球四分衛，安德魯·奧斯汀·拉克(Andrew Austen Luck)七

年的職業生涯，效力於美國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之下的印第安

納波利斯小馬隊(Indianapolis Colts)。他在史丹佛大學唸書的期間，得到了全美大

學美式足球比賽明星隊四分衛第一名的榮譽，他的學業成績亦是非常頂尖的，且

於四年內就修得了工程學位。史丹佛除了學術頂尖，創業精神與產業影響力舉世

難匹，學生運動表現更是全美第一、世界頂尖。史丹佛引領學生專業學習與運動

兼顧，是值得借鏡和學習的榜樣。 

如果臺灣在培養學生時，從小培養唸書與運動沒有互相衝突的概念，就不會

培養出只會運動的運動員了。我有一個發想，倘若清華大學也設計一個運動科技

中心，也將體育系更名為運動科學系，其下設立運動競技組及運動科學組，透過

運動科技中心統合運動科學系的師生及科技領域的師生，如電資院、工學院、理

學院等的教授學生們，一起進行大學部的專題或研究所的研究計畫，如此學生就

得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習以後，將來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就更為多元化，不會因

為受傷而失業，相反的，他的知識與技能更為寬廣，把運動結合科技與 AI 工具，

他的職業生涯將更有競爭力，就不用擔心將來就業或生涯發展的問題。 

 

六、創造運動產業與提升文化價值 

今天提到的許多科技項目，包含雲端科技、AI、大數據分析、資料感測等都

會用聯結到 IoT 與 5G 等，但是若這些技術要發展的話，一定要有經濟的支撐。

我特別強調的是運動產業，若是運動產業蓬勃的發展，我們就不需擔心運動員、

愛好運動的人、球迷等形成的產業鏈與市場，會沒辦法支撐運動員與運動產業的

發展。若將運動變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再將運動專業與科技結合，創造一個正向

的運動產業環境，那從事運動的專業選手，他除了運動競技以外還有其他領域的

連結，生涯就會更寬廣，而喜歡運動的相關專業人士，在這龐大的運動產業裡，

得以去發揮他的技術專長，大家都可以過得更好。產業發展、科技融合、城市進

步、文化提升(詳投影片 5-10)，這是我所殷切期待的。臺灣已邁進已開發國家的

行列，期盼國家在文化的提昇方面，與產業發展，能夠同步往前邁進，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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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5-10 創造運動產業、提升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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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六 

人工智慧與學習 

 

主講人：張國恩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前校長 

臺灣師範大學學習資訊學院講座教授 

 

家長都非常掛心孩子的學習，與關心教育改革(以下簡稱教改)的需要與否，

以及教改的方案為何？人類的智慧創造了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又擴增了人類的智

慧，彼此之間大有相關，人類智慧的發展是教育問題，然而人工智慧的發展是工

程問題，兩者間之關係，正是本篇探討的主題。 

 

一、人工智慧 

上午場次的演講已對人工智慧多有所定義，我在此強調的是人工智慧的類別，

上午所談之人工智慧多為弱人工智慧，主張電腦只能模擬人類具有思維的行為表

現及計算模式等，而不是真正懂得思考，機器不具意識，也不理解動作本身的意

義。人類有個別於機器的天賦，就是人類擁有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有自己

本身的性格、情感、知覺、社交等，這些都是機器很難做到的，而這正是人類獨

特的價值，不容易被 AI取代的部分(詳投影片 6-1)。 

 
投影片 6-1 人工智慧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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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發展的過程與人工智慧發展的模式有其相似之處，正如同李琳山院士

所述，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循環即是用大數據、網際網路，給電腦訓練之後，產

生新資料及再予訓練，但它僅適合應用於某一特定領域，每個人工智慧的系統或

者每個機器人都有它專長的特定領域，而人類並非如此，每個人都各有其獨特的

專長或天賦，例如某些人的專長是教育，或與科技相關，又或與寫程式有關等等。 

除功課或工作外，我們還有其他的專長，譬如下圍棋、畫畫等，來陶冶身心，

或參加一些有意義的活動等。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多元專長的教育系統，個人

的適性發展到了大學時期，就會慢慢朝向某些領域，每個人的差別就出現了。人

工智慧的深度學習循環，非常適合應用於某些特定專業領域，以提供資料、訓練、

再提供新資料與再訓練的方式，配合數據量與快速計算，與大數據和圖形處理器

(GPU)成長產生共鳴，爆發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熱潮(詳投影片 6-2)。 

 
投影片 6-2 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循環 

人工智慧的實踐要素，首要有大數據，因為數據的訓練產生知識，人工智慧

再應用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底下，使用這知識認知之後，又產生一個新的數據，成

為一個循環。在數據的部分除了量要多、速度快，具多樣性之外，最重要的部分

是資料是有用的資料(詳投影片 6-3)。 

 

投影片 6-3 人工智慧的實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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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一世紀學習理論與教育新思維 

比如我們登錄使用網站時，它就會蒐集使用者之相關資訊，這些資訊不一定

全部都有助於決策過程，但是交易本身所蒐集的資料卻都非常有用。舉例來說，

臺灣學子們都參加過高中聯考，但正是因為每年將近三十萬名學子們都得參加聯

考，且各科都要考，普測所形成的大數據對於做學習或教育決策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將近三十年來普測的資料整理出來，是可以從中獲得具有價值的真實資

訊，譬如可以得知每個學科之各單元，學生容易犯的錯誤為何，如此做補救教學

才有意義，以確實補救學生不懂之處，更可進一步探究學生為何對某個觀念產生

錯誤的迷思，教師又該如何幫助學生克服障礙。 

在科學教育的名詞裡，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指的是自以為對的錯誤觀念，

舉一個眾所皆知的迷思概念為例，老一輩的人總會告誡小孩，用手指月亮會被罰

割耳朵，我們知道它不是真的，當今卻還是有人不敢手指月亮。若是迷思概念沒

有儘早被更正，它會轉為內化，又譬如小時候曾被狗咬過，可能這輩子都會很怕

狗，這就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延續性所致，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教育是科學的，但有很多人都是靠直覺判斷教育應該如何進行。國高中生人

數眾多，考量其出生背景不同、智力不一、文化殊異、家庭狀況各有差異等等因

素，尤其基礎教育，應該如何因材施教呢？因材施教需要診斷式的教學，在整個

教育系統裡，已很難做到，遑論達到公平，且讓優秀生與特殊生皆能夠提升，在

教育系統裡很難做到面面俱到。 

人類對教育愈來愈清楚瞭解，二十一世紀之學習理論發展從行為主義

(Behaviorist)開始，其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刺激-反應"的連結，改變人類或動物的

行為，以達成某些目的。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桑代

克(E. L. Thorndike)之貓迷籠實驗，在迷籠裡的餓貓覬覦籠外的魚，經由偶然觸碰

機關得以掙脫出迷籠吃魚，經過多次反覆嘗試學習之後，餓貓學會了觸碰機關開

啟籠門，出籠覓食。譬如寵物做了主人不允許的某件事，就處罰牠，處罰幾次之

後，這個行為出現的機率就會降低。相反的，如果要強化寵物某些行為時，當牠

表現這行為時，就予以獎賞，反覆幾次之後，牠就會常常表現這個行為以得到獎

賞。這就是行為主義學派的理論。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行人要靠右邊行走，但最近有個看法是靠左邊行走比較安

全，如此車輛會從路人前方逐漸行進而來，若行人靠右行走，車子則從行人後方

而來，行之有年的行為習慣要改過來很難。臺灣行為主義最大的問題是聯考測驗，

從某個角度而言，學生測驗所獲分數愈高，表示學習得愈好，譬如按照教師的方

法即能得到高分，所以得到九十分，代表學習是好的，但是我們不知道得到九十

分和八十分之差別是甚麼？說不定八十分雖然分數較低，但可能得到九十分者之

錯誤概念更加嚴重，你說哪一個真的比較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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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義之後，開始有了認知主義(Cognitivist)。認知主義是臺灣現在主要的

教學模式，認為知識是可以傳遞的，譬如知識從教師的腦袋傳遞給學生，這個即

是目前人工智慧的型態，我們將人類的知識傳給電腦，經由學習(Learning)它就有

辦法學習到人類的部分知識。假設知識是固定的，且已經被定義出來，所以只要

將被定義的知識傳遞到學習者的腦袋中，便算成功了。大部分的教學方法，就是

傳遞式的教學方式。 

再後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興起，建構主義認為所有知識是要自我建構

的，要自己動手做、要做實驗、親身體驗，屬於體驗式的教學或稱沉浸式的教學

之學習理論，因為建構主義的產生，從知識面的教學模式，轉移到能力面的培養

模式，例如學習物理，除了做實驗外，還希望學習者具有探究的能力。若知識面

的培養規格降低了，能力面的培養就要提升，這是建構主義的觀念。不是因為建

構主義的產生，認知主義便沒有用了，學習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稱作知識鷹架，

所有的學習者都是經過教師們的協助，建立了基本的知識後，再繼續更進一步成

長到建構主義的。 

接下來，繼續演進到共創主義(Collaborativist)，因為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學

習夥伴不僅有臺灣地區的同行，可能也有國際間的同行，產生了天涯若比鄰的學

習環境，即便是同樣的知識、同一種表現，在不同文化底蘊下即可能產生不同的

解釋。例如有一次澳洲之行，途中見到某戶掛了許多白布條，乍看以為有人在辦

喪事，因為我國習俗文化，掛白布條代表喪事，等進了門之後，才發現人家是在

慶賀結婚，是個喜事。對於某些價值的養成，是通過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把

它形塑出來的，這就是共創主義的觀念。 

行為主義及認知主義，都是由教師主導(Teacher Centered)，所以教師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若教師授業條理清晰，可將複雜的觀念變成簡單明瞭。進展到建構

主義之後，此時不再由教師主導，而是由學生主導(Student Centered)，教師變成

了知識鷹架的角色，幫助學生建構知識。再演進到共創主義，此時又改為群體主

導(Group Centered)，學習活動大不同，譬如讓學生進行分組活動，教師居中協調，

以分組的方式刺激學生互動，提出問題，最後形成學生個人對事情的看法。前述

這些進展是整個學習理論的發展過程。 

AI目前主要應用於行為主義學派和認知主義學派，預期 AI應用於共創主義

學派也會變得很重要，因為未來在網路上也可能會出現虛擬的 AI 協調員，透過

網路對話討論時，它會引導你，針對某項問題進行探討，所以 AI 在前述三個學

派都有很好的應用發展(詳投影片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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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4 二十一世紀學習理論的發展 

在四個學習理論主義發展的同時，二十一世紀教育新思維可分為兩類，一個

是科學思維(Scientific Thought)，大部分人強調學科思維，並深受學習理論的影響，

如學科知識、技能等。科學思維可分為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學派，以及建構主義

學派。在前者部分，AI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認為知識是傳遞出去的；但是

後者的部分，亦是 AI，而主要是幫助人類擴增智慧(Augmented Intelligence)。同

樣是 AI，目的不同，就會衍生不同的作法。另外一個思維則是抽象思維

(Metaphysical Thought)，受學習文化、學習環境影響，如素養、態度、價值觀、

信仰等。例如運動產業要培養一個運動員，選手勢必要花大量的時間在運動練習

上，但是大多數的臺灣父母是不贊同的，因為臺灣運動文化與美國運動文化大相

逕庭，而抽象思維最難改變，那得對整個環境和系統做調整及處理，政府要想辦

法透過系統、機制，來引導更開放、更自由的環境，創造更多元的習俗文化，讓

整個的國人教育思維可以跟上更先進的發展(詳投影片 6-5)。 

 

投影片 6-5 二十一世界教育新思維 

我一直很擔心科技在教育的應用，比如現在開始推動 AI 和程式設計

(Programing)課程往下延伸到小學階段教學，但是需注意的是，等學生十二年之

後，可能程式語言的架構思維與概念會改變，以往所學的知識是否形成負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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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現今課程又該如何設計呢？科技在教育的應用分為學會科技、從科技學及用科

技學。學會科技(Learn about Technology)是指讓學生學會某項科技的課程，例如

人工智慧課程、資訊工程等。從科技學(Learn from Technology)是指學生從科技平

台中學習知識，例如線上學習、YouTube等。用科技學(Learn with Technology)是

指學生把科技當作學習工具而進行學習，例如學生利用簡報軟體(PowerPoint)將所

學的知識或所看的論文整理出來，並報告給老師或同學聽。為了完成簡報，學生

就會經由整理知識而達到學習目的，這就是學生用科技的簡報軟體來學習做知識

整理。 

學生的學習路徑可讓學生先學會基礎的電腦科技，讓他們有能力從電腦學或

用電腦學。例如學生開始學習時，連基本知識都沒有，最好的方法是教師先教或

從電腦學，誠如吳誠文副校長所說，他的作法就是從科技學以及用科技學，譬如

用錄影帶課程、電子學習課程(E-learning courses)、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知

識論壇(Knowledge Forum)等當作教材的展演。有人說未來 AI會取代教師，也因

為網路上教材太多了，還能因材施教，先給測驗，測驗完之後依程度提供合適教

材，再來個診斷，之後還告訴你學習的狀況。因為利用 AI 技術所發展的學習平

台具有診斷式的適性教學與學習內容豐富的特性，如果教師的教學方法不力圖改

進，教師是可能被取代的，所以教師也要改變，扮演知識鷹架，幫助學生建構能

力，或創造知識技能，從不一樣的角度輔助學生的學習。對於教育學習與科技之

間的三種關係，最基本一定要先學會科技，才可能從科技學或用科技學，科技演

繹不同的功能，滿足不同的學習主義(詳投影片 6-6)。 

 

投影片 6-6 科技在教育的應用 

除了科技應用於教育，營造有意義的學習環境亦很重要，而這與學校的系統

較為相關，中、小學到大學應如何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環境呢？有意義的學習環境

指創造引發動機，學生願意學習又能夠自我操作，甚至能提供一些觀察活動。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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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觀察，本來一學期一次的戶外教學，為了搶救國民旅遊，改為一學期兩次，其

實戶外教學的本質是教學，而非旅遊，它是要設計成學習體驗活動、培養學生觀

察力、與人結合，以及與學科整合在一起。 

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具有三個特徵：相關、互動及依存，建立

在有意義學習的環境上互動擴增知識，如何建立一個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

表現自己知識的機會，換句話說，就是將腦中的知識外顯。電腦簡報軟體是個重

要的心智工具，並可外顯學生的腦中知識，因為學生學完知識後，用自己的語言

傳達給教師或同學，並與大家互動或創造小組討論的機會，有助於創造知識應用

的環境。 

108 課綱要求中、小學的整套教學設計與素養結合，素養再與情境結合，譬

如測驗素養題跟情境結合、教學跟情境結合等。教學和學習，不分實際與模擬的

情況，都得運用到情境。課綱所主張的情境教學也是為了建立有意義的真實學習

環境。 

實踐情境教學中的情境需自然而真實，滿足學生經驗。我曾經看過一個素養

題目，早上父母因匆忙出門上班，沒有時間煮早餐給小孩吃，所以給小孩買早餐

錢一百元，小孩到早餐店，買了三明治及奶茶各多少錢，請問這時小孩還剩多少

錢。題目到這裡還算合理。但是為了讓素養題可跨領域，所以解決完數學題之後，

出題教師可能一時想不到接下的題目要跨什麼領域，於是繼續寫道，從小孩家到

學校途中要跨過一條大水溝，小孩必須要用竹竿撐竿跳到另一頭，如此就運用到

槓桿原理。哪有人是真的這樣上學的，這是虛構的情境，這並不是有意義學習思

維的情境。真正素養可以跨領域，但領域類別不應跨太廣，解數學題之外又應用

到情境，情境又跨物理、化學等等，小學生年紀小，認知承受力有限，應該要回

歸到不造成學生的認知負擔，這比較重要。 

另外，有意義的學習要設定目標，不論是為了成績或為完成某一任務，目標

會引發動機。同時要鼓勵有意義學習的屬性，如主動積極的(Active)、有建構性的

(Constructive)、合作的(Cooperative)、真實的(Authentic)、有意圖的(Intentional)等

五大面向，這是很重要的環節。營造有意義學習的環境面臨到擴增新知識時，我

能用已知的知識來連結新知，學習的環境要如此調整營造(詳投影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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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7 營造有意義學習的環境 

(一) 精準教育 

談到教育科學思維和抽象思維的實踐，稍後會舉幾個例子，譬如 AI 如何應

用在教育新思維的實踐，第一是精準教育；第二是我們怎麼翻轉教育系統與營造

整個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詳投影片 6-8)。 

 

投影片 6-8 AI在教育新思維的實踐 

精準教育(Precision Education)衍生於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就是因材

施教，診斷學生是心理或是學習狀態出了問題後，接著就對症下藥醫療有問題之

處，譬如診斷學生知識哪裡有問題，就補強他那方面的知識。像以前我們早期的

學生時代，若考不到八十分，放學後要繼續留校做補救教學。怎麼補救呢？重讀

某篇課程內容後再考一次，學生自己的觀念或題目錯在哪兒，可能連自己都不清

楚。就我們教師的教學經驗，發現學生數學題目不會，並非數學能力不足，而是

閱讀能力待加強。此外，有些數學題目確實題意難懂，不知是想測驗學生閱讀能

力或數學能力，但是這點很少被注意到。 

另外一種情形，就是學生解題錯誤時，譬如答案是 A，學生答 C，只要在 C

的旁邊空白處寫上三次正確答案 A，這樣就代表更正了。又例如國語單字寫錯，

回家訂正二十遍後，學生到底知道錯誤為何了嗎？知識的診斷是教師還是學生自

己要負責呢？我認為是學生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我見過有些學生讀到研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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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自覺自己的錯誤，這是因為沒有從小訓練的關係，因為改錯的工作是教師

或父母代勞的，其實培養和訓練學生自我學習與複查的自建知識能力也很重要。

舉例來說，學生作業完成後，教師發現某一頁有錯別字，讓學生自己找，若無法

找出錯誤，再縮小一半的範圍，再讓他找，還是不行，再縮小範圍到某行，這樣

還無法找出錯誤，再告訴他答案。 

現在網路上有許多教學網站，但是有些網站的概念是錯的，教師為保護學生

正確學習的觀念就會拒絕讓學生參考使用，其實應用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妨由學

生指出網站上錯誤的觀念，將揪錯的任務交給學生，給學生練習建構的機會，即

稱為翻轉教學。精準教育強調對學生心理和學習狀態，精準瞭解，以及診斷學習

問題與需求後，提供適性教學介入，這時人工智慧或大數據就可以扮演這樣的角

色(詳投影片 6-9)。 

 

投影片 6-9 精準教育的意涵 

舉例來說，測驗是精準教學的依據，測驗分為兩類，一類為形成性測驗，主

要是反應學生目前的學習狀態，像平常的小考等；另一類為總結性測驗，主要是

評量學生學習完某一階段後，總結的學習成果，例如高中會考或大學學測、指考，

就是總結性測驗。測驗標的很多，例如美感能力、體能等等，以前主要是知識力

的測驗，知識面測驗後，再進一步到知識診斷的測驗；現在則多為能力測驗，或

強調態度測驗、情意測驗等。 

目前全面使用的 CBT托福網路測驗型態(Internet-Based Test, iBT)，用最少的

題目，評量應試者最接近的程度，每個人測試的題目有所不同，它會依據應試者

前幾題試題的結果來決定之後測試的題目，稱為適性化測驗。適性輔導指學生行

為不良就糾正他，培養他堅強的意志力，之後出社會工作能承擔壓力，不會心理

憂鬱就鑽牛角尖，所以適性輔導很重要。因應適性輔導，師範大學將導師制度改

了，全部聘請心理輔導人員為導師，教授專注授課不當導師。目前適性輔導更可

與醫學整合，所以又更進階了(詳投影片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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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10 精準教育的應用 

精準教育與人工智慧頗有相似處，首先，在教育本身會針對某一項能力，譬

如閱讀能力，蒐集許多學生的大數據資料後建構一個理論常模，透過診斷式測驗，

建立學生常態分佈的狀況，依據常模找出教學的教材教法及合適的教材，在課堂

上教學，得到學生們的學習歷程後，再依使用經驗的新數據，調整常模。如果由

電腦執行，就更有意思，因為它本身可以反應出教師應該怎麼樣教，在授課的過

程它又可以蒐集到許多資料後再調整，常模準確度會愈來愈高，產生類似人工智

慧的發展循環型態(詳投影片 6-11)。 

 
投影片 6-11 精準教育之人工智慧要素 

適性閱讀為精準教育的實際例子之一，閱讀能力的培養很重要，如果小朋友

對閱讀有興趣，不斷的閱讀，沒有教師也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是哪一本書才合適

我的小朋友年紀來閱讀呢？於是我們建置了一個適性閱讀的系統，如果要達到深

度閱讀(Deep Reading)，要具備理解、反思和創造等能力。依據學生的閱讀能力、

偏好和風格，將其與適當的教材、教法和進度等做適當的配對，讓學生能找到適

合他的閱讀教材，逐步勾起閱讀動機、養成學生的閱讀習慣、提升其閱讀能力。

如何知道學生的閱讀能力呢？應用人工智慧能幫助我們精確瞭解學生現有的閱

讀能力，再加上運用大數據精準知道每篇文章乃至每本書籍的難度，將之與學生

的閱讀理解能力相配對，推薦合適的書籍給適當的學生來閱讀，這個做法就是適

性閱讀。利用自然語言處理來抽取文章或書本的特徵，如語意、空間、語言等，

結合機器學習演算法(Classifier)，訓練出一個可讀性模型，與學生閱讀測驗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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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接著判斷學生適合讀的文章或書籍，這個模型經過實驗的驗證，預測了 1,565

本課外讀物，取得了 91.15%的準確率(詳投影片 6-12)。 

 

 

投影片 6-12 精準教育舉例：適性閱讀 

接著介紹另一個精準教育的經典例子，電腦自動批改作文系統，師大負責國

中生的測驗，其中有作文測驗，目前國中測驗作文題目是 1-6級分，一般會給兩

位教師來批改，如果兩位教師評分之差距超過規定所容許的差距級分，則會再找

第三位教師批閱，需要耗費相當多的人力與時間。後來我們花十年時間研究一套

自動批改作文系統，它的批改程度和使用人力批改程度之相關性超過九成，所以

現在已用電腦取代第三位教師來批改作文。用人力批閱有一個問題，就是人有情

緒，可能因為改太多篇累了，又或教師出測驗題後，改到一批都不會寫的考卷，

心情不好，影響批閱後面考卷的成績。所以在測驗批改分數時，特別將輔導系統

納入，我們會出幾個題目，所有文章都交由電腦批改，另外我們也會找一些內定

的標準作文，混入學生試卷中也給教師批改，譬如應該得五級分的，教師評給二

級分，我們調閱監控後，會請輔導專家找教師進行輔導，安撫教師的心情。 

適性生涯輔導同樣也是精準教育的例子，性向測評含括生涯測驗、興趣測驗

和性向測驗，從國小到高中，每位學子都必須測驗一次，這是為了讓學生知道未

來哪些科系比較符合自己的興趣和未來工作價值組合等，這對他的未來發展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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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此測評已全部電腦化，除了臺灣的學子，我們也同步在中國青島對當地學子

進行測驗，蒐集樣本。測評會針對特定個人的每一個項度進行評估，最後出具一

份報表結果，譬如王小明最適配選修科目依序建議是歷史、地理、思想政治、生

物、化學、物理等(詳投影片 6-13至 6-17)。 

 

投影片 6-13 精準教育舉例：適性生涯輔導 

 

 

投影片 6-14 電腦化測評 

 

 

投影片 6-15 性向測評特色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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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16 高中版性向測評報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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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17 高中版性向測評報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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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轉教育系統與營造有意義學習的環境 

有關 AI 影響下之人力變革，跟大學教育系統比較相關，譬如例行性知識工

作的需求會降低，非例行性之開創性的工作(Non-Routine Creative Knowledge 

Work)的需求則會增加，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從農業革命進入農業時代，再到

工業革命邁進工業時代，有些工作面臨淘汰，有些新型態的工作產生，鑑往知來，

我們如何面臨這樣的改變呢？我們沒有回頭路，只能積極面對並改變。二十一世

紀為滿足工業 4.0 之人力需求，應培育六項能力，包含批判思維、溝通協調、通

力合作、創意解決，我再增加了兩項能力，就是跨域破框及運算思維，鑑於 AI

本身是比較沒辦法跨領域的，最好是文理跨域破框；另外是運算思維，善用 AI。

新時代已經來臨，如何翻轉教育系統以達到培育具有 6C 能力的人，這是未來教

育的思考方向(詳投影片 6-18)。 

 

投影片 6-18 翻轉教育系統與營造有意義學習的環境 

其實有些關於營造學習環境的觀念是需要調整的，以通識教育而言，譬如國

文系的學生，學習大數據也是可以的。AI應用在教育，除了發展 AI技術、發展

晶片之外，應用也很重要，應用對象就是非科技知識性科系的學生或教師，那要

如何跨域結合呢？我建議將通識教育微專長化、學程微學程化，例如不需修滿二

十學分才認證專長，改為集中訓練，達成九個學分就行。關於英文能力訓練，也

有主張從小開始培訓或集中於某階段培訓。此外，校務與行政管理系統要如何達

到精準的教育政策？我們有一個全國高中生到大學生的大型資料庫，我們做了追

蹤後發現有百分之三十的學子，他就讀的科系，不是他自己決定的，當然他大一、

大二的表現都不太好，所以轉系制度如何調整就顯得重要了，讓選錯科系的學子

在大學及時能轉到適合自己適性的系所就讀。回過頭想，為什麼到高中階段，學

生還沒辦法定位他自己喜歡或適合的項目，所以現階段的基礎教育需要檢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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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學才來補救，需要耗費更大的力氣及資源。關於補救，必須事前進行大數據

分析，判斷原因及找出決策與方法，如教育及學習環境的調整與營造、課程的變

革、師生角色的改變等各方面的翻轉與開放(詳投影片 6-19)。 

 

投影片 6-19 翻轉教育系統與營造有意義學習的環境 

接下來，談一下教改的問題，108 課綱有一個很嚴重的陷阱，108 課綱的目

標是三面九項，三面在此先不談，九項是指九項核心素養，素養是一種「知識+

態度+技能」加總的新學習，九項素養包括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等，九項之下各有兩個次要項目，所以總計有十八項素養。譬如數學，從

小學、國中、到高中的數學課程目標最後學習成效，皆要重新定義這九大項核心

素養，表示數學教師也得教美感素養。國小九項、國中九項、再加上高中的九項，

就二十七項核心素養了，教育專家也不見得全盤瞭解，家長又怎麼會懂呢？要讓

各級學生發展前述的十八項全人素養，物理教師也要培養學生的美感素養，他要

教學生幾何形狀之美，它美在哪裡，對物理教師來說太難了，可是又必須要教，

況且這些素養不是教出來，是建構出來的，不是認知主義，而是建構主義和共創

主義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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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教育改革是真的需要改，但應深思熟慮、全盤評估後謹慎為之。我有三點建

議：教育自主、能力為本、課程減量，尤其課程應該減量三分之一，如此教師才

有時間實施以素養為本，或以能力為本的教學。此外，例如三年前我參加登玉山

的活動，在登山行前訓練時，我才得知登山保護膝蓋的方法，如果更早於體育課

時就教導學生如何培養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身體適應生活、運動與環境等外

界之綜合能力，相信今日我的膝蓋會更健康。有研究指出，只要人民體適能好，

醫療健保費用就會降低，長照費用相對能得以節省開支，體育課教導體適能即能

緩解這麼多問題。同樣，我們有研究，只要將國人的閱讀能力提高百分之二十，

就可以創造知識經濟，其實教育是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的，只是教育一直是個疑難

雜症後的最後解答方案，但毋庸置疑，教育實為治本之道(詳投影片 6-20)。 

 

投影片 6-20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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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七 

科技與人文的平衡-AI靠哪邊站 

 

主講人：劉炯朗院士 

集邦科技董事長、中研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前校長說研討會聽一整天下來，各位嘉賓非常專注的、深度的交流了

許多跟 AI 智能應用翻轉日常生活有關的學習，吩咐我來分享一些 AI 比較輕鬆

有趣的事物，我當然樂於從命。根據剛剛吳誠文副校長的演講，按照棒球裁判

的數據，年資與錯誤成正比，我趕緊心算了一下，我比在座的主講人都資深啊，

這讓我如何開講呢？還請各位耐心地聽我將科技與人文的平衡從頭道來。 

 

一、科技與人文的平衡 

科技和人文的確像翹翹板的兩端，哪一邊高，哪一邊低，是很難說的。人家

說外行人看科學技術，有人說神秘莫測，有人說萬能無極，也有人說是怪獸洪水。

同樣的，外行人看人文藝術，有人說深奧艱澀，有人說優美祥和，也有人說是走

火入魔。假如我們說科學技術是神秘莫測的話，我們就要了解科學技術；假如我

們說它是萬能無極，我們要發展科學技術；說它是怪獸洪水的話，我們要善用科

學技術。同樣，假如我們說人文藝術是深奧艱澀，我們要欣賞人文藝術；若是優

美祥和，我們要發展人文藝術；如是走火入魔，我們要了解人文藝術。另外一個

說法，我們說科技人需要人文素養，人文人需要科技知識，如此來看，科技和人

文分別為光譜的兩端，科技的一端以物為代表，另一端的人文則以心靈為代表，

我們可以用電腦作為"物"的一個例子，用人腦作為"心靈"的例子，那麼 AI 是靠哪

邊站呢？ 

首先我們必須問什麼是智能呢？英文是 What is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這

個詞，通常翻譯成智能或智力，所以我暫時也將之翻譯成智能。有人說過，假如

你問十個專家關於 intelligence 的定義，大概會得到十個不同的答案，不過大家可

以把它綜合起來說，智能是從記憶、知識、經驗透過瞭解、推理、想像和判斷來

解決問題和對新的環境作出適應的能力(詳投影片 7-1)。那麼什麼是智能行為

(Intelligence Behavior)呢？這個同樣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很多不同的說法。其中一

個經典的說法就是美國哈佛大學 Howard E. Gardner 教授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他認為智能行為當然就是智能的展現(Exhibition 

of Intelligence)，他將智能行為分成七個範疇(後增加至八個)，如邏輯數學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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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智能、空間智能、肢體動作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及自然觀察者智能

等等(詳投影片 7-2)。請容我首先指出，這個說法頗有道理，很有道理，但也不見

得大家都完全同意人類的行為可以區分成上述不同的智能行為。 

 

投影片 7-1 智能的定義 

 

 

投影片 7-2 智能行為 

什麼是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裡馬上就碰到一個問題，

Intelligence 到底是智能還是智慧呢？Intelligence 翻成智能，大家都同意，因為智

慧這個英譯留給 Wisdom，但是翻譯一個名詞，是約定俗成的，不一定要計較什

麼是智能、什麼是智慧、什麼是人工智能、什麼是人工智慧，不管你稱它什麼名

詞，一樣都是 Artificial，所以稱它人工智能也好、人工智慧也行。之前曾提過，

假如問十個專家有關人工智能之定義，大概會有二十種不同的答案，不過最可能

的答案，如投影片 7-3，就是"Computational model of human exter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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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強調 external 這個字；另外一個可能的定義，就是"Computational model 

of human internal intelligence processes"，換句話說，人腦有 860億個神經元，假

如可以用一台電腦來模擬 860 億個神經元的行為，那就是內在行為(Internal 

Behavior)了，只是 860 億是個巨大的數字。美國有家公司前幾天宣佈了他們有一

個AI處理器，能夠處理兆單位級，所以數字不再是個問題，連接或聯繫(Connection)

才是問題。我接下來要講的部份就只是用電腦來模擬外部的智慧行為(To model 

external intelligence behavior)，這個恰好呼應剛才張國恩前校長所談到的弱人工智

慧(Weak AI)，即所謂的外部行為(External Behavior)。 

 

投影片 7-3 什麼是人工智能(慧) 

2018 年 10 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成立一個 Schwarzman College of 

Computing，請注意計算(Computing)這個字，因為對許多現在做的工作，包括 AI、

IoT、Cloud、Block Chain、Robotics、RISC 等等都離不開數位計算(Digital Computing)

的手掌心，或許有一天有了生物計算(Biological Computing)，有那麼一天可能將

一個芯片(chip)置於豬的腦袋裡，結果豬腦可能會比人的腦袋聰明的多，但是直

到今日，我們還一直在 computing 的手掌心裏。關於數位計算過去七十、八十年

來的進展可能要花三個鐘頭來講述，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數位計算只有三個重要

的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是 1936 年的可計算性(Computability)之觀念，第二個是

1940 年代晚期的儲存程式計算機(Stored Program Computer)之觀念，第三個是

1960 年代中期的計算機網路(Computer Network)之觀念(詳投影片 7-4)。自 1960

年代中期起，雖然電子數位計算機在技術上有了很多的進展，但請容許我比較狹

窄的說，自此之後電子數位計算機都沒有跳脫出前述三個重要的里程碑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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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7-4 電子計算機 

 

(一) 邏輯數學智能 

2019年 3月 14日美國科技公司谷歌 Emma Haruka Iwao工程師用電腦列印 π

的小數點後位數到第 31 兆位(詳投影片 7-5)，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為什麼要做

這件事呢？諸位注意看它背後用的演算法(Algorithm)是兩位數學家三十年前所發

明的，換句話說，π 的計算有許多演算法，甚至遠在二百、三百年之前就可計算

了，但是要算到小數點後第 31 兆位數的話，就需要比較好的演算法了。同時，

做計算時，要用平行計算(Parallel Computation)，所以並不是數學家浪費時間、浪

費金錢、浪費電腦的時間，背後是有其道理的。 

 

投影片 7-5 邏輯數學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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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一點數數(Enumeration)也是很好的事，譬如宋代邵雍《蒙學詩》：「一去二

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又如，唐代柳宗元的代表作

之一《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再如，

唐代李白的《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哪裡需要小數兆位數的 π來顯現詩詞呢! 

再來舉一個應用電腦解決微積分問題的例子，例如 1961 年麻省理工學院

James Robert Slagle 的博士論文，他開發了 SAINT(符號自動積分程序)並應用那時

代的機器花了 1.5 分鐘來解程式∫ 𝑥𝑒𝑥2
𝑑𝑥 =

1

2
𝑒𝑥2

+ 𝐶；花了 11 分鐘找出

∫
𝑥4

(1−𝑥2)
5

2⁄
𝑑𝑥 = 𝑎𝑟𝑐 sin 𝑥 +

1

3
𝑡𝑎𝑛3𝑎𝑟𝑐 sin 𝑥 − tan 𝑎𝑟𝑐 sin 𝑥 + 𝐶之解答；只用了

1.5 分鐘來證明∫ 𝑒𝑥2
𝑑𝑥確實無解。Slagle 和我恰好是同學，他雖然有視覺障礙，

但他能寫程式、也能溜冰，的確是個天才。在這之後有許多新系統，在座年輕的

諸位或許也用過這些系統。 

又例如各種式樣的棋盤遊戲(Board Game)，像五子棋、六貫棋、中國象棋、

西洋棋、圍棋等等，這些棋盤遊戲具有五個遊戲特色，譬如有棋盤、有棋子、有

遊戲規則、沒有機率成分，以及完整的公開資訊。上古神話的傳說，女媧造人，

伏羲做棋，雖然歷史上說不清楚女媧和伏羲的關係，是夫妻或是兄妹，但夫妻之

說法比較讓人相信，因為相傳人類是由他們繁衍的。言歸正傳，首先由最簡單的

棋盤遊戲講起，五子棋的玩法是雙方玩家分別使用黑白兩色的棋子，輪流下在棋

盤直線和橫線之交叉點上，先達成五子連成直線者勝。玩了很久之後，大家發現

假如黑子先行，其贏率偏高，假若先行者之贏率高，那麼這遊戲就不好玩了，就

要想辦法降低先行之贏率。此棋傳到日本，日本加了新的規則稱作連珠，就是要

讓先行的贏率沒那麼高，舉一例，五子棋五個同色棋連成一直線就贏，連珠五個

就算贏，連珠六個那就不算贏，這是一個讓黑棋比較難贏的方法，諸位請想一分

鐘就知道了。我們一直都知道黑棋先行之贏率高，直到 1991 年，數學證明了先

行者贏率偏高(First player can always win)這個事實，這是需要很多的數學及電腦

計算，才能夠證明的。 

六貫棋是由兩個玩家各持紅、藍或黑、白兩色棋，從相對的平行邊上輪流出

棋，最先將棋盤用己方顏色的棋連成一線者為勝。數學家證明，第一個出棋總是

贏，第二個出棋的不可能贏，這同樣也需很多數學及電腦計算來演算證明之。 

象棋最初是在臺灣發展的，有許多年長者特別喜愛下象棋。在臺灣的象棋界

來說，最了不起的一個先鋒是許舜欽教授，他原來是台大的教授，後來轉到師大。

他訓練出來的林順喜教授，現在仍為師大教授；另一位許峰雄先生是 IBM 超級

電腦深藍(Deep Blue)設計者；黃士傑先生則為 DeepMind 的工程師，是 AlphaGo

的重要推手。在 1989 年的程式對程式象棋賽中，前三名皆由臺灣隊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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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和當時世界西洋棋冠軍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兩方交手的賽局，1996 年由卡斯帕洛夫獲勝，但隔年，超級電腦深藍

贏了。接下來談論到最古老的棋類之一的圍棋，那麼如何讓電腦下圍棋呢？這個

問題乍看很複雜，但觀念上卻很簡單。首先，圍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遊戲，有相

當多的布局(Board Position)，但不見得所有的布局都被允許，若僅將被允許的布

局計入，玩法仍是為數眾多，那麼這個要如何處理呢？其實，只要有賽局樹(Game 

Tree)的觀念，遊戲所有的一切就都明瞭了(You know everything of the game.)。那

麼什麼是賽局樹呢？簡單來說，譬如這個局共有三組可能，其各次層各有兩個可

能、再次一層則各組依序出現一種、一種、二種的可能，最終結果則是贏、輸、

贏、和、和、輸(詳投影片 7-6)。 

 

投影片 7-6 邏輯數學智能 

若已知賽局樹，那麼一切就簡單了，在眾多的賽局裡面，應用極大極小搜索

算法(Mini-Max Search Algorithm)，將會找到最好的結果。極大極小搜索算法其實

並不算是新觀念，自章炳麟《答某書》衍伸之｢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

重」說法即是。假如家中有老鼠，要養貓嗎？若養貓，貓吃鼠，把雞也吃了。若

不養貓，老鼠把蔬菜吃了，將衣服啃破了，把牆角也挖了個洞，外加一堆老鼠屎，

你要選擇採用哪一個方法呢？考量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選擇養貓比較好，將此

觀念再推廣些，即是極大極小搜索算法，譬如我的對手一定選對我而言最壞的結

果，在此前提之下，我得早一步在所有最壞的結果裡頭選取最不壞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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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應用賽局樹可就問題本身分析出最好的策略，譬如說樹太大了，砍樹或不

砍樹呢？分析各選項之後續的可能發展，哪一部分要看，哪一部分不用看，該看

的部分都看了就贏了，錯漏該看的部分則輸。或許有人會說，該看的部份太多了，

怎麼辦呢？時至今日，在電腦的輔助之下，我們已完全可以處理這個問題了。 

 

(二) 語文智能 

譬如拼音、文法、文字編輯等，電腦都可以幫忙改正，這就是語文智能

(Linguistic Intelligence)，就像小時候作文課，老師幫忙改文章一樣。又例如在

Google輸入清華兩個字，你會得到清華大學、清華高中、清華附小等等，這就是

預測輸入(Predictive Input)，這也是語文智能之一。還有，有了搜尋引擎，如 Google、

Yahoo、百度等等，要搜尋什麼資料都可以找到，這也是電腦提供的語文智能。 

在座各位可知道 Google 這個字是如何來的呢？大家都知道用英文講十的六

次方是 million、十的九次方是 billion、十的一百次方就是 googol。美國史丹佛大

學的兩個研究生合開了一家公司，因為他們的數學超級棒，又師出美國學術地位

最高的學府之一，所以他們就決定用 Googol 這個名詞作為公司名稱，但是他們

的金主將投資的支票，據說是兩萬五千美金的支票，誤拼成 Google，兩名學生將

支票拿回家後才發現公司名稱拼錯了，要重新找金主再重開一張正確抬頭的支票

嗎？那麼萬一金主改變主意不予贊助了呢？所以他們幾經衡量後，決定將錯就錯，

公司名稱就稱作 Google 吧，這就是 Google 公司命名的由來。 

百度這個公司名稱又是怎麼來的呢？百度這個名詞其實諸位都曾念過。南宋

辛棄疾《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

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語文學得

好，公司名稱也命名得有趣。這首詞接下來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

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既然講到這，讓我講得更遠些，清華大學四大導師，其

中有一位就是王國維先生，他在《人間詞話》裡挑選出三首非常經典的詞，用三

首詞中的各一句話描寫古今做大事業、大學問者，所必經之三個境界。他們習文

的，也知道我們做學問、做事業，不見得能做得很大，但也有不同的三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出自北宋晏殊《蝶戀花》，代表的

是高瞻遠矚，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北宋柳

永《蝶戀花》，表示刻苦努力，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

卻在，燈火闌珊處」，那便是水到渠成啊，第三境也(詳投影片 7-7)。這個便是取

名百度的由來，妙哉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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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7-7 大事業、大學問必經之三境界 

用電腦來作文可行嗎？在2005年，有三個MIT研究生寫了一個SCIgen程式，

只要輸入作者的名字，譬如我輸入作者名為 Albert Einstein、Hu Ge、Johnny 

Walker-Confucius，它就會幫忙寫一篇稿子，而且它代寫的文章有內容、有圖片、

有曲線圖、有結論，也有參考文獻。SCIgen 剛出來的時候，他們將二篇 SCIgen

代為執筆的文章送學術會議評審，有一篇被收錄了，一篇被退件。SCIgen 寫出來

的東西是遊戲，不應該用來騷擾嚴肅的學術殿堂。 

既然電腦可以寫文章，那麼電腦可不可以評等文章呢？在 1966 年，美國學

者 Ellis Batten Page開發出一個英文作文自動評分(Automated Essay Scoring)系統，

他確實點出文章架構之六個要點(Intrinsic Qualities)，例如文章內含的概念發展、

文章組織、風格、用字遣詞、句子流利度及慣例等，他更進一步寫了一個 PEG 

(Project Essay Grader) Program 用電腦分析作文的某些特徵以評鑑文章，是有些道

理。MIT 有位 Leslie Cooper Perelman 教授用電腦所寫的文章送給它來評鑑，結果

在六個特徵項目裡，有三個是頂標、三個是前標，這也不見得完全可靠。 

電腦可以講笑話嗎？相信各位也同意電腦寫笑話是非常困難的，假如看美國

人的笑話，｢What do you call a cow with no legs？Ground beef.」，最簡單的是套用

這個公式｢What do you call X？Y.」來寫出笑話。接下來講一個酒鬼寫的美式笑話，

｢A robot walks into a bar. "What can I get you？" the bartender asks. "I need 

something to loosen up," robot replies. So the bartender serves him a screwdriver.」 

語文智能亦講求對稱(Symmetry)的觀念，IBM中國研究院有個詩文自動產生

系統叫作偶得，它可以幫忙寫詩歌，譬如五言律句或七言律句，又或者是五言藏

頭或七言藏頭。其實明代才子唐伯虎就寫過藏頭詩：「我畫藍江水悠悠，愛晚亭

上楓葉愁。秋月溶溶照佛寺，香烟裊裊繞經樓。」每句的第一個字加起來就是｢

我愛秋香」。我試著用｢白青苔也」做五言藏頭詩，它給我一首不錯的：｢白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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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晚，青山渭水寒，苔痕新月影，也意幾時還。」再來一首：｢白髮不相見，青

山日暮天，苔痕看入樹，也億老蒼然。」(詳投影片 7-8)。幾秒鐘的時間，要多少

首藏頭詩就有多少首。 

 

投影片 7-8 藏頭詩 

2014年，微軟推出的人工智慧系統小冰也可以寫出不錯的詩歌，例如《我尋

夢失眠》之｢康橋，新鮮的，未經三月之蕙風已不追蹤，在夢裏我尋夢失眠；我

是一座長橋，你可以找到我新鮮的愛情，將希望之光投射到你，也不知道是風。」

(詳投影片 7-9)。微軟小冰這首唯美的詩不禁讓我想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裏放歌，但

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詳投

影片 7-10)。微軟的 AI 系統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它學習了 519 位中國現代詩人上

千首詩，經過一百小時之一萬次的反覆學習之後，創作了這首學習徐志摩的詩，

成果尚稱不錯。 

 

投影片 7-9 微軟小冰《我尋夢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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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7-10 徐志摩《再別康橋》 

對比(Contrapuntalism)之觀念在不同的語言裡面都有，譬如美國約翰·甘迺迪

(John F. Kennedy)在 1961年總統就職時的演說，原文摘錄｢We observe today not a 

victory of a party, but a celebration of freedom－symbolizing an end, as well as a 

beginning－signifying renewal, as well as change.」他於演說文中不斷的應用了對

比的觀念；另一段應用對比觀念之經典原文摘錄｢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 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an.」(詳投影片 7-11) 

 

投影片 7-11 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職演說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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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裡，對比最經典例子不外乎就是對聯了，例如我小時候學習的詩：｢

天對地，雨對風，爸爸對公公，白板對紅中；雷隱隱，雨濛濛，小姑喚大嫂，

晚輩稱尊翁。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詳投影片 7-12)又譬如出自唐代翁宏

《春殘》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投影片 7-12 劉院士小時背誦的趣味對聯 

微軟亞洲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成立於 1998 年，微軟系統含大量資

料庫並有電腦對聯能力，譬如輸入上聯，系統將自動對出數份下聯。接下來介

紹系統生成經典的對聯，例如上聯｢滄海一聲笑」，系統對出下聯｢碧天萬里行」；

上聯｢蘇堤春曉秀」對下聯｢平湖秋月明」；上聯｢天若有情天亦老」對｢月如無恨

月常圓」、｢人能無私人自明」及｢短若無理短更長」等，前述對聯之上聯｢天若

有情天亦老」是出自唐朝李賀的詩，兩百年後的北宋詩人石延年才對出讓人五

體投地的下聯｢月若無恨月常圓」。再來一副上聯｢此木為柴山山出」測試，電腦

看出此聯內含拆字，從它資料庫中對出下聯｢白水做泉日日昌」、｢它馬為駝夕夕

多」、｢各水作洛木木林」等，但是最棒的下聯是人對出來的｢因火成烟夕夕多」，

這並不是指電腦不行，而是人比它好，電腦裡確實儲存了很多的智慧，但是一

切智慧皆是人輸進電腦的。 

我曾贈龍應台老師一副對聯，上聯｢只應天上有」出自唐代杜甫的《贈花卿》，

下聯是｢瑤台月下逢」出自唐代李白《清平調詞》，上聯與下聯之第二個字合起

來即是｢應台」。其實，這都出於我有一個資料庫僅輸入杜甫和李白的詩詞，前

述上聯及下聯加總的十個字，沒有一個字出自於我。還有一副對聯之上聯是｢三

月黃梅天」，電腦對出｢三春翠苦海」、｢千山翠雪夜」，但是不及人所對出的下聯

｢三星白蘭地」，對仗工整，趣情盎然，實屬難得之妙聯。 

在 1956 年，人工智慧這個領域誕生時，幾個重要的項目被提出，其中一項

就是翻譯(Translation)。遠在1949年代，已經有人提出一定需要一位頭髮這麼白、

領帶這麼長的翻譯員站在兩方的中間，有沒有可能用電腦來翻譯呢？經過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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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的努力，翻譯大致可分成兩個領域，一個是採用規則法的機器翻譯(Rule 

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另一個是統計機器翻譯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其中又可再細分為兩大方向，其一是統計式片語之機器翻譯

(Statistical Phrase- 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另一個是神經網絡翻譯(Neural 

Network Translation)，今日得見採用神經網絡翻譯的結果是非常好的。 

關於規則法的機器翻譯，那要回溯到 1960 年代，那時的翻譯是如何進行的

呢？一個簡單的觀念就是，我有一個句子，將它變成世界語(Interlingua)，接著

從世界語變回第二種語言。Interlingua 就是世界語言，它可以克服全世界所有不

同的語言，問題是這個語言若不存在，那麼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這怎麼辦呢？

是用字義來進行翻譯嗎？或用詞義翻譯呢？還是用詞組、句法、語義或語用來

翻譯呢？(詳投影片 7-13)採用前述每項來進行翻譯，問題仍未解決。所以實戰的

作法是將字源(Source Sentence)進行某種程度的分析，傳送過去，在目標句子

(target sentence)將答案找出來(詳投影片 7-14)，朝這個方向做了二、三十年，結

果是不甚理想的。 

 

投影片 7-13 用規則法的機器翻譯模式 

 



7-13 
 

 

投影片 7-14 規則法機器翻譯之實戰作法 

著名的語言翻譯專家弗萊德里克·賈里尼克(Frederick Jelinek)，他曾道"每次我

開除一名語言學家，語音識別器的性能都會提高"，因為這條路不能夠不說，當

初以為要將中文翻譯成英文，你必須找一個既懂中文，又懂英文，先做這個分

析，再做句子，後來發現這條路不好走，所以必須找出另一個作法。另一個作

法是採用統計的翻譯(Statistical Based Translation)，採用此翻譯方法既不用懂中

文，也不用懂英文，當聽了多次的翻譯之後，中文的｢我愛你」翻成英文的｢I love 

you」，下次看到中文的我愛你，就翻譯成 I love you，不必知道我愛你是什麼意

思，也不用懂 I love you 又是什麼意思，完全靠統計模型。那麼此種翻譯方法需

要什麼配套呢？需要所謂的平行語料庫(Parallel Corpora)，就是要有兩個語料庫，

最好的例子在加拿大，因為英文和法文都是他們的官方語言，因此所有官方文

件都有語料庫，一句對應一句，譬如書寫英文，它就翻譯成法文，書寫法文，

它就翻譯回英文，根本不需要懂得意思，直接由語料庫對應回另一個語言就可

以了。 

世界上最偉大平行語料庫的例子，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

有一塊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用當時三種不同的語言版本所刻的法老托

勒密五世的詔書，他們那時候不曉得翻譯，他們只知道從一個語言對應到另外

一個語言，這個就所謂的平行語料庫。 

有個翻譯的笑話，在這裡要先申明對宗教沒有任何不敬的地方，一位老師在

課堂上跟學生問：｢Where is Jesus Christ？」有學生回答：｢Jesus Christ is in heaven.」

另一位學生說：｢Jesus Christ is in our hearts.」第三個學生回答：｢Jesus Christ is in 

the bathroom of my house.」老師頗感疑惑問說：｢這是為什麼呢？」學生解釋說

因為我家很小，只有一個衛浴間(bathroom)，每天早上我姐姐在裡面化妝，久久

不出來，爸爸等不及時就會敲衛浴間的門問道：｢Jesus Christ! Are you still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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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將這則笑話輸入 Google 翻譯成中文，Google會翻譯得傳神嗎？肯定比不上

我的中譯。老師在課堂上問學生：｢你的祖母在哪兒？」一位學生答說：｢我的

祖母在澎湖。」另一位學生說：｢我的祖母在天堂。」有位學生回：｢我的祖母

在我家的浴室裡。」老師疑惑的問：｢這是為什麼呢？」此時第三位學生回答說

因為我家的浴室很小，姐姐在裡面久久都不出來，爸爸每天等得急了，就會敲

門喊說：｢我的媽呀!怎麼你還在裡頭啊!」 

 

(三) 肢體動作智能 

接下來講肢體動作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按照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的說法，達文西手術系統(Da Vinci Surgical Machine)並不是一個智慧機器

(Intelligent Machine)，因為這個機器沒有智能或智慧，它只不過是將醫生手的動

作傳至機器手，照樣動作而已。 

另外關於自駕車(Autonomous Car)，不久前有個問題被提出來，自駕車滿足

秒速感知環境及反應，是非常複雜的事情，除了技術問題之外，假如自駕車發

現剎車壞了，無法剎車，非得往前衝，必須在選擇衝過去會壓死一個小孩或二

位老人之兩難中抉擇，這是一個嚴肅且複雜的問題。假如諸位看過哈佛大學政

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所寫的書，書名為《正義：一場思辨

之旅》，他闡述正義擁有不同的定義，譬如上述例子中車子應該往哪個方向行駛，

取決於您對正義的定義。 

因為時間的關係，已到了本研討會閉幕的時間，科技與人文的平衡的演講到

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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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致詞 

 

陳力俊 院士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前國科會副主委 

 

首先我要代表主辦單位「中技社」再次感謝各位主講人、主持人與所有嘉賓

參與今天的盛會，讓這次為慶祝「中技社」六十週年而加場的「AI研討會」順利

舉行並圓滿閉幕。 

「劉炯朗」校長「壓軸」 

剛才主持人「徐爵民」部長說：「演講最好不要排在劉炯朗校長後面」，是許

多人的心聲。今天剛好我要在劉校長後面講話，這當然不是有意安排。研討會最

先規劃是請劉校長以 AI「概觀」(overview)的演講開場。劉校長主持「IC 之音」

廣播節目，2018年以來，以 AI為主題就有二十八講，目前以「數位社會」為主

題已進行到二十講，所以當初希望「劉炯朗」校長給一個 AI「概觀」的演講是再

適合不過，但劉校長認為他講「科技與人文的平衡－AI 靠哪邊站?」帶有問號的

主題，應該放在最後，讓大家好好咀嚼這「大哉問」，他的附帶效應是讓很多嘉

賓都留到最後，也顯示了劉校長「壓軸」的功力。 

現在一般人了解「壓軸」是指整個研討會最後一個演講，事實上在京劇裡面，

最後一場戲叫「大軸」，倒數第二個劇目才叫「壓軸」，代表「迫近」「大軸」，所

以今天劉校長的演講是道道地地的「壓軸」。 

「吳誠文」副校長視訊演講，效果應屬「三壘安打」以上等級 

俗語說：「人算不如天算」，這次邀請主講人，原來是「全壘打」，也就是很

高興所有原來鎖定的第一人選主講人都接受了邀請；只是沒有想到，當年「世界

少棒冠軍隊」的國手「吳誠文」副校長由於「紐約」機場流量管制，而無法搭上

回台班機，改以視訊方式演講，我想大家應都同意，效果應屬「三壘安打」以上

等級，同時「紐約」機場無預警的實施流量管制也顯示 AI 有時也無能為力，有

待改進。 

「張系國」教授談「AI與老人生活」 

另外一場與原規劃有出入的是「張系國」教授的演講，「張教授」除了是頂

尖的資訊專家外，同時也是知名的小說家，而且是「臺灣科幻小說之父」，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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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自然的是邀請他主講「AI 與文學」，而張教授表示，對不再年輕的人，最關心

的是「老年生活」，而他在近年在這方面有相當投入，希望在研討會中談談「AI

與老人生活」，這當然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主題，尤其是由張教授這樣擁有豐富

及不凡資歷的人來主講，「必有新猷」，特別是拉高到哲學層次，闡揚「人機共同

進步」的觀念，相信大家必定與我同樣感到「收穫良多」。 

「李琳山」院士主講「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 

從「李琳山」教授的演講中，可以清楚看出他被稱為「中文語音辨識之父」

是實至名歸，談「機器會聽人類語言以後」，不僅趣味盎然，而且發人深省，尤

其未來語音 Google的發展，值得期待。他對人工智慧的展望，「想不出一個領域

用不到它」，「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會很有用」，總言之「可大可久」，簡明而直指核

心。 

「葉啟信」創研長分享「AI與工程：工程與建造的未來」 

今天很感謝「葉啟信」創研長與大家分享：「AI與工程：工程與建造的未來」，

是很難得的機會。葉創研長讓我們了解由「中技社」投資成立「中鼎工程公司」

多年來在研發創新方面不遺餘力，不僅清楚說明現今的投入與成果，而且充分展

現 AI在「EPC統包工程」應用的多元化與潛力，企盼「轉型成功」，讓人「大開

眼界」。 

「杜經寧」院士談「5G科技與 AI應用」 

「杜經寧」院士長期從事積體電路製程研究，近年則專注於 5G 通訊的關鍵

技術，「三維積體電路」(3D-IC)，在「5G科技與 AI應用」演講中，除闡述主題

5G 通訊及其技術、AI 與其應用，並深入淺出的介紹 3D-IC 及其與 AI 發展相互

為用，總結「AI是否成功應用，取決於基礎訓練」，確是金玉良言。 

「張國恩」校長主講「人工智慧與學習」 

「張國恩」校長專長電腦模擬式學習、數位學習、網路化企業訓練、行動學

習，主講「人工智慧與學習」，以一位資深的教育家來看問題，在「終生學習」

時代，學理與實務兼顧，帶來許多可能性，中肯而實用。他特別提到對「108 課

綱」的高度疑慮，相信是與許多教育界人士「心有戚戚焉」! 

最後要向大家報告，「中技社」身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公益法人，不斷發揮創

意，2019 年更首度辦理「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分為三個競賽主題，評選具 AI

創意實體作品。包括：AI與藝術、AI與創新服務、AI與教育，目前正在評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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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於 10 月 4 日在「中技社六十週年慶」慶典中展示優勝作品，請大家「拭

目以待」。 

辦一個大型活動，千頭萬緒，除要面面顧到外，有時「計畫趕不上變化」，

譬如明天可能來襲的「白鹿」颱風動向，就曾讓人擔心，但「中技社」團隊在大

小事務上都能妥善處裡，讓我們一起給「王釿鋊」主任與「許湘琴」組長領導的

工作團隊，熱烈的掌聲，以表由衷的感謝。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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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財團法人中技社書面同意，禁止改作、使用或轉售本出版品於任何其他

商業用途。 
 

免責聲明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財團法人中技社之立場、觀點或政策，僅為智庫研究成果之

發表。財團法人中技社並不擔保本出版品內容之正確性、完整性、及時性或其

他任何具體效益，您同意如因本出版品內容而為任何決策，相關風險及責任由

您自行承擔，並不對財團法人中技社為任何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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