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欄 Column

暢
銷著作《人類大歷史》作

者，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

瑞曾在 TED演講中指出：

人類之所以能從野獸變成地球霸

主，關鍵在於人類群體能「大規

模」且「彈性」的合作。其中彈

性合作尤其重要，讓人類能建立

複雜的各種組織，創造其他物種

無法企及的巨大效益。值得注意

的是，「大規模」與「彈性」合

作的特質，剛好也呼應了經濟學

的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而複雜

的組織形態，是在通貨（貨幣）

市場下形成的各式各樣廠商、非

營利組織及政府。

一般而言，規模經濟較單

純，重點是「複製」。在一定範

圍內，均可達致規模經濟。此一

過程中，所需的技術與生產要素

大致相同，惟需加倍投入資金成

本與專心經營。這是過去相對普

及的營運模式，也是台灣製造業

的強項。

範疇經濟則較具挑戰性。這

時隨產品或服務的多樣化，需藉

由跨領域整合能力，才能提升各

種資源的「綜效」，擴大經濟收

益。簡言之，若缺乏跨系統、跨

領域的精密協作，既無法達成綜

效，彈性合作也無法實現，因此，

範疇經濟在過往通常不如規模經

濟普遍。

然而，當前人工智慧的電腦

系統處理大規模且彈性協作的能

力，正快速超越人類。只要運用

合適的晶片與軟體，再加上大數

據，就能跨領域、跨系統協同生

產。不像人類因個體條件差異或

資訊處理能力不一，會影響分工

合作的效率，例如傳統製鞋工序

繁複，但現在可用電腦以類似縫

紉的方式，一體成形生產「針織

鞋」，大幅提升品質和效率，降

低人工成本。

而其他產業，若能借助人工

智慧重新規畫生產線，能將許多

過去無法處理的廢物或廢料，再

加以利用，甚至在「範疇經濟」

的效益上，再增加當前世界潮流

的「循環經濟」效益。

以電力系統為例，過去主流

的核能、燃煤、燃油，都是以線

性的封閉系統供應鏈來拓展規模

經濟；但當前重點發展方向，則

是以太陽能、風力發電等開放系

統下的再生能源，結合電動車儲

能、智慧建築、智慧社區城市的

生活系統，強調範疇經濟彈性與

韌性為核心價值的電力經濟發展

形態。

總之，過去人類的合作能力

雖然勝過所有其他生物，但是比

起電腦系統，人類顯然不具競爭

優勢。當前的產業策略是善用更

大規模、更有彈性的電腦系統與

人工智慧，追求整合性、跨領域、

跨系統的創新，取代過去傳統的

規模經濟思維，發揮範疇經濟

「彈性」的主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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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電腦，應合作而非競爭

善用人工智慧，
發揮範疇經濟價值
許志義（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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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營運模式的快、狠、準！ 
許志義 Jyh-Yih Hsu 

數位版文章 ｜ 2017/12/13 

網路資訊財（information goods）的特性：使用、共享，而非擁有，不僅改變商業競爭模式，

也影響人們的思維，甚至挑戰既有的法規架構。 

傳統商業模式被網路營運模式顛覆的潮流，已無法阻擋。我們勢必要充分理解網路產業與資

訊財（information goods）的下列三大特性，才能妥為調整因應： 

網路無遠弗屆的「快」 

過去，傳遞資訊必須仰賴如紙張等實體媒介，其資訊的複製程序較繁瑣，傳遞運送耗時，成本

也高。而且因為仰賴實物載體，表述方式無法同時兼顧傳播的幅員廣度與內容詳盡的深度。而

現在，拜網路特性所賜，資訊傳播飛快且無遠弗屆，加上串流媒體與網紅平台的盛行，影音表

述的內容更為豐富，能鉅細靡遺地將資訊傳遞給任何對象。 

邊際成本接近零的「狠」 

「資訊財」的特性，除了上述的虛擬快捷、無遠弗屆之外，還包括不會折舊，不因被使用而消

耗，以及無敵對性、弱排他性等和公共財相近的共用特質。其中與一般財貨最關鍵的差異，就



是資訊的複製與傳播成本非常低，邊際成本幾乎可說是零。所以人們使用網路或 App 交換資

料時，多一個使用者，對提供服務的廠商而言，並不會造成明顯的增額成本，這也是為何許多

網路服務與 App 應用程式，多以「免費下載」之營運模式供使用者體驗，其目的是在短期間

內，積極搶佔網路市場佔有率，俾成為資訊流的「通路」。 

成功極速搶下市佔率，就等於搶先取得了「人與人」、「人與資訊」、「人與商品（物）」、

甚至「物與物」間交換資訊的傳輸管道，成為使用者最主要的網路通路。搶佔先機的重要案例

不勝枚舉，例如，微信已有八億用戶，就是先搶佔了「人與人」間的資訊通路；百度則是佔領

了「人與資訊」間的通路；淘寶更是盤踞了「人與商品」間的資訊通路。 

值得注意的，只要消費者習慣操作同一個資訊系統，也就是通路，並持續使用，就形成網絡效

應（network effect）與鎖住效果（lock-in effect），不容易發生用戶轉移潮。也就是說，競

爭優勢地位確立後，其餘競爭者幾乎難以取代，亦即「先佔先贏」。無怪乎網路業者經常以邊

際成本為零計價，拼「狠」搶佔商機。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付錢」模式下，大數據收集分析的「準」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已取代許多傳統商業模式。想獲得數據的「豬」，願意投注資

源、以大數據新技術，為使用者「羊」提供更好的服務，同時獲取最有價值的使用者資訊，例

如：Apple 的 iBeacon 室內定位系統，運用低功耗藍芽技術，使用者只要在室內擺放三個

iBeacon「信標」（微基地台），就能實現三點定位，並在感應範圍內，將其他智慧裝置與之

配對，即可透過 iBeacon 在多個裝置上執行相應的指令。比方說，推播廣告或感知標的物現

狀。其他常見的 LoRa（長距離低功耗）、NB-IoT（窄頻物聯網）等低功耗廣域網路通信技術，

也能達到類似的功用。 

當使用者固定使用此種小型物聯網系統，扮演「豬」角色的廠商，就能獲取使用者每天傳送的

巨量資料，並監測標的物之狀態，更精準地為使用者創造服務價值，也提高廠商自身的營收，

甚至發展成網路服務巨擘。 

政府法規與企業心態要跟上 

網路資訊財的特性：使用、共享，而非擁有，不僅改變商業競爭模式，也影響人們的思維，甚

至挑戰既有的法規架構。若政府無法確切正視網路產業的本質，一昧固守落伍的政策規範，即

會壓抑台灣新興網路產業的成長，削弱國家競爭力。至於企業，也必須看清楚潮流與趨勢，了



解自己的競爭優勢，積極在應用層面上，結合自身硬體的強項，打造軟體硬體相互結合的營運

模式。 

台灣已錯失 1994 年「網路革命」與 2007 年「行動革命」，若等到這一波物聯網「資料革命」

下的網路產業被其他國家架構出來、布局完成後，才要追上，恐怕為時已晚！ 



數據時代，消費者的「自我揭露」 
許志義 Jyh-Yih Hsu 

數位版文章 ｜ 2017/08/01 

消費者「自我揭露」引領的資料革命，將形塑出數據經濟的顛覆式創新能力。 

人手一個行動裝置的今天，消費者使用 App 的同時，也在將自己的行為資料，揭露給 App

背後的企業主，這就是「自我揭露」。 

例如，Netflix 的使用者觀看影音時，他們的觀看習慣、愛好，對電影的評價、社群媒體分享數

據，都會被 Netflix 蒐集分析，讓 Netflix 打造精準的推薦引擎，幫助使用者發掘下一個熱愛的

影視選單。又如，駕駛人使用 Google Map 時，同時也分享了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統（GPS）數

據，讓 Google 得以提供即時路況查詢服務，將暢通的車道標示為綠色，壅塞的車道標示為紅

色。以及，馬雲的阿里無人商店，當顧客走進店內消費，就是走進了自我揭露的環境，顧客的

臉孔、生物特徵，都會被記錄下來。甚至，在美國消費者只要下載免費的 App 軟體（如：Ibotta、

SavingStar、Checkout51⋯等），再用手機拍下自己的超市購物收據上傳後，即可獲得許多商

品每項＄0.25 至數美元不等的回饋金，例如：雞蛋、水果、飲品等。 

軟硬體技術到位，發揮數據價值 



企業主之所以能取得、運用「自我揭露」的數據，是因為行動裝置的普及，以及硬體、軟體的

技術已經到位。 

以視覺辨識技術來說，除了需要能攝影畫面的終端設備，來取得顧客的數據，還需要能快速處

理龐大資料的圖形處理晶片 GPU、視覺處理晶片 VPU，甚至機器學習的專用晶片 TPU，再進

一步藉由演算法、機器學習，進行特徵擷取（feature extraction）、映射（mapping），來

辨識消費者的生物特徵。如此結合各領域專業知識，產生人工智慧，才能創造出更高市場價值。 

也就是說，如果相關技術不足，且太過昂貴，便無法實現自我揭露，也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服務

價值。 

消費者願以個人資訊，換取服務優化 

促成「自我揭露」蓬勃發展的原因，還有消費者的心態：願意揭露自己的偏好、消費習慣，來

換取更好的服務。 

企業主透過追蹤使用者的資訊，進而優化商品品質與服務流程，或訂定更貼切價格，提供消費

者更佳的「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 CX）」或「消費者體驗（Consumer Experience, 

CX)」，形成消費者與業主雙贏的正向循環。 

但換個角度解讀，隨著自我揭露讓產品、服務更個人化，卻也讓使用者喪失了更多隱私，資安

環境更需維護。 

總而言之，在數據為王的時代，消費者「自我揭露」引領的資料革命，將形塑出數據經濟的顛

覆式創新能力，任何行業、領域都應積極把握這項機會。 



人類快被超越？加速中的人工智慧 
許志義 Jyh-Yih Hsu 

數位版文章 ｜ 2017/07/27 

人工智慧的強大之處，即是透過蒐集的大數據，加上演算法運算能力、領域專業知識的 know-

how，進行自我診斷、學習，再自我進化。 

2017 年初的 Beneficial AI會議上，特斯拉（Tesla）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說：

「我們若不是正走向超級人工智慧，就是在邁向人類文明的終結。」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也曾說過，人工智慧可能成為人類最大的敵人。 

為何他們對人工智慧如此忌憚？因為隨著蒐集的數據量愈來愈大，人工智慧的演算能力就會加

強，未來可能進化出超越人類的智慧。 

AI的基礎：三個層次的分析 
人工智慧重要的基礎之一，就是分析數據的能力。而分析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為「敘述

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tics）」，偵測和描述數據資料；第二層為「預測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根據大量過去的資料，運用演算法找出模式，預測未來；第三層為「處方性分

析（Prescriptive analytics）」（編注：又譯作「規範分析」、「建議分析」、「指導性分析」），

也就是根據預測的未來，建議行動方針。 



以智慧製造的情境來說，就好比系統偵測出製造機台出現雜音，或是震動頻率異常，運用這些

徵兆，就能預測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偏誤。若預期會出現偏誤，系統就能先行校正，以降低可能

造成的誤差，提升良率，這就是「精度補償」。 

換言之，人工智慧擁有傑出的分析能力，更有自我診斷、自我校正的能力。 

AI的特性：自我學習、自我進化 
電腦的強項，就是能迅速處理龐雜的資料，快速進行邏輯推理，從數據中解讀出人力無法產生

的洞見。而人工智慧的強大之處，即是透過蒐集的大數據，加上演算法運算能力、領域專業知

識（Domain knowledge）的 know-how，進行自我診斷、學習，再自我進化。 

例如，語音助理 Siri 和 Alexa，一邊以對談提供使用者服務，一邊從對談中學習，進而改善其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又如，廣泛運用在影像、語音識別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就是

將大量資料放進輸入層，經過數個隱藏層中的演算法處理，再從輸出層產生預測結果；其中經

過越多個隱藏層，就代表學習得越深層，學得更細膩，也可能達成更佳的自我改進。 

蒐集的資料愈多，愈加速 AI學習 
早期的「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s），為何沒有成功發展為如今的人工智慧？除了軟、

硬體技術沒有到位，缺乏功能夠強的演算法、晶片來處理資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以前的數

據量，遠不如現今大量。 

人工智慧要有效學習，就需要大量的資料，讓它能夠自我訓練。接觸的資料愈大，愈具體，人

工智慧的學習、成長速度就愈快，就越能處理更多資料。而隨著科技突飛猛進，人們過去三年

新增加的數據資料，就超過了人類過去累積的所有資料總量。也就是說，未來我們將以更快的

速度產生更多資料，進而加速了人工智慧的成長。 

當人工智慧進化到一定程度，甚至能在學習過程中，發展出自己的語言與邏輯。例如，Facebook

曾進行測試，讓聊天機器人互相溝通，學習談判協商，過程中竟發現 AI 發展出人類無法理解

的語言，引起了熱烈討論。 

AI還不足以威脅人類，但需謹慎發展 
究竟人工智慧能否超越人類，取而代之？可以斷言的是，目前還無需擔心。 



因為生命是一種開放式系統，電腦卻必須在封閉式系統運作。因此，電腦若要在實體環境中運

行，就必須把開放式系統數位化，記錄系統的每個角落、環節，再將資訊呈現出來。 

而目前的人工智慧，還未頻繁暴露於實體環境中，沒有充分擷取、紀錄、理解大量的活體特徵

（feature），仍無法像人類一樣，處理實體環境、開放系統中的資訊。 

簡單來說，也就是目前的數據量仍不夠大，不足以讓人工智慧發展出超越人類的智力。再者，

人工智慧的相關人才，也還相當稀少，限制了人工智慧的發展。 

但無可否認的是，人工智慧已帶來衝擊，最直接的，即是開始取代人類的工作。而且它學習、

進化的速度，只會大幅加速。我們除了積極發展人工智慧，追求創新，也必須積極調適，以免

被輕易取代。 



自媒體時代 「不慢想真相，只快思網紅」 
許志義 Jyh-Yih Hsu 

聯合報  ｜ 2017/02/09 

時間，是最貴的成本。 

「羅輯思維」舉辦羅振宇（羅胖）二○一七跨年超級脫口秀—時間的朋友。票價高達三千人民

幣，卻吸引逾萬人搶票湧入，更有網路媒體同步直播，締造空前輝煌的整合線上線下（O2O）

曝光，蔚為另種創新跨年風潮。 

羅胖的魅力，展現出自媒體「網紅」的所向披靡，實則有更深一層科技因素與時代意涵。 

行動裝置上網普及，台灣人滑手機已世界第一，平均每日使用一九七分鐘，每日上網人口高逾

七百萬。這些視聽人口的習性改變，造就眼花繚亂的網紅時代崛起，其資訊傳遞的背後「真相」

已不再為人所關注，如今視聽大眾反倒更認同感性面的網紅立場，形成所謂「後真相」世代。 

隨著資訊成本降低，任何人皆可隨時隨地隨意上網，不再需要同步面對面溝通。閱聽人的耐性

降低，傾向看懶人包或攻略文，或聽取便捷的聊天機器人。 

尤其跟上意見領袖自媒體風潮，閱聽人情意上偏向「快思」，捨棄「慢想」。用最短時間（成

本），取得最便利（效益）的新知，例如以反諷為題，卡提諾狂新聞點閱率竟高達百萬人次。 

由於網路人口日益飽和，每周上網時間總量接近固定。時間，乃成為具有統計意義的「機會成

本」。同一位閱聽人難以同時間做兩件事，在時間衝突情況下，主流媒體、自媒體、網紅，莫

不使盡渾身解數、花招百出地分食「時間總量」這塊大餅。為了搶奪人們的眼球，網海競爭態

勢極為嚴峻，例如：一個新興的職業叫「投放手」，專門操作粉絲團後台媒體投放廣告。而投

放量身訂做的廣告，甚至原生廣告，係以「毫秒」為競標遊戲規則。 

當人們上網行動益發具有個別特色，包括時段、喜好、習慣、興趣，即變得更具規律、可預測

性。而大數據分析也益精準。同溫層同質性的推播，也更加熱門。而這種結交同好的屬性，會

讓上網人口與粉絲的黏稠度與忠誠度變高，形成新型態的「網路效應」與「鎖定效果」。結果

使群聚網站（如自媒體）的價值主張與偏好口味，變得更趨一致，此即新型態的「正向回饋」。 

於是乎，各種效應推波助瀾之下，全民自媒體「後真相」時代怎可能不來臨呢！


	2015.9.29-物聯網
	2017.7.27-大數據
	2017.8.1-自我揭露
	2017改變倡導者
	2017.9.1-大趨勢
	2017.11.15-自主學習
	2017.12.13-快狠準
	網路無遠弗屆的「快」
	邊際成本接近零的「狠」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付錢」模式下，大數據收集分析的「準」
	政府法規與企業心態要跟上

	比特幣
	2018-詩書畫
	2018.7.27-數位經濟
	
	2015.9.29-物聯網
	2017.7.27-大數據
	2017.8.1-自我揭露
	2017改變倡導者
	2017.9.1-大趨勢
	2017.11.15-自主學習
	2017.12.13-快狠準
	網路無遠弗屆的「快」
	邊際成本接近零的「狠」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付錢」模式下，大數據收集分析的「準」
	政府法規與企業心態要跟上

	比特幣
	2018-詩書畫
	2018.7.27-數位經濟

	
	2015.9.29-物聯網
	2017.7.27-大數據
	2017.8.1-自我揭露
	2017改變倡導者
	2017.9.1-大趨勢
	2017.11.15-自主學習
	2017.12.13-快狠準
	網路無遠弗屆的「快」
	邊際成本接近零的「狠」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付錢」模式下，大數據收集分析的「準」
	政府法規與企業心態要跟上

	比特幣
	2018-詩書畫
	2018.7.27-數位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