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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工智慧新時代

第一節　前　言

2016年3月，Google AlphaGo與南韓圍棋選手–李世乭展開

5回合的激戰。儘管最後擁有職業圍棋九段資歷的李世乭以1:4

落敗。備受全球矚目的棋賽，也瞬間讓全球的目光焦點轉向了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一詞開

始被熱搜，並不斷在各行各業中發酵，幾乎可說是到了凡事必

談人工智慧的程度。網路上散布著人工智慧新創企業的併購消

息，各國也積極推動相關政策，研究機構更頻頻發布重大研究

成果…等訊息。

進入人工智慧時代，國際大廠以不斷併購人工智慧新創公

司的方式，快速獲取人才及技術，確立領先優勢，AI創投資金

紛紛投入人工智慧領域，金額連年攀高。臺灣產業在面臨國際

競爭的態勢下，人工智慧毋寧也成為下一波國家及產業發展的

重點項目。

本書將從：(1)衡外情：調查各國政府政策推動及產業現

況，分析國際人工智慧技術與產業化發展現況及趨勢，(2)量

己力：檢視臺灣產業環境當前利基與契機，藉以擘劃臺灣產業

創新策略，探討我國產業數位轉型之創新模式。

第二節　人工智慧發展沿革與趨勢

一、人工智慧發展沿革

回顧過往的科技發展歷程，過去幾波的科技躍進鮮少如同

此次人工智慧熱潮規模之大且深遠，政府、學界、大廠及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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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說是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前仆後繼地投入，並獲得不錯

的突破，迅速將成果應用於企業及國家，驅動產業多面向的變

革。然而這次人工智慧的興起，是奠基於「研究浪潮」、「軟

硬體架構浪潮」和「深度應用浪潮」三段浪潮(如圖1-1所示)的

研發成果與經驗之上，伴隨大數據、晶片技術成熟、演算法技

術優化而快速發展。

圖1-1　人工智慧產業三階段

資料來源：資策會

(一) 第一波「研究浪潮」:

所謂「人工智慧」係指由人所製作的機器表現出來之智

慧，也就是以「人工」編寫電腦程式，模擬出人類智慧的行

為。其中包括模擬人類感官的聽覺與視覺辨識，模擬人類理

解、思考、推理的決策分析，或是模擬人類動作的移動與控

制等，在在都讓人們對於人工智慧未來的發展倍加期待。

早在距今七十多年前的1943年，便已有研究人員提出

今日人工智慧常用的神經網路架構。當時的人工智慧是依寫

定的邏輯程式運作，研究主軸聚焦於特定問題（如：迷宮、

棋局等）的推論、探索，應用範圍並不廣。由於當時電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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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才剛起步，又受限於電腦體積龐大、性能面臨諸多限

制，在運算能力及資料的限制之下，遲遲沒有帶來全面性影

響，再加上研究成果無法運用於情況複雜的真實世界，政府

與企業紛紛撤資或終止研究計畫，人工智慧技術的研發漸失

大眾關注。

在人工智慧研究陷入瓶頸時，電腦硬體科技的發展卻以

指數型方式大幅度成長。半導體晶片上的電晶體數目持續倍

增，推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也為後續人工智慧發展奠定深

厚基礎。

(二) 第二波「軟硬體架構浪潮」：

第一波人工智慧熱潮消退後，人工智慧研究趨勢便

從以數理邏輯為理論基礎，轉向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並自1980年前後起蓬勃發展。機器學習是資料科

學(Data Science)領域中的一個研究分支，融合電腦科學、統

計學、博奕理論…等多門學科。除了機器學習之外，另一個

研究方向則是學者運用數學模型模擬大腦神經網路的一系列

研究，帶動後來的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研究

熱潮，但隨後又遇到類神經網路無法突破多層運算的瓶頸。

此時取代類神經網路受到矚目的是「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當今有「深度學習之父」美稱的Geoff Hinton

在2006年發表的論文中，成功訓練多層神經網路，讓深度

學習技術可以模仿類似人類大腦的運作型態，並得以成形。

其後十年中，不同學者分別發表了像是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卷積神經網絡）、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遞歸神經網路）、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長短期記憶網路)…等核心技術研究。

「研究階段」成功發展下，學術界舉辦ImageNet圖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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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競賽邀集大型企業（如：Google、微軟…等）參加，各家

的圖像識別技術在競賽中相互較勁，帶動企業研發投入。遂

此企業開始嘗試將深度學習技術用於實作，掀起了一波語音

辨識、機器翻譯、專家系統、類神經網路…等研發熱潮，其

中最早也最著名的就是Google運用深度學習認識「貓」的各

種形體。而在實作過程中，Google也和Nvidia合作，在軟體

人員發展出合適的演算法及軟體架構過程中，Nvidia也發展

出適合深度學習的硬體架構。此後在各式各樣的開源程式碼

（如：Tensor Flow、Torch、Caffe…等）發展過程中，也相

繼有不同廠商提供對應的人工智慧晶片支援運算。然而此次

浪潮研發的技術依舊不夠好，無法達到人們的預期，因而退

燒。

(三) 第三波「深度應用浪潮」：

伴隨著各式軟硬體架構快速發展，人工智慧變得容易取

得、使用，不同新創、企業運用人工智慧中的圖像、語音、

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創造新興應用，使得各種產品、服務紛

紛結合多元人工智慧，讓人工智慧不再只是實驗室中的技

術，更進而走入產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例如SalesForce在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顧客關係管理）

產品中運用自然語言處理來理解客戶意涵，同時也藉由圖片

辨識分析客戶張貼在社群媒體上的圖片內容，藉以提供更貼

心、深入的應用及解決方案。

近年來，人工智慧已成為Google、Facebook、IBM等國際

科技大廠積極布局的領域，乃至是全球創投資金的熱門投資

標的。不僅頂尖國際企業為此移轉技術策略重心，世界各國

也紛紛發表人工智慧相關規劃及白皮書，提出各種關於人工

智慧相關科研方向、教育、產業、就業、資訊安全、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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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等政策內容，推動技術與產業的發展。

綜觀上述人工智慧發展歷程，第一波是在50年代後期至

60年代，研究聚焦特定問題(如：迷宮、棋局等）的推論、

探索。當時由於研究成果無法運用於複雜的真實世界中，因

而漸失大眾關注。隨後興起第二波熱潮，建構可在特定領域

中實現的專家系統，但遭遇無法建置常識級知識的困難，再

次退燒。上述兩波熱潮是由學術研究主導，但由於技術尚未

成熟且缺乏市場認同，政府與產業界投資金額不高，並未對

產業帶來顯著影響。

然而在目前的第三波熱潮中，隨著網路普及，物聯裝置

興起，大量資料取得也變為更加容易，有利於發展「機器學

習」技術的環境齊備。在商業需求的驅動下，產業界積極投

入相關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使得人工智慧熱潮迅速蔓延至全

球。換言之，不同於前兩波熱潮僅是短期現象，此次人工智

慧熱潮會對未來經濟、社會帶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圖1-2　三波人工智慧發展重點

資料來源：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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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慧技術發展趨勢

伴隨著近年的資料量、運算速度和演算法進展，人工智慧

儼然進入一個黃金時代。人工智慧所追求的功能、範疇不同，

智慧化的能力也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演化，並且不再受數據科學

的侷限，以不同的形式，進入人們的生活。人工智慧領域除了

不停進展，向各領域蔓延，同時也持續追求更高度的智慧化，

研發人員不停地思考「何謂『智慧化』？」、「智慧化的功能

有哪些？」、「智慧化可解決什麼問題？」。

人工智慧被應用於各類辨識（車牌、產品瑕疵、人臉、人

流）、醫療診斷(醫學影像判讀、生理大數據分析)、各類預測

（故障、來客量、訂單）、自駕車、對話機器人、個人化行

銷…等，提供感知、學習、推理，協助決策、問題解決，並為

企業帶來諸多商機。進一步根據人工智慧所追求的功能分類，

可以歸納出下列六大領域，分別是：(1)推論與推薦(Reasoning 

and Recommendation)、(2)語音辦識(Speech Recognition)、

(3)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4)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5)移動控制(Motion and Manipulation)及(6)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茲介紹如下：

(一) 推論與推薦

所謂「推論與推薦」，指的是運用邏輯推理及算式運算的

推論、推薦機制。過往在企業應用領域，巨量資料分析多是

針對結構化的歷史資料來進行分析，並以圖表方式呈現，讓使

用者能據此進行決策，也就是所謂「商業智慧系統」(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

伴隨著資料蒐集成本大幅下降，能獲得的資訊型態、數量

呈現爆炸性成長，特別是多元、非結構性資料為主。因此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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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進展至能運用多元手法（包含：統計、資料探勘、模

型比對及機器學習等人工智慧），為企業決策者提供更多、更

即時、多方考量的因果分析，甚或是提出決策建議。下表1-1

為商業智慧系統與人工智慧巨量資料分析兩者之比較。

表1-1　商業智慧系統及具人工智慧巨量資料分析系統比較

目錄 商業智慧系統 人工智慧巨量資料分析

資料格式 以結構化資料為主 結構化及非結構化資料

資料區間 以歷史資料為主 包含歷史資料、即時資料

分析及呈現方法
運用統計報表、數位儀表板

、OLAP

運用統計、資料探勘、模式

比對及機器學習方法

決策方式 使用者自行判斷 系統主動提供建議

資料來源：資策會

在這波人工智慧應用於巨量資料分析的趨勢下，衍生出

推論與推薦系統中的2個趨勢走向：

1. 從特定分析到情境分析

過去所使用的推薦引擎(Recommendation Engine)都只

是針對單一項目進行推薦；現在則會將不同資訊進行多任

務的學習比較後，給出在特定情境下更為適切的建議，

以Google Map路徑規劃為例，在不同時間點，規劃相同的

起迄地點會得到不同的路徑建議，在下班時段的路徑規劃

時，就會開始根據不同路段的壅塞情形、天候、交通工

具，提出最適合的建議，而非只是地圖上的最短路徑。

2. 從理論推理到數據推理

由於數據與各種結構化、非結構化資訊數量攀升，在

做不同推論及推薦時，現在開始會將不同且為數眾多的資

訊同時匯入，透過演算法的運算，自行找出數據與數據間

的相關性，而非運用理論進行因果推論，也就是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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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數據自行說話」，例如：螞蟻金服公司運用深度學習

及大量數據自行找出個人消費信用特徵，判讀個人用戶的

信用評等狀況，做出是否核決提供小額信貸的建議。

(二) 語音辨識

人工智慧的語音、語言領域又可分為語音辦識(Speech 

Recognition)及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二大範疇。所謂「語音辦識」主要是指將人類語音內

容轉換為對應文本(Speech to Text)之技術。近年受惠於巨量

資料及深度學習技術發展與突破，革新了自然語言處理的

分析技處，透過將詞彙轉換為詞向量(Word Vector或稱Word 

Embedding)的方式，讓電腦閱讀大量文章，經由前後文統計

特性，學習出每個詞彙的詞向量，提升語音辨識的抽象畫思

考能力，使得在不同環境下的語音辨識正確率得以快速提

升，並應用於語音搜尋、短訊輸入、撥號、多媒體控制、車

載導航、電話留言識別、遊戲控制…等領域。

除了上述應用外，近年由語音辨識衍生的服務還包括：

根據語音內容進行情緒辨識，讓系統聽懂說話內容並掌握

情緒，以及將文字內容轉成語音發聲或模擬人聲(Text to 

Speech)…等。

(三) 自然語言處理

「自然語言」泛指伴隨人類文明演進、社會發展產生的

語言，如：中文、英文、法文…等，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用來

溝通、交流思維時所用的語言，與人類為電腦所設計的程式

語言(即「人造語言」)有很大的不同。

所謂「自然語言處理」是開發讓電腦能「理解」人類語

言的技術，意即電腦可針對文章、對話內容進行上、下文理

解，進而瞭解其中的意涵，據以作出回應，進行人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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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用自己最習慣的語言來與電腦溝通。因此，電腦可認

知、理解與生成對話內容，與人們進行對話。

自然語言處理主要包括「自然語言理解（或語意分析、

文本分析）」和「自然語言生成」兩部分，前者係將人類語

言轉化為電腦易於理解、處理的形式，後者則是反過來將電

腦的程式數據轉化為人類可理解的語言。

雖然深度學習技術已明顯解決傳統曠日費時的數據標註

及人工模型設計問題，但人類語言的本質上，廣泛存在創新

性(新字、新詞)、歧義性(同音異義)、多義性(一詞多義)，再

結合說話當下的語境，形成一個極其複雜的狀態，對自然語

言處理技術發展而言，是個相當大的挑戰。故目前電腦的自

然語言處理能力跟過去相比，雖然已有長足的進步，但欲使

機器面對人時能自然對答，適切回應各種問題，仍有長遠的

路得走。

當前自然語言處理主要應用在網路意見探勘、機器翻

譯、社群媒體分析、資訊搜尋等，可歸納出下列3大發展方

向：

1. 從字詞填空到自動產生文章

過去已有以特定範本及欄位填空方式來產生論文、情

書或感謝函的文章產生器，但伴隨著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

進步，目前電腦已可自動彙整不同資訊，並據以自動產生

對應文章，例如：Narrative Science及Automated Insights所

開發的寫作機器人，能自動、即時的產生新聞稿、運動賽

事報導、財金新聞，甚至是公司財報分析等，大幅減輕媒

體或公關人員的資料處理、基本內容撰寫的負擔。

具體做法是系統先蒐集內、外部資料，透過語意分析

來瞭解不同事件情況，再由使用者設定寫作角度，據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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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對應內容結構，最後再依照所設定的語言產生文章(如

圖1-3所示)。 

圖1-3　自動寫作系統運作流程

資料來源：資策會

2. 從文章正負評價走向語氣分析

在語意分析方面，過去社群媒體分析已可針對整篇文

章進行(正或負)評價，企業可針對特定議題蒐集網路社群

資料，並進行正、負評分，作為行銷或銷售策略參考。近

年自然語言處理在斷詞斷句、字詞庫意涵或辨識模型上已

達到一定水準，可開始針對文章或對話中的每句話，進行

「情緒」、「語氣、「風格」及「用語傾向」…等分析。

人工智慧開始可理解每句話的語氣、情緒，將其運用至線

上文字客服系統，根據客戶詢問時的情緒指數適切的回應

客戶(如圖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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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語氣分析（Tone Analyzer）

資料來源：IBM；資策會整理

3. 從一問一答走向聊天對答

近年對話系統已從過去每次只能處理「一句話」的程

度，進化到可針對特定主題(如：銷售商品、客服)進行一

個段落的上、下文處理，大幅減少文不對題的對答情形，

並進行連續性對話。

首先蒐集大量不同文句，再運用長短期記憶法(LSTM)

等深度學習算法，讓對話系統學習文章上、下文的關聯

意，因此針對客戶的各種說法，便能應對得更為適切

(參見圖1-5)。此外，部分對話系統也採用強化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技術透過反覆回饋來學習對答，提

升對話的正確性。

圖1-5　銷售對答系統

資料來源：ＭindMeld；資策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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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器學習

所謂「機器學習」是指運用對資料的特定學習、理解方

式，讓系統得以對資料進行總結與歸納。許多研究人員將

「機器學習」演算法(如：神經網路、模糊演算法…等)運用

於電腦視覺、規劃、語音、決策…等人工智慧中，讓電腦發

展出圖像、語音、語意的辨識、自主規劃與決策、動作控

制…等能力，讓不同的人工智慧表現更貼近人類的判斷與行

為。

也由於近年物聯網、感測器日趨普及，有助於快速蒐集

資料，巨量資料應運而生，將大量數據進行資料清理及標

籤化後，可進一步透過「機器學習」的方式，讓系統自行學

習、理解資料，建構比人工設定更精確的模型。機器學習作

為各種人工智慧技術的核心，相關技術可歸納出以下2大發

展方向：

1. 從不開放到開放原始碼及平臺化

機器學習演算法是許多研究人員的智慧結晶，也是許

多公司的重要資產。但由於演算法日漸普及，近年來反而

有愈來愈多的公司、社群開放機器學習演算法（Torch、

Theano或Google之TensorFlow…等）的原始碼，提供給社

會大眾自由使用。此外，許多公司開發出簡單、易用的機

器學習平臺(如：微軟的Azure、Amazon的AWS)，讓使用者

能在短時間內建立推論、推薦系統。

2. 從大數據學習到小資料學習

近年人工智慧之所以興起，主要是由於使用深度學習

等技術，讓電腦自主且系統性的自行歸納大量資料(如歸

納上千張後學會辨識貓的特徵)，建立分析模型，研發人

員也無從得知各類資料彼此之間的關聯性。針對學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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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資料量這點，有不同的研究單位開始回歸根本問

題，思考是否可運用少量資料就讓系統自行歸納出結果，

出現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單樣本學習(One-shot 

Learning)…等技術。

(五) 電腦視覺

過去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受限於數據量及技術瓶

頸，大多僅運用於人臉識別、指紋辨識及交通號誌判斷…等

簡單任務。近年來受惠於巨量資料、類神經網路及深度學習

等技術日趨成熟，使得電腦視覺得以從學術研究跨入更多元

的應用領域，如：影片分析、移動機器人視覺導航、工業機

器人視覺系統、醫學輔助診斷及監控保全等，都以處理視覺

資訊為主，目前電腦視覺主要有下列3個發展方向：

1. 從單一判讀到多因子判讀

過去在判讀圖像時，幾乎都是針對單一圖片資訊進

行分析；目前則因ImageNet有上萬種圖片資料庫，可運用

這些資料訓練後，進行不同因子的綜合辨識。例如：UC 

Berkeley & Facebook AI Research 運用人的「姿勢」資料庫

來定義人在照片中常出現的姿勢，系統可以根據人的背影

進行辨識。

2. 從物件辨識到主題辨識

基於深度學習發展出的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在靜態圖片辨識率上取得重大突破，

並應用在不同領域(如：辨識癌細胞、車道、姿勢…等)後，

學術界便開始研究如何讓人工智慧「理解」圖片和影像，

學者李飛飛將長短期記憶法(LSTM)應用於語意處理，再結

合CNN的圖片辨識技術，使機器看到圖片後能再進行不同

文句的排序，運用文字描述所看到的影像(請參見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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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人工智慧針對圖片進行文字描述

資料來源：CVPR；資策會整理

上述技術可望運用於媒體或出版業，業者可先運用

人工智慧讀懂並描述圖片、影像資料(建立索引)，使用者

便可透過自然語言描述來搜尋影片、圖片。2017年Google 

Next大會上發布Google Cloud Video Intelligence服務，可自

動標示、描述影片。此外，新創業者Valossa也有類似服

務，並獲線上電影業者引進(請參見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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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Valossa的語意影片搜尋系統

資料來源：Valossa；資策會整理

3. 從雲端辨識(Cloud only)走向「On-Device + Cloud」

由於深度學習辨識影像需要較大的運算及存取資

源，許多技術方案是以雲端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形式提供，受限於在此種模式

運作下，裝置需持續連網，將欲辨識的影像資訊傳輸到雲

端進行分析，確認結果後再回傳至裝置上(詳見圖1-8)，因

此辨識效率經常受到網路流量的影響。

為解決上述問題，目前出現提供軟體開發套件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的方式，讓開發商可運用

開發套件將最佳化程式(演算法)置入裝置，不用連網也能

進行視覺辨識。軟體開發套件也能透過連網的方式更新演

算法，讓裝置能取得技術供應商目前最佳的辨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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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On-Device+Cloud及Cloud Only的系統運作

資料來源：資策會整理

(六) 移動控制

所謂「移動控制」(Motion and Manipulation)是指聚焦不

同種類的機械控制，以自駕車移動及無人機、工業機械手臂

自動化為主。就機器人而言，期待機器能模擬人或其他生物

的移動、控制方式，協助人類工作與生活。近年發展趨勢包

括精密機械整合、材料、仿生學及導入新一代人工智慧演算

法，主要發展方向歸納如下：

1. 從單獨個體到協作互動

過去產線上的機械手臂幾乎都是單獨運作，伴隨著移

動控制技術的進步，目前已有許多能進行人機協作的機械

手臂(如：Universal Robots及Rethink Robotics)，也可進行

機器間彼此相互協作(如：可彼此協作溝通的Amazon倉儲

搬運系統Kiva System)的機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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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程式設定到自主演化

在工廠的現場實務中，只要每次調動產線，管理機械

手臂的工程師往往得大費周章重新設計手臂安置的位置，

手臂移動及抓取動作。目前運用感測器、虛擬技術、深

度學習及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機械手臂可

以自主學習，並達成工作目的，例如：日本新創Preferred 

Networks就和機械手臂大廠Fanuc合作，運用3D感測器檢

測數個圓形柱工件，並透過不斷自我學習掌握良品工件的

特徵，外並主動學習，規劃手臂取件角度，進行判讀及捉

取(如圖1-9所示)。

圖1-9　自主學習手臂進行零件判讀及捉取

資料來源：Fanuc，資策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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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加速機械手臂自主學習，愈來愈多企業透過

模擬系統讓機械手臂自主化，可大幅降低機械手臂實機

耗損，不同情境的模擬並讓機械手臂學會移動、控制、因

應、判讀，例如：Nvidia提供Isaac平臺，讓機械手臂廠商

可利用模擬環境推動機械手臂的各種動作學習，甚至可同

時進行上百部機械手臂的模擬學習，整合彼此的學習經驗

(請參見圖1-10)，進一步加速學習。

圖1-10　運用模擬器進行自主學習手臂訓練

資料來源：Nvidia，資策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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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下游概述及新市場趨勢

(一) 成為應用主流前的三大潮流

分析近幾年的趨勢演進，可看出人工智慧不僅只是創新

科技，更可望成為「破壞性創新」的源頭，企業端AI自動化

的推動也促成新一波的企業流程設計浪潮出現。然而在AI真

正成為主流應用之前，還可觀察到下列三大潮流：

1. 透過資料衍生營收的商業模式漸漸出現

由於目前AI主要仍透過大量資料訓練及建模，而所運

用的資料本身，也可以成為產品，像是提供交易資料給想

要建立AI訓練模型者，資料也可以用於強化產品屬性，讓

現有演算法更精確。此外資料也可望為現有商品的周邊服

務，如：Data-as-a-Service (DaaS)，設備商可回饋製造最佳

化建議給工廠經營者，甚或讓服務成為產品之一，像是飛

利浦包下荷蘭機場照明設施，推動能耗最佳化，以賣照明

時數計價，不賣燈泡。

2. 三年內，企業應用AI推動多元改革，提升總體競爭優勢

在許多不同的行業中，已逐漸可看見AI技術運用後所

帶來的革新，儘管各行業所選擇的最佳切入點不同，大多

還是從營收、成本、企業資源占比最大部分開始著手。像

是在製藥業、材料開發領域，導入AI技術加速研發創新，

在金融業運用AI技術減少詐欺事件的發生，並且提高毛

利，在製造業、物流業、公部門運用AI增加員工生產力，

或是在服務業、電商業者，則是運用AI協助進行線上客

服，提升客戶體驗…等。

3. 多種AI關鍵差異化因素出現

AI技術百百款，如何推動差異化，並在組織內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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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able)運用，帶來重大影響(Impact)才是重點。目前常

見差異化因素有「個人化體驗」、「自動模型生成」、

「即時分析/推薦」、「滿特定需求」、「適應性學

習」、「多種資料處理能力」…等，一家企業不需要尋求

多種差異化，只需將一種差異化因素追求到極致，就能創

造競爭優勢。

(二) AI產業上、下游：

1. 資料蒐集

企業引進AI時首先面要對的問題是，不清楚該蒐集哪

些資料，以及資料量是否足夠。然而能在大同小異的商業

流程中，找出重複性高且消耗資源的環節，以AI創造流程

差異化，提高附加價值，才是創造優勢的不二法門。針對

此一痛點，已出現專門協助特定產業蒐集特定資料(如：紡

織業驗布程序)的顧問公司，此類顧問公司的價值在於縮短

企業學習曲線，瞭解應該以何種方式蒐集何種資料(如：影

像、聲音、熱能…等)最有利於解決品質與產能問題。

2. 資料標註

在現有技術下，進行「非監督式學習」往往需要仰賴

大量資料，對一般企業來說，考量成本合理性，還是傾向

採用「監督式學習」，但「監督式學習」，初期必須投入

大量勞務以進行資料標註。目前除了醫療…等專業領域，

仍必須仰賴醫生進行資料標註外，許多企業已選擇將資料

標註工作委外進行。因此出現了像Amazon的MTurk、印度

Wipro等國際性眾包平台，以及在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專業

數據標註聚落，臺灣也有如：易識平台、若水國際…等專

業資料標註企業。

3. 演算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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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是「處理數據的特定規則與方法」，為AI的核

心技術。面對大量數據資料，想透過觀察找出其中的規

則，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要將為數眾多的規則轉化

為程式編碼，更需耗費龐大資源。因此AI是以真實資料為

根據，透過演算法讓電腦自主學習。近期重大突破則在於

學習如何讓電腦自動提取特徵，目前有許多外包企業可協

助公司取得所需的演算法，亦有許多顧問公司擁有企業內

生演算法的能力。最後，還出現「共創平台」舉辦公開競

賽，釋出資料讓學界、新創公司發展演算法，大幅縮短企

業學習曲線與時間。

4. 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業者的出現，有助於走完AI應用落實的最後

一哩路。由於從演算法到最終企業解決方案還有一段路要

走，一般企業不見得具備相關整合能力。因此大部分系統

整合業者可提供的價值是協助企業將演算法嵌入現有資訊

系統中，並微調各項參數以追求最佳化，並長期維運。取

得演算法後，通常還必須仰賴原有資訊系統商或系統整合

商協助，進行長期自動化或半自動化調整，才能使整體AI

應用徹底落實。

(三) 市場新趨勢：

不過在AI技術普遍應用的同時，「可信任」這點也開始

受到重視。如果不正視並解決AI的可信性問題，AI技術越是

強大，人們反而更不敢使用，導致AI無法全面應用與普及。

因此IBM針對「可信任的AI」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並

反思「『可信任的AI』應具備哪些要素？」，IBM認為AI技

術是否可被信任，必須要問下列4個問題：

 是否無私(Selfless)?技術符合價值觀，並對社會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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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或私密(Open or Intimate)?技術為可解釋，且有產品說

明書(Factsheet)。

 是否可靠(Reliable)?技術必須公平(Fair)、韌性(Robust)、安

全(Safe)。

 是否可信(Credible)，能否勝任(Competent)?是否具準確性

(Accuracy)。

針對上述四個問題，IBM提出下圖1-11四項要素來回

答，以定義出所謂的「可信任的AI」。其中IBM強調：韌性

(Robustness)不等於準確度(Accuracy)，公平性(Fairness)則根

據目的不同有21類定義，針對不同定義也有不同的去偏見

(Debiasing)技術。可追蹤性(Lineage)則代表演算法的產出必須

是有紀錄可追蹤，避免遭操縱或誤導；最後IBM歸納出一套程

序圖，用來進行可解釋性(Explainability)的檢驗。

I B M 推 行 自 律 規 範 ， 倡 議 A I 產 品 需 有 產 品 說 明 書

(Factsheet)，確保未來演算法發展不使用未授權的非法資料或

違反隱私權的資料。

圖1-11　IBM據以定義可信任的AI技術之四項要素

資料來源：IBM(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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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

金融業以AI模型分析，預防信用卡詐欺的應用方式十

分常見，但是罪犯詐欺行為經常改變模式，以避過現有模

型檢測，因此如何能發現當前詐欺偵測模型失效，以進行

重新訓練，對信用卡公司而言十分重要。

Mastercard領先業界，以AI來監測「AI防詐欺模型何

時失效」。首先，該公司建構計分卡(Scorecard)制度，將

防詐欺模型使用計分卡細分為「款項」、「風險」、「交

易商」、「刷卡用途」等四種，分別訓練模型進行評估後

再加總四者的結果，最後再以另一個獨立AI監測四者是否

發生異常(Abnormal Detection)。此模型在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階段，就已提早發現並防止超過300萬美元的刷卡

詐欺事件發生。

儘管Mastercard模式的分析模型看起來及為有效，卻

也可能面臨至少下列五種挑戰，分別是：資料取得、技

術開發、企業文化、道德檢驗、數學方法。此外也因為

Mastercard模型無法避免會存有若干偏差(Bias；如不同居

住地的信用額度明顯不同)，但可透過統計來標竿比較

(Benchmarking)偏差大小進行修訂。此外，監測用AI模型

的正確度(Accuracy)、穩定度(Stability)往往也無法兼顧，

得仰賴經驗豐富的專家參與，協助決定以何種特徵為重，

從中取捨與妥協(Trade-off)。

投資銀行Goldman Sachs則是在90年代便開始應用

類似神經網路技術，用於辨識手寫支票，判定刷卡交

易通過與否。當時的機器學習雖未達到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的程度，但也有效提升銀行服務的效率。

當前金融業大量採用機器學習，除了應用在前述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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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詐欺預防外，也因為下列三個原因，將機器學習運用

在房地產相關的金融業務上：首先，現在的技術可處理如

文字、影像…等新形態的資料；其次，可訓練具數百萬相

關係數的大模型，據以回答如創新型態房地產估價等新形

態問題(給予區間、機率分配預測值，而非點預測值)；最

後，可輸入房屋外型照片與文字敘述資訊，再參考相鄰道

路、位置、實價登錄、近期房地產新聞資訊等，以適當機

率模型表現房價。

2. 法律 

Fortune 500的公司當中，已有85%的公司使用湯森路

透公司（Thomson Reuters，簡稱路透社）開發的法律資料

庫軟體，而且每天至少有十億人會閱讀該公司產出的新聞

內容。因此湯森路透公司決定開發法律文字問答機器人，

以憑藉上述優勢提升客戶體驗。不過由於牽涉的資料來源

眾多且分散各處，應用目的也天差地別，應用程式介面

(API)能選擇的人工智慧更是種類繁多，在系統開發初期光

是要決定資料來源、應用目的、應用程式介面、技術選項

等問題，便耗時許久才定案。

後期建立「問答能力」時，也面臨數個主要技術障

礙：首先是問題類型，湯森路透公司將法律問題區分為

下列基本類型，分別是：與人事時地物相關的「事實查

詢」、說明專有名詞定義的「定義查詢」、牽涉數學運

算相關的「計算/分析型」、比較觀念或實體的「比較

型」，以及「邏輯型」(如：列出所有登記在本地的公

司)等五類問題。同時也將資料內容形式也可區分為「結

構化」(如：資料庫)、「半結構化」(如申報文件)、「非

結構化」(如：自由書寫文件)、「多媒體」(如：影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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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數值型」。

其次，第二個技術障礙是統整內容來源。第三、第四

個技術障礙則是問題處理、理解及尋找答案，特別是在自

然語言處理領域，不同的敘述可能意義近似，又或是同一

個字詞用在不同地方，卻有不同的意思，再加上法律用語

較一般生活用語更為艱澀，機器即使能回答，也常會因理

解不清而答出相關但不正確的解答。湯森路透公司表示問

答機器人目前主要使用BERT、XLNet兩種模型進行研究，

已有不錯的結果，但離實際應用階段還有些一段路要走。

3. 不實資訊辨識

社群網站龍頭Facebook藉由人工智慧建構偵測惡意內

容(Malicious content) 模型，避免網路霸凌、不當言論、假

新聞、不實內容…等散播，主動撤除惡意內容，維護社群

平台使用者的權益。

首先內容偵測方面，Facebook不僅是檢驗「內容」

(Content)，也考慮到「行為」(Behavior)、「參與者」

(Actors)面向。因此在內容方面，Facebook聚焦語言理解、

影片理解、極端影像、人員理解等四個重點，針對個別重

點先確立據以篩選不當內容的特徵，然後四個重點彼此之

間還需要交互參照，以驗證其所呈現的內容是否存有疑

義，例如一張照片可能需以光學字元辨識，再加上臉孔識

別、身體姿勢/手勢理解，以及文字說明分析後，融入同

一個模型中進行綜合分析，才能真正理解照片的意圖做出

結論，而不至造成誤判。

就「內容」而言，特別是關於真實性的判定，除了應

該參考該社群網站上的原有文章外，也會引用大量外部新

聞、網頁進行比對分析。而從先前已進行過的審核與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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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可以找到許多類似語意的變造、偽造模式以供參

考。在「行為」方面，則是會將整串對話都考量分析後才

能下判斷。但是針對低流行性主題，為加強偵測效果，則

需使用「非監督式學習」與「低強度監督式學習」並行的

方式，且需獲得較佳之告知背景(Inform context)後，協助

判定使用者行為。在有了互動個體的個別內容信號與行為

信號分析之後，最終可統整為「參與者」面向的結果。

四、人工智慧產業發展主軸

綜上所述，種種國際趨勢顯示人工智慧帶動各領域的嶄新

應用、新產品應運而生，帶給使用者全新體驗，臺灣產業未來

轉型方向亦在於此。此次人工智慧帶動的新一波科技革命，將

朝下列兩大主軸方向發展，促成整體產業革新。第一個主軸

是「AI產業化」，意即AI本身成為一類產業；第二個主軸則是

「產業AI化」，也就是說將AI運用到臺灣各產業中，與既有產

業合而為一，發展出新產品及新服務樣貌。

(一) AI產業化

AI產業化係指提升人工智慧系統核心能力的技術與產業

發展方向，包含巨量資料擷取與分析、先進演算法開發、高

效運算能力等。從晶片、軟硬體等方面著手，可望提供各領

域更精準的辨識率、更準確的預測能力與更快速的學習能

力。

(二) 產業AI化

產業AI化主軸則是將上述和人工智慧核心能力應用到不

同產業領域，提供更多商業模式轉變的契機。透過現在連接

未來，從已知開拓到未知等轉變，使產業得以發展出更多嶄

新體驗、應用與新產品，例如從銀行的通報理財轉變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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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車子本來需要人員駕駛，未來則由系統駕駛；無人機

送貨原本需要飛控員，未來則可以無人操作，自動輪值；未

來電話客服也將從人員接聽轉變成電腦系統自動接聽、回應

的虛擬客服…等。

圖1-12　AI產業化的核心能力與產業AI化的應用服務發展主軸關係示意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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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人工智慧政策綜覽

人工智慧蘊含的龐大商機，吸引各國加入這場科技爭奪戰，希

望能搶先其他國家建立技術標準，成為AI技術大國、強國。本章將

介紹較具代表性的幾個國家，包括：美國、中國大陸、日本、歐

盟、英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國之人工智慧發展策略，概述各國技

術研發、產業扶持、人才育成…等面向的政策方針。希望有助於瞭

解各國推動人工智慧技術開發與產業發展的思維與機制，做為擘劃

臺灣人工智慧技術與產業政策之參考。

第一節　美　國

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布局領先全球，建構出完整產業鏈及生態

系，近來也已發布多項政策、法案及推動措施，支持AI技術全面發

展與應用。

2016年下半年，美國白宮就曾先後發布《國家人工智慧

研發策略計畫》(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準備迎接人工智慧未來》(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報告、《人工智慧、自動化與

經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報告，

展現出對AI科技為未來產業與經濟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之高度重視。

上述三份報告均提及要以AI來提升美國的總體競爭力，並特別

聚焦在農業、傳播、教育、財務、政府服務…等14個重點應用領

域。此外，並提健全AI制度和法案、注重資料安全與資訊安全、建

立相關標準與指標、發展AI資料共享環境、評估AI就業影響與人力

需求等配套措施。

此外，美國政府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協調聯邦政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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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該小組成員負責編寫《國家人工智慧研發策略計畫》，

定義出AI研發技術投資框架(詳見圖2-1)，並提出下列三大重點：底

層為建構發展環境，包括：道德、法律、資安、標準、資料環境、

人才與勞動力…等面向；中層為投資與人工智慧進步所需的相關基

礎技術研究，包含「長期投資」與「人機協作」兩類；上層則為布

局預期受益於AI進步的應用市場，為社會與商業創造實質影響。

圖2-1　美國AI研發技術投資框架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2018年5月10日，白宮舉辦「人工智慧技術高峰會」，邀請政

府各部門(農業部、商業部、國防部、衛福部、交通部、財政部、

NSF…等)官員、企業代表(Google、Intel、Amazon、Facebook、美國

銀行、波音公司…等近40家企業)與頂尖學術研究機構的領袖、專

家們與會共商。會後發表的《2018年美國白宮人工智慧技術高峰

會總結報告》(Summary of the 2018 White House Summi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Industry)中，承諾未來將優先資助AI技術

相關研發項目，移除阻礙AI創新的相關法規，加強培育AI人才，支

持STEM教育，並利用人工智慧提升政府服務效率，擴大人工智慧

國際協商與跨國合作…等。同時，報告中也宣布成立「人工智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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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委員會」，協助向白宮提供人工智慧研發方向相關政策建議。

此外，美國在2018年10月發布《美國先進製造業領導戰略》

(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報告

中，分析美國製造業競爭力、願景、目標、戰略方向等，並認為製

造業若要領先，需掌握包括工業機器人、人工智慧、高性能材料、

積層製造、半導體和混合電子、光子學、先進紡織…等。同時為使

工業機器人技術能趨向成熟，與人相互協作，人工智慧需要容許機

器人能夠預測人類行為，以避免發生職安問題。

其後2019年2月，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美國人工智慧倡

議》(American AI Initiative)，敦促各部會未來應投注更多預算在AI

技術研發上，政府部門也應該協助研究機構使用政府資料庫中的數

據(如：交通、醫療等)及演算法等。為此相關部門並開始起草AI產

業規範指南，確保AI使用安全性和倫理。倡議內容還提及必須為就

業者提供電腦科技相關培訓，推動教育領域的AI應用，並積極與國

際合作，促進美國AI產業發展進一步國際化且更具優勢。

2019年6月，白宮又更新《國家人工智慧研發策略計畫》，

提出2019年版，明確指出八項策略重點：(1)對AI研究進行長期投

資，(2)開發人機AI協作方法，(3)解決AI安全、倫理、法律與社會

影響問題，(4)確保AI系統的安全，開發可靠、安全、可信賴的AI系

統，(5)開發AI教育訓練、測試用共享公共數據集和環境，(6)為AI

開發包括技術標準和基準的廣泛評估技術，(7)瞭解國家AI研發人

員的需求，改善研發勞動力發展機會，(8)與學術界、產業、國際

夥伴合作，擴大公私合作關係，加速人工智慧發展。

第二節..中國大陸

2015年5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中國大陸製造2025》行

動綱領，揭示10年內智慧製造發展願景與目標。在綱領中提出9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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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10大重點領域、5項重大工程，推動中國大陸企業活用互聯

網、大數據技術，以創新驅動方式提升帶動產業革新，提升生產

力。兩個月後，2015年7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積極推

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其中首次將人工智慧納入重點

任務之一。

2017年7月，國務院又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緊

接著2017年12月，工信部也頒布了《促進新一代人工智慧產業發

展三年行動計畫（2018-2020年）》，目標為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

人工智慧創新中心(請詳見圖2-2)。為達成目標，在2020年需要實

現一系列具體目標，包括晶片大規模生產、製造業能源效率提升

10%左右等，致力發展高階智慧產品及核心基礎。相關關鍵推動措

施包括產品規模化、核心技術、智慧應用深化、產業支撐體系並

進；同時利用《中國大陸製造2025計畫》和相關國家科技計畫(專

項、基金)支援AI產品及軟硬體開發、應用試點；支援人工智慧企

業與金融機構加強對接合作。

圖2-2　《促進新一代人工智慧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畫》執行內容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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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憑藉市場優勢，中國大陸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頒

布了《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針對推動AI技術「標準化」提出

四項理由：

1. 標準化工作有利於加快人工智慧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現階

段人工智慧技術發展迅速，市場上逐漸出現了可規模化、商

業化的產品和應用，需要以標準化手段固化技術成果，實現

快速創新推廣。

2. 標準化工作有助於提升人工智慧產品、服務品質：市場上的

人臉識別系統、智慧音箱、服務機器人…等產品品質參差不

齊，需要以標準統一規範，提升產品、服務品質。

3. 標準化工作有助於切實保障使用者安全：例如自駕領域的

「道德難題」、蘋果手機指紋洩露用戶隱私…等問題都引起

人們廣泛關注。如何保護使用者權益是難點也是重點，因此

需建立以人為本的原則，制定相關安全標準規範，確保智慧

系統遵從並服務人類倫理，確保資訊安全。

4. 標準化工作有助於營造公平開放的人工智慧產業生態：當前

行業巨頭以開源演算法、平臺介面綁定…等方式打造自有深

度學習框架生態體系，造成使用者資料較難遷移。想解決這

個問題，需要制定統一標準，以實現廠商之間交互操作與協

同工作，防止行業壟斷、用戶綁定，形成良性產業生態。

上述理由雖然都是從如何讓「產業良性正常發展」的基本思維

出發，然而進一步深入研析便可發覺，第四項的「防止行業壟斷、

用戶綁定」，可能才是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推動人工智慧技術標

準化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節　日　本

2016年以來，日本政府陸續發布多項AI相關政策與計畫，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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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機械製造、機器人、醫療等日本具傳統技術優勢的領域，以

硬體帶動軟體的，推升AI技術發展，以創新方式對應社會需求，解

決社會課題，帶動人工智慧產業發展。

相關政策、計畫包括2016年1月發布的《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

計畫》，2016年7月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慧促進戰略》，2017

年3月發布的《人工智慧技術戰略》、2018年7月發布的《綜合創

新戰略》，2018年8月發布的《人工智慧技術戰略執行計畫》及

2017、2018、2019年等不同年度的《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

等，且都與內閣府於2016年1月在《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

（2016-2020）》中首次提出的Society 5.0（社會5.0）緊密扣合。

所謂Society 5.0就是「超智慧社會5.0」的構想，希望透過

IoT、機器人、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技術的高度融合及運用，滿

足人們未來生活中的各式需求，提升人們食、衣，住，行方面的便

利性，同步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促成生產、生活與生存方式

改變，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舒適且充滿活力的高品質生活，建設以人

為本的新經濟社會，讓AI技術走入人們的生活。因此，Society 5.0

更勝於僅聚焦製造業領域的德國工業4.0。

上述相關政策、計畫中，《人工智慧技術戰略》擘劃了2017

年到2030年間的人工智慧技術、產業化的、發展藍圖，以 「生產

效率」、「健康、醫療、照護」、「空間移動」、「資訊安全」等

核心領域為主，分三階段進行官民合作，藉以推動AI技術研發及社

會實際應用。

其次，2018年發布的《綜合創新戰略》則是致力要讓每位公

民都能掌握人工智慧技術，獲得能滿足需求的商品和服務，實現自

由、安全的交通，確保網路安全。首先將於下列5大領域領先全球

推動AI技術的社會實際應用：(1)健康、醫療、照護，(2)農業，(3)

國土韌性，(4)交通基礎建設、物流，(5)地方創生（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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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未來數位社會的基礎知識（相當於「讀、寫、算盤」等

基礎素養）如「數理、數據科學、AI」相關知識、技能，戰略中

提及要使所有國民得以培養相關能力，相關人才得以活躍於社會

各領域。戰略以2025年為目標年度，設定下列目標：(1)所有高中

畢業生（每年約100萬人）具備「數理、數據科學、AI」相關基礎

知識。此外，針對嶄新社會願景及產品、服務設計等，透過問題

發現、學習解決等相關體驗，涵養創意，(2)培育具備數據科學、

AI素養，並能應用於各專業領域之人才（每年約25萬人），(3)發

掘、培育能應用數據科學、AI推動創新，並活躍於國際之人才（每

年約2,000人，其中頂尖人才約每年100人），(4)開辦數理、數據

科學、AI相關學養之成人教育課程，以供社會人士（每年約100萬

人）進修，(5)增加留學生學習數據科學、AI等之機會，希望使日

本成為能吸引全球研究人員齊聚的AI研究據點。

表2-1　日本人工智慧技術研發之部會分工

主責部會 負責內容

總務省
研發創新AI網路統整基礎技術、確立IoT共通基礎技術及推動

實證…等

文部科學省 人工智慧、大數據、IoT、資安整合計畫

厚生勞動省 開發人工智慧以加速新藥開發

農林水產省 應用AI開發食品有效流通支援系統

經濟產業省 開發新一代人工智慧、機器人核心技術

國土交通省
舉辦大規模活動時，根據室內外人流數據及壅塞預測等，達

成最適化引導…等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

除了前述大方向相關政策外，文部科學省也發布《AIP計畫

（先進整合智慧平台計畫）》，並與經產省、總務省共同參與「人

工知能技術戰略會議」，研擬「人工智慧技術戰略」作為產業化藍

圖(詳見圖2-3)。該戰略聚焦三大重點領域(生產製造、健康/醫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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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空間移動)，加上資安產業為橫向支撐技術的產業生態系，希

望帶動產業與經濟發展。同時，該戰略透過產政學合作推動研發計

畫，並將培育能馬上活躍於第一線之人才視為當務之急。針對產業

化進展，該戰略區分為三階段推動，循序建立產業生態系。第一階

段(至2020年)著重各領域進一步應用數據驅動型AI，是相關新產業

萌芽時期；第二階段(至2025~2030年)力求跨領域應用AI、資料，

重點在於相關新態產業規模擴大；而第三階段(2030年～)則期望各

領域服務能相互串聯，形成生態系。

圖2-3　日本AI研究開發目標與產業化藍圖

資料來源：日本人工知能技術戰略會議資料

第四節　歐　盟

為因應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挑戰，並促進歐洲地區共同發展人

工智慧，歐盟陸續發布多項相關協調計畫及行動方案，希望藉由跨

國合作，增加資源投入、研究數據、人才育成及開發規劃、道德標

準等。

首先，歐盟政治策略中心(EPSC，歐盟執委會內設智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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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人工智慧戰略》(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請參閱圖

2-4)，24個成員國及挪威於2018年4月簽署人工智慧合作聲明。至

2020年為止，歐盟將對AI領域投資約15億歐元，希望藉以帶動公

共、私人資本參與，預計投資總額將達到200億歐元，最終目標則

是建構「以人為本」的人工智慧時代。

關鍵措施還包含培訓個人AI技能，推動傳統體制和政策工具現

代化，確保以人為本的AI發展路徑，同時建立歐盟自有AI品牌。

圖2-4　歐盟《人工智慧戰略》架構與內容概要

資料來源：EPSC Strategic Notes

除了前述的《人工智慧戰略》之外，2018年歐盟國家還簽署

了《人工智慧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f Cooper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並據此發布《歐洲人工智慧通告》(Communication 

on AI)，以促進歐盟整體對人工智慧的研究投資，解決因人工智慧

衍生而出的各種法律、道德問題。

此外，歐盟並提出下列政策宣言，如《歐洲人工智慧發展

方向》(European Approach on AI)、《AI發展的協調行動計畫》

(Coordinated action pla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I)、《歐洲製造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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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行動方案》(AI made in Europe)…等，並推動成立「人工智慧聯

盟」(European AI alliance)，以上這些做法，均倡議增加研發投資、

提供更多的數據及培育專業人才。

第五節　英　國

2018年4月，英國發布《AI產業協議》(Industrial Strate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tor Deal)，陸續推出一系列人工智慧人才相

關政策方案。英國嘗試以五大構面（創意應用、人才、數位基礎

建設、商業環境、場域）拉動國家轉型成為AI與數據導向經濟體，

《AI產業協議》中並發表具體策略，目標為提高英國國內生產力及

收入。五大構面具體策略包括：

1. Ideas（創意應用）：AI創新應用、增加研發支出、支援AI與

數據科學研究、支援AI創新以提高生產力、刺激國內產業及

政府公部門等投入AI

2. People（人才）：吸引並連結全球頂尖AI人才；推動產學合

作，以確保高度專業人力；放寬傑出人才簽證數量配額，以

吸引全球最佳人才。

3. Infrastructure（數位基礎建設）：開放數據並建立公平、安

全的數據共享框架，加強英國現有數據基礎設施；提供堅韌

數位、電信基礎建設。

4. Business Environment（商業環境）：擴大支援知識密集型新

創企業，制定政策支援人工智慧；向全球推廣英國人工智

慧；改善AI業務環境。

5. Place（場域）：與地方重點產業聚落合作，建設下一代數據

基礎設施；與關鍵聚落緊密合作，支援AI企業，確保整體數

位連結。

此外，有鑑於全球對於AI人才需求急切，英國陸續在2017年



第二章　各國人工智慧政策綜覽 ��

10月的《促成英國人工智慧產業發展報告》(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UK)、2017年11月的《產業策略白皮書》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及2018年4

月的《AI產業協議》(Industrial Strate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tor 

Deal)中，闡述將投注於AI人才育成、延攬方面的作法與期待，最終

目標希望能將AI人才留在英國。英國規劃透過不同管道培育、吸引

不同層面的AI相關人才，包括：

1. 革新基礎教育：國民教育方面，預定投入4.06億英鎊以強化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教育，並預定資助8,000名

電腦教師提升技能。

2. 支援成人教育：首期將投資6,400萬英鎊推動「國家再培訓

計畫」（National Retraining Scheme），支援職場勞工培養AI

相關技能。

3. 多元人才培育方案：包括產學合作之人工智慧碩士培育方

案、一年制轉領域人工智慧碩士學位、採學分制的大規模進

階開放線上課程(MOOCs)及可取得碩士學位的線上持續專業

進修(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課程等，並於頂尖

大學中創造至少200個人工智慧博士學位。

4. 增加專業菁英簽證名額：放寬「傑出人才簽證」(Tier 1 visa)

數量配額，從以往的1,000人調高為每年2,000人，以吸引科

學、數位技術(包括AI)、工程、藝術和創意產業中的全球優

秀人才。只要獲得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英格蘭藝

術委員會(Art Council England)、英國皇家工程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英國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中

任何一個單位提名推薦，無須雇主擔保，即可取得此簽證。

5. 增加獎助學金：各大學與圖靈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

合作，推動國際性學術獎助方案。同時政府也將投資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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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支援「工程與自然科學研究委員會」(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PSRC)的各個博士培訓中

心，並透過中心分配AI相關獎學金。

第六節　新加坡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於

2017年提出未來五年的《AI.SG人工智慧發展計畫》(見圖2-5)，

主要目的為解決交通、人口老化等社會、產業課題，資助人工智

慧研發，以免在科學創新潮流中落後，並促進企業人工智慧創新

應用與人工智慧技術商業化。該計畫將投資1.5億坡幣，整合國家

研究基金會、智慧國家與數位政府辦事處(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SNDG)、經濟發展委員會、新加坡資通訊發展管理局、

新加坡創新機構(SGInnovate)及綜合保健資訊系統公司等6個公家單

位合作推動。計畫並鎖定金融、都市管理、醫療保健等3大應用領

域，希望能成為全球由政府機構驅動AI技術發展此一模式的典範。

圖2-5　新加坡《AI.SG人工智慧發展計畫》之計畫構面

資料來源：AI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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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新加坡發布AI戰略–《國家AI戰略》(National AI 

Strategy)，願景為至2030年，新加坡成為具影響力的AI解決方案領

導者，並選定「海關邊境安全、醫療、房產管理、教育、物流」等

五大發展重點。海關方面將運用指紋、臉部、虹膜辨識等技術，使

旅客通關更為快速。醫療方面則結合臨床數據、基因資料庫及醫

學影像、健康行為等資訊，將AI技術應用於預防和疾病管理。房地

產管理方面，可透過AI預測房屋問題，提前進行養護工程。教育方

面，AI技術可協助教師執行某些英語作業的評分程序，使教師可騰

出時間專注於其他工作。

戰略中也提及建立AI整體生態系，包括漸進式可信任的環境、

資料架構、產政及社群三方協作、國際合作與教育改革等構想。新

加坡並將在2020年推出首個AI工程師認證框架，以利工程師證明

本身具備在真實情境中執行AI相關計畫的技術與能力。

第七節　加拿大

根據《2019年全球AI人才報告》（Global AI Talent Report 

2019）調查結果顯示，加拿大雖缺乏雲端大數據服務商，但人口

比臺灣稍多，具備國家發展政策及各都會區生態系差異化建構能

力，是全球唯一同時名列全球人才、技術影響力前五大的國家。

2017年，加拿大提出全球第一個AI發展五年計畫–《泛加拿

大人工智慧策略》(Pan-Canadian AI Strategy)(見圖2-6)，預計斥資

1.25億加幣(約30億台幣)支援AI研究與人才培育，其中包括資助多

倫多大學向量學院(Vector Institute)、蒙特婁大學人工智慧研究室

(Montreal Institute for Learning Algorithms, MILA)、亞伯達大學機器

智慧研究所(Alberta Machine Intelligence Institute, AMII)等。加拿大

當地還有大量的AI新創公司，微軟、Google、Amazon、IBM等大廠

也在此設立AI實驗室等，為加拿大AI技術實力奠定深厚基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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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AI生態系(請見圖2-7)。

圖2-6　各國AI策略一覽與發布時序

資料來源：Politics + AI

除了最早提出國家AI發展策略外，加拿大也有多位大神級的AI

教父扮演早期技術耕耘者，包括：Geoffrey Hinton(有「人工智慧教

父」、「深度學習之父」美譽，也是「深度學習三劍客」之一)、

Yoshua Bengio(「深度學習三劍客」之一)及Richard S. Sutton(有「強

化學習教父」美譽)。

國家研發資金方面，加拿大在2016~2017年就投入13億美元，

其中2.3億美元聚焦建立AI供應鏈，還在多倫多大學創設高達1億美

元的創投私募基金。

另外，加拿大也是目前少數強調以移民政策吸引人才進駐的國

家。如技術能力符合資格，最快兩週即可拿到移民合格簽證；移民

後第一年持工作簽證，後三年有永久居留資格，四年整後即可取得

加拿大公民身分，可說是對AI人才非常友善的移民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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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加拿大人工智慧產業生態系

資料來源：Canadian AI Ecosystem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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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二章可知世界各國紛紛發表人工智慧相關政策，加速相

關產業發展，甚至成立專責機構，引入政府及國際資金，積極投

入AI技術研發及產業發展。緊接著本章將根據次級資料蒐集，以及

2019年9月3日~12日訪美、2019年7月21日~27日訪日兩趟實地考察

取得的資訊，介紹各國在「AI產業化」(第三章)、「產業AI化」(第

四章)兩大發展主軸下，產業創新的現況與趨勢。

第一節　美　國

一、Google / Alphabet

對全球人工智慧龍頭Google/Alphabet而言，近期最引人矚

目的是旗下自駕車子公司Waymo在美國大鳳凰城地區的試營運

進程。自2016年起，Waymo便在該地進行早期測試，緊接著

2017年4月起推動早期自願搭乘者計畫，主要測試對象僅限於

公司員工在住家、公司間的通勤接駁。2017年下半年，Waymo

啟動廂型車的市區街道營運模式，但每部實驗車輛仍有人駕

駛。確認穩定性足夠後，2018年5月起取消部分人類伴隨駕

駛，進入到真正的「自駕」狀態。三個月後，Waymo更啟動了

大鳳凰城地區公車、火車、輕軌間的公共交通運輸接駁計畫。

Waymo所屬的自駕車行業，是資金規模大且須大量燒錢的

明星事業，受外界投資人及證券分析師的關注。2018年7月，

Waymo母公司財務長對外宣布，正式考量推動自動收費計程車

(Robot Taxi)計畫。這意味著Waymo自駕車的穩定性已有長足的

進步(累積超過一千萬英哩路面行駛實績)，所以敢開始提供收

費服務，也顯示母公司有信心能回收計畫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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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Google近期發表的其他新產品看來，出現將原有

人工智慧核心能力向新興應用推廣的趨向。例如原有Google 

Lens產品可藉手機相機辨識花朵、狗等影像，並能準確判斷品

種；辨識特定餐廳後會開啟相關簡介、地址、評價等資訊；

還能辨識活動資訊並將該活動直接建立在Google行事曆上。

Google Lens並已擴充應用，有助於提升核心事業「搜尋引擎」

能力，突破原先僅能以文字搜尋的限制。新功能可使用即將推

出的Lens Icon，把想搜尋的區域圈起後進行物件辨識標示，找

到多項物件出售廠家或來源，進行商業搜尋。

有關Google另一個著名科研主題–醫學影像辨識能力，

近期則是透過IEEE ISBI(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edical 

Imaging，生物醫學影像國際研討會)發表了LYNA工具集(Lymph 

Nodes Assistant)，可協助病理學家發展特定演算法，檢查癌症

細胞是否透過淋巴結擴散。目前在臨床實務上，倘若癌症細胞

透過淋巴結轉移擴散，要等到病人淋巴結腫大時才容易被發

現。而且上述診斷判定不僅專業要求高且辨識不易，一般病理

學家辨識正確率可能僅有38%，但相關裝置經過足夠的資料集

充分訓練後，辨識正確率可高達99%。

Google/Alphabet對業界整體最大的貢獻在於不斷釋出人工

智慧自動化工具集，有助於非演算法專家人士發展相關技術，

例如：Auto ML工具集應用在一般(General Purpose)領域而非特

定專業領域，方便單一機器學習建模。

近期TensorFlow釋出的AdaNet，則能在最少專家干預下架構

學習神經網路，透過「集成學習」(Ensemble Learning)方式獲得

更好的模型。過去因為模型訓練時間太長，且選擇候選模型時

需要特定知識，造成集成學習的使用障礙。相較之下，AdaNet

能自動搜尋可用的神經網路架構，並將多個架構組合成單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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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模型，加速達成自動機器學習（Auto Machine Learning）的目

的，使人工智慧能更迅速地普及到各個應用領域。

而Google集團的非營利組織–Google.org也宣布將致力推動

《AI社會公益應用計畫》(Working together to apply AI for social 

good)，將投入總額2,500萬美元提供給使用Google機器學習技

術的社會公益專案，其中包括：環境及人道主義…等社會公益

主題，像是：運用結構化深度為低收入戶學生提供可提升寫作

能力的寫作即時回饋，運用深度學習技術開發水準更高的山崩

預測技術，或透過手機上的AI模型分析農作物病蟲害的情形，

協助農民減少農藥使用並提高產量…等主題。

二、Microsoft

軟體大廠Microsoft近年來轉型有成，因此也是本次赴美考

察的重點企業之一，目前該公司已由操作系統與套裝軟體開發

商轉型為雲端服務業者，提供Azure、Office365…等服務(詳見

圖3-1)，並藉由本身強大的研發平台，協助客戶聚焦開發人工

智慧應用技術。

2018年5月，微軟研究院釋出其十年來的開發成果–

「ML.NET」開源跨平臺機器學習框架。三個月後，微軟進一

步釋出支援深度學習TensorFlow Transform的「ML.NET」0.5

版，並承諾將持續更新API以提高對TensorFlow的相容性。其

次，在人工智慧加值物聯網市場方面，微軟也推出Azure IoT 

Edge的邊緣運算專用平台，除了與高通合作支援AI視覺辨識應

用外，也與工業通訊和網路領域的領導者Moxa合作。Moxa利

用此平台支援工廠自動化與智慧運輸等領域之工業物聯網應

用，簡化了Azure使用者首次開發及部署Azure IoT解決方案時

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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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微軟也強調藉Azure雲端服務發展「數位雙生」

(Digital Twin)模型的能力。所謂「數位雙生」是指創建現實物

理環境的特定數位分身，並與現實世界同步。建構數位分身時

需要應用大量感測器，不斷模擬與測試取得大量資料集，再交

由AI分析，也可透過機器學習推動整體流程自動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微軟也在各種Office 360服務中引進

人工智慧，將深刻影響一般企業運作環境，例如：Presentation 

Translator可橫跨60種語言即席翻譯字幕；Microsoft Stream可整

理影片中每位主講者的時間點並進行臉孔辨識，可節省大量查

找時間；Microsoft Search則將傳統搜尋、程式指令、App特徵

及個人化搜尋融為一體；又或是Microsoft Enterprise Mobility + 

Security(EMS)可運用AI分析大量資訊後提出預警，並自動採取

行動，都是相當創新的嘗試。 

圖3-1　微軟產品演進史

資料來源：微軟，Azure Sphere Security Services

在Ignite 2019開發者大會上，微軟也發表了Microsoft 365

的新成員–Project Cortex。Project Cortex可藉由AI推論所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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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與系統間關係，辨識各種內容型態，汲取重要資訊，再自動

根據不同主題（如專案、產品、程序或客戶等）重組內容。另

外，Project Cortex還能根據主題、內容與人之間的關係，打造

企業內部知識網路，當使用者操作時，主題卡就會自動出現。

此外，微軟在會上發表在Power平臺上新增RPA功能，將

原先Office 365自動化流程軟體Flow改名為Power Automate，並

加入RPA功能UI Flows，可自動執行這些原本手動的工作，彌

補舊系統不支援API的缺點。

2019年9月微軟擊敗Amazon，拿下美國防部價值百億美

元，為期10年的《聯合企業防禦基礎設施》計畫合約(Joint 

Enterprise Defense Infrastructure，JEDI)，計畫內容包含透過全球

通用網路持續監測，避免系統錯誤，並增強資安及通訊加密能

力，布署先進運算技術（如：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加入日

常運作中，及布署戰術型邊緣運算裝置至全方位軍事行動中。

本次「2019美西智慧科技創新研發訪團」參訪期間，促

成工研院與AI指標大廠–微軟共同發布新聞稿，針對邊緣運算

裝置之人工智慧晶片運用、販賣機AI系統應用及資安等主題，

達成雙邊合作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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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微軟總部參訪留影

備註：2019年9月赴西雅圖拜訪微軟總部，右起：本人、微軟IoT全球IoT解決方

案總經理Carl Coken、工研院電光所張世杰副所長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三、IBM 

IBM先前的開發重點在於Watson Health，主力產品為Watson 

for Oncology，為全球第一套人工智慧癌症治療輔助系統，能協

助醫生診斷與治療。產品開發部分，最早是在2013年即與德

州州立大學知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DA)合作，2015年號稱投

入150億美元。但2017年，安德森癌症中心因財務問題終止與

IBM合作，一年後，Watson Health宣布部門大規模裁員。雖然

Watson Health相關發展並未如之前所預期，為IBM創造大量投

資回收，但透過將Watson核心技術擴大應用，IBM推出了許多

新平台協助客戶發展AI技術，相關平台又可大致區分為「企業

管理」、「產業智能」兩類：

(一) 企業管理類

IBM針對「產、銷、人、發、財」五項企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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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一系列以人工智慧加強的平台，分別是：(1)Watson 

Discovery for Salesforce：為客服部門提供進線客服所需的相

關資訊，讓新手客服人員即使沒有經過長時間訓練，也能針

對客戶需求立即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2)Watson Assistant 

for Marketing：可透過與機器的簡單對話推動行銷工作，為

該公司Watson Campaign Automation SaaS 解決方案的一環；

(3)Watson Advertising：可透過機器學習根據商店所在地的

天氣、銷售和客流量數據預測增加的客流量，並使客戶可

依據預測結果更改媒體資源配置；(4)Watson Supply Chain 

Insights：可整合天氣數據、交通報告和品管報告，以確認

全球供應鏈供貨正常；及(5)Watson Candidate Assistant：可

從應徵者中挑出並註記有潛力的求職者，協助公司降低招聘

過程中的人為偏見發生。

(二) 產業智能類

協助產業建立智慧決策模型，增加產出、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包括：(1)Watson Decision Platform for Agriculture：

協助收集如天氣、物聯網農作機械裝置、衛星圖像…等資

訊，輔助做出種植決策，以提高產量。或以人工智慧視覺辨

識特定害蟲類型和疾病損害程度，決定殺蟲劑使用方式與劑

量，也可預測用水量以減少浪費；(2)IoT Building Insights：

協助收集如建築物使用動態、天氣、歷史能耗等，以便物管

業者及業主可壓低能源、管理成本…等；及(3)Requirements 

Management：主要針對汽車業製造流程，評估相關品質要

求，並就如何達到品質要求提供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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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itmus Automation

Litmus Automation成立於2013年，總部位於加州San 

Jose，並在加拿大多倫多及日本東京設有分公司，為此次赴美

拜訪考察的新創企業之一。該公司致力於協助客戶推動工業

4.0相關改善，藉由本身之工業物聯網專用軟硬體整合系統，

串聯「邊緣運算」與「雲端管理」，同時確保新舊系統都具備

連線安全性及數據即時分析性。

過去20年來，工業製造系統廠商生態系處於封閉、異質、

孤立狀態，多數設備的控制裝置都不相容。Litmus Automation

公司的核心技術在於針對不同控制裝置，抽取兼具資安保障與

標準化的通用資料層(Universal Data Layer)，進行資料處理、分

析、應用及視覺化，最終予以集中、整合與賦能，其整體資料

處理流程如下：

1. 收集資料：考量工廠人才素質不定，確保技能最低者也能進

行資料收集。Litmus Automation此一步驟的核心競爭優勢在

於使用單一模式與各式裝置連結，透過物聯網閘道器使邊緣

運算(Loop Edge)可在工廠機具旁完成資料蒐集。

2. 資料標準化：例如溫度資訊可訂立上下限，並達成跨不同設

備的單一格式。設定介面採下拉式選單形式，可選擇廠牌與

系統，並定義感測器資料性質。

3. 由超過25個策略夥伴所提供的應用方案市集如同開放的App

市場，客戶可自行購買、下載所需功能，例如：設置KPI、

機器學習模型及資料視覺化呈現…等，並且將所有即時資料

最終集中蒐集在雲端Loop。

Litmus Automation50%以上的客戶來自Fortune 500的大型

公司，其中第一主要客戶群為製造業、OEM產業，第二主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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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群則為油氣業、礦業等。部分客戶因透過購併迅速成長，多

家工廠系統不相容，成為欲升級至工業4.0時的重大挑戰，橫

跨邊緣到雲端，困難程度高。Litmus Automation公司產品需求

龐大，重要合作夥伴–三菱商事在日本除擔任經銷商角色外，

也是近期募資時的主要投資者。臺灣一些工業電腦或物聯網

閘道器廠商則是Litmus Automation的硬體合作夥伴(請詳見表

3-1)。

表3-1　Litmus Automation產品分類及現存系統商

軟體雲/

資料中心管

理層

Loop

對Loop Edge能進行雲端遠端控制，並透過歷史資

料、雲端運算、機器學習等技術建立模型，預測故

障發生並施行維修；亦可針對終端裝置進行生命週

期管理

軟體

邊緣運算層
Loop Edge

工業級邊緣運算平台，內建操作系統，透過工業

電腦貨物聯網閘道器連結終端裝置具(PLC、DCS、

CNC)及機器人系統等，可即時在終端處進行數據

分析與整合功能

現存系統商
Fanuc、Mitsubishi、Siemens、Komatsu、Emag、

ABB、Kuka… etc.

資料來源：經濟部

Litmus Automation在商業模式上也經過多年摸索。早期主

力產品是雲端Loop，Loop Edge則提供給客戶免費使用，進行

資料收集。其後由於大批客戶對Loop Edge的需求增加，故從

2017年起分離出售Loop Edge。現今80%營收來自Loop Edge，

僅20%營收來自雲端Loop。而Loop Edge營收除來自工業電腦或

物聯網閘道器的硬體販售外，對於蒐集到的資料亦採以量計價

方式。Litmus Automation可選擇不直接碰觸客戶的資料，由客

戶自行進行後續加值，單就授權的邊緣運算軟體套裝數目收

費，作為營收來源。

Litmus Automation雖然也提供機器學習模型讓顧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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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主力賣點，而是選擇性加值產品。根據過去經驗，

Litmus Automation認為對於欲升級至工業4.0的客戶而言，機

器學習最具應用潛力的三大方向是「異常偵測」、「生產規劃

/預測」、「發現流程內隱藏變數」，除此之外，人工智慧應

用範圍相當有限。

五、Sight Machine

Sight Machine於2011年密西根州安娜堡成立，並於第二

年將總部遷至舊金山灣區。現有團隊包括Slashdot創辦人，

及來自Yahoo、Tesla、Cisco、IBM、McKinsey、Apple等公司

的成員，亦為此次赴美參訪考察的重點新創公司之一。Sight 

Machine平台採用多種分析及機器學習技術，專為製造業流程

所設計，可為整個工廠的每部機器、生產線和廠區提供即時可

見及可操作的監測。

此次參訪Sight Machine目的在於瞭解如何將數位串流資料

轉化為「數位雙生」，且執行成本適用於哪些特定製造業，以

協助相關製造業減少報廢並提升品質。

Sight Machine認為最重要的典範轉移是由「應用優先」改

為「資料優先」：傳統「應用優先」指的是依據不同應用需

求，逐一建立不同的模型來解題，故無法迅速擴充規模。而

「資料優先」指的是透過蒐集ERP、機器、品質、環境…等資

料，建立一個「統一資料模型」後，再根據特定需求來作各種

應用，Sight Machine的競爭優勢亦在於此。換言之，針對個別

客戶擷取足夠變數來解題，能以統一模型適用於所有客戶。但

同時必須與客戶密切合作以蒐集並驗證資料，故合作前需確保

可支援其資料格式。

在建立「統一資料模型」三步驟中，Sight Machine認為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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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能在「AI資料管線」中發揮功用，進行資料預處理時，AI

可作為自動檢查及分類/確認工具應用；其次則是在「企業製

造分析」過程中，AI可作為趨勢監測及異常偵測工具應用。而

「數位雙生」做法則是透過Dynamic Binding程序，將產品零

件、機器、環境三者資料相互串連，以自動化取代傳統資料科

學家的手動作業，最終產生「統一資料集」。其後透過通用模

型迅速佈署完成，也可透過API即時輸出資料，進行其他分析

(詳見表3-2)。

Sight Machine將製造業「現有能解決問題」與「未來可解

決問題」分成八個階段，重視推動的先後順序。例如新合作客

戶必須先走過生產週期(Cycle Time)、翻班績效(Shift/Operator 

Performance)等基礎分析，才能進行工程延遲/警示(Engineering 

Delay/Alarm)、最佳排程(Scheduling Optimization)等中階分

析。如果新客戶一開始合作，就希望直接跳到預防性維修

(Predictive Maintenance)專案開發，Sight Machine表示會拒絕客

戶要求。因為過去案例經驗顯示，跳過這些基礎功夫的專案最

終很難成功(請參考下圖3-3的八個階段)。

表3-2　建立「統一資料模型」三步驟

一、獲取資料 二、情境化&模型建立 三、分析&視覺化

輸入資料蒐集資料
AI資料管線：資料標轉

化、標準化、資料重組
企業製造分析

資料可能來源：

Window/Excel、PLCs、

MES/SAP、Historians、

Serialization、Operator 

Entry、Image/Quality等

數位雙生組態：工廠、

產線、資產/機具、產品

及流程

企業製造

視覺化呈現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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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Sight Machine對客戶合作要求循序漸進的八個階段

資料來源：Sight Machine, 工研院整理

Sight Machine的客戶橫跨多種製造業，如汽車、油氣、電

子、藥劑、服飾等，生產型態也包括連續型、非連續型、批次

生產等。該公司對訪團分享的實際客戶案例中，透過製漆攪拌

設備往前追溯所有相關原物料及製程，建立整條生產線的「數

位雙生」模型後，製程週期縮短7%，省下可觀的費用。Sight 

Machine目前主要營收來源為根據客戶導入「統一資料」+「數

位雙生」的生產線數目，收取特定軟體授權費。考量財力及

市場需求，目標客戶群鎖定年營收10億至200億美元的大型公

司。同時為了提供整體數位製造解決方案，與雲服務商、工廠

自動化暨工具機製造商、系統整合商、經銷商及管理顧問公

司…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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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Sight Machine參訪留影

Aaron Sears, VP of Global Sales, Sight 

Machine說明公司產品特性

2019年9月參訪Sight Machine，聽取

Aaron Sears簡報及座談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六、Landing AI

Landing AI是由史丹福大學知名的客座教授–吳恩達

(Andrew Ng)設立的新創企業，吳先生同時也是該校前AI實驗室

主任。在此次赴美考察團安排下，有機會參訪該公司。

Landing AI有兩大主要產品，分別是直接販售AI影像辨識

之工業視覺檢測應用，除了有助於進行PoC、NRE早期開發工

作，亦可配合地區系統整合商銷售。此產品曾在2019年8月透

過工研院橋接國內光學檢測聯盟，共同舉辦產業技術說明會。

其次則是生產線人員動作監測技術，正式名稱為「人類行為訓

練」。該技術可用攝影機即時擷取生產線上作業員的行為，判

斷組裝過程中的行為是否正確，也能進一步得知每個作業員在

各工序花費的時間、及與效率前10%者平均效率的差距，用以

監測不方便拆開做品質檢測的產品之製造，如防火建材…等。

兩大產品皆可因應多種場景下的布署，可選擇單買軟體或整合

軟硬體一起購買，但不移轉原始碼給客戶。

Landing AI近期主推另一種顧問合作模式(參見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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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AI Transformation。主要推動方式為24個月全面合作過程

中，先協助企業以6個月時間挑選2~3個關鍵性AI計畫，其後透

過18個月的計畫執行，使AI相關方法論融入企業，最終則是建

立企業本身的AI執行策略，並配合成果廣宣，最終含原始碼在

內的所有智財項目皆歸合作企業所有。

基本收費方面，上述模式除要求客戶支付兩年內所需的外

派工程師人力費用外，另要求針對最終績效改善發給獎金(針

對上市公司)或股份(針對未上市新創)，作為報酬的一部分。以

「分潤」為主的收費型態，也代表Landing AI對客戶的高度承

諾。上述模式優先鎖定製造業，且合作對象需經過特定篩選程

序。此外，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公司管理階層需全力支持AI技

術的導入，目前並已有大型傳統產業選擇透過上述顧問合作模

式推動數位轉型。

圖3-5　「AI Transformation」顧問計畫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Landing AI

Landing AI代表技術為「AI Acceleration Platform」，具下

列三大獨特功能：第一是針對資料不足或不平均，可利用生成

對抗網路(GAN)搭配隨機擴充資料量的「資料生成引擎」產生

更多資料，平均能有效提高模型辨識正確率5~8%。第二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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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產品瑕疵定義，可透過專屬標註工具與標註定義等程序

改善；第三則是即使客戶原有的基礎架構複雜，仍能設計並維

持持續學習的能力。

同時在參訪過程中，Landing AI團隊也特別提到，在製造

場域蒐集資料時，最大的障礙在於工廠環境（如高溫、高溼度

等），皆可能破壞邊緣運算設備，需要蒐集的資料種類本身也

需要經過多方摸索，是需要該領域專家配合的高難度工作。要

徹底施行AI，必須派出大量工程師到現場後才有可能完成。

第二節　中國大陸

一、Airdoc

Airdoc成立於2015年，為醫學影像檢測新創企業。創辦

人–張大磊曾任新浪副總裁，2017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辦的

年度微軟開發者盛會Keynote中亮相，引發全球開發者關注。

Airdoc以深度學習核心技術解決X光、CT、MRI、超音波等各類

醫學影像辨識問題(請參考下圖3-6之服務範疇)，提供平台與演

算法。影像數據則由醫療機構端提供，以協助醫生提高診斷效

率和準確率。

Airdoc營運方式主要與地區醫院合作，協助醫師判讀如糖

尿病的視網膜眼底鏡檢視，快速完成篩檢與分析，解決傳統診

療早期確診率不佳問題，屬於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外包服務。

此外，Airdoc也與「搜狗明醫」合作，提供移動裝置拍照的黑

色素瘤判定服務，再以短訊直接通知個人。整體而言，由於中

國大陸對於醫療個資的保護門檻低，新創融資活躍，AI人才充

足，短期內發展仍可望較美國迅速，且政府特許環境有助於加

快推動醫療AI工具商業化。但長期看來，此類產品在出口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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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能因資料使用未獲原始擁有者許可而遭到抵制，仍有待觀

察。

圖3-6　Airdoc主要醫療影像檢測範圍一覽 

�� 

 
資料來源：A�rdoc 

 

（二）大疆 

大疆(DJI)本就是全球最大的消費級無人機業者，市占率高達八成，在專業

市場的市占率也將近六成。大疆(DJI)曾陸續推出各式各樣的空拍機(請參見圖

�-�)，目前部分機型已搭載 AI 物體辨識功能，可在拍攝運動影片或專業電影

時跟隨在人物、車輛前後，根據即時辨識運算，同步調整拍攝對象與空拍機間

的速度差異，並自動避障。 

目前在中國大陸市場，大疆的消費級智能無人機除了航拍外，還應用於森

林巡防、線路維護、交通疏導、應急救援、體育比賽等眾多領域。相關計算帄

臺由 FPGA、ARM Cortex核心共同構成，即時處理多達 �0部網路攝影機的資

料，也保留軟硬體升級空間。 

但國際資安業者 Check Po�nt曾指出，大疆後台的身分認證程序有安全漏

洞，駭客可挾持用戶帳號，存取操作管理帄台 Fl�ghtHub內的所有資料。假設

心血管問題 腦血管問題 呼吸道問題

神經問題 慢性病問題 眼部問題

運用深度神經網路技術，
從ECG、CT/MRI、視網膜
和其他影像等資訊，檢測
出心血管異常，預測心臟
病風險

運用深度神經網路技術，
以CT/MRI、視網膜和其他
影像等資訊，全面辨識並
預測中風風險，提出預警

運用深度神經網路技術，
以CT、聲音和肺功能等檢
測資訊，協助早期篩檢，
監控COPD(慢性阻塞性肺
病)風險

運用深度神經網路技術，
從視網膜中的人經異常情
形，發現並預測罹患失智
症(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運用深度神經網路技術，
藉由視網膜等影資訊，掌
握糖尿病、慢性疾病的風
險

運用數百萬張視網膜圖像，
開發眼睛健康風險識別的
演算法，可藉由視網膜發
現數十種常見的眼部健康
風險，協助醫師快篩

資料來源：Airdoc

二、大疆

大疆(DJI)本就是全球最大的消費級無人機業者，市占率高

達八成，在專業市場的市占率也將近六成。大疆(DJI)曾陸續推

出各式各樣的空拍機(請參見圖3-7)，目前部分機型已搭載AI物

體辨識功能，可在拍攝運動影片或專業電影時跟隨在人物、車

輛前後，根據即時辨識運算，同步調整拍攝對象與空拍機間的

速度差異，並自動避障。

目前在中國大陸市場，大疆的消費級智能無人機除了航拍

外，還應用於森林巡防、線路維護、交通疏導、應急救援、體

育比賽等眾多領域。相關計算平臺由FPGA、ARM Cortex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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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構成，即時處理多達10部網路攝影機的資料，也保留軟硬

體升級空間。

但國際資安業者Check Point曾指出，大疆後台的身分認證

程序有安全漏洞，駭客可挾持用戶帳號，存取操作管理平台

FlightHub內的所有資料。假設用戶帳號遭入侵，駭客將能存

取用戶的無人機路徑、拍攝的照片及影片、即時視野等訊息，

也有機會攔截無人機運送的貨物。此外《華爾街日報》也曾報

導，美國立法單位將禁止軍方購買中國大陸生產的無人機，以

免國家基礎設施面臨遭監控的風險。

圖3-7　大疆的消費級主要產品

資料來源：大疆

三、商湯與曠世

在介紹「商湯」與「曠世」兩家公司前，要先瞭解「姚

班」。「姚班」是由全球唯一的華人圖靈獎得主—姚期智在北

京清華大學創立的電腦科學實驗班，姚期智成長於臺灣，曾任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中國大陸科學院

院士、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自美國移居中國大陸後

創立了「姚班」。「姚班」每屆只招收三十人，就讀者多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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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各省高考理科狀元及各學科奧林匹亞競賽金牌獎得主，

可說是菁英中的菁英。

商湯科技是香港中文大學湯曉鷗教授帶領「姚班」出身的

徐立、徐持衡、楊帆等人於2014年11月在香港科學園成立，

歷經三輪募資，募得資金高達十億美元，領投者為阿里巴巴、

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蘇寧等知名創投。商湯科技公司專精

於人臉辨識、圖像識別、影片識別、無人駕駛…等領域(請參

見圖3-8)，主要客戶包括中國大陸移動、銀聯、華為、小米、

騰訊…等。由於2014年香港的「佔領中環」事件期間，香港

警方曾借用商湯科技技術進行人流管制，再加上該公司既是中

國大陸將建立的「社會信用系統」主要技術供應商之一，又是

中國大陸城市臉部辨識監控「天網」系統的幕後推手，形象備

受爭議。

圖3-8　商湯科技的智慧城市應用方案

資料來源：商湯科技

曠視科技則是由「姚班」出身的唐文斌、印奇、楊沐三人

於2011年10月在北京中關村成立，歷經三輪募資，獲得五億

美元投資，領投者為創新工場、螞蟻金服、富士康…等。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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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專精於人臉辨識、人體識別、文字識別等領域；主要

客戶包括阿里巴巴、聯想、美圖、鴻海、螞蟻金服…等，是中

國大陸政府強力扶持的本土人臉辨識技術企業。由於該公司目

前協助中國大陸警方，在多個城市利用監視器影像發展自動追

蹤功能，爭議性也很高。

2019年10月，美國商務部以侵犯新疆少數民族人權為

由，將多家中國大陸企業（含商湯、曠視）列入貿易黑名單。

如此可能導致上述兩家企業的國際業務受到排擠，甚至打亂原

有的上市計劃，損失募集大量資金的機會。

四、科大訊飛

科大訊飛由安徽省中國大陸科學技術大學在1999年協助

設立，2008年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掛牌上市，主要

開發語音識別技術，早期知名產品為「訊飛輸入法」。科大訊

飛的第一大股東是中國大陸移動，持股約13%，因此該公司的

首要業務是為通訊/電信公司提供智慧語音服務，分析移動通

訊數據。第二項主要業務為智慧城市相關，已有社區服務機器

人試點運行，為社區居民提供接待講解、業務諮詢、進度查詢

等服務。機器人也進駐安徽當地的交通站點售票站，提供購票

服務。第三項主要業務則為智慧教育領域，包括課堂精準教

學、學生自主學習、智慧考試/評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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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科大訊飛的B2B應用方案

資料來源：科大訊飛

科大訊飛有官方背景，也協助建立中國大陸公民語音生物

統計資料庫；在安徽已有數萬個聲紋規模的資料庫，可自動識

別通緝犯聲紋。但也因為該公司官方色彩太濃，同樣於2019

年10月以侵犯新疆民族人權為由，遭美國商務部列入貿易黑名

單，進行出口管制。

第三節　日　本

一、富士通

2015年11月，富士通(Fuj i t su )公司將集團內之AI相

關知識、技術進行體系化彙整，命名為「以人為本的AI 

Zinrai(Human Centric AI Zinrai)」(以下簡稱Zinrai）。Zinrai是

富士通集團歷經30年以上培育的AI技術，註冊技術高達200

多項，並透過品牌化，建構串聯既有商務(SoR)及新數位商務

（SoE）的商業平台「MetaArc」來提供服務。換言之，以技術

為基礎，可提供之服務型態多元，從上層服務、嵌入產品及

服務的系統建構，到以AI／認知為基礎的平台，雲端／on－

premises／AP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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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過程中，有幸於台日ICT技術交流會中聆聽富士

通人工智慧實驗室特任研究員–丸山文宏(Maruyama Fumihiro)

博士的演講，並進行意見交流。丸山博士介紹Zinrai當前的核

心技術，包括機器學習、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深度張量

(Deep Tensor)、拓撲數據分析(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等，

結合財務、供應鏈、通訊、生物、醫療保健、藥物開發、社

群網路、資訊安全、網際網路等各領域的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提供服務。

傳統深度學習AI經過大量數據資訊訓練，在應對新情況發

生時，會給予決策建議。過程中建構出如黑盒子般的分析模

型，往往無法闡述AI判斷的理由、缺乏透明性。為此，富士

通開始發展結合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和深度張量技術的

「可解釋AI(Explainable AI)」，用以解釋AI洞察背後的邏輯，

理出輸入和推理結果間的邏輯聯繫。

最後，丸山博士介紹了富士通正在開發的先進技術–廣泛

學習（Wide Learning）技術(技術特點請參見圖3-11)。該技術

確保在少量資料的狀況下，也能夠進行高精準度學習，可應用

在重大意外事故或設備故障預測、災害預測、信用卡服務、製

造業、銷售對策、生產規劃等領域，克服過往因資料量少而難

以發展AI模型的問題。目前該技術主要應用於數位營銷、醫療

等領域，未來計畫擴大應用於設備故障等低頻率事件處理，或

金融交易、醫療診斷等需要AI協助判斷理由之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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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台日ICT技術交流會合影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2019/7)

圖3-11　富士通Wide Learning技術兩大特點

資料來源：Fujitsu Laboratori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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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EC

為積極解開AI分析的黑盒子之謎，許多日本企業相繼投入

「可解釋AI」的技術開發，主要技術走向可區分為兩大類。首

先是同時使用推論結果輸出函數（推論模型）及依據導出函數

（解釋模型），此一技術的優點在於，幾乎可將深度學習等既

有機器學習技術直接作為推論模型使用，富士通集團的技術即

屬於此類。

其次則是建置一個可輸出推論結果和依據的推論模型，由

於只需要使用一個模型，從資料輸入到取得推論結果或依據，

過程（Process）極為簡單（Simple），NEC的異種混合學習技

術屬於此類。

NEC為大型系統整合業者（Systems Integrator），服務範圍

包含諮詢、系統設備建置到運用管理。目前該公司致力於「AI 

Technology」、「Connectivity」、「Security」等應用，AI應用

可為用戶提供高附加價值，目前為該公司發展重心。

NEC自60年代起持續投入AI相關應用開發。2016年7

月，NEC整合公司的AI相關技術，推出應用平台「NEC the 

WISE」，提供包括：「可視化」、「分析」、「應對」等3大

類23種AI技術。其中 (1)可視化 包括影像鮮明化、學習式超解

析、複合影像整合、點識別技術、人臉識別、指紋識別、產品

紋路識別、人耳識別、光學震動解析、語音及情感辨識，(2)

分析包括文章含義識別、群眾行動分析、時空資料庫、顧客側

寫、聲音狀況識別、混合學習、恆定分析、自主學習型系統異

常偵測、自動化預測分析、RAPID機器學習、疫苗結構推估，

(3)對應則包括自律控制、預測決策最佳化。

NEC根據顧客需求提供諮詢服務，從「NEC the WISE」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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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挑選合適的解決方案技術，協助顧客建置、營運維護等，

屬於一站式整體解決方案。同時，NEC也以付費服務方式提

供「RAPID機器學習」軟體，並將「RAPID機器學習」與諮詢

服務結合後，推出「NEC Advanced Analytics – RAPID機械服

務」，服務業績穩定成長。

本次參訪中，NEC Security研究所的藤田範人(Norihito 

Fujita)研究部長介紹了NEC全球研發網路及其主要研究焦點，

包括：(1)AI領域(數據科學及生物辨識)：可視化、分析及預

測，(2)ICT領域：運算、網路及資訊安全(詳見圖3-12)。 

圖3-12　NEC日本研發據點簡介

資料來源：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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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NEC參訪合影

臉部辨識測試 參訪後合影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2019/7)

此外，本次參訪中還參觀了NEC Future Creation Hub，並針

對該公司AI及IoT技術目前發展及應用情形進行瞭解。本次交

流重點謹概述如下：

(一) 物聯網資安(Cybersecurity of IoT)

針對IoT資訊安全，NEC研擬相關Guide Line及Checking 

List，協助客戶端找出資安問題，並由專家進行多方面訪

談、分析，進行風險評估後，提供最佳解決方案。同時，

NEC將物聯網分為5層架構，L5及L4可運用以往的ICT資安對

策因應，L1~3則需要具備新IoT/OT特性及面對相關限制的資

安對策。順道一提，NEC物聯網的5層架構分別是 L5: Cloud 

Computing，L4: Cloud-Edge N/W，L3: Edge Computing，L2: 

Edge-Device N/W及L1: Device Computing Layer。

(二) 智慧製造 (Smart Manufacturing)

NEC發展相當多結合AI的Vision Based方案（工件ID辨

識、工作人員辨識、檢測），並且建立相關平台，適合應用

於人機協作製造。物流部分則運用Vision技術確認物品與檢

測，其中包含貨車積載率分析。NEC並特別針對不同貨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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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發展協作移動機器人（兩部）夾持貨物移動相關技術。

此外，無人商店也運用Vision技術進行商品確認、計算費

用、商品推薦與人流分析，相關資訊都能可視化。

(三) 服務應用(Service and Mobility)

在服務業、物流業、及交通運輸業領域，主要應用的是

NEC的Vision BasedAI技術。以機場通關服務為例， NEC利用

臉部辨識，可快速判別個人之生物特徵，即便戴口罩也可

辨別身分，迎向2020東京奧運，目前正在測試實驗，以便

屆時實際用於機場旅客之通關服務。在無人商店應用方面，

NEC則是運用影像及重量感測器等，可辨識消費者身分、購

買商品內容並快速計算商品總價等，還可以進行無人商店設

備管理，分析消費者購買行為等，藉以改善營運效益。

物流倉儲管理方面，NEC已將AI及IoT應用於Operation 

Instruction、Transportation、Picking、Inspection(shape/

weight)，可協助倉儲管理業者解決勞力不足問題並提升管

理效益。此外，NEC也導入多部AGV無人搬運機器人控制技

術，可對應多元倉儲設備，減少夾治具需求。而在駕駛員安

全管理上，NEC則是以影像辨識搭配各種感測器，應用於掌

握車輛駕駛人視線專注度、心跳與脈搏等可能影響駕駛安全

的各種特徵，對於改善或防止車輛運輸以外貢獻卓著。

第四節　歐　盟

一、Darktrace

Darktrace成立於2013年，總部位於英國劍橋，並在舊金山

設有第二個總部。主要員工包括曾任職於Autonomy的董事、劍

橋大學數學團隊、英國中情局前任首席信息官—艾倫·韋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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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情五處前任總幹事等。Darktrace的投資者為風險投資基金，

包括：KKR，Summit Partners，Vitruvian Partners及Samsung 

Ventu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2018年業務估值達到16.5億美

元，目前尚未在任何證券交易所登記。

Darktrace開發的企業免疫系統(Enterprise Immune System，

EIS)是一種網路AI防禦技術，EIS透過無須人員監督的機器學

習，填充狀態規則庫來建立模型。EIS第一步會建立正常網路

活動基線，即Darktrace術語中的「生活模式 」。

每個網路流量模式、網路上每個設備的活動及每個用戶的

行為都會建模，以提供標準行為記錄。生活模式建立後，監控

系統便能識別不尋常的事件並發出警報。使用期間EIS會持續

學習，並不斷完善生活模式。

EIS系統規範要求使數據庫免於威脅，網路上的任何異常

情況都會被視為威脅。此外該模式也可延伸到企業網路之外，

覆蓋無線網段，運用雲端資源，串聯廣域網及彼此之間的互聯

網。一旦檢測到異常事件，AI技術會觸發自動響應(Darktrace 

Antigena，即免疫系統)，形成一個完整的AI驅動式入侵防禦系

統（IPS）。同時，AI還部署在Darktrace Threat Visualizer(3D可

視化系統)中，將特徵類似的攻擊歸類，使規劃人員得以理解

企業資源威脅的複雜性。

圖3-14　Darktrace的Cyber AI Platform

資料來源：Dark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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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eepsense.ai

波蘭新創Deepsense.ai以AI有效降低市場需求預測誤差，優

化存貨補充方式，降低所需存貨水準25~50%的同時，也可降

低因無存貨導致的65%銷售機會損失。Deepsense.ai協助過許多

企業、單位進行市場需求預測，該公司強調需求預測必須結

合歷史銷售數據(對新產品而言，則是類似屬性商品的歷史銷

售數據)及產品屬性兩大主要資料進行分析，最終希望獲得一

定期間內銷售數量的機率分配模型，而不僅僅是銷售的點預測

值。

Deepsense.ai曾協助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如臺灣健保署)推動庫存血液分配最佳化專案，除促

成血液運輸成本明顯降低20%外，也使過度儲備造成到期報廢

血液量減少30%。其次，Deepsense.ai也曾協助馬來西亞一家鋼

鐵公司，除了使市場需求預測錯誤率降低6.4%外，也使現金

循環週期(Cash Conversion Cycle，從支付現金購買庫存起，到

最終收回銷售所得現金為止的天數)縮短了21天。另一家歐洲

流行商品零售商的專案中，除了使積壓在存貨的資金降低28%

外，也讓客戶訂單達交率(Fulfillment)提高了11%。

除此之外，Deepsense.ai表示該公司影像技術也用於管理瀕

臨滅絕物種，例如透過高空拍照進行個別鯨魚辨識，相較於原

先以人工查詢方式，能節省83%的時間，正確率更高達95%。

又如應用於預防森林火災等公益用途，以定點鏡頭進行遠距煙

霧偵測，可節省大量巡山人力。Deepsense.ai還將機器學習應用

在最有發展前景的主題上，例如在建築物能耗管理方面，機器

學習有助於壓低監視攝影機、自動照明、多重電梯控制系統…

等相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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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nse.ai的另一項專長在於運用卷積式神經網路(CNN)

預測銀行信用貸款違約比率，也就是根據過往歷史區分「好顧

客」與「壞顧客」。由於過往客戶資料來源多重(如其他銀行

貸款申請紀錄、財務背景調查、居住地及環境、僱用及薪資歷

史…等)，且大部分為時間序列，如何將這些資料融合後並找

出有交互關係處(例如：曾經失業，並有信貸申請遭其他銀行

拒絕紀錄)為關鍵所在。過去此類事務以人力審核，AI模型如

何能有效分析又不破壞時間序列為一大挑戰。Deepsense.ai最

終採用方式是將過往客戶歷史資料與交互關係以「顧客影像」

(User Image)型態呈現，使用雙向長短期記憶神經網路(LSTM)保

留資料時間序列性質，最終將「顧客影像」送入卷積式神經網

路（CNN）中分析，輸出信貸違約比率(0%~100%)預測，銀行

當局則據以決定違約比率的最終接受門檻。由於僅使用一個主

要卷積式神經網路，便解決了資料來源多元複雜的顧客信用評

等問題，可說是解決了銀行業務中的一大痛點。

三、Shift Technology

根據非正式統計，歐洲保險給付申請中有10%可能與保險

詐欺相關。但目前保險公司審核過程完全仰賴人工，耗時耗力

也難以找出詐騙案件。Shift Technology在2013年成立於巴黎，

採透過大數據與機器學習提供之SaaS(Software-as-a-Service)商業

模式，協助保險公司在給付申請過程中把關，杜絕詐騙。

目前Shift Technology已自創投募資到1,200萬美元，2017

年5月為止並已處理過高達7,800萬筆保險給付申請，透過該公

司技術挑出的「紅旗」個案中，75%已確認為詐欺，有效遏止

非法行為持續發生(可參考下圖3-15)。此外，Shift Technology

也憑藉類似技術推出專用自動理賠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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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保險詐欺偵測

資料來源：Shif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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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AI產業化」發展主軸外，另一個發展主軸則是將AI

導入於各產業應用的「產業AI化」。本章將以美日兩國的考察參訪

資料為基礎，輔以文獻資料蒐集整理方式，介紹各國AI技術的產業

應用案例(詳見表4-1)，以掌握各產業應用AI技術的最新發展現況。

表4-1　產業AI化案例列表

美國 中國大陸 日本 歐盟

智慧金融
Kasisto、Kensho、

Vidado
螞蟻金服 樂天 UBS

智慧自駕 Tesla、Mobileye 百度 三菱電機

智慧企業 Uber、Compass

智慧消費
Apple、Amazon Go、

麥當勞
海底撈

樂天、Sony、

壽司郎

智慧城市 百度

智慧電信 騰訊 KDDI

智慧媒體 搜狐

智慧供應鏈 西門子

智慧製造 三菱電機 ABB

智慧辨識 日本電通+雙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節　美　國

一、智慧金融

許多金融領域的美國公司已大量引進AI技術，從主動角度

來看，AI技術可用於改善橫跨理財、客服、法遵、交易等各功

能的作業效率，也可用以發掘嶄新可能營收來源，例如：出售

資料分析結果、提供付費個人服務、自動審核小額貸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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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被動角度而言，AI技術有助於挽回過去顧客因銀行

人工作業不佳體驗留下的壞印象，還能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自

然語言服務帶入。在詐騙預防、風險評估、跨管道授權程序方

面，也都能仰賴AI技術達到一定服務水準。在投入智慧金融的

AI公司中，Kasisto、Kensho、Vidado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Kasisto成立於2013年，至今兩輪融資達4,350萬美元，主

要投資者包括：數家美國大型銀行、萬事達卡、哈佛管理學

院…等。該公司為金融機構提供「聊天機器人」或「虛擬助

理」等功能建構服務，且服務可橫跨多種終端裝置與即時通訊

軟體。Kasisto設計的「虛擬助理」除了可基本查詢外，也能進

行金融交易，並可協助金融機構直接對潛在客群行銷新產品與

服務(請參見圖4-1)。如此一來，金融機構可節省大量客服人力

成本，顧客則可透過Kasisto提供的服務管控現金流。

圖4-1　Kasisto對談介面示範

資料來源：Kasisto

Kensho同樣成立於2013年；至今兩輪融資已達6,750萬美

元，主要投資者包括數家大型跨國投資銀行、美國本土大型銀

行及標準普爾全球。該公司擅長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處理市

場數據（從證期會申報資料到個人大股東資料等），由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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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中篩選並建立特定性質之市場指數，再根據指數建立

指數型證券投資基金。現有新型市場指數涵括領域包括智慧運

輸、虛擬實境、穿戴式、3D列印、網路安全…等眾多先進領域

(參見圖4-2)。

圖4-2　Kensho利用市場指數建立技術開發之分析工具Visallo

資料來源：Kensho

Vidado則成立於2011年，至今三輪融資達5,200萬美元，

主要投資者包括多家保險公司及創投基金。該公司專精於以更

快且成本更低的方式，將手寫歷史文件轉化為企業等級結構化

資料庫，辨識轉化成功率可達99.9%以上。Vidado的技術目前

應用於保單、病歷、死亡證明等文件分析建檔，在美國保險公

司的市占率超過一半以上(詳見圖4-3說明)。Vidado提供核心科

技協助傳統金融公司進行數位轉型，讓金融公司無需雇用大量

人力重新輸入建檔文件，不僅能節省成本，也能避免重新建檔

時可能發生的輸入錯誤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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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Vidado文件轉化程序說明

資料來源：Vivado

二、智慧自駕

電動車公司Tesla領先全球將「自動駕駛」概念導入汽車市

場，Autopilot 自動輔助駕駛功能有助於因應駕駛過程中最繁忙

的環節。

目前的自動輔助駕駛可輔助車輛在車道內自動轉向、自動

加速及自動煞車。雖然目前法規要求駕駛人須主動進行監督，

還無法任由車輛全自動行駛，不過相較於傳統車輛，功能已經

便利許多。Tesla還發展出「智慧召喚」功能，讓車輛可透過導

航在複雜的停車空間中視必要繞過物體，以在停車場中找到車

主。針對已購車者，Tesla提供空中下載軟體升級服務，能持續

享有最新自駕功能，在汽車產業中也屬先進作法。

為了將自駕功能發揮到極致，Tesla針對車載電腦強調邊緣

運算能力開發，並導入具電腦視覺、音波、雷達等資訊學習能

力的類神經網路系統(請參見圖4-4)。除了能讓駕駛人兼顧所有

視角，避免死角問題，並能透過特定波長感測特定物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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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發生。

圖4-4　Tesla以環繞攝影機、超音波、雷達所構築的感測圈

資料來源：Tesla

Intel的子公司Mobileye則聚焦從晶片到系統的商機，近期

主要業務範圍為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道路資料蒐集管

理系統(在全球與BMW、Nissan、Volkswagen三家車廠合作)、

自動駕駛核心軟體，中期聚焦攝影機感測器與計程車機器人

(RoboTaxi)硬體商機，長期則鎖定自駕計程車服務業與自動

駕駛系統商機(如圖4-5所示)。其中有關計程車機器人，預定

2022年前後推出，目前看來應會是L4或L5自駕車的前導產

品。由於聚焦在限定地區少量行駛，相較於消費級的L3/L4/L5

自駕車，技術水準較容易達成。道路資料蒐集管理系統為周邊

產品，除可提供地圖及自駕服務外，也可做為智慧城市的基礎

資料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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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依自駕等級，Mobileye開發出的對應系統規格

資料來源：Mobileye

三、智慧企業

Uber是目前全球AI應用領先標竿，採用下列「三步驟

SOP」推廣共享模式，有效提升數位轉型成效：

1. 先為資料科學家團隊開發大量工具，加快創新循環：相關工

具包括初階的「資料視覺化模組」、配合TensorFlow自行開

發的深度學習架構等。此外，探索過程中給予資料科學家

「端對端」主導權(End-to-end Ownership)，產品化階段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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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全端(Full-stack)資料科學家負責，實行監督階段則是讓

執行流程越簡單越好。

2. 為資料科學家團隊提供足夠資源，以建置應用平台：讓一般

員工也能做資料科學家的工作，最理想的狀況是一般員工只

需按一個鍵就能完成工作。目標為透過規劃好的平台跟工作

流程，讓其他員工能輕鬆應用專業技能。uber依此方式建構

了三套「預測」系統，分別是搭車市場需求、系統斷電即時

偵測及自有硬體容量規劃。

3. 最終在內部提供「諮詢服務」，公開成功的平台設計，並獲

取早期成果(Early Wins)：除了由資料科學家擔任內部顧問

角色外，深度資料整合、自動化資料/系統品質偵測、任務

失敗自動化偵測，都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Uber司機一鍵

式智慧回答系統「One-Click Chat」推出後，解決了司機不方

便邊開車邊打字的痛點。獲得初期成果後，uber引進衍生的

語意偵測技術，推出完全不須用手的語音回覆系統「Hands-

Free Pickup」，及可主動推薦解決方案的客服支援系統

「Customer Care」。

房地產仲介新創Compass於 2012年成立於紐約市，除有

效整合App及房地產仲介功能外, 並鎖定高端、高消費商務人

士，因應其買賣、出租、仲介推薦選擇、代銷等房地產需求

(請參見圖4-6)。

由於Compass之定位為「美國大型都會區高端市場」第三

方平台, 除提供直接買賣/租賃服務, 亦可針對投資客提供指定

地點市場趨勢分析, 或線上媒合特定地區的仲介需求。該公司

近期還拓展服務內容，提供新建代銷服務, 多元發展， 是少見

具AI特色的房地產電子商務公司，並已完成F輪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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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Compass高端房仲服務在美國涵蓋範圍

資料來源：Compass

四、智慧消費

代表性消費電子廠商Apple併購許多科技新創企業，其中

代表性個案如Inti.ai，憑藉自然語音處理與機器學習，改善語

音助理Siri互動靈活性不足的問題。另外Regaind聚焦照片分

析，Emotient則聚焦臉部辨識以瞭解情緒，皆顯示Apple對利用

相片有效提升消費者體驗寄予厚望。Apple還發展如機器學習

Core ML與自駕車Project Titan等產品，近期Apple Watch也開始

監測生理訊號，測量心律及呼吸，並能提供脈搏紊亂或跌倒通

知(請參見圖4-7)。放眼今後，中期的AI睡眠監測，長期的AI醫

療照護都是Apple可能主攻的消費者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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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Apple Watch跌倒緊急通知功能

資料來源：匯流新聞網

無人商店領導品牌Amazon Go在天花板上裝設大量攝影鏡

頭，為同時捕捉現場消費者動態，還能搭配如麥克風、蜂巢定

位等不同類型的感測器。此外，現場貨架皆具備感應功能，當

消費者取走、放回貨物時，能正確感應並扣款。付款方面則可

透過App綁定帳號/信用卡，消費者在店內期間即使帳戶登出，

也不影響後台扣款流程。

無人商店並具備因應現場突發狀況的能力，如：「偷竊預

防」、「取物調換」、「店內換手」…等，整體流程是否能

達到完全正確辨識扣款，真正提供消費者更好的體驗，都是目

前Amazon Go持續研發的方向，也是「新零售」概念的演化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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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Amazon Go申請專利時的技術說明

資料來源：IDTechEx

速食龍頭麥當勞每天供應超過6,800萬份餐點，在全球

120多個國家，直屬員工加上聘用的臨時工高達190萬人，人

力成本高居不下。再加上同業競爭導致麥當勞早餐時段客群流

失，為了提升服務水準，挽救流失客群，麥當勞收購Dynamic 

Yield以提供AI個人化服務。

首先，麥當勞在得來速車道及店內提供應用AI技術的自動

點餐機。可根據消費者想購買的商品及天氣、日期、時段、交

通狀態等外在因素，主動提供選購建議或客製化餐點。機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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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並可協助決定個別種類餐點之生產量，隨時掌握消費者需求

量追求最適化。

導入AI後，麥當勞能提供消費者更便利的互動體驗，並節

省服務人力(請參見圖4-9)。此外，透過自動點餐機主動行銷，

可提升各項產品的售出機率，還可依據點餐需求預測餐品銷售

量以預先備貨。透過上述應用，可望將AI在供應鏈管理可見的

效益發揮到極致。

圖4-9　麥當勞AI個人化服務

資料來源：麥當勞，Dynamic Yield，工研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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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

一、智慧金融

中國大陸民企龍頭阿里旗下的「螞蟻金服」完成45億美元

的單輪融資，曾為全球網路公司記錄。該公司前身是阿里旗下

的第三方支付「支付寶」等金融產品部門，在2014年獨立成

為金融服務公司。

至今「螞蟻金服」成為擁有數十萬家微型企業與數億名消

費者客戶，橫跨移動支付、融資理財產品、個人信評及網商銀

行等，綜合各型金融機構角色於一身的全方位金融服務公司。

「螞蟻金服」在許多產品設計上引進了AI技術，以旗下的

「芝麻信用」為例，由於中國大陸缺乏如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的整合組織，「芝麻信用」運用數種AI技術設計信評工具，

建立本身獨有的個人信評系統。該公司使用下列五種資料，

分別是：(1)「行為偏好」：來自過去電商消費紀錄或消費金

額，(2)「身分特質」：來自註冊之人口統計變數資料，(3)

「履約能力」：來自個人帳戶財力與餘額紀錄等，(4)「信用

歷史」：來自過去信用紀錄如逾期還款或詐欺等行為，及最後

的(5)「人脈關係」：評量個人活躍度與影響力等。

「芝麻信用」首先挑選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後，形成分析用

「數據集市」。其後經變量篩選，除了可進行迴歸或決策樹分

析外，主要為了進行AI學習，累積過去經驗，將資料來源轉換

為評等分數(詳見圖4-10)。

「芝麻信用」已獲租車、租房、婚戀、簽證、旅行等多個

領域引進，分數等級為良好以上則可開通相關貸款、信用消

費、信貸產品（如花唄、借唄、網商貸等）。此外，個人信評



第四章　主要國家產業AI化發展現況與趨勢 ��

分數也可直接在支付寶上進行授信。

圖4-10　「芝麻信用」評分等級及資料來源一覽

資料來源：Zi 字媒體

二、智慧城市

2018年11月，百度在北京建置全球第一座AI科技主題公

園「海淀公園」，設置多種智慧設施，希望提升民眾的公園使

用率(請參見圖4-11)，包括：

1. 智能步道：設置三處打卡點，透過人臉識別技術自動記錄

民眾運動數據（如時間/里程/熱量），並在終點提供排名相

關資訊。使用民眾註冊(註冊機/掃描條碼)後，於起點刷臉打

卡就會記錄開始時間，在過程中刷臉打卡並可確認運動有效

性，最後在終點刷臉打卡則紀錄結束時間。

2. 無人車：百度阿波龍L4自動駕駛巴士沒有司機、方向盤與油

門，透過系統事先設定路線，並能判斷前方路況，遇到障礙

時判定安全距離後換道，繞過後再回到正常行駛路線。此款

無人車充電後可行駛約100公里，載客人數6～7名，時速約

40公里。行駛路線從海淀公園西門到兒童遊樂場所，接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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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兩地的乘客，乘客繫上安全帶後3分鐘，車門會自動關閉

後出發。

3. 智能語音亭：搭載百度對話式AI系統DuerOS，民眾可和智能

亭即時進行互動。使用者在涼亭內呼喊「小度」，就能喚醒

系統並開始溝通，可詢問天氣、播放音樂或查詢其他資訊

（如生活娛樂等）。

4. 未來空間：展示百度科技產品，如入口臉部辨識，語音控制

窗簾與燈光，偵測心情提供不同背景音樂，還有屋頂螢幕與

小度機器人。門口則設置智慧螢幕，透過AR與民眾互動。

5. 太極大師：應用AR與互動螢幕，讓造訪公園的民眾能站於

螢幕前學習太極。

6. 其他：鋼琴鍵步道、風速偵測設備、人臉識別儲物櫃。

圖4-11　北京海淀公園

資料來源：百度

三、智慧電信

電信業者騰訊最早自2016年下半年開始應用AI，聚焦解

決電信詐騙問題。主要技術有兩大類，分別是：

1. 鷹眼盒子：電信營運商首先即時收錄通話數據，去除敏感數

據並加密後，再送往機房的鷹眼系統。系統會把有問題的通

話提交給營運商客服或警方，例如判定淺度受害時，即時以

簡訊通知受害者；如果判斷受害者匯款可能性高時，警方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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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動打電話給受害人，終止詐騙。不過上述方式中，消費

者沒有權利決定是否加入(Opt-in)或退出(Opt-out)，有隱私權

保護問題。

2. 麒麟系統：主要針對偽基站/假基地台的技術。假基地台可

以放在背包內, 是詐騙集團核心技術。假基地台搜尋特定範

圍內手機資訊，再偽裝成合法電信公司基地台連結。連結成

功後，假基地台就可冒用他人手機號碼向被害者手機發送詐

騙、廣告訊息。事實上接近假基地台時，正常手機訊號會遭

詐騙集團大功率訊號蓋過，強制連上假基地台。過程中手機

資訊會被攔截，包括打電話、上網都會有6到10秒無法正常

使用。針對假基地台偽裝成銀行客服、運營商客服等的詐騙

行為(詳見圖4-12)，麒麟系統可即時發現移動中的假基地台

軌跡，定位精密度在50公尺以內，並利用地圖進行可視化展

示，方便警方重點防控。

圖4-12　中國大陸出現的移動式假基地台

資料來源：安全牛



�0 人工智慧與產業創新

四、智慧媒體

搜狐為中文入口網站，於1995年由張朝陽創立。1998年

推出搜狐網後， 2000年則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入口網站通

常具有吸引使用者點閱新聞的相關功能，搜狐網也曾對外說明

過本身新聞演算法，核心結構主要分為「召回」和「排序」兩

個階段。兩階段根據性能區分，「召回」考量的是以低廉成本

挑選文章，主要使用如協同過濾、主題模型、內容召回、矩陣

分解等演算法；而「排序」執行非常消耗雲端運算資源，不可

能對所有文章執行，且需先經過「召回」粗選文章再進行「排

序」。故需考量兩者相關性，僅對多管道進行「召回」粗選文

章，統一評分，最終選出最佳的少量結果即可。

此外，使用者的人口統計變數、短期歷史行為、個人偏好

等多維度資料，則是個性化推薦基礎。各種文章屬性、內容關

鍵字、讀者偏好等，也是內容、品質分析的基礎。

「搜狗」則是搜狐的子公司，專精搜尋業務。除了搜尋

外，搜狗也有如電子信箱與輸入法等業務。2018年第五屆世

界網際網路大會上，搜狗與新華社聯合發表了全球首位人工智

慧合成專任主播(請參見圖4-13)。應用語音合成、唇形合成、

表情合成及深度學習等四類技術，搜狗與新華社製造出兩位中

英雙語「AI合成主播」，累計報導超過數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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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實際報導新聞的「AI合成主播」

資料來源：每日頭條

「AI合成主播」除了利用表情、聲音、語言習慣、思維等

多種合成技術外，也進行擬人化訓練，語音、表情效果都十分

逼真。再搭配肢體、嘴唇等部位的動作預測能力，可做出肢體

動作，猶如人類分身。最終目標為透過「主播形象」提高新聞

報導傳遞效率，讓終端消費者願意接受訊息。

五、智慧消費

2018年10月，「海底撈」餐廳於北京中駿世界城推出智

慧店概念門市，透過智慧自動化優化餐廳服務流程，並解決食

安相關課題，藉以打造更好的消費者體驗(請參見圖4-14)，系

統分為前端級後端兩大部分：

1. 前端：候位區的電影式投影布幕與官方互動遊戲APP，用餐

區的環繞式大型投影技術，線上點餐平台、智慧菜單、花生

傳菜機器人等智慧裝置，不僅提升點餐、上菜等整體流程效

率，降低人力成本，還打造了獨特且新奇的沈浸式消費體

驗。

2. 後端：以自動控溫的封閉式倉儲確保食材衛生、安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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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千味配鍋機透過客製化迎合消費者偏好，再透過自主研

發的中樞系統「智慧後廚(IKMS)」，整合前台與後台的管理

系統，即時監控廚房運轉與前台服務現況，並透過各環節數

據上傳雲端分析，提供餐廳經營方針與建議。

圖4-14　海底撈前後台整合服務系統

資料來源：海底撈

第三節　日　本

一、智慧自駕

三菱電機公司1921年自三菱造船(之後的三菱重工)獨立

出來，為日本8大電機廠(日立、Panasonic、東芝、三菱電機、

Sony、Sharp、NEC、富士通)之一。雖屬三菱集團之一員，但

三菱電機財務完全獨立。8大電機廠中，該公司營業額排名第

4(僅次於日立、Panasonic、東芝)，產品種類從家電、重電到

人造衛星等，範圍極廣。三菱電機的FA機器、電梯、渦輪發

電機、鐵路用電機產品、Power Module半導體、人造衛星等的

日本市占率都名列前茅。

2017年5月，三菱電機統整內部AI相關技術，創立該公

司AI技術品牌「Maisart」(請參見4-15之示意圖)。「Mai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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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Mitsubishi Electric's AI creates the State-of-the-ART in 

technology」的縮寫，為使設備、邊緣(Edge)變得更為智

慧，集合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技術，開發識別、辨

識、推測原因、檢測預兆、最適控制、自動化等應用基礎技

術。

Maisart的AI技術有3大特色：首先是「演算法compact

化」，其次為「應用機械相關knowhow提升強化學習效率」

（有助於縮短強化學習時間的相關技術），最後則是「應用機

械相關knowhow提升時間軸數據分析效率」。

運用Maisart的AI技術，三菱電機發展出「無縫式語音辨識

技術」，可在單一麥克風收音的狀態下，辨識出不同人的聲音

及語言(日、英、法、德、義…等10種語言)，未來可運用於機

場路線引導裝置、租賃車輛導航系統之語言設定等用途。其

次，三菱電機擁有可分析人體動作的 AI 技術，無需事前進行

機械學習，就可透過測量動作地點之位置數據，決定標準動作

模式，並分辨與標準動作模式不同的動作，未來可望運用在需

要重複相同動作的生產環境中，藉以簡化作業方式及發現作

業上的錯誤。「可靈活控制的AI」技術能即時掌握物體形狀變

化，迅速應變，可應用於環境不斷變化的製造場域，例如安裝

在工業機器人上，並在AGV（無人搬運車）上移動時同事進行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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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三菱電機Maisart 技術整合與AI功能

資料來源：三菱電機

本次參訪拜會的是直屬三菱電機中央RD本部的「三菱電

機情報技術總合研究所」，研發項目包含衛星、雷達系統、各

領域的安全技術、人工智慧、資訊媒體情報、光學無線電及通

信技術領域相關研發，此外並整合IT技術，為集團訊信前瞻研

發提供技術支援。參訪成員在三菱電機情報技術總合研究所

聽取圖像型水位測量設備「Field Edge」、無縫式語音辨識技

術、自駕車及準天頂衛星技術等之介紹，並實際體驗語音辨

識，以及在院區內體驗自駕車。

三菱電機所研發的最新自駕車技術則結合了自主感測技

術、毫米波雷達、攝影機、準天頂衛星系統的CLAS(釐米級定

位增強服務)、高精密度3D地圖等技術，已完成高速公路自動

駕駛驗證測試，並朝無需高精密度3D地圖也能安全上路的方向

持續研發、驗證中。三菱電機研發人員表示2019年10月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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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外發表成果，屆時自駕車可在室內停車場中提供無人代客

泊車服務。

拜會過程中，我方也與三菱電機討論台日合作可能性。三

菱電機方面表示針對AI、無人駕駛及準天頂衛星導航等議題，

希望在商業考量前提下，朝台日合作開發、經營市場之方向推

動。三菱電機會在內部評估與臺灣合作的模式及項目，特別是

臺灣的AI on Chip結合三菱電機AI Algorithm，在終端AI化的可

行工業應用項目。

圖4-16　三菱電機拜會留影

臺灣三菱電機花岡董事長說明拜會事由 交流提問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二、智慧金融

樂天集團為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主要透過網路為消費

者、企業提供各種服務，營運觸角廣及金融科技、電信、電子

書、通訊軟體、市調等，集團分支機構更遍佈30個國家、72

種不同服務，全球會員數高達13億，樂天透過會員經濟與點數

經濟串聯旗下之線上、線下事業及合作夥伴，會員、大數據、

品牌三者緊密相連，形成「樂天生態系」。目前集團中的各事

業單位紛紛運用AI技術，希望為會員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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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樂天銀行為例，純網銀的樂天銀行係樂天集團於2009

年收購e-Bank而來，2010年更名為樂天銀行，至今已有9個年

頭。樂天銀行不僅用戶持續增加，存款金額成長170%，貸款

金額也成長了500%，並創下了下列3個第一，分別是 (1)獲利

第一：連續數年蟬聯日本獲利最高之純網銀；(2)內控第一：

銀行成立至今從未有被金融廳裁罰之紀錄；(3)服務第一：客

戶滿意度最高，連續數年榮獲「最佳數位銀行」國際大獎肯

定。樂天銀行主要使用IBM系統，將AI與大數據運用於市場行

銷、防治金融犯罪二大領域，以洞察顧客可能的需求，投放廣

告，偵測異常行為模式打擊犯罪，及防止身分偽造等。

樂天集團旗下的樂天技術研究所(Rakut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目前在全球設有6個研發中心，個別設立時間、地

點及研發主題茲列舉如下：

1. 日本東京：2006年設立，研發主題包括：IoT、無人機、

網路最適化、HPC、分散式運算、資料探勘、詐欺探測、

NLP、 電腦視覺、 HCI、AR/VR。尤其聚焦研發尖端機械學

習、深度學習於不同領域之應用。

2. 法國巴黎：2014年設立，研發主題包括：機器學習、深度

學習、電腦視覺、自然語言分析、AR/VR。

3. 美國波士頓：2015年設立，研發主題包括：機器學習、深

度學習、AI，尤其聚焦AI研發。

4. 新加坡：2015年設立，研發主題包括：機械翻譯、語言辨

識、運用電視劇之雙向語言學習及用戶行為模型建置。

5. 美國聖馬特奧：2018年設立，研究主題包括：數據科學、

資料探勘、NLP、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

6. 印度班加羅爾：2018年設立，研究主題包括：深度學習、

電腦視覺、物流倉庫機器人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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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樂天球場拜會留影

場域操作解說 左起：本人、川田本部長、

工研院張培仁副院長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本次考察除了瞭解樂天集團的技術研發布局外，也向樂天

智慧棒球場取經其創新技術與服務。特別是在技術層面，場內

持續規畫、佈建5G網路，規劃2019年10月導入測試。本次參

訪期間(2019年7月)球場提供多項創新服務，包括在全球場提

供免費wifi讓球迷利用，能以無人機鎖定球場內的特定球員拍

攝，率先推動球場無現金支付，並可掃描觀眾席椅背上的QR 

code點餐…等。上述服務除了能便利球迷外，也整合集團內樂

天信用卡與電子錢包等金融服務，提升整體營運綜效，產生正

向循環。

其次就球場服務面向而言，推動不同座位區域與收費方式

之差異化，包括企業福利座位、VIP包廂、能舉辦party的包廂

等，除了確保球場的固定營收來源外，球迷也能有不同的觀賽

體驗。例如：可透過Eagles App於中場時間玩互動遊戲，持續

活絡氣氛；球場周圍則提供老少咸宜的遊樂設施，拓展能全家

同樂的家庭客源。



�� 人工智慧與產業創新

三、智慧消費

Sony公司是跨足消費性電子產品、專業性電子產品、電子

遊戲、金融、娛樂影視…等領域的世界巨擘，Sony AI事業部

集結集團不同關係企業研發的相關技術，辦公室遍及日本、美

國與歐洲地區。Sony AI 事業部以「透過創意和科技的力量使

世界充滿情感，並透過AI釋放人類想像力與創造力」為宗旨，

聚焦遊戲、影像和感測元件、美食三大項目，結合Sony獨有的

技術資產，推動AI基礎研發，並擴大研發人工智慧運算應用。

此行參觀Sony的終端產品、系統展示體驗環境(參見圖

4-18)—Sony Square，展示產品、系統包括以mini LED模組(間

距1.26毫米)拼湊成約3.5公尺 × 14公尺的Crystal LED大型螢

幕、專業電影攝影機、定點播放多種聲音的Array揚聲器、Aibo

機械狗(主體20萬日圓+ 三年共10萬日圓的月租服務商業模

式)、98吋電視螢幕(8K HDR)等。

本次參訪同時也嘗試理解Sony Startup Acceleration Program 

(SSAP)環境、新創企業援助模式及近年來推動現況。也瞭解到

Sony在新興科技(大數據、AI、IoT…等)運用範疇中，所欲扶持

的新創企業類型，加速產業技術與服務創新。

目 前 S S A P 為 日 本 創 業 青 年 或 新 創 公 司 提 供 四 種

加速器服務：Idea (Workshop ,  Tra in ing ,  Aud i t i on )  、

Market ing(Crowdfunding, E-Commerce ,  Sa les channe l /

Promotion)、Expansion(Collaboration, Finance, Alliance) 、

Incubation(Accelerators, Curriculum, Technology/Design)，資金的

利益相關人士包含大企業新創事業、企業、大學、NPO及Sony

社內。同時於參訪的過程中也討論到，倘若外國人有意加入成

為利益關係人的可能性，SSAP人員表示外國人需要在日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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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或營業才能加入。

圖4-18　Sony Square展區

Sony歷史展示牆 Sony Aibo機器狗

SSAP加速器Maker環境 SSAP加速器Maker環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四、智慧電信

KDDI是日本前三大電信業者(NTT Docomo、KDDI、

Softbank)之一，以「au」品牌提供手機、固網、網際網路等電

信服務，致力於利用各種通訊技術鏈結人與物及物與物。

近年來KDDI與不同業者合作，加速將5G、IoT、AI等先進

技術運用於各行各業，例如：AI農地病蟲害識別AI、海中藻類

影像辨識、AI自動灌溉施肥系統、AI翻譯 、AI計程車需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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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系統、AI用戶偏好學習系統、AI運動員訓練支援系統、聊天

互動AI機器人、AI英語會話技巧評估系統、室內行動辨識AI、

無角度面部表情識別AI、複雜對話型AI、人口動態分析預測、

設備故障偵測系統…等。

2018年9月5日，KDDI在東京虎之門設立了「KDDI Digital 

Gate」。目的為與客戶一起開創嶄新商業解決方案，加快數位

轉型腳步，拓展商業規模。設立後不到一年，利用KDDI Digital 

Gate進行研發創新的公司就超過200家，因此決定於大阪、沖

繩也設立據點。2019年6月，AI晶片大廠NVIDIA也宣布將派遣

AI工程師加入KDDI Digital Gate，將融合5G和AI技術，支援其

他公司的應用開發。

KDDI Digital Gate除了KDDI原有的敏捷開發團隊外，還

集合了各領域的專業合作夥伴企業(請詳見圖4-19、4-20)，

提供5G、行動LPWA(LTE-M)、IoT、AI、影像辨識、XR…等

最新技術與解決方案。Digital Gate提供服務開發場域，加速

「發現」、「開創」、「學習與改良」的創新研發循環，透

過開放式創新開發市場價值高的服務。Digital Gate中設有Open 

Area(可自由交流)、Worhshop Space(進行創意發想)、PoC開發

室、Laboratory等不同用途的空間，開發團隊可運用敏捷開發

手法將新創意做出雛形，進行驗證，並與不同新創企業合作。

KDDI Digital Gate的專業合作夥伴中，有兩家公司提供AI

及大數據分析技術。其中一家是ARIE Analytics，由KDDI和

Accenture合資設立，為日本國內目前規模最大的數據處理分析

企業。另外一家則是Data Section，主要提供專業社群媒體分

析、大數據蒐集調查與分析、行銷調查、風險監控、AI影像辨

識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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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KDDI Digital Gate的合作夥伴

資料來源：KDDI Digital Gate

圖4-20　KDDI Digital Gate與Open Innovation Fund活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KDDI

此行參訪KDDI時，Solution 事業企劃本部理事–藤井彰人

先生針對 KDDI’s Cloud/AI/IOT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in 5G 

Era 進行介紹，同時提及 Society 5.0 對日本而言是一個很大

的變革，未來 伴隨5G 時代來臨，為建設 Society 5.0 將面對

很多ICT 問題，同時AI技術也將全面進入人們的生活。討論中

也提及KDDI對於Survey GPU as a Service及Machine Learning as 

a Service的AI基礎軟硬體方案，並進一步討論AI video-related 

edge computing platform (HW+SW)、AI edge computing for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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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video analysis 如: Competitive drone racing、Cloud gaming

之可能合作模式。

一同與會的Solution 事業企劃本部長–丸田徹也同意

受工研院之邀參加第四屆ITRI ICT Techday， 擔任 Keynote 

Speaker，分享KDDI Evolution of DX and dawn of 5G- how 5G, 

AI, IoT, and cloud will change the way of business。KDDI Cloud 

Platform 部門方面也計畫向臺灣採購Indoor Edge Server for MEC 

/ vRAN 、GPU server 及 GiLAN…等AI 、5G 設備以進行POC。

圖4-21　KDDI參訪留影

全體合照 （左起）青木俊行，藤井彰人理事，

工研院張培仁副院長

雙方熱烈討論 藤井彰人理事 致詞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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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慧辨識

在日本，鮪魚肉質鑑定是一種高度技能，一位專業鮪魚職

人至少需要經過十年培訓並累積經驗，因此人才培育相對困

難。受到高齡化影響，可憑藉眼力判斷鮪魚肉質好壞的專業職

人日趨凋零，魚貨中盤商面臨能協助判斷鮪魚肉質相關人力不

足的問題。

日本電通與雙日公司合作建立AI模型，拍攝大約4,000張

鮪魚尾部圖像，並將數據輸入AI程式(請詳見圖4-22)，透過機

器學習，能在一個月內掌握鑑定技能。該模型透過高效率圖像

採樣與數據分析，檢查肉質顏色和光澤、新鮮度、堅實度及脂

肪分層。最後再透過數據分析，將拍攝到的鮪魚區分為5個肉

質等級。

目前程式準確率已達78%，使用簡單、快速，一般人就可

以操作。與具35年專業經驗的資深職人相比，識別結果一致率

達85%。未來將整合更多分析判斷數據，使電腦系統的分析更

為精準。

圖4-22　日本電通+雙日AI辨識鮪魚等級

資料來源：TUNA Scope, 日本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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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慧餐廳

迴轉壽司業者的痛點有下列二點：如果在顧客來店之前先

把壽司做好，放太久會影響新鮮度；但若等顧客來店後再開始

做壽司，往往因為種類不夠多，無法刺激顧客食慾及消費，甚

至可能導致顧客體驗不佳。日本連鎖迴轉壽司業者「壽司郎」

利用自有店面蒐集14億筆多元資料後並有效處理, 導入數據分

析，根據顧客數量與客群決定製作的壽司種類，並透過AI預測

銷量，據以決定食材進貨量，同時降低食材廢棄成本。

上述應用最終有效提升營運績效，除食材廢棄率減少1/4

外，省下來的廢棄成本可用於提供消費者更好的食材，進而拉

開與對手間的差距。營業績效良好也使壽司郎的店面人才流動

率低於日本業界平均三成, 擴展速率上，每展100間分店的時

間由原先的19年縮短為3年。不過雖然透過數據分析、AI供應

鏈管理協助營運，壽司郎仍強調不可忽視員工經驗，的確許多

店面突發狀況仍有賴員工的經驗解決。

第四節　歐　盟

一、智慧供應鏈

此次訪美行程中，關於「流程探勘加速數位轉型」的演

講與交流，主要在瞭解西門子的供應鏈管理相關技術與應用

案例。講者Lars Reinkemeyer 目前為 UCSB 客座講師，1994

年加入 西門子，2009年起擔任巨量資料管理主管，2014年

起並擔任西門子全球流程探勘(Process Mining)主管，兼任

BizIntelligence 副總。Reinkemeyer提到，數位轉型的成功關鍵

在於企業主管能否衡量數位化與數位轉型的成效。

參考西門子經驗，發現要將一家歷史超過170年的大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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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轉換成可以迅速反應的數位化企業，「流程探勘」是最能展

現成效的項目之一，也是西門子近年來投入的重點。「流程探

勘」概念是根據 Event log 分析整體商業流程，讓流程更有效

率。西門子的 「流程探勘」系統牽涉之數位轉型使用者超過

6,000名，Celonis提供所有使用者整合、詳細及正確的資訊。

面對每年超過4,000萬張的客戶訂單、5,000萬次運輸遞送，

「流程探勘」系統能提供深度洞察資料，讓企業主管充分掌握

訂單處理流程，並理解其關鍵路徑、需要改善之處及主責成員

(請詳見圖4-23)。

系統並提供方便介面，讓使用者可對比目標與實際訂單流

程，並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延遲原因及增加的支出。此外，系統

更能根據既有客戶訂單預測每個階段的處理時間。西門子已經

將「流程探勘」運用在 Order-to-Cash、Purchase-to-Payment、

Make-to-Delivery等流程，某些部分並結合流程自動化技術。導

入「流程探勘」系統後，企業流程與供應鏈管理的18個應用案

例效率明顯提升，也有效節約成本。下一階段將加入數位雙生

等技術，朝全面數位賦能組織(Digital Enabled Organization)邁

進。

圖4-23　「流程探勘」系統在西門子所涵蓋之範圍及成就一覽

資料來源：Lars Reinke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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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製造

自動化巨頭ABB聯合Telia(行動電話運營)、Atostek Oy(軟

體工程)兩家公司，在赫爾辛基廠的裝配線上導入全球第一個

工業5G+AI應用，藉以實現敏捷生產(請詳見圖4-24)。該技術

應用於電源模組組裝線，藉由確保此一關鍵零組件組裝品質，

進一步提升產品整體品質。其中，Telia提供高速5G行動連接

技術，搭載Atostek的電腦視覺和AI應用程式，利用5G環境與攝

影機監控驅動器組裝狀況，將資訊即時回饋予產線人員，達成

即時品質管理，提高生產線品質與效率，降低人為疏失。

由於導入5G+AI應用可快速改變製程，提高工廠的敏捷生

產及少樣量產能力，並大幅改善產能利用率，突破瓶頸。另一

方面，透過製造設備感測器可同時量測機器運作狀況，達到預

防故障、主動維護等目的。

圖4-24　ABB於裝配線上導入全球第一個工業5G+AI應用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三、智慧金融

全球財富管理龍頭瑞銀集團(UBS)已引入最新AI科技，為

可監控投資組合並於學習後適時提出建議的理財機器人(Robo-

Advicer)。此系統由UBS總部花費數千萬美元打造平台，除可

24小時追蹤客戶投資組合，也大幅降低貴賓理財的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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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瑞銀理財僅服務金字塔頂層，門檻設在100萬美元。

一位理專僅能服務約20位貴賓客戶，且大部分採面對面諮詢

服務方式，相當耗費人力。引進機器人後，可大幅降低理財門

檻，擴及金字塔中層。針對中小企業主、專業高管人士等族

群，應用數位通訊技術使單一理專可服務超過百位客戶(詳見

圖4-25)。

過去瑞銀除了年費外，也有交易手續費制度，造成理財專

員以佣金為導向，未根據顧客需求推薦真正合適的金融商品。

新模式由於運作成本低，可改採固定年費，完全消除佣金制陋

習，並讓整體理財部門能掌握的管理資產大幅增加。

圖4-25　理財機器人建議系統的優勢簡介

資料來源：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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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工智慧浪潮下臺灣產業創新策略思維

第一節　我國啟動「臺灣AI行動計畫」

隨著AI科技快速進步，先進國家皆積極布局國家級AI發展政

策，協助產業提升創新能力，以因應未來社會之需求，並藉此面對

產業競爭的新局勢。有鑑於AI不只是技術革新，也將全面改變人類

的生活與產業，舉凡製造、零售、金融、生技醫療、自動駕駛、

機器人等，都是AI應用的領域，衍生的商機無窮，引發全球發展

AI風潮。我國為掌握AI發展的契機，行政院宣示106年為臺灣AI元

年後，續於同年8月推出「AI科研戰略」，並於107年6月核定推動

4年期的「臺灣AI行動計畫」(107年至110年)，全面啟動產業AI化

(詳見圖5-1)。

圖5-1　臺灣AI行動計畫之整體推動架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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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發展AI優勢

臺灣除擁有世界級的人才，亦在半導體代工服務居全球龍

頭，是資通訊產品的主要生產國，生產數量全球市占第一；另

外垂直應用領域科技化程度亦高，包含智慧製造、醫療照護、

智慧城市、數位政府及精緻農業等，具有完整的硬體供應鏈及

建構完整智慧系統的能力；加上業者積極切入應用領域研發，

已逐漸形成創新智慧應用的生態體系。此外，能量充沛的中小

企業，以及開放資料指標全球第一的成果，都讓臺灣極具研發

AI的基礎實力。

二、五大推動主軸

「臺灣AI行動計畫」以強化臺灣既有優勢，創新體驗為

先，軟硬攜手發展的方式，激發產業最大動能；以鬆綁、開放

及投資的精神，全力推動AI發展，促使產業AI化，期許臺灣邁

向尖端智慧國家，目前5大推動主軸進展：

1. AI人才衝刺：在千人智慧科技菁英方面，已在台大、成大、

清大、交大各成立1個「AI創新研究中心」，涵蓋人工智慧

技術、健康照護、智慧製造、智慧服務、智慧生技醫療等領

域。在萬人智慧應用先鋒方面，政府和民間已攜手合作培訓

超過萬名AI菁英技術及應用實務人才。

2. AI領航推動：晶片是支持AI運算的心臟，不但是核心技術，

也是臺灣的產業強項。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成立跨部會

「AI on Chip 示範計畫籌備小組」，已有台積電、聯發科等

90家晶片設計與半導體廠商參與，後續將針對「AI晶片異質

整合」和「AI系統軟硬整合」形成聯盟，力拚擴大我晶片半

導體產業的全球龍頭地位優勢。

3. 建構國際AI創新樞紐：臺灣已成為全球矚目的AI創新應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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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國際級旗艦公司陸續在台成立AI研發基地，並與臺灣本

土AI產業鏈結，共構我國產業生態系統。如Microsoft已在台

成立「AI研發中心」建立百人研發團隊，並啟動「微軟新創

加速器」；Google已把臺灣打造成Google在亞洲最大的研發

基地，並持續擴大規模；新思科技(Synopsys)亦在台設立研

發中心，將加速晶片設計研發時程30%。

4. 法規與場域開放：在台南沙崙建置臺灣第一座封閉式自駕車

測試場域「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並開始營運，並於107年

12月19日公布全球第一套涵蓋陸、海、空《無人載具科技

創新實驗條例》。另建置民生公共物聯網，布建水、空、

地、災各類感測器，即時及歷史感測資料，供民間介接使

用。業者利用相關感測資料及導入AI運算，例如協助環保稽

查單位掌握污染事件，解決空污通報與環保實地稽查時間落

差。

5. 產業AI化：從產業創新的實務需求出發，建立「產業出題，

人才解題」機制，107年共收到醫療生技、資訊服務、電商

廣告、人力資源、監控安全、物聯網等6大產業之32家企業

提出53題AI轉型需求，並媒合解題團隊解題，產出21個解

題方案；108年共協助49家業者及14個公部門，提 100 AI需

求，並促成92個解題團隊，協助業者從外界募集到好點子，

解決實際商業問題。

三、經濟部推動重點

配合行政院科技會報「臺灣AI行動計畫」，經濟部為加速

臺灣產業升級轉型，優先選定利基市場(如：製造、醫療…)導

入產業AI化；同時，AI發展以AI產業化為核心，規劃發展AI晶

片、系統及核心的AI演算技術；在環境支援方面，則串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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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場域、媒合平台及國際合作等作法，共構我國AI產業生態

系(詳見圖5-2)。

圖5-2　臺灣AI行動計畫-經濟部推動重點

資料來源：經濟部

第二節　我國產業創新躍昇之策略思維

身為產業創新及技術研發政策的推動者之一，經由本次考察及

蒐集主要國家的AI產業化及產業AI化政策及案例，對於AI驅動全球

產業數位轉型浪潮之下，提出以「虛實轉型」加速我國產業創新躍

昇的策略思維及啟發。

一、突破：我國產業結構及科技創新需求

面對全球化及智慧化浪潮，過往未及在數位科技發展浪潮

上的國家，除汲取成功國家的經驗，更因無既有數位基礎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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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之包袱，在智慧科技的導入及應用上，更有凌駕先進國家

之態勢。面對此後發先至之競爭，臺灣產業結構之調整，不僅

要更快速的“產業升級”，且需要更精準的“產業轉型”。過

往臺灣在硬體產業的成功模式造就「臺灣奇蹟」的國際典範，

但也因資源過度挹注於硬實力的發展，使得軟實力的應用未能

造就另一個臺灣奇蹟。為保持臺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臺灣產

業雖一直不斷進行產業升級，但受限於以往成功的框架，強調

在既有產業持續創新“速度”及能夠“快速滿足需求”的營運

模式，故仍擺脫不了在國際上扮演快速跟隨者的角色。

因此，臺灣產業的發展結構必須有所突破，應將重點放在

“產業轉型”，必須強調產業的重新“定位”，以“貼近不同

需求”的營運模式為核心，扮演全球市場的先驅者。為能成功

引領臺灣產業的轉型，所強調的不僅是為貼近市場需求，導入

數位科技所帶來的“數位轉型”。更重要的是，既有營運模

式的營運轉型，此種轉型奠基於因應不同市場需求所需的營運

科技，以及結合數位科技的助力，達到貼近市場的目標，此種

創新轉型稱為營運模式的“智慧轉型”。簡言之，所謂數位

轉型係以ICT為核心，著重於ICT應用的創新，關鍵在於ICT技

術“應用的突破”；而企業的智慧轉型著重於貼近不同市場

需求而進行企業營運科技(Operational Technology，OT)的融合

創新，關鍵在OT智慧化“需求的融合”，藉以達到需求導向

營運模式的智慧化創新。是以，為迎向AI時代，產業結構的轉

型，應以需求導向的營運模式創新達到產業的“定位轉型”，

並以營運科技與數位科技的融合創新，達到產業的“智慧轉

型”，並藉由定位轉型及智慧轉型完成臺灣產業創新躍昇的策

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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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型：以「虛實轉型」加速產業創新

近年數位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已成為新一波產業變革的

引擎。此波數位科技，就臺灣產業以往所具有的ICT優勢以及

現行產業轉型所需的數位科技，除人工智慧（AI）外，也包括

區塊鏈（Block chain）、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資料建

構（Data construction）、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第五

代行動通訊（5G）。此ABCDEF六大數位科技，成為臺灣產業

“智慧轉型”，也就是產業智慧化及智慧產業化所必須發展之

數位科技。另一方面，因應六大數位科技所帶動的創新應用及

需求，臺灣企業的營運模式也必須不斷的創新，這當中法規的

調適，就成為企業創新助力或阻力的關鍵。

臺灣產業面對美中貿易及科技戰所引發的產業全球化重

組，不僅改變了全球供需生態系，也改變了臺灣產業的國際戰

略地位。值此轉機，臺灣的產業應可順勢進行“定位轉型”，

強化軟實力的競爭優勢，將臺灣發展成為全球的高端研究中

心、高階產品中心、先進製造中心、客製系統中心及智慧服務

中心。藉由此五大創新中心的成形，將臺灣從代工王國的定

位，轉型成創新王國。當然，在此一定位轉型過程，需求的驅

動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特別是，臺灣係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

業，且臺灣產業的發展已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及運作體系，故推

動定位轉型，有賴政府有效及有感的政策誘因，才能帶動產業

科技的創新需求。

整體而言，臺灣產業創新躍昇之策略，主軸在於推動“智

慧轉型”結合六大數位科技與營運科技的融合發展，有助加速

產業營運模式的創新，溢注產業創新的能量。另一方面，推動

“定位轉型”，以營運模式的創新，型塑五大創新中心，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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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打造未來產業轉型所需核心能力，驅動更多智慧科技的融

合需求，藉此翻轉我國產業創新結構。將此智慧轉型及定位轉

型兩大轉型策略扣合，可形成”虛實轉型”的正向循環力量，

並將臺灣產業處於弱勢發展的網路世界影響力，緊密結合臺灣

具有優勢的實體世界影響力。亦即，實體世界的”定位轉型”

有助深化或延伸營運及數位科技融合的層次，奠定及推升網路

世界(cyber)的發展；而高度運用網路科技的“智慧轉型”，亦

有助加速及改變營運模式的創新，快速找到市場利基及切入

點，進而強化實體世界(Physical) “定位轉型”。此種「虛實

轉型」的策略互動，勢可引導臺灣產業結構的轉型，引領下一

階段臺灣產業的創新躍昇(詳見圖5-3)。

圖5-3　虛實轉型加速產業創新躍昇之策略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 「智慧轉型」之創新發展模型

數位科技的發展，隨著AI的應用，加速在各行各業創

造差異性價值，不僅掀起廣泛的討論，更帶動相關數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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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發展與結合，這當中，Block chain、Cyber security、

Data Construction、Edge computing、Fifth gener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ies等，與AI所形成的六大數位科技(ABCDEF)，將滲

入臺灣各行各業中，不論製造、醫療、金融、運輸或零售等

領域，其運作模式正受到AI啟發而逐步轉變，對臺灣產業轉

型勢將帶來極大影響，為臺灣產業所必須掌握及自主的。

六大數位科技，應用上雖以AI為價值領頭羊，但成功的

關鍵條件是”資料”，例如深度學習與龐大資料量的「良性

循環」，將造就AI發展出更好的服務和用戶體驗，進而開創

出新的商業模式和價值。本文從”資料”的核心角度，將數

位科技依其功能及目的分為以下三大軸線構面(詳見圖5-4): 

1. 軸線1「智能科技」(Intelligence Technology，IT)：該技術

可從資料中萃取出複雜的規則，並讓機器根據這些規則展

現出類似人類智慧或行為，如:AI、Edge computing；其軸

線兩端分別是: 專屬(應用)與基礎(平台)。

2. 軸線2「連結科技」(Connection Technology, CT) ：該技

術可將各式不同管道的資料以快速、即時、大量連結的

方式進行多向傳輸，如:5G通訊；其軸線兩端分別是: 專

網(特定私有網路)、公網(共通電信網路)。另一方面，廣

義而言，連結科技也包括社會網路的連結(society network 

connection)以及所發展的社群化科技，例如FB，IG等，但

由於臺灣因起步較晚且受限市場規模，此科技之發展較為

不易。

3. 軸線3「信任科技」(Trust Technology, TT) ：該技術可促

使個人，社交或事業資料或訊息得以在互信、安全、穩

定的基礎上進行交換或交易。如：Cyber security、Block 

chain；其軸線兩端分別是:用戶信心、法律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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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智慧轉型:OT智慧化之融合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上述示意圖5-4之說明，係以「資料建構」(Data 

construction)為三個數位科技軸線的關鍵核心，個別企業

可從中依其能力，自行發展或運用外部資源，佈署相關科

技。此外，透視的球型區域則代表企業在其應用領域所需

發展的營運科技(Operational Technology, OT)，當OT與各

軸線上的數位科技融合時所形成的圖形，即可代表企業不

同程度智慧轉型的融合創新活動。例如:自動駕駛的所需

之CT，在公網及專網建構上，就需要各類型的V2X。透過

車內網、車際網、車載移動網際網路為基礎，繼而按照既

定的通訊協定、資料交換標準，形成車內與車對外界之無

線通訊與資料交換的系統網路。

藉由新ICT(Inte l l igence Techno logy，Connect ion 

Technology，Trust Technology)及OT的4T(OT、IT、CT、TT)

融合，才能使智慧化程度達到無所不在(Ubiquity)，也就是

隨時隨地可依用戶不同應用情境之需求，提供企業各項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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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服務。

推動六大數位科技研究發展，除了運用現有各類型政府

智慧科技發展相關專案計畫，最重要的是建構及調適法規

支援六大數位科技所引發創新營運模式的友善環境。例如

發展AI outsourcing，AI foundry之創新模式，相關AI應用衍

生權利與義務規範如何界定；又如運用區塊鏈發展evidence 

service，具區塊鏈證據效力的法規及沙盒實驗完善度等。此

部分有賴政府以”前進佈署”的概念，進行法規調適，以形

塑智慧轉型的創新商模，打造產業「定位轉型」所需核心能

力(詳見圖5-5)。

圖5-5　「智慧轉型」創新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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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位轉型」之創新發展模型

隨著地緣政治的角力，連帶全球產業布局也面臨重組，

臺灣受惠於全球大廠的最佳夥伴角色，除了產業實力外，

值得信任也是臺灣產業的特色。因此包括Google，Amazon，

Microsoft，Facebook等國際平台大廠，均強化在台的AI研發

部署。因此，臺灣應把握此一時機，透過強有力的政策誘

因，以打造全新的「領航企業研發深根計畫」，吸引及改變

國際大廠的全球研發布局，將臺灣列入全球研發中心的一

環，以此鼓勵國際大廠，在台從事高端研究中心，並藉由與

國內企業的共創，帶動國內企業的技術發展，從而支撐及加

速臺灣企業在高階產品、先進製造、客製系統、智慧服務等

之創新，形成臺灣五大創新中心，徹底將臺灣產業結構進行

轉型。另一方面，考量行業的差異性並有效激勵各行業的產

業轉型，應同步以「智慧轉型體系建構計畫」，支援各行各

業的旗艦級企業帶頭，以垂直融合及水平融合之運作方式，

建構各行業的智慧轉型體系，加速4T(OT、IT、CT、TT)在

行業別上的應用，從而帶動源源不絕的智慧創新需求的融

合，持續驅動臺灣在六大數位科技的創新發展(詳見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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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定位轉型」創新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1. 以「先進製造中心」之產業創新模式為例

過去，臺灣製造業多以標準化產品大量製造為主，以

製造效率及低成本的生產供應鏈來定義，故無法掌握終端

消費需求、系統功能規格以及最終價值分配。然而，隨著

製造型態演變，漸漸從生產端供應思維的製造型態，邁向

因應消費者客製化需求殷切，開啟少量多樣的製造型態，

實為臺灣產業當今面臨的挑戰。

大量客製化即是少量多樣生產，是一種實現以「客戶

為中心」的營運策略。為推動大量客製化，企業必須從

「生產供應」導向轉變為「客戶需求」導向，並改變其產

品服務開發和製造流程。「少量多樣」商業模式有 B2C、

B2B2C 二類，其「客戶」分為終端消費者或企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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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其一是終端消費者，因個人化因素，對產品或服務

需求變異大；其二是企業端，因總體市場有限或產品發展

雛型階段，對零組件或材料需求數量少。例如:航太頭盔

顯示器需求預估一年約2,000套，高階醫療顯示器需求預

估一年約1萬個，工具機CNC專用機需求預估一年約5,000

個、工業機器手臂需求預估約一年約2,000個。

因此，須透過「先進製造中心」帶動新型態製造服

務，引導我國製造業致力數位轉型，擅用數位科技工具達

到大量客製化「少量多樣」生產的內涵，滿足快速量產的

製造服務、彈性個人化產品的製造服務、高品質的製造

服務等三個成功要素，進而掌握「少量多樣」的市場契機

(詳見圖5-7)。

圖5-7　以「先進製造中心」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以「智慧服務中心」之產業創新模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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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AI科技應用普及，我國產業必須建立「智慧服務

中心」所需之特色及核心能力，該中心須具備AI國際資源

運籌的能力、以及領用應用的專業知識、並能與國際市場

當地供應商形成價值鏈之能耐(詳見圖5-8)。

圖5-8　以「智慧服務中心」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以零售業未來銷售型態為例:臺灣廠商可扮演AI智能

穿搭解決方案提供者。

資料來源：經濟部

以製造業製程優化為例: 臺灣廠商可扮演AI製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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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提供者。

資料來源：經濟部

三、躍昇：轉型雙引擎打造產業全面創新模式

為掌握AI浪潮下的產業新契機，臺灣產業結構的轉型已是

當務之急。臺灣產業當前雖在全球產業體系上成為全球產品／

工程技術、產品發展、量產製造、檢測驗證及運籌服務上扮演

關鍵角色，但核心競爭力不足，產業結構及韌性易受外在影響

而損及營業及獲利。因此，透過產業結構的「智慧轉型」及

「定位轉型」之雙引擎，運用AI等六大數位科技，串聯產業五

大創新中心，引領我國產業微笑曲線整體向上移動，從快速追

隨者的角色成為市場先驅者的新定位，包括:研究發展、產品

開發、生產製造、系統整合、創新服務的產業附加價值全面提

升，開啟產業全面躍昇之創新模式(詳見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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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轉型雙引擎驅動臺灣產業創新躍昇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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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語

人工智慧已發展近60年之久，近期這波人工智慧浪潮的興起，

主要在於軟硬體、演算法及資料量上的技術突破。AI除了逐步改變

人們的生活，更促使產業整體面臨大革命時代。迎向外部環境及需

求快速變化，google、微軟、Facebook、IBM、Apple、Amazon、百

度、阿里、騰訊…等國際大型企業固然有其發展優勢，主導著全球

AI發展走向；然而，新創公司不受制於舊有技術束縛，其實更容易

逕以新技術推動AI發展，快速切入市場。因此，本次考察亦關注許

多新創企業、育成中心與實證場域。為因應國內產業轉型升級需

求，針對今後推動AI產業化、產業AI化兩大發展主軸，謹提出以下

研究結論。

一、產業AI化帶動產業轉型

就臺灣現況而言，應先加速推動產業AI化，進而帶動AI產

業化。在產業AI化過程中，重點不僅是建置更多資料中心或開

發特殊演算法，更重要的是「累積有效資料」。所謂累積有效

資料包括「資料與領域知識的連結」、「資料標準化」兩大重

點。首先，「資料與領域知識的連結」係指各行業需釐清本身

需求，收集對應需求的資料，包括維度、解析度、平衡度等。

其次，「資料標準化」包括銜接國際標準、同樣事件以同樣語

言描述或標籤一致，以改善資料清理耗時、技術導入效率低落

等問題。有關這點，前述的各國政策中也看到了部分國家有些

許著墨。

此外，加速推動AI技術普及，有助於開創更多嶄新商機，

帶動更多資金、技術、人力、新創企業投入，形成完整的產業

生態系。過去AI技術幾乎全為大廠所開發、擁有，現今則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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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相關知識、工具及開源平台普及，數據資料也較過去容易取

得，使AI以全民皆可獲得的方式日趨普及。愈來愈多公司投入

人工智慧商業化服務支援行列，考察國際案例也不難發現，除

了在製造、健康、運輸等領域應用外，不少人工智慧新創公司

投入在人力資源、銷售行銷、顧客關係管理、租賃金融、營運

管理等相關領域，同時對消費者和企業兩大市場發揮產業革新

影響力。

因此，建議積極建立「開放資料平台」、「運算資源平

台」及「演算法及模型平台」。在「開放資料平台」上提供擷

取工具、儲存平台、匯整平台，以促進資料開放、流通；在

「運算資源平台」上提供「訓練」及「推論」運算資源；而在

「演算法及模型平台」上則應分享「開源平台」、「領域實際

程式案例」和已建置之「領域辨識模型」，以利加速推動產業

AI化。

二、AI產業化深化產業利基

雖然目前國際大型企業仍主宰著AI研發與應用走向，我國

可藉由利基型服務切入市場。尤其我國在AI產業化方面具有堅

實的半導體產業基礎以及國際影響力。推動我國AI產業化發

展，其目的是希望能因應需求的增加，促成AI軟硬體業者提供

更經濟且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應積極開發AI演算法，以對應

重點產業之應用需求。特別是針對我國產業具強項的領域，如

工業及製造、醫療及健康管理、自駕車及車用電子等，建議應

積極布局智慧科技終端裝置所需的AI專用晶片，扎根晶片前瞻

技術，加速融合多種演算法技術，開發產業專屬演算法，協助

進行事件預測，輔助決策，並發揮自主決策功能。

相較於通訊產業已然標準化，業者相對容易根據標準有效



第六章　結　語 ���

開發；反之，目前AI產業尚無標準，處於各說各話的階段。從

此觀點看來，AI業者需有能力制定系統或需求規格。但臺灣系

統業者普遍缺乏規格制定能力，需要投注資源協助改善；而缺

乏系統統一規格更容易導致IC設計業者裹足不前。

不過開發AI解決方案所需的能力與工具遠多於傳統IC解決

方案，因此IC業者進軍AI晶片設計時需要投入更多資源與資

金。國際間雖已有多家AI相關IC公司，但多是從原有解決方案

出發另增AI功能；國內業者也應思考如何在既有功能中追加AI

功能以尋求突破，並尋找合適的系統業者以開出合理規格。目

前單一IC開發前提往往是需要有足夠的量，然而未來市場走向

是以少量多樣為主。故可預見AI-on-Chip距離蓬勃發展可能尚

需一段時間，有賴政府透過相關政策持續予以協助推動。

三、AI人才國際連結，法令規章與時俱進

臺灣僅是一個人口2300萬人的小國，卻有半導體製造技

術領先全球且具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優異的系統整合能力，

以及完整的人才培育體系。面對AI浪潮與國際競爭壓力，研發

經費、產業規模更是限制重重，臺灣可借鏡加拿大、英國等

國，更加重視AI人才培育及養成，從本身資源與產業環境出

發，發展AI創新應用場域，形成AI國際聚落，吸引更多國際AI

人才來台，提升產業創新競爭優勢。

此外，AI技術的本質必須仰賴數據資料方能建構模型，進

行全面分析，因此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與利用可能引發爭議。

同時，由於AI目前尚有諸多部分欠缺透明性及倫理規範，因應

AI導入後意外事件發生時的配套法規也有待完備。例如建立醫

療AI人道補償救濟制度，自駕車事故與車輛瑕疵的責任歸屬等

問題，都需要逐一思考、對應，才能讓AI應用更受人們信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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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今後應積極掌握國際AI相關規章制度與倫理規範之發展

動向，理解各國之法令規章規劃背景與產業特性，從而借鏡與

學習，推動AI相關法規鬆綁與建置。

四、開啟新ICT數位科技為基礎的產業創新模式

臺灣的產業創新須結合既有ICT產業的優勢，但不能再以

硬體發展角度，而須以軟實力發展為核心，且不能以快速跟

隨者之量產發展思維，而應以貼近需求者之應用創新思維為

主軸。因此產業的結構轉型過程中，臺灣ICT產業既有優勢的

轉型實為關鍵。面對全球人工智慧的浪潮，臺灣ICT產業之發

展應重新予以定義，唯有以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nnection 

Technology, Trust Technology建構臺灣新ICT數位科技產業之核

心，結合臺灣在許多產業及應用領域所建立之大數據，才能真

正提升臺灣產業在智慧轉型的軟實力。

另一方面，隨著臺灣產業在國際戰略的重要性日漸提升，

臺灣產業的全球定位應順勢進行轉型，從法規調適營造友善

的營運模式創新，到更積極有感的政策誘因，加速結合國際大

廠，打造臺灣在各行業上同步發展科技研究、高階產品、先進

製造、客製系統及智慧服務的全球化創新中心，才能真正提升

臺灣產業在定位轉型的自主性。

此次參訪及資料的研讀，雖學習到各國在人工智慧的產業

創新，但各國發展條件不同，產業創新不能複製。臺灣有其產

業優勢及特色，應善用人工智慧發展所帶來的創新契機及市場

潛在商機，在資源有限下，應大膽跳脫既有框架及思維，以加

速新ICT數位科技的發展，帶動臺灣產業的智慧轉型及定位轉

型，同步提升產業軟實力及自主性，為臺灣的產業打造全球獨

步之創新模式，成為引領市場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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