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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林建甫  院長(台灣經濟研究院)

新經濟時代的競爭

壹、前言

2008年的金融海嘯，源自於次貸風暴，投

資銀行將資產證券化，造成貝爾斯登、雷曼兄

弟等投資銀行相繼倒閉，國際性跨國保險及金

融服務機構之美國國際集團（AIG）出售旗下

公司，以及冰島宣布破產，全世界實體經濟與

商業銀行遭受衝擊。時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主席班．伯

南克（Ben Bernanke）則是採取量化寬鬆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2008、

2009年QE1注入1.75兆美元，2010年QE2注

入6,000億美元，2012年QE3每月挹注850億美

元，為市場帶來刺激效果，期能提振經濟。當時

臺灣面對出口劇減衰退40%，企業裁員、放無薪

假，政府曾於2009年發放每人3,600元消費券救

經濟。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堤（Thomas Piketty）於

2013年發表《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論述資本報酬率大於經

濟成長率r > g（r係指資本報酬率，g係指經濟成

長率）代表經濟成長的果實大多由少數掌握資本

的人取得，形成「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資本主義具有先天重大缺陷，會

自然而然不斷擴大財富與所得的差距，因此，各

國應該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徵資本持

有稅，引起各界廣大迴響。

經歷金融海嘯的教訓，呈現出貧富不均的問

題，人民的憤怒激起占領華爾街運動；歐債危機

體現政府債務比例高等問題，全球經濟脈動朝向

減低政府債務比例及減低貧富不均比例等包容性

增長。

2015年全球經濟雖緩步成長，惟復甦力道

仍不強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 ional 

M o n e t a r y  F u n d，簡稱 I M F）總裁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警告，全球可能步入新

平庸時代（new mediocre），潛存「低信心、

低成長、低通膨」的風險因素，需要仰賴政策來

避免新平庸時代造成事實。此外，科技停滯是

當前可能面臨的問題，《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作者泰勒．柯文(Tyler Cowen）認

為，低垂的果子都被採光了，追求經濟成長的成

本愈來愈高，已經走到樹木早已光禿禿的科技高

原上，可是我們還假裝果子仍在，科技界摩爾定

律不再。

借鏡過去歷史，「貿易戰爭」對於全球經濟

都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近期，中美貿易戰爭成為

國際焦點，中美貿易逆差逐年擴大，美國貿易代

表直接點名「中國製造2025」等政策強迫美國企

業將技術及智慧財產權移轉至中國，這些不公平

的移轉嚴重損害美國的經濟。綜觀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後為了履行創造本地就業機會的政見，1980

年代美國對日本大勝的歷史經驗，加上深信經由

雙邊「談判」可以取得勝算，防止智慧財產權的

侵害等因素，中美貿易戰爭的主要目的仍是在捍

衛美國的世界霸權，並非純粹的經濟問題，更是

一項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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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I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

的概念是由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於

1955年提出，目標為使電腦具有類似人類學習及

解決複雜問題、抽象思考、展現創意等能力，能

夠進行推理、規劃、學習、交流、感知和操作物

體，應用領域非常廣泛。

近年大行其道的個人語音助理，如蘋果Siri、

微軟Cortana，以及分別擊敗人類西洋棋與圍

棋高手的IBM Deep Blue、Google DeepMind 

AlphaGo都是人工智慧研究的結晶。隨著研發技

術飛速進展，人工智慧深入如醫療、金融等生活

層面指日可待。

AlphaGo使用了前人的16萬盤圍棋棋譜來自

我訓練，而AlphaGo Zero則摒棄了一切人類以往

的智慧，Zero代表從零自學，以100比0的成績擊

敗AlphaGo。DeepMind再將AlphaGo中代表圍

棋的「Go」去掉，成為AlphaZero。AlphaZero

從零自學西洋棋與日本將棋，擊敗A l p h a G o 

Zero。DeepMind期待利用AlphaZero研究重大

疾病療法，治癒人類數百年來找不到療法的疾

病。

人工智慧的一項分支是機器學習，機器學習

的一項分支是深度學習。從人工智慧的歷史演進

來看，1950年代電腦展現時便有人工智慧的呼聲

出現，讓電腦能夠自行從歷史資料中學會一套技

能。1980年代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崛起，類神經網路紅極一時，隨後又消沈，以

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簡稱

SVM）等淺層網路為主流。2006年杰弗里．辛

頓（Geoffrey Hinton）教授提出深度信念網路

（Deep Belief Network，簡稱DBN）打開神

經網路的一絲曙光，並改名為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2012年杰弗里．辛頓的學生採用

圖形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簡稱

GPU）運算加上深度學習贏得ImageNet大賽，

開啟深度學習的熱潮。

人工智慧的技術不斷進步，激發各項硬體與

軟體領域的革新，以及創造產業新價值。人工

智慧是物聯網時代的核心，各項應用紛紛出現，

以智慧城市為例，從英國智慧倫敦計畫、美國

智慧城市發展計畫、日本的「 i-Japan」、新加

坡的「Smart Nation 2025」，到韓國的「IoT

實證區域建構計畫Global Smart City」，城市

與城市間的競爭，已從過去實體陸戰打到軟體

空戰，更強調創新和多元應用。國際數據資訊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簡稱IDC）

預測2018年全球智慧城市技術相關投資將可達到

800億美元，並且在未來幾年都保持穩定成長，

預計到2021年投資規模將可達到1,350億美元。

參、AI與新技術

2 0 1 8年國際電子消費展（C o n s u m e r 

Electronics Show，簡稱CES)的重點就是人工智

慧，自動駕駛、智慧家電、智慧型機器人，智慧

無所不在。萬物互聯，AI語音助理技術則是溝通

新趨勢。

一、農業

結合感測器、無人載具、物聯網、雲端技術

與大數據分析，建構智慧農業產銷與數位服務體

系，透過智能生產與智慧化管理提升農業生產效

率，並透過雲端履歷與大數據分析，提高消費者

對農產品安全的信賴，同時精準掌握農作物生長

狀況與消費者需求。

貨櫃農業係指貨櫃農場內無法自然採光，農

作物生長所需的光線來自一條條LED燈帶，這些

燈帶上交替排列著深紅色和深藍色的LED燈泡，

能夠比受天氣變化影響的陽光更好地催生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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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未來農業產品不再是完全競爭，產品履歷創

造獨特性，甚至形成壟斷產品。

二、交通

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簡稱IoV）是

物聯網在交通領域的應用，串接車輛資訊與行動

網路，運用衛星定位、感測器、電子標籤、無線

網路通訊、數據處理等技術，對車輛、行人和道

路環境三方的靜態和動態訊息進行有效辨識及傳

遞，並將資料彙整於後端平臺進行智慧化管理和

服務。除提供駕駛者相關資訊外，普遍應用於交

通安全、交通服務、城市管理、物流運輸、智慧

收費等。

2015年底，美國運輸部（Uni 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簡稱DoT)發布

的消息提到，5年後美國所有的新車都將強制配

備防止碰撞的車聯網裝置，即是車對車（vehicle 

to vehicle，簡稱V2V）系統的法規制定計畫。

三、自行車

自從腳踏車搭上節能減碳與健身風潮而復

興，許多新創事業嘗試將新技術融入腳踏車，提

供智慧功能，包括智慧腳踏車手把以及智慧腳踏

車鎖等，從基礎的碳化纖維框架到GPS定位、心

率監測、社群分享等貼心實用性功能，單車的智

慧真正實現了優化騎乘體驗，讓騎車更安全、富

有樂趣，成為主流的休閒運動。

四、紡織

2018年國際電子消費展的智慧衣是亮點之

一，包含Nike、Adidas、Under Armour等國際

運動服飾品牌，甚至Apple、Google等科技業，

都在研發智慧衣。根據美國MarketsandMarkets

預測，2020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市場規模可達

47.2億美元。智慧衣被視為臺灣紡織業繼機能

性、環保型紡織品後的下一波高峰。

五、醫療

為了強化醫病溝通，提供更好的醫療照護品

質，運用相對更低的成本有效治癒病症，許多新

科技包括雲端、遠距、大數據及機器人等，都已

大量應用於醫療領域，帶動智慧醫療成長，例如

達文西手術等。

六、產品新體驗 

I K E A推出支援擴增實境 ( A u g m e n t e d 

Reality，簡稱AR)的產品iOS App IKEA Place，

運用蘋果的ARkit技術，未來想知道沙發或床架擺

不擺得下，只要拿出iPhone對要擺放家具的空間

拍照，再掃描紙本目錄裡支援AR的產品，就可以

把產品利用AR技術放到照片裡。IKEA Place強

調所有支援AR 技術的產品都是1：1真實尺寸，

所以不用擔心照片與實際產品不符。

七、線上線下整合

將線上攬客、線下服務整合即Onl ine  To 

Offline(簡稱O2O)，線下商務的機會與線上網路

結合，消費者可以透過線上服務篩選、在線結

算，然後至實體商店取得服務。

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集團(簡稱阿里巴巴)在「新零售」

的布局，建立C2B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市場，包含

如何應用新技術、現代物流及大數據；如何結合

線上、線下及物流系統；如何達成零庫存的現代

物流管理等環節。

阿里巴巴於2017年7月展示快閃無人商店

「淘咖啡」（Taocafe淘寶會員店）。盒馬鮮生

作為「新零售」起點，集「生鮮食品超市（傳統

市場）、餐飲、電商、物流」於一身，推出支付

寶會員店概念，將線下消費線上化，以支付寶付

款可享受優惠和折扣，使用現金則無任何優惠。

提供半徑3公里內30分鐘的配送服務，現場看商

品，線上訂貨，再物流配送，成為消費者在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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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之外的虛擬第三空間。此外，搭配吃逛模

式，結帳設備分散在各個區域，隨時結帳。

九、亞馬遜

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簡稱亞馬

遜）透過創造最大現金流量的策略，大量投資高

科技研發，本業一直到2015年全年的營收才轉虧

為盈，2017年市值超過美國八大實體零售商。

亞馬遜在城市的街頭部署「寶藏卡車」

（Treasure Truck），卡車上有提供「團購促

銷」的熱門商品，大多是居民生活用品。使用者

可以通過手機，查看當天「寶藏卡車」有什麼熱

銷商品，以及卡車目前處在哪個位置。而在特定

的停車點，消費者可以當場在手機上進行購買和

結算，然後從卡車上取走熱門商品。

2 0 1 5年底，亞馬遜突然開設實體書局

Amazon books，複製網路書店的思維，挑選

網站評分四星以上的書本來展示，書籍的陳列

方式、讀者評論內容和售價也全部比照，頗受

好評。

AmazonFresh Pickup服務在西雅圖試點，

只提供給亞馬遜員工測試，未來Amazon Prime

會員可以在亞馬遜應用上選擇需要的商品及取貨

時段，然後開車到店舖的停車位就會有相應工作

人員幫你把商品放進車箱。

亞馬遜無人商店「Amazon  Go」  2018

年正式開業，同時計劃將在美國擴展至6家。

「Amazon Go」透過電腦視覺、深度學習程式

碼以及感測器融合等技術，能即時將消費者取走

的東西記錄到虛擬購物車當中。假設消費者改變

心意將東西放回架上，購物紀錄也能馬上取消，

一旦走出店外，亞馬遜立刻就會透過手機發出帳

單明細，深獲好評。

亞馬遜與阿里巴巴不約而同投入於科技研

發，或許電商平臺的發展本身就是立基於高科技

之上，讓這兩個全球最大的電商巨頭，看起來更

像是高科技公司。

肆、AI與新經濟

工業革命1.0是機械取代手工，工業革命2.0

是生產線推動大量生產，工業革命3.0是IT自動化

生產，工業革命4.0是智慧生產。而根據阿里研究

院的分類則分為第1次工業革命是動力革命（蒸

氣時代），第2次工業革命是能源革命（電器時

代），第1次信息革命是計算革命（IT時代），第

2次信息革命是數據革命（DT時代），即工廠、

公司、產業鏈、平臺等4個階段。

隨著巨量資料時代或開放資料時代的來臨，

物聯網將所有東西串連起來，改變人類的生活，

例如未來無人車的出現，交通成為一種服務，

乘客進入車內空間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上班族

即便住在蛋白區，工作也能不受時間、空間的限

制，藉此推論，不一定需要住在都會區，住宅蛋

黃區、蛋白區的分野將會打破。然而，標準化將

是重要關鍵，有上千個行車、道路環境等標準需

要制定，政府將負有標準化定義責任，車禍時責

任歸屬才能咎責，此時也會出現各種量身訂做的

保險。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傑瑞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教授發表《物聯網革命：共

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及《經濟學

人》評論共享經濟是「在網路上，任何東西都能

出租」。可見在共享經濟下，「擁有資源」成本

遠比「共用資源」的代價要高，我們不必人人擁

有汽車，但每部共享汽車能夠達到最有效率的運

用。使用資源成本很低，實現平等與幫助創業。

每人都成了兼具生產與消費力量的「消費生產

者」(pro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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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平臺公司都成為各產業的領頭羊，例

如：Facebook、Uber、Airbnb等，共用平臺成

為新創網路公司的選擇，而在訊息爆炸的時代，

就必須仰賴區塊鏈技術，其具有去中心化、輔

助IoT、儲存成本低、防止竄改、避免被駭客入

侵、公開訊息等特色。

2017年新增獨角獸共有37家（58%），成

立5年變成獨角獸，中國占了17家。成立1年變成

獨角獸有3家，包括物流地產開發商易商紅木、

商用深度學習專用處理器的寒武紀、中國互聯網

及泛娛樂平臺貓眼，均為中國企業。

AI改寫了經濟理論，生產資源包含：勞動、

資本、土地、企業才能、大數據。大數據能夠協

助精準生產、精準行銷。工業4.0的零停機、零

待料的連結與優化、3D列印、智慧工廠、人機協

作等，讓最適規模可以逐漸減小，達成經濟批量

為1的最大客製化生產彈性。

伍、AI與工作機會

許多人擔心未來不少工作將會被A I人工

智慧取代，引發正反兩方的論戰，基本上，

愈機械式的工作愈容易被取代，但是高德納

公司（Gartner）預估AI將會創造更多工作機

會。未來將注重人機合作，把人「放進」設計

裡，以變因協助電腦做基礎模式外的判斷，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進化為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IA），例如AI比律師的記憶力、

運算力強，但是在法庭上辯論時，有許多感性

的、跳躍式的思考仍需要仰賴律師的表達，因此

兩者的合作變得格外重要。

陸、AI與公平競爭

一、Uber

我國交通部以Uber沒做到「納管、納稅、納

保」而連續開罰，並勒令停業，但其主要癥結點

係Uber在臺灣申請的是資料處理服務業，其經

營內容卻是媒合自用車提供載客服務，涉及汽車

運輸業以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明顯不符現行法

規。其後，Uber改與租賃車業者合作，又與3家

計程車業者合作，可在Uber App上媒合計程車與

乘客。

Uber在各國的發展摘述如次：

（一）新加坡：Uber為緩解競爭壓力，選

擇將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

賓、緬甸、泰國、柬埔寨及越南等地

的業務出售給競爭對手Grab，換取部

分股權。新加坡反壟斷機構認為兩大

業者合併有導致租車服務市場的競爭

水準下降，罰款Grab和Uber。

（二）丹麥：政府認為沒有計程車執照的

Uber駕駛皆屬違法，並判決Uber屬

於違法經營。

（三）英國：倫敦交通局2017年以Uber運

行的方式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拒絕為

Uber更新執照，但2018年6月倫敦地

方法庭裁定Uber已改進，重新獲得在

倫敦運行的執照。

（四）德國：政府拒絕Uber營運，但Uber

轉型，僱用當地「擁有合格執照的司

機」，並推出Uber Eats送餐服務。

（五）中國：Uber與滴滴打車進行2年多的

價格殊死戰後，最後Uber與滴滴打車

達成協議，由滴滴打車收購，Uber持

有5.89%股權

二、LINE「不同意就不給用」

LINE的隱私權政策「不同意就不給用」引發

爭論，因LINE係日本公司，且市占率高，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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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上，我國政府無法有效監管。過去幾年LINE

在臺灣發生不少消費爭議，例如更換手機卻發現

剩餘代幣消失、LINE帳號遭盜用、付費貼圖遺失

等等，這些爭議只能透過線上LINE官方帳號反

映，若是LINE不理你，你完全沒辦法。此外，

Google、Apple、Facebook等也都發生過類似

的爭議。面對具「壟斷性」、「跨國家」特性的

大企業，如何保障使用者權益，值得深思。

三、Facebook個資外洩

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資訊平臺，使用者

從Facebook看到的新聞、資訊決定於其演算

法，而大多數人都不自覺接受這些訊息，間接影

響用戶的思維與想法，掌握輿論的風向。

「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透過

從Facebook取得的資訊，分析使用者性格、喜

好等，將特定新聞、假新聞、部落客文章或特定

言論等資訊上傳，並設法讓特定使用者看到，以

改變想法，增加對體制的不信任程度，操弄選舉

的投票傾向。

四、GPDR值得學習

歐盟訂定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GDPR)的作法值得

學習。以「人權」為核心，保障個人資料，將會

是數位經濟時代最重要的規範。倘違反GDPR最

高可處2,000萬歐元或全球營業額4%。

GDPR本質上是為了保護資料流通的安全，

促進數位經濟的發展，就像汽車的引擎動能及剎

車系統，剎車的目的，是要讓車跑得更快，而不

是阻礙車子前進， 有明確的規範制度，才能因應

未來可能產生的危機。

柒、結論

現今科學進步神速、經濟快速發展，必須

要時時刻刻掌握變化，才能因應各種挑戰，臺灣

位處東亞的樞紐地帶，特別是資訊與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ICT）產業基礎穩固，過去多致力於硬體製

造，應該善用臺灣優勢，積極發展軟體，取得更

高的附加價值，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

（本文係講座民國107年9月11日假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楊宗霖

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