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慧為未來發展動能之一，各產業正導入AI 技術，檢證商業價值，新創公司則為企業

提供AI 解決方案。臺灣產官學也投入資源，確保臺灣AI 發展走得長遠。

文▓王詣筑　圖▓達志影像

攜手製造戰略優勢
加速臺灣企業智慧轉型

領域知識結合 AI技術

現況趨勢篇

其實人工智慧（AI）離你並不遠。

日常生活中的搜尋引擎、廣告推薦、

線上翻譯、智能客服等都是人工智

慧的應用。甚至新冠病毒疫情期間，

用來掌握是否與確診患者短距離內

接觸的「臺灣社交距離 App」也是

人工智慧應用實例。

以產業知識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的

「產業 AI化」以及由人工智慧技術

延伸產品和服務的「AI產業化」是

近年 AI應用常討論到的二大方向。

但人工智慧並不是一直都這麼火

紅。AI重返鎂光燈的時間點要回到

2016年。當時，Google旗下人工智

慧公司 DeepMind 的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與南韓棋王李世乭的人
機對弈，最終李世乭以 1：4落敗。

儘管早在 1997年 IBM電腦程式

「深藍」（Deep Blue）就曾擊敗世

界西洋棋冠軍卡斯帕洛夫，但圍棋

技藝的複雜性一直是人工智慧領域

難解的謎。因此，2016年的人機對

弈可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

人工智慧的概念在 1956年達特矛

斯（Dartmouth）會議上首次被提出，

後來在 1970、1980年代經歷 2次研

發「寒冬」，一直到了電腦運算性

能與深度學習技術（Deep Learning）

的突破，才又讓人工智慧受市場關

注和期待。

2016 年除了有 AlphaGo 與人類

對 弈，Alphabet、IBM、Facebook、

亞馬遜以及微軟五家科技巨頭宣布

組成人工智慧聯盟「Partnership on 

AI」；美國、日本及韓國紛紛宣布

人工智慧政策綱領或方案，因此外

界也稱 2016年為人工智慧元年。

行政院 2017年核定「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 DIGI+方案 )，

當中提及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將帶動

數位經濟新商機，人工智慧為未來

發展動能之一。2018年推動「臺灣

AI行動計畫」，共有 AI人才衝刺、

AI領航推動、場域與法規開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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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製造戰略優勢
加速臺灣企業智慧轉型

臺灣廠商可透過人工智

慧、大數據實現有效資

源調度，落實聰明生產。

構國際 AI創新樞紐及產業 AI

化等五項行動主軸。

臺灣企業驗證 

AI 證明商業價值

隨著政府「點火」，臺灣產

學界攜手成立台灣人工智慧學

校，為產業培育 AI人才；批

踢踢實業坊創辦人杜奕瑾鮭魚

返鄉，創立台灣人工智慧實驗

室。國際企業也在臺灣啟動人

工智慧相關計畫，2018年微軟

成立 AI研發中心，預計 2年投

資新臺幣 10億、5年招募 200

位研發人才；「Google智慧台

灣計畫」（Intelligent Taiwan）

在同年啟動，預計一年內訓練

超過 5,000名 AI人才。

在人工智慧進程上「沒有

掉隊」的臺灣，目前企業在人

工智慧的應用現況又是如何？

Hive Venture蜂行資本 2021年

公布《臺灣企業 AI趨勢報

告》，共調查 247間企業，了

解這些企業導入人工智慧的情形。

根據該份報告指出，58.6％的受訪

企業人工智慧的應用多處於早期導入

階段，他們開始檢驗數據，建立實際

案例，確定部屬 AI預算。也就是說，

儘管大部分企業還在定義 AI的應用

場景，但已經開始嘗試驗證人工智慧

來證明商業價值。

在這次調查中，零售和快銷產業最

具有導入人工智慧的急迫性。報告推

測，因為這些產業面對終端消費者，

希望能夠透過 AI技術來預測或適應

市場變化。至於「傳統」AI應用的

製造、醫療產業的急迫程度在報告中

落後於零售與快銷產業，可能是因為

這 2個產業是業界的「先行者」，早

已開始進行部分導入。

確實考量臺灣產業環境、先天資

源，製造、醫療導入 AI的應用案例

相當豐富。科技部 2018年起設立 4

－ 064 － － 065 － 

經貿透視  MAY.05 - MAY.18, 2021



所跨校 AI創新研究中心。其中臺灣

大學與成功大學聚焦智慧醫療、生

技醫療、智慧照護等領域；清華大

學專注智慧製造與產業數位轉型，

推動產業 AI化的應用與 AI產業化的

創業，成果相當豐富。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也鎖定醫療做為主要應用的場

景之一，創辦人杜奕瑾說，臺灣自

1995年施行健保，投保率 99.9％，

健保累積巨量醫療數據，有助 AI模

型的訓練，落實精準醫療。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呂正華介紹，

透過數據訓練 AI模型，現在人工智

慧已經可以判讀心電圖、X光

片等醫療影像。這不但可以協

助經驗還不夠的醫師診斷病

徵，也可以減輕醫師判讀的工

作負擔，能夠更專注在治療的

過程。

杜奕瑾看好的 AI應用領域

還有智慧城市。他表示，臺灣

電子化政府推行多年，加上智

慧路燈、智慧水表等裝置蒐集

到的數據，顯示資料不缺，只

需好好投入解讀分析、串聯應

用。杜奕瑾也相信，AI會引領

未來的人機介面發展，只是現

在還無法定義最佳互動模式。

臺灣不論在晶片、智慧裝置的

生產製造都有優勢，因此也成

為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研究

範疇。

AI驅動工業 4.0 新創企業提供解方

製造業是臺灣經濟奇蹟的關鍵之

一。德國提出工業 4.0之後，臺灣、

世界各國均提出類似策略；人工智

慧為驅動技術之一，臺灣應結合相

關技術，發展製造戰略。

要達成工業 4.0，臺灣廠商還有一

段路要走。提出工業 3.5策略的科技

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簡禎富建議，臺灣廠商在現有基礎

上，將臺灣製造軟實力數位化、智

能化，結合老師傅的經驗與大數據

分析或 AI模型，再發展人機協做的

資訊系統，提前達成聰明生產、數

有了人工智慧的協助，醫

師可以省去判讀醫療影

像的時間，專注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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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決策、智慧供應鏈、全面資源管理

及智慧工廠等目標，讓臺灣製造維持

相對競爭優勢。

現階段製造業AI技術應用的現況，

根據《台灣企業 AI趨勢報告》，目

前製造業中電腦視覺的應用最為廣

泛，啟用時程可以回推 5至 6年前，

應用上主要是透過先進的光學檢測

（AOI）進行質量採檢。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校務長蔡明順解

釋，運用 AI技術進行品質檢測的好

處是機器一天可以工作 24小時，不

像人類可能因為疲勞產生注意力稀缺

的狀況。原本的品管人力則可以培訓

升級，轉往高附加價值的工作，例如

可以從被 AI挑出的瑕疵品中回溯分

析生產流程可能出現的問題。

由於臺灣多是中小企業和傳統產

業，在導入人工智慧、進行數據分析

時，可能會因資源有限，難以培養內

部團隊。因此，簡禎富提出應推動

「分析服務產業化」，培養以 AI技

術提供解決方案的新創企業，或企業

集團衍生公司針對產業的需求與痛

點，有如產業醫生（Dr. Fab）般為企

業診斷、提供各種解方，逐步發展成

為「臺灣產業的醫療體系」，協助臺

灣各個產業普遍地升級轉型。

資料治理受關切 去中心化成主流

人工智慧的應用必須有數據做為

基礎。杜奕瑾形容，「數據是未來的

石油」。數據資料代表是人的經驗，

AI模型必須利用這些資料來學習經

驗，進而達到人們期盼的自動化。

但在《台灣企業 AI趨勢報告》中

發現，67.63％的受訪企業稱在獲取

數據遇到困難，除了蒐集，數據的

可及性與了解如何使用數據也是常

見瓶頸。簡禎富提醒， 除了資料量

針
對
企
業
的
需
求
與
痛
點
，
有
如
醫
生
般
為
企
業
診
治
、
提
供
解
方
。

愈
來
愈
多
新
創
企
業
以
AI
技
術
提
供
解
決
方
案
，

蒐集大量且具高品質的

數據，是 AI模型訓練的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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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資料變動速度快、資料多樣

性高以及資料真實性等也都是大數

據的特性，邁向工業 3.5、4.0智能

化的關鍵其實是資料品質和即時決

策的能力。

根據報告，臺灣數據基礎架構主

要以本地伺服器（On Premise）為主。

雲端服務有助企業在全面數位轉型

的過程中，快速靈活地儲存、運算

數據。臺灣 IBM企業 IT轉型調查顯

示，近 7成受訪者將在 2021年採行

混合雲基礎架構。

除了數據的蒐集，資料治理也是相

當受關切的議題，民主國家對此有相

當嚴格規範。例如，歐盟一般資料保

護規章（GDPR），資料實際擁有者

可以選擇移轉資料，也就是資料可攜

權。另外也有被遺忘權，可要求資料

控制者刪除相關資料。

有鑑於資料的蒐集與使用規範有

企業 AI成熟曲線及晉級建議

資料來源：《台灣企業 AI趨勢報告》

Democratize
AI不再是獨立計畫 
而是各部門共同語言

Infuse
正部署 AI到更廣泛的業務

投入更多開發

Operate
AI項目已驗證 

已經體現商業價值

De�ne
開始檢驗數據 
建立實際案例

R&D
確定部署預算做 AI 

選定工具、解決方案及伙伴

Infra
開始建立數據架構 

確保獲得高質量數據

Aware
準備導入 AI LEVE 0

LEVE 1

LEVE 2

LEVE 3

LEVE 4

LEVE 5

LEVE 6

晉級建議（0→ 1）組織結構調整：確立企業採用 AI的關鍵目標，凝聚
重點工作層的利益相關者

晉級建議（1→ 2）實現數據的可及性：確定哪些數據跟要解決的挑戰
或目標最相關，並建立數據基礎架構，從合適的地方蒐集數據

晉級建議（3→ 4）落地運行：當企業取得試驗得成果，可以加快部署
AI的速度，同時建立 SOP

晉級建議（4→ 5）百花齊放：讓更多的業務部門加入，同時對新技術
保持關注與開放，穩定技術堆疊（Tech Stack）

晉級建議（5→ 6）AI民主化：這個階段企業把人工智慧視為組織DNA，
而不是一個措施，員工廣泛使用 AI協助日常工作

晉級建議（2→ 3）快速實驗：把利益相關者納入實驗團隊，團隊中需
包含熟悉主題的成員、理解軟體開發的人員。早期實驗應專注單一案例，
以證明 AI商業價值。而好的案例應該選擇對當前業務營運影響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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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值得關注的人工智慧趨勢

智慧農業／工廠 +AI
工廠和農場著重產品、農產品與機器，因此需要在感測器、機器人、自動化以及營運最佳化方面進
行投資。另外，可能以現有的人工智慧模型架構、結合開發良好的模型，找到普及化現有模型或是
推廣至其他領域應用的方法。

電子商務 +AI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促使人們在網路上花費更多時間，因而產生更多的資料。AI可助行銷人員找到合
適的顧客，觸及長尾客群；為顧客產出專屬的個人化內容。

金融 +AI 人工智慧目前在金融領域的主要應用是高頻交易（機器已遠高於人工效率的方式執行交易），這類
應用將持續發展。

醫療保健／生物醫學 +AI 生物醫學研究人員使用語言模型架構預測病毒突變，了解蛋白質折疊（Protein folding）成因，對
疫苗與藥物的研發是關鍵性突破。

教育 +AI 為學生提供更個人化的課程或試題。

資料來源：Appier沛星互動科技

越來越嚴格的趨勢，杜奕瑾

在臺灣積極倡議「聯合學習

（Federated Learning）」。

也就是不採行傳統 AI模型

訓練把所有資料集中在同一

個地方的「中央集權」式，

而是讓資料分散在原本所屬

的地方，大家共同使用一

個模型，進行去中心化的 

訓練。

例如，「新冠肺炎Ｘ光檢

測系統」建立初期只擁有台

大醫院的肺部影像資料庫，

但在人工智慧實驗室聯合學

習技術的協助下，串起國際

開放資料庫，學習 4萬張 X

光片，後來還取得健保影像

資料庫加強訓練。

2021年 1月在國發會主委

龔明鑫號召下，籌組「台灣

聯合學習產業大聯盟」，希望複製

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台灣聯合學習

醫療聯盟」成功經驗，在智慧城鄉、

金融、製造、文創暨商務等面向進

行模型共享訓練，加速臺灣 AI驗證

技術與應用發展。

❶聯合學習以共享AI模
型、去中心化訓練的方

式，解決隱私問題。圖

▓NVIDIA

❷民主國家對資料蒐集
規範極為嚴格。

❶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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