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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公司(Google Inc.)的圍棋比賽 AlphaGo 

軟體，先後於 2016 年擊敗了韓國九段棋士李世

乭與 2017 年擊敗了中國大陸的世界棋王柯潔，

讓「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聲名大

噪。很多年輕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人工智慧的技

術與產品即將大量來襲，已知的白領工作(亦即

辦公室工作)有很多會被電腦自動化全部或者部

分地取代。人們的失業率在未來十年內，很有可

能會快速飆升。年輕人必須趁早仔細地審視與盤

整自己的專長能力、專業知識以及人際關係，還

有對新機會的掌握能力。 

「人工智慧」一詞是在臺灣的習慣性說法。

根據李開復先生的提醒，在中國大陸則稱呼為

「人工智能」。在本文裡，我們就交互地使用。 

A.1 智慧三部曲：快速數位(smartness)、人工智

能(intelligence)、智慧精華(wisdom) 

有三個英文字的中文翻譯都是智慧，分別是

smartness、intelligence、wisdom。它們有先後的

發展次序關係，可以看成是「數位三部曲」

(digital trilogy)。第一部曲是快速數位(smartness)，

代表作品是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在 2017 年

已經在 4G 第四代的尾聲了，平均每八年就會進

展到新的一代。智慧型手機給人們的工作與生活

帶來了很多的便利，特別是年輕人，如果一天不

能夠滑手機，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 

第二部曲就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代表作品即將在各行各業廣泛地出現，包括：無

人駕駛汽車系統、醫療自動診斷軟體、銀行貸款

評估軟體、教育的一對一授課軟體等。 

年輕人即使有心想像智能機器的表現認真地

學習，也無法獲得僱用主管的青睞。為什麼？因

為電腦的計算速度比人快很多，記憶容量又可以

大量地擴充，而且電腦連續操作也不會喊累，沒

有一例一休的問題。再加上大數據(big data)與深

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的結合，電腦獲得的答

案品質也比較好。 

未來的第三部曲就是跨時超界的自然人智慧

精華(wisdom)。這是跨越時代的，從幾千年前有

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開始，一直到今日所累積的

智慧精華。還有，這是超越學科領域界線的，除

了條理分明的邏輯辨證之外，概率式的量子計算

(quantum computing)與量子思維(quantum thinking)

也包括在內。年輕人想要具有與人工智能系統並

存互補的生存能力，就要在這一方面多下一些功

夫才行。 

把現在的第二部曲與未來的第三部曲合起來

看，就成了「數位雙智慧」，包括人工智慧與自

然人智慧精華。 

跨越時代是非常重要的觀念，涵蓋了過去、

現在與未來。如果只專注於過去與現在，所體現

出來的不外乎：已知、勞力、物理、本金、對、

說地。能夠積極面對未來，所體現出來的則是：

未知、價值、心理、利率、不一樣、談天。 

已知與未知的對比非常的清楚，無需贅言。

至於勞力與價值的差別，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

有機會貢獻腦力，那麼主管就會以每一個月 22K

左右的最低工資來僱用勞力。出勞力的遵循的是

物理法則，而出腦力的就遵循了心理法則。 

不少華人子女一味地擠進大學就讀，想要增

加自己就業的本金。殊不知，在職場上利率大小

更為重要。王永慶、郭台銘、馬雲等極為成功人

士，他們進入職場的本金並不是特別耀眼，但是

他們創造的年利率卻大得驚人。 

另外，在方法上要超越人為的界線與藩籬。

現有已知的電腦運算，植根於凃林(Turin)計算機

形式，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馮 ·諾伊曼 (Von 

Neumann)運算架構。我們面對的挑戰就是，以

後的研究無論是採用串聯的方式、或者並聯的方

式、也可以是兩者的組合，就是要想辦法做出更

有效的運算模型與架構。 

目前數位電腦的運算依賴「布寧邏輯」

(Boolean logic)，對於邏輯-0與邏輯-1分辨得清清

楚楚地。有些人的想法很簡單，做事情只需分辨

對與錯，屬於單位元(binary)運算。如果可以提

升到處理多重選擇，就屬於多位元(digital)運算。 

再往上提升，如果可以處理更多的選項，像

是連續一片的，就屬於類比(analog)運算。再更

進一步，可以接受有些模糊狀況的情形，就屬於

模 糊 (fuzzy) 運 算 。 更 上 一 層 的 ， 用 概 率

(probability)來表示而不需要選邊站，像是波

(wave)一樣，就屬於量子(quantum)運算了。 

在現實世界裡，接近量子運算的現象有不少。

主要是以雙重或者多重角色的方式展現。例如： 

•撲克牌遊戲：Ace 牌可以算是 1 點與 2 點、3

點、4 點、5 點的牌合組成順牌；也可以算是

14 點與 10 點、J、Q、K 的牌合組成順牌。 

•猜拳遊戲：石頭、剪刀、布的循環；石頭贏過

剪刀，再往前跨卻輸給了布。 

•年輕人的三套劇本：主角、反派、配角與跑龍

套，在順境、困境、逆境交互循環使用。 

•跨領域多專長：從單一專長的 I 型人轉換成有

第二專長的 T型人，再提升為多專長的 π型人。 

•五行：傳統的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

等五種元素相生相剋，也對應了東、西、南、

北、中等五個方位，而不受任何障礙的拘絆。 

•打破框架：把框架打破與消除，就沒有框架之

內、或者框架之外的分別，今後可以暢行無阻，

一切任我行。 

•多重性格，轉換自如：一般人無法自外於世界，

難免要面對世俗的規矩，因此要練就多重性格

的能力，做到「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心隨境轉，才能夠遊刃有餘。 

A.2 人工智能短期內可能取代自然人智慧精華嗎？ 

不少年輕人既好奇又擔心地問：「人工智能

(intelligence)以後會自行產生智慧(wisdom) 嗎？」

根據美國「奇點鄰近」作者的觀點，人工智能在

幾千年之後必定會取代人類，繼承人類文明，並

且將成為人類進化的最終形態。有學生問到：

「如果這一個推論正確，那麼我們還希望智能機

器服務人類，也就是讓未來更高階的智慧型態來

服務相對低階的生命，想法上是否很好笑？」 

事實上，人工智慧進步的速度是時間的函數。

如果想問的是五十年後的情況，不少人還可以親

眼看得到。如果是五百年後？那就純粹是臆測了。 

我們所努力提倡的是：「人類在 21 世紀裡

要自立自強，要兼顧人工智慧與自然人智慧，不

可以偏廢，才能夠有足夠的競爭力。」 

自古以來，先聖先賢都在思考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之所以需要認真地思考，主要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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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人生舞台的三套劇本：主角、配角與龍套

（Ａ）面對人工智慧來襲，智慧三部曲 
長庚大學  許炳堅講座教授 

★學生為了寫報告，如果「少量引用」他人的著作，是符合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的規定， 

只要註明出處，就不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ㄧ月               月眉書訊                第 2版 

★圖書館設有討論室 4間及視聽聆賞室 3間，可供 3人以上進行小組討論及影片欣賞， GPN：006978900012 

歡迎本校師生預約或當場借用，詳洽圖書館 1F 服務檯，服務電話(03)863‐2838★      工本費新台幣 15元 

館務短波 

 

《領導者必先知道的事》 

松下幸之助給你的 95 則成功啟示 

陳作瑋  採訪編目組  

本書是從《松下政經塾》所典藏已故松下信之助先生 30 多

年前對塾生演講的內容，經過嚴選出來的 95 則成功智慧及人生

哲學經典。不單是領導者，凡想要在工作上或人生中獲得成功的

人，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  

書中有松下先生說的話的一段譯文 :「若要問我，所謂成功

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我認為，就算頭腦非常聰明、做事勤勉，也

未必能夠成功。具有莫名能夠吸引他人的魅力，再加上其他要

素，這樣才能成功。」涵意深遠，字字深具說服力，句句深入心

坎裡。松下先生闡述有關個人成長、成功之道，是親身體驗後得

出的人生哲學，他所留給人的智慧，無論是在工作、在生活，或

在人生的道路上，可指引你邁向成功！  

《停止抱怨的人生》 

抱怨，是人生的毒蘋果，它就像魔咒一般，會徹底瓦解你所

有的正面、積極的能量，甚至影響你的一生(包括健康)，更讓我

們看不到成長的機會，不要讓抱怨成為一種可怕的習慣，因為它

的力量會是巨大無比的，大到足以摧毀你的前程。 

一個消極的人通常會抱怨 : 待遇不好、升遷沒機會、主管

非人性的嚴厲管理、同事們個個見死不救又冷酷無情、任務太重

且困難重重...等。習慣抱怨的人，他們把工作當作是件苦差事，

少了份責任感。的確，受到他人的輕視或怠慢，是件令人喪氣的

事，但別忘了古人常說 : 「吃虧就是佔便宜」，與其抱怨這抱怨

那，不如反省自己，冷靜地自我審視、自我剖析，培養及增加自

己的實力。一旦下定決心，努力勤奮，日久見人心，讓他人對你

刮目相看，不是很有成就感嗎? 

能在環境中隨時調整自己的心態，樂觀面對所有不順意的

人或事，保持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用行動、用實幹來表明自己

的態度和價值。停止抱怨不僅是一種平和的心態，更讓人看到你

的非凡氣度，也會讓你的人格更具魅力!! 

UDN 讀書館中文電子書

黃雁鈴      圖資服務組 

連線方式：登入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料庫-查詢 UDN 讀書館 

進入 UDN 讀書館電子書庫可以想像是進入圖書館ㄧ般，先申請一

個行動借閱帳號*A，然後進入電子書庫中，目前我們可以在這個電子書庫

中閱讀到 239 冊的電子書。 

進入書庫之後，透過書庫中的分類*B，瀏覽所有的電子書，或是利用

查詢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C 等找到你想閱讀的電子書。每一本電

子書可以先閱覽這本書的簡介、作者介紹和目錄，提供是否借閱的判斷。 

 

 

 

 

 

 

 

 

找到想要閱讀的電子書之後，有 2 種借閱方式： 

(1)線上閱讀:只要在校園的 IP 範圍內，或者在校外時已在 udn 讀書館首

頁先行登入帳號，不必再安裝任何閱讀軟體就能夠輕鬆打開電子書閱

讀，線上閱讀完畢就點選右上角的「歸還借閱」。 

 

 

 

 

 

 

 

(2) 下載閱讀(可離線閱讀）： 

A、PC 借閱––在電子書平台瀏覽電子書刊，點按「借閱」，借閱成功後，

即可使用 PC 版閱讀軟體或行動載具下載閱讀。(記得先下載 PC 版閱

讀軟體) 

B、手機/平板借閱––安裝「udn 讀書吧」APP，點按「圖書館借書」，選

擇所屬學校(東華大學)，進入書城瀏覽電子書刊。登入後，「借閱」想

看的書，即可到「書櫃」下載電子書，開始閱讀。 

電子書庫裡面也有預約、續借和查詢近一年的個人借閱記錄，簡直就是

握在手中的圖書館，非常歡迎多多利用!!  

✽詳細線上操作手冊：

https://reading.udn.com/libnew/setting_help.html 

個人的有形生命不是永恆的，平均來說不到一百年。然而在幾百年之後當知識

與智慧被智能機器繼承時，機器的生命在理論上可以是永恆的，因為其資料內

容很容易被轉移與複製到另一台同樣類型的機器。到時候，哲學與宗教是否還

有其存在的必要呢？其實，哲學是處理「不知、未知的部分」，宗教是處理「無

知、先知的部分」。即使地球上自然人的工作全部被智能機器所取代，對於地

球之外的浩瀚宇宙，仍然有很多不知、未知以及無知的部分，所以哲學與宗教

仍然會存在，只是其內容與形式將會與目前有很大的不同。 

A.3 選擇哪些行業比較不會受人工智能影響？ 

每一項特定的職業被電腦與機器人取代的程度(亦即百分比，%)，是地點

與時間的函數。譬如，在 15 年後的上海地區與在 10 年後的廣西地區，高中英

文老師被智能電腦所取代的程度，就會明顯地不同。在 2017 年，韓國已經在

試驗用智能電腦教高中生學習英文，而且效果相當地不錯。 

至於年輕人應該選讀哪一科系才好？有很多的因素要考量，包括個人的興

趣以及自己的學業能力，還有待人處事的做事能力等。俗語說得好：「行行出

狀元，條條大路通羅馬」，把有興趣的事情做到熟能生巧，能夠隨著時代與環

境做出改變，那麼自己的職業生涯道路就可以愈走愈寬廣。(未完，待續) 

許炳堅教授 

畢業於台大電機系與美國加州柏克萊

大學。他是「國際電機電子學會」會士 (IEEE 

Fellow)，擔任過「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期刊」

總編輯，「多媒體期刊」創刊總編輯。目前擔

任長庚大學講座教授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

會的「產學校園大使」。 

 

游祥禾著， 

布克文化出版， 

本館索書號：

192.9/3832 2017 

松下幸之助 (口

述)，松下政經塾 

(編)，陳惠莉，

王憶雲譯 

天下雜誌出版， 

本館索書號：

494.2/4143 2017 

『udn 借閱王．閱讀 Non-Stop』聚集閱讀的能量，快

來將 Garmin 手環、平板電腦 等豐富好禮帶回家 

時間：即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17 日 

參加方式： 

1、活動期間內在所屬圖書館 

申請行動帳號，借閱 udn 電 

子書刊。  

2、登入所屬圖書館「行動借 

閱帳號」，才能列入借閱冊 

數計算。 

https://reading.udn.com/act/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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