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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時代之企業藍海策略 

林財興 

台灣盟立自動化公司自動控制事業協理 

摘要 

近三百年來科技發展迅猛， 從工業 1.0 至 4.0 分別歷經蒸汽、電力、IT(資訊

科技)與 AI(人工智慧)等科技的驅動，而「網路型經濟」的來臨，無論是談智慧

交通、智慧醫療或智慧製造，基本上都離不開 AI 的科技與創新。筆者從《維摩

詰經.法供養品第十三》中的「四依四不依」得到啟示，提出四個相應的 AI 藍海

策略建議，希望對企業有所助益： 

一、依義不依語(AI 解析)：學佛應找出真實義，不執著於語言文字。引申到

企業之產品製造或銷售也是一樣，應善用 AI 科技來解析大數據的有效資訊，再

決定方向或方法。 

二、依智不依識(AI 配方)：學佛最重視運用智慧破迷開悟，而企業也是一樣， 

應善用 AI 來組合最佳的配方或製程，以取代傳統老師父的經驗法則。 

三、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AI 價值)：了義是徹底通達圓滿，不了義是佛陀

對宇宙生命因材施教的方便說法。同理，凡人智慧有限，通常只能看到短期的價

值。因此，善用 AI 強大的推估連結能力精準預估產品生命週期，應是創造價值

非常重要的方法了。 

四、依法不依人(AI 管理)：學佛應以正法為準，不迷惑於偏離正道的上師。

同樣，企業管理應避免個人主觀意識形態，善用 AI 進行數據管理，以建立客觀

與效率的管理機制。 

總之， 面對高度不安定的時代， 以上四個 AI 藍海心法或許為企業實現「創

造價值，永續經營」的目標。《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執著於既

有傳統技術，先空其心再讓創意浮現妙智橫生，以創造差異化的藍海市場！ 

關鍵詞 : AI（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四依四不依、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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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紀末全球資訊聯網，引爆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再加上半導體製程的倍

數精進，科技開始跳躍增長，進而使的得泛用型 AI(人工智慧)的提早來臨， 也

將快速邁入無人駕駛、智慧城市、無人工廠與 AI 醫療的時代!  

 回顧 AI 的歷史，從 1940 年電腦發明的開始，此時期研究重心擺在定理證明

與問題求解，如：數字理論證明、西洋棋…等研究。1960 年 LISP 語言的出現，

機器人學開始受到重視，以及知識論的問世，如：框架理論（Frame Theory）。1970

年 PROLOG 語言的問世，針對特定領域問題所開發的專家系統，如:分子構造系

統（DENDRAL）、血液感染診斷系統（MYCIN）等。1980 年則是類神經網路的

崛起，使得機器學習(ML)系統紅極一時。 

 而 AI 真正的突破起於 2006 年 Hinton 教授提出 DBN 深度信念網路學習方法

（即深度學習， DL），其提取分層特徵的高效技術(如圖 1)，應用於圖形、文字、

語音、…等辨識，取得極好的效果，再加上大數據的增長、晶片的快速與處理信

號的進步，短短數年間 DL 取得快速的發展。而到了 2017 年 5 月 AlphaGo Master

以 3:0 的成績擊敗了世界圍棋冠軍柯潔，更使得 AI 單項技能邁入新的里程碑，

進而衍生 AI 智慧代理人(例如搜尉引擎、電腦視覺、語音識別、…等) ，並帶給

人類生活上莫大的便利。 

 

圖 1: 通過深度信任網路對分層表示的無監督學習(FM: ICML 2009 & Com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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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2017 年 10 月， AlphaGo 團隊在《自然》雜誌發表的 AlphaGo Zero

的版本(如圖 2)，透過自我對弈直接跳過人類的棋譜，僅花了 21 天就達到 AlphaGo 

Master 的水平。DeepMind 聯合創始人傑米斯〃哈薩比斯說， AlphaGo Zero「不

再受限於人類的認知」，很強大! 1 

 由於人類專家數據經常很貴、難取得或不具全面性， 若能藉助 AI 建立企

業的藍海策略與競爭優勢，或可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圖 2: 最新版本 AlphaGo Zero 用 21 天就超越了 AlphaGo Master(FM:自然雜誌) 

筆者受到《維摩詰經‧法供養品第十三》中「四依四不依」思想的啟發，發

現佛經中的智慧如與 AI 結合，具備著引領企業航向藍海市場的重要指導力量！

因此，將嘗試探討以下三點： 

一、檢視企業所看到的一些問題，並推論未來可能面臨的危機。 

二、約略說明佛教《大智度論》與《維摩詰經》相關「四依四不依」的思想

內涵。 

三、討論如何以「四依四不依」的心法結合 AI，構建出企業相應的「藍海

策略」。 

 

 
1
 Chris Duckett,“DeepMind AlphaGo Zero learns on its own without meat bag intervention”, 

https://www.zdnet.com/article/deepmind-alphago-zero-learns-on-its-own-without-meatbag-intervention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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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目前面臨的問題 

首先從消費者的角度切入，現今「網路型經濟」的來臨，消費文化劇變，不

僅產品要多樣與個性化，且透過網路下單後要求快速交貨，因此快速換線、隨需

而製，已變成企業製造產品的必要條件了。 換言之，企業生產要達到前述境界， 

就必須善用 IT 與 AI 的技術，精練智慧製造、智慧服務與智慧管理，方能使企業

邁向「創造價值，永續經營」的目標。 

再從企業目前面臨的經營問題來看，除了五缺(缺水、缺電、缺工、缺地、

缺才)之外，還要面臨成本上漲、綠色環保、全球競爭等諸多問題，使得企業面

臨極大的危機與挑戰！另外，世界銀行也公布了「2019 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其封面標題直接講明「天要黑了」，不但看壞全球經濟成長，且表示美中貿易大

戰將拖累全球經濟。因此，面對這貿易保護主義與削價競爭的年代，如何有智慧

地從紅海巿場轉向藍海市場，也成為目前企業面臨最重要的課題了。 

 

「四依四不依」的內涵 

 「四依四不依」是大乘佛教的術語，其中龍樹菩薩《大智度論》云： 

「依法」者，法有十二部，應隨此法，不應隨人。「依義」者，義中無諍好 

惡、罪福、虛實故，語以得義，義非語也。如人以指指月以示惑者，惑者視 

指而不視月…「依智」者，智能籌量、分別善惡；識常求樂，不入正要，是 

故言「不應依識」。「依了義經」者，有一切智人佛第一，一切諸經書中佛法 

第一，一切眾生中比丘僧第一；布施得大富，持戒得生天——如是等是了義 

經。…2 

即釋迦佛陀涅槃前告諸佛弟子應依此四法簡別正邪、明辨善知識、正修菩提道與

解脫道、簡別佛陀正法經論。 

 

 
2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九, CBETA, T25, No. 1509, P0125, a24-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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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維摩詰經》的〈法供養品第十三〉亦云： 

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依於義，不依 

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 

相，無所入，無所歸。…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 

最上法之供養。3 

 

是故希望運用「四依四不依」的藍海心法提出論述，希望對於深陷「後資本主義

時代」惡性競爭的企業們有所反思，並找出一條全新的生存之道，以突破困境開

創新局。 

 

AI 時代之企業藍海策略 

以下針對 AI 時代，提出企業相應的「四依四不依」藍海策略：       

一、依義不依語(AI 解析) 

學佛應找出真實義，不執著於語言文字。引申到企業之產品製造或銷售也是

一樣，應善用 AI 科技來解析判讀大數據的有效資訊，再決定方向或方法。金剛

經云： 

如來者，即諸法如義。…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 

如來有佛眼。4 

義者真如自性生，如所從來，故曰如來義，為真；語者，語言文字相，不真，而

佛陀用五眼遍觀眾生，了知眾生受妄想執著煩腦之苦。 

換言之， AI 有如佛之五眼，如果公司能善用 AI 的大數據解析能力，從製

造產品的方法、流程、材料、製程中找出品質的關鍵點，或者從消費者行為中找

出購買意願的關聯性，那麼，生產或銷售產品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例如,

台灣某電子業其擁有 23 條 SMT 的生產線,並用了 4 人目檢電路板,且每天要判別

 
3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十三, 法供養品, CBETA 

4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 CBETA, T08, No. 0235, P075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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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20 萬張的 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影像,其漏網率約 5%,而後利用 

AI 解析後,其漏網率降為 0.01%且效率提升為每天判別 1440 萬張。5 

 

二、依智不依識(AI 配方)  

學佛最重視運用智慧破迷開悟，而企業也是一樣，應善用 AI 來組合最佳的

製程或配方，以取代傳統老師父的經驗法則。南懷瑾老師說： 

佛法是智慧之學，不是盲目的迷信，也不是呆板的功夫，真正智慧不是根據

我們的意識妄想去推測。6 

是故學習佛法最重視的就是破迷開悟，也就是說「不以情礙智」。 

企業設計或製造產品，不要只依循傳統老師父的經驗法則，應善用 AI 來組 

合出最佳的製程或配方，特別近代以 AI 製造蔚為風潮的當下，如何達到高品質

與個性化生產的需求，「依智不依識」的心法尤其顯得重要。筆者建議依波士頓 

管理集團（BCG）所提出的工業 4.0 九大新技術領域(如圖 3)之智慧工廠評估7 

（ROBOT、工業物聯網、水平與重直整合、3D 列印、雲端、模擬、AR 擴增實

境、網路安全及巨量資料）,並搭配 AI 來進行生產智慧化的佈局，例如，豐田

 
5
 DIGITIMES 企劃， ” 結合 AI 等科技能量,全速挺進智慧製造目標” ，製造業 AI 轉型專輯，

電子時報， 3/21/2019 

6南懷瑾，”佛法有四個基本原則，一定要了解！”, https://kknews.cc/culture/33ej5y.html 

7
 Philipp Gerbert …,

 “
Industry 4.0: The Future of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5/engineered_products_project_business_ 

industry_4_future_productivity_growth_manufacturing_industries.aspx, April 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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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九大智慧化科技整合應用(FM: BCG) 

 

汽車利用 AR(HoloLens 頭戴式裝臵)與 AI 來加快測量車輛油漆和防鏽塗層厚度的

過程;同樣地，福特也以此提升車輛組裝的生產效率。8 

 

三、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AI 價值) 

了義是徹頭徹尾的通達圓滿，譬如《楞嚴經》、《華嚴經》、《法華經》都是了

義經，而我們凡人處理巨量資料與推理能力都有極限，如何善用 AI 強大的推估 

能力，全面性地評估產品的價值或生命週期，應是企業掌握價值與創造利潤非常

重要的方法了。 

堪稱地表最接近工業 4.0 的台積電，在萬物降價的年代，還能讓晶圓代工漲

價且緊抓客戶，主要是建立 AI 數位大腦，其可對半導體的市場發展，進行短中

長期的預判，以及相應的資本支出、技術研發與產能分配等決策，最後使產品 

的可用資源、訂價方案與價值評估都發揮到極致了。9 

 

 

 
8李佳翰， ” AR 前景優於 VR 尤以工業 4.0 為甚” ，產業瞭望，電子時報， P15， 12/14/2018 

9雙週刊，” 揭開台積電「軍機處」神秘面紗” ，天下雜誌第 118 期, P78, 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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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不依人(AI 管理) 

鳩摩羅什大師云： 

法謂經教也，當依佛陀所說之經教，不可以人勝故，背法依人也。10 

亦即學佛要以正法為準，如果知道某位上師偏離正法不要被迷惑。同樣企業的管

理要避免個人強烈主觀意識型態領導，應善用數據管理(例如 AI 戰情中心)。另

一方面，做為屬下也應善盡數據查察工作，如發現主管因偏離事實會損害公司利

益，應據理以爭。哲學家亞理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就是這個道

理。 

     

結語 

總之，身處全球競爭與貿易保護主義橫行的時代，建議企業可參考佛經中「四

依四不依」對應之藍海策略（AI 解析，AI 配方，AI 價值，AI 管理），來提升產

品的附加價值、企業產值與員工的工作內容質量，甚或進一步創造新的營利與管

理模式，呼應佛經中「真空妙有」的精義，也就是《金剛經》上所說的「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既不執著於傳統的技術與製造概念，先空其心再讓創意浮現，自

然妙智橫生。如此，企業庶可永續經營，並創造差異化的藍海市場！ 

 
10後秦釋僧肇選《注維摩詰經》卷十，CBETA, T38, No. 1775, P0417a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