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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七月十日第
1236次例會，邀請吳騰彥

社友（微程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做「無人商店－超人
店員會消失嗎？」的專題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第二次例會就遇到危機，一個小
時馬上危機解除，表示我們團隊
很堅強，感謝社友相挺，今天的
講師非常有份量，也歡迎 Tony
的頭號粉絲 Tony 的小扶輪及
Denture 夫人與小扶輪、Ortho
夫人。

Packing 社長報告，近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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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一連串友社的交接與就職

典禮，我們就去了十個社，發動

人數約 120 人以上，還有 PP 們

參加社秘不計在內，非常感謝各

位的相挺，這段時間跑場參加友

社的交接及就職典禮。

Packing 社長報告，今天寬

哥入社申請將會在理事會提出，

希望他能很快加入我們南門社的

大家庭。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今

天原本邀請賴偉晏副總經理例社

演講，因中午臨時通知台北四點

停止上班，所以臨時取消南下演

講，我們將在 9 月 11 日再邀請

賴副總前來演講。

Poster 秘書報告，我們三結

義社及子社交接典禮，感謝社友

撥冗參加，感覺老社友參與力比

較好，新社友還得多多加油，盡

量參加與友社聯誼。

Poster 秘書報告，下週二例

會邀請楊文傑 醫師專題演講『台

專題演講：『台灣兒少保護現況』

主講人：楊文傑  醫師 ( 中國附醫兒童急救訓練科主任 )

※ 例會後召開 -【STAR 會議】特別邀請 CP Concept 分享「怎樣才是優質扶輪社？」

成為勵志領導者

灣兒少保護現況』，請社友踴躍
出席，會後召開 STAR 會議，邀
請 CP Concept 分享 ~「怎樣才
是優質扶輪社？」請大家踴躍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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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七月十日第
1236次例會，邀請吳騰彥

社友（微程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做「無人商店－超人店
員會消失嗎？」的專題演講。

R i c h介紹主講人吳騰彥
Tony社友，Tony在扶輪界也是
名嘴之一，台中市第一、二大扶
輪社都曾邀請他去演講。

Tony在南門社人緣相當好
，今天晚上的例會也因為他，出
席率相當高，演講內容精彩可期
，我以身為他的介紹人自豪。

主講人：吳騰彥 社友

Tony不但球打得好，又有學問
，修養又好，對所做的東西也都
學有專精，今天我們就以熱烈的
掌聲請Tony與我們分享。

吳騰彥Tony社友說，早上
接到電話，因颱風的關係，今日
講師可能無法前來，我就臨危受
命，與大家分享我們公司的研究
議案～「無人商店－超人店員會
消失嗎？」

未來的10年、20年將沒有電
子商務這一說，只有新零售一說
，也就是說線上線下和物流必須

無人商店－超人店員會消失嗎？

結合在一起，才能誕生真正的新
零售。

最近有一些報導，像是馬雲
買下了大陸的大潤發，亞馬遜買
下了美國知名的超商，打算進攻
新零售，就是想要整合在一起。

無人經濟當道，以至於無人
工廠、無人商店等，背後無非都
是人工智慧AI與物聯網技術整合
後的各式智慧物聯創新運用。還
有一些科技目前尚在測試中，像
是人臉辨識、人流的辨識，所以
無人商店是其中的一種型態，新
零售則是會有很多種型態出現。

新零售中的無人商店是實驗
之一，等一下會分享幾個案例。
無人商店第一個要件就是辨支付
，因為沒有人收錢，所以大部份
無人商店在以電子支付為主的情
況下，解決了錢支付的問題，所
以線上與線下合作的第一個要件
就是電子支付。台灣目前電子支
付佔有率不到三成，全球希望能
有七成到八成的佔有率，才能取
代現金，為什麼要實施電子支付
？因為無法逃漏稅。所以政府應
該大力的鼓吹，只要電子支付活
絡，稅收一定會上升。

以對岸為例，中國的行動支
付：微信支付與支付寶，市場率
約九成左右。台灣的電子支付這
三年來反而推行不易，因為只要
想到電子支付，就想到稅金，舉
韓國為例，韓國政府用了一個法
令，只要商家用電子支付，3~5
年內不查稅，會先查沒使用電子
支付的商店，所以韓國這一兩年
來電子支付使用率直線上升。台
灣行動支付LINE Pay、街口支
付、ApplePay…等，這幾個占
支付的金額佔不到30%，明年下

▲ Tony 社友演講：無人商店－超人店員會消失嗎？

(微程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半年，我們政府會發出一張網路
銀行，資本額100億，不用店面可
以存錢，跟新銀行一樣。

有了行動支付後，就能可以
做無人商店，不用做假鈔辨識與
收款動作，最早典型的無人商
店就是自動販賣機，還有利用
RFID的技術，迪卡儂每一件衣
服都有一張RFID，有助於貨品
盤點，節省人力。

分享全球無人商店案例：
TESCO虛擬商店：商品照片會
有RFID的QR Code，使用手機
掃碼你要的商品結帳，隔天就會
將貨送到府上。

行動支付在無人商店佔據很
大的角色，如果沒有便利性而且
每天使用的工具，需使用時會發
現少那缺那的，便會放棄。

以下與大家分享一段影片，
關於結帳方式的改變，你會發現
顧客自己拿了一個掃碼器，一邊
買一邊掃，到結帳的時候，只要
付信用卡或是掃碼付款就可以帶
走，這中間少了兩個過程，少了
櫃員幫你掃瞄，一切自己來操作
，到付款時用ApplePay付款，
很容易就完成，這是早期的科技
，優點是可以快速結帳、方便統
計會員購物紀錄、節省人力，缺
點是操作掃碼器不是每個人都會
、顧客行為辨識與分析不容易，
另外就是商品容易被偷竊。

在大阪的Lawson示範店裡
，所有商品都貼上電子標籤，顧
客將選購商品放進特製購物籃的
同時也完成掃描，結帳時再一起
放進櫃台凹槽，機器會自動打包

並顯示消費金額，顧客可以選擇
用現金或刷卡完成支付。優點是
降低報廢率、提高銷售機會、精
準訂貨、產銷精準，缺點是Tag
單價高。

試舉大陸幾個案例：阿里巴
巴陸續推出各種無人經濟的創新
運用，從智慧商店到淘咖啡及
Amazon Go概念便利商店，便
放棄了RFID，Amazon 藉由店
裡裝設的攝影機及感測器，讓顧
客從掃描App進店、挑選商品到
離開一氣呵成，省下排隊結帳的
漫長等待。

如同Go的宣傳短片中描
繪的情境：顧客開啟手機裡的 
Amazon App，掃描進入店裡開
始購物。過程中，選取的商品會
自動加入虛擬購物車；萬一反悔
不買，再把商品放回架上就好。

最重要的是，買完不必等待排隊
結帳，直接走出店門，消費金額
會在離開時從會員帳戶扣除。

Go流暢的購物體驗不是神
奇魔法，而是由分布在店裡各角
落的攝影機和感測器，再加上看
不見的大量運算共同完成。

從顧客進入店面開始，攝影
機錄下他們移動的路線，以及瀏
覽商品、拿取、檢視標籤或放回
商品的動作，並傳給機器進行影
像辨識。

接下來，根據影像的判讀對
虛擬購物車的商品做出修正。同
時，貨架上的重量感測器會偵測
商品重量是否產生變化，避免商
品被亂放或掉包。

最後，顧客離開時，位於出
口的感應區會在不知不覺中完成
所有結帳流程。

在台灣，統一超商的7-11今
年初也在自家總部開設全台第一
家無人便利商店概念店，藉由人
臉辨識、自助結帳、感測器技術
應用，讓顧客自己手動DIY煮咖
啡、微波與結帳等。

各位報告一下，新零售就會
包含電子支付＋智慧辨識，這些
得透過技術＋人力＋數據＋決
策，來解決問題，而相對也會帶
來很多的好處，我認為在未來的
3-5年內應該會有不少的問題會



下週 例會

被解決，可是要完全取代"人"不
太容易，尤其是超商，這些都是
線上及線下的整合支付應用，所
以超人店員會不會消失？就留給
大家去省思了。

CP Concept張光瑤台中市
副市長呼籲社友，把握機會趕
快去申請市民花博卡，以後憑
此卡才享有台中市公車十公里
免費搭乘優待。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代理總幹事King報

告七月份高爾夫球月例賽，訂於
7月19日在國際球場舉行社長盃
聯誼賽，11:00開球，社長會請
大家吃飯，餐廳暫訂市政北一路
的寶麗金，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
加。

劉偉傑報告自行車午宴
自行車隊總幹事Bistro報告

，7月14日在寒碧樓中餐廳舉辦
自行車午宴，歡迎各位社友及隊
友踴躍出席。

柯富揚報告明年國際旅遊
下屆國際主委Hebs報告，因

明年度國際旅遊～萊茵河河輪之
旅船票難訂，先行在此做簡短的
報告，因阿瑪在歐洲河輪排名第
二，船票非常難訂，早訂還有早
鳥優惠，原訂明年8月16日出發
，因沒有船票，所以訂了108年
8月17日的票，每個人可以省二
萬多元。萊茵河自古以來是歐洲
文明的發源地，是非常美麗的河
流，我們從瑞士的巴塞爾到法國
、德國，再到荷蘭，途經四個國
家，下週二例會前4:30-6:00，會
請旅行社與我們做行前說明，機
會難得，十年修得同船渡，希望與
社友有同船渡的緣份。

報告上週出席率
代理主委Suga r報告上週

出席率，社友人數67人，請假
6人，免計出席2人，實際出席
人數54人，出席率83%，達到
抽電影票門檻，恭喜David、
Living幸運中獎。

點滴

出席委員會獎，恭喜Star、
King、Packing社長、Power、
Art、Ｍelon，各抽中玉溪米一
包。

糾察報告
因糾察To n y擔任上週講

師，由Innovation代理主持糾
察時間，感謝Tony回捐講師
費，Doctor、Packing社長、
Denture夫人、Poster秘書歡喜
紅箱，Doctor並感謝大家熱情參
加台中中央社的就職典禮。

▲ 7 月 5 日參加台中中央扶輪社就職典禮

　107 年 7 月 24 日 ( 二 )　　　　邀請 陳嘉邦醫師　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