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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程式設計的本質

有部有點年紀的電影「星艦奇航 IV: 搶救未來」（Star Trek IV: The Voyage Home），裡面
有一幕，是從 23世紀的未來，時間旅行到現代（1986年）的企業號船員，為了操縱電腦
（Classic Mac）而把滑鼠拿起來對著說「電腦」。因為在星艦奇航的世界裡，想讓電腦做事
的時候，用的操作介面，只需要很自然地對電腦說話即可。

相較之下，現在的電腦還不太能理解人類說的話。儘管已經有可以用日語操作的軟體，

它們離實用似乎還有不短的距離。電腦最初就是為了執行 0 與 1 排列而成的機械語言而製
作的，不過對人類來說，要理解這些 bit 排列起來代表什麼意義卻是很困難的事情。

為了這點，建立人類與電腦都能理解的語言（程式語言）、以便將人類的想法傳達給電

腦的行為，就是程式設計（寫程式）。

話說回來，「程式設計」似乎不單只是「因為電腦無法理解人類說的話而生的代替作法」

而已。人類的語言十分曖昧，有時甚至不合邏輯。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這句話的意思是「光陰似箭（時間像箭一般飛走）」，不過 f lies 也可以當成「蒼蠅（複
數）」解釋，所以也不能說解釋成「時蒼蠅喜歡箭」是錯的。如果把「『時蒼蠅』究竟是什

麼東西」這個單純的問題先放一邊的話。

另一方面，程式語言跟自然語言（人類的語言）不同，設計的時候就考慮到不會有曖昧

情形，所以不會發生這種意義混淆的狀況。使用程式語言，即可嚴密描述處理步驟。

而將電腦應該做的處理步驟，以程式語言詳細描述的結果，就成了「軟體」。電腦的軟

體，像是文字編輯器、Web 瀏覽器這些規模龐大的東西，到 OS 這種基礎設施，全部都是
以程式語言撰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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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的本質是思考與思索

筆者自己幾乎一整天都在面對電腦，所以家人或許會覺得筆者的工作就是陪伴電腦也說

不定。不過，把「程式設計」解釋成「告訴電腦要做哪些工作」也太武斷了些。這種說法

跟實際情形還是有點不同。

程式設計確實是面對電腦的工作，不過身為工作成果的軟體（之中的大多數），都是「為

了人們進行人們想辦到的工作」（圖 1）。因此，軟體開發工作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思考並
決定「人們實際要求什麼、這些要求的本質是什麼、以及達成這些要求的詳細步驟是什

麼」的過程。換句話說，程式設計的本質是「思考」與「思索」。

儘管看起來像是面對電腦的工作，程式設計的對象卻完全是人類，是件充滿人味的工

作。筆者認為程式設計是十分需要人類親手進行的工作，也不相信未來電腦能夠自己進行

程式設計。

筆者開始寫程式是中學三年級的事情，因為父親買的 SHARP Pocket Computer（PC-
1210）可以寫 BASIC。儘管這是台只能輸入 400 個步驟的小電腦，不過看到依照自己寫的
命令運作的口袋電腦之後，就有了自己什麼都辦得到的「萬能感」了。

創造世界的樂趣

在那之後幾乎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不過筆者對程式設計感受到的「心動」仍然一點都

沒有減少，反而覺得還在不斷增加呢。

這種「心動」不知道是不是從創造新世界的行為

產生的。筆者試著思考自己喜歡寫程式、不管經過

幾年都不厭倦的理由，覺得最大的因素或許在於程

式設計是充滿創造性的作業。

手邊只要有作為道具的電腦，之後就可以從零開

始創造出一個世界。重力與因果關係這些現實世界

與生俱來的限制，在程式設計的世界幾乎都不存在， 
可以說其他地方找不到這麼自由的創造環境了。可

以順著自己的想法創造全新的世界，這正是程式設

計最大的魅力（圖 2）。

本質是什麼？

達成的步驟
有哪些？

人們要求
什麼？

圖 1　程式設計的對象不是電腦而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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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現實世界基於物理法則，

透過寫程式創造出的世界，也是

基於程式設計者輸入的「程式碼」

建構出的法則。在寫 Ruby這種程
式語言的時候感覺特別明顯，不

過，不管多小的程式，這點都是

一樣的。

筆者認為，這個「創造」的觀

點，正是吸引包含筆者在內的許

多程式設計者的重要特質。將來

要是像「星艦奇航」的世界那樣，

光是靠對話就能從電腦獲得許多資訊的話，程式設計的必要性或許會下降也說不定。

現在的搜尋工具已經發生類似的現象了。筆者的孩子們十分頻繁地坐到電腦前面，不過

他們並不設計程式。對他們來說，電腦不過是獲得資訊的渠道、以及與朋友交流的媒體而

已。他們似乎覺得程式設計是「爸爸在做的一些困難工作」、跟自己沒有關係的事情。

不過，筆者覺得不知道透過寫程式自由操作電腦、創造自己世界的樂趣，實在有點可

惜。不過這種樂趣並不是能夠強加的東西，反而要避免因為強迫而種下不有趣的印象，實

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教育真是困難的事。

程式設計擁有的創造性也屬於藝術。在出現照片之後，畫圖就幾乎沒有留下紀錄的意義

了，不過還是一直有屬於藝術的圖畫誕生。筆者覺得，就算未來程式設計的需求變少，自

己應該還是會為了享受其中的藝術性而繼續寫程式才對。在「星艦奇航」的世界裡面，或

許「電腦，模擬 Debian GNU / Linux 8.0。我想用它寫程式」也是種娛樂也說不定。

急速提昇的性能改變了社會

稍微轉變一下觀點。電腦業界之中，有好幾個決定方向性的重要「定律」。「摩爾定律」

可說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摩爾定律是 Intel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在四十多年前的 1965
年發表的論文之中提出的定律，內容如下。

創造出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世界

圖 2　程式設計的樂趣在於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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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I 之中的電晶體數量，每 18 個月會倍增

LSI 的密度每 18 個月倍增，代表的是 3 年後變 4 倍、6 年後變 16 倍的指數函式法則。
這樣經過 30 年之後，嗯，會變成 100 萬倍呢。LSI 的密度幾乎與 CPU 性能、記憶體容量
呈現正相關，所以在這 40 年之間，電腦的性能幾乎隨著指數函式成長。另外，密度也會
反應在價格上，電腦每單位性能的價格反倒隨著指數函式變便宜。

想想看就會發現，附近賣場賣三萬台幣左右的筆記型電腦，性能跟 20 年前的超級電腦
幾乎一樣（圖 3）。不僅如此，超級電腦的價格，感覺差不多是一個月租金三千萬。光是租
借就要付這麼多錢，買起來究竟要花多少呢？

筆者大學畢業後，在最初就業的公司用到的 SONY 做的 UNIX 工作站，規格大概是：

• CPU 是 Motorola 68020 25MHz

• OS 是 NEWS-OS 3.3a（4.3BSD based）

• 記憶體 8 MB

• 硬碟 240 MB

• 定價 155 萬日圓 *1

現在大概連「SONY 會做 UNIX 工作站」都令人難以相信了呢。話說回來「工作站」這
個詞本身搞不好都沒人在用了。用在開發之類的用途、性能比個人電腦還高（且多半搭載 
UNIX 系 OS）的電腦在那時稱為工作站。

這台機器也是最初開發 
Ruby 時使用的機器。筆者
現在家裡的電腦 CPU 是 
Core 2 Duo 2.4 GHz，記憶 
體是 4 GB、硬碟大約是 
320 GB*2，所以單純比較

之下，CPU 時脈增加的比
例大概是 100 倍、記憶體
容量增加了 500 倍、硬碟

處理速度一樣

20 年前的
超級電腦 最近的

筆記型電腦

圖 3　20年前的超級電腦，性能跟現在的筆記型電腦差不多

*1 譯註：約 45 萬台幣。

*2 2009 年當時。2012 年改版時已經是 Core i7 2.7 GHz（dual core + hyper-threading）、記憶體 8 GB、硬碟 
SSD 300 GB。過了三年似乎沒有多大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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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增加了約 1300 倍。機器發售時間大概差了 18 年左右，根據摩爾定律，密度應該會增
加 64 倍，但記憶體、硬碟的容量提昇速度，遠遠超越了摩爾定律呢。

當時網路也是以新聞群組（netnews）*3 為主流，通訊則是透過電話線、數據機進行。翻
出當時的雜誌看到「9800bps 超高速數據機 198,000 日圓 *4」之類的廣告還會嚇一跳。最

近幾乎看不到類比數據機了，印象中，最後看到的數據機是 56 Kbps、價格大概是幾千日
圓 *5。

這正是摩爾定律的威力。這個業界的各種領域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成長，在這半個世紀

之間，與電腦相關的所有東西，都隨著時間進展，性能變得更好、容量變得更大、價格變

得更便宜。

社會也隨著摩爾定律在變化。最大的變化，或許是電腦變得到處都能見到了。

筆者有在用 iPhone，與其說它是電話，不如說它是具備通訊功能的小電腦。當成玩具
玩起來實在很有趣，光是一直玩它，會讓家人不太高興。這種東西用幾萬日圓 *6就買得

到，文明的進步是很厲害的。差不多同時，筆者有個女兒買了普通的手機。她買的不是 
iPhone，而是所謂的功能手機，不過仔細想想，這隻手機一樣也有網路通訊功能、Web 瀏
覽器、Email 程式、行事曆等功能，也是台貨真價實的電腦。

當初最訝異的是，它居然搭載了 Java 虛擬機器。這樣或許就能執行 JRuby 也說不定。
日本、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拿著這樣的手機、接上無線網路，這種光景在 20 年前是
十分難以想像的吧。如此普遍的電腦，甚至讓「社會」的面貌都改變了。

儘管如此，還是沒有改變的東西

摩爾定律導致的電腦進化很驚人，不過並不是所有東西都隨之改變（圖 4）。

比如說，演算法就沒什麼變化。最早被稱為「演算法」的輾轉相除法是在西元前 300 年
左右發現的。另外，計算機科學的基本演算法多半在 1960 年代就發現了。

來看看 Email 的例子吧。15 年前，使用 Email 的人沒幾個，但現在它是非常貼近日常生
活的東西。透過手機整天回 Email 的人應該不稀奇才對。Email 影響了許多人、以及他們
的日常生活，改變了生活型態。

*3  「新聞群組」也是死語（沒人在用的詞）了呢。簡單來說就是類似分散式 Internet 討論區的東西。

*4 譯註：約 59,400 台幣。

*5 譯註：台幣一、兩千。

*6 譯註：一、兩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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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演算法

2012年1980年

圖 4　就算電腦進化了，演算法還是沒有改變

不過，Email 的基礎技術是令人驚訝地古老。世界最初的 Email 是在 1971 年寄出的，而
現在連手機 Email 基本上也都遵循的 RFC822 規則則是在 1982 年訂定，距今已達將近 30 
年。另外，現在廣為使用的主流 Internet 通訊協定 TCP/IP 也大約是在那個時候制定的。

總而言之，技術本身是在很早之前就已存在，只是一般人並不知道而已。最重要的是，

「人」本身也沒有多大的變化。翻開聖經之類的古典文書，就會發現幾千年之前的人類就在

煩惱一樣的事情，實在令人訝異。技術進步之類的事情，從人類的本質來思考，只是些瑣

碎的差異而已。

隨著摩爾定律的進步，並不會改變「人」本身、以及電腦的本質。換個角度來說，最大

的變化或許在於，以前價格昂貴、需要特別設施的東西，現在已經變成「庶民」都能輕易

取得的普及物品了。

摩爾定律的極限

這 40 年之間，讓世界不斷變革的摩爾定律，難道就沒有死角嗎？

是說持續了如此長時間、指數函式般的進步看起來就不太自然，其實這個無敵的摩爾定

律，感覺也差不多看到陰影了。可以想見，在不遠的將來，會看到讓摩爾定律無法持續下

去的障礙。

最初會遇到的，是物理法則導致的極限。LSI 也是現實世界裡的物理實體，因此會受到
物理法則拘束。這 40 年間不斷縮小的 LSI 也差不多邁入由量子力學決定其行為的程度了。
縮到這個程度時，日常毫不在意的狀況都會成為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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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重要的是光速。光速約略是秒速 30 萬公里，一秒可以繞地球七圈半，這大概
是連小孩子都知道的普遍知識。這速度實在太快了，對日常生活來說，就算當成「無限

快」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話說回來，CPU 的時脈達到 GHz 的程度之後，比如說，3 GHz 的時脈，波形從 on 到 
off 之間的 1 clock 之間，光線只能前進 10 cm。

而最近 LSI 的回路大小已經縮到數十奈米（nm）程度了。1 nm 是 1/1,000,000 mm，出
人意料地小，但 1 nm 的長度內只擺得進幾個原子。製作這種以原子大小為單位的電路並
不是簡單的事。

LSI 的回路是以一種印刷技術實現的，縮到這種大小之後，光的波長就會成為問題。畫
像若是比光的波長還小，就無法鮮明地成像。可見光的波長是 400～ 800 nm 左右，所以
最近的 45 nm 世代 LSI 並不用可見光。

這種原子大小的回路，要維持絕緣也很困難。簡單來說，不能通電的地方會漏電。這稱

為漏電流。漏電流不僅會耗費無謂的電力，有時還會造成 LSI 性能降低。

漏電流還會導致其他問題，就是發熱。LSI 不斷縮小、密度不斷增加，熱密度也會跟著
增加。現代 CPU 這種高密度 LSI 的熱密度不斷提高，最近已經可以跟熨斗、烤盤相提並
論了。不準備風扇不斷冷卻是不行的。如果隨著這種步調繼續演進，熱密度就會達到火箭

噴射口層級，不做好熱處理的話，LSI 本身大概會融掉吧。

由於漏電流、熱密度之類的問題，最近，特別是 CPU 的性能感覺似乎到了極限。注意
到的讀者應該也不少，儘管幾年前店面擺著許多裝了 3 GHz、4 GHz CPU 的電腦，最近主
流的機種卻都是 2 GHz 左右。理由之一反映了前述 CPU 時脈至上主義達到極限，進一步
而言，也可說是現代 CPU 要執行 Web 瀏覽器、讀寫 Email 這些日常事務已經具備充足的
性能了。

這麼說來，或許會覺得持續了 40 年以上的摩爾定律即將結束，不過 Intel 公司的人則是
主張「至少還能再持續 10 年」。實際上，透過將 LSI 改用特殊原料、成像時從可見光改用 
X 光等等，運用各種技巧之後，似乎還能再持續進步一段時間。

另外，由於提高單一 CPU 密度以提昇性能的方式實現起來越來越難，因此一個 LSI 搭
載多個 CPU 的方法成為主流。Intel 的 Core 2、i5 與 i7 這類在一個 LSI 搭載 2 到 8 個 CPU 
的「multi-core（多核）」，在一般的電腦之間普及，正反映了這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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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備複雜回路的 CPU 相較之下，擁有單純、均質構造的記憶體等零件更容易微細化，
所以今後大概不太能期待單一 CPU 的性能提昇，而會看到多 CPU 化、記憶體容量增大、
從硬碟轉移到使用半導體的 SSD 的趨勢吧。

社會的變化與程式設計

前面大致敘述了至今為止的摩爾定律、以及隨之而來的變化、今後的簡單預測。托摩爾

定律的福，我們現在能大量取得便宜、高性能的電腦。這個狀況會對程式設計帶來怎樣的

影響呢？

筆者開始接觸程式設計的 1980 年代前期，那時用電腦，就是在用 BASIC 寫程式。不管
從性能還是容量來看，都是難以跟現在的電腦相較的貧弱機種，又非用 BASIC 這種貧弱的
程式語言不可，是限制非常大的環境。那時要不是大量製作現在大概會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的遊戲，要不就是一邊怪罪 BASIC 與手邊這台電腦的貧弱、一邊從書籍與雜誌收集資訊、
一邊「妄想」自己哪天要「用一台真正的電腦」。

另一方面，現代到處都是電腦，擁有名為「手機」實為個人電腦的人也不少。筆者孩子

們的學校，在理科教室、音樂教室旁邊有電腦教室，似乎也有不少課程有運用電腦上課。

這種時代的青少年程式設計狀況會是怎樣呢？

筆者家裡因為工作因素而有許多電腦，把沒什麼在用的機器算進來的話，可說電腦數量

超越家族人數了。當然要是把手機也算進去的話會更多。就算在這種充滿電腦環境的家庭

裡，孩子們似乎還是不太關心程式設計。

要說拿電腦做些什麼事的話，大概是用 email 或是 blog 跟朋友交流、在 wikipedia 找上
課要用的資料而已。另外還有用 YouTube 看一些動畫吧。

中學在用「Dolittle」語言實習的時候，似乎覺得還蠻有趣的，但是卻不到會讓他們繼續
寫程式的程度。對他們來說，似乎逛逛網站跟 YouTube、收發 email、偶爾網路購物或是參
加競標就已經夠有趣了。

現在，根據身為大學講師、學生時代的朋友的說法，資訊科學系的人氣與以往相較之下

不僅並不高，入學者之中，有程式設計經驗的比例也在降低。這或許代表就算電腦普及率

提高，程式設計的普及率完全沒有跟著提高。真是令人難過。

筆者推測，隨著軟體的發達、使得現在不必寫程式也能活用電腦功能，或許就是導致現

在想學程式設計的動機減少的原因。另外，軟體開發是「辛苦」工作的形象也在普及，或

許這是讓資訊系人氣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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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也不是毫無希望。筆者這幾年擔任「U20プロコン」這個為 20 歲以下舉辦
的程式設計競賽的評審員，而這個活動每年都有非常高水準的程式參賽。

或許是因為筆者擔任評審員的關係，每年都會看到自製程式語言參賽，讓筆者非常高興

也非常驚訝。筆者自己讀高中的時候，儘管有想過要自製程式語言，但是卻完全不知道要

怎麼做才好，也沒有實際動手，這樣想起來，能把一個程式語言設計、實做出來的這些學

生是比筆者當時優秀許多，期待他們未來的表現。

世界各地應該有不少沒事就會想寫程式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應該是少數派）會透過 
Internet 取得豐富的資訊而不斷向上提昇吧。程式設計的原野，不像電腦普及率那樣遼闊，
但在最高點的人們，程度應該會越來越高。這究竟是不是值得期待的現象，似乎也不能馬

上判斷。

現在與社會，沒有電腦與讓電腦運作的軟體就無法成立。從這個角度來說，會希望積極

參與程式設計的人越多越好。另外，不僅單純為了工作開發軟體，要是能讓更多人感受到

開發軟體時「創造的樂趣」與「心動不已的感覺」就更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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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未來預測

沒有人能看透未來。大概也因為如此，所以想知道未來、想占卜吧。以血型、出生年月

日、干支、風水之類的資料占卜一直大受歡迎，而實際上，雜誌、晨間節目也幾乎每次都

有跟占卜相關的內容。

沒有科學根據的占卜，不會那麼容易命中。儘管如此占卜還是大受歡迎，而這是有理由

的。

首先，最大的理由大概是「巴納姆效應」了。巴納姆效應指的是：一段不管套在誰身上

都有道理的曖昧敘述，會被讀者認為是符合自身情形的正確描述，這樣的心理學現象。如

果讓參與實驗者做心理測驗，然後不管本人回應內容，另外捏造一份看起來合理的診斷結

果，最後似乎會發現大多數參與實驗者都會認為診斷結果十分符合自己的狀況。所以「占

卜很靈驗」的大多數情形應該都是巴納姆效應造成的結果。就算隨便說說，還是很容易就

相信了，或許這是人類的本能也說不定。人們的心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性質呢？

進一步來說，許多占卜師、自稱預言者，都是利用「冷讀法」、「熱讀法」的技巧，讓人

們更相信自己的「能力」。

冷讀法指的是透過觀察對白內容、行為，試著猜測對方狀況的技巧，也就是夏洛克．福

爾摩斯對委託者做的事情呢。從一點說話的語調差異猜到出生地、從衣服上沾到的泥巴說

出剛走過哪邊，就是這種技巧。冷讀法的「冷」指的是「沒有事先準備」的意思。

另一方面，熱讀法則是事先縝密調查對方的資料，然後（假裝）說中對方的狀況。只要

事先做好調查，掌握對方的家庭成員、最近面對的問題，接著裝作好像是用超能力看穿而

說中一樣，這樣有人深信不疑也就不奇怪了。

到底占卜是不是不準確、不科學的事情呢？以稍微科學一點的方式預測未來也辦不到

嗎？比如說，像在以撒‧艾西莫夫的基地系列裡登場的心理史學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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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未來預測

心理史學是艾西莫夫創造的架空學科，就像氣體分子運動論那樣，儘管無法觀察個別氣

體分子的運動，卻能計算龐大數量的氣體分子構成的集合的整體行為；只要是龐大人數構

成的集團，就能以數學預測他們的行為。這樣的解說，讓人感到很有說服力呢。

基地系列是以心理史學預測未來為軸心、以整個銀河為舞台，描述數兆人類、數千年的

歷史。

不過，實際的歷史常被特定個人的行動大幅影響，就算把人類視為群體，要以數學描

述人類的行為還是太過複雜了。心理史學果然還是幻想而已。儘管心理史學是門虛構的學

問，以科學方式預測未來卻不是完全不可能。完全命中未來不太可能，不過在限定的條件

下，是可以預測未來又達到一定的準確率。若不是預測將來人類的行為、而是單純預測技

術進展的話就更是如此。也因為這樣，資訊領域應該可以說是容易預測未來的領域。

資訊領域的未來預測

資訊領域容易預測未來，最大理由在於電腦登場後，儘管經過了約半個世紀，但在這

四十多年之中，電腦的基本架構沒有變化過。現在主流的 CPU 架構 Intel x86 基礎可以追
溯到 1974 年登場的 8080 為止，其他電腦架構根源部份也沒有多大差異。這代表的是電腦
進步的方向沒有太大變化，因此可以期待未來就位於過去到現在的向量延長線上（圖 1）。

這樣的期待，在量子電腦這類與現今電腦架構完全不同的東西成為主流之後就不成立

了，幸好在不久的未來（比如說五年之類）似乎還不會成真。另外，這個業界的五年、十

年也已經是預測起來沒有意義的「遙遠未來」，所以似乎暫時沒有問題。

而支配了電腦世界的「過去到未來的向量」，最佳代表就是 1-1 曾經解說過的「摩爾定
律」。

LSI 之中的電晶體數量，每隔 18 個月就會倍增。

隨著這樣的摩爾定律，電路不

斷縮小，LSI 的成本不斷下降，
性能也在不斷提昇。結果在過去

四十多年以來，

• 價格下降

未来

現在

過去

圖 1　過去到未來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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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提昇

• 容量擴大

• 頻寬擴大

都呈現指數成長。指數成長換句話說就是不

斷倍增，增加的速度十分驚人（圖 2）。

而這樣的指數成長，可預測今後也會以差不

多的步調持續下去。這就是預測資訊領域未來

的步調。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各領域各自的進展速

度。資訊領域內的各種數值確實都呈現指數成

長，但不是所有數值都以同樣的步調增大。比

如說，記憶容量的增加速度，比 CPU 處理速度成長還快。另外，資料傳輸速度的成長跟不
上記憶體與處理速度。這些不平衡的地方，左右著未來發展。

極致的未來預測

那麼，這邊來介紹一下預測未來時的簡單技巧吧。取個名字叫做「極致思考法」。

提出極致程式設計（XP）手法的 Kent Beck，在著書《XP 極致程式設計入門》裡面寫了
下面這段話。

第一次明確描述 XP 的時候，腦中想像的是音樂混音台的音量推桿。每個推桿都是從

筆者成功經驗之中得到的作法（practice）。筆者把所有推桿都推到 10，然後觀察會發生

什麼事。

就是以同樣的作法來預測未來。換句話說，就是「電腦價格如果繼續降低，降到極限的

時候，會變怎樣」、「拿到超高性能電腦的時候會想做什麼」、「電腦記憶容量如果超出想像

般的巨大，會變成怎樣」、「網路頻寬如果毫無上限的時候會怎樣」之類的想像。

各位想到了什麼呢？

性能

19901980 2000 2010

圖 2　指數的性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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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格看到的未來

首先從價格想想看吧。今後，電腦的價格不斷下降，思考這代表什麼意義，會想到兩件

事。首先是「普通人」擁有的電腦，性能會遠高於目前的狀況；再來是至今還沒用上電腦

的地方，也會開始嵌入電腦。

有趣的是，儘管電腦的各項指標都遵循摩爾定律成長，但所謂「個人電腦」的價格卻沒

什麼變化。1979 年發售的 NEC PC-8001 定價是 16 萬 8000 日圓 *7，現在的主力 PC 價格
帶還在 10 萬日圓左右 *8，由此看來，就算把物價變動考慮進去，還是驚人地穩定。這或

許代表人們對 PC 的購買力大概落在這個價格，而不斷提昇的性能、價格大概在這附近取
得平衡也說不定。從此可以預想未來普及的電腦價格也不會明顯下降。未來 PC（形式的電
腦）的風貌，接著從「性能」的角度來思考看看。

以往沒用上電腦的地方開始嵌入電腦，這種情形已經在發生了。比如說，以前只用電子

電路構成的電視，現在已經有 CPU、記憶體、甚至裝上硬碟，硬體上來說已經跟個人電腦
沒有多大差異，OS 也用了 Linux。另外，以前只運用單純的微控制器晶片的地方，也開始
改用搭載 OS 的「電腦」，嵌入式系統中，軟體佔的比例也有不斷擴大的現象。在這之後，
這類沒有電腦外觀的電腦應該會繼續增加，同時為這些電腦開發軟體的重要性應該也會不

斷提昇吧。比如說，可以預期，至今為止因為記憶體容量、CPU 處理能力而不可能運用的
開發工具、語言，未來在所謂的「嵌入式軟體」開發過程中也能開始運用。

從性能看到的未來

觀察這十多年的電腦性能變化趨勢，應該會感覺到單一 CPU 的性能提昇已經達到極限。
這幾年來，應該有不少人覺得 PC 時脈提昇在 2 GHz 左右已經碰頂了吧。這樣的性能提昇
停滯，有著消耗電力、漏電流、熱密度等各式各樣的原因，以單一 CPU 來看，已經無法期
待像過去那樣隨著指數成長了。

那麼會變怎樣呢？想預測電腦性能的未來，觀察現在的超級電腦是最快的。因為超級電

腦為了實現高性能而下了很多工夫，其中常常有些部份的價格隨著摩爾定律下降，而在五

到十年後被 PC 取用。

*7 譯註：約台幣 47,500 元

*8 譯註：約台幣 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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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作為現在的超級電腦代表，來看看

2012年現在世界最快的「京」電腦吧（表 1）。 
看起來是嚇死人的數字，不過在二十年之後，這

種程度的性能很可能變得很「普通」。

恐怕在不遠的將來，1024 核心的筆記型電腦
就會很普通地出現。伺服器環境下，也會變得跟現在的超級電腦一樣，普通地用上數萬 
CPU、數十萬核心吧。難以相信嗎？

在這樣的環境下寫程式會是什麼情呢？為了運用這用不盡的 CPU，軟體與開發環境會朝
什麼方向進化呢？

想到這樣的環境，就會覺得「未來的語言」勝負就看能發揮多少個 CPU 的威力了。現
在提供平行處理功能的語言已經很多，未來的重要性應該會繼續上升才對。若是能活用很

多核心的效能，或許就會不那麼重視單一核心的性能了。

從容量看到的未來

記憶容量，也就是記憶體容量、次級儲存（硬碟之類）的容量，是增加速度最快的指

標。2012 年春季時，普通的筆記型電腦也擁有 4 GB 主記憶體、500 GB 的硬碟了。甚至 2 
TB 到 3 TB 的外接硬碟也能以合理的價格買到。個人擁有「TB」單位的儲存容量，在十年
前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情，但轉眼之間，普通的賣場都能買到 TB 單位的硬碟了呢。

來想想這種記憶容量增加速度會導致怎樣的未來變化吧。誰都想得到的是，要怎麼弄到

填滿這麼多容量的資料。

不過，其實這或許是不怎麼需要擔心的事情也說不定。回頭看看過去，不管記憶容量如

何增大，不知為何，容量總是不知何時就用完了。像是配合著記憶容量增加的速度，圖片

資料、影片資料也不斷精細化、佔用容量不斷提昇。另外，軟體也在不斷肥大化、耗用的

記憶體越來越多。究竟以前是怎麼用那麼少的記憶體、又跑得那麼快，實在很不可思議。

真正的問題，反而是這些資料究竟該如何活用吧。個人用的資料倉儲等資料分析工具或

許會變重要也說不定。這些要在使用者這邊執行、還是在伺服器上執行，或許要看性能與

頻寬的平衡而定。

表 1　「京」電腦的規格

性能 10000 TFLOPS

價格 1120 億日圓 *9

CPU 數 88128個

核心數 705024個

記憶體 2.8 PB（每 CPU 32 G）

*9 譯註 : 330 億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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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記憶容量的角度預測未來時，存取速度是很有趣的地方。容量以美妙的速度成長著，

但取出資料的速度卻沒有隨比例成長。硬碟的搜尋速度幾乎沒有進步，bus 的傳送速度也
差不多。不過最近快閃記憶體這類比硬碟更快、又不貴的次級儲存裝置也登場了。以快閃

記憶體取代硬碟的 SSD（固態硬碟 ; solid state drive）已經十分普及。朝著這個方向進展的
話，或許在不遠的將來，超高速但容量很少的核心內建快取、高速但資料一斷電就會消失

的主記憶體（RAM）、低速但可存續資料的次級記憶（HDD）構成的階層結構都會消失，
而出現由大規模快取、速度還算快且能存續資料的暫存記憶體構成的新階層結構也說不

定。如果高速的主記憶體也獲得資料存續能力的話，依賴過往結構的資料庫等系統，可能

會引發大規模結構改革也說不定。事實上，以高速 SSD 作為前提的資料庫系統也已經開始
研究了。

從頻寬看到的未來

頻寬，也就是網路的資料傳輸速度，也在不斷成長。一般家庭的網路連線也從 100 Kbps 
未滿的類比數據機，進展到超越 10 Mbps 的 ADSL、超越 100 Mbps 的光纖了。最近甚至
連一般家庭都能申請到理論值超越 1 Gbps 的服務。

而網路頻寬的增加，也讓網路對方與本地的平衡發生變動。網路很慢的時代，處理工作

只能在手邊進行。處理結果批次送到中央、中央再進行統計是很常見的作法。那個時代幾

乎不會活用電腦，「手邊的工作」也只是計算機跟記帳之類的事情。

不過，在那之後，各種事務都開始交由電腦處理，手邊的資料也能送到中央電腦即時處

理了。電腦仍然很有效率，週邊只有稱為「終端機」的機械，實際的處理工作由放在中央

的大型電腦負責。這是中央集權的時代。

接著，電腦的價格下降後，「手邊」也開始放著電腦了。想讓電腦做的事情變得更多，

所以在手邊的「用戶端」電腦做一定程度的處理後，只把最後結果傳送到位於中央的「伺

服器」，這樣的系統架構開始普及。也就是所謂的「主從系統」呢。也有人就以「client-
server」稱之。

不過，網路速度增大之後，讓伺服器負責更多工作，會讓系統架構更簡單。WWW
（World Wide Web）就是這樣的典型。網路很慢的時候，取資料要直接去搞不好位於地球另
一端的主機，這是無法想像的事情。大概會被罵「為什麼如此浪費貴重的頻寬」吧。而現

在網路頻寬已經便宜到幾近免費的程度，於是，就實現了用戶端只要準備稱為「瀏覽器」

的通用終端、就能利用全球各地各種服務的美妙世界。大多數工作都由伺服器執行，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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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像是中央集權復活，但現在可以利用的服務非常多樣、且位於世界各地，這是主要的

不同。

電腦性能與頻寬的拔河，不會就這樣結束。近年來為了實現更豐富的服務，有在瀏覽器

執行 JavaScript 的傾向，這就是變形的主從系統復活。另外，伺服器也不再只以一台電腦
構成，而是用許多機器密切合作構成雲端系統。換個角度，也能視為將以往以一台大型電

腦提供的服務，變成以主從系統架構來提供。

今後，隨著性能與頻寬的平衡變化，網路本地與對方的系統架構平衡，也會像鐘擺一樣

搖動吧。過去也在鐘擺來往的過程中，不斷提昇系統規模、擴充性與自由度，之後一定也

會朝著這樣的方向進步。

小結

這邊順著過去到現在的向量延長線觀察，嘗試活用極致思考法來預測未來。書籍可以

活得很久，五年、十年後再度打開本書時，不知道預測會不會成真呢？成真的話就慶祝一

番，沒成真的話就大笑一場吧。成真了是八卦，不成真也是八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