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天鵝效應讀後心得

何岳峰1

1 簡簡簡短短短摘摘摘錄錄錄書書書籍籍籍內內內容容容

書籍內容分成四部。

• 第一部從知識論角度來說明人類思想的盲點。

• 第二部舉證了「預測」本身的荒繆。

• 第三部針對有數學、科學背景的讀者所準備，提供區分真正的不確定性方法。

• 第四部簡短分享作者個人面對黑天鵝事件的態度。

作者在前三部所作的陳述，也就是針對歷史的不透明性可從三個面向來解釋：

1.1 理理理解解解力力力的的的幻幻幻覺覺覺：：：面面面對對對複複複雜雜雜的的的世世世界界界，，，人人人類類類心心心智智智卻卻卻自自自以以以為為為可可可以以以掌掌掌握握握全全全局局局。。。

分析我們是如何思考的，如何因為錯誤的思考方式，讓我們以為「預測」有效。

作者舉了「火雞問題」、「確認偏誤」、「敘事謬誤」、「沉默證據」、 「戲局謬誤」幾

個主題來說明人的思考模式不是正確的。

1.1.1 火火火雞雞雞問問問題題題

一隻被餵養了 1000 天的火雞在第 1001 天時，必定保持與第 999 天時的信念一般 --- 必定

有一善良生物提供牠當天所需的食物，讓牠無憂無慮地再過一天。 然而事實是該善良生物

會在第 1001 天將牠變成某人的盤中美食。

從時間序列資料歸納事物發展的模式，並從此模式推導未來的情況是不合理的。 「現在事

件」所需的發生條件並不等於「未來事件」所需的發生條件。簡單地講， 我們都知道地震

對股市的影響是非常強烈的，且往往是負向影響， 若一高傷害性的地震在 2009 年 1 月 1

日上午 5 點發生， 那麼利用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所歸納的預測模型可應用在 2009 年 1

月 1 日上嗎? 絕對不行。我們就是無法預測突發事件，像是地震、 SARS、次級房貸…等及

其他根本講不出名字的意外。

1 聯絡方式： hoamon@hoamon.info 、 http://hoamon.blogspot.com/ 、 http://www.hoamo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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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確確確認認認偏偏偏誤誤誤

一命題在通過百億次驗證後為真，也不表示該命題的確為真; 但該命題卻可以在一次驗證為

假後，確認命題為假。

「知道它是錯的」絕對是對的，而「知道它是對的」還是有可能為錯。

1.1.3 敘敘敘事事事謬謬謬誤誤誤

講故事讓人們得以將真實世界的 4D 模型轉成一個 1D 線性的歷史故事，這有助約化爆炸資

訊。

通常一般人認為刪減掉的資訊不過是雜訊而已，但作者認為有些雜訊其實就是隻黑天鵝。

1.1.4 沉沉沉默默默證證證據據據

有一種非常老套的騙術，首先是收集電子信箱，愈多愈好，假設收集了 10000 個信箱， 其

中一半的信箱，寄給他們的訊息內容是洋基將在5月10日的比賽中打敗紅襪， 另一半則寄給

他們紅襪會擊敗洋基，等到比賽結束後，留下預測對的 5000 個信箱， 其中 2500 個人再寄

給他們洋基會在5月11日擊敗紅襪，而另一半則寄給他們紅襪打敗洋基。 就這麼經過5個回

合後，將有 10000除以32 約 312 個人是一直收到預測準確的信件，這時候， 再寄給他們：

「預知下回比賽結果，請先支付一定金額」。如此一來，不管有多少人相信這個騙術， 對

寄信人而言，所支付的金額都是純益，因為他根本沒花錢在作賽事預測，是個無本生意。

那曾收到錯誤預測信的 9688 人，每個人都是沉默證據。但對於另外的 312 人來說，他們得

不到這種資訊。

這沉默證據的出現也呼應了作者在一開始所說的，沒看過的書比較重要。

事實上，沉默證據到處都有，只是需要花些精神才能發現。我們拿主動型股票投資基金來

說， 每年財經雜誌一定會統計過去一年的基金投資績效並排序，而我們常常可以發現這些

基金的排名每年都不一樣， 絕少有同一支基金能長時間(十年以上)排在前頭，而那些績效

不如大盤的基金對投資人而言，就是一種沉默證據， 它告訴我們，主動投資並不一定有比

較好的投資績效。而基金排名只是一種大風吹的遊戲， 所有人都可以坐過第一名，也有機

會坐在最後一名，所有股票型主動基金的整體績效約等於大盤績效。

1.1.5 戲戲戲局局局謬謬謬誤誤誤

在我們學過的數學、企圖解決問題的模型中，必定在假設及邊界條件上簡化了真實世界的

複雜度， 因為只有在簡化模型中，我們才能求解答案。

作者希望我們這些書呆子，在應用模型上，不要以為解值可以百分百套用到真實世界中。

要在心中保留一個想法：「這個解答是理想模型中求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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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回回顧顧顧性性性扭扭扭曲曲曲：：：問問問題題題總總總在在在事事事後後後才才才被被被檢檢檢討討討。。。

「預測」根本不準，就算錯了，總可以找到個理由證明。 而通常的藉口就是：「原模型在

考慮黑天鵝事件後就能符合未來」。

作者從幾個實證方法來說明「預測」沒有用。

1.2.1 知知知識識識傲傲傲慢慢慢

學得愈多，反而對於未知事物的預測就愈不準確。

1.2.2 意意意外外外對對對計計計劃劃劃的的的單單單邊邊邊效效效應應應

大部份的意外造成計劃成本增加、進度變慢或是品質下降，絕少有意外是幫助降低成本、

減少工期及提昇品質。

這原因通常是我們這些書呆子在套模型時，會將無法估量的因子去除，而這些因子多半是

對計劃有害的。

1.2.3 預預預測測測錯錯錯誤誤誤的的的特特特性性性

每發生錯誤預測後，真值會離預測值更遠。譬如：一個計劃預期需要七十九天完成，到了

第七十九天， 如果計劃尚未完成，那麼預期還需要二十五天才行。但到了第九十天，如果

計劃尚未完成， 那就還需要五十八天才能完成。到了第一百天，預期還要八十九天才能完

成。 到了第一百一十九天，預期還要一百四十九天才能完成。到了第九百天，如果該計劃

還是沒有完工， 你將預期多花一千五百九十天。當你等得越久，你預期要再等待的時間就

越長。

1.2.4 不不不經經經意意意的的的發發發現現現

今日大多數人對世界影響巨大的發明認定是電腦、網際網路及雷射。而這三項發明都是不

經意的。

因為有太多有用的工具、產品是在意外中誕生的，所以在策略管理理論中，有人堅持一種

r 策略的經營模式， 它的意義是透過對生物系統的學習，將其繁殖後代的策略應用在企業

管理中。 以一種「機會主義」式的繁殖策略，採取「多產」的方式，亦即，在有限能量和

物質的限制下， 對每一個繁殖後代，只能做很少的能量和物質投資【策略九說，2000】。

相對於 K 策略，是將能量與物質其中投資在一個後代上， 容易在波動高、意外多的環境下

失敗， r 策略提供了生存在「規模可變性世界」的能力。

1.2.5 三三三體體體問問問題題題

在太陽系中，如果只有二顆行星，則無論它們的起始位置為何，我們都可以計算出它們在

未來某時點的絕對位置， 然而再增加一顆行星後，此行星的初始位置將嚴重地影響它們未

來的位置，原因是「不可積性」。 這也證明了機械論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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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的最後一章，作者提供了幾個面對黑天鵝事件的技巧：

1. 分清楚你從事的工作受正面黑天鵝事件還是負向黑天鵝事件的影響。

2. 不要尋找明確而狹隘的東西。

3. 抓住任何機會，或任何看起來像機會的東西。

4. 要小心政府的明確計劃。

5. 別浪費時間和預測者對抗。

1.3 被被被「「「柏柏柏拉拉拉圖圖圖化化化」」」：：：事事事件件件被被被權權權威威威、、、飽飽飽學學學之之之士士士歸歸歸納納納、、、簡簡簡化化化了了了。。。

真正的不確定性與機率分配的差別： 一個可以計算，一個只能承受。

作者在這個部份大肆批評 Black-Scholes-Merton 方程式，認為他們不過是讓大家能接受這

個公式而已， 發明這個公式的人應是 Louis Bachelier 和 Edward O. Thorp，且原創公式並

未要求使用高斯模式。 同時他也批評馬可維茲的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夏普的 CAPM 是以

高斯模式為基礎。

但就這部份以我目前所學尚無法確認究竟誰是正確的。或者是說，在把高斯模式換成冪法

則、 碎形機率等更符合現況的機率分配，那麼就皆大歡喜了，我們在學術上的任務不就是

把前人研究的缺點加以改進嗎!

這三個面向，也依序擴展成第一部(理解力的幻覺)、第二部(回顧性扭曲)、第三部(被柏拉圖化)的

內文。

作者強調在歷史的不透明性中，我們只能把垃圾資料送進不一定正確的模式中，並得到垃圾預測2

。

最後在第四部中，說明幾個如何面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方法，像是儘可能地嘗試，別擔心小失

敗。

2 結結結論論論

「「「預預預測測測未未未來來來」」」這件事到底存不存在?

A. 存在! 則社會依舊照它原本的規則繼續運作，有些人命中結果賺大錢、有些人猜錯下地獄。

B. 不存在! 那糟了，我們該如何生活? 對「明天太陽依然昇起」這件事沒了信心，那麼我們還

須應付下個月的信用卡帳單嗎? 既然如此，工作、讀書、生小孩也就不重要了!

2 既然從歷史資料，我們無法歸納準則，從而避免錯誤，達到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那麼整個歷史學

科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嗎? 這一點，是我這個歷史門外漢的疑點。

4



作者說明了黑天鵝事件總會發生，且大幅地改變原來我們對未來的期待，黑天鵝事件總讓我們預測

錯誤 --- 不過這沒有關係。

原本我們處在「預測有效」的世界中，我們總是在錯誤地預測，而事後，我們依舊正常地生活，有

時候會塘塞個錯誤理由，甚或遺忘了當初預測的結果，在未來事件真的到來時，天真地認為這結果就

是我們想要的。

相不相信「無法預測未來」這命題對社會運作不會有影響。該來的總會來，不該來的你也等不到。

唯一的差別是我們的心智能否接受這個事實，接受「無法預測未來」這個事實，能讓我們把資源配置

在「準備」而不是「預測」，這更有效地減緩壞黑天鵝事件(巨大的風險)所造成的損失，或是面對好黑

天鵝事件(巨大的報酬)。不會把頭埋在沙中，堅決宣誓這個世界是由黑暗及二氧化矽所組成的烏托邦。

目前的現實世界，大部份人都相信事物具備可預測性且預測結果的正確性與歸納準則(計算模式)的

吻合度呈正相關。就此概念，作者花了 400 多頁的內容為我們否證「未來的可預測性」、駁斥柏拉圖

模式不能應付真實世界、分析黑天鵝事件(真正的不確定性事件)與可預測的機率事件之間的差別。這部

份有點冗長，但從作者整理的資訊看來，有些研究早就成功驗證，只是待由他來整理、分享與我們而

已。

在如何面對「黑天鵝事件」上，他不過以 5 頁蓼蓼帶過，這點令人有點失望。我在閱讀本書約一半

內容時，已完全相信他所提及「未來的不可預測性」，並急著想要跳過這些更詳細的證明以得知作者

避開負向黑天鵝事件及擁抱正向黑天鵝事件的方法。最後的這 5 頁，除了讓人有著無法痛快的感覺，

卻也間接證明了「未來不可預測性」的確是無法掌握，沒有單一方法、特定手段可以避開/迎向它，我

們所能作的就是在心裡放置著一隻黑天鵝，不讓牠跑出柏拉圖圈。

如果這本書說對了，那麼現在對於那些整日與「預測」有關的工作怎麼辦? 像是證券分析師、市場

分析人員、專案可行性評估人員…。

2.1 證證證券券券分分分析析析師師師

股價不能預測、公司經理人良心不能預測、政府法規不能預測…，那我們幹麼要買股票! 因

為我們必須利用股債組合打敗通貨臌脹率來維持我們的實質購買力。

證券分析師的工作目標是要讓投資人能獲得超額報酬。但是在效率市場的假設下，長期而

言， 投資人只能獲得股市的平均報酬。就算是某些分析師真能神準預測股票的漲跌，但看

看「沉默證據」後， 你會發現你挑不到那個神準分析師。

這些精研產業、公司的分析師，我是認為他們的存在只是在證明投資人不是理性之人。 如

果可以，不應該找證券分析師的工作，因為當投資人變成理性之人後，買的會是指數型基

金。 這時，分析師的話就沒人要聽了。因為有大量的證據顯示， 專業投資經理不能打敗購

買和持用廣泛股票的指數基金【漫步華爾街，2004】。

2.2 市市市場場場分分分析析析人人人員員員、、、專專專案案案可可可行行行性性性評評評估估估人人人員員員

在產品開發或是專案推動上，不可避免地要作市場調查，或是可行性評估。在這些研究

中， 必面臨到某些變數的預測：利率、需求量、物價成本、人力成本、可使用資源量…。

那麼在不可預測下， 難道我們就要放棄作調查嗎? 那麼專案是否執行? 就只能靠丟銅板決

定，我想老闆們絕對不會接受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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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如果擔任到這方面的職務，就只能硬著頭皮，照著傳統上、其他人大量使用的方法

論去作預估。 要不然，生不出企劃書，到時候，銀行也不可能給專案貸款，或是工廠根本

無法向上游供應廠商叫料， 這只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

雖然不得已進行預測，但請在心中保留著一份對「企劃書」的質疑，它可是在柏拉圖圈內

的成品。

因為意外總會打亂計劃，所以我認為作任何事應該以「存在」為最高目標。凡事不要過份強求，不

要認為作對一件事，整個人生就高枕無憂，如同 r 策略一般，儘量掌握每個小機會。

我們以公司經營績效來看，為了賺取高額利潤，勢必要忍受高額風險，像在產品研發上，如果要

它能賺大錢，勢必研發費用會提高，在面臨幾次研發失敗後，公司資本撐不過虧損，那就只能關廠走

人。

像只作光碟片的 2396 精碟過去也有 359 元的行情，如今不到 1 元。而產品線豐富的 GE 卻已經存

活了 133 年了。另外像台積電目前也打算轉型作太陽能相關產業，這也說明了單靠一種產品，有可能

獲利豐厚，但在趨勢轉變下，該單一產品就會變成最大負擔了。

最後，這本書給我的最大收獲，就是別浪費時間了, 停止「預測」這檔事吧!直接找尋避險管道，或

是配置可消減個別風險的事件組合，像是買進股票並在高檔買進賣權、購買終身夀險及保持適度運動

維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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