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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從ICT看物聯網

• 產業智慧化

• 產學合作的研發進展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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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oT

來源：StockMonkeys.com@flickr, CC BY 2.0



2015 TechCrunch舊金山破壞大會
(Disrupt) 門票約新台幣十萬元，超過5千人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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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商業周刊》1455期蔡靚萱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 《經濟學人》（Economist）

–在網路上，任何東西都能出租

– On the internet, everything is for hire.

• 典型的代表:

– Uber：目標是讓人人 5 分鐘內有車坐，高達400
億美元的估計市值，直逼老牌通用汽車(GM)

– Airbnb：歡迎回家-從超過190個國家的當地人租
住獨一無二的家，市值已達255億美元，超越老
牌萬豪酒店(Marriott)，成為全球最大旅館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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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金(Jeremy Rifkin) -《物聯網革命：

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

• 由於網路、物聯網等科技，讓全球數十億
人能夠以個人對個人方式連結，去掉多餘
的中間商，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每人都成
了兼具生產與消費力量的「消費＋生產者
（Prosumer）」

• Prosumer透過出租、分享，用合理的價格與
他人共用自己的汽車、房子、衣服、玩具、
知識、技能與所生產的產品，這不像是買
賣「交易」關係，而更像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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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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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 Intelligent systems tech forum 2014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的IoT定義

10第534期科學月刊2014年5月27日物物相聯的龐大網路—物聯網, 張志勇、陳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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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通訊的角度看IoT (1/2)

• 如何讓實體物件具備計算和通訊的能力，
得以互通，有利於民生社稷與社會公益

• The main vis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s to 
equip real-life physical objects with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power so that they ca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social good.
– IEEE ACCESS, Vol. 3, pp. 343 – 357, April 27, 2015

– K. M. Alam et al.: TToward Social Internet of Vehicles: Concept,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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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通訊的角度看IoT (2/2)

EMC數位世界研究報告IDC的預測

資料來源: iThome 戴廷芳 http://www.ithome.com.tw/article/87190 

( 1 Z B  =  1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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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Thome 戴廷芳 http://www.ithome.com.tw/article/87190)
13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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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

• 大數據強調的是「資料經濟」的精神而非只是「大」

• 和沛科技創辦人翟本喬指出，大數據這個名字容易
讓人誤導，因為真正重要的其實是大智慧。

(資料來源:一次搞懂大數據,李欣宜,2015/4/1-2, 《數位時代》第2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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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慧

• Ovia Fertility的App，分析30萬名會員的數據，
精準預測排卵期，提高懷孕的機率，已幫
助5萬名會員成功懷孕。

• Workday軟體，預測員工的薪水漲幅和可能
跳槽時間，幫助企業決定每名員工的加薪
幅度、時間點和轉職時機。

• 微眾銀行結合辨識人臉和公安部門資料，
評估借貸者的信用等級。

(資料來源:一次搞懂大數據,李欣宜,2015/4/1-2, 《數位時代》第2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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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vuline.com/
http://www.workday.com/
http://www.webank.com/


紐約推WiFi智慧垃圾桶

BigBelly Solar Compactor

(資料來源: match生活網 – 201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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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5-07-21經濟日報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6677/1068557-三分鐘-搞懂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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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與駕駛行為分析
(逢甲大學資電學院與先進交通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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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時間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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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中汽車零件狀況、駕駛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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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病人的智慧型App體重控制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與逢甲大學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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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營養師的諮詢與推薦系統

世界衛生組織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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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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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照護 –幸福老化服務平台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通識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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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智慧電網系統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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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線上課程的智慧小幫手
(逢甲大學統計學系和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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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工業4.0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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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化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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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關鍵零組件異常診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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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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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陳響亮、陳奕伶、陳韻堯,基於微控制器之工具機訊號擷取裝置設計與實作, 
TANET2013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

高速主軸之振動量測

加速規



量感測系統整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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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監控維護管理系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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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國民,“I DEAS Tech 工具機海外服務智慧化,”台中精機廠股份有限公司,2012.



遠端監控維護管理系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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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國民,“I DEAS Tech 工具機海外服務智慧化,”台中精機廠股份有限公司,2012.



產學合作:生產線機台與研發設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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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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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物聯網，
我們準備好了嗎?

1. 人與物 (動物、植物、食物、物品、機器等)
2. 辨識碼(明碼、暗碼)
3. 網路(有線、無線)
4. 連結與溝通 (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
5. 傳遞甚麼資料
6. 資料儲存體
7. 資料處理與分析 (大數據)
8. 資料移除 (公司政策、產業政策、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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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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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分享

• 知識、技能與所生產的產品

• 製造

• 管理

• 維修

• 訓練

• 資料安全

• 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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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工作力》作者湯瑪斯．戴文波特
根據資料量、所有權和資料應用程度區分：

–高成就者：擁有大量數據和優異的數據分析
成果的企業。

–低成就者：擁有大量資料，但還沒利用數據
變現的產業。

–資料劣勢者：掌握的資料不多，或有足夠資
料，但缺乏完整結構和資料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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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該如何開始參與大數據？

美國創業家網站(entrepreneur.com)建議:

1. 找到企業本身的核心資料

2. 善用 Google，收集週邊資料

3. 隨時密切關注社群數據

4. 利用自動化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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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資料分析的商業模式

1. 破壞型(創新模式)
– 以營運流程的數據作為服務的核心

– 例如叫車服務Uber

2. 加值型(外部模式)
– 從企業擁有的數據產生附加價值、提升服務品質

– 美國運通公司利用會員在Facebook上的活動提供優惠做行銷

3. 升級型(內部模式)
– 善用內部的資料改善產能、提升企業競爭力

– LinkedIn提供Merlin(銷售方案)、Voices(滿意度)提升工作效率

4. 開放型(協同模式)
– 使用政府的開放資料或者公開的免費資料提供服務

– 例如英國開放資料研究所ODI和支出網路(Spend Network)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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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physical system framework for self-aware
and self-maintenance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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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nostics-monitoring system is a trend of the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big data environment

Four key impact areas emerge:

1. Machine health prediction reduces the machine downtime, 
and the prognostics information will support the ERP system 
to optimize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maintenance 
scheduling, and guarantee machine safety.

2. The information flow among the production line,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ake the 
industrial management more transparent and organized.

3. The new trend of industry will reduce labor costs and provide 
a better working environment.

4. Eventually, it will reduce the cost by energy-saving, optimized 
maintenance schedul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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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t Cerf: 'Sometimes I'm Terrified' by the IoT
IDG News Service (08/25/15) Katherine Noyes

• integration of appliances and bug-prone software

• make peopl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computers, as 
well as programmers' ability to write quality code

• Who is liable when an appliance doesn't work the way 
it should, and what if that's a software question?

• the potential for malefactors to ga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IoT for nefarious uses

• strong authentication is required to address data safety, 
but also vital is giving users the flexibility to share 
access if they want

• the need for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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