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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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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聯網與大數據的重要：

產業經濟、國家社會 競爭力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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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kin(2014)－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高希均、李誠(2000)



• 彼得杜拉克：人類自古以來最基本的需求就是

溝通。

• 物聯網是人類溝通領域之極大化。

是人類最基本需求，
是一種天賦。
嬰兒誕生即以呱呱聲
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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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可以從溝通的角度加以說明



• 人際溝通方式的典範移轉：

從馬車、火車、汽車、飛機;

電報、電話、行動裝置、穿戴式裝置；

令世人皆成為當下的低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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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家庭

全都成為

低頭族！



• 物聯網與溝通之典範移轉
不但可使「人與人」溝通，

更達成「人與物」、

「物與物」、

「機器與機器（M2M）」的溝通，

進一步擴大人類溝通領域，出現新的典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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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的時代，電腦逐漸從我們的眼前消失，
融入於環境中。

• 這是軟體硬體連結整合於生活周遭，
藉由雲端科技、

超級電腦的演算法、
群集分析、
資料探勘，

可提供普適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
也就是所謂「第四代」的電腦！

10



• 電腦機器學習能力越來越強！

回溯電腦科技的演化

11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15)



摩爾定律(Moore’s law) Intel創辦人葛登摩爾（Gordon Moore）於
1965年提出，指IC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
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機器學習的三大關鍵成功因素(KSF)

一、CPU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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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算法之效能

機器學習的三大關鍵成功因素(KSF)

2025

2020

2015

201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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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量大



何謂大數據分析?  

• Big Data(大數據)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指的是資
料量規模超級大，無法透過人工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
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大數據必須藉
由計算機對資料進行統計、比對、解析方能得出客觀結
果. 

• 大數據分析是在總資料量相同情況下，以許多個別獨立
的小型資料集（data set）處理相比。同時將各個小型
資料集合併整後，進行分析可得出許有價值的資料關聯
性，可用來研判商業趨勢、精準行銷、智慧生產、教學
研發、防止疾病擴散、打擊犯罪、量測即時交通路況等。

• 大數據有五個特徵：大量性（Volume）、速度性
（Velocity）、多樣性（Variety）、真實性
（Veracity）、價值性(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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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際網路WWW資料(1995年~迄今)：如Google資料庫

2.Web2.0社群網站資料(2005年FB開放公眾使用~迄今)：

FB, Twitter, Youtube……

3.物聯網資料：H2M,M2H,M2M,IoT,IoE,如工業4.0、自動駕

駛車、極大量sensors物件溝通之大數據，第3類與第1、2
類之本質不同，可直接廣泛操控實體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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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分類：



 每個人都能藉由資訊科技，自動感知周遭的環境變化，
並且根據當下時空的變動，及時提供基於用戶需求的
「量身訂作」個人化服務，創造可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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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M 、 M2H之應用

生活價值



• 說得更實際一點，普適運算架構下電腦的聰明度，
能夠「未卜先知」人類下一步的生活行為，並且
提供預先準備好的解決方案。

• 透過電腦資料運算，社群商務、社會科學、行為
科學，都成為可具體量化的真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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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M 、 M2H之應用



• 比過去更超大量的資料連結，
本質不同：以前是人與人溝通的資料

現在是機器與機器溝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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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M2M：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 物聯網的特徵：
1.每一物件都有通訊與聯網能力。
2.資料量越來越大，經過一段時
間，機器能夠經由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將會變得越來
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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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enson Hougl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lcRoqS65E

IoT、M2M：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物聯網時代（IoT Era）的起點，是2014年1月14日
Google宣布以32億美元併購智慧溫控器廠商Nest Lab

移動網際網路時代（Mobile Internet Era）的起點，是Apple
第一代iPhone2007年6月29日在美國開始銷售

電腦網際網路網時代（PC Internet）的起點，是1994年10月1
日推出Netscape Navigator 1.0

個人電腦時代（PC Era）的起點，是1981年8月12日 IBM推出
5150個人電腦

資料來源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79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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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資料倉儲
資料湖泊



資料運用(分析、視覺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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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架構：80%商機來自應用服務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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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用實例探討二



• 擴增實境–車輛維修

26

生產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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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工業4.0的震撼

生產案例

http://youtu.be/ROmLc3KOTBs
http://youtu.be/ROmLc3KOTBs


• SAP 擴增實境撿料倉儲管理與維修

28

生產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_J3vRE3E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_J3vRE3EI


生產案例

• 自動的物件(機器人)(最佳化)

• Big Dog

29

BigDog Evolution.mp4
BigDog Evolution.mp4


生產案例

• Collaborative-Work協同合作-四軸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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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P-1966UYEA
https://youtu.be/cP-1966UYEA


生產案例

• 米其林輪胎

–輪胎裝置感應器(Sensor)，連上雲端。

–追蹤長程貨運車隊運用狀況，主動提醒維修、提
供駕駛改善習慣，以節省汽油支出。

–掌握輪胎使用者動向，事先預知輪胎汱換時間點，
精準提供輪胎使用者汱換輪胎之服務，形成差異
化(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例如：發現胎
紋磨損差不多，業者為主動通知駕駛在下一個休
息站，準備好即時更換輪胎。

31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生產案例

• 美國加州某酒莊在葡萄園中建置物聯網系統，
蒐集雨量、葉片溼度、氣溫等資料，結合衛星
照片、地圖，分析不同地形的農地，再用智慧
型灌溉系統，精密計算灌溉水量，大幅提昇葡
萄產量及品質，形成葡萄酒差異化
(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

• 西班牙Libelium公司，用物聯網偵測葡萄園的
溫溼度，再上傳雲端，藉由大數據分析大規模
蟲害爆發的可能性，降低營運風險。

32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生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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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農畜業應用案例：例如高經濟價值的特殊品種動
植物(金線蘭、水族箱魚類等)，透過物聯網數據，可
精準掌控蘭花土壤中需要之滴灌、施肥，或者水族箱
內水溫、水質之變化，並定期餵養飼料。

• 2015年米蘭世博會：

Grow the Planet app

• 「魚菜共生」

也是可應用之案例。



行銷案例

• AR應用

34

https://youtu.be/6F_5WOkMLuI
https://youtu.be/6F_5WOkMLuI


• 沛星(Appier)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當使用者瀏覽App
時，即釋出廣告曝光機會，透過Appier引擎特有的
AI(人工智慧)演算法和大數據分析，評估、挑選有
價值的廣告曝光對象。

• 立刻讓各個品牌參與競賽，得標者可在使用者的各
種裝置如手機、平板、筆電、PC等曝光精準的廣告。
從使用者瀏覽App或網頁的當下，到廣告主競價完成，
使用者進而看到自己有興趣的廣告，整個過程只要
「0.1秒」的時間。

35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3286

行銷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bw9fgr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bw9fgr9bE


行銷案例

• Zara精準掌握顧客體驗(CX)，增加銷售

• 將RFID晶片嵌入防盜標籤後，成功以低成本
技術提升倉管效率，連帶刺激銷售成長。

• 店內存貨盤點需要動用40名員工，花費5小
時才能完成。如今採用RFID晶片後，只須9
名員工就能在一半時間內完成盤點。

• 現在每6周就能盤點1次，讓公司更能及時掌
握顧客喜好，並適時撤換銷路不佳的服飾系
列。每項商品結帳售出時，RFID晶片會自動
連線倉庫補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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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電子看板會偵測螢幕前方 5 公尺內的動態，一旦有
人注視螢幕超過2秒，眼動科技系統會將其認定為有效注
視者（正臉對螢幕），並開始分析特徵狀態（非結構性資
料），包含目光位置、年齡、性別等特徵。

• 透過這龐大的資料庫與廣告內容交叉分析，便能了解廣告
是否有效收視；長遠來看，店家能掌握店面的客群組成，
或是在特定環境因素下消費者在意的廣告內容，精準掌握
銷售族群。

• 結合人臉辨識之大數據分析，
找出「含金路人」，精準播放廣告，
投其所好。

行銷案例



行銷案例

• iBeacons

38

https://youtu.be/6-KhNgun8FU
https://youtu.be/6-KhNgun8FU


行銷案例

• 2015年8月底，晴光商圈成為第一個集體裝設物
聯網感應器做行銷、導覽的在地商圈，總共有14
個地點裝設了感應裝置。

• 使用者安裝「FootPoint踩點趣」APP，系統就會
告訴你，哪些店家願意花錢請你去逛街（走進店
裡即可累積點數，這些點數可以免費兌換商品），
走進店內後，物聯網裝置會主動辨別並幫用戶打
卡，逛完商圈，不買任何東西，就可累積七百點，
免費兌換小Pizza。

39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行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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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首爾用大數據分析午夜過後市民擁擠度最
高的5個地區，多達30億通話紀錄及交通資訊，
並於2013年4月開始推出午夜公車的服務。

• 「午夜公車(半夜12點至凌晨5點)」行駛50天
累積搭乘人數就達30萬3,940人，每天平均搭
乘人數有6,079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ifosX01c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ifosX01cM


人力資源案例

• 社交履歷 LinkedIn，FB、Twitter等社群帳號可
透露個人不少資訊，更別提其他能成千上百的平
台。網路時代人資在社群網站搜尋符合資格的人
才而且需要與其他公司搶人才，big data 技術
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協助人資判斷適當的人選。

資料來源 http://technews.tw/2014/06/17/recruiting-by-big-data-analysis/ 、http://www.slideshare.net/laurentkinet/big-data-for-hr
41



• LinkedIn 按會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如學歷、履歷做
配對，自動篩走不合適的求職者之餘，還能向公司客
戶提供獵頭功能，找尋適合的挖角目標。

• LinkedIn 在求職者頁面會加這一欄

"Job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

• 求職者可看到由 LinkedIn 分析配對的功能，但同時
也可像一般求職網站般搜尋其他行業的職位。使用
LinkedIn 就能在面試前知道公司背景。另一方面，
招聘者不僅能事前了解面試者的背景，藉公司專屬網
頁向關注者展示公司形象，愈多關注者的公司專屬網
頁，自然對求職者更有吸引力。

42

人力資源案例



LinkedIn Talent Pool Report

43



人力資源案例

• Utility公用事業HR分析

• 需要註冊登入，有一份人才分析報告

– http://www.utilityanalytics.com/resources/
insights/human-resources-analytics

• Utility-Analytics-Institute的LinkedIn 
社團

– https://www.linkedin.com/topic/group/utili
ty-analytics-institute?gid=4474923

44

http://www.utilityanalytics.com/resources/insights/human-resources-analytics
https://www.linkedin.com/topic/group/utility-analytics-institute?gid=4474923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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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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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科技

開發營運
顧客

成功管理傳統職能

新職能

45

人力資源案例



研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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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HoloLe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232PnC8xk&app=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232PnC8xk&app=desktop


3D SLAM地理圖資建模應用服務

• 利用雷射投影，可有效建立室內3D地圖/環景實圖建立，包括

SLAM(Simultaneous Location And Mapping)、2D/3D mapping 
modeling、localization positioning。

• 利用該測繪裝置完成蒐集室內所有的wifi或beacon 接口點，提
供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user positioning、VR/AR 
application

• 室内定位平台上線資料庫，為所有需要室内導航場地（商場、
航站、醫院、展覽館）提供客製化服務

• 掌握室內空間應用的三大元素: 地圖/定位/導航

• 為所有消費者在室内引路, 成為O2O時代最佳入口平台

47

研發案例



• iBeacon技術是以低功耗藍牙(Bluetooth Low Energy,BLE)為基礎的室
內定位技術應用。
– KKTIX售票網站在演唱會入口處放置Beacon，當歌迷接近查票處時，手機會跳出

提醒，通知歌迷提早拿出票券以供查驗

– 中華職棒Lamigo球隊讓球迷透過手機和裝在人形立板背後與氣球裡的Beacon互動，
提升球迷的看球樂趣和參與感

• 偌大的演講廳中尋找座位
– 透過將藍芽訊號發射單元分別鋪設於具有複數個座位的大型空間內，在解析消費

者的座位資訊後，藍芽定位模組便可偵測消費者之位置，並依據其與目標座位之
位置之比較，提供入場座位路徑給消費者知道

• 尋找停車位
– 透過於各停車場佈設有BLE發射器，且可推播一停車場信息，如停車場名稱、位

置信息、剩餘車位數量、停車收費標準、預約車位預留時間和停車場車位數量等，
消費者便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的APP，進行鄰近車位的預約與停放

• 礦坑了解礦工的定位
– 透過於礦坑內佈設有多個BLE藍芽基地，且每一位礦工身上更攜帶有藍芽定位設

備，藉由BLE技術可精準定位的優點，可有效確認礦工們的位置及是否有在移動。

48資料來源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研發案例



• 善用擴增實境 IKEA

• Apple SIRI + homekit

49

研發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NzTasuY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NzTasuY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2wBr0JKpe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2wBr0JKpek


研發案例

• SketchUp web

• Google SketchUp to web

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5Gj4jjzG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5Gj4jjzGRc


• 微信將搖一搖擴大為O2O商業模式，與商家策略聯盟，在2015年春
節，推出搖一搖搶紅包活動。億萬網友在春晚當天，高峰期1分鐘
內網友搖動達到8.1億次。

51資料來源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 在iBeacon信號覆蓋的區域，用戶
手機藍牙保持打開狀態時，進入微
信搖一搖界面(無須另外下載APP)，
就會自動出現周邊商家位置。用戶
只要搖動手機，即可獲得相應的推
送信息。

• 商家可以根據用戶的手機藍牙ID信
息，發展多種客製化、個性化的應
用服務。

財會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jBpDnN54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jBpDnN54c


「P2P借貸」評鑑方式：

• 騰訊ＱＱ和微信等客戶資料

• 公安資料庫

• 中央銀行徵信系統

• 用戶社交情形

• Wechat使用情形

• 第三方支付的使用紀錄..等

• 建立多維分析模型，評鑑用戶違約風險。

刷臉
公安

資料庫

大數據

分析

(40兆筆)

撥貸

52

財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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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之共享經濟三



大數據共享經濟之「食」

54

• 商業模式：
– Instacart和超市合作，消費者在線上(On-line)購買日用品之後，便

可由Instacart快速送貨到家(Off-line)。
– 送貨員透過群眾包(Crowd Sourcing)方式進行，凡擁有合法駕照及良

好駕駛記錄、並持有行動裝置者，即可以申請擔任。資訊系統收到顧
客的訂單後，就會將送貨資訊與送貨員進行配對。Instacart的APP會
評估天氣，交通等因素，建議送貨員最佳的行駛路線。

• 獲利來源：
– 收費方式是，第一次購物，只要超過10美元則免運費，之後消費金額

超過35美元，1小時到貨運費5.99美元，2小時運費3.99美元，若是消
費金額低於35美元 ，1小時到貨運費9.99美元，2小時運費7.99美元

• 業績：
– 獲得知名加速器Y Combinator支持，2012年獲得230萬美元投資，

2013年則獲得紅杉資本850萬美元A輪投資，2014年更獲得4400萬美元
B輪投資。

– Instacart關鍵成功因素是對於個人送貨員數量與送貨路線精密計算

的大數據分析。

54資料來源 http://www.startuptaiwan.com/blog/post/550bbe3238204756f8067377



大數據共享經濟之「衣」

• 中國服裝月租服務的APP
魔法衣櫥(Magic Closet)

• 魔法衣櫥採用會員月租服
務方式，329元(人民幣)
包月的價格，這個價格包
括了防衣物皺褶設計的精
美包裝盒，以及服裝清洗
熨燙的所有費用。用戶平
均每天花10元錢(人民幣)，
就可以任穿所有線上的美
衣。

55
資料來源http://iguang.tw/u/4199889/article/178938.html



大數據共享經濟之「住」

• 零碳排放智慧建築

• Airbnb是一個讓大眾出租住宿的網站，讓旅行者可以
通過網站或手機發布、發掘和預訂世界各地的獨特房
間

• 網站的使用者必須註冊並建立網路個人檔案。每一個
住宿物件皆與一位房東連結，房東的個人檔案包括了
其他使用者的推薦、住宿過的顧客評價，以及回覆評
等和私人訊息系統

56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Airbnb



大數據共享經濟之「行」

57

• 開發應用程式連結
乘客和司機，提供載客
車輛租賃及即時共乘的
共享經濟服務。

• 乘客可以透過傳送簡訊或是使用應用程式來預約載客車
輛，利用應用程式時還可以追蹤車輛的位置。

• 智慧手機上的客戶端載有谷歌地圖，可以在地圖上看到
離自己最近的車在哪裡，在屏幕上確定一個見面地點，
再叫一輛車到那裡等您。在查看車輛向自己靠近的同時，
您還可以看到司機的信息（包括評級）。

• 到達目的地後，Uber應用程式會向您的手機收費，您不
需要找現金，找錢，給小費或者拿發票



大數據共享經濟之「育」

58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之獨特價值是
「非同步性學習」、「量身訂作學習」、「無遠弗屆深度學習」

• 教育的趨勢是「學習自我學習」，發揮個人
最大潛能，而MOOC是主流之一。
* 除了一般學校教育之外，必須懂得如何透過資訊科技，在

網路上「群體學習(Social Learning)」，彼此良性互動，
甚至包括語音助理、機器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N_NHbC80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N_NHbC80E


大數據共享經濟之「樂」
• 全球品牌策略顧問公司BrandFinance所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具影響力品牌調查

顯示，樂高躍居2015年全球最具影響力品牌第一名。

• 每一個樂高系列產品都有自己專屬的微型網站，如Lego Chima (樂高神獸傳
奇) 、Lego Starwars (樂高星際大戰) 等等，建構產品主題虛擬世界，在這個
世界裡可以看迷你電影、打電玩、下載桌布、音樂等等，也可以直接網上購物。

• 只要註冊加入樂高俱樂部，樂高就會免費宅配印刷雜誌到家 (樂高也藉此獲得
客戶名單)。依照小朋友的年紀，雜誌分為兩個內容版本，以滿足不同年齡階段
的閱讀需求。樂高上市新主題產品時，都會製作一系列節目以及遊戲，用說故
事的方式增加消費者的情感連結度。

• 樂高創設了小朋友專屬的社群網站My Lego Network，小朋友可以發揮創意設計
自己獨有的封面，跟其他的小朋友互動交流、玩遊戲及看電視節目。

• 樂高經營部落格The Brothers Brick， 耕耘另一利基市場- 成人樂高迷。透過
部落格策展的概念，每天至少發表一則新貼文，分享來自世界各地高手的樂高
創意作品。

59

資料來源http://yahoo-
emarketing.tumblr.com/post/120436104756/%E6%A8%82%E9%AB%98%E5%81%9A%E5%B0%8D%E4%BA%94%E4%BB%B6%E4%BA%8B%E8%AE%93%E8%80%81%E7%
8E%A9%E5%85%B7%E5%85%AC%E5%8F%B8%E8%B5%B7%E6%AD%BB%E9%82%84%E7%94%9F/

https://youtu.be/fZ_JOBCLF-I
https://youtu.be/fZ_JOBCL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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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企業策略四



策略

61



Boundaries 
of the firm

What should the firm do, how large should it be, 
and what businesses should it be in?

Positioning 
and dynamics

How should the firm position itself to compete, 
what should be the basis of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how should it adjust over time?

Market and 
competiti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markets in which the  
firm competes and the nature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s among firms in those markets?

Internal 
organization

How should the firm organize its structure and 
systems internally?

Strategy

企業外部營運疆界、市場定位及內部組織五管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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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思維：

企業應取得、保護及分析哪些資料與大數據，才能創造
企業公司與整體社會的最高價值

企業如何管理資料與大數據的所有權、取得權及應用權

企業應否建立或取消一部分發輸配售之通路或服務網路？

企業應提供何種(what)創新商業模式？如何(how)提供創
新商業模式？

企業是否能夠銷售哪些資料給其他組織以增加業外收入
並由此跨足新事業？

企業是否應該擴大營運範疇或者縮減範疇聚焦核心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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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競爭
三大關鍵
要素

資料
經濟

創客
經濟

整合
經濟

資料來源,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發展中心

台灣企業之可行策略



物聯網時代【過去】 關鍵要素

台灣企業之可行策略

• 物聯網時代，從大量生產到少量多樣

65

少樣多量
大量製造

成本/價格

封閉

產品主導

垂直分工

長尾效應
少量多樣

價值創造
/應用

開放

整合服務

垂直整合生
態系

創新應用
創客經濟

價值創造
資料經濟

系統整合
整合經濟

客製化、開發速度加快

資料蒐集、分析、應用

開放式平台

整合方案/服務提供者

垂直整合、異業結合

資料來源,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發展中心(2015)



台灣企業之可行策略

創客經濟

•創客經濟供應
鏈包含許多支援
性產業、服務，
甚至法規、政策
等。

•過去投注技術
供應鏈發展，相
對欠缺創新應用
發展。

資料經濟

•資料已取代石
油成為新的產業
資源。

•從資料感測、
儲存、分析到商
業加值，除了可
開發關鍵技術外，
更可運用資料分
析創造商業模式，
提升服務價值。

整合經濟

•零組件產業可
朝系統整合方向
發展，避免被國
際產業邊緣化。

•投入利基型整
合系統，如偏鄉
教育、高齡照護、
食安監控、科技
農業、城市防災
等。

66資料來源,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發展中心(2015)



• 2014是繼2000年後全球最大科技業併購年度，
較2013成長54%，皆與物聯網有關。

• 稱為併購潮：
– Google併購Nest
– Samsung併購SmartThings
– Facebook收購Oculus
– Qualcomm購併CSR整合藍芽技術
– Intel購併Omek取得手勢辨識技術
– InvenSense購併Movea取得感測軟體
– Audience收購Sensor Platforms取得穿戴式裝置多
重感測與演算法技術

• 台灣亦要發揮上述母雞帶小雞之整合經濟策略。
67

台灣企業之可行策略：整合經濟

資料來源,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發展中心(2015)



• 蘋果新推出的iPhone 6手機，據市場研究公司HIS或

Teardown公司拆解iPhone 6顯示成本在200美元到247美元

之間。但組裝程序的成本約在4～4.5美元。

• iPhone 6的空機售價為

649~749美元；iPhone 6 Plus

空機售價為749～949美元

(Source: Teardown, 2014.9.23)

▲Teardown估算蘋果iPhone 6手機成本

68

iPhone：整合經濟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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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ter指出，有50%的物聯網產業解決方案將
來自於三年不到的新創公司。

• 全球群眾募資平台一年累積超過10萬件不同的
新創想法。

台灣企業之可行策略：創客經濟



• Gartner在2014年6月提出數位企業發展路徑圖
（Digital Business Development Path）概念

• 六個階段分別為：

第一階段：類比（Analog）

第二階段：網路（Web）

第三階段：電子商務（E-Business）

第四階段：數位行銷（Digital Marketing）

第五階段：數位企業（Digital Business）

第六階段：自動功能（Autonomous）

70資料來源,2015/01/05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529

台灣企業可行之策略：數位企業發展路徑



71資料來源,2015/01/05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529

台灣企業可行之策略：數位企業發展路徑



• 數位企業階段（第五階段）：企業正式進入物聯網時
代，人員（People)、業務（Business )與物件
（Thing )產生匯流。

• 物聯網使物理世界（實體）與網路世界（虛擬）的界
線更模糊。由於物聯網技術的進步，實體世界的資訊
將被數位化，並在企業環節中扮演關鍵角色。

• 例如3D列印技術使製造業更具個性化。而人的生理訊
號數位化與網路化，也讓人更進一步可以透過相關服
務維持健康照護。

72資料來源,2015/01/05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529

台灣企業可行之策略：數位企業發展路徑



• 自動功能階段（第六階段）：數位企業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在此階段中，企業將廣泛使用各種擬人或可取代人力的自動
化技術。例如企業以自動駕駛車運輸人員與產品，利用人工
智慧回答顧客問題。在此階段，企業需要持續提升競爭力，
並專注技術成熟度曲線中新興技術。

• 在自動功能階段中，重要技術成熟度曲線的技術如下：

․ Virtual Personal Assistants ․ Human Augmentation

․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 Quantum Computing

․ Smart Robots                 ․ Biochips       

․ Smart Advisors ․ Autonomous Vehicles

․ Natural-Language Question Answering

73

台灣企業可行之策略：數位企業發展路徑



• 產業公會Open Data聯盟：
–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TCA）之聯誼性聯盟。

– 組織目的

• 透過情報分享、資源整合與產業合作，促進Open Data加值應用服務之發展。

• 彙整Open Data產業需求，提供政府施政參考。

• 促進Open Data產業國際化，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 推廣企業與民眾使用Open Data服務與應用。

74資料來源 http://www.opendata4tw.org.tw/organization.php

台灣企業可行之策略



可行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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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生產力4.0

•生產力4.0前期階段(2016年開
始)：生產製造智慧化

•即應用智慧機械聯網、工業大
數據分析工具，使產品設計、
開發、生產製造、銷售等垂直
與水平價值鏈具備自主感知、
自主預測和自主配置能力，進
而實踐訂製式量產與服務生產
力。同時實踐人機協同工作環
境，快速提高生產力。

網路三箭

• 開放資料
• 大數據
• 眾包(Crowd Sourcing)

關鍵成功要素

• 終端機(Device)
有用性與易用性

• 軟體豐富性
• 頻寬與速度



• 零時政府的平台是為促使政府更為開放透明，由黑客松(Hackathon)
群組自行推動政府開放資料
– 可視化運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

• 黑客松一開始的方向是蹤追國家預算或相關法案的執行，進而有其
他公共議題的加入，例如:環保、醫療……
– 2015-01-24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黑客松

http://opendata.tca.org.tw/news.php

– 2015-05-31 食安及教育主題需求座談會 預計再開放33個關
http://www.opendata4tw.org.tw/news_detail.php?id=153

• 台灣http://g0v.tw/en-US/projects.html

• 智利http://ciudadanointeligente.org

• 美國https://scout.sunlightfoundation.com   http://sunlightfoundation.com

• 南韓http://en.popong.com/#projects    http://en.pokr.kr/person/             

零時政府開放資料

76

http://opendata.tca.org.tw/news.php
http://www.opendata4tw.org.tw/news_detail.php?id=153
http://budget.g0v.tw/budget
http://budget.g0v.tw/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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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五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資料融合
(Data Fusion)

量身訂作
(Customization)

用戶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

78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78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虛實合一
(Cyber- Physical System)



總結建議

79

• 短期內宜考慮成立專責資料部門，並指派資料
長(Chief Data Officer, CDO)

• 先成立資料專案小組，針對前述物聯網與大數
據之六項策略思維，負責規劃與推動相關時程
(短中長期)及其業務。



資訊隱私與安全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The right to b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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