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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物聯的核心價值 (1/3)
• Megatrend：從ICT到IoT

• 問題提出：IoT收集到的資料，能夠提供什麼
服務？產生什麼價值？

• 答案：重點仍然在domain knowledge專業知
識(如金融服務)

• 避免資料獨裁(data dictatorship)

• 服務的核心價值(來自「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如金融服務仍然是：迴避風險、
提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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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的金融商品，有不同的邊際成本、邊際
收益。例如：存款放款、證券交易、保險理
財、債券投資、隔夜拆款、夾層融資⋯⋯。

• 能以較低的「雲端物聯」邊際成本，產生
「創新生活」的邊際收益，才是王道。

• 例如：FinTech區塊鏈(blockchain)、P2P借
貸、第三方行動支付、人工智慧選股下單、
純網銀(成本只要30分之1)⋯，降低交易成本
或邊際成本。

4

雲端物聯的核心價值 (2/3)



• 商品(服務)之競爭優勢：價格、品質、送貨
條件(包括降低交易成本)，如SoLoMo。

• 以資訊經濟學解說：主理人、代理人
(Principal-Agent)，資訊不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誘因共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 形成「雙贏」、「多贏」生態系統，如Apple 
Pay寧靜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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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物聯的核心價值 (3/3)



區塊鏈信任機器（Trust Machine）

• 2015年11月《經濟學人》
封面，以信任機器（Trust 
Machine）定義區塊鏈。

• 區塊鏈主要優勢，在於其資
訊串連的模式可被信賴，更
重要的是，原本我們付給中
介者或代理商的費用將會大
幅縮減。

6



安全與隱私之「區塊鏈」

• 特色：「信任機器」
→參與者均有驗證權限，透過網路串連，共享及檢
視更新紀錄，可避免第三方從中干預或竄改。

• 又可理解為一個進階的網路世界；在這區塊中所有
的行為都被完整記錄，並由所有參與者共同認證形
成一種「信任關係」；參與者愈多就愈安全，遭受
駭客攻擊而改變資訊的可能性就愈低。

• 基於隱私安全、密碼學和共識
演算法建構的超大型分布式帳
本、巨大資產數據庫，不符
「共識規則」就會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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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聯網與大數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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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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物聯網架構：80%商機來自應用服務與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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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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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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聯網與大數據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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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電腦平行演算、資料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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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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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數據分析必須使用「數十、數百、甚至數千台伺服器上，同時
平行運算的軟體」，電腦集群是其中一種常用方式。因此，大
數據的定義取決於處理分析資料的軟體能力。

• 大數據五個特徵：大量性（Volume）、速度性（Velocity）、多樣
性（Variety）、真實性（Veracity）、價值性(Valu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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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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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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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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運用(分析、視覺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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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聯網的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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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標準制定(standard setting)

(二) 互相可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三) 頻寬與速度(e.g. MBB、MTC、5G)

(四) 資訊安全與個人隠私課題



三、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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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能科技(enabling technology)普及

– 聰明聯網的物件(如智慧插座、Pebble⋯)

– 自動化物件(如軟銀Pepper、華碩Zenbo、宏碁
Jibo⋯)

– 微軟小冰4.0、小娜Cortana、蘋果Siri、宏達電
H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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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1/5)



• AR(Pokemon Go精靈寶可夢)+VR(Google Card、
HTC Vive、Samsung Gear⋯)+MR(微軟
Holographic⋯)

• 娛樂：LOL、WOW、阿凡達⋯

• 醫療：達文西機械手臂

• 3D列印：Pizza、美國AMIE、珠寶、重建器官

• 晶片邏輯運算能力大幅增加：GPU、VPU、TPU

• 商業模式：跨界(系統)、共享經濟、群眾外包、
公私夥伴關係、公民參與、開放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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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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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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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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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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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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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5/5)



• 電腦機器學習能力越來越強！

回溯電腦科技的演化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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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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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可脫離實體而傳輸

• 無遠弗屆(廣度)

• 鉅細靡遺(深度)

• 無敵對性

• 無排他性

• 邊際成本接近於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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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物聯資訊本質



• 全球目前已有400萬個APP
• Microsoft Azure、IBM SoftLayer、Google
Cloud、Amazon(AWS)、Apple iCloud

• LoRa、SigFox、LTE-M、NB-IoT⋯⋯
• 樹莓派、香蕉派、Pine A64迷你電腦、
Omega-2超迷你電腦⋯⋯

• 微定位系統(Beacon、聲波、U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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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物聯軟體硬體技術到位、成本下
降、多家爭鳴



創新生活發展趨勢
• 科技讓人享有更便捷、 更多元、更豐富
之「量身訂做」服務價值

• 但也揭露程度不同的個人偏好隱私與優先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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