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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波企業工業 4.0 浪潮中，我與裴有恆教練初識！長期觀察高雄的中小企

業，在 70年初定位的工業城市，有足夠的能力與實力進行轉型的工作，缺乏人才養成

的環境，面臨其他大國的進逼，工廠轉型已是勢在必行的任務，因此一拍即合的走向

前行的道路。 

裴教練為了讓ㄧ些不明白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可以在未來智慧城市中將重

要扮演任何角色的推廣，不遺餘力。這本是第二本教練書，對多數入門者有很大程度

的認識。 

一個進行中的未來生活，早晨的鬧鐘由由大數據透過行程表及喜歡聽的音樂中醒

來，吃著早餐，便可在家中多方視訊開會上班，透過監控雲上傳現場會勘，如此減少

時間及人力的新世界。期待著有一天，透過物聯大數據將所有判例整合，可以解決許

多車禍調解、法院往返的人力及時間。 

休閒時間變多，療癒系的戶外休閒觀光旅行，也將有大幅需求，內在有文化莊園

經濟，新農業經濟、長照經營、智慧居家、智慧城市將是未來台灣無國界世界。 

這世界飛速在需求中改變。 

您搭乘了嗎？ 

 

高雄市議員 

林芳如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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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這段時間，物聯網抓住了許多人的注意力，但物聯網會不會像許多曾經名

噪一時的科技名詞一樣，只是曇花一現，無法開花結果，恐怕與大家對物聯網是否有

正確的認識，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很遺憾地，長久以來物聯網雖然名聲響亮，但是

大家對其實質內容的認識卻非常模糊，也因此出現了一些懷疑的聲音。 

本書的出現紮實地彌補了物聯網的理論名詞，以及實務應用之間的這個真空地

帶，不但點出互聯網的理論基礎，更明確地描繪出已經、或即將在各行各業中的應用。

此外，本書敍事方式不但圖文並茂，更是深入淺出，讓讀者能輕鬆掌握物聯網的實質

內容，節省許多自行尋索並吸收資料的寶貴時間。 

除了本書的貢獻外，個人更佩服裴兄對物聯網的視野及熱情，更進而期許自己參

與台灣完成物聯網的拼圖，建立物聯網的國家隊。所謂千里馬常有丶伯樂卻難覓，對

物聯網有心的台灣業者，不妨和裴兄這位物聯網伯樂聯絡，除了了解自己的產業在物

聯網時代所應進化的歩程，也可以透過他的協助，串連其他業者，或是取得所需的技

術，或是跨領域開發新的應用。 

由於雲端、大數據以及人工智慧等物聯網的必備基礎科技已逐漸到位，我們非常

看好物聯網能蘊育出下一波的產業革命，也很希望台灣在這一波的革命中不會缺席。

正如本書所勾繪出的藍圖，物聯網的衝擊絕不限於高科技產業，必定也會進入民生產

業，進入我們周遭的居家生活中。面對如此全面性的改變，台灣絕對可以和世界所有

的先進國家同時起步，在競爭之中脫穎而出。誠懇寄望業者擺脫短期獲利的代工心

態，紮實深耕互聯網所需的基礎技術，因為我們實在不敢想像台灣缺席物聯網革命後

的光景。 

 

中山大學機械與 

機電工程學系自動控制組教授 

嚴成文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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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互聯的世代，不僅繼承原來互聯網的安全問題它甚至帶來許多新的安全問

題，其中包括基於物聯網的特性所衍生出來的新威脅，和現存物聯網設計的安全弱點

和漏洞，以及不法份子利用這些弱點發動攻擊時，可能產生的隱藏風險等安全議題。

傳統的資安聚焦於防止「資料被竊取」，特別是有關違反資料的「隱私性」與「隱密

性」的威脅。然而對物聯網而言，「完整性」與「可使用性」的威脅和「隱密性」威

脅相比較，不僅更巨大、更重要及深具毀滅性，而且物聯網本身很容易受到這兩類攻

擊的影響。近來幾個赫赫有名針對物聯網的這兩類層出不窮的網絡攻擊安全事故，都

佐證物聯網的脆弱性以及隨著物聯網的普及、深入後對企業民生的重大影響，物聯網

已成為駭客與犯罪集團網絡攻擊的首要目標和對象。 

恭喜裴有恆老師出了新書。裴有恆老師的這本新書，特別把物聯網資訊安全放為

談各章應用之前的章節中，提醒在物聯網應用上要特別注意資訊安全，這是很棒的提

醒，希望所以讀到這本書的人都能因此注意資訊安全在物聯網的重要性。 

 

信息安全＆網路安全專家、 

物聯網＆大數據創新研發顧問、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兼任教授 

鄭博仁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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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序言也是導讀 

四個技術面，AI，大數據，資安，穿戴式工具。 

四個管理面進程，供應鍊，垂直行銷，重新定位，實體網絡。我所謂的，聚，散，

落，合。 

四個預期，無人車的交通網，莊園經濟的新農業，工業 4.0 大未來，以及 WTO

的 AMS架構下之綠色補貼。 

聚散落合，新物聯生。 

首先，第一本物聯網的教科書是不容易的，寫太艱深，難以擴散群眾，寫太簡單，

筆者又以為不足，然而，跨出第一步，總是恭喜。 

這本書第一到三章簡單說明了物聯網的架構與基礎工具，包括 AI，大數據，穿戴

式工具的發展。主要的結構內容呈現在第四到八章，以智慧醫療，智慧家庭，智慧教

育與旅遊，以至於建構一個智慧城市。從供應鍊 Helper角度出發，開始智慧醫療，之

後進入垂直行銷應用在智慧家庭部分，再重新定位架構於智慧教育旅遊，最終發展實

體網絡的智慧城市。 

我惟一可以貢獻的新觀點，在於 WTO 架構中綠色補貼的部分，除了更多元的互

聯重建更新外，更要重視的是，避免對環境造成更大污染與傷害的補貼，非針對物聯，

而是地聯，心聯的新物聯網再造新生，以此祝願我們。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教師 

翁玉玲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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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度動態競爭的優勢核心從原本工業 4.0 時期到萬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IoT）時代，無論是產業面以及社會面，都面臨到重要的商業模式改變，數位創

新經濟（Digital Innovation Economy）打造零邊際成本社會崛起，物聯網將建構完善

的產業生態體系（Ecosystem），根據市調機構 IDC預測，2017年全球 IoT市場規模

將超過 9千億美元，3年後，市場規模更將翻倍成長達 1.46兆美元；未來 3年，全球

IoT裝置將達到 300億臺，跨界整合的新興應用結合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

將成為 IoT的新應用情境，特別是在製造業與服務業將成為加速台灣產業創新及優化

產業結構的契機。 

本書藉由裴有恆講師多年產業實務探討物聯網基礎工具:包含人工智慧、大數據與

資訊安全的深入淺出到國際商業創新模式的完整介紹，透過個案了解穿戴式科技於

2014 世足賽跟 2016 奧運穿戴式裝置對運動員的運用，實務提出對 2017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的情境應用，與對於車聯網產業與智慧家庭的創新應用觀點，書中也將案例應

用到智慧城市中的電力、交通及居家生活與智慧零售、及智慧農業中緊密結合政府主

導的「五加二」創新產業政策，將物聯網科技應用在新農業、與循環經濟打造數位創

新產業觀點造福社會。 

物聯網是實現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礎，面對中國產業崛起，在「十三五規劃綱要」

明確提出「積極推進雲計算和物聯網發展，夯實網際網路應用基礎」，可見物聯網已

成為全球產業應用的基礎，並開始向各行業加速滲透，融合集成創新能力愈發強大。

台灣在面對全球動態競爭時，必須結合物聯網與資料經濟(Data Economy)，以開放資

料為核心(Open Data-centric)，進一步研發物聯網新產品、打造商業模式與決策滿足全

球客戶需求，透過本書創新的商業模式發展，以打造完整的生態體系為目標，書中內

容適合產官學研先進及對於見證物聯網在未來如何撼動著我們的生活有興趣的讀

者，透過本書鏈結跨業跨界的商業服務系統找出物聯網商業模式之價值定位與關鍵要

素，接軌國際立足全球。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蕭培元 真心推薦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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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此刻產業發展，尤其是對台灣而言，物聯網，這一本書, 是最重要的議題，

卻也是很不好寫的書。  

回過頭來看工業革命，機器取代人力，獸力。電力發展，到資訊電腦，脈絡清楚。

而此刻的物聯網發展，才正式被意會到是一個新世代的開始沒多久。整體發展會往那

裏去？包含範圍有那些？人類的生活因而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在那些領域之中, 而產

業該如何調整？都還是未定之天，這在在都是很值得一探究竟的領域。  

這本書的結構, 用來了解物聯網的發展, 非常的適合。  

在第一章什麼是物聯網，做完操作型定義後，緊接著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由雲

運算的能力，與裝置端的使命任務，來描述及探討應用的起點與終點。特別是第三章，

裝置端是以穿戴裝置為題，感應的是人體。以人為中心，是極佳的切入角度。因為以

人為核心，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角度，來理解這整個物聯網帶來革命性的應用。  

從第四章起，探討各領域的發展與機會。當我們坐落台灣，向外發展，此刻產官

學界，共同認定有整個產業全球競爭力的業別，首推醫療。第四章智慧健康與醫療，

這不只是醫院的議題，在台灣的科技業者，更是競相、重兵地投入這個領域。  

第五章車聯網。汽車一但聯網之後，與單一輛汽車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聯網之後

的車子，能與外界的資訊做溝通，各種智慧型的應用，因而能夠實現。而智慧應用，

當發生在車子的議題時，會顯得更重要。因為光安全的提升與改進，就已經是人命關

天，莫大的價值，而此刻我們正邁向自駕車的發展途中。  

第六章智慧家庭。這個場域，有著最多元的情境。說明概念後，即介紹到智慧家

庭最重要的核心；智慧家庭的控制中心，各領導廠商；Amazon、Google、Apple、Samsung 

的方案。  

第七章再延伸到教育、旅遊。在第八章來到議題最大的也最多元的「智慧城市」。

第九章、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再回到物聯網在發展上的歷史意義，在零售、工業與農

業上帶來的改變。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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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本書之前，光收集資料，就已經是鉅大，且很不容易的工作。我原本想像這

種命題的書籍，應該是一本由各領域的研究專家，合力共著的作品。而作者 Richard

居然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深入到各域後來集成本書。除佩服外，也推薦還不是很

了解物聯網的朋友，可以透過本書來了解全貌。產業界的朋友，也可以參考書中的商

機與策略。 

 

華碩電腦策略室 互聯網專案資深經理 

童錫勳 

 

 

 



 

 

 

 

 

 

 

 

 

 

 

 

 

 

 

 

 

 
 

 1.1   物聯網的緣起 

「物聯網」這個概念，最早出自西元 1995年比爾蓋茲的「未來之路（THE ROAD 

AHEAD）」一書，書中提到物品未來將聯網的概念。西元 1999年 MIT 的 Auto-ID實

驗室以 RFID 的技術提出了物聯網的概念，第一次完整提出「物聯網」一詞；而國際

電信聯盟於西元 2005年正式提出物聯網概念。 

物聯網技術，中美日都很重視，列為國家級計劃。日本在西元 2003 年提出無所

不在網路的研究計畫。美國在西元 2008 年由總統歐巴馬提倡物聯網振興經濟戰略。

而中國大陸更是將「感知中國」設定為目標，並完整制定物聯網相關科技規格，後來

在西元 2015 年提出「互聯網＋」為國家重要戰略之一，在十三五計畫中正式納入。

而「互聯網＋」包含「移動互聯網（台灣稱之行動網路）」、「雲計算（台灣叫做雲

運算）」、「大數據」與「物聯網」，可見物聯網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 

01 
什麼是物聯網 

 物聯網的緣起 

 物聯網的架構 

 物聯網國際標準組織 

 物聯網應用的分類與現狀 

 物聯網的商業模式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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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物聯網的架構 

物聯網的架構（圖 1.1）最典型是分為三層：感測層、網路層、應用層。在感測

層，各種感測器將感測得到的數據結果透過地區性有線或無線網路傳到閘道器，先做

簡單處理，同時把這樣的訊息再透過有線與無線網路傳送到雲伺服器上，接下來把這

樣的訊息儲存，並處理與應用。而且目前又因為從儲存的大量資料可以發現模式，幫

助決策，找到商機，甚至在未來，會利用人工智慧做自動決策，達成極佳的服務，所

以有的講法把資料儲存另外獨立為「資料儲存層」。也有的說法則考量到感測器會包

含在實體設備中，所以把實體終端設備放在最下層，叫「實體層」。 

 

 圖 1.1：物聯網三層架構 裴有恆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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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物聯網國際標準組織 

物聯網這麼夯，當然世界各大組織都會想搶著訂標準，三大組織  歐盟、

GS1/EPCglobal及 ISO訂定了相關標準。 

首先，歐盟就把物聯網列為重要計畫。歐盟物聯網專案計畫 1

 1.4   物物聯網應用的分類與現狀 

，歐盟也特別成立

了針對物聯網架構制定的組織IOT-A，由歐盟各大公司團體參與。 

第二個組織是 GS1／EPCglobal組織。RFID一開始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出來

後，後來麻省理工學院把 RFID相關商業事項，直接交給這個組織繼續運行。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是世界上訂定標準最著名的組織。在

物聯網上，ISO針對「無線射頻」（Radio Frequency）、「自動識別與資料擷取」、

「無線射頻位置符合性」、「自動識別與資料擷取」、「即時定位系統」都有詳細的

對應規格文件。 

由三大國際組織都想訂定物聯網的標準，主導這個趨勢，可見物聯網對世界未來

的重要性。 

物聯網的最終目標是萬物都會聯網，而這樣的系統就是虛實整合，這樣的整合就

跟德國工業 4.0提出的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的概念一致。 

針對目前物聯網最常應用的各個類別，以下一一說明： 

1. 穿戴式裝置：舉凡可以穿戴使用的東西，就是穿戴式裝置。而其中賣得最好

的就是手錶與手環，全世界在 2015年的出貨總共超過 3000萬支，2016年

又成長 25%。另外 VR跟 AR裝置在 2016年開始有較好的銷售成績。 

2. 車聯網：就是指汽車透過網路的相關應用。自從Google推出無人駕駛車，

特斯拉推出半自動駕駛，在 2015 年及 2016 年的CES和MWC展覽 2

                                                       
1  出自 http://www.internet-of-things-research.eu/ 
2  CES是世界有名的消費性電子展，在美國舉行。ＭＷＣ是移動世界大會，是通訊界的大事，這兩個現在都是
有名的電子大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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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受到了最多關注。目前台灣電動機車Gogoro是車聯網發展得很好的 

典範。 

3. 智慧健康與醫療：就是個人健康的保養、監控與復健，還有醫療院所的聯網

智慧化。透過穿戴式裝置在運動時的監控與教練可以最佳化。關於個人健康

的監控與照顧，可利用穿戴式裝置或其他醫療器材，做好生理狀況監控，搭

配遠端醫療專家的解讀，預防疾病或治療疾病於初期。醫療院所的智慧化可

以透過 APP 及智慧掛號系統、電子病歷、智慧醫療推車、智慧病床，和遠

距醫療…等等讓醫療更便利的措施，更有讓病人穿上特製的智慧紡織品，對

病人做診斷、醫療。現在台灣有好幾家醫院積極地導入智慧醫療的部分。 

4. 智慧家庭：就是家裡所有的設備，都可以連上網，接受系統控制。由智慧型

手機 APP或語音發起的控制都是現在流行的方式。尤其 Amazon Echo出現

了之後，用聲音控制家中智慧產品成了智慧家庭最受歡迎的方式。 

5. 智慧教育：智慧學校是透過平板，電子白板及一些智慧教具，讓老師可以跟

學生互動；還可以搭配翻轉式學習，讓學生到學校前就可以先預習，到學校

時直接跟老師互動和問問題。 

6. 智慧旅遊：既然要旅遊，就要把吃飯、晚上居住、景點三個顧好，這個部分

物聯網可以強化體驗。住房利用 RFID房卡，讓你可以透過這張房卡連結你

過去在飯店的資料，提供你最好的體驗；吃飯時，可以跟可愛服務機器人互

動；至於景點則可透過影像辨識、擴增實境 AR及虛擬實境 VR強化體驗，

讓客人愛上這裡。就像六福村有提供大怒神 VR，讓不敢玩這的人可以在安

全的狀況體驗。 

7. 智慧城市：各種相關的服務，如很容易就可以連上公共免費網路（如

iTaiwan）。還有利用佈在各地的感測器偵測空氣品質、氣候、溫度，讓市

民可以查詢，以及在每個交通路口有攝影機監視治安，及交通狀況，適當調

節。一般民眾都可以透過智慧手機與對應資訊顯示裝置，可了解大眾運輸狀

況…等等。 

8. 智慧零售：透過影像辨識、電子發票搭配 POS系統，利用Wi-Fi或藍芽Beacon

對智慧型手機的定位，知道客戶的位置；使用電子支付來取代信用卡或現金

這些新功能，讓零售業在付款變得更便利。電商巨擘亞馬遜更打算利用無人

機來運送客戶訂的產品到客戶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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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慧工業：台灣的生產力 4.0，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以及德國的工業

4.0，都是物聯網的智慧工業。透過物聯網的感測器所得到的大量數據，進

行異常處理及結果預測，再加上智慧機器與工業機器人，做到利用人工智慧

系統整體協調合作後，達成多樣少量彈性生產。這塊台灣很多廠商投入，像

是研華電子有Ｗeb Access系統提供廠商智慧工廠的解決方案、上銀則是台

灣最大的機器人公司。 

10. 智慧農業：這塊包含農業、漁業、畜牧及養殖業。透過溫度、濕度、風速、

壓力等等感測器，感測環境的狀況，做出對應的處理，增加農漁牧業產品產

量，減少損失。另外這塊現在也跟食安需求結合，將會透過條碼或 RFID做

到食品溯源的功能。 

11. 智慧軍事：把物聯網的各項設備應用在軍事上，之前在李蒨蓉的阿帕契自拍

事件上，大家所看到的阿帕契直升機用的頭盔就具備擴增實境的功能。另外

現在很多國家在開發軍事用機器人，無人偵查機都是物聯網的最佳利用。 

除了智慧軍事，因為跟生活無關外，其餘的領域都圍繞我們的生活，本書將所有

跟生活有關的類別放在第二篇中一一解釋。 

 1.4   物聯網的商業模式 

在數位時代雜誌針對物聯網的專刊中提出了 3大商業模式，而網路上也盛傳了在

Slideshare上的 10種商業模式的版本，其實 10種商業模式可以說是 3大商業模式的細

化，用租或買等等不同方式。這邊利用獲利世代一書的商業模式畫布（九宮格）來講

解數位時代的 3大商業模式，也方便大家記憶。這 3大商業模式也很好記：物端產品

＋網端服務的「產品及服務」，網端資料的「資料分享與串流」，純物端產品共享的

「產品共享」。 
 

 表 1.1：獲利世代提的商業模式九宮格 

關鍵夥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客戶區隔: 

關鍵資源: 通路: 

成本: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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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商業模式是產品及服務。這個就是以物聯網系統所提供的加值服務為主要

的價值主張，最主要的是物聯網感測器所獲取的資料，及透過分析這些資料所提供的

服務，加上其他的加值服務（比如說，以人工智慧做到的即時反應、自動決策…等等）。

這個商業模式是台灣人最習慣的商業模式，利用買或租產品或系統獲利，但需要注意

到的是台灣的人以前習慣以賣感測器所在的硬體產品或是網路連線產品獲利，但是這

樣的硬體產品是最容易被換掉的，尤其現在中國大陸的類似產品夠好又便宜。 
 

 表 1.2：產品與服務的商業模式九宮格 

關鍵夥伴: 

聯盟公司 

關鍵活動: 

程式開發 

服務提供 

製造 

行銷 

價值主張: 

1.  聯網的物件會
提供資訊（如

心跳、血壓、

屋內狀況）與

遠端操控 

2.  透過大數據及
人工智慧分析

給予建議 ,讓
生活更便利 

3.  衍生的其他加
值服務 

客戶關係: 

1.透過物聯網的
資料分析讓客

戶不想離開 

2.透過客戶資料
適時關懷 

客戶區隔: 

想要透過物

聯網物品讓

生活更便利

的使用者 

關鍵資源: 

程式設計人員 

平台維護人員 

硬體研發人員 

管銷人員 

製造人員 

通路: 

各類通路 

成本: 

1.  薪資 

2.  設備 

3.  其他費用（管銷、合約）  

獲得: 

1.  客戶購買單品獲得 

2.  產品、服務租用獲得 

3.  資料分析加值服務獲得 
  

第二個商業模式是資料分享與串流。這個商業模式的重點在獲得資料，由資料衍

生更大的商機，也就是著名的「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這裡的羊毛就是指從

客戶那裡獲得資料分析後的商機，狗就是只想獲得低價或免費物聯網產品的客戶，而

豬則是只想得到資料及資料分析後的商機與價值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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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資料分享與串流的商業模式九宮格 

關鍵夥伴: 

物聯網產品

公司 

關鍵活動: 

加值服務提供 

價值主張: 

從產品上擷取的消

費者數據 

免費或低價的物聯

網產品 

透過大數據分析結

果，衍生其他加值服

務 

客戶關係: 

網路、 

社群、 

實體 

客戶區隔: 

想要物聯網大數據

的廠商 

想要免費或低價物

聯網產品的客戶 

想要新的加值服務

的客戶 

關鍵資源: 

程式設計人員 

平台維護人員 

硬體研發人員 

管銷人員 

製造人員 

通路: 

網路、 

社群、 

實體 

成本: 

1.  薪資 2.  開發設備 

3.  物聯網產品的補貼 4.  其他費用 

獲得: 

1.  加值服務的利潤 

 

第三個商業模式是產品共享。這其實就是共享經濟的一種，透過物聯網的感測器

可以追蹤或登記，利用雲端的管理機制，就可以不用買斷，而用租的，在台灣的各縣

市的公共腳踏車租借系統（例如台北市的 U-bike）用的就是這個模式。這跟 Airbnb

的租借閒置房間及 Uber的租借閒置車子與司機的模式類似。 
 

 表 1.4：產品分享的商業模式九宮格 

關鍵夥伴: 

聯盟公司 

關鍵活動: 

程式開發 

加值服務提供 

製造 

行銷 

價值主張: 

1.  讓消費者透過
租來替代買產

品 

2.  提高產品使用
率 

客戶關係: 

網路 

社群 

客戶區隔: 

想要使用產

品但不希望

買斷的人 

關鍵資源: 

程式設計人員 

平台維護人員 

硬體研發人員 

管銷人員 

製造人員 

通路: 

網路 

租借點 

成本: 

1.薪資 2.設備 3.其他費用（管銷、合約) 

獲得: 

1.產品、服務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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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篇各類別章節中提到的商機，其實就可以對應到這三種商業模式的價值主

張的部分，而因為它帶來的好處，讓消費者更願意買或租物聯網產品或系統。 

在此特別強調，要做物聯網產品，必須考量以整個價值鏈為架構的商業模式，提

供客戶想要的價值主張，不能像以前代工時代只有 B2B思維而已。產業要考慮的是在

價值鏈與生態系扮演的角色，即使是 B2B（商家對商家），也得考慮到最終端消費者

的 B2B2C的模式。 

 1.5   結論 

物聯網是科技接下來的必然趨勢，這次的影響不亞於 2000 年開始的網際網路對

傳統社會的衝擊，在這個趨勢下，找到適合的商機與服務模式，就有機會獲利，這也

是這本書要討論這個趨勢下各個產業的原因。而下一章，將著重於大數據、人工智慧、

社群與分享經濟造成的服務提升與資訊安全課題。 

物聯網關乎食衣住行育樂，也關乎生產、交易、養生與生活環境，我們的生活各

個環節都被影響到了。食是智慧農業、衣是穿戴式裝置、住是智慧家庭、行是車聯網、

育樂是智慧教育與智慧旅遊，加上製造的智慧工廠、交易行為的智慧零售、養生的智

慧健康與生活環境的智慧城市。這是很大的商機。而由很多國際標準組織共同合作組

成的標準制定組織 OneM2M，就希望找出一套標準來貫穿幾個大物聯網領域 

物聯網代表的生活智慧化趨勢，隨著人類越來越在乎生活的便利性，加上少子化

與老年化的潮流，已經是不可逆的。而物聯網搭配雲端的服務，利用人工智慧，讓聯

網的物與機器人，越來越聰明。也造成了一些人在這個過程中，其原來的工作被取代，

這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出適合自己發展的物聯網的商機，從中找出自己的利基，並

且針對這個方向升級。 

而物聯網影響的是幾乎所有的產業，不過並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一定要馬上做到大

數據與人工智慧的，這完全在乎你公司要做的商業的需求，規模大或小，產品是否需

要升級到智慧化。而本書中所提到的商機是作者們觀察所得，也歡迎大家提出其他的

見解，找出屬於自己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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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標準實例：oneM2M 

oneM2M成立於 2012年 7月 ，由世界上好幾個標準制定組織共同組成：ARIB（日

本），ATIS（美國），CCSA（中國），ETSI（歐洲），TIA（美國），TSDSI（印

度），TTA（韓國）和 TTC（日本）、寬頻論壇、CEN、CENELEC、GlobalPlatform，

下一代 M2M聯盟、OMA等。 

one2M2M目前有超過 200個合作夥伴參與，成員有阿爾卡特朗訊、AT＆T、英國

電信集團、Adobe、易利信（Ericsson）、德國電信、IBM、思科（Cisco）、Sierra Wireless、

InterDigital、英特爾（Intel）、三星、LG U +和西班牙電信…等等。  

oneM2M的垂直行業應用包括但不限于：車聯網系統、智慧交通系統、智慧醫療、

智慧化的公用事業（比如智慧電網）、工業自動化與智慧家庭等。  

 

 



 

 

 

 

 

 

 

 

 

 

 

 

 

 

 

 

 

 
 

 2.1   人工智慧、大數據、機器人跟物聯網的關係 

物聯網的感測器會感測到很多資料，這些資料其實經過一段時間累積後就會非常

龐大，其中有很多是影像、聲音、影片等等非結構化的資料與相關要一起整合的網頁、

電腦文件等半結構化的資料，而處理這些資料，加以利用，找出資料中跟相關專業有

關的模式，就可以協助決策，未來更可能透過機器自主決策，讓生活更便利。 

要分析這些影像、聲音的資料，了解相關文字代表的涵意、及未來機器的自我決

策，都需要人工智慧。而大數據其實也是人工智慧應用的一個範疇。大數據的理論其

實很早就有了，它的前身是資料探勘，現在加入機器學習及其他技術成為大數據。 

在以前機器學習還沒發展成熟前，資料探勘用的是統計學及計量經濟學發展出的

原理。在 Google 2003年開始釋出它的大數據架構系統論文後，Yahoo結合開放原始

碼社群，發展出開源的「大數據系統 Hadoop」，一個利用眾多電腦們分工合作來達

成大數據的複雜運算，後來更有加州柏克萊大學所發展出來，交給開放原始碼社群的

Spark系統．它較 Hadoop 架構下的批次運算系統快非常多，讓複雜的機器學習及深度

02 
物聯網基礎工具： 
人工智慧、大數據與資訊安全 

 人工智慧、大數據、機器人跟物聯網的關係 

 物聯網的資訊安全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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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運算可以更快，加上各大企業陸續釋出自己人工智慧的原始碼（例如 Google

的 Tensorflow），讓人工智慧對消費者不再遙遠，很容易學習。 

尤其物聯網是個多層架構的系統，唯有透過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才能達成好的服

務，創造差異化。 

機器人是現在物聯網在人工智慧的重要應用，本章也會一起討論。 

2.1.1 人工智慧 

在物聯網時代，機器人、無人車、無人機、影像辨識、聲音辨識…等等，都大量

利用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從實務上的定義：1

1. 影像辨識分析：例如 

  

1. 能夠觀察、瞭解，並對人、事、物進行反應（跟世界互動）。 

2. 能夠找到最佳的解決辦法。 

3. 能夠推論以及規劃。 

4. 能夠學習以及調適。 
 

而更進一步的可分為强人工智慧，即希望電腦的產生智慧方式跟人類一樣，以及

弱人工智慧，即希望電腦能夠展現出有智慧的外顯行為。 

人工智慧技術在最近幾年有很大的突破，從 IBM Watson在 2012年在美國益智節

目危險邊緣打敗兩位歷年最厲害的冠軍開始，到 Google AlphaGo在 2017年初完成 60

勝，大敗各大世界圍棋冠軍。而我們所用的智慧型手機上的人工智慧助理的 Siri 跟

Google Now（後來整合成 Google 助手），更是最常被使用的人工智慧；在工研院 IEK

的 2016年人工智慧報告中更呼應 2045年人工智慧超越人類的奇點預言。 

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有哪些方面呢？其實物聯網的各個領域常常對應到智

慧（smart）的字眼，而讓物聯網系統更智慧，應用人工智慧，強化服務是必然的做法。

針對人工智慧在物聯網上的運用，我們可以歸納成以下六大方式： 

                                                       
1  台大林守德老師在資料科學年會課程中針對「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提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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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台灣便利商店透過攝影機，用得到的影像資料分析來店客戶的大約年

齡、性別； 

ii. 裝置智慧家庭的門口的數位攝影機，在得到的影像資料分析後可以正

確判斷在門口按門鈴的是家中成員還是其他人，或是陌生人； 

iii. 機器人 Pepper 透過身上的攝影機（眼睛），用得到的影像辨識人的表

情對應到資料庫中的情緒種類，了解對象的情緒狀況。 
 

2. 聲音辨識分析：例如 

i. 透過麥克風收集到的聲音的能量與頻率，可以分析出對象背後的情緒。 

ii. 透過麥克風收集到人的聲音資料，辨識分析後轉成文字。 
 

3. 自然語言處理：例如 

i. 翻譯器將各國語言之間做對應翻譯； 

ii. 將麥克風收集到的人的聲音轉成文字意義後做語意分析； 

iii. Siri辨識出聲音的意義，然後對答或下命令。 
 

4. 大數據-利用各種資料整合，正確判斷出趨勢：例如 

i. 智慧工業透過平時收集的機器運作資料，在機器壞掉前，可以透過分

析而找出最適時間，讓保養人員做預防性保養； 

ii. 遠距照顧會透過穿戴式裝置及家用可上傳資料的血糖/血壓計收集到使

用者的生理資料，醫院的專案人員根據既有的模式分析之後，發現病

人可能需要看病，就可以建議前去醫院預約掛號。 
 

5. 透過各種資料的整合深度學習，提高判斷正確率：例如 

i. 透過整合攝影機攝影到的影像、聲音加上分析後的語意，等等資料一

起做深度學習處理，從得到的結果正確判斷機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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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動做出決策並行動：例如 

i. NVIDIA的自動駕駛車整合多種感測器的資料，判斷車子的行進模式，

以做到在路上安全自動駕駛； 

ii. 無人機在空中透過影像與雷達資料，即時判斷前方狀況，以躲開路途

上障礙物； 

iii. 機器人 Pepper在家庭中，主動與人溝通，並且自主行動。 
 

由以上的結論可知人工智慧在物聯網所扮演的角色，而隨著學習資料量越來越

多，越來越多的領域被開發，人工智慧會帶來很大的便利，但也會取代很多人類邏輯

及規律性的工作。 

現在的人工智慧，因為有很多訓練資料與公開平台可以使用（如 Google 

Tensorflow），基於這些資料與平台，可以較容易的建立自己的訓練模型． 

 產品/平台實例（ㄧ）：谷歌助手 

在 2016年 Google I/O大會上，Google宣布全面導入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

的新產品，這可說是之前在 Android手機上 Google Now的進化版。 谷歌助手是做到

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集大成者，會用在 Android OS手機、Android Wear支援的

智慧手錶、Android Auto支援的汽車，及客廳裡設備閘道器 Google Home喇叭。 

2.1.2 大數據 

大數據，或稱巨量資料，在荀伯格「大數據」一書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

大到無法透過人工，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

的資訊。以數量大小會是幾百Tera到上Pera等級的資料 2

傳統資料探勘就是在個別電腦上的關聯式資料庫上，做資料處理與分析，以探查

趨勢與異常分析。但是大數據機制是將所有可以得到的相關資料，分散到很多電腦上

同步進行分析，也因此大數據無法只使用傳統關聯式的資料庫管理系統處理，而必須

使用「在數十、數百甚至數千台伺服器上同時平行運行的軟體」，這樣得出了許多額

。 

                                                       
2  1Tera=1024Giga, 1 Pera=1024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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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資訊和資料關聯性。而大數據處理的資料，已經不只是傳統的關聯資料庫的結構

化資料，還包括非結構化資料（例如影像、聲音、影片等）或半結構化資料（如網頁、

文字文件等）。 

大數據有四大特性，號稱「4Ｖ」，量（Volume，資料大小）、速（Velocity，資

料輸入輸出的速度）、多變（Variety，多樣性）及不確定性（Veracity，資料真實性）。

另外也有人講到第 5V：價值（Value）。 

現在執行大數據的開放原始碼系統有兩種，做批量處理的 Hadoop 大數據系統及

即時處理的 Spark系統。 

大數據用的開源 Hadoop的系統架構如下圖： 

 

 圖 2.1：Hadoop系統架構 裴有恆製圖 

大數據的資料分析分兩個方向： 

1. 目標導向：必須先對要研究的方向有產業領域知識，這樣比較容易建模，然

後用在異常判斷、趨勢預測。 

2. 資料導向：從資料中找出可能得商機，就像是以前在含有砂金的河中沒有法

則與方向的撈金砂一樣，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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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數據的分析決策流程如下圖： 

 

 圖 2.2：大數據的分析判斷流程 裴有恆製圖 

從上面可知而分析大數據的人，所謂的資料科學家，必須具備三種能力： 

1. 具備資料分析探勘統計能力 

2. 熟悉資料分析工具操作 

3. 深入了解業務與組織。 
 

台積電因為大數據系統應用成功，而造成它在 2016年的製造良率勝過三星。 

 產品/平台實例（二）：台積電的大數據系統 

台積電的大數據系統是由清大簡禎富老師規劃，並且帶領台積電團隊完成的。簡

禎富老師對台積電的流程非常熟悉，從 2003年起就擔任台積電的顧問；從 2005年到

2008年，台積電更向清華大學借調簡老師到工業工程處擔任副處長。因此簡禎富老師

深入了解台積電的業務與組織，而能夠針對這些資料設計對應的大數據的作業方向。 

簡老師發現機台匹配很花時間，因為舊的方法都是要把機器從產出統計上中間偏

左或偏右的結果調到中間去，這樣大概要花六個月，簡老師根據數據顯示的結果，將

流程的前後手，根據其資料屬性來做調整匹配，這樣就可以再組合時減少匹配時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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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時間成三個月。而簡老師也透過數據找出影響客戶規格的關鍵因子，因而加快產

品投入市場應用時間。 

這套系統也利用機台本身量測到的大數據，來做機台的健康診斷，並在數據趨勢

顯示該保養時，就進行預防性保養，這樣機器就不會因為突然壞掉，而造成停機，因

此造成重大損失。 

2.1.3 機器人 

提到人工智慧就不能不提到機器人，機器人的大腦就是很典型的人工智慧應用。 

在物聯網的各個範疇中，機器人的應用很普遍，以類別來看可以大致分為服務機

器人、工業機器人、自動駕駛車、無人飛行機（簡稱無人機，英文為 Drone）及軍用

機器人幾類。 

1. 服務機器人：智慧家庭和醫療用的照顧機器人，以及智慧零售的零售機器

人，這些通稱為服務機器人。與人互動，吸引人、幫助人是它的工作重點。

像鴻海跟日本軟體銀行合作的機器人 Pepper 就是這類機器人，你可以在台

灣的一些零售點、奇美博物館或銀行門市看到它，還可以跟它玩遊戲，它的

萌更是讓你愛不釋手，尤其他會從你的表情看出你的情緒，適時地跟你對

話。在國外它也被安排在老人院，陪伴老人，跟老人對話。日本的老人還怕

他一個人孤單，連買菜都帶著 Pepper。 

2. 工業機器人：就是應用在工廠中的機器人，完全是以工廠的生產任務，依產

業與產線需求而規劃，在汽車業等行業有很大載重需求，而在紡織業有雷射

切割布料需求。這種機器人已經發展很久了，最新的技術是與人協作機器

人，透過與人協作，強化生產產品的學習速度，並透過雲端規劃，變成以個

別產品為導向的少量多樣智慧製造，取代傳統以產線為導向：一產線一次一

樣的大量生產。 

3. 自動駕駛車：就像變形金剛電影中的會自動駕駛的車子（不過不會變形）。

在 Google展示了他的自動駕駛車之後，很多車廠就接著展示自己有自動駕

駛車的製造能力。可以想見在不久的未來，自動駕駛車會開始正常在馬路上

跑，不過法規和車間通訊（Vehicle to Vehicle，簡稱 V2V）會是自動駕駛車

上路的最大的障礙。這在車聯網章節會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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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人機：無人機在天空中飛，在空中不必靠人遙控，而可以自行飛行躲開障

礙物，到達目的地。現在常見的用途是空拍、農業灑農藥與運輸。 

5. 軍用機器人：就是軍用的機器人，這類機器人很多國家都在發展，強化自己

的戰力。 
 

 2.2   物聯網的資訊安全 

    物聯網的資安事件層出不窮，之前傳出特斯拉電動車遭駭客侵入系統、智慧電

視感染勒索病毒，還有網路攝影機被駭客侵入，造成家中景象全都錄且被傳上網路上

的狀況。從這些事件，大眾越來越感受到在物聯網時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在著名的網路設備公司思科 Cisco的 2016年年中報告中指出： 

「脆弱、不安全的基礎架構無法支援正在興起的新一代數位經濟。若要真正了解

數位化和物聯網將帶來的優勢，組織必須著手處理第一波數位浪潮的安全性問題。」 

在物聯網時代，各類感測器、網路控制器以及實體智慧裝置本身的驅動程式、通

信軟體成熟度與穩定度，因為不似電腦系統經歷多年歷練後的強健，也因此駭客較容

易直接影響感測層與網路層的設備，不一定要辛苦攻擊雲端強健的電腦主機。 

因為無線網路資料是透過高頻電波傳輸，因此只要在無線網路路由器（router）

與轉換器（switch）附近，都可以直接攔截到資料封包，加上很多物聯網設備的網路

傳輸是沒有加密的，內容很容易被解讀出來。而且，只要能控制物聯網系統中的物聯

網裝置，網路上電腦傳輸的資料很多就會被看到，自然要控制整個系統的機會就 

大得多。 

根據賽門鐵克 2016 年網路安全威脅研究報告，除了剛剛提過的著名事件外，物

聯網產品還有以下資安事件例子： 

1. 車輛：在英國，小偷已入侵免鑰匙車門開啟系統來偷竊車輛。 

2. 智慧家庭設備：賽門鐵克調查發現在 50 個市面販售的裝置中有多個漏洞，

包括不須輸入密碼就可從遠端透過網路開啟的「智慧」門鎖。 

3. 醫療裝置：研究人員發現許多醫療裝置中有潛在致命漏洞，例如：胰島素幫

浦、X 光系統、CT 掃描儀、醫用冰箱及植入式除顫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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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型電視：根據賽門鐵克調查，透過網路連線的電視容易遭受以下攻擊：

傀儡網路、竊取資料、及勒索軟體等。 

5. 內嵌式裝置：數千個裝置共用相同的編碼 SSH 和 HTTPS 憑證，讓超過 400 

萬個裝置容易受到攔截和未經授權存取的攻擊。物聯網裝置也因此助長分散

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簡稱 DDOS）的傀儡

網路大軍的數量，而其中數位攝影機 CCTV 是最常被攻擊成為傀儡的物聯

網裝置。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發中心在 2015 年 3 月提出五種物聯網上可能的防範

的方法：3

 另外，接下來會導入區塊鏈信任機制。區塊鏈原來是比特幣所發明的一種機

制，透過加入複雜的公鑰與私鑰機制，系統把資料加密，送到系統中多台機器上紀錄，

這樣就不需要通過所謂的公正第三人，而且資料的正確性是對照系統中 51%以上有此

紀錄的機器的資料。當大型系統中機器很多的時候，駭客攻擊系統以製造假資料的機

  

1. 啟用智慧設備上所有的安全功能：這些原來就是設計來提供來幫助防護這

個設備的安全。 

2. 購買會定期更新產品韌體的物聯網產品：漏洞永遠都會存在，會定期釋出新

的韌體來加以修護的產品一般比較安全。 

3. 即使智慧型設備宣稱具備加密能力，但有些可能加密不當或不完全：主動搜

尋設備型號以確認過去是否存在歷史性安全問題。 

4. 使用安全的密碼：好的密碼應該是包含字母、數字、標點符號、數學符號等

各式字元的複雜組合。要有八個字元以上長度，同時使用大小寫；避免重複

使用密碼或在不同設備上使用相同的密碼。如果新的物聯網產品使用生物特

徵辨識（如指紋、虹膜辨識等）取代，相對就更安全了。 

5. 了解製造廠商如何管理他們的設備的安全漏洞：知道廠商對解決這些問題

的態度，會決定你是免於此種威脅或是暴露在風險中。 
 

                                                       
3  資料來源：http://blog.trendmicro.com.tw/?p=1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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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非常低。現在區塊鏈的技術越來越成熟，成為安全的紀錄機制已是新一代的應用方

向。 

 2.3   結論 

   在物聯網產品越來越蓬勃的時代，由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構成的強化系統服務已

成為 2017年 CES展覽的重點。而資安問題越來越多的趨勢也是眾所皆知的，未來只

會更多。在物聯網的產業裡，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 

 



 

 

 

 

 

 

 

 

 

 

 

 

 

 

 

 

 

 
 

 6.1   概述 

6.1.1 智慧家庭的起源 

早期最耳熟能詳的智慧家庭要算是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的家。比爾蓋茨在他的

“未來之路”一書中以很大篇幅描繪他正在華盛頓湖建造的私人豪宅。在書中描繪這

住宅是由矽晶片和軟體建成的並且採納了最尖端的科技。終於在 1997 年，歷經了七

年的建設，比爾蓋茨的智慧住宅終於建成。這智慧住宅就是世界上第一個智慧家庭，

配備了上網專線，所有的門、窗、燈光、家用電器都能夠通過電腦控制，而且有一個

本地端的伺服器作為管理整個系統的中控中心。 

智慧家庭是結合了互聯網技術、控制技術、感測器技術，結合家中的各種裝置與

中央管理系統所組合而成。在以上技術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從現行“人與人”相連的

互聯網，逐步的變成“人與物”或者“物與物”相連的物聯網，而物聯網在家庭的應

06 
智慧家庭 

 概述 

 產業現況–領導廠商發展策略探討 

 智慧家庭商機探討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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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的快速發展也造就智慧家庭（Smart Home）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版面上，成了人

們耳熟能詳的生活用語。 

目前關於智慧家庭的稱謂多種且多樣，比如：數位家庭（Digital Home）、家庭

自動化（Home Automation）、e-Home、建築自動化（Building Automation）等等不

同的說法，名稱也不見得可以定義它的服務範圍，比如說智慧家庭本身的定義就大大

的不同，這部分在下一小節詳述。 

在智慧家庭之外，還有車聯網、智慧建築、智慧城市等等與生活相關的物聯網分

類。車聯網服務的範圍就是人離開家後在車上的聯網服務，智慧建築則包括了辦公

室、商場、工廠、飯店等商辦或營業場所，而智慧城市則根據研究機構 IDC的定義，

“一個城市要稱得上智慧城市，當地政府要有良好的覺察力，懂得使用前瞻新科技（例

如雲端、巨量資料分析、行動裝置、社群媒體等），來增進市民生活品質、驅動商業

投資，並帶動永續經濟發展。 ... 但仍有些城市，利用創新點子，並結合科技，產生相

當有趣的城市服務應用。” 

簡單來說，智慧家庭是智慧建築的節點，是智慧城市應用的基礎，物聯網雖是物

物相連，但是服務的對象還是人類，所以智慧家庭的定義必定也是包羅萬象，並無統

一的說法，下一小節就讓我們來探討智慧家庭的定義與服務範疇。 

6.1.2 智慧家庭的定義 

一個典型智慧家庭前裝市場的系統中，包含了幾個主要的子系統，包括了：網路

系統、智慧家庭中控管理系統、家居照明控制系統、安全監控系統、音響系統、家庭

劇院與多媒體系統、家庭環境控制系統等子系統，其中家用寬頻是必要需求，絕大部

分還是走有線寬頻，在寬頻的基礎建設之上，主要的就是智慧家庭中控管理系統、安

全監控系統、家居照明控制系統是需求度比較高的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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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小米智能產品，來源小米官網（https://home.mi.com/goodscategory） 

上圖是小米所販售的聯網智能商品，除了安防與防盜概念的傳統智慧家庭產品之

外，還有穿戴式裝置、生理健康器材、支持遠端控制與節能概念的開關與插座，在可

穿戴設備（如小米手環）、家用機器人、智慧家庭、手機配件、VR、空氣清淨機、智

慧檯燈、聯網體重計、小米盒子、智能路由器等各個領域，小米的智慧裝置生態系幾

乎都有覆蓋。小米定義中的智慧家庭已經涵蓋了智慧生活的各種裝置，這與傳統的智

慧家庭已經大不相同，著重的是在服務以人為中心的各種智慧化裝置，重點已經不只

是放在家中或者服務家庭的才叫智慧家庭。 

 

 圖 6.2：Amazon Echo，來源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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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 Alexa語音助理系統，打開了智慧音箱（上圖為亞馬遜推出的 Echo智慧音

箱）在家庭應用的濫觴，其背後除了串接智慧家庭系統、新聞、Google日曆、IFTTT

規則引擎、Uber（共享叫車）、Spotify（線上音樂）、無數的白色智慧家電、送餐服

務等智慧生活相關的服務，一舉擴張了智慧家庭的定義，以壓倒性的銷量成為目前智

慧家庭的贏家，讓谷歌、蘋果、三星在後苦苦追趕，主要就是亞馬遜用語音助理與廣

接第三方服務的破壞性策略進入智慧家庭市場。 

智慧家庭並沒有明確定義，隨著科技進展與服務的橫向串接，智慧家庭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舉凡食衣住行育樂與健康醫療相關的服務都可囊括在內，後進者只要能夠

設計出可以解決人類生活問題的服務，就能夠重新定義智慧家庭的邊界。 

6.1.3 智慧家庭主流技術 

目前市面上有許多被運用在智慧家庭上的技術，其中又主要分為兩大類，如下： 

1. 總線技術類別 

主要是用在前裝市場，特色是所有的設備的溝通與控制都是走線的，設備也

都經由總線供電，好處是不會像無線系統一樣會受到環境干擾，但缺點就是

大多必須在交屋前或者裝潢時就佈好管線，彈性較低，日後要添加裝置困難

度高。主要技術有 RS-485、CAN-bus 與廣義總線的電力線（PLC）。 
 

2. 無線技術類別 

主要是用在後裝市場，特色是走彈性的架構，很多裝置都搭配電池使用，做

到完全無線（Wireless），適合安裝在任何地方於任何時間點，但缺點就是

會受到干擾，在台灣尤其在 2.4GHz 的頻段相當壅擠，有 WiFi、ZigBee、

Bluetooth 等無線協定存在。主流技術包括 WiFi、RF315/433MHz、Zigbee、

Z-wave、Bluetooth Low Energy（BLE）等，各有其優缺點。 
 

目前實做在案場，有線與無線技術已經混合使用了，前裝市場除了還是走總線系

統之外，在 Home Hub的部分也會保留 USB接口，做為日後可以靠著 USB Dongle擴

展到 ZigBee、Z-Wave、BLE等無線技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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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智慧家庭產業結構 

 

 圖 6.3：台灣智慧家庭產業結構，林祐祺製圖 

台灣智慧家庭的產業結構從最上游的物聯網軍火供應商，包括晶片組、模組/解決

方案提供商，中間的設備製造商、大型代工廠、家電業者，下游的各種通路包括： 線

上的電商、臉書行銷與團購，與線下的 3C 通路、大賣場、系統整合商、工程商，還

有電信商、有線電視、保全公司、電力公司等等有能力做平台服務的服務提供商。 

 晶片組、模組/解決方案、感測器提供商 

台灣在上游 IC設計的實力一向不弱，在聯發科、瑞昱、聯詠的帶動下，物聯網應

用的產值越來越高，而身處在台灣市場，又可以得到就近服務之便，很多台灣製造商

或系統廠選擇台灣 IC設計業者的解決方案。 

 設備製造商、大型 OEM/ODM 系統廠、家電業者 

台灣很多中小型規模的 IT廠近幾年來力求轉型，紛紛在公司內部成立新事業部投

入物聯網相關產品的研發製造，但由於物聯網產品長尾與核心技術廣泛的特性，中小

型規模的公司並不好做，對外有來自對岸的深圳製造，對內又有公司內部投資要求回

收的壓力，因此多數在轉型上面臨很大的困難。 

台灣大型電子代工廠，同樣面臨物聯網產品發散且訂單客單量不似 IT 時代的巨

大，包括內部主管階級的心態都面臨需要調整的狀態，再加上物聯網產品日新月異，

品牌客戶多半希望代工廠有設計與市場的眼光，協助品牌客戶發展產品線策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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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代工廠也都投入雲端服務的架設，一方面期待能滿足品牌客戶一次購足的方便

性，另一方面想藉由提供雲端服務，更了解用戶使用習慣以便改善產品。 

家電業者也投入智慧家庭服務，挾著原本家電製造的核心能力，切入智慧家庭產

品線的製造，試圖提供更完整的產品服務。但是家電業者也面臨了一個困境，就是民

眾在購買智慧家電的時候，並不可能購買同一家品牌的家電，家電在家混合使用已經

是民眾幾十年來的使用習慣，不互聯互通的智慧家電很難大量販售，因此家電業者之

後也會與電信商這類中性通路結盟，透過電信商的平台打通品牌之間的整合，解決不

互聯互通與無法收取月租服務的困境。 

 線上與線下通路是智慧家庭產業鏈上的要角 

線上電商或者臉書團購是很多物聯網新創公司販售產品或者方案的主要通路，主

要原因就是上架成本低廉，也方便做線上行銷。但是線上通路多半打擊面廣但是不精

準，再加上台灣在智慧家庭服務的販售，本身並不像歐美是個 DIY市場，還是需要安

裝協助或者面對面銷售，因此線上通路比較難以有效販售智慧家庭類產品與服務。 

在系統整合商與工程商的部分，則是在智慧家庭服務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原因在於智慧家庭目前在前裝市場的客製化程度還是蠻高的，這部分還是很需要系統

整合商與工程商在第一線提供技術支持與售後服務。這部分的廠商多半是來自安全監

控系統的轉型、弱電廠商、新創軟體整合公司所組成。 

最後就是有能力做平台服務與掌握大量用戶數的電信商、有線電視、保全公司、

電力公司等，目前包括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凱擘大寬頻、中興保全、新光保全等都

有推出智慧家庭的服務，各自透過掌握的用戶數與最後一哩的服務，成為智慧家庭未

來最有發展潛力的一群。 

 6.2   產業現況–領導廠商發展策略探討 

這章節主要在探討目前世界上在智慧家庭的領導廠商，包括了亞馬遜、谷歌、蘋

果、三星，以及台灣目前提供智慧家庭相關服務的電信商、保全、保險、家電廠商與

消費性電子通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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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亞馬遜 Amazon Alexa 

亞馬遜於 2014年 11月推出智慧音箱 Amazon Echo，由於過去相關產品的語音辨

識部分，用戶體驗並不是太好，再加上人們對於智慧音箱錄取家庭對話做數據分析，

也有侵犯隱私的疑慮，原本並不被市場看好的情況下，竟然異軍突起到 2016 年年底

已經出貨 500萬台，演變成眾多廠商進入智慧家庭的學習與模仿的對象。 

 亞馬遜 Alexa 平台 

平台的組成包括從人機介面、語音語意引擎、亞馬遜 Alexa語音助手、平台生態

系眾多廠商。以下是簡單介紹： 

Amazon Alexa語音助手 

Alexa 是預裝在 Amazon Echo 內的個人語音助手，可以接收及回應語音命令，

Alexa等同蘋果的 Siri一樣，可以被看成是亞馬遜版的 Siri語音助手。在使用 Echo的

時候，只需要說一聲“Alexa”，就可以開始詢問問題，“Alexa”是喚醒詞，喚醒詞

的功用在於幫助語音助手對於人類對話的正確反應，喚醒詞不可以是對話中常出現的

詞語，不然語音助手會被錯誤喚醒，接收不必要的指令。 

語音助手串接了包括新聞、創建任務提醒、設定鬧鐘時間或播放音樂等服務。同

時，Alexa還可以藉由各種 Skill，和各種智慧家庭設備進行交互，用來控制智慧家電

或者調解燈光。Alexa 可以應對各種生活的語法，亞馬遜打造及部署具備自動語音辨

識（ARS）及自然語言理解（NLU）能力的應用程式，這需要大量資料與架構來進行

複雜的深度演算法訓練，Alexa具備了自然語言的能力。 

 

 圖 6.4：亞馬遜 Alexa，來源林祐祺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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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cho智慧音箱 

亞馬遜 Echo可以作為智慧家庭的控制裝置，它的高度為 10英寸，採用了圓柱形

的設計，可以擺放在家中的任何位置，包括廚房。Echo支援 Wi-Fi連接，並且可以做

為藍牙音箱播放來自 Spotify、Amazon Music或者其他第三方線上流媒體服務的音樂。 

另外，Echo還可以提供各種資訊和提醒等功能，並且依靠語音命令進行啟動。由

於 Echo採用了波束成形（Beamforming）以及降噪技術，因此就算使用者在另外一個

房間、或者現場是吵雜環境或者正在播放音樂的時候，也可以正常接收語音命令。 

 

 圖 6.5：亞馬遜 Alexa硬體裝置系列，來源 Amazon.com Help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202009700） 

Amazon Echo Look家庭攝影機 

Amazon Echo Look搭配一個可感測深度的鏡頭，利用電腦視覺演算法等人工智慧

技術，可為用戶評估穿著、提供搭配建議。並且也內建一組麥克風，可要求 Echo Look 

朗讀用戶接收的資訊、播放音樂、查詢交通等。 

Echo Look 除了可為亞馬遜開拓時尚領域的市場，也可成為亞馬遜進入健康管

理、家庭安全管理領域的關鍵產品。因為當 Echo Look 可透過影像紀錄每天的身形變

化，產生累積量測數值，如果搭配健康類穿戴式裝置，就可以做健康管理的服務。 

亞馬遜無疑是聰明的，用“穿搭教練”避開家庭攝影機的隱私權爭議是很聰明的

做法，再來當 Echo Look一旦進入了家裡，用戶要應用在安全、照護、穿搭等不同使



   

 

6-9 

智
慧
家
庭 

C
h

ap
ter 06 

用情境，都是用戶自己決定的，Echo Look 只要硬體先進家門，亞馬遜本身或者第三

方的功能，或者人工智慧服務，到時候再透過遠端添加就可以收費了。 

 

 圖 6.6：亞馬遜 Alexa Echo Look，來源 Amazon.com 

Amazon Echo Show螢幕智慧音箱 

Amazon Echo加上了個 7 吋觸控螢幕，搭配一組 500 萬畫素鏡頭在前方，擴音喇

叭支援 Dolby 環繞音效技術，內建 8 個麥克風，同時確保了裝置的播放及收音品質。 

由於有搭載攝影鏡頭，Echo Show 能用 Alexa Calling 視訊通話，只要透過 Alexa 

協助，用戶就能透過網路和有 Echo 系列或已安裝 Alexa App 的朋友視訊、語音通話，

也能傳送文字訊息。 

加上了螢幕顯示與攝影機，Echo Show可以多做幾件很有商機的事情。 

• 可以做視訊，成為溝通的中心，不論是視訊傳統的 B2C服務甚至成為 B2B

服務的人機介面。 

• 或多或少取代了平板用戶端或者智慧家庭門口機的功能。 

 

 圖 6.7：亞馬遜 Alexa Echo Show，來源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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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也釋出其數位語音助理 Alexa的後端技術 Amazon Lex 

這是一個人工智慧 API服務，讓開發人員以支撐 Alexa的 ARS與 NLU技術來打

造能以自然語言溝通的應用程式與交談機器人，且已整合在 AWS Lambda中，並可搭

配各種 AWS服務使用，依據使用者所提出的文字或語音請求用量來計費。 

Amazon授權 Echo的麥克風技術 7-Mic予第三方業者 

除了 Alexa 語音助理本身的關鍵技術之外，影響遠場（Far-Field）語音辨識最重

要的第一關就是負責收取有效音源麥克風陣列，Amazon 把它包裝成一個 7-Mic

（Amazon Alexa 7-Mic Far-Field Development Kit）發展套件給第三方合作夥伴。 

亞馬遜開發出物聯網按鈕（Dash Button）與支持 Alexa 語音助手的條碼掃描
器（Dash Wand） 

讓消費者購買的日常生活消耗品如洗衣粉、清潔劑等可依照使用情況自動回報，

用戶能快速得知商品是否即將用完，或是超過保存期限，並且能快速藉由網路連線自

動訂購，無需等到全數用完才面臨必須急忙出門採購窘境。 

目前 Amazon Dash Button走的是 WiFi模組內建電池供電，走路由器上雲呼叫自

動送貨服務。Dash Button也能夠使用在智慧家庭控制，做為緊急按鈕或者讓老人小孩

做簡單控制的時候，不需要經過開手機或者開 App這些麻煩的流程就可以操作常用的

使用情境。 

Dash Wand 則是可以直接掃描商品條碼連結亞馬遜商店購物車，或者按鈕觸發 

Alexa 語音助手協助人們的日常生活。 

Amazon 相繼推出麥克風陣列跟語音語意引擎平台，從裝置、自然語言一路統治

到串接服務生態系的意圖明顯，在智慧音箱銷售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其帶進來的大

量用戶習慣資料與人工智慧訓練素材，可否讓 Amazon逐漸在人工智慧的某些區塊逐

步超越 Google? 

 亞馬遜智慧家庭平台的發展策略 

整個亞馬遜平台的核心價值在於 Alexa人工智慧語音助理，除了其語音語意識別

與人工智慧引擎之外，還藉由各種 Skill綁定各種互聯網服務，比如用戶日常生活常用

的線上購物、Uber叫車與 Spotify 聽音樂這類便利生活的線上與線下服務，這大大的

擴大了智慧家庭的範疇，從家庭一直到個人生活的各類服務，這才是亞馬遜平台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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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HomeKit、Google Home、Samsung SmartThings這類智慧家庭平台更被看好的

根本原因。 

曾經在一些文章看過一個論點，“Amazon做任何事就是為了賣更多東西，Google

是為了賣更多廣告，而 Apple是為了賣更多的裝置”，這從過去這幾家公司發展的軌

跡來看是沒錯的，但是如果把這觀點套用到物聯網發展則是很危險的，換句話說，如

果把 Google近年來發表的 Google WiFi、Google Home、Chromecast 4K從提供一個

圍繞著“家”的線上線下服務來看，就不難理解 Google發展智慧家庭產品的策略並不

是為了賣更多的廣告，同樣的對於 Amazon來說 Alexa與 Echo也都不單只是為了服務

線上零售事業。 

Amazon Echo系列之所以可以在短短時間就銷售超過五百萬台（2016年底前），

遠超過 Apple/Google還有世界各大電信商的主要原因有三： 

1.  亞馬遜重視的是做為用戶行為的樞紐而不做嚴格的平台認證，Alexa語音助

理可以放在任何裝置之內，透過第三方在平台上的 Skill Adapter做串聯，不

似 Apple HomeKit 專注於安全性與用戶體驗的一致性，導致生態系的廠商

數量與多樣性不足，相較之下 Amazon Alexa身形輕盈發展自然飛快。 

     

 圖 6.8：亞馬遜 Alexa系統架構圖，來源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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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馬遜重視的是服務串接的自由度，讓合作夥伴都以其品牌服務的形式進入

生態系，廠商發展各自品牌與服務，不用擔心客製化與代工的管理與研發成

本，如此開放的商業模式，數年內就服務成群且遠超過前人多年的努力，自

然有其原因所在。 

3.  Amazon Alexa把服務擴展到智慧生活，與食衣住行育樂服務串接，當其他

平台/廠商還在做本地端的無線協議整合時，且畫地自限在狹義的智慧家庭

的同時，亞馬遜的生態系已經大幅展開，如此使用者會選擇甚麼樣的平台? 

一定是生態系最豐富的平台，且可以長久延續下去的服務。再來就是物聯網

平台在於用戶與服務供應商兩端的數量是相輔相成的，網路外部性的效果在

平台的發展上影響甚大，當廠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性地加入平台是

必要的，當亞馬遜持續領先的態勢不變的話，不論在廠商多變性、服務豐富

度與用戶增加的速度，都是之後 Google與 Apple難以追上的差距。 
 

 Amazon Alexa 有哪些實用的技能（Skill）? 
 

 

 圖 6.9：亞馬遜 Alexa Skills Guide，來源 Amazon.co.uk 
 

• 使用 Uber叫車服務 

• 聽取新聞 

• 檢查與添加 Google行事曆 

• 添加物品到 Amazon購物清單 

• 控制智慧家庭裝置 

• 點外賣，比如訂披薩 

• 訂購鮮花 

• 買東西的建議 

• 聽音樂，聽有聲書，購買音樂服務 

• 聽取 TED演說 

• 可以當節拍器 

• 買食物得到推薦食譜 

• 旅遊建議與預定 

• 預定洗衣服務 

• 預先發動在車庫的車子 

• 出門前在星巴克預定咖啡 

• 身兼亞馬遜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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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 Alexa上面上萬個 Skill裡面的幾個常用並且有趣的生活服務串接，而服

務只會快速的增加並且涵蓋人類食衣住行育樂的各種需求，Alexa 平台正以指數倍增

的速度擴展，這也是亞馬遜在智慧家庭同業眼中普遍被看好的主要原因。 

6.2.2 谷歌 Google Home 

2016年的Google發布會於 10月 4日舉行，推出了 Google Pixel 和 Google Pixel XL 

兩款手機、虛擬現實（VR）頭戴式設備 Daydream View、電視棒 Chromecast Ultra、

無線路由器 Google WiFi等新款產品，還有智慧家庭的智慧音箱 - Google Home。 

 

 圖 6.10：Google 2016開發者大會新品發表，來源 Google.com 

在這裡可以藉由檢視 Google發佈會來觀察 Google在智慧家庭的佈局策略。 

從設備的功能來看，手機與 Google Home是使用者人機終端，onHub是內建智慧

家庭傳輸協議的智慧路由器，而 Google Assistant則是語音助理，VR頭盔與電視棒是

顯示終端，WiFi Mesh路由器則是實現這些裝置與服務的基礎建設。 

甚麼是WiFi Mesh，其特色就是把一台路由器變成了可擴充的系統，以多台 Google 

WiFi串接成覆蓋面更大的無線網路架構。Google WiFi的 Network Assist技術能偵測

裝置所在並自動配置最清晰的頻道及適合的頻寬，使用者家中走動時可在 WiFi 系統

之間無縫漫遊，減少死角與訊號延遲。Google所思考的是“家中的一切服務都是從無

線網路的覆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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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 Google onHub，這是一台同時支援 Wi-Fi、BLE低功耗藍芽、Zigbee、

Thread各種傳輸協議，也內建 Weave Protocol與萬物做溝通的智慧路由器。可以智慧

地優先提升不同智能設備的網絡速度，比如在看 OTT節目、打遊戲機、使用網路攝影

機時可以分配較多的頻寬給這類服務。 

且針對智慧家庭功能，OnHub路由器也接通了 IFTTT，除了智慧家庭裝置的聯動

之外，還有幾個有趣的使用者情境，比如建立一個 IFTTT Recipe配方，讓某些裝置在

開啟後獲得網路優先權，或者當手機或者某個裝置連線後，可以做通知或者後續動

作。重要的是，onHub也可以溶入 Google WiFi Mesh網路之中，成為 Google發展智

慧家庭 Gateway時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Google WiFi 是 Google 智慧家庭服務的基礎 

由此看來，這些一起發表但是看似不相關的產品其實就是要成就 Google智慧家庭

佈局，經由提供更大的 WiFi 覆蓋範圍以及友善管理介面與功能，先滿足了家庭用戶

在需要穩定與彈性頻寬的視頻服務需求，因為視頻綜合服務就是家庭的最強需求，解

決由於WiFi覆蓋不足常常導致 Smart Home Gateway或者智能裝置安裝與維運上面的

侷限，然後用 Chromecast解決 Multiplay的需求，最後經由內建 Google Assistant的

Google Home與 Android手機做為與使用者溝通的介面，以及其人工智慧的出入口。 

然而，Google對於智慧家庭的野心遠不只如此，如同 Amazon Alexa所建立的“智

慧家庭”生態系一樣，除了智慧家庭之外還會把一些線下服務，包括食衣住行生老病

死等各種線上線下服務都整合進來，Google也會快速地在世界各地本土化他的語音助

理與在地服務，尤其在 Amazon並不擅長的區域，比如北美的英語以及歐洲的德語系

之外，快速擴展其智慧家庭服務。 

 Google 後來居上的策略? 尋求與策略夥伴聯手出擊! 

Google選擇與 NVIDIA以及 Samsung SmartThings合作。讓我們來探討這個智慧

家庭解決方案解決了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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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1：NVIDIA SHIELD TV SET，來源 NVIDIA.com 

這包括了兩個產品，第一個是支援 4K HDR的影音串流電視盒子 SHIELD TV，

也支援 Netflix、YouTube、Google Play Movies 及 VUDU。包括 YouTube TV App在

未來幾個月內也會在 SHIELD TV 上播放，支援 360 度的沉浸式觀賞體驗。而且，

NVIDIA 讓這電視盒子可以跟人對話，沒有選擇優先與 Amazon Alexa 合作，反而

NVIDIA選擇跟 Google合作，SHIELD TV也是第一台支持 Google Assistant的 Android 

TV。 

SHIELD TV還是個智慧家庭中樞（Smart Home Gateway），規格上支援 WiFi與

BLE低功號藍芽，其整合了 SmartThings Hub技術，可連結其生態系超過 300種智慧

家庭裝置。之後陸續還會支援 Google Nest與 Philips Hue等熱門智慧家庭商品。 

 

 圖 6.12：NVIDIA SPOT，來源 NVIDIA.com 

在延伸語音助理服務的部分，搭配 NVIDIA SPOT語音助理麥克風配件，將智慧

控制功能延伸到住宅的各個角落，讓用戶在家中各處都可以經過語音助理操控智慧家

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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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方合作其背後的生態系架構為何? 

NVIDIA 這次推出的智慧家庭服務採用了一個帶有語音助理的電視盒子加上智慧

中樞，搭配數個語音助理麥克風，形成了數位家庭服務的基礎，這背後牽涉到了兩個

生態系，一個是 Google Assistant背後圍繞著家庭與個人的數位服務，比如 Google本

身的 APP服務，包括常用的 Gmail、Google地圖等，還有比如 Uber叫車等第三方服

務，類似 Amazon Alexa所串聯的那些服務提供商，最後就是 Samsung SmartThings Hub

與其生態系夥伴共三百多個智慧家庭產品。 

NVIDIA與 Google想一同打造的智慧家庭服務，其中包括了由語音助理做為控制

核心的家庭自動化、影音媒體、遊戲等方案，但這部分缺乏了智慧家電、生活轉接等

第三方服務，現下看起來還是比較難跟 Amazon Alexa豐富的生態系相抗衡。 

目前智慧家庭戰場的領先者似乎是忽然崛起的 Amazon，智慧音箱 Echo與 Cloud 

Gateway 的創新模式串起了硬體、軟體、以及互聯網的各種服務，把智慧家庭的邊界

又往外推了一個境界，而 Apple HomeKit還是糾結在其安全性與封閉性格，遲遲無法

大步往前邁進，Facebook 的 AI 機器人雖然在互聯網的世界掌控了人類，但是否能有

效地發展成智慧家庭平台變數還很大，此時 Google在 Nest這戰役的挫敗反而會加速

Google在智慧家庭的布局，挾著 Google在人工智慧的優勢，後續發展值得期待。 

6.2.3 蘋果 Apple HomeKit  

HomeKit是蘋果公司在 2014年 6月發佈的智慧家庭平台。2015年 5月 15日蘋果

宣布，首批支持其 HomeKit平台的智慧家庭設備在 6月上市。2016年 6月 13日，蘋

果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在舊金山召開，宣布建築商開始支持 HomeKit。 

蘋果從 2014 年 6 月的 WWDC 大會發佈 HomeKit 到 2016年已經有兩年的時間，

HomeKit 也終於有了“家”（Home App），蘋果的智慧家庭系統從第一天開始就走

自己的路，不論是策略發展方向與技術架構。 

在發展的歷程上，剛開始 HomeKit沒有“家”之前，是由各服務提供商自己要做

App，服務之間是不互通的，發展了兩年，蘋果終於推出 Home App，打通了各家服

務，解決了應用場景碎片化的問題。 

然後在 Hub（智慧家庭中樞）的部分也是從 Apple TV跑第一棒，但後來因為此

舉不但沒有帶動 Apple TV的銷量，反而延誤了 HomeKit的發展，現在已經開放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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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為 Hub，以及與 Z-Wave聯盟展開合作，Z-Wave裝置可藉由 Z-Wave Hub接入

HomeKit系統，擴大其影響力。 

 Apple HomeKit 的發展策略探討 

下圖是 Apple HomeKit線上配件名單的頁面，裡面有完整的清單可以參考，其中

最多的就是燈光控制、智慧插座與各類傳感器。 

 

 圖 6.13：Apple HomeKit配件清單，來源 Apple.com 

這其中並沒有如 Amazon Alexa或 Google Home服務框架之中的生活轉接與智慧

家電。這源自於蘋果對於生活場景的看法不同，蘋果專注的是自動化，重視的是用戶

體驗與有效場景，因此白色家電目前缺乏場景的事實與使用週期長、汰換需求低，也

導致了蘋果對於立刻導入智慧家電的猶豫。 

再來就是蘋果對於安全與隱私的堅持，重視的是端到端的安全性，因此在早期甚

至只有 Apple TV 可以協助做遠端操控，資訊流能盡量不要經過或存留在雲端是最安

全的，再加上其加密演算法的嚴謹與放行合作夥伴計畫書的高標準，也嚴重影響其生

態系擴張的速度。 

而對於語音助理的積極度，蘋果也不如亞馬遜與谷歌，對於 Apple HomeKit系統

來說，Siri 是“之一”而不是重要的人機介面。而對於智慧音箱的布局，則是從蘋果

擅長的音場優化與用戶體驗切入，Apple HomePod 預計於 2017Q4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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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HomeKit配置簡單、介面精美、用戶體驗好，但是缺點就是目前支援

的設備與服務真的太少了，以平台生態系的競爭來說，遠遠的落後亞馬遜，而其原因

就在於蘋果自身的策略之中。 

6.2.4 三星 Samsung SmartThings  

2014年八月 Samsung正式地宣稱其收購 Smart Home平台廠商 SmartThings，代

價是兩億美金。 

SmartThings一直以來服膺的理念是 One APP + One Hub + All Things，強調的是

簡潔的用戶體驗，系統掌握著 Hub家庭智慧中樞與 App的發展，盡可能的擴大裝置合

作廠商，讓用戶不用費心在安裝各種 App，或者煩惱不同智慧家庭裝置之間的互聯互

通性。 

SmartThings對外也積極的提高整合度，包括與亞馬遜 Alexa語音助理的整合，以

及通過 IFTTT（if this then that）雲端服務，大幅提升了 SmartThings 平台的使用方 

便性。 

SmartThings在三星收購之前，就是與 Revolv（被 Google Nest收購）並列的智慧

家庭 DIY系統領先者，其 Hub智慧中樞也是業界設計該類產品模仿的對象，外觀設計

相當的簡潔，採用白色的低調設計可以融入家庭使用場景，可安裝 AA電池作為停電

時的備用機制，可支持 WiFi、ZigBee、Z-Wave、BLE低功耗藍芽等幾個主要的智慧

家庭通訊協議。 

在收費模式上，與電信商或者保全公司不同，SmartThings 是一次購足，並提供

雲端服務，但是不用簽約也不用再付月租費，比較類似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買賣方式，

並且 SmartThings 也會包裝很多加值包，依照不同的應用推薦用戶採購，對於入門級

用戶不論在價格、方便性、一次購足的服務都是相當明確簡單的，這也是 SmartThings

主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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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電信商  

電信商在未來整個物聯網的發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家庭物聯網也就是

智慧家庭的部份。 

由於電信商掌握了聯網管道（家用寬頻、行動網路、NB-IoT）、龐大用戶規模與

支撐龐大 B2C 商業模式的業務服務系統，再加上其第四樣優勢 - 補貼模式的購物平

台，這部分解決了智慧家庭商品與服務對用戶的價格還太高的問題。 

以下是電信商在物聯網平台發展上的幾大優勢，如果結合產業界在技術與解決方

案的優勢，可有效共同開發智慧家庭市場，提供用戶完整的解決方案與使用體驗： 

• 掌握通信與傳輸管道，天生具有管道能力。 

• 電信商規模較大，在整合第三方服務上較容易與保險、保全、健康醫療、能

源（水電瓦斯）等公司強強聯手。 

• 物聯網比起互聯網更需要實體服務，比如客服中心、門店通路與售後服務，

這是電信商的強項。 

• 電信門市相較於線上購物、3C 賣場、大賣場等通路，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

與現場環境適合演示/販售物聯網加值服務的優勢存在。 

• 電信商的付費用戶規模龐大，可操作延伸業務，並且可做大數據精準行銷。 

• 人們習慣付月租費給電信商，且信任電信商的帳務系統。 

• 擅於操作產品/服務補貼業務，有助於推廣智慧家庭產品與加值服務。 

• 電信商有廣泛的支撐服務系統與服務人員，可以支撐物聯網業務推廣。  

• 電信商對於用戶資料的擁有與保密有嚴格要求。 
 

雖然電信商在物聯網科技技術上的弱點以及對於系統層級的產品不熟悉，但是並

不影響電信商在物聯網平台上的相對優勢。 

 電信商轉型專注在數位匯流，而數位匯流也是智慧家庭服務的基礎 

在 2016年七月份，Yahoo 董事會最終決定以 48 億美元的價格將 Yahoo 核心網路

業務和資產轉讓給 Verizon。美國兩大電信商之一的 Verizon購買 Yahoo! 核心業務，

除了代表早期網路世代模式的一個終結，重點還是 Verizon 對於其在類比轉數位的一

個過程與策略。為什麼 Verizon要買 Yah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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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 2015年 Verizon已經先買了 AOL美國線上，而這次接著買 Yahoo! 的重點

還是在一個關鍵，就是“數位內容與廣告業務”的強化，而強化數位廣告業務的核心

動能有四： 

1. 數位廣告科技  - 不論是 AOL 還是 Yahoo! 都有很強的線上廣告系統

（AD-Serving）與客戶定位服務（Targeting Services）。 

2.  龐大的客戶基礎。 

3.  客戶大數據分析能力。 

4.  數位內容含量。 
 

因此這次 Verizon 的收購，牽涉到其後續對於數位內容與數位廣告的發展策略布

建。不論國內外皆然，電信商已經從原本的電信服務一路擴展到數據服務、寬頻服務、

物聯網平台、OTT數位內容服務等綜合服務與科技公司，因此必須藉著大量的購併接

收市場與人才，而電信商的服務包括（門店、客服中心、複雜的月租費出收帳系統、

安裝維修工班服務），正是廠商最好販售其產品與服務的通路與平台，因此之後不可

避免的還是可以看到很多電信商所發動的購併案，目的則在快速地獲取市場份額、人

才、技術。 

 電信商的危機 
 

1. 電信商的規模大，組織笨重，在導入新事業的時候比較難雷厲風行。 

2. 電信商本業是電信網路，文化是謹慎保守，相較於互聯網公司，對於物聯網

新型態的服務模式並不熟悉。 

3. 電信商相較於互聯網公司，在線上的服務比較弱。電信商雖然善於交叉補

貼，但是對於包裝結合線上/線下的服務並不在行，比如目前物聯網服務多

是把物聯網服務與連線（Connectivity）服務拆開販售，但在未來 4G/5G時

代這類混和套餐會越玩越複雜，而能夠包裝這些新穎服務的人才與工作環

境，並不是目前電信商比較僵化的組織文化可以大量製造的。 
 

但總的來說，電信商背倚多種優勢可以做好物聯網服務平台（用戶、數據、門市、

客服、B2B夥伴、繁複的帳務系統、適合物聯網的月租收費等），只要有正確的物聯

網平台發展策略，還是可以跟來自國際大廠的智慧家庭系統共存共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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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保全與保險  

保全與保險是智慧家庭服務生態系統裡面很重要的兩個關鍵服務提供商。保全公

司在家庭安全上的保全服務與居家照護的無休派遣，都是智慧家庭最後一哩路的重要

服務通路。 

 中興保全的中保無限+ 

中興保全於 2015 年一月推出中保無限家智慧家庭平台，後續陸續推出了中保無

限家生活館實體門市以及中保無線生活家電商平台。 

 

 圖 6.17：中興保全 中保無限家，來源中保無限家官網 Myvita.com.tw 

有別於過去中興保全走有線系統，中保無限家的家庭安全類系統走無線協定，有

效降低安裝成本，在服務上也走出防盜防災的界線，往智慧家電、健康照護移動，是

一個包括食醫住行娛樂的生活服務平台。 

保全業在進入智慧家庭市場有兩個主要優勢，第一，服務要進入家中，讓用戶放

心安心是很重要的，保全公司在行業與品牌形象，以及對於家庭安全的相關知識都是

其他服務提供商難以望其項背之處。再來就是保全服務熟悉保全人員派遣管理，在切

入家庭照護服務與隨需派遣業務上，會優於想提供類似服務整合的物聯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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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公司也開始跟物聯網打交道 

保險公司不論在車聯網 UBI（Usage-Based Insurance）保單或者健康類型的外溢

保單，甚至結合家庭安全的產險保單與紀錄生活安全相關的傷害險保單，都是智慧家

庭產業的新經濟模式。不論是保費折抵還是現金回饋，如果民眾的生活更健康、理賠

就會減少，保單上就會產生利益，可在保費項目設計出獎勵的措施。 

比如 Google Nest旗下產品 Nest Protect（偵煙+一氧化透偵測），即與保險公司

合作，只要安裝 Nest Protect（Smoke + CO Alarm），在安裝一個月後運行沒問題，

即可立刻降低 5%保費。 

6.2.7 消費性電子通路  

消費性電子通路一直是 3C 類、家電類等商品的主要販售通路，因此智慧家庭相

關產品與消費性電子通路結合販售是理所當然。以台灣市場來說，燦坤與全國電子都

有推出相關的產品與服務。 

燦坤藉以切入智慧家庭市場的憑藉是遍布台灣的三百多家門店，還有其店裡的電

器醫生，以智慧家庭服務來說，必須搭配著到府安裝以及些許的整合技術服務，一般

ICT廠商無法廣泛布建維修中心，燦坤正好可以補上這塊服務空缺。 

 

 圖 6.18：全國電子 EQL聯手推出智能小管家，來源全國電子官網 Elifema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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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電子則與 EQL宜優科技合作（見上頁圖）推出了一個智能小管家，支持全國

電子內販售的家電，包括空調、電視與其它可紅外控智家電，可以遠端控制家電，帶

給民眾遙控家電的便利性。 

在商業模式部分，ICT 廠商結合消費性電子通路的商業模式在智慧家庭的市場上

路了，對比電信業所推出的月租費型的營利模式，通路以賣斷商品贈送雲端服務的方

式推動，類似三星 SmartThings 的方式販售，但是在消費性電子通路上推動有一個缺

點存在，用戶根據需求各自購買通路上不同品牌的產品，但是跨品牌之間是沒有預先

整合的，這在購買的時候必須提醒民眾注意，通路並無法解決產品之間無法互聯互通

的問題，這是目前消費性電子通路販售智慧家庭產品的瓶頸所在。 

6.2.8 家電廠 

早期的智慧家庭多充斥這類家庭安全防盜報警的相關產品，雖說安全是智慧家庭

最早期的重要需求，但是這些生冷的裝置並不是人們所熟悉，跟人類在“家庭”裡面

一起生活的工具。 

CES 2017讓 Amazon Alexa大出風頭，蓋過所有其他熱門議題，比如 AR/VR、穿

戴式裝置等，而 Alexa事實上也重新定義了智慧家庭服務的邊界，把智慧家庭帶入智

慧生活與人們高度互動的場景。 

在這之前，由 ZigBee/Z-Wave兩大聯盟、Google Nest、Apple HomeKit、各大電

信商所帶領的智慧家庭，專注在攝影機與一些跟人們並不太熟悉的防盜報警裝置，比

如門窗感應器 Door/Window Sensor、移動感應器 Motion Sensor、智慧插座 Smart Plug、

煙霧/火警偵測器 Smoke/Fire Detector，還有開關類、燈泡與燈光控制等家庭自動化系

統。 

但是 Alexa從藍芽智慧音箱切入，帶入語音助理服務，以及其背後的食衣住行育

樂服務，除了大幅擴展了智慧家庭的邊界，也才把人們的眼光從質疑智慧家庭的發

展，一路打回主場，讓智慧家庭（生活）成為 CES 2017最受人矚目的議題。 

家庭物聯網一路從綠色家電（節能）、米色家電（3C）、黑色家電（娛樂）漸漸

地走回跟人們感情最深厚的白色家電（生活幫手），如果我們對於智慧家庭的定義是

“讓人們更舒服地活著”，那智慧家庭其實才剛開始，讓我們看看這些黑白家電廠在

CES 2017展出了甚麼? 



   

 

6-28  

6.2.9 小米模式 

小米發展智慧家庭的路徑大不同，一般來說主要從公司的核心能力切入，比如家

電廠從家電、IT產業從智慧裝置切入、有系統能力的從 Hub切入、有服務能力的從服

務提供商的角度切入。 

但是小米是從生態系的觀點切入，到 2016年年底時，小米共投資了 77家智能硬

體生態鏈公司，30家已發佈產品，16家年收入過億，3家年收入過 10億，4家成為估

值超過 10億美元的獨角獸。在可穿戴設備（如智能手環）、家用機器人、智能家居、

出行機器人、手機配件、VR、車載硬體等各個領域，小米的智能硬體生態鏈幾乎都有

覆蓋。 

小米的生態鏈並不是一個閉環的聯盟，而是更像一個開放的俱樂部。進來的公司

獲得了同伴的支持，但當它發展到足夠規模，同樣可以去探索更廣的市場空間，而不

用介意小米的定位。 

單就家庭攝影機來說，在小米商城和米家商城平台同時在售的智能攝像機類產品

達到了四款，包括紫米科技生產的米家智能攝像機、由小蟻科技生產的小蟻智能攝像

機、創米科技生產的米家小白智能攝像機，以及 iHealth 旗下愛和健康生產的小方智

能攝像機。小米生態系內的子公司互相之間是個開放的競合關係，這是小米發展智慧

家庭的特殊思維。 

小米從四個方面著手推進家庭物聯網的策略： 

• 提供功能完整的嵌入式晶片。 

• 提供方便管理的物聯網雲服務。 

• 利用 MIUI，優化各類應用場景的用戶體驗。 

• 將路由器升級為家庭智慧中樞 Home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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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1：小米智能服務生態系，來源網路資料（https://kknews.cc/tech/y82a9gb.html） 

 小米在智慧家庭的戰略關鍵 

在中國市場，小米最大的對手就是海爾，小米的生態系顯得有些破碎，雖然螞蟻

雄兵推出了很多性價比高的產品，但並沒有很在意的處理市場與應用破碎化的問題，

在產品發展上看不出一個有形的戰略，且小米家族的產品互相之間並沒有很大的關連

性，各自發展各自 App與使用情境，這與海爾系統化地把服務與使用情境聚合在海爾

U-home 底下相比起來，一致性略顯不足，這必須後續觀察小米對於生態系的掌控度

是否能提升，並且加強其在使用者介面與場景的專長，從應用層面切入智慧家庭的弱

點，搭配小米擅長的行銷戰術，推動其智慧家庭生態系的發展。 

6.2.10 社交平台 – 臉書、微信、Line 

社交平台原本就是目前民眾平日大量使用的人機交互介面，當然在智慧家庭的控

制上是不可或缺的，再加上社交平台掌握民眾生活最多的訊息，由於社交 App內已經

累積了大量本土語言為主的內容和交互，讓社交 App相較於競爭對手有一定的優勢，

因為 AI 的訓練需要大量的數據。這也是社交平台未來勢必會進入智慧家庭產業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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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尚未進入智慧家庭領域，但祖克柏的 Jarvis 已經嗅到一點味道 

臉書創始人馬克•祖克柏的智慧家庭管家 Jarvis在 2016年年底真的是大出風頭，

祖克柏每年會給自己一個挑戰，而 2016 年的挑戰就是做出一個像《鋼鐵人》中，那

位「Jarvis」管家一樣，能控制家裡電器的人工智慧系統。 

Jarvis 智慧管家能做的事情，其實已經超越市面上很多智慧家庭系統：它支持文

字和語音指令，能控制空調溫度高低、調整燈光明暗，也能從網路上搜尋歌曲自動播

放，還能預先烤麵包做早餐，透過臉部辨識了解訪客是誰或者做個人化的服務。使用

者交互介面的部分用了哪些解決方案? 

祖克柏用 iPhone 在家裡的每個房間都放了一台手機，上面都安裝了自己開發的 

Jarvis 語音控製程序。這樣就可以在每個房間都用語音喚醒語音助理發出命令，在

Android 的部分祖克柏之後會再補上。自然語言處理（NLP）也是文中的重點，目前

比較多的語音溝通方法還是透過特定指令與問法，但是能夠理解人類講話前後文語意

的自然語言處理絕對是日後智慧生活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技術與應用。 

另外他也提到文字是人類與機器溝通的另一個管道，隱私而且不會受到外界干

擾，帶出來的是 Messenger Chatbot，也歡迎開發者與智慧家庭廠商運用 Messenger來

做為人機介面工具。 

            

 圖 6.22：臉書創辦人祖克柏用 Messenger來控制 Jarvis，來源網路資料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ow-mark-zuckerberg-personal-smart-home-assistant- 
jarvis-works-2016-12/#scan-the-faces-of-his-visitors-and-let-them-in-through-the-front-doo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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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Messenger與生俱來的跨平台能力，也是很多要投資 App開發的廠商很難

到達的。或許之後 App只是用來做系統設定，人機交互的部分可能都透過語音助理與

Messenger。 

智慧影像分析（IVA）的腳色? 跟語音助理同等重要的就是智慧影像分析，這邊

應用到的是臉部辨識，如果說語音助理替代的是人類的眼睛與耳朵，那臉部辨識就是

人類的眼睛，識別訪客、識別家人以提供個人化服務等，都是智慧家庭很重要的支撐

技術。 

當然智慧影像分析+深度學習在日後智慧生活上會有更多的應用，從家庭安全、

醫療應用、老人長照看護的預警系統，都會在日後成為可以面相商業應用（to B）與

消費者用戶（to C）可收費的雲端應用。 

以上不論語音或者影像這些機器學習系統，目前都還只能針對特定應用做服務，

也就是場景都是被良好規範的，如果之後具備解決大眾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時，整個

人類的生活方式都會產生巨大改變。 

家庭物聯網目前的困難在於不互聯互通，解決方法可能是?  

“佐克柏文章中提到，實作時由於不同設備系統都使用不同語言與協定，要先寫

程式處理，才能著手建構人工智慧。此外，目前多數電器也還沒有連網。要使 Jarvis

這樣的智慧管家能多方應用，需要更多設備連接，業界也需要開發通用的 API與標準，

使設備間能相互通訊。” 

智慧家庭的問題在於市場碎片化與缺乏商業出海口，看來佐克柏心目中的臉書智

慧家庭平台，應該也是一個可以快速導入與擴張以 API為基礎的生態系統。 

祖克柏最想做到的就是提升 Jarvis的學習能力，達到能夠“自學”的水平，也就

是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部分。這確實就是智慧家庭何時能走進千家萬戶的核心支撐技

術，遠端或者集合操控已經過時了，沒點智慧的智慧家庭反而會成為消費者口中的笑

柄，臉書擁有最多的用戶聊天、嗜好、交友狀況、生活模式等資料，這是深度學習的

根本，這都是臉書投入智慧家庭服務最巨大的優勢。 

 微信平台對於智慧家庭產業的影響 

在中國市場，微信社交平台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力早已經遍及食衣住行育樂的範

疇，而接下來則會對於智慧家庭產業帶來更巨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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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在 2017 年推出了與藍牙相關的應用協議，其中包括了“微信硬體平台”，

微信過去做的是連接人與人，連接企業/服務與人，而微信硬體平台則是連接物與人，

物與物的物聯網解決方案。 

這對於其他智慧家庭平台不是好消息，但是對於市場碎片化很無奈的用戶就是好

消息了，未來各種智慧家庭的“物”終於可以用一個小小的工具來互相控制串聯了，

也就是微信小程序。而微信小程序是甚麼? 

小程序是一種不需要下載安裝即可使用的應用，用戶掃一掃或者搜一下即可打開

應用，就跟關注了一個公眾號一樣。用戶不用擔心是否安裝太多 App記憶體不夠的問

題。App將隨時可用，但又無需安裝卸載。 

微信小程序與藍牙相結合，微信新增多個藍牙相關的 API，使得廣大的開發者可

以藉助小程序的平台進行智慧硬體的開發；使得低功耗藍牙（Bluetooth Low Energy）

的應用快速進入個人與家庭使用。 

微信小程式通過藍牙就可以直接控制智慧家庭，那麼只要智慧家庭公司的裝置接

入微信小程式，產品便可以通過微信的語音等功能來實現實際的操控了。當然伴隨著

微信小程式的功能不斷的增加，智慧家庭公司將會提供擁有更多功能與第三方服務的

大量接入，控制技術也會更加多種多樣，相信到那時整個操作會變得更加的便捷。 

比如某個廠商原本讓用戶使用的智慧家庭 App，現在也可以在微信內部開發對等

的小程序，讓用戶在熟悉的微信內就可以控制智慧家庭、查詢生活訊息、動用支付功

能等既有微信平台的服務。微信的服務本來就是智慧生活的範疇，日後對於智慧家庭

產業的影響勢必也會越來越深。 

 Line 在智慧家庭的布局 

許多科技大廠紛紛將智慧音箱這類語音人機介面視為可部分取代智慧型手機的

新一代平台，在亞馬遜 Echo大獲市場歡迎後，Google也緊接推出 Google Home，但

亞洲語音助理市場還是空缺的，華語市場雖然有但是多還是指令為基礎

（Command-based），接近自然語言的語音助理還沒有產生。看準亞洲語音助理市場

的空缺，Line推出了可用日、韓文對話的智慧語音助理“Clova”（如下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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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習習    

德國電信 QIVICON 智慧家庭開放平台 

QIVICON是德國電信（DT）於 2013年秋季上市的智慧家庭平台。 

德國電信的智慧家庭開放平台 QIVICON，是電信商在智慧家庭業務模式的一種

創新做法，絕大多數的電信業的商業模式還是以貼牌服務為主，合作夥伴提供產品與

解決方案給電信商，然後貼上電信商的品牌在其門市銷售。 

“Various brands, manufacturers and devices via a single platform”，一個平台，

眾多品牌，是 QIVICON 的理念，合作夥伴用品牌服務上架電信商平台，也負責部分

售後責任，與電信商平台各司其職，與貼牌模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 

2016Q1 德國電信輸出 QIVICON 平台給荷蘭的一個主要電信商 KPN，以及奧地

利能源公司 EWW集團，擴展服務到荷蘭與奧地利民眾。 

平台提供 SDK 給品牌廠商開發應用服務，目前有超過四十家的合作廠商把產品

（包括裝置與 App）與服務放上平台，其中近 2年加入的則僅有 10家。 

  

 圖 6.25：德國電信 QIVICON智慧家庭平台合作夥伴，來源 Qiv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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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以在 QIVICON平台上購買，也可以在 Amazon.de上直接買到包括 Home 

Base與其他合作品牌的裝置。 

QIVICON 平台上的服務包括家庭安全、健康照護、能源管理、影音娛樂、環境

監測等領域，2015下半年開始，德國電信把 QIVICON服務內建在寬頻路由器上，這

也是國際上電信商近年來常用的整合戰略，把家用寬頻、OTT、智慧家庭等服務整合

在一台多功能 Hub上面，先推進用戶家中，然後之後再把加值服務推銷給用戶做加值

選擇。 

 

 圖 6.26：德國電信 QIVICON智慧家庭平台商業模式，林祐祺製圖 

透過與品牌廠商合作，開發各種使用情境交互服務，DT（QIVICON）提供到府

安裝、Call Center、小額支付，品牌廠商負責售後服務，然後 DT從中獲得 3~4成拆

帳收入。 

QIVICON除了提供德國電信的 Super App，也開放合作夥伴的 App給用戶使用。

目前有八家廠商提供 App服務，還有一家就是 QIVICON本身提供的 Super App，任

何 App都可以經由平台整合互操作不同品牌的裝置。 

 

 圖 6.27：德國電信 QIVICON Home Base Apps，來源 Qivicon.com 

平台提供的額外收費服務也包括能源管理優化、終端設備預測保養、保險節費、

用戶數據商用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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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8：德國電信 QIVICON合作裝置清單（部分），來源 Qivicon.com 

目前 QIVICON整合的產品清單，除了智慧插座、各式感測器、LED燈光、攝影

機、空調與暖氣系統這些常見的裝置之外，也與 Amazon Echo系列以及 SONOS音響

整合，還有百年品牌的 Miele一系列智慧家電產品，包括： 烤箱、瓦斯爐、抽油煙機、

洗碗機、電冰箱、洗衣烘衣機、紅酒櫃、咖啡機等等，十分的生活化。 

另外 QIVICON 也提供了線上諮詢師服務，由於智慧家庭平台的品項與服務越來

越多，在用戶詢問初期就可以針對用戶的需要，給出專業的建議購買方案，提供給用

戶更完整的服務。 

QIVICON在 2016年下半年開始以白牌 White Label銷售，以白牌或者貼牌方式

把整個平台輸出給國內外想導入智慧家庭服務的策略夥伴，比如其他電信商（一類二

類）、有線電視甚至其他 3C 或者家庭服務通路，讓策略夥伴可以包裝成各式各樣的

方案售出，但平台運作管理還是經由 QIVICON 平台來負責，這是平台對平台整體輸

出的極佳案例。 

QIVICON 抓準目前標準不統一的缺點，並且利用電信商在通信管道、用戶規模

與可以支撐智慧家庭業務服務的系統與人員，開放給合作夥伴共同使用，讓廠商專注

在品牌、產品功能、解決方案，各自面向用戶提供優質服務，試圖打造一個完美的智

慧家庭生態系，這是德國電信 QIVICON 選擇的道路，比起傳統電信業找廠商方案來

貼牌的營運模式複雜度高很多，後續發展很值得繼續觀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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