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慧(AI)與物聯網(IoT)的現況與未來

工研院資通所智能製造服務系統組

李坤敏博士

2019/6/28



Copyright 2019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1

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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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物聯網(IoT, Internet of Things)
 定義

• 物聯網是透過網路來連接人、流程、資料和裝置的概念。

• 藉由網路的連結，上述元件可以被設定並根據給定狀況加以回應和動作。

 緣起

․1995年，比爾蓋茲在《未來之路》一書提出，成為物聯網概念開始。

․1998年，麻省理工學院Auto-ID中心主任愛斯頓（Kevin Ashton）提出物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一詞。

․2005年，國際電信聯盟(ITU)正式提出物聯網的概念。

物聯網概念 智慧家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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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由概念到成熟的因子

資料來源：MIC ，2014年4月

感知層

網路層

應用層

• Business Model尚
未明朗

• 每種垂直應用有
自己的Solution

• IPv6尚未導入
• M2M標準過多，

連網各標準各據
山頭

• IC大小限制裝置
大小

• Power 

Consumption是關
鍵問題

IoT架構 2008年面臨問題

• Smart Device興起，通訊
可以無所不在

• WPAN技術逐漸成熟，裝
置與服務大廠投入聯盟

• IC製程進步，IC越來越小，
促成裝置可隨身配置

• 低耗能SoC解決Power 

Consumption問題
• MEMS Sensor逐漸普及

• 雲端運算使海量資料可以
回傳進行運算

• Big Data分析非結構化資
料，並可進行行為預測

• 開放式裝置聯盟興起（如
OAA）

技術進步

大
廠
投
入
發
展

2014年起的方案 提供解決方案的
主要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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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的沿革
•2010年以前物聯網應用主要由各國政府單位發起，大多應用在環境感測相關應用。

•2014年擴展至智慧製造、穿戴裝置與智慧家庭應用，逐漸組合為智慧城市。

•2016年IDC調查了全球25個國家、超過4,500家企業之中已有3成導入IoT。

•2017年全球IoT市場規模將超過9,300億美元(市調機構IDC預測) 。

•2020年預計市場將達到應用爆發期，導入IoT應用的全球企業也將越來越多。

2010 2015 2020

感知橋樑

感知水文

感知農業 穿戴裝置

智慧汽車

智慧家庭

智慧城市

資料來源：MIC ，2014年4月

單一領域 多重領域
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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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架構與裝置規模級別

應用領域
功能

消費性產品
個人/家庭

企業用
農漁/製造/服務

公共建設
交通/電網/環安…

應用層

• 通訊/資訊服務
• 影音娛樂/社群服務
• 金融消費/商務服務
• 保全監控/空調燈控…

• 生產履歷/品質管控
• 產能管理/良率提升
• 設備維運/監控/防災
• 知識/競爭力提升…

• 車載資訊/交通監控與管理
• 智慧電網/能源管理
• 防災/國土安全
• 資源管理…

網路層

• Bluetooth/Zigbee/NFC

• Wi-Fi/ADSL/PLC/ 

Ethernet

• GSM/3G/4G

• RS485/Modbus/Fieldbus/I

ndustrial Ethernet…

• RFID/Zigbee/Wi-Fi/ 

WirelessHart/6LowPan/IS

A 100/3G/4G

• Bluetooth/NFC/RFID

• Ethernet/PLC

• Wi-Fi/3G/4G

感測層

• Image Sensor

• Humidity (RH) sensor

• Infra-red Sensor

• Thermostat…

• Pressure Sensor

• Temperature Sensor

• Image Sensor

• Humidity (RH) sensor

• Vibration Sensor…

• Image Sensor

• Laser Sensor

• Trace Detector

• Power Meter

• Flow Meter…

零
組
件

網
路
聯
結

系
統
整
合

使
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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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應用可分為消費性、企業用與公共建設類，裝置規模由小至大。

• 此分類亦由付費者角度來區分，較容易界定需求與效益等議題。

• 物聯網技術架構分感知、網路與應用三層，負責資料收集、傳輸、整合、分析。

資料來源：MIC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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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於服務業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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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與Google為近十年ICT界新創事業成功的典範案例。
• 兩者皆運用3C裝置聯網提供雲端資訊服務，並運用資料分析吸引廣告商與使用者。
• 兩者皆以分析(AI)與使用者資料持續改善服務用以聚集更多的使用者與資料。

參考資料:Roland Berger company

由資料分析巨擘學到的主要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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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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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為研究電腦如何模擬智慧形成過程的科技。
• 智慧則如學習、認知符號、邏輯、推理、歸納等能力的總稱。
• 智慧的認定有許多面向：反應、記憶、推導、想像…等，量表鑑定(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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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智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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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應用的執行環境包含有硬體、軟體。
• 硬體由處理器、記憶體與儲存裝置、輸出入單元(網路、感測器…)等組成。
• 軟體則由執行程式(演算法)、資料等組成。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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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智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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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智慧的成長：天賦→學習→經驗法則→智慧→創新。
• 科學家常問“為何是如此”，藝術家常問“為何一定要如此”，進而主動開創。
• 早熟(反應學習快)與有智慧(深度創造)不同，成功是(99%的努力+1%)的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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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與人類形成智慧的對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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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硬體(CPU)→大腦反應、記憶體(DRAM)→短期記憶、儲存(Storage)→長期記憶。
• 感測器(IO)與網路(Network)→五官從環境接收訊號與資料。
• 軟體→執行的方式靠程式，後天的學習靠資料。

計算資源需求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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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發展-歷史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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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1.0: 將數值計算機器轉形應用於一般辨識與解讀應用(跳棋) 。
 AI 2.0: 加入專家系統與統計模型，運用預定規則強化應用效果(西洋象棋) 。
 AI 3.0: 開發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DNN)從數據取得特徵，已取得多領域之成功(圍棋)。

準確率高達93.4%，
脣語解讀者只有20%-60%

機器影像辨識錯誤率僅為3.0%，
而人眼錯誤率約在5.1%左右

AI 1.0  - 1950s

(理論形成)

•神經元與建模

•演算法基礎

AI 2.0 – 1990s 

(預設推導)

•專家系統

•統計模型

AI 3.0 – 2010s  

(數據基礎)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AI應用於對奕的演進



Copyright 2019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AI適用領域

交通 醫療保健 教育

家庭/服務機器人 公共安全 就業市場 娛樂

 智慧車：提高安全性與舒適性(預防碰

撞；檢測目標與辨識聲音)

 無人駕駛車：共享服務、因應不同路

況、減少停車問題、提高高齡與殘疾

者移動自由度

 交通規則：無人機傳遞包裹之交通規

則

 醫療分析：醫療圖像內容識別與判斷

 醫療機器人：共醫院送病例、送餐機

器人；攙扶病人

 健康：透過行動運算作醫療監控

 銀髮護理：聽力與視力輔助、復健輔

助

 教學機器人：針對K12學生邏輯演練

與推論訓練

 智慧輔助教學系統：語言教學、各種

專業課程

 學習分析：透過深度學習與自然語言

處理分析學生們互動、行為與結果

 智慧吸塵器：具電腦視覺、

建構屋內3D模型，提高清

掃效率

 家庭互動機器人：與家庭成

員互動

 打擊犯罪：高效率辨識嫌疑

犯與預防犯罪

 打擊網路與金融犯罪：網路

詐騙、網路犯罪

 勞動型替代與新機會產生：

取代例行規則化工作，包括

金融、流通等服務業。而複

雜化與網路創新，產生新工

作機會

 娛樂新樣態：如電腦視覺與

NLP改變舞台視覺場景。娛

樂型態更具互動性、個性化、

參與化

1. 推理：通過邏輯推理解決問題的能力：法律、金融、遊戲、軍事系統。
2. 知識：巨量資料之理解與應用的能力：醫療照護、製藥、推薦、商務預測、理財、防欺詐
3. 規劃：調校和最佳化的能力：物流、調度、導航、系統優化(能源、農業)、需求預測。
4. 溝通：理解文字與語言的能力：語音控制、虛擬助手、客服、翻譯。
5. 感知：透過影像、聲音等感知系統辨識事物的能力：醫療診斷、安全監控、無人載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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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 運用物聯網與AI解決製造業的挑戰

13

資通訊 = 物聯網 + 巨量資料 + 雲端服務

工業1.0 工業2.0 工業3.0 工業4.0

‧18世紀
動力來源改變
以蒸汽機代替人力

‧20世紀
製造分工改變
引入電力應用、勞動分工
批次生產(生產線概念)

‧20世紀70年代
執行程序改變
第一台PLC問世-進入工業控制時代
自動化機械進入工廠

‧21世紀
執行決策改變
導入物聯網與資料分析
運用資通訊系統協助專業決策

以軟體、網路進行研發、生產及服務

機台及產品可即時交換訊息

自主控制及最佳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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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之終極目標-IT/OT整合

• IT/OT整合為遞迴改善流程，解決OT與IT間無資通訊連結導致製造優化耗時之問題

OT端的效
益

可更快反應
即時的狀況

得到優化
製程的見解

可將工作緩
急妥善決策
降低風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將巨量資料合成為重要的見識及可自動化的執行方式

智能趨動即時
決策與工作，
優化企業競爭
力

將現場巨資可視
化之後，轉化為
條件與狀態資訊

Operational Technology

監測與控制重要的製造資源

參考資料:IT/OT Convergence, Kennet Wilhelmsson, Ventyx, an ABB company

IT端的效益

隨時掌握
生產狀態與

交期

得到產能與
品質優化的

見解

提高企業
營運效能

14



Copyright 2019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AI於製造業目前之成功應用案例

15

 機器學習已有異因分析、物理量預測、虛擬檢測等應用展現成果。
 深度學習適合處理製造應用之類別為圖像辨識、協助作業員與認知製程差異。
 深度學習於視覺協助維護已有展現，製造具暫時性行為的預測應用被看好。

機器學習之應用步驟

需量預測

品質預測

用料預測

預防維護

電腦視覺

產品檢測

深度學習合併特徵與分類步驟 布料視覺檢測應用 維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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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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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迷思一 資料收集與傳輸建置成本

17

• 資訊收集與傳輸設施包含資料輸入與傳輸之處理裝置成本。
• 服務業之資料輸入為使用者的主動輸入，製造業則需建置感測與擷取裝置。
• 服務業之輸入與傳輸成本為價值鏈分攤模式多，製造業則為經營者整體承擔投資。

使用者主動提供資料

企業資本投資使用者與電信公司分攤

製造資料產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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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迷思二資料整合成本

18

• 服務業之資料協定發展多年，互通已標準化，製造業專屬協定多，整合複雜度較高。
• 服務業之格式與資訊模型較一致，製造設備繁多，資料整合繁瑣冗長。
• 消費性產品世代相容性高，舊有系統包袱遠低於設備替換週期長的製造業。

共通標準已累積多年 共通標準仍未建立

服務業之協定發展 RS485的設備仍在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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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迷思三分析標的之資料品質

19

• 服務業已累積固定用途之資料庫，資料分類與品質已確保。
• 少數製造業(化工、半導體)有製程資料庫，但多數業者之資料分類與品質仍待建立。
• 企業端的分析普及率高，製造端則資料分散獨立，資料前處理為確保品質之必要步驟。

企業端資料收集歷程之案例 歐美60%的製造業仍未實行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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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迷思四運用於分析之資料量

20

• 服務業運用於分析的資料量已具代表性，多數製造業之資料量仍不足以分析。
• 服務業之資料量正比於使用者數量，製造業則與建置成本有關。
• 服務業之運用於分析之資料依用途已格式化，製造業需依業者場域與環境客製化。

累積足夠代表性之網路資料 使用者行為相關的資料量

工業用感測仍依用途客製收集 取樣速率固定的製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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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AI)運用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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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解析度、空間/時間細膩度、方法需逐步累積與調整

• 只談效益大小，不提花費多少，忽略建置成本與開發時間。
• 只思資料有無，不謀資料品質，忽略資料對效益的影響。
• 只求工具威力，不思效能調校，忽略工具的善用需要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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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學習於應用面成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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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學習導入應用需注意資料質與量、演算處理(軟硬體) 與領域知識。
 資料的質可運用統一格式加速其完備性，資料的量可靠彈性價廉的資料收集方式累積。
 演算處理開發善用各式演算法及搭配平台開發工具。
 領域知識的導入可透過與專家合作來提供資料與演算法之效率加速與準確提升。

資料的質與量

演算法計算平台

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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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成功的技術關鍵與未來技術挑戰

23

INTEL 宣稱可以解決10nm製程面臨的技術挑戰 累積的資料需有足夠之質與量

演算法於不同應用可否發揮仍待實證

 半導體 Moore定律是否可持續以提供更強大的硬體給AI應用?

 物聯網資料的累積(質與量)是否到位?

 演算法新型演算法的開發或深度學習於不同的應用是否可以持續發揮?

AI因處理能力與資料足夠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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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落實步驟(1/3)

• 先思考痛在何處與未來願景，再進行導入。
• 尋求相關資料，資料太多雜訊多成本高，資料太少問題原因不在資料內。
• 運用資料改善專家判斷問題模式，用以修正投資步調。
• 資料累積與收集需時間與成本，建議選擇已有資料之主題先投資，再擴展。

目前資料量

選擇已有資料之問題 運用夥伴或模擬加速累積資料

擴展應用與投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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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落實步驟(2/3)

• 現有演算法大多已有現成商用或免費軟體可利用。
• 每種演算法均有擅長的優勢及假設的資料特性及可調整參數。
• 找適當的團隊合作，開發適合的演算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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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落實步驟(3/3)

• 短期運用PoC方式來驗證合作之資料與演算法之效益。
• 中期以PoS方式來訂出完整之目標、達成效益，同時建立應有資料之量與質。
• 長期以PoB方式討論出適當的技轉模式，及整體企業導入之規模與時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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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體認IoT的重要性，進而培養對資料的敏感度，且有系統的累積資料。
• AI 的時代已經來了!要正確了解AI，並善用其能力，不要誇大與誤用。
• 各專業從業人士，強化自己的專業抽象思考能力，學習與AI共存。
• 效益、成本、風險皆需多方考量，方能發揮IoT與AI整體最大效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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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28

資通所智能製造服務系統組

李坤敏

0926310507

allen_lee@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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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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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工智慧興起之產業

30

• 新興的AI基礎建設(硬體、系統開發平台)、及使用AI之新型載具 (自動駕駛/無人機)產業。
• 晶片及演算法開發、資料加工/分析加工、功效檢查與反饋改善之人力需求增加。
• 自駕車隊管理、無人機銷售/設計/維修/教育訓練人才需求增加。
• 台灣適合切入基礎建設之晶片、裝置與伺服器產業，及新型載具零組件產業。

AI     
產業化

硬體/
晶片

開發
平台

雲端
運算

無人
機

自駕
車

機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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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AI化
• 產業AI化為應用AI技術提升既有產業效率或創新服務。
• 產業AI化需考慮資料可及性(質與量)、產業環境、法規與社會環境等因子。
• 應用產業含：金融科技、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製造。
• 台灣適合導入為保險、銀行、醫療、交通(資料已具規模)和精密製造。
• 資料科學、巨資分析、雲端服務、跨領域溝通等人才需求增加。

i-Hospital 智慧製造

AI致能金融 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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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一 M型社會加劇

 超級M的世代將來臨，新的就業市場可能將更不平等。
 貧富差距持續變大，薪資差距會更加明顯。
 中階制式勞動工作將被機器人取代，低階簡單勞動者的工作越來越多。
 與高階管理、科學研發、人文創作有相關的人力工作機會多而且薪水高。

致謝:本研究成果由台經院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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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一:依書面資料判斷且重複性高的工作，會計師、書記官或稅務審查員。
• 特性二:思考單純、無彈性需求之勞力工作，大量製造之作業員。
• 特性三:職務不需複雜思考且易於判斷者，駕駛員、收銀員。

影響二因AI而易被消除的工作

現況 未來

致謝:本研究成果由台經院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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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三因AI而可能增加的工作

• 類型一:資料科學與內容監管人員具備跨領域知識、溝通與洞察需求者佳。
• 類型二:新興AI產業的管理與維修人員機器人、自駕車之監管與維修…。
• 類型三:勞動單純但需要案場客製化的人力工作者警衛、工友、園丁、美甲師…。

資料科學人才

專業能力

商管、 經
濟知識

經營、 行
銷知識

人際溝通 能
力

撰寫產
品評論

搜索電
話號碼

測試軟
體

提供法
律諮詢

設計網
站

眾包工作者

自駕車隊管理

致謝:本研究成果由台經院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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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互動類工作: 工作內涵之創新或跨領域結合之成份需提高。
• 高互動類工作:工作內涵之愛心、細心‧同理心成份需高。
• 一般互動工作:學習人機協同作業成份需高。

影響四因AI而內涵會轉換的工作

To be

現況 未來

致謝:本研究成果由台經院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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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帶來的職場文化改變 -工作時間與場所

• 現場的操作工作將導入AI、機器人協助，工作時間與場所由定點定時轉為彈性模式。
• 資通訊連結的遠距協同工作模式將普及，功能性的辦公地點與時間取代地域性的組合。
• 專業知識人員需善用虛擬運作與遠距溝通工具，現場工作者需適應人機共工。

工
作
時
間

工
作
地
點

朝9晚5型態被解放

高彈性工作時間

辦公室消失 高彈性工作地點 Telework/ Home office

AI、機器人支援現場工作 遠端會議

致謝:本研究成果由台經院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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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會不會全面取代人?

• 任何革命性的技術創新(蒸氣機、汽車、電腦)總是造成職位的消失或新增。
• 重複性高、易被AI模仿的工作會消失，但目前AI無法做需"情感" "抽象化性質"的工作。
• AI是中性工具，它可協助人類，也可能被惡意的使用者來迫害人類。

AI導入 AI擴大使用與運用

AI將使生產效率大幅提昇
及成本降低，因此高機械化
的職位會被取代

由於AI效應會造就新的商
業模式，有些新的工作職
位會增加

2種被增加的工
作種類 :AI運用
需求上升的工作
與利用AI的新型
態工作

工作職位的改變

高機械化工作 消失或AI取代消失或AI取代

致謝:本研究成果由台經院經費支持



雅匠科技
YajanTech

James

AR and VR kernel design 

and solution provider

2015~Now



AR 經典



AR 3D模型呈現



V R 模擬訓練



人臉辨識 影像接縫

VR編輯平台情緒辨識

AR SDK & 產品

1.人臉辨識
2.肢體辨識與動作分析
3.人臉情緒辨識
4.Location based AR
5.AR 虛擬眼鏡試戴
6.AR 虛擬美妝

VR SDK & 產品

1.720度影像顯示
2.VR編輯平台
3.360影像接縫
4.VR旅遊平台

AR & VR resource 





SDK with AR Smile 營運模式

租賃系統

給予業者 提供使用者

一個新的

互動系統

提供兌換

數據給予

業主

提供使用者

依據情緒

給予

不同優惠



市場定位

承租SDK
合作AR/VR產品

租賃AR/VR產品給業者



夥伴分布在台灣,香港, 新加
坡與印度

15

HK

對接國外市場與推廣
UI 設計

Taiwan

專案管理

業務開發

核心程式開發

India

APP,網頁開發
上層軟體開發

Singapore

對接iBosses VR教育市場與
合作
對街馬來西亞教育市場
對接國外市場與推廣

團隊分佈



目前合作 未來規劃



與Google, Apple, FB差異性

跨平台
(減少開發時間與費用 , 

完成後可用在Mobile, PC跟Kiosk)

可擴充性
(依據場域或需求增加SDK功能)



AR Smile 微笑偵測

EASY
簡單

透過人臉辨識可以兌換店家優惠券, 使用者不需要繁

瑣的安裝與操作

DATA
資料收集 解決一般店家無法收集到顧客與消費資訊問題

COST SAVE
節省成本

不需要安裝任何APP, 只需要將QRCode放在店家端, 使用

者就可以直接使用, 對於對家來說可以節省很多費用



A.把情緒變成

商機

B.把微笑變成

一種互動

C.讓行銷活動

變得有溫度

動機



AR Beauty make up 美妝

Affect
特效

透過AR SDK渲染, 我們可以在臉部呈現任何美妝效

果

Support
支援

SDK支援Mobile, Web跟智慧電視, 只要開發一次就

可以使用在不同平台



AR glasses tryon虛擬眼鏡試戴

導覽機
Kiosk

透過Kiosk導覽機可以實現虛擬眼鏡試戴, 目前該產

品已放在大學眼鏡館內

Support
支援

SDK支援Mobile, Web跟智慧電視, 只要開發一次就

可以使用在不同平台





VR Edit platform 編輯平台

EASY
易用

簡單編輯界面, 並提供SOP範例給予使用者線上編輯, 

支援線上直接編輯與發佈

SUPPORT
支援

支援不同類型360檔案格式, 將檔案上傳後就可以

直接編輯並套用元件發布.





Global AVR

New VR
新的VR方案

我們透過多台360攝影機影像接縫方式創造一個虛

擬空間, 提供給予使用者在裡面自由的瀏覽與走動

EC BUY
支援電商

使用者在AVR環境瀏覽時, 可以串接其他電商系統

進行導購動作.





Body detection 骨架偵測

Detect
偵測

可以偵測人體骨架與人臉, 可以運用在偵測動作與

門禁系統

Support
支援

SDK支援Mobile, Web跟智慧電視, 只要開發一次就

可以使用在不同平台



AR 
engine
AR引擎

VR 
engine
VR引擎

AR face tracking

AR Glasses tryon

AR Beauty makeup

AR body detection 

VR travel platform

VR hotel resource 
share platform 

Global AVR Engine

AR mood detection

NTT 
Communication

大學眼鏡
視鏡科技
丞曦眼鏡

資生堂
智慧展架計畫

高雄夢時代
(洽談中)

自有產品
AR Smile

拜耳
馬來西亞中小學
台北中小學洽談中

VR Education 
platform

雲林縣政府
古坑鄉公所

台南民宿業者
(洽談中)

山富旅行社
APTG 5G

CHTA China
美妝智慧展架計畫

SDK相關運用



2018年獲得AWS WOP最佳人氣獎



團隊與顧問

顧問
大仁科大校長, 
語音辨識與
訊號處理專家

CEO 
James, 
曾任
鴻海精密與工研院

CTO 
Ronald, 
資訊通訊博士

目前共有員工15名, 位於台灣(10位) , 香港(1位), 新加坡(1位), 印度(3位)



THANK YOU
感謝您的參與

雅匠科技



William Chen, CEO 

Zen Generation 

Mobil 0936-276789 

william@wsii.com.tw 



區塊鏈熱潮大爆發 

看區塊鏈技術如何應用於物流 





區塊鏈革命 

撼動全球金融科技的去中心化思維 



解秘區塊鏈的世界 

如何分辦大地雷 

一起當莊家一起收割 

區塊鏈的革命 

仲介的消失 

全球金融體系洗牌 

去中心化的未來 

透明公開無法修改 

 

Revolution of Block Chain 

Decryption the world of Block Chain  

    How to distinguish big mines  

    To be dealer success together 



資料永久被記錄 無法被修改 

去中心化 

區塊鏈的特色 

去中心化特色 

將改變全球商業模式 

公開透明的資訊 

能打擊商業死角弊病 



區塊鏈結吅 

智慧醫療應用 



Biopharma IP Exchange Healthcare Blockchain Social Finance 

A World’s Leading P2P Platform for 

Biomedical IP Sharing 

A revolutionary blockchain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ICO project to support global indigenous 

people and social communities 

DTCO (Digital Treasury Corporation) 創立於 2014 年，公司主要業務為區塊鏈應用技術研發與技術授權。DTCO 在 2016 年獲得國泰創投與
源鉑資本種子輪投資。產品線包括生技新藥、健康醫療、社群金融、區塊鏈電腦等。我們的願景是成為區塊鏈應用科技的領導者，作為連接企
業、社群與區塊鏈的最後一哩。公司的核心價值在於賦能人才與去中心化應用，通過區塊鏈基礎設施以及全球眾多行業中不同合作夥伴的生態
系統，我們正在加快實現產業革命，發展永續的未來。 



Responsible solutions for a better future 

Privacy Protection  

& Data Security 

Data sharing & 

Traceability 

Better Health & 

Reduce social cost  



4 Use Cases 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Health Exam 

Reports 

Smart Insurance 

Claim 

Medical Referral 

System 

Clinical 

Trials/Research 

Project Recruitment 



Use Case - Patient ID 

● Blockchain based Identity 

● Self-Sovereign data authorization  

● GDPR Compliant & Secure 

● Integrated with smart phone 

 



State-of-the-Art Healthcare Blockchain with APP - Exam Reports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the report to be ready? 



Use Cases - Smart Insurance 



區塊鏈結合 

網紅娛樂產業 



網紅/直播主 年收入 

Youtube 排行 

谷阿莫/USD 471萬 

樂樂淘/USD 4870萬 
中國直播平台排行 

馮提莫/USD660萬 

霏霏/423萬 

鬥魚 遊戲直播 

香港直播平台排行 

單位/USD 



大陸 116萬 

台灣 8萬  

日本 17萬  

韓國 24 萬 

其他 133萬  

總市值達  USD 300  萬 

亞洲直播平台 收入 

單位/USD 



I WIN擂台秀優勢 

競賽類 

趣味類 

養成類 

粉絲見面會 

網紅/職人/素人 
各式競技類PK 
中國詩詞大賽 

各式材藝比拼 
大食客挑戰 
隨時接受挑戰 

素人養成 
高手在民間 
飢餓遊戲 

粉絲見面大激鬥 
食字路口 
真人吃雞 



酷紅幣世界巡迴站 

2018/05   澳門站 

25位網紅/3位AV/組成五隊 
 
• 三天活動/六場賽事 
• 破五百萬觀看數 
• 約百位粉絲同行 
• 報名費2萬顆酷紅幣/1.6 GIC/NTD 
• 活動奬金125萬顆酷紅幣/１００萬 ＮＴＤ 

 
 



酷紅幣世界巡迴站 

2018/08   沖繩站 

25位網紅/10位 AV/組成六隊 
 
• 三天活動/六場賽事 
• 破七百萬觀看數 
• 破二百位粉絲同行 
• 報名費2萬顆酷紅幣/2 GIC/NTD 
• 活動奬金1８０萬顆酷紅幣/１００萬 ＮＴＤ 
 

 
 

 



影片超過千萬貼閱數  



區塊鏈結吅 

智慧物流應用 



Logistics Market to 

Reach $12,256 Billion, 

Globally, by 2022 



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Works, But How? 



產品說明 
         「BiTape智慧物流監控膠帶」專注在物流IoT領域，運用材料科學結合
IoT區塊鏈技術，提供貨品安全並加值物流產業。結合電子感測器的創新膠帶，
能偵測受壓力、溫濕度變化、貨品位置等，其技術是透過自行開發的高分子奈
米複合材料，以印刷的方式整合電子元件，做成軟性膠帶，並將資料儲存於區
塊鏈上實現全程監控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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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ape - IoT 
solutions for 
digital logistics 

25 



e-Sensing with Blockchain Recorded 



商業模式 

Blockchain data 

BiTape 

Insurance Logistics 

Evidence-base 
Reimbursement  

Management 
/Cost Down 

Safety / Trust 

        本產品將專注於提供創新的貨物環境監控方案，將運送過程的數據透明化，使高端物流與

食品冷鏈、生醫檢體、化學工業、電子業的貨物運送安全有保障並能增加對物流業的信任。 

        結合區塊鏈技術提供可靠大數據訊息，除了可協助物流業管控人員、釐清責任歸屬減少糾

紛，藉此降低毀損率及失竊率，還可作為第三方證明提供保險公司貨物出險依據，降低風險不

確定性，避免物流業與保險公司間資訊不對等，理賠的參考數據可協助保險公司發展更多元險

種滿足物流需求，開拓物流保險市場，達到四方共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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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fine 

LOGISTICS 



Claim fraud is avoided by using 

bitape as monitoring solution, 

encouraging good behavior from 

carrier & end-user 

 

An end-to-end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ecosystem: from advance reliability of IoT to blockchain enabling 

The dispute cost between end-

user, carrier and insurance is 

greatly reduce by relying bitape 

ledger 

Insurance company can buy 

Bitape data to propose tailor-

made coverage with new policies 

for logistics based on each 

transport scenario 

New insurance products based on 

bitape mandatory usage can be 

offered, such as temperature 

sensible logistics insurance 

 

Redefine Logistics Insurance with BITAPE 

 



William Chen 
CEO 

 
EMBA Feng Chia 
University, 2014 

Global Idol Coin GIC 
co-founder and CEO, 

2018 
WELLSUN 

International Co. LTD. 
founder and CEO, 

2013 

Dr. Cheng-Hsin Chuang 
Ad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ince 2018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ST, 2005-

2018 

Dr. Lee, Da-Huei 
Advi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n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ip 
Implementation Center 

(CIC), a Research fellow and 
a project leader of Jixin 

Technology Co., Ltd., and 
developed a number of IC 

products. 

Dr. Muhammad Omar Shaikh 
CTO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ostdoctoral 
Associate, since 2015,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0 – 2013,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hD of Nanotechnology 
2011 – 2015,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Engineering 2006 – 

2010 
 

Jacob Lee 
Advisor 

 
DTCO co-found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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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軟性觸覺感測器 開發 

Metelmesh奈米銀透明導電膜開發 

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物聯網感測器專案」計畫補助 

物流監測聯網系統建置 

應用於物流可撓式力量感測器開發 運用壓電感測標籤之物流監控系統發明專利 

英特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案 

第一代貼片式力量感測器雛型產品 

科技部未來科技展入選技術團隊 
科技部未來科技展-創新突破技術獎 

2018 

啟程 

落地 

嘉里大榮物流場域產品實測 

笙泉科技 MOU 

華興科技 MOU 

京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複賽 
佐臻股份有限公司 MOU 



印刷式力量感測器 
Screen printing force piezoresistive sensor 



製程 

(1.)自製感測器材料-酸改多壁奈米碳管溶液 

(2.)自製網格結構感測器 

MWCNT
PDMS

刮塗PDMS於
CNT粉末上⽅

PMMA Mold

雷射雕刻模具

80℃ 
40 min

經固化後並移
除

即得到CNT網格
結構之感測層

MWCNT

PDMS

M WCNT
PDM S

Coat MWCNT
Screen Print PDMS

Use Sraper PM M A M old

Mold by Laser 
Machine

80

Remove the Siimple
From Mold 

MiX Together

MWCNT-Doped Grid 
Strcture on PDMS

M WCNT

PDM S
PET

M WCNT-Doped 
Grid Strcture on PDM S

Sliver Eletrode

MWCNT
PDMS

刮塗PDMS於
CNT粉末上⽅

PMMA Mold

雷射雕刻模具

80℃ 
40 min

經固化後並移
除

即得到CNT網格
結構之感測層

MWCNT

PDMS

M WCNT
PDM S

Coat MWCNT
Screen Print PDMS

Use Sraper PM M A M old

Mold by Laser 
Machine

80

Remove the Siimple
From Mold 

MiX Together

MWCNT-Doped Grid 
Strcture on PDMS

M WCNT

PDM S
PET

M WCNT-Doped 
Grid Strcture on PDM S

Sliver Eletrode



可行性測試 

• 酸改後多壁奈米碳管導電度 

0 3 6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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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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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攪拌時間 (hr)

 電導度

攪拌時間:9小時 

電導度:19.4 

µS/cm 

MWCNT+95%純度乙醇 

• 具網格結構柔性壓阻式力量感測器測試結果圖 

以攪拌9小時
之溶液導電度
最佳 

 頻率:  1 Hz 

 振幅: 500 mVpp 

 力量範圍:1 ~ 5 N 

• 感測器 面積1*1cm  

MWCNT+95%純度乙醇，

經過超音波震盪後觀察其
分散性結果。 

標準動態力力量測試平台 



印刷式溫度感測器 
Screen printing temperature sensor 



製程 

Scraper 

Conductive  

Pulp 

PET 

Du Pont’s 

Material 

IDT 

electrode 

Scraper 

Double-

sided tape 

Use a Double-sided tape 

 for bonding PET substrate and 

PMMA   

自製印刷式溫度感測器 

Du Pont’s 

Material 

Conductive   

Circuit 

PMMA 

PET 



可行性測試 
溫溼度控制箱 

進行感測器溫度循環測試(-20~80°C)，
將感測器從控制箱旁邊的孔放入並量測
其電阻值 

1 cm x 1 cm 

正面 背面 



印刷式濕度感測器 
Screen printing humidity sensor 



製程 
自製印刷式濕度感測器 

(1.)將銀漿網印於
PET上形成指插式電
極 

(2.)自製感測材料
PVA-PANI溶液 

(3.)將PVA-
PANI溶液滴至
電極上 

(4.)以烤箱50°C
烘烤1小時 

線寬-間距 
120-150 



可行性測試 
濕度感測器實驗平台 

利用水蒸氣產生器+空氣濕度感測器+乾燥劑，調節密閉空間

之濕度值，經由分壓電路傳回示波器，擷取其訊號。 



印刷式感測器結構 

 PTC 
 NTC 

PET  

pHEMA 

Silver 

Electrode 

PI or PET 

Bottom 

Layer 

Adhesive 

Release Paper 

PDMS 

Nanocomposi

te Layer 

• 壓阻式力量感測器-使用多壁奈米碳管塗佈網格線路凹槽，當對
感測器施加外力時會改變其電阻值且導通電流。 

• 溫度感測器-網印塗佈正、負溫度係數的高分子奈米材料，當溫
度改變時會導致電組值變化。 

• 電容式濕度感測器-以有機無機混合高分子材料網印塗佈，當濕
度改變時會導致導電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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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伙伴 

 PTC 
 NTC 

PET  

pHEMA 

Silver 
Electrode 

PI or PET 
Bottom Layer 

Adhesive 

Release Paper 

PDMS 
Nanocomposite 
Layer 

正美企業 

亞邦國際 
晟鈦股份 

廣泰金屬 

嘉里大榮 

英特盛科技 

DEXON 

QKC 

DTCO 

笙泉科技 

佐臻國際 
義大醫院 



To be chang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