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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產趨勢與契機 
IoT引動服務創新模式，競爭樣態與商業模式產生劇變 

I.服務體系競爭取代硬體規格競爭 

顧客價值來自於產品與加值服務的整合，競爭

從硬體規格與價格之爭，轉變為整個「產品服

務體系」競爭 (Michael E. Porter,2014) 

II.商業模式從硬體轉為軟體服務驅動 

物聯網主要利潤將來自於軟體服務，預估

2020年軟體以及資料服務營收將占整體

80%以上 (Gartn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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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Business Insider, Gartner 2015 

Google 、小米(華米)、 蘋果、Facebook、
Amazon、騰訊、阿里巴巴等，無不透過跨業的
服務系統連結形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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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問題 

從技術層面提供跨服務系統體系智慧整合工具，協助廠商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 

從應用層面透過整合服務機制，帶動企業加速串連服務體系與推動新事業發展 

發展4D加速器與環境，加速產業建立跨服務系統體系，帶動新事業發展 

連結在地 
整合效率創新 
(1年 6個月) 

連結國際 
營運模式創新 
(毛利提升20%) 

關鍵課題 創新成果 

需求探索
Discovery 

系統發展
Development 

服務實證
Deployment 

服務設計 
Design 

連結新創 
市場定位創新 

(產業轉型智造服務體系) 

創新能力 

服務平台 

缺使用者輪廓分析能力 
整合場域多裝置互動感知分析技術 

服務系統體系整合管理工具 

欠缺掌握需求規格 
欠缺長期使用價值與誘因 

產品不易擴散，需開創新用戶體驗 

缺服務快速產製能力 
解決方案零碎，技術導入風險高 
需整合服務體系，加速新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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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MORE服務營運平台 

典範 
情境 

EduBot 
互動教學機器人 

Drone 
自動巡檢保全 

SmartAppliance 
智能互動家電 

服務系統 
體系共創 
    機制 超過50家產學研機構參與共創 

產出3項系統體系新興服務 

使用者達100萬人次、帶動3項聯網裝置創新與服務營運 

ThingPedia: 支援4種類型裝置，帶動10家業者提供或使用API 
Omni Persona Analytic: 可串接1000萬User行為數據 

TASK Composer: 支援IFTTT的預先排程界面 

提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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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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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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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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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0%
 

創新講堂 設計工作坊 專案實做 場域實證 科專資源 

Discover Design Developmen
t 

Deployment 
Go to  

Market 

以MORE服務營運平台，協助台灣業者快速發展echo like跨服務體系，帶動新興事業發展 



105年研發成果-MORE 技術服務平台 

FY106 
指令語意處理 

多渠道使用者 
輪廓分析 

Omni Persona 
Analytic 

使用者 

分析 

軟體服務 
開發者 

控制 

使用者帳號與裝置 

多元物件/裝置管理 
(ThingPedia)  

自然語言 

體驗任務指派 
(TASK Composer)  

感知/視覺/社群 

指令 

解決問題3：裝置可快速產製專屬服務API 

體驗任務指派(TASK Composer)  

• 支援ＩＦＴＴＴ編輯界面 
• 支援預先排程設定 
• 加速軟體雛型開 發時程達20% 

解決問題1：可快速與其他裝置互聯 

多元物件/裝置管理(MORE ThingPedia)  

• 支援4種類型智慧裝置自動掃描、連結 
• 支援第三方登入個人權限認證判斷 
• 支援使用者輪廓分析數據串接 

解決問題2：分析使用者輪廓，驅動其他加值服務連結 

多渠道消費者輪廓分析(Omni Persona Analytic) 

• 可串接1000萬User行為數據 
• 可串接消費者商品口碑分析(2萬個網路頻道來源) 
• 陌生使用者購物機率預測，準確率超過80% 
• NTCIR Context語意分析技術獲獎 

以MORE服務營運平台，協助台灣業者快速發展echo like跨服務體系，帶動新興事業發展 



MORE Thingpedia - 可跨品牌裝置串聯使用者輪廓數據 

•問題：傳統裝置業者開發一項新硬體，需手動整合串接各家不同品牌裝置，導致串接裝置數據需耗時費力且不易重複使

用，且欠缺使用者行為輪廓分析能力，不易串接外部軟體加值服務 

•技術挑戰：研發MORE ThingPedia可串接4種型態裝置(Mobile Device、Home Appliance、Drone、Edubot)透過

Multi-Protocol SMPP( Short Message Peer-to-Peer)，可跨作業系統快速串聯多種裝置通訊協定(ex: MQTT、 CoAP 、 

TaiSEIA...)。透過消費者輪廓分析，讓零售商、系統整合商、消費型產品製造商及服務提供商簡易快速開發聯網裝置，並快

速建立專屬智能產品生態系統 

•專利：指令轉換方法與系統以及非暫態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台、美、中)、行為偵測系統及其方法(台、美、中) 

 MORE Thingpedia異質裝置串接函式庫 
 

•智慧裝置自動掃描、連結 
破除繁瑣的裝置連線設定的限制，裝置可自動於
MORE Thingpedia掃描，如：新購買的家電裝置
只需在連網的環境下，將自動連接至MORE 
Thingpedia。 
•個人權限認證自動偵測 
MORE Thingpedia提供用戶智能化權限管理，透
過裝置感知識別用戶，提供不同用戶進行權限裝置
管理服務 
•使用者輪廓分析數據串接 
提供超過30類User Persona自動分析，並將User
依照Behavior States自動分群，支援1000萬User
社群行為數據串聯，加速軟體加值服務業者串聯 
•雲端裝置群組管理 
用戶可透過APP，即可遠端管理所有設備，使用者
可依照需求，控制單一設備或將裝置群組管理，如
同時打開或關閉房間內所有燈具 



MORE Task Composer-提供邏輯模擬框架縮短開發時程 

    MORE Task Composer:  

一套 加速開發進程 的 任務組成器 (task composer) 

• 將從硬體端與軟體服務取得的API運用框架式排列組合任務，並導入服務模擬邏輯驗證 

• 核心功能 Task Composing UI (框架式任務規劃) 

                       Logic Conformation Framework (驗證除錯) 

• 減少邏輯錯誤及提高任務雛型開發效率；可快速修正產品/流程改良建議、提升使用者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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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r 
任務規劃 邏輯驗證 

Mosaic 

O 

O 

O 

任務框架調整 

O 

O 

O 

X 

X 

X 

X 

X 

服務模擬 

O 

X 

X 

X 

X 

MORE 

國外相關 TASK Composer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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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效益 

• 快速運用已開發或第三方服務套件，

運用框架縮短20%組成時間 

• 提供跨裝置/領域服務開發與驗證機制 

• 支援任務庫，快速拼接跨既有任務及

系統服務 

邏輯 
驗證 

裝置類別 
專屬模塊 

服務 
模擬 

第三方 
API 

服務 
監控/分析 

多元物件/ 
裝置管理 

多渠道 
消費者 
輪廓分析 

體驗任務 
指派 

語意分析 
手勢處理 

多元 
人機互動 



MORE- Omni Persona Analytic（使用者輪廓分析） 
陌生使用者購物機率預測技術 

• 問題：傳統基於顧客歷史資料進行推薦方法大多為User based(消費習慣)進行建模，對於沒有任何資料的
新客戶不易預測 

• 技術關鍵挑戰： 

– 以往當沒有任何顧客過往資料時使用Item based(購物搭配)方法來解但準確度不高，本技術混合CCAM
演算法(Co-Clustering Augmented Matrix)+Heuristic Scoring(個人社群偏好、購買商品週期、購物
搭配)，以過往購買資料進行分析結果：整體準確率達80.2%，高於傳統user-based方法(60.7%)與
item-based方法(49.1%) 

• 專利：潛在客戶數量搜尋引擎(台美獲證、中國申請中)、名詞標記裝置、名詞標記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台美日韓獲證) 

• 論文： 
– Cross-Lingual Information to the Rescue in Keyword Extraction (ACL 2015) 
– User Behavior Analysis and Commodity Recommendation for Point-Earning Apps. (TAAI 2016) 

• 獲獎：2016/2015 於ACL(NLP頂級國際組織)連續兩年中文文法分析競賽冠軍，參與NTCIR國際語意分析國際競賽獲亞軍 

 
 
 

自動使用者分群 

•CCAM 

•監督式演算法 

Heuristic Scoring 

•Feature selection 

•參數權重分析 

Social Persona 

•30種族群：有小孩的媽媽、電玩族、
美妝族等 

•Topic Detection與社群行為分析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準確率達80.2% 

User-based CF 

•Time Series Analysis 

Item-based CF 

•Association Analysis 



MORE-語意分析技術 研發成果獲獎 
 (聽覺、視覺、意圖 語意理解) 

2015 ACL 

中文文法分析競賽 冠
軍 

2016 COLING 

中文文法分析競賽 冠軍 

2014 NTCIR 

繁簡中文語意分析 冠軍 

榮獲2016/2015 於ACL(NLP頂級國際研討會)連續兩年中文文法分析競
賽- 冠軍 

−NLP-TEA-2/3學術競賽，於Chinese Grammatical Error Diagnosis項目-於13項指標獲得7項優
勝，參賽隊伍主要來自中國、日本與台灣，發表於ACL/COLING等知名國際會議 
−參與隊伍：華南農業大學(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首都大學東京(日本)、嘉義大
學(台灣)、台灣海洋大學 (台灣)、北京大學(中國) 、交通大學(台灣) 

 
榮獲2016 NTCIR-12 Lifelog 獲得亞軍 

−參加國際學術競賽NTCIR-12lifelog項目，透過語意解析出iot生活紀錄裝置所拍攝照片中
場景、人事物、動作，獲得亞軍 

 

榮獲2016 CLEF: social book search-季軍 
−參加clef 2016國際學術競賽，於social book search項目獲得第三名(第二名：阿爾及利亞國
家高等教育中心CERIST，第一名：北京科技大學) 

 

榮獲2015 台北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負責籌劃以SER API Platform 與亞洲指標於10/1.2.3號，於台北世貿共同參與台北國際發
明展，將以「SER API Platform- 社群智慧分析技術之熱門爆點資訊數據分析平台」為題，
並於10/1號舉行簽約記者會超過10家媒體曝光，並接受UDN聯合新聞專訪 
 

榮獲2014 NTCIR 繁、簡中文語意分析雙料冠軍 
−只有資料、數據團隊是沒辦法使用的，需要 資料抓取、清理、領域ontology、分析、甚
至到推論，業者才有辦法使用，本分析技術參與NTCIR中文資料檢索－全球超過一百多
個技術團隊參加，在語意推論項目，榮獲繁簡雙料冠軍 

2016 NTCIR 

Lifelog分析競賽 冠軍 



與電腦公會共同籌組 
智慧應用OPEN API聯盟，建構裝置智慧服務生態 

• 國內各家硬體/軟體業者欠缺『快速服務串接/整合機制，提供新型態完整Solution』 

• 智慧應用Open API產業聯盟成立的目的不僅在加強產業間的橫向連結，也希望在垂直應用上(如：智慧家
電)提供更多場域驗證。 

• 包括大同、聲寶、緯創、東元電機、亞太電信、金隆系統、台灣智慧、乒乓話網、亞述設計…等業者都已
加入智慧應用Open API產業聯盟行列。 

• 工業局-家電產業OPEN API提案通過，明年將透過台灣家電OPEN API於空總展示 



Multi-Object Robotification Enabler 

協助 服務業者 快速打造Edubot、智慧家庭、Drone三大領域 
echo like服務系統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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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對話 
 
企業的內容與服務 
讓使用者可透過 
自然語言對話來點播 

使用者情緒感知 
 
可偵測使用者臉部情緒， 
讓裝置呈現不同表情，並播
放不同聲調的內容 
與使用者互動 

消費者輪廓分析 
 
可針對使用者 
使用企業內容與服務行為 
將使用者自動分類 
預測使用內容或服務的 
時間與地點 

裝置服務快速建置 
 
企業可於裝置上編輯服務、
串聯內容，並可設定與其
他裝置連結互動IFTTT規
則 

Multi-Object Robotification Enabler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 



討論與合作洽詢 

Mail to  

資策會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蔡政宏  

jasontsai@iii.org.tw 

圖片：zeczec x hanib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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