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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發展趨勢 
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 乃透過各種創新數位科技，並結合
跨域整合平台與創新服務模式，重新塑造B2B以及B2C之商品與
服務的買賣結構和數位應用價值 

• 各行各業都需要結合網路跨界創新 
• 軟體或硬體必須整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 建立夥伴關係，才會走得遠 

資料來源：FUJITSU JOURNAL、資策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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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數位轉型的挑戰與困難 

1.缺乏良好的跨域軟硬整合平台 
2.跨產業技術合作夥伴媒合困難 
3.即使有資金，卻找不到合適解決
方案而達不到目標 

4.缺乏數位發展思維人才、跨領域
研發人才 

1. 台灣產業全球總利潤占比萎縮 
2. 產業數位化程度落後於歐美國家 
3. 中國紅色供應鏈崛起 
4.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等技

術加速產業服務模式改變 

資料來源： Gartner、McKinsey、Microsoft、資策會整理 

國際環境挑戰 企業數位轉型的困難 

微軟2017年針對台灣百大企業的「亞洲數位轉型研究調查」，顯示83%台灣企業
認為數位轉型是當務之急，但不到1/4的企業具有完備的數位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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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跨產業數位轉型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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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服務 

行動展店與產銷應用 
去識別化或隱私保護 
消費者體驗與服務設計 
區塊鏈監管、追溯與智慧化 
… 

  智慧製造 

即時資料運算 
複雜事件處理 
巨資儲存分析 
精機智慧控制 
… 

尖端應用 

公安檢測 
自動駕駛 
智慧船舶 
 精準醫療 
 … 

  網通感知 

智慧感知辨識 
預測加速分析 
體感穿戴互動 
虛實整合應用 
... 

跨領域 
跨法人 
共同實現 

5+2 
產業創新 

農業 

食品 紡織 

土木 

精機 

化工 

電子 
運輸 

生醫 金融 

觀光 

城鄉 

… 

技術研發(16項OISP) 產業推動(6項OISP) 

產業 
分析 

IoT/5G 
系統軟體 

人工智慧 
AR/VR 

區塊鏈 
大數據分析 

資通安全 
軟體測試 

政策
規劃 

法制
建構 

人才
培育 

產業
服務 

*OISP：Open Innovation System Platform 5 
*5+2產業：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等推動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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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技術布局之構想 (中期，2018~2022年) 

Communication 
& 

Devices 
(5G) 

Software 
&  

Services 
(Block Chain) 

軟硬整合 

Action Responding 

Context Understanding 
Meaning Realizing 

Sensibility Sympathizing 
Decision Making 

AI Machine Language 

橫向擴大數位轉型之跨領域合作 

Exploring & Data Exchanging  

Security & Robustness 

IoT 1.x 

(Value) 
Creation 

Connection Sensing 

Natural / Bio Languag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縱向深耕AIIoT與5G-IoT的技術整合與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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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大研發主軸協助科專發展重點 

綠能 
科技 

國防 
航太 

智慧 
機械 

亞洲 
矽谷 

 +N… 
生技 
醫療 

網通感知 智慧製造 尖端應用 智慧服務 
新興網通(5G)、
異質聯網通訊、
先進體感與穿戴
應用、物聯網/雲
霧運算… 

智慧紡織、                  
智慧機械、                 
智慧工廠(大數據
分析/節能)… 

智慧商務、 
智慧健康、 
智慧媒體、          
智慧觀光、 
智慧交通、 
智慧農業… 

5G應用、             
區塊鏈應用、            
人工智慧應用 
… 

環境建構 
資安威脅防禦、           
科技法制建構、                 
開源人才培育、                  
軟體檢測… 

發展「5+2 產業創新」解決方案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打造優質數位國家創新生態 鞏固數位國家基磐配套措施 

循環 
經濟 

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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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通感知 
布局國際3GPP、IoT標準、MTC等通訊技術，發展巨資、通訊、工
業、能源、車載、穿戴等垂直應用領域之物聯網平台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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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Play可攜式下肢健促智慧終端與
數據分析系統」突破復健空間及設備限制，
提供醫師即時監控、與患者友善復健環境、
創新軟體服務生態與商業應用模式。獲得
2016 Red Dot Award、2017 WISTA健
康生醫獎項，並與運動器材大廠巨大合作 

復健數據即時分析  打造創新健康服務 

研發「動態物件追蹤與混合實境疊合技術」
於智慧眼鏡，促成中鋼、台塑跨產業合作，
發展工業應用解決方案，協助佐臻與基隆消
防局等合作，開發「智慧緊急救護系統」，
成果榮獲2017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智慧眼鏡遠距醫療  救人於千里之外 



智慧製造 

研發「機台群產效即時分析系
統」，並實際導入IC封裝、塑
膠押出與電池組裝製程(南茂科
技、華泰電子、南亞塑膠、元
泰)，實現生產前評估時程、生
產中即時示警、生產後評估產
效之大規模機台群管理，進一
步提升生產品質 

與紡織所共同研發「紡絲廠虛擬
感測技術」，整合紡絲廠製程與
感測資訊霧運算系統，建立紡絲
產線智慧化管理平台，成果導入
遠東新埔紡絲廠提升紡絲品質及
生產彈性，加速台灣紡織業從自
動化邁向智慧化生產 

與研華共同發展物聯網雲
公版平台(NIP, National 
IoT Pass)，欣興電子、群
浤電子及敬鵬工業採用本
技術建置5條產線聯網功
能進行實證，支持印刷電
路板廠商開發導入，實現
萬物聯網之應用 

發展異質網路整合與大數據分析技術，協助解決紡織、PCB、精
機與半導體封裝等跨領域議題，促使國內製造業朝跨製程、跨設
計、最佳化、智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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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擴大製造服務營收 



尖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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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停車位預測技術與停車場導引規劃系統，利用
低建置成本的物聯網應用，提供路邊智慧停車即時
資訊及停車位導引應用。促成裕勤科技 、依德科技、
惠隆資訊投資 

運用本會高速平行運算、雲端儲存、巨量資料倉儲、
虛擬化等技術，打造「無人化智慧工廠」，發展出完
整的重工業管理能力方案。促使新漢與恒達升級為無
線監控系統與製程自動化整合之領導廠商。 

開創以尖端技術(5G、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等)之新興應用，
藉此帶動國內產業技術升級與發展新型態商業應用模式 

即時車流偵測 引導停車資訊  

軟硬技術整合 打造無人化智慧工廠 



智慧服務 

「神農產銷平台」透過雲端進行農場
的溯源管理、庫存評估及資源掌握，
優化企業產銷資源，輔導台灣農林(全
台種茶規模最大業者)於屏東老埤農場
茶園(現栽種近125公頃)，以數據分析
降低企業15-20%管銷成本。花蓮富
里米透過神農產銷平台進行銷售及影
像溯源，協助農民自銷增加收益20% 

運用本會數位科技之系統整合能力，研發符合國內中小企業特性
之智慧服務解決方案，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12 

雲端數據即時分析 提升農產管銷效率 

「一指開店KD8行動電商服務平台 」
以簡單8步驟完成電商後台設定，即可
一站式產出APP及購物網站，與新北
市政府合作，協助百間以上在地中小
型業者發展電商解決方案。陸續與新
加坡在地資服業者McCoy合作，發展
自有品牌(APPEN) 擴散新、馬、印 

一站式智慧開店APP 協助業者電商轉型 



環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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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雲端威脅偵測、駭客入侵監控、情資整合分析等關鍵技術，
以具有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模式之資安偵防技術為發展目標 

• 研發與整合各式物聯網/自動化測試技術，建構國際標準之測試
方法與環境，提供第三方專業測試服務 

• 追蹤國際研發創新相關法制脈動，建構科專所需法制環境 

• 協助泓格科技開發工控入侵偵測網通產
品，國內第一家提供工廠OT資安解決
方案網通業者 

• 協助緯創公司建立「工業控制系統實驗
平台與攻擊測試軟體」，協助開發工控
入 侵 偵 測 產 品 ， 成 功 於 106 年
Computex展出雛型產品，吸引法、日
等大型國際客戶關注 

• 研提「共享經濟平台管理檢視原則」(解決
數位網路發展中新興商業模式相關法令議
題)、修正「科技基本法」與相關子法(整備
科技發展及創業法制環境)、產創第27條(落
實彈性採購機制)等 

領先切入工業控制資安技術  
協助國內廠商快速掌握商機 

因應國際科技趨勢脈動 
完善國內科技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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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共創新價值，協助產業數位轉型 

•資安與測試人才扎根，培育
資訊專業人才 

•積極促成產官學研合作，透
過跨域創新創業，為產業注
入活水，協助創新轉型 

產業環境的開拓者 

數位轉型的驅動者 技術創新的領導者 

優化ICT技術應用服務引導產
業數位轉型，結合領導廠商，
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 

掌握ICT關鍵技術，發
展核心模組，強化業
者技術研發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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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實機展示地點 
地點：10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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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SaFePlay智慧足部
裝置平台 

智
慧
影
像
應
用
與

技
術
服
務
平
台 

工
控
系
統
威
脅

分
析
技
術 

資
安
威
脅
情
蒐

研
析
技
術 

入
口 

茶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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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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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能源可視化平台 
針對精密機械建立之單機、整線用
電、控制參數的整合，提供設備能
耗特性、加工成本及設備診斷機能 

     

     

     

     

     

NB-IoT解決方案 

智能物聯應用管控解決方案 工控系統威脅分析技術 

     

資安威脅情蒐研析技術 

以爬蟲技術蒐羅網路相關訊息，並
透過AI語意分析技術篩選具高度價
值的情資 

智慧影像應用與技術服務平台 
使用深度學習技術，建立智慧影像應用與服
務平台，1.智慧影像模型訓練平台，2.醫學
影像辨識技術 

SaFePlay智慧足部裝置平台 

     
應用系統通過NB-IoT eNB傳收終端所蒐集
之監控數據，送至後端核心網路及應用伺服
器進行監控、分析和運用，達成智慧物聯網
應用情境 

RMM Controller NMS Mobile Device

Subnet A Subnet B Subnet C
Switch

智慧工業園區智慧工廠智慧設備智慧環控

Subnet D

採用應用系統、WAN廣域通訊、嵌入式閘
道器、感測網路及感測控制器等技術領域
分層切入，結合多種通訊協定與無線通訊
標準 

以全情境、多數據、可持續之技術特點突
破現行方案瓶頸，打造物聯世代健促分析
終端、創新軟體服務生態與商業應用模式  

智慧穿戴動作辨識平台 
      
運用深度學習分析慣性感測器(IMU)訊號
，提供動作辨識、偵測服務，協助廠商
有效率的開發智慧穿戴應用 

工業控制網路攸關經濟民生與國家安
全，本工業控制系統網路安全偵防技
術主要研發偵測駭客對工業環境所進
行之各種網路攻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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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科專可移轉技術 



網通感知(1/2) 

20 

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物聯網終端模擬技術 李穎芳 yvonne@iii.org.tw (02)6607-3173 
物聯網終端平台技術 李穎芳 yvonne@iii.org.tw (02)6607-3173 
物聯網接取技術 李穎芳 yvonne@iii.org.tw (02)6607-3173 
物聯網協定技術 李穎芳 yvonne@iii.org.tw (02)6607-3173 
5G輕核網路軟體平台與技術 林志信 chihshinlin@iii.org.tw (02)6607-3744 
系統整合與智慧物聯場域驗證 李麗鳳 lflee@iii.org.tw (02)6607-3870 
混合實境智慧眼鏡工業應用解決方案 林敬文 tedlin@iii.org.tw (02)6607-3529 
高密度資料即時負載平衡伺服器 劉記顯 chliu@iii.org.tw (02)6607-3535 
HMD沉浸式互動應用服務平台 劉記顯 chliu@iii.org.tw (02)6607-3535 
智慧穿戴動作辨識技術 廖憲正 hcliao@iii.org.tw (02)6607-2855 



網通感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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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多層次資安監控技術 劉文楷 wkliu@iii.org.tw (02)6607-2863 
M-CORD平台自動化佈署 許俊彥 jameshsu@iii.org.tw (02)6607-2828 
NB-IoT eNB 平台移植與實體層 高繼賢 chihsien@iii.org.tw (02)6607-3131 
NB-IoT eNB協定精進 萬立 liwan@iii.org.tw (02)6607-3782 
NB-IoT 定位技術先期模擬 高繼賢 chihsien@iii.org.tw (02)6607-3131 
雲霧資源協作管理技術 蔡其達 ftsai@iii.org.tw (02)6607-3202 
加密流量特徵萃取技術 徐暐釗 wzshi@iii.org.tw (02)6607-8954 
多層次異常流量分類機制 徐暐釗 wzshi@iii.org.tw (02)6607-8954 
多元車種混合車流之駕駛防撞關鍵技術 林啟盛 esalin@iii.org.tw (02)6607-3893 
3D影像處理基礎技術 翁明昉 mfueng@iii.org.tw (02)6607-3754 



智慧製造 

22 

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參數組合分析與步進調優原型模組 余承叡 fishyu@iii.org.tw (02)6607-2915 
產線資源智慧調配原型模組 余承叡 fishyu@iii.org.tw (02)6607-2915 
封裝打線軌跡學習與配方調優原型模組 余承叡 fishyu@iii.org.tw (02)6607-2915 
機台群產效即時分析與優化模組 余承叡 fishyu@iii.org.tw (02)6607-2915 
營管效率優化模組 余承叡 fishyu@iii.org.tw (02)6607-2915 
異質資料擷取模組V1.0 林志杰 erir@iii.org.tw (049)6003775#5051 
品質關聯診斷模組V1.0 高虹安 hakao@iii.org.tw (049)6003780 
紡織智慧製造系統化技術 曾蘭婷 claretseng@iii.org.tw (02)6607-3627 
工業聯網閘道技術 李秉恒 leifsbox@iii.org.tw (02)6607-3176 
設備監控通訊模組 黃勇益 yungyi@iii.org.tw (049)600-3775#5021 
雙設備程序控制模組 黃勇益 yungyi@iii.org.tw (049)600-3775#5021 
檢測數據監控人機介面模組 黃勇益 yungyi@iii.org.tw (049)600-3775#5021 



智慧服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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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企業信用評估系統 葉育惠 florayeh@iii.org.tw (02)6607-2953 
領域知識建置與管理系統－半結構化資料 陳棅易 be@iii.org.tw (02)6607-2503 
產品代言人智慧推薦技術 陳奕鈞 divienchen@iii.org.tw (02)6607-6322 
進階感知回饋人流預測 陳棅易 be@iii.org.tw (02)6607-2503 
資料關聯知識建模技術 黃建凱 kylehuang@iii.org.tw (02)6607-2745 
無伺服器運算技術 呂世祐 shiyosylu@iii.org.tw (02)6607-2792 
廣域監控服務平台最佳化技術 許群昇 teddy@iii.org.tw (02)66073627 
可攜複合式生物力學感測技術 李佩珊 peisanlee@iii.org.tw (02)66072581 
分析服務負載管理技術 吳柏萱 paulwu@iii.org.tw (02)6607-2795 
異質元件與平台警示監控技術 吳柏萱 paulwu@iii.org.tw (02)6607-2795 



智慧服務(2/4) 

24 

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智慧運動虛擬教練助理指導技術 陳勇叡 ronchen@iii.org.tw (02)6607-2106 
智慧運動虛擬助理教練技術 楊秉哲 maciaclark@gmail.com (02)6607-2175 
可攜複合式運動生物力學感測技術 林木花 jessicalin@iii.org.tw (02)6607-2646 
身份即時識別 邱璟明 jmchiu@iii.org.tw (02)6607-2186 
無縫式商品推薦整合式方案 邱璟明 jmchiu@iii.org.tw (02)6607-2186 
MORE SDK平台智慧管理與分析模組 蔡政宏 jasontsai@iii.org.tw (02)6607-2109 
MORE API平台智慧管理與分析模組 江姿潔 rubychiang@iii.org.tw (02)6607-2298 
IDEAS Chain - Task Composer  
雲運算引擎 蔡明宏 calvintsai@iii.org.tw (02)6607-2378 

IDEAS Chain - Task Engine  
端運算引擎 蔡明宏 calvintsai@iii.org.tw (02)6607-2378 

情境設計與體驗洞察工具 徐毓良 williams@iii.org.tw (02)6607-2332 



智慧服務(3/4) 

25 

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Social Insight文本探勘數據分析模組 徐毓良 williams@iii.org.tw (02)6607-2332 
區塊鏈即服務 2.0 吳李祺 rekiwu@iii.org.tw (02)6607-2191 
BIG-Token區塊鏈數位資產管理服務 1.0 何丞堯 bayaoho@iii.org.tw (02)6607-2529 
區塊鏈資源管理系統 2.0 李宏儒 hrlee@iii.org.tw (02)6607-2112 
運動賽事服務系統模組 V1.0 陳妍君 heatherchen@iii.org.tw (049)6003775#5063 
動態足部壓力感測模組 V1.0 陳妍君 heatherchen@iii.org.tw (049)6003775#5063 
物聯網應用快速開發工具技術 季彥成 ycji@iii.org.tw (02)6607-3844 
開放智慧聯網服務平台技術 許群昇 teddy@iii.org.tw (02)66073627 
可配置分散式分析技術 蔡其達 ftsai@iii.org.tw (02)6607-3202 



尖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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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乳房病灶偵測模組 葉于豪 yuhaoyeh@iii.org.tw (02)6607-2718 
乳房病灶辨識模組 葉于豪 yuhaoyeh@iii.org.tw (02)6607-2718 
智慧擬真互動服務引擎 丘晉嘉 jimchiu@iii.org.tw (02)6607-2595 
軌跡感知與預測技術 林啟盛 esalin@iii.org.tw (02)6607-3893 
自然語言對話理解模組 邱育賢 samuelchiu@iii.org.tw (02)6607-2950 
任務導向自然對話服務模組 李奕青 yichin@iii.org.tw (02)6607-3214 
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技術模組 朱柏嘉 bcchu@iii.org.tw (02)6607-2873 
近岸水面載具AI自主操控技術 劉文楷 wkliu@iii.org.tw (02)66072863 
去中心化數位身份管理服務 1.0 吳李祺 rekiwu@iii.org.tw (02)6607-2191 



環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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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轉成果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 
感知次系統驗測技術 林啟盛 esalin@iii.org.tw (02)6607-3893 
物聯網檢測服務平台 v1.0 宋怡靜 kathysung@iii.org.tw (02)6607-6929 
物聯網資安滲透測試技術 v1.0 宋怡靜 kathysung@iii.org.tw (02)6607-6929 
深度情資萃取技術 蔡淑玲 viviantsai@iii.org.tw (02)6607-8974 
惡意威脅潛伏偵測技術 蔡淑玲 viviantsai@iii.org.tw (02)6607-8974 
誘導式入侵威脅偵測技術 蔡淑玲 viviantsai@iii.org.tw (02)6607-8974 
工控系統威脅分析技術 蔡淑玲 viviantsai@iii.org.tw (02)6607-8974 
區塊鏈資安檢測及防禦應用技術 田謹維 jakarence@iii.org.tw (02)6607-8935 
科技法律透析2018 陳世傑 jay214@iii.org.tw (02)6631-1108 
科技法制的十八堂課 陳世傑 jay214@iii.org.tw (02)6631-1108 



本會科技專案計畫研發成果服務窗口 

資策會執行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計畫之研發成果
，歡迎各界洽詢運用，可移轉技術、專利與商標成
果 詳 細 資 料 ， 請 逕 參 本 會 網 站
(http://www.iii.org.tw/)之「產業服務」；本會將
持續更新網站之成果資料。 

• 可移轉技術成果運用，請洽本會企劃與推廣處  
劉秀妮小姐 (02)6631-8618 

• 專利與商標成果運用，請洽本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吳雅婷小姐 (02)663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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