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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locking the Business Value of Internet of Things

Connected Devices 

一次了解萬物聯網生態鏈 

 

封面故事 -- 物聯網生態鏈  如何啟動龐大的商業價值 

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無疑是 2014 年科技業中最受矚目的

關鍵字，2015 更是物聯網概念將應用到實際操作的開始。IoT 是指透過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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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傳感設備將所有物品的訊息以網際網路串連，提供智慧化識別與管理。

德勤美國（Deloitte USA）高科技產業團隊在 2014 年與麻省理工學院媒體

實驗室（Media Lab, MIT）合辦了一場為期兩天的大型物聯網專題討論會。

與會者皆為選定的企業高階經理人，他們在會中勾勒出未來物聯網生態鏈

的藍圖，並共同探討如何啟動物聯網生態系統的龐大商業價值。報告重點

摘錄如下： 

 

從智慧手機到智慧企業 – 物聯網生態鏈比你想像的要更龐雜 

 

許多公司的高階領導人紛紛預測，物聯網所能提供的潛在商機遠超越節約

營運成本所能為企業帶來的好處。甚至在不久後的將來，大多數的數據將

由機器產生，進而取代人類。在這種機器設備相互聯網的生態系統中，供

應商有著極大的空間去挖掘尚未被探索的市場機會，並開發出令人信服的

解決方案(IoT Solution)。例如，如何透過物聯網的相互傳輸更有效率地收

集並分析分散的、不同的資料。這些解決方案之發展將有可能改變整個商

業模式，並提供持續性的價值創造和業務成長的機會。 

 

雖然物聯網的傳輸安全性仍有疑慮，但在受訪的企業領導人中，將近 75%

的領導者表示：公司已經開始拓展及採用物聯網相關概念來解決問題，並

相信導入物聯網技術是維持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近年來，各種設備（包括

智慧手機、穿戴式裝置、醫療設備和汽車等）皆能夠透過相互聯網共享資

訊，這項科技大幅降低這些設備個別運算和資料儲存的成本，更顛覆以往

對於商業價值的定義與框架，本報告提供了以下幾項指標來思考 IoT 所開

啟的商業價值和 IoT Solution 的存在機會： 

 

1. 財務指標(Financial Metrics) ： 簡單來說，公司的營收、花費和資

產維持了它的營運平衡，但大部分公司的理財方式都在於減少開銷、

提高資產活用率、降低負債等，而非去發想如何經由創新方案開拓財

務來源。 

2. 企業績效的改善(Approach to Performance Improvement)：目前

物聯網解決方案大多被應用在特定的事件，像是減少庫存或是機器故

障等。只有一小部分是從物聯網分析出的數據去改善整體生產流程和

產品設計。若欲善用物聯網解決方案應延長績效改進的期限，針對長

期性的改善，而非專注在單一交易上(例如對客戶或是供應商的買

賣)，如此企業才能對比過去與未來的績效，並做一個持續性的的增值。  

3. 營運指標(Operating Metrics)：由公司的財務指標變動可以了解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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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三大核心營運流程：客戶生命週期、產品生命週期和設備生命

週期。目前大部分企業在物聯網上的投資專注於設備生命週期(例如優

化設備運轉、增加使用率等)。對於客戶生命週期及產品生命週期，智

慧型的聯網設備不但可以提供新的分析與性能，更可以有效管理公司

如何發展客戶和產品，甚至詳細地知道客戶存在週期、產品以及相關

收入和利潤等細節。  

 

對的策略，將物聯網價值極大化 

 

物聯網真正的商業價值在於能夠利用大量交易中產生的資料進行深入的分

析，有效使用資料可以幫助公司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雖然尚有資料安全

性的疑慮，但可透過監控設備來限制網域訪問的位置，有效地追蹤設備和

資產。所以現在近四分之三的企業都願意採用物聯網解決方案來挖掘新的

業務機會、促使新收入的增長、開拓新市場以及提供更好的產品跟服務。 

 

本報告指出六種可以利用物聯網增加商業價值的策略：1. 利用成本降低和

風險管理發掘更多的收入來源和創新的潛力 2. 專注於客戶生命週期和產

品生命週期 3. 提早設立目標以發揮最大影響力 4. 利用有效的資料與客戶

建立更深切的關係 5. 發展完整的安全系統以預防或回應任何風險 6. 資訊

透明化以取得使用者的信任。 

 

網路的發達大大增加了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潛在實力，若物聯網解決方案能

改善企業的基本商業價值、增加收入、創造創新的點子、使數據流貨幣化，

如此一來新的使用者跟需求就會慢慢增加。物聯網也證明了它可以幫助企

業製造更多的持續性價值，像是從過去一次性的交易轉變成長久的客戶關

係。雖然物聯網尚有連接性和安全性的問題，但仍可預期物聯網將襲捲零

售、教育、金融、旅遊、交通等各大產業。若未來有更多企業願意採用物

聯網解決方案，並在物聯網的生態系統中共同努力提出潛在威脅的解決方

法，如此一來企業疆界將重新定義，進而開創無限的商業價值。 

 

 勤業眾信英文全文報告：The Internet of Things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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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 leading the charge?    

 

 

充滿感測器的世界正式來臨 

無處不在的互聯應用和巨量資料的運算已全面顛覆人們對於生產流程的想

像，當愈來愈多的機器都已包含網路控制功能，數十億種感應器啟用設備

將輸入轉化為數位輸出，這些轉變可以徹底改變決策制定和提供新的服

務！物聯網的時代正式來臨，你做好準備了嗎？ 

 

感測器和雲端控制將全面「佔據」我們的生活 

 

人 (People) 

 

 人：人們可以使用運動檢測器和定位感測器等穿戴式裝置來追蹤他們

整體的運動、飲食和睡眠習慣，進而實現個人健康目標 

 食品生產商：放在食品供應鏈內的熱、化學和濕度感應器將提供即時

的回應，隨時可追蹤受到污染的食物並發出警告予食品安全監督人員 

 零售商：零售商可以使用地理位置感測器和移動應用程式，以增強消

費者的購物體驗，利用客戶的購物偏好和購物歷史紀錄來提供客戶適

當的廣告和更好的產品 

 房屋持有人：屋主可以將感應器安裝在電器、燈、冷暖空調系統、 電

子用品和警報器上，以便控制家中電器，另外亦可節省能源、提高效

率，讓使用上更安全且具成本效益 

 

公共建設 (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聲學感應器、振動感應器和地震儀等設備能讓相關單位監

測公共建設的安全程度。新一代感應器甚至能讓檢測員接收到建築物

的完整性資料  

 汽車：未來將出現自動駕駛汽車，配備運行、聲音和光感應器。預計

將改變旅行的性質，透過減少碰撞、紓緩交通阻塞、提高燃油效率等

方式，為無法駕駛的人帶來更多的活動性 

 交通：道路將設置資訊收集設備，這些裝置會匿名收集司機的智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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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和車載系統的 Wi-fi 及藍牙傳輸信號，以計算行車速度。相關資料將

可用於計算交通流量，並提供駕駛更多替代路線 

 公共運輸：公共運輸系統將裝設觸發器和感應器來識別和確認生物製

劑的釋放，防止生化類的恐怖攻擊 

 

環境(Environment) 

 

 公園：美國各地一些公共公園已配置感應器來監控臭氧、風速、風向、

溫度和濕度。此資訊可讓研究人員和公民對社區內的空氣品質更了解 

 海洋：沿著海底放置的感測器能使科學家更有效率地探測地震和即將

發生的海嘯起點 

 農場：農民使用濕、熱、化學和動作感應器來測量土壤溫度、水分和

植物生長速率。這種精確的方法可以幫助農民節約用水，並有選擇性

地收割農作物 

 

感測器市場正在經歷演化調整，因此當相關廠商搶灘物聯網市場商機時，

也須考慮到市場在未來十年內極有可能產生巨變。企業如何保留足夠的空

間，靜待更多創新所帶來的價值，並在剛起步的端對端服務領域中搶先提

供關鍵服務、開啟龐大的商業價值，將成為各大企業所面臨的關鍵問題。 

 

 勤業眾信英文全文報告：A Sensor-Enabled World (interactive) 

 

 

台灣物聯網相關企業 

  勤業眾信 資誠 安侯建業 安永 

通訊類 
笙科、凌通、譁裕 

正文、力旺 

聯傑、瑞昱、建漢 

艾訊 

盛群、亞信、創傑 

智易、明泰、啟碁 
智原、中磊 

感測器類 
台積電、矽創、立錡、

松翰、凌耀  
鑫創 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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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與雲端類 
喬鼎、川湖、台灣微

軟、台灣 IBM 
雙鴻、勤誠 廣達、緯創、普安   

系統建設及裝置類 

研華、融程電、宏達

電、欣技、凌華、威強

電 

神達、華碩、美律 

磐儀、微星、台達電 
英業達、宏碁、友訊 精聯、精技 

電信服務類 中華電、遠傳 亞太電 台灣大、台灣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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