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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重點回顧 

《序言》 

因應極端氣候與高油價電價時代來臨，各國政府政策與重點計畫積極推動綠能政

策法令、再生能源開發、智慧電能管理技術應用、創新示範性實踐案例展示與宣

導、研討展會活動推廣、智慧綠建材開發等，使環境更趨節能減碳之目標發展。

寬頻網路的普及、雲端應用與物聯網技術開發、行動服務的推展，使環境介面更

邁向友善社區與城市發展；各地方政府與業者積極投入智慧城市建設的參與及改

善，產學研各界積極投入相關創新技術研發，開發出更人性、環保的技術、材料、

產品及服務，使後端應用得到更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藉由國內外產業趨勢

的各項會展、研討、競賽活動，使各界在智慧產業的研發上能進一步擴展視野並

激發量能。 

此次重點回顧就本月國內外發展歷程、趨勢、議題加以呈現，針對綠色政策與實

踐、節能環保與再生能源開發、寬頻網路環境與雲端應用發展、智慧創新技術研

發、行動通訊應用發展、智慧服務與創新應用實例、智慧城市、國內外會展競賽

與交流等九大構面，掃瞄 2013年4月份全球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重點及現況，

提供各界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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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綠色政策與實踐 

(一) IPCC 副主席示警：二氧化碳排放量 朝最壞變化攀升 

    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專家委員會（IPCC）六年一度的評估報告中，今年首

度將永續發展納入評估，跨領域處理社會、經濟、環境議題，更深度針對氣候變

遷描述。IPCC 副主席凡伊巴瑟雷強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正沿著最壞軌跡變

化，為因應不可避免的衝擊，須透過政府政策減緩、調適氣候變遷。凡伊巴瑟雷

參訪墾丁、花蓮、北投圖書館後認為，台灣足以發展水力、風力發電，但減低核

能計畫的前提為整合各種能源政策。 

 

(二) 第三屆台灣綠色典範獎啟動  

    經濟部「綠色貿易推動方案」自 100 年度起設置「台灣綠色典範獎」，評選

綠色產品與服務做為業者表率。獲得該獎的產品或服務，可使用由經濟部授予的

「台灣綠色典範標誌」在國內外行銷，並參加「綠色貿易推動方案」下的各項國

際宣傳活動。102 年度「第三屆台灣綠色典範獎」自 4/15~5/31 受理報名，經濟

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並在台北、台中、台南舉辦三場說明會，說明評選活

動的申請方式、評選項目、評選程序與獎勵辦法。 

 

(三) 2013 世界地球日：氣候變遷的面貌 

    4/22 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地球日」，今年主題是「氣候變遷的面貌」(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透過影像故事，告訴大眾氣候變遷是如此真實地影響著人類、

動植物和地球環境。今年「地球日網路」同時在社群網路舉辦相應活動，鼓勵大

家將「氣候變遷的面貌」照片、影像，貼到臉書、推特等社群網路上，透過網址

「www.earthday.org/faces」，或是推特上以「#FaceOfClimate」搜尋，就可立即看

到全世界朋友分享的「氣候變遷的面貌」。 

 

(四) 屋頂設太陽能板 新北逾 70 學校同意 

    新北市核定〈新北市市管公有房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

點〉，並舉行低碳校園說明會，將針對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系

統，解決廠商用地問題，同時也降低建物室內溫度及能源使用。初步統計約有

70 餘所學校願提供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約可達到 200 萬峰瓦（年發電約 190

萬至 200 萬度）的設置容量且年減 1000 多公噸碳排；未來在教育宣導及公有財

產修繕等項目上更可藉由業者支付的租金以應用，真正達到低碳城市的目標。 

 

二、 節能環保與再生能源開發 

(一) 替代能源 相中地熱、甲烷冰 

    核四如停建，替代能源在哪裡？國科會表示，深層地熱、甲烷冰是較適合台

灣發展的再生能源。目前宜蘭已有一座一百萬瓦的淺層地熱電廠商轉，約可提供

一百至二百戶家庭用電；預計三至五年內會完成三百至五百萬瓦的深層地熱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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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確認技術可行後，再朝三千瓦、五千瓦商轉邁進。甲烷冰則主要分布於台

灣西南海域，台灣與德國合作，由德國「太陽號」研究船來台確認甲烷冰蘊藏量，

預計明年可完成探勘。而若要開採、發電，至少還需十年。 

 

(二) 紐約綠色能源比率提高 

    研究顯示，2030 年紐約需用的電力將可完全從風力、水力和陽光得到。這

項研究由史丹福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的研究人員主持，其中說明了紐約居民在 17

年內便可依賴可再生能源。這需要大量投資於風力渦輪機、太陽能電池板。過去

九年，紐約根據再生能源的組合標準，一直致力增加節能產品。紐約州能源研究

和發展管理局的目標為：2015 年水力、風力、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垃圾掩埋場

的沼氣，每年將提供 1040 萬度電；該局報告，去年年終時已達到目標的 46%。 

 

(三) 節約能源績優獎選拔 報名開跑 

    經濟部能源局「節約能源績優獎表揚」選拔，6/20 前受理報名。本年度依產

業屬性共分六組：A 組化工業、B 組基本金屬製造業、C 組紙製品製造業、D 組

中小企業及其他、E 組批發及零售業、F 組公共行政、教育服務業、政府機關；

並將分別選出傑出獎及優等獎，連續 3 年獲傑出獎者另頒發節能優良企業獎。 

 

(四) 拜耳青島生態建築獲國際認證  

    拜耳材料科技公司位於山東青島的示範節能建築，日前被 LEED 授予金級認

證。該建築配備有光伏發電板，每年可產生 80.35 兆瓦時電力；內部採結構蓄熱

供冷系統，並結合建築圍護結構以及熱源地泵系統，實現了能源的綜合利用。為

了減少通風和溫度調節所帶來的能源流失，該建築配有專門的熱回收系統，並且

採用了 LED 技術，大大減少了電能消耗。該建築在能源效率、原料選擇和環境

質量方面採用的解決方案展現了可實現和可測量的優勢，因此被授予金獎。 

 

(五) 感應晶片控制用電 歐洲推節電 

    英國國家電力供應公司提議，讓所有家電裝上自動感應晶片，一旦發電廠供

電吃緊，晶片會自動關掉家電，事前不警告也不必用戶同意。這項提案已取得「歐

洲輸電系統業者網絡」支持，也得到歐盟內許多電力監督機構同意。包括冰箱、

電爐、冷氣機、洗衣機等，都在提案主張範圍。之所以推動這項措施，是因為風

力發電等綠色能源相較於傳統電力可預測性較低，增加拉閘限電或斷電的風險。

提案如果通過，裝有感應晶片的新產品可能在三年內推出。 

 

(六) 台達電節能產品與解決方案 三年共省 91 億度電 

    台達電於 2013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宣佈最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10-2012

年內共節省 91 億度電，相當減少 490 萬噸碳排。而台達電在全球的綠建築辦公

室，一年共節省 1,000 萬度電，其中最新獲得 LEED 認證的桃園研發中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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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能源管理解決方案，包括 HVAC 智慧空調系統節能達 52%、電梯解決方案

節能達 52%及 LED 照明解決方案節能達 50%等。台達電並為全球各大廠商、建

設提供節能解決方案、通訊電源系統、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工廠自動化解決方

案及建築節能管理系統。 

 

(七) 香港零碳天地獲工程創意大獎 

    由奧雅納打造的香港首座零碳建築—零碳天地，4 月 12 日在香港工程師學

會舉辦的工程創意大獎中獲得第一名。零碳天地採用一體化創新設計理念，能有

效因應香港的亞熱帶氣候，體現永續發展概念，達到綠建築環保評估認證體系

BEAM Plus 白金級認證。設計團隊採用逾 80 項尖端的環保建築設計，結合被動

設計、主動技術及就地可再生能源發電等措施，可在全生命週期內實現零碳排放。

此外大規模使用由廚餘用油煉製的生物柴油進行發電，是香港首座能把剩餘能源

回饋公共電網的建築。 

 

(八) 節能減碳未來車 電腦幫忙駕駛 

    近年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逐漸壯大，為順應環保意識與嚴格制定的法規，

各家車廠均致力發展各種替代能源汽車，如油電混和車、天然氣汽車與氫氧車等。

而隨著倒車雷達、號誌辨認、自動煞車與保持安全距離等功能相繼開發，輔助駕

駛技術為汽車提供了未來可能性。據了解，Google 的自動駕駛汽車總測試里程

數已超過 50 萬公里，其共同創辦人曾預測將在 5 年內開始販售。電腦駕駛不單

能以更省油的方式煞車或加速，甚至可以提前判斷各種可能的意外。 

 

三、 智慧節能綠建材 

(一) 世界第一：漢堡市的藻能建築  

    德國漢堡市一棟公寓外部掛滿了如同百頁窗的藻類培養槽，是第一棟專以藻

類驅動的建築。這棟生物智能住宅（Bio Intelligent Quotient House）由 Arup、 SSC 

（Strategic Science Consultants）及 Splitterwerk 建築師共同設計。建築團隊將藻

類培養在大片透明薄板間，並以自動調控系統穩定其水溶液養分和二氧化碳。培

養槽被固定在外牆鷹架上，可轉動趨向太陽。夏天藻類密集成長時，可提供遮蔽

以幫助室內降溫，並隔絕噪音；當藻類生長到一定密度時，則會回收轉化成生質

天然氣，冬天時用來驅動暖氣系統。 

 

(二) 墨西哥綠能外牆 可吸空汙 

    聯合國過去將墨西哥評為汙染大都市，每年受空氣汙染致死人數近千人。墨

西哥市立醫院近來更換了一道白色外牆，由形狀不一的磁磚所組成，磁磚塗料則

是細微二氧化鈦，經接觸陽光後，可以分解空氣中一氧化二氮，每天約可吸附超

過八千輛汽車排放的汙染物質。研發可吸附髒空氣磁磚的德國公司表示，藉由磁

磚不規則的形狀設計，可改變風的方向，提高空氣流通率，也增加磁磚接觸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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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機會；而且該圍牆還可阻隔陽光射進屋內，幫助醫院節能。 

 

(三) 鯊魚表皮抗菌 學者研發抑菌產品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系教授陳柏宇，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合作，在《科學》

期刊上探討蜘蛛絲、海綿骨架、大嘴鳥喙、羽毛等各樣生物材料，剖析其表面性

質與內部結構，並在國科會記者會上發表成果。鯊魚表皮因其特殊的「高深寬比」

結構，讓細菌難以生長，可望應用於公共門把、病院設施、不易受細菌感染的導

尿管等；而蓮葉表皮有奈米級的疏水性含蠟絨毛，也為自潔防汙的建築外牆帶來

商機。另外，鮑魚外殼特殊的層狀結構具有極高強度，該研究團隊正利用此特性，

研發不易斷裂、韌性更強的陶瓷及玻璃，預計未來將與業界合作。 

 

(四) 台科大太陽能節能玻璃成功打入國際市場 

    歐盟已於 2013 年 2 月通過計畫，準備將台科大楊錦懷教授所研發成功之太

陽能節能玻璃大量應用在歐洲低碳與零碳建築，並邀請至英國 Nottingham 大學

客座兩年，將該校校園內已建造之六棟節能屋，換用此種太陽能節能玻璃並進行

監測，研究成果將大量應用於歐盟各國之低碳與零碳建築。日本東京大學也將於

2013 年與台科大合作，將此太陽能節能玻璃進行日本 JIS 工業規格認證試驗，並

應用在日本之 ECO Buildings。2013 年 8 月在中國舉辦之國際太陽能十項全能競

賽(SOLAR DECATHLON)中，台科大、北京大學與美國伊利諾大學將聯合建造

太陽能節能屋，並採用此種太陽能節能玻璃為建材，此建築將永久保存於中國山

西大同，作為低碳建築示範。  

 

四、 寬頻網路環境與雲端應用發展 

(一) 新 ZigBee IP 規範出爐 定義物聯網基礎架構 

    ZigBee 聯盟發佈新的 ZigBee IP 規範，增加網路、安全層及 IEEE 802.15.4

標準的應用架構。ZigBee IP 是基於 IPv6 無線網路解決方案的首個開放標準，提

供無縫、點對點連線及可擴充架構；並支援具成本效益及節能特性的無線網路，

採用標準網路協定，如 IPv6、6LoWPAN、PANA、RPL、TCP、TLS 及 UDP 等。

ZigBee IP 還將提供物聯網的標準應用架構，涵蓋智慧電表、家用能源管理系統

及無線感測網路。目前包括 Exegin、Silicon Labs 和 TI 皆取得 ZigBee IP 規範的

黃金平台認證，此認證程序確保不同供應商的產品可相互操作。 

 

(二) 中華電降 ADSL 光世代費率 

    NCC 審議通過中華電信「ADSL 及光世代電路及上網服務新增速率、資費

調整方案」，實施後用戶可享有免費升速或降價的優惠。ADSL 1M/ 64K 方案將

升速至 2M/64K；2M/128K 將升速至 4M/128K；3M/384K 則升速至 5M/384K。

光世代的 4M/1M 將升速至 6M/2M；12M/4M 則升速至 20M/5M；50M/10M 則升

速至 60M/15M。ADSL、光世代原提供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的月租費折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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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後將繼續提供相同折扣；而中華電信將在 6 個月內完成升速作業。 

 

(三) WEF 2013 全球 IT 評比：台灣名列第 10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 2013 全球資訊科技評比報告，台灣在全球網路

整備度指標（NRI）為 5.47 分，位居全球第 10。前 10 名國家依序為芬蘭、新加

坡、瑞典、荷蘭、挪威、瑞士、英國、丹麥、美國、台灣，其他亞洲國家中韓國

為第 11 名、香港 14、日本 21。WEF 每年均會依照整體環境、整備度、應用度、

影響力四大項指標，加上 10 項次指標及 54 個細項指標評比。研考會指出，今年

名次進步與家庭上網普及率評比大幅提昇有關；而政府 IT 應用推廣指標排名第

7。 

 

(四) Google Map 提供室內導覽地圖系統 

    Google Map 推出全新服務-Google Indoors Map 室內導覽地圖，將室內平面

圖結合 Google 地圖，透過此功能可以清楚知道購物商場的樓層配置、出入口、

電梯及廁所位置，機場的報到櫃檯和登機閘口的位置。使用者可利用 Android 手

持裝置或一般電腦的瀏覽器，透過此服務先瞭解地理環境並可事先規劃路徑，避

免走錯地方的風險。使用者可透過導航功能，出發前先規劃一條路徑，到目的地

後，按照設定的路徑指引動線。Indoor Map 目前在比利時、法國、美國、德國、

日本、英國、加拿大、丹麥、瑞士、瑞典等國，提供機場、體育場、購物中心、

博物館、零售商店等地方供使用者查詢。目前地圖資料仍不充足，因此 Google

官方希望使用者透過樓層規劃平台將建築物樓層資訊上傳至資料庫，Indoors 

Map 的服務才會更加完整。 

 

(五) 台北市攜手華碩 打造 5 項雲端服務 

    台北市開全台縣市首例提供「市民雲」、「企業雲」、「教育雲」、「健康雲」、

及「開放資料雲」五項雲端服務。市民雲提供網路市民 5GB 的免費網路空間，

企業雲則提供每家中小企業 10GB 的雲端空間與行動辦公室應用軟體、資料備份、

檔案協同作業、雲端錄音、筆記、列印及大檔案郵件寄送等。教育雲則提供市府

相關教育感情用事服務移植到雲端平台，目前以中小學為主。健康雲則提供市民

個人健康管理及照護服務。開放資料雲則配合政府目前公開的 164 項資訊服務。

目前這項服務屬於先導測試，由華碩電腦免費提供，直到今年 12 月 31 日截止。 

 

(六) 和泰車華碩 合攻雲端導航 

    「日月潭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啟動，和泰汽車與和運租車投入 35 輛

TOYOTA 綠能環保車，每輛皆配備「智慧型雲端行車導覽系統」。該系統由和泰

車與華碩合作研發，整合雲端資訊與車用影音主機，提供即時旅遊資訊與在地景

點導覽。其長期目標是以華碩車用主機平版電腦，取代傳統車用導航及影音系統。

而裕隆旗下自主品牌納智捷也與宏達電結盟，共同打造智慧科技車，將以宏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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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的 360 度環景及車測安全輔助影像系統，解決行車視野死角問題。 

 

(七) 台歐智慧產業交流平台 啟動 

    資策會前瞻所舉辦「2013 IOT x Big Data 台歐智慧產業國際論壇」，並正式

啟動「台歐智慧產業交流平台」。此次特別邀集 Intel、IBM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

專家、研華、日月光等產業代表，剖析全球物聯網與智慧產業最新技術與應用趨

勢以及與歐盟物聯網合作契機。在 IPv6 網路架構下，未來每一電子設備都將擁

有自己的 IP 位址，勢必產生龐大的資料量。而現正執行的「智慧系統服務平台」

與「鉅量資料分析技術」專案，未來更將帶動高價值雲端應用與智慧產業商機。 

 

五、 智慧創新技術研發 

(一) 英震動頭盔 助消防員火場探路 

    英國雪菲爾大學研發出一種觸覺頭盔，利用震動協助執勤中的消防員在黑暗

或煙霧中找到出路。該頭盔從透過觸覺感知的囓齒類動物研究獲得靈感，配備大

量超音波感應器，用來偵測消防員和牆壁等附近障礙物的距離；並向頭盔內的震

動板發射訊號、碰觸消防員的前額。消防員距離障礙物愈近，板子震動得愈厲害。

研究者表示，把震動板放在頭盔裡比起把震動板放在消防員手上，更能讓他們快

速對訊號做出反應，也能讓他們騰出手來執行救人等任務。 

 

(二) 日本新技術 電視飄香味 

    每日郵報報導，日本東京農工大學研發出「嗅覺螢幕」，讓顯示器能飄出與

節目內容相應的氣味。這項發明讓廣告中的炸雞或現煮咖啡更吸引人，或讓實境

節目更真實。這項全新的嗅覺顯示器，能在二維螢幕散發出與節目內容相應的氣

味。這套技術將氣味送入螢幕四個角落發出來的氣流，讓氣味飄散在顯示器表面，

利用風扇改變氣流強度和飄散方向，讓氣味飄向螢幕特定位置，讓觀眾產生氣味

是從電視飄出的錯覺。現階段這套系統 1 次僅能發出 1 種氣味。 

 

(三) 日研究：成功讀取夢境 解讀腦內活動模式 

    日本國際電氣通信基礎技術研究所公司(ATR)為主所組成的團隊在美國科學

雜誌《科學》發表，成功測取睡眠中人腦的活動，開發出得知夢境部分內容的方

法。本次研究使研究人員得以高度精確解讀：睡眠中高次視覺皮層的腦活動，因

而形成的夢境中顯現物體。此方法不只能夠解讀夢境，也可以應用在解讀想像、

幻覺上。期待未來能應用在「腦機介面」、心理狀態可視覺化、精神病患診斷等

廣泛領域中。腦機介面是指腦與外部裝置間建立的直接連線通路。 

 

(四) 默克研發中心 在台啟用 

    液晶材料大廠默克投資 3 億元設立的「新技術研發暨應用中心」將正式在台

啟用。這是默克在亞洲第一座跨足多元技術的研發中心，將針對 3D 技術、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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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和可撓式面板等新技術，即時提供關鍵材料開發服務，並將引進國外最新

OLED 噴墨式材料及技術。這些技術搭配 Displaying Futures 概念，未來在建築、

醫療、通訊及交通上都將扮演重要角色。例如，OLED 可同時做為顯示器及照明

使用；可撓曲顯示器運用在智慧型手機必將成為趨勢，擴展在醫療領域可應用於

電子病歷。 

 

(五) 彎曲螢幕量產困難仍多 

    不少科技大廠今年相繼研發穿戴式電子裝置，如可環繞手腕的電腦顯示器及

包覆式眼鏡，但其中需要突破的困境仍多。未來的裝置將以非常不同的面貌呈現，

搭載的螢幕能夠展開，還能依附在不平整的表面，甚至富有延伸的彈性。特殊玻

璃生產商康寧公司最快今年供應一種讓手機螢幕邊緣可彎曲的玻璃Willow Glass，

該玻璃薄如紙張，且有足夠彈性包覆裝置或結構。但要讓 Willow Glass 製造的產

品商品化仍有待時日，Lux Research 分析師梅尼克說：「模型可以製造，但這些

裝置中有許多過程及材料都面臨巨大的產量和比例問題，距離產品量產還相去甚

遠。」 

 

(六) 3D 數位觸控面板 自動存取紙本資訊 

    日本研發出一款 3D 觸控面板，結合網路攝影機和投影機，只要把資訊放在

螢幕上輕輕點選，就能立刻存取影像，包括便利貼、書本內容等。這台 3D 面板

辨識功能精細，如手指沒有出現點選姿勢，投影機則不會偵測。而系統還會偵測

到手指高度並感應到紙本亮度和色澤；手握拳頭上下移動，則可把畫面放大縮小，

未來只要掃描紙本細節，手指輕輕一點，資訊就能一覽無遺，3D 投影機預計在

2014 年推出，可完全取代翻閱書本的動作，進入全數位化觸控時代。 

 

(七) 比利時設計師發明“百變”家具 

    比利時設計師卡爾迪斯美特發明了一種神奇的百變家具，由形狀記憶聚氨酯

製成，只要加熱到 70℃即膨脹，而原始體積只有最終體積的 5%大小。如果模樣

不盡人意，可輕易用軟體“命令”它變身成想要的樣子；若變形後出現裂縫，可在

幾分鐘之內融化修復。搬家時家具也可回融到原始大小再重新組裝。將來購置家

具時，只需查看家具模型，記錄下編碼，然後到倉庫調出相應大小的塑料塊即可。

只需稍待片刻充電加熱塑料塊，精美的家具就會被佈置好。 

 

(八) 極微鋰電池研發成功 一秒鐘內充電完畢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金恩主導研發出僅數毫米大的鋰離子電池，其體

積只占現在鋰電池的一小部分，並可外接汽車電池，於一秒內完成充電。研究小

組重新設計了電池兩極為多孔的微結構，最佳化離子和電子的輸送，能高功率傳

遞電能，其功率密度甚至可超越超級電容，並且大幅勝過其他微型電池 2,000倍。

由於新的電池設計是極微小的結構，很難與現有設備整合，製造成本也稍嫌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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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技術目前不打算進入商業化的進程，但其未來發展值得關注。 

 

(九) Google Earth 體感化 揮揮手即能操控電腦 

    Google 宣布 7.1 版的 Google Earth 將加入手勢操作，開始支援 Leap Motion

體感控制器，讓用戶可以透過體感設備，不需要移動滑鼠或輸入鍵盤，只要移動

手勢就能遨遊世界。Leap Motion 還將支援多種程式以及遊戲，讓使用者可以透

過體感來進行各式各樣的電腦操作。 

 

六、 行動通訊應用發展 

(一) 難監督上網 App 幫忙管孩子 

    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使用者年齡愈來愈小，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報告顯示，1/3 以上的美國青少年擁有智慧手機，近半青少年智慧手機

使用者讓父母難以管教他們的行為。許多新應用程式（app）可以幫助父母監督

和控管 2 至 13 歲孩子使用網際網路的狀況。Kytephone 公司推出同名軟體讓父

母得以監管孩子使用應用程式和網站，還可一窺哪些人傳送訊息和打電話給自己

的孩子。網路保母公司（Net Nanny）上月也發表適用於 iOS 裝置的瀏覽器應用

程式，以過濾網路內容並封鎖猥褻內容。 

 

(二) 智慧型手機中內嵌式氣壓感測器 

    智慧型手機內嵌式氣壓感測器，即透過嵌入式技術內建氣壓計，用以測量持

有者所在相對海拔高度，並透過傳送個人海拔高度，GPS 獲取三維空間及時間座

標的處理速度大增，可加速定位。內嵌式氣壓感測器也有助於取得即時天氣，甚

至可在無資料連結模式下得知即時氣候動態，省去 App 的電力耗費；未來若加

上濕度感測技術，可大幅改進氣象預報的準確度及時效性。而內嵌式氣壓感測器

也可應用在生理上，可提醒患者在偏頭痛發生前提前做好預防措施。 

 

(三) Crock-Pot 聲控食譜 App 第一次料理就上手 

    美國慢燉鍋業者 Crock-Pot 推出一款食譜 App，將所有的料理步驟設計成精

簡易懂的版本，還可使用語音指令。每份行動食譜包括三個主要類別：料理細節、

配料準備和烹調方式。其中料理細節會顯示食譜照片，同時可觀看其他使用者所

給的評價、準備時間及特定主題，並以難易度進行分級。Crock-Pot 食譜也有個

人食譜盒功能，使用者可以將喜愛的食譜放置其中，以備將來參考之用。此外也

可將食譜添加到購物清單中，同時分享到 Facebook，或透過電子郵件分享給親

朋好友。 

 

(四) GeoPapyrus：幫現實物體添加你想要的虛擬標記 

    GeoPapyrus 是一款由巴西創業家 Marco Vanossi 所研發的 iOS APP，透過

AR 技術讓使用者可依自己喜好，將虛擬資訊添加到現實物體上。只要打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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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對準生活中物體進行辨識，就可立即得到作者背景、作品簡介及相關資訊。

使用者還能新增評論或註解，也可將 AR 標記進行分享。每個標記都帶有 LBS

定位資訊，如果切換至地圖頁面，GeoPapyrus 會抓取所在位置，偵測周遭有哪

些熱門標記點或好友參與的標記；此外也可以設定追蹤某物品，每當有新標記出

現時， GeoPapyrus 就會主動寄信通知。 

 

(五) 音響也是儲電板 手機充電不設「線」 

    藉由感應傳輸，手機可透過背蓋上的特殊晶片傳導 5W 以下低功率電壓。

2008 年國際無線充電聯盟推動 QI 標準，手機大廠紛加入，從得換特殊背蓋漸為

手機主機板標準配備，如藍芽音響，具備充電板，可使手機邊放音樂邊充電；還

有日本業者設計汽車充電板；CES 大展中也有業者把居家牆壁變成充電板，手機、

相機放入範圍即可充電。現在美國部分機場、咖啡、速食店均已有充電板設備。

目前國際上有三大無線充電組織，組織內充電板規格相同，彼此支援。 

 

(六) 韓調查：地鐵電梯內手機輻射強 

    南韓環境部國立環境科學院日前完成 1 項調查顯示，在地鐵或電梯內打手機，

當事人所受到的電磁輻射比平時高出 6 至 15 倍。調查中以南韓市場銷售的 7 款

手機為對象，進行不同使用環境下電磁輻射強度測試，結果顯示，在快速移動的

地鐵內打手機，會產生 0.1~1.06 V/m 的輻射，比在停止狀態下打手機時的強度

0.03~0.16 V/m，高出 6 倍。在電梯等封閉空間內打手機時，電磁輻射強度也會上

升到 0.15~5.01 V/ｍ，比電梯外開放場所的數值平均高出 15 倍之多。之所以電磁

輻射會變強，是因為手機不斷搜索距離最近的基地台，造成輻射強度增加。同樣

地在電波收訊困難的封閉場所內輻射強度也會增加。 

 

(七) 來電就自動彎曲的手機  

    美國皇后大學人機介面實驗室設計了一款名為 MorePhone 的原形機，當接

收到來電或訊息時，螢幕便會變形吸引使用者注意，以解決訊息漏接問題。這款

原形機除身兼可撓式面板和智慧手機，可執行簡單程式、電話、簡訊發送等基本

功能。MorePhone 原形機的顯示螢幕是採英國 Plastic Logic 製造的可撓式面板，

螢幕之所以能在接收電話時變形，主要是面板底部使用了形狀記憶合金絲，可有

整機捲曲或是邊腳微彎兩種變形模式，亦能設置當接收不同訊息時，由不同邊腳

彎曲通知。 

 

(八) 穿戴裝置將可能取代智慧手機  

    受到科技公司將智慧型手機功能注入穿戴式配件的影響，蘋果、谷歌和三星

電子三大科技公司競相研發未來消費者穿戴科技產品。這三家公司據傳都在研發

智慧型手錶。此外，谷歌已加緊腳步，將上市推出稱為 Google Glass 的聯網眼鏡。

資訊科技業調查機構 Gartner 分析師表示：「這只是穿戴式科技的啟航。幾年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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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型衣物也終將問世。」   

 

(九) Google Glass 膠框、儲存空間 16GB、500 萬畫素相機、相容 Android 手機 

    Google Glass具體規格公布，將配備 500萬畫素相機，且錄影畫素高達 720p，

儲存空間 16GB、膠框，藉由可調式鼻架可依使用者的個別需求調整尺寸。而顯

示器畫面大小以可舒適觀賞為考量，據稱就像以 8 英吋的距離觀賞 25 吋高畫質

電視。其音頻可透過眼鏡骨架傳輸，並只靠單一顆電池就能讓 Google Glass 運作

一整天。連網選擇包括標準 802.11b/g WiFi 和藍芽，外埠連接包括一個 micro USB

插槽，可供資料傳輸也可用來充電。在相容性方面，Google Glass 與 Android 手

機相容，而 MyGlass app 現已可自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十) 蘋果新專利 力求與汽車結合 

    美國商標與專利局 25 日公布新一波蘋果公司申請的專利，顯示正積極藉由

iOS 系統移動裝置上的藍芽等無線連接系統，和汽車互動、甚至操控等。美國科

技網站 appleinsider 揭露，第 1 項專利為「定位車輛」，以藍芽將移動裝置和汽車

連結，確定車輛為停止狀態後，移動裝置就會連線到停車場的系統中，透過「室

內GPS」技術確認車輛在停車場內位置。第2項專利是「利用移動裝置使用汽車」，

將現有智能鑰匙功能轉換到移動裝置上，例如以 NFC 或無線電方式打開門窗、

發動引擎等，蘋果試圖運用藍芽來加強控制性，並讓它變得更安全。 

 

七、 智慧服務與創新應用實例 

(一) 3D 列印使義手價格平民化  

    年僅 17 歲的 Easton LaChappelle，以一隻機器手臂，在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

展獲第二名。這隻手臂選用開放硬體的 Teensy Arduino 開發板，並採售價不到 800

美元的 Printrbot 3D 列印機來輸出需要的零件，將市價達 8 萬美元的義手降到僅

250 美元。除齒輪、馬達、螺絲等零件外，幾乎都可用 3D 列印機來印製。目前

版本已是第三代，第二代採用了牙科橡皮圈模仿肌腱、彩色尼龍包膠線圈做成的

韌帶、任天堂遙感手套、及操縱手臂動作的腦波控制耳機。肌肉動力來源為可變

電阻和直流馬達組成的自製伺服機。第三代除了 Arduino 開發板外還配備了放大

器電路、藍芽接收器。使用者操控時先收縮肌肉，選擇動作功能表，再眨眼控制

預設好的手、肘、腕的姿勢，選擇好後，EEG 耳機會檢測腦波來控制義手進行

動作。  

 

(二) 可由手機操控的人造手掌  

    i-limb ultra revolution 是一款由 Touch Bionics 所開發的機器人手掌，可透過

手機 app 進行操作，訊號以藍芽介面傳遞。個別手指的關節以數位訊號控制，而

可活動的拇指則直接與使用者肌膚接觸，以接收肌肉動作電極，並對應四組肌肉

觸動器訊號，做出特定握姿或手勢，也提供使用者自行程式編輯的空間。這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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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app 會統計最常使用的動作，並歸納建立一個資料庫。目前設計有兩種大小規

格，分別重 443 公克及 515 公克，手掌部分可負重達 90 公斤，手指部分則可負

荷 32 公斤的重量。 

 

(三) 睡飽了才叫醒 智慧手環讓你神清氣爽 

    Jawbone 推出的 UP 智慧手環，會紀錄睡眠時的微小動作，判斷為淺睡、熟

睡或清醒狀態，與手機 App 同步後，就可知道睡眠狀況；內建智能鬧鐘會分析

睡眠資料，在起床前適當的時機震動。並且可紀錄一天中所有活動，分析出活動

時間、總消耗熱量、休息時間等。也可自行標記活動的開始與結束、選擇活動類

型、努力程度等。飲食管理的部份提供兩種方式，一種是自行輸入手機 App 中；

另一種是透過手機鏡頭掃描包裝上的條碼，系統會自動與雲端資料庫比對，下載

該食物的基本資料，作為飲食控制的參考。 

 

(四) PayTango 讓指紋辨識付費更簡單 

    卡內基美隆大學開發出PayTango安全支付系統，註冊只需掃描食指與中指，

再刷讀信用卡，最後輸入電話號碼，系統便可將個人卡片資料、指紋檔案與手機

號碼建立連結。接下來用戶僅需在店家 POS 機前完成指紋識別步驟即可完成結

帳。其設計理念在確立用戶與銀行相互認可的交易模式，並以學生卡帳號進行消

費。PayTango 亦可將不同的消費項目分為「開通付費」或「禁止付費」不同權

限。這套系統預計也可取代健身房卡等需要身分識別、又強調付費便利性的服

務。 

 

(五) 低頭族的救星－LUMOBack 讓你不再彎腰駝背 

    LUMO BodyTech 公司日前推出了 LUMOBack，一個厚度僅 8.5 公厘的輕便

感應器，只要將它套在使用者背部，便可持續監控體態，且不會對日常生活造成

困擾；而當使用者駝背時，LUMOBack 便會藉由溫和的震動提醒。其主要特點

在於可透過無線感應的方式，連結到行動裝置上的 App，並經由名為 LUMO 的

動態小人像，即時顯示如駝背、姿勢正確、走路和躺平等各種狀態。此外也提供

資訊分析，統計在一天當中維持正確體態的時間佔比，以及在哪些時間點上姿勢

是不良的，提供矯正參考。 

 

(六) 照護用廉價機器人 日補助研發 

    「讀賣新聞」報導，日本政府 6 月將提出的成長戰略將列入鼓勵研發新型廉

價照護用機器人，出資補助企業研發照護用、每台售價約 10 萬日圓（約新台幣

3 萬元）的廉價機器人，如果民眾租用，月租金約幾百日圓，可達到普及效果。

這有助於解決照護高齡者的人員不足問題，也可培植新產業。機器人大致有 4

大需求，包括可減輕照護人員在抱起高齡者時的體力負擔、協助高齡者自己行走、

協助排泄、可掌握失智老人的掃瞄系統等。政府補助研發經費的半數至 2/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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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補助金總額約 24 億日圓。日本經濟產業省估計，照護用機器人市場 2035

年時將達 400 億日圓，未來也可能出口到面臨高齡化社會的中國大陸、南韓等

國。 

 

(七) 日內瓦發明展 台發明吸音如網魚群 

    台灣發明人王弘仁與其子王郁銘，研發出比傳統吸音板環保的吸音結構「干

涉型相位差集吸音單元」，在瑞士日內瓦發明展獲特別獎。王郁銘表示，這項發

明把進來的聲音像網子一樣抓住，讓聲音進得去卻反射不出來，藉由破壞聲音結

構，達到吸音效果。新的吸音單元避免傳統吸音棉造成二度公害問題，且吸音效

果更好，台灣高鐵及高速公路已在部分路段採用。該發明與另一件作品「點滴自

動推送器」並獲得俄羅斯莫斯科阿基米德發明展金牌獎肯定。 

 

八、 智慧城市 

(一) IBM 砸 15 億協助全球城市導入高科技防犯系統 

    IBM「智慧城市大挑戰」計畫，耗資新台幣 15 億元，3 年內要送 600 位績

優一級主管到100座城市，當 3個星期的志工，與當地政府發展出一份策略藍圖，

台灣也是其中之一。三月底，IBM 產品研發大師柯迪卡特及來自英、美、加 6

位總經理，要幫台灣人口最多、警力卻最缺乏的新北市，導入高科技系統防制犯

罪。新北市大量攝影機成了專家眼中寶，利用海量資料（Big Data）技術，將過

去無法計算的大量資料，如影像、語音、車流等，透過交叉比對而有即時的比對

結果。新北市平均每位員警要服務 500 多位市民，如何利用海量資料成為當務之

急。 

 

(二) 台法交流 陳菊行銷亞洲新灣區  

    「2013 法國新銳建築師暨智慧節能技術台灣巡禮」，為響應高雄亞洲新灣區

及多功能經貿園區等大型公共建設及都市計劃，同時因應台灣綠色建築及節能減

碳技術設計需求，法國在台協會邀請法國知名建築師及智慧節能技術團隊 16 人

來台做城市建設交流。活動分別於北、中、南三地辦理，由高雄市長陳菊與法國

在台協會主任歐陽勵文主持開幕儀式，以講座、展覽、對談及商務媒體會議等方

式，為南台灣建築師、開發商搭建媒合平台，提升城市正面效益。 

 

(三) 電電公會設立智慧生活體驗館 推動三業四化 

    台灣區電機電子公會積極推動光纖到府的 FBB 標章，2010 年建置「智慧生

活網」FBBLife，累積近 600 篇資通訊產品及智慧生活應用文章。今年更在新竹

設立智慧生活體驗館，以 B2C 的智慧家庭為主軸，擴及智慧社區、智慧商城、

智慧園區及智慧城市應用方案。智慧生活體驗館的展示中，以中華電信、尚立集

團以及松下集團展示為主，實現以電視為中心，可以做到安全監控、能源管理、

健康照護、設備自動化控制、智慧監控產品、智慧家電、智慧廚櫃、智慧家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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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商店 強打互動體驗 

    經濟部近年推動商業國際化和科技化，目的是希望帶給民眾智慧生活。例如

風潮音樂新建置的智慧商店，其中「i touch」雲端試聽機，喜歡的唱片可以直接

在試聽機上下單選購，再傳送到櫃檯快速取貨；「音樂 SPA 紓壓室」則引進體感

偵測呼吸科技，結合視、嗅、聽覺及科技數據輔助，提供音樂 SPA 諮詢。風潮

音樂表示，該店符合經濟部商業司所推動的「智慧商店實驗示範點計畫」，並獲

得年度的補助、資策會創研所輔導，為政府推動案中的亮點計畫之一。 

 

九、 國內外相關會展、競賽與交流 

(一) 第 14 屆國家建築金獎 甄選起跑  

    由台灣永續關懷協會主辦的第 14 屆「國家建築金獎」甄選暨「台灣誠信品

牌」認證活動起跑。本屆國家建築金獎共分金獅獎、金品獎、金象獎三大類，「金

獅獎」以建商為對象，分為設計規劃類、優質建築類、管理維護類，每件作品皆

需評審團現場評鑑；「金品獎」主要在落實建材與居住衛浴、家電相關標準，需

獲得正字標記業者或具有省水、節能、環保、綠建材標章業者才能參加；金象獎

則針對已獲金獅獎或金品獎業者再給予評鑑。 

 

(二) 日內瓦發明展 崑山科大 1 金 3 銀 

    今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台灣獲 30 金、52 銀和 14 銅，崑山科大即獲得一金

三銀好成績。其中「可變風門多功能熱泵式節電空調機」獲金牌，以四通閥改變

冷媒流向產生冷暖氣；銀牌「兼具太陽能發電與室內通風構造」以熱對流降低太

陽能板室內溫度，達到最大發電效率；「一對多無線音樂搖桿」，其多重無線搖桿

可同時輸入單一喇叭；「應用於居家安全之智慧型雙感應式安全門」以紅外線感

應器偵測門口，「電致變色玻璃」則可在開門時設定自動錄影。 

 

(三) 城市寶寶機器人 夏令營吸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主辦的「2013 機器人科學夏令營」將在今年夏天恢復舉

行，除公開展示自行設計研發的城市寶寶機器人，同時宣布即日起開始報名。臺

北城市科技大學機器人博物館包含「仿生機器人館」、「人型機器人館」與「台灣

機器人館」3 個主題館及兩間特展室。博物館收藏及自製超過 1000 餘部機器人，

希望經由機器人製作的科學教育、學生與機器人互動，達到寓教於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