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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Internet）」為大陸用語，在臺灣稱
之為網際網路。透過互聯網把各類設備、3C產品
等物品都連線，使其可彼此通訊，則是「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概念。而「互聯
網+（Plus）」，則是以網際網路為主的一整套資
訊技術（包括行動上網、雲端運算、大數據、物
聯網等配套技術）。互聯網在近年的蓬勃發展已
對社會、經濟產生巨大且廣泛的影響，這本《重
新想像你的世界—互聯網＋商業模式大變革》剖
析互聯網如何形成新的產業分工方式，帶領讀者
一窺新時代的無限可能。
為讓讀者更深入理解上述概念，本刊特邀資工
系教授張志勇、石貴平對談，以專業背景解析物
聯網發展現況，更分享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另
外，教授亦推薦一本基礎知識書：基峯出版的
《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讓非該領域
同學先行閱讀，在具有先備知
識後，一同認識新
張：建置「物聯網」磨課師（MOOCs）課
記者：請兩位
時代趨勢。
程，是透過「互聯網」來學習「物聯網」的表

張志勇 VS. 石貴平
解構萬物聯網

教授談《重新想像你
的世界》一書的核心理念？

資工系教授張志勇（以下簡稱張）：
網際網路對於臺灣學生而言，使用已相當普
及，但幾乎是站在「使用者」立場來看待，例
如：使用手機、收發電郵、上傳Youtube影片
等。大家身陷在使用情境中，未將思維拉到更
高一層去思考網際網路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它
存在的意義為何？企業界又是如何看待網際網
路？本書提供更大格局的視角，讓我們在社群
媒體分享資訊的同時，瞭解到資訊是在流動
的，而這些流動的資訊會建立出龐大資料。在
未來，不一定需要擁有大公司、大資本，只
要能解讀出資訊中隱藏的價值並加以利用的
人，就有機會是贏家。
資工系教授石貴平（以下簡稱石）：物聯網
的出現不管在學界、業界都帶來相當大的衝
擊，在此時代趨勢下，現代人對於物聯網、互
聯網的概念不能再抱持冷漠的態度，必須去瞭
解甚至是親近它。這本書就是很好的開始，詳
細說明許多基礎概念。
第一部分介紹何謂「互聯網+」，第二部分
進一步地列舉相當多例子，說明「互聯網+」
在醫療、教育等各領域帶來的改變。建議同學
閱讀時加入自己主修領域的想像，去思考「互
聯網+」能如何運用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相
信在未來，誰能夠掌握此先機，就有更多成功
機會，我想這是書中欲傳達出的重要理念。

記者：《重新想像你的世界》以中國
為例探討「互聯網+」的運用，請問
兩位教授臺灣的發展如何？
張：物聯網架構分為3層，最底層「感知辨
識層」是感測器的生產製造，第二層「網路
層」是感測到的數據要能傳輸到網路上，臺灣
因半導體、網路通訊產業上擁有相當實力，在
物聯網此兩層發展上已扮演有重要角色。但臺
灣仍有待努力的在於最上層「應用層」的橫
向、垂直整合不足，以致無法發揮更巨大的產
值效果，若能有更通盤的規劃，擺脫只侷限在
代工製造的階段，相信臺灣能在物聯網產業鏈
中取得更好的表現。
石：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現代，資訊
流通量十分龐大，流通速度更是飛快，且每個
人都能取得這些資訊。如何運用這些豐富資訊
提供更好的服務，顯然成為了重要課題，在這
其中具有創造性思維是關鍵，如同書名，要重
新想像你的世界。臺灣在物聯網的發展上擁有
良好的技術，創意成份也夠，較欠缺的是更大
格局視野，若產業能將所蒐集到資訊做整合運
用，搭配上原先具備的技術優勢，會是臺灣未
來在物聯網上發展的契機。

記者：《重新想像你的世界》第十八
章中講述網路教育議題，請教兩位教
授是否正在進行或嘗試以物聯網發展
出教學模式的運用？

現。關於這點，教育部看見物聯網的趨勢，我
與石貴平老師獲教育部補助正製作物聯網的教
材，供更多老師使用及推廣。亦與石貴平老師
在本校開設的「物聯網概論」磨課師課程，讓
學生學習。我認為在物聯網中一個重要的概念
是物與物之間的互動，在教育中這樣的概念同
樣適用，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情境式教學，讓
學生學習時能與學習目標有更多互動。此
外，透過物聯網亦能收集學生的學習資料，包
括學習成效、喜歡的學習方式等，這將有利於
教師調整教學步調，更能適性教學，達到最適
合學生的教學方式。
石：我補充說明與張志勇老師開設「物聯網概
論」磨課師課程，這是全國第一批受教育部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補助」的課程。近年來
越來越受到重視的翻轉教室，以學生為主，而
非傳統講授為主的概念，也是受到物聯網找
出服務對象是誰，以其為中心，這樣概念的影
響。在磨課師教程中，若有同學未上線，或是
上線呈現停滯狀態，系統都能即時回報，以利
教師掌握每位同學在線上修習的情況。

記者：《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一書
中，介紹許多物聯網應用領域，請問
兩位教授分別是在研究物聯網中的哪
個領域？
張：拜近年來科技發展之賜，無線傳輸技術
進步，感測器也越來越小，可以放在衣櫃、手
環、鞋子等各個角落，進而有居家照顧、智
慧家庭、智慧校園這些領域的出現，此3大項
也正是我研究物聯網的範疇。以居家照顧為
例，本校與安徽滁州學院在安徽合作的「皖台
物聯網中心」展示有智慧床墊，藉由感測器偵
測到使用者睡覺時身體的移動及姿勢，甚至是
有無打呼，藉此判斷使用者的睡眠品質。而當
窗簾、電視都連上網路後，睡前只需要使用
手機，便可關上窗簾、電視，這樣便利的裝
置，就是智慧家庭的概念。
智慧校園部分，正在推行夜間接送服務的智
慧化，透過感測器能隨時地掌握安全人員所在
位置。為配合66週年校慶，預計將推出智慧校
園地圖，屆時只要用手機去感應地圖裡的建築
物，便會有其介紹導覽，再點選手機畫面會出
現前往該建築物的路線規劃，如此物聯網技術
的應用盼能讓外賓感受淡江物聯網的實力。
石：我在物聯網的研究主要是在最下層「感
知辨識層」的感知、認知部分，實際應用則是
在智慧家庭、智慧廚房較有具體成果。如：在
杯墊加裝了感測器後，能測量杯墊上水壺重量
是多少，當水少於設定值感測器便會發出通
知，如此便於餐廳服務員不再需要逐桌巡視
有無需要加水服務，此外還能透過杯墊瀏覽
菜單，使用者在杯墊上直接線上點餐，便利
無窮。又如智慧冰箱的應用，透過感測器系
統，冰箱能告訴使用者在內部哪個位置存放什

校友動態
◎長榮航空新董 林寶水資歷完整出線
本校電算系校友林寶水，為長榮航空董事
長。林寶水自1976年進入長榮集團服務，先
從長榮海運基層做起，而後到長榮資訊、長
榮航空、長榮航勤擔任要職。曾任長榮航空
董事長7年、總經理2年，資歷完整加上個性
沉穩、EQ高，相關人士認為應可讓長榮航空

經營無縫接軌，因此在經過一番轉折，又重掌
長榮航空董事長一職。與林寶水共事甚久的長
榮資深員工指出，金融海嘯及高油價時候，身
為董事長的林寶水，雖然經營壓力大，但從不
會將壓力轉嫁給員工，也從未對屬下說過一句
重話，是位相當體恤員工的主管。（文／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麼、哪些東西快過期、現有的食材有什麼料理
選擇，甚至是短缺東西，也能觸碰冰箱上的面
板進行線上購物。

記者：《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最後
一章提到，當人類讓出越來越多控制
權給機器，會使人類喪失自信與尊
嚴。請問兩位教授如何看待這問題？
張：我認為是需求決定科技發展的走向。若
今天大家都容易開車打瞌睡，有自動駕駛需
求，那這項技術自然會大受歡迎。至於機器會
變得太聰明這點，我是較不擔心，因為機器的
任何指定，都是人教它的，就像雖然機器能
下棋下到世界第一，但學習棋局的規則依然是
人類教的。在未來，機器能越來越容易成為專
家可以預見，如：生產精密元件、開刀、下棋
等，但要機器掌握控制權，這倒不至於發生。
石：我倒不認為這問題會嚴重到喪失尊
嚴、自信，我想物聯網出現的目的不外乎就是
讓生活更加便利，能有更多自動化服務出現在
生活中，會是許多人樂見的結果。而究竟機器
能變得多聰明，這有待科技發展，時間來驗
證。但現在的問題會是若產生衝突情況，該如
何拿捏？例如：自動駕駛是為了保護駕駛，但
若為了保護駕駛而會造成無辜傷亡，這時還
應該保護駕駛嗎？這之間的判斷又該如何拿
捏，再再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

記者：《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一書
提到物聯網面臨的障礙，請問兩位教
授認為物聯網發展上面臨最大的障礙
為何？
張：因為多數企業都會想跟上物聯網的潮
流，但大環境尚未形成，企業多半卡在應用
層，不清楚要透過物聯網提供什麼樣的新服
務。既然目標不明確，發展的道路自然也十
分模糊，這是物聯網在業界實際運用上的挑
戰。再者，我認為物聯網產業要發展，可以由
政府做領頭羊，從公共建設開始做起，例如：
路燈、水溝蓋等智慧城市的建置，若如此推動
將會帶動更多廠商投入物聯網領域，擁有更成
熟技術後再加以整合，臺灣物聯網的發展會更
加蓬勃。最後，相較於大陸行政資源集中的政
體，能快速有效率地發展物聯網，臺灣在這方
面顯得容易產生意見紛歧，以致法令鬆綁、政
府政策引導較慢等問題，也是在物聯網發展上
的障礙與挑戰。
石：先談到技術部分，物聯網的橫向發展
目前有專門領域人員投入，但縱向整合上較
缺乏。物聯網標準規格尚未被建構出來，以致
目前相關產品有各家做各家、規格不一的情
況。再者，法律、制度較為保守亦是障礙所
在，例如：臺灣物聯網應用，第三方支付上起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文法：使役動詞
1.英文形式通常是：
(1) have+事物+ p.p.
(2) have+人+原式動詞
2.何時用：顧名思義，使役動詞是「使」東西
被「役」（have+事物+ p.p），或使「人」去
「役」（have+人+原式動詞）
二、實用字彙
1. 驚慌 panic
2. 恐慌症 panic attack
3. 憂鬱症 depression
4. 焦慮症 anxiety disorder
5. 智齒 wisdom tooth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步較晚，正是因此原因所致，其實技術層面都
已經到位。當然政府在開放與否上有它的考
量，但這些會是影響物聯網是否能提供更多服
務、便利人類生活的障礙與挑戰。

記者：談及物聯網，總不免要探討個
人隱私問題，兩位教授是如何看待物
聯網所衍生的隱私問題？
張：物聯網就好比虛擬空間中的另一個張志
勇，我要把我的資訊告訴他，讓他知道我的偏
好、作息，如此他才能幫我分析出有用的資
訊，所以這個虛擬的人可能會比你家人更了解
你，但前提就是必須要把資訊告訴他。關於資
訊願不願意公開這點，每個人對自己的隱私開
放程度不同，依程度可以排列出一條直線，最
左邊是隱私完全開放，想要享受科技帶來的便
利，而最右邊是持完全不開放的態度，認為過
簡單的生活即可。至於公開資訊會有安全問
題，我認為這是在物聯網誕生前就存在的問
題，有破解者自然就有資安保護者，就看每個
人能接受資訊公開的程度為何。
石：這是個雙面刃的問題，端看從何種角度
看這議題。物聯網能提供這麼多便利的服務正
是源自於接收到使用者大量的資訊，若使用者
將資訊保護得好，自然也不會有物聯網的效果
出現。但也的確在許多服務上，對隱私的要求
是較高，特別是金融業等和錢相關的產業，我
想這有賴於投入物聯網的廠商建立出好的售後
服務。在提供便利服務同時，也能對客戶個人
隱私做最安全的保護。在未來，物聯網能發展
到多貼近生活，相信安全隱私還是會扮演著決

本書簡介

「經濟將不再是由石油驅動，而是由數據資
料驅動。」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是如
此推薦這本書的。本書由阿里研究院透過豐富
的商業實例和經濟數據，完整呈現朝互聯網化
經濟的新產業型態和與創新商業模式，如：行
銷、貿易、農業、醫療等各方面運用數據顛覆
想像的新可能。書中解析網路革命，不只是工
具、平台，而是企業全面地取得消費者每分每
秒、每個動作產生的數據、即時了解消費者的
喜好。由買家、通路、廠商形成的全新虛擬生
態圈，更打破工業時代的上下游關係與疆界，
在此趨勢下，使企業要重新思考如何運用互聯
網的架構，重新調整組織、甚至是轉型。新的
趨勢意味著新機會，能找出數據中隱藏的價
值，開發創新的想法，重新想像你
的世界，新世界在眼前。
定性重要因素。

記者：兩位教授認
為，物聯網蓬勃發展是帶動
落後地區發展或是拉大貧富差距？
請分析正、反面影響？
張：物聯網學習上的貧富差距當然還是會
有，在偏鄉或許電腦、網路都沒有的地區，資
訊量自然也比都市少很多。不過，像臺灣教育
程度如此普及的地區，教育上也盡可能地顧及
到偏鄉的發展，我認為在此差距不極端的情
況，透過物聯網數據分析，確實是一個讓貧窮
者翻身，而且能在大資金支撐的企業夾縫中找
到機會的可能。此外，大家不妨想想，從早
上起床到晚上睡覺，有哪些物品尚未連上網
的，若有實用性或價值所在，可試著將它連
網，這都是值得同學多加花心思的全新領域。
石：我反而認為物聯網時代是大家很好的機
會，不需要大資金及大企業在背後支持，因
為資訊流動快速，所以造就更多素人冒出頭
的可能。如：一個背景普通的素人很會跳舞
的影片被上傳到Youtube，短時間內能累積幾
百萬點閱率，知名度隨之大開。但「互聯網
+」、物聯網僅是媒介，要找這方面的專家協
助容易，但有無更大格局的創新想法，或真材
實料的本質內涵，才是更要被關注的根本課
題。此外，透過物聯網蒐集的巨量資料相當
有價值，若從中發掘出有用資訊加以操作運
用，在新領域創造全新商機，無可限量，更不
需要太多資源便能帶來成功的契機，亦是資源
不足地區人們的福音。

由

不可不讀的理

張志勇認為：呼應書名，在重新想像你的世界之前，還要看清
楚你現在所處的世界長得如何才行。我很推薦書中第一章到第六
章，因為內容將格局拉高，讓同學了解到自己平常時在使用的
網際網路是怎麼一回事。拉高格局後，不僅了解使用者經驗，
更認識企業如何看待互聯網。內容包括從過往「企業」對「客
戶」的概念，到現在以「客戶」為中心，說明互聯網帶來的商
業模式巨變。再者，談資料存放在一臺電腦裡，到資料開始流
動，然後分享給更多人的過程。這一連串的概念，有賴於要先
把自身格局拉高，跳脫出使用者角色才能有自己地一番見解，因
此更顯得書中第一章到第六章的重要性。

石貴平認為：我和張志勇老師推薦這本《重新想像你的世
界》是有它的價值與意義。我非常推薦書中前幾章節，講述
的基本概念。因為在此趨勢下，若不懂得物聯網，會較難有
所發揮，建議同學仔細閱讀。而後面章節，同學可依照自
我興趣、專業領域瀏覽，例如：財金系學生可閱讀第14章
「互聯網+金融」，了解新趨勢下對金融業的衝擊。如：
實體銀行據點將逐漸被裁撤，若有志成為行員的同學，閱
讀後能及早了解未來出路的發展。固然每個領域會面臨衝
擊，但也相信每位同學，能在書中看見屬於自己領域在「互聯
網+」中的新契機。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6. 拔牙 extract tooth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並朗讀三遍
1. 別擔心，我會「叫」人去「處理」好。
(1) Don't worry. I'll ___ it ___ ___ ___ .
(2) Don't worry. I'll ___ someone ___ ___ __ it.
2. 別慌，他們會「派人」把它送達的。
(1) Don't ___ . They'll ___ it ___ .
(2) Don't ___ . They'll ___ someone ___ it.
3.我明天要拔一顆智齒。
(1) I'm going to ___ one of my ___ ___ ___ .
(2) 我會請王醫師幫你拔那顆智齒。
I'll ___ Dr. Wang ___ that wisdom tooth.
4.我會請人幫你翻譯。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1) I'll ___ it ___ for you.
(2) I'll ___ someone ___ it for you.
5.我的車昨天打蠟了。（找別人打蠟的）
I ___ my car ___ yesterday.
6.我昨天自己把車打蠟了。
I ___ my car yesterday.
三、答案
1. have ; taken care of ／ have ; take care of
2. panic ; have; delivered／ panic ; have ; deliver
3. have ; wisdom teeth extracted／ have ; extract
4. have ; translated／ have ; translate
5. had ; waxed
6. waxed （這一句因為是自己洗車，所以不是使役
動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