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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居家智慧型裝置指在傳統的

家庭電器設備上搭載了嵌入式智

慧系統，透過網路技術的輔助使

得裝置間得以聯結，進而達成跨

裝置合作的可能。各類的資料訊

息透過不同的裝置以家庭成員為

中心，利用感測技術擷取、雲端

傳輸、智慧分析處理，最後以各

種不同的方式回饋給家庭中的每

位成員，建立起智慧家庭的概

念。本文將以現有技術、情境模

擬的方式探討新一代居家智慧型

裝置操作趨勢。

二、當今技術與發展

手機、穿戴式裝置在生活

中的滲透率明顯攀升，其影響力

已朝家庭環境擴散，未來家用電

新一代居家智慧型裝置操作趨勢

圖 1 ：行動裝置透過雲端遙控居家智慧裝置

新一代居家智慧型裝置操作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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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設備搭載智慧系統後，藉由現

有的無線通訊技術與智慧家庭雲

端網路連結，我們便能透過智慧

手機、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連

接家中的相關設備。如此一來，

行動裝置化身為一台全方位的遙

控器，在不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

下控制家中的智慧電器設備。

解 開 銀 幕 鎖 ， 點 選 進 入

APP ，輸入密碼獲取我們所需的

資訊是個不陌生且直覺的行為。

在現有的行動裝置上我們必須主

動的去尋訪每個應用程式而得到

該程式所提供的資訊與服務，或

是使用者必須在收到系統通知時

操作讀取訊息。除了上述的訊息

提供管道，新一代的居家智慧型

裝置結合無線識別技術 RFID 蒐集

辨識家庭成員，再由智慧家庭雲

端系統根據該名成員的身分、時

間、地點、氣候等多元要素在特

定時空背景下配合各種居家智慧

型裝置以提醒、自動調整的方式

等待命令或直接輔助家中成員。

接下來將以模擬智慧家庭系統情

境的方式討論居家智慧型裝置操

作趨勢。

三、情境模擬與探討

智慧生活

智慧家庭系統根據夜晚枕頭

測量所得的腦波與呼吸心跳頻率

等資訊得知家庭成員的睡眠品

質，接著比對過去一個月來每周

一的作息模式，自動調整燈光

線，並從該員平時聽的音樂中配

合早上所測得的心情律動播放特

定曲目，通知起床。進入盥洗室

時浴室內的場域感測器透過 RFID

得知目前是某位特定成員正在使

用，不同身分的使用者在相同的

環境下裝置將會進行針對個人需

求的調整與服務。洗臉盆前的梳

妝鏡利用透明顯示器顯像技術以

跑馬燈的方式播送夜裡其他國際

間的新聞摘要，同時在顯示器上

的另一區塊顯示出當日行程，點

擊銀幕便可以獲取更進一步的詳

情。如廁後洗手時梳妝鏡顯示器

圖 2：情境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繪製

圖 3：梳妝鏡顯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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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周的尿液糞便狀況，同時包

含穿戴式手錶所紀錄的脈搏、心

跳、血壓等生理訊號。當生理訊

號出現異常時，居家照護系統啟

動語音通報告知指數異常就醫訊

息，等待成員語音指示掛號與

否。在使用者給予掛號的命令

後，系統便自動連結至醫院掛

號，同時將一周的生理數據轉至

醫院醫生病人病歷資料庫。最後

將門診時間更新至時程表上。

案例分析

上例中，枕頭透過生物訊號

感測技術，經由雲端智庫分析得

出使用者的睡眠品質，自動的調

整環境光源，此一過程為全自

動，不需人類操作行為介入。平

時播放的音樂累積成的音訊檔案

庫以資料探勘演算法進行分析，

決定曲目播放輔助使用者從睡眠

中醒來，可以看出智慧家庭系統

會收集使用者日常生活習慣，解

析其需求喜好在適當或是使用者

需求時給予協助。此外，使用者

不需透過指紋、視網膜等明確的

識別流程即可讓輔助系統透過

RFID 鎖定身分並且提供客制化的

服務。

整合

穿戴式智慧手錶、馬桶生理

訊號感測、梳妝鏡顯示器描述出

透過裝置間的互通有無，可以讓

單一裝置發揮本身不具備的額外

功能，創造出整合性的服務。在

門診掛號的例子裡，我們可以看

出使用者具有一定的決策權力，

非完全交付系統控制，而智慧家

庭系統不會受限於家庭活動範

圍，自各類生物相關感測器蒐集

來的生理數據透過居家照護系統

和醫院取得連繫，平日生活的數

據記錄成為最好的醫療診斷依

據，透過雲端分享，受診者到醫

院時不需要再安排基本的檢驗，

醫生也可以透過受診者平日的生

理數據來作初步的診斷，這樣的

結構不僅省下了醫療檢測資源也

提供了充足的測量樣本數值，可

為第一線的醫療人員減輕工作

量，增加診斷效率、精確度，使

社會整體醫療成本下降。

互動

居家生活是最直接和家用智

慧裝置互動的環境，除了裝置直

接和成員互動，成員之間可以透

過居家智慧裝置

和 其 他 成 員 接

觸 。 炎 熱 的 午

後，孩子們放暑

假在家，吃過午

飯飽足之餘在沙

發上打起了盹，

此時正在上班的

父母透過手機、

平版接收到來自

智慧家庭系統的

通知午後家中氣

溫升高，孩子們

已入睡，便可以

透 過 遙 控 的 方

式，啟動位在客

廳的冷氣，讓自己心愛的人睡得

更香甜。我們可以隨時透過身邊

的行動裝置留意家中狀況，並適

時的作出決策調整像是在下班前

要智慧冰箱將食物退冰。此部分

保有了人為操控的彈性，使我們

的生活更便利而不失去主導權。

四、趨勢與展望

物聯網

全面感知、可靠傳遞、智能

處理為物聯網的特性，物聯網將

無所不在的軟硬體，訊息、裝置

透過各種有線、無線通訊網路配

合智能雲端運算集其大成，物聯

網世代的來臨，是一次科技的大

革命，最終目的為智慧地球，這

將對人類的生活造成極大的變

化。然而，若要作到萬物皆能識

別，目前來說還不太現實，況且

牽涉到輻射、隱私等問題，尚有

圖 4 ：物聯網與智慧地球等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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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許爭議的空間存在。即使如此

我們仍可以將本文中所提到的居

家智慧裝置與智慧家庭概念視為

一個小規模的物聯網系統，小至

手機、文件，大及各類家用電

器，家庭成員出門前系統可提醒

必須攜帶的物品是否置入包包

中，家電可隨時間環境執行對應

的策略行為。居家智慧裝置的應

用將會刺激物聯網技術更加成

熟，進而反向促使居家生活變得

更為便利。

方向

未來的居家智慧裝置將會以

人出發為主要的系統架構，感測

技術、分析技術、通訊技術三個

領域作為一個穩定的基礎形成一

輔助體系，感測技術早已被廣泛

的應用在各領域如軍事、生物、

環保、醫學甚至太空探測研究，

此技術已近乎成熟。客制化針對

每個裝置所需的感測數值進行設

計方能達成任務。無線通訊技術

也足以應付目前異質性裝置間的

溝通，隨著通訊技術不斷的演

進，居家智慧裝置仍有其他更多

的發展空間，甚至隨著通訊技術

跳躍式的進步而擦出不同的火

花。分析技術涉及電腦人工智

慧、機器學習、資料探勘等相關

研究，現今已經累積相當的研究

成果，但若要使其完全融入智慧

居家裝置讓使用者能夠處於一個

非刻意且自然的決策輔助系統

下，筆者認為還有一段需要努力

的目標，待在運算硬體、演算法

上有所突破後全方面的專家決策

系統方能提供此需求，完成自然

融入的最終目的。隨著網路技術

的提升、 IT 技術演進，家庭控制

自動化、居家保全與監控、智慧

能源管控、居家照護應用將會是

往後相當具有潛力的發展方向。

五、結論

繼個人電

腦 、 智 慧 手

機、穿戴式裝

置後，家用設

備將會是下一

個智慧化的目

標，現今正處

於一個電腦、

智慧手機已發

展成熟穿戴式

裝置起步的階

段。穿戴式裝

置除了搭載智

慧系統，同時含有感測裝置可以

測量使用者的心情、脈搏等生理

數據，廣泛的來說，智慧手錶已

可算是智慧居家裝置的一員，或

許嚴格說來不能將其視為鼻祖，

其扮演橋梁的角色是無庸置疑

的。日後我們可以藉由各家行動

裝置業者發表的產品予以觀察，

居家智慧裝置在各家業者眼中的

定位會趨向一致或走向百家爭鳴

的各種天馬行空思維，這將會是

一個值得討論、深究的議題。在

各位讀者的心中，此裝置又存在

著何種的想像？

智慧手機在日常生活的滲入

確實為我們帶來了相當的便利

性，我們也容易在此時為智慧手

機所束縛，低頭族即是一個很好

的案例。以筆者的角度來看，居

家智慧裝置如同一把雙面刃，居

家智慧裝置的進步同時帶來方

便，也帶走了人類部分生存的存

在感與能力，諸如此類的問題一

直矛盾著，如何思考設計使科技

回歸衷於人性而又不使其成為枷

鎖是相當有趣的話題。我們樂見

也期待有朝一日所謂真正智慧的

出現，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好的

生活。

圖 5 ：智慧家庭的三大技術與核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