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2.12  東京大學教授的發明 

 Technology and Research’s Institute of Bioengineering and 

Nanotechnology (IBN) in Singapore 

 

2015.08.13 新加坡生物工程與奈米技術研究所的發明 







父母不敢用科技產品照顧小
孩？ 

 
歐美國家接受度甚高，而且這是趨勢

觀念會改變， 趨勢不能等 

250美金，數百個正面評價(平均4.7顆星) 59美金，兩千個正面評價(平均4.1顆星) 









GOO9 本體介紹 

Temperature 

Humidity 

Record 

Reminder 

Goo9 - APP Goo9 - 感測器 

輕薄： 
3x3x0.9cm 
10g 
 
方便黏貼： 
魔鬼粘 
 
安全 ： 
藍芽低功率 4.0 

發布 IOS 



核心運作機制 



感知器 

感知技術特性: 

 
低功率:採用對身體無害之藍牙4.0低功率最新

技術 
 

高準確:採用瑞士 Sensirion 公司 SHT21 溫溼
度感知晶片，具高穩定性與量測之精準度 

 
無線提醒: 主動透過App提醒照護者(不會干擾

受照護者) 



資料收集的頻率，例如每3分鐘收集一次，電池可用6個月 

APP與雲端資料收集後台 



     自動配對               性別客制化              尿布品牌參數初始化 



Fuzzy 尿溼耐受度即時顯示 



更換尿布提醒與機器學習機制 



年、週尿溼與更換記錄 

  

自動進行採購 



系統狀態                                 客戶服務 



本技術代表中華民國科技部於2015台北 
國際發明展展前記者會發表(全國僅本研究1組代表科技部) 

原有系統雛型與軟、韌、硬體廠商合作協力開發 



專利「尿布偵測與預測系統」- 核心演算機制 

著手申請全球專利的方向 
 
- Sensor-based e-commerce (e.g., 尿布用完bot自己會訂購。這專利就不限尿布應用本身) 

- Multi-sensor healthcare monitoring system (一對多，安養中心照護品質系統與品質計
算工程) 

- Customized prediction model (參照資料庫中其他用戶的尿布品牌、地區等資訊，調整感
知器的偵測能力初始值) 
 

全球專利現況與關鍵技術 



實驗室資源與實務研發經驗有限因
此我們與多家經驗豐富的企業合作
創造創業成功！ 
 
 
Apple也是著眼創新，將製造交由
更專業的伙伴(台灣企業) 

我們的創業策略 



硬體合作伙伴 – 瀚荃集團 
上市公司(股票代碼8103) 

蘋果Mfi(Made for iPhone)認證3C商品 

20年光電連接器以背
光及顯示器經驗，全
球通路與大客戶 



韌體合作伙伴 – 釩創科技 
(未上市股票代碼11647) 

亞洲唯一蘋果Homekit平台認證廠商 



軟體合作伙伴 – 台灣大數據公司 
bigdata.com.tw 



臨床驗證合作伙伴 
(長庚大學護理系) 

已委託長庚大學護理系 
李香君、蔣宜倩教授 
 
兒童與老年照護方面有十年
以上的臨床實務及學術經驗 
 
進行產品於實際使用場域的
實證，助於本產品之App演
算機制的最佳化。 



銷售&通路 
4月中旬赴香港參加亞洲最大春季電子展 
hktdc 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 (spring edition)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全場800家買家，有近500家到攤位，有160多家
廠商表示有興趣留下資料。 



通路合作夥伴- 美國Sharkk公司 

Sharkk已簽約之實體與虛擬通路，已固定會議規劃合作細節 





定價與營收估計 

A. 收益性：Goo9的收益來源，依產品組合類型的不同，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產品(軟/硬體
的直接銷售)、其二為健康照護組織系統建置費與年度維護費。玆說明如下： 
 
(1)家庭照護自用版(一對一)：產品(軟/硬體的直接銷售). Goo9的Android版本單一產品的售價
為$49.99美元，每個家庭可以購置一組使用。Goo9的iOS版本將與Apple Homekit及
HealthKit連結，申請Apple MFi Accessories 認證，因此在產品上更具附加加值，在定價方面
為$79.99美元。 
 
 
(2)老人院照護中心(一對多)：健康照護組織系統建置，費用將依現場建置需求計費，透過硬體
免費，收取年度服務費的方式合作。每位受照顧者使用一裝置，每個月費用為250元/人，並依
照顧者的費用的20%收取系統的維護費。舉例而言，一家40人的安養中心每月使用費為新台幣
10,000元，並另加2,000元的系統維護費，合計12,000元。 
 
 
B. 潛在獲利：首年度約1300萬元收入，逐年25~35%的成長 



大學實驗室的創業現況是難有充足的資金真的聘
用研發工程師、業務人員進行銷售。因此，我們
採行的就是分潤的合作方式來與其他的合作夥伴
共創成功。(先站穩再來想自創品牌) 
 
 
人事成本：目前全實驗室人員包括教授及研究生
皆是兼職投入此計畫，軟、硬體方面的合作廠商
皆是以分潤的分式合作，因此並無具體的人事費
產生。 
 
 
生產成本：所有的製造生產成本已由瀚荃公司自
行吸收；所有的軟體開發成本已由台灣大數據公
司自行吸收；所有的營銷成本已由Sharkk公司自
行吸收。但與這三方公司之間都有一個分潤的協
議，在產品實際銷售後才會生效。 

本實驗室去年參加創業競賽，各種財務規劃完
整，得了冠軍，之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們是來創業的，不只是來競賽的！ 

資金需求 – 這不是紙上規劃，是突破現況的行動！ 



5月6日宏碁投入新創團隊投資，我們期待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 



實驗室團隊人員 

負責任務 

 

具五次網路/App創業經驗，演算法設計 

在此專案中負責資源整合、合作洽談、提案報告、行銷企劃。 

 

主要經歷 

2016.02 ~ Present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助理教授 

2016.02 ~ Present 台灣資料科學協會 秘書長 

2012.08 ~ 2016.01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 

2014.05 ~ 2015.09  SaihuX Inc. 首席科學家(CSO: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2013.06 ~ Present  xBeacon.info 策略長(CSO: Chief Strategy Officer) 

2012.01 ~ 2012.07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2009.09 ~ 2011.12 英雄部落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CEO) 

2008.01 ~ 2008.11 美國帕羅奧圖研究中心(PARC) 電腦科學實驗室 

客座研究員 

溫明輝博士 
 
現職：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助理教授 

產品經理：林慧君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負責任務：產品企劃、工作管理與報告、行銷助理 

• 台灣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前端實習生 
• 專輯文案撰寫、音樂製作行政助理、專輯粉絲團經營 
• 研究助理：科技部計畫「十萬人的實驗室-應用群眾外包社

群網路與遊戲化技術發展行動App可用性線上即時測試平台」 

UI設計師：林翠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 
 
負責任務：APP介面視覺設計 
 
• 台灣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UI實習生 
• 研究助理：科技部計畫「十萬人的實驗室-應用群眾外包社群

網路與遊戲化技術發展行動App可用性線上即時測試平台」 
 



• 產品進行最後測試 
• 安規認證申請中 
• 國際專利申請中 
• 長庚護理系實驗驗證中 
• 試產準備中- 給廠商的樣本 
• 月底參加COMPUTEX 

 

 

 

目前進度 – 研發方面 



目前進度 – 營運方面多家買家訂單洽談中 



初期目標 內容 驗證指標 

技術目標 
推出iOS版本上市，並於2016年中下旬推出蘋果Homekit
版本及Android版本。 

上架iOS App x1; Android App x 1 

行銷目標 

參加國際展覽與競賽，透過品牌合作/OBM 合作 /OEM合
作讓產品賣入國際市場，驗證產品及價格之接受度。並收
集顧客回饋，調整產品設計與技術方向。做為第二版本產
品之參考。 

銷售於超過5個以上的國家 

品牌目標 
首年度與瀚荃集團共同推出Opro9品牌，並和Sharkk公司
以OBM方式推出Sharkk Diaper兩項產品。考量品牌營運資
源與經驗，前兩年度本團隊不考慮自行營運品牌。 

完成品牌合作及OEM/OBM合作至少2
家以上 

初期階段- 厚植實力，全球驗證市場需求 

未來規劃 



中期階段- 承先啟後，逐步強化利潤空間 

中期目標 內容 驗證指標 

技術目標 

(1) App方面：完成第二版本的改版，並完成與Apple Homekit/ Apple 
HealthKit的雙重平台整合。第二版本也將整合Android Google Health
平台。 
(2) 數據方面：增加演算法，強化預測能力及數據之應用面向(如尿布訂購
需求預測)。匯流Android/iOS數據，更進一步調校預測模式。 
(3) 服務方面： 增加類似育兒日記等新功能，讓App除了提醒之外有其他
附加的功能。更全面化的切身感受照護者的需求，使受照護者有更好的生
活品質。 
(4) 系統方面：提升1對多版本，建置安養中心服務系統及雲端監控機制。 

第二版本App 上架iOS App x1; 
Android App x 1 
 
 
完成電商導購模組與尿布購買功能x1 
 
 
完成一對多版本建置 

行銷目標 
(1) 銷售定價：並依首年度銷售情況調整定價。  
(2) 市場拓展：持續參加國際展覽與競賽，拓展產品能見度，透過品牌合
作/OBM 合作 /OEM合作讓產品賣入國際市場，驗證產品及價格之接受度。

提高毛利至少10%以上 
銷售於超過20個以上的國家 

品牌目標 
•持續深耕合作廠商的品牌，準備於第三年度推出自有品牌。 
 
 

完成品牌合作及OEM/OBM合作至少2
家以上 



長期目標 內容 驗證指標 

技術目標 

(1) App方面：推出第三代整合翻身偵測、睡眠監控、遠端傳聲等功能。並另外
推出建康減重物聯網穿戴式服務。 
 
(2) 數據方面：增加演算法，預測消費者對嬰兒照護不同期間可能需要的各種商
品，透過電商預測，並透過App推播引導使用者購買，進行銷售。 
 
(3) 服務方面： 依各地區法律及民情的不同，提供遠程O2O個人化照護服務，
為系統增加更為客製化的健康照護建議。 
 
(4) 系統方面：提升1對多版本，建置安養中心服務系統及雲端監控機制。並推
出其它長期照護方面的系統產品同步銷售。 
 

第三版本App 上架iOS App x1; 
Android App x 1 
 
 
完成電商導購模組與更全面性的
電商功能 
 
 
推出其它新型態的長期照護產品。 

行銷目標 
(1) 銷售定價：並依第二年銷售情況調整定價，與產品推廣策略。 
(2) 市場拓展：停止參加國際展覽與競賽。以前兩年的基礎，在自有品牌上增加
媒體的曝光機會，創造自有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能見度。 

提高毛利至少8%以上 
銷售於超過40個以上的國家 

品牌目標 (1) 品牌策略：出自有在Apple Healthkit基礎之上的健康照護品牌。 推出自有品牌 

 長期階段- 發揮能量，建立自有品牌多產品線 



Youtube  展示影片網址與 QR co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MzDUH85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