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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人生在世，總是在不斷的做選擇，選擇事業、選擇伴侶、選擇如何理財…，

而這些選擇的背後則是在找尋最合適的，也就是所謂的「合」，這裡面包含「人

與人的合」、「人與事的合」、「人與物的合」，找對了就會「合」，合則和諧、幸

福、圓滿，而總總這些「合」都來自於「人」的人格特質。 

 

一個人的態度、動機、行為、內在素質、價值觀等等，影響一個人如何與外

在環境接觸、反應與互動，也可以決定一個人往後的發展，以上這些都與「人

格特質」有關。人格的組成特徵因人而異，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而這種獨特

性會使每個人面對同一情況下都可能有不同反應，也塑造人類行為和生命的價

值。 

 

晨星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了解決與「人」有關的所有問題，與心理學及

腦神經學專家王秀園老師共同攜手打造「人格 14 心座」專家系統，目前已將此

系統平台推廣至中國大陸地區。未來也會繼續將此系統平台推廣至全世界，造

福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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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背景 

2.1 設計理念 

LVE Chain（Life Value Ecosystem Chain）指生命是人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所經歷的一個過程。從幼兒發展開始，到了不同教育階段、選填志願、就業、

成家等等隨個人生命的進程，每個人所賦予個人、家庭、社會以至對於全球影

響的深度、廣度即有很大的不同，「人」的價值無可限量。透過人格 14 心座，

把人生價值導入區塊鏈中，就能形成人生價值鏈，通過人與人的合、人與工作

的合、人與物的合，以智能合約做到科學化的精準匹配，而產生極大的價值與

LVE Coin。 

 

生命的價值來自於投入參與所有影響「人」的事物，包含：飲食、醫療養護

系統、居住、生活、文化、教育、才藝、培訓、金融、職場、企業、婚戀、休

閒育樂…，綜合產值無可限量。未來有關於「人」的產業及平台皆可透過 LVE Coin

流通於世界各地，每個人的生命得以串起與接軌，形成生命之鏈。 

 

人格 14 心座將運用 LVE Coin 打造全人服務，與各企業、各領域、各消費

者無縫接軌，共同聯繫成人生價值生態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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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 Coin 具備三大功能： 

i. 讓全球關於「人」的產業以最簡單的方式與衍生產業、消費者直接對接，

花費最少的時間，實現多方共同維護，讓交易可以被驗證。 

ii. 讓提供任何產品、產業或服務的廠商，可利用 LVE Coin 的串接增加交流與

合作機會，亦可透過人生價值生態鏈平台提升知名度與銷售量。 

iii. 讓全球企業及消費者透過人生價值生態鏈互相交流與對接。 

 

初期 LVE Coin 將著重於各領域的測評、報表解析、平台搭建、以及不同領

域的解決方案。未來將擴大到全人的領域，將全世界所有關於「人」的產業串

聯在一起，成為世界地球村的通用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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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 Coin 是一個分散式點對點的產業鏈應用，透過社交網路建立一種有價

值、可信任（Trust-free），且便捷與互通有無的交易模式，統合關於「人」的

商業生態，可讓產業、廠商、消費者等，各個參與方在資料安全、交易便捷的

環境下進行商業活動，提升每個產業鏈的使用率與流通速度，極大化人生價值

生態鏈的價值。  

產業廠商

消費者

人格

14心座

區塊鏈智能合約 

支付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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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核心技術 

人格 14 心座是一個以 AI 為核心技術的專家系統平台（Expert System），

結合人工智能、心理學、腦神經學、人力資源管理及互聯網等專業，與多個領

域的專家攜手打造人工智能（AI）專家系統平台，一攬子解決評估人格特質及

其實操落地的難題，為企業提供精準的人才選、用、育、留解決方案；為個人

精準的職業定位和發展提供雲端評鑑工具，以專家級的 SAAS 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全面提升人與組織績效，驅動發展，實現共贏。 

 

1991〜1997 年人格 14 心座理論的誕生是藉由心理學界數十萬的研究人

員、心理學家、心理醫師等菁英，累積數十年的實驗、研究、觀察、輔導、診

療、統計，還有數千萬人數的個案資料庫所累計、統計出的資料，再經過王秀

園老師六年時間的蒐集和整理而成型，十分精準。 

 

1997〜2013 年相關書籍問世後，廣受心理學、企業、教育等業界的囑目，

逐步在各業界裡進行推廣與實際運用，進而結合雲端技術發展成專家系統，致

力讓人人都可以輕易使用，如專家隨侍在側的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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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前景 

3.1 市場趨勢 

人格 14 心座涉及的市場規模十分巨大，為萬億級別的超級大市場仍待開

發，目前由台灣發跡，未來將從亞洲拓展至全世界。 

 

 全球 B2B 企業市場：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目前全球上市公司已高達 4300

萬家企業，擁有人力管理的人才選、用、育、留商機等待開發，以及各領域

的產業鏈結合。 

 

 全球 B2C 個人市場：兒童教育、青少年教育、生涯規劃、職涯發展、婚戀

市場、老人市場；3-70 歲，至少 70 億人口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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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項目內容 

LVE Coin 預計推動的各個項目，初期主要鎖定台灣的教育市場、個人與家

庭、以及企業人力資源等應用領域，目前已在台灣、中國大陸重點市場開展佈

局，並由 LVE Coin 串聯起所有產業鏈。 

 

3.2.1 教育市場 

人格 14 心座可幫助各年齡層的學校，協助學生如何適性學習以及了解未來

發展。不僅如此，也可了解學生在學期間的情緒壓力，有效達到自殺防治。人

格 14 心座亦可培養學校老師開立兒童教育、多元智能、職涯規劃等課程，並與

民間企業合作推廣教育相關應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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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領域 

 全球市場：兒童教育市場指 0-14 歲人口，佔全球總人口比例約 26%（根據

2017 年世界銀行統計資料）。 

 應用：兒童特質分析表、多元智能評量表。 

i. 兒童發展與學前教育：了解孩子的性格，選擇對的方式教導孩子。找出

孩子的優勢智能，使用最有效率的學習方法，讓學習事半功倍。 

ii. 幼兒與兒童教育等師資培訓運用，讓老師與家長可了解孩子的性格，用

對方法教學、溝通與互動。 

iii. 多元智能才藝應用，搭配教具教材、教室、師資、才藝領域等相關產業

產品應用。 

iv. 諮商輔導：不同年齡的孩子有不同的發展，透過溝通來了解孩子的心理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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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領域 

 全球市場：青少年及初就業市場為 15-24 歲人口，佔全球總人口比例約 16%

（根據聯合國估計資料）。 

 應用：青少年性格特質分析表、青少年多元智能評量表、內在壓力量表、情

商報表。 

i. 青少年發展經歷生理上賀爾蒙的調整、人際圈轉換、學習領域的擴展、

生涯發展的方向等多重轉換，透過此階段報表，了解青少年性格特質，

應用於學生了解自己、發現長處、發掘天賦。 

ii. 讓師資、家長幫助理解孩子，並進行輔導，幫助釐清職業生涯方向。 

iii. 輔導領域的應用，幫助學生發現內在壓力，適度紓壓，找到對的紓壓方

式，解決嚴重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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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個人、家庭市場 

教育市場所提到的各年齡層學生教育，也是家庭市場相當重視的。除此之外，

個人的自我成長及愛情婚姻也是人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職業生涯發展領域 

 全球市場： 

i. 排除就學階段之就業人口，為 24-64 歲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例約 50%

（根據聯合國估計資料）。 

ii. 以人口最多的國家為例，2017 年中國各階段高校數量比例、在校生比

例及每年畢業生人數比例，分別為：（以下數據來自中國教育部官網） 

 中職技工院校 1.3 萬所，在校生 1783 萬人，畢業生 692 萬/年。 

 本科學校 1500 所，在校生 2189 萬人，畢業生 365.3 萬/年。 

 高職高專學校 1200 所，在校生 1130 萬人，畢業生 335.5 萬/年。 

 應用：個人特質與職業能力評估報表。 

能夠快速了解自己、展現優勢、補強弱勢，利於生涯發展與發展良好人際互

動，拓展業務與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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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戀市場領域 

 全球市場：所有渴望愛情、婚姻的人們，不論已婚或未婚。 

 應用：愛情婚姻報表、愛情匹配分析表。 

i. 幫助了解自己的愛情婚姻觀以及與伴侶的相處之道，亦可了解何種性格

的人，才是適合自己，精準找到對的伴侶。 

ii. 發展平台與市場上的婚戀企業合作，幫助適婚男女媒合與匹配合適的伴

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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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力資源市場 

一般企業領域 

 市場：全球企業，包含：科技業、煙草行業、民生用品業、零售業、鞋服行

業、餐飲行業、重工業等。 

 應用：人格特質與職業能力評估報表、銷售潛能評估表、主管與部屬匹配分

析表、企業人才盤點報告、快篩系統。 

i. 企業用於招聘、培訓、管理等人力資源管理應用。 

ii. 發展人力資源平台取代獵頭公司，僅需要系統即可找尋合適人才，並透

過線上培訓培養合適於企業的人才或發展多元能力。 

iii. 企業組織健檢服務，幫助企業整理發展，提升績效與提升正向企業文化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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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養照顧領域 

 全球市場：由 65 歲以上人口約佔 6.5 億人，佔全球總人口比例約 8.7%（根

據 2017 年世界銀行統計資料）。 

 應用：人格特質與職業能力評估報表、快篩系統。 

全世界已正式進入「高齡社會」，為了有效解決老年市場的眾多問題，如醫

療、長期照顧、養老服務等，可透過人格 14 心座有效且精確選出適合照顧老人

且具有細心與耐心等特質的人選，能更有效且妥善照顧老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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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線上、線下各領域市場 

 市場：全球。 

 線上應用： 

i. 透過大 V 轉發廣告，吸引消費者進行測評了解自我。 

ii. 各網站 API 資料對接：使用 API 模式提供測評入口及結果等資料給企業、

學校等進行對接，方便客戶將人格 14 心座導入網站，並由客戶端自行

開發系統。 

iii. 透過測評了解自我且能夠配對與交友的人格 14 心座小程序或 APP。 

 

 線下應用： 

i. 與實體店面異業合作，打造主題飯店或消費滿額贈送人格 14 心座報表

等活動。 

ii. 販售文創周邊商品：卡片、裝飾、公仔、紓壓玩具等各種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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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人格 14 心座在各領域的客戶及合作夥伴，包含：富邦人壽、台灣

人壽、佑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康長照集團、赫亞曼國際欣業有限公司、綠

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恆隆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逢甲大學、嘉南藥理大學、

金門大學、銘傳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義守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

科技大學、康寧大學、僑光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靜宜大學、高苑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方曙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等，近百間企業以及數十間學校使用人

格 14 心座 AI 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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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介紹 

4.1 人生價值生態鏈 

資訊技術是推動全球新一輪變革的主導力量，擁有資訊技術，即掌握未來趨

勢。網路有交換訊息、獲取知識等便利性，然而卻無法解決點對點交易，多半

需透過銀行或第三方支付來達到有價資產的轉移。隨著時代演變，現今資訊技

術已經迎來了全新的變革，基於區塊鏈能傳遞「價值」的特性，人格 14 心座將

結合區塊鏈與 AI 專家系統，透過區塊鏈來傳遞生命的價值。 

 

人生價值生態鏈是採用聯盟鏈與私有鏈的方式，參與成員經過審核後可各握

不同權限，讓大家基於共識共同管理一個資料庫，來共享經濟。不僅解決了用

戶隱私的安全問題，也讓資產高效高速流通，大大提高了安全性以及降低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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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透過人格 14 心座測評後，可以得知自我的人格特質以及擅長的領域。

人生價值生態鏈平台將依據用戶的人格特質等資訊，自動匹配出最合適的課程。

比如說，某用戶測出較擅長數理邏輯智能，我們會提供相關課程供用戶選擇，

並將其學習記錄寫入人生價值生態鏈中，將每筆資料逐一串起後，用戶將會擁

有專屬於自己的生命之鏈，記錄著各階段所學習過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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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亦可透過人生價值生態鏈平台來進行人才的選、用、育、留。根據不同

需求，選擇相對應的勝任力素質模型，進而匹配出最合適人才，幫助企業精準

匹配、精準對接，求職者也可以提供自己的生命之鏈，來當作自我的學習旅程。 

 

 

 

 

 

 

 

 

 

 

LVE Coin 擁有唯一性、不可篡改、不可增發等特性，將其與人格 14 心座點

數、報表進行掛勾，因此不會出現暴跌的情況。消費者可以自行決定購買人格

14 心座商品或兌換回法定貨幣，無論個體還是企業任何雙方之間都可以隨時進

行轉帳交易，不但解決了傳統對帳的困擾，使交易流程變的快速簡單，節省許

多操作步驟、交易時間、交易費用，亦解決交易信任與確保資訊安全等問題，

將資產交易一步到位，打造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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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來展望 

未來，企業可以透過智能合約去客制化專屬的勝任力素質模型，其各項參數

都會加密保存不會外洩。除了自行使用外，還可以決定是否販售此模型或供其

他企業使用，所有使用狀況與結果，皆會記錄於人生價值生態鏈中。任何參與

者，都可透過人格 14 心座社群進行評估與討論，進而去尋找出最精準的勝任力

素質模型。 

 

 



 
24 

 

人格 14 心座期許未來能通過「聯盟鏈+公有鏈」的模式，快速串連介接各

大行業，並提升共識演算法效益、解決交易處理速度低、實現激勵機制，且透

過跨鏈技術，讓所有參與方可以自由自成聯盟鏈，並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以人

生價值生態鏈為中心，迅速擴張成龐大的商業生態圈，結合食、衣、住、行、

育、樂等應用場景，將其根伸展到世界各地，形成一個生命價值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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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90.0%

創始團隊 代幣發售 營運使用

● LVE Coin 

5.1 代幣發行計劃 

 總發行量：20 億枚。 

發行量 內容 明細 

1 億枚 
創始團隊

組成 

以 LVE Coin 回報創始團隊在各項目中的規劃、開發、

營銷。此部分有閉鎖期，在 2021.01.01 後解鎖。 

1 億枚 代幣發售 
透過交易所及相關活動釋出，未售出的代幣將由團隊

回收保留。 

18 億枚 營運使用 
用於人生價值生態鏈平台上，參與活動、分享、測評

者，皆可獲得不同數量的 LVE Coin。 

＊每個 LVE Coin 內在價值最初為 USD$0.4，此價值會因企業及個人使用人格 14 心座

相關產品及服務而不斷提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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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計劃 



 
26 

5.2 應用場景 

LVE Coin 除了能在人生價值生態鏈平台購買服務外，還可以應用於與其介

接的各大行業，應用場景相當多元。 

 

 

 

 

LVE Coin 將成為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交易都可由 LVE 

Coin 支付，簡單、方便，一幣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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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資金使用計劃 

透過 LVE Coin 發行所募得的資金，除了將應用於前述人格 14 心座各個專

案內容之推行外，也將利用這筆資金支援更多的人格 14 心座解決方案、生態系

統、廠商、通路，創造多方皆贏的創新商業模式，藉此將 LVE Coin 塑造成最有

價值的數字代幣，有關資金使用規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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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團隊 

 張啟明 創辦人兼執行長 CEO 

27 年人力資源經營管理及 IT 網路科技專家，創辦

晨星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騰資訊顧問有限公

司。開發人格 14 心座 AI 雲端人才評鑑系統，技術

深根於人力資源、人才評鑑、人工智能、移動互聯

網、網路平台、區塊鏈、網路營銷、電子商務等領

域。 

 

王秀園 共同創辦人兼產品長 CPO 

30 年心理學與腦神經學專家，為美國情緒教育與社

交學習學會（C.A.S.E.L.）會員、美國多元智能課程

研發協會（A.S.C.D.）會員、美國芝麻街兒童部與成

人部教學主任、輔仁大學幼教推廣組課程教授、台

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心理諮商顧問，作品於

兒童心理、成人心理、腦神經訓練等相關心理學著

作共有一百二十餘本。 

 楊新章 人工智能顧問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博士，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

授兼系主任。有 30 年 AI 相關經驗，專長領域在類

神經網路、圖形識別、知識發掘、資訊檢索、社會

網路、開放資料、文本探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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