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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功能說明
▪ 情境A、LINE個人通知設定
▪ 情境B、LINE群組通知設定

❖二、功能驗證測試
❖三、開發教學
❖四、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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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說明



4/51

中華電信研究院版權所有

功能說明

❖名稱: LINE Notify (通知)
❖用途: 透過LINE接收來自中華電信IoT大平台的通知
❖特點: 

▪ 行動帶著走，不錯過任何重要IoT訊息。
▪ 使用者可以依照不同情境自定義通知事件的觸發條件。
▪ 群組也可以接收通知，與團隊成員共享IoT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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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A、

LINE個人通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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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IoT大平台網站

❖打開中華電信IoT大平台

https://iot.cht.com.tw


7/51

中華電信研究院版權所有

登入平台

❖使用 「中華電信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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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成功

❖登入成功後右上角會改為顯示人的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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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LINE 管理頁面

❖從用戶圖標中選擇「LINE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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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管理頁面

❖頁面顯示設定過的LINE 通知列表



11/51

中華電信研究院版權所有

新增LINE 通知

❖點擊「+新增一筆LINE 通知」按鈕進入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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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帳號接收通知

❖在IoT大平台上，紀錄欲綁定的LINE帳號名稱

▪ 註: 建議使用實際的LINE帳號名稱

❖點擊「請選擇LINE聊天室」與個人LINE進行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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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LINE

❖輸入LINE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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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連動

❖選擇「透過1對1聊天接收LINE Notify的通知」

❖點擊「同意並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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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收到連動完成訊息

❖會收到來自LINE Notify的訊息，顯示連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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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動完成

❖連動後可以看到顯示「已綁定」

❖點擊「儲存」完成通知設定



17/51

中華電信研究院版權所有

儲存完成

❖可看到新增的LINE通知於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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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B、

LINE群組通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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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LINE群組

❖在自己的LINE中建立欲接收通知的群組

❖將團隊成員與LINE Notify加入群組當中

▪ 註: 若未將LINE Notify加入，群組將無法接收通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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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IoT大平台網站

❖打開中華電信IoT大平台

https://iot.c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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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平台

❖使用 「中華電信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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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LINE 管理頁面

❖從用戶圖標中選擇「LINE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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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管理頁面

❖頁面顯示設定過的LINE 通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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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LINE 通知

❖點擊「+新增一筆LINE 通知」按鈕進入設定畫面



25/51

中華電信研究院版權所有

設定接收通知的群組

❖在IoT大平台上，紀錄LINE中欲接收通知的群組名稱

▪ 註: 建議使用LINE中的群組名稱

❖點擊「請選擇LINE聊天室」與LINE群組進行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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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LINE

❖輸入LINE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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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連動

❖選擇群組

❖點擊「同意並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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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收到連動完成訊息

❖會收到來自LINE Notify的訊息，顯示連動完成

❖ LINE Notify會再次提醒將LINE Notify加入群組當中

▪ 若已加入，可忽略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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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動完成

❖連動後可以看到顯示「已綁定」

❖點擊「儲存」完成通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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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完成

❖可看到新增的LINE通知於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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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驗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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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事件驅動

❖請於設備管理頁面中的事件驅動分頁點擊「新增事件驅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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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事件驅動設定

❖設定事件驅動條件(以數值大於35為例)

❖在動作模式欄位選擇「LINE通知模式」，勾選相應的聊

天室，並編輯欲通知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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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驅動設定成功

❖設定成功後可於事件驅動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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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模擬數值

❖請於設備管理頁面中的感測器分頁點擊「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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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感測數值

❖輸入35以上的任意感測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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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收到通知

❖個人收到通知



38/51

中華電信研究院版權所有

群組收到通知

❖群組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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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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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機制說明

❖使用機制: OAuth2
▪ 開發者帶參數給授權認證頁面，藉此得到通行碼(CODE)
▪ 通過CODE獲得存取令牌(ACCESS_TOKEN)，並儲存於DB中
▪ 以ACCESS_TOKEN呼叫LINE Notify API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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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送通知方(Sender)

❖前往設定頁面，啟用Line Notify功能
▪ https://notify-bot.line.me/

❖取得 Client ID 與 Client Secret

❖設定CallBack URL
▪ 例如: https://iot.cht.com.tw/iot/linenotify/ad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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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收通知方(Receiver)

❖於IOT大平台頁面，轉導到LINE Notify授權頁面
▪ 轉導時，IoT會帶入Sender才知道的Client ID與Client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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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收通知方(Receiver)

❖授權並選擇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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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送通知方(Sender)

❖取得通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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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送通知方(Sender)

❖透過通行碼取得ACCESS_TOKEN，存於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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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送通知方(Sender)

❖有了ACCESS_TOKEN就能發送LINE通知給授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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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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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

❖Line Notify 訊息中出現的「中華電信IoT大平台Line通
知」是否可以自行修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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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1

❖由於LINE Notify官方API不支援動態修改，僅CHT IoT管理人員可於後台手
動修改。

❖所有用戶共用此「中華電信IoT大平台Line通知」帳號，若修改名稱會影響
到平台上所有用戶。

❖基於以上原因及限制，故無法讓用戶自行修改名稱。

❖建議: 可以透過自行定義群組，並將LINE Notify加入群組中，來達到識別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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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www.cht.com.tw

本簡報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且為中華電信研究院之營業秘

密，非經本所或其他相關權利人之事前書面同意，任何人不

得以包括重製、轉載、傳輸或其他任何形式做非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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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LINE Notify官方介紹
❖ LINE Notify API文件
❖ LINE Notify開發實作範例

https://notify-bot.line.me/zh_TW/
https://notify-bot.line.me/doc/en/
https://poychang.github.io/line-notify-1-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