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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結論一：家庭娛樂資訊產業，橫跨三個產業缺一不可，才有機會在

2004~2008年間產值達到平均複合成長率達 30%以上，商機無限，將

帶動全球經濟的成長。 

1.各產品Road Map及各相關產品上市的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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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2.因為第二次電視革命，家庭娛樂將帶動整個資訊及家電產業的再一

次產業的循環。估計Device產業在2004年到2008年的產值及複合

成長率如下： (單位：億美元) 

全球的市場需求 產業別 產品別 

單位：億美元 2004年 2008年 

2004~2008年 

複合成長率 

LCD TV 82 291 37.3% 

PDP TV 40 108 28.3% 

STB 35 80 23.0% 

DVD各式 39 58 10.5% 

Device 

產業 

藍光DVD 0 5 Na 

合計 196 542 30%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上述的Device 預估的市場產值，尚未包括數位內容產業及網路基本建

設產業，後兩者的成長圍繞在Device的產業週遭，其成長率應大於硬

體Device產業。 

結論二、因為數位環境成熟，加上 FPD的價格合理化，數位電視的市

場將在 2008年引爆。舉 LCD TV市場為例： 

LCD TV/CRT TV價格比   LCD TV價格與銷量預測       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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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在 2008年時，將出現 FPD及相關週邊的設備添購潮，主要的原因如

下： 

(1)FPD薄型電視的價格與CRT的價格比會落在1.8倍以下，消費者

的接受度提高，會促進買氣。 

(2)各先進國家以法令要求數位電視全面開播，並關閉類比電視的播

送，尤其FPD的最大市場美國及加拿大，關閉類比電視的時間落

在2007年。 

(3)有線、無線頻寬不斷開通，暢行無阻，DTV的資訊高速公路順暢。 

(4)大面板的FPD更是具有競爭力。 

(5)2004年的世界足球賽，原本期望會有一波的薄型電視的熱潮，可

是效果不佳，但至少大家已經清楚數位電視廣播及FPD的未來

性。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將掀起一波轉播熱，將帶動消費者透

過FPD來觀賞數位電視的節目。 

(6)在藍光DVD技術成熟下，各種的線上遊戲及單機家用遊戲機都

支援高畫質及高音質的薄型電視的環境。 

(7)其他週邊設備完備。 

 

結論三：台灣在家庭娛樂資訊產業的硬體供應鍊上仍舊扮演代工廠的

角色，接續PC產業低迷的窘態。這個產業的總值在2006年

應可達到一兆台幣(約370億美元)的規模，對GDP的貢獻約

一成。 

台灣在過去十年是全球PC及NB的主要代工重鎮，但隨著產業

外移，PC產業先出走到中國大陸生產，到 2005年NB幾乎也全移到

中國。FPD及週邊的各種設備的高成長，剛好接續PC及NB代工產業

的空窗，將帶動台灣製造業的成長機會，且會持續到2008年以後。 

台灣面板五虎持續的投資TFT LCD廠、各家電廠幫日本家電廠

代工DVD及FPD、IT產業的OEM代工廠轉移到資訊家電的代工、光

纖業及光通訊設備將因為各國大力投資FTTH建設而增加訂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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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投資熱。台灣將因為民間的持續投資，而有一波

上昇的景氣出現，從 2005年台灣的失業率下降到4.2%就可印證，因

為產業驅動就業市場的蓬勃發展。 

代工業的利潤微薄，為降低成本，生產線轉移到中國的趨勢不會

改變。同時台灣的光電高級人才不足，對台灣廠商的壓力很大。如何

借助中國的光電科技人才進入台灣服務，是政府外勞政策一個很大的

挑戰，若無法處理人才不足的問題，將加速廠商外移到中國。家庭娛

樂產業的下一個高達 30%成長率接續產業是甚麼，目前預測不出來，

若沒有一個好的產業接續，我國的國力將會面臨嚴重的考驗。 

 

結論四、「服務」是家庭娛樂資訊產業的另一個核心，這些服務原本

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網路的世界或存在於其他的硬體上，但因為

DTV的開播，將這些服務透過視訊串流進入家庭的客廳，因為進入客

廳，吸引了更多的消費者(尤其是非網友)進入這個服務的市場，引發

更大的商機。 

網路連線遊戲、DTV提供比類比電視多五倍的頻道數提供更多的

Contents、網路購物、網路加電視購物(T-Commerce)、互動電視、隨選

電視取代DVD、影像聊天室、影像VOIP電話、MSN、免PC直接透

過電視上網、個人化 google首頁等等各式各樣的服務，在DTV開播

後都變成可能。這才是家庭娛樂資訊產業的完整Picture，而不是只有

一台FPD。家庭變成一個資訊中心、娛樂中心、通訊中心及學習中心，

不再只是一個電視中心。 

過去家人透過電腦才能取得這些功能，但現在在DTV的環境下

也可以作到。網友可以透過客廳的電視進入internet的世界，非網友也

可免除對電腦的恐懼而進入 internet的世界，internet的user數將因此

爆增。同時由於DTV開播，原來類比視訊節目轉化為數位Contents，

並可以依需求放在internet上面，讓 internet上面的Contents爆增。User

數及Contents同時爆增下，依照梅特卡夫定律，internet的價值會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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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平方，internet的價值將倍增。原來的網路世界，加上網路電話

及視訊數位化，3C匯流入網路的世界，再加上 IPv6及數位家電的普

及，這將引發一個更大的商機。 

Contents Provider將是家庭娛樂資訊產業最大的player，這就是

SONY的願景，SONY把自己定位為Home Entertainment Provider的巨

擘，就是看到這一個產業的趨勢。這些Contents Providers將快速的建

立其數位資產，並透過不斷的被點選而提高其價值，由於只有一次的

建置成本，並沒有邊際成本，而每一筆收入都是邊際收入的觀念下，

各Contents Providers將運用各種手法讓消費者來點選及使用，商務模

式將進入一個多元化的行銷組合。 

Contents Business的商機究竟有多大，沒有辦法作一個合理的評

估，但應該是硬體的幾倍以上的價值。但台灣這一段相對的弱，雖然

政府有提出數位內容將來有一兆元的產值，但很含糊。 

 

結論五、科技是為人性的需求而服務的，科技的商機是來自人性的需

求，因為科技環境的變化會改變現行的商業運轉模式。 

假若不增加消費者支出及麻煩的前題下，DTV提供比現行的電視

更好的服務，例如高畫質、高音質、互動電視等，消費者一定欣然接

受，這就是人性的需求。 

從近來的科技發展，例如SkyPe網路電話及Peer to Peer的技術被

消費者快速的接受，就是因為「免費」，這是消費者的天性。但這樣

的技術，SkyPe卻大規模的取代PSTN電話，讓固網業者的收入大幅

的減少。Peer To Peer的技術讓 MP3音樂下載成為風潮，而 CD隨身聽

產業卻極速衰退等等都是很明顯的Killer Application的案例。FPD不是

Killer Application，但隨著FPD興起許多服務將具有Killer級的殺傷力，

會徹底的改變消費者行為，直接影響到產業的存亡或發展。 

當FTTH的收費與XDSL相同時(日本就是如此)消費者一定會選 

擇FTTH的服務；當WiMax可以取代3G手機或取代XDSL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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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TV就會興起，TV將回到 internet，CATV的業者可能落入極速衰退

期；HDTV成為電視節目的主流時，消費者不會去觀看SDTV級的節

目等等。新的應用科技是催促家庭娛樂資訊產業興起的關鍵因素，若

沒有這些新的應用科技導入，FPD只是電視機，當這些科技加入後，

FPD就是一個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相通的Gateway。 

CATV的業者佔有台灣TV傳送媒介90%以上的市場、中華電信

佔有90%以上的PSTN Last mile，並不表示他們就穩如泰山，在internet

上有許多的 Player正虎視眈眈的在發展Killer級的應用，目前仍無法

威脅到現有的CATV業者或中華電信，但當基礎建設進步到某個程度

時，將會讓Killer級的應用在一夜間改變，例如SkyPe就是一個最典

型的例子。將來的消費者都會回到 internet的世界，會不會出現2000

年的dot.com狂飆的年代，並再一次的進入網路泡沫化的時代，應該

不至於。因為在第一波網路化的時代，有太多的激情及不確定的因

素，經過五年來的沉潛及修正，這一回的internet會比較健康及穩健。 

 

結論六、相對於硬體產業的蓬勃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不佳，因

為台灣並沒發揮優勢且基礎建設不足，政府應該重新評估此一產業並

下對策。 

數位內容產業，對台灣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台灣與中國同文

同種，比外國人更有優勢。以台灣為創意據點，以整個中國為市場，

透過 internet可以創造出許多的商機。這個十幾億人口的市場，非華人

的族群不易進入，雖然台灣人口相對於中國的人口少，但台灣的創意

環境優於中國，用我們的上駟優勢來與中國競爭必有大商機。但政府

及產業專家卻一直陷於製造業的迷思，一直以我們高成本的下駟來與

中國低製造成本的上駟來競賽。 

台灣目前的數位內容環境並不理想，雖然政府的數字證明我們的

寬頻普及率高達六成，但都只是在 2Mbps 以下的環境，與韓國及日本

的環境差太多。日本及韓國政府為建設其數位環境，投資打造該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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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高速公路，日韓了解「高速公路開到那，建設就到那」。反觀國內，

迴路一直不開放出來、電業法也不修改讓固網取得電力線傳輸網路資

訊、WiMax的政策不明朗、IPv6 也不如韓國積極等等，在建設資訊高

速公路上顯得緩慢，這樣的施政將會讓我們的數位內容發展速度會減

緩。日韓的數位內容可以在高速公路奔馳，而我們的數位內容卻在產

業道路上顛簸。在實體世界，道路優良，可以貨暢其流。在數位內容

的世界，好的網路建設才能讓貨(Contents)暢其流。 

在全球，google、Yahoo、eBay、Amazon、xBox、SONY、美國八

大影業都是頂尖的數位內容的 players，在華人世界應該有機會培養出

幾個頂級的數位內容的業者出來。前述全球級的企業，都是以創意為

基礎的產業，美國的創意人才最具競爭力，因為美國有最佳的創意環

境。在創意的環境比的是人才、技術及社會的包容度，這些台灣都有，

且台灣的環境可以吸引這群創意人來「群聚」，形成一個「聚落」，有

聚落才容易激發出創意。就像製造業的產業聚落會發揮很大的綜效，

是同樣的道理。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初期進入中國的外資產業是以「食衣住

行」為主的，未來幾年隨著中國人民所得水準提高，應該是以「育樂」

為主的產業，這是台灣的機會。將台灣打造成一個平台，一個華人世

界的共通平台，提供最佳的創意環境及最佳的數位內容，將會帶動台

灣的經濟發展。 

政府當局首先要作的就是要有一個專責的機構出來領導，以目前

的政府組織架構，網路建設及通訊歸交通部管理、數位電視及節目內

容歸新聞局管理、軟體及遊戲產業與電視購物歸經濟部管理、線上教學產

業及未來人才培育歸教育部管理、文化創意業務歸文建會管理、線上金流歸

財政部管理。各個部會都有牽涉到數位內容的業務，但都不是主要業務，是

一個實體業務下的虛擬業務，若能成立一個像中國的「訊息部」，將有助於

數位內容產業的整合及發展。麥克波特說，他的理論沒有辦法解釋網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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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現象，同樣的政府官員的思維也要跳脫實體世界的思維，才有辦

法引導台灣進入數位內容的產業。 

 

結論七、家庭娛樂資訊產業商機處處，提供一個很大的市場，是財團、

冒險家及創意家的天堂。 

這是一個製造快樂的行業，能勝出者將是最有創意者。家庭是所

有人類的避風港，在這兒修養生息，為明日的工作作準備。站在消費

者的立場，如何帶給消費者最大的快樂，才能從消費者的口袋賺到錢。

差異化及低成本化，這是最基本的策略思考，如何帶給消費者更多的

便利、帶給消費者更多的歡樂，須要更大的創意。 

這個產業屬於高知識型、大資本、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須要很龐

大的資金，財團將會是最大的贏家，大者將恆大，像 SONY、微軟這

樣的大型企業將主導市場的走向。但有創意的企業家還是有機會成

功，像 google的搜查引擎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變成優質企業。或者找到一個新的商業運轉模式，以冒險家的精神闖

出一個天地，像台灣的東森購物，就是一個相當冒險但成功的案例。 

有人會知道下一個成功的企業會是誰，但保有創新能力的企業、

及能增加且傳送附加價值到消費者的最有機會，例如美國的 TiVo。學

生在此回的研究中，發現 FPD與其他的 Device之間的 interface，也就

是「線材」是一個很大的商機，該產品具有傳統產品的特性，但它有

FPD產品的高成長市場，在經過市場評估後，決定以自有品牌 image

切入台灣市場。雖然總營收不大，但毛利相當的可觀，對於微利時代

的資訊通路服務業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利益改善機會。 

在日本，鐵道公司、電力公司、瓦斯公司、捷運公司、自來水公

司都在拉 FTTH 光纖到家庭用戶。3C賣場的店頭第一攤都在賣網路電

話，電視購物頻道也不斷打入家庭，都在反應商業的營運模式早已經

在改變。企業必須不斷注意市場變化、科技變化及人性需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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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適時的將附加價值傳送給消費者才能獲得市場的利益。 

 

第二節  家庭娛樂事業的型態與特徵 

一、 未來新的行業： 

新的環境陸續上線後，隨著環境的改變及新的消費需求出現，會

引發一些新的商機，當然也有一些舊的商業模式會跟著改變或消失，

以下就觀察所得提出來。 

由於網路上的資訊太多，多到沒辦法取捨，所以會出現代理人的

軟體。例如醫療的軟體，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後，有各式的生物科技收

集器，幫消費者採集口中的細菌、尿液的收集與檢測、血壓、血糖等

資料，讓這一個軟體在很短的時間內對身體作一份檢查，並提出今日

的飲食建議。網路代理人軟體，從複雜的醫療網路資料內提出最適合

消費者的醫療建議，及各種的替代方案，讓消費者作一個選擇，並可

上網代理消費者作各種醫療的掛號及就診的服務。 

人類的一些邏輯判斷，將透過這樣的代理人軟體，協助消費者完

成一些初級的檢索及簡易的判斷，讓人類只要作final decision就可。

這樣的軟體代理人的軟體會漸漸進入家庭。舉凡家庭收支簿、結合消

費市場的各種優惠活動，會讓消費者節省許多搜尋的時間，並提高消

費者決策能力及效果。全文檢索只是提供消費者光譜裡最低的層級，

但代理人軟體將會讓光譜內更高階的消費者可以用到更多的機能，且

將來具有學習的機制，這個代理軟體會越來越像軟體的owner，有一

部分的思考能力。 

T-Commerce，以TV為中心的eCommerce。這與現在的電視購物

不同，應該算是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的綜合體，可以說是用遙控器在

購物，不用拿電話或滑鼠，消費者同時可以上商品討論區，以分享的

方式作售前及售後的討論。 

網路儲存的行業將興盛起來，由於數位家庭可能沒有PC，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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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硬碟機與光碟機，透過網路租一個網路硬碟作為儲存的媒體。將

來連運算也可以在網路上運算，至於是哪一台電腦所作的運算已經不

重要了。 

家庭娛樂系統維修業會興起，因為客廳的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

維修業者不僅要懂家電，還得懂電腦、通訊、網路、控制、無線等專

業知識，屬於一個高階的維修人員，具有一定的整合能力。以宏碁為

例，現在也提供這樣的服務，並已開始佈局，為將來的這樣的商機預

作準備。 

DVD租售店將提供 HDTV高畫質及高音質的DVD，因為數位電

視各業者，基於成本的考量，提供 HDTV的電視品質的節目成本太

高，頂多提供 DVD級的服務。但消費者會去追求更高級的服務，街

角的 DVD租售店不會被數位電視給取代，但隨這隨選電視的頻寬越

來越便宜，將來不用走出門，直接下載 HDTV級的節目，還是有可能

的。 

 

二、 部分商業模式面臨改變的壓力： 

數位內容的提供者將找到更多的播放頻道，不會像現在視訊服務

都是被有線電視業者給壟斷。數位內容供應商可以有多重的選擇，交

給有線系統業者、網路業者、衛星放送業者、無線業者播放，至少有

四種以上的選擇。將來的競爭環境會更激烈，但消費者會得到最大的

好處。美國加州Neilsen Norman Group 的合夥人 Jakob Neilsen 說：「未

來電視網或者頻道的概念將不再存在，他們將是舊科技時代的產物而

已」。 

有線電視的 CABLE，雖可提供收費的視訊服務，但透過 Cable 

Moden上網效果不如XDSL，所以在 XDSL的普及率不高。固網業者

的 XDSL雖然普及率高，但目前受限於頻寬及數位電視廣播尚未普

及，所以在XDSL上傳輸視訊的服務仍不普及，暫時無法賺到視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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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收入。但隨著數位電視普及，網路業者會有機會賺到視訊服務。

誰先能作到相當於日本都會區的 FTTH的水準，將會吃下視訊服務、

VOIP及數據服務的大餅，這些是現行的有線電視台無法提供的完整

服務。當然投資的金額會非常的大，這也是台灣當局所提出的「e 

Taiwan」的終極目標。 

 

三、在數位家庭娛樂資訊產品硬體市場方面： 

在通路(Place)上，傳統家電有很大的優勢，因為這些家電廠商長

期的經營，市場的涵蓋面相當的廣，不僅 3C賣場、大賣場、量販店、

爸爸媽媽店都已經佈局的相當的嚴密，缺的是 IT連鎖店的佈局。但

IT系出身的供應商，比較弱的是爸爸媽媽店的佈局，尤其客廳的主導

權是在爸爸及媽媽，但這兩個客群與 IT的通路的互動比較低，反而是

社區型的爸爸媽媽店的服務較好，IT系的產品要進入這一通路比較辛

苦。家電系在通路上的優勢比 IT系的強很多。 

價格方面(Price)，現有的通路要販售這些數位家庭娛樂的產品並

不困難，但店家關心的是實際的販售毛利及迴轉率，一般而言，迴轉

率高的產品毛利低，相對的迴轉率低的產品毛利的高，以家電系而

言，一般給通路約 20%的毛利，因此相對的其終端售價較高，迴轉率

會低一點。但 IT廠商出身的供應商，擅長打低價戰，靠快速的迴轉率

來建立市場，搶佔有率。 

促銷方面(Promotion)，仍是以傳統的方式來作促銷的活動，但是

若比較低單價的產品，例如 STB產品，內容提供者或系統商可能會採

綁硬體的方式促銷，而進入硬體無價值的惡鬥，就像手機綁門號，一

元手機變成一個硬體供應商拼量及拼市佔率的工具，系統業者可以每

一個月都收到服務費，拼市佔率(Market Share)及擴大口袋佔有率

(Pocket Share)。另外，在各國的 FTTH 及 XDSL將會掀起大戰，從日

本的光纖系統業者與 Yahoo BB的大戰就可見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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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方面(Product)，內建的產品越來越多，產品規格的多樣化，

會讓消費者無所適從，大家在相同的標準、平台基礎上各自發展，硬

體供應商習慣性的以加入很多的配件來作差異化，但競爭到最後消費

者有沒得到真正的好處是一個存疑處，但可確定的是地球的資源被過

度的浪費。各國為了地球的永續生存，不斷的推廣綠色產品的觀念，

讓產品合乎 3R的環保觀念，就是 Reduce、Recycle、Reuse，這會讓

廠家增加相當多的成本。 

 

四、在數位家庭娛樂資訊產品軟體及內容服務市場方面： 

在產品的部分(Product)，VOD、MOD、Pay TV都已上市，但將來

會有更新的服務如網路儲存、網路運算、代理軟體、線上同步教室、

線上影像聊天室、附影像 VOIP等的新式服務如雨後春筍出來。許多

的服務可能是免費的，以增強 ISP、ASP 或系統商的價值，以差異化

來吸引更多的 subscriber，讓該 PLAYER的價值因使用者的使用而增

加。 

在價格方面(Price)的部份，訂價將是一個很困難的事，因為大家

的差異化很難用數字來評斷，但大財團將勝出，因為 Contents建置的

成本相當的高，回收的速度與消費者的加入數有關。消費者加入數越

多，回收的速度越快，業者除了搶市場佔有率，也搶口袋佔有率，競

爭將非常的白熱化。 

在促銷方面(Promotion)，提供免費服務將是一個重要的項目，業

者會透過廣告來補這方面損失。各式各樣的促銷方案會不斷出籠，消

費者將眼接不暇。 

在通路方面(Place)，會有更多的異種的業者進來，如電力公司、

水公司、瓦斯公司、ISP、ASP、行動電話業者、衛星業者、地方政府、

有線電視業者、固網業者、鐵道業者、捷運業者等都可能變成系統商、

或節目供應商或者是多媒體供應商(MSO)。競爭會變得更白熱，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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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切得更利基化。學習型的網站將如雨後春筍出現，甚至跨國的遠

距教學也會進入，靠著環境的優勢，外來的文化將入侵，但兼容並蓄

不就是文化的融合嗎？無論如何，地球村的概念將越來越近。通路越

來越模糊，通路的管理、經營都變得相當困難。 

 

第三節  研究限制 

家庭娛樂資訊產業是好幾個產業的集合體，每一個產業就是一個

很大的研究課題，無法對所有的產業的研究作深入的探討，這是第一

個研究限制。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連結，是透過標準，但每一個標準還

在建立當中，甚至有不同的派別，還在陸續整合當中，無法研究出來

將來那一個標準是未來的主流，這是第二個研究限制。在研究內不僅

有硬體產業、基礎建設、軟體及 Contents多媒體產業，在多者之間會

交差影響及合作，從而衍生出錯綜複雜的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

而每一個模式都是值得深入檢討的，這也是本研究的第三個限制。政

府的政策是具關鍵性及領導性的，但牽涉的範圍太廣，沒有作深入的

訪談，加上政府的窗口多且複雜，題目又太大不容易找到一可以完整

回答的官員，找不出具指標性的答案，是本研究的第四個限制。 

 

第四節  後續研究的建議 

由於家庭娛樂資訊產業在硬體方面還存在著許多的標準未確定，

所以在 3C匯流上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仍得靠產業不斷的投入及

整合。但是在Contents方面，因為當初的網際網路的標準(不能說是標

準，只是協定)設計的太完美了，反而是最順利的一段，目前的 internet

應該還可以走一段很長的路。 

政府是管理眾人的事，家庭娛樂是每一個人的事，政府應出面徹

底的引導，然後放任企業去經營及管理。目前政府的職權分散，例如

寬頻的佈建歸交通部、數位內容及產業歸經濟部、人才資源的規劃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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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文化歸內政部、整個資訊架構不知由何部門統籌規劃很不清

楚。大陸就很清楚，我們政府組織應如何跟著科技環境、社會環境的

變化改變，仍有待後續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國家的願景及企圖心，是

整個組織變化的依循，這都有待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John Naisbitt 說：「科技真的會使人疏離人，疏離自然，疏離自我。

科技會造成實質與感情上的距離，把人抽離自己的生活。因為依賴科

技幫我們做記錄，我們不再專注於生活體驗。」把電視比喻為現代「圍

爐閒話」的家庭中心太樂觀了。父母子女其實分散在屋中各自的房

間，看各自喜愛的節目，或聽自己的音樂，獨自過自己的生活。在數

位家庭娛樂成熟前後作一個社會學的調查，看人們是否有因為科技的

進步，而變得比較快樂？在2008年以後作一個這樣的研究，來對照過

去的歷史，將有助於解決社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