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台灣數位家庭發展策略規劃 

本章先整理我國數位家庭的現況，接著將數位家庭所面臨的問題

與發展的狀況做一整理，最後將數位家庭產業結構做一分析，並提出

數位家庭發展策略之建議。 

第一節、 台灣數位家庭發展現況探討 

為探討台灣數位家庭現況，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述，寬頻網路為數

位家庭發展的基礎建設，因此本節將先針對台灣在寬頻基礎建設現況

做一基本之整理，其次針對台灣現階段消費者的看法加以說明，最後

將目前台灣相關業者之服務或產品進行整理。 

壹、 台灣寬頻網路現況 

台灣 1999到 2004 年寬頻用戶急遽成長，2004 年後由於寬頻市場

逐漸飽和，用戶數成長漸趨緩，截至 2006 年 3 月底寬頻用戶達 420
萬戶。由於成長緩和，ISP業者為爭取用戶，採取削價競爭的策略，

以符合市場的競爭狀況，因此營收成長比率亦緩和許多。(詳見圖 4-1) 
 
 
 
 
 
 
 
 
 
 
 
 

圖 4-1：1992～2006 年台灣有線寬頻網路用戶數 

營
收
成
長
率

資料來源：經濟部技術處，MIC整理[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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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整體產業連網的方式包括 xDSL、Cable Modem、固接專
線、電話撥接、光纖到府、行動上網等，有 75.2％的民眾主要以 xDSL
的方式(詳見圖 4-2)連網，主要因用戶紛紛從電話撥接上網更換為有

線寬頻的上網方式。 
 
 

圖 4-2：2004-2005 年台灣地區用戶主要採用連網方式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MIC整理[2006] 

 
 

至於寬頻上網現況則為滲透率已達 88%，基礎連線趨於成熟。台

灣寬頻網路基礎建設至今已佈建完成，寬頻普及率於 2005 年已近六

成，年成長率為 25.5%，寬頻滲透率亦接近九成，基礎連線趨於成熟

的狀態，在寬頻網路基礎建設已佈建完善的情況下，業者開始提供低

價寬頻接取方案，ADSL已成為台灣地區最用戶最主要的連網方式。

(詳見圖 4-3) 
 

圖 4-3：2001-2005 年台灣地區寬頻普及率及滲透率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MIC整理[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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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網習慣部份，瀏覽網頁是個人上網主要使用功能。根據

TWNIC2006 年 1月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三年個人最常使用寬頻的功

能為「入口網站」，其次為使用「搜尋資訊/引擎」，再次為影視娛樂、

網路遊戲與購物網站等，有項功能是 2006 年興起的：「個人網頁」

(6.54%)。值得一提的是，TWNIC2006 年 1月對於個人最常使用寬頻
付費的調查結果中顯示，個人使用且願意付費的功能以「網路音樂」

35.36％為最高，其次為「線上遊戲」33.33％，再次為「網路電話」

(23.35％)與「網路電視電影」(13.40％)等等。[MIC, 2006] 
 
雖然如上述，台灣在家庭寬頻普及率與滲透率已達一定水準，但

是與鄰近國家相比，台灣寬頻普及率低於韓國，光纖發展落後於日

本。台灣電信總局曾經評估，未來每一用戶所需要的下載頻寬要 73M
至 91M，包括隨選視訊、娛樂等高畫質(HD)串流視訊要 60M，上網
瀏覽與應用要 10M，視訊會議與網路電話要 2M 至 20M，再加上遠
端監控等，同時上傳要 33M至 53M。因此，如果要達到數位家庭在

娛樂方面發展的願景，頻寬仍是一大挑戰，因此，光纖到府為未來必

要發展的趨勢。雖然中華電信預計推出光纖到府的高速上網新服務，

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正在審查相關費率，也在比較日韓等

鄰近國家的費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官員同時要求，中華電信也必

須提報光纖到府的批發價格，提供給其他網路服務業者租用。  
 
其次，除上述由電信與固網業者提供的連網管道外，無線寬頻上

網也是近年在台灣都會型城市快速成長的部份，政府近年推展

M-Taiwan，等相關計畫，台北市政府的無線新都，未來規劃的WiMax
等等，拓展了數位生活的發展，然而對數位家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貳、 台灣消費者對數位家庭之需求 

儘管數位家庭概念推出多，然而大部分消費者對這些新興產品仍

感到陌生，產品誘因無法成功刺激產品汰換需求，使得數位家庭市場

仍未真正起飛。根據 2006 年資策會MIC委託尼爾森市調公司，針對
台灣消費者進行進行數位家庭使用者需求研究。有下列幾點發現：

[MIC，2006] 
 
第一，對於家庭設備與系統的添購通常並非以個人需求的滿足為

目的，而是以整體家戶的考慮為主。注重對於整體家庭所產生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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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第二，對於數位家庭的需求考量順序，首要為安全與健康，其

次是舒適與便利，再來才是娛樂、環保、節能等項目。第三，除了需

求性考慮外，新產品的入門價格亦為評估重要因素。 
 
 
 
 
 
 
 
 
 
 
 
 
 
 
 

ˇ安全包含人身安全以及財物的安全。民眾

目前會以住宅的社區管理、保全系統或監

視系統來防範竊盜。 

ˇ健康方面會特別在意空氣品質的好壞與光

線的充足與否，並使用一些儀器來測量身

體的狀況(心跳、血壓等)。 

較低 
娛樂、環保

節能 

舒適、便利

安全、健康
高 

ˇ目前多以硬體設備(如自動吸塵器、中央空
調、音響設備)，室內動線的設計來滿足這
方面的需求。 

ˇ並非家庭生活的必備條件。除非上述項目
都已經達成，一般民眾才會考慮投資更多
的錢來滿足這部分 

圖 4-4：消費者對數位家庭需求的考量順序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2006] 

 
 

因此，在應用的需求而言，安全監控與健康照護為需求較高之應

用，例如當發生異常狀況時，如竊賊闖入，火警或是瓦斯外洩發生，

系統主動透過手機傳送訊息或畫面警示屋主。另外，針對老年人以及

慢性疾病患者的家庭也需要這樣的系統，作緊急通知。 
  
提供便利的遠端控制系統能滿足民眾便利的需求，但因為非必

須，所以價格是影響情境控制或智慧化家電產品購買意願。至於對於

環保部分，則因為在需求的排序上是屬於較低的，所以缺乏立即性購

買誘因。其中比較有趣的是娛樂部分，因現階段數位影音設備與影音

資源尚稱完善，機上盒、DVD、音響等在受訪者中使用的狀況頗為

普遍。在現有硬體設備架構下，對於影音娛樂隨選隨播、資源分享、

或互動服務的需求，因生活型態的不同而有差異，整體而言，多數受

訪者表示對影音資源分享的需求不大，認為現在的影音設備已經可以

滿足其需求，但對互動電視服務則較有興趣。 
 
綜合上述的討論，安全與健康為居家應用需求較強的項目。消費

者大致在自己經濟能力可及的前提下，以整體家戶需求為優先考量，

個人需求次之；同時，消費者考慮的是簡化不複雜，現階段已有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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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像的產品概念，就科技理解與價格負擔門檻都不高的產品項目。 

參、 台灣數位家庭產業相關業者 

台灣眾多業者紛紛看好未來數位家庭的市場商機，近年來紛紛進

場卡位，對台灣業者而言，主要市場商機分為全球海外市場或是國內

市場。因產業相關業者為數眾多，而數位影音可視為數位家庭的前哨

戰，故本研究僅先就數位影音業者現況作一分析，而寬頻網路業者，

數位家電與硬體製造商等數位家庭產業相關業者狀況則在最後進行

相關的整理與說明。 
 

一、台灣數位影音現況 
 
數位音樂市場，根據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IFPI)在 2006 年 1月

公佈的 2006 年數位音樂報告中指出，整體音樂市場於 2005 年全球共

有 4億兩千首歌曲從網路上被下載，為兩年前的 20倍，而其中唱片
公司所授權的歌曲數量成長兩倍，達 200多萬首歌。兩年前，線上音

樂並未為唱片公司帶來營收，然而現今，線上音樂所帶來的營收已占

唱片公司營業額的 6%，且其產值從 2004 年的 3億 8千萬美元，成長
至 2005 年達 10億美元，一年之中即成長 2.6倍，成長快速。 

 
台灣的線上音樂自 2005 年底已從萌芽階段步入成長期，2005 年

的產值也已達新台幣 4億多元，主要業者付費會員數約有 75萬，預
計 2006 年仍會持續大幅成長。線上音樂產業與過去最大不同的是：

唱片業者在這兩年逐漸改變以往的保守態度，開始將音樂授權給部份

信任的廠商。綜觀台灣唱片業者的態度轉變，促成的主要原因有幾

項，大致包括：(1)實體唱片銷售量逐年下降，以近兩年為例，2004
年銷售值為近 44 億新台幣，而 2005 銷售值則大幅滑落至新台幣 31
億 5千元(如圖 4-5)，此情況促使唱片公司不得不開拓其他財源。(2) 寬
頻普及與網路速度提升：根據資策會 ACI-IDEA-FIND 統計資料顯

示，至 2005 年 6月我國寬頻用戶已達 387萬用戶，較 2004 年同期成

長 20%，寬頻用戶普及與網路速度的提升，使得消費者在網路上享受

娛樂的習慣也逐漸養成。(3) iPod風潮興起，使得線上音樂的經營與

消費越來越受歡迎。(4)音樂版權保護機制與技術日漸成熟，免除了

唱片公司對於音樂版權受侵略的疑慮。(5)Kuro 及其使用者被唱片公
司控侵權，且被判敗訴，引起了線上音樂業者與消費者對於音樂合法

性的重視。 [張群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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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圖 4-5：我國音樂市場歷年銷售值 
資料來源：IFPI，張群芳整理[2006] 

 
 
台灣的唱片市場主要由新力博德曼、華納、科藝百代與環球四家

公司囊括約 70%的佔有率。過去唱片公司不願將唱片授權給線上音樂

業者最主要的原因，無非是擔心著作權未能受妥善保護，使得製作成

本高昂的音樂有可能因為網路保護機制的不完善，使得盜版情形更加

嚴重。另外，唱片公司對於部份線上音樂業者所提供的拆賬模式與金

額也不能認同。然而，這兩年來數位線上音樂盛行，再加上版權管理

機制的成熟，唱片公司開始開放授權給線上音樂廠商，唯權利金仍居

高不下，甚至有廠商因不堪高額權利金的沉重負擔，最後不得不忍痛

結束營業。深入探究權利金居高不下的原因，不外乎是唱片業製作成

本與宣傳費甚高，再加上實體音樂銷售不理想，唱片公司想從線上音

樂獲得較佳的收入，以達損益平衡，甚至從中獲利。 
 
在經營線上音樂的服務中，除了擁有充份的資金、人才、技術以

及與唱片公司良好的關係之外，成本控管與規模經濟是成功的主要關

鍵。由於歌曲權利金的成本高昂，再加上軟、硬體設備與管銷費用不

低，以及經營初期有限的營收情況下，如果缺乏有效的成本控管，導

致長期損益無法平衡，資金將很快就會消耗完。以號稱台灣第一家合

法音樂下載服務艾比茲(iMusic)音樂網為例，由於經營成本過高，再

加上消費者認為費用過高，而缺乏消費意願，以致營收與成本支出相

差甚遠，最終在經營兩年後黯然退場。 
 
目前業者在成本分配方面，約五至六成成本付給唱片公司，電信

公司金流服務的部分約占兩成，其餘的才是線上音樂業者的獲利，當

然其中還得包含行銷費用與軟、硬體設備等開銷(如圖 4-6)。根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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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調查，台灣消費者較願意以「吃到飽」的方式消費，也就是每月支

付固定費用，以獲無上限地聆聽業者所提供的歌曲。若是以歌曲為單

位的模式提供服務，消費者所能接受的價格為每首歌曲新台幣 5~10
元，然而，此價格遠低於業者營業成本，因為目前唱片公司所要求的

權利金甚高，分攤下來，每首歌至少需要價新台幣 30 元，才能損益

平衡，也因此，目前市面上，仍未有每首歌曲新台幣 5~10 元的服務
出現。 
 
 
 

50～60％ 歌曲權利金

 
 

20％ 電信金流服務 
 20～30％ 線上音樂業者營收 
 

圖 4-6：我國線上音樂服務大致營收分配 
資料來源：張群芳整理[2006] 

 
 
目前台灣的線上音樂主要使用的技術，大致可分 P2P檔案交換、

串流聆聽以及計費下載三種營運模式(如表 4-1)，經營模式主要都是

以收月費為主，僅少數公司以下載單首歌曲或專輯為主。 
 

表 4-1：我國線上音樂主要服務模式 
項目 P2P檔案交換 串流聆聽 計費下載 

經營模式 主要提供平台與軟體工使

用者相互交換音樂檔案 
歌曲存放在伺服器

上，透過網上聆聽 
下載歌曲至電腦 

計費方式與價格 100元/月，無限下載 150元/月，無限聽 歌曲每首約10～40元
主要服務內容 音樂資訊與歌曲排行 隨選隨聽，歌曲無限

聆聽 
音樂資訊與歌曲內容

主要廠商 Kuro, ezPeer KKBOX, RealMa Qband,艾比茲，酷客
音樂網 (前兩者已結

束營業) 
經營面臨的難題 未獲音樂授權，經營合法

性備受爭議 
歌曲只能線上聆聽，

客戶族群有限，現漸

提供音樂下載至電腦

(電腦數以 3台為主)

消費者所願付隻金額

較低，致使成本與營

收不成比例，營收困

難 
資料來源：張群芳整理[2006] 

 
 
整體上來說，規模經濟是線上音樂經營的另一生存關鍵。由於單



 

位營收毛利相當低，所以必需倚賴廣大的會員數獲利。另外，擁有廣

大的會員數還可以增加業者洽談授權金時議價的籌碼。換言之，眾多

的付費會員，將利於線上音樂業者的營收的增加及規模的擴大。目前

業者在經營當中所遇到的兩個難題，包括歌曲版權不清與消費者所願

付的費用有限。 
 
二、其他台灣數位家庭相關業者現況 
 
現今數位家庭產業還在初始階段，因此本節延伸之前在數位內容

與服務的說明，進一步將寬頻業者，數位家電與硬體製造商，保全、

建築與醫療的基本概況作下表的整理。 
 
表 4-2：我國數位家庭基礎建設、內容與服務之發展 

數位內容與服務 寬頻網路 數位家電與硬體 保全、建築與醫療

產
業
現
況

數位線上影音近年大幅
成長，成長率達120%。
線上音樂主要挑戰為歌
曲權利金過高，經營成
本高導致營運不易。線
上影片則以網絡數碼在
2006年整合入口網站與
實體通路而快速擴張。

有線電視普及，但是家
庭寬頻上網，還是以
ADSL為主軸，中華電信
佔市場優勢。寬頻加值
服務營收呈現快速成長。

國內主要還是以生產與製
造為主，主要產業規格仍
屬美日大廠，延續過去在
資訊產業硬體生產出發。
除少數踏入品牌經營的廠
商外，絕大多數消費性電
子產品還是日韓大廠為主
流。

部份建商引進日韓業者
經驗，以數位家庭為號
召。另也也建商整合電
信業者發展數位社區。
另也有業者與醫界結合
RFID與生理訊號量測技
術，進軍居家看護與遠
距醫療領域。

廠
商

數位音樂，以KK Box、
Kuro、ezPeer、龍馬與
雅虎奇摩等業者。數位
影片則以網路寬頻電視
網絡數碼Webs-TV，中
嘉網路的互動電視，中
華電信的MOD。

中華電信，亞太寬頻固
網，數位聯合電信，台
灣固網。

TFT-LCD (HDTV)高畫質
薄型電視等相關業者，記
憶體、半導體與IC設計、
網路設備、行動通訊、遊
戲機、可攜式影音設備、
個人電腦相關業者等等。

中興保全、遠雄建設、
中華電信等。各大醫療
院所也早已進行遠距醫
療的研究。

發
展
趨
勢

以網路為主的影音服務，
擁有片源的業者，或是
擁有網路寬頻最後一哩
優勢的電信固網業的
IPTV，將形成激烈競
爭的市場。高畫質與高
品質片源成為消費者付
額外費用的主要誘因。

因寬頻用戶數成長趨緩，
業者跨足多媒體影音服
務並加強整合性加值服
務，如VoIP與IPTV等。
Triple Play –整合語音、
數據與多媒體將成為趨
勢。WiMAX也將成為無
線寬頻重要技術。

基於全球龐大商機，數位
家庭硬體生產製造仍為台
灣電子業重要發展重點。
數位電視的趨勢、多媒體
電腦、遊戲機、智慧型手
機、音樂手機、家庭閘道
器與儲存伺服器等。

保全業將整合更多的加
值服務，結合手機與無
線通訊為重要趨勢。建
商規劃光纖到府與數位
家電與家庭自動化也是
未來數年發展重點。遠
距醫療則有待設備成本
與市場接受度考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二節、 數位家庭發展框架 

本節將針對數位家庭發展框架與藍圖做一探討，本研究將數位家

庭之發展架構由數位家庭的定義與組成為出發進而從消費者需求，數

位家庭應用，數位家庭服務經營模式的角度加以探討，最後會針對相

關技術與標準的問題，法律面對數位家庭發展的影響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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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數位家庭的定義與模組 

首先在看數位家庭的組成之前，先回顧數位家庭的定義。根據本

研究歸納整理，將數位家庭作下列之定義：透過有線或無線網路，串

連家庭內外各種數位設備，透過數位化技術提供各項數位內容、功能

及服務，以滿足家庭成員在生活中對娛樂、工作、學習、安全、健康、

便利與舒適的種種需求。 
 
其次，本研究將數位家庭的組成，整理如下圖 4-7。圖中並顯示

彼此之間的關係。數位家庭的產業，從最上游的數位內容提供，主要

包括數位影音內容，數位學習內容等等，其中影音部分由業者將類比

的內容轉化為數位形式，再透過數位內容服務業者加以壓縮，加密保

護，行銷包裝，進一步透過網路服務，傳輸到家庭網路，以數位家庭

之數位裝置呈現給最終消費者。另外關於加值服務的部份，也是經由

數位家庭服務業者，將服務透過網路，不論是有線或是無線，將服務

傳送給家庭成員，其中服務可能是消費者與業者間進行雙向溝通傳

遞。接下來針對數位家庭的模組：消費者需求與應用，數位家庭服務

經營模式以及相關技術、標準與法律議題加以說明。 
 

 
 
 
 
 
 
 
 
 
 

 
圖 4-7：數位家庭的模組 

資料來源：本研究 

貳、 消費者需求與應用 

如同本研究動機所述，數位家庭從概念初始至今，已有十餘年的

歷史，但是影響整個產業應用的關鍵，還是在消費者本身的需求，只

有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前提之下，相關的科技與產品才顯現出價值，

數位家庭產業才得以發展。因此，本研究將先針對數位家庭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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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需求分析家以整理。係根據使用者生活體驗中的各個領域的需

求，對應到數位家庭應具備的功能，進而列出在數位家庭中主要的潛

在應用如下表 4-3： 
 

表 4-3：數位生活運用領域  
生活領域 生活需求 主要功能 主要應用領域

食 食品安全 食品狀態追蹤 生產履歷、飲食資訊

住 居家安全、舒適與便利 智慧型住宅 居家保全、智慧家電整合、遠端自動控制、
情境燈光。

行 行動便利與舒適 交通資訊、影音娛樂 GPS定位系統、行車影音娛樂…

育 學習、教育與就業 學習、教育及就業支援 數位學習、網路搜尋…

樂 休閒娛樂 視聽娛樂 數位影音、遊戲機、可攜式媒體播放器、
數位相機、數位相框…

社交 方便及時的人際溝通 整合式通訊服務 行動通訊、電子郵件、VoIP、即時通訊、
部落格、線上視訊…

商業 高效率工作與商業行為 網路資訊與電子商務 網際網路資訊與服務 (如搜尋或各類專業網
站)，電子商務應用。

健康 醫療照護 遠端居家照護 遠距看診、電子病歷、居家照護。

服務 方便取得生活所需資訊
與服務

生活資訊與服務 社區資訊、金融理財、線上付費、政府便
民等資訊與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業界廠商業的觀點而言，一般認為數位家庭的需求首重娛樂，

其次為以 PC做為連網平台的資訊應用，最後則是感測、保全等自動

化控制應用。從這樣的角度來看，隨著數位家庭的發展至今，從消費

者的觀點來看，有下列現象值得觀察： 
 
1. 消費者需要更容易使用的操作方式與使用介面為第一要務。 
2. 消費者需要更彈性的方式處理與分享數位內容。 
3. 面對日益更新的技術與不同標準，消費者無所適從。 
4. 數位家庭應用過於分散，缺乏整合，且整合成本過高。 
5. 市場缺乏殺手級應用，消費者缺少使用動機。 
6. 對科技的信任感與對隱私權的顧慮。 
 
而在數位家庭的應用裝置與平台的角度而言，雖然電腦製造商與

各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廠商都亟欲在數位家庭的市場上爭取主導的地

位，期待本身產品成為數位家庭中心的角色，但是發展至今可說是勝

負未明。即使新的技術引進與新市場的開發逐漸到位，但是因為傳統

以個人電腦處理數位內容的電腦業者與消費性電子產品間缺乏整

合，所以許多理想中的應用不是無法整合，就是成本過高。因此個人

電腦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廠商，已開始共同合作以面對接下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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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費者認知的價值角度來看(參考圖 4-4)，與業界在提倡數位家

庭的概念，出現某種程度上的落差。我們發現業者現今提倡的數位家

庭，不同廠商著重的重點不同，但是從表 4-3的分析中，並無法針對
數位家庭的應用作較好的分類與聚焦。而且表 4-3的整理，會發現從

生活領域分析，其潛在的應用實在很多，範圍相當大，但如果我們進

一步將需求面回歸家庭本身的功能目的加以歸類，家是休憩的場所，

也是一家人共同生活的所在，所以對家庭的需求，我們可以從娛樂，

安全，健康，舒適以及便利的角度出發，希望在消費者需求面與實際

應用面，對照廠商供給面與業者面臨的挑戰作下列整理： 
 

表 4-4：數位家庭消費者需求分析  
類別 使用者價值與需求 主要應用 業者面臨挑戰 業者

娛樂 並非家庭生活必備條件。
在其他需求被滿足後，
視家庭消費能力決定。

數位影音［如數位電視、
數位音樂等］、數位遊
戲。

高品質數位內容，對
分享數位影音的需求
等。

資訊業者，家電廠
商，線上影音相關，
遊戲開發商，第四
台業者，電信公司。

安全 高價值。人身與財物的
安全。

保全與遠距監控系統、
社區連線管理、水電瓦
斯監控、門禁感測。

服務品質與即時資訊。保全業者，監控系
統。

健康 高價值。空氣品質與光
線等，儀器偵測身體狀
況［如心跳、血壓等］

遠距醫療，電子病歷、
緊急需求服務、遠距照
顧。

文化與消費者接受程
度。

醫療業，儀器製造
商等。

舒適 並非家庭生活必備條件。
在其他需求被滿足後，
視家庭消費能力決定。

中央空調，情境燈光等、
白色家電等。

品質與價格。 建商、空調、燈光
系統整合業者、家
電業者。

便利 並非家庭生活必備條件。
凡是可以增加生活便利
之數位化服務。

電子商務、金融服務、
全球定位系統等、電視
購物、遠距教學與學習。

優質的使用者經驗。
［如使用者介面，客
戶服務，商品品質］

線上數位服務提供
業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 

 
 
 消費者購買行為分析，必須思考商品與服務的效益，在合理或是

最低的花費，達到家庭成員最大滿足的目標，因此透過上表分析整

理，期待可以從消費者的需求面分析，聚焦在娛樂、安全、健康、舒

適與便利的角度，再針對消費者的價值、應用面加以分析，對業者而

言，比較可以分析面臨的挑戰並思考其整合應用。 

參、 數位家庭經營模式探討 

從國外在數位家庭的發展來看，各國因為文化背景不同，發展的

重點也不盡相同，至於經營模式發展也有所不同。2004 年 Forrester
的分析報告(A Manifesto For The Digital Home)中，指出數位家庭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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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的挑戰，在於其中在產品與消費者端的斷鏈，當中牽涉到太

多的業者，太多的整合，以消費者而言，須面對到不同的業者，眾多

複雜的計價模式，多樣的付款機制等等問題，造成數位家庭成長的挑

戰。 
 
 
 
 
 
 
 
 
 
 
 
 
 

圖 4-8：數位家庭經營模式的挑戰 
資料來源：Paul[2004] 

 
經過兩年的整合，業界也有所突破，總合目前業界的看法，以下

分別對於數位內容，加值服務，網路服務與數位家電商品各領域之性

質、相關產業與經營模式作一分析與整理。(參考表 4-5) 
 

數位家庭產業的經營現狀，我們可以歸納出下列特性： 
 

一、產業鏈參與業者眾多，差異度大，仍處於起始階段，無主導廠商。

雖然數位家庭在產業鏈的發展上已漸成形，但是業界普遍認為數

位家庭仍處與初始階段，並沒有一定而明顯的贏家。同時，各個

產業鏈的業者在經營項目上，也有隨時合併整合的可能。 
 

二、業者之間互相結盟，業界尚無統一標準，其中互連性為數位家庭

的重要關鍵。在個人電腦產業，互連性的整合被視為必要且理所

當然的，但消費性電子產業的廠商對此抱持著防衛的心態，因此

長久以來缺乏互連性。 
 
三、數位家電商品中，HDTV是目前數位家庭的中心，美日政府推動

數位電視加速相關產業成長。各大廠也積極進行垂直整合。半導

體仍為數位電子裝置的中心。 
 
四、個人電腦與消費性電子商品出現匯流趨勢，基於數位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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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面貌的改變，個人電腦與消費性電子產品都積極朝相同的方

線前進，因此兩者之間的界線也日趨模糊。 
 
五、大容量硬碟需求增加，硬碟逐漸取代卡帶格式的儲存媒體(如 VHS, 

Betamax…)，快閃記憶體需求成長快速。 
 
六、個人電腦公司正處在建構數位家庭的前線。在英特爾與微軟的推

波助瀾下，個人電腦產業擁有成本優勢挑戰傳統消費性電子產

業。 
 
七、電腦業漸漸克服容易使用的弱點，在蘋果推出 iPod 挑戰新力長

久在行動視聽娛樂裝置的領先地位，出現可攜式數位音樂新的營

運模式。 
 
八、多媒體電腦、機上盒與遊戲機仍在爭取數位多媒體中心的地位。 
 
九、對數位內容的需求將快速上升，P2P仍將是網路上下載的主流。

影片與音樂業者將同時發行實體與數位化內容以應市場需求。 
 
十、在網路業者如 Google 併購 YouTube 的事件觀察，Yahoo 與微軟

也都不會放過影音服務，YouTube與Web 2.0的崛起，也將成為
網路業者前進數位家庭應用的重要觀察指標。 

 
表 4-5：我國數位家庭發展價值鏈分析 

 
數位內容 加值服務 網路服務 數位家電商品

內容創造 整合與加值 網路 數位家電與平台

性質 音樂，電影，戲劇，
學習，遊戲等數位
內容之設計、創作
與製作…

提供數位內容保護
機制，放置於入口
網站並提供各類加
值服務…

提供有線或無線網
路，將數位內容或
服務傳送到家庭與
消費者端...

最終展現數位內容
與提供服務的終端
設備…

相關
產業

文化藝術、影視娛
樂、多媒體、教
育…

網站業者，如影音
入口、線上遊戲、
數位學習…

電信暨固網業者，
或是無線上網服務
提供業者。

資訊廠商與家電業

數位內容 加值服務 網路服務 數位家電商品

內容創造 整合與加值 網路 數位家電與平台

性質 音樂，電影，戲劇，
學習，遊戲等數位
內容之設計、創作
與製作…

提供數位內容保護
機制，放置於入口
網站並提供各類加
值服務…

提供有線或無線網
路，將數位內容或
服務傳送到家庭與
消費者端...

最終展現數位內容
與提供服務的終端
設備…

相關
產業

文化藝術、影視娛
樂、多媒體、教
育…

網站業者，如影音
入口、線上遊戲、
數位學習…

電信暨固網業者，
或是無線上網服務
提供業者。

資訊廠商與家電業

經營
模式

數位影音多以基本
費用與下載次數與
線上業者分取利潤。
而數位線上遊戲開
發成本高，大量廣
告行銷成本不可免。
Web 2.0參與式影
音內容分享機制發
展值得觀察。

加強會員經營，以
月費、年費為主，
也有單次或是以點
數計算為主。會員
數目與數位內容成
本為經營成敗主要
原因。

包括線路費用與服
務費，寬頻費用下
降而加強加值服務
為未來趨勢，整合
語音、資料與多媒
體的Triple Play為
產業趨勢。

出現個人電腦與消
費電子商品匯流的
趨勢，主要戰場為
個人電腦，消費性
電子以及行動通訊
爭奪數位家庭平台
為主要經營重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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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數位家庭之技術標準與法律面的考量 

數位家庭相關技術與標準眾多，無法在本研究一次作詳細與完整

的說明，本段落將從數位電視傳播，寬頻與無線網路，影音壓縮，數

位版權管理以及家庭平台所涉及的技術標準作一概略的說明與整理。 
 
在數位家庭的法律層面的探討，因為數位家庭牽涉範圍與層面相

當廣，目前可以探討的，不外乎，第一，因數位家庭連結網路世界導

致網路安全的問題，其中包括資訊與隱私的問題，此外因為家庭自動

化導致控制權被侵入的安全顧慮。第二，數位內容的侵權也一直是相

關業者所關心的議題。 
 

表 4-6：數位家庭之影音娛樂領域之技術與標準分析 
數位電視傳播 網路 內容保護 影音壓縮與介面 家庭多媒體中心

Digital TV:
US – ATSC, 
Europe – DVB, 
Japan – ISDB-T, 

寬頻– ADSL, Cable 
Modem, Powerline,
FTTx…
無線– WiFi, WiMAX…
Home Networks –
802.11b/ WiFi, 802.11n 
(Mimo), HomePNA3.0, 
HomePlug (Power –
line), UWB (IEEE 
802.15.3a) Coaxial 
cable�

相關業者的DRM技術，
包括Apple的iTune使用
FairPlay DRM。微軟的
Windows Media DRM。
Open mobile alliance針
對行動電話。
RealNetworks擁有專屬
的DRM Helix。
TiVoGuard是TiVo專屬
的內容保護技術。Sony 
OpenMG，支援Sony的
ATRAC規格。

Audio；MP3, AAC, 
WMA, Apple Lossless, 
AIFF, AtraC3Plus. 
Vorbis…
Video: MPEG-1/2/4,
H.263/H.264, MJPEG, 
WMV, VC-9/VC-1c�
Output: VGA, S-Video, 
Composite, DVI, 
HDMI�

Media PC (Microsoft)
STB (HP, Motorola?
Game console (Sony 
PS2/PSx/PS3, 
Microsoft Xbox, Xbox 
36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數位家庭發展藍圖 

針對前一節對數位家庭組成與發展框架作一界定，接下來本研究

針對個別本地業者與國際大廠發展方向與策略，歸納數位家庭的各類

生活應用發展藍圖(參考圖 4-9)。並就其中各項在現在與未來的發展

可能性整理如下。 
 
首先在基礎建設部份，現今就寬頻上網而言，以 ADSL 與 Cable 

Modem 為主，普及率已達到相當水準，而無線通訊，則以 Wi-Fi 與
3G 等標準進行各相關應用。而接下來的挑戰，在於頻寬部分，由於

未來在數位家庭影音等應用均須大量頻寬，除一般應用外，另外包括

高畫質、隨選視訊、與遠端監控，至少需要以光纖到府方式提供 73M
至 91M以上的頻寬才夠。在無線寬頻部份，在市場 3G並未普及的情
況下，3.5G 就已經被業界炒熱，而 WiMAX 被視為一項重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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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固定式與行動式 WiMAX。台灣可能在 2007 年中就可以發

出第一張行動式無線都會區域網路執照，其中大多數國家都會面臨的

挑戰在於 3G 的業者花下龐大的資金取的 3G 的經營執照(如台灣在
2002 年，五家業者投入 489 億取得 3G 執照，還得花上數百億建造

3G基地)，如今因為科技發展的速度快過市場的建置與佈署，也快過

政府的政策與法令，將是發展上的重要挑戰。 
 

其次，在影音應用部分，自 1998 年的全球消費性電子展(CES)就
已經看到的 HDTV、數位電視以及液晶與電漿等薄型電視的展出，在

過去兩年由於生產技術與規模的進展，導致成本大幅下降，並逐漸在

市場上被廣泛接受。此外從 1995 年 CES中展示的 DVD，一直到 1999
至 2000 年，數位錄放影，也在 DVR，TiVO 的出現，逐漸被廣泛接
受。此外，蘋果電腦在 2001 年推出 iPod，在短短五年之內，全球賣

出六千七百五十萬台，被下載十五億首音樂，改變了數位音樂的經營

模式。從 2007前的消費電子大展中，我們看到高畫質(HD)成為主流，

Full HD(1080i)以及下一代藍光技術DVD(如新力陣營的Blue-ray與東
芝為首的 HD DVD)，都將在市場上快速發展。 

微軟在過去在 XP 時就已經推出視窗多媒體中心(MCE，Media 
Center Edition)，企圖以電腦配合遙控器，成為數位家庭中客廳的中

心，在 2007推出新一代視窗作業系統 Vista，勢必在未來造成相當的

影響，如果再搭配 XBOX與其周邊MCE Extender等技術應用，MCE
有機會成為數位家庭的平台。微軟在行動式多媒體平台也有所著墨，

推出 ZUNE與蘋果正面較勁。另外，在 2007電子展中，微軟也著眼
於數位家庭中在數位內容的儲存與管理的需求，推出家庭伺服器。後

續發展值得觀察。 

蘋果在同時也有相當的突破，開始跨足手機製造推出 iPhone，挾
著以往 iPod 的優勢，結合通話、上網與音樂下載服務，勢必造就另

一波風潮。此外，業界一致看好 IPTV等寬頻電視的應用，思科與通
訊業等大廠也將成為其中在通訊設備值得看好的業者。 

 
接下來，保全系統在過去從各家自我研發的封閉式的專屬系統，

監控攝影機連接 VCR與專屬 DVR，逐步轉向開放式的整合性系統，
當中包括以個人電腦為基礎的 DVR，搭配前端的 IP Camera，還可進
一步透過閘道系統整合前端監控，門禁與感測系統，傳遞到後端監控

中心，也可利用網際網路將監控畫面或狀態提供至個人電腦或是手機

加以監控。此外，整合式社區安全監控管理也成為建商與保全業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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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整合服務的重要趨勢。從政府的角度，如何將此一網路整合成為全

國的保全或是防盜網，則是值得未來探討的話題。 
 
智慧型網路家電與家用伺服器的結合，配合手機遠端控制的功

能，得以進一步實現全方位居家自動化與數位管家的理想。功能面可

涵蓋冰箱的食材管理、節能控制、家電遠端維修、遠端控制各式家電

等各類型應用。這類應用主要在日韓等家電廠商發展的主力。 
 
最後在於遠距醫療與居家照顧的應用，此類應用其實是相當重要

而且是邁向老年化社會所急需的應用。此類應用在目前階段已有許多

業者投入研發，或是在保全公司也提供部份的服務，但是我們會發現

此類應用要作到完善，必須要其他因素加以配合，包括基礎寬頻，無

線寬頻，家庭網路甚至到智慧型家電與居家自動化的整合與成熟度，

都會影響居家或是遠端行動看護的接受度。而遠距醫療，則牽涉到遠

端的醫療品質與消費者的信心程度。此外，相關法令的配合也是其中

的重點，因此，此類型的應用可說是重要但是應用時程上會視其他因

素來決定。 
 
 

 
 
 
 

 
 

 
 
 
 
 

 
 
 

圖 4-9：數位家庭生活應用發展藍圖 
2006 2007 2008 2009

ADSL, Cable Modem, 3G, 
IPv4�

寬頻網路：FTTx, 3.5G/4G, WiMAX, UWB,  
IPv6�

TFT-LCD, PDP, 
MP3/iPod, DVR,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推行數位家庭發展策略之建議 

本節針對數位家庭發展的策略，從廠商與政府的角度加以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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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議。 

壹、 數位家庭產業發展之產品策略 

數位家庭之中產品與應用眾多，不同產品所處的階段與環境都不

相同，任何一家公司都不可能獨自創造市場或獨自服務整個市場，因

此本研究並非要將所有的產品作出個別的分析與預測，只就大方向而

言找出業界廠商在市場中的定位，並與其他業者的合作。以下就參照

Geoffrey A. Moore[1991]，對產業內廠商面對新科技挑戰所面臨的定

位與策略，進行數位家庭應用所面臨的狀況之分析。 
 
首先，我們以市場新舊與產品新舊區分為四的象限。其次，我們

用影音娛樂產業來分析其中各象限列出的廠商應用。 
 

 
 
舊市場與舊產品：此象限中的產業鏈已固定形成，競爭格局為一

零和競賽，市場可以支撐的位置是有限的，一旦有新加入者，舊廠商

便面對排擠，因改變現狀對既有廠商沒有任何好處，所以處於此象限

的廠商都採保守策略。如傳統的消費電子大廠。 
 
新市場與新產品：此象限屬於供應廠商以新產品進入早期市場的

狀況，此類領先行動對位處舊市場與舊產品的業者並無立即衝擊，此

類廠商分為對技術有興趣的冒險家，另一種是探險淘金，已經濟報酬

為主要考量。若在此象限的廠商眼光可靠，可以取得大量財富，將會

導致舊市場與舊產品的大廠們一擁而上，因此，在新市場與新產品的

廠商是否距離具備舊市場與舊產品的大廠們越遠，同時具備領先優

勢，則位於該市場的權力位置也越穩固。如早期推出的 TiVo，IPTV，
與近期引起話題的入口網 Google與網路影音內容社群 YouTube等。 

 

舊
市
場

新
市
場

圖 4-10：影音娛樂產業之產品與市場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 

 
舊市場與舊產品：此象限中的產業鏈已固定形成，競爭格局為一

零和競賽，市場可以支撐的位置是有限的，一旦有新加入者，舊廠商

便面對排擠，因改變現狀對既有廠商沒有任何好處，所以處於此象限

的廠商都採保守策略。如傳統的消費電子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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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場與新產品：此象限屬於供應廠商以新產品進入早期市場的

狀況，此類領先行動對位處舊市場與舊產品的業者並無立即衝擊，此

類廠商分為對技術有興趣的冒險家，另一種是探險淘金，已經濟報酬

為主要考量。若在此象限的廠商眼光可靠，可以取得大量財富，將會

導致舊市場與舊產品的大廠們一擁而上，因此，在新市場與新產品的

廠商是否距離具備舊市場與舊產品的大廠們越遠，同時具備領先優

勢，則位於該市場的權力位置也越穩固。如早期推出的 TiVo，IPTV，
與近期引起話題的入口網 Google與網路影音內容社群 YouTube等。 

 
接下來兩種象限都是在現有的權力架構邊緣產生衝突，不是舊產

品進入新市場，就是新產品突擊舊市場。 
 
新市場與舊產品：此象限較容易由舊市場與舊產品的大廠們進

入，並發揮主導的力量，但是對原有市場的廠家，都有在此新市場擴

張勢力，再回頭超越原市場的領先廠商規模。如當時新力(Sony)藉由
隨身聽產品重新超越對手，站穩消費性電子產品大廠的腳步。 

 
舊市場與新產品：此一象限是最可能產生激烈的變動，令原有市

場的權力結構產生動亂而解體，成為下一個龍捲風暴所帶來的摧毀力

量。此一象限中，導致市場的供應廠商成群結隊的改頭換面，都會有

新的價值鏈與供應鏈重組，造就權力架構的重組。其中成敗的關鍵在

廠商的定位與面對挑戰的策略。在此領域，就是電腦廠商跨足消費性

電子廠商的影音娛樂地盤的區塊。其中包括如蘋果電腦、微軟、英特

爾，或是以往名不見經傳的網路廠商，都開始挑戰傳統消費性電子大

廠，爭食市場大餅。 

貳、 我國政府數位家庭發展策略 

針對我國在數位家庭的發展策略，本研究先針對現行政府所採行

數位家庭相關產業的措施之外，將進一步針對台灣數位家庭產業發展

的優劣勢加以分析，最後嘗試提出我國在數位家庭未來發展方向的策

略。 
 

一、我國在數位家庭領域的相關政策現況 
 

我國政府在數位家庭產業的推廣上，分為數位內容產業，u-Taiwan
計畫等相關的應用計畫與推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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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位內容產業方面，行政院於 2002 年 5 月核定通過「加強數

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成立行政院數位內容指導小組即經濟部

數位內容推動辦公室，結合各相關部會資源，運用台灣資訊科技及網

際網路的普及，期待為台灣的數位內容產業奠定良好的基礎。當時規

劃之數位內容產業包括數位家庭所需的數位內容：數位影音應用，數

位遊戲，電腦動畫，數位學習與行動應用服務等項目。 
 
政府為延續對於數位內容產業的重視，並深化產業的發展，特別

擬訂第二期 (2007~2011 年) 推動方案。通過經濟部所提促進數位內

容產業發展的專法「數位內容發展條例草案」，以及為期 5 年的「第

二期加強數位內容產業推動方案」。第一期推動方案為建立產業基礎

的功能導向，而第二期特別著重於任務導向，包括運用政府基金、優

惠貸款、輔導計畫、租稅優惠以及獎勵措施的方式，以促成數位內容

內需市場的發展，及跨領域的數位內容合作型態，以利產業鏈的形成

與自創品牌。預計 2011 年，台灣數位內容產業的總產值可達 6,000
億元，並發展台灣成為娛樂及多媒體創新應用的先進國家，以及全球

數位經濟產業發展成功的典範。  
 
政府希望透過制訂中長期的推動方案以及產業發展專法(即數位

內容發展條例)的方式，來強化我國的數位內容產業，並與國際接軌，

有效帶動我國數位內容產業的蓬勃發展。根據政府的計畫，為達成總

產值 6,000 億元的方案目標，自 2007 年開始，每年數位內容產業投

資的金額要達 250億元，國際合作的金額達 100億元，到了 2011 年，

我國數位內容產業的外銷比例應佔產值 30%以上，自有版權產品的
數量成長 4倍，其中數位遊戲、電腦動畫、數位影音、行動應用、數

位學習等領域，其複合年均成長率為 40%。  
 
此外與產業推動方案並行的「數位內容發展條例」專法，包括總

則、產業推動組織與體系、推動措施、創造與利用、流通與行銷以及

附則，共 6個章節、28條條文的草案，按預定時程將於 2006 年底送

行政院審議。 
 
u-Taiwan 計畫，行政院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數位台灣

計畫」，2006 年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檢討會議重點，在推動 e化工作的
轉型期，由 e化、m化朝向 u化發展，以建立台灣為「優質網路社會」

(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 u- Taiwan 」的計畫中，台灣參考日、

韓經驗，將以政府公共服務為主，進一步由 e化推向 u化，主要 e化
議題包括：社會安全、醫療照護、產業應用、數位學習、網路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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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希望將台灣推向優質網路化社會。台灣由 e化、m化朝向 u化發
展，在建立「優質網路社會」。e-Taiwan 計畫，主要在於有線寬頻網
路的建設，以及 e 化政府、e 化商務、e 化生活與縮減數位落差等 e
化工作。而 m-Taiwan 計畫，主要是解決寬頻建設「last mile」的管
道建置，以及配合無線寬頻網路的趨勢與建設，普及行動應用，打造

雙網服務環境。由於網際網路以及行動裝置(如手機、PDA)已滲透到
現代人生活的各個層面，接下來的發展則要讓 ICT 更進一步無時無

刻、隨時隨地充滿在人們的日常當中，協助人們更便利的生活，這也

就是從 e化、m化朝向 u化發展的啟始。 
 
 
 
 
 
 
 
 
 
 
 
 
 
 
 
 

 
圖 4-11：數位台灣發展策略 

資料來源：經濟部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2006] 
 
 
政府調查了目前國人最關心的生活議題，希望以「使用者」的觀

點出發，尋找出 u化生活的關鍵應用，初步規劃從食醫住行育樂等生

活領域找出解決方案。依此，本研究亦彙整食、醫、住、行、育樂等

領域的應用與規劃，如表 4-7。 
 
二、台灣數位家庭產業發展優劣勢分析 
 
雖然台灣在數位家庭產業的政策發展上有如上述的規劃，但是我

們必須從整個產業所處的優劣勢，機會與威脅作一分析與進一步的探

討。就分析我國數位家庭產業，必須從兩個角度切入，其一從外銷產

業的角度分析，數位家庭產業能為我國帶來的好處，來進行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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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另一角度則為以國內市場為出發點，發展數位家庭產業的分析。 
 
從外銷產業的角度分析，數位家庭的裝置設備而言，台灣正站在

數位家庭產業革命的最前線，如同前述，數位家庭產業目前面臨的挑

戰以及現階段的產業特色，電腦相關產業正挑戰傳統消費性電子產

業，台灣最擅長的正是資訊通訊技術產業(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pology)的設計與製造。所以，台灣廠商與政府必須以宏觀的視
野，規範出相關產業政策，除了繼續保持台灣在設計生產的優勢，並

可進一步進軍消費性電子商品，發展台灣高科技製造業的第二春。 
 
數位家庭中另一關鍵是數位內容，台灣所處的有利位置是在華人

世界中，相對具有創造力優勢與高素質人力的地區，所以機會在於如

何透過政府與產業界的努力，將台灣定位在華人數位內容產業中的領

導地位正是刻不容緩的。 
 

如果我們以台灣為市場來觀察數位家庭的發展，相對其他國家而言，

由於幅員較小且基礎建設也日漸成熟，所以有足夠的條件發展數位家

庭產業，不但可以將台灣建設為先進數位家庭的先進地區，同時也可

以將我國在數位家庭所設計與生產的產品，在本地落實應用。在此，

需要政府扮演重要的幕後推手，發展相關政策以促成本地的數位家庭

落實。 
 

表 4-7：我國食衣住行育樂領域之應用與規劃 
食 醫 住 行 育樂

應用 主要將建立起生產
履歷商品服務，初
期的食品履歷機制
將以乳品、猪肉等
食品履歷資料之建
立的追溯。

將從推動緊急醫療
資訊網著手，希望
建構起急診資訊隨
處通系統服務平台，
及充實e化救護車配
備。範圍包括衛生、
經濟、消防等。

首先將建立起優質社區
安全防護，協助輔導社
區導入e化安全環境，
達成社區監控體系、社
區防災系統及老人、幼
兒等醫療關懷照顧。範

圍包含警察、消防、衛
生及社會關懷等。

政府將建立起多樣化
的交通移動服務，讓
民眾無論出門旅遊或
辦事，都能快速且方
便的進行。

將從建構隨時隨地
情境，學習服務支
援環境為始，以促
進國人方便有效的
學習能力。範圍包
括科技、教育及數
位學習產業等。

作法 涵蓋的範圍為食品、
衛生、經濟及資訊
等。作法則是利用
資訊介面，與技術
等建立電子化追溯
環境，也就是讓食

品的生產商品履歷，
將產地和餐桌串連
起來。

作法是以e化救護車
模組為中心，將傷
病患基本生命訊號，
利用資通訊技術導
入醫院緊急醫療系
統。

將以六星計畫之369個
輔導社區為基礎，選擇
適當社區建立優質e化
安全環境。而在居家智
慧型生活方面，將推動
居家用品感測網路化，

從數位家電感測網路應
用，建立完備環境，達
成支援其他關鍵應用之
基礎。範圍包括經濟、
網路及家電產業等。

作法為協助數位家庭產
品推廣，並提供相關領
域應用技術支援。

此部分預計建構移動
車機生活服務化，以
移動車機生活服務，
整合平台並提供服務。
涵蓋範圍為交通、商
務、資訊及生活服務。

實際作法為開發平
民電腦、整合媒體、
支援情境學習教材、
建立隨處可得的學
習環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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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台灣數位家庭發展 SWOT分析 
優勢

• 資通訊技術(ICT)相關產品研發製造能力，可提供數
位家庭應用所需的硬體設備。

• 資通訊技術相關產業垂直供應鏈，可提供硬體解決方
案與整合環境感知網路。

• 資通訊技術相關產業的垂直供應鏈利於發展創新的產
品、服務與商業模式。

• 利用政府政策與科專輔導，以有效整合業界資源。

• 數位內容而言，台灣在華人市場中平均素質較高，創
造力與整合能力較佳。

機會

• 台灣幅員較小，人口密度高，行動通訊與寬頻上網普
及率高，利於數位家庭以及無線寬頻都市的發展。

• 以資通訊技術發展經驗為基礎，趁機切入消費性電子
產業。

• 資通訊與傳統建築業結合，創造異業結合之加值應用
。

• 數位家庭市場仍然處在初始階段，有機會整合行動通
訊與消費性電子等產業，並開發應用服務軟體，以發
展完整解決方案。

• 憑藉原有的文化素質與創意能力，成為華文數位內容
的創造基地，擴大目標市場。

• Web 2.0新的營運模式，數位內容新商機。

劣勢

• 僅少數資訊通訊科技廠商擁有品牌經營經驗，且業界
規格與新進技術多半掌握在國際大廠，不易與國際大
廠競爭。

• 長期忽略工業設計，難以跨越消費性電子商品設計門
檻，與國際大廠競爭。

• 缺少全球行銷經驗與人才。

• 國內光纖到府使用普及率低，高畫質影片與數位家庭
應用推廣面臨障礙。

• 數位內容因國內市場有限，業界投入資金不足，亦缺
少具國際性的產品。

• 數位內容人才培育不足。

威脅

• 發展空間受限於國外主導之標準，同時面臨歐美市場
標準化整合發展之競爭。

• 電資通產業與傳統建築業缺乏跨領域合作共識與策略
。

• 國內業者需政府之政策性輔導與商機推廣。

• 國內寬頻與光纖使用普及率低於鄰近日韓等國，行動
通訊應用不及中國，面臨挑戰。

• 日韓等國政府運用u-Japan與u-Korea等政策性工具發
展相關應用。

• 日韓等文化與娛樂產業發達，中國吸引大量西方資金
投入數位內容產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台灣數位家庭發展策略 

際網路與數位化趨勢下，數位家庭產業已經不僅僅是台灣內部

市場

 
三

 
網

的商機，全球都會因為數位家庭的發展而彼此產生巨大的影響。

為了尋求台灣數位家庭發展的策略，除了前述台灣在發展數位家庭的

優劣勢分析外，本研究還從另外兩個構面加以分析，第一，由數位家

庭的基本定義，未來發展的需求與願景，對照目前數位家庭在推展上

的現況，進一步做差異分析，期待找出在策略面與實際進行層面所應

採取的行動。第二，由市場潛在規模與切入難易度作一區隔，找出導

入數位家庭的優先順序。進而歸納出台灣在數位家庭發展的策略。首

先，我們先從定義與需求面，找出我國在發展的作法上之建議，如圖

4-12之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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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家庭
定義

數位家庭
需求

現狀 差異分析 策略

定義：透過有線或無線網路，串連家庭內外各種數位設備，透過數位化技術提供
各項數位內容、功能及服務，以滿足家庭成員在生活中對娛樂、工作、學習、安
全、健康、便利與舒適的種種需求。

需求 現狀 差異分析 我國發展策略建議

娛樂 即時取得高畫質影
音服務。

缺乏高畫質數位影音，
寬頻多為ADSL為主。

高畫質數位影音價位
高，現有頻寬明顯不
足。

加速寬頻之光纖到府的普及
率，並支持數位內容產業走
向海外。

學習 隨時隨地都可以透
過各式裝置進行學
習。

市場侷限，數位學習
內容量不足。

民眾對數位學習缺乏
誘因。

以升學考試之相關教學為先，
再以證照考試與語文進修為
第二階段。

安全 強調人身與財產的
安全。

業者缺少系統開發與
整合經驗。

系統實際成效與消費
者花費成本考量。

朝向增加並整合高附加價值
增加功能，與警方連線，形
成全國防盜網。

健康 遠距醫療與看護，
即時蒐集生理訊號，
隨時做好資料收集
與健康管理。

建置成本與文化差異
的考量，現階段並不
普及。

對遠端醫護人員的信
任程度與資料偵測的
準確度為其中關鍵因
素。

制訂政策並結合醫界投入，
整合軟硬體應用，開發高精
準度與低成本的系統，以加
速導入。

便利 居家自動化，提供
更便利的生活。

缺乏完整應用，價格
過高。

家電業者缺少互相整
合標準與介面。整合
成本高。

參照日韓廠商作法，鼓勵並
支持產業界開發容易使用的
完整產品。

舒適 隨時保持良好的周
遭環境。

建築業者相對保守，
缺乏相關科技整合應
用。

缺少異業結盟與整合。 政府出面協調相關業者開發
與整合，建立先導示範性。

 
圖 4-12：我國數位家庭發展策略探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其次，須考量目標市場當時市場商機，提出先後順序，一一完成。

如圖 4-13與圖 4-14之整理，圖中作標縱軸為消費者需求，橫軸為消

費相對成本，其中圓圈大小，代表目標市場的商機大小。其中值得注

意的是，目標市場所處位置與商機大小，會隨時間與外在環境(如技
術成熟度、商業模式、人口結構、市場接受度、市場競爭、政府政策、

法令規章等因素)改變而對需求與成本產生不同程度的影響。 
 
圖 4-13，將針對現有數位家庭市場作一分析，其中電子商務，在

網際網路發展多年的基礎上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相對成本較低，對消

費者而言也已經有相當的需求，預計未來業者也將不斷的創新與整

合，將持續提供消費者需要的電子商務服務並擴大市場。數位學習，

有其特定的市場，在講求升學的台灣，若能針對升學為主要訴求，應

有相當的市場，要是能針對兩岸三地華人市場為數位學習的目標市

場，商機更是具有相當潛力。電子商務與數位學習的發展目前在網際

網路已逐漸成熟，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在圖 4-14 中將不考慮電

子商務與數位學習市場，將其餘的市場作未來發展趨勢與策略。 
 
數位影音市場早就被視為數位家庭中的主要市場，未來的發展更

是充滿潛力，消費者的需求相當大，而消費成本也逐漸下降，廠商技

術發展也日漸成熟，政府除了加速寬頻之光纖到府的普及率，協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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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加速無線寬頻基礎建設外，並支持國內數位內容產業走向海外華人

市場，可促進國內數位影音產業發展。而全球數位影音蓬勃發展，對

台灣電子業也是巨大商機。 
 
遠端監控技術已漸成熟，成本也隨技術成熟而降低，政府與業者

若能朝向增加並整合高附加價值增加功能，與警方連線，形成全國防

盜網，未來應用將有相當需求的提升。遠端看護，遠端醫療在未來絕

對有其市場需求，市場取決於消費成本與使用者習慣的改變，政府應

參照國際發展趨勢，研議政策並結合醫界投入，整合軟硬體應用，開

發高精準度與低成本的系統，以加速導入。 
 
數位管家，目前仍處於戰國時代，且要整合的成本偏高，雖然業

界資訊與家電大廠有共識尋求整合標準，但要達到普及階段，仍有相

當的距離，於家電與資訊產品部份，我國應參照日韓廠商作法，鼓勵

並支持產業界開發容易使用的完整產品。此外與建築居住環境整合

的，將為數位管家提供更高價值與完整的服務，此部份則有賴政府出

面協調相關業者開發與整合，建立先導示範性。  
 

 

電子商務 

高 
需 
求 

低 
需 
求 

高成本低成本 消費相對成本 

消 
費 
者 
需 
求 

遠距
醫療

遠距
看護

數位影音

數位學習 

數位
管家

遠端監控

 
圖 4-13：我國數位家庭發展分析(1)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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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低成本 消費相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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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

遠距
看護

數位
管家

遠距醫療

遠距看護

數位
管家

遠端監控 

數位影音

遠端監控

 
圖 4-14：我國數位家庭發展分析(2) 

資料來源：本研究 
 
 

總之，政府產業發展策略面考量，應盡量將服務內容所處的位

置，盡速移轉到高需求低成本的應用。許多應用一旦成為低成本時，

可能會刺激並產生大量需求。根據本節之分析，希望可以作為政府產

業政策之參考意見。 
 

結合上述論述，歸納出政府推動數位家庭的策略與相關結論如下

列： 
 

一、 就網路基礎建設面，應盡速檢討目前中華電信之光纖到府之定

價模式與開放光纖租用於其他固網業者之方法，加速提升光纖

到府普及率。 
 
二、 就數位內容，需檢討現行人才培育模式，並制訂針對外銷海外

市場獎勵辦法，以提升數位內容質與量。 
 
三、 為推展數位學習市場，應先從國內升學考試之教學評量應用為

優先，其次以證照考試與語文進修應用，並進一步擴大至其他

華人市場。其中推廣中文之學習可以讓我國在全球中文學習熱

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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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保全監控市場而言，可考慮與保全業者或社區保全連線建立

全國防盜網，提供民眾更方便與提高對生命財產之保障。 
 
五、 就遠距看護或醫療，政府應結合公立教學醫院資源，與相關業

者進行相關法律面、制度面與技術面之研究，以加速應用導入。

這對於進入老年化社會的國家(如日本與我國等)，是極重要的
市場趨勢與商機。 

 
六、 就數位家庭之設備部分，可延續過去在資通訊產業的經驗與優

勢，並分析國際大廠執行策略，透過科專與租稅優惠，獎勵國

內製造廠商開發出數位家庭創新產品。 
 
七、 數位家庭應用面，可透過現行科專計劃，獎勵國內業者開發出

數位家庭創新應用，更進一步協助行銷推廣。 
 
八、 數位化智慧型住宅，政府可扮演促使相當多不同產業之異業整

合，包括建築業、資通訊業、電信通訊、保全業與家電業等業

者，進一步規劃數位化智慧型住宅的示範性計劃，以提升我國

在數位家庭整合應用上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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