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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高科技、媒體與電信產業團隊係由全球首屈一指的專家群所組成，旨要協助不同規模與組織架構的客戶迎向

數位浪潮，並深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無論布局在世界上的任一角落，或是在價值鏈中是何種定位，我們全球緊密連

結的專家網絡，打造了最完整且專業的顧問服務與解決方案，以協助客戶在多變的商業環境中，掌握絕佳商機。歡迎
您與勤業眾信產業服務團隊聯繫，或至 Deloitte.com 網頁深入了解我們的服務與產業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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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親愛的企業領導人，
很開心與您分享 2019 年 Deloitte 全球高科技、媒體與電信產業趨勢預測報告；
今年的報告除了深入解析新興科技發展與應用外，更說明了產業的演進與革新。

今年的報告內容聚焦產業四大趨勢，包括：5G新網路時代來臨、人工智慧(AI)的滲透率與技術擴展、智
慧音箱成為成長最快的物聯網裝置，以及中國半導體與電信新商業模式崛起。

在2019年，第五代行動通訊(5G)將達到規模化，為電信業者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並為企業和使用者提供

更快速的連接。此外，雲端人工智慧軟體和服務將使企業加速導入人工智慧，並讓不同規模企業從中受

益。在物聯網發展方面，今年智慧音箱的價值將較去年成長63%，達到70億美元，成為歷史上成長最快
的物聯網裝置。

在今年的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報告中，我們也特別關注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狀
況。中國政府強力扶植半導體產業，內需市場不斷逐漸增加，再加上人工智慧晶片的活躍發展，2019年
中國製造的半導體營收預期將成長百分之25%，成為各國發展產業的關注重點之一。

近年來在大數據、雲端運算、演算法能力進步等加乘作用下，我們見證了人工智慧與各種新興技術的大

躍進。展望2019年，企業也將加速人工智慧的應用，使其逐漸普及於工作與生活中；而新興產業的崛起

正在模糊傳統產業間的界線，影響各產業企業組織的運作。為迎接5G網路時代及人工智慧的快速擴張，
企業勢必更加聰明且有效率地深入探討新興科技對組織帶來的改變。

此報告匯總以上所提的2019年高科技產業之各項發展趨勢，希望對您的企業經營有所幫助。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負責人

陳明煇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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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全新網路時代來臨
Duncan Stewart and Paul Lee

Deloitte Global預測，第五代(5G)廣域無線網路

一倍的速度成長。此外，我們預計大約會有20

電信業者進行5G測試 ，到2019年年底之前，預

款將在第二季上市)，另有大約100萬支5G手機

在2020年推出5G服務；也就是說，隔年以超過

2019年年底出貨。屆時，5G網路分享器(又稱熱

將在2019年步入規模化成長。2018年共有72家

家手機廠商在2019年推出具備5G功能的手機(首

1

估會有25家業者推出5G服務；另有26家業者會

(2019年智慧型手機預測銷售量是15億支)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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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銷售量將達100萬台，而5G固定式無線接入

modem) 和天線。智慧型手機數據模組通常和處

裝置的安裝量也將達到100萬台左右。

理器內建於同一個晶片。以 2018 年而言，高階

手 機 的 4G 晶 片 組 合 成 本 據 估 約 在 70 美 元 2；

5G 版的成本勢必更高。一家頂尖數據晶片 / 處

我們預期，截至2020年年底，5G手機銷售量

理器製造商已宣布將在 2019 年完成 5G 晶片組

(1,500-2,000萬支)大約佔所有智慧型手機銷售量

研發製作 3，不過，由於供應量不多，可能需要等

的1%，到2021年，銷售量會開始上升，屆時5G
手機銷售量將超過1億支。對使用者而言，第一

2019 年下半年才會有銷售表現 4。

4G技術來得快：最高速度以Gbps(每秒十億位元)

設計 5G 專用天線是更大的難題。新無線電技術

百萬位元)。

組成的窄波束高增益天線系統 ) 之外，也適用於

波5G網路最值得注意的優點在於速度比時下的

除適用於 28GHz 左右的頻率 ( 協同多個輻射器

計算，實際傳輸速度則預估落在數百Mbps(每秒

6GHz 以下頻率 ( 單元件低增益全指向天線 )，因

短期內5G的三種主要用途

此 5G 天線的設計遠比 4G 天線複雜 5。在 2018

年， 尖 端 4G 智 慧 手 機 的 天 線 和 前 端 的 成 本 通

5G 無線技術將於 2019 和 2020 年會有三大應用。

常在 20 美元左右，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到了

首先，5G 將為智慧型手機等移動通訊裝置帶來

2019 年，這類 5G 手機的成本一定更高，而且可

更加真實的行動通訊連線。

能高出許多。

第二，5G 將用於「行動性較低」的裝置，比如

綜合以上各項因素，2019 年的 5G 手機組件成本

像是 5G 網路分享器或熱點裝置，這類裝置通常

可能會比同級 4G 手機高出 40-50 美元，但 5G

體積輕巧、方便攜帶，可以在與 5G 網路連接後，

手機在世界各地能夠連上的網路並不多，即使可

再透過 Wi-Fi 提供其他裝置連線的無線存取裝置。

以上網，連線範圍恐怕也十分有限。不過，5G

手機倒是有個優勢：相較於 4G 手機初上市之時，

最後，透過天線永久固定在建築物或窗戶上，取

5G 手機電池使用壽命可能不會是個太令人詬病

代有線連線提供家用或公司寬頻網路的 5G 固定

的問題。晶片製造商已表示，在電池使用壽命方

式 無 線 接 入 (Fixed Wireless Access, FWA) 裝 置

面，他們預估第一批 5G 手機和目前普及的 4G

也應運而生。

手機相去不遠 6。

以上所有 5G 裝置皆可運作於傳統頻段，以及使

5G 網 路 分 享 器 / 熱 點 : 第 一 個 4G 網 路 是 在

用低頻段 (1GHz 以下，例如 700MHz)、中頻段

2009 年 12 月正式啟用。從 2010 年到 2012 年，

(1–6GHz，例如 3.5-3.8GHz 左右 )，以及毫米波

零售商售出的 4G 網路分享器 / 熱點不計其數，

頻段 (mmWave，例如 28GHz) 等範圍的全新蜂

無論是裝置製造商或收取無線上網方案費用的電

巢式無線電頻段。

信業者，全都因此大發利市 7。這類小型裝置的大

小和一顆曲棍球差不多，起初每台要價 200–300

5G 智 慧 型 手 機 : 製 造 5G 手 機 的 複 雜 程 度 超 乎

美元，不過很快就降到 100 美元以下 8。這類裝

一般人所能想像，原因在於 5G 手機和 4G 手機

置方便攜帶，人們透過讓手機、電腦、平板電腦

在 組 件 方 面 的 兩 大 差 異： 無 線 數 據 晶 片 (radio

及其他裝置連線上網。不過，市面上的 4G 手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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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之後，4G 網路分享器 / 熱點的銷售量

多種頻段 )。若發射器連線至高速光纖網路，用

智慧型手機，人們不在需使用獨立分享器就能讓

可能上看每秒十億位元。天線會連上或附加於數

開始下跌，後來更出現兼具 4G 熱點功能的新款

戶就能盡情使用數百 Mbps 的速度，最大速度還

其他裝置連上手機，4G 分享器 / 熱點銷售量下

據機 / 路由器，而這台數據機 / 路由器放在住家

跌情況更是明顯。

或公司建築內，會發出高速 Wi-Fi 訊號，可供無

法達到 5G 速度的智慧型手機以及電腦、平板電

開放 5G 網路後，只要 5G 手機開始全面銷售，價

腦、智慧型電視及其他連線裝置連線上網。

格也在一般使用者能夠接受的範圍內，我們認為類
似 4G 分享器 / 熱點的 5G 裝置應該也會出現類似的

美國有些電信業者已開始在少數城市限量開放

論先銷售網路分享器再銷售行動手機的可能性 9，而

了美國之外，也有許多國家 / 地區開始試驗使用

5G，他們同時採用 mmWave 及傳統頻率 11。除

熱銷盛況。美國規模最大的兩家電信業者已公開討
某家知名晶片製造商生產了體積相當大的新 5G 晶

mmWave 的 5GFWA 裝置；不過，目前篤定規劃

十分可行 。分享器的組件只有無線電、天線和一

內的，是一家澳洲電信業者 12。

片組，雖然不適合智慧型手機使用，但在分享器卻

在 2019 年推出這項技術，而且唯一不在美國境

10

顆電池，成本比智慧型手機低很多，也不需要螢
幕 ( 通常是手機最昂貴的組件 )、相機或符合時尚感

請注意，5G 分享器 / 熱點和 5G FWA 裝置的市 場

的機身。因此，即便手機上市後一兩年內就會迅速

皆以無線連線取代傳統家用頻寬，而不是提供

重要的一環。請注意，無線分享器雖然使用 5G 訊

5G 行 動 市 場 ( 手 機、 物 聯 網 裝 置 以 及 連 網 車

超越分享器，分享器可能依然是初期 5G 市場非常

4G 行 動 上 網 的 替 代 方 案。 就 長 期 發 展 而 言，

號，但從 Wi-Fi 機發射到智慧型手機、電腦等連線裝

輛 ) 的 連 線 數 量 很 可 能 十 億 起 跳， 但 在 2019

也就是說，採用某些技術時，速度表現可能較不理想。

網路，而不會取代 4G。以如此使用模式來看，

在光 纖到府(fib er-to-the-

國 家 / 地 區 而 大 相 逕 庭。 在 光 纖 到 府 (fiber-to-

置的訊號，仍需借助 Wi-Fi 或其他區域無線技術，

年， 多 數 5G 客 戶 可 能 只 會 使 用 5G 取 代 有 線

透 過 mmWave 進 行 5G FWA 的 可 行 性 會 因

the-home) 或其他高速網際網路服務普及且價格
不算高的地方，FWA 不見得特別有利 ( 但在某些

home)或其他高速網際網路

情況下，5G FWA 的速度 / 傳輸量會優於某些光

服務普及且價格不算高的地

纖解決方案 )。唯有在有線網路較不普遍及 / 或

價格較高的地方，或是在傳統蜂巢式無線電頻段

方，FWA不見得特別有利

的無線傳輸量已經十分壅塞的地方，mmWave
解決方案才能發揮更大的實用價值。

5G FWA 裝置 : 如前所述，您可以將約莫一本精
裝書大小的小型天線架設在住家或公司的室內

其實，世界各地已有許多網際網路使用者 100%

200-500 公尺直線距離範圍內沒有障礙物即可

據 Deloitte 在 2017 年所做的一份調查指出，某

或室外，只要天線與 5G mmWave 發射器之間

依賴蜂巢式無線數據傳輸功能在家中傳輸資料。

( 通常會將這類 mmWave 發射器架設在公共用地

些國家 / 地區在這方面的比例相當低 ( 例如英國

而且可能會同時採用 mmWave 和 6GHz 以下等

拿大和土耳其 )，對蜂巢式無線電波依賴程度大

的電線桿上，而不會架設在昂貴的專用基地台，

只有 5%)。但在其他國家 / 地區 ( 例如美國、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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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線網路的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已經將近 1/5

要在光纖密度夠高的住家採用 FTTP，其他地方則

路使用者和純無線網路使用者之間，可能會出現

戶，他們打算開放 900 萬戶使用 FTTP，預估運用

用者偶爾會遇到連線速度較慢和 / 或傳輸量較低

80 萬到 100 萬戶 15。

或甚至更多 ( 圖 1) 。值得注意的是，純有線網

輔以 5G。其中一家電信業者的用戶約有 1,200 萬

13

某種形式的數位落差，慣用純無線網路模式的使

5G 無線技術「有機會立即」將觸角延伸到另外

的情形。這兩類使用者在人口統計方面也表現出

各世代的無線技術採用率：
模式相去不遠

差異：在每個研究國家 / 地區中，單純使用無線

網路的消費者在年齡、收入、教育及其他因素均
有不同 14。

難免有人認為我們的 5G 採用率預測結果過於保守

在不同地理區域同時可用無線及有線連線的國家 /

或悲觀。不過，我們相信 5G 開放後的前幾年，情

地區盡可能擴大涵蓋範圍，若結合有線光纖策略，

況應該和剛開始推行 4G 那些年 (2009–2010 年 )

5G 無 線 ( 包 括 6GHz 以 下 和 mmWave 頻 率 ) 應

相差無幾。屆時，使用5G的普及速度會比3G (1998

能發揮不錯的實用價值。加拿大三大電信業者當

年開始推行並花了一點時間才算普遍 ) 快 16。

中，有兩家已宣佈將採用這類混合策略，也就是

圖1

某些國家/地區相當依賴純無線網路連線

特定國家/地區於2017年在家只使用行動數據網路上網的百分比
加拿大
24%

美國
19%

西班牙
15%

英國
5%

法國
9%

土耳其
27%

俄羅斯
16%

資料來源：Deloitte Global以成人為對象在七個國家/地區進行的調查：美國1,096位、加拿大1,090位、土耳其1,061位、
英國1,118位、法國1,097位、西班牙1,082位以及俄羅斯1,097位。調查日期：2017年8到10月。

7

2019 高科技、電信與媒體產業趨勢預測

後十年間，4G 網路部署數量越來越多，但仍要等

速度方面的需求：
理想與現實條件的差距

率最高的無線技術；根據 GSMA 的報告，4G 的

三種不同的意義：在實驗室裡或進行有限試驗時

4G 是在 2009 年末及 2010 年初開始推行，當時

只有少數業者提供服務，適用區域也有限 17。此
到 2019 年，4G 網路才會是全世界唯一一項採用

全新無線技術的速度一定更快，但速度至少代表

全球用戶百分比要到 2023 年才會超越 50%，距

達到的速度、現實生活中在理想條件下達到的最

離開始推行已有 14 年了 。這就表示，即使到了

大速度，以及實際使用者在現實生活中達到的均

18

2025 年，5G 可能仍然會是一種相對專門技術，

速。5G 才剛起步，但已有一些資料指出每一項

預測連線數應會達到 12 億，只佔全球行動非物聯

可能的實施方式。

網連線總數的 14%( 圖 2)。不同國家 / 地區之間將
會出現相當大的差異：預計在 2025 年將採用 5G

速 度 最 快 的 5G 實 驗 室 傳 輸 結 果 是 每 秒

的全體用戶比例，美國是 49%，日本是 45%、歐

1 兆 位 元 (TB)20， 而 目 前 的 實 地 試 驗 記 錄 則 是

洲是 31%，中國則是 25%，不過，在拉丁美洲、

35Gbps。短期內，這兩項指標都不能確切反映

年後，供應商仍會在推行 5G 技術的階段。

應是能夠達到的實際最大速度。

中東及非洲的比例則只有個位數 。現在開始十

實際速度，不過，若就長期預測而言，20Gbps

19

圖2
FIGURE 2

到2025年，只有七分之一的行動連線會使用5G
Only one in seven mobile connections will be 5G by 2025
全球行動技術採用率之行動連線比例 ( 不含蜂巢式物聯網 )

Global mobile adoption by technology, share of mobile connections, excluding cellular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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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條件下的 5G 速度可能不到 35Gbps，但仍

5G 實地試驗中，實際延遲時間「最短達到 9 毫

決方案還要快。一般而言，最大速度仍有可能超

將在 2019 年開放的商用網路；20–30 毫秒似乎

秒」25，但不清楚這項試驗所採用的是否為預計

明顯比 4G 網路快許多，也比某些光纖及纜線解

是個合理的數字。

過 1Gbps，前提是使用者必須非常接近發射器，

而且必須在網路非忙碌時段使用。即便如此，根
據模擬結果，升級到 5G 之後，資料傳輸中位速

就一般消費者或企業使用者，以及時下大多數的

置及現階段兩種網路的頻譜分配而異 )。根據其

100 毫秒和 20 毫秒 ) 之間幾乎沒有差別。不過，

實際運用情形而言，1/10 秒和 1/50 秒 ( 分別是

率將會突飛猛進 ( 但也因行動通訊基地台所在位

中一項在法蘭克福進行的網路模擬，預估中位速

再經過時間的淬鍊之後，超低延遲時間就有可能

到 490Mbps21。 另 有 一 項 在 舊 金 山 進 行 的 網 路

的價值，而且還能用於施行會有觸覺回饋功能的

會提升 20 倍，亦即會從 4G 中位使用者所用的

趨向成熟，目前仍言之過早 )，屆時，不但要能

讓物聯網應用裝置 26、自動駕駛車 27 彰顯不一樣

率 將 提 高九倍之多，也就是會從 56Mbps 加快

遠端手術 28 ( 即使這類應用範圍要到 2021 年才會

測試，倘若以 mmWave 覆蓋範圍計算，速度將

達到超低延遲時間，還要有能夠保障穩定度的超

71Mbps 進步到 5G 中位使用者所用的 1.4Gbps
22

。就像房地產一樣，影響 5G 速度的關鍵完全

穩定網路。

在於地點！

這項技術的另一個可能優勢
在於延遲時間較短：這是指
從裝置傳送訊息到網路到接
收網路回應為止所需的時間

當然，速度並不是 5G 網路唯一的優點。這項技

術的另一個可能優勢在於延遲時間較短：這是

指從裝置傳送訊息到網路到接收網路回應為止所
需的時間。4G 網路延遲時間平均大約是 60 毫

秒 (ms)23，但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理論上，

4G 延 遲 時 間 應 該 可 以 更 短。 不 過，5G 網 路 終

究能夠達到延遲不超過 1 毫秒的表現 24。即使是

在 2019 年，5G 的延遲時間仍會短於一般 4G 網
路；而且，就平均延遲時間來看，5G 或許不會

比 4G 短很多，但即使是在延遲時間最慘不忍睹
的情況下，5G 的表現可能還是比 4G 好很多。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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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目前為止，本章大半篇幅主要探討5G網路使用者(不分企業或消費者)可能最想瞭解的5G相關資訊。以

下內容著重討論可能與網路業者更息息相關的疑慮。

本章開頭所列的預測值只涉及真正的5G網路和裝置，不包括幾乎已經確定會以最新4G LTE(長期演

進)技術包裝成5G再進行行銷的業者(4G LTE通常稱4.5G) 31 。對使用者而言，兩種技術一開始的差

異或許不太重要：4.5G和5G網路的速度都高達數百Mbps(每秒百萬位元)，甚至可以達到每秒十億

位元。不過，對電信業者而言，兩者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差別，那就是成本。若業者用4.5G就能提
供500Mbps無線服務，又何必為了在全球開放5G而大手筆花資本支出(capex)購置設備及無線電

頻譜？

這個問題其實有個一點也不輕率的答案，這個答案與5G的實力較強有關。5G採用多項技術，無論
是流量或網路效率應該都能比4G優秀百倍 32 。電信業者或許並不在意這一點：排名位居第三或第四

的業者即使掌握許多頻譜，客戶卻相對較少，或許能夠以效率較低的4G網路提供接近5G的速度。
不過，在美國、菲律賓、法國、愛爾蘭、澳洲及英國等許多國家/地區，由於能比某些其他國家/地區
採用傳輸量更大的網路，因此，頂尖業者勢必要改用5G，才能讓網路的速度更快、高速表現更穩定，
並且達到更高的每月整體傳輸量33。

就資本支出而言，5G的前景似乎比電信業者一開始以為的還要好。某項研究預測，業者的資本支出

開銷需從年營收的13%提高到22%，才有辦法限量推行5G34。不過，2018年開始進行實地試驗後，北
美、歐洲及日本已有許多業者開始重新估算成本，同時也發表公告，表示5G的資本支出密集度會與他

們的4G開銷約略一致35。其中有一項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這些業者已經積極投資打造更密集的光纖網

路(為了因應未來的5G，也為支援現在的4.5G技術)，也購置了適用5G技術的無線電硬體，等到時機成
熟，只要升級軟體，就能將硬體升級到全5G等級；這些都算是「前期投資開銷」36。

請注意一點，以上所述全是就資本支出而論，也就是屬於單次性質的投資。至於5G究竟會對年度經營
費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目前尚不明朗。

就頻譜而言，早期跡象是業者的頻譜成本會更接近4G頻譜而非3G頻譜的成本(見圖3)。當初，網路電

信業者為了推行3G，大幅投資購置頻譜：按每人每個MHz(MHz人口)的價格估算，英國3G頻譜拍賣的
頻率售價平均是每MHz人口3.50美元。不過，開始採行4G之前，業者的頻譜拍賣支出更低，800MHz

頻譜的價格是每MHz人口0.60美元，2.6GHz頻段的頻譜更只要每MHz人口0.07美元就能到手(一定要
注意，頻段對價格的影響非常大：低頻率傳播範圍較大，建築物穿透力較佳，可比頻譜界的海濱別

墅。因此，頻率越高，MHz人口價格通常越低)。以一些早期拍賣為準，5G頻譜的價格(因頻段而異)會

與4G頻譜的價格一致：圖3所示六個國家/地區的所有拍賣全都低於每MHz人口0.20美元，其中還有兩

個國家/地區的價格不到0.01美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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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早期拍賣資料顯示頻譜價格會與 4G 頻譜價格相去不遠
每MHz人口的價格(美元)

南韓 (3.5GHz)
英國 (3.4GHz)
西班牙 (3.6-3.8GHz)
愛爾蘭 (3.6GHz)
南韓 (28GHz)
拉脫維亞 (3.4-3.8GHz)
0.00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0.16

0.18

0.20

資料來源：主管機關、操作員、Light Reading。
基準：所有受訪者居住於澳洲、加拿大、德國、英國、中國都會區和美國(14,004名)。

不過，所有地理區域頻譜價格一致偏低倒是前所未見的現象。2018年10月結束的義大利頻譜拍賣出現

了較高的價格，700MHz的頻譜要價每MHz人口0.65美元，而中頻段3.6-3.8GHz頻率的價格則高於每
MHz人口0.42美元；這樣的價格遠超乎義大利市場的預期(事實上甚至超出一倍)。未來，假設義大利

的例子成為常態，業者可能至少需將購置非mmWave頻譜的期望價格稍微調高一點。目前還沒有任何
一家業者願意加價購買mmWave頻率：即使義大利拍賣已經將價格訂在中頻段頻譜每MHz人口價格的
1%以下，情況依然如此38。

別誤會：5G是未來的連線技術。即使未來12到24個月內的5G採用率曲線可能相當平滑，而且5G可能

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重現4G的市場獨佔優勢，仍有許多電信業者因為速度、延遲時間、穿透力以
及傳輸量等因素而對5G躍躍欲試。等到這一天來臨時，這個世界的速度應該會變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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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由專業技術步入普及化
Jeff Loucks

平台的企業軟體，滲透率預估將分別達到87%和

Deloitte Global預測，企業將在2019年加速採用
雲端人工智慧(AI)軟體與服務。在採用AI 技術的

83%。雲端將推動更多的全面AI部署，有助於透

公司之中，70%企業藉由雲端軟體獲得人工智慧

過AI提高投資報酬率(ROI)，而企業也將提高AI支

技術，65%則將運用雲端開發服務製作 AI應用

出。重點是，AI功能(及其優點)將會日漸普及，

程式。Deloitte Global進一步預測，以使用AI軟

不再像過去只能由早期採用者獨享。

體的公司來說，在2020年之前，結合AI及雲端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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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
因AI而受惠的只佔少數

•

Amazon 運用機器學習推薦商品，早已行之有

年。該公司運用深度學習翻轉業務流程，同時也
用於開發新的產品類別，例如 Alexa 虛擬助理。

• 中國的 BAT 百度 (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

AI 融合多項技術。AI 的基礎是機器學習，以及深

和騰訊 (Tencent) 均重金投資 AI 技術，同時拓展

度學習神經網路這項更複雜的衍生技術。這些技

打入原由美國公司稱霸的版圖：晶片設計、虛擬

術推動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等 AI 應用範圍

助理以及自動駕駛車。

的發展，同時也讓人們得以運用大量珍貴資料精
準預測，以及發掘過去不為人知的重要見解 ( 請

少數者為多數者帶來AI技術

見側欄「AI 技術用語」)。近期 AI 方面令人振奮

的發展在於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神經網路，以及
這些技術的綜合運用，這些發展能協助公司改善

這些科技巨頭運用 AI 技術打造出數十億美元的服

其運作、開發新的產品服務，以及以更低的成本

務，也顛覆了自家的業務運作。他們循著一套老

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

劇本開發 AI 服務：(1) 找到能因應內部挑戰或掌
握機會的解決方案；(2) 在公司內部大規模修正

不過，AI 仍有其棘手之處，迄今為止，許多公司

這個解決方案；接著 (3) 推出能夠迅速提高採用

仍然欠缺充分運用這項技術的專業能力和資源。

率的服務。於是，Amazon、Google、Microsoft

術，AI 專家、大量資料集以及專業基礎架構與處

用程式，就是為了依據自家使用經驗拓展到更廣

一般而言，若想善用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等技

以及中國的 BAT 紛紛推出 AI 開發平台與獨立應

理能力缺一不可。有能力應用這些資產的公司，

大的市場。

必須找到適合應用 AI 的用途、擬定自訂解決方

案，並在全公司上下擴大推行這些解決方案。以

除此之外，也有大型企業軟體公司開始結合 AI

花時間研發，許多公司因而力有未逮。

技術。比方說，Salesforce 的 CRM 軟體從 2016

上種種皆需要投資，更有一定的複雜程度，需要

功能與雲端企業軟體，讓大眾市場也能接觸這類
年 9 月開始就結合了 Einstein 這套採用 AI 技術

為此，初期能因 AI 技術而從中受益的企業，通常

的商業智慧工具；該公司表示每天能為使用者提

皆具備不可或缺的專業技術能力、穩固的 IT 基礎

供 10 億筆預測資料。SAP 則是將 AI 技術融入於

架構，還有雄厚的資本，能夠得到稀有又昂貴的

雲端 ERP 系統 S4/HANA，以利支援銷售、財務、

些企業掌握足夠的資源，有能力積極爭取身價越

8,000 名企業使用者，而為了刺激採用率，SAP

資料科學技能；也就是全球的「科技巨頭」。 這

採購與供應鏈等特定業務流程。S4/HANA 約有

來越高的 AI 人才。他們也投資了數十億資本，打

更宣佈 2025 年起不再支援舊版 SAP ERP 系統。

造大型資料中心和專用處理器等基礎架構。例如：
• Google 自 行 設 計 了 AI 專 用 晶 片， 以 利 加

速發展其資料中心與物聯網裝置的深度學習

技 術。 自 2011 年 推 出 Google Brain 之 後，
Google 即 不 斷 探 索 深 度 學 習 這 個 領 域， 同

時 也 廣 泛 運 用 這 項 技 術， 從 進 行 影 片 分 析
到 冷 卻 資 料 中 心， 全 都 是 這 項 技 術 的 應 用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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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術用語

以下簡述幾項AI技術的定義。

• 機器學習 : 電腦能透過機器學習技術學會分析資料、識別隱藏的脈絡、進行分類，以及預測未

來的結果。「學習」是指這些系統不需要明確的程式輔助指示就能逐漸提高準確度。機器學習

通常必須仰賴能夠準備資料集、選對演算法且有能力解讀結果的技術專家。包括自然語言處理
和電腦視覺等高階專業用途在內，大部分AI技術均奠基於機器學習，以及更複雜的衍生技術，
即深度學習。

• 深度學習 : 深度學習是以人類大腦概念模型(神經網路)為準所組成的機器學習子集，之所以稱

為「深度」學習，原因在於神經網路是層層互連：接收資料的輸入層、計算資料的隱藏層，

以及交付分析結果的輸出層。隱藏層當中的每一層均負責處理日益複雜的資訊，隱藏層數目越
多，神經網路系統就「越深」。深度學習特別適合用於分析複雜、豐富的多維度資料，例如言
語、圖片和影片。用於分析大型資料集的成效最好。新興技術的誕生，讓公司更容易推出深度
學習專案，因此採用率也開始上升。

• 自然語言處理 : 夠透過文字內容擷取或產生意義和意圖，處理結果不但清晰易讀、文體自然，

而且文法也正確。虛擬助理和聊天機器人使用的語音介面就需要仰賴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時下
運用這項技術查詢資料集的做法也越來越普遍。

• 電腦視覺 : 電腦視覺能透過視覺元素擷取意義和意圖，可以處理字元(就文件數位化而言)，或

是臉部、物體、景象和活動之類的影像。電腦視覺是臉部辨識所採用的技術，現在臉部辨識

在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中已相當稀鬆平常。舉例來說，iPhone X持有者只要看著裝置就能登入，
此外，電腦視覺技術還能「駕駛」無人駕駛車，以及實現Amazon Go無人商店。

家是「獨角獸」，其中兩家位於中國。這一些公

雲端AI協助公司
克服採用方面的障礙

國 的 AI 獨 角 獸 Crowdstrike 專 攻 網 路 安 全， 而

高階主管為對象進行調查，這些主管的公司皆已

許多新創公司也開始採用雲端開發工具及應用程

式，積極投入這塊市場。這些新創公司至少有六
司將目標放在特定產業或使用案例，例如，美

Deloitte 先前對 1,900 位「對認知科技有概念的」

Benevolent.ai 則運用 AI 加強藥物研發。

開始運用 AI 技術進行先導計劃與實際施行。這些

公司代表 10 種產業和 7 個國家 / 地區，儘管仍

結論是，這些創新者開啟了機會之門，讓更多欠

無法與 Amazon、Google 和 BAT 等 AI 先鋒同日

公司也能輕鬆受惠於 AI 技術。這些公司能夠透

全數堪稱「早期採用者」。調查結果發現，採用

缺頂尖技術人才、資料集有限、運算能力不足的

而語，但若相較於一般企業組織，其中所有公司

過雲端找到能彌補這些缺失的服務，不需預先投

AI 技術最常面臨的障礙共有兩項，其中之一攸關

入大筆資金。簡而言之，拜雲端所賜，許多公司

資料問題，例如取得優質資料、清理資料以及訓

現在就能開始採用 AI 技術，這項技術也因此更

練 AI 系統等，將這類問題列入前三大困難的受

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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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而有 37% 的受訪者則認為施行 AI 有其難

阻力最小的路線：
結合AI技術的企業軟體

的最大問題 )。

AI 功能者最常選擇的方式，也是最容易的方式，

訪公司共佔了 38%。另外，將結合 AI 與既有製

程及工作流程列為前三大困難的受訪者同樣佔了

度 ( 這是公司嘗試將概念驗證擴大為全面生產時

我們針對 AI 早期採用者所做的調查顯示，採用
就是結合 AI 技術的企業軟體。這類軟體絕大部分

我 們 另 外 問 了 這 些 早 期 採 用 者，「 技 術 落 差 」

採用雲端技術，部屬模式包含公有雲或私有雲。

是否為推動 AI 計劃所遇到的阻礙。41% 的受訪

全球有 58% 的調查受訪者目前正採行這種方式。

者表示其「技術落差」屬於「中等」程度，另有

Deloitte Global 預 計， 在 2020 年 之 前， 約 有

27% 的受訪者則自評其技術落差屬於「嚴重」或

87% 的 AI 使用者將透過結合 AI 技術的企業軟體

「極嚴重」程度。對於技術落差問題最有感的，

採用部分 AI 功能 ( 圖 1)。

非 AI 研究人員、資料科學家以及軟體開發人員等

技術職人員莫屬。

這類 AI 採用方式能發揮非常大的優勢：

雲端軟體和平台能幫助公司因 AI 技術而受惠，即

背景執行，對一般使用者而言，軟體價值更高。

•

使這些公司欠缺打造及訓練系統或自行管理資料

公司不需要自行開發 AI 應用程式。AI 單純在

• 一般使用者不需具備任何專業知識，一樣能夠

所需的專業能力也無妨。此外，根據我們的調查，

使用內嵌於企業應用程式的 AI 技術。

AI 早期採用者也能因此得利。許多目前尚未採用

•

公司不需要開發適合直覺操作的新使用者介

面。以從無到有開發而成的 AI 應用程式來說，開

這類技術的公司，也已開始為將來預做打算。

發這樣的介面並不容易，21% 苦於有技術落差的

圖1

早期採用者的雲端採用率
雲端企業軟體+Al

2018

2019

預估
+12 預估
成長率 +17 成長率

58% 使用率
雲端Al開發服務

2018

50% 使用率

2020

2019

+15

預估
成長率

2020

+18 預估
成長率

註：N=1,900名全球受訪者。
資料來源：Jeff Loucks、Tom Davenport 和 David Schatsky，《Deloitte state of AI in the enterprise，2nd edition》 ，
Deloitte Insights，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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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有意增加AI功能，

受訪者就表示欠缺懂使用者體驗的設計人員，由

此可見一班。事實上，軟體公司都在運用自然語

也可以試著開發各式各樣

言處理之類的 AI 技術，簡化其解決方案使用方

的專用應用程式，例如

式。例如，Salesforce 不久前就推出了 Einstein
適用的語音助理。

聊天機器人，這類應用程式的

增加諸如語音助理之類的新功能進一步凸顯出全

部署速度快，也能為數位業務

雲端 AI 服務的另一項優勢：持續升級。AI 供應

奠定基礎。

商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各供應商無不迅速改善
自己的服務，而透過雲端提供服務則可以讓客戶
立即受惠。

不過，以這類「阻力最小的」路線來說，最大的
優勢或許也會是最大的限制：使用案例完全由軟

等到 2019 年，公司能夠選擇的企業 AI 服務將會

體決定。一方面，公司不需擔心究竟有沒有使用

更廣泛。還有許多新的雲端 AI 服務供應商將跨足

案例；他們所採購的 AI 技術是專為因應具體業

這個市場。例如，Google 不久前宣佈三項 AI 服

務功能而開發，這類功能通常會是相當關鍵的功

務，所有服務的目標皆以人資和行銷等具體業務

能。另一方面，這些解決方案能夠提供的自訂功

功能為目標，除此之外，Google 還計劃推出更

能有限，只要使用同一套軟體，任何一家公司都

多服務。我們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所有企業軟

能使用同樣的功能。公司若想運用 AI 掌握競爭

體產品幾乎都將至少結合一部分的 AI 要素。

優勢，就有必要開發專屬解決方案。

公司如有意增加 AI 功能，也可以試著開發各式各

樣的專用應用程式，例如聊天機器人，這類應用

AI開發服務：
掌握自訂解決方案的捷徑

程式的部署速度快，也能為數位業務奠定基礎。
顛覆保險業傳統的 Lemonade 保險公司不但運用

這就是雲端 AI 開發服務表現的機會了。用於製

聊天機器人銷售保單，還能加速理賠作業時間，

作全新 AI 應用程式、選擇適當模型以及搶先開

效率比人工作業更高。

始採用自然語言處理和電腦視覺等較高階 AI 技

產 業 專 用 型 AI 應 用 程 式 也 已 開 始 進 入 萌 芽 階

術的服務皆屬之。

度學習技術根據每位客戶的喜好展示產品，從

AI 開發服務不同於「內嵌」AI 技術的企業軟體，

的雲端 AI 軟體能協助醫院判斷保險業者拒絕理

計師和資料科學家等技術人才。這類服務能夠提

段，帶頭者通常是新創公司。Reflektion 運用深

要提供這類服務，公司內部必須找齊 AI 程式設

而協助電子商務網站提高銷售量。Ayasdi 開發

供驗證屬實的模型，也能加速重要製程，因此可

賠的原因、提供解決建議，以及找出遭拒後有

以協助公司充分發揮其技術人才的實力。換句話

機會申請重審的理賠個案。這類用途的範圍目

說，有些公司雖然具備某種程度的 AI 技術專業

前仍然有限，但能協助公司解決棘手又花錢的

能力，但並不足以自行開發 AI 服務 ( 或者開發速

問題。

度不夠快 )，而在這類服務的輔助之下，就得以
大規模開發出數量較多的 AI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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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者已開始受惠

例如，使用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建構一套解決方

案需要分成幾個步驟：建置模型、使用大型資料
集訓練模型、評估模型的效能，以及「調校」模

我們針對 AI 早期採用者展開的調查顯示，AI 使

型取得最佳結果。其中每一個步驟都可能需要大

用率也隨著 AI 技術的普及而增加。受訪者採用

量人力，也必須仰賴資料科學家做出多項決定。AI

AI 的模式不盡相同，但結合 AI 技術的企業軟體

能與資料「奮戰」。自動化的機器學習能夠從一

種主要管道。

開發服務能縮短建置和測試模型所需的時間，還

與雲端開發平台足以代表公司採用 AI 技術的兩

組特定的模型中選取最穩定的模型，再以比真人
資料科學家快上百倍的速度「自動調校」這個模

在位於美國的 AI 調查受訪者之中，使用深度學習

型，因此，資料科學團隊就能運用更少的程序製

的 AI 早期採用者從 2017 年的 34% 增加到 2018

作出更多模型。 即使公司內部只有少數專業人員，

年的 50%。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的成長，其推手正

也能運用這種模式迅速完成「測試與學習」。

是許多專精於讓深度學習技術更簡單易用的雲端 AI

有些AI開發服務的直覺操作

服務。Deloitte 在另一項以雲端服務為主題的調查
中發現，有意選擇先進創新功能 ( 如 AI 和進階分析 )

功能越來越強大，開發人員

服務的公司是選擇傳統 IT 服務的 2.6 倍。

甚至不需要具備非常豐富的

雲端技術越來越盛行，早期採用者也透過這類技
術吸收經驗，現在開始出現了成果：

專業知識。

•

平均而言，從 2017 年到 2018 年，位於美國

的調查受訪者全面實施 AI 技術從等級 6 增加到

有 些 AI 開 發 服 務 的 直 覺 操 作 功 能 越 來 越 強

9，相當於 50% 的顯著成長，也證明了 Deloitte

大，開發人員甚至不需要具備非常豐富的專業

Global 在 2018 年的預測。

知 識。 舉 例 來 說， 百 度 不 久 前 推 出 了 一 個 名

•

為 EZDL 的 AI 訓 練 平 台， 這 個 平 台 完 全 不 要

所有國家 / 地區的 AI 早期採用者在財務方面

均有不錯的成果，平均投資報酬率達 16%。對

求編碼經驗，就連最小的資料訓練集也能派上

於透過一連串快速發展的技術汲取經驗的公司而

用場。

言，這是希望無窮的起步。
•

即 使 公 司 擁 有 豐 沛 的 資 源，AI 開 發 平 台 也 有

投資報酬率可以讓 AI 發展更加氣勢如虹，但

公司之所以採用這類技術，投資報酬率只不過是

助於展現能扭轉整個產業的創新能力。例如，

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們的受訪者也相信，未來兩

Samsung Heavy Industries 現 在 就 運 用 AWS

年內，AI 將對他們的競爭力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

開發自動駕駛貨船，以及管理這些貨船所需的

( 圖 2)。

服務。

•

成功帶來了動力，再加上認定 AI 將是提升競

爭力的關鍵，因此，許多公司紛紛加碼投資 AI。

當然，就像企業軟體一樣，這類發展完全不需要

以回覆調查的公司來看，2017 年的 AI 平均支出

重複發明舵輪。雲端供應商已開發出預先建置的

是 390 萬美元，而 2019 年的支出金額預計將增

機器學習 API，方便客戶使用自然語言處理之類

加至 480 萬美元。

的技術，客戶完全不需要自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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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AI將會是成敗關鍵

從策略角度來看，AI對於公司的商業成功越來越重要
現在

2 年後

53%
43%
38%

37%

19%
10%

無/不重要/有點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註：N=1,900名全球受訪者。
資料來源：Jeff Loucks、Tom Davenport 和 David Schatsky，《Deloitte state of AI in the enterprise，2nd edition》 ，
Deloitte Insights，2018 年10月22日。

從現成的企業AI解決方案到能

依我們的調查結果判斷，具 AI 雲端企業軟體的

使用率會加速成長。有趣的是，「阻力最小的路

讓普通程式設計師轉變為AI模

線」不只適用於新手。在我們所做的研究當中，
最成功 ( 內部資源最豐富 ) 的 AI 早期採用者，正

型建置人員的開發工具。

是最廣泛運用具 AI 企業軟體的採用者。

不過，我們也發現另一點，公司的 AI 使用情形漸
趨成熟之際，依賴 AI 開發平台讓 AI 人才發揮實力

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AI 開發平台供應商同樣看

見了成長契機：根據 Amazon 所做的研究，使用

AWS 開發機器學習的開發人員在過去一年來增加
了 250%。

顯而易見，從現成的企業 AI 解決方案到能讓普通
程式設計師轉變為 AI 模型建置人員的開發工具，
進入這塊市場的服務越多，越有利於加速採用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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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公司該如何迎頭趕上AI早期採用者的成就？
密切追蹤AI趨勢。市場變化速度非常快，也不斷推出新穎的功能。就連內部AI技能最普通的企業組

織，也有機會運用最先進的技術。市佔率競爭能促使科技巨頭與新創公司不斷進步，AI早期採用者也
一樣在嘗試運用各種不同的功能超越競爭對手。

善用「現成技術」。AI應用程式著重於具體的業務流程，自製或廠商提供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有些軟體
公司製作了「現成」解決方案，公司不妨確認這類解決方案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除非必要，否則別
「重複發明聊天機器人」。

一定要雇用AI專家，就算只有幾位也行。企業軟體與雲端開發平台是敲開AI大門的好管道，但比不上
公司內部擁有幾位技術AI人才。這類人才可以發揮自訂解決方案所具備的競爭優勢，當企業軟體普遍
運用AI之後，這一點更是不假。公司需要自己的AI專家，要由他們運用AI開發平台開發及自訂演算法。

這些專家也有助於確認公司在AI應用程式即服務的投資能否因應業務需求。有些廠商會試著以普通分

析充當最新的深度學習功能，因此由技術專家「驗明正身」就益發重要。內部AI專家也能幫助公司正視
AI技術可以發揮的效益 (就現階段的人才、資料多寡及策略而論)。

專注於業務需求。公司提出的問題夠好，AI給的解答才會好。公司應理解AI能幫助他們解決哪些難

關，又能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解決。要做到這一點不但要靠技術人才，也要有瞭解業務需求而且能與技
術專家「討論資料科學」的高階主管。這些主管扮演居中翻譯的角色，不僅能協助公司提升建置模型
的效率，也能更有效率地建置出能夠發揮效益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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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音箱

降價搶食市場
Paul Lee

Deloitte Global預測，智慧音箱(內建數位語音

63%，成為全球成長速度最快的物聯網裝置，年

元，相當於以每個43美元的平均價格售出1.64

稱穩健，數字雖高，相較於前一年度，成長速度

個，平均每個44美元，產業總收入達43億美

比前一年度同期成長187% 3。

底有望達成2.5億個安裝數 2。2019年的銷售量堪

助理的連網音箱)在2019年的價值將達到70億美

億個 。我們預計2018年的銷售量可達9,800萬

卻是趨緩：在2018年第二季，智慧音箱的銷售量

1

元。這表示智慧音箱在2019年的成長率將達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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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哪些因素有利於推動
智慧音箱的成長？

在非英語系國家 / 地區的銷售量可望進一步拓展一

群快速成長的使用者。截至 2019 年年初為止，現

階段全球使用者群的安裝數量已超過 1 億台 5。

智慧音箱確實有著無限商機。這樣的商機大多

根據 Deloitte 研究，截至 2018 年年中，有眾多

源自於將版圖拓展至非英語系國家 / 地區。直到

知名品牌推出智慧音箱的市場共計七個，從持有

2017 年年底為止，絕大部分智慧音箱的銷售僅

比例來看，這類裝置在其中六個市場的年度同期

限於英語系市場，95% 以上的銷售量集中於美國

增加率均達到最高 ( 中國都會區、美國、日本、

和英國 4。然而，2019 年年初，這類音箱將開始

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只有德國較落後 )6。截至

進軍海外市場，在中文 ( 普通話或粵語 )、法文、

2018 年年中，智慧音箱在中國都會區的滲透率

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或日文人口佔多數的國家 /

最高，使用智慧音箱的成人人口佔 22%；其次是

地區，銷售量應能突飛猛進，當然，在英語系國

美國，使用這類裝置的成人人口佔 19% ( 圖 1)。

家也不例外。在前述這些地區當中，與其他智慧

在這些市場中，智慧音箱的成長速度也超越其他

型裝置相比，智慧音箱的持有和出貨成長率應能

所有新興連網裝置。

有相對最快的表現。

圖1

中國都會區和美國的智慧音箱持有率領先其他市場
各國家/地區的智慧音箱採用率
加拿大
9%

美國
20%

英國
12%

中國都會區
22%

德國
10%

澳洲
9%

基準：所有年齡為18-75歲的受訪者，分別居住於澳洲(2,000名)、加拿大(2,000名)、德國(2,001名)、英國(4,000名)和
美國(2,003名)；所有年齡為18-50歲的受訪者皆居住於中國都會區(2,000名)。
資料來源：澳洲/加拿大/中國/德國/英國/美國版 Deloitte Global行動消費者調查，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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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在地化」是智慧音箱發展全球市場的一大

低 於 早 期 技 術， 因 此 現 在 的 麥 克 風 也 比 過 去

花不少資本和時間 ，尤其像中國就有 130 種方

能 使 用 電 池 供 電 )， 因 為 這 類 裝 置 必 須 持 續 開

挑戰。口語相當複雜，因此要支援新語言需要

還 要 進 步。 時 下 智 慧 音 箱 大 多 需 要 插 電 ( 不

7

言 。印度多數人口說印度語 (Hindi)，印度語粗

機 並 聽 取 口 語 觸 發 條 件 13， 而 在 喚 醒 字 詞 啟

8

估約有 10 種不同的版本，而印度語目前能在機

動 MEMS 麥 克 風 之 前，MEMS 麥 克 風 幾 乎 不

器學習上的應用相當有限。根據某項分析顯示，

耗 電。 拜 這 類 新 式 麥 克 風 技 術 所 賜， 電 用 智

在印度，90% 的數位語音助理只支援英文 。不

慧音箱所採用的數位語音助理能夠表現得更

9

過，這並非克服不了的問題，對智慧音箱製造商

穩定。

及語音辨識功能創作者而言，這些市場的規模蘊
藏廣大商機，值得投資時間和金錢突破難關。

因此，由於裝置銷售量穩健成長的緣故，2019

年會是智慧音箱勢如破竹的一年。不過，這類裝

智慧音箱的語音辨識準確度

置的長期展望又是如何？

智慧音箱的潛在需求量可能高達數十億台，甚至

也不斷提升，這樣的增強功

可能高於智慧型手機。音箱安裝位置可以在家中

能適用於非常廣泛的裝置，

或飯店裡的每個房間、建築物裡的每間辦公室、
學校裡的每間教室，甚至是醫院裡的每張病床。

而且能夠分攤成本。

目前已有幾個飯店連鎖集團大量部署智慧音箱，

除更廣泛的語言支援功能外，智慧音箱的語音辨

還能在客房內發揮禮賓服務員的作用。萬豪國際

識準確度也不斷提升，這樣的增強功能適用於非

集團 (Marriott International Group) 打算在旗下

常廣泛的裝置，而且能夠分攤成本。舉例來說，

幾間飯店部署 Amazon 和阿里巴巴生產的智慧

Google 的 英 文 語 音 辨 識 錯 字 率 從 2016 年 7 月

音箱 14；光在中國地區的部署規模就高達 10 萬

的 8.5% 穩定下降到 2017 年 5 月的 4.9%10。再

台 15。 拉 斯 維 加 斯 永 利 酒 店 (Wynn Las Vegas)

在早期發展階段，智慧音箱有很好的辨識標準英

這波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未來十年內，全球約

者，機器學習讓智慧音箱在辨認方言上不斷進步：

在 4,748 間 客 房 內 全 數 裝 設 了 智 慧 音 箱 16。 若

文功能，但遇上區域或國家較重口音，或者非母

有 18.75 萬 間 飯 店 和 1,750 萬 間 客 房 中 的 許 多

語人士所說的英文，準確度下滑幅度可能會高達

飯店和客房，都有可能配備智慧音箱或語音控制

30% 。

系統 17。

11

得來速餐廳也可以利用自動語音功能接單。這

智慧音箱的複雜程度越來越低，製作成本也不

樣就不需要由工作人員以人工方式處理訂單。

斷下降，部分原因在於每台裝置所需的麥克風

光 是 在 美 國， 每 年 就 有 超 過 120 億 筆 得 來 速

數量變少。由於採用神經波束成形技術 (neural

訂單 18。

beamforming)，Google 推 出 的 智 慧 音 箱 只
需 使 用 兩 個 麥 克 風， 比 原 先 設 計 的 八 個 麥 克

澳洲雪梨的某間醫院率先使用智慧音箱，這就像

壓 電 式 微 機 電 系 統 (Microelectromechanical

指定要求，依照患者的口令處理簡易的事項，例

風 還 要 精 簡， 準 確 度 依 然 不 減 。 麥 克 風 採 用

是床邊呼叫按鈕的升級版 19。智慧音箱可以讓患者

12

System，MEMS)， 而 這 類 新 興 技 術 的 耗 電 量

如打開電視電源、降下百葉窗或是調暗照明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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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音箱或許可以幫助視障

從而節省時間與人力。若患者只想多要一顆枕頭，
可以請資淺人員去拿，讓護理師和醫師專心處理

人士更方便使用電腦。

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若需要護理師或醫師，患

者可以說明自己的症狀，方便職員排列要求的優

警告：哪些因素可能會拖慢
智慧音箱的成長？

先順序。相關醫護人員會收到通知，患者也能因
為 ( 透過音箱 ) 知道有人會過來處理而放心 20。

智慧音箱製造商有許多理由可以樂觀看待未來的

在某些情況下，若要與電腦通訊，語音可能是最自

發展，不過也必須提高警覺。2019 年對這項產

然也最事半功倍的方式。如果有人忙於操作機械、

品而言可能會是不錯的一年，但市場成長率或許

雙手忙著打字、抱著嬰兒，或是烹飪，選擇語音

只能達到 2018 年的一半，接下來幾年還有繼續

或許最方便。開車時，語音也是最安全的選擇 21。

下跌的可能。

事實上，包括戲院、工廠、化學實驗室及餐廳廚房

智慧音箱初期的需求量大多靠價格促銷帶動。

在內，相較於現在的處理方式，在許多工作場所運

在 美 國， 入 門 款 裝 置 堪 稱 是 大 多 數 裝 置 的 代

用智慧音箱可以讓作業程序更加安全、更加精準。

表，在促銷期間，一台裝置的最低價格只要 25

長期而言，Deloitte Global 相信智慧音箱在工作場

美元 25。在中國，促銷價甚至只要 15 美元 26。

所中的數量可能會超越家中，屆時，這類裝置在處

例如，阿里巴巴的天貓 (Tmall) 曾經推出二折促

理事務方面所能發揮的價值可能遠遠超過播放音

銷價的 Genius X1，原價一台要 499 人民幣 (70

樂、預報氣象或是回答零除以零是多少。

美元 )，促銷價只要 99 人民幣 (14 美元 )；當時，

天貓照這個價格賣出了一百萬台 27。

再者，智慧音箱可以幫助視障人士更方便使用電

腦。對許多視障人士而言，智慧音箱可說從不關

由於需求量有限，這些折扣價或許撐不了太久。

機，又有許多能聽口令的麥克風，對著這類機器

曾幾何時，智慧音箱已經成了奢侈品；在英國，

說出搜尋查詢或許比使用智慧型手機或靠電腦鍵

個人收入高於 50,000 英鎊 (65,250 美元 ) 者持有

盤盲打還要簡單。潛在市場相當廣大：全球視障

或使用智慧音箱的人口，比收入低於此標準的人

人口超過 2.5 億，其中 3,600 萬是全盲人士 22。

口多出一倍 28。原因或許在於，對收入較低的人

絕大多數的視障人口年齡在 50 歲以上，因此，

口而言，除非真的需要，否則不會將智慧音箱列

對著機器說話可能比使用電腦或智慧型手機更自

為必買產品，若按原價銷售更是如此。有些分析

在。即便如此，相較於視力正常的人，視障人士

師據此做出結論，認為時下大多數智慧音箱可能

在家中安裝多個音箱的可能性較高 ( 每間房間一

是按成本價出售或虧本出售 ( 單純以組件成本為

台 )，而在這類人口當中，低度就業或失業人口

準 )29。這表示智慧音箱再降價的空間有限。

大約佔了半數，年收入低於 20,000 美元，因此
他們可能也比較在意價格 23。

所有無線音箱均預設內建語音助理，這一點或多
或少也影響了智慧音箱的需求曲線。以無線音箱

文盲也可以利用智慧音箱上網。全球大約有 14%

市場先鋒廠商 Sonos 為例，現在該廠商推出的許

的人口 ( 約 7 億人 ) 不識字 24。

多產品均支援 Amazon 的 Alexa30。購買者之所

以購買價格較高的智慧音箱，主要原因可能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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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音質，語音助理功能的重要性相對較低。

實用性或許有助於帶動智慧音箱的需求量。值得

音箱的收益，這或許能夠美化收益曲線。

已提供數位語音助理 ( 智慧音箱的核心 )，而且時

注意的一點是，即便許多裝置早在數年前開始就

不過，這類高階裝置帶來的收益可以歸類為智慧

下無數消費性裝置都有安裝這類功能，但其使用

對收入較低的人口而言，智慧

率大多不高。根據 Deloitte 的研究，大多數的人

從 未用過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電腦上的語音

音箱不是必買產品，若沒有折

助理 ( 圖 2)。事實上，大多數持有者只用過一類

扣更無法吸引到此族群。

產品的語音助理，那就是智慧音箱，因為不使用

既 有 持 有 者 對 於 升 級 的 需 求。 例 如， 可 以 透

困難點不只在於讓人們試用語音助理，而是人們

使用者不需另外花錢就能提升裝置的實用

缺缺。圖 3 說明許多主要市場使用語音辨識的程

語音功能就無法控制這類裝置。

提供免費無線升級或許也有助於加深智慧音箱

過 軟 體 升 級 的 方 式 安 裝 其 他 語 言 支 援 功 能，

普遍 ( 從過去到現在 ) 對語音辨識這項技術興趣

價值 。

度。圖中所有國家 / 地區的智慧型手機滲透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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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的持有者大多不使用
這些裝置的數位語音助理功能
2018年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電腦的持有者從未使用自己裝置的數位語音助理功能的比例

智慧型手機

57%

平板電腦

71%

筆記型電腦或個人電腦

81%

基準：所有年齡為18-75歲的受訪者，分別居住於澳洲(2,000名)、加拿大(2,000名)、德國(2,001名)、英國(4,000名)和
美國(2,003 名)；所有年齡為18-50歲的受訪者皆居住於中國都會區(2,000名)。
資料來源：澳洲/加拿大/中國 (都會區)/德國/英國/美國版Deloitte Global行動消費者調查，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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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許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有語音辨識功能
2018年每日裝置使用量
認知度(2018年)

使用率(2018年)

使用年增率

澳洲

17%

1%

3%

加拿大

15%

2%

4%

中國

39%
16%

德國

24%
5%

英國

15%

18%

-2%

6%

整體 (平均)

1%

1%

3%

美國

3%

21%

1%

6%
基準：所有年齡為18-75歲的受訪者，分別居住於澳洲(2,000名)、加拿大(2,000名)、德國(2,001名)、英國(4,000名)和
美國(2,003名)；所有年齡為18-50歲的受訪者皆居住於中國都會區(2,000名)。
資料來源：澳洲/加拿大/中國(都會區)/德國/英國/美國版Deloitte Global行動消費者調查，2018年6月。

超越 75%。不過，人們對於智慧型手機語音辨識

使用頻率是衡量實用性的指標。就這點而言，智

低 ( 平均 6%)。儘管使用率有所成長，平均年成

示的六個國家 / 地區中，大多數智慧音箱的使用

功能的認知度普遍偏低 ( 平均 21%)，使用率則更

慧音箱的表現較好，但也只略好一些。在圖 3 所

長率只有 1%，而且基準相當低。

頻率是每天，但比例極少。事實上，根據一項相
對成熟智慧音箱市場的國家 / 地區樣本，這些裝
置在每天使用的裝置中只能排上第七名 (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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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智慧音箱是在每天使用的裝置中排第七名
2018年每日裝置使用量

72%

筆記型電腦

95%

智慧型手機

71%

桌上型/直立式電腦

32%

電子書
閱讀器

49%

標準行動電話

21%

攜帶型
遊戲機

17%

虛擬實境
頭戴裝置
(不含紙板版本)

56%

63%

智慧手錶

62%

小型平板電腦
（7-9吋）

健身手環

60%

56%

大型平板電腦
（9吋以上）

智慧音箱

基準：所有年齡為18-75歲的受訪者。標準行動電話：1,867名。智慧型手機：12,221名。小型平板電腦，7-9吋：4,217名。
大型平板電腦，9吋以上：5,177名。筆記型電腦：10,869名。桌上型/直立式電腦：7,565名、電子書閱讀器：3,063名。
智慧手錶：1,528名。健身手環：2,861名、攜帶型遊戲機：2,275名。虛擬實境頭戴裝置：854名。智慧型喇叭：1,855名。
資料來源：澳洲/加拿大/中國/德國/英國/美國版Deloitte Global行動消費者調查，2018年6月。

智慧音箱的實用性有一部分也取決於能夠運用的

的研究就指出，智慧音箱在各國最普遍的用途就

方式 )。目前為止，在多數市場上，智慧音箱最

用途是查氣象；在其他多數市場上，氣象預報是

範圍 ( 或者往往取決於人們實際使用這類裝置的

是播放音樂 ( 圖 5)，加拿大除外，當地最普遍的

普遍的用途是播放音樂，按理說，這項用途的顛

第二普遍的用途。透過口令查氣象或許比使用智

覆性並不高：會發出聲音的裝置早在 19 世紀就

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查氣象更進步，但這樣的進步

存在了。事實上，Deloitte 在 2018 年年中所做

足以推動智慧音箱的銷售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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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智慧音箱最廣泛的用途是播放音樂，就像沒有語音辨識功能的喇叭一樣

2018年特定市場智慧音箱的前五大用途

60%

52%

39%

39%

38%

播放音樂

收聽最新
氣象資訊

設定鬧鐘

搜尋一般資訊

為了好玩

基準：年齡介於18-75歲的受訪者(661名)，並會使用語音輔助喇叭的語音助理功能。
資料來源：澳洲/加拿大/中國/德國/英國/美國版Deloitte Global行動消費者調查，2018年6月。

在多數市場上，智慧音箱

有些人甚至比較習慣使用應用程式選音樂，較不
喜歡口述播放清單中的曲名。智慧音箱在數個市

最普遍的用途是播放音

場的第三大用途都是設定計時器或鬧鐘，有鑑於

此，智慧音箱結合音樂、氣象和設定警報等功能，

樂，按理說，這項用途的

因此感覺更像更新穎的床頭音響或廚房收音機，

顛覆性並不高。

不太像是具有顛覆本質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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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無論對象是新使用者或既有使用者，智慧音箱的銷售量在2019年應會呈現強勁成長，在2020年可能也是
如此。然而，若要讓這個市場繼續發展下去，除了播放音樂或預報氣象之外，這類裝置應該推出更多用
途，也就是要更實用、要提高使用頻率。增加用途和提高準確度很可能就是左右市場成長與否的關鍵。

不過，智慧音箱不只是另一種產品類別。這類裝置也可以兼具引進語音助理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就媒
體而言，智慧音箱能扮演的一項重要角色就是讓人們更熟悉語音助理，以及協助改善語音辨識功能。

對許多消費者而言，智慧音箱可能是第一次使用語音辨識的經驗，對於年輕的家庭成員而言尤其如

此。有些人可能不願意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語音辨識技術，卻願意在家關起門來試用智慧音箱的語音介
面。習慣這項技術後，這些人可能就會成為更常在汽車、連網住家或電話客服中心等各種環境中使用
語音辨識功能的使用者。所有知名智慧音箱廠商都有自家的數位助理，還能將這項核心技術部署於多
種類型的裝置。

智慧音箱能夠發揮的優勢也不僅止於此。智慧音箱和其他語音辨識裝置使用頻率越高，語音辨識的功
能就有可能變得更好。運用近乎成本價的裝置在智慧音箱市場扎根，或許是能在最短時間內產生大量
對話樣本的方法，這些對話樣本能夠用於廣泛的裝置，以利支援更好的語音辨識功能。

智慧音箱(廣義而言也包括語音助理技術)幾乎一定能夠在企業環境中發揮複合式用途。就這類裝置而

言，最理想的情況是在不過度吵雜的房間裡，有人雙手忙得停不下來。家中確實也會發生這種情況(例

如烹飪或替寶寶換尿布時)，不過，在手術室或廠房裡更常見。要將在得來速餐廳點餐或預約共用辦公
室空間等重複流程機械化，語音辨識或許會是個非常好的方法。

綜合以上考量，久而久之，人們對著音箱 (及其他機器) 說話的情形或許會比現在更普遍。語音或許不
可能成為主要的科技使用者介面，但很有可能會成為其中的核心技術，特別是就視障和/或不方便使用

鍵盤或小按鈕的人而言。此外，雖然有些情況和環境不適合使用語音辨識，但外出時不能一直使用，
還得空出雙手來操作的鍵盤和滑鼠又何嘗不是如此？某些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配備的觸控螢幕也是
一樣，至少得空出一隻手來使用才行。

語音辨識技術或許有其難度，但長期優勢仍然值得期待。無論用於喇叭或任何其他裝置，語音辨識和
語音助理都能讓人人享受運算帶來的更多優勢。有兩種方法可以讓網路真正全球化：讓全世界的人都
具備讀寫能力，或者讓每個人都能運用語音運算技術。後者或許是比較容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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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運動節目有未來可言嗎？
運動賽事投注帶動電視收視率
Duncan Stewart

此觀察將對廣播業有什麼影響？以下是Deloitte

Deloitte Global預測，北美地區到了2019年，

的分析。

18-34歲的電視運動節目男性觀眾約有六成參與

賽事投注，參與程度越高，觀看運動節目的時數
就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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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在於，年輕人 ( 尤其是年輕男性 ) 會投注運

本章節內容主要探討美國與加拿大的現

動賽事，也會看讓他們「有如親臨現場的」運動

象，其資料取材於一項Deloitte在北美地區

賽事電視轉播。事實上，根據我們的預測，以美

的調查。不過，本章的「結論」一節則放

國 25-34 歲的男性電視觀眾來說，因為這個因素

眼全球，從多方的觀點作結。

而看電視的約佔 40%1。

電視運動節目並不完全退流行，相較於 2010 年，

英國 16-34 歲男性在 2018 年收看傳統電視節目

電視運動節目：壓力沉重的
產業中，一股氣勢如虹的力量

的比例少 42% ( 與美國 18-34 歲男女觀眾的下降

幅度幾乎一致 )，但同樣族群之，傳統電視運動節

目收視率的下跌幅度只有 24%2。 我們粗略推斷，

近年來，全球年輕人普遍不愛收看傳統電視節目

美國和英國以外的許多國家 / 地區也正上演著同

( 在任何裝置上的直播或預錄節目 )，但運動類則

樣的模式，唯有舉辦奧運和 FIFA 世足賽的年度會

是其中相對強勢的節目類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

出現較大的收視率變化。

關於電視、運動節目及運動賽事投注我們預期未來將會發生的15項趨勢

我們以電視、體育節目以及運動博弈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為未來幾年預測的現象提出更多見

解。為化繁為簡，我們將這15項預測分為以下幾類：整體電視收視情形、運動節目收視情形、運
動賽事投注，以及運動博弈與運動節目收視之間的關聯。
整體電視收視情形

1. Deloitte Global預測，在2019年，美國地區年齡層介於18-34歲者，有80%以上至少偶而會觀
看電視(也就是說，電視在這個統計人口的「觸及率」會是80%)。在這個年齡層當中，男性看
電視的比例高於女性，分別為85%以上及80%以下。

2. 由於美國地區18-34歲年齡層多年來收看電視時間呈現下降趨勢，Deloitte Global預測，此族
群在2019年每日觀看電視(直播和預錄)的時間將會少於2018年，來到每日平均觀看時數2小
時。收看傳統電視節目的人數與2018年差不多，唯每日平均收看時間約減少10分鐘。

3.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18-34歲年齡層收看電視節目的男性觀眾不但會多於女性觀
眾，收看電視節目的時數也會比同齡女性長。美國屬於中位數的18-34歲男性在2019年每週收
看電視的時數約比年齡層相近的女性多出4小時；大約是男性16小時、女性12小時。

4. Deloitte Global預測，18-34歲美國男性在2019年每週收看電視的時數大約是16小時，每週收
看電視超過30小時的18-24歲男性約佔1/4，而25-34歲男性則約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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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節目收視情形

5. Deloitte Global預測，相較於2018年，2019年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18-34歲美國男性會減
少；但大約只減少5-7.5%左右。

6.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習慣收看電視的美國成年男性之中，會定期收看電視運動

節目者將超過60%；有同樣情形的美國女性則約有40%。我們進一步預測，此情況在年輕的
男性及女性人口比例較低。會收看電視節目的18-24歲美國男性中，「只有」半數會定期看運
動比賽，同年齡層收看電視的女性只有1/4會定期看運動比賽。不過，平均而言，25-34歲男
女觀眾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比例與所有成年人的比例約莫一致。

7.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在電視運動節目的收視人口中，18-24歲美國男性每週
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時數平均會超過11小時，而25-34歲美國男性每週收看電視運動節
目的時數則約16小時。根據整體電視收看率來看，18-24歲男性電視節目收視人口將有

2/3收看電視運動節目，25-34歲男性電視節目收視人口中，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比例則

超過3/4。

8. Deloitte Global預測，30%年齡層在25-34歲的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到2019年將會成為每

週收看運動節目時間超過21小時的「超級粉絲」，更有近20%的同類觀眾將成為每週收看電
視運動節目時間超過35小時的「超超級粉絲」(相當於每天收看5小時)。

運動賽事投注

9. Deloitte Global預測，40%的美國電視運動節目成年觀眾在2019年至少偶爾會投注運動賽
事，在所有年齡層，男性投注的可能性均高於女性。Deloitte Global進一步預測，25-34歲

的統計人口會呈現更大的性別差異：以這個年齡層來看，美國電視運動節目女性觀眾在2019

年會投注運動賽事的比例不到40%，但有近3/4的美國電視運動節目男性觀眾則會投注運動
賽事。

10.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40%以上的18-34歲美國電視運動節目男性觀眾至少每週會
投注一次運動賽事。相對而言，同年齡層女性觀眾出現相當頻率的則不到15%。此外，55-75

歲的所有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每週投注的比例還不到5%。事實上，美國每週投注運動賽
事者，有半數是25-34歲男性電視運動節目觀眾。
賽事投注和收看電視運動節目之間的關係

11.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美國和加拿大半數以上會投注運動賽事的男性觀眾收看賽
事的可能性會更高。以這兩個國家/地區而言，這樣的趨勢在18-34歲男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這個統計人口之中，可能會收看超過2/3。反過來說，這股影響力在美國女性身上發揮的作
用較小，以會投注及收看運動賽事的女性而言，較有可能收看自己投注賽事者還不到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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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最常投注運動賽事者最有可能收看自己所投注的賽事，也就是
說，美國地區投注運動賽事的個人當中，每週至少收看一次自己投注賽事者比例將達3/4。

13. Deloitte Global預測，到2019年，至少每週投注一次的美國運動節目觀眾每週收看電視運
動節目的時間最長(大約20小時)，而且他們收看運動節目的時間會是不投注運動賽事者的

兩倍。

14. Deloitte Global預測，投注與成為超級粉絲或超超級粉絲息息相關。在美國，至少每週投注
一次運動賽事的觀眾當中，超過1/3會成為超級粉絲，相較之下，從來不投注的同性質觀眾只

佔10%；每週投注的觀眾當中，約有1/4會成為每天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五小時的超超級粉
絲，相較之下，從來不投注的同性質觀眾只佔2%。

15. 綜上所述，Deloitte Global預測，2019年美國25-34歲男性電視收視觀眾中，有40%為運動節
目觀眾，且投注活動將大幅影響其收視習慣。

一般刻板印象是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男性多於

若以年齡介於 18 到 34 歲的美國男性電視運動節

女性，而我們的研究證實這種看法確實正確。

目觀眾為主，可以看出這個年齡層的人口不但會

觀眾至少看過一種運動節目 ( 包括直播運動賽

相當長。以平常的一週而言，美國屬於中位數的

以 2018 年的統計來看，18-24 歲美國男性電視

收看電視運動節目，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時間還

事、運動評論節目以及精華片段 )，相較之下，

18-24 歲男性表示自己平日平均會收看 1.66 小

同年齡層美國女性觀眾有同樣情形者只佔 26%。

時的運動節目，週六平均收看時數是 1.67 小時，

無獨有偶，64% 的美國 25–34 歲男性曾經看過

而週日平均收看時數則是 1.87 小時 ( 可能可以代

電視運動節目，同年齡層的同性質女性則只有

表國家美式足球聯盟 (NFL) 足球賽的影響力 )，總

37%( 圖 1)。

計每週收看時數是 11.8 小時。美國屬於中位數的

圖1

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男性遠多於女性

2018年美國電視節目觀眾收看運動節目的百分比，按年齡層和性別統計
男性

女性

18-24 歲

49%

26%

25-34 歲

64%

37%

18-75 歲

62%

38%

註：156名受訪者是18-24歲男性、143名是18-24歲女性、223名是25-34歲男性、301 名是25-34歲女性、659名是18-75歲男性
(包括18-24和25-34歲男性)、403名是18-75歲女性(包括18-24和25-34歲女性)。
資料來源：2018 年 8 月 Deloitte Global 調查，美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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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 歲男性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時間更長：平

值得更注意的是，18% 的 25-34 歲美國男性電視

總計每週收看時數是 16.8 小時。

通常每天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時間超過五小時，

日 2.33 小時、週六 2.52 小時、週日 2.66 小時，

運動節目觀眾稱得上是「超超級粉絲」：這些人
不分平日、週六或週日。這個年齡層的男性觀眾

事實上，以美國男性收看所有電視節目的習慣而

當中，每週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 35 小時者大

言，18-24 歲及 25-35 歲年齡層收看電視運動節

約佔了 1/5。這就表示，25-34 歲美國男性總人

目的比例分別是 64% 和 74%。此結論來自於總

口當中，大約有 10% 每週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

體電視觀看時數的推算，18-24 歲美國電視節目

過 35 小時。

男性觀眾每週收看電視 ( 不分節目類型 ) 的時數

是 18.5 小時，25-35 歲美國男性每週收看電視

每天收看五小時電視運動節目的族群是否會吸引

的時數則是 22.7 小時。

電視廣告商的注意呢？有趣的是，儘管有 6% 的

美國在職人口平日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時間超過

當然，另有一群鐵粉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比例高

五小時，失業人口出現這種情況的比例卻只佔

於平均值 ( 圖 2)。在美國，平日一天收看電視運

3%。負擔能力可能是其中一項因素：每天免費或

動節目超過三小時的 18-24 歲電視運動節目男性

花點小錢收看超過五小時的非運動類電視節目不

觀眾佔 22%，25-34 歲電視運動節目男性觀眾則

算什麼。但倘若每天收看五小時的電視運動節目，

佔 27%；週六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三小時者分

就得付費訂購有線節目套餐，也就是得多花錢。

別是 20% 和 30%；週日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
三小時者則分別是 23% 和 36%。這就表示，美

國大約有 22% 的 18-24 歲男性電視運動節目觀

眾及 31% 的 25-34 歲男性電視運動節目觀眾，

每週會花超過 21 個小時收看電視運動節目。我

們將這個族群稱為「超級粉絲」，也就是平日每
天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三小時者。
圖2

18-34歲美國男性每週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21小時者不在少數
2018年美國電視運動節目男性觀眾每週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21或35小時的百分比，按年齡層統計
18-24歲男性

25-34歲男性

每週超過21小時

22%
31%

每週超過35小時

7%
18%

註：「每週超過21小時」類別包括屬於「每週超過35小時」類別的人口。75名受訪者是18-24歲男性，139名是25-34歲男性。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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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談談賽事投注這回事

因此，運動投注非同小可。但是，這又與收看電

動投注約佔整個市場的 40%，也就是每年大約

我們可以從美國投注產業的規模推斷，運動投注

到 2022 年，運動投注的成長幅度每年將近 9%

25% 以上的電視運動節目男性觀眾每年至少投注

視有何關係？

全 球 博 弈 產 業 的 價 值 估 計 約 達 0.5 兆 美 元。 運

是一項相當普遍的行為。不分年齡層，美國有

2,000 億美元。根據某項報告的估算，從 2018 年

3

一次運動賭博，而同性質美國女性觀眾比例則介

。英國 2017 年的運動投注營收達到 1,400 億英

於 17% 到 33% 之間。全美 25-34 歲人口 ( 不論

鎊 。而在北歐四國，各類合法賭博在 2015 年的
4

是否為運動迷 )，會投注運動賽事的比例大約是

產業總營收約達 60 億歐元 5。據估計 ( 因為難以

精準計算未列管 / 非法賭博 )，美國 2018 年未列

40%；以屬於這個年齡層的美國電視運動節目男

億美元 6。某項估計結果推斷，在這筆金額當中，

不過，雖然美國有許多電視運動節目觀眾會投

性觀眾而言，投注運動賽事的比例提高到 3/49。

管運動投注的「營業額」( 投注總金額 ) 是 1,690

注，但投注頻率卻不盡相同 ( 圖 3)。

美國人職業及大學美式足球隊的金額 ( 大多是非

法投注 ) 是 930 億美元 。就比較而言，美國 NFL
7

如圖 4 所示，收看電視運動節目和投注運動賽

在 2017 年 的 各 項 來 源 總 營 收 大 約 是 140 億 美

事的行為均呈現出相當可觀的模式。所有年齡層

元 ，這表示美式足球賽投注市場大約比所有球賽
8

門票及電視轉播權收入加總大上四到五倍。

圖3

美國許多電視運動節目觀眾也會投注運動賽事

2018年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曾經投注運動賽事的百分比，按年齡層和性別統計
男性

女性

18-24歲

44%

33%

45-54歲

37%

16%

25-34歲

73%

38%

55-75歲

26%

21%

35-44歲

52%

25-34歲男性

為最有可能投注
運動賽事的群體

註：156名受訪者是18-24歲男性、143名是18-24歲女性、223名是25-34歲男性、301名是25-34歲女性、
659名是18-75歲男性(包括18-24和25-34歲男性)、403名是18-75歲女性(包括18-24和25-34歲女性)。
資料來源：2018 年 8 月 Deloitte Global 調查，美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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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定期投注運動賽事的人口主要集中於25-34歲男性

2018年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每週至少投注一次運動賽事的百分比，按年齡層和性別統計
男性

女性

18-24歲

14%

25-34歲

2%

43%

45-54歲

8%

35-44歲

14%

55-75歲

1%

4%

1%

20%

9%

25-34歲男性

為最有可能定期投
注運動賽事的群體

註：76名受訪者是18-24歲男性、36名是18-24歲女性、140名是25-34歲男性、111名是25-34歲女性、96名是35-44歲男性、
69名是35-44歲女性、126名是45-54歲男性、79名是45-54歲女性、186名是55-75歲男性、107名是55-75歲女性。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資料。

的美國人 ( 不分男女 ) 大多有收看電視運動節目

25-34 歲男性就佔了 44%。還有另一點更值得注

事，但會定期投注運動賽事 ( 每週一次以上 ) 的

週至少投注一次運動賽事，每天投注的電視運動

的習慣，其中也有許多人至少偶爾會投注運動賽

意的是，這個年齡層當中，不只有 43% 的男性每

人口高度集中於 25-34 歲男性。事實上，在所有

節目觀眾更佔了 21%。以我們的樣本來看，在所

表示至少每週投注一次運動賽事的受訪者當中，

有表示自己每天投注運動賽事的人之中，25-34
歲男性比例超過半數，所有男性加總後比例達

所有年齡層的美國人大多有

85%。投注次數最頻繁的人口當中，只有 15% 是

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習慣，

女性。

其中也有許多人至少偶爾會

或許有人會假設，投注賽事者收看投注賽事的可
能性高於收看未投注賽事，我們發現事實確實如

投注運動賽事，但會定期投

此 ( 圖 5)。如圖 5 所示，在美國所有曾經投注運

注運動賽事的人口高度集中

動賽事的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超過半數表示
收看投注賽事的可能性較高，而另有 18% 的人

於25-34歲男性。

則表示收看投注賽事的可能性只有稍高。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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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許多人會透過電視收看投注的賽事

2018年投注運動賽事與否對於賽事電視收視率之可能性的影響
收看電視運動節目且投注運動賽事的美國受訪者
可能性更高

可能性稍高

18-24歲男性運動節目觀眾

66%

25-34歲男性運動節目觀眾

24%

68%

所有男性運動節目觀眾

60%

所有女性運動節目觀眾

46%

17%

18%

18%

註：32名受訪者是18-24歲男性、100名是25-34歲男性、274名是18-75歲男性(包括18-34歲男性)、112名是18-75歲女性。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 調查，美國資料。

究 18-34 歲男性後發現，超過 2/3 的比例收看自

根據投注頻率收看投注賽事的傾向似乎帶動每周

賽事者更達 85-90%。這方面的統計數字再次呈

的所有運動節目觀眾 ( 包括投注者及非投注者 )

事意願的女性，在百分比方面就低於同性質的運

運動節目的時數大約是 12 小時；但是，從不投

己投注的賽事意願更高，而表示至少收看某部分

電視運動節目的收視時數上升 ( 圖 7)。若將美國

現出男女差異，表示自己因有投注而提升收看賽

視為同一個群體，可以知道這個群體每週收看

動節目男性觀眾。

注運動賽事的觀眾平均收看時間只略高於 10 小

時，而至少每週投注一次的觀眾平均收看時間則

超過 20 小時，幾乎是從不投注者的兩倍之多。
圖6

人們投注運動賽事的頻率越高，收看賽事的可能性也越高

2018年，美國和加拿大不分年齡及性別，收看電視運動節目及投注運動賽事者當中，
「更有可能」收看自己投注賽事之電視運動節目的比例
美國

加拿大

73% 59% 70% 55% 62% 49% 60% 49% 56% 45%
至少每週投注一次

至少每月投注一次

至少每半年投注一次

至少每年投注一次

曾經投注過

註：在美國受訪者當中，129人每週投注一次、185人每月一次、263人每半年一次、323人每年一次、「曾經投注者則有386人」。
在加拿大受訪者當中，102人每週投注一次、166人每月一次、235人每半年一次、257人每年一次、「曾經投注者則有306人」。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和加拿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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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看到兩者之間同樣呈現出高度線性關係：投

較廣大的觀眾，而平日電視運動節目則較吸引鐵

注意的一點是，「投注效應」對於平日收看電視

成明顯的差異。

注頻率提高，每週收看時間也隨之提高。另外要

粉收視群；此外，參與運動賽事投注與否也會造

運動節目者的影響更為顯著。以為期兩天的週末
來看，最常投注者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時間大約

電視運動節目平均收看時間會隨著投注頻率而提

時間大約是 4 小時，也就是說，前者的比例約莫

所謂的電視運動節目超級粉絲之間呈現出直接的

是 6.4 小時，不參與投注者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

高，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投注頻率與是否成為

高出 60%。但到了平日，不投注者收看電視運動

線性關係 ( 圖 8)。從未投注運動賽事者當中，只

節目的時間平均只剩一天 1.25 小時，而重度投

有 10% 在平日是超級粉絲，也就是平日收看電

160%。簡而言之，週末電視運動節目似乎吸引

當中，同樣的比例則提高到 35%，也就是說，

注參與者的收看時間則是 2.8 小時，比前者高出

視運動節目的時數超過三小時。而在最常投注者

圖7

在美國和加拿大，投注運動賽事會助長電視運動節目的收看時數

2018年，美國和加拿大所有電視運動節目觀眾每週收看電視運動節目的平均時數，按投注頻率和
當週日期統計
平日

週六

週日

2.3 2.1 7.7
3.3

3.1
3.1

2.9

12.5
2.7

2.7
2.7

所有觀眾
至少每週
投注一次

14.0
2.9

美國

11.1

2.5 10.0
2.4 9.5
2.1 1.9 6.6
2.1 1.9 6.3

至少每月
投注一次

至少每半年
投注一次
至少每年
投注一次

曾經投注過
目前未投注
從不投注

加拿大

7.4 1.8 1.8
10.8 2.5 2.6
10.5 2.3 2.4
9.4 2.1 2.2
9.1 2.1 2.1
8.7 2.0 2.1

6.6 1.7 1.7
6.5 1.7 1.6

註：在接受調查的1,062位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129位至少每週投注一次、186位至少每月一次、266位至少每半年一
次、362位至少每年一次、486位「曾經」投注過、653位目前未投注、563位從不投注、13位回答不知道(未顯示)。在接受調查
的964位加拿大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111位至少每週投注一次、178位至少每月一次、257位至少每半年一次、280位至少每
年一次，418位「曾經」投注過、621位目前未投注、534位從不投注、12位回答不知道(未顯示)。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和加拿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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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比從不投注的人多了 3.5 倍 ( 這一段主要

平日超超級粉絲表現的投注效應更大 ( 圖 9)。平

者，許多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會在週末空閒時間

賽事投注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美國所有收看

探討平日收視行為，假設前提是不論是否為投注

日每天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五小時的人口，在

較多時收看電視運動節目，但廣播公司和運動

電視運動節目的觀眾當中，平日每天收看時間超

聯盟特別感興趣的對象是平日收看電視運動節

過五小時的只有 5%；出現這種情形的非投注者

目 三 小 時 以 上 的 觀 眾 )。 因 應 加 拿 大 收 看 電 視

只佔 2%，但至少每週投注一次運動賽事、稱得

運動節目的傾向較低而調整後，加拿大的調查

上是平日超超級粉絲者，比例則高達 23% ( 相當

結果再次出現幾乎與美國調查結果完全一致的

於不賭博者的 10 倍 )。

情形。

圖8

平日時段的超級粉絲：投注運動賽事與平日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三小時
以上息息相關
2018年，美國和加拿大電視運動節目觀眾平日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三小時的百分比，按投注頻率統計

14%

美國

所有觀眾

加拿大
12%

至少每週
投注一次

35%

28%

至少每月
投注一次

30%

26%

至少每半年
投注一次

24%

21%

至少每年
投注一次

20%

20%

曾經投注過

18%
12%
10%

18%

目前未投注

8%

從不投注

8%

註：在接受調查的1,062位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129位至少每週投注一次、186位至少每月一次、266位至少每半年
一次、362位至少每年一次、486位「曾經」投注過、653位目前未投注、563位從不投注、13位回答不知道(未顯示)。在接
受調查的964位加拿大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111位至少每週投注一次、178位至少每月一次、257位至少每半年一次、
280位至少每年一次，418位「曾經」投注過、621位目前未投注、534位從不投注、12位回答不知道(未顯示)。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和加拿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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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平日時段的超超級粉絲：投注運動賽事與平日收看電視超過五小時以上
息息相關
2018年，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平日收看電視運動節目超過五小時的百分比，按投注頻率統計
所有觀眾

5%

至少每週投注一次

23%

至少每月投注一次

17%

至少每半年投注一次
至少每年投注一次
曾經投注過

12%

11%

10%

目前未投注
2%

從不投注
2%

註：在接受調查的1,062位美國電視運動節目觀眾當中，129位至少每週投注一次、186位至少每月一次、266位至少每半
年一次、362位至少每年一次、486位「曾經」投注過、653位目前未投注、563位從不投注、13位回答不知道(未顯示)。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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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年輕男性經常收看電視運動節目，他們看運動賽事或投注賽事的比例比女性高，這些都不令人驚訝。

令人感到新奇的在於收看電視運動節目對於18-34歲男性的重要性、此族群參與運動賽事投注的頻率，
以及參與賽事投注與運動節目收視率間的密切關係。廣播公司、節目發行商及廣告商可以進一步審視
這一層鮮少探究的相關程度。

賽事投注帶起的電視收視成長將使電視收視率維持於一定的水準，甚至超出評論家的預期。在年齡層
較低的統計人口當中，賽事投注而帶動的電視運動節目直播收視率預期會提升整體電視收視率、減緩
電視收視率下跌趨勢、甚至有可能創造收視基本盤。

即便如此，影響電視運動節目收視傾向的「賽事投注效應」會因為國家/地區而出現相當明顯的差異。

即使是在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相當類似的市場，電視運動節目收視率與賽事投注之間的關係也呈現出細
微但十分重要的差異。根據Deloitte France和Deloitte Nordics所做的一項焦點群眾研究，我們預期就
18-34 歲男性而言，賽事投注與電視運動節目之間的關聯性在北美地區遠高於法國，10此關聯性在北美

地區和北歐國家/地區則可能較雷同，其中尤以挪威和芬蘭最為明顯，針對收看運動節目的焦點群眾訪
問結果指出，其參與賽事投注的年輕男性比例超過60%。有趣的是，北歐18-34歲女性投注(泛指任何投
注行為，不限於運動)的可能性遠低於北美地區同年齡層女性。在投注風氣較不盛行的國家/地區，電視

運動節目和電視收視習慣或許也較不具流行。

美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電視市場，每年收益金額預估為2,500億美元 (包含電視廣播公司與發行

商)， 11其中電視運動節目佔了大宗。即便美國大多數的運動賽事投注皆屬非法及未受管制活動，對電
視收看行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同時，美國國會目前正在審查博弈相關法令，12只要出現任何讓美國人

更容易或更頻繁博弈的措施，都會對電視運動節目收視率造成很大的影響 (很有可能是正面影響)。美

國博弈協會(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在2015年做了一項研究，結論指出，一旦賭博合法化，美

國地區願意為NFL賽事投注的足球迷會多出百萬人；也就是說，倘若運動博弈變成合法活動，56%的
NFL例行賽觀眾(不分收看分鐘數)會成為運動賽事投注者。13

運動節目製作發行商和運動賽事投注公司間的合作或併購是未來極可能發生的趨勢。從我們的研究明
顯可以看出，至少就18-34歲美國男性人口而言，這兩類產業是密切相關的。

未來電視運動節目會如何發展？我們來做個想像實驗，試想在2025年，一名30歲的美國男性(當然也

可以是女性，但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是男性的可能更高)正在收看電視上播放的足球賽，手中還拿著智

慧型手機。他隨時可以在比賽中投注、修改賭注、買回輸掉的賭注、投注單場比賽或單項統計數字(例
如四分衛傳球碼數)，而這一切全都可以按照他的個人需求即時進行。他可以收看完全依據他的喜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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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廣告、根據他投注和留意的項目收到提醒，還可以收看百分之百直播節目。廣播公司或投注網站
不但能因為這類收視觀眾收看的廣告而增加收費，甚至可以分得(或完全掌握)投注/影片串流收益，利
潤遠遠超過一般電視廣播的收入。

這股風潮會在未來發生嗎？年輕人會願意使用這樣的服務嗎？這種模式能否帶動電視直播運動賽事的
收視率？

我們願意賭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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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電競與媒體概況
Chris Arkenberg

Deloitte Global 預測，在電競聯盟化經營、廣播

收大幅成長。投資人願意以 2,000 萬美元的高價

北美電競市場將擴大 35%。由於亞洲的電競聯盟

會擴大陣容，而其他知名電玩也可能會有新的聯

化，全球電競市場的成長速度則會稍緩。北美在

觀的營收 2。

推出一個電競聯隊 1。在 2019 年，既有的聯盟將

執照發行和廣告市場的推波助瀾之下，2019 年

盟登場，這些全都將為知名電玩公司帶來相當可

趨勢尚未成熟，以及中國電競監管制度尚未明朗

2018 年推出第一批電競聯盟隊後，整體電競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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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Global 預 測， 在 2019 年，《 鬥 陣 特

觀看任何電視節目的比例是 77%，比 2016 年低

攻》、NBA2K 和《英雄聯盟》的全新北美聯隊

了 10%11。 媒 體 分 析 公 司 尼 爾 森 (Nielsen) 也 發

賽事發展的模式雷同。此舉有助於吸引更多粉絲

看職業運動電視節目的可能性較低 12。廣播公司

將打入美國各大城市，預計將會和以往職業運動

現，相較於年長世代，18 到 24 歲這個年齡層觀

和玩家，連帶更容易引起廣播公司的注意。整體

關心的重點在於，即使電視節目線性收視率仍然

到 10 億美元，而其推動力量則包括廣告、廣播

一點表現在年輕一輩的數位原住民尤其明顯。

而言，分析師預期 2019 年的全球營收營收將達

保持一定水準，行為上的改變恐將成為隱憂，這

權以及聯盟的擴張 。不過，未來的成長空間將還

媒體與娛樂消費模式比以往
更分散，分佈於不同的裝
置、平台以及內容服務，18
到34歲這個年齡層的人口尤
其明顯。

3

有多大？

的確，電競氣勢如虹，尤其深受年輕人口的喜愛，
這一點從 Epic Games 遊戲開發公司推出的大逃
殺系列熱賣商品《要塞英雄》(Fortnite) 應該不
難想見，此遊戲擁有龐大玩家陣容及觀眾 4。以

2018 年 8 月來看，Epic Games 的《要塞英雄》
共吸引了 7,830 萬名玩家 5。當月第一週，透過

電競能幫傳統電視廣播公司找回年輕觀眾嗎？

計時數達 2,850 萬小時 。 不過，廣播公司為將

Entertainment 買下多年度授權，為的是要播放

社交串流平台 Twitch 觀看《要塞英雄》戰局累

Disney、ESPN 和 ABC 在 2018 年 向 Blizzard

6

電競併入節目播放安排所投入的成本越來越高，

熱門電競《鬥陣特攻》的電玩遊戲與內容 13。這

也因此瞭解到電競 ( 以及電競業採用的電玩平台 )

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由兩隊各六位玩家彼此對

遠比他們所想像的還要複雜。

戰，在全世界是相當受歡迎的電競遊戲，據估玩
家人數超過 4,000 萬 14。ESPN 同日前一檔播放

電競的魅力

《鬥陣特攻》聯盟決賽的三晚期間，廣播網出現
的最高收視達 35.88 萬戶 ( 以尼爾森電視統計的

電競是採用專業聯盟結構的線上電玩競賽。全球

收視戶為準 )，略少於 ESPN 熱門節目《世界體

電競業由無數款遊戲、眾多聯盟，以及使用個人

育中心》(SportsCenter) 的收視戶數 15。

電腦、電玩主機和行動裝置對戰的玩家組成。電
競業的發展沿革還不算長，卻象徵著當代數位服

ESPN 或許指望靠觀眾人數拉抬電競的數字，但

務與使用者行為的融合。

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觀眾純粹出於好奇，有多少
觀眾本身是電競迷，又有多少觀眾願意繼續收

人們在媒體上的消費行為遠比過去普及，但從事

看。 同 一 場《 鬥 陣 特 攻 》 決 賽，Twitch 所 統 計

娛樂活動的方式則仍在持續發展 。消費模式比

的收視人數則是 35 萬人，但這並不是簡單的比

7

以往更分散，分佈於不同的裝置、平台以及內

較 16。Twitch 頻道 overwatchleague 每週吸引百

容 服 務，18 到 34 歲 這 個 年 齡 層 的 人 口 尤 其 明

萬以上的收視時數，其他 Twitch 頻道不分時段

顯 8。人們透過網頁、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及社

播放《鬥陣特攻》競賽的收視時數則大約是 1,300

交網路觀看的內容不斷增加 。美國人看電視的

小時 17。這一點與線性電視迥然不同，廣播公司

9

情況仍然普遍，但用戶的整體數字已經開始下

也難以預料局勢發展：傳統電視可以完整展現電

跌 。無獨有偶，18 到 34 歲年齡人口平均一週

競體驗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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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電玩與電競

Association) 的美國 NBA2K 聯隊很早就開始朝這

方面努力，2019 年可望會有更多職業運動活動

回顧 2014 年，4 萬名南韓民眾齊聚首爾某處的

努力擴大觀眾陣容，並且賦予運動這件事更豐富

體育館，一起觀看英雄聯盟世界大賽 (League of

的意義，這一點幾乎是篤定的。

Legends World Championship)18。 當 地 定 期 透

電競聯盟和邁向冠軍之路似乎是非常適合廣播電

過電視收看電競聯盟和職業團隊的人口共計數百

視節目的題材。此外，廣播公司會繼續努力將電

萬人。為了投年輕客戶所好，韓國網咖開始將主

競併入節目播放安排中。不過，線性廣播公司或

力放在支持線上電玩 19。大型韓國品牌公司成為

許不易吸引更多觀眾，因為有數百萬人是透過

固定贊助商 20。到目前為止，韓國網咖仍然擠滿

Twitch 和 YouTube Gaming 等 的 社 交 串 流 服 務

了電玩玩家。中國起而效尤，如今發展成為收入

觀看電競賽事。原創電視節目 ( 例如以頂尖團隊

僅次於北美的第二大電競市場 21。

為背景且充滿戲劇張力的紀錄片 ) 或許能吸引更

多電視觀眾進入電競世界，但對於習慣透過社交

即使是在職業運動領域，這股電競流行趨勢絲毫

媒體及串流平台直接與頂尖玩家交流的既有粉絲

未減。職業運動團隊、職業運動員及高階主管都

群來說，吸引力恐怕不大。這種情況恐怕會引發

在投資電競 22。這些傳統運動相關人士看見電競

電競流行的風險。傳統電視觀眾若開始對電競產

的商機，認為不但能夠藉此拓展職業運動的疆

生興趣，可能會為了進一步直接交流而改用社交

土，還能在這個慢慢興起的電競市場上佔有一席

串流平台。年輕的電競粉絲可能比較抗拒廣告，

之地。事實上，說到拓展電競版圖，職業運動經

因此品牌公司也得費心找到能夠有效吸引這些粉

營權的立足點可說十分獨一無二，特別是在電競

絲的方法 23。以上種種情況，都有可能象徵人們

產業尚未成熟的歐洲和北美市場。聯盟有足夠的

從事娛樂活動的習慣將出現大幅轉變。

商品、票務及場地等利害關係者，為年度運動賽

有朝一日我們就會發現，電競已經融入於數位服

可破的經營陣容，靠著冠軍之路上的競賽、觀眾

全都能夠支援沉浸式、互動式以及高度的社交娛

能力協調職業運動產業生態系，包含媒體、周邊
事活動做完整規劃。他們深耕各區，建立起牢不

務和平台所構成的生態系統，其中的服務和平台

參與以及戲劇張力持續經營。此外，他們大力支

樂效果。一流電玩平台能夠迅速因應這種新的數

持培育運動員，也做好各項能守護運動員身心健

位景況而調整，並且依據高度連結世界的需求發

康的保護措施，在電競相關的職業越來越多之

揮娛樂效果、吸引力以及吸金能力。

際，這類保護措施應會越來越重要。

線性廣播公司或許不易吸引

與傳統職業運動雷同，從媒體到商品、從觀眾到
冠軍競賽，這些元素都是電競固有的特質。只

更多觀眾，因為有數百萬人

不過，電競的協調尚不完整，還無法構成足以

發揮高度效能的生態系統 ( 至少在北美和歐盟是

是透過社交串流服務觀看電

如此 )。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National Basketball

競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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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電競發展的電玩平台

化成虛擬世界，不但提供完整的通訊服務、銷售

的頭條新聞，更進一步審視推動電競產業的電

統，還能評估及修改遊戲，以利發揮最大的樂趣。

點解決方案、靈活的擴充能力、社交串流生態系

若想更瞭解這些轉變，不妨回顧過去與電競相關
玩平台。全球電競市場尚未達到十億美元里程

規模最大的多玩家電玩已將

碑，但在 2017 年，美國電玩產業的收入據估已

社交網路進化成虛擬世界，

達 到 360 億 美 元， 比 前 一 年 度 成 長 了 18% 。
24

2018 年 1 月，Epic Games 熱 賣 商 品《 要 塞 英

不但提供完整的通訊服務、

雄：大逃殺》吸引了超過 200 萬名同時上線玩

A 家； 一 個 月 後， 這 款 遊 戲 創 下 340 萬 名 玩 家

銷售點解決方案、靈活的擴

的記錄 25。《要塞英雄》的成長犧牲了其主要競

充能力、社交串流生態系

爭對手《絕地求生：大逃殺》(Player Unknown
Battlegrounds)， 這 款 遊 戲 的 市 佔 率 在 2018 年

統，還能評估及修改遊戲。

1 月下跌了 44.7%，玩家人數平均是 150 萬人，

而到同年 5 月為止，玩家人數已下跌到 87.6 萬

人 26。由於競爭越來越激烈，Valve Corp. 推出戰

不同於傳統的職業運動，電玩遊戲開發人員可

線玩家人數從高達 120 萬人 (2016 年 3 月 ) 下跌

武器和修改既有道具的行為，從而微調遊戲的

以持續改變及更新遊戲玩法。他們可以增加新

役遊戲《Defense of the Ancients 2》後，同時上

均衡 29。他們會定期推出新的遊戲模式和人物

到大約 70 萬人 (2018 年 7 月 ) 。即使早在 2014
27

年，Riot Games 的《英雄聯盟》每天也有 2,700

分類 30。由於能夠集中掌握及控制自己的數位平

遊戲，但大多數玩家只是為了好玩而玩該遊戲。

助於吸引更多玩家和觀眾的方法為止，倘若變更

台，電玩公司得以不斷創新和實驗，直到找到有

萬名玩家 28。這些都是在職業電競界深受注目的

後的表現不理想，開發人員很容易就能回復 31。

這些數字及趨勢線不但代表線上電玩市場龐大的

之所以能夠具備這樣的敏捷性，部分原因在於預

此絕對值得特別留意。當然，若花一小時玩線上

快速輕鬆地嘗試新功能。玩家和觀眾也能定期感

先投資了健全且可延伸的平台，讓開發人員能夠

規模，也象徵各知名遊戲如何瓜分整個市場，因

受到有意思的新體驗。

電玩及使用社交軟體，就表示這一小時沒有在看
電視。而且，遭電玩瓜分的時數似乎不只如此。

平台遊戲

電競和電視不一樣：
沉浸式體驗剖析

有些遊戲會發展成為遊戲配件銷售的平台介面，
進一步運用遊戲參與感創造收益，也能延長遊戲
的壽命。現在有多款遊戲提供 DLC( 可下載的內

頂尖電玩公司早就開始投資數位轉型，希望能為

容 )，玩家只要付費購買就能強化玩遊戲時的體

面而言，規模最大的多玩家電玩已將社交網路進

的故事情節以及新的遊戲模式和功能。收入商機

廣大的使用者群提供強大的遊戲平台。就某些層

驗。這類內容可能包括道具包和配件，乃至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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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可觀。以《要塞英雄》為例，這是一款免費

如果方法奏效，這種以增加粉絲參與程度為主的

遊戲，但光是在 2018 年 5 月，這款遊戲的收入

合作模式可能會更加普遍。

就高達 3.18 億美元，遠遠超越更早推出的任何

觀眾也能上台

一款免費遊戲 32。《要塞英雄》玩家可以購買名

為 V 幣 (V-Buck) 的點數，再用 V 幣購買技能加倍

對觀眾而言，電視始終是種被動的體驗。相較之

道具、穿戴式虛擬服裝，以及實體「表情貼」33，

下，電競和線上電玩這類娛樂方式的社交模式、

例如跳舞 。由於如此，玩家就可以自行設計與
34

沉浸體驗或主動性方面都更加強大。許多電競觀

他人對戰時所用的虛擬人物，也進一步凸顯出電

眾本身也是玩家。此外，許多社交串流平台 ( 如

競遊戲的社交本質。只要付 10 美元，玩家就能

Twitch) 玩家也會向他人介紹自己愛玩的遊戲。

購買《要塞英雄》的戰鬥通行證 (BattlePass)，

知名團隊和玩家通常會使用自己的帳號串流，直

每週都能解鎖新的關卡 35。

接透過聊天與粉絲互動。透過線上電玩平台互動

廣播公司和許多串流隨需影

的本質就是一種社交體驗。

片的玩家都得抗拒與其內容

在大多數情況下，廣播公司和許多串流隨需影片
的玩家都得抗拒與其內容相關的私訊和社交效

相關的私訊和社交效應。

應。傳統電視相對缺乏這類社交功能，因此在電
競市場上擴張版圖並不容易。在熱門的線上電
玩中，玩家會聚在一起透過遊戲協調溝通。像

針 對 2018 年 的《 鬥 陣 特 攻 》 聯 盟，Twitch 與

Discord 和 TeamSpeak 這 樣 的 通 訊 平 台 讓 玩 家

Activision Blizzard 合作宣傳其《英雄聯盟》全場

更方便找到彼此，也能幫助團隊團結合作。光是

通行證 (All-Access Pass)，就像是給超級粉絲的

Discord，2018 年的使用者人數就高達 1.45 億

VIP 禮遇。這份通行證包含一枚可更換的 VIP 勳

章，玩家可以在遊戲或 Twitch 聊天室中配戴，

人，比前一年度多了 4,500 萬，主要原因就在於

或許在於使用者可以憑通行證進入《鬥陣特攻》

商 Turtle Beach 表示，他們在 2018 年第一季的

後台攝影機、玩家視線角度攝影機以及其他狀態

要原因在於《要塞英雄》和《絕地求生：大逃殺》

團隊動力較強的電玩遊戲 38。大型電競耳機製造

也可以更換多種特殊造型和表情貼 。更有趣的
36

年度同期淨收入增加了 185%39。該公司認為主

聯盟指揮中心，也就是可以切換遊戲攝影畫面、

大賣、協同合作的價值，以及能發揮即時聽見遊

的子畫面，所有畫面的焦點都是遊戲當天的直播

戲音效的優勢。

現場 。
37

要做這樣的安排，合作夥伴彼此之間的控制和配

這些要素凸顯出電競和傳統運動的另一項重要

在一起，帶給粉絲非常超值的體驗。粉絲不但能

觀眾，前者的集中程度較低，而且分散於眾多

差異。線上電玩的觀眾不同於知名電視活動的

合必須天衣無縫。彼此努力將兩個平台緊緊結合

不同的遊戲和收視頻道。不過，頂尖電玩平台

在不同的平台秀出自己的身分，還可以購買更大

最重要的特質，或許就在於更容易瞭解客戶。

的控制權，充分掌握自己能看到多深入的遊戲場

電視觀眾人數通常只是約略值，但社交串流頻

面，也就是說，只要付費就能得到更多攝影畫面

道則能掌握精闢的收視資料 40。他們會即時公開

以及更深入的分析。等到 2019 年，電競市場就

使 用 統 計 數 字， 因 此 更 加 透 明 公 開 41。 電 玩 平

能進一步了解這種方式能助於提升營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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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分析有助於提高參與度

台同樣可以利用介面追蹤採購及遊戲活動；這
樣可以讓他們進一步瞭解使用情形，從而分配
珍貴的廣告預算。一旦價值鏈幾乎全數採用數

就電競而言，強化觀眾參與度就是要將收視體驗

位技術，諸如此類的功能就越來越唾手可得。

和遊戲體驗做到最好；這是因為數位平台可以產

有 鑑 於 此，Nielsen Media 不 久 前 與 Activision

生詳細的使用分析資料，而這些分析資料可以反

合作得到遊戲開發商的電競遊戲分析資料，同時

映出珍貴無比的見解，讓相關人員知道該如何做

也向 SuperData 購買了電競市場研究 。

到最好。SAP 在 2018 年與成功的世界級電競團

42

隊 Team Liquid 合 作， 將 競 爭 分 析 資 料 與 該 團
隊的遊戲結合在一起 43。 SAP 曾經將類似的分析

線上電玩的觀眾不同於知名

能力運用於職業運動賽事，而該公司在完全以數
位為主的電競天地看見了商機。該公司採行的電

電視活動的觀眾，前者的集

競分析方法需要運用賽伯計量學，這是在 20 世

紀用於評估棒球選手統計資料的方法，現在他們

中程度較低，而且分散於眾

擴大運用這種方法，力求數位精準度。SAP 將運

多不同的遊戲和收視頻道。

用其 HANA 平台評估《Defense of the Ancients
2》的重播資料，快速找出遊戲過程的模式和缺

失 44。這類支援服務或許有助於進一步拓展電競
市場的版圖。

這類分析的價值越來越高，廣泛運用於掌握參與
程度、均衡感以及留客率的相關見解 45。此外，

除了對電競團隊有利之外，分析見解確實還能發

揮其他效益。這類資料也能幫助一般玩家學習，
讓他們表現得更好，也更願意積極參與，而這一

切全都有助於提升線上電玩的價值。基本上，電
競與職業運動之間的相似處或許有助於提高廣播

收視觀眾踏進全新領域的意願。不過，兩者之間

的差異既有可能造成限制，也有可能是機會，端
視廣播公司如何發展及改變他們所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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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電競引發的熱潮既深且廣。傳統廣播公司有機會藉此接觸年輕的數位原住民人口；相較於前幾個世

代，這個年齡層的人口接觸電視和職業運動的機會較少。只要在節目安排中加入大型電競活動，廣播
公司就能更清楚地掌握有多少既有觀眾願意接納這類娛樂。儘管不見得能像職業運動類節目內容一樣
讓廣播公司高層清楚看見收益，但電競節目也有機會創造額外的廣告收入。反之，線性廣播公司可以
和電玩平台培養出更緊密的關係，進而將一些主要媒體連鎖事業融入於遊戲中。像《要塞英雄》這類
熱門電競遊戲，可能特別適合這類高調的異業結盟。

準備進軍電競領域時，廣播公司應思考如何盡可能降低製作成本，以利進行更輕量的實驗並降低風

險。只要能提高多方嘗試的速度，廣播公司就能更進一步地瞭解哪些做法可行或不可行。若再輔以更
好的榜樣、更強大的市場預測能力，以及更全面的利基節目策略展望，這種方式就能發揮更強大的效
益。

至於較為精明且有意跳脫框架並自行推出數位串流服務的廣播公司，只要能多瞭解線上電玩，就有機
會訂出一套藍圖，開發出更強大的數位平台，讓觀眾更願意接受其所有內容。廣播公司若有意推出數
位串流服務，應將這項事業視為商機，不但能夠進一步利用數位技術提高客戶參與度，還能更加直接
地對觀眾銷售。從以被動心態為主的線性電視過渡到更主動、參與度更高的數位心態，或許是深入貼
近客戶並提高客戶參與度的第一步。

線性解決方案確實仍然適用於既有觀眾，但廣播公司應設法設計更多樣化的產品組合，以利因應消費
者行為的明顯變化。時下廣播公司或許同時提供線性服務、多頻道訂閱隨選影片解決方案，以及社交
串流平台，並且運用傳訊和銷售點功能將每個通路緊密結合在一起。只要這些接觸點全數採用完善的
身分識別管理功能，以及強大的資料分析模式，廣播公司就能發揮更大的轉型效益，也能在新型態的
娛樂環境下展現出更大的韌性。

社交網路(現在還要加上社交串流)的興起完全切中人們的需求。無論是透過實體或虛擬環境，人們往往

渴望和他人一起從事娛樂活動。這正是從訂閱電視節目轉型的動力之一，對年輕的數位原住民而言尤
其如此。 46廣播和有線電視應加強社交功能，才能進一步擄獲年輕世代的心。努力建構網路串流服務

可以幫助傳統業者鞏固地位，但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他們必須活用不同的方法，讓觀眾能夠互相
交流，彼此分享內容。

無論如何，媒體娛樂都將成為重視參與感的社交體驗，重點不是消費，而是人們可以做些什麼。傳統
媒體公司似乎該跟上趨勢，開始結合網路技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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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

營收穩定、收聽率佳且不退流行
Duncan Stewart

Deloitte Global 預測，2019 年全球廣播營收將

人口至少每週聽一次廣播，而開發中國家的收聽

度為 1%。Deloitte Global 的另一項預測是：廣

人口，總計近 30 億人 2 。Deloitte Global 預測，

達到 400 億美元 ，相較於 2018 全年，成長幅

率則因國家 / 地區而異。全世界每週收聽廣播的

1

全 球 成 年 人 收 聽 廣 播 的 時 間 平 均 是 一 天 90 分

播每週收聽率幾乎保持不變，也就是說，在已開
發國家 ( 人口數與 2018 年相同 )，85% 以上成年

鐘，與前一年度的人口數量大約一致。Delo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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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美國年輕人口電視收視率下跌速度比廣播收聽率快三倍
2014到2018年美國電視和廣播每日收看/收聽分鐘數
廣播18歲以上

廣播18-34歲

電視18歲以上

電視18-34歲

CAGR

-3.0%

-10.8%
-1.7%
-3.4%

2014年第一季

2015年第一季

2016年第一季

2017年第一季

2018年第一季

資料來源：尼爾森。

Global 也預測到，相較於其他形式的傳統媒體，

這結論從何而來？廣播收聽量測技術因國家 / 地

好。以美國為例，我們預期 2019 年會有 90% 以

者穿戴的被動技術裝置收集資料，因為裝置能透

以年齡層較低的人口來看，廣播的表現將持續看

區而異，不過，許多市場進行研究時會運用消費

上的 18 到 34 歲人口至少每週聽一次廣播，一天

過 ( 人類 ) 無法察覺的嵌入式音訊接收廣播節目。

當中的收聽時間平均超過 80 分鐘。反之，相較

若請人們自行說明廣播收聽習慣，人們往往會低

於廣播收聽率，美國地區 18 到 34 歲人口的電

估，以為自己收聽廣播的時間並沒有那麼長 ( 請
見側欄，「廣播經常被低估，卻不退流行」) 3。

視收視率下跌速度將達到三倍 ( 圖 1)。事實上，

不過，廣播仍然存在著，而且發展得不錯，這是

若按照目前的下跌速度，到 2025 年之前，18 到

不爭的事實。

34 歲美國人口聽廣播的時間可能會比收看傳統
電視的時間還要長！

事實上，若按照目前的收

看到這些可靠的廣播預測數據，許多讀者可能不

視下跌速度，到2025年之

以為然。「怎麼可能……根本沒有人聽廣播。」
不過，人們普遍低估了廣播的表現。廣播是在人

前，18到34歲美國人口聽

們耳邊的聲音，無論是用餐時、在辦公室裡，或

廣播的時間可能會比收看傳

是在開車當中，廣播經常是背景音效。廣播不會

帶給人壓力，也不突兀……就是一直這麼存在著。

統電視的時間還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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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經常被低估，卻不退流行

美國的AM/FM廣播收聽活動量測機構是尼爾森。在48個主要市場中，會透過一種稱為「個人收視

記錄器(Personal People Meter，PPM)」的穿戴式裝置進行被動量測。在小型市場則採用日誌系
統。每年大約有40萬名美國人參與量測計劃。

PPM裝置會接收一種嵌入於AM/FM廣播節目中但人們聽不見的音訊。這種量測法是黃金標準，也

是計算廣播廣告收費及收聽率的基準。儘管並非完美，但這種量測法的準確度相當高。根據尼爾
森資料，95%以上的美國成年人在2017年6月至少聽過一次AM/FM廣播節目。

不過，在衡量及回想本身廣播收聽習慣的準確度時，人類顯然相形失色。共乘時坐在汽車後座、
在餐廳裡，甚至是在自己的家中，廣播總是一點也不特別引人注意，卻幾乎無處不在，而問到收
聽廣播的習慣，我們所說的數據往往遠低於被動技術量測系統測出來的數據(圖2)。

關於人們容易低估廣播收聽習慣這一點，若還要更有力的證明，不妨參考2018年8月的Deloitte

調查，這份調查的對象包括不同的年齡層，內容詢問這些人是否曾經聽過廣播(任何AM/FM 廣

播，不分網路廣播或衛星廣播)。相較於約莫同時期的尼爾森資料，每個年齡層的人所說的廣播觸
及率全都低估了25到43個百分點，以聽眾年齡層來看，年齡層較低者低估的情況比年齡層較高者
嚴重。

人們接受調查時為何總是容易低估廣播收聽習慣？原因可能不一而足。廣播不像電視容易引人注
意，新奇程度也比不上用智慧型手機看影片。對人們而言，廣播往往「只不過是」用餐或通勤時
的背景。不過，只要打開廣播，聲音就會透過喇叭流瀉而出，即使我們並不會刻意提醒自己「我
們現在在聽廣播喔！」，我們的耳朵仍然會聽見廣播(以及廣告)。
圖2

人們容易低估自己的廣播收聽習慣

2018年8月，美國廣播收聽率測量值與自行說明結果的比較
尼爾森AM/FM廣播每月收聽率

Deloitte調查 - 曾經聽過廣播

18-24歲
95%
52%

25-34歲
98%
60%

35-49歲
98%
70%

50-64歲
99%
74%

資料來源：尼爾森與 Deloitte Global 調查，美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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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廣播每週收聽率 ( 也就是至少聽一次廣

後 )，無獨有偶，電台廣告也成為成長速度最快
的廣告類型，甚至超越網際網路廣告 9。

播的人所佔的百分比 ) 一直相當穩定。過去幾年

的收聽率高達 94%，不僅如此，相較於 2001 年

春 季 (Apple iPod 上 市 之 時 ) 的 94.9%， 觸 及 率

主要原因也在於廣播的收聽族群優勢仍然受廣告

大 約 是 86% 。 再 者，2018 年 8 月 的 Deloitte

廣播不收費又有廣告商撐腰，所以廣播商要吸

數據基本上保持不變 。加拿大廣播收聽率稍低，

商青睞。也許有人認為，北美地區人口普遍認為

4

5

Global 調查發現，會收聽廣播直播的受訪對象

引的收聽族群應該不符合廣告商心目中的目標

中，表示自己每天或大部分時間會聽廣播的人超

對 象。 事 實 恰 巧 相 反：2018 年 8 月 的 Deloitte

過了 70%。這項調查在美國及加拿大得到的結果

Global 調查結果發現，美洲地區民眾收聽現場廣

一致，而且不分年齡層：大部分廣告聽眾平常都

播的比例大多集中於上班族、教育程度較高者，

有固定收聽廣播的習慣。

以及收入較高者 ( 圖 3)。另外也別忘了，由於這

項調查是請受訪對象自行說明廣播收聽習慣，因

過去幾年的廣播收聽率高達

此以年齡層較高的人口來說，實際數字可能還要
再高 25%，而若是年齡層較低的人口，實際數字
則可能還要再高 40%。

94%，且相較於2001年春
季的94.9%，收聽率數據基

斟酌廣播對廣告商的吸引力時，重點是要注意，

本上保持不變。

不論是就收聽率或人均收入的角度而言，各國家
/ 地區的廣播普及程度均大不相同，其中美國和
加拿大的人均收入特別高。10 其原因或許與這些
國家 / 地區的開車通勤文化，以及人們大多習慣

加拿大廣播收入 ( 私人及公共廣播公司，包括衛

在車上收聽廣播 ( 圖 4) 息息相關，以美國為例，

星廣播 ) 出現下跌趨勢，這是事實，但下跌速度

非常緩慢。從 2012 年到 2016 年，加拿大廣播

廣播聽眾每年為整個廣播業帶來人均收入「價

1% 。不過，倘若排除公共廣播電台 ( 其收入遭

的每年人均收入約少了 20 美元。在瑞典和澳洲，

每年 1.1% ，而衛星廣播電台其實還以每年 6%

法國的每年人均收入大約是 25 美元，至於有資

值」67 美元。相較之下，加拿大和德國廣播業

總 收 入 是 22 億 加 幣 (11 億 美 元 )， 下 跌 幅 度 為
6

到削減 )，私人廣播電台收入下跌幅度平均只有

廣播業的每年人均收入稍低於 40 美元；英國和

7

的速度成長 。

料可參考的其他多數國家 / 地區，每年人均收入

8

則不到 10 美元 ( 圖 5)。有趣的是，各國家 / 地

廣播的不退流行，並不只表現在北美地區。以

區的廣播觸及率與產業收入之間似乎並沒有明確

2018 年第一季為例，英國的年度同期電台廣告

的相互關係。

支 出 提 高 了 12.5% ( 經 過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跌 勢 之

也許有人認為，北美地區人口普遍認為廣播不收費又有廣告
商撐腰，所以廣播商僅會吸引到不符合廣告商心目中的目標
對象。事實恰巧相反。

63

2019 高科技、電信與媒體產業趨勢預測
圖3

廣播收聽率隨就業狀況、教育及收入而提高

2018年8月，美國的廣播直播節目聽眾的就業狀況、教育及收入概況人口統計資料
未就業

61%

就業中

71%

大專院校以下

56%

大專院校

62%

學士以上

74%

不到 25,000 美元

50%

25,000 - 44,900 美元

61%

45,000 - 74,900 美元

68%

75,000 美元以上

75%

註：未就業受訪者有404位、就業中受訪者則有671位；313位回答「大專院校以下」、313位回答「大專院校」、563位回答
「學士以上」；119位回答收入低於25,000美元、181位收入介於25,000到44,900美元之間、268位收入介於45,000到74,900
美元之間、468 位收入在 75,000 美元以上。收入數字以美元為單位。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資料。

有趣的是，各國家/地區的廣

談到「全球廣播業」，美國市場的規模足以代表

2017 年全球廣播總收入的半數以上 ( 圖 6)，這是

播收聽率與產業收入之間似

因為美國人口眾多、廣播的人口觸及率高，而且美
國廣告聽眾人均價值非常高的緣故。從同一張圖也

乎並沒有明確的相互關係。

可以看出，即使扣掉美國，廣播的全球市場價值仍
然逼近一年 200 億美元，因此依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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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美國和加拿大廣播聽眾通常會在開車時收聽廣播

2018年8月，合併計算美國及加拿大所有廣播直播聽眾收聽廣播的地點

18-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75歲

車上

89%
87%
87%
89%
93%

家中

42%
51%
50%
51%
53%

工作時

30%
28%
23%
18%
16%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美國和加拿大資料。134位受訪者年齡介於18到24歲、243位年齡介於25到34歲、
250位年齡介於35到44歲、311位年齡介於45到54歲、492位年齡介於55到75歲。

即使不計美國市場，廣播的全

廣播及廣告兩種產業也一定要瞭解不同國家 / 地

區的廣告市場有何差異。在北美行得通，到歐洲、

球市場價值仍然逼近一年200

非洲或亞洲就未必如此，某個國家 / 地區看重的，
別的國家 / 地區也許並不在意。舉例來說，德國

億美元，因此依然十分重要。

的廣播人均收入比西鄰荷蘭高 3 倍，更比東鄰波

蘭高 13 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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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各國家/地區廣播聽眾對廣播業代表的不同金錢「價值」

2017年，各國家/地區人均廣播年收入 (單位：美元)，各國家/地區每週廣播收聽率
人均廣播年收入

86%

加拿大

$48

84%
巴西

$1.6

每週廣播收聽率

93%

美國

$67

71%
西班牙

$11

90%

英國

$25

85%
義大利

$9

82%

法國

$23

20%
奈及利亞

$0.4

88%

荷蘭

$14

NA
印度

$0.3

94%

瑞典

$39

98%
中國

$2

68%

德國

$46

NA
韓國

$5

94%

波蘭

$4

38%
日本

$9

63%

俄羅斯

$1.3

65%
澳洲

$37

資料來源：人均總收入數字：2017年國際通訊市場，Ofcom，2017年12月18日；加拿大廣播電信委員會資料；Statista。
廣播收聽率：2017年國際通訊市場，Ofcom，2017年12月18日；美國資料來源：尼爾森；加拿大資料來源：Numeris。
印度及韓國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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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美國廣播收入佔全球廣播總收入一半以上

2017年前10大全球廣播市場(單位是十億美元，按國家排序)

$2.27
中國

$21.81
美國

$3.88
德國

$1.61

$1.20

英國

$1.74
加拿大

日本

$1.47
法國

$0.54
西班牙

$0.94
澳洲

$0.54

資料來源：2017年國際通訊市場，Ofcom，2017年12月18日；加拿大廣播電信委員會資料；Statista。

義大利

結論

前述每個層面都表現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廣播不會消失，而且廣告商應該將廣播列為主要的廣告通

路。不過，廣播在廣告方面的重要性或許就不那麼顯而易見：一項2018年的英國研究指出，即使利用
廣播打造品牌知名度的投資報酬率位居第二，在七種通路當中，廣告商及代理商仍然認為廣播只能排
在第六名 12。如果這些結果確實反映出普遍的態度，廣播似乎成了低估情況最嚴重的品牌宣傳廣告媒

體。不過，假使廣告商能夠體認廣告的價值，廣播最起碼能分到與目前相等的廣告資金，且有機會分
到更多，就像英國在2018年第一季出現的情況一樣。

至少廣播的不退流行是不爭的事實，而這正是能夠協助廣播吸引更多廣告收入的必要條件。大多數媒
體人並不看好廣播的成效，原因大多是對廣播的收聽率和每日收聽分鐘數、廣播受年輕聽眾歡迎的程
度，以及廣播在收入和教育方面的人口統計有著根深蒂固的迷思。會造成這樣的誤解，廣播業本身難
辭其咎，廣播公司及全球廣播同業公會可能都需要提出有力證據，還要透過緊鑼密鼓的宣傳活動才能
打破迷思。

關於廣播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這個說法既是事實也是迷思。許多人以為北美民眾最常打電話進電

台的地方是在自己的車上。這是真的：不分年齡層，美國及加拿大大約有90%的廣播聽眾是在車上收
聽廣播(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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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說北美民眾「只」在車上收聽廣播，這就是個需要破除的迷思了。除了在車上，北美民眾當
然也會在其他地方收聽廣播，只不過普遍程度沒有那麼高。如前文的圖4，年齡介於25到75歲之間的

北美民眾，大約有半數會在家中收聽廣播(不過18到24歲的民眾只有42%)。工作時收聽廣播的比例也
不少，其中最高的是18到24歲這個年齡層，比例是30%，而55到75歲這個年齡層的比例則降了一半。

對本次預測而言，最棘手的一點，大概是我們找不到任何有利且一致的因素說明廣播聽眾決定收聽廣
播的理由。(圖7)廣播公司究竟該不該花大錢延攬優秀DJ或主持人，找他們主持陪聽眾通勤的廣播節

目 13？這樣當然能夠吸引或留住某些聽眾，但這樣的聽眾在各類人口統計資料中大約只佔25%。播放
最新音樂幫聽眾找找新口味，這種方式很符合18到34歲聽眾的胃口，因為有36%的聽眾表示這是他們

聽廣播的唯一理由；但是，若以55到75歲的聽眾來看，會為了發掘新音樂而聽廣播的大約只剩這個比

例的一半。根據某些人口統計資料，半數以上的廣播聽眾之所以會收聽廣播，純粹只是因為廣播是直
播、免費，而且在車上聽廣播很容易。

我們的最後一項預測重點可說幾乎是自相矛盾。在傳統媒體界，印刷報業始終苦於追求利潤，有時候
就連生存也不容易。儘管電視廣告收入持續成長(至少有小幅成長)，許多國家/地區也呈現出年輕族群
電視收視率下降的趨勢 (好幾個國家/地區的年輕族群電視收視率在過去六到七年下跌約50%)，這象徵

電視業也即將面臨挑戰 14。廣播就沒有這樣的生存危機，也沒有出現收聽人口大幅下跌的趨勢。廣播

在2017年吸引了大約6%的全球廣告支出(在北美大約是9%)，2019年可望再度回到6%左右 15。這些廣
告商很清楚，透過電台打廣告確實能奏效，廣告宣傳活動一定少不了電台廣告。
圖7

聽廣播的理由大不相同

2018年第三季，美國及加拿大聽眾選擇廣播的前十大原因

喜歡DJ或主持人

找新音樂的好管道

不需要下載程式或資料
喜歡新聞公告

不需要行動數據連線
內容多樣化，還不錯
比較方便

喜歡收聽電台直播節目
在車上收聽比較容易
不花錢

18-34歲

35-54歲

55-75歲

24%

25%

24%

36%

25%

19%

28%

30%

41%

22%

33%

38%

37%

28%

36%

30%

33%

38%

37%

45%

45%

34%

47%

55%

50%

51%

62%

57%

61%

66%

註：134名受訪者為18-24歲、243名為25-34歲、250名為35-44歲、311名為45-54歲、492名為55-75 歲。
資料來源：2018年8月Deloitte Global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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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風情畫」(American Graffiti)這部電影的時空背景是1962年，現在許多事物已經是今非昔比了。

不過，聽著音樂、新聞開車，還有高談闊論的DJ，這些情景到了2019年仍然會是稀鬆平常的美國風情
畫。在數位改變一切的世界裡，廣播或許是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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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成長再加速
Duncan Stewart

Deloitte Global預測，大型公開發行公司的3D 列

中，3D列印產業的這個部分將以每年約12.5%的

印機、材料及服務)將在2019年突破27億美元，

超過兩倍(圖1)。

成長率持續發展，相較於不過幾年前，成長率已

印(亦稱積層製造)相關銷售量(包括企業級3D 列
2020 年更將高達30億美元(參考資訊：全球製

造業整體年收入大約是12兆美元 1)。在這幾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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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3D列印市場的成長已經超過兩倍
2014年到2020年，大型公開發行公司全球3D列印收入，以十億美元為單位
增加%

5.1%

4.6%

12.5%

12.6%

12.6%

12.5%
$3.1

$2.7
$2.4

$2.2
$1.8

2014

$1.9

$1.8

2015

2016

2017

資料來源：Deloitte 的公開發行公司申報資料分析與分析師估計值。

2018年
估計值

2019年
估計值

2020年
估計值

3D 列印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拐點，原因可能在於

深入探究 3D 列印產業能夠急速成長的原因之前，

用於快速製作原型以外的用途。時下 3D 列印機

有其他報告探討此一產業從過去到現在、現階段

許多產業中越來越多公司行號開始將這項技術運

有必要先說明我們所採行的市場規模估計法。另

能夠印出各式各樣的材料 ( 主要指更多的金屬列

以及未來預測的市場規模。不過，這些報告是以

印材料，然而塑膠列印仍可能佔大宗 )；這類列

專有研究為準據，無從再現也無法證偽。相對而

印機列印物品的速度比以往還要快，而且能夠印

言，由於我們以大型公開發行公司為焦點，因此，

出更大型的物品 ( 塑模體積 )。由於穩定出現生力

無論歷史資料或最新資料，我們的資料全數來自

軍，這個市場的規模也不斷擴張。3D 列印是工

可公開取得的管道，而且通過財務稽核並每季更

業 4.0「不可或缺的要素」 ，因為這項技術結合

新。我們的前瞻估計值同樣採用可公開取得的資

2

了先進製程與作業技術，以及預示「第四次工業

訊，並且盡可能以達成共識的分析師估計值為準

革命」即將來臨的智慧型數位技術。

據；更有十幾位分析師針對其中幾家公司提供前
瞻估計值。

時下的3D列印機能列印更多

樣的材料、列印更快速、列
印出更大型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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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的興衰與再起

這方面最大的轉捩點往往與塑膠列印無關，而是

3D 列印如同許多新興技術，在萌芽階段就出現

來製作成品也很好，不過，價值一兆美元的金屬

偏向金屬列印。塑膠適合用於製造原型，當然用
零件加工製造市場才是 3D 列印機瞄準的主要市

了吹捧過度的現象。2014 年左右，這個產業 ( 包

場。2017 年到 2018 年之間所做的一項 3D 列印

含大型公開發行及其他類型之公司 ) 的申報收入

產業調查顯示，塑膠仍然是最普遍的材料，但光

超過 20 億美元，遠高於 2009 年的不到 10 億美

是在這一年當中，其 3D 列印市佔率已從 88% 下

元 ( 部分原始專利在這一年失效，因此市面上第

跌到 65%，而金屬列印的市佔率則從 28% 上升

一款消費型家用 3D 列印機 RepRap 也在這一年
3

到 36%4。 按 照 這 樣 的 發 展 速 度， 最 快 在 2020

問世 )。報章雜誌文章熱切探討「家家戶戶都是

年或 2021 年，金屬或許就會超越塑膠，佔所有

工廠」，還有人預測傳統零件製造商、倉儲及物

3D 列印的半數以上。

流公司都將在短期遭受重大衝擊。實際上，當時
人們廣泛運用 3D 列印機製造塑膠原型，儘管家

另一個因素是速度。一次建構一層超薄零件層

用 3D 列印機兼具樂趣和教育意義，其成品的機

( 無論採用哪種材料 ) 本來是進度十分緩慢的過

能價值幾乎都不高。

程。不過，自 2014 年起，一切都不一樣了。列

如今，我們預測接下來幾年

印時間固然會因為列印形狀的複雜程度、列印作
業的品質和 / 或所用的材料而異，但大致而言，

的產業年成長率勢必至少高

2019 年的市場將會出現速度比 2014 年機種快上

於10%。

兩倍而其他條件均相同的 3D 列印機。

吹捧過度的下場是產業發展速度減緩，但並未因

其中一項特別有意思的創新發展在於金屬列印

行公司的成長率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出現個位

用 選 擇 性 雷 射 燒 結 成 型 技 術 (Selective Laser

這個領域。過去幾年來，許多金屬零件皆是採

此瓦解。如圖 1 所示，3D 列印產業大型公開發

Sintering，SLS) 列 印 而 成。 這 個 過 程 相 對 速 度

數中段百分比 ( 其中也有一些公司的年度同期收

緩慢、要價偏高，而且必須在接近真空的環境

入呈現下跌趨勢 )，經歷前幾年期待過度的階段

下 進 行。 黏 著 劑 噴 塗 成 型 金 屬 技 術 (Binder Jet

後，開始進入降低期望值的低谷。不過，這段低

Metal Printing，BJ) 是較近期的技術，能夠將生

谷期並不長，到了 2017 年，成長率又再度突飛

產每一個零件所需的時間減半，這項技術預計

猛進。如今，我們預測接下來幾年的產業年成長

將自 2019 年開始盛行 5( 話說回來，在製造過程

率勢必至少高於 10%。

中，雖然以 BJ 技術來進行的 3D 列印實際速度

比 SLS 快，但印出的零件並非成品，而且必須

成長前景為何出現反彈？其中一項原因是可用於

運用 SLS 技術進行後續處理，也就是必須將零

3D 列印的材料變多了。在 2014 年，3D 列印能

件放入燒結爐中烘烤成型。而 SLS 技術列印儘

夠運用的材料原就不少，但仍欠缺零件製造業普

管耗時，卻能「同時批量」處理，因此，若以大

遍運用的材料。此外，許多零件須採用一種以上

量零件而言，每個零件的平均時間仍然比使用

的製造材料，當時的 3D 列印機仍無法勝任這項

「BJ 列印」快 )。

工作。快轉到 2019 年初，3D 列印可用的材料已

經增加到五年前的兩倍以上，複合材料列印機也
越來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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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機不但速度變快，其塑模體積 ( 可列印
階 金 屬 列 印 機 只 能 建 構 出 小 於 10x10x10 公 分

3D列印會100%獨佔
整個製造市場嗎？

列印機則能印出體積 30x30x30 公分 ( 容積 9 公

們不免會問，這項技術的年成長率為何「只有」

的物品尺寸 ) 也不斷變大。短短幾年前，一般高

( 容 積 1 公 升 ) 的 物 品。2019 年 將 上 市 的 多 款

既然 3D 列印技術近年來有如此明顯的進步，人

升 ) 的物品。因此，此後能夠直接製作較大型的

12% 左右。既然運用 3D 列印機製造零件成品確

物品，而不需要先列印較小的物品再進行組裝。

實能發揮效用，成長率為何不能再高一點？再者，

再 者， 更 加 突 破 的 是， 如 Oak Ridge National

3D 列印會發展成唯一的製造方式嗎？

Laboratory 等實驗室現在也在運用「巨型積層

簡而言之，不會。不過，要理解箇中原因，最好

製造系統」(Big Area Additive Manufacturing，

稍微深入探討零件的製造過程。

BAAM) 等技術，持續研發 x、y 和 z 軸皆以公尺

基本上，零件製造方式分為三種：

而非公分為單位的超大塑模體積 。

1. 按照需求量取得材料，再斟酌塑型

6

2. 取比需求量略多一些的材料，再去掉不需要的

最後，有些大公司也開始探路，準備進軍 3D 列

部分 ( 減量製造 )

印市場，此舉將有利於推動整個產業加速創新發

3. 花時間運用材料一點一點建構零件，直到做出

展。這些大公司將帶來研究資金、可信度、大量

理想的零件為止 ( 積層製造或 3D 列印 )

客群以及行銷人才；對產業成長更有利的是，大
公司通常能擴大整體市場版圖，而非搶食現有廠

第 一 種 方 法 可 能 牽 涉 到 多 種 技 術 和 材 料； 其

3D 列印能夠帶來多少實質收入，對營業額高達

膠 射 出 成 型 )。 這 些 技 術 已 沿 用 數 十 年 甚 或 數

商的商機。這些財星 500 大公司並不在乎投資

中 最 普 遍 的 包 括 鍛 造、 鑄 造、 沖 壓 及 塑 模 ( 塑

500 到 1,000 億美元的公司而言，即使 2.5 億美

個 世 紀 之 久； 人 們 能 充 分 理 解 其 原 理， 就 量

元的 3D 列印相關收入也只佔不到 0.5% 的銷售

產 而 言， 每 個 零 件 的 成 本 相 對 低 廉， 製 造 每

業績，但是對整個 3D 列印產業而言，這卻是相

個 零 件 平 均 只 要 幾 秒 ( 不 含 精 工； 不 論 何 種

當可觀的進帳，到 2020 年之前，還可能等同 3D

製 造 方 式， 精 工 幾 乎 是 製 造 每 個 零 件 必 經 的

列印產業總收入的 15% 左右。此外，就產品層

過 程， 時 間 約 需 數 秒 到 數 小 時 )。 截 至 2018

面而言，這些大公司跨足 3D 列印產業也有非常

年，採用這種作業模式的機器每年能生產價值

大的戰略意義：倘若運用 3D 列印技術，他們就

一 兆 美 元 以 上 的 零 件， 機 器 本 身 價 值 高 達 每

能透過引人注意的方式 ( 列印輕量級零件、提高

年 3,000 億美元 7。由於產業發展已臻成熟，這

製造靈活度以及簡化組件等 ) 進行長尾控管，同

種 製 造 模 式 在 全 世 界 每 年 的 成 長 率 大 約 是 2%

有些大公司也開始探路，準

第二項技術是減量製造，這類技術需使用車床及

時也有助於提升零件效能。

到 3%。

許多其他大型廠房機具，然而重點是，電腦數值

備進軍3D列印市場，此舉

控制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 機器

將有利於推動整個產業加速

也能發揮相同的作用，而後者現在幾乎已經無所
不在了。使用 CNC 機器造物的零件成本高於使

創新發展。

用前述技術，而且，製作一個零件得花數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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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零件只能使用3D列印製

無法在數秒內完成 ( 不含精加工時間 )。但是，

CNC 機器製造在許多市場均能發揮實用價值，

造，而某些情況則是因為零

尤其是在產量低到只需製作模具的市場，或是無
法使用傳統技術製作成品的市場。全球 CNC 機

件量太少，傳統製造或減量

器市場每年成長率約 7%，約莫比傳統製造業快
兩倍；2018 年的產值大約是 600 億美元，預計

製造皆非最佳選擇。

2025 年可望達到 1,000 億美元 8。

相較於 CNC 機器，使用積層製造 (3D 列印 ) 的零

3D 列印機不太可能全然取代傳統製造技術，這

件製造成本仍然較高 ( 因此比傳統製造業還要昂

是很重要的事實。若製造商必須捨棄所有舊機器

貴 )，製造一個零件要花數小時，而非數分鐘 ( 同

並全面改用 3D 列印技術，恐將會是十分浩大的

樣不含精工及各類後續處理 )。不過，有些零件

工程，但流程尾聲絕對會更加簡潔。如果所有商

「只能」使用 3D 列印製造，而某些情況則是因

品一律採用 3D 列印機製作，儘管公司可能需要

為零件量太少，傳統製造或減量製造皆非最佳選

大量囤積原料，卻不再需要零件倉儲、集散站以

擇。我們針對 3D 列印所做的成長預測，原因正

及分銷中心。屆時，相較過去需處理的供應鏈和

是來自這幾個市場的成長動能。另外一個成長動

物流問題，就某種程度來說會變得更加簡單。

力在於，3D 列印技術通常非常適合用於製作在

前兩項技術可能會派上用場的模具、鑄件、工具、

以上情況可能不會發生。反之，公司和產業仍然

晶圓及夾具。

得面對錯綜複雜的製造環境，而且只會更加複

雜、更難以管理。以後，零件製造流程會綜合以

3D 列印機不一定是最適合處理這類作業的理想

上三項技術，也很少一次只用一種技術 ( 運用複

工具，而在可預見的未來，大多數零件仍可能需

合技術其實能夠大幅拓展市場，是相當重要的技

以鑄造、鍛造、沖壓及塑模等技術製作；少部分

術 )10。綜上所述，倘若 3D 列印全面取代其他技

零件會以 CNC 機器製造，而以 3D 列印製造的

術，以下描述的解決方案就更形重要。

零件就更少了。不過，全球零件產業價值高達數
兆美元 ( 單就金屬零件業來說，每年價值就上看

一兆美元 )，即使只能分得其中 1%9，仍然稱得
上是大好良機。

再者，以上提到運用每一項技術製造零件的比

例，是就零件的單位數量而言。但以 CNC 機器

和 3D 列印機製造的物品價值往往高於傳統製造

零件，因此若採較先進的製造技術，零件的美元
價格也會高於以上註明的單位百分比。換句話

說，如需製造螺母和螺栓之類的零件，仍會採用
傳統方式。不過，這些零件屬於低價商品，3D
列印零件卻可能價值數百甚至數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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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目前日趨複雜的生產和運維環境中，越來越多的企業組織會透過3D列印的方式，來因應供應鏈和製
造作業中的限制。

公司該如何(或說是否應該)開始採用3D列印？當然，答案不只一個。要將3D列印併入企業組織策略，
其實可以透過多種不同的途徑(圖2)11。

圖2

理解積層製造(AM)途徑與價值的架構

產品大幅變革
途徑 IV：商業模式演進

途徑 III：產品演進
•
•
•

戰略必行要務：成長、創新與績

•

效間的平衡

•

價值驅動因素：利潤、風險與時
間的平衡

•

積層製造能夠奏效的關鍵能力：
- 根據客戶需求進行客製化

- 大量客製化

途徑 II：供應鏈演進

途徑 I：停滯

戰略必行要務：績效

•

價值動力：主要以成本管控創造

•

獲利空間

積層製造能夠奏效的關鍵能力：

•

- 設計與快速製作原型

戰略必行要務：績效

供應鏈大幅變革

供應鏈不變

積層製造能夠奏效的關鍵能力：

- 顧客賦權

- 零成本提高複雜程度

•

獲利空間、風險控管，以及風險

- 減少對供應鏈的依賴

- 因應市場需求

•

價值驅動因素：主要以營收創造

- 使用時才製造

- 提升產品機能

•

戰略必行要務：成長與創新

價值動力：主要以成本控管創造
獲利空間、所需時間

積層製造能夠奏效的關鍵能力：
- 即將使用時才製造
- 回應性與靈活度

- 生產與客製用具

- 管理不確定性需求

- 附加或「預防」能力

- 減少必要庫存

- 少量生產/不須重新校準

產品不變
資料來源：Mark Cotteleer和Jim Joyce，「3D opportunit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aths to performance, innovation, and
growth」，Deloitte Review 14，201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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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組織應盡其所能地審視其商業模式。領導者應瞭解3D列印技術可能為公司帶來哪些機會和/或威

脅，也該瞭解3D列印技術在哪些方面的應用對其產業可能造成不利影響。接下來，領導者應細查3D列
印的商業案例。只看單價比較不見得能夠充分展現3D列印的所有優勢，因此公司應擬定生命週期成本
比較規劃，找出3D列印在產品開發、生產及服務/售後市場是否能夠發揮任何優勢，以利針對商業案例

進行適當的評估。這類評估的重點在於理解現在公司能夠應用3D列印技術之處、發想3D列印技術「可
行」的用途，最後則再據現實狀況擬定「應該」運用這項技術的目標。之後，公司應判斷是否 該繼續

追求這樣的目標 (亦即3D列印商業案例是否合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該從「何處」著手(例如供應

鏈、產品開發或其他領域)。測試可行性、可能性和有利條件後，領導者應繼續評估既有流程和資產的
現況，接著再擬定長期發展藍圖。

要將3D列印技術運用於整個產業，企業組織就需要管理一連串繁複、環環相扣而且以資料為導向的事
件。「數位線程」是一連串縝密的資料，從初始設計延伸到零件成品，更是讓3D列印產能最大化的關
鍵。12 Deloitte將之稱為「積層製造數位線程」，簡稱「DTAM」。
針對DTAM和3D列印，我們提出以下五項重要的綜合建議：
評估工具和技術的現況。若針對現有的製造資源盤點庫存清單，公司便能觀察出痛點何在，並聚焦因

應，也能瞭解應將心力集中放在哪些問題。

決定公司的聚焦著力點：產品開發、供應鏈最佳化，或兩者兼具。製造商一旦仔細思忖過現階段的能
力，以及未來在圖2所舉的3D列印架構中想要達到什麼樣的地位，就可以開始擬定建構及實施DTAM

或3D列印方法的藍圖。嚴格來說，這一點應與商業案例息息相關：重點應在於推動業務成效，而不僅
止於培養能力。

思考現階段的資料儲存及運用方法，以及該如何配合DTAM。3D列印應該與一般製造流程結合才是。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企業組織需要的數位線程必須能夠結合3D列印，以及任何可能派上用場的塑型和
減量技術。公司可以審視本身現階段製造工序所採用的資料收集、儲存及使用方式，再思考儲存及使
用廠房傳來的資訊時，能否發揮這些資訊原本應能發揮的功效。公司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建構出更有

效率的DTAM。要想像同時併用三種製造技術的情景並不難，但這類活動很可能需要以能影響整個製
程的數位線程為後盾。

瞭解沒有一條龍的端對端DTAM建構解決方案，至少目前還沒有。公司應審視實施DTAM及發展3D列
印技術對其業務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並且開始針對其具體需求擬定條件。

思考人員安排。要實施3D列印和DTAM，工程師和組織內部其他人員都得接受和採用才行，因此徵
才、培訓及留住人才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變革管理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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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十年的開發，3D列印終於邁入長期成長幅度優於其他多數製造技術的階段。如同許多其他新興
技術一般，重點是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快速發展」。接下來幾年內，3D技術很有可能擴大運用
於從機器人到太空船等各類製造。甚至可能會在製造業以外的產業引發漣漪效應。貴公司能從中得利
嗎？如果能，會是透過什麼樣的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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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看中國

領先世界的連線能力培植出全新的數位商業模式
Paul Lee

Deloitte Global 預 測， 中 國 的 電 信 網 路 將 在

截至 2019 年年初，中國將有 6 億人口使用自己

2019 年領先全世界，最可能的時間點是在年中。

的電話進行行動支付，大約有 5.5 億人口會定期

具有深遠意義的新型產業，其中每一種產業都可

使用共享單車服務 1。

中國的通訊基礎設施至少將會孕育並扶植出三種

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購物，而有大約 2 億人口會

望在 2023 年之前創下年營業額百億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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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Global 進 一 步 預 測， 進 入 2019 年

現在的 4G 網路密度應能降低推行 5G 的邊際成

戶 (Fiber-to-the Premise，FTTP) 部 署。2019

開放 5G，為了成為 5G 主要市場，他們也計劃在

本。事實上，中國預計將在 2020 年之前大規模

後， 中 國 將 率 先 完 成 全 球 規 模 最 大 的 光 纖 到

年 一 開 始， 中 國 的 全 光 纖 連 線 數 量 可 能 就 會

2025 年之前將用戶數提高到 4.3 億 8。

FTTP 技 術 能 夠 以 Gigabit 的 速 度 連 結 到 戶， 業

自 2019 年 起， 中 國 的 4G 網 路 很 有 可 能 只 在

期而言，數 Gigabit 的速度可望在 2024 年之前

城市能夠達到這樣的速度 9 ( 參考背景資訊：截

超 過 3.3 億， 約 當 全 球 總 數 的 70%2。 現 在 的

者通常會提供各種不同速度的套裝方案；就中

部 分 地 區 提 供 Gigabit 高 速 服 務， 只 有 最 大 的

成真 3。

至 2019 年年初，全球只有少數市場能夠達到這

連線技術方面的優勢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得以從製

後 )。不過，無論是推行 5G 或是延伸超高速 4G

樣的速度，因此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並不落人

造技術轉向開發以及實施新型態商業模式的重要

的範圍，未來數年內應該可望廣泛提供這樣的

因素。

速度。

中國的固網及行動電信網路均表現出領先世界的

連線技術方面的優勢很有可

水準，因此將該更有利於開發及部署需要超快

速 500 Mbps ( 每秒百萬位元 ) 或更高速度的應

能成為中國得以從製造技術

用。近期內，這些應用可能仍以固定式光纖網路

轉向開發以及實施新型態商

傳輸為主。不過，在二到三年內，由於推行 5G
的緣故，在各大城市應能廣泛使用超快速行動

業模式的重要因素。

網路。

這種分階段改革連線模式對新的商業模式有

首 先， 中 國 可 能 很 快 就 會 擁 有 基 地 台 及 用 戶

利，因此這一切連線技術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商

數 都 屬 全 世 界 規 模 最 大 的 4G 網 路。 在 2019

業 模 式 的 創 新。 例 如，1990 年 代 末， 寬 頻 帶

年 年 初， 中 國 的 3G/4G 基 地 台 數 量 將 達 到

動電子商務在多個市場上蓬勃發展。過去十年

近 500 萬，4G 用 戶 數 則 將 達 到 12 億， 至

來，隨選影片成為了全球主流之後，先決條件

少相當於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一 。中國用戶

就是包括光纖到交換箱 (Fiber-to-the-cabinet，

4

數 超 過 十 億， 能 與 之 抗 衡 的 國 家 只 有 印 度；

FTTC) 在內的光纖寬頻的發展。4G 技術助長了

截 至 2017 年 年 底， 印 度 的 4G 用 戶 數 約 有

直播串流技術的成長，從智慧型手機到 2015 年

2.38 億 。

開 始 推 行 的 Periscope 和 Facebook Live 等 直

5

播 串 流 服 務， 以 及 中 國 的 抖 音 (TikTok) 和 鬥 魚

未來數年內，中國也有可能成為 5G 的主要市場，

(Douyu) 皆屬之。企業界也大幅改用速度更快的

這大都是拜該國目前所打造的 4G 網路規模與密

連線技術，如所有雲端運算服務都需要高品質的

度所賜。在 2018 年年初，中國的行動通信基地

連線。

台數量近 200 萬座；當時美國的行動通信基地台

數量大約是 20 萬座 6。中國每 10 平方英里範圍

當然，只靠連線技術並不足以支持新型商業模式；

內就有 5.3 座基地台；美國則只有 0.4 座 。中國

使用者群 ( 也就是潛在客戶 ) 更是不可或缺。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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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近期中國電信網路進行的升級已為廣大數位

我們進一步預測，在 2019 年，中國大約有 5.5

億人會定期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購物 17。在 2017

使用者群奠定了基礎 ( 中國的電信網路使用者群

年，有這種消費行為的中國人口是 5.06 億人，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 )。其中包括：
•

比 2016 年多了 15%。因此，中國會成為全球行
動商務使用者群最大的國家 18。

全球最大的固網和行動網路使用者群，等到

2019 年 初， 預 計 上 網 人 數 將 超 過 8.25 億 人。
中 國 上 網 人 數 在 2017 年 底 是 7.72 億 人， 而 在

我們預測，截至2019年初，

2018 年 6 月則達到了 8.02 億人 10。中國共有 14
億人口，增加上網使用者人數的空間還相當大。
•

中國將有6億人口使用手機的

全球最大的行動網路使用者群 ( 超過 8 億 )，

行動支付功能。

絕大多數都在使用行動網頁。事實上，依 2017
年底的統計結果，中國的網民幾乎 (97.5%) 全都
使用行動網路 11。

最後，我們預測 2019 年中國使用共享單車服務
的人口大約會達到 2 億人 19。在 2017 年，中國共

近年來，結合中國在連線方面的進步，該國廣大

享單車使用人口的使用里程數總計大約是 300 億

的上網使用者群催生了三種新興的大眾產業：行

動支付、行動商務以及共享單車；其中每一種產

英里 20。全球所有大城市無不面臨完整運輸解決

人。行動支付、行動商務及共享單車之所以能夠

用者能夠搭配選用不同地交通模式 ( 汽車、公車、

方案的關卡，所謂的完整運輸解決方案，要讓使

業的使用者人數都有可能在 2019 年初達到數億

擴大採用範圍，全都得仰賴快速連線 。 即使沒

地下鐵和火車 )，再運用單車和機車抵達目的地。

12

有 4G 或高速寬頻，這些服務仍然能夠存在，但

在這方面，中國位居領導地位。

由於下載速度較慢、延遲時間較長，實用程度可

網路連線能在中國激發出什麼樣
的新用途？

能不會那麼高；每 Gigabyte 的成本較高，因此

使用的費用也會較高；使用者群較少；能夠創造
的收入也較少。

放眼未來，在 2024 年之前，中國的通訊網路將成

我們預測，截至 2019 年初，中國將有 6 億人口

為數種重要且需大量使用寬頻網路的新興應用基

使用手機的行動支付功能。這個數字完全比得過

礎，或可成為主流應用 ( 有數億使用者 )，而且能

2017 年底的 5.31 億行動支付使用者和 2016 年

夠帶來可觀的收益 ( 每年數百億 )。這些用途很可

底的 4.74 億人 13。單就最大平台 - 阿里巴巴集團

能包括機器視覺、社會信用以及全新的零售概念。

的支付寶來看，2018 年 2 月的使用者人數就達
到 5.2 億人 14。在 2017 年的前 10 個月，中國的

機器視覺

行動支付交易價值就高達 81 兆人民幣 (12.8 兆

許 多 應 用 已 開 始 導 入 機 器 視 覺， 這 是 人 工 智

美元 )15。相較之下，美國同期行動交易價值據估

慧 (AI) 的 一 種 應 用 方 式。 高 速 連 線 大 多 是 先 決

是 493 億美元。2013 年，中國的非銀行類應用

條件。

程式交易達到 38 億筆；2016 年的交易量則接近

1,000 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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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視覺在驗證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會越來越高。

社會信用

統時，可能都會運用人臉辨識技術授權付款。

會信用取決於此人的 33：

長期而言，人們購買日常用品或使用大眾運輸系

社會信用是傳統信用分數的變化版本。個人的社

臉部辨識會比對人臉和預存的影像。驗證影像

• 信用記錄，包括此人的帳單繳費記錄

端。久而久之，驗證影像的品質可能會越來越

• 個人特質

可 能 儲 存 在 護 照 或 電 話 中， 也 可 能 儲 存 在 雲

• 履約能力，亦即此人履行合約義務的能力

精細。

• 透過購物習慣追蹤或推論的行為和偏好 ( 例如
買尿布等同於負責任的行為 )34，甚至包括某人花

現在，政府機關都在運用機器視覺技術辨別疑似

在玩電玩的時數

從事犯罪活動的人。掃描閉路電視影像是所有警

• 人際關係

務人員的例行工作；機器視覺可以自動處理這類
往往十分繁瑣卻分秒必爭的活動。高速連線甚至

AI 仰賴大量資料集，可用於反覆操作用於判斷各

世界許多城市都在測試運用機器視覺辨別罪犯的

社會信用可以取代以信用卡記錄、貸款繳納記錄

可以讓人們審查存在雲端中的錄影畫面。目前全
成效，其中包括美國華盛頓特別行政區 、杜拜
21

使用者評等的演算法。

或就業時間長短為準的傳統信用評等制度。在中

22

及倫敦 。此外，美國、加拿大、澳洲及英國的

國及其他許多新興國家，可能還有相當大比例的

23

機場都在試行利用自動臉部辨識技術偵測持偽造

人口並沒有這類記錄，社會信用制度可以弭平這

證件的非法外國人 。

樣的差距 35。( 截至 2015 年，中國人民銀行只留

24

存了約 3.8 億人口的信用記錄 36。)

機器視覺在驗證方面的重要
性可能會越來越高。

中國已嘗試將臉部辨識技術運用於火車站

25

參與社會信用的消費者可以享有多種優勢 ( 通常
是指財務方面 )，例如有可靠的社會信用，租單

車或汽車不需付押金，乃至於可以享有低利率貸

和機

款等。信用分數高的消費者也可以在飯店使用快

場的出入管制 、付費購買速食 、查驗計程車
26

27

速登記入住設備，就連在中國申請出國簽證時也

司機的身分 、追蹤大學生出缺勤狀況 ，以及
28

可以提供較少證明文件 37。

29

在宿舍進行點名 30。商湯科技 (SenseTime) 是這

個領域的大型中國企業之一，他們曾經發表聲

美國和英國已有私人公司開發出社會信用試

的軟體比對犯罪現場的監視影像與罪犯資料庫中

度。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金融服務集團公

出 2,000 名以上的嫌疑犯 。媒體也曾報導過商

(Sesame Credit)，這就是在中國實施的社會信用

播動態剖析資料 。由於有 FTTP 和 5G 連線技

市，人民若違反交通規則會被扣分，而若擔任義

明，表示人口約 2,500 萬的廣州市已使用該公司

驗 38，但預計中國應會在全國部署社會信用制

的照片。到目前為止，廣州所部署的系統已辨別

司 (Ant Financial) 已 在 2015 年 推 出 芝 麻 信 用

31

湯科技在研發一項服務，能夠利用數千則攝影直

制度。地方政府也已實施社會信用制度。在榮成

32

術，因此能夠即時上傳這些動態。每則動態的解

工或捐款則可加分 39。

析度越高，越容易辨別人臉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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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資訊越多，社會信用分數就能越準確地預測

全新的零售概念

用成功的核心要素。

技公司。在中國，原本純粹是網路企業的阿里巴

行為。因此再次證明，快速連線可能會是社會信

全球零售店都在進行數位革新，主導的往往是科
巴和騰訊都已開始併購實體零售店，希望能運用

在中國，原本純粹是網路企業

其數位知識創造更美好的購物體驗。比方說，阿
里巴巴已買下高鑫零售 (Sun Art Retail Group)、

的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已開始併

北 京 居 然 之 家 連 鎖 店 (Beijing Easyhome
Furnishing Chain Store)、 銀 泰 商 業 (Intime

購實體零售店，希望能運用其

Retail Group) 以及蘇寧易購 (Suning Commerce

數位知識創造更美好的購物體

Group) 的股份 40。

驗。

科技公司本身也寄望 AI 技術能夠提升供應鏈效

率，並且最佳化庫存與產品推薦。他們也在實驗
部署攝影機和開發自動化商店。JD.com 在一處

採用 AI 技術的零售中心投資 45 億美元，其目的

包括完整整合線上和離線平台，以及打造虛擬試
衣服務和無人商店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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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中國以世界技術製造國聞名；現在，他們已成為頂尖的數位產品、服務及商業模式設計國 42。他們擁
有世界級的通訊基礎設施，這很可能是推動轉型的關鍵。

中國在光纖連線和5G方面都有很好的發展，因此應該能夠成為運用超快速連線開發各類用途的頂尖
國家。光纖和高速行動網路在中國無所不在，因此他們也有廣大的試用版測試群和使用者群。事實
上，中國市場廣大浩瀚，使用者也願意嘗試新概念，因此能夠成為試驗新穎數位概念的最佳地點。

例如，總部設於瑞典的Wheelys新創公司就將第一家自動概念商店設在合肥大學，大約是在上海
以西450公里(280英里)處 43 。在中國設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這裡的人民對於使用手機付款習以
為常44。

中國在網路連線方面的優勢應該也帶動AI技術相關用途的發展。AI必須存取資料集，通常資料集越大
越好。中國擁有12億4G用戶、8.25億網際網路使用者、6億行動支付使用者，以及2億共享單車使用

者，Deloitte認為，中國的某些資料集規模十分驚人。若這些資料集能夠造就更好的演算法，自然能夠
掌握競爭優勢。或許正因為這一點，中國許多AI公司皆已獲得巨額資金：在2017年，AI新創公司得到

的資金共計125億美元，其中48%流向中國新創公司45。

AI並不是在中國引起關注的唯一一項技術。過去數年來，中國科技新創公司的海外資金整體呈現成
長趨勢，許多中國私人及國營科技公司的評價也越來越高。事實上，截至2018年年中，全球市場評

價前20大科技公司當中，總部設在中國的共有9間，另外11間則將總部設在美國 46 。未來五年內，
這些排名很可能會出現激烈的競爭。能夠以最快速度調整概念的公司，變得更加強大的可能性也會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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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幕

中國半導體與人工智慧的發展近況
Chris Arkenberg

Deloitte Global預測，中國製造半導體的營收將

中一項促成因素。Deloitte Global進一步預測，

的850億美元，成長了25%；中國晶片組內需增

始生產專用於支援AI與機器學習(ML)作業的半導

進入2019年之後，將有一家中國晶圓代工廠會開

在2019年達到1,100億美元，相較於2018年估計

加，人工智慧(AI)技術商業市場逐漸蓬勃也是其

體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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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主要的半導體消費國 ( 每年消費量佔半導

建置伺服器陣列，還得繳高額電費，才能搶在同

長也提升了整個產業。同時，中國製造商也只供

幅成長，用電量甚至超越小國家 5。不過，GPU

體總數的 50% 以上，不分對內或出口 ) ，其成

好之前佔得先機。他們的狂熱讓 GPU 銷售量大

1

應其本身大約 30% 的需求 2。 在總體經濟波動

要價不斐，不但耗電，而且經常缺貨。值此之際，

業的態度，不難想見提高中國半導體內需供應

至比 GPU 更適合用於比特幣挖礦。因此，業界

與 AI 價值漸增之際，從中國政府與一流數位企

正是引進客製設計晶片的大好時機，這類晶片甚

量會是影響其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政府

競相開始設計打造比特幣挖礦專用的特殊應用積

及一流數位企業積極投資並大量徵才，設法讓

體電路 (ASIC)。

國內製造能力迎頭趕上全球頂尖晶圓代工廠的

加密貨幣的成長成為熱門話

能力。

題，或許還激發了中國半導

許 多 中 國 公 司 開 始 設 計 AI 專 用 半 導 體， 也

體的創新技術，這一點可能

已經針對行動智慧型手機產業設計出最新穎

的 晶 片 架 構。 由 於 國 家 與 國 內 製 造 商 之 間 經

出人意料之外。

過 充 分 的 協 調， 中 國 不 但 砸 下 大 筆 資 本， 更
祭 出 廣 大 的 中 國 市 場， 全 力 推 動 這 方 面 的 遠

2013 年，在北京成立了比特大陸科技控股公司

大 計 畫。 中 國 過 去 數 十 年 來 努 力 拓 展 半 導 體

產 業， 但 效 果 不 彰， 這 次 或 許 可 望 一 嚐 成 功

(Bitmain Technologies Ltd.)，其宗旨就是要因應

來 越 緊 密， 這 一 點 或 許 能 讓 中 國 更 加 勝 券

同時，中國企業家也跟上比特幣風潮，紛紛建構

年輕比特幣經濟在運算方面如火如荼的需求 6。

滋 味。 電 腦 運 算 與 新 興 技 術 之 間 的 關 係 越

起有助於加密貨幣挖礦的伺服器陣列。出現這一

在握。

波對專業晶片架構的強烈需求之時，比特大陸是

比特幣挖礦

第一批有能力因應的晶片設計商。比特大陸不製
作通用型中央處理器 (CPU) 或 GPU，反而是開發

要進一步瞭解現代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不妨稍微

出專用型 ASIC 晶片，這種晶片只有一種用途：

認識一下加密貨幣。2017 年 12 月，比特幣的市

計算比特幣交易內部的工作量證明。比特大陸推

值創下 3 歷史天價，一枚要價高達 17,900 美元 4。

出的螞蟻礦機 (Antminer) 系列比特幣挖礦晶片組

這樣的發展實屬不易，此後，比特幣的價值大跌，

大受歡迎，讓比特大陸年年賺進數十億元，同時

但加密貨幣的成長卻成為熱門話題，或許還激發

也助長了對加密貨幣市場不均衡的恐懼 7。其他

了中國半導體的創新技術，這一點可能出人意料

晶片設計商很快就跟上腳步，推出自家的比特幣

隱身在這些熱門話題之後的是一群執行運算技術

比特大陸設計的晶片十分先進，最新產品系列甚

的基礎。只要能率先解開每一筆交易中的數學

小的度量單位 )，不過他們並未選擇在中國大陸

之外。

挖礦解決方案。

的比特幣挖礦者，這些人正是加密貨幣經濟體系

至採用 16 奈米 (nm) 製程 ( 用於表示電晶體有多

題，就有可能得到豐厚的獎金 ( 比特幣 )。處理能

設廠，而是找上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力最強的挖礦者越有機會最快解題。在加密貨幣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早期發展階段，挖礦者要買圖形處理器 (GPU)、

TSMC)， 也 就 是 為 Apple Inc. 生 產 iPhone 晶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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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另一間知名晶片廠寒武紀科技 (Cambricon)

的晶圓代工廠 8。這一點凸顯出中國半導體市場

也生產一種能支援 ML 作業的專用晶片。寒武紀

的現況：本土設計競爭力變大，但本土製造仍比

科技之前專攻支援華為麒麟 (Kirin) 系列智慧型手

不上全球頂尖廠商。

機晶片組的 AI 設計，之後開始自行生產資料中心

從比特幣挖礦到AI

的 ML 解決方案，稱為 MLU100 系列 14。這項架

構採用 TSMC 的 14 奈米製程節點進行製造 15。

中國開始管制加密貨幣市場，這些市場的價值也

當然，許多非中國的供應商也嘗試將 AI 晶片銷往

開始下跌，比特大陸宣佈有意支持另一項新興技

許多非中國的供應商也嘗試

術的運算需求，而這項技術有機會隨著時間擴
大規模 9。就像加密貨幣一樣，AI 有獨一無二的

將AI晶片銷往中國市場，而

運算需求，一般 CPU 也能滿足這類需求，但若

且因中國內需大多能夠自給

採用不同的架構更能加快執行速度。以 Google
的 張 量 處 理 器 (Tensor Processing Unit) 為 例，

自足，外國廠商的競爭更顯

這 就 好 比 是 AI 專 屬 的 ASIC， 而 其 他 公 司 也 會

製 造 AI 適 用 的 ASIC10。GPU 製 造 商 Nvidia 的

激烈。

崛 起， 部 分 原 因 也 在 於 ML 訓 練 及 推 論 需 要 大

量 晶 片， 而 這 兩 項 作 業 正 是 現 今 AI 技 術 的 基

礎。GPU 採用能大量平行處理的架構，比採用

中國市場，而且因中國內需大多能夠自給自足，

初，業界利用電玩 GPU 驅動 ML 作業，而在過

很可能會向晶片品質最好的廠商採購，而不在意

序 列 設 計 的 CPU 更 適 合 用 於 一 般 AI 作 業。 起

外國廠商的競爭更顯激烈。規模最大的中國公司

去幾年，由於 AI 技術在全球興起，Nvidia 已推

對方是外國廠商或是本土廠商。值得思考的是，

出 能 夠 直 接 支 援 ML 的 全 新 硬 體 系 列 產 品 。

如同許多頂尖數位平台企業，中國最大型的數位

11

比 特 大 陸 希 望 ASIC 會 比 GPU 更 切 合 AI 的

公司也開始尋找能夠客製化的專用晶片架構，以

需求。

利因應數量驚人的數位平台 16。

北 京 地 平 線 機 器 人 (Horizon Robotics) 由 百

不過，在最先進 ( 亦即最小 ) 製程的製造方面，

Learning) 前任負責人創立，這家公司供應機器

廠需要打造規模極大的工業製程，而這樣的製

度 深 度 學 習 研 究 院 (Baidu�s Institute of Deep

中國製造商的腳步則經常遲滯不前。晶圓代工

視覺技術需要的嵌入式晶片。這類晶片內含訓

程必須能夠製造出極小型的電路，因此需要投

練前的資料集，能讓邊緣處理器執行推論作業

入 大 量 資 本。 諸 如 中 芯 國 際 (Semiconductor

( 預測圖片與其訓練集一致的可能性有多高 )。在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SMIC) 等 中 國

Intel 的支持下，地平線與知名汽車品牌合作提供

晶圓代工廠，現在開始量產 14 奈米，而 AMD、

汽車專用機器視覺所需的邊緣處理功能 。儘管

TSMC 和其他廠商則已開始生產 7 奈米。若照這

12

其晶片是採用 10 年前開發的 40 奈米製程，由於

樣的進度，中國晶圓代工廠約比全球領導廠商落

地平線具有軟體優勢，在嵌入式推論市場上，仍

後二到三代。

是許多大型廠商的勁敵 。因此，地平線憑藉著
13

演算法展現出超越硬體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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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中國工業仍如火如荼的進步。近年來，

國家贊助：儘管中國的經濟稍有冷卻跡象，但規

年的收入約達 780 億美元，相較於 2016 年，成

大量的戰備資金。此外，即便中國政府與其國內

中國製造半導體的收入已呈現穩定成長，2017

模仍然龐大，也足以讓整個國家及各行各業累積

長率大約是 19% 。過去 15 年來，這樣的收入

最大工業之間的關係劍拔弩張而備受批評，但也

17

曲線超越了直線成長，這意味著中國半導體的品

因為國家控管的緣故，中國的市場整合才能做

質越來越能因應需求 。

得更加嚴謹。中國國務院在 2014 年公佈了「國

18

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21。這項計畫幫

未來的中國

助拉近了中國製造商與全球領導廠商之間的技術
落差，更有政府扶植的企業帶頭資助了 218 億

AI 技術的成長，加上支援 AI 技術的專用晶片，

美元的資金 22。2015 年，中國宣布「中國製造

中國晶片製造商或許有機會吃下更多這塊需求

2025」計畫，目標是在 2020 年之前將核心技術

彰，過去這幾年來，中國製造商仍然穩定培養出

在 2025 年之前提高到 70%23。之後，中國也為

大餅。儘管中國以往發展本土晶片產業的成效不

元件 ( 包括半導體 ) 的本土產量提高到 40%，並

更優秀的能力。如今，中國政府為積極推動各項

支持達成這些目標籌募了更多資金 24。

計畫而挹注大筆資金、本土市場變強，且其國內

也出現了超大平台公司，這方面的發展已不容小

SMIC 是全球第五大晶片製造商，該公司在 2018

覷。因此，無論是在半導體或 AI 技術的發展，

年應可得到近 1 億美元的國家補助津貼 25。SMIC

會；這帶給我們非常大的啟示。

備，這是一種十分先進的晶片生產工具，估算成

現在或許是中國晉升全球競爭廠商之列的大好機

已 向 荷 蘭 的 ASML 訂 購 了 極 紫 外 微 影 (EUV) 設

本約 1.2 億美元。儘管打造一座具有競爭力的晶

為什麼現在會是中國的大好機會？中國半導體業

圓代工廠所費不貲，這家上海製造商仍希望能在

現在更有希望崛起，是因為現今市場出現了五個

2019 年年底之前量產 14 奈米製程 26。無獨有偶。

條件：

根據產業組織 SEMI 的估算，中國的 2018 年製

造設備投資成本將達到 130 億美元，成為全球第

內需：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國，每

二大的買家 27。早在 2017 年年底，中國就已規

年進口價值約達 2,000 億美元 19。在廣大的中國

劃好至少興建 14 座新的晶片晶圓代工廠 28。

人口中，網際網路使用者約有 8 億人 。中國人
20

口之多，經濟發展之強盛，帶動驚人的本土需求，

儘管中國的經濟稍有冷卻跡

也連帶提高絕大多數外國供應商的利潤。許多已

象，但規模仍然龐大，也足

開發國家的個人電腦及行動裝置市場已漸趨飽
和，但中國的晶片需求量還在持續成長。確切地

以讓整個國家及各行各業累

說，世界經濟因中國需求而大幅成長，而現在也

有更多投資人看好中國未來的發展。這樣的轉變

積大量的戰備資金。

讓中國更有能力控管外國製造商打入中國本土市
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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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需 求 不 斷 成 長： 在 2019 年， 全 球 半 導 體 產

多核心晶片解決方案，則是一種現場可程式邏輯

發展是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動力，過去 20 年來，

平台而打造的晶片組 35。百度野心勃勃推出的自

業支持的重點可能會偏重於 AI 需求。AI 技術的

閘陣列晶片組，是專為支援該公司擴大雲端運算

其成長率大約是 5-6%29。為因應 AI 的需求，運

動駕駛平台「阿波羅」(Apollo) 很可能就會採用

算技術本身漸趨專業化。這些趨勢加上中國費

這個晶片組。值得注意的是，百度的晶片並非中

心研擬的策略，全都在設法扶植半導體業的獨

國製造 ( 至少目前還不是 )；他們採用三星的 14
奈米製程 36。

立能力，以及將未來的經濟發展焦點轉向 AI 技

術。 截 至 2018 年 為 止， 中 國 擁 有 的 深 度 學 習
專利已居全球之冠，但這些專利的整體價值尚

中國國務院在 2017 年 6 月發佈其「新一代人工

來發展的重要動力，而 AI 技術將是其中的重要

年之前成為全世界 AI 技術發展領導國的雄心壯

不明朗 。中國大力宣揚先進技術將成為其未

智慧發展計畫」，內容記述了中國計畫在 2030

30

關鍵。

志。在這段期間，中國規劃的藍圖是在 2020 年

之前迎頭趕上西方國家，並且追求於 2025 年之
前發展出突破的 AI 技術 37。這項計畫似乎與中國

中國許多大型公司希望能在 AI 市場佔有一席之

地。百度、阿里巴巴集團及騰訊 (BAT) 的市值合

知名公司的發展規劃、幾個最大規模投資工具的

不計其數。這些企業大手筆投資其他本土及海外

天衣無縫 38。

目標，以及中國許多市政發展專案的目標配合得

計超過 1 兆美元，其營運據點遍佈全球，生產線

公司 31。事實上，中國共有 124 間獨角獸新創公
司，半數以上都是這三家企業的投資對象，其中

吸引外商赴中國設點與延攬國外人才：自動駕

某種程度而言，BAT 的存在足以證明中國有能力

合作成果。這些車輛採用非常高難度的設計，

也包括全世界最重要的純 AI 公司商湯科技 。就

駛車是機器人技術、AI 技術以及半導體技術的

32

扶植出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公司。

中國新創公司及該國一流超大型平台公司仍十
分仰賴美國矽谷在自動駕駛技術方面的專業知

中國大力宣揚先進技術將成為

識 39。不過，自動駕駛車的開發雖然仍須仰賴外

國專業知識，但中國產業已開始投資海外製造

其未來發展的重要動力，而AI

商並積極延攬與吸引市場領導廠商，準備從製

造這類汽車所需的軟硬體方面下手。在 2018 年

技術將是其中的重要關鍵。

6 月， 日 本 軟 銀 集 團 宣 佈 將 其 中 國 子 公 司 安 謀
控股公司的大部分股權售予某中國投資基金 ( 安

BAT 當中的每一個事業體都會將 AI 技術運用於

謀 控 股 公 司 是 知 名 的 半 導 體 設 計 公 司，Cortex

iPhone 晶片系列也是該公司的設計 )40。以厚朴

自家的產品和服務生產線，這一點或許毋庸置

疑 33。這三家企業都已慢慢開始製造或規劃製造

投資管理公司為首，由某中國主權財富基金與北

緣運算推論專用 AI 晶片，以利支援運用在自動

的價格收購了安謀控股公司中國股權的 51%41。

自己的 AI 專用晶片。阿里巴巴已宣佈將製造邊

京絲路基金支持所組成的集團，以 7.75 億美元

駕駛、智慧城市以及物流業的物聯網事業 34。這

此舉將讓中國更易於採用安謀的設計。尤其，

是在阿里巴巴收購中國晶片製造商中天微系統之

安 謀 在 2017 年 的 收 入 約 有 1/5 來 自 中 國 的

後才推行的計畫。而百度推出的「昆侖」(Kunlun)

需求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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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繼續發展本土晶片供應能力，中國企業還需吸

晶片設計與智慧財產權 (IP)：儘管中國企業製造

儲科技公司已投資 240 億美元，打算興建中國第

現在的晶片架構設計與 IP 已足以展現全球競爭

引更多人才進入中國大陸。以此為前提，長江存

最先進半導體的能力尚未完全發展成熟，但中國

一座先進記憶體晶片廠，同時也從海外晶片製造

力。華為自行設計了全新的 7 奈米手機晶片組，

商挖角了上千名工程師 。該公司不久前宣佈 32

並且宣稱這款晶片組的效能更好，能耗低於其主

43

層 NAND 記憶體晶片的研發進度；儘管仍然落

要競爭對手的產品 46。 華為生產的系統單晶片也

後於其他記憶體製造商能夠生產的 64 層先進晶

號稱用於 AI 核心及全世界速度最快的數據機，

技術，SMIC 也從台灣的 TSMC ( 全球最大晶圓代

圓代工方面仍須仰賴台灣的 TSMC48，這一點與

延攬了一位高級主管 。同時，TSMC 則開始在

牌相似，不過這也象徵中國企業已有能力按照最

片，但這仍是個好兆頭。為進一步發展 14 奈米

並宣稱正好趕上 5G 早期部署階段 47。華為在晶

工廠，一般公認其技術比 SMIC 領先約二到三代 )

其他採用本土設計但委外製造的知名中國科技品

44

南京興建一座晶圓代工廠，力圖在中國市場站穩

新穎的技術規格進行生產。

腳步 。
45

中國新創公司及該國一流超
大型平台公司仍十分仰賴美
國矽谷在自動駕駛技術方面
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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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中國政府與製造業及超大型數位企業聯手，積極為發展下一階段的數位經濟鋪路。倘若中國達成本土
晶片生產目標，也就是在2020年之前將晶片總需求量的本土生產比例從13%提高到40%，就會對全球

晶片市場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別忘了，2018年的中國需求就佔全球半導體需求量的一半以上。假設中

國晶片製造商與中國政府能夠購置、聘僱及培養足夠的先進製造能力，同時能夠因應AI需求，那麼這
些活動不但能夠激勵本土創新能力，還有可能讓中國對新一代的認知技術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在中國境外的知名晶圓代工廠及晶片設計廠將加速保持競爭力，以利因應中國的需求。開發一般及離
散機器學習(ML)工作流程專用的全新架構可能會越來越重要，而且邊緣的輕量級推論更要與核心的高

效培訓與建模充分配合。頂尖AI技術提供者可能會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必須以更低的價格提
供更好的功能，這樣才能讓AI技術商品化。

現階段的AI雲端服務領導廠商應繼續投資研發，設法找到發展學習系統的新方法。BAT的動作非常迅

速，他們已打算將目標放在進軍全球市場並提高知名度。就服務層面而言，他們很可能會對數位平台
領導廠商及雲端服務供應商造成更大的壓力，而且他們在物流業、工業物聯網以及汽車業的發展可能
會更加穩健。對現階段力求鞏固競爭優勢的領導廠商而言，創新、效率及價格很可能會更加重要。不
過，對現階段的半導體廠商來說，最大的優勢可能在於貼近客戶需求並持續發展自己的數位轉型。要
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落實認知、迅速創新，還要有能力快速學習與適應。

中國在半導體方面的發展有機會能夠掌控其國內越來越蓬勃的消費市場。若中國持續發展AI技術，並

且透過政府及商界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就能帶來可觀的資料、分析及見解，繼而反映在最佳化技

術、增強功能以及創新能力，並且進一步加強中國經濟固有的命令與控制特質。然而，要順利實施如
此廣泛的變革，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可能更需要仰賴已開發經濟與現階段產業領導廠商所提供的顧問
服務與知識。從大局來看，可以將這種局面視為中國數位轉型漸趨強盛的跡象。

歸根究柢，對中國而言，技術獨立與否還是操之在己。不過數十年前，中國還只是這個世界的廉價製
造與裝配中心，全球戰力並不起眼。這段時間以來，中國已在製造價值鏈中穩定向上攀升。他們向過
去數十年的製造經驗學習，也支持最強盛的數位企業，因此現在的中國已有能力成立全球規模最大的
公司，也能生產最先進的產品。總體經濟風向多變，摩爾定律(Moore�s Law)也還有著非常嚴峻的挑
戰，因此中國的未來仍然是未定之數。但是，中國現在的潛力確實已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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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電腦

新一代超級電腦，而非新一代筆記型電腦
Duncan Stewart

針對量子電腦(QC)在2019年及之後的發展，

「量子霸權」(Quantum Supremacy)或稱
「量子優勢」(Quantum Superiority)的實

Deloitte Global提出的預測不只一項，而是五項：
1.

證：量子電腦將有能力執行一般(傳統電晶

體數位)電腦無法在可行時間內或無法運用

量子電腦即便能夠取代一般電腦，頂多也

可行資源處理的特定作業。這確實將成為

只能撐數十年的光景。一般預期，2019年

重要的里程碑，但「霸權」一詞恐有誤導之

或2020年左右將出現有史以來第一波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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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沒錯，在解決運算問題方面，QC確實

3.

具有一定程度的實用性和重要性，但卻不表
示QC處理世界上所有、大部分，甚或其中

年代問世。2020年代會是量子運算不斷進步
的階段，但要形成規模較大的市場，可能性

最高的時間點是在2030年後2 (有些嚴謹的科

10%的運算作業都能發揮更好的效能。
2.

第一代商業性通用型量子電腦最早將在 2030

學家相信絕對不會出現通用型QC3， 雖然這

未來量子電腦市場的規模與時下的超級電腦

市場不相上下，大約是500億美元。相較之

下，一般運算裝置(從消費性智慧型手機到

4.

企業超級電腦皆屬之)在2019年的價值預估

只是少數科學家的意見，但仍值得注意)。

到2020年代，雜訊中等規模量子(Noisy
Intermediate Scale Quantum，NISQ)運

將突破1兆美元 。即使是在2030年，人們

算市場(使用所謂的早期QC)，每年的價值可

1

使用的智慧型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及低階

望達到上億美元。早期QC又稱「NISQ」電

企業運算裝置不計其數，有時(甚至可能經

腦可能具有商業價值(後期發展出來的QC 功

常)使用雲端量子運算，也不會出現任何以

能較強大也較靈活，相較之下，早期電腦的

量子技術為主的裝置。

運算位元「雜訊較多」，也較不穩定，但由
於運算能力有所增強，因此仍可發揮實用
性)。目前仍不清楚NISQ運算究竟對哪些產

QC銷售量
將在2019年達到千萬美元，

業有利，不過生化科學領域的企業組織應能

即2020年後，每年銷售量
將在上億美元，

5.

受益匪淺，這一點幾乎是可以斷定的。

在2020年代，量子安全防護產業每年的價
值也很有可能會在上億美元。大型QC可望

讓安全和加密技術這個領域呈現指數成長，
這一點幾乎是必然的。有一項技術稱為秀爾

演算法(Shor's Algorithm)，一般認為這項

而2030年後更將達到每年
數百億美元。

演算法能夠破解RSA和ECC等現今多種公開

金鑰密碼系統(前提是要以規模夠大的量子

電腦執行) 4。企業和政府從現在就該開始防
範功能強大的QC造成威脅，才能防患於未

不過，一般裝置在同期
的年銷售量大約可達到
1-2兆美元。

然5，免得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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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實際影響層面不大

至少要製作出採用 60 個以上物理位元的機器，

快要疲於等待的人而言，這個領域可望在未來數

QC，可望將在 2020 年之前水到渠成，屆時也會

才有可能造就量子霸權 8，不過物理量子位元的

數目越多，要再增加就益發困難，因此進度相當
緩慢。然而，論採用 60 個以上物理量子位元的

QC 的發展即便不到數十年，也已經歷多年。對
年內出現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達成「量子霸

發表其規格，出現第一波量子霸權實證的可能性

務實的答案是：初期的變化不會太大。量子霸權

量子霸權在概念上會是個轉

相當高。

權」。何時能夠水到渠成？屆時會造成哪些變化？
在概念上會是個轉捩點，但就現實面而言，至少

捩點，但就現實面而言，至

在短期內，QC 在建構、設置以及程式設計方面

仍有難以突破的限制，因此，要進入商業市場仍

少在短期內，QC在建構、

言之過早。不過，這個領域仍在不斷進步 ( 雖然

設置以及程式設計方面仍有

是斷斷續續的 )，量子運算的前景依然指日可待

( 不論是在科學層面或經濟層面 )。量子霸權勢

難以突破的限制，因此，要

必將引發一陣天花亂墜的宣傳，為了釐清各項說
法，最好先徹底理解量子運算的基礎。

進入商業市場仍言之過早。

量子電腦是如何製成？

一般預期，要開發出採用 200 個邏輯量子位元

QC 的計算單位是量子位元 (Qantum Bit 或 Qubit)

的機器 ( 以 20 萬個物理量子位元構成，數量等

的數目，量子位元就相當於一般電腦的電晶體。

同於 2018 年最新技術的三倍以上 )，也就是大

現代的 QC 只包含物理量子位元 ( 表現在雙態量

約是商業性通用型 QC 的最小尺寸，至少還要等

子系統，例如一對捕獲離子 )，這類量子位元的

五年以上，甚至可能超過十年。不過，即便順利

衰減速度快，容易出錯。據估計，1,000 個物理

開發出來，這類裝置不但體積龐大、無法攜帶、

量子位元才能製造出一個邏輯量子位元 ( 也就是

要價數百萬美元，還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編寫

具有容錯及修正誤差等特性的量子位元 )，目前

程式和執行，優於一般電腦之處卻只限於解決

還難以達成這個目標。反過來說，一台萬用或通

特定幾項困難的運算問題。因此，無論開發成

用型 QC( 要解決更多、更廣的問題就需要這類

功的時間點是在 2025 年 ( 可能性較低 ) 或 2045

QC) 需要數百個邏輯量子位元，相當於數十萬個

年 ( 可 能 性 較 高 )， 通 用 型 QC 硬 體 ( 有 別 於 因

物理量子位元。

其而發展出來的軟體和服務 ) 市場價值很有可能
會在一年 500 億美元左右。這樣的規模與現今

截至 2018 年為止，已出現同時包含 20 個物理

的超級電腦相去不遠 ( 超級電腦一樣是由龐大、

量子位元 6 和 19 個物理量子位元 7 的 QC，其效能

無法攜帶的百萬美元裝置構成，只適合用於解

規格也已是公開的事實。目前也已經有廠商宣佈

決特定難解問題 )，後者在 2017 年的價值大約

製造出採用 50 個、72 個甚至 128 個物理量子位

是 320 億美元，2022 年之前可望成長到 450 億

元的裝置，但仍未有任何廠商發表這類裝置的規

美元 9。

格，因此無法得知其控制與錯誤等級。一般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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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運算是現今的重要議題

量子安全防護的最佳時點已錯過

即使到了 2030 年代，價值也不過 500 億美元而

套解密工具，能破解過去，用於破解過去無法解

令人擔憂的是，QC 亦將無可避免地發展成為一

QC 市場短期內成不了氣候，無法取代一般電腦，

譯的密碼，以及入侵過去無法駭入的系統。即使

非數千兆美元，但相較於幾乎等於零的現在，未

這將在商用 QC 上市之後才可能發生 ( 預估的上

來前景仍然看好。事實上，QC 在未來十年將成

市時間點落在 2030 年，而有部份學者相信有近

為「新興」技術最大的營收商機。在量子霸權已

兩成機會可在 2026 年前實現 )，不過，現在就必

然成形的領域，整個產業都將全面革新。

須及早規劃。像是機密資料、無線 (OTA) 更新軟

體技術、身分識別管理系統、長連線裝置，等均

再者，重要的不只是量子運算這項技術，更在於

須確保具長期的安全防護力，因此在大規模 QC

傳統運算在量子運算激發之下的創新。QC 的前

開發完成之前做好安全防護措施。實際上，目前

景將會帶動一般運算產業，為了模擬量子技術，

已有數個產業錯過了開始做好量子防護安全措施

屆時一般電腦的用途將會出現許多突破之舉 10。

的時機。汽車業、軍事國防產業、電力及公用事

早在商業 QC 上市之前，這些進展就能發揮實用

業、醫療保健業以及金融服務業現在僅部署不具

價值。

量子運算很酷，真的酷到不行！
QC必須控制及維持其量子位元的量子行為。溫度往往是破壞穩定度的因素，因此許多QC設置在
溫度極低的環境下。

原子在絕對零度(攝氏-273.15度；華氏-459.67度；凱氏0度(K))時會完全停止活動。氮的沸點為

77K，氦的沸點大約為4K。截至2018年，最常見的實體建置(採用Google、Intel、IBM和D-wave
的裝置)溫度條件必須低於4K，通常大約為0.015K(15毫K)，有些裝置甚至可以在更低的毫開溫度

條件下運作。無可避免，這類機器及不可或缺的冷卻系統重達數千公斤，大小約莫等於一輛小型
汽車，要價數百萬美元，並使用幾千瓦電力。不只現在如此；即使是到了2030年代，任何要求毫
K溫度條件的QC仍然會是如此龐大、昂貴而且耗電。

不過，目前已有人提出「只」靠液態氮就能達到溫度條件的實體裝置。這類機器較便宜、體積也
較小，但仍比絕大多數的一般電腦龐大、昂貴。能在室溫下運作的QC技術依然指日可待，但目
前沒有任何一項技術能在採用一個或兩個以上物理量子位元的前提下運作。

既然室溫運作解決方案全數失敗，我們的智慧型手機顯然不可能採用量子運算，但若透過雲端就
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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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安全防護措施的長效型系統，未來在責任和

能會將目前的傳統加密資訊保存起來，留待日後

最糟的情況。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不法份子可

攻擊，運用 QC 技術解密。

財務方面恐將因此面臨相當大的負擔。這還不是

發動所謂的「搜集後解密」(harvest-and-decrypt)

量子運算術語定義和詞彙

一般電腦：傳統形式的二進位數位電子運算裝置，幾乎一律使用矽半導體電晶體及積體電路硬體
執行。

量子電腦：運用疊加(superposition)和糾纏(entanglement)等量子力學現象執行運算功能的電

腦。現階段試驗中的實體建置不少(超過10種)，其中許多必須在超低溫條件下進行。目前仍未有

哪一種實體建置能夠脫穎而出。量子電腦並未非完全優於一般電腦；執行某些作業可能會更快，
但某些可能會更糟。

疊加與糾纏：這是量子電腦在運作上的秘訣。不過，若您關心的是量子電腦未來的市場規模與上

市時間點，不見得要懂這些術語。若有意深入瞭解疊加與糾纏，不妨多多查閱多多查閱相關的網
路文章。

量子霸權(Supermacy)或優勢(Superiority)：這兩個術語或多或少可以互換，兩者皆用於表示量

子電腦比一般電腦更有能力在可行時間內或運用可行資源處理特定作業的情形。一定要注意，即
便QC解決某項問題時能夠展現霸權，也不代表QC比一般電腦更能處理所有其他問題 (甚至任何

其他問題)。QC速度優於一般電腦之處表現在不同的程度 (請參閱下方「二次方加速」及「指數加
速」的說明)。

量子優勢：量子霸權在理論方面是重要的里程碑，但實際在處理某些運算問題可能一點也不重

要。因此，許多人認為量子優勢是更具代表性的突破，即一般電腦無法在可行時間內或無法運用
可行資源解決的問題，卻是量子電腦能執行的有效作業。

二次方加速：QC解決某些運算問題的表現遠優於一般電腦11，例如搜尋沒有排列規則的清單：倘

若一般電腦執行這項流程需要N個步驟，QC可以在√N個步驟內完成(以QC能用於展現二次方加

速的技術來說，Grover演算法是最著名的範例)。例如，假設使用一般電腦進行某項運算要花365

天，使用QC只要19.1天就能解決。不過，就現實面而言，現今得花一年才能完成運算作業十分
罕見，因此，較實際的說法是：假設使用一般電腦進行某項運算要花8小時，使用QC不到3小時
就能解決。想知道使用價值數百萬美元而且得靠專業人員才能執行和編寫程式的量子電腦有多

快，透過這個範例或許可見一斑……也或許不盡然。在商業用途上，使用只能發揮二次方加速效
益的QC不見得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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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加速：QC若能發揮指數加速效能，就有可能發揮實用價值，例如可以破解公開金鑰加密機
制或模擬化學及生物系統等各層面的問題。若說一般電腦得花90億年的時間才能靠蠻力破解公開

金鑰，二次方加速能將計算時間縮短到30億年，這種說法不切實際。但是，若說指數加速能在數

分鐘甚至數秒內破解密碼，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不過，目前仍不清楚QC能夠發揮指數加速效
能的頻率有多高。現階段只知道運用QC處理少數幾種問題時能夠發揮指數加速效能，但樂觀主
義者相信一段時間之後必定會出現更多例子。

物理位元：只要是雙能階級量子力學系統，都可以發揮量子位元的用途。這些系統包括光子、電
子、原子核、原子、離子、量子點，以及超導電子電路。截至2018年，大型QC多半採用超導量
子位元或離子阱技術。

邏輯量子位元：邏輯量子位元利用多個不穩定的物理量子位元產生穩定的邏輯量子位元，邏輯量
子位元兼具容錯和誤差修正等特性。截至2018年，沒有人能打造出邏輯量子位元。一般假設是需

要大量物理量子位元才能製造出一個邏輯量子位元；現階段的共識是物理量子位元的數目必須達
到上百甚至上千。要製造出能夠解決多種問題的萬用型或通用型QC，就必須要有大量的邏輯量
子位元。

雜訊中等規模量子(NISQ)運算：終極目標雖是要製造出以數百個邏輯量子位元組成的裝置，但採用

大量物理量子位元的裝置或許能夠發揮一些商業優勢。不妨想成單一用途QC或模擬器。據頂尖的
量子研究家John Preskill博士所述：「以100個量子位元組成的量子電腦不會立即改變這個世界，[但
是] 未來會發展出更強大的量子技術，我們應該將這樣的量子電腦視為非常重要的進展12。」

量子模擬：不論是化學製程、分子動力學或物質的電子特性，某些問題的主軸其實在於量子系

統。一般電腦相當不適合用於模擬量子系統，必須仰賴近似值假設。QC也必須遵從量子力學的
規則，因此非常適合用於執行模擬其他量子系統，而且能發揮不錯的效率。

以一般電腦模擬量子電腦：現階段早期QC能執行的作業，使用模擬量子運算技術的一般電腦也
能達到一樣的執行速度。許多研究人員認為，只要物理量子位元達到一定數量，一般電腦就無

法與QC裝置相抗衡，這也就是量子霸權成形之時。不過，轉折點在於，一般電腦模擬量子裝置
這類技術的進步速度與QC物理量子位元的成長速度不相上下。2017年盛行20物理量子位元的機

器，當時業界認為一般電腦可以像42物理量子位元QC一樣處理特定問題，但比不上48物理量子

位元QC。2018年開始開發採用更多物理量子位元的電腦，此時在數學方面出現了一項突破，那
就是一般電腦現在只要透過模擬方式就能比得上48物理量子位元QC。因此，至少就該項特定問
題而言，目前已出現「霸權阻礙」，若不採用60物理量子位元QC，霸權恐怕無法順利成形。不

過，人們總有突破霸權阻礙的一天：一般電腦要能存放尺寸適中(100量子位元)的QC，光是硬碟
就得用上全宇宙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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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企業組織和政府現在就可以開始行動，以利在量子運算世界裡創造資本收益並做好自我保護：
擬定長期的量子安全網路資安計畫：因應未來的量子發展，現在就開始擬定絕不嫌早。美國國家

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隸屬美國商務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不久前，該研究院針對量子電腦的威脅進行了評估，並建議企業組
織培養「加密敏捷度」，亦即要有能力迅速淘汰加密演算法，改用更新穎、更安全，且經NIST 公
佈或核准的加密演算法 13 。各企業組織應留意這方面的發展，並且做好遵循相關建議事項的藍圖
規劃14。

規模較大的公司不妨考慮NISQ：採用 50–100 個物理量子位元的單一用途量子裝置雖不適合用於處理

大多數的作業，但或許適合建立原子行為模型，而且很快就能通行。化學和生物領域的公司勢必能夠

受惠於此。在這幾個領域當中，許多公司已開始投資一般高效能運算(HPC)資源15； 多加一項NISQ計
畫也不無道理。

中等規模的公司也可以考慮採用NISQ：除了化學和生物等領域之外，還有更多領域也適合使用NISQ
電腦。以金融業為例，一般認為這些中等規模的QC能夠執行投資組合最佳化 16 ，而在金融方面其他

可行的用途則包括擬定交易策略、預測投資組合績效、資產定價，以及風險分析 17。運輸業也十分期

待 QC：有些汽車公司已開始測試運用QC模擬交通、機器學習演算法以及加強電瓶性能 18。物流業認
為QC可能有助於路線規劃、航班時間安排，也能解決出差業務員的問題(這是一般電腦難以解決的難

題) 19。而且，NISQ電腦不像HPC，也許在政府機關或學術界會佔有一席之地：如氣象模型：氣象模

型20及核子物理21。

更新高效能運算架構22：以航空國防、石油與燃氣、生命科學、製造以及金融服務等已投資HPC的產業

而言，相關企業應該要清楚量子運算可能對HPC系統的架構造成什麼樣的衝擊。連結傳統HPC系統與
量子電腦的混合架構可能會非常普及。舉例來說，某家公司已形容HPC是模擬和設計供水系統的混合
量子系統；這套系統運用「量子退火」這項有限版的量子運算技術，縮小一組需使用傳統系統進行模
擬的設計選擇，以利大幅降低總運算時間23。

顛覆分析工作負載：許多公司會定期執行大規模的風險管理、預測、規劃及最佳化運算。量子運算不
只能夠加速這類運算的進行，還能讓企業組織反思其經營模式，從而全面因應新的挑戰。高階主管應
捫心自問：「要是我們能快點進行這類運算，會是什麼樣的情況？」若能找到解答，或許能在經營和
策略方面激發出更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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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公司甚至有機會在量子電腦問世之前受惠於量子運算。量子運算研究人員已針對運用傳統
電腦解決問題找出更好的方法。有些研究人員設法運用「量子思維」解決傳統問題 24。一家新創公司

提供受量子技術啟發的機器智慧運算技術，據稱該公司已能夠運用這種方式加快運算速度25。

尋求學術方面的研發合作契機：許多公司認為值得撥一些研發經費與從事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機構合
作，這正是澳洲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目前的做法26。企業組織或許能夠藉由學

術研究合作及早開始累積相關知識，並且開始探究量子運算的用途。目前積極研究量子運算技術的研
究機構包括美國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以及美國耶魯量子研究院(Yale Quantum
Institute)。
未來兩年內，大多數企業財務長提出的預算企劃書未必都會增列量子運算細項。不過，這並不表示領
先者應該忽略這個領域。這個領域的發展非常迅速，且將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商業和科技策略
人員都該從現在開始密切留意量子運算技術。目前，大多數公司還不會展開大規模投資。不過，現在
就開始投資量子技術內部訓練、研發合作關係以及策略規劃，未來或許能夠因此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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