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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身處變幻無常、挑戰不斷的時代。

高科技、媒體與電信領域在 2018 年仍前景可期，也將達成許多重要的里程碑。部分領域進展雖突飛猛進，但其他

在生活與工作領域中的變化則難以察覺。科技進步有時令人望而生畏，生活中充斥著關於科技進展帶來負面影響的
報導，部分人士則將機器視為對人類的威脅——機器與人類相比更加強壯、迅速、靈活，甚至在棋類遊戲也有更好
的表現。人類的工作與生活方式是否將處於風險，抑或這將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進步之一掀開序幕？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為人工智慧的核心要素，並將在今年取得驚人進展。然而這是以剛起步的觀點來

看，即便上述進展在今日已屬成就非凡，但如在五十年後回顧此時，2018 年的機器學習能力也僅是顢頇學步。未
來一年間，企業佈建機器學習的情形將更加普遍，但並非隨處可見。幾乎所有高階智慧型手機均將配備機器學習晶

片，但仍無法充分運用。近百萬組機器學習晶片將安裝於各資料中心內，但此數量與未來十年的成長幅度相比仍屬
少量。

佈建機器學習的目的，在於使既有技術運作更加順暢並拓展顧客服務，但在 2018 年尚無法取代任何人力。誠然，
科技依舊是帶有人性（無論好壞）的人類作品，距離擺脫人類控制、獲得自主權的那天仍遙不可及，而具情感的機

器目前仍僅存在於科幻小說中。科技確實大幅躍進，但目前人類仍駕馭自如；今日科技應用目的在於改善人類生活，
而非抹除人類的重要性。

科技為人類賦權，大眾可在自身期望的地點、時間及人物陪同下進行內容消費；但即便擁有這項科技所賦予的能力，
在 2018 年人們仍將花費超過 5,000 億美元與他人一同參與現場活動。大眾正利用數位科技擴大其實況直播和現場

活動的體驗，藉由智慧型手機購買、分發票券，或藉由速度提升的行動網路參與串流活動。此外，過去受限於頻寬

與成本，在 35,000 英呎的高空通訊曾屬商務乘客使用的少數服務，隨著連網服務的供應增加，機上通訊將更加普
及，帶動高空自拍、打卡的浪潮。

絕大多數的成功技術（從收音機到電子閱讀器、從蒸汽機到健身腕帶）在到達成長高原期前，皆曾經歷高速成長的

時期。2017 年是智慧型手機誕生的 10 週年，但許多智慧型手機的外型與去年並無太大差異，因此也引發智慧型

手機是否已達其成長巔峰的疑問。

智慧型手機的外型在 2018 年改頭換面的可能性不高，恐怕直到 2023 年亦是如此；但其規格配備在 2018 年後將

更上一層樓，使裝置功能穩定提升。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數將與日俱增，且使用頻率將提高，應用範圍拓展至實用、
資訊與娛樂層面。這些趨勢或許將引發過度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爭議，但實際上智慧型手機與其他科技無異，皆須由
社會與個人判斷何謂適當使用。

期望本年度的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報告能帶給您豐富且新穎的資訊，協助您掌握產業與市場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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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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即將成為現實
Deloitte 預測，在 2018 年將有超過 10 億名智慧型手

它是真實的，且也將經常被錄製成影片分享。數位影

億名用戶每月創建內容，另有數千萬名用戶將每周製

測，儘管 2017 年幾乎所有的擴增實境內容都屬於卡通

機用戶會至少製作一次擴增實境（AR）內容，並有 3

像越逼真，產生的複合影像就越令人驚豔 。本報告預
4

作與分享 AR 內容。

風格（超過 95% 以上），但到了 2018 年，真實影像

達到數萬種，到了 2018 年底，將有數十億名智慧型手

在 2018 年，擴增實境的大宗應用可能仍以透過手機鏡

進一步預測，2018 年支援擴增實境的應用程式數量將

的比例將超過 50%。

機用戶至少下載或更新一個整合擴增實境內容創建功

頭建立的內容為主，這也是目前蔚為主流的應用。中

及其他螢幕上觀看由手機建立之 AR 內容者可望達到數

例將會持續增加，其中又以使用手冊、技術支援服務

能的應用程式或作業系統 。本報告預估在智慧型手機
1

十億人。

儘管擴增實境可能帶動裝置的使用率、應用程式的下
載次數和智慧型手機銷售量，但本報告預估 2018 年全

球擴增實境應用程式的內容收入將不超過 1 億美元，

期來看，企業及政府於各層面使用擴增實境技術的比
及公眾服務公告為可能的應用範圍 。
5

軟硬體的結合使擴增實境更加逼真，其中最重要的進

展 就 是 在 智 慧 型 手 機 作 業 系 統 中， 內 建 專 用 的 擴 增
實境框架。蘋果電腦開發的框架為 ARKit，並與 iOS

這並不代表擴增實境的價值僅增加 1 億美元，本報告

11 同 時 推 出， 可 與 2015 年 推 出 的 iPhone 6s 以 上

路、通訊、購物及遊戲）與作業系統差異化的關鍵，

Android 裝置使用 6。這些框架皆屬於視覺慣性測距系

儘管 2018 可能成為擴增實境技術發展的關鍵年，但之

視覺慣性測距系統可以即時追蹤裝置用戶的實體位置，

其在相機、感應器及處理器方面應該會持續改善，應

儀，每秒可讀取 1,000 次的慣性測量單元（IMU）加

預測擴增實境功能將成為某些應用程式（包括社群網
並成為智慧型手機升級的推手。

後的幾年也同樣重要，實現擴增實境的核心技術，尤
用範圍也將快速成長 。這將使得定期製作和分享擴增
2

的 機 種 相 容。Google 的 ARCore 框 架 可 搭 配 高 階 的
統（VIO），並包含一些簡單的二維平面檢測 。
7

以每秒拍攝 30 張影像的相機與結合加速度計、陀螺
以運算 ，平面檢測則可識別如地板或桌子等平坦表
8

實境內容的用戶數增加，並推動擴增實境的直接收入

面，以便將物件放在觀看者預期看到的位置上。

擴增實境的核心是將數位影像疊加在真實影像上的一

手機具備專門支援擴增實境的作業系統，以及足以運

在 2020 年成長至 10 億美元以上。

種特殊效果，數十年來這項技術已經被應用於各種形
式，但建立擴增實境內容的功能直到最近才蔚為主流，
雖然其形式仍相當簡單 。過去三年間，擴增實境已成
3

為非常熱門的智慧型手機應用，尤其是人臉互換、髮

型變換和即時臉部濾鏡等娛樂性應用程式。至今為止
透過智慧型手機建立的擴增實境內容，仍以照片或卡
通動畫風格居多。

但是在 2018 年，透過智慧型手機建立的擴增實境內容

看起來會更逼真，觀看者在手機上播放時可能會以為

到 了 2018 年 底，Deloitte 預 計 將 有 約 8 億 台 智 慧 型
算擴增實境的強大硬體——包括中央處理器（CPU）、
圖形處理器（GPU）、數位訊號處理器（DSP）和類

神經晶片。建立擴增實境內容需要大量運算，智慧型

手機的處理器功能越強大、能源效率越高，將使影片
播放更順暢並降低電池耗電量。隨著硬體裝置的效率

提升，擴增實境內容的建立將不再受限於最新、功能
最強大的裝置，不過這些裝置仍能提供較好的用戶體
驗和效果。

擴增實境框架的開放對內容建立的影響最為顯著，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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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系統內建專屬的擴增實境支援，可以降低開
發擴增實境應用程式的成本，例如消除使用第三方工
具建立擴增實境效果的必要性。這意味著開發人員可
將資源集中於打造更引人注目的內容，更多初級人員
亦可以致力於技術應用。再者，小規模的開發團隊，

甚至是個人，均能開發具擴增實境功能的應用程式。
降低進入門檻應有助於在 2018 年提升具備擴增實境功
能的應用程式數量。

導入這些框架與智慧型手機硬體元件的重大突破是同
時進行的。

不需要列印任何實體追蹤碼，便可以得到相同的體驗，
使有意嘗試擴增實境的人數大幅提升。

優異的演算法使陰影能套用在有陽光或人造光的場景

中，增加真實性。擴增實境的動畫角色可以根據環境
中的變化（例如關燈）做出反應，使數位物體更具真
實感。

客製化的擴增實境技術如特徵追蹤，在近幾年已應用
於臉部追蹤和臉部濾鏡等程式，使用戶得以兼具娛樂
和實用的方式修改臉部樣貌，例如呈現臉部塗上特定
口紅色調後的模樣。在 2018 年，軟體的升級也將提升

慣性測量單元技術的最新進展，使裝置能以更高的精

特徵偵測的準確性，並可超越人臉偵測範圍，偵測自

就可以透過手機單一鏡頭擷取立體 3D 資訊，降低使用

擴增實境得以廣泛應用在各層面，如自助安裝的技術

密度感測其移動時與相機指向位置的相對程度。這樣
多個鏡頭的成本。

如果用戶手握智慧型手機一起移動，相機每秒能拍攝
30 張以上的照片，並根據內建加速度計和陀螺儀的慣

性測量單元，精確計算物件之間的距離。精準測量則

必須改變現有的特定硬體，特別是所有感測器的時鐘

行車、建築物等各種物體並與之互動。這些進展將使
支援，當自行組裝家具時，可使用擴增實境功能標示
層板上須安裝螺栓的位置。

到了 2018 年底，將有超過 1 億台內建深度感測器的

智慧型手機進入市場，使得裝置能夠感測並使用深度
資訊，透過前置鏡頭提供更精確的擴增實境和 3D 物件

同步（clock synchronization）。相機和慣性測量單

掃瞄功能。在光線微弱的環境中使用擴增實境則需要

間。

型手機的前、後相機整合後取得的深度資訊，將可進

元必須得知各測量的確切時間，才能精確計算 3D 空
舊手機缺乏支援精確擴增實境框架所需的硬體 9，而半

導體製造商正將這些技術整合到最新晶片中。

然而硬體效能提升只是其中一部分，演算法在創建、

顯示引人注目的擴增實境內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較
佳的演算法可以協助改善多個層面。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發展，就是提高識別平面邊緣的精
確度，如桌子、地板、人行道或其他可放置物體的平

坦表面。提高精確度有助於自動定位數位影像，使物

件不會無故地飄浮在半空中。以往擴增實境內容的定
位，須列印追蹤條碼並置於地板上，用戶必須使用印
表機這點，縮小了潛在的市場範圍。如今的擴增實境

4

紅外線感測器（IR）的輔助，將紅外線感測器與智慧
一步強化擴增實境功能。

如前所述，擴增實境並非是到了 2018 年才出現的新產

物，但差別在於品質，尤其是影像的真實感。在 2018
年之前，擴增實境的功能較為陽春，因為現有的技術
只能做到這種程度。在此同時也有一些較實際的應用，

例如在房間內擺設不同家具，以模擬其潛在客戶家中
的樣貌，然而較常大量使用的擴增實境功能仍是自拍
時套用的臉部濾鏡。

從 2018 年起，擴增實境將使用戶能與他們喜歡的歌手

一起唱歌、和老虎互動、跟足球明星一起踢球，或是

和其他想要的人、動物或物件共處一室。這種行為就
像與名人的蠟像或立板拍照一樣，但擴增實境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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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的真實性與可信度，並可能以動態方式呈現。

在多數情況下，擴增實境將用於拍攝短片以供分享，

當模擬畫面越具說服力，收到內容者的反應就可能更
加激烈，從中獲得的反饋也會更多。

使用擴增實境功能攝影，將可能是最常見的擴增實境
影片應用，因為相機應用程式是智慧型手機最常使用
的功能之一。當然也將有其他具擴增實境功能的應用
程式產生，但無論實用與否，都不太可能被經常使用。

遊戲作為數量最多的應用程式種類，將可能是擴增實

境發展的主要類別。遊戲開發商可能使用擴增實境作
為刺激下載量的差異化因素，而擴增實境也可能藉著
用戶在裝置上更新，整合至現有熱門遊戲中。

Deloitte 預計在 2018 年整合擴增實境元素的遊戲數量
將增加，但預計只會出現少數純擴增實境的遊戲。其

中一項原因在於即使是最先進的擴增實境平台，也只
適用於光線良好、裝置可以輕易辨識並放置物件的地
方。當室內照明不均、缺乏明顯表面或甚至有地毯時，

都會增加放置擴增實境物件的困難度。擴增實境遊戲
不能在暗室使用，當用戶在飛機、火車或汽車上時，

可能也會因為缺乏可投影的表面導致效果不佳，而這
也會是個問題，畢竟大部分手機遊戲的賣點，便是能
夠隨時隨地玩遊戲。

此外，由於擴增實境需要相機隨時運作，所以比較耗
電。寶可夢 Go（Pokémon Go）是第一款採用擴增實

境的主流智慧型手機遊戲，但它也提供關閉相機的選
項以延長電池的續航力。許多長期玩家在捕捉寶可夢
時會迅速關閉擴增實境，就是為了節省電池並延長遊
戲時間。

用戶感到疲勞是另一個限制擴增實境遊戲使用的因素，
特別是當擴增實境需要用戶以較不舒適的角度握住裝

置時。智慧型手機的手持角度普遍接近水平，當使用

相機時則須將裝置垂直，而維持這樣的位置可能使用

戶感到疲憊。角度的改變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多
數用戶會傾向選擇舒適性較高而非引起身體疲勞的遊
戲。

社群網路可能會在擴增實境功能上互相較勁，用戶將
可能接收到更多結合擴增實境的動畫短片。一些名人
可能開始販賣可與粉絲擴增實境影片整合的 3D 動畫內

容組合，類似名人特定的表情符號和手機遊戲。社群
網路可能會提供日益複雜的擴增實境效果和應用程式
的特定圖像 10 11。

在 2018 年，本報告也預期見到眾多新推出的居家裝飾

應用程式，以及充分運用更佳技術後所推出的更新版
應用程式，讓潛在客戶能夠想像一件家具擺放在家中
的樣子，這類型的應用多年來皆不斷成長。

不過多數情況下，這些擴增實境應用程式較可能成為
展示室的輔助而非取代其功能。這些應用程式使人可
以極準確地看到特定材質沙發在客廳裡的樣子，甚至
可以在其周圍走動。在 2018 年，這些應用程式的縮放

比例將更準確，並可呈現沙發在不同照明條件下的外
觀變化。然而這樣的應用程式無法展現沙發的軟硬程
度或是其彈性跟品質，因此應用程式可能僅是最終購
買決定的眾多參考之一。

在家居領域中，擴增實境也被用來替代捲尺，最新的
擴增實境技術能實現精確的測量，但仍會出現幾個百

分點的誤差，這在許多情況下是無法忍受的，因為門
框就算只有幾公分誤差，也可能使用戶透過擴增實境
應用程式視覺化的沙發無法通過門口。

這份預測主要聚焦於透過智慧型手機使用擴增實境的

情形，因為本報告預測這將是 2018 年大部分擴增實境

產值的來源。智慧型手機上的擴增實境，當然不像頭
戴顯示器的擴增實境般令人印象深刻，但至少更容易
取得。於 2018 年銷售的每款高階智慧型手機應都能支

援擴增實境影片，消費者亦無須支付額外費用，專用
的擴增實境頭戴裝置可能要花費數百甚至數千美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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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需要 2 至 3 年時間才可能出現消費市場可負擔的
價格。

智慧型手機上的擴增實境，當然不像頭戴

者穿戴的意願也較不明確。

少更容易取得。

由於專用虛擬實境頭戴裝置的普及度有限，主流消費

顯示器的擴增實境般令人印象深刻，但至

摘要

2018 可能是擴增實境發展和實驗的一年，不只高階擴增實境裝置數量會增加，也會出現數以萬計的擴增實境應

用程式。智慧型手機上的攝影應用程式，可能很快就開始提供一些可供插入影像的人物或物件，也可能出現類

似目前即時通訊（IM）這種以擴增實境內容為主的應用商店，但一切發展並不會一帆風順，犯錯更是無可避免。
某些報告可能因現有擴增實境應用程式數量微不足道而輕忽，但這樣的觀察忽略了過去幾十年為消費者建立的
內容或體驗方式的歷程。

2018 年絕不會是擴增實境發展的終點，未來幾年將會繼續演進、吸引用戶並激發他們的創造力。中期來看，擴

增實境將與攝影應用程式結合，到時候我們可能記不得擴增實境曾是一種新奇的技術，而擴增實境在未來的某
個時間點也會越來越難以分辨虛實。

開發商今年的任務之一，就是決定何種情況下導入擴增實境可以增強體驗，又在何種情況下會成為累贅。例如
導航應用程式可使用擴增實境在街道的即時影像上疊加箭頭，提供比 2D 地圖更精確的用戶導航，然而在整個

旅程中都使用擴增實境則可能顯得多餘，這項功能應只在旅程的最後幾公尺出現，或是用於辨識人群中的朋友。
企業應該積極嘗試，但對於可能的應用則應抱持著務實的態度。除了行銷機會（例如四處投放擴增實境的公司
動態標誌，或在用戶臉上疊加品牌標誌），還可使用擴增實境幫助銷售、提供技術指導和售後服務。企業應謹
慎行事，切勿一開始就把擴增實境當作答案，然後才去尋找擴增實境可能提供的解決方案。

如前所述，本報告預計 2018 年底將有數以萬計包含擴增實境元素的應用程式可用，與大多數內容一樣，大部

分的使用率將由少數內容所驅動。根據多數應用程式的歷史記錄，本報告預測大部分應用程式的生命週期將不
到一個月，僅有少數能維持長期使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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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的未來：無形創新時代
Deloitte 預測，2023 年底前，已開發國家在成人的智

慧型手機滲透率將超過 90% ，與 2018 年相比的成長
12

自 4,340 億美元增加至 4,780 億美元 。智慧型手機
18

平均售價亦從 2015 年的 302 美元攀升至 2017 年的

率為 5%；而 2023 年智慧型手機的年度銷售量將達 18

324 美元（但平均售價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間呈現下

比 2018 年增加 19%。

機愈發重視，手機平均售價也將水漲船高（請見圖 1）

億 5,000 萬台，相當於每日銷售超過 500 萬台手機，

高齡族群是未來促使智慧型手機使用率上升的主力。

本篇報告預期，2023 年已開發國家的 55 至 75 歲族群，

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比率將高達 85%，與 2018 年相較，

成長 10% 。

降趨勢）。依據本報告預測，隨著使用者對智慧型手
19

。

圖1

$400

13

此外，本報告也進一步預測，2023 年時，手機用戶每

日與手機互動的平均次數將多達 65 次，比 2018 年增

加 20% ，反映將來智慧型手機的使用領域將更為多
14

元（如企業應用程式與行動支付），既有應用程式（如
照相程式）使用也更加頻繁。

根據估計，擁有智慧型手機的全體用戶中，每日使用
手 機 的 用 戶 將 自 2018 年 的 93% 成 長 至 2023 年 的
96%15，代表 2023 年中的每天均有 86% 的成人使用

手機，相形之下 2018 年則是 79%。

未來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率將遠勝其他數位裝置，並帶
動技術升級、整體銷售與銷售價值成長；而手機使用
頻率增加也將激發以智慧型手機為中心的內容創作與
流程再造。

此外，本報告預估在 2023 年，將約有 1 億 8000 萬台
手機的零售價格將落在 1,000 美元、甚至更高的價位。
僅手機販售業務所產生的收益便超過 2,000 億美元，

無論以數量或價格計算，皆遠高於整體平板市場 。
16

西歐地區在 2017 年第三季所銷售的智慧型手機中，八

台中即有一台售價超過 900 美元，與前一年相較，可
謂翻倍成長 。
17

據估 計 2023 年 的智慧型手機平均售價（ASP）將為

350 美元，換言之，整體市場價值超過 6,500 億美元。

2016 至 2017 年間，全球智慧型手機收益成長 10%，

2012至2017年間智慧型手機平均售價變化（美元）
$378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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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fK。如欲深入了解資訊來源，請見參考資料

2017

簡言之，本報告預期未來五年間，智慧型手機市場在
滲透率、使用率、單位出貨量、整體價值與平均售價
方面，皆將持續增加。

此外，即便 2023 年的智慧型手機在外觀方面與 2018

年大同小異 ，但作為數位服務與內容主要存取裝置
20

的地位仍難以撼動。屆時推出的多數智慧型手機很可

能是 5 至 6 吋的高畫質長方形觸控螢幕，配備前鏡頭

與後鏡頭，重量約在 130 至 200 克之間，內建鋰電池
的儲電量也與現今相差無幾。

百花齊放的創新將是智慧型手機未來五年的成就基石，
多數使用者雖不易察覺，但整體影響卻毋庸置疑。舉

例來說，手機使用將更加簡易，如能以深度圖（depth
map）進行臉部辨識，而功能性（如地圖與相片）也
將更上層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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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eloitte 預測，2023 年底前，已開發

國家在成人市場的智慧型手機滲透率將超
過 90%，與 2018 年相比的成長率為 5%

歸功於智慧型手機的連線能力、處理器、感測器、軟

體、人工智慧與記憶體效能持續提升，因此 2023 年的

手機在各項商業與消費者應用的表現應當更加出色。

在 2023 年前，多數已開發市場應已採用 5G 網路，因

此傳輸量與連線速度均大幅提升。據估計，單就 2023

年的中國市場而言，5G 用戶便將超過 10 億 。此外，
21

其餘市場多半也已採用尖峰下載速度可達 1 Gbit/s 的
4G 網路。

人工智慧專用晶片可望在 2023 年前成為智慧型手機的

標準配備，未來普遍用於支援機器學習應用程式，減

輕相關任務加諸中央處理器的負載；高階智慧型手機
（約 3 億台，佔年度出貨量 20%） 已於 2017 年首
22

度納入人工智慧晶片。

Deloitte 研究指出，已開發國家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成

人中，約有三分之二現正使用至少一款具備機器學習
功能的應用程式，而 79% 的用戶知道機器學習的相關

應用（請見圖 2）。2023 年時，AI 晶片有望成為各價

位智慧型手機的標準配備，例如指紋辨識功能，最初

本為旗艦機型所獨有，但如今售價 100 美元的低階機
型也具備此功能。隨著時間推移、配備人工智慧晶片

的智慧型手機數量增加，機器學習應用程式的範圍與
使用率應將扶搖直上。

正如高階手機經常搭載當時效能最強的中央處理器

（CPU）與圖形處理器（GPU），這些機種配備最新

8

標準。現場可程式化閘陣列晶片在製造完成後，仍能
對其進行多次程式設計，以便執行特定任務。此種晶
片的優點在於能為主要處理器分擔特定任務的負載。
舉例而言，現場可程式化閘陣列晶片可用於提升行動
網路接收品質，於網路壅塞地區尤其需要 23。

未來五年，隨著其他更為專業的晶片逐步開發，智慧

智慧型手機的無形升級

人工智慧晶片的可能性自然也較高。

而現場可程式化閘陣列（FPGA）晶片亦可望成為未來

型手機的中央處理器與圖形處理器也將定期升級。

智 慧 型 手 機 在 2023 年 所 配 備 的 感 測 器 種 類 範 圍 可

能 更 加 廣 泛， 而 既 有 感 測 器 也 將 升 級。 其 中 一 種 未

來 可 望 成 為 主 流 的 感 測 器 便 是「 前 視 紅 外 線 相 機 」
（forward-facing infrared camera），2018 年 可 能
將有大量裝置採用，最終或許將取代指紋辨識，成為
主要的生物辨識授權機制 。至於保留指紋辨識感測
24

器的智慧型手機則將主打規格升級，2023 年指紋辨識

可能將搭配超音波元件，因此即便透過玻璃或金屬仍
能順利操作，甚至在手指濕潤或油膩的狀態下亦可使
用 。此外，2017 年的智慧型手機 GPS 接收器誤差為
25

5 公尺，但經過升級，便能傳遞更為精確的位置資訊，
誤差將在 30 公分以內 。
26

2023 年，透過軟體效能提升，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將
更廣泛地採用人工智慧，箇中差異將益趨明顯。人工
智慧的主要優勢在於使應用程式運作更為順暢，舉例
而言，能使路線建議更加精準、擴增實境更貼近現實，
且能使相片更令人讚嘆。人工智慧的本質雖不具形體，
卻很可能成為行銷的核心主打功能。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強調機器學習的應用程式使用率

與知名度仍相當低，但由於人工智慧性能穩定提升，
預估 2023 年之際，上述兩項指標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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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的 手 機 儲 存 空 間 平 均 為 32 GB， 相 較 之 下

在 2023 年前，多數已開發市場應已採用

2023 年則將多達 128 GB 以上。容量多半用以儲存照
片與影片，但若儲存空間較大，應用程式所能使用的

5G 網路，因此傳輸量與連線速度均大幅提

空間也大上許多；部分程式的檔案大小可多達數 GB。

升。

人工智慧與智慧型手機

根據 Deloitte 針對眾多人工智慧相關應用程式進行其知名度及使用率的調查研究，使用最為普遍的應用程式為

輸入預測，而路線建議則緊追在後（請見圖 2）；至於語音辨識應用程式，在知名度與使用率方面則落差甚鉅。
由於演算法、資料庫與人工智慧硬體改善，預估相關應用程式的品質將隨之提升，而使用者對人工智慧工具的
仰賴也將更深。

例如 2017 年，擁有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中，有四分之一曾使用路線建議。由於建議的個人化程度與速度提升
（部分拜內建人工智慧晶片所賜，晶片能學習裝置擁有者於一天之中，因時間不同而改變的步伐速度）、建議
更為精準（歸功於資料組與位置追蹤功能的強化），因此估計 2023 年時，使用比率將超過 60%。
圖2

機器學習相關應用程式的知名度與使用率（已開發市場）
輸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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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建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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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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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應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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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彈跳視窗

25%

11%

語音轉文字

應用程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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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翻譯應用程式

相片自動分類

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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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基數：16個已開發市場的行動電話、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持有人（2萬4,563位填答者）
資料來源：Deloitte 2017年5月至7月全球已開發國家行動消費者調查
備註：此為16國之平均值：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國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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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的範圍則從 2 GB 至 16 GB

然而電量方面也並非全盤皆輸。由於未來處理器效率

的用途與價值增加。

減少耗電量。運用多種功率不同的處理器，部分主司

將會提高，因此如 CPU 的作業由其他晶片分擔，便可

不等 ，儲存空間容量與記憶體升級將使智慧型手機
27

節能，其餘則以效能為優先，亦有助提升電池續航力

不過，新型電池與電池效能提升卻難以實現。即便到

28

了 2023 年，鋰電池仍可能是智慧型手機的基本配備。

電。主流智慧型手機廠商現已針對 Qi 無線充電標準達

截至 2017 年底，並無任何電池技術具備足以通過測試

成協議，可望廣泛用於各種環境，從咖啡店至辦公接

並量產的穩定度與成熟度，進而取代鋰電池。
圖3

。再者，也可於外出時，利用無線充電技術為裝置充

2016與2017年不同活動的偏好裝置（英國）

問題：如進行下列活動，您偏好使用的裝置為何？

瀏覽購物網站

英國

合計

男性

女性

18至24歲

線上購物
線上搜尋
觀看短片
查詢銀行餘額
視訊通話
瀏灠社群網站
閱讀新聞
玩遊戲
網路語音手機（VoIP）
拍照
錄製影片
收看影視節目
透過隨選服務觀看電視節目
觀看線上電視
衡量基數：18至75歲之英國智慧型手機持有者，2016年（3,251位）、 2017年（3,393人）
資料來源：Deloitte 2016年5月至6月、2017年5月至7月全球已開發國家行動消費者調查英國版
備註：筆記型電腦分類已排除混合式筆記型電腦
10

25至34歲 35至44歲 45至54歲 55至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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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室、從床頭櫃到汽車，盡皆可用。2018 年，採用 Qi
技術的智慧型手機品牌出貨量總計可能超過 10 億台

29

。

即便到了 2023 年，鋰電池仍可能是智慧型

手機的基本配備。截至 2017 年底，並無任

何電池技術具備足以通過測試並量產的穩
定度與成熟度，進而取代鋰電池。

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清單持續
增加

前述的無形創新應可使智慧型手機持續「吸納」各種
裝置的功能，廣泛程度可謂前所未見，且因數位應用
程式日益增長，手機將取代個人電腦，成為大眾偏好
使用的裝置。

圖 3 可看出英國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層面已逐漸擴大。

2016 至 2017 年間，智慧型手機已成為大眾進行視訊
通話時偏好的裝置，亦是 18 至 34 歲族群在搜尋時主

要使用的設備，以及 45 至 54 歲族群閱讀新聞時的主

流裝置。不過智慧型手機並未大獲全勝，遊戲機成為

男性偏好使用的遊戲裝置，反映最新一代的遊戲機市
場滲透率正在上升。

2023 年來臨之際，智慧型手機可能已吸收各種個人電

分之三的智慧型手機用戶使用生物授權功能，80% 的

智慧型手機將至少配備一種生物辨識專用感測器，如
指紋辨識或 3D 臉部掃描 。與此相比，2018 年僅約
33

29% 的用戶使用指紋授權、僅 42% 的裝置配備指紋專
用感測器。

深度應用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使用族群持續成長，除使用全新功能外，
也將更大量地使用目前已內建且可取代其他裝置的功

能：例如，使用手機以取代 MP3 與 CD 播放器、GPS

導航系統與地圖、健身腕帶與計步器、輕便型相機與

單眼相機 、手持遊戲機與解謎遊戲書、登機證與娛
34

樂票券等。

從此刻至 2023 年，智慧型手機所拍攝的相片與影片水

準將穩定提升（請見後附：智慧型手機的相機演進），

不論在個人或商業運用方面，其使用率與與效能均將
增加。中期而言，無論是高階或低階手機、全新機或

二手機，影響手機選擇的主要因素之一（對於部分使
用者來說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將是拍照應用程式與
硬體的品質 。2017 年，已開發國家擁有智慧型手機
35

的用戶中，18% 每日至少使用手機拍攝一次照片， 而

每週使用手機拍照的比率則為 44%（請見圖 4） 。隨
36

著智慧型手機的相機性能日漸提升，上述比率將持續

攀升，而相片品質低劣（即不值得分享的相片）的可
能性也隨之降低。

腦所缺乏的附加功能，可作為鑰匙、辦公室門禁卡、
信用卡、簽帳卡以及其他儲值卡（含交通）使用，因

此使用智慧型手機在實體與數位環境中授權驗證的比

重將逐步增加，如住宅、辦公室與飯店客房 30、汽車
31

、巴士 、火車與及飛機、企業資訊系統、電子商務
32

與銀行網頁。

根據 Deloitte 預估，2023 年前已開發國家將有超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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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拍照與錄製影片頻率（已開發市場平均值）

問題：請問您拍照或錄製影片的頻率？
50%

47%
44%

40%
32%

32%

30%

20%

18%

16%

10%
5%
0%

每天至少一次
At least once a day

照片

At least once a week
每週至少一次

4%
1%

Less often
不太常

Never
從未

Don’t know
不知道

錄製影片

1%

衡量基數：16個已開發市場的智慧型手機持有者（2萬2,929位填答者）。圖為16國之平均值：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本、
盧森堡、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國與美國。
資料來源：Deloitte 2017年5月至7月全球已開發國家行動消費者調查

由於智慧型手機地圖類應用程式的交通建議選項增加

（除自駕外，也提供步行與大眾運輸等交通建議），

此項功能的使用頻率以及使用者的依賴度也更甚以往。
未來五年間，預估智慧型手機的地圖應用程式將納入
更多大型室內地點（如購物商場、辦公大樓與交通樞
紐）。此外，因 Wi-fi 熱點、信標與基地台等位置資料

點分佈範圍廣大，也能提供更為精確的建議；而在為

個別用戶建議最佳路徑方面，機器學習將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

12

智慧型手機改造工作空間

推動智慧型手機使用率與價值上升的另一主力，係因

商業領域應用已更加廣泛而深入。過去十年間，智慧
型手機重新定義了大眾的生活與互動模式；而未來五

年，則可能是企業的手機使用率提高，手機徹底改變
工作方式：從零售商店營運、醫療保健、餐飲、業務、

現場維修，乃至其他眾多服務與流程，無一自外於這
股潮流。

我們估計僅歐盟地區便有 45% 的勞動人口（約 1 億人）

能以手機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工作裝置（請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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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歐盟地區在職人士主要可用行動電話完成之工作數量，以職位區分

職位種類

員工數
主要可用行動電
( 單位 : 千 ) 話完成之工作總
工時表管理
數（平均）

工作分配

可由行動電話取代之工作數量

文書處理

基層人員

42,479

N/A

熟練的工業人員

35,999

N/A

文書與熟練的服務
人員

通訊（與同事、 存取資訊（工 存貨與第三方
雇主、客戶） 作相關或公 供應商管理
司資料）
N/A

32,009

小型企業雇主

24,442

技術員與助理專業
人員

32,227

專業人員

42,912

管理者

13,502

資料來源：Deloitte 2017年依據歐盟2016年就業資料分析
備註：為取得於行動電話完成工作總數平均值，本研究亦將部份工作對該職位之重要性以及該類在職人數納入考量。

不過，2017 年中，即便已開發國家中約有半數在職人

開發消費端的吸引力相比，卻黯然失色。然而，如相

以手機遞交工時表，5% 使用手機申報費用 ，而透過

的生產力，其中效益不言可喻。

士使用智慧型手機收發 E-mail 與撥打電話，卻僅有 7%
37

手機連接公司內網的也僅 10%。

工作中較少使用智慧型手機並非由於使用範圍太小。

對於工作性質需要經常走動，或不需固定辦公桌的在
職人士（如零售業務人員與路邊收費員）而言，攜帶

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極為不便，且完整鍵盤或個人

電腦所具備的效能也並非必要 。多數市場中，至少
38

一半的受雇員工極少或從未在辦公桌前工作。

全球有數以億計的在職人士不需處理或分析資訊，但
得及時接收資訊，依據更加完整的資訊迅速因應；而
在此情境中，智慧型手機正是理想選擇。

企業端的應用程式或手機版網站看似提供良機，但與

關企業流程可用智慧型手機操作，便能提升勞動人口
2018 年在部分層面令人聯想到網路時代初期，企業開

始採用瀏覽器方案，徹底改造員工工作模式，也改變
了員工使用核心企業應用程式的方式，因而大幅改善
取用資料的速度與品質。

未來五年內，許多職業的工作性質並不會有劇烈變化：

屋頂工人仍修繕屋頂、廚師仍烹調食物，而科技傾向
改善既有流程，而非重新打造。對屋頂工人而言，設

計完善的行動應用程式優點在於能迅速開立發票，並

附上更為完整的資訊（如完工圖），而非延至返回設
有個人電腦的辦公室才進行處理。至於小型餐廳的廚

師，最常見的需求是採購食材，同樣可透過設計精良
的網頁或應用程式完成，毋需使用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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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部分職業（如配送服務）而言，行動裝置實

際上蘊含了更深層的商機。數以百計的企業與流程以
舊有形式運行，員工或受工作站、銷售據點設備等非
必要性的束縛，或無法取得即時資訊。多數情況下，

由於行動裝置效率較高，因此應能提升企業競爭力；

不過部分案例則是由手機重塑整體商業模式，並徹底
顛覆產業體系。

對於工作性質需要經常走動，或不需固定
座位的在職人士（如零售業務人員與路邊
收費員）而言，攜帶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
腦極為不便，且完整鍵盤或個人電腦所具
備的效能也並非必要。

智慧型手機的相機演進

各款智慧型手機其中一項主要差異為相機，確切而言，為運用專利硬體與軟體進行大量後製後，呈現於手機螢
幕的成像品質。

由於軟硬體性能與整合度提升，未來五年的成像品質前景可期，軟體的重要性也日益顯著；有助於將智慧型手
機成像品質與特性提升至傳統相機的水準 。
39

「散景」是過往傳統單眼相機的獨特效果之一，意即聚焦主體、霧化背景，藉以突顯畫面主題 ；而一般智慧
40

型手機的整體畫面都很清晰。

2016 年，供應商首度將散景效果與智慧型手機結合，自此散景功能的發展便一日千里。截至 2017 年底，絕大

多數供應商的旗艦機型皆支援散景功能 。最初，具備散景功能的手機係透過雙鏡頭同時拍照，再由軟體合成
41

相片；此方式的主要挑戰在於精準辨別主體、並與背景區分的方法。隨著時間推移，散景效果的品質也穩定提升。
機器學習對演算法加以改進，前景與背景的區別更加精準，而效能強大的專用處理器合成影像則更為迅速。

或許到了 2023 年，便能以單一鏡頭製造絕佳散景；畢竟，2017 年便已發表首款具備上述性能的機型 。此款
42

裝置能區辨前景與背景，並利用同時拍攝的多張相片合成圖像 。這項進展可謂技術里程碑，因對智慧型手機
43

裡有限的空間運用極其重要，移除一組鏡頭也能騰出空間，供其他零件或加大電池之用。

「光學防手震」亦為未來數年可能躋身智慧型手機主流的創新技術，係透過整合硬體（鏡頭）、感測器（陀螺儀）
與處理器，降低拍攝時裝置震動所造成的影響。如陀螺儀偵測到手機移動（如手指按下快門），便對鏡頭方向
進行些微調整，抵銷設備移動幅度 ，藉此消除或降低相片模糊程度 。
44

45

此外，使用智慧型手機相機工作的比率可望增加，在這方面軟體同樣是眾所矚目的焦點。獲取資訊係屬極為普

遍的工作事務，不過資訊形式可能各有不同，如名片、收據或是手冊；所有手機相機皆能記錄影像，並以軟體
移除陰影與多餘部分（如拍攝名片時下方的桌面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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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視紅外線相機」（back-facing infrared camera）具備偵測熱能（紅外線能量）的功能，也可能納入部分
工作手機。整合紅外線功能的相機輕巧便攜，店主可輕鬆攜至狹窄空間或帶上工作梯。熱成像用途廣泛，可用
於追蹤屋內漏水來源、分析故障汽車引擎，或檢測家用電器等 。
47

未來智慧型手機將整合多項技術，提升優質照片的比率，而衡量品質優劣的標準則在於分享照片時能否獲得正
面迴響。往後可能採用更多技術，消弭實際成像與理想相片之間的差距。

摘要

對於技術供應商、面板製造商、企業與政府而言，智慧型手機的重要性前所未有，證據俯拾皆是，智慧型手機
確實是劃時代的創新發明，發展潛能不容小覷。

智慧型手機的市場規模使其他已上市或即將上市的裝置相形失色，對所有裝置製造商皆造成影響。首先，供應
商需持續全力尋找、獲取智慧型手機的創新概念，或足以使自家裝置鶴立雞群的特色。過早採用新技術（如新
型電池技術或螢幕設計），往往所費不貲；而結合利基功能（如投影機或紅外線鍵盤）亦非明智之舉。利用模

組化手機獲利困難重重，而如未分配足夠資源改善特定功能（如拍照功能），也可能造成巨大損失。若相機如
此關鍵，供應商是否應擴大團隊規模、佈署數千名員工全心投入？

2023 年來臨之際，智慧型手機似乎仍將蓬勃發展。然而，在智慧型手機終成強弩之末前，供應商是否應未雨綢
繆，發掘新的成長動力？又或致力發展全新裝置，分散集中於智慧型手機的資源？

許多供應商已將賭注押在新興形式的裝置上，從智慧型眼鏡到虛擬實境裝置皆屬此類；但目前智慧型手機確實
仍居於領導地位，穩定吸納更多數位與實體功能，而開發智慧型手機附屬裝置的嘗試成果相當有限。

由於轉由智慧型手機處理的事務增加（如大眾運輸與停車付費），高齡世代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比率迅速增加，
且可能開始產生依賴。業界與政府應為高齡族群開設訓練課程，助其享受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好處。學校課程
規劃亦應重視智慧型手機的內容創作與程式設計，一如現今涵蓋個人電腦的相關課程。

至於企業的資訊科技部門，則應評估將智慧型手機融入資訊科技策略與思考模式的最佳方式、考量每類員工各
自適合的裝置，以及運用智慧型手機生物辨識技術，提升資訊安全防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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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足油門：新一代機器學習晶片崛起
Deloitte 預 測 到 了 2018 年 底， 資 料 中 心（data

依據 Deloitte 預測，2018 年機器學習晶片市場仍以

過 25% 屬 於 現 場 可 程 式 化 閘 陣 列（FPGAs, field

能將大幅增加機器學習的使用率，使應用程式在減少

center） 內 用 於 加 速 機 器 學 習 的 晶 片， 將 有 超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及 特 定 應 用 積 體 電 路

（ASICs,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

這些新的晶片種類將使機器學習的應用範圍大幅增加，
並讓應用程式在減少耗能之餘，提升反應速度、調整
彈性及運作性能，進而可望擴大市場。

這是項劇烈的變革，在 2016 年，幾乎所有的機器學習

都與人工神經網絡（AN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有關，它被使用在大型資料中心內的標準圖形處理晶
片（GPU）及中央處理器晶片（CPU）。

本報告估計 2016 年作為機器學習用途的 GPU 銷售量

約在十至二十萬件間 ，並預測在 2018 年將會增加至
48

五十萬件左右。在此同時，FPGA 及 ASIC 作為機器學

習用途的銷售量也會分別達到二十萬與十萬件。由於
不同晶片的市場價值各異，因此 Deloitte 僅預估銷售

件數，而未預測各晶片在機器學習市場的總價值。一
位分析師預測到了 2022 年，機器學習加速器產品的市
場價值將達到 45 億至 91 億元之間 。
49

GPU 和 CPU 居多並將持續成長。然而新的晶片種類可

耗能之餘，提升反應速度、調整彈性及運作性能，進

而可望擴大市場。如圖 6 所示，作為機器學習用途的
晶片銷售量可望在兩年內成長至少四倍。

銷售量的成長可望持續到 2018 年之後。某用於資料中

心內機械學習 GPU 的現任負責人曾公開表示，用以訓

練及推論的加速器潛在市場將在 2020 年達到 260 億

元 ，其中包含各晶片達數百萬的年度銷售量，但可
50

能不至於到數千萬之多。
圖6

資料中心機器學習晶片年度最小銷售量（單位）

900,000
800,000
7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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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GPU

3127
FPGA

3129

ASIC

資料來源：Deloitte於2017年依據可公開取得資訊預估，完整研究方法請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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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經網路、機器學習及相關硬體設備

無論是以真空管或電晶體組成，序列處理二元電腦都能夠處理許多任務，但是有些運算任務仍需由更適合的替
代選項所完成。舉例來說，影像辨識便很難以依循規則模式 (rule-based) 的編程進行。於是科學家們自生物神
經系統的運作取得靈感，在 1943 年創造了人工神經網絡的運算模式 。
51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研究者們建立了許多形式的人工神經網絡。在早期，它們大部分於大型電腦和微型電腦
上運作，到了 1980 年代則大量運用在以個人電腦 CPU 支援的機器中。

必須注意的是，人工神經網絡系統不完全像生物神經系統，它們只是以生物神經系統運作方式的某些方面作為

範本而已。有些晶片如下方討論，的確以偏向神經系統的模式運作，但它們不應與人工神經網絡本身混為一談。
在 2009 年，研究者們發現擅長以高度同步處理功能呈現電腦遊戲場景，且價格合理、處理速度快的 GPU，同

時也擅於透過人工神經網絡執行機器學習。這些晶片原本並非稱為 GPU，而是稱作圖形顯示加速器，其在構造
上便和具有許多小型獨立處理核心的 CPU 不同。它們在平行多工處理任務上更勝一籌，而 CPU 則在處理序列

任務上表現較佳。並非所有運算問題都能採平行處理取得較好的結果，但當要快速呈現電腦遊戲畫面時，平行
處理的確能有較佳表現。

GPU（及部分與 CPU 混合者）在機器學習任務的運作速度，較僅有 CPU 者快了十倍至一百倍，視實際任務而

異 。這個加速度是革命性的創舉，並大幅擴展機器學習硬體與解決方案的市場。CPU 仍持續被使用，但隨著
52

機器學習的應用程度較 2009 年前增加許多，GPU 也隨之擴展其市占率。

使用人工神經網絡的機器學習大致可分為兩個主要任務類別：訓練及推論。舉例來說，要發展能辨識貓的影像

辨識系統時，系統會讀取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個影像。有些影像被人類標示為「貓」，其他則被視為「不是貓」。
當電腦取得這些被標示的影像，就會產生能讓電腦在新影像中辨識貓的演算法，這是屬於訓練的部分。然而在

創造這項演算法後，真正使電腦在接觸新影像時辨識貓的過程則稱為推論。直到 2016 年為止，訓練和推論都

仍使用同樣的硬體設備，包括大量的 GPU 和 CPU，且通常在大型資料中心內執行。雖然有些機器學習的先驅

已在無 CPU、GPU 的情況下進行推論，但當兩者結合後能否繼續發展仍是未知數。目前有些公司僅將 FPGA 及
ASIC 用於推論，有些公司則將其同時使用在訓練和推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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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可能在資料處理中心內或其他用於機器學習的
各種晶片概述。

機器學習最佳化之 GPU：在 2009 年至 2016 年間，

銷售至資料中心並用於機器學習的 GPU 基本上和用於
電腦遊戲的晶片和電路板相同。如前所述，這些遊戲
用 GPU 雖然並非為機器學習而設計，但用於執行人工

神經網絡時仍勝過同時期的 CPU。在 2018 年，GPU

製造商將發行針對機器學習最佳化的特別版 GPU，以
Nvidia 的 Volta 晶片架構為例，其與前一代的 Pascal

習目的 ，雖然目前仍不清楚其所使用的晶片數量。
57

值得一提的是，Intel 身為全球最大資料中心用 CPU

的供應商，已於 2016 年併購全球第二大 FPGA 公司
Altera。在 2018 年，用於機器學習的 FPGA 總量將至

少達到 20 萬件，這個數字幾乎可以確定將再增加，但
難以預估實際增加數量。

機器學習最佳化之 ASIC：ASIC 是單一用途晶片，並由

許多大型製造商生產，其在 2017 年的產值達 150 億

美金。CPU 和 GPU 都屬於一般通用晶片，每年產量

架構相比，在深度學習的訓練速度上快了 12 倍，並在

高達數百萬件，然而 CPU 和 GPU 的單價較高且需消

年數十萬件的銷售量。

統，因此能使產品快速投入市場，並較 GPU 以及 CPU

推論上快了 6 倍。本報告預估這些新型晶片將達到每

機 器 學 習 最 佳 化 之 CPU： 在 此 同 時， 我 們 也 可 以 看

到 CPU 製造商推出其為機器學習設計的標準晶片改良
版。與資料中心內未針對機器學習最佳化的 CPU 相
比，Intel 最近推出的 Knights Mill 晶片可達其四倍效

能 。
53

機器學習最佳化之 FPGA：FPGA 晶片是其內部邏輯可

以被設計者反覆修改，從而改正程式錯誤的積體電路
組合，目前由一些公司以不同的配置生產，在 2016 年

的銷售達數百萬件晶片，並有超過四十億美金的銷售
額 。於 2017 年初發布的一篇論文
54

55

指出，在某些

深度神經網絡任務中，FPGA 已經在速度及 / 或節能方
面優於 GPU 的性能表現。在某些任務中，速度只快了

耗較多能源。FPGA 只需要使用數百個晶片便能組成系

更加節能，當缺乏取得 ASIC 的時間、預算、數量，或
沒有針對動態修改晶片的需求時，FPGA 會是比較好的
選擇。

在積體電路科技的發展歷程中，經常可見某些任務在
一開始先使用一般處理器，接著使用 FPGA，再進一步
使用客製化 ASIC 來處理。ASIC 通常擁有最佳效能及

表現，但設計 ASIC 並使其能應用於生產中可能需要數
千萬美元的花費，因此 ASIC 通常是在市場應用達到特
定規模，或其好處已顯而易見時才會採用。從機器學
習與人工神經網絡的角度來說，ASIC 似乎將從 2018

年起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個針對機器學習設計的 ASIC 案例就是張量處

50%，而有些任務則快達 440%；有些在速度上僅快了

理器（TPU, Tensor Processing Unit），其他案例如

為限制因素，因此效能功耗比有時相當關鍵）。

而 Fujitsu 也計畫在 2018 年推出深度學習晶片（DLU,

一點，但在效能功耗比方面優化達 130%（熱度經常成
FPGA 的實際應用遠超過學術論文所載，身為大型雲

端儲存空間供應商的 Microsoft 表示正將 FPGA 應用

於推論中，作為其提供之機器學習服務的一部分，並
曾於 2017 年夏天公開表示已使用數十萬件晶片 。
56

Amazon 雲 端 服 務（AWS, Amazon Web Services）

及百度據傳也於其資料中心使用 FPGA 來達成機器學

18

Intel 的 Nervana 晶片預估也將在 2018 年初推出 58，

Deep Learning Unit）59。目前難以推估晶片的數量。
可能會有數萬或數十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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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大型雲端儲存空間供應商的 Microsoft
表示正將 FPGA 應用於推論中，作為其提

供之機器學習服務的一部分，並曾於 2017
年夏天公開表示已使用數十萬件晶片。

當檢視屬於行動裝置或未連接至電網的物聯網應用程

式時，其功率需求以毫瓦為單位居多。相較之下，用

於機器學習的 GPU，其每個晶片經常消耗超過 250 瓦

特，就連 TPU 也需要約 75 瓦特才能運作。在配備空調、

能冷卻數千瓦熱能的大樓資料中心內，連接著大量電

線、由風扇冷卻的晶片列，其所需消耗的能源及產生
的熱能都是極大挑戰。

至於感測網絡的應用，其電力需求可能僅在十毫瓦以
TPU：Google 發展一系列用於機器學習的 ASIC，稱

為 TPU。TPU 在執行同樣由 Google 開發的開源機器
學習軟體 Tensorflow 時可達到最佳化效果 。第一代
60

TPU 於 2016 年發表，而第二代則是在 2017 年 5 月發

下。同樣地，任何需在人體內運作的機器學習晶片，

都不能有太高的電力需求量或產生太多熱能，耗能需
求需以微瓦特或更少來計算。目前用於智慧型手機和
其他行動裝置的商用晶片仍屬較高耗能，尚未有能以
低耗能運作的機器學習晶片。此情況在 2018 年仍不

表 。人們爭論著 TPU 與 GPU 的相對績效，這在晶片

太可能有所突破，但在未來一、兩年內，低耗能的機

務測試中，TPU 的效能比特定 GPU 更佳，如同 GPU

2017 年初，製造出僅需消耗 288 微瓦特的機器學習晶

61

市場中相當常見，但在 Google 資料中心進行的推論任
亦優於特定 CPU，約提升 10 至 50 倍的效能。更重要
的是，儘管 TPU 在一件任務的優勢不見得比 GPU 來

器學習晶片可能將有明顯進展，一間大學實驗室已在
片 。
65

得高，在效能功耗比上卻明顯較具優勢，對於以大型

其 他 機 器 學 習 加 速 器： 一 些 公 司 正 積 極 發 展 自 己 的

降低所耗電力十分重要。雖然第二代裝置或許能執行

最佳化。截至目前為止，這些公司已獲得數億美元的

伺服器農場（Server farm）執行推論任務的公司來說，

訓練任務，第一代的 TPU 似乎僅使用於推論而非訓練

ASIC 或新運算架構，以便使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達到

資金，並且發表論文宣稱其解決方案比現有 GPU/CPU

任務中。TPU 在某些推論任務上似乎較 GPU 具優勢，

的更好，在低精準度運算方面更是如此。目前尚未有

Google 至今還未發布確切的晶片數量，但推論可能會

能造成很大影響，但在 2019 年後，這些裝置將可能瓜

但在訓練任務上是否能有相同優勢，目前還不得而知。

公司要商業化這些解決方案，所以在 2018 年將不太可

有 10 萬個晶片 。

分部分的市場。

移，會有其他更低耗能、針對機器學習最佳化的晶片

晶片無法歸類於上述類別中，如 IBM 的 True North

62

低耗能機器學習加速晶片：Deloitte 相信隨著時間推

神經型態晶片（Neuromorphic chips）：還有一種

問世，且將出現在非資料中心市場上，特別是感測網

晶片就是屬於神經型態晶片的一種，其能加速機器學

絡、物聯網裝置與閘道，以及醫療科技中。Deloitte

習任務且高效節能 。目前還看不出這種晶片將有任
66

預測到 2018 年，將有超過 5 億個行動裝置晶片在智

何商業化應用，但美國軍方已對外宣稱正運用此技術

的推論任務 。其中一個可使用於智慧型手機外其他

預測，但似乎將在十萬件以下，甚至可能不到一萬件。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以及其他裝置上，進行機器學習
63

裝置的例子，就是由 Intel 製造的 Movidius 晶片，其

於機器學習 。神經型態晶片於 2018 年的數量仍難以
67

內建視覺處理單元以加速機器學習的速度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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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談及機器學習，晶片的重大變革可能導致產業的重大改變。當產業由僅使用 CPU 改為採用混合 CPU 及 GPU 的
解決方案，便能藉由使用比原先優化 10 倍至 50 倍的晶片，大幅提升實用性與普及程度。如不同的 FPGA 及

ASIC 解決方案能以類似的方式，在處理速度、效率、成本或其他綜合面向達到大幅進步，那麼其效益和應用範
圍也很可能會有爆發性突破。

雖然機器學習在特定任務上表現良好，但在某些任務上仍會有其限制。這些新型晶片雖然可讓公司以較少耗能、
較低成本執行既定程度的機器學習，但是不太可能產生更好或更精準的結果。

即使這些新型晶片唯一的突破，是使機器學習的成本降低十倍、一百倍或一千倍，如此就已極具革命性。舉一

知名案例來說，當剛開始提煉、製造鋁時，其價格昂貴到被用以取代黃金，成為裝飾華盛頓紀念碑頂端的材質；
一位法國國王亦曾提供賓客純金餐具 ，自己則使用當時價值不斐的特製鋁餐具。到了 1880 年代，能從鋁土
68

礦中提煉出鋁的新方法問世，鋁的價格便大幅下降 ，金屬本身並未改變，只是更加便宜。從此以後，鋁不再
69

是象徵富裕的裝飾品，而成為在多種工業中被大量使用的實用金屬。同樣地，機器學習成本的降低也將帶來相
同的效果。

然而持續進步的不只是晶片，Deloitte 相信機器學習的關鍵性發展將促使企業更深入地運用此科技。有些發展
使機器學習更加容易、便宜或快速，甚至三者皆有，依循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推測，這將使機器學習的市場大幅
擴張。其他發展也使機器學習能應用在新的領域中，自然也會拓展市場。

關鍵性的發展可見「機器學習：日益進步中」單元，除了前述討論的晶片改良外，也包含數據科學自動化、減
少對訓練資料量的需求、更詳細地說明機器學習的結果，以及機器學習在地化部署。總和來說，這些進展能使

企業在 2018 年底前使用機器學習的比例以倍數成長，使各產業中缺乏人才、基礎建設、訓練資料的公司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仍得以應用這項新科技，並確保機器學習將成為科技發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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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日益進步中
Deloitte 預測，中大型企業在 2018 年將大幅增加其使

5,000 人的大型公司。合格的受訪者需對認知科技有至

與 2017 年相比將成長兩倍，並將於 2020 年再度以倍

應用。

用機器學習的程度。該技術的實際應用與前導計畫，

數成長。除此之外，機器學習之應用程式介面（API）
及特殊硬體等賦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y）均已

存在雲端，基本上無論是小型或大型公司，均能取得
這些先進技術。

機器學習是人工智慧（AI）或認知科技的一種。認知

（cognitive）是指系統接收到資料時，不需依賴明確
程式編寫，便能夠透過經驗而自行學習及改進。

儘管與認知及機器學習相關的技術令人期待且投資前

景看好，大部分的公司在機器學習的佈建及前導計畫
仍很有限。根據 2017 年 Deloitte 於美國進行的調查

顯示，其公司正使用認知科技，且了解該技術使用情
況的管理級人員中，有 62% 表示其所在公司有五件或

少於五件的認知科技應用，且有同樣數量的前導計畫
正在進行中 70。

但在下列五個關鍵領域中的發展，應能使機器學習解
決方案的開發更快、更簡易，並同時消除部分採用這

項 強 大 技 術 的 阻 礙。 這 些 導 向 的 機 器 學 習 發 展 應 獲
得較多的投資，在企業中也將較受重視。這些研發方

向應能促進一般企業的機器學習前導計畫及佈建，在
2018 年底前雙倍成長。屆時將有三分之二以上使用機

器學習的大型公司，將進行約十件或以上的實際應用，
並執行相似數量的前導計畫。

分析師預測機器學習的投資及應用將有全球性的大幅

度成長。國際數據資訊（IDC）預測，用於人工智慧及

機器學習上的經費將從 2017 年的每年 120 億美元，

於 2020 年前成長至每年 576 億美元 。但機器學習
71

的應用仍處於早期階段。

Deloitte 近期針對員工人數超過 500 人且積極運用認

知運算的美國公司，有參與認知科技業務的管理人員
進行調查。其中有一半的受訪者任職於員工人數超過

少中等以上的理解程度，且熟悉其公司對認知科技的
儘管這群受訪者大多對認知科技的潛力抱有熱情，仍
有 60% 受訪者表示其任職的公司對認知科技的應用與
前導計畫仍很有限 。
72

至於是什麼限制了機器學習的應用？主要是因為具備
此技術的從業人員供不應求 。機器學習的相關工具
73

及框架尚未成熟且仍持續演進 。某些機器學習的模
74

型開發技術仰賴大量的數據，而取得這些數據可能相
當困難、費時且昂貴 。
75

即便運作情形良好，部分機器學習模型礙於內部運作
情形複雜，且有些管理人員不願採用不理解的系統執
行業務，而無法進一步佈建、創造產值。部份情況則

可能受限於有些法規要求企業為其決策提供解釋，或
證明其決策未歧視任何受保護的族群 。在這樣的情
76

況下，無論黑箱模型輸出的精確性及可用性有多高，
皆無法使用。

不過，Deloitte 已辨識出五個機器學習的重要發展導
向，幫助企業更積極地應用這項科技。

在這五個方向中，自動化、數據減量及加速訓練這三
個方向或其組合，將使機器學習更簡單、便宜或快速，

並將能擴大機器學習的市場。其他方向如模型解釋及

機器學習在地化，將幫助應用於新領域，亦能擴大市
場。

與此同時，機器學習持續以其他方式進步中，其發展
速度之快，可能在今年度又會出現新的重點發展導向。

以下說明 Deloitte 提出的五個機器學習關鍵性的發展，
並依應用範圍的廣度排序，自應用範圍最廣者開始說
明：

1. 數 據 科 學 自 動 化： 耗 時 的 機 器 學 習 任 務 如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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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data exploration）、 特 徵 工 程（feature

engineering），通常佔用數據科學家高達 80% 的時

間，而這些任務皆可以大幅度地自動化 。
77

數 據 科 學（Data Science） 是 一 門 時 常 被 誤 解 的

學 科， 此 領 域 的 專 家 兼 具 藝 術 與 科 學 背 景。 許 多 數
據 科 學 家 花 費 大 量 時 間 執 行 的 工 作， 如 數 據 整 理

取得原訓練數據量的 20%，便可以合成方式生成其他
80% 的數據。

合成訓練數據亦可成為數據科學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的解決方案。許多組織皆曾聘用

外部人士策劃機器學習模型以解決重要問題，並發布
可供外部數據科學家使用的數據集 。麻省理工學院
81

（data wrangling）、 探 索 數 據 分 析（exploratory

的研究人員曾使用真實資料集產生替代用合成數據，

selection）、預測模型化（predictive modeling）、

力量共同開發預測模型。在 15 次的測試中，有 11 次

data analysis）、 特 徵 工 程、 特 徵 選 擇（feature

模型選擇等，其實是可以自動化或部分自動化的。例

如 Airbnb 的數據科學家在建立房東與房客的顧客終身

價值模型（LTV, lifetime value models）時，便使用

自動化平台測試多個演算法及特徵工程步驟。自動化
使科學家得以發現他們在演算法上能改進的地方，即
便只能增加 5% 以上的準確度，也將帶來關鍵的影響
78

。

越來越多輔助數據科學自動化的工具及技術問世，這
些工具由穩定發展的公司與新創公司共同提供，能幫
助縮短概念性認證（POC, proof of concept）所需的

時間從數個月至數天 。在數據科學人才不足的情況
79

下，數據科學自動化能幫助數據科學家提升生產力，
使企業的機器學習活動倍數成長。

2. 減少訓練所需的數據量：訓練機器學習模型可能需
要多達數百萬的數據元素，造成應用上的嚴重阻礙，

而取得及標示訓練數據亦可能非常耗時且花費昂貴。
假設有一項計畫需要在 MRI 影像上標示對應的診斷，

如一名放射師每小時可檢視並標示 6 幅影像，聘請一

名放射師標示 1,000 張影像即需超過三萬美元的成本。

此外，隱私及保密等因素也使可用資料難以取得。

不過有數個新興技術問世，致力於減少機器學習所需
的訓練數據量。其中一項便是以演算法生成的合成數
80
據（synthetic data）來模擬真實數據 。以 Deloitte

團隊曾測試的一項工具為例，其建立的準確模型僅需

22

使其得以在不需要公開原始數據的情況下，借助群眾
使用合成數據庫（SDV, Synthetic Data Vault）開發
的模型，與使用真實數據訓練的表現一樣好 。
82

另一項能減少所需訓練數據的技術是遷移學習

（transfer learning），透過以一組數據集預先訓練
的機器學習模型，作為進一步學習類似領域中新數據

集的捷徑，如語言翻譯或圖像識別。有些機器學習工
具的供應商宣稱，其使用的遷移學習技術能大量減少
客戶需提供的訓練範例數量 。
83

3. 加速訓練：如「踩足油門：新一代機器學習晶片崛起」

章節中所述，穩定發展及新創硬體製造商皆已著手研
發特殊硬體（如 GPU、FPGA 及 ASIC），透過加速所

需的運算速度和晶片內資料的傳輸速度，來縮減訓練
機器學習模型所需的時間。這些專用處理器能幫助企
業以倍數提升機器學習訓練與執行的速度，並使相關
成本隨之下降。

舉 例 來 說，Microsoft 的 研 發 團 隊 使 用 GPU 在 一 年

內完成了能夠辨識特定對話語言的系統，此研究如以
CPU 進行則可能需長達五年時間 84。

Google 亦表示，在將其為執行神經網絡所設計的 AI

晶片 TPU 加入現有 CPU 及 GPU 結構後，已為公司省
下額外興建多座數據中心的經費 。
85

這些特殊 AI 晶片的早期採用者，包含了數據科學及機

器學習相關的大型科技供應商及研究機構，但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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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和電信業等產業也逐漸引進。所有大型雲

科 技 供 應 商 如 Google、Microsoft、Facebook 及

供 GPU 雲端運算，使加速訓練成為主流，提高從事機

裝置上執行影像辨識及語言翻譯等工作。Google 發表

端供應商（IBM、Microsoft、Google、AWS）均已提

Apple 均在開發精巧的機器學習軟體模型，以在攜帶型

器學習的團隊生產力，並連帶增加企業決定導入的應

針對攜帶型裝置設計的 TensorFlow Lite，Microsoft

4. 解釋結果：機器學習的成果日益完善、令人驚艷，

library），其研究中心亦已研發出十倍至百倍精巧的

用量。

但機器學習模型有一項嚴重缺陷，便是有太多的黑箱
模型，以致於幾乎無法有利舉證其所做的決策正確。

這也使得機器學習不適合應用在許多層面上，原因包

則 擁 有 嵌 入 式 學 習 庫（ELL, embedded learning

機器學習模型 ；Facebook 使用 Caffe2Go 深度學習
93

框架，而 Apple 則推出可在其所有裝置上運行的 Core
ML 機器學習框架 94。

括以模型得到的答案是否具可信度，以及是否合乎法

半 導 體 供 應 商 如 Intel、Qualcomm、Nvidia， 以 及

定客戶將有所成效；舉例來說，美國金融服務業須遵

置中，而正自行開發高效能的人工智慧晶片 。在佈

律規範。例如當評估激勵措施時，該如何確定獎勵特
循的 SR 11-7 規範中，也明定需詳細說明所使用的行

為模型 。
86

目前已有多項研發技術為特定機器學習的黑箱模型帶

來曙光，使其更易解釋且更加精確。麻省理工學院的

研究團隊已展示過一種訓練神經網路的方法，得以做
出準確預測並提供理論基礎 。
87

部 分 技 術 正 導 入 數 據 科 學 的 商 業 化 產 品 中， 相 關 例
88
子 包 括 數 據 科 學 自 動 化 平 台 H2O Driverless AI 、

DataScience.com 新 推 出 的 Python 函 式 庫 Skater89

以及 DataRobot 以機器學習進行的保險費用預測模型
90

。當建立可解釋的機器學習模型變得可行，其在金融

服務及生技醫療等高度管制行業中的應用也將隨之增
加，未來幾年將可望見到更多的前導計畫及佈建。

一些有應用潛力的領域包括信用評分、推薦引擎、客
戶流失評估、詐欺偵測和疾病診斷與治療等 。
91

5. 在地化佈建：機器學習的使用比例，將隨著在所需

地佈建的能力成長。如本報告去年的預測，機器學習
已大量導入行動裝置或智慧感測器中，大幅增加這項

技術應用在智慧城市及家庭、自動化車輛、穿戴型裝
置及工業物聯網的比例 。
92

Google 和 Microsoft，均為了將機器學習導入行動裝
95

建機器學習的行動裝置越來越普及之下，潛在的應用
量隨之上升，而企業對於機器學習的前導計畫及佈建
數量也會隨之提升。

定義與解釋

數據科學（Data Science）：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

通常進行數據管理、分析建模及商務分析等，從量

大且雜亂的複雜數據集中，分析、獲取可用的見解。
訓練數據（Training data）：用以發現並建立一
組輸入數據及其對應的輸出數據之間的關係。舉例

來說，一個地區的房屋銷售記錄可能包括面積、建
築年份及其學區，以此三種屬性為輸入數據，銷售
價格則為輸出數據，接著使用演算法計算出這三種
屬性與售價之間的關係。如在模型中捕捉到其中的

關係，則僅需輸入房屋的三種已知屬性，便可計算
出該房屋的售價。藉由訓練數據得以創造或學習一

個模型，而使用訓練或標示數據來建立模型的行

為， 稱 為 監 督 式 機 器 學 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黑箱（Black Box）：指任何未能明確解釋內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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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箱機器學習模型能產出答案，如做出醫療診斷或信用審核的決策，但無法為其產出答案提供合理的解
釋。相反的，白箱模型（white-box）即能展示其內部運作過程，使人得以理解該模型是如何產生結論的。
解釋性（Interpretability）：在此篇文章中，是指系統為何及如何做出決策的解釋能力 。
96

數據整理（Data wrangling）：清理和分類複雜、非結構化數據集的過程，使其易於使用和分析。
數據探索（Data exploration）：數據分析的第一步，了解數據集並整理出數據的關鍵特徵。

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利用專業知識，以表格的方式從原始特徵中建置出數據的相關特徵，以
供機器學習模型使用。

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其靈感來自於人腦中的神經元，以相互連接的節點來執行一種形式的機器學
習，此系統會藉由自行分析訓練數據來學習如何執行一項任務。

摘要

總體而言，本報告相信這五個機器學習的關鍵性發展，將在 2018 年底前使採用相關技術的企業得以倍增使用

機器學習的比例，長期來看，這些要素更將使機器學習成為主流科技。這些進步將使各產業受益，讓人才、基
礎建設或數據等資源較有限的公司，亦能訓練模型並應用於新層面。
企業應該：

尋求自動化的機會，向顧問諮詢如何於公司導入數據科學自動化技術，以減輕數據科學家目前的重擔。
關注新興技術如數據合成和轉移學習，以緩解取得訓練數據時常遇到的瓶頸。

了解其雲端供應商所提供之適用機器學習的運算資源，如企業在自有的數據中心執行工作，則可以考慮投資增
加特殊的硬體設備。

探索目前尚未主流化、可提升解釋性的技術，即便機器學習的解釋性仍在發展初期。

留意下一代晶片製造商的比較基準報告，以預測在何時將其技術導入裝置會有較高的發展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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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活動在網絡時代蓬勃發展
Deloitte 預測，2018 年的實況轉播與現場活動可望創

我們預測 2018 年的電視與廣播實況轉播將占全年直播

多數的實況轉播營收（5,370 億美元或 98.5%）預估

視直播營收最多，廣告與訂閱收入合計高達 3,580 億

造 5,450 億美元的直接營收，較上一年度增加 1% 。
97

將集中於傳統產業（請見圖 7），其餘則來自直播串流
與電子競技（eSports） 。
98

即 便 隨 選 視 訊 (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SVOD) 唾手可得，人們也可遠端參與活動，直播的人

氣依舊不減。雖然處在媒體提倡「隨時、隨地、隨心
所欲」的時代，我們渴望獲得的仍是直播與現場在當

與現場活動總營收的 72%（請見圖 7），其中又以電
美元。2018 年電視廣告營收預估為 1,880 億美元，而
電視實況轉播的訂閱營收則有 1,700 億美元 。後者
99

係以付費電視預期營收 2,000 億美元的 85% 計算而得，
此為我們預測特定市場使用者於家中以數位錄影機
（digital video recorder）收看電視轉播的比例

100

。

下帶來的刺激與便利。而在許多方面，直播和現場活
動的內容甚至因數位發展而更為豐富、獲利能力更強。
圖7

2018年直播與現場活動收益（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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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 2017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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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隨選視訊唾手可得，人們也可遠端參與活動，直播的人氣依舊不減。雖然處在媒體提

倡「隨時、隨地、隨心所欲」的時代，我們渴望獲得的仍是直播與現場在當下帶來的刺激
與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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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直播

部分市場年輕族群收看電視轉播的比率持續下探。隨
選視訊的訂閱用戶穩定成長，在 2018 年的全球營收可
望高達 3.75 億美元

101

；在數位錄影機普及的地方，如

美國、英國、比利時等市場，幾乎家家戶戶都擁有數

位錄影機，且越來越多智慧型電視支援隨選視訊系統，
但即便如此，實況轉播的整體收視率仍不容小覷。
美國市場有三分之二的收視人口擁有數位錄影機

102

，

2017 年第一季美國成年人收看電視直播的平均時間
為 261 分鐘，比前一年同期減少 10 分鐘，換算 2,500
萬成年人的收視時間，總計減少 25 億分鐘（相當於

4160 萬小時）。不過美國電視觀眾每天仍花 651 億分

鐘（相當於 11 億小時）收看電視實況轉播，該季收視

時間為 1,010 億小時

• 臉書（Facebook）也將於 Facebook Live 平台，為

美國觀眾線上直播 2017 年賽季的 20 場棒球賽及 46

場墨西哥足球賽

111

。

• 自 2006 年 起 便 在 美 國 提 供 線 上 隨 選 影 片 訂 閱 的

Hulu，近期也推出電視網路直播串流服務，每月支
付 7.99 美元起可收看線上影片，而每月支付 39.99
美元起則可收看電視直播

112

。

廣播

按營收排名，廣播為第二大傳播產業，但幾乎所有的
營收均來自廣告；目前僅有美國和加拿大培養了訂閱
營收可觀的廣播市場

113

。即便個人行動音樂選輯、串

，由此可見電視對於廣告商的

流音樂服務與 podcasts 等各式隨選服務持續增加，實

數位平台除了提供隨選視訊內容，亦可用於直播放映。

至於在英國，近幾年來民眾收聽廣播的時間變化不大，

吸引力仍持續不減

104

103

。

如同下列 2017 年的消息，本報告預期 2018 年數位平
台仍將持續提供實況節目：

• 亞 馬 遜（Amazon） 購 得 美 國 國 家 美 式 足 球 聯 盟
（NFL） 十 場 週 四 夜 間 賽 事 的 串 流 直 播 權

105

，供

Prime 訂戶線上收看，同時也透過電視轉播。而在

英 國， 亞 馬 遜 則 推 出 Amazon Channels， 提 供 套
裝實況電視節目，包含 Discovery 探索頻道、ITV、

Eurosport、MGM 等各種頻道，但 Amazon Prime

訂戶的隨選視訊並未涵蓋上述節目，收看費用需另
計

106

。

107

，於 2017 年 5 月宣布簽署 16 份串流

直播合約，涵蓋音樂演奏會、運動賽事與戲劇表演
108

。Twitter 也與英國廣播公司（BBC）合作，提供

五場大選特別節目的線上直播

109

。

• YouTube 則與 BT Sport 合作，直播多場歐洲冠軍
足球聯賽賽事，也包含決賽線上直播

26

每週約為 20 小時

114

，九成民眾每週至少收聽一次廣

播。網路發達使得線上收聽廣播更為方便，可連上網
路的地方即可收聽。估計 2021 年美國僅線上廣播的廣

告營收便將增至 20 億美元，相較於 2016 年的 14 億
美元，可謂大幅成長

115

。

現場活動

現場活動的總營收可望成長 50 億美元，於 2018 年達
到 1,460 億美元，包括現場表演（360 億美元）

110

。

116

、

展覽與會議（380 億美元） 、運動賽事（330 億美元）
117

• 曾 於 2016 年 以 串 流 直 播 10 場 NFL 賽 事 的 推 特
（Twitter）

況廣播仍相當受歡迎。

118

及電影（390 億美元）等。

現場活動也可望使相關的餐飲、商品與交通運輸收入
大幅增加，有時上述附屬消費甚至可能超過門票的直

接營收。以英國為例，2015 年便有超過 75 萬名外國
旅客參加音樂演唱會或音樂節，而這些旅客亦支出住
宿、交通、飲食及其他景點的門票費用。

119

在美國，

百老匯的門票收入有 63% 來自外地觀眾，他們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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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安排住宿，以便欣賞演出。

遙想十年前，主流觀點都鼓勵企業避免舉行實體會議，

120

轉而進行線上會議，因此企業人士選擇在 Second Life

等虛擬世界空間聚會；2009 年確實有超過 1 萬 4,000

現場表演

現 場 表 演 以 演 唱 會 為 大 宗， 營 收 佔 次 級 產 業 一 半 以
上。其次為舞台劇，主要營收來自美國百老匯（2015
至 2016 年的門票營收為 1,330 萬美元）與倫敦西區

（2016 年門票營收為 1,430 萬美元）等主要中心，各
自的營收均相當可觀

121

。

2018 年規模最大的巡迴演唱會門票營收可望達到 2 億

美元。2017 年 U2 樂團的「約書亞之樹巡演」（The
Joshua Tree Tour）啟程的第一個月便有 6,270 萬美
元的營收，僅美洲與歐洲便售出 240 萬張門票

122

；槍

與玫瑰樂團（Guns N’ Roses）則在 2017 年上半年
進帳 1 億 5,110 萬美元，僅於同一場地進行兩場夜間
表演，便賺進 1,710 萬美元

123

。

估計未來幾年，現場演唱會的市場將大幅成長，其中

又以華人市場最具潛力。2015 年，中國的現場演唱會
營收高達 2 億 1,900 萬美元，且據估 2019 年將高達 2

億 9,000 萬美元

124

，甚至有更大幅度的成長空間。

B2B活動--展覽與會議

規模最大的貿易會展可能吸引數以萬計的人潮湧入

同一地點。2017 年中國紡織、服飾、消費性商品與

家電的貿易盛會廣交會（Canton Fair）便吸引了 19

萬 6,490 位 買 家 參 與

125

；而歐洲最大的科技盛事之

一， 巴 塞 隆 納 的 世 界 行 動 通 訊 大 會（Mobile World
Congress）2012 年的參加人數多達 6 萬 7 千人 126，

2017 年增至 10 萬 8 千人 127。消費電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簡稱 CES）是全球最大電子展之

一，2017 年參加人數為 18 萬人

萬 3 千人多了 17%

129

。

128

，較 2012 年的 15

家公司在虛擬空間舉辦大型會議或其他聚會

130

，企

業 用 戶 還 可 使 用 各 種 商 務 設 施， 包 括 演 講 廳、 兩 座
會議中心等

131

。 然 而，2010 年 Second Life 關 閉 了

Enterprise 平台 132，全球貿易展的營收自該年起也逐
年增加

133

。

由於各大會展的參與者主要來自外地，因此均可能產

生龐大的周邊效益。2017 年世界行動通訊大會便有
來自 207 國的訪客共襄盛舉，該活動估計帶來了 4 億
6,500 萬歐元（相當於 5 億 4,100 萬美元）的經濟效
益

134

。

運動賽事

即使實況轉播與線上文字轉播已極為普遍，現場觀賽
的市場依然雄踞一方。現有的 50 個運動聯盟與賽事已

累計超過 100 萬觀賽人次，由足球聯盟居首，共舉辦
29 類賽事；橄欖球與棒球則分別以 7 和 4 類位列其後
135

。其中 7 個聯盟位於亞洲，成長最為快速

136

。

2015 年度，歐洲足球賽觀賽人次（包含國內與歐洲
冠 軍 盃 賽 事 ） 超 過 1 億 7,000 萬 人， 而 且 隔 年 便 成

長 260 萬人；德國與英國的足球俱樂部總計更吸引了
5,500 萬人到場觀賽 137。

實況轉播權的價值增加，能帶動對運動員的投資
進而提升賽事對觀眾的吸引力。

138

，

電影

電影已有百年以上歷史，雖因售票減少而必須調漲票
價，但至今營收能力依然強健。過去十年間，電影票

房營收每年幾無波動，在 2018 年亦將持續保持目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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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在 2016 年，全球票房營收為 386 億美元，僅較

的 獵 豹 移 動（Cheetah Mobile） 擁 有 另 一 應 用 程 式

近年全球電影市場版圖改變劇烈，如今中國幾乎佔全

其他像是實況串流平台的小費捐贈，亦是一新興的商

前七大賣座電影票房的一半

這項功能根據貢獻總額，延長評論留在畫面上的時間，

前年增加 1%

139

。

球票房半數營收；2017 年上半年，中國票房幾乎等同
140

。

電影帶了的周邊收入也很可觀，以一間連鎖電影院的
收益為例，觀眾每花 1 美元購買電影票，便額外花費
0.6 美元在爆米花及其他販售品項上 141。

Live.Me，專攻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澳洲市場。

業模式。YouTube 觀眾則透過「超級聊天」功能貢獻，
並以不同顏色呈現

148

。遊戲串流平台 Twitch 也推出類

似的功能，稱為 Cheering。

149

電競市場透過收看實況與活動賺取營收。近年來電競市
場迅速茁壯，2015 年市值為 3 億 2,500 萬美元，預估
2018 年將高達 10 億美元 150。2016 年全球收看時間預

即時串流與電子競技轉播

估躍升至 60 億小時，為 2010 年的五倍，但僅比上年

雖小，但營收迅速攀升。預估 2018 年新型媒體的營收

年串流直播達 111 億次，遠高於北美的 27 億次

現場活動幾乎仍全數以傳統形式產生營收，但以即時
串流與電子競技實況轉播為主的全新型態直播，基數
將成長 46%，即 84 億美元，相當於所有直播與現場
活動營收的 1.5%。

2018 年即時串流收入將達 74 億美元，比前一年度增
加 47％。其主要營收模式應是小費，觀眾以贈送虛擬
禮物的形式，主動向表演者捐款。

2018 年中國可能仍是最大的即時串流媒體市場，預計

收入為 44 億美元，比 2017 年增長 32％，更比 2016
年 高 出 86 ％

143

142

； 觀 眾 則 可 能 多 達 4 億 5,600 萬 人

。其中最大的平台是 YY，每月用戶 1 億 1,700 萬人，

提供 1 千萬個頻道

144

。YY 於 2017 年第二季的淨營收

為 3 億 8,480 萬美元，較 2016 年第二季上升 31.7％
145

收看時間。中國觀眾的收看時間便佔一半之多，2016
。

151

未來數年電子競技收入應將持續成長，其中一大助力
或許源於電子競技與傳統賽事的結合：

• 第一屆一級方程式電子競技世界錦標賽決賽將於亞
斯碼頭賽道（Yas Marina）舉行，為 2017 賽季最
後一站大獎賽的賽事之一

152

。

• 國際足總（FIFA）將於 2018 年舉辦首屆電子競技世
界盃，總決賽於同年八月進行

153

。

• 電子競技將成為中國杭州 2022 年亞洲運動會的競賽
項目。

。

即時串流以贈送虛擬禮物的形式捐款，如虛擬花朵、
棒棒糖，甚至是汽車。上述虛擬禮物在 UpLive 平台上
的定價約在 30 美分至 148 美元之間

146

。

中國的小費模式可能透過中資公司出口至其他市場。
一 位 分 析 師 表 示，UpLive 應用程式在日本下載排第
一，在其他十幾個國家也位居第二

28

同期增加 19％，僅相當於美國直播電視節目 5.33 天的

147

。總部位於中國

2018 年即時串流收入將達 74 億美元，比

前一年度增加 47％。其主要營收模式應是

小費，觀眾以贈送虛擬禮物的形式，主動
向表演者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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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數位化時代，直播與現場活動仍蓬勃發展，對企業與消費者而言，實況轉播與現場活動仍深具魅力，這項產
業同時也因著數位化而有所消長，但整體而言正日益繁盛。

2018 年直播內容（含實況轉播與現場活動）仍人氣十足、利潤豐厚，實有數項根本原因，同時也有多元的方式
來運用數位工具，使得直播內容與活動更添魅力。

便利與慣性：對多數觀眾而言，與自行決定收看時間相較，在固定時間收看更為輕鬆。直播主應運用資料分析
改進時間表；這些資料則應搭配直覺，了解觀眾將於何時收看收聽怎麼樣的內容。

擔心錯過好戲：大眾喜歡參與交談，透過社群網路得知即將進行的直播活動更加輕鬆，一旦錯過，也令人更加

懊惱。現今熱愛參與活動者直播自己花費數百美元入場的演唱會實況，已是司空見慣，但直播串流也能連帶提
高關注，甚至鼓勵直播主的社群成員購買門票。

共享經驗：無論是電視實境節目最終集、音樂會、貿易展，或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多數人都會珍惜與他人共
同經歷事件的連結。全體投票是一種提高觀眾參與感的可靠方式；拜今日科技所賜，投票與其他形式參與都能
大規模進行。總有部分觀眾透過發送訊息的方式參與。以目前技術而言，上述訊息可於電視畫面呈現，同時卻
僅限該名觀眾的社群網路圈觀看。

排他性：並非人人都能觀賞現場表演，那些得以參加的幸運兒因而擁有他人無緣享受的珍貴體驗。鼓勵大眾透

過社群媒體大肆炫耀自己在活動中所享有的專屬位置，便可能吸引其他人下次活動時購買高級入場券。科技也
可運用於改善觀賽的體驗，並從設計可在移動裝置上輕鬆瀏覽的網站、採用智慧型手機票券及自動驗票系統、
在場館內提供順暢的網路連線及更多項目著手。

在數位時代，直播與現場活動仍廣受歡迎，可見科技從未讓人遠離現場，反而助長了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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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訂閱：內容產業的數位新處方
Deloitte 預測至 2018 年底，已開發國家將有 50% 的

和 晚 報 ）、 雜 誌 和 書 籍（ 從 小 說 到 參 考 書 等 成 人 或

倍數成長達到 4 種。在 2018 年，每月訂閱電視、電

DVD156。157

成年人訂閱至少 2 種純線上媒體；至 2020 年底更將

影、音樂、新聞和雜誌的平均費用通常不到 10 美元，

預計總訂閱數將達到 6.8 億，並有約 3.5 億名訂閱者（圖

8）。
圖８

廣告贊助、有數億甚至數百億雙眼睛收看的線上內容，

球每月瀏覽人次（造訪網站的個別人數）等指標作為
衡量成功的標準，預期收入會隨著觀看人數成長而增
加。

300

到了 2018 年，一個媒體網站每月可能達到數億名瀏覽

250

人次，對於之前影響力僅限於當地市場的新聞出版商
來說，這樣的總數相當驚人。

200

只不過隨著覆蓋範圍的成長，每次瀏覽、曝光、網頁

150

點擊所帶來的收入也正逐漸下滑。對部分出版商來說，

100

想單靠線上廣告產生足夠收入，就好像希臘神話中永

50

隨選視訊

音樂

資料來源：Deloitte2017年分析

線上遊戲

無止境且艱難的西西弗斯任務（Sisyphean task），

不斷推著巨石上山頂，卻又滾落回山腳。

新聞

隨著造訪流量的增加，每次曝光的收入下跌，然而收

本報告進一步預測，五分之一的已開發國家成年人將
有 權 或 付 費 使 用 至 少 5 種 收 費 線 上 媒 體 訂 閱， 並 於

2020 年底成長至 10 種。這些成年人本人或家中其他

成員花在數位訂閱的平均總支出，可望在 2020 年超過

每月 100 美元，或達到每年 1200 美元以上。

這些傳統媒體以外的訂閱內容，包括線上收看的付費
電視或新聞報導，通常都提供多人共享的方案。

儘管多媒體的線上訂閱或純數位訂閱直到近期才逐漸
154

，但訂閱多媒體的行為模式早已行之有年

155

。

線 上 媒 體 訂 閱 是 上 一 世 代 訂 閱 行 為 的 數 位 化 升 級，
當時這些人家中可能訂閱多種媒體，例如報紙（早報

30

發點是 1990 年代中期的線上革命，同時也有人認為由

得以免費瀏覽，而媒體公司和其投資者亦開始採用全

350

興盛

至於是什麼原因讓人們不再訂閱？其中一個重要的觸
比起數位訂閱更有利可圖。許多內容（尤其是新聞）

全球數位媒體訂閱數（百萬）

400

0

兒 童 讀 物 ）、 類 比 有 線 電 視、 音 樂 和 近 幾 年 出 現 的

取佣金的中間人數量則有增無減。為了填補收入，網
頁中的橫幅及影片廣告變得越來越密集，數億名線上
消費者藉由安裝廣告封鎖軟體因應，導致那些未安裝
廣告封鎖軟體的用戶受到更多的網頁廣告轟炸。

為了因應這種情況，越來越多內容創作者開始將焦點
放在增加自身的線上數位訂閱收入，以及設計更多樣

化且誘人的數位訂閱方案。隨著趨勢演變，消費者付
費享受數位內容的意願也逐漸提升，即使同樣的內容
可能透過其他合法或非法的來源免費取得。

綜觀各種線上媒體形式，Deloitte 認為推動線上媒體

訂閱成長的主要因素可能包括以下兩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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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面：提供線上媒體訂閱服務的公司數量穩定增
加，內容資料庫也朝分眾化發展。舉例來說，特定
球 隊 比 賽 的 轉 播 權 可 能 由 兩 家 以 上 的 業 者 取 得，
因 此 不 能 只 訂 閱 一 家； 電 視 劇 觀 眾 可 能 需 要 購 買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訂 閱 權， 才 能 夠 觀 看 所 有 喜 歡 的 節

目。搭售訂閱也出現成長，最知名的就是 Amazon
Prime，將快遞與影片等各種附加服務一起搭售。英

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便提供其線上
158
訂戶免費使用 Amazon Prime ；而在美國市場，

Hulu 聯播網的學生訂戶可以享受 Spotify Premium
服務

159

。

• 需求面：消費者更願意付費購買線上內容，而不只
是觀看由廣告商贊助的內容。部分原因——尤其是

新聞內容——在於消費者更加意識到新聞內容品質
參差不一。此外，線上訂閱模式對某些內容而言，

2020 年，使用 4G 行動服務上網的比例將達到 40%

左右。160

• 可用來存取線上媒體訂閱服務的裝置數量持續增加。
在 2018 年，數億台電視機和機上盒將能直接存取
SVOD 服務，與早期只能在筆記型電腦上觀看訂閱

隨選影片形成強烈對比，畢竟其影音體驗通常比不
上電視機。而音樂也出現類似變化，新推出的高級
音響開始內建快速存取訂閱服務的功能

161

。

• 簡化的註冊流程則是推動訂閱服務的另一項因素。
用戶如今只要在手機瀏覽器頁面點兩下，接著透過
指紋辨識就能訂閱線上媒體

162

。Deloitte 估 計 在

2018 年初，將有 10 億台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具
有指紋辨識功能，在部分市場的使用率更將超過 8
成

163

。

比既有的傳統模式更具說服力。線上音樂訂閱提供

• 智慧型手機螢幕的尺寸在過去 10 年來穩定成長，在

對訂戶設計的客製化歌單，皆可以隨選即聽。對許

供銳利的解析度。新聞報導在智慧型手機上的呈現

數千萬首的歌曲和數十萬份歌單，其中更有些是針
多人來說，這比擁有一座數位或實體音樂資料庫還
棒。在某些市場，消費者正對傳統付費電視方案興
起一股「剪線潮」，也就是直接取消訂閱或減少訂
閱組合以降低成本。某些情況下，這些消費者改以

訂 閱 隨 選 影 片（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SVOD）替代全部或部分的電視內容。

目前有幾家技術推動者正致力於改善線上訂閱服務，
提高其可行性和便利性。

• 穩定提升的寬頻連線速度，促使線上訂閱用戶人數
增加。10 年前，在已開發國家中，擁有穩定頻寬速

度、能夠傳輸線上影片至電視的家庭數量相對較少，
而到了 2018 年初，已有數億家庭有此設備，串流服

務的解析度也達到 4K 或超高清（UHD）。4G 網路

的發展使得行動網路連線（例如在汽車或巴士內）
的音樂串流服務更加可靠、穩定。截至 2016 年底，

全 球 60% 人 口 處 於 4G 服 務 的 覆 蓋 範 圍 內， 到 了

2018 年銷售的大部分型號為 5 吋以上的螢幕，並提

已經和報紙專欄差不多，每行約可顯示 8 到 10 個字。

在 2018 年及未來幾年間，各媒體的動態需求可能出現

極大的變化，接下來本報告將介紹影視、音樂、電動
遊戲和新聞的發展趨勢。

線上影視服務

本 報 告 預 測 在 2018 年 初， 全 球 將 有 約 3.75 億 的 隨

選影片服務訂戶。越來越多用戶將訂閱多項服務——
Deloite 在 2014 年 即 寫 過 關 於「 線 路 堆 疊 」（cord

stacking）的趨勢 164。一項研究指出，大部分 Hulu 和
HBO Now 的訂戶也同時訂閱 Netflix。

隨著更多片商和內容所有者推出 OTT（over the top,

係指透過網路提供內容）服務，每個家庭訂閱的隨選
影片服務數量在 2020 年底前可能仍將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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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迪士尼將於 2019 年推出兩項隨選影片訂閱

服務，一項由 ESPN 掛名、以體育內容為主，另一項

主要提供迪士尼、皮克斯電影及迪士尼電視節目

165

。

繼 2016 年 HBO 在西班牙推出 OTT 服務後，Sky 也在

2017 年於西班牙推出 OTT 服務 166。F1 一級方程式賽
車也宣布將在目前沒有電視轉播的市場推出 OTT 服務

的計畫

167

。

本報告預測到了 2020 年底，在美國等隨選影片訂閱服

務已成熟的市場中，個人可能會同時訂閱或有權使用
包括戲劇、喜劇、體育和兒童節目等多種類別的電視
服務。在美國市場中，球迷可能希望訂閱如足球、曲
棍球、棒球和籃球等主要球類運動的 OTT 服務。

在英國市場方面，由於足球賽的轉播權分屬兩家供應
商，球迷必須訂閱兩種服務才能觀看支持球隊的每一
場比賽。如果訂戶恰好也是個網球迷，在免費電視報
導不多的情況下，他可能會想加訂另一個 OTT 服務。

早在數位轉播出現前便存在已久的傳統付費電視供應

商，也可能逐漸增加 OTT 服務，以補充或替代現有服
務。

在非英語市場，本報告預測將會出現更多本地語言內
容，以推動 OTT 服務。Netflix 已經在墨西哥、印度、

巴西和德國等多個國家以當地語言製作節目 168，台灣

也有自製劇集《植劇場》系列上架；HBO 也正委製當

地語言的內容，例如瑞典喜劇《Gosta》

集《Patria》

170

169

、西班牙影

和台灣的《通靈少女》。隨著更多本

地語言內容的推出，SVOD 服務的吸引力也將增加，
而不僅限於英語流利或願意忍受配音、字幕的觀眾。

隨著節目製作成本上揚，一些影集的每集製作成本已
超過 1,000 萬美元（甚至可能接近每小時 2,000 萬美

元）

171

，加上運動賽事的轉播權利金持續上漲，供應

商正在縮減節目組合的規模並專注在少數賣座節目，
供應商數量可能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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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新聞

本報告預估在 2018 年底，全球純數位新聞的訂閱量將

達到 2 千萬左右，這個總數看似不及 SVOD 影視服務，
但線上新聞服務是最昂貴的個人服務之一，每月通常
需花費數十美元，而在此同時還有數千萬名紙本報紙
和雜誌訂戶。

有鑑於這些年來新聞媒體單靠廣告收入所面臨的挑戰，
本報告預測業者將更專注在訂閱服務收入，作為廣告
收入以外的補充財源。在 2012 年，某些報紙的訂閱與
廣告收入比為 1：9，在 2020 年則可望達到 5：5。

更加專注於訂閱收入這點，和部分讀者意識到新聞品
質的差異有關。調查顯示在 2017 年，美國消費者最願

意付費閱讀新聞，其中又以 18 至 34 歲的千禧世代意

願最強烈。根據一項研究指出，願意付費閱讀線上新
聞的人數從 2009 年的 9% 躍升至 2017 年的 16%，《紐

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多種美國新聞出版刊物
也顯示 18 至 34 歲族群的訂閱量大增 172。

出版商也更加擅長找出觸發讀者成為訂戶的時機，以
及應針對何種內容類型或段落進行收費。例如有重大
新聞時，出版商會降低付費牆（Paywall）、減少需付

費閱讀的段落以鼓勵讀者閱讀，某些曾觀看內容的讀
者可能在付費牆恢復後轉為訂戶

事件時，是吸引訂閱的最佳時機

173

。當出現重大突發

174

。在某些情況下，

提供即時影片對於觸發訂閱行為也有幫助

175

。

如前所述，過去兩年間無論是數位或實體刊物，獲得
固定訂閱收入的出版品數量明顯增加。

美國方面，《紐約時報》在 2017 年第三季擁有近 250
萬的純數位訂戶

176

，數位訂閱（包括訂閱填字遊戲和

烹飪應用程式）的收入成長了 46%，達到 8,570 萬美
元

177

。《華盛頓郵報》在 2017 年的數位訂戶量已超

過 100 萬名

178

。在 2016 年中旬，報紙的數位訂戶人

數較前一年同期成長了 145%

179

。

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dictions l 2018

在英國，一直設有付費牆的《金融時報》，其 2016 年

千萬名左右。此外，由於每個平台提供的音樂皆有數

2016 年 6 月底，《泰晤士報》和《泰晤士報周日版》

於視訊平台的訂戶數量，。另外，雖非出於自願，若

180
的數位訂戶數為 65 萬，較前一年成長 14% 。截至

的 訂 戶 數 為 41.36 萬， 其 中 18.25 萬 為 純 數 位 訂 戶
181

。《衛報》提供訂閱和會員制，2016 年 7 月會員數

達 5 萬，每人每月支付 5 英鎊（6.5 美元）到 30 英鎊

（39.3 美元），此區間相當於 111 個到 666 個網頁廣
告瀏覽量的收入
量為 20 萬

183

182

。截至 2017 年 3 月為止的會員數

，另有 18.5 萬為訂閱戶

184

。2016 年 11

月《電訊報》以各種訂閱方式取代計次付費牆，其中
純數位服務為每週最低 2 英鎊

185

。

除了線上和實體形式，出版品正朝多樣化的訂閱服務
發展，例如《商業內幕》提供訂閱 BI Intelligence 服

務，年費為 2,500 美元，估計有 7,500 名訂戶。企業

級存取成本最高可達 15 萬美元。《商業內幕》朝多樣
化發展原因之一，在於意識到無法單靠用戶人數來維
持成長（2017 年 3 月的用戶人數為 5,400 萬）

186

。

CNN 也將於 2018 上半年為其數位新聞業務推出分層
訂閱組合，訂戶將可閱讀特定主題的專題報導，如財
經（CNN Money）及政治（CNN Politics）專題

187

。

康泰納仕（Condé Nast）則是透過提供以雜誌為主題

的禮盒增加訂閱服務的多樣性，這些雜誌包括 GQ、

Teen Vogue、CondéNast Traveller 和 Brides188。

禮盒內容物通常是小巧且價值高於每月訂費的物品，

例如 Teen Vogue 提供眉筆和震動洗臉用具。這項創
舉的背後邏輯在於刺激銷量，帶動直接的電子商務收
入

189

。 目 前 已 有 數 萬 名 訂 戶， 每 位 訂 戶 每 月 只 需 支

付 幾 十 美 元（ 例 如 Teen Vogue 禮 盒 每 月 為 39 美 元

190

）。出版商擁有一家全資子公司專門負責採購、包

裝和寄送這些禮盒。

音樂

Deloitte 預估到了 2018 年底，音樂訂戶將達到 1 億 5

千萬首，訂閱一個以上音樂平台服務的訂戶數量將少
某位重量級藝人專屬於單一平台，也會迫使部分粉絲
去訂閱多個平台。

訂閱音樂服務的每月費用在美國約為 10 美元，歐洲為

10 歐元，英國則是 10 英鎊，相當於購買一張 CD 的
價格。在 2015 年，全球線上音樂錄影帶的平均串流費

率為 0.001 美元，只有 2014 年的一半。從收入來看，

1,000 次串流的版稅相當於 1 美元。

音樂產業透過一個受主流數位工具（如智慧型手機、
固定和行動寬頻上網、搜尋、超連結訊息傳遞和雲端
儲存）支援的產品來達到這個里程碑。它結合了容易

使用、方便攜帶，立刻存取、社交功能等優點，優於
之前的音樂格式。

音樂訂閱未來幾年應該仍會持續成長——目前訂戶數

量仍僅佔廣告點擊贊助者數量的一小部分，而任何智
慧型手機都可成為音樂服務的儲存庫或使用管道，然

而，服務的層次可能需要增加，例如提供低於或只要
目前一半價格的便宜選項，以鼓勵更多人訂閱。

在某些情況下，音樂訂閱可能與其他服務搭售，其中最
常見的組合就是行動上網方案結合免費音樂服務 191。

電動遊戲

Deloitte 預估在 2018 年初，線上電玩的訂戶數量將達
到 3,500 萬左右

192

。本報告預測將不會有太多訂閱一

個以上線上遊戲平台的用戶，因為大多數玩家只有一
個品牌的遊戲機，而遊戲也是限用於特定平台。

訂 戶 數 量 看 起 來 雖 然 很 少， 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截 至
2018 年底，最新一代遊戲機的數量可能還不到 1 億，

所以 35% 的滲透率其實相當可觀。此外，以每個月 5
美元計算，3,500 萬名訂戶可增加達 21 億美元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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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營收，是銷售遊戲和遊戲機之外的額外收入。

相較於單機遊戲，線上多人遊戲正日益盛行也可能進
一步驅動線上訂閱數量的成長。例如在過去 20 年間賣

出 7 千萬份的《跑車浪漫旅》（Gran Turismo）系列

遊戲，其最新版即是針對線上遊戲進行最佳化，單機
遊戲的選項相對有限

193

。

概要

線上媒體訂閱總數以及個人和家庭訂閱的平均數量，在 2018 年應至少會成長 20%，而且中期來看將繼續成長，

這對媒體產業來說是一種正向發展。

但是整體來看，除了 SVOD（電視和電影）及音樂服務外，純線上訂戶的數量並不多，新聞、雜誌和電玩訂戶
數量皆只有數千萬。

這些額外收入當然受到業者的歡迎，但對個別媒體來說，全球數位媒體產值僅數百億，這與美國電視動輒超過

700 億美元的廣告收入形成強烈對比，這項收入依舊十分有限。想要提高訂戶數量和訂閱收入，讓媒體產業得
以全力發展數位商機，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如何將純線上服務具體化，是供應商應考慮的一個平衡點。有趣的是，紙本印刷書籍的需求仍遠高於電子書，

部分原因在於紙本書作為載體本身所傳遞的訊息。書本封面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喜好，但電子閱讀器卻做不到。

報紙的選擇一直都會傳遞給旁人不同的觀感，新聞機構應該考慮透過有形的物品（如手提袋、別針和筆記本）
搭配數位訂閱，讓讀者得以藉此彰顯其所偏好的新聞媒體。

即使線上訂閱是一些媒體公司數位營收的主要來源，但媒體產業不能僅靠線上訂閱支撐，應該繼續將重心放在
廣告上，但廣告形式及數量必須合乎其客戶群所能接受的程度。

此外，媒體產業也應該考慮如何以個別文章、單曲或個別版本為基礎進行內容銷售，並可利用區塊鏈技術有效
率地記載需求和供給。194

其他收入模式如小費和捐款也可以納入考量，正如本報告「網路直播蓬勃發展」章節中所討論，直播的小費收
入已達數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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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過敏」疫情擴散？──
阻擋各式媒體廣告
Deloitte 預測在 2018 年，北美 18 歲以上人口中，有

調查顯示，18 至 34 歲的千禧世代對廣告過敏的比例

報告稱其為「廣告過敏者」。2017 年，Deloitte 以年

阻擋廣告，估計在 2018 年將再增加 1% 至 2%。然而，

10% 的人將出現四種以上的「廣告阻擋」行為，而本

齡 18 至 75 歲間的 1,096 位美國人與 1,090 位加拿大

人為調查對象，研究各媒體與裝置的廣告阻擋行為。

結果顯示，雖約有四分之三的北美居民使用至少一種
方式來阻擋廣告，其中僅約 10% 的族群在四種以上的

傳統或數位頻道阻擋廣告。部份廣告阻擋方式（像是
在電腦、行動裝置、串流音樂與影音服務加裝廣告阻
擋軟體）成長相對快速，至於其他方式，如個人節目
錄製系統（personal video recorders）則是持平或緩
慢增加。我們估計到了 2018 年，北美民眾的廣告過敏

程度將微幅增加 1%（請見圖 9）。

明顯更高，超過 17% 的受訪者樣本在四類以上的媒體

在傾向阻擋四種以上媒體廣告的受訪者樣本當中，年

紀並非唯一造成影響的統計因素；所有調查國家中，
收入與教育程度較高的在職人士，與收入與教育程度
較低的無業人士相比，設法阻擋廣告的比例更高。

最後，圖 9 顯示幾乎無人能阻擋全數廣告。此處非指

本身不可能阻擋的廣告（如高速公路廣告看板），而
是 2017 年所有調查國家中，七種主要的廣告阻擋方式

全數使用的比例為 0%，預估 2018 年也將如此。

我們也在土耳其進行了類似調查，即便與本報告研究

略有不同，我們亦納入土耳其的調查結果以供參考。
本文全數圖表均含土國調查資料，惟詳細資料將於後
文獨立小節中呈現。

圖9

由阻擋廣告的行為數量統計之「#廣告過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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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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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廣告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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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嚴重廣告過敏

七

土耳其

衡量基數：Deloitte調查 美國（1,096位）、加拿大（1,090位）、土耳其成年人（1,061位）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2017年8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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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廣告阻擋行為屬於廣告過敏反應？圖 10 呈現各調
查國家的廣告阻擋行為概觀。
圖10

阻擋廣告分類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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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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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電腦：Adblock
加拿大

智慧型手機：
Adblock

土耳其

PVR/ 智慧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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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跳過廣告

隨選視訊訂閱：
主因為無廣告 :
ad free main
reason

廣播：總是 / 幾
乎總是切換頻道

音樂串流：主
因為無廣告

衡量基數：Deloitte調查 美國（1,096位）、加拿大（1,090位）、土耳其成年人（1,061位）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2017年8月至9月

個人電腦與行動裝置：個人電腦的廣告阻擋軟體並不

196

，廣告阻擋的比例將再度攀升。此廣告阻擋功能並

新奇，2016 年美國已有 18%、加拿大已有 24% 的電

非阻擋全數廣告，但可能剔除未能遵守「適當廣告標

電腦使用廣告阻擋軟體的比率更高，31% 的美國人、

廣告。

腦安裝此類軟體

195

。Deloitte 調查發現，2017 年個人

27% 的加拿大人已使用這項技術。在上述兩國當中，

男性使用電腦廣告阻擋軟體的比例較女性高出 10%，
與其他年齡層平均相比，18 至 34 歲間的用戶使用廣

告阻擋軟體的比例也多了 10%。誠然，美國 25 至 34

歲間的受訪者中，50% 表示自己在個人電腦上使用廣

告阻擋軟體。相較於 2016 年的使用人數，可知個人電
腦的廣告阻擋軟體將持續成長，所以可預期 2018 年北

美將有三分之一的電腦安裝廣告阻擋軟體。此外，由
於一款廣受歡迎的網頁瀏覽器（電腦與行動裝置皆有）

近期或將內建廣告阻擋功能，用戶不需下載額外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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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廣告：例如會自動播放、播放較大音量配樂的
行動裝置廣告阻擋程式在部分地區甚為普遍。一項調

查顯示，印度有 28%、中國有 13%、印尼有 58% 的

智慧型手機用戶使用廣告阻擋程式。部分研究顯示，
北美的行動裝置安裝廣告阻擋程式的比率極低：僅有
1%197，甚至趨近於 0%198。而 Deloitte 2017 年的調

查則指出，行動裝置安裝廣告阻擋程式的使用者比率

遠高於上述調查數據：20% 的美國人與 12% 的加拿大

人表示自己使用行動裝置的廣告阻擋程式。而影響個
人電腦廣告阻擋的人口結構因素，亦同樣反映於行動

裝置。年輕人使用行動裝置廣告阻擋程式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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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使用率較女性為高：30% 的美國男性表示自己使

即便並未擁有數位錄影機或智慧型電視，也能採取其

由使用廣告阻擋程式的動機（如節省行動數據用量）

將電視調整為靜音、離開房間、使用手機、平板或電

用行動裝置廣告阻擋程式，相較之下，女性僅 10%。

看來，2018 年使用行動裝置廣告阻擋程式的比例極可
能增加。

他廣告阻擋措施，像是電視播放廣告時，可以轉台、
腦（即第二螢幕）。

圖 11 呈現美國人與加拿大人「總是」或「經常」阻擋

傳統電視：本報告調查中，65% 的美國人與 60% 的加

廣告的比率。上述行為在美國的普遍程度均略高於加

國都有超過 80% 的使用者觀看預錄節目，並因各種原

角度而言，每類廣告阻擋行為意義並不相同：如觀眾

拿大人表示自己擁有智慧型電視或數位錄影機，而兩
因使用快轉功能，而 20% 的人擁有上述裝置，卻未曾

使用快轉功能；因此兩國皆有約 50% 的人口擁有具備

快轉功能的裝置，並實際使用該功能。在美國，61%
擁有智慧型電視或數位錄影機的民眾表示快轉目的是

略過廣告，而加拿大則有 67%。在美國，擁有具備快

轉功能裝置的女性，略過廣告的比例比男性略高（女
性為 64%，男性為 58%），而兩國各年齡層人口在略
過廣告方面的行為相去不遠。

與教育程度及收入相關的統計變因更加耐人尋味。在
美國，擁有智慧型電視或數位錄影機、收入與教育程

度較高的群體略過廣告的比率高出 13%，但育有子女
的人則低了 7%。至於加拿大，在教育程度與是否育有

子女方面，差異並不明顯；年收入十萬加幣以上的加
拿大人中，70% 使用快轉功能、略過廣告，但年收入

低於 2 萬 5,000 元加幣的人則僅 55% 有上述行為。

根據正式電視統計資料，美國僅 11% 的電視收看為預

錄（即延後收看）199，而加拿大更僅 9%200。此現象在

各年齡層的比率均相當一致，美國 39 至 49 歲的觀眾
觀看預錄內容的比率最高，佔 14%；18 至 24 歲的觀

眾 收 看 10% 的 非 線 性（non-linear） 節 目， 而 65 歲

以上的觀眾則有 9% 的觀賞內容屬於預錄。美國不同種

族間也僅有些微差異，非裔與拉美裔美國人收看 8% 至

9% 的非線性電視節目，而亞裔美籍觀眾為 13%201。

此外，18 至 34 歲的加拿大人觀看預錄節目的，比率

則較高，約為 12%

202

。

拿大，但兩國在每類行為的傾向大致相似。由廣告商
離開房間，表示廣告的目標族群並未接收任何視覺或

聽覺訊息；轉台的觀眾可能看了些許廣告；把電視調
為靜音的觀眾可能未接收廣告聽覺訊息，但仍收看了
畫面內容；而將視線移往第二螢幕的觀眾即使並不專
心，仍可能聽見廣告聲音。

美國與加拿大兩國均因年齡層造成差異。年輕人使用
四種方式阻擋廣告的可能性較高，不過有時僅有幾個
百分點的差距；但在轉往第二螢幕方面，18 至 24 歲
的族群較其他年齡層平均值高出近 30%，高達 82%。

四項行為之中，美國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的在職
人士（相較於無業人士），避開電視廣告的比例更高。

並非所有差異在統計上皆有顯著意義，但其中有許多
仍具參考價值。結果顯示，在職、具學士或更高學位
的美國人中，40%「總是」或「幾乎總是」轉台避開

廣告，而在無業或不具大學學歷的人之中，僅 25% 有

同樣行為。加拿大的分析大抵相同，但因年齡、性別、
收入與教育程度等因素所造成的差異較小。

在美國，擁有具備快轉功能裝置的女性，略

過廣告的比例比男性略高（女性為 64%，
男性為 58%），而美加兩國各年齡層人口
在略過廣告方面的行為相去不遠。

37

2018 l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報告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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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基數：Deloitte調查 美國（1,096位）、加拿大（1,090位）、土耳其成年人（1,061位）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2017年8月至9月

2018 年在美國與加拿大以數位錄影機、智慧電視，或
上述四種避開電視廣告方式的比率，應將維持不變。

非傳統電視（又稱隨選視訊）：可想而知在 2018 年，

播放廣告的傳統電視已非收看影片的唯一媒介。眾多
隨選視訊服務（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簡

稱 SVOD）並無廣告：多達 65% 的美國人訂閱了一項
或多項隨選視訊服務，而加拿大則有 47%。然而在加

拿大，語言也是關鍵影響因素：在主要法語區魁北克
省，隨選視訊服務的滲透率為 34%，而其他英語區省
分的隨選視訊滲透率則為 53%。

而隨選視訊用戶的年齡分布也在意料之內。美國 18
至 24 歲的民眾中，89% 至少訂閱了一項服務，而 55

歲至 75 歲的人口中，僅 36% 使用隨選視訊。在職人

士 使 用 隨 選 視 訊 服 務 的 比 率 為 70%， 而 無 業 人 士 為

56%；曾受大專院校教育或具有學歷者的使用比率為
67%，而未受大專院校教育者，訂閱率則為 55%。最

38

後，收入超過 7 萬 5,000 美元的人口中，71% 至少訂

閱一項隨選視訊服務，而年收入在 2 萬 5,000 美元以
下的人口中，則僅有 49%。即便在加拿大地區人口分
布因素差距較小，但仍有類似影響。

訂閱付費串流服務理由眾多：46% 的美國訂戶認為沒

有廣告是原因之一，而 8% 的訂戶認為，沒有廣告是
訂閱的主要原因；至於加拿大地區持相同觀點的訂戶
比例則各為 57% 與 9%。

展望 2018 年，訂閱一項以上隨選視訊服務的家戶比例

可能也將上升，主要因無廣告而訂閱的比例則可能維

持不變。若 2018 年 70% 的美國人訂閱隨選視訊服務，
而其中有 8% 因隨選視訊服務無廣告而訂閱，便表示
美國有 6% 的人口將隨選視訊服務視為阻擋廣告的方
式，而加拿大的英語母語人士則為 5%。

廣播節目與音樂：民眾也訂閱無廣告串流音樂；根據
本報告調查，33% 的美國人至少使用一項無廣告串流

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dictions l 2018

音樂的付費服務，而加拿大則僅 19%。而在與前文所

者中，超過 60% 總是或幾乎總是切換電台頻道以避免

收入與教育程度較高的在職人士與年輕人，訂閱至少

為的皆不到 20%。

述之人口結構因素方面，兩國均仍有類似趨勢：意即
一項進階版無廣告音樂服務的可能性較高。例如，美
國便有 41% 的在職人士訂閱音樂串流服務；而無業人

士則僅有 21%。少於 10% 的美國人與加拿大人認為無

廣告是訂閱隨選視訊服務的主因，但串流音樂服務卻
大異其趣，無廣告是其選擇進階版的重要功能：86%

的美國訂戶認為，無廣告是使用服務的主因，甚至是
決定性因素，而加拿大則有 89% 持有相同觀點。

此外，與傳統電視相似，傳統收音機廣告可用技術門
檻較低的方式避開，開車時尤其如此：41% 的美國受
訪者表示，一旦廣告時間開始，便轉至其他電台，加
拿大也有 30% 的受訪者表示同樣意見。此項目的年紀

因素影響特別顯著：美國與加拿大 18 至 24 歲的受訪

圖12

收聽廣告，但兩國 55 至 75 歲的受訪者中，有同樣行
Deloitte 預測，2018 年聽眾對傳統收音機廣告的迴避

行為與現狀相差無幾，但估計無廣告音樂串流進階版
服務的訂戶將有所增長，預估 30% 的美國人將為避免
廣告而訂購至少一項音樂串流服務。

年齡並非決定廣告過敏人口的唯一因素，教育程度、
收 入 高 的 在 職 人 士 廣 告 過 敏 程 度 也 較 高（ 請 見 圖

12）。不過，各國阻擋四種以上媒體廣告的人口並不
多，因此進行數據詮釋時應更為謹慎；至於其他差異
顯著的項目則值得考量及深入研究，這些人口統計分
析對許多廣播電視公司與廣告商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對廣告過敏並不因性別而異，女性的過敏
程度可能與男性不分軒輊。

阻擋四種或四種以上類型廣告的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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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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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基數：Deloitte調查 美國（1,096位）、加拿大（1,090位）、土耳其成年人（1,061位）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2017年8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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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與加拿大僅 10% 的人口阻擋四種

多廣告，但仍有漏網之魚。多數廣告阻擋軟體僅能排

的媒體頻道接收多則廣告（雖需視媒體頻道而定），

因收看部分電視直播節目（常為運動、真人實境秀、

以上的媒體廣告。換言之，其餘 90% 的人口則依不同

但似乎並未促使其設法避開廣告：約五分之一的人並
不阻擋任何廣告。此外，即便廣告過敏族群已阻擋眾

除部分廣告，甚至是數位錄影機的忠實愛好者，也仍
新聞、天氣預報或頒獎節目）而看見數量不等的廣告。

摘要

一般而言，若廣告商希望接觸避開廣告的客群，特別是年輕、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在職人士，無法輕易阻
擋或避開的廣告類型在未來幾年發展便會特別快速。根據預估，2018 年美國的行動裝置與應用程式廣告將較
2017 年成長 28%，戶外廣告增加 5.5%（戶外數位廣告預估成長 18%）203，而社群媒體廣告則將上升 14%20

4

。

而社群媒體中，逐漸成長的類別也值得納入考量：2017 年社群媒體網路紅人崛起，產值達十億元，預估 2019
204
年甚至將翻倍成長，換言之，複合年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超過 40% 。而如目標鎖定年輕族

群市場，廣告商則可能捨棄網路紅人，轉而贊助 Slack 頻道（Slack 為數位工作空間，頻道則是使用者用以交流
分享的平台），甚至是現場活動

206

。

廣告商渴望跨越廣告阻擋程式的障礙，而最為明顯目標便是數位行動裝置。電腦（筆記型與桌上型電腦）安裝

廣告阻擋軟體雖相當普遍（多達 30%），但行動裝置安裝廣告阻擋軟體的比例卻較低，回報數據為 20%，且我

們相信此數據過於高估。此外，行動版廣告阻擋程式仍僅於網頁瀏覽器發揮作用，無法阻擋應用程式內的廣告。
然而，以使用時間角度而言，行動應用程式的市場究竟多大？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ComScore 於 2017 年 8 月針對美國消費者習慣的所發表的調查報告，十八歲以上的成人使

用數位媒體的時間，50% 用於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7% 用於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因此用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時間合計為 57%

207

。然而，上述使用時間分配係以全體成人為調查對象。以 18 至 24 歲的年輕人而言，70%

的使用時間用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電腦使用時間僅佔 23%；65 歲以上的使用者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花費的時
間則在 40% 以下，而用於電腦的時間佔 53%（請見下方圖 13）

208

。

平均數值固然重要，但廣告商必須銘記在心的是，應用程式的使用時間因數位媒體類別而差異極大。社群網路、
遊戲與交友類的行動版應用程式使用時間分別為 70%、81% 與 79%。至於其他種類的行動版應用程式的使用
時間則不到一半，旅遊與運動類行動版應用程式的使用時間實際上甚至低於電腦版，約在 33% 至 34% 之間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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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2017年平台花費時間份額，以年齡區分

34%

Total

18-24

50%

23%

7%

66%

7%

7%

2%

4%

1%

25-34

31%

54%

7%

7%

1%

35-44

32%

53%

8%

6%

1%

45-54

36%

55-64

34%

65+

桌上型電腦

48%

46%

53%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7%

7%

38&

智慧型手機上網

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Multi-Platform & Mobile Metrix，美國成年人，2017年6月。

6%

7%

10%

12%

2%

3%

3%

平板電腦上網

廣播電視公司可能希望提供部分無廣告（或大多數時

驚人相似。土耳其人與美國人的廣告阻擋行為甚為相

路媒體已採行此措施

視或廣播頻道（請見圖 10），而在職與無業人士、教

間無廣告）的節目，但需每月支付訂閱費用。部分網
210

，即便截至目前為止，付費無

廣告節目服務的訂閱人數仍寥寥無幾。以 YouTube 無

211
廣告版為例，約擁有 250 萬訂戶 ，但廣告商贊助版

的用戶則多達數十億人。

置入性行銷亦為另一無法阻擋的廣告類型，2015 年在

美國約有 60 億美元的產值，預計 2019 年將有 20%

的複合年成長率，產值高達 114 億 4,000 萬美元

212

。

美國每年的廣告花費超過 2000 億美元，置入性行銷約

佔花費總額的 3% 至 4%；但置入性行銷似乎僅盛行於

美洲，美國、墨西哥與巴西即佔全球置入性行銷市場
的 80%。

最後，本報告也針對土耳其與美加以外的國家進行探
討：

即便土耳其與北美國家差異甚大，但廣告阻擋行為卻

像，而加拿大則較為不同。土耳其受訪者較常切換電

育程度高低之間的差異則較北美國家小。但整體而言，
甚至是各類別細項，相似之處仍遠多於差異。

然而，多數市場的調查結果與上述大相逕庭。本報告
觀察另一英語市場，便發現廣告阻擋行為比例驟降。
以英國為例，電視廣告量少上許多，且電視與廣播節
目各頻道的廣告時間同步；因此，阻擋廣告的效果大
幅下降，廣告時觀眾轉台的動機亦降低不少。2017 年

針對法國觀眾的調查也同樣顯示，不僅隨選視訊服務

的用戶人數較少，與北美相較，利用數位錄影機略過
廣告的行為也遠遠不及。

因此，解讀研究結果必須謹慎，北美經驗無法適用於
全球。但一如土耳其調查結果所顯示，北美的情形也
並非獨一無二；至於其他國家，有時也接顯現類似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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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網獨霸：超越想像的家用無
線網路
據 Deloitte 報告預估，2018 年 20% 可上網的北美家

網路使用者（此統計並非以家庭為單位）僅使用行動

進 一 步 預 測， 行 動 網 路 與 固 定 無 線 網 路 存 取（fixed

5%）僅依靠行動上網進行網路連線 215。

庭 將 全 面 使 用 行 動 上 網（mobile-only）， 且 本 報 告

wireless access） 混 用 將 促 使 30% 至 40% 的 人 口

在 2022 年於家中使用無線網路，相較之下，2013 年
僅 10%

213

。上述民眾家中未設置有線網路：沒有同軸

電纜、光纖連線或數位用戶迴路（digital subscriber

上網 214；而光纖網路普及的東京，亦有數十萬家庭（約

本研究顯示，法國與英國民眾僅使用行動上網的比例

少於 10%，但土耳其則為其三倍多。至於在拉丁美洲，
Deloitte 認為巴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家庭僅使用行動

line，簡稱 DSL）的銅線，而是仰賴無線技術，供應全

上網。

等地或許也可進行網路連線，但在家中並不使用其他

可能有許多不同原因：或許行動上網是唯一可用的網

家的網路使用。上述族群在工作場所、學校或咖啡廳
數據存取技術。

此外，Deloitte 也預估僅使用行動上網作為網路連線

方式的人口比例，將因國家與地區而有顯著差異（請

見圖 14）。本研究顯示，法國與英國民眾僅使用行動
上網的比例少於 10%，但土耳其則為其三倍多。至於

在拉丁美洲，Deloitte 認為巴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家

庭僅使用行動上網。而在中國，2016 年有五分之一的
圖14

為何 2018 年將有如此多的家庭僅使用行動上網服務？

路連線方法，尤其在城市以外的地區；而其他如收入、
年齡、獨居，或正使用品質與速度表現較好、每月可

用流量較大的網路方案等也是影響因素。上述上網方

式的傾向與許多民眾取消了家用有線電話的趨勢一致。
一、行動上網的過去與現在

有些情況實在別無選擇。從城市邊緣到偏遠農村，全
球有數億人口聚居於缺乏光纖或電纜線路覆蓋之地。
即便家中設有電話銅線，卻因與當地電話交換所距離
過遠，連帶使數位用戶迴路運作不佳 216。如居住地點

2017年僅使用行動上網之家庭比例

與中央機房（central office）距離超過 1 英哩、與長

30%

期演進技術（long-term evolution，簡稱 LTE，即 4G

25%

網路）行動電話基地台的距離在 4 英哩內，行動上網

20%

法國（以及其他西歐國家）較為少見，但其他地區卻

便可能便是速度最快的網路服務。上述情況在英國與
甚為普遍。如圖 15 所示，受調查的國家中，鄉村居民
與城市居民相比，僅使用行動上網的比例較高。

15%

10%

5%

0%

英國

法國

西班牙 俄羅斯

美國

加拿大 土耳其

資料來源：Deloitte七國成人調查：美國（1,096位）、加拿大（1,090位）、土
耳其（1,016位）、英國（1,118位）、法國（1,097位）、西班牙（1,082位）、俄
羅斯（1,097位），2017年8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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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從城市邊緣到偏遠農村，全球有數億人口聚居於缺乏

2017年城市與鄉村僅使用行動上網之人口

光纖或電纜線路覆蓋之地。

35%

30%

與收入有關，但非唯一因素。本次調查國家中，相較

25%

上網的比例更高（收入級距因國家而異）。如圖 16 所

於收入最高者，收入落於最低級距的家庭僅使用行動
示，收入在美國的影響最低，年收入低於 2 萬 5,000

20%

美元的家庭僅使用行動上網比例只比年收入 7 萬 5,000

美元以上的家庭高出三分之一。整體而言，低收入家

15%

庭僅用行動上網的可能性高出 50% 以上。Deloitte 預

測，2018 年低收入家庭僅使用行動上網的比例將會更

10%

高；但需注意部份受調查的國家中，13% 至 23% 的高

5%
0%

法國

城市

鄉村

西班牙

俄羅斯

土耳其

收入個人亦僅使用行動上網，代表僅用行動上網並非
全因無法負擔固網費用。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調查對象為僅使用行動上網之成人：土耳其（290
位）、法國（103位）、西班牙（168位）、俄羅斯（171位），2017年8月至10
月。

圖16

2017年收入最高與最低的家庭中，僅使用行動上網之人口

35%

30%

25%

20%

15%

10%

5%

0%

最富有

英國

最貧窮

法國

西班牙

俄羅斯

美國

加拿大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調查對象為僅使用行動上網之成人：英國（54位）、法國（103位）、西班牙（168位）、俄羅斯（171位）、美國（203位）、加拿大（265
位），2017年8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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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4 歲）幾乎總是僅使用行動上網比例最高的群體，

年齡影響極為顯著，年輕族群於家中全面使用行動上
網的可能性高出兩倍。實際上，年齡是單一人口統計

且比最年長的族群（年齡級距依國家而異，約為 55 至

年紀最輕的受訪族群（年齡級距依國家而異，約為 18

最為明顯，原因則尚待調查。

65 歲）高出兩倍。在美國、加拿大與法國，年齡差異

項目中，僅使用行動上網的最佳指標。如圖 17 所示，

圖17

2017年最年長與最年輕的群體中，僅使用行動上網之人口

50%

40%

30%

20%

10%

0%

最年長

英國

最年輕

法國

西班牙

俄羅斯

美國

加拿大

土耳其

資料來源：Deloitte調查，調查對象為僅使用行動上網之成人：英國（54位）、法國（103位）、西班牙（168位）、俄羅斯（171位）、美國（203）、加拿大（265位）
、土耳其（290位），2017年8月至10月。

部分民眾於家中的數據使用量極小。2016 年，美國每

商所提供的上網方案或許便已足夠。在無法單獨申請

英國為 132GB

取消室內電話的家庭每年可節省數百美元。如圖 18 所

月的網路用量為每戶 190GB，加拿大為每戶 145GB，
217

；但在上述國家，2018 年的用量可

能攀升至每月 200 至 300GB，因此對許多民眾而言，

僅使用行動上網便不再合適。少數家庭（美國 1% 至 2%
的固網用戶

218

）的每月使用量逼近 1TB，因而拉高平

均值。極少使用電視收看線上影片的家庭，每月用量
甚至不超過 50GB。對低用量家庭而言，使用行動營運

44

寬頻網路（毋須搭配市話即可申請的寬頻）的市場，
示，單身人士僅用行動上網的比例較已婚或同居人士
為高。即便婚姻狀態並非在每個國家都存在統計意義
的顯著差異，單身人士僅用行動上網的平均比例仍高
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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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已婚/同居與單身人士僅使用行動上網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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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資料來源：Deloitte僅使用行動上網之成人調查：英國（54位）、法國（103位）、西班牙（168位）、俄羅斯（171位）、美國（203）、加拿大（265位）、土耳其
（290位），2017年8月至10月。

行動上網服務品質良好，對部分用戶而言，行動上網
便已足夠。自 2013 年起，第四代（4G）LTE 無線網

路更加普及，且過去兩年間，許多國家也已廣泛佈署
載波聚合技術（LTE-Advanced）。因此，無線網速通

常可達 10-30 Mbps（2017 年，已開發國家的一般下
載速度為 16.6 Mbps，而有 13 個國家網速至少可達

30 Mbps219），且每月流量限額也大幅提高：2014 年，

美國每月平均無線網路用量為 1.9GB、加拿大普遍為
1.2GB 220。網速加快、流量限額提高使得選擇僅用無

線網路的人口增加，上述趨勢隨著新一代技術與網路
推陳出新，必將持續不墜。

二、從僅用行動上網轉向僅用無

線 網 路（ 又稱 固 定 無 線 網 路 存
取）

在此之前，本報告所謂的「僅用無線上網」是指一種
特定使用方式：部分使用者於家中僅使用智慧型手機

的行動上網，並瀏覽智慧手機螢幕上的內容；亦有使
用者以智慧型手機作為網路熱點，將網路分享至個人
電腦或平板電腦使用。上述方式均使用經核發執照的
特定頻段，介於 700 MHz 至 5 GHz，僅少數電信公司

提供此服務，且這項技術機動性高，此行動裝置可於
家中提供無線網路，也能輕鬆拿取、移至其他地點使
用。

對部分用戶而言，2018 年採用上述方式已能滿足需求
（因國家而異），但速度與流量限制代表此方式僅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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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數據量需求（相對）較少的用戶。舉例而言，北

百公尺，且兩者需位於一筆直視線上。

流量，且此需求將會持續增長。假設 2020 年時現有年

Gbps、最高則可達 10 Gbps，且延遲時間將少於 10

美地區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每月需要大於 100GB 的
成長率維持不變，北美地區家庭的每月用量需求可能

將大於 500GB，因此僅用現今任一種行動上網方案便
能滿足需求的人口比例可能極少。

其 網 速 可 能 將 遠 高 於 4G， 最 低 速 度 約 為 1 至 2

毫秒。此項技術稱為固定無線網路存取，北美主要電

信公司與其他提供無線網路服務的非電信業者於 2017
年與 2018 年正進行多種相關測試

223

。依據公開資訊，

隨著第五代無線網路（5G）的佈署，無線網路的效能

此項技術已於 15 個以上的美國市場進行試用，首份商

位的傳輸速度。美國預計於 2020 年前啟用上述網路技

毫米波技術的表現可能高於預期；部分測試曾於 0.25

多種不同技術組成，但其中極為重要的便是採用新無

速度

將大幅提升，預估將出現以千兆位元（gigabit）為單

術

221

，但確切的啟用日期將因國家而異。5G 網路係以

用計畫將於 2018 年底發表

224

。此外，極為重要的是

英哩外、且隔著一棟建築的情況下，測得 1.4 Gbps 的
225

。上述發現如能於大型測試中再度證實，將大

線電波長。

幅提高此項技術的實用性。

路存取

分地區、部分消費者而言確實有其用處，2022 年之前

毫 米 波 (Millimeter wave，mmWave) 固 定 無 線 網
綜觀歷史，即便比傳統的蜂巢式（cellular）行動網路

頻率高出許多的頻率，理論上仍有許多空間可搭載數
據，但實際應用並不順利。傳輸與接收上述頻率的技
術費用昂貴、開發困難，且無線電波本身的傳播效果
也不佳。蜂巢式頻率的無線電波雖可傳至數公里外、

繞過建築並穿透窗戶，但超過 24 GHz 的短無線電波
（即毫米波，常寫作 mmWave）約 200 碼後便將遭

空氣吸收，不僅是玻璃，甚至連樹葉也無法穿過，且
僅能於視線（line of sight）內運行。

然而據 Deloitte 預測，2018 年美國將針對聯邦通訊委

員 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提
案 新 版 規 定 中 的 28 GHz、37 至 40 GHz 與 64 至 71

GHz（11GHz 頻 譜 ） 等 頻 帶 技 術 進 行 深 入 測 試 222。

初期測試並不針對行動裝置（可能將於 2019 與 2020

年進行），而是針對非行動的無線家用網路。此項技

術 採 用 架 設 於 屋 外 的 小 型 數 位 天 線， 與 微 型 發 射 台
（microcell transmitter）（ 多 位 於 電 線 桿 上， 而 非

傳統體積較大、價格昂貴的基地台，但通常連接至高

速光纖線路，為現行網路密化之部分作業）相距約數

46

或許言之過早，不過 Deloitte 預測此項技術至少對部

在家用網路市場的使用比例可能較低，但將穩定成長。
此外，由於速度快且基地台小，每月流量限額將極高，

估計每戶每月可用量將超過 1TB。已裝設光纖連線的
住家不會轉用固定無線網路存取，已有有線電纜資料
服 務 介 面 規 範（Data Over Cable Servic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DOCSIS） 3.1 版 連 線 與 G.fast 電 信

連線（預估上述兩種連線方式於 2022 年前也可提供 1

Gbps 以上的網速）的用戶，或許也無轉用毫米波的計
畫。但正如本報告針對僅用行動上網的預測所述，目
前仍有許多用戶尚未付費使用固網服務。

2022 年，家用無線網路解決方案將持續佔有低階市場

（即流量需求相對較小的家庭），但亦可能搶攻高階
市場，取代部分家用光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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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期而言，僅用行動網路（mobile-only）的普及化對於與消費者進行網路交易的所有公司均有明顯影響，幾

乎涵蓋 2018 年所有的零售商。依本報告 2017 年底與多間 B2C 大型公司的訪談結果，多數公司（依國家而異）
並不清楚許多消費者家中並無固網，而是仰賴網速通常較慢、每月流量限額較低的行動上網。

如應用程式內含大尺寸影像或品質中等的影片，對於僅使用行動上網、流量限額較低的使用者而言便不合適。
一如前文所述，消費者雖可於咖啡廳、工作場所或大學校園使用高數據流量，但在家中僅能仰賴行動上網。

針對上述情況，電子商務零售商或線上金融服務公司可考慮提供低頻寬版本，以供僅用行動上網的客戶使用。
例如，低解析度的鞋子照片或文字版銀行戶頭資訊可能便已足夠。但對媒體而言，即便解析度低，大量影片串
流也不適合僅用行動上網、每月流量限額低的客戶。

由於僅用行動上網的人口，收入較低、居於郊區的比例偏高，部分引人關注的挑戰係關於偏遠地區醫療與教育

等公共政策問題。線上教學、與醫師進行線上對話均需較大頻寬，但僅用行動上網的人口卻較難享用這些服務。
以烏干達的一項偏遠地區醫療試驗計畫為例，頻寬不足導致無法依計畫進行視訊對話，僅能進行音訊對話

226

。

網路的普及化（特別是速度較快、流量限額較高的網路服務）係各地政府極為關注的議題。通常會針對郊區與

低收入人口提出相關專案、倡議與獎勵計畫，讓更多人可以享有更佳的網路品質。基於上述僅用行動網路的相
關預測，政策制定人員不僅需考慮有線解決方案，也應將無線網路納入考量。美國管理機關現正審酌是否應針
對電信公司訂定行動上網最低覆蓋範圍

227

，但此也引發部分爭議

228

。

或許最為重要的問題並非 2018 年僅用行動上網的用戶，而是 2019 年起，毫米波技術等行動網路連線選擇。

新加坡（95%）與南韓（83%）等國家的網路營運商業已廣泛佈設光纖到府（FTTP）連線

229

，因此佈署毫米波

誘因便不大。但美國等僅 10% 家庭享有光纖到府服務的國家，如欲提供千兆位元（gigabit）的網速，毫米波
便將成為除 DOCSIS 3.1 版連線、G.fast 技術與光纖到府等連線方式外的另一選項。

基本上，單一技術適用各種情況的可能性並不高：不同市場的天氣狀況、地理環境、人口密度、挖掘成本，甚
至植物發葉程度均大相逕庭。以美國鳳凰城為例，由於獨棟房屋眾多，每棟之間的距離相隔甚遠，因此為每戶

人家埋設光纖並非易事；但阻擋毫米波訊號的樹木並不多，且不降雪（雪對此頻率的無線電波也可能造成干擾）。
然而，波士頓與巴黎便不適用，台北也同樣如此，大量人口聚居於 10 至 20 層樓高的大樓中，為這些建物佈設

光纖便比使用毫米波容易。而在伊斯坦堡，於舊城區埋設光纖較為困難。這些地區的地面往往一經挖掘，便會
發現考古文物出土，因此採用無線方案可能較為適合。

長期而言，僅用行動上網、4G、5G、毫米波最重要的市場應為開發中國家；即便在這些國家的城市，通常少

有同軸電纜、光纖線路，且相關電信基礎建設老舊，不足以負荷數位用戶迴路網路服務。因此，無線網路傳輸
不僅是選項之一，更是引領市民進入數位時代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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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好安全帶，機上通訊服務即將起
飛
根據 Deloitte 預估，2018 年的十億飛機乘坐人次中，

直到近期，許多航空公司仍對機上通訊服務採觀望態

。機上通訊服務包括

初，僅有約有三分之一的商用客機裝設機上通訊服務

有約四分之一人次將搭乘配備機上通訊服務（IFC, inﬂight connectivity）的班機

230 231

資料傳輸，在可允許的情況下也包含語音通話，預估

將逐年成長 20%。機上通訊服務為航空公司帶來的營

收將直逼十億美元，而其中大部分收入來自於付費購
買機上通訊服務的乘客，比例約佔總乘客數的十分之
一

232 233

。

機上通訊服務已經行之有年，尤其是在諸如北美等飛
航市場成熟發展的地區。在 2018 年，此服務將更蓬勃

發展，這歸功於提供機上通訊服務的航線增加、網路
連線速度提升，以及更高的資料傳輸量

234

。

這項趨勢顯示在幾年之內，機艙將不再是全球少數僅
存的「無通訊連線」區域之一。

機上通訊連線運作方式

→ 有兩種方式可於機上提供通訊服務，有時會同時
配置：

→ 空對地連線（ATG, air to ground）：由位在地
面的特殊行動寬頻信號塔網路，接力將訊號傳送至
通常位於飛機機身下方的天線。如同地面上的行動

通訊設備，飛機將自動連線到距離最近的信號塔。
空對地連線成本較低，且資料傳輸延遲程度亦比衛
星連線的方式低，但只有在飛越或接近陸地時才有
顯著效果。

→ 衛星連線：由多枚軌道同步衛星組成的網路，以
接收器與傳送器對地球傳送訊號，並透過位在飛機
機艙上方的天線連線。衛星連線系統服務範圍可以

度，或只在旗下部分客機裝設這項功能。截至 2018 年

設備。其主要原因包括缺乏提供高品質連線服務能力、

相關衍生費用過高，或考量到機身重量，而未能全面
提供機上通訊連線服務。

然而自 2018 年起，由於衛星通訊與空對地通訊方面的

科技發展，機上通訊服務的商機將變得更加炙手可熱。
機上通訊服務將可能使每位使用者享有更快的連線速

度及更大的傳輸量，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好的服務。
Deloitte 預 估 在 2018 年 將 增 加 1,600 至 2,000 架 裝

設機上通訊設備的飛機，本報告也預測已裝設機上通
訊設備的飛機，將能升級其功能並提供更好的連線服
務。

衛星供應商的首要升級便是改用高通量通訊衛星（HTS,

high-throughput satellite），其運用頻率複用與多點

波束來增加傳輸效能。高通量通訊衛星能使機上通訊

的傳輸量及傳輸速度顯著增加，價格也明顯較低，其
傳輸速度上限將超過每秒 100 Mb235；此頻寬將由所有
欲使用機上通訊服務的乘客共享。

傳統衛星則是以每秒 10 至 70 Mb 不等的速度傳輸資

料，視現有系統設備，如衛星、天線、數據機及緯度
等綜合因素綜而異

236

。

高通量通訊衛星於十多年前首次應用在商用衛星通訊

上，預測可在未來數年間大幅成長。Euroconsult 預
估在 2018 年底時，可用於機上通訊服務的高通量通訊

衛星傳輸總量將增至每秒 21 Gb，約是 2016 年底的五
倍

237

。

在 2018 年後，隨著更多的高通量通訊衛星系統上線，

涵蓋全球，包括海洋上方，但通常較昂貴，且與空

針對機上通訊服務市場提供的衛星通訊量也將有進一

較小。

訊衛星供應商如 Space X 及 OneWeb 等企業也正積極

對地連線相比，其資料傳輸間隔較長、傳輸容量亦

48

步的成長。承諾提供更大頻寬的非同步軌道高通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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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中，機上通訊服務將可能成為這些頻寬的用途之
一。

到了 2018 年，空對地通訊供應商將採用長期演進技術

（LTE, long term evolution），並在某些情況下使用

非授權頻譜，以達每秒 100 Mb 的傳輸量，大約是現
存空對地連線方案的十倍以上，且費用明顯較低

238

。

目前主要的空對地通訊供應商 GoGo，也預計在 2018

年啟用新一代的空對地連線網絡

239

。空對地連線市場

將可能有新供應商加入戰局，並預測在 2017 年底就會

開始提供服務

240

。

近幾年來機上收訊科技也有進展，其中一項對高空連
線服務的批評是，衛星天線使飛機在空中受到更多空
氣阻力

241

，而採用平面式天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在

機艙內接收訊號的技術也有所改進，有一個空對地連
線供應商使用多個訊息接收器，以提供更穩定的連線

服務。其中一個接收器讓使用者保持連線，而另一個
接收器則在飛機移動時，搜尋新的區域性點波束，確
保連線能延續

242

。

伏林航空的母公司國際航空集團（IAG, International
Airline Group），預計在 2019 年初於旗下 90% 的短

程航線提供機上通訊服務

245

。部分倡議如歐洲航空網

絡（EAN, European Aviation Network）與部署超過

300 個機上通訊服務的地面基地台，可幫助這項服務
在歐洲更加普及

246

。

在亞太地區，機上通訊服務的需求性也日益明顯。舉
例來說，維珍澳洲航空以及澳洲航空預計在 2018 年底

前，在旗下大部分飛機建置機上通訊服務功能

247

。中

國的航空公司也會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在國內航

線機上行動裝置使用禁令解除後，提供機上通訊服務
248

。中國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及廈門

航空等，也在部份國際航線中提供機上通訊服務。中

國國際航空則將在 2017 年 12 月，於旗下數架空中巴

士 A350 飛機上，提供機上通訊服務

249

。

在未來十年內，拉丁美洲將是機上通訊服務成長幅度

最大的地區，當地提供機上通訊的飛機數量，預估將
會 從 2015 年 的 44 架， 躍 升 到 2025 年 的 1,529 架
。

另一個供應商則是引進能將機艙內傳輸速度增加到每

250

輸速度僅僅 15 Mb 相比快了許多

上通訊服務主要以商務乘客為主，然而消費者也希望

秒 400 Mb 的數據機，與傳統機上連線科技、每秒傳
243

。

還有一個空對地連線供應商則是引進四個天線，以便
更有效率地接收訊息、提供更快的連線速度。

到了 2018 年，全球有更多消費者可能會使用機上通訊

服務。在 2017 年，北美有 80% 的乘客已搭乘過具備
機上通訊服務的班機

244

。

然而機上通訊服務在其他市場，如歐洲與亞太地區的
發展仍然有限。隨著更多航空公司於更多班機與航線

啟用機上通訊服務，此情況在未來幾個月內可能會有
所改變。

在歐洲，愛爾蘭航空、英國航空、西班牙國家航空及

對於機上通訊服務的頻寬要求也將顯著提升。過去機
以更低費率獲得更高品質的服務。

現代人對於通訊連線的需求越來越高，消費者對於連
線服務的重視甚至更勝於其他機上設施。一項問卷調
查指出，如果受訪者需在一些服務中做出取捨，54%

的受訪者會選擇無線網路，其比例約是選擇機上餐點
的三倍（19%）

251

。另一項針對機上通訊服務使用者

的調查則顯示，大約 90% 的受訪者會捨棄更大的座位

或另一項設施，以換取更快、更穩定的無線網路連線
252

。

消費者需要機上通訊服務的原因各異，有些人希望能

維持工作效率、回覆電子郵件，其他人則可能想在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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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情況下和他人保持聯絡、在高空中分享自拍照，或

聆聽自己喜愛的音樂，而不只限於航空公司提供的視
聽服務。

至於航空公司希望增加機上通訊服務的原因，則可能

是為滿足客戶需求，進而吸引與留住客戶，創造更大
收益。營收可能來自於在飛航期間的直接銷售，或間
接透過免費提供機上通訊服務，以吸引新客戶、增加
忠誠度。如之後證明機上通訊可以增加營收，這項服

務將使航空公司能夠持續擴展附加服務市場；這個蓬

勃發展的市場，在 2007 年至 2016 年間的規模便已成
長了超過 13 倍

253

。

最受歡迎的付費通訊模式是計算特定時段的連線時間，
或是直接收取整段航程中的連線費用

254

。有些航空公

司會選擇免費提供特定且通常僅占用小頻寬的服務，
如傳送簡訊；或者在特定時限內提供免費的機上通訊
服務，以引起乘客對此服務的注意，從而誘使其接續
付費使用

50

255

。

其他航空公司可能考量每架飛機需花費 20 萬到 30 萬

美元加裝設備

256

，及飛機於三天施工期間內需停飛而

產生的損失，而選擇延後提供機上通訊服務

257

。如果

能夠證明提供機上通訊服務後，加裝於椅背上的機上

娛樂系統已無需求且可移除，其可省下的費用，便可
能抵銷加裝機上通訊設備的成本。移除椅背上的機上
娛樂系統，可大幅減少維修費用及軟硬體設備升級的
成本，也將因此減輕重量而降低燃料成本

258

。

有些省下的成本可以用於採購媒體內容，乘客可以透
過自己的行動通訊裝置購買數位內容。檔案壓縮技術
的進步，也使顧客可以用較少頻寬觀看高畫質的數位
娛樂內容，包括電影以及電視節目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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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航空公司在引進機上通訊服務時，必須決定採用衛星通訊系統、空對地連線系統，或是同時使用兩種連線方式。
航空公司也要考慮使用何種頻譜，判斷那種通訊系統最具擴充及升級潛力，能夠滿足現有及未來需求。
然而航空公司需在服務品質、通訊設備複雜度及加裝設備的成本之間取捨

產生的費用，如反應到票價上，現有的客群是否能夠負擔。

260

。航空公司得要考慮加裝系統後所

航空公司還需決定欲自行管理機上通訊系統的哪個部分，以特定方案來說，機上通訊服務供應商將支出在飛機
上加裝連線設備的費用，同時亦管理此項服務，而航空公司則能在增加營收之餘，又不須費心管理。

機上通訊服務也可以用來操作部分的機上功能。美國航空為首間實行此道的航空公司，在 2012 年便已經讓所

有空服員配備具網路連線的平板電腦，使空服員得以處理哩程升等、閱讀與回覆企業電子郵件、及時取得乘客
劃位情況、回傳報告或者進行遠端系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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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將需要決定線上通訊服務在其娛樂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些航空公司會選擇讓乘客使用自己的行動

通訊裝置從機上資料庫中加載內容，甚至不另外加收費用。其他航空公司則可能選擇保留椅背上的機上娛樂系
統，但多半是在長途航線上。航空公司也需要考慮是否要讓乘客自由選擇通訊服務種類，目前許多航空公司依
循乘客建議，仍禁止在飛機上撥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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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服務供應商需考慮是否將服務範圍擴大到空中。有一間行動服務供應商便贊助航空公司，使其乘客能在飛
行時免費傳送簡訊，並享有一小時的機上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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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公司提供免費機上通訊服務以換取客戶資訊，這也是目前許多提供免費無線網路的機場所採用的模式。監
管機關必須要確保有足夠頻譜以符合現在與未來的需求。

對於多達四分之三的乘客來說，即便多麼不情願，在搭上飛機之時還是得跟整個世界斷線，但這個情況在未來
幾年便不復存在。隨著機上連線服務品質提升、費用降低，機上連線服務可能將成為標準配備。大部分乘客應
樂見其成，並且在三萬五千英呎的高空，於社群網站上貼文表達他們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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