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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歡迎參閱二０一四年勤業眾信高科技、媒體及電
信產業趨勢預測。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的目的是找出
我們認為產業界在思考策略時應該要注意的關鍵
趨勢，同時分析這些趨勢於未來一年到一年半間
可能造成的變化。過去的一年中，我們與產業界
的高階主管、分析師和評論家舉行過好幾百次的
討論，訪問了數以萬計的消費者，最後才歸納出
這份預測的結論。
如同我們每年發佈的各種預測一樣，促成高科技、
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變化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處
理器的速度、連線功能與記憶體容量。
十年來，這三個因素讓連網裝置在功能性、普及
率和花費上都有長足的進展。而在二０一四年，
我們預期：形成數位匯流客廳的五項裝置──電視、
個人電腦、電視遊樂器、智慧手機 （含平板手
機）、平板電腦─將會創造七千五百億美元的營收。
儘管平板電腦在四年前才問世，但卻已成為主流，
也漸趨成熟，平板電腦現有的功能、尺寸、使用
人數和利用率都已經相當可觀，而且還在繼續擴
充。至於數位匯流客廳中佔最大比例的智慧手機
（二０一四年預估會有三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的營
收）在大部份年齡層的消費族群中都已接近飽和，
不過在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族群中仍有很大的商
機──也是今年在市場滲透率上最可能出現大幅度
成長的年齡層。

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賣家現在都強調堅固耐用，藉
以區隔市場，因此在二０一四年螢幕破裂的情況
會愈來愈少見。這個重點的另一個好處是讓消費
性行動裝置愈來愈適用於非辦公室的環境。而在
二０一四年，我們預期：堅固耐用、適合戶外使
用的行動裝置只需要兩百五十美元。
在二０一四年，我們也預期會有新的產品問世，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就是穿戴式電腦裝置。預估今
年智慧眼鏡、手錶和健身手環等裝置的總銷售量
會達到一千萬件，創造三十億美元的營收；這個
數字固然亮眼，但是與數位匯流客廳的整體營收
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反之，幾十億美元的營收對唱片產業來說，就相
當值得矚目，因其過去二十年來，大部份的時間
營收都是下跌的。在二０一四年，我們預期唱片
產業中的一項營收，即公開使用音樂的演出權利
金，將首次達到十億美元。跟高級體育賽事的兩
百五十億美元轉播權利金（跟二０一三年相比，
成長了十四％）或是簡訊服務預估的一千億美元
營收相較之下，仍有天壤之別。
十年前，寬頻服務從每秒一百二十八Kbit/s開始；
到了二０一四年，許多市場都推出每秒一百
Mbit/s或是更高速的寬頻服務。持續增加的頻寬，
讓線上服務的種類變得愈來愈多元，而且新開發
線上服務的數目還在持續增加中。比方說，我們
預期更快的寬頻有助於部份衛生醫療服務上線，
預估二０一四年的網路門診──線上醫療互動──會
達到一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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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寬頻愈來愈普及，使得更多的影片能藉由
網路傳送，數千萬家庭因此計畫訂閱加值的寬頻
服務，導致其付費電視的支出加倍。由於觀看電
視的活動有一部份轉移到線上，因此收視調查也
必須跟著轉移，才能確保涵蓋所有的收視群，尤
其是年輕的觀眾。今年，收視人口超過一億的國
家，都應該開始將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
手機上的收視行為，一併納入收視調查資料。

我們公佈的趨勢預測，每年都有不同的重點，但
是其中一項主題卻反覆出現：高科技、媒體及電
信產業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持續加深。就在您閱讀
這篇前言的這段時間，全球已經有一億通簡訊從
智慧手機傳送出去。
我們祝您在二０一四年萬事如意，也相信您與同
儕會覺得今年的趨勢預測，對您在今年及爾後的
策略思考與市場行動，會帶來有用的正面刺激。

隨選視訊（video-on-demand）的服務主要提供
於有架設高速寬頻的市場，目前全球有些地區雖
然缺乏普及的寬頻設施，仍可享受這項服務，只
要透過衛星轉播，就可以將電影和電視節目轉錄
到大容量的數位影像錄製硬體裝置，讓供應商可
以提供數千小時的隨選視訊節目。

勤業眾信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負責人

如同我們每年發佈的各種預測一樣，這個產業趨勢變動的
主要因素仍然是：處理器的速度、連線功能與記憶體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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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五百億美元的數位匯流客廳：
成長停滯期來臨
勤業眾信預測在二０一四年，全球智慧手機、平
板電腦、個人電腦、電視機和電視遊樂器的銷售
金額會超過七千五百億美元，比二０一三年增加
了五百億美元，幾乎是二００七年的兩倍（見圖
一）1。自二００三年以來，這五項產品的全球總
銷售量有驚人的成長；過去十年間，每年的五年
追蹤複合年增率都在六至十二％之間（見圖二）
──不過單一年度的年增率的波動較大，從二０一
０年最高的二十七％到二００九年經濟衰退時最
低的負三％不等。反觀全球半導體產業在二００
０年到二０一二年間的增長率，卻只有三點一％ 2
。不過這個成長的趨勢可能將出現停滯期：銷售
量仍預期會成長，不過成長的速度會比過去十年
慢，而且預估每年的銷售上限約為八千億美元。

成長停滯期和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
電視機和電視遊樂器這五項消費性電子產品最息
息相關，因為這些是目前銷售份額最高的五項產
品，都具備的多種功能，且每一項都在娛樂和媒
體消費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此外，這五種裝置都
受益於常見的科技，如處理器和螢幕（除了電視
遊樂器之外，其他裝置都用到了高畫質的LCD科
技）3。反觀其他消費性電子產品，如掌上型電子
遊戲裝置、電子書閱覽器、功能型電話等，都只
著重於單一功能，對使用者一般媒體消費和娛樂
的需求來說，影響力就要狹隘的多。

圖一：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電視機和電視遊樂器的全球總銷售金額（1999 - 2018）

個人電腦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2013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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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遊樂器

電視

平板電腦

圖二：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電視機和電視遊樂器全球總銷售金額的五年複合年增率
（2003 – 2018)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2013年報告

這五項消費性電子裝置於過去十年間的同步成長
，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例如，為了提供大型平
面高畫質電視（HDTV）所需的大量LCD螢幕，製
造廠商擴增廠房設備，到二０一三年，每年可以
生產四億平方公尺的螢幕4 ，這使得筆記型電腦螢
幕的價格下降，轉而專注於研發更好、更小的螢
幕，最後才有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專用的高畫質
螢幕問世，讓這些裝置的價格更親民，功能也更
多元實用。
固態記憶體也因此形成了良性循環：數十億的智
慧手機和平板電腦都需要用到十億位元快閃記憶
體，使得製造廠商的增加新產能，產量大增導致
價格降低，最後才會有強大的遊戲系統與超薄極
致的筆記型電腦問世。此外，大量的規模經濟降
低了低階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的價格
，讓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裡許多相對比較不富
裕的家庭也能買得起這些產品，進一步地擴張了
市場規模，也促使更廉價的產品問世，如一百美
元以下的智慧手機。良性循環不僅僅造就了低價
智慧手機，也造就了功能不斷改良精進的智慧手
機以及售價一百美元的平板電腦。

這些互利的因素讓這五類產品在二００四年到二
０一四年間（預估）的共同平均複合年增率高達
十一點八％，幾乎是基礎半導體產業的四倍，也
幾乎是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兩倍──以不
變的美元價值來說，二００四年到二０一四年間
（預估）5的全球GDP年增率約為六％。話雖如此，
這種令人驚艷的成長率似乎遇上了停滯期。
二００六年到二０一二年間，個人電腦產業的年
銷售金額在兩千一百億到兩千四百億美元之間游
移，振盪幅度相當小。但是在二０一三年，銷售
金額卻驟跌了十二％，降到低於兩千億美元，而
且許多分析師預測二０一四年還會再跌四％6。平
均售價（ASP）的持續下跌，意味著個人電腦的出
貨量每年雖然只萎縮了不到五％，但是營收下跌
的幅度卻快的多。
電視機市場在二０一一年達到一千一百五十億美
元的高峰期之後，一直在萎縮，三D科技、連網電
視、以及用聲音和手勢控制的電視並未吸引消費
者更頻繁或以更高的價格替電視機升級。電視機
的平均售價自二００七年以來也緩慢下跌；不過，
對超高畫質4Ｋ電視機的需求，可望讓這個跌勢在
未來五年內趨緩，甚至反轉，因業者可能會溢價
出售這類電視機。但即便市場上出現這樣的刺激，
預期到二０一八年，電視機銷售金額也只比二０
一四年預測的一千零五十億美元高出不到一百億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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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一三年底，有新的電視遊樂器上市。在銷售
新型遊樂器的市場中，雖然總銷售量加起來比前
幾代的遊樂器要高7，可是每年約一百億美元的遊
樂器產業，在七千五百多億的基礎上，不太可能
出現太大的變化。
這些趨勢顯示：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勢必成為數
位匯流客廳的成長主力。
智慧手機的銷售量和營收應該都會繼續增加，但
是成長率可能會降低。以全球市場而言，現在功
能手機的銷售量只佔少數，轉換成智慧手機的巨
幅成長曲線已經過去；智慧手機升級的周期拉長：
儘管還是有人大排長龍，希望第一個拿到最新款
的手機，但是一般消費者對他們手機感到滿意的
時間，比二００八年和二００九年都要長，因為
當時每一款新型的手機都比前一款有大幅度的改
進。二００七年到二０一三年間，手機升級的周
期延長了二十五％，從不到十九個月拉長到二十
四個月以上8。

智慧手機的平均售價降低，連帶導致整體手機的
平均售價下跌了四％。雖然二０一四年預估智慧
手機銷售額會成長到三千七百五十億美元，仍然
有十二％的年增率，但是到了二０一八年，預估
智慧手機的銷售額卻只增加到四千三百億美元，
等於四年只成長了十五％。
二０一四年平板電腦的銷售量預計可望達到兩億
八千五百萬台，金額超過一千億美元。低價小型
平板（八點五英寸以下）的市佔率增加，導致平
均售價下跌；傳統平板電腦（九英寸以上）平均
售價也在下跌。整體而言，平板電腦的平均售價
在二０一三年下跌了十％；如果這樣的跌勢持續，
到二０一八年，平板電腦的年銷售金額可能都只
能維持在一千億美元左右。
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電視機和電視
遊樂器 : 每一項產品的個別營收或許會比預期的略
高或低一些，但是五項產品的總銷售金額還是相
當穩定且可預期──在連續十年維持兩位數的成長
之後，每年的營收可望維持在八千億美元左右。

未來五年內，智慧手機銷售的主要市場可能集中
在開發中國家，這些對價格特別敏感的消費者，
已經影響到智慧手機的平均售價。二０一三年底，

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電視機和電視遊樂器:每
一項產品的個別營收或許會比預期的略高或低一些，但是
五項產品的總銷售金額還是相當穩定且可預期──在連續十
年維持兩位數的成長之後，每年的營收可望維持在八千億
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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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觀點：
客廳的數位升級已接近完成，變動的高峰可能已經過去，結果似乎沒有明顯的贏家，只有消費者對娛樂和
媒體的需求在硬體層面獲得更好的服務。
在二０００年，連網裝置很少，只有少數家庭有個人電腦經由撥接式的連線上網；當時雖然有電視遊樂器，
但是沒有連接網路；當時有手機，但是並非智慧手機；當時有書，不過都是用紙本裝訂；當時有電視，但是
就只用來看電視和DVD。如今到了二０一四年，在已開發市場中的客廳幾乎已經全面數位化。
在二０００年到二０一四年間，我們經歷了一段極端的亂流，客廳裡幾乎各方面都已經數位化，也連結了
網路。這樣的轉變導致消費者使用行為上出現了極大的改變，例如用手上或膝上的第二個螢幕看電視。音
樂產業與錄影帶出租業也歷經了一次或許永遠都無法回復的轉型。而在另外一方面，儘管有這些劇烈的變
化，消費者仍有些行為模式卻不曾改變；例如傳統看電視的時間長度維持不變，不過在同一段時間內，全
球付費看電視的人數增加了。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此處討論的五類產品並不是面臨銷售量的減少，而是成長趨緩；而且我們的預測也只到二
０一八年為止：或許在此之後，會出現新的發展，導致其中一項，或所有產品的市場再度迅速成長。
此外，也可能像二０一０年的平板電腦一樣，又有新類型的產品問世，創造每年五百億或一千億美元的營
收，如此一來，就足以牽動市場趨勢。
數位匯流客廳似乎沒有空間容納「下一個大發明」，不過走出室外，智慧眼鏡提供了有趣的可能性，根據
我們對二０一四年的預測，這些裝置在第一年的銷售金額只有二十億美元，似乎還不到平板電腦問世後第
一年營收的一半，因此以金額來說，市場好像不夠大。而在客廳以外的地方，3D列印──也就是所謂的積層
製造技術（additive manufacturing）──可能讓「每一個家庭都變成工廠」9。這聽起來好像是潛力無窮的新
類別，只不過就連最樂觀的分析師都預期：即便到二０一七年， 3D列印的銷售金額也只有五十七億美元而
已10。

z

我們且從歷史的角度來衡量一項顛覆性技術問世的可能性：自一九七０年代以降，能夠創造出每年一千億
美元以上銷售金額的消費性產品11，總共也只有三種而已（個人電腦、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
十年來，硬體銷售的高度成長可能囊括了消費者絕大部份的荷包；不過隨著成長趨緩，軟體、服務和內容
的銷售可望增加。比方說，平面電視的銷售趨緩之後，消費者就有多餘的錢購買多種的影像服務；電視遊
樂器的銷售減少，也可望藉由銷售更多種類的遊戲予以彌補。

至於智慧手機，在某些市場上常見到電信業者必須補貼手機，一旦換機周期拉長，這樣的需求也就隨之減
少；業者甚至可透過新的定價方案，鼓勵消費者的手機用久一點。而在購買手機沒有補貼的市場上，少換
手機則可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錢購買大數據行動通訊方案。
其中一個有趣的影響，就是硬體製造商減少在研發上的支出，因為許多消費者可能會拒絕花錢購買既有科
技的些微改進，例如他們覺得五千萬畫素的相機已經夠好了，就不會花錢去買一億萬素的相機。同時，在
科技日趨商品化的世界中，廣告的花費將會增加以刺激需求和強化市場區隔。
至於在晶片設計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設備製造商對成長停滯的反應會是每隔一代才推
出新的處理器？抑或是推出更快的新處理器來區隔市場，藉以爭食同一塊大餅裡更多的份額？

對應用程式、內容和軟體的開發商來說，過去十年的挑戰特別大；伴隨銷售成長而來的，是格式外觀、螢
幕比例、解析度和作業系統的劇烈擴張，面對每一個不同的組合與變化，程式與內容開發設計師都不得不
推出新的版本，或是精心挑選最可能被市場接受的版本。成長停滯期提供他們極需要的喘息空間，而且機
型差別較少，也有助於開發更穩定的作業系統環境。
2014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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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裝置：市場關注的焦點
勤業眾信預測智慧眼鏡、健身帶和手錶在二０一
四年的銷售量約一千萬件，創造三十億美元的營
收。在這些穿戴式數位裝置中，智慧眼鏡以平均
售價五百美元來說12，約可賣出四百萬付，創造的
營收應該是最高；智慧健身帶的平均售價一百四
十美元，應可賣出四百萬條；智慧手錶的平均售
價兩百美元，應可賣出兩百萬支13。
智慧眼鏡正流行
智慧眼鏡的大量推出，就如同每一項新的數位產
品問世一樣14，都會遭遇到質疑與喜愛。而第一款
的智慧眼鏡可能會吸引特定的市場，特定的消費
族群購買15；以全球市場來說，在二０一四年，早
期使用者（early adopter）的人數應該只有數百
萬，可是到了二０一六年，需求就會增加到數千
萬人，到二０二０年，更會超越一億人。

對於一項公認有點古怪的新產品來說，這似乎是
不太可能的結果，因為這項產品有其天生的重大
限制：智慧眼鏡必須是透明的，因此在陽光直射
下的功能並不好，且因反差低，並不適合用來觀
賞長篇影片；顯示器的尺寸永遠都很小，為了安
全起見，每次可閱讀的文字都必須少於十個字16；
此外在眼鏡腳的電池實體空間也受到限制，加裝
行動連網裝置有一定程度的困難17。
然而，在我們專業、社交與私人生活上，智慧眼
鏡仍是數位連網螢幕發展的下一個階段，象徵著
一種連續性的發展，而非全新的開始，有點像是
平板電腦在二０一０年剛推出時那種既熟悉又陌
生的感覺。想一想在二０一四年，全球有數十億
人看著連網螢幕的次數不下數兆次──從大型電子
看板到電腦螢幕，從汽車儀表板到智慧手機，再
加上一個始終在視線之內的小螢幕，智慧眼鏡正
好補足了我們已經在使用的各種螢幕，讓有需求
的人可以隨時獲得極需的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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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０一四年，智慧眼鏡的初期售價應該在四百
到六百美元之間，對多數人來說仍然是一筆大數
目，尤其是買一個大部份益處尚未經證實的產品
。部分智慧眼鏡產品可能要價高達數千美元，不
過這樣的需求將會是少數。
在二０一四年，預估有數千萬人會考慮以平均五
百美元的價格，購買第一代的智慧眼鏡，其中有
數百萬人會真的花錢購買智慧眼鏡。
這些人包括：早期使用者，因為對這些人來說，
沒有什麼比趕在科技的最前端搶先試用新產品更
重要的事，就算在使用經驗上不是滿分，使用介
面和穩定度上都有待加強也不在乎；對富裕的消
費者來說，五百美元不算太多（全世界大約有一
千兩百萬人擁有一百萬美元的財富可供投資）18；
還有一些專業人士，他們的工作就是調查如智慧
眼鏡這類新產品是否有量產的潛力，
二０一四年智慧眼鏡的使用將著重在消費者端的
應用，企業端的應用必須要等到產品規格改進之
後，才可能會有企業大量進用。
消費者使用智慧眼鏡的情況，最常見的可能就是
讓使用者空出雙手來做其他事情的螢幕應用，一
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導航。對商務旅客來說，在某
些情況下，使用智慧眼鏡幫助他們安全抵達目的
地，不至於迷路，而且還可以拿來炫耀一番，光
是如此，就足以讓他們覺得值回票價19。而對一般
遊客來說，有了智慧眼鏡，他們只要眨眼睛就可
以拍照或錄影20。另外還有一些電子遊戲程式，但
受限於智慧眼鏡的小尺寸螢幕，可能會降低這些
程式的吸引力。智慧眼鏡也可以大量運用在運動
和健身方面，讓參賽者可以即時看到比賽成績，
讓他們一邊比賽、騎車或滑雪時，就可以一邊分
析他們的表現21。

以中程來說，最可能受惠於智慧眼鏡的產業包括
製造業、石油與天然氣業。分析師預估，到了二
０一七年，透過智慧眼鏡來播放使用指南、照片
和錄影帶，並且跟外地專家遠距互動22，每年可以
替公司省下十億美元。
這些裝置也可能替廣告業提供另外一個切入點，
將訊息連結到使用者的位置、視線中的產品或是
條碼。
在鼻樑右側戴上一個螢幕，乍看之下或許會有點
奇特；而且對著眼鏡講話，也看似古怪。不過話
說回來，走在街上講電話或是最近常看到的用免
持聽筒裝置講話，還有拿著十吋的平板電腦拍照
，剛開始也都讓人覺得很怪異；但是這些舉動後
來就廣為接受，且視為常態了。
智慧眼鏡的價格將視其零組件的價格和功能，以
及販售商想要在商品上賺取的利潤而定。我們預
估初期零件成本至少要兩百美元23，產品微型化的
成本並不便宜。如果第一批智慧眼鏡全部銷售一
空，預期可看到超級便宜版本的智慧眼鏡問世，
並以一百美元的價格出售，正如同我們早期在平
板電腦和智慧手機市場上看到的趨勢；這些低價
智慧眼鏡的品質取決於其採用的零組件品質，銷
售量應不會太高。至於可能的利潤，我們預期販
售商會以其他利益來交換高額的利潤，例如出售
應用程式的收入，或出售這些裝置所產生的大量
消費者資料，如消費者的所在地等。

智慧健身帶：適度健康
智慧健身帶──一種通常戴在手腕上的穿戴式電腦
裝置──在二０一四年應該也有相當的需求，但不
會是主流。智慧健身帶可以測量的範圍甚廣，從
計算步伐到睡眠時間，正好符合「量化自我」的
潮流，藉以測量個人活動與存在的許多面向25。
即使以中程而言，消費者對這種產品的興趣也不
會使其成為主流。
會購買這種產品的消費者可能有兩類：第一類是
熱愛運動的人，因為他們投入很多種運動，所以
希望追蹤他們的活動，這類消費者傾向於購買高
階的產品，在各種功能上都可以提供高度精確的
測量數據。第二類則是會去買或是收到健身帶做
為禮物的消費者，購買的動機是希望藉由智慧健
身帶達到行為的改變，例如：由測量他們平日的
運動量，能夠提醒他們，讓他們多動一些。
然而，對第二類的消費者來說，健身帶只不過是
藉由應用程式或其他方式，再一次證實了他們缺
乏長期運動的習慣，因此初期的熱衷興頭一過之
後，可能就不會再使用這樣的裝置了26。
讓智慧健身帶無法成為主流的另一個更重要的障
礙就是有愈來愈多的手機融合了衛星導航、計速
器、陀螺儀和羅盤的功能27。在二０一四年，可能
有超過五千萬人擁有具備這些功能的高階智慧手
機，他們很可能就會決定不需要多花一百美元去
買智慧健身帶28。

全球有好幾億人曾經戴過隱形眼鏡或是動過雷射
手術，這些人雖然花了錢才摘掉矯正視力的眼鏡
，卻可能會考慮戴智慧眼鏡，而動輒一付幾百美
元太陽眼鏡，卻只能戴一季就要淘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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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錶：時不我予
我們預期智慧手錶在二０一四年的銷售約有兩百
萬支，一般價格在一百五十到三百美元之間，仍
屬專業人士的裝置，長期來看，在市場上將不敵
智慧眼鏡29。
這種說法看似違反常識，畢竟手錶在一般消費者
心中的價值感早已建立，人們戴著手錶看時間，
表示自己的地位或財富，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相
形之下，在一付眼鏡上加裝一個螢幕，然後再對
著這個裝置說話，還比較不自然。
但我們認為，低頭看手腕找資訊已經落伍了，讓
資訊直接進入視線──不論是藉由智慧眼鏡或是把
智慧手機拿到視線之內──才是新興的趨勢。從實
用的角度來說，如果手錶是唯一能夠告知時間的
工具，才會有其重要性30；如今，智慧手機已經吸
納了先進手錶的大部份功能，而且與靠原子鐘計
時的行動網路同步報時31。如果使用者一天看智慧
手機一百二十次，那麼他們早就知道現在幾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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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還有許多其他的顯示器──從個人電腦到烤箱
不一而足──也都可以顯示時間，因此對手錶的需
求日漸消失，尤其是在年輕的族群32。
相反地，將智慧手機的功能融入戴在手腕上的裝
置，仍有其困難；而且要在小面板上輸入資料也
相當棘手。相較於智慧手機，智慧手錶的螢幕還
是比較小，因此智慧手錶只能當做智慧手機之外
的額外裝置。此外，傳統手錶不需要新的電池或
是上發條就可以走得很久，而不靠電子墨水（eink）的智慧手錶則可能每天都要充電。
將智慧手機的功能融入手錶也不便宜。儘管一支
兩百到三百美元的智慧手錶仍然比智慧眼鏡便宜，
但是在智慧手機之外再多添一支智慧手錶，能夠
因此獲得的附加價值並不多33。

勤業眾信觀點：
穿戴式裝置的市場看似利潤豐厚，十分誘人，但目前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其中最主要的灰色地帶就是法律規範，這對未來市場規模的影響十分重大。比方說，有人可能會對智慧眼
鏡的使用存有質疑，因為智慧眼鏡的使用者不論聽到或看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攝錄下來予以分享或儲存 34。
不過，智慧手機已有類似的功能，可以錄影、拍照和錄音，因此智慧眼鏡在隱私權上錯綜複雜的問題並不
全然是新的議題35。
智慧眼鏡在某些環境中可能遭到禁用──例如在某些學校、法庭、會議室和高爾夫球場，不過智慧手機在這
些場合也同樣遭到禁用──話雖如此，還是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使用智慧眼鏡。而在某些特定場所，如餐廳、
服飾店等，還鼓勵顧客拍照，甚至拍照、分享和評等的數量愈多愈好，這些都是值得納入考量的因素。
開車時也許可以使用智慧眼鏡。但是在某些轄區內，目前的法令明文禁止在駕駛視線內裝設任何可以顯示
影像的顯示器；因此警察毋需證明駕駛是在看影片或是使用地圖功能，只要穿戴了有此種功能的裝置就算
是違法36。
對穿戴式裝置的製造商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加速開發應用程式：多樣化的應用程式，才是這種裝置實用與
否的核心37。目前的挑戰是如何說服軟體開發商替一種使用者相對較少的裝置設計應用程式；對智慧眼鏡
而言，所有的應用程式都必須從零開始：現有的應用程式都無法使用在眼鏡上，因為基本上智慧眼鏡、智
慧手機、和平板電腦是完全不同的裝置。話雖如此，早期使用者都高度傾向於購買應用程式，因此這個市
場雖小，利潤卻還算豐厚38。
除了應用程式之外，另外一個附加的市場就是互補裝置。例如：在智慧眼鏡上加裝一個裝置，就可以遙控
其他裝置，如電視機39。
穿戴式裝置的功能可望持續改進，不過對於未來的期望必須審慎，畢竟穿戴式裝置可以接受電池的重量與
體 積，都 有其基 本的局限 ；也就是 說 ，有 些想法 ，例如在 一般太 陽眼鏡 上加裝全 螢幕的 擴增實 境
（augmented reality），每付定價五百美元，整合四G網路等等，可能都是很多年以後的事──甚至可能永遠
都不會實現。
有些趨勢，例如許多國家的人口老化、無線網路連線的擴增、邁向行動醫療的發展（詳見二０一四年預測：
「網路門診：二十一世紀醫師到府問診」一節）等，都指出穿戴式裝置在中、長程的發展機會；穿戴式裝
置可視為一種很貼近使用者的感應器，也可以成為新的通訊平台，為視力減弱的人提供大型的影像或是為
聽力衰退的人提供簡訊服務。結合感應器、促動器和通訊器材的提議，對病患、醫生和保險公司這樣的機
構來說，都會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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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變多：平板電腦市場分層化
勤業眾信預測小型平板電腦（螢幕小於八點五英寸）
的用戶數在二０一四年的第一季將首度超越傳統平
板電腦（大於八點五英寸）的用戶數。在二０一四
年第一季結束前，小型平板的用量約有一億六千五
百萬台，比傳統平板的一億六千萬台略高一些40。
在第一批大眾市場款（銷售量至少五百萬台）上市
的約十八個月內，以及在現代平板電腦問世的四年
內，小型平板就會在平板電腦項目中居市場領導地
位。小型平板的銷售量激增，導致平板電腦用戶的
分層化，跟過去這兩年智慧手機市場上的經驗相差
不大，但是影響可能更深遠41。
二０一四年，平板電腦市場可望有更多樣化的產
品，除了尺寸大小之外，其他的關鍵差異還包括
重量、處理器的速度、記憶體容量和價格等。每
一款平板都有不同特性的組合，也決定了可能會
購買的使用者與使用模式。
在螢幕方面的差異，就會影響到內容的適用性：
十吋平板的螢幕範圍比八吋平板要大了五十％，
比七吋平板更大了一倍42。大多數適合用個人電腦
瀏覽的網頁，在十吋平板上的表現都還不錯，尤
其是有高畫質螢幕的平板。
截至二０一三年底，大多數的網站還是針對個人
電腦的使用介面來設計，而在大部份的地區，多
數人是使用個人電腦來瀏覽網頁，即便在平板電
腦和智慧手機滲透率極高的地區也不例外。

不過，相同網頁如果用八吋螢幕來瀏覽，可能就會
產生閱讀上的困難；如果是七吋的螢幕，那就更難
了。螢幕尺寸對於需要填寫表格的應用來說，如電
子商務，就更重要了；對於觀賞影片的影響也很大，
因為較小裝置的標準畫質就比較不適合觀看長篇影
片。
螢幕尺寸也會影響到平板電腦的重量。十吋平板
的平均重量比八吋平板重了三分之一，比標準的
七吋平板更重了一倍左右43。重量和尺寸也影響到
使用裝置的方式；小型平板比較可能攜帶出門，
傳統平板就很適合在家裡移動，拿到戶外的機會
就比較少44。重量同時也影響到每一款平板適用的
遊戲種類：較小、較輕的平板比較適合必須移動
電腦的遊戲，當作動作感應器；較大螢幕的平板，
則比較適合桌上遊戲和策略遊戲。小型且安裝無
線通訊設備的平板電腦，也比較適合企業拿來當
做電子郵件使用：有助於減輕公事包或皮包的重
量。
小型平板的價格通常較低，因為販售小型平板的
商家跟販售大型平板的商家採用不同的營業模式45。
零售品牌的平板電腦可能會直接以成本或接近成
本的價格出售，然後再藉由出售裝置的周邊產品
獲利補貼46。小型平板的價格低廉，正是其廣為消
費者接受主要原因，不過低價通常也表示規格較
少，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功能有限。比方說，處
理器的速度就會影響到圖像密集的遊戲 47。(詳見
圖三)

圖三：不同價位等級的平板規格 (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2013年12月
款)
連線
重量
螢幕解析度
內建記憶體
晶片組
後方攝影鏡頭
平均電池壽命
替換率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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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處的規格係指每一個價位等級中的普及

平板電腦的等級、款式增多，也讓擁有平板電腦
的消費者族群變得更多樣化。第一批平板電腦的
所有者，多半經濟比較富裕，可以在筆記型電腦
之外，多花五百美元購買平板電腦；這些人偏好
在網上購物48。而近期平板電腦的所有者則傾向用
平板電腦來取代現有裝置，如掌上型遊戲機或是
小筆電，這些人使用電子商務的可能性遠低於早
期的使用者，有些人甚至可能從來都不用平板電
腦上網，於是這個裝置的主要功能就只是玩遊戲
而已。低價平板的所有人也比較不會購買應用程
式和內容軟體，或是利用這個裝置上網購買其他
東西。他們進行這些活動的能力可能受限於對數
位裝置的知識不足，或許也跟年齡有關 49──許多
低價的小型平板都是買來送給小孩子，純粹只是
替換掌上型遊戲機。

平板產品規格與價格的多樣化可促使消費者擁有
一台以上的平板電腦。在已開發市場，平均有二
０％的消費者同時擁有大型和小型的平板電腦（
詳見圖四），儘管其中有些是早期使用者，他們
通常都會勇於嚐試任何令人興奮的新產品，不過
有更多人是因為其他原因才擁有兩台平板。通常
消費者會把比較容易攜帶的小型平板電腦帶出門
使用，而較大的平板則留在家裡，主要用在視覺
需求較高的工作，如玩遊戲或是看影片；有些人
則是一台用來工作，一台供私人使用；還有一些
人則是一台跟其他家人共用，一台只供個人使用
。

圖四：中型平板擁有者同時擁有或是可以使用另外一台大型平板的情況
問題：如果有的話，請問您擁有或是可以使用以下哪一種行動裝置？
中型平板電腦所有人同持擁有一台大型平板的比例
新加坡
南韓
美國
法國
比利時
德國
英國
西班牙
芬蘭
日本
荷蘭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全球行動裝置消費者調查報告，2013年5月－6月
加權比重基礎（中型平板所有人）：比利時 (183)；芬蘭 (90)；法國 (182)；德國 (203)；日本 (134)；荷蘭 (386)；新加
坡 (443)；南韓 (228)；西班牙 (430)；英國 (609)；美國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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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觀點：
平板電腦以極快的速度贏得消費者的喜愛，製造商必須更努力才能趕上市場的變化；平板電腦的使用者和使
用機會，顯然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更多。在二０一四年，如何在款式、功能與價格之間維持正常的平衡，會
是一項挑戰，特別是在低階市場上。儘管大型平板通常都為製造商帶來豐厚的利潤，但是小型低價平板的流
行卻可能稀釋掉收入與獲利的水平。製造商應審慎研究平板的使用情況，藉以了解使用者對各個款式的需求
與期望，設計出只包含必要原件的裝置。對初次購買平板電腦的消費者來說，如果他們第一次購買的產品在
電池壽命和螢幕品質方面表現良好的話，他們就有可能會變成常客，即使要他們多花錢加裝衛星定位系統
（GPS）或是大量硬碟的產品也不吝惜。
應用程式的開發商和網站經營者則需要仔細研究不同類型的平板電腦使用者與內容互動的情況為何，哪些舊
的技術限制會讓使用者怯步；他們也應該注意到螢幕尺寸上差異，會影響到介面的設計。隨著愈來愈多人使
用觸控螢幕上網，HTML連結的形式與功能、按鍵和其他特徵也必須隨之因應。
行動裝置業者必須找出哪些款式的平板電腦最可能使用無線行動網路；在二０一四年，高價的小型平板電腦
可能最適合訂購無線行動網路的用戶，因為它們的尺寸最適合帶出門，在室外用無線行動網路上網；它們的
所有者也比較可能負擔得起額外訂購行動數據的支出。在某些市場上，平板電腦可以加入共同使用的費率，
不同的裝置可以共同使用每個月固定的數據流量；如果是只能用Wi-Fi的平板，則可以鼓勵平板電腦所有者搭
配他們智慧手機的數據流量額度，這或許不如擁有整合行動寬頻那麼方便，但是依然堪用，只不過對當做主
機的智慧手機來說，這可能會消耗它們的電池。至於其他的人，則可以使用行動網路業者提供的熱點上網。
缺乏無線網路覆蓋的固網業者，可以鎖定只能用Wi-Fi的平板電腦所有者，以單獨訂購的方式或是做為現有固
網服務中的一環，提供他們在Wi-Fi熱點網路上網。平板電腦通常是在停下來不動的時候才會使用，所以Wi-Fi
功能必須建構在人群可能會滯留的地方，如購物商場、火車站等。
廣告業者應該根據平板的款式，採用不同的行銷策略。從某些方面來說，在小型平板上做廣告比較困難。在
平板電腦的平均螢幕尺寸超過九英寸時，每一台平板電腦每年可以孳生的廣告收入約為七美元50；可是隨著
平均螢幕尺寸的縮小，展示廣告的收益也會受到影響，不過這未必是負面的影響，因為小型平板攜帶方便，
花在這些裝置上的時間也可能會隨之增加。
提供內容的業者則應該特別注意：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或是因為什麼原因使用不同的平板產品。較大的裝
置提供使用者看電影、影片和電視；較小的裝置都較常用來看文字，如網頁、書籍和雜誌。隨著平板電腦逐
漸成為主流，也愈來愈普及，全新的內容格式是一定會出現，不過現階段最基本的要求，是優化現有的內容
格式以適應各種不同的平版產品。
企業的資訊長應該考慮，平板電腦的價格下跌、功能增加，意味著這些產品更可能運用在工作上51。每家公
司的情況不同，應該要採取不同的因應措施。對某些公司來說，正確的因應措施是阻絕任何非公司資訊部門
提供的裝置上網；而對其他公司來說，或許強化認證機制，將平板電腦分割成專業和個人使用的不同領域，
才是解決之道。
有外務員工的公司也應該持續檢視市場上愈來愈多樣化的平板電腦，仔細評估一下：花個幾十塊錢，替一個
以消費者為設計導向的裝置加裝一個堅固的外殼，是否就夠堅固耐用，可以讓外務員工帶到辦公室以外的環
境中使用（詳見二０一四年預測報告：「堅固耐用的行動裝置只要兩百五十美元：重新打造外務員的公事
箱」）。
有限的儲存容量，就意味著應用程式和內容可以使用的空間更小；較慢的處理器速度，通常表示應用程式會
跑得比較慢，甚或完全不動；低螢幕解析度則通常代表像素化的影片和影像不清晰的圖片與文字。雖然有些
消費者，特別是年輕族群，對平板電腦的期望不高，有這樣的表現就已經很滿意了，但是對許多消費者來說，
低價的平板電腦未必如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經濟。

16

網路門診：二十一世紀的醫師到府問診
勤業眾信預測：在二０一四年，全球會有一億人
次的網路門診，與傳統親自就醫的花費相較，可
望省下五十億美元，比二０一二年成長了四００
％ 52。使用網路門診最多的地區可能是北美地區
，預估在二０一四年可能高達七千五百萬人次，
在整體潛在市場中佔了二十五％：美國與加拿大
，每年約有六億人去看醫生，其中約有一半的問
題，都可以藉由網路門診解決53。
數十年來，一直都有其他的形式，如採用新的科
技，以取代親自就醫，舉例來說：一九二０年代
的電話，一九七０年代在偏遠地區使用的衛星電
話，或是一九九一年的電子視訊醫療網，利用連
線的資訊站看診54。這些替代方案都可節省許多費
用和被大量的應用。儘管二十年來一直有人預期
網路門診會變得很普遍，但是直到最近為止，使
用率始終偏低。
不過在網路門診的使用上，我們在二０一四年應
該可以看到一個轉捩點，主要是因科技與電子通
訊基礎設施的進化，當然也有減少醫療支出和改
進醫療照護品質的壓力不斷增加的因素存在。個
人電腦配置的普及、固定網際網路的無所不在，
還有高齡病患愈來愈善於利用科技──因為絕大部
份去看病的都是老年人──再加上大量使用行動裝
置，以及普遍又便宜的無線寬頻，都使得在四年
前還幾乎不可能辦得到的網路門診變得愈來愈可
行。數據分析技術的突飛猛進，也強化了網路門
診的後勤支援；醫院診所普遍設置的光纖網路，
也促使網路門診可以運用數據更龐大的資料，例
如在遠距視訊中風診斷時傳輸腦部掃瞄的影像。
對網路門診最常見的誤解，就是誤認其為一場視訊
會議：病人坐在個人電腦前面，跟醫生連線，然後
對著網路攝影機伸出舌頭，說：「啊～～～」。

這一類的網路門診其實只佔整體市場的一小部份
，而且跟親自就醫相比55，只能節省很少的經費。
絕大多數的網路門診會更功能取向，著重在利用
表格、問卷、照片等方式取得病人的資料，而不
是透過跟醫生的直接互動。比方說，病人如果出
現某些疾病的徵狀，例如鼻竇炎、鏈球菌咽喉炎
、過敏、膀胱發炎或青春痘等，就可以在線上填
寫表格，然後取得醫師的診斷，必要時，還會拿
到處方箋56。
二０一０年，全美國有高達十二億人次到診所、
急診室和醫院（門診）看病，相當於每位美國公
民一年去看病三點三次；其中有超過半數是去看
基層醫生，而重配處方箋、咳嗽、胃痛、喉嚨痛
、耳朵痛及皮膚紅腫就佔了其中的一億一千萬人
次以上：這些病症都可以透過網路門診篩選或解
決57。
在已開發國家中，網路門診的整體潛在市場預估
約為五百至六百億美元，計算方式如下。二０一
０年，歐盟公民每人平均看了六點三次醫生58；假
設歐洲的習慣跟北美相似，也有大約半數是去看
基層醫生，換言之，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在已開
發國家中，每人每年大約要看三到四次病。這些
國家的人口大約有十億人，也就是說：在已開發
世界的潛在市場大約是每年有三十五億人次的醫
療診斷。每次看診的支出在各國都不一樣，從西
班牙的每次十一美元，到德國的四十美元，再到
美國的八十九美元不等59。如果我們假設已開發國
家的單次看診支出平均為五十美元，那麼親自看
診的全部支出，以美元計算，就高達每年一千七
百五十億美元。當然，並不是所有親自去看基層
醫生的病患都可以透過網路門診來解決他們的問
題，不過就算只有三十至四十％的病患適合網路
門診，全部加起來仍有高達五百至六百億美元的
潛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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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門診是遠距醫療照護（telehealth）市場的一
環，預估到二０一五年，規模可達兩百五十億美
元，其中也包括專業人員之間的諮商、遠距監測
、警示／通知，以及其他較小的市場60。

在北美以外的地區，採用網路門診的情況有很大
的差異。英國和丹麥都提供了一些服務69；在亞太
地區，滲透率很有限；不過在印尼的試辦計劃還
相算成功70。

二０一四年的商業環境已經為網路門診鋪好了路
，未來在數量與價值都會有顯著的成長。全球醫
療照護最重要目標之一，是藉由預防和早期介入
來減輕疾病的負擔，同時持續與資訊科技整合，
來減少醫療支出61；另外像是全球醫療人力短缺62
，和愈來愈多以前沒有保險的人現在有了醫療保
險等等，都助長了各界對於網路門診的興趣。網
路門診可以節省交通往返的時間與支出，增加便
利性，加速病患的診治，因此需求應該會很強烈
。反過來說，網路門診的便利也有其缺點，就是
可能導致諮詢的次數增加，抵消了網路門診節省
經費的部份好處63。

肯亞是早期採用網路門診的國家中一個很有趣的
例子。肯亞的醫療人力嚴重短缺，民眾就醫很困
難71，因此形成了對替代醫療體系的強烈需求。「
馬 夏 巫 醫 療 照 護 網 路 解 決 方 案 」 （ Mashavu
Networked Healthcare Solution）的試辦計劃，
證實了在已開發世界以外的地區也可以成功實施
網路門診72。

在網路門診服務的使用上，北美地區預期增加的
幅度可望領先全球。許多美國的醫療服務已經出
現了顯著的市場成長，提供的醫療照護在臨床上
跟親自就醫一樣有效，同時又節省了支出64 65。此
外，美國科技業者也已經跟政府和保險公司攜手
合作66。至於在加拿大，則已經看到網路門診以每
年五十％的幅度成長67，透過網路門診，等候基層
醫療的時間節省了好幾天，某些高度專業的皮膚
科諮詢時間，更是節省了六到八個月68。

網路門診在已開發世界已經證實可被接受，在開
發中世界則是必須建置的基礎建設，因為它可以
替目前尚未能接受醫療照護的龐大人口，提供了
廉價的基本醫療與診斷照護。雖然網路門診的初
期利益可能只是節省數十億美元，但是從長期來
看，卻可能拯救數千萬條人命，那才是更重大的
益處。

儘管複雜的診斷與治療仍然需要面對面的接觸，
但是基本的診斷、重配處方，甚至如皮膚科這樣
的專科醫療，都還是可以透過位置便利的資訊站
或是在病人舒適隱密的家中正常進行。

網路門診在已開發世界已經證實可被接受，在開發中世界則
是必須建置的基礎建設，因為它可以替目前尚未能接受醫療
照顧的龐大人口，提供了廉價的基本醫療與診斷照護。雖然
網路門診的初期利益可能只是節省數十億美元，但是從長期
來看，卻可能拯救數千萬條人命，那才是更重大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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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觀點：
除了衛生醫療的領域之外，最明顯受益的就是科技和電子通訊產業。隨著市場擴張，他們會看到在有線和
無線網路上，對數據流量（data volume）、數據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data）、高速寬頻和主機間互
聯（machine-to-machine connectivity）的要求愈來愈高。生產這些裝置的廠商也可能獲利，隨著行動醫療
（mHealth）在二０一四年以後的加速發展，對於這些裝置、周邊商品和應用程式來說，也會有新的成長契
機。有份研究報告討論到二０一二年到二０一七年間數據成長的複合年增率高達六十六％，報告中就指出：
「醫療應用」是流量激增的關鍵動力73。
政府單位和私人企業應該持續推動政策改革，修改禁止網路門診收費的規定；在遠距電訊醫療計劃已經相
當成熟的地區，付費方式的改革已經開始了。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最近就替提供「電子諮詢」74的醫生加裝了
公共保險付費碼；澳大利亞和法國政府的衛生部門也修改了與資金相關的規定，積極支持推動網路門診75。
從民間的觀點來看，美國的給付單位對網路門診表現極高的興趣，尤其是在健保制度改革後，在美國有醫
療保險的人呈倍數增長。不過，目前全美只有十八州通過法令，要求私人的醫療給付單位必須理賠遠距電
訊醫療的費用76。
教育機構、研究單位和非政府組織可藉由支持相關的政策研究和進行全面性的評估77來加速政府採用網路門
診。北美洲一些積極投入推動遠距電訊醫療的組織──如安大略遠距電訊醫療網（Ontario Telemedicine
Network）和美國遠距電訊醫療協會（American Telemedicine Association）──可能需要扮演關鍵的角色，利用
這些管道，宣傳網路門診的潛力。
已經成功推動網路門診計劃的政府，則必須根據他們的經驗與觀察，分享在推動過程中的衝擊，有效的激
勵計劃，以及克服法律和技術障礙的方法。丹麥提供網路門診已有多年的經驗，目前正在試辦一些新的變
革，例如遠距電訊的精神疾病治療。這些試辦計劃必須經過大規模的測試，才能得到經過證實、可行的解
決方案，讓其他人能夠從中找到堅實的基礎，來支持他們自己的網路門診服務78。
醫生、醫療院所和其他衛生醫療服務提供者，則應該考慮他們必須在病患的入口網站、電子病歷、安全性
與隱私系統等方面，做什麼樣的投資，才能從網路門診對病患照顧的效率與改善中獲利。科技提供者也應
了解可望因網路門診而加速發展的新興遠距電訊醫療生態系統，然後再決定他們的企業要如何參與、以及
從何處切入這個未來的發展趨勢；將來，病患本身也是健康管理解決方案的一部份，可以利用感應裝置、
設備和通訊系統來監測治療和健康狀態。
不論是什麼機構推行網路門診服務，人力資源訓練、對電腦使用的熟悉程度和整體組織系統的準備程度，
都是確保成功的必要因素。政府和其他的夥伴（例如企業員工，減少因為就醫的請假時間）也應該廣納長
才，教育社會大眾網路門診的優點，推動政策改革，重新分配財源以利推行79。
其中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跟醫師溝通網路門診的優勢。媒體報導偏向集中在病人和保險公司／醫療給付
單位的益處；不過，如果要讓網路門診生根，醫生也必須花錢改善他們的科技基礎設備，召募員工，準備
迎接如潮水般湧入的網上互動。雖然有些醫生可能覺得網路門診缺少人際互動，沒有人情味，不過其他醫
生卻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可以讓他們有多一點的時間去診治比較嚴重、比較複雜的病人，同時又
可以兼顧症狀比較簡單的病人，改進醫療品質與效率。而且，只要處理好虛擬診斷衍生的義務與責任，醫
師可能會喜歡網路門診的其他益處：可以在線上的虛擬環境中跟同僚分享臨床數據與資料，可以花更少的
時間、從更遠的距離幫助更多的病患，未來還能更有彈性地安排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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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率調查：不論如何都要改
勤業眾信預測：在二０一四年，部分國家的國內電
視節目收視率調查因引進了混合調查制（hybrid
measurement）80 將變得更精確，如德國和英國；
這種新的方法不但將在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
手機上的看電視的用戶也納入收視調查範圍，同時
也涵括了其他的數據裝置，如機上盒的頻道選擇與
隨選視訊的伺服器日誌81。如果不採用混合調查制，
電視消費行為會被低估──尤其是在年輕族群，因為
他們比較會使用電視機以外的其他裝置來收看電視
，也比較會使用隨選視訊──如此一來，將會對廣告
和訂閱營收產生負面衝擊82。
然而，儘管國內節目的收視率調查會比較精確，
但是也有愈來愈多的人可能會透過網際網路的
OTT(over-the-top)服務收看其他國家的電視節目
，讓那些在國外出生或旅居海外人口的收視消費
受到嚴重的低估83。
電視廣告是全世界最大的廣告商品，必須基於精確
的收視調查之上，因為這個全球年營收高達兩千億
美元產品，就是以收視率來計價的；收視率調查對
電視廣告費支出來說，一直都很重要，特別在今日
的環境中，民眾在網路上收視的時間增加，導致花
在其他傳統媒體上的時間遞減。 此外，對於任何依
賴電視授權費用做為營運基金的頻道來說，收視用
戶的多寡也是一個關鍵績效指標；對付費電視經營
者、廣告商以及上電視表演的藝人來說，知道觀眾
的人數，才能了解上電視可能提供多少潛在的曝光
率。提供隨選視訊訂閱（SVOD）的業者如果想在節
目中播廣告，可能也要提出他們的使用數據，其中
包括收看電視的核心用戶數。
在許多大型的電視收視市場，通常是經由收視樣
本戶（viewer panels）來監測收視人口；當樣本
戶的成員開始看電視時，他們必須按下一個鈕，
家中的某個裝置就會記錄下當時是誰在看電視，
看的是哪個節目，然後每一戶的收視資料再上傳
分析，隔天公布分析數據。以調查在電視機前收
看和錄影後再看的收視行為來說，這些收視樣本
戶被公認是高度精確的84。

可是，監測收視的方法並沒有跟上收視行為與裝
置近來的改變，比方說，消費者並不僅限於在電
視機上看電視。
近年來，大約有一％的人是透過隨選裝置來看電
視，通常是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
不過也有一些是連接電視機的85。隨選視訊的收視
人口以每年二十五％的速度成長。
頻道數目的穩定成長也導致收視模式的改變。在
大部份的國家中，即便有數百個頻道可供選擇，
大部份的人還是只有在黃金時段看少數頻道上的
少數幾個節目；但是自行編排節目收看的觀眾比
例逐年增加，這個數目雖小，但是值得觀察，這
些節目包括重要體育賽事和一些特殊的運動比賽
（如飛鏢和撞球）、高品質的戲劇節目和地區性
的節目等等。對這些節目來說，可能收視觀眾增
加十％都無法精確地反應出來。
如果收視樣本戶成員在自己所有的裝置上安裝特
殊軟體，就可以監測利用其他連網裝置來看電視
的收視行為。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偵測出目前
正在收看什麼節目，例如：利用語音辨識系統找
出某段對白是屬於哪個特定的節目，或是根據電
視公司在節目內容中嵌入的詮釋資料（metadata
）標籤予以辨識86。
我們預估：在寬頻滲透率高達七十五％以上的已
開發市場裡，在非傳統電視的裝置上收看節目大
概占了全部收視行為的一到二％；但在較年輕的
族群中，這個比例通常會高一點，大約到五％，
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年齡層的族群也是最少收看
傳統電視的人，如果低估了這個族群將會讓我們
錯估了電視的影響與衝擊。
納入機上盒（STB）數據有助於改進那些觀眾較少頻
道的收視調查方法。在二０一四年，這應該可以降低
收看特殊節目的收視人口調查誤差，精準率或許可以
從正負20％提高到正負10％；這也可能導致主流節目
喪失微小的占有率（只有零點幾％）。納入機上盒與
隨選視訊伺服器日誌，以長期來看，應該有助於改進
收視調查，不過那仍然只是近似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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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混合調查制仍然無法反映出利用寬頻網路
收看其他國家電視節目的消費行為。全球有數億
人不住在自己的出生地或祖國，這些人之中，有
很多都會想要收看自己祖國的電視節目，而解決
這個需求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向他們本地的衛
星電視業者訂閱節目或是在家裡安裝較大的碟型
天線。不過這種方法可能很昂貴，能看到的節目
也有限：外國衛星電視業者可能沒有播出這些旅
居國外者的家人和朋友談論到的節目。反觀高速
寬頻，更能輕易地滿足這樣的需求，而且有興趣
看這些節目的人，也多半居住在都市裡，所以也
都有最高速的網路可以利用87。

勤業眾信觀點：

收看外國電視節目的人也不僅限於旅居國外的人
：外國電視節目的粉絲也可能利用隨選服務，搶
在本國頻道播出這些節目之前就先睹為快。例如
：想要收看最新一季美國影集的觀眾就可以利用
付費的隨選服務，只要這些節目在美國播出之後
，立刻就可以收看，比他們國家電視台播放這些
節目的時間早了好幾個月88。如果沒有合法的服務
，有些人甚至可能另闢蹊徑，尋找非法的管道──
有時候，這樣的人還有好幾百萬呢89。

比方說，納入電視業者的隨選視訊伺服器數據，就可
能讓收視調查更精確。伺服器日誌可以明確指出有多
少節目被下載；從數據流量和內容（streamed content
）可以看出觀眾到底看了多久。不過到二０一四年為
止，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這些日誌都沒有估算到每個
節目有多少人看過；儘管下載到智慧手機的節目很可
能只有一個人看，不過如果內容移到電視機的話，就
可能全家人都看得到了90。再者，若是下載節目留待
稍後再看，那麼伺服器就無法估算觀眾是否看了內容
或者看了多久。要將隨選視訊的數據納入收視調查，
就必須要求所有的提供視訊資料的單位都有相同的參
數。

勤業眾信預測，由於OTT服務可以提供外國的電
視節目，那些旅居國外的人，有絕大部份的收視
行為都不在現行的收視調查體系內。

量化電視消費行為的現行方法，只有在頻道選擇有限
，且除了在電視機上收看電視之外別無他法的時代，
才是最精確的。在這種情況下，幾千個收視樣本戶就
足以精確地顯示出許多觀眾是如何收看每一個節目，
而且可以相當確定地估算出每一個頻道在每一段時間
內的市占率。
儘管看電視仍然是全球數十億人生活中一個固定的特
色，但是我們在哪裡看、何時看、以及看什麼節目，
卻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因此才需要引進混合調查制
。不過在二０一四年，混合調查制可能仍未臻完善，
還需要好幾代的演進才能從額外的數據資料中獲得最
好的結果。從長期來看，這種新的方法會比較精確；
但是在短期內，卻可能造成某些扭曲和誤差。

將機上盒納入收視調查的最大好處，就是數量極大：
全世界有數億台機上盒可以記錄這個裝置轉到了哪一
個頻道；可是機上盒也有三個主要的缺點：第一、無
法辨識每個節目是家中的什麼人在看；第二、無法辨
別電視機是不是開著的，因為即使電視機關掉了，機
上盒仍然可能開著，調到某個頻道；第三，蒐集機上
盒數據的平台業者，可能不知道每個消費者家中的成
員組合。
機上盒數據再加上收視調查資料的綜合分析，計算出
來的數據可以更有效地解讀機上盒的使用模式。例如
，某一台機上盒如果在過了午夜十二點之後仍然維持
在同一個頻道長達兩個鐘頭，遇到廣告時也沒有轉台
，那麼與其連線的電視機很可能就沒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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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收視率的調查愈來愈複雜，導致收費也愈來愈昂
貴。加計額外的裝置和調查外國電視節目的收視行為
，從技術層面來說都是可行的，但因此增加的費用卻
非常可觀。從某些角度來說，花那麼多工夫或金錢去
做一個包括許多外國電視節目完全徹底的收視調查可
能並不值得。

演出權利金提高唱片產業營收
勤業眾信預測：在二０一四年，演出權利金──在
公開場合播放音樂的許可費用──將首次超過十億
美元91。這個數字與高科技、媒體和電信產業中其
他子產業相較，或許微不足道；但是對營收只有
一百六十億美元的唱片產業來說，卻是相當重要
的一部份 92。從各種規模大小的公司──小酒吧到
電視台，不一而足──所徵收到的演出權利金，在
未來幾年內，應該還會繼續成長，而且很可能是
這個產業中成長最快速的一環93。長期來看，演出
權利金的營收可望達到二十億，但是要等多久，
目前還不確定。

到處都有音樂，但是音樂的無所不在卻沒有換成
等值的金錢。很少有人一整天都不曾接觸到某種
形式的音樂：可能是收音機裡播放的歌曲，也可
能是購物商場裡的背景音樂或是電梯裡的旋律。
對數以百萬計的企業來說，音樂可以替他們服務
加值94：乘客登機時，音樂讓他們放鬆心情；音樂
增添了電影和電視節目裡的氣氛；音樂可以刺激
年輕人購物消費。一年下來，我們全體聽到的音
樂不下數兆次，可能是車上的收音機、美容院或
其他地方：二０一四年，全球因此收到在公開場
合播放音樂的許可費用約為每天三百萬美元。

演出權利金的成長──不論是最近或是預期未來的
成長──絕大部份要歸因於三項機制的發展。

第一，在強制必須付費的國家，支付許可費用的
企業數目一直穩定增加。通常是由收費團體聯絡
那些目前尚未支付許可費的公司，不過在某些市
場上，有愈來愈多的企業知道這項法律的要求，
主動付費，也因此降低了收費的成本95。

至於在其他市場，支付權利金的情況，還有很大
的改善空間，因為現在的沒有付費的比例仍然相
當顯著。例如：儘管荷蘭人口只有西班牙的三分
之一，目前荷蘭收取的演出權利金卻比西班牙要
多。

第二，在主要市場上，大型企業，如電視台和廣
播公司等，支付的費用一直以穩定的比例逐年遞
增。過去，許可費的金額是以 「付費能力 」（
ability-to-pay）為計價的基礎，所以小型的廣播
電台可以宣稱他們的利潤只夠支付一筆微薄的費
用。不過有愈來愈多的許可費是以價值做為商議
定價的基礎，所以在某些市場上，小型企業支付
的許可費也逐漸增加96。

第三，在許多原本沒有正式收取演出權利金的國
家之中，有愈來愈多的國家開始徵收，或是已經
進入徵收演出權利金的討論程序。其中最重要的
一個市場就是中國大陸，如果他們開始徵收演出
權利金，每年就可以增加數千萬美元的收益97。

全球音樂產業演出權利金的收入與美國音樂市場
的發展息息相關，因美國為全球最大的音樂錄製
市場，近一半的演出權利金收入由此產生。此外
，美國唱片產業能藉由引進調頻FM電台需支付演
出者演出權利金的方式，大幅提升權利金的收入98
，目前調頻FM電台播放音樂時只有作詞作曲者會
收到權利金，演出者並不包含在內。但是當音樂
在衛星電台或網路電台等數位平台撥放時，演出
者是可以收取權利金的，而這類權利金的收入正
在逐步增加。到二0一三年底，全美有兩千六百萬
簽約用戶使用衛星音樂服務，四百萬用戶使用網
路音樂服務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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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觀點：
在每一個產業中，不論環境多麼的惡劣慘淡，通常還是會看到新生的幼苗100。而對唱片產業來說，最大
的成長動力就是演出權利金。演出權利金的營收看似微薄，但是對音樂產業來說，卻非常重要，因為收
取的費用影響到他們的盈虧：在大部份國家都是由收費團體負責收取費用，再從中扣除支出。
要讓演出權利金的收入最大化──並藉以擴大這個產業的成長──音樂產業應該考慮以下幾點：
• 強調高品質的音樂可以為企業帶來的附加價值：這樣應可破除許可費是另一種稅收型式的印象。音
樂產業必須協助付費的企業了解：少了高品質的音樂，他們的服務可能就沒有那麼吸引人；
• 提升播放音樂必須支付許可費的認知，促進自動付費及續約的功能；
• 不論是國內或是跨國收費，都要確保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收取許可費，這包括跟出版業收費團體合作
一起收費，或是考慮以外包契約方式進行。
音樂產業必須巧妙地為自己的資產定價，才能讓付費的客戶成長，同時又能夠將自己法定的權利最大化，
轉換成實質收入101。

到處都有音樂，但是音樂的無所不在卻沒有換成等值的金錢。
很少有人一整天都不曾接觸到某種形式的音樂：可能是收音
機裡播放的歌曲，也可能是購物商場裡的背景音樂或是電梯
裡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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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手機非一時潮流
勤業眾信預測在二O一四年，平板手機
(phablet)—螢幕大小介於五至六點九吋的智慧型
手機—出貨量將佔智慧型手機總銷售量的四分之
一，達三億支 102 ，較二O一三年成長一倍，並比
二O一二年高十倍。二O一四年平板手機營收預計
將達到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平均單價為四百一
十五美元，比智慧型手機平均單價高百分之十 103
。不過，平板手機在消費市場歷經快速成長後，
可能於二O一四年達到高峰，因為僅有部分智慧型
手機用戶願意用這麼大型的行動裝置，但此用戶
數量仍相當可觀。
儘管平板手機只佔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市場，仍不禁
讓人想問：「誰喜歡使用大手機？他們去哪買口袋
大到足以放下平板手機的牛仔褲？」
二O一四年，三分之二的平板手機螢幕將會小於五
點一吋，正好符合平板手機定義的最低標準。而
且不到百分之十的平板手機會配備六吋以上的螢
幕 104 。二O一三年，百分之二十五的平板手機銷
售量都是既有產品的升級版，意即加大既有機種
的螢幕，並縮減邊框，而非直接開發更大型的手
機產品105。
雖然平板手機的成長主要以小尺寸為主，整體來
說平板手機在某些市場的受歡迎程度比其他市場
高。
在二O一三年第二季，日本以外的亞太地區共銷售
了兩千五百萬支平板手機，超過平板電腦或筆記型
電腦的銷售量。平板手機的季銷售量持續以倍數成
長，過去十二個月來，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六百二十
106 。平板手機銷售量大幅成長的市場包括中東 107
、新加坡 108與印度。這些地區的平板手機銷售量
在二O一三年第二季佔百分之三十的智慧型手機市
場，而且單位銷售量比二O一二年同期109成長了百
分之一千七百。相較之下，歐洲市場二O一三年底
的平板手機銷售量僅佔智慧型手機的百分之八 110
，北美地區僅佔百分之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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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手機在某些市場比其他市場更受歡迎可以歸
根於許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平板手機更適合
做為行動遊戲機。以南韓最受歡迎的應用程式商
店為例，其百分之六十八的營收來自於電動遊戲
。對於買不起或不想買遊戲機或電腦遊戲設備的
使用者，擁有較大螢幕的平板手機就成了這些使
用者的首選 112。另一個原因是對某些族群而言，
特別是生活在大眾運輸系統繁忙的亞太都會區使
用者，平板手機結合了智慧型手機、行動遊戲機
、平板電腦與一般電腦的功能與特色113。

語言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而這或許能解釋平板手
機在日本以外的亞太地區熱銷的原因 114。由於日
文有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等三種書寫法 115，而
在智慧型手機螢幕上輸入漢字（由中文衍生而來
）很困難，因此使用者在打字時會以較容易輸入
的平假名與片假名為主 116。相較之下，韓文、中
文，甚至印度文和阿拉伯文跟漢字較相近，在小
螢幕上輸入比較困難。平板手機因為螢幕和虛擬
鍵盤比較大，輸入這類語言比較容易。

在二OO七年以前，智慧型手機螢幕都很小。為了
使用實體鍵盤，螢幕大小通常只有二點五吋或更
小。即便是體積較大的裝置，螢幕大小也是如此
。電容式觸控螢幕問世後，螢幕可以大到幾乎佔
滿整個智慧型手機，因此螢幕也擴大到三點五吋
。雖然這個大小在初期已經夠用，但製造商仍不
放棄逐步加大螢幕，並開始小量出貨四吋螢幕的
手機。長期下來，螢幕越變越大，而以往因為體
積笨重而被嫌棄的手機成了新標準規格。

那麼，也許有人想問是否有任何因素會限制手機
螢幕不斷增長呢？平板手機，特別是五點一吋以
上的平板手機，在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市占率又會
是多少呢？
人體和衣服無疑是最明顯的限制因素。

多數智慧型手機使用者都希望偶爾能單手在手機上
打字。體型較大、手指較粗的使用者通常需要至少
六吋的螢幕 117，手指較纖細的使用者或許可以勉
強在四點三吋以上的螢幕上打字 118。雖然有些使
用者不介意在手機上用雙手打字，而且有些軟體可
以讓使用者更輕鬆地單手操作平板手機 119，但大
部分使用者仍偏愛體積較小的行動裝置。

另外，許多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可能不想把笨重的
平板手機靠在耳邊講電話。有些人會用耳機講電
話或減少打電話次數，不過這樣的人並不多。
最後還有習慣把智慧型手機放在牛仔褲、外套或
小皮包裡的使用者。雖然已有服飾廠商把衣服前
方口袋加大，以容納更大型的手機 120 ，但是許多
人仍會因為空間問題而不考慮購買平板手機。

由於不願把平板手機當作日用型手機的使用者眾
，因此平板手機最多只會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
智慧型手機市場，也就是說平板手機市占率可能
於二O一四或二O一五年達到巔峰。

另一個較為複雜的因素是同時擁有多個行動裝置
的現象。根據勤業眾信的研究，在任何擁有大量
平板手機用戶的國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平板手
機用戶都擁有體積更小的智慧型手機。這個比例
在新加坡、韓國和西班牙等國家甚至超過百分之
七十 121 。當愈來愈多使用者擁有這兩種裝置，在
空間有限、需要大量通話或單手操作的日子，他
們會把智慧型手機放進口袋裡。如果需要傳送大
量訊息、看影片和玩遊戲，他們就會把平板手機
放到背包或皮包裡。到頭來，對許多使用者而言
，平板手機比較像是輔助裝置，只有極少數的人
會把平板手機當作唯一的智慧型手機。
未來這一年，購買平板手機的消費者預估會以行
動遊戲玩家、訊息重度使用者與大眾運輸乘客為
主。另一個潛在市場是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族群
。目前這個族群在智慧型手機市場上的份額不高
，但年長消費者將會發現又大又亮的螢幕、容易
操作的虛擬鍵盤與響亮的喇叭正好符合他們的需
求，進而願意購買平板手機（如需更多資訊，請
參考「二O一四年預測：智慧型手機世代隔閡：五
十五歲以上？應用程式不足」）。

未來這一年，購買平板手機的消費者預估會以行動遊戲玩家、
訊息重度使用者與大眾運輸乘客為主。另一個潛在市場是五
十五歲以上的消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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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觀點：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手機最大差異在於螢幕大小。雖然用智慧型手機看影片正快速普及，但總觀看時數仍非
常短，例如美國用戶每個月用智慧型手機看影片的時間大約為六小時，遠低於在電視上看直播與重播節目
的一百六十個小時122。由於平板電腦螢幕較大，因此在平板電腦上用應用程式看影片的使用者比用智慧型
手機的用戶高百分之四十 123。隨著平板手機逐漸成為智慧型手機的基礎，用智慧型手機看影片的時間可能
會攀升。儘管觀看時間不長，影片下載在美國仍占百分之四十的行動數據流量，在歐洲則占百分之三十六
124。營運商必須考量平板手機普及率日益攀升對網路的影響，包括存取端與骨幹網路端的網路。
大螢幕也有助於顯示廣告以及在應用程式內購物。勤業眾信二O一三年的預測報告指出，一台大螢幕的平板
電腦每年可創造7美元的廣告收益，而一台智慧型手機（以二O一三年五吋以下的機種為主）一年僅能創造
零點六美元的廣告營收 125。一台五吋的平板手機每年可能僅能創造比智慧型手機多幾美分的廣告營收，但
是六吋以上的平板手機可能可以讓廣告營收多一美元以上。
平板手機的大螢幕並不代表影像品質愈高，主要還是取決於像素大小。有些平板手機提供真實的1080p
（1920x1080）螢幕解析度，有些相同螢幕尺寸的平板手機僅支援1280x720的解析度。截至二O一三年為止，
平板手機螢幕仍未支援2160p（超高畫質）解析度，但有些已內建支援超高畫質的照相機。由於市面上已出
現配備超高畫質螢幕的七吋平板電腦，因此二O一四年可能會看到具有超高畫質螢幕的平板手機126。
在所有條件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平板手機螢幕像素會愈來愈高，並朝位元數為720p十六倍的2160p發展，使
得影片或遊戲的數據傳輸需求大幅提升。電信商在規劃數據服務時，必須考量到平板手機用戶可能是智慧
型手機用戶中，最重度的數據服務使用者。
網站與應用程式開發者的挑戰將會是如何善用平板手機的大螢幕，特別是六吋以上的裝置。若只是觀看影
片，挑戰性並不大，畢竟大螢幕本來就比較適合用來看影片。但在收發郵件或上網的用途方面，開發者就
必須面臨根本的抉擇：使用者希望或需要更大的字型和物件，還是在大螢幕上看到更多內容？五十五歲以
上的使用者可能較偏好更大的字型和虛擬鍵盤，而年輕族群可能希望一次看到更多資訊。
裝置製造商也必須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大螢幕的空間，特別是從作業系統的角度來思考。加大使用者介面
（UI）元件和功能已經無法滿足使用者日益複雜的需求，因此製造商應著重在可發揮大螢幕優勢的特殊功
能，例如最佳化單手操作的UI元件、支援觸控筆等客製化的輸入裝置等，以創造更精緻、更合乎需求的使
用經驗。
有些智慧型手機支援多工作業，因此背景可以同時執行多個應用程式。大螢幕更有利於使用者同時執行兩
個應用程式127，不過這會增加應用處理器、圖形顯示元件與記憶體的負擔。

28

智慧型手機世代隔閡：
五十五歲以上？應用程式不足
勤業眾信預估二O一四年，成熟市場中五十五歲以
上的消費族群將會是成長最快速的智慧型手機用
戶。截至今年底，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的五十五
歲以上消費者將擁有智慧型手機，雖然低於十八
至五十四歲的百分之七十普及率，但比二O一三年
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五（參閱圖五：二O一三年五月
至六月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128 129。未來這一年，
這兩個族群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差異會持續縮小，
並於二O二O年達到幾乎無差距的地步。
圖五：2013年5月至6月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

差距逐漸消弭是必然的，因為功能型手機愈來愈少
見。不過，雖然各年齡層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愈來
愈相近，二O一四年，對各年齡層使用者來說，智
慧型手機的用途仍有非常大的差異。五十五歲以上
購買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持續增加，不過有些人仍
把智慧型手機當作功能型手機使用，因此提高這些
使用者的數據使用量將會是網路營運商的重大商機。
一直以來，老一輩的消費者對電腦與網路的接受度
較年輕消費者來的緩慢130，但是一旦五十五歲以上
的消費者跨越了對科技缺乏自信的門檻，他們就會
成為忠誠的使用者。
智慧型手機的情境比較複雜。由於智慧型手機的效
能不如個人電腦強大，因此必須以多樣化的功能與
特色來彌補，例如GPS導航、網路收音機與高畫質
攝影機等。但是某些功能因過於複雜，難以使用，
以致於儘管功能本身對年長使用者有吸引力（例如
導航），但卻令人望之卻步。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全球已開發國家手機用戶調查，2013年
5月至7月
權重基準：（各年齡層的受訪者）比利時（兩千）、芬蘭（一
千）、法國（兩千）、德國（兩千）、日本（兩千）、荷蘭（二
OO九）、新加坡（兩千）、韓國（兩千十一）、西班牙（兩
千）、英國（四千二十）與美國（兩千）

圖六：已開發國家各年齡層智慧型手機用戶從未
下載過應用程式的比例

另一個挑戰是，使用者必須知道如何應用廣大的智
慧型手機生態圈，例如提供各種公用程式的應用程
式商店，才能充分發揮智慧型手機的功效。勤業眾
信針對十一個已開發國家所做的研究報告發現，在
每四個五十五歲以上的智慧型手機用戶中，至少有
一個用戶未曾下載過應用程式（參閱圖六）131。原
因之一可能是商店規模太大。對年長使用者而言，
一次要瀏覽兩百多萬個應用程式是很驚人的，加上
商店並未提供根據使用者類別來篩選應用程式的功
能，導致瀏覽更加困難132。二O一四年預計將有四
分之一的五十五歲以上智慧型手機用戶從未下載過
任何應用程式。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全球已開發國家手機用戶調查，2013年
5月至7月
權重基準：智慧型手機用戶（作為主要手機）：比利時（六百九
十）、芬蘭（四百六十七）、法國（九百六十九）、德國（九百
九十七）、日本（六百零三）、荷蘭（一千一百三十六）、新加
坡（一千六百三十二）、韓國（一千五百八十七）、西班牙（一
千二百四十二）、英國（二千三百九十二）與美國（九百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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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下載應用程式可能會影響智慧型手機的其他
應用。例如，二O一四年預計將有超過三分之二的
五十五歲以上用戶未使用行動即時通（MIM）服
務。MIM是智慧型手機用戶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
服務：根據調查，百分之五十六的十八至二十四
歲用戶每週都會使用MIM服務（參閱圖七）。

沒有證據顯示年長者不能和其他世代的使用者一
樣享受智慧型手機的便利與服務，因此應用程式
應該設計得更好用，或至少更容易上手，讓年長
者動動手指就能使用應用程式或手機功能。
圖七：每週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即時通訊的各年
齡層用戶統計（已開發國家）

超過三分之二的五十五歲以上用戶不會用智慧型
手機上社群網站，而會這麼做的十八至二十四歲
用戶高達百分之七十五（參閱圖八）。相較之下
，至二O一三年五月為止，美國百分之六十的五十
至六十四歲用戶與百分之四十三的六十五歲以上
用戶會用個人電腦上社群網站133。
阻礙年長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原因有很多。例如
，令各年齡層用戶困惑的數據計價方式，可能會
令年長用戶特別頭痛。事實上，四分之一的五十
五歲以上用戶不清楚他們智慧型手機的數據傳輸
額度，相較之下，只有六分之一的十八至五十四
歲用戶不清楚此額度。另外，各種因超額使用數
據傳輸導致帳單暴增的媒體報導也令許多五十五
歲以上的用戶害怕使用智慧型手機134。
另一個問題是使用者介面。雖然智慧型手機螢幕
比以以往的手機大，但大部分的應用程式與服務
都需要消費者擁有過人的眼力，才能操作得當。
某些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便提供了「簡易模式」介
面，減少首頁畫面、加大應用程式圖示，並在首
頁提供通話鍵，希望吸引第一次購買手機的消費
者選擇智慧型手機135。
應用程式本身也是一個障礙，因為應用程式通常
是年輕人開發給年輕人用的。在高達兩百多萬個
應用程式中，只有少數是針對年長者所開發，而
這類應用程式多半是醫療保健類型，甚至有些應
用程式只是不斷提醒年長使用者他們的生理機能
正在退化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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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每週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社群網站的各年齡
層用戶統計（已開發國家）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全球已開發國家手機用戶調查，2013
年5月至7月
權重基準：智慧型手機用戶（做為主要手機）比利時（六百
九十）、芬蘭（四百六十七）、法國（九百六十九）、德國
（九百九十七）、日本（六百零三）、荷蘭（一千一百三十
六）、新加坡（一千六百三十二）、韓國（一千五百八十七
）、西班牙（一千二百四十二）、英國（二千三百九十二）
與美國（九百九十九）

勤業眾信觀點：
已開發國家四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都是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者137。由於人類壽命不斷延長138，退休年齡愈
來愈晚，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者占全球財富比重以及對科技的熱忱度也愈來愈高139。因此，五十五歲以上
一直是重要的消費族群。此年齡層的人數可能持續擴大，而且占總成人人口的比重愈來愈高140，因此在該
國家將占有相當高的可支配所得比例141。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者不僅是尚待開發的市場，更是有利可圖的
新市場。
對無線網路營運商而言，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者擁有特別龐大的商機。因此，營運商應該確保各面向的服
務都符合此族群的需求，包括網路架構、費率說明與客戶服務等。營運商也可以提供用到飽的應用程式服
務，讓客戶以固定費率無限使用喜愛的服務142。網路業者可以提供涵蓋多世代的家庭費率，例如讓年長者
贈送漫遊與數據服務給親戚。
電信營運商應該為五十五歲以上的消費者設計「初次使用者」獨享的客戶服務。這類的服務包括透過網路、
電話與實體店鋪幫助用戶下載應用程式、上網、使用GPS導航、進行視訊通話以及行動通訊143。在業者努
力推廣自助式服務的市場上，專屬的客服計畫可能成為重要的市場區隔要素。行動網路營運商可以在商店
中提供智慧型手機初次使用者專屬的零售空間，以增加五十五歲以上用戶與各年齡層短期用戶的營收。
另一個持續阻礙使用者下載應用程式的原因是應用程式的可發現性（discoverability）。應用程式商家可能
得根據使用者特性來增加篩選功能。另外，由於此年齡層的使用者可能會請朋友或家人搜尋與下載應用程
式，因此應用程式開發商必須提供可讓受委託的使用者遠端控制裝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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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耐用的行動裝置只要兩百五十美元：
重新打造外務員的公事箱
勤業眾信預估，二O一四年現場作業人員用來檢查
出租車登記、確認高速公路路況或追蹤貨運物品
的 強 固 型 網 路 數 據 裝 置 (ruggedized data
devices)價格將會降到兩百五十美元，而且年銷售
量將增加一千萬台，使得強固型數據裝置市場成
長百分之五十，市場規模超過三千萬台144。
造成價格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者的態度與使用
方式改變所致。以往現場作業人員都使用堅固耐
用、適合嚴苛環境、不怕灰塵潮濕，以及摔落在
堅硬地面也不怕的數據裝置，現在已逐漸被具有
強化螢幕與堅硬外殼的消費型智慧手機或平板電
腦所取代145。
這並不表示強固型數據裝置市場即將消失。相反
地，由於配備堅固外殼的消費型數據裝置帶動了
低價趨勢，二O一四年將有數千萬的現場作業人員
加入網路連線裝置的行列。透過各種網路應用程
式，例如數據輸入、工作分配與檢視圖表等，現
場作業人員的生產力將會大幅提升。隨著具網路
連線功能的低價強固型數據裝置的問世，特別是
搭配計次付費的行動工作軟體時 146，此類裝置在
工作上的應用將會更加普及。
多年來，具網路連線功能的數據裝置，例如智慧
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已被數以億計的上班族廣泛
採用，但在現場作業人員中並不普及。由於辦公
室的環境良好，而且裝置通常放置在口袋或皮包
中，備受保護，也很少暴露在惡劣、髒亂的戶外
環境中，因此過去十年中出產的這類型數據裝置
通常無法在惡劣環境中倖存。這也是為什麼配給
現場作業人員的數據裝置必須非常堅固，不論是
對講機或是用來輸入數據的PDA。輸入數據用的
強固型裝置通常一台要價一千美元，而且每年還
需要負擔數百美元的軟體費用。
不過，並非每個現場作業人員都需要使用相同耐
用度的裝置。對數千萬的潛在用戶而言，目前市
場上已有數百萬種強固型裝置應用，超級強固型
裝置的需求其實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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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二O一四年除了強固型數據裝置普及率持續
攀升外，預估會有一千萬台標準的消費型智慧手
機與平板電腦被現場作業人員所採用。這類型裝
置只需要加裝三十至一百美元的堅固外殼，便能
在工程現場使用。加裝堅固外殼的智慧型手機成
本大約從二百五十美元起跳，而且規格足以應付
現場作業人員的需求，包括1.5GHz處理器、8GB
的記憶體、強化螢幕（4.5吋以上）、Wi-Fi連線功
能、藍牙支援與蜂巢式行動系統147。
勤業眾信預測三大趨勢將導致符合現場作業人員
需求的行動裝置價格得以降到二百五十美元（含
堅固外殼）。
首先，受惠於摩爾定律與龐大的規模經濟，各價
格帶的裝置規格將持續大幅提升 148 。二O一四年
，消費市場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出貨量預計
將達十五億台。相較之下，二O一二年強固型裝置
銷售量僅為兩千萬台149。
再者，近年來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愈來愈堅固耐用，
不僅可應付高密度的使用需求，還形成了市場區隔
。今日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必須在有限的生命
週期中工作數千個小時，不論是被放在辦公桌、
餐桌、 床頭，隨身口袋或皮包中150，長久下來難
免有些許刮痕，造成防刮的螢幕與外殼的出現。有
些外殼甚至可以自動從細微刮痕中自動復原。二O
一四年，螢幕的防刮性將會持續改良，而且配備人
工合成的藍寶石水晶玻璃螢幕，以及在水泥表面上
重複碰撞也不會壞的裝置可望成為主流的消費性產
品 151 。目前已出現適合用一般手套操作的觸控感
應式螢幕，這是在寒冷的作業環境中非常重要的功
能 152 。另外，防水、適用於池邊或浴室的消費型
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也愈來愈多。這些裝置還具有
防塵功能，非常適用於工程現場153。
最後一個趨勢是，與其為行動裝置提供實質的保護
，企業會更強調使用者行為的改變，並鼓勵員工更
照顧自己的裝置。可同時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中使用
的行動裝置，例如具即時通訊功能或可拍攝高品質
家族照的裝置，比較可能受到妥善的照顧。

勤業眾信觀點：
利用行動技術提升全球數十億現場作業人員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合理的，而且這一直是行動網路的重要應用。
不過，過去許多專案的都因成本過高而宣告失敗，因即便部署行動技術的提案獲得通過，要讓專案得以進
行，通常需斥資重新設計商務流程，限制許多運用行動技術的專案獲得最終通過與執行的可能性。
隨著裝置、軟體與行動寬頻的價格下降，現場作業人員配備行動裝置，以提升工作效率的機會也大幅增加。
對電信營運商而言，更多現場作業人員使用行動裝置將會增加網路流量與營收。工程現場的系統整合商應
了解市面上有哪些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可以直接供現場作業人員使用。軟體開發商則可以針對現場作業
開發標準化的現成解決方案與應用程式，例如應用程式可以拍下故障的熱水器零件照片、自動為該零件指
派故障服務單、貼上客戶地址標籤並歸檔到該客戶資料中。軟體銷售商也應了解在可自備行動裝置的工作
場合中使用的現場作業軟體。
企業在評估工程現場用行動裝置的適用性時須了解相關風險：如同其他技術，安全性是最重要的。為了降
低風險，企業應使用沙盒技術，將消費者資料與企業資料分開存放，並提供遠端刪除功能，在必要時能刪
除被竊取裝置中的企業資訊154。大部分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都配備照相機功能，但在某些工作時段或
地點可能需要停用照相功能，以保護智慧財產權。
在鼓勵員工於個人生活中使用公司配給的現場作業裝置時，公司應考量到個人用途所產生的行動數據成本。
雖然行動裝置的每GB費用逐漸下滑，在許多市場仍須支付五至十美元。這個價格在工作場合中很合理，但
若是要用公司配給的裝置看影片或與親朋好友分享照片，可能會是龐大的支出。
雇主也應想辦法鼓勵員工保護自己的行動裝置，避免裝置受損害。其中一個做法是讓員工能在數年後，以
合理價格買下他們使用的裝置。這種做法或許能鼓勵員工用心維護裝置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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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or a discussion on the need for smart watches and other wearable computers, see: Intel’s Anthropologist Genevieve Bell Questions
the Smart Watch, MIT Technology Review, 17 September 2013: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519351/intelsanthropologist-genevieve-bell-questions-the-smar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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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hoppers who don’t own one of the company’s e-readers or tablets. See: The Amazon Kindle Numbers That Jeff Bezos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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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In 2013 Norway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integrate web TV viewing into its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with
reporting commencing on 1st Nov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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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http://www.marketingcharts.com/wp/ television/are-young-people-watching-less-tv-24817/attachment/nielsen-tv-weeklyviewing-by-age-q1-2011-q2-2013-sep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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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broadcast. See: Doctor Who regenerates into global cash cow, Financial Times, 22 Nov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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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hifted viewing is monitored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stretching the period in which time-shifted
viewing is included. Firstly as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hard disk drive in digital video recorders is increasing, more hours of programming
can be recorded. The first DTRs typically had about 80 gigabyte hard drives. The latest DTRs have two terabytes and larger. Even
allowing for a shift to high definition programming, the number of hours that can be recorded on a DTR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Secondly,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OTT content can be viewed is increasing, with a month post broadcast due to become available in
the UK follow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BBC and independent producers, see: BBC signs ground-breaking deal with Pact, BBC, 17
October 2013: http://www.bbc.co.uk/mediacentre/latestnews/2013/bbc-pact-deal.html
85. In many cases, there has been no shift in behavior: all that has changed is the device. Today’s teenage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y
watch on a 15-inch laptop, using their phones to instant message their friends; their parents may have made do with a 14-inch portable
cathode ray tube (CRT) television set and a novelty-shaped wired phone. Both generations were exercising the same need: to consume
television in privacy, with friends and outside of their parents’ scrutiny.
86. Breakthrough in tracking IP television, BARB, 13 June 2013: http://www.barb.co.uk/whats-new/277
87. In the UK, as of the 2011 census, 12.3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as foreign born and eight percent were foreign citizen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ose categorized as ‘foreign born’ is higher in cities, which also generally have better broadband networks. In
inner London, 42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as foreign-born; in outer London the figure was 32 percent. See: Migrants in the
UK: An Overview, 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 17 December 2013: http://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briefings/migrants-uk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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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or example, Netflix subscribers in the UK and Ireland were able to watch episodes of Breaking Bad shortly after the show was broadcast
in the US. Breaking Bad finale coming exclusively to Netflix in UK and Ireland starting August 12, The Next Web, 26 July 2013:
http://thenextweb.com/uk/2013/07/26/ breaking-bad-finale-coming-exclusively-to-netflix-in-uk-and-ireland-starting-augus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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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reaches 40 percent of smartphone and tablet owners, according to The NPD Group, NPD Group, 15 April 2013:
https://www.npd.com/wps/portal/npd/us/news/press-releases/screen-mirroring-awareness- reaches-40-percent-of-smartphone-andtablet-owners-according-to-the-npd-group/
91.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performance right: one for broadcast and one for public performance, that is the use of music in a public
space. Performance right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performing rights.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royalties paid to a songwriter
whenever one of their songs is performed. Music played online may be subject to a direct license between the website and the rights
owners; music played within streamed television programs from a broadcaster’s online site would fall within the broadcast right. This
means that the same piece of content made available on different sites may be subject to different rights regimes.
92. The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generated $16.5 billion in 2012, a marginal increase on 2011. This was the first year in which revenues had
risen since 1999. See: IFPI publishes Digital Music Report 201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26 February,
2013: http://www.ifpi.org/content/section_ resources/dmr2013.html
93. In 2012, performance rights revenues increased by 9.4 percent to $943 million. See: IFPI’s Recording Industry in Numbers 2013 – the
must-read of global music
-- published toda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8 April 2013:
http://www.ifpi.org/content/section_news/20130408.html. In 2013 the dollar valuation of revenues may decline due to
depreciation of the Yen relative to the dollar: Japan is one of the largest recorded music markets, and generates over $100 million
in performance rights revenues annually, but the dollar value is subject to currency fluctuation.
94. According to one study, based on a survey of 400 businesses, 82 percent stated that playing music was beneficial to their business.
Among retailers and hairdressers, the figure was 90 percent. See: Independent research: The value of music to business, MusicWorks, 10
November 2010: http://www.musicworksforyou.com/news-and-charts/news/181-independent-research-the-value-of-music-tobusiness
95. For example one collection agency placed an emphasis on: a more easily navigable website and increased the level of business to
business market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age 15, Annual Review 2O12. Raising the volume, Phonographic Performance Limited,
2012: http://www.ppluk.com/Documents/PPL%20 AGM/2013/PPL_AR2012_online%20Annual%20Review.pdf. For example, one
university in the UK is providing guidance on when a license may be required. See: Policy for playing music on radios, computers, mp3s,
phones and other devices on campus, Brunel University, Website as accessed on 13 December 2013:
http://www.brunel.ac.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2/178698/Policy-for-the-Use-of-radios,-computers,-mp3s,-phones-and-otherdevices-on-campus.pdf
96. For example, the fee paid for music used in exercise classes increased in May 2013 in the UK, and is then set to increase every year until
2018. PPL’s tariff for music in exercise classes took effect from 1 May 2013, Phonographic Performance Limited, 1 May 2013. See:
http://www.ppluk.com/I-Play-Music/Businesses/ New-Exercise-for-Music-tariff-for-2013/
97. CISAC Gains Support of Chinese Copyright Authority on its Mission to Promote Creator’s Rights in the Country,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4 July 2013:
http://www.commonworksregistration.com/CisacPortal/consultArticle.do?id=1701
98. In 2012, the US recorded music market was worth $7.1 billion, a slight decrease from 2011. See: News and Notes on 2012 RIAA Music
Industry Shipment and Revenue Statistics,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76.74.24.142/4A176523-8B2C-DA09-EA23B811189D3A21.pdf. For more background on the background to US music industry rights legislation, se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he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Brookings, August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8/07%20music%20royalties%20technology%20villasenor/cti_19_villase
nor.pdf
99. Most recent published data suggests about one million subscribers each for Spotify and Rhapsody, and two million for Muve. See: Muve
Music Surpasses Two Million Subscribers in U.S., Billboardbiz, 3 October 2013: http://www.billboard.com/biz/articles/news/digital-andmobile/5747933/muve-music-surpasses-two- million-subscribers-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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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There are multiple green shoots in the music industry, including reviving revenues from vinyl. Sales of vinyl reached an 18-year high in
2012, with $171 million of sales globally, equivalent to one percent of all music revenues, about two percent of all physical music
sales, and the forecast value of four hours’ worth of smartphone sales in 2014. Vinyl sales at their highest for 12 years, The Telegraph,
17 October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music/music- news/10384703/Vinyl-sales-at-their-highest-for-12-years.html.
Deloitte expects global smartphone revenues in 2014 to be $377 billion. Sales of recorded music cassettes have not fared that well. In
2012, global sales volumes fell to two million from five million the prior year. See: The IFPI’s recording industry in numbers report
shows vinyl sales’ best year since 1997, Fact Magazine, 9 April 2013: : http://www.factmag.com/2013/04/09/the-ifpis-recordingindustry-in-numbers- report-shows-vinyl-sales-best-year-since-1997/
101. In some countries, there are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 proportion of revenue paid out for music rights. For one point of view on this
topic: The Broken Model Of 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Will Take Them All Over The Cliff, Business Insider, 6 December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potify-pandora-rdio-broken- model-2013-12
102. The volumes for phablets are estimated based on existing knowledge, conversations with industry players and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wo analyst houses have reported that in Q3 2013, more than 20 percent of smartphone sales were smartphones with a
screen size of five inches or more. See: A quarter of a billion smart phones ship in Q3 2013, Canalys, 05 November 2013:
http://www.canalys.com/newsroom/quarter-billion-smart-phones-ship-q3-2013#sthash. hPDQLSeV.dpuf; Android Pushes Past 80%
Market Share While Windows Phone Shipments Leap 156.0% Year Over Year in the Third Quarter, IDC, 12 November 2013:
http://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24442013
103. Deloitte estimate based on research with device manufacturers and analyst reports. The ASP for phablets as of Q3 2013 was $443, 22.8
percent lower than the $573 ASP for phablets in Q2 2012. See: Android Pushes Past 80% Market Share While Windows Phone
Shipments Leap 156.0% Year Over Year in the Third Quarter, IDC, 12 November 2013:
http://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24442013
104. Deloitte estimate based on 2013 sales data. See: A quarter of a billion smart phones ship in Q3 2013, Canalys, 05 November 2013:
http://www.canalys.com/ newsroom/quarter-billion-smart-phones-ship-q3-2013#sthash.hPDQLSeV.dpuf
105. The Samsung S3 is a 4.8 inch phone with dimensions of 136.6 mm x 70.6 mm. The Samsung S4 is a five-inch phablet with external
dimensions of 136.6 mm x 69.8 mm.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phone is in fact one percent smaller, while the visible screen area is nine
percent larger.
106. ‘Phablets’ overtake tablets and laptops in Asia, Telegraph, 2 September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news/10281036/Phablets-overtake- tablets-and-laptops-in-Asia.html
107. Phablets emerge in Middle East as demand increases, The National, 2 November 2013:
http://www.thenational.ae/business/technology/phablets-emerge-in- middle-east-as-demand-increases
108. In Singapore, the larger than six-inch form factor was highly popular among game players, with more than 20 percent share of
devices visiting the web site. Android on the rise in Singapore, Samsung dominates, e27, 7 March 2013: http://e27.co/android-onthe-rise-in-singapore-samsung-dominates/
109. Typically, Samsung has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phablet market in most countries. In India, local manufacturers have over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See: Phablets account for 30 percent of all smartphones in India, 67 percent smartphones priced below $200,
BGR, 30 August 2013: http://www.bgr.in/news/ phablets-account-for-30-percent-of-all-smartphones-in-india-67-percent-smartphonespriced-below-200/
110. Interview with analyst firm that wished to remain anonymous.
111. Interview with phablet vendor.
112. Phablets are extremely popular in Eastern Asia – but why is that?, Android Authority, 15 October 2013:
http://www.androidauthority.com/southeast-asia- phablets-283826/
113. Samsung dazzles phablet followers with more girth, size, Toronto Sun, 25 September 2013:
http://www.torontosun.com/2013/09/25/samsung- dazzles-phablet-followers-with-more-girth-size: Phablets are extremely popular in
Eastern Asia – but why is that?, Android Authority, 15 October 2013: http://www.androidauthority.com/southeast-asia-phablets283826/
114. Android in Japan: No love for phablets in this mobile market, e27, 11 March 2013: http://e27.co/android-in-japan-no-love-for-phabletsin-this-idiosyncratic- mobil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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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Hiragana and katakana are not truly kanji-substitutes, but are technically syllabar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Japanese
language, Wikipedia, 2013.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panese_language#Writing_system
116. Texting is detrimental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 in Japan has warned of the possible loss of kanji skills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See: Texting, e-mail weaken Japanese people’s ability to write kanji, House of Japan, 21 September 2012:
http://www.houseofjapan.com/local/texting-e-mail- weaken-japanese-peoples-ability-to-write-kanji
117. Samsung Galaxy Mega review: Big screen, but short on storage, ZDNet, 14 October 2013: http://www.zdnet.com/samsung-galaxymega-review-big-screen-but- short-on-storage-7000021906/
118. Big Phones? So Over, TechCrunch, 29 March 2012: http://techcrunch.com/2012/03/29/big-phones-so-over/
119. Samsung’s patent could make big smartphones easier to use for everyone, Gigaom, 2 December 2013:
http://gigaom.com/2013/12/02/samsungs-patent-could- make-big-smartphones-easier-to-use-for-everyone/
120. Smartphones have outgrown the average pants pocket, designer says, Fox News, 25 April 2013:
http://www.foxnews.com/tech/2013/04/25/smartphones-have- outgrown-average-pants-pocket/
121. The figures are extracted from Deloitte’s Global Mobile Consumer Survey, a 20-country (11 developed markets and nine developing
markets) survey of mobile phone us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formation used in this Prediction refers to developed markets only.
The exact question asked as part of the survey asked about large smartphones, as follows: “Large Smartphone: a large (typically over
five-inch) smartphone, typically called a phablet (e.g. Samsung Galaxy Note).” There are a number of phones that are exactly five
inches, and “over five inch” creates some ambiguity, as does the example of the Galaxy Note. Respondents may have assumed only
six-inch devices or larger. For more details, see: 2013 Global Mobile Survey, Divergence Deepen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November 2013: www.deloitte.com/globalmobile2013
122. A look across media: The cross-platform report Q3 2013, Nielsen, 3 December 2013: http://www.nielsen.com/us/en/reports/2013/alook-across-media-the-cross- platform-report-q3-2013.html
123. Looking at app usage only, Americans 2+ watched 1h48m of streaming video on iPads, and 1h15m on smartphones. See: A look
across screens: The cross-platform report Q1 2013, Nielsen, June 2013:
http://www.nielsen.com/content/dam/corporate/us/en/reports-downloads/2013%20Reports/Q1-2013-Nielsen- Cross-PlatformReport.pdf
124. Global Internet Phenomena Report-2H 2013, Sandvine, 20 November 2013: https://www.sandvine.com/trends/global-internetphenomena/(Registration required)
125. “Mobile” advertising is dead. Long live tablet and smartphone advertising, Deloitte TMT Prediction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January 2013: http:// 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munications/articles/tmttelecommunications-predictions-2013-mobile-advertising- dead.html
126. The difference in image quality between 2160p and 1080p is unlikely to be visible to the average user for a screen that is less than seven
inches.
127. How to Use Samsung Multi Window Mode on the Galaxy Note 3, Laptopmag, 3 October 2013: http://blog.laptopmag.com/how-to-usesamsung-multi-window- mode
128. The figures are extracted from Deloitte’s Global Mobile Consumer Survey, a 20-country (11 developed markets and nine
developing markets) survey of mobile phone us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formation used in this Prediction refers to developed
markets only. Fieldwork took place between May to July 2013. For more details, see: 2013 Global Mobile Survey, Divergence
Deepen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November 2013: www.deloitte.com/ globalmobile2013
129. While in developed markets the penetration growth will be the highest across over-55s, in developing markets smartphone adoption
rates are set to experience high growth rates across all the age groups albeit from lower bases.
130. For a view of Internet usage in US by age group, see: Older adults and internet use, Pew Internet, 6 June 2012:
http://www.pewinternet.org/~/media/Files/ Reports/2012/PIP_Older_adults_and_internet_u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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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The figures are extracted from Deloitte’s Global Mobile Consumer Survey conducted across 11 developed markets and nine developing
markets. The information used in this Prediction refers to developed markets only. For more details see: 2013 Global Mobile Survey,
Divergence Deepen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November 2013: www.deloitte.com/globalmobile2013

132.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million apps available across the two major app stores. See: Apple announces 1 million apps in the App
Store, more than 1 billion songs played on iTunes radio, The Verge, 22 October 2013:
http://www.theverge.com/2013/10/22/4866302/apple-announces-1-million-apps-in-the-app-store; Google Play Hits 1 Million Apps,
Mashable, 24 July 2013: http://mashable.com/2013/07/24/google-play-1-million/
133. Seniors Are Fastest Social Media Adopters in U.S., Mashable, 8 August 2013: http://mashable.com/2013/08/08/senior-citizens-socialmedia/
134. Couple’s £163,000 mobile phone bill shock, BBC News, 22 May 2013: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22624823
135.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For the beginner: How to set the Galaxy S 4 to Easy Mode, Talk Android, 24 April 2013:
http://www.talkandroid.com/guides/ samsung-galaxy-s-4-guides/for-the-beginner-how-to-set-the-galaxy-s-4-to-easy-mode/
136. For examples of apps that allow caregivers and family members to monitor and assist seniors, see: New Smartphone Apps That Help
Seniors and Caregivers, Home Care Assistance, 2013: http://homecareassistance.com/smartphone-apps-seniors-caregivers/
137. As of 1 January 2013, in EU27, 30 percent of all people are 55+. See: Eurosta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 population/data/database
138. The life expectancy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is over 70 years. See: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World Life Expectancy, 2013 :
http://www.worldlifeexpectancy.com/ healthy-life-expectancy-by-gender
139. Number of over-65s still in work triples in 15 years, Guardian, 24 August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3/aug/24/over65s-work
140. In 1950, there were 205 million persons aged 60 years or over in the world. By 2012, the number of older persons increased to almost
810 million. The figure is projected to reach one billion in less than 10 years and double by 2050, reaching two billion. See: Age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Celebration and A Challeng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2012:
http://www.unfpa.org/webdav/site/global/shared/documents/publications/2012/UNFPA-Exec- Summary.pdf
141. Seniors control 70 percent of US disposable income. See: Young at Heart: Accurate Leads Releases New Senior Citizens Mailing Lists File,
PRWeb, 11 April 2013: http://www.prweb.com/releases/senior/citizens/prweb10621370.htm
142. Deloitte TMT Predictions – All you can app, Deloitte TMT Prediction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January 2013:
http://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 Deloitte/global/Documents/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s/dttl_TMT_Predictions2013_AllYouCanApp.pdf
143. For a discussion on smartphone users that do not explore the full breadth of smartphone capabilities, see: Deloitte TMT Predictions –
Smartphones ship a billion but usage becomes simpler, Deloitte TMT Prediction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January 2013:
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Shared%20
Assets/Documents/TMT%20Predictions%202013%20PDFs/dttl_TMT_Predictions2013_SmartphoneShipBillion.pdf
144. In 2012 there were an estimated 21 million rugged mobile devices sold. See: Insanely durable smartphone ... from Caterpillar?,
CNN Money, 22 May 2013: http://money.cnn.com/2013/05/22/technology/mobile/caterpillar-phone/. Similar volumes were
expected to sell in 2013.
145. There are multiple degrees of protection available. A case providing protection against minor shocks, dust and moisture costs in the
region of $50. For $99,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rotection is available, providing resistance to: prolonged submersion in water; falls on
to hard surfaces from three meters; two tons of pressure. However this degree of protection would not be required for all field force
environments. See: iPhone 5 Armor Series Case, Otterbox, 19 December 2013: http://www.otterbox.com/iPhone-5-Armor-SeriesCase/apl10-iphone-5,default,pd.html?dwvar_color=V5
146. For examples of companies operating on this basis, see: ServiceMax Product Editions, ServiceMax, 19 December 2013:
http://www.servicemax.com/ editions.html

2014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

43

147. There are several varieties of toughened glass available. There are over one thousand models that have ever been produced with some
form of resilient glass. Each generation of glass bring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strength. For example Corning’s Gorilla Glass 3 is “up
to three times more damage resistant” than Gorilla Glass 2.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CORNING® GORILLA® GLASS 3 WITH NATIVE
DAMAGE RESISTANCE™, Corning Gorilla Glass, 19 December 2013: http://www.corninggorillaglass.com/Gorilla-Glass. Integrated cellular
mobile is preferable, but not mandatory. A device, such as a Wi-Fi-only tablet, can use a nearby smartphone’s data connection by a
process called tethering, which sets up a connection via Bluetooth between the device and the smartphone. This typically consumes
more of the device’s power than if cellular mobile is built-in. So if frequent data transmission is required, built-in cellular mobile is
preferable.

148. Smart phones, Worldwide, unit forecasts by OS vendor, 2012 – 2017, Canalys, 19 December 2013:
http://www.canalys.com/chart/index.html#display-77; IDC Forecasts Worldwide Tablet Shipments to Surpass Portable PC Shipments in
2013, Total PC Shipments in 2015, IDC, 28 May 2013: http://www.idc.com/getdoc. jsp?containerId=prUS24129713; Tablets,
Worldwide, unit forecasts by OS vendor, 2012 – 2017, Canalys, 19 December 2013: http://www.canalys.com/chart/ index.html#display84
149. In 2012 there were an estimated 21 million rugged mobile devices sold. See: Insanely durable smartphone ... from Caterpillar?,
CNN Money, 22 May 2013: http://money.cnn.com/2013/05/22/technology/mobile/caterpillar-phone/
150. According to one survey, the average smartphone owner spends two hours a day actively using their devic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Smartphones hardly used for calls, Telegraph, 29 June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mobilephones/9365085/Smartphones-hardly-used-for-calls.html
151. Why Apple Bought $578M Worth Of Sapphire In Advance, TechCrunch, 8 November 2013: http://techcrunch.com/2013/11/08/whyapple-bought-578m-worth- of-sapphire-in-advance/.For a video showing the resilience of sapphire glass, see: Sapphire Screen vs. Gorilla
Glass: Scratch Test (Video), Pocketnow, 27 February 2013: http://pocketnow.com/2013/02/27/sapphire-screen-scratch. Sapphire glass
already features in very high-end smartphones, priced at several thousand dollars per unit. However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t was not
available in mainstream devices.
152. For an explanation on how this technology works, see: How supersensitive screens get touch-y (Smartphones Unlocked), 8 June 2013:
http://reviews.cnet. com/8301-6452_7-57586983/how-supersensitive-screens-get-touch-y-smartphones-unlocked/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devices, see: Vertu’s new Constellation is its second Android phone, and you still can’t afford it, Engadget, October 2013:
http://www.engadget.com/2013/10/01/vertu-constellation-android/
15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range of water-resistant smartphones available, see: Waterproof phones you can take to the beach
(roundup), CNET, 6 August 2013: http://reviews.cnet.com/8301-6452_7-57597025/waterproof-phones-you-can-take-to-the-beachroundup/. Each model uses a slightly different approach to sealing the device, each of which has its pros and cons. The tolerance to
immersion of each device varies. For information on water-resistant tablets, see: Sharp touts new water-resistant Windows 8 tablet,
CNET, 30 September 2013: http://news.cnet.com/8301-1035_3-57605288-94/sharp-touts-new-water- resistant-windows-8-tablet/;
The lightest, slimmest and water-resistant-est tablet on the market, Techradar, 12 August 2013: http://www.techradar.com/
reviews/pc-mac/tablets/sony-xperia-tablet-z-1133193/review
154.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sandboxing, see: MDM: To Sandbox Or Not To Sandbox?, Information Week, 1 November 2011: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 security/risk-management/mdm-to-sandbox-or-not-to-sandbox/d/d-id/1101060?
155. In some jurisdictions, if the device is sold below market price, it may be considered as a benefit-in-kind and therefore tax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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