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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觸控面板技術的躍進、雲端的興起、以及平面顯示器價格愈趨平

價，進而帶動了數位看板市場的各式應用興起，在經過了幾年的市場導

入期，現在整個數位看板市場正走向成長期，整個產業正在起飛。然而

數位看板產業鏈涉及到多個產業，從前端的看板及顯示系統，到後端的

應用所包括的廣告與內容製作、工業級電腦(IPC)、機頂盒(STB)，到軟

體、網路、系統整合維護及管理等，其應用的客戶類型與範疇甚為廣

泛。目前我國數位看板產業鏈廠商，不論是前後端產品線及研發能力，

亦或是數位內容製播、軟體程式撰寫以及在系統整合上均相當完整，在

數位看板市場中堪稱是擁有完整的產業鏈架構。 我國業者面臨著龐大的



商機與挑戰，如何從製造的優勢出發，著以策略規劃以掌握關鍵優勢契

機。故本研究根據 Michael E. Porter 的五力分析與國家競爭優勢之鑽石體

系理論，來對我國數位看板產業競爭環境作研究，以作為瞭解我國數位

看板產業競爭環境的優劣勢；經由相關文獻及研究報告的整理分析並透

過產業界專家進行深度訪談，探究我國在數位看板之現況和困境，並試

圖提出關鍵成功因素，以供擬定策略之參考。 研究顯示，我國在數位看

板產業的成功需具備頂尖應用的整合方案。而在數位看板解決方案的方

向很廣，包含創意、包含軟體、平台，包含整個應用的流程整合。其中

關鍵成功因素的發現將以分別從完整的產業聚落、軟體技術能力及低成

本、系統整合能力及應用面的創新等四個構面分述說明。 基於以上研究

結果，所提出之建議包括：一、訂定具體政策扶植數位看板產業，政策

的主打上要很明確的計畫和經費且有方向性的來輔助這個產業。二、培

養創意人才以及留住優秀人才，政府應建立完善配套措施並在培養創意

人才的同時，也同時留住國內優秀人才。三、創立作業平台系統。四、

國內業者結合硬體生產、軟體服務及數位內容以成為未來台灣數位看板

之標竿廠商。  

摘要

(英)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ch Panel technology, the Cloud computing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and with the price of Flat Display Panel is getting 

cheaper, the market of Digital Signage is rapidly growing. The Digital Signage 

production chain may comprise varied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monitor and 

display system, the 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 (IPC), the Set-Top Box (STB), 

the internet software and advertisement. At the present day, there have been full 

of providers in Taiwan with ability of designing products, writing associated 

software and system integration that can be connected to a complete industry 

chain.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aiwan 

being a competitor in the Digital Signage busines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the Five Forces Analysis and the Diamond Model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rough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in varied manufacturing fields, the situation of Taiwan in 

Digital Signage filed is discussed comprehensively. Furthermore, the Key Success 

Factor i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and can be the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strategy-

mak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an integration solu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success of Digital Signage business. The solution contains software, platform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he Key Success Factor i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aspects: industry cluster, software technique, system 

integrating ability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study four conclusions are made: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specific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Digital Signage 

industry and provide funding with detailed requirements. (2)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retain talents. (3) Building own operating system is 

needed. (4) Only manufactures those are capable to combine hardware producing, 

software service and digital properties are possibly benchmark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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