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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硬體產品持續受到智慧行動裝置替代效應的影響，同
時因為整體消費需求疲弱，整體產值呈現微幅衰退。然而Windows
10引發了商用換機潮，也促使2016年全球資訊產品市場衰退幅度趨
緩，臺灣資訊廠商因具備高水準生產製造與優秀的研發設計能力，
掌握多數商用訂單，因此得以在商用換機潮中受惠。
然而，隨著個人電腦普及率已高，加上新興智慧行動運算產品
持續推陳出新，皆影響臺灣資訊硬體產業的未來表現。為突破現有
資通訊市場成熟困境，大廠無不積極布局新興應用領域，物聯網應
用隨之成為眾家廠商注目的焦點。物聯網時代，不同感測器蒐集多
元資料，並進行有意義分析或建立模型，甚至導入人工智慧技術，
有助於目前許多產業改善原有的預測、生產、設計及後段的管理維
運方式。物聯網相關應用也已逐漸成為資訊硬體廠商的潛力市場，
例如智慧製造、智慧車輛與雲端服務等。
為協助國內產業界深入瞭解過去一年全球資訊產品市場發展
現況，並掌握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在經濟部技術處的支持與各研究
機構的協助下，由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所彙整編纂的
《2017資訊產業年鑑-資訊工業篇》，除詳實記載臺灣資訊工業在
2016年的發展成果外，更進一步分析全球主要資訊市場的發展狀
況、關鍵議題及新興應用產品的發展趨勢，期許以豐富而多元的內
容，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完整而深入的資訊，以作為後續發展策略之
參考依據。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行長

中華民國1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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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7資訊產業年鑑-資訊工業篇》收錄全球與臺灣2016年資訊
工業發展現況與趨勢分析，邀請資訊硬體等領域多位專業產業分析
人員共同撰寫，內容彙集資訊工業近期的總體環境變化、全球與各
區域主要資訊硬體市場以及產業的發展現況，亦針對市場及產業的
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分析。期盼對於企業、政府，以及學術機構
的決策和研究者而言，本年鑑能夠提供完整的資訊工業發展現況與
趨勢資訊，以作為相關人士決策時實用的參考書籍。
本年鑑以資訊硬體產業為研究主軸，並加入平板電腦、智慧型
行動電話等對傳統資訊硬體產品產生替代或侵蝕效應產業之研
究，主要探討資訊終端、智慧手持終端與關鍵模組等三大類型、共
八大產品之發展現況與趨勢；另論及物聯網相關應用發展下的重點
議題，包括雲端運算、智慧製造及智慧車輛等。年鑑內容總共分為
六章，茲將各篇章之內容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章：總體經濟暨產業關聯指標。該章內容包含經濟重要統
計指標以及資訊工業重要統計數據，透過數據背後意義的闡述，使
讀者能夠快速正確地掌握2016年資訊工業總體環境現況。
第二章：資訊工業總覽。該章概述全球與臺灣資訊工業發展現
況，包括整體產業產值、市場發展動態、主要產品產銷表現及市場
占有率等，讓讀者得以快速掌握資訊工業發展脈動。
第三章：全球資訊工業個論。該章內容係探討資訊終端、智慧
手持終端與關鍵模組三大類型、八大產品之全球發展現況與趨勢，
包括全球與主要地區之個別產品市場規模等，以協助讀者掌握全球
資訊工業市場的發展脈動。
第四章：臺灣資訊工業個論。該章內容係探討資訊終端、智慧
手持終端與關鍵模組三大類型、八大產品之臺灣發展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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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要產品產量與產值，產品規格型態變化等，以協助讀者掌握
臺灣資訊工業市場的發展脈動。
第五章：焦點議題探討。該章從雲端運算談起，並論述智慧製
造、智慧車輛及虛擬實境等新興應用與產品發展趨勢，以提供讀者
領域廣泛的資訊產品情報。
第六章：未來展望。該章內容係分析全球與臺灣資訊工業整體
產業發展趨勢，包括市場規模、市場占有率及未來產值趨勢預測
等，希望輔助讀者未雨綢繆以預先進行策略規劃的調整。
附

錄：內容收錄研究範疇與產品定義、資訊工業重要大事

紀，以及中英文專有名詞縮語/略語對照表，提供各界作為對照查
詢與補充參考之用。
本年鑑感謝相關產業分析人員的全力配合以共同完成著作，使年
鑑得以如期順利出版；惟內容涉及之產業範疇甚廣，若有疏漏或偏頗
之處，懇請讀者踴躍指教，俾使後續的年鑑內容更加適切與充實。
《2017資訊產業年鑑-資訊工業篇》編纂小組

謹誌

中華民國1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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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第一章 總體經濟暨產業關聯指標
一、全球經濟重要指標
2016 年全球景氣復甦乏力，經濟成長動能明顯趨緩，根據 EIU
與 IMF 數據，年成長率分別為 2.2%與 3.1%。探究原因，除因英國
脫歐、美國大選等事件，為全球金融市場與貿易市場帶來諸多不確
定因素之外，中國等新興市場成長動能放緩亦是主因。
先進經濟體方面，美國 2016 年經濟成長率約 1.6%，相較於 2015
年明顯趨緩。美國市場歷經戲劇般的大選過程，揮舞著「美國優先」
大旗的川普最終當選總統，但其經貿政策與評論風格相對激烈，市
場波動可期。歐元區方面，2016 年英國脫歐事件，無疑在歐元地區
投下震撼彈；接著，義大利又在 12 月初舉行修憲公投，總理倫齊因
公投落敗而下台，透露民粹主義興起的可能性，加上義大利金融業
本處於高風險警戒區，公投事件更讓市場繃緊神經，對於歐元區的
經濟復甦之路無疑造成衝擊。在內需及出口動能皆疲弱的狀況下，
2016 年歐元地區經濟成長率僅約 1.5%。日本部分，2016 年經濟成長
率僅 1%，成長幅度亦較 2015 年縮小，即便安倍政府積極推動金融
政策，企圖刺激經濟成長，然受到國際市場需求趨緩，加上日本升
值侵蝕企業獲利等因素影響，日本經濟頹勢未能被成功扭轉。
新興經濟體方面，亞洲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動能持續轉向內需
市場，但即便部分國家企圖透過提振內需來彌補貿易停滯的缺口，
在市場消費意願趨於保守的狀況下，亞洲開發中國家經濟狀況仍難
有亮眼表現，2016 年經濟成長率僅約 ......
6.4%。中國大陸方面，2016
年經濟成長率下滑至 6.7%，工業活動疲軟、產能過剩，及以非傳統
信貸增長放緩等老問題依舊存在。即便中國政府積極協助產業轉
型，但短期內仍難以翻轉經濟趨緩態勢。
展望 2017 年，基於 2016 下半年先進經濟體經濟活動與貿易表
現優於預期，加上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漸趨穩，預期可推升 EMD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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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業總覽

第二章 資訊工業總覽
一、產業範疇定義
本文中所提及之資訊工業產業範疇，主要以資訊硬體產品及其
產業為代表，涵蓋三大類型之八大產品；三大類型包括資訊終端、
智慧手持終端與關鍵模組等，八大重要產品包括：桌上型電腦、筆
記型電腦（含迷你筆記型電腦）
、伺服器、液晶監視器、平板電腦、
智慧型行動電話、主機板與面板等。

資訊終端
•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伺服器
•液晶監視器

智慧型手持終端
•平板電腦
•智慧型行動電話

關鍵模組
•主機板
•面板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研究團隊，2017 年 7 月

圖2-1 資訊工業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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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資訊工業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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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章 全球資訊工業個論
一、資訊終端
（一）全球桌上型電腦市場發展現況與產業趨勢分析
2016 年全球桌上型電腦出貨量約 103,533 千台，年成長率約
-9.1%，雖較 2015 年收斂，但衰退幅度仍近雙位數。即便「企業版」
Win 10 的推廣小有成效，2016 年第三季時，出現零星商用換機需求；
電競熱潮亦有利桌上型電腦出貨表現，但由於出貨占比仍低，無力
挽救全球桌上型電腦市場頹勢。
整體而言，2016 年桌上型電腦供、需兩端動能均疲弱，加上年
初時庫存水位便已偏高，全年出貨動能顯得欲振乏力。有鑑於通路
庫存水位偏高等因素影響，Intel 新平台 Kaby Lake 推出時點一延再
延，最終採用第七代處理器的桌上型電腦新品至 2017 年初才開賣，
此舉不僅導致 2016 年下半年再度出現消費延遲效應，品牌廠也因年
底需進行庫存盤點作業，故拉貨力道趨向保守。此外，廠商原本期
望隨著 VR 應用普及，能帶動高階桌上型電腦需求，然觀察 VR 產業
的發展現況，目前無論是軟體內容或硬體價格，仍舊難以激發一般
消費者的消費動機，對於 2016 年桌上型電腦市場的助益，相當有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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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訊工業個論

▲

第四章

第四章 臺灣資訊工業個論
一、資訊終端
（一）臺灣桌上型電腦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分析
1. 產量與產值分析
臺廠雖對於高階、商用桌上型電腦訂單掌握度高，但 2016 年桌
上型電腦市場僅出現零星換機需求，又苦缺市場題材，加上智慧型
行動裝置產生消費排擠等因素，導致 2016 年臺灣桌上型電腦產業產
量持續下滑。在行動裝置的取代效應下，桌上型電腦需求本不斷縮
小，過去幾年成長動能相對佳的 AIO 電腦，銷售表現亦趨緩。此外，
有鑑於桌上型市場需求低迷，近年 Intel 新平台推出速度明顯改變，
繼 2015 年 Skylake 處理器延遲上市後，原定 2016 年推出的新處理器
Kaby Lake 更延至 2017 年初才開賣，致使 2016 年底再度出現消費遞
延效應。在全球市場需求不振，且供需端條件均不佳的狀況下，2016
年臺灣桌上型電腦產量下滑至 ......
4,837 萬台，年成長率約-10.7%。
70,000

千台

15%

60,000

10%

50,000

5%

40,000

0%

30,000

-5%

20,000

-10%

10,000

-15%

0
Shipment
Volume
Growth rate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58,303

59,978

66,360

54,151

48,371

2.9%

2.9%

10.6%

-18.4%

-10.7%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研究團隊，2017 年 7 月

圖 4-1 2012-2016 年臺灣桌上型電腦產業總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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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議題探討

▲

第五章

第五章 焦點議題探討
本章焦點議題主要探討資訊工業於2016年發展之重要議題，包
括資訊產業的發展仍不斷受到各式行動運算裝置的侵蝕，且在相關
通訊技術與雲端運算的成熟、各式零組件的微型化及相關感測功能
日益精進前提下，物聯網相關應用持續浮現，包含：智慧製造、智
慧車輛與虛擬實境應用等，都成為引領資訊產業相關業者轉型發展
的重要方向。
因此本章將從資訊工業後續發展及產業重要議題進行剖析，包
括：雲端運算服務大廠的布局策略，以及智慧製造、智慧車輛與虛
擬實境之產品與市場發展趨勢，以協助業者全盤掌握未來可能影響
資訊工業未來發展相關關鍵因素。

一、雲端運算
（一）服務主導模式發展趨勢
1. 產業競爭遊戲規則改變
近年來「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的確是產業熱門關鍵字，
但隨著時間發展，雲端運算並不容易一言以蔽之。但隨著硬體與軟
體等運算技術的快速發展，雲端運算對產業的最大衝擊莫過於顛覆
過往必須購買資產或是產品，才能保有業務運算或產品功能實現的
觀念。以美國國家技術標準局歸納雲端運算的特性：隨選所需
（On-demand self-service）、廣泛網路存取（Broad network access）、
資源集中（Resource pooling）、快速、彈性地調整服務 （Rapid
elasticity）
、可衡量與計價的服務（Measured Service）
，即可理解雲端
運算對日常生活乃至產業運作造成最大的影響即是讓服務主導（as a
Service）模式徹底落實，使得企業業務的運作，無須一定得採購硬
體設備；而個人享用終端產品應用功能時，也不需要搭配特定裝置，
也就是所謂跨裝置應用情境的實現。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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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六章 未來展望
一、全球資訊工業展望
（一）全球資訊工業未來展望總論
展望未來，國際主要機構預測 2017 年全球經濟成長動能均優於
2016 年，IMF 預估 2017 年全年 GDP 成長率為 3.5%，上修年初預估
值 0.1%，明顯優於 2016 年全年 GDP 成長率 3.1%。主要原因為歐洲、
日本和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與貿易增長。但是，保護主義政策將可能
威脅廣泛復甦。
就區域市場而言，美國在 2017 年 GDP 成長率將自去年的 1.6%
增至 2.3%；歐盟和去年持平 GDP 成長率為 1.7%，其中法國 GDP 成
長率由 1.2%增至 1.4%；日本自去年的 1%增至 1.2%；中國將維持 6.7%
的經濟成長率；英國則由 1.8%增至 2%。IMF、OECD 及 WB 亦推測
2018 年全球經濟亦可望較 2017 年成長，全年預估 GDP 成長率為
3.6%，全球景氣可望緩速增溫。

（二）全球資訊工業個別產業未來展望
1. 資訊終端
(1)全球桌上型電腦市場未來展望
展望 2017 年，估計全球桌上型電腦出貨量約 99,060 千台，年成
長率約-4.3%，即便衰退幅度可望進一步縮小，但出貨量 1 億台大關
恐失守。2017 年全球桌上型電腦市場的驅動力，仰賴續旺的電競風
潮、VR 應用發展、新處理器上市帶動新品效應，以及可望在年底啟
動的商用換機潮。雖市場題材乍看之下勝過 2016 年，但能否如願驅
動採購動機，事實上仍有諸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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