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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雲端運算、巨量資料與行動應用等資通訊科技基礎建設漸
趨完備，全球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正在醞釀新的產業革命，先進國
家紛紛傾力投入開發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與生物辨識等新興
技術，未來透過巨量資料分析、行動支付與金融數位化等資訊服
務，這些資訊軟體新興應用將愈來愈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
綜觀臺灣的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電子化整備度具備一定水
準，有助於發展創新資訊應用服務。在許多資訊硬體廠商紛紛轉投
入資訊服務軟體領域之際，如何引導產業從市場需求發展跨領域軟
體應用服務，並配合政府創新產業政策，驅動提升臺灣資訊服務暨
軟體產業的競爭強度，對產學研各界都是極大的考驗與挑戰。
在經濟部技術處 ITIS 研究團隊的長期支持與指導下，《2017
資訊產業年鑑-資訊服務暨軟體篇》順利出版。本年鑑致力於探討
全球與臺灣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的發展現況與動態，詳實剖析全球
最新資訊軟體產業發展概況與趨勢，期能協助政府與相關業者掌握
市場發展軌跡與產業全貌。感謝經濟部技術處的支持及產學研各界
的協助，期許《2017 資訊產業年鑑-資訊服務暨軟體篇》能成為實
用的工具書，對政府及產業於研擬發展策略規劃時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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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暨軟體篇》主要收錄臺灣 2016
年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發展現況與動態。本年鑑邀請資訊服務暨
軟體產業相關領域之多位專業產業分析師共同撰寫，內容不但涵
蓋全球與臺灣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的發展現況、廠商動態等，亦
包含市場趨勢與規模預估，以及產業展望探討。期盼本年鑑中的
資訊能提供給資訊服務業者、政府單位，以及學術機構等，作為
擬訂決策或進行學術研究時的參考工具書。
本年鑑除了彙整及分析整體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動態之外，
亦針對其次領域進行市場規模預估與發展動態追蹤，以強化年鑑
內容豐富度。除此之外，本年鑑亦加入開放資料/開放原始碼應用、
電子商務/行動支付應用，以及區塊鏈/金融科技應用等熱門議題，
期能反映近期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的關注焦點。年鑑內容總共分
為六章，茲將各章之內容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章：總體經濟暨產業關聯指標。此章內容包含全球與臺灣經
濟發展指標與產業關聯重要指標兩大區塊，俾使讀者能掌
握近年總體經濟表現狀況與主要地區資訊服務暨軟體市
場之發展。
第二章：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總覽。此章分述全球與臺灣資訊服
務暨軟體市場發展現況，包括各主要地區之市場動態、行
業別市場規模比重、主要業別資訊應用現況，以及品牌大
廠動態等，讓讀者得以快速掌握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的發
展脈動。
第三章：全球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個論。此章分別探討全球系統
整合、資訊委外、雲端服務、企業解決方案、大眾套裝軟
體與嵌入式系統等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次領域，除了提供
各次領域的市場規模變化，亦闡述相關廠商在該領域之業

III
版權所有© 2017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前瞻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

編者的話

▼

2017 資訊產業年鑑-資訊服務暨軟體篇

務發展狀況或面臨挑戰等。
第四章：臺灣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個論。此章進一步聚焦臺灣系
統整合、資訊委外、雲端服務、企業解決方案、大眾套裝
軟體與嵌入式系統等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次領域，除了分
述臺灣市場規模之外，亦針對主要廠商在該領域之發展狀
況、面臨挑戰或相關重要議題等面向進行探討。
第五章：焦點議題探討。該篇內容係針對巨量資料/開放資料應用
分析、行動應用/行動支付分析，以及數位金融/金融科技
之創新資訊應用分析等議題進行剖析。內容包括市場發展
概況、資訊應用現況與廠商動態與發展方向等，以提供讀
者有關資訊服務新興議題之相關情報。
第六章：未來展望。該篇除了分析全球與臺灣資訊服務暨軟體市
場之規模與發展趨勢外，同時藉由觀察產業脈動、廠商策
略方向與挑戰，來探索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未來展望，以
供政府單位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以及相關業者在擬定企業
決策時之參考。
附

錄：內容收錄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的定義與範疇、全球主要
國家或地區之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政策，以及中英文專有
名詞對照表，以供讀者作為補充參考之用。
本年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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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暨軟體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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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發展指標
（一）全球重要經濟資料/數據
1. 經濟成長率（國內生產毛額變動率）
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係指在單位時間
內，一國國內生產之所有最終商品及勞務之市場價值總和。國內生
產毛額之變動率不但呈現出該國當前經濟狀況，亦是衡量其發展水
準的重要指標，因此一國之經濟成長率通常以國內生產毛額變動率
表示。而將一經濟體或地區各國之國內生產毛額加總，並計算其變
動率，即可得到該經濟體或地區之經濟成長率。
綜覽全球，經濟持續復甦，自 2016 年以來經濟方面的好消息不
斷，在活躍的金融市場以及製造業與貿易領域的復甦支持之下，經
濟成長高於預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於 2017 年 4 月所發布的資料/數據顯示，2016
年全球經濟成長

率約 3.1%，2017 年預估上升至 3.5%以及 2018 年的 3.6%。
觀察 2016 年各地區經濟表現，在先進經濟體中，歐元區的經濟
成長下降至 1.73%，相較於 2015 年下降 0.32%；在新興市場與經濟
體中，經濟成長幅度最高者仍屬亞洲開發中國家，2016 年經濟成長
率達 6.38%，惟經濟成長亦逐年趨緩；經濟成長幅度最低者則為拉美
與加勒比海地區，2015 年經濟成長率為 0.08%，2016 年下降至
-0.98%，為 2016 年唯一呈現衰退的地區。
展望 2017 年，IMF 對經濟表現保持樂觀，預估全球經濟成長率
將達 3.46%，高於 2016 年表現。從經濟體來看，先進經濟體的經濟
表現逐步回穩，在 2017 年估計將擁有 2.01%的經濟成長，相較於 2016
年表現更佳；而新興市場與經濟體部分亦有成長跡象，2017 年經濟
成長率達 4.49%，略高於 2016 年的 4.13%。新興市場的成長主力來
自於亞洲開發中國家以及新興市場與經濟體，尤其亞洲開發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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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章 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總覽
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依據其中產品功能與服務提供的模式，
可分為資訊服務暨軟體二大區隔。資訊服務係指於資訊科技領域
中，為用戶提供專業之基礎架構服務、開發佈署服務、商業流程服
務、顧問諮詢服務、軟體支援服務與硬體維運服務等全方面服務，
主要以服務提供之價值獲取營收。而軟體則是提供用戶所需之軟體
產品，包括企業用戶所使用之應用軟體、資訊安全、資料庫、開發
工具等軟體，消費大眾所使用的生產力、遊戲、行動應用 App、影
音工具等軟體，以及嵌入式系統專用的系統軟體、應用軟體與工具
軟體等。市場範疇詳如圖 2-1 所示。

資訊服務暨軟體

系統整合

系統設計

雲端服務
委外服務

IaaS

企業解決方案

PaaS
SaaS

系統建置
顧問諮詢

大眾套裝軟體
嵌入式系統
生產力軟體
遊戲軟體
應用軟體

行動應用App

資訊安全

影音軟體

資訊管理委外
流程管理委外
資料庫
程式開發代工
開發工具
系統維護支援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研究團隊整理，2017 年 8 月

圖 2-1 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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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章 全球資訊服務暨
軟體市場個論
一、系統整合
（一）市場趨勢
資訊服務廠商協助企業進行資訊科技的評估、建置、管理、最
佳化等作為，可以稱為資訊科技服務的提供。這些服務牽涉到專案
導向的商業顧問、科技顧問、軟硬體系統設計與建置及期約導向的
資訊科技委外、軟硬體維護等服務。本段落談論的系統整合主要範
疇為專案導向的顧問諮詢、系統設計與建置等資訊科技服務。
系統整合業者利用各種套裝軟體、硬體、整合服務、顧問服務
等資訊科技軟硬體與服務協助企業達到各種營運或策略目的，因
此，系統整合業者受到企業營運方向改變、新興科技發展而提供企
業新的服務與科技導入。近期，由於雲端服務的發展，使得系統整
合業者不僅提供專案導向服務，亦提供委外、雲端服務以滿足企業
的各種需求，例如：Accenture、PwC、Capgemini、KPMG 等。系統
整合業者、顧問服務業者、雲端服務商等界線也愈來愈模糊。
從科技的發展來看，巨量資料、物聯網、智慧手機、雲端運算
無疑是改變近期企業資訊科技服務市場的重大變革。接續的人工智
慧、AR/VR 科技更是觸發企業的轉型變革機會。IDC 科技市場顧問
公司 2017 年 IT 產業預測即認為企業數位轉型將從最近的巨量資
料、智慧手機、雲端運算、社群媒體的第三平台，加上認知/人工智
慧、物聯網、AR/VR 第四平台。Gartner 顧問公司 2017 年 10 大科技，
亦是圍繞在人工智慧及 AR/VR，包括：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智慧
應用系統、智慧物件、AR/VR、虛擬與真實結合、區塊鏈與數位識
別、人工智慧與對話式介面等。人工智慧或 AR/VR 的發展讓企業更
能直接與顧客、員工、夥伴，而使得企業展現「人性」的一面。顧
問 諮 詢 暨 系 統 整 合 業 者 Accenture 在 2017 年 的 科 技 願 景 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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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四章 臺灣資訊服務暨
軟體市場個論
一、系統整合
（一）市場趨勢
臺灣系統整合市場主要業務需求，長久以來的主流型態是資訊
服務業者以透過代理國內外資訊軟硬體為基礎，協助企業客戶執行
導入、安裝、客製化調整、系統整合、維護等服務。過往臺灣資訊
服務業者透過代理國外知名業者伺服器、網路設備、系統套裝軟體、
應用套裝軟體等軟硬體設施，藉著協助本地企業客戶安裝與導入，
逐步進入本地企業應用市場。隨著客戶開始有個別專屬需求產生，
資訊服務業者進一步朝向提供客製化調整方案以滿足客戶需求，部
分業者在提供客製化的過程中，亦逐步摸索發展出完整的行業別應
用解決方案，從而提高其附加價值。故而系統整合市場實際上亦就
其功能別可細分為系統設計業務、系統建置服務以及顧問諮詢服務
三個部分。觀諸臺灣系統整合市場，早期主要以系統建置服務為主，
輔以系統設計業務及顧問諮詢服務，而大多數機構需求方為求整
合、便利與一致性，多將其相關資訊需求專案之顧問、設計與建置
案合而為一。惟有少數規模、範疇較大的資訊需求案，特別是有政
府官方背景色彩的需求案，會將顧問案、設計案與建置案依序處理。
由於系統整合業務高度偏重服務特性，其中又需要對於行業別
領域知識的高度掌握，因此長期以來臺灣系統整合業者均主要以內
銷市場為主。至於領域別分野來觀察，客製化需求與程度最高的，
就是政府政務相關的資訊應用需求，以金融領域資訊需求居次，至
於其他產業應用方面，則有製造業、流通業等領域為大宗。近年來，
隨著雲端服務的滲透率日增、物聯網應用散布各行業領域的趨勢來
看，臺灣系統整合市場將受惠以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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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五章 焦點議題探討
一、開放資料/開放原始碼應用趨勢探討
（一）市場趨勢
開放資料與開放原始碼、內容開放等其他「開放」運動其目標
有類似之處，期望這些資料、原始碼或內容可不受著作權、專利權，
以及其他管理機制所限制，開放給社會公眾，讓任何人都可自由取
用，進而推進整個人類社會在各面向的創新與發展。
1. 開放資料
自 2003 年歐盟制定『公部門資料開放指導』文件，2009 年美
國 歐 巴 馬 政 府 公 布 開 放 政 府 白 皮 書 ， 及 2010 年 英 國 政 府 的
「Data.gov.uk」相繼推出之後，開放資料風潮迅速蔓延全球。開放資
料在歷經十數年的發展，不少國家均經由制定相關法案或政策方
式，推進政府資料釋出的規模與程度，期望運用群眾智慧來改善公
眾服務品質。我國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小組（NICI）於 2012 年
也針對「政府資料推動策略建議」進行討論，並通過研考會所研訂
「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推動策略」，完成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Data.gov.tw）之建立，期望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促成跨機關與民間
協同合作與服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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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展望
一、全球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展望
依據前述的全球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發展，以下綜整全球市場
的發展趨勢，並剖析全球資訊服務暨軟體產業的展望。

（一）市場趨勢
全球經濟成長雖然趨緩，在活躍的金融市場以及製造業與貿易
領域的復甦支持之下，2017 年有較明顯的經濟成長。從全球的經濟
發展經驗而言，商業的健全發展可以促進產銷活動順暢運作，金融
市場以及製造業的復甦有助於加快經濟復甦的腳步，主要關鍵在新
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強近的發展能量，在 2017 年優於 2016 年的
發展動能。
數位經濟席捲全球，創新科技諸如：雲端應用、物聯網、巨量
資料、人工智慧…等的崛起，使得新型態的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並
顛覆傳統供需市場體系，衍生出新的商務生態體系。此外，商業的
發展核心漸漸聚焦以消費者為核心，結合全通路、智慧製造、物流
體系、行動商務、資料/數據分析、推估預測，作為消費者及經營者
的決策建議，並發展出新的商務模式（如共享經濟）
，除加速周邊軟
硬體的研發、同時活絡經濟動脈。
全球資訊服務暨軟體市場發展趨勢，詳如表 6-1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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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資訊服務暨軟體年鑑》
全本電子檔及各章節下載點數，請參考智網公告

電話 l 02-27326517
傳真 l 02-27329133
客服信箱 l itismembers@micmail.iii.org.tw
地址 l 10669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19 樓

匯款資訊 l 收款銀行：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 (銀行代碼：017)
匯款資訊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帳號：39205104110018 (共 14 碼)

服務時間 l 星期一~星期五
am 09:00-12:30 pm13:30-18:00

如欲下載此本產業報告電子檔，
請至智網網站搜尋，即可扣點下載享有電子檔。
ITIS 智網：http://www.it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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