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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了能為鑑別 2019 台灣網路調查研究主要議題與研究重點，採「焦點座談討論

組」及「1 對 1 深度訪談法」邀集 12 位與網路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以深入對談的形式挖

掘專家意見，從中鑑別議題發展成為台灣網路調查研究探討內容、定位台灣網路使用者研

究的設計與規格。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目前走到了網路經濟轉型的交叉口，專家普遍認為台灣整體硬體相

當的有競爭力。市場也逐漸成熟，再成長空間有限。面臨國際競爭，硬體相關機會投資風

金額與風險較大，可加值獲利空間有限。 

而台灣機會是在提升軟實力。專家都認為台灣有很棒的人才，民間也不缺乏資金，有

很好的機會透過提升軟實力讓台灣網路經濟脫胎換骨。但要能在國際競爭環境下脫穎而出，

需要達成以下四個重點： 

壹、 朝向國際化邁進，以作為 Smart Early Adopter 成為國際大公司在地化(localization)的最

佳夥伴，與國際大公司合作，善用台灣「快」、「靈活」、「了解當地需求」的優勢協助

國際大公司在國際市場「接地氣」。 

貳、 更專注於有戰略價值的機會，避免低門檻的紅海戰場。 

一、 善用台灣的先天優勢例如優秀人才，針對需要高難度硬軟體整合（ICT 產業鏈）

領域，以及持有機密、敏感與講究高品質、信賴度的產業（例如醫療、資訊安全）。 

二、 政府應規範與帶頭投資，保護台灣網路相關「戰略資產」，例如資安。確保台灣

把不應外流或過度被國際公司掌控的敏感資料與相關環節留在台灣。 

參、 務實的強化產官界的互補與合作，讓產業與相關法規更快速迎合科技與商業模式創新，

並透過務實的設計產業規範，讓台灣新創有公平的競爭機會。 

一、 應避免因為法規執行上無法有效約束境外企業，導致不公平競爭。 

二、 避免因為法規鬆綁時沒有充分了解到相關影響，讓相關產業受到不公平的衝擊。 

肆、 教育市場：對內強化台灣消費者對於網路經濟的知識與期待，對外凸顯台灣的相關優

勢，打造更吸引資金與人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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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於未來趨勢，專家們認為現在廣泛討論的大多可歸納於資料的載具(5G, Mobile) 

與資料的應用(AI, Data Rights, Smart Home)，兩者應該是盤根錯節、息息相關，不能單一

獨立評估。但這都還屬於數據承載工具或數據應用，不是創新的核心目的。要能解決國際

長遠的核心問題，應從永續性議題下去著手，較有長遠的成長空間，例如聯合國公佈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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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研究緣起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台灣網際網路發展與應用管理與觀察要角，描繪台

灣整體網路使用輪廓、推進台灣網路發展並解析網路趨勢，為國內產學各界

先驅指標與參考。2018 年度修改過去純量化的調查方式，採用質量化並行互

補的研究方法，除追蹤長期以來的觀察，更加入國內外相關調查數據，擴大

至網路基礎、邏輯和應用層面全面性範圍。 

參考去年調查質量化並行的研究方式成效，2019 台灣網路調查延續去年

度調查重點，在質化調查上增加專家學者意見，從政府機構、電商、新創、

創投和資安等產業角度，切入人才、資金、法規和資訊安全四層面，透過聚

焦台灣網路環境、觀察未來趨勢發展，並發掘更多潛在數位經濟可能性與前

瞻議題，消弭去年在文獻分析法上資料缺乏未來觀點的缺口、並強化在地業

者經驗連結，並更能廣納來自各界的聲音、接軌實務界。採「焦點座談討論

組(Open Discussion forum)」方式及「1 對 1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

邀集與網路相關利害關係人，以深入對談的形式挖掘不同產業、組織和背景

的專家意見，並蒐集質化形式的資料，藉以提昇調查研究資料的品質、增加

多元觀點、擴大研究議題範圍。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為能有效率鑑別相關議題，本調查從網路發展的現在、未來作為發展主

軸，先探究各界專家業者對台灣網路發展現況觀察、再了解實務界中未來趨

勢發展，並根據去年的調查結果與今年網路界的前瞻趨勢擬定數個議題方向

作為重點討論，因此設定架構暫定如後，採半開放式訪談結果來建構所設定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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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第貳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調查採「焦點座談討論組」和「1 對 1 深度訪談」的質化調查方式，舉

辦一場次有觀眾的焦點座談討論組，以及八場 1 對 1 深度訪談，共計訪談 12

位網路相關領域受訪者。 

一、討論組／焦點座談法 

以焦點團體進行座談會的研究方法，主要方式是由一位主持人引導，對

各項議題或現況進行深入討論，而主要目的在於能探討較深入之議題，及了

解更多角度與深入的原因，來引發出各界異同的意見或看法。 

本次邀請四位相關領域的受訪者加入討論，並開放 20-30 位觀眾加入廣

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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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焦點座談討論組研究規劃 

焦點座談討論組（開放觀眾席） 

訪談地點 台北福華大飯店 B2F 福華廳 III 區 

訪談時間 6/19 （四）下午 14:00-16:30 

訪談人數 舉辦 1 場、受訪者 4 人 

訪談時間 1.5 小時內 

主持人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陳彥廷總監 

訪談對象 

趨勢科技總經理           洪偉淦 

蝙蝠移動暨烏龜移動執行長 許禾杰 

台灣紫牛創業協會理事特助 陳炘威 

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鄭少偉 

 

二、 1 對 1 深度訪談法 

 另考量到訪談對象屬性皆為高階主管、產業代表性人物或不在台灣境內

的跨國公司業者，為顧慮受訪者對於商業機密或隱私顧慮，並降低約訪難度、

加速訪問進行，因此另規劃 1 對 1 深度訪談形式，並不限於透過面對面或是

電話訪談形式進行；且為加速完成訪談，透過陳總監擔任主要訪談者，研究

團隊彈性支援其他訪談場次。 

 

表 2、深度訪談研究規劃 

1 對 1 深度訪談法 

訪談地點 以地點便利性規畫面對面訪談或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 6 月底前 

訪談人數 每場次訪談 1 人，共計 8 場次 

訪談時間 每場次~1 小時 

訪談人 
陳彥廷總監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胡馨尹資深研究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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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 1 深度訪談法 

訪談對象 

唐鳳政務委員 行政院 

蔡志宏執行秘書 行政院科技會報 

Shinichi Hosokawa 執行長 GMO Research, Inc. 

陳杰總經理 聯合智網(udn 買東西) 

鄭名傑共同創辦人 麟數據科技 

郭書齊董事長 創業家兄弟 

馬宏燦資安長/業務執行副總經理 中華電信 

丁平顥副處長 
台灣之星行銷事業部/服務規劃經營

處 

 

以下為本調查流程： 

 

圖 2、調查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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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 

  為了有效鑑別調查議題，並能從網路基礎、邏輯與應用層全面切入，並

能囊括相關利害關係人：包含相關產業、投資者等，本調查將訪談產業鎖定

為政府官員、電子商務、網路新創事業、創投業主和資安領域等，訪談 12

位業者與專家。 

 

二、 受訪者資訊 

  以下代表領域是以受訪者角度定義，部分受訪者可能有一個以上專長代

表領域，此處只取主要領域作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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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邀訪名單 

訪談 

方式 
代表領域 受訪者 公司/單位 職稱 訪談日期 

焦

點

座

談

討

論

組 

電子商務 鄭少偉 
夠麻吉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6月19日 

創投業者 陳炘威 
台灣紫牛創業協會 /

傑思愛德威媒體 
特助 6月19日 

新創公司 許禾杰 
蝙蝠移動暨烏龜移

動 
執行長 6月19日 

資訊安全 洪偉淦 趨勢科技 總經理 6月19日 

1

對

1

深

度

訪

談 

通訊業者 丁平顥 
台灣之星行銷事業

部/服務規劃經營處 
副處長 6月17日 

電子商務 郭書齊 創業家兄弟 董事長 6月20日 

資訊安全 馬宏燦 中華電信 
資安長/業務

執行副總經理 
6月20日 

新創公司 鄭名傑 麟數據科技 共同創辦人 6月24日 

電子商務 陳杰 
聯合智網(udn 買東

西) 
總經理 6月24日 

政府單位 蔡志宏 行政院科技會報 執行秘書 6月25日 

政府單位 唐鳳 行政院 政務委員 6月26日 

國際相關業者 
Shinichi 

Hosokawa 

GMO Research, 

Inc. 
執行長 6月26日 

 

三、 訪談大綱規劃 

  根據前述調查架構，訪談大綱（詳見附錄）共分為六大部分，如下表所

示，分別針對台灣網路產業的現在、未來、國際化等方面進行提問，並了解

對 2018 台灣網路報告的建議、以及對 2019 台灣網路報告的期待。實際訪談

時根據受訪者的回答或專長追問主題或修改訪談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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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訪談大綱與目的 

主題 內容 研究問題 

一、背景簡介 本次質化調查背景介紹 

2018台灣網路報告意見蒐

集 2019 台灣網路報告建

議方向 

二、聚焦台灣網路環境 
現職介紹、台灣網路相關

產業背景說明 

了解台灣網路產業的人

才、商業模式、消費者市

場、資金等現況與策略，

進而培育人才、吸引資

金、擴大市場。 

三、探討未來趨勢發展 
產業環境優缺點解析、成

功市場或案例分享 

四、全球化發展定位 

國際品牌或公司的競爭

與機會、台灣因應全球化

之道 

探討如何擴大國內市場、

拓展國外市場，提升整體

競爭力和經濟動能。 

五、趨勢議題 

熱門話題討論：人工智

慧、GDPR、唯手機族、

智慧家庭、5G，或其他

可關注議題建議 

辨別熱門議題趨勢，以及

其優勢與機會。 

六、結語與建議 
對委辦單位建議等其他

補充 

 

四、 資料分析方法 

（一） 資料處理 

  考量深度訪談的對象不一定願意接受錄影錄音等紀錄形式，本研

究主要以重點摘錄的方式進行資料處理文本。亦於訪談的重點摘錄的

紀錄完成時，將其稿件內容寄予受訪者，請受訪者過目內容無誤。 

（二） 資料分析 

  因本調查主旨為鑑別後續量化調查議題，因此採用詮釋學資料分

析法，即認為理論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對話過程中共同建構而來，

也就是研究設定了相關議題範圍，再由研究對象表達意見來建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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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書寫 

書寫分析結果時引述訪談內容資料以佐證結果，引證時不以每位

受訪者的引證次數為原則，而以最具代表性為目標。因不強調受訪者

為公司或產業的代表取向，因此書寫時以匿名方式，不連結受訪者與

引述訪談內容，僅以不同字體表示引述，並在後標示訪談來自焦點座

談討論組或 1 對 1 深度訪談，分別簡稱焦訪和深訪。例如：「我對網路

的看法…」（焦訪）。 

 

第參章、研究結果 

  本調查共訪談 12 位來業者專家，從政府機構、電商、新創、創投和資

安等產業角度，切入人才、資金、法規和資訊安全四層面。本章節的討論組

與深度訪談的結果進行綜整分析，並歸納為四節，包括台灣網路環境解析、

未來發展方向探討、產業趨勢議題關注等方向和台灣網路報告建議。 

第一節、 台灣網路環境解析 

一、 優勢 

專家普遍認為台灣網路產業具有競爭力，包含人才多、發展成熟且可信賴度

高。 

（一） 深耕有成、競爭力強 

台灣在網路應用產業實力堅強，尤其是智慧城市發展名列前茅為

有目共睹。 

• 「在舉世之智慧城市論壇中，台灣舉行之盛事已近巔峰，名列世界第

二之林。」（深訪） 

除了智慧城市發展，資安也是另一強項，深耕有成的網路應用使

台灣網路產業的競爭力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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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資安也是台灣的強項，因台灣受到全世界不同資安攻擊試煉，

台灣資安能力也因此有很大的成長。」（深訪） 

• 「台灣的公司在台灣累積很好的競爭力，到任何國家都很有競爭力。」

（深訪） 

 

（二） 地區緊密、產業貫穿 

除了網路應用實例外，其他相關產業供應鏈的硬實力配合也有很

強的國際競爭力。 

• 「台灣資通訊和其他產業貫穿，…除非一開始某些產業只做在地，否

則其他產業在國際是有競爭力的，輕薄短小快速反應的商品，台灣特

別有機會。」（深訪） 

•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需要所有的產業都可以包含，不用跨時區就

可以連結。」（深訪） 

 

（三） 網路產業人才濟濟 

Google和Facebook來台設點徵才，都證實了台灣專業人才的優勢。 

• 「人才就是最大的優勢跟劣勢，看 Yahoo、Google 就知道，如果台灣

人才不好，它們怎麼會在台灣大舉徵才？」（焦訪） 

• 「我覺得人才是我們很大的優勢」（焦訪） 

 

（四） 可信賴程度高 

台灣一直以來累積了厚實的產業價值、加上網路社會強調數位人

權、開放自主，對內對外都形成了品質、可信賴的形象。 

• 「台灣有一定的品質，特別是工程師、資安是可以被信賴的。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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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可信賴度是很高的。網路科技不是純網路科技，網路科技一定會

跟其他很強的做結合。」（深訪） 

• 「在台灣以一個開放的環境就可以當作開發商業發展的基礎，對比於

北京與莫斯科，以前可能會設在香港，但現在看到無國界記者等都退

到台灣了。」（深訪） 

 

二、 劣勢 

 台灣網路環境的缺口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市場環境不利、二是政府法

規的影響。前者包含國際化程度不夠、新創環境不佳、市場規模小，後者則

是法規未跟上網路發展、及缺乏扶植。 

（一） 國際化程度不夠 

國際化包含主客觀環境的努力，包含外語溝通能力、客觀環境的國

際化程度，主因還是回到人的問題，國內環境不夠了解其他市場、無

法營造相對友善國際的環境，因此無法吸引外國人才或國際機會。 

• 「只要今天跟國際化有關係的，台灣相對來說是弱的，台灣這邊所受

到的教育甚至是新聞，國際化的程度是低的，這是讓台灣以後走出去

也是很大的困境。」（深訪） 

• 「我們回來講台灣環境不限於網路環境，生活環境，工作環境也應該

國際化，我們除了希望年輕一代更國際化，我們生活也應該，環境現

在不夠友善。」（深訪） 

• 「部分存在語言溝通阻礙。」（深訪） 

 

（二） 新創環境不佳 

 相較於國外的創業環境，受訪者普遍認為台灣的新創風險高、門

檻高，沒有積極的推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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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是美國有個新創的環境，才讓你新東西有機會出來，台灣

新創的環境還沒 ready，新創投入十個才一個成功，風險跟以往穩健經

營較不相同。」（深訪） 

• 「新創本身沒有能量去突破，新創這圈子其實不大，很多聚會其實只

是在做人脈交流，而不是做推動。國外很多協會在看問題比較扎實，

目前台灣新創在協會比較多在分享。」（深訪） 

• 「對新創公司來說以前新創比較單純，十年前我創業我只要做個店老

闆，一開始只要兩個創辦人，一個會寫程式就結束，現在手機交易額

佔八成，我們光最粗淺的上線，規模就大很多，不同作業系統等等問

題。」（深訪） 

 

（三） 市場規模小 

 此外，台灣市場規模太小，也是未能發展夠大的產業動能的原因。 

• 「2C 是我們市場規模沒這麼大。」（深訪） 

• 「跨國大企業都會順路經過台灣，要進來亞洲的台灣一定會做。不管

平台還是資金規模，剩下一件事情是在地化，你的市場沒有大到他為

你做在地化，或在地衍伸出特殊需求。」（深訪） 

• 「國內市場規模小。」（深訪） 

 

（四） 法規未跟上網路發展 

 受訪者對於對應網路發展的法規看法則有歧異，業者角度認為法

規太慢或太緊，跟不上網路發展：  

• 「第三方支付早期在做，但被一堆法規綁著，一開放連支付寶也開放

了；看不到政府進來整合或主導有任何幫助。看不到實質意義，現在

不要限制也不要協助，但放寬限制。」（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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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網路交易法規，例如什麼在網路上不能賣，這是零售業板塊移

動，網路和實體是互相競爭，要讓他移動速度更快，例如實體能賣網

路就要能賣，例如酒類銷售，這對整體發展不是太好，如果有效開放

也是好事。」（深訪） 

此外因為無法規範到外國企業，也間接促成不公平競爭影響。  

• 「政府的政策會影響產業的競爭力，技術變化很快，法律看到現象才

立法，機會就錯失了，例如中國內容業者落地問題。」（深訪） 

• 「唯一覺得不公平的是例如淘寶，其實他在過程中他避掉了很多要付

的成本跟費用，因為他補貼運費又課不到關稅，他也不必在意台灣法

律，你只要買得到他就進得來，對政府來說沒有很正視這件事，也沒

有太好的政策可以避免。對台灣廠商來說不公平。」（深訪） 

政府的角度則認為法規目前正在積極開發有彈性的空間，讓新創

產業能有諮詢管道，進而找到法規與實務的平衡。 

• 「我們是大陸法系，法律作修改比較困難的場域，但我們是第一個通

過沙盒，有創新沙盒，在台灣與法律衝突的地方是有公平可以修改的

地方。」（深訪） 

 

（五） 缺乏友善和有效的扶植 

從訪談中也了解業者對於公部門扶植新創產業的看法與比較，包

括政府打造的環境還不夠友善，也不夠有效，並不是補貼的問題，而

是是否能協助新創公司持續發展的動能。因此國內新創產業的扶植還

是相對較弱。 

• 「台灣有很多新創案例，在台灣無法落地，反而去海外落地，不管既

有企業的新項目還是新創公司，能不能被環境接受，包含消費者包含

法規，不單一的問題，有些可能跨到其他部會。」（深訪） 

• 「舉例香港有個數碼港，提供很多新創公司一站式平台的協助來解決

辦公室、孵化器、加速器跟募資路演等，看到芬蘭、香港都是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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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在協助好的新創公司/項目，但相對台灣，新創者只能靠自己，要

自己跟公部門打交道，跟行銷部門打交道，跟各種需求單位打交道，

我們的政府在新創這點的配套相對是較弱的。」（焦訪） 

 

三、 機會 

（一） 跨界整合新商機 

 在深訪中有兩位受訪者皆提到了台灣的醫療優勢，並且是能直接

跨界結合網路應用，吸引國際品牌合作，此外製造業基礎也是有機會

發展的硬實力產業。 

• 「像台灣在醫療領域跟大數據是可以跟國際合作，第二類是台灣在製

造領域，台灣在製造還是有些底子，台灣製造業裡面基礎夠，大廠願

意合作。因為水準夠高所以數據是有用的，這種領域在國際找合作，

他不會平白找個領域。」（深訪） 

 

（二） 信任度高和緊密的產業互動 

相較於其他市場，國外企業對台灣的感受是值得信任，且各產業

鏈互動快速。 

• 「台灣市場相對值得信任。」（深訪） 

•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需要所有的產業都可以包含，不用跨時區就

可以連結。」（深訪） 

 

第二節、 未來發展方向探討 

 未來發展的方向又分為人、趨勢、市場，人即是在地人才培育和國際

人才就業，趨勢則是態度與商模上的修正，市場同時涵蓋了雙邊的策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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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業來台灣、及台灣企業如何走向國際。 

一、 人才培育 

台灣網路產業人才有兩個問題，一是培訓養成人才、二是留住在地人才

並吸引國際人才。 

（一） 在地菁英人才養成 

厚實的製造業硬實力，使台灣在數位轉型時面臨了軟體人才缺乏

的危機，因此培訓需要的人才則顯得相當迫切。 

• 「軟體工程師大家都不熟悉，每一個領域都要自己定義培訓找人，台

灣應該要有更多可以培訓人才，這時候補助就有意義了。」（深訪） 

• 「軟體人才的國際化很重要，過去 20 年台灣把所有精英放在硬體產業，

所以硬體（人才）非常強，中國無法突破，但問題是獲利太低了。」

（深訪） 

 

（二） 解決國內留才問題 

台灣優勢雖為人才濟濟，因為市場不夠大，因此也面臨了人才外

流的困境。 

• 「因為其實台灣不缺乏人才，只是留不住，所以我們要準備怎樣的創

業題材跟商業模式，就變得很重要。」（焦訪） 

• 「台灣人才不缺，台灣軟體人才怎麼留住，台灣以硬體為主，硬體和

軟體的思維不同。…如果沒有走向國際很難留住人才。」（焦訪） 

 

（三） 國際專業人才延攬 

行政院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中，即設立了完善我國留才環

境的目標，但國際專才的延攬除了照顧到就業的需求，也需要考量到

更多的生活誘因，包括友善環境、吸引人的休閒娛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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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要發展台灣深度旅遊，不是一兩天的觀光，讓外國人才喜歡上

食物活動等等吸引他的，讓國外人才覺得不只是園區而是全台灣都有

生活的地方。」（深訪） 

• 「支付工具，外國觀光客到台灣他的支付工具能不能通，政策上去處

理這種多元支付工具或其他電子化的協助，應該創造對其他國家的友

善環境，來台工作，商務，旅遊，留學生。人才移動會是未來趨勢。」

（深訪） 

 

二、 順應趨勢 

網路發展快速，如受訪者所說，技術沒有獨家、只有領先，因此在順應

網路趨勢中，搶得「先機」就是搶得「商機」，和過去需要經過評估、決策等

繁瑣流程的作業模式大相逕庭。 

（一） 講求速度，嗅覺敏銳的早鳥  

因為台灣的國家定位和市場差異，比較適合以跟隨者的角度切入市

場，當 Smart follower、Smart early adopter，求好也求快。 

• 「不管看中國還是美國台灣跟他們差異還是很大，台灣比較適合當

follower，台灣對機制的談判沒有角色（例如 5G），因此沒辦法第一手

拿到規格，但是能很快掌握資訊，比如說要掌握 business model 和消費

者需求，這個跟規格高低無關。」（深訪） 

• 「第二是數字科技（如 591，8591）他的商業模式很簡單，他和創業家

兄弟有很像的特質，找了題目一直往裡面鑽，錯了再重來。」（焦訪） 

 

（二） 顛覆傳統，發展商模 

網路時代只有製造已經不夠支撐產業發展，必須加入銷售、行銷等

商業模式思維。 

• 「台灣以製造業來說一定是先蓋廠房再做，但網路不是，前後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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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會讓很多實體或高科技很難適應，就是從硬體人到軟體人很大的

衝擊。」（深訪） 

• 「台灣應朝向商業模式，把技術產業化的人應該增加，工程師不應該

只做工程師，要做有商業模式概念的研發。」（深訪） 

 

三、 開拓市場 

開拓市場除了指向台灣網路產業向國際化發展外，也包含在面臨國際網

路品牌、服務來台灣時，透過以合作取代競爭的互利互惠策略，從國際業者

的角度亦同，台灣有作為進軍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橋樑角色。 

（一） 接軌國際、合作共榮 

• 「因應國際競爭的方式是共存共生，國際品牌的手伸不深，台灣沒辦

法改變趨勢，但我們可以讓體驗變得在地化。」（深訪） 

• 「我們一直以來發展策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們一直在看下

一個巨人是誰，現在競業很多，我們的作法是怎麼搶先機。誰先跟巨

人打好關係誰就贏。」（焦訪） 

• 「台灣是國際前進東南亞的橋樑，結合在地夥伴開拓新市場。」（深訪） 

 

（二） 全球化發展定位 

 對於網路產業來說，特別是新創業者，受訪者一致認為應該

先考慮國際市場，將目標放在國際資金。對於已經在台灣發展的網

路應用業者來說，下一個目標則是越南，而過去一直被推崇的中國

市場，反而是低價搶攤的競爭對手，在文化、經濟等考量下都不是

能發展的市場。 

1. 南向策略，先往越南 

   越南因為距離較近、市場尚在開發中，一致被認為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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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策第一個落腳的目標。 

• 「新南向也是我們公司最近的重點，我們創辦人看越南市場，人口六

千萬，人口集中在河內和胡志明市，去過幾次考察發現市場非常活絡。」

（焦訪） 

• 「優先評估市場會從東南亞例如越南或比較靠近的開始，例如越南，

線不用拉太長，溝通上比較短。」（深訪） 

• 「整個東南亞講這麼久我覺得越南還是重要的，我覺得台灣各產業都

應該去越南闖一闖。」（焦訪） 

 

2. 更多國際化市場 

除了東南亞之外，也有其他市場受到看好。 

• 「我們公司來看最近成長市場是整個亞太、南亞，還有中東市場，

我們做這一行對信任很重要，因為中東不相信美國品牌，美國又是

我們最強的競爭對手。中東市場也包含非洲，整個營收很棒的。」

（焦訪） 

• 「我還是很推崇日本市場，日本很難很封閉但是很 juice，初期成本

很貴，很多要處理的問題，但我前公司在日本沉靜幾年後做得很好，

日本要找到對的大頭然後巴著他，只要商業模式是好的，按照規矩

做沒這麼難。」（焦訪） 

重點是把全球化列為發展定位，把市場規格從國內拉到國

際。 

• 「在創業的時候去選擇想解決永續發展的問題，例如 Gogoro 想解

決環保的問題，能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就有世界性市場。」（深訪） 

 

3. 難以跨境的通路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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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通路電商持反對意見，認為品牌電商或許有外銷的

機會，但通路電商的模式不是複製就能出口，還有更多的問

題需要解決。 

• 「品牌電商到任何國家就是選擇，到國外你就上他很大的平台就好，

但對通路電商來說到每個國家砸的錢就多了，是不是投資者可以支

持的這就困難了。」（深訪） 

• 「台灣沒有跨境的本錢，馬來西亞、新加坡沒機會，泰國有語言問

題，越南你又看不上，跨境還有關稅檢驗，這些沒有你也是白搭，

每天每週一班協助廠商做，都用補助，補助不解決問題。」（深訪） 

第三節、 產業趨勢議題關注 

在2018台灣網路報告中，國內外的文獻都關注了一些網路創新概念如：

人工智慧、共享經濟、區塊鏈等，隨著各項應用持續發展，部分新創概念已

經落實、有些則沒落，因此了解產業端關注的趨勢議題，也是此次訪談的重

點之一。而本次調查討論歸納出超過七項議題，羅列如後。 

一、 人工智慧（AI） 

 人工智慧目前在網路產業的應用相當廣泛，除了應用普及，因此受到高

度關注外，受訪者也認為人工智慧應該是必備的產業技術，國內應該要自行

發展。 

• 「目前我們的 AI 發展有影像辨識、人臉辨識或是車牌辨識也是一直在

做，我們也有不錯的 local 產業， 但整合起來才是重點。」（深訪） 

• 「以 AI 來講幫我們很多事情，…AI 不是只有技術他是 data，電商對

AI 有很大需求也有很大空間，是我們公司在運作非常在意跟關注的。

數據分析上的 insight 是很重要。」（深訪） 

• 「如果國內沒有，都從國外來，一點透明度都沒有，你會束手無策，要

保有一定能量，你遇到很關鍵的如果某些科技你沒有就應該要適當扶植

與佈局。我們產業不一定要很大，但要成功。」（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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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DPR（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GDPR 在訪談中獲得的評價走向兩極，政府認為應該實施遵行、業者卻

認為這是一項限制。 

（一） 正面看法 

• 「如果國內一開始就實施有遵行，新創一開始就維持高規格，這樣要去

其他國家、個資保護先進國家障礙就不會很大，在這基礎發展大數據

AI 應用。」（深訪） 

（二） 負面看法 

• 「我個人來看他有比較麻煩的限制，對產業不是很好的現象，我覺得他

是頭痛要解決的現象，我不認為他是一個商業模式，他要花很多成本才

能往歐洲的方向作。」（焦訪） 

• 「某程度來說 GDPR 是過於嚴格，歐盟不想要仰賴，如果台灣你已經

比別人差，還要用最嚴格的，那就完了。」（深訪） 

• 「從經營的角度來說是很傷腦筋的事，…個資以外 cookie 等等會有更

多新的東西，等到你政策要追到，各種型態都不允許，我覺得這個法規

會流於形式。」（深訪） 

 

三、 手機族 

 從使用普及率來看，手機族幾乎是全體認同的議題，手機使用率高、應

用廣，以個人為使用主體，是必須考量到的族群。 

• 「對我來說唯手機族是很重要的，智慧型手機在某些市場，像中國、韓

國可以不用帶錢出門，但一定要帶手機出門。」（焦訪） 

• 「你不會共用手機的，你不可能跟別人共用手機，這些人在螢幕後面更

容易更勇敢表達意見。」（焦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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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固網與行網的流量比例變化可以看出行動網路的成長，認為需

要納入手機調查，行動的訊務已經起來了，你必須正視這群人；行網跟

固網的使用狀況還是有差異，手機上的使用習慣和家裡上網習慣是不同

的，不管做什麼你必須考量到越來越多的族群，也要考慮不同族群的差

異。」（深訪） 

 

四、 智慧家庭 

去年的台灣網路報告中看到台灣智慧家庭的普及率尚低，但今年隨著更

多的應用推出，更多的廠商挹注資金開發於此，受訪者則認為商機未現，未

來乘著 5G 開台可能帶來一波正向衝擊。 

• 「智慧家庭現在有兩個困難－security、資費，security 用保險的方式

銷售，在 5G 時代 operator 可以進入 security 市場，資費和軟硬體成

本有關。」（深訪） 

• 「我們想知道 user 需要什麼，例如在外面想知道家裡狀況，這不是硬

體的問題，是服務，大家搶的是上面的服務，影片好不好看，服務需

不需要，這才是決策點。」（深訪） 

 

五、 5G 

5G 在台灣還沒有發照前，對受訪者來應用與服務都還是未知，因此抱持

不確定的態度，一個角度是認為還有發展空間和機會，一個角度是對部分產

業助益不大。 

• 「5G 的規格還未定，很難說，速度已經不是很重要，他比 4G 快太多，

機制就更重要了、重點還是上面的附加價值。」（深訪） 

• 「5G 對電商的幫助還好，因為連網速度對電商不是太大問題。」（深

訪） 

• 「5G 會給台灣很多機會，已經很多台灣廠商到國外去整合，台灣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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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方式加入，台灣應該也要發展自己的經驗。」（深訪） 

 

六、 Data（數據） 

受訪者提到的 Data 有應用和治理的角度，對業者來說 Data 的留存應用

就是商機、對使用者來說目前的 Data 自主權或應用還不夠具體實踐。 

• 「關鍵趨勢是 Data 和 Data 怎麼被運用。」（深訪） 

• 「現在發展的幾個關鍵都跟數據脫不了關係，台灣最大的痛點是數據

不在我身上，例如企業只有銷售會員等等。」（深訪） 

• 「國發會有 My Data（數位服務個人化），資料自主性，我們本來就有

請求資料副本這個權利，但知道這個事情的人可能是極小數的，你可

以個人化的服務，但在使用者實際看到是無法感同身受的。」 （深訪） 

 

七、 資安 

 被譽為戰略科技的資安議題，不只是因為挾帶產業發展機會，更是通訊

安全的核心技術，因此是必須要被納入討論的。 

• 「其實是對個資保護以後會影響最大的是資安法，子法通過有很多資

安需求會出來，會變成每家公司在法規上更注重這塊，會讓台灣資安

產業整合而且更有機會。」（深訪） 

• 「像是資安就是戰略科技，不要說這東西不賺錢就不做，而是那東西

可以保護其他產業。」（深訪） 

• 「當然是資安，資通安全法上所有機關都要有專職的人員，預算上有

資安的預算，不是資通訊的預算，作白帽駭客，有充足的收入、社群

資源，和數位政委或資安長有平等協作的關係，對年輕人來說有錢賺、

也要有社會意義，所以這兩塊都要做到才能留下人才，最核心的企業

就不會想要外包。」（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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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 

 其他議題因受訪者提及人數不多，因此獨立為一個項目，可列為 2019

台灣網路報告的未來議題，持續觀察其未來發酵程度。 

（一） 假新聞 

• 「假新聞的應對布局：用網路治理的方法、破除假消息的速度要很快、

必須揭露政治廣告資金。」（深訪） 

 

（二） 永續發展 

• 「2015 年聯合國公布了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所有政治性的部分都拿掉了，不管是不

是國家的身分，以任何身分都可以跟國家代表平起平坐，多邊治理模

式，COGOV(分散式共同治理架構)的想法，現在機制的基礎上以自主

橫向的方法，類似網路治理的方法，設計實作脫鉤，網路上的常模怎

麼作為法律落實，每個管轄領域可以去落實。」（深訪） 

 

（三） 長照、銀髮族和人口老化的議題趨勢 

 

第四節、 台灣網路報告建議 

訪談中也蒐集了專家業者們對於 2018 台灣網路報告的建議。 

一、 關懷學齡與高齡人口 

對於非工作人口區段的學齡與高齡人口來說，相對有醫療、教育、安全

監控的需求市場，同時這個族群相較下會需要親友、專家協助完成網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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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了解他們的使用情形有助於完善網路科技提供的使用體驗。 

• 「著重在年齡/Segment 喜好切分，…例如小朋友的上網行為這塊，上

網年齡層下降是趨勢，但幫他們決策的不是他們而是父母，所以父母

希望有什麼管控的方式讓小朋友使用科技產品，會是很多業者需要的。

以及長輩的使用行為，因為長輩不像小孩是必須依賴父母。」（深訪）  

 

二、 整體產業評估報告 

 除了持續使用者的使用行為與追蹤，也應該增加業者的看法和調查，協

助投資者與中小企業者了解市場總體表現，於內能引導中小企業發展垂直產

業整合，於外能作為吸引外資的基礎。 

• 「建議從另外一側，亦即內容端或是服務應用端，進行相關調查。例

如： 業者感覺國內網路的環境，頻寬是否充足，政府政策是否符合？」

（深訪）  

• 「透過基礎報告來吸引國外設點、外資，或是外資在看台灣市場，如

果看得很小也不是好事。如果有單位可以把台灣市場好好弄成一份報

告讓想投資台灣的公司，好好包裝讓他們想要投資台灣。」（深訪） 

 

三、 納入手機調查的必須性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年的調查，台灣單純仰賴手機上網的人口逐

年增加，而唯市話族 8.9%、市話手機雙用族 65.6%、而純手機族 25.5%，

市話除了以家戶為使用主體，唯市話族也少於純手機族，其不可移動的限制

下，能接觸的民眾有諸多限制，因此在進行 2019 台灣網路報告前，也該確

認如何透過合適的研究方法了解整體網民輪廓。 

• 「用手機調查而且應該要馬上開始做，手機民調絕對是必須的。」（焦

訪）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2NrZmlsZS9kNjZiNTk3NS1hMDNmLTQxZTktOGFjMi00YTQxZjc1YjI0ZDYucGRm&n=MTA35bm05omL5qmf5peP5pW45L2N5qmf5pyD6Kq%2F5p%2Bl5aCx5ZGK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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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學習質變的影響 

 隨著網路科技蓬勃、數位技術快速發展，數位學習也產生質變，重新定

義學習的內容和管道，學習不僅限於正規的教育體制，也沒有背景門檻和固

定的形式。因此了解網路科技怎麼促成學習、或想要學習什麼樣的網路科技

技術才是重點。 

• 「AI、大數據興起很多人靠自學讓自己增強這方面能力，很多學校課

程也開始彈性化，不限科班，不是只有資訊背景才學 AI，像是管理學

院也學，不管非正規體系或學校體系。」（深訪） 

• 「代表新一代的年輕人除了正規體系之外，很容易參加夏令營或訓練

營，增加跨領域和其他領域媒合。年齡層甚至有高中開始組隊等等。」

（深訪） 

 

五、 個資認知與安全 

提倡個資（個人 Data）自主權的概念、強調個資保護意識；從民眾對於

個資的認知與保護的角度來了解現況，目的是讓個資的治理受到重視，扭轉

舊有個資刻板印象並教育個資授權應用的權利，衍伸品牌或產業對於個資利

用的重要度，例如對台灣品牌揭露個資是不是比較可信？我期待我的個資被

運用在哪裡？ 

• 「個資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兩極的狀態，個資大家越來越重視，當大家

在按同意條款卻很隨意，這是很兩極，大家在理智思考會覺得重要，

但實際行為並沒有很在意。」（深訪） 

• 「最重要的提升大家對自己資料自主權的意識，本來個資法就可以行

使的權利，把資料給出去是一個信託關係，我還是原作者，不是一次

買斷，而是我不斷授權你可以持續使用我的個人資料，扭轉我們以前

覺得個資是資產。」（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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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在本章節中，將針對調查結果提出綜整的結論分析，歸納整體網路產業

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掌握網路利基市場，發展台灣數位經濟 

台灣長久以來產業端的厚實的工業基礎，豐富的資通訊產品供應鏈經驗，

打造品質保證與高信賴度的數位經濟實力，加上研發人才實力堅強，創造了

網路基礎建設完備的網路社會。然而網路新創門檻高、環境不友善，服務應

用產業資金密集導向，市場架構小、人口紅利將消失，都讓大環境客觀條件

不利於網路產業發展，因此台灣數位經濟成長需仰賴利基市場，關鍵是「smart 

early adopter」，關注主要趨勢和國際品牌的需求，靈活運用品質、速度和人

才，而不是在紅海中削價競爭。具體來說如智慧醫療、智慧城市等案例，結

合台灣完備的醫療經驗、智慧城市相關產業與實務操作，並與製造業跨界整

合發展應用，提供網路創新場域、提升網路產業收益。 

二、 接軌國際互利共生，推動南向開拓市場 

 不論是 GAFA 還是 FAANG，即使沒有在台灣落地，國際社群應用和科

技品牌都在台灣網路產業有很高的使用率，其他網路應用服務亦同樣面對國

際品牌挾帶著龐大的資金和資源來台搶奪人流和金流的情境，而台灣面對國

際產業來台的態度應由合作取代競爭，做到在地化應用，並作為國際品牌的

東南亞入口，發展台灣作為國際化橋梁。由內而外則是放眼國際，從東南向

開始前進全球市場，尋找能永續發展的數位經濟動能，從解決世界性的議題

來加入世界性的市場。 

從長遠來看，無論是學習或是商業活動，我們的人才需要國際化、了解

海外市場、創造更多國際接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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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縮減法制認知落差，共構自由公平市場 

無論是在討論網路環境的法規，還是尚未發生的 GDPR，產官界受訪者

皆存在認知歧異，前者例如業界認為法規未能與時俱進解決問題，而政府組

織則認為台灣法規富有彈性，並率先提供「創新法規沙盒」服務，能有效迎

接跨域趨勢、鼓勵扶植新創，兩造的認知落差可能來自實務尚未落實、未見

明顯操作效益等。而後者則是對於台灣尚未明確的 GDPR 法規，則是政府有

較多的正面期待，包括產業若能遵循歐盟規範，未來進入國際市場就能無縫

接軌，但業者則是負面看法，認為 GDPR 帶來威脅與限制，將不利於產業發

展，都是未來能積極縮減落差處。 

關鍵是產官界尋找實務上執法的平衡，既保護國內企業，也確保公平開

放的自由市場。 

 

四、 提倡民眾個資權利、落實個資授權意義 

 從應用面來看，民眾尚未被教育資料自主權的行使權利，因此對於個資

法的認知僅止於保護，還沒有應用的普及，除了需要政府單位持續推動 My 

Data 的類似服務，業者也有社會責任同步落實個資蒐集使用的簡化說明與意

識賦予，共同建構新的信任關係。 

五、 打造安全的網路社會，整合數據應用策略 

資訊安全不只是單純的網路科技，而是戰略科技和產業機會，行政院就

以「打造安全可信賴的數位國家」為願景，制定了國家資通訊安全草案，落

實數位國家安全的目標，除了完備資安基礎環境、打造安全的網路社會，同

樣可以提升網路資安產業能量，強化原本台灣網路產業就相當受到矚目的資

安發展實力，增加產業競爭力。 

除了數據安全，衍伸課題還有應用方式，公家研究機關有機會整合應用

數據來提供公眾使用，如 open data 的概念。 

 

https://achievement.ey.gov.tw/cp.aspx?n=959E599CFCB29C7B&s=97D890DD96E27F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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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網路基礎應用是標配、服務應用才是重點 

 從此次調查鑑別出來的趨勢議題中，排除 GDPR 屬於法規的範疇，手機

族和 5G 屬於網路裝置的基礎應用，多數的議題：人工智慧、智慧家庭、數

據、資安都環繞在網路服務應用，從議題的重要程度與發展機會來看，裝置

和媒介應用為基礎配備，網民使用的載具調整移轉為手機，但應該著重的是

隨之變化的網路服務應用，才是加值服務發展數位經濟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前述歸納聚焦的台灣網路產業現況與未來趨勢，鑑別出幾個量化

調查的方向：因時制宜的調查規劃、衡量公平活躍的網路社會發展、挖掘潛

在數位經濟可能性、觀察前瞻熱門趨勢議題。 

一、 規劃因時制宜的調查內容 

隨著市話的沒落以及手機的普及，為了解個人上網行為的調查，已不適

合透過家戶基礎的室內電話來進行，因此調整為合適的研究方法了解整體網

民輪廓為今年台灣網路報告的首要課題，並且從中應區別出市話和手機能接

觸到的個體差異與重疊性，並了解在接觸媒介上的使用強度，描繪使用需求

行為和未來趨勢。 

二、 衡量公平活躍的網路發展 

從訪談結果中得知，持續追蹤發布台灣網民的輪廓與使用行為有其價值

存在，也相當受到重視，這個調查除了是民眾數位生活的指標之外，也是數

位國家中強調的國民數位近用和落實全民科技的目標，因此台灣網路報告必

須繼續了解上網普及率的變化、網路基礎設施利用情形和網路服務應用，都

有助於監督促進公平活躍的網路社會目標。 

三、 挖掘數位經濟的潛在可能 

從調查結果中看到台灣產業機會與跨界發展的優勢，下一階段即可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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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網民在這些應用發展數位經濟的潛能與商機，例如智慧家庭的需求、人

工智慧的運用、對資訊安全的期待與顧慮與個資自主權的認知等。 

 

四、 觀察創新應用的熱門議題 

對於本研究鑑別出來的熱門議題，但卻又尚未開始進行的主題或應用，

如 5G、GDPR，可以做知曉度與認知期待的辨別，例如對個資自主的了解、

對應用的期待等，藉以提供業者建構產品與服務的參考、以及政府評量民眾

訊息理解的程度。了解民眾對於創新概念應用的了解，調查未來普及或落實

的期待程度，對比上對下的政策推進和下對上的認知差距，進行專家質化和

使用者量化兩研究的差異解析，提供網路產業發展的全方位角度。 

除了網路科技相關的熱門議題外，長期議題設定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從中擷取網路產業相關重要衍伸話題，提高數位科技關注層面的高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