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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眺望 2018 產業發展趨勢

AIoT ！席捲產業新革命
■文：工研院 IEK

展望 2018 年，IEK 預期 AI 與 IoT 將快速匯流，

進化為 AIoT，驅動智慧應用大鳴大放。然而，在 AI

關鍵技術不斷突破之際，產業面臨技術選擇、尋找

潛力應用等數位轉型的關鍵議題。工研院 IEK 主任

蘇孟宗指出，台灣的 AI 優勢在於製造業的終端資

料、各類型資料庫 ( 先進製造、健康醫療等 )、及半

導體核心運算技術等，應運用優勢扮演垂直整合或

生態系領導者的關鍵伙伴，同時透過智慧系統與服

務，可望提升製造業附加價值創造，強化供應鏈管

理與帶動新需求，也能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力，創

造新型態科技服務模式。例如，從生產過程中擷取

的各種資料，分析問題所在或可改善的地方，達到

提升良率、優化製程、縮短生產週期等效果。

半導體產業發展
回顧 2017 年，美國製造業回流、英國脫歐、

北韓核武威脅、美國與歐盟貨幣緊縮政策、以及中

國南海政策等，未來面臨諸多風險。另一方面，AI

智慧裝置真實走進每個人的生活，產業焦點也由物

聯網延伸至人工智慧。

工研院 IEK 主任蘇孟宗指出，由人工智慧所引

領的第四波科技創新正在發生，不論是既有產業的

轉型升級，或是新創企業的突破創新，人工智慧都

將是發展關鍵，如果能有效運用人工智慧，產業就

能提升競爭力。過去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分工

體系中，扮演製造加工的代工角色，然而在物聯網

時代下，蘋果、Alphabet、亞馬遜、微軟、阿里巴巴、

Facebook 等全球市值前十大的企業，則強調「以使

用者為核心的服務生態系」整合各種技術、系統、

利益關係人及供應體系等概念。

蘇孟宗因此認為，面對 AIOT 時代來臨，台灣

的AI優勢在於製造業的終端資料、各類型資料庫 (先

進製造、健康醫療等 )、及半導體核心運算技術等，

應運用優勢扮演垂直整合或生態系領導者的關鍵伙

伴，同時透過智慧系統與服務，可望提升製造業附

加價值創造，強化供應鏈管理與帶動新需求，也能

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力，創造新型態科技服務模式。

例如，從生產過程中擷取的各種資料，分析問題所

在或可改善的地方，達到提升良率、優化製程、縮

短生產週期等效果。

預估 2017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成長 0.5%，

2018 年再成長 7.1% 優於全球。2020 年產值上看 3

兆元新台幣。

工研院 IEK 觀察指出，隨著電子系統產品的

設計創新及智慧化趨勢，持續推動著全球半導體產

業向前邁進。如今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進入新台幣

二兆元世代。在台灣半導體產業一直向上成長之際，

隨著 AI 世代的來臨，亦朝向 AI 相關晶片設計、生

產與封測，以加速實現市場需求導向的創新半導體

應用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晶片嵌入神經網路處理

引擎 (Neural Engine) 趨勢，讓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的能力大幅提升，使得汽車、手機與

語音助理 ... 等各種應用領域得以進入後物聯網的

AIoT 時代，也牽引全球半導體設計業進入 AI 應用

新領域。隨著資料運算解析市場快速成長，對高效

能運算 (HPC) 及 AI 晶片的生產需求大增，半導體製

造業將持續投入 10 奈米以下邏輯製程與嵌入式記憶

體技術以因應。半導體封測業更投入異質整合封裝、

系統級封裝、扇出型和中介層等高階晶片的異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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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滿足 AI 晶片對先進封裝技術的需求。

因此，台灣半導體產業不論是出口、產值、附

加價值、就業人數、產業關聯效益，確實地支撐台

灣經濟命脈，實屬國寶級產業。政府正積極推動產

業創新，需要半導體為基石，而這些產業創新也是

未來半導體的重要應用市場，是帶動半導體產業再

躍進的動能。

工研院 IEK 預估 2017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

成長 0.5%，2018 年再成長 7.1% 優於全球。2020

年產值上看 3 兆元新台幣。

電子零組件與顯示器產業發展

工研院 IEK 觀察，2017 年全球景氣復甦腳步

更加穩固，歐元區、日本、中國大陸、歐洲新興市

億新台幣	 2013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7 年 (e)	 2017 年	

	 	 成長率	 	 成長率	 	 成長率	 	 成長率	 	 成長率

IC 產業產值	 18,886 15.6% 22,033 16.7% 22,640 2.8% 24,493 8.2% 24,604 0.5%
IC 設計業	 4,811 16.9% 5,763 19.8% 5,927 2.8% 6,531 10.2% 6,228 -4.6%
IC 製造業	 9,965 20.2% 11,731 17.7% 12,300 4.9% 13,324 8.3% 13,606 2.1%
晶圓代工	 7,592 17.1% 9,140 20.4% 10,093 10.4% 11,487 13.8% 11,926 3.8%
記憶體與其他製造	 2,373 31.2% 2,591 9.2% 2,207 -14.8% 1,837 -16.8% 1,680 -8.5%
IC 封裝業	 2,844 4.6% 3,160 11.1% 3,099 -1.9% 3,238 4.5% 3,332 2.9%
IC 測試業	 1,266 4.2% 1,379 8.9% 1,314 -4.7% 1,400 6.5% 1,438 2.7%
IC 產品產值	 7,184 21.3% 8,354 16.3% 8,134 -2.6% 8,368 2.9% 7,908 -5.5%
全球半導體成長率	 - 4.8% - 9.9% - -0.2% - 1.1% - 17.1%

表 1: 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TSIA、工研院 IEK、經濟部 ITIS 計畫 (2017/11)

資料來源：TSIA、工研院 IEK、經濟部 ITIS 計畫 (2017/11)

圖 1: 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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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俄羅斯等區域，皆獲 IMF 調高經濟展望，全球

經濟發生了近來規模最大的同步好轉之經濟狀況。

2016 年我國電子零組件產業連續第二年站穩

兆元大關，2018 年我國電子零組件產業預估將再成

長 3.0%，達 1 兆 1,040 億元新台幣。

由於前幾年智慧型手機帶動的龐大需求成長，

已逐漸達到飽和之狀況，2016 上半年景氣及出口皆

偏弱，惟下半年新電子終端產品上市拉貨，電子零

組件銷售值回升。因此，2016 年我國整體零組件產

業產值微幅下滑 0.9% 達到 1 兆 463 億元新台幣。

2017 年美國與歐元區製造業 PMI 走勢穩健，顯示

外部需求有所支撐，而市場亦預估 2018 年電子終端

產品出貨將較 2017 年成長，帶動資訊電子類產值

升至 6.47 兆元，年增 3.96%。然而，值得留意新世

代行動裝置出貨情況是否順暢而影響 2018 年 Q1 產

值成長。工研院 IEK 預估 2017 我國整體零組件產

業產值將穩健成長，達到 1 兆 718 億元新台幣。

在 LED 元件部分，2017 年我國 LED 元件產

值預期較 2016 年同期衰退 5%，第三季為電子業傳

統旺季，因此終端市場需求逐漸回溫，使得我國第

三季 LED 元件產值達到 240 億台幣，較第二季成長

5.2%。工研院 IEK 指出，礙於 LED 背光模組市場

已飽和，因此整體產值成長仍面臨挑戰。

而在印刷電路板產業方面，2017 年第二季末

市場稍有回溫，第三季開

始則呈現一個月比一個

月更好的市況，廠商第三

季營收相對第二季均普

遍成長，僅有約一成廠商

季營收呈現衰退的現象，

產業整體表現可謂旺季

更旺。其中軟板廠商表

現最為驚人，受惠智慧

型手機更多新規格納入，

包括更多鏡頭、感測器、

無線充電模組…，均使

得軟板使用量大幅增加。

因此工研院 IEK 預估，

2017 年台灣電路板產值將成長至 5,360 億新台幣，

成長幅度約在 5.5% 左右。

在被動元件產業方面，被動元件廠商 2017 年

的訂單成長主要來自於手機出貨旺價、車用市場需

求擴增、及 iPhone 8、華為、OPPO、小米等手機

品牌拉貨效應，加上缺貨潮引致的漲價效應，使整

體被動元件產值較去年同期明顯成長。整體而言，

2017 年台灣被動元件產值約為 1,338 億新台幣，較

2016 產值成長 6.4%。

在連接器產業方面，2017 年我國連接器業者

除受惠 3C 應用回穩帶動零件拉貨外，整體產業的

轉型也持續展現成效，除詮欣、矽瑪等業者相繼打

入 NVIDIA、Amazon、Tesla 等國際大廠供應鏈，

健和興也因應工業 4.0/ 無人工廠趨勢推出大電流

連接器，加上凡甲、嘉澤、優群等業者在雲端伺服

器的穩定成長下帶動 IC Socket/ 連接器出貨穩定上

揚，工研院 IEK 預估，2017 年整體連接器產值達到

1,800 億新台幣水準，較去年同期成長 2.5%。

在能源元件產業方面，2017 年我國能源元件

產業因下游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產品出貨表

現佳，美系智慧型手機用電池模組於 6 月開始小量

出貨後也成為第三季需求主力，同時台灣電池模組

廠商也陸續於第三季新增不斷電系統、中國大陸電

動機車等新訂單，部分業者成功轉型至毛利率較高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經濟部 ITIS 計畫 (2017/11)

圖 2：台灣零組件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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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力電池應用市場，刺激出貨數量與產值較預期

提升之狀況，加上出貨價格因上游原料 ( 電池芯 ) 等

漲價情形而有持穩甚至小幅調漲之情況出現，因此

工研院 IEK 預估，2017 年能源元件整體市場規模達

到新台幣 1,098 億元，較 2016 年同期產值微幅下

降 1.4%。

2017 年台灣小尺寸面板產值年成長率達

20%，IEK 建議業者未來應朝公共顯示器、車用面

板、電競面板等利基型產品或高階技術發展。

在顯示器產業方面，回顧 2015 ～ 2016 年，

受全球電子終端產品需求不振影響，全球面板價格

持續下探，衝擊我國面板產業產值表現，特別是大

尺寸面板等主力產品產值已連續三年減退。然而在

2016下半年，中國大陸、美國等市場需求止跌回升，

中國大陸對我出口訂單的回升使得整體面板產業銷

售值、出口值、與主要廠商的營收年增率等均恢復

正向成長。總結 2016 全年台灣面板產值為 8,121 億

元，較 2015 年微幅下跌 0.3%。2017 年景氣持續上

升，且在 2016 低基期的比較下，我國大、小尺寸面

板產值均有所成長，特別是以智慧型手機為主要應

用的小尺寸面板成長達 20% 以上。工研院 IEK 預估

2017 年我國面板產業產值為 8,980 億元，較 2016

年成長達 10.6%。

展望 2018 年，工研院 IEK 預測台灣面板產

業產值年增率將持平 -1.7~1.0%。正項因素包括：

2017 ～ 2018 年歐美經濟穩定，終端消費市場增溫，

有利延續面板產業成長趨勢。其次，中國大陸需求

回升加上十一長假備貨需求，有利我國出口訂單持

續增加。工研院 IEK 建議國內業者朝公共顯示器、

車用面板、電競面板等利基型產品或高階技術發展，

產品結構調整對獲利有正向幫助。

智慧車輛產業趨勢
全球 2017 年汽車銷量有望突破 9,500 萬輛，

由中國大陸、日本、印度及德國車市表現帶動全球

成長動能；全球電動車銷量有望於 2017 年突破 300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經濟部 ITIS 計畫 (2017/11)

圖 3: 台灣顯示器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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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輛水平，繼 2016 年後持續保有超過 20% 成長率。

工研院 IEK 分析師謝騄璘觀察指出，2017 年

全球車市呈現穩定成長態勢，中國大陸、美國、德

國及印度均見銷量成長動能。亞洲方面，中國大陸

SUV 車型持續熱銷、三四線城市用車需求支撐銷量

表現、一帶一路政策使出口表現回溫帶動消費者信

心；日本隨小排氣量暢銷車型改款，搭配 2016 下半

年暢銷車型改款效應延伸，逐漸撫平稅率上調前提

前搶購效應；韓國隨現代汽車大規模勞資糾紛影響

漸減及加速推出環保車款帶來利多；印度雖 2017 上

半年高額紙鈔廢除影響消費者信心，但隨經濟穩定

增長、原油價格仍處低檔、車廠積極投入SUV車型，

整體車市仍呈樂觀，全球銷量有望突破 9,500 萬輛。

我國 2017 年汽車整車產業，雖受惠於汽車汰

舊換新貨物稅補助政策鼓勵換車、國產暢銷車型改

款、原油價格相對低檔等條件，但 Toyota 全球出

口基地產能佈局調整對我國外銷影響持續浮現、舊

車換新補助效益略減及進口車銷量持續走強之影響

下，預估全年產量較 2016 年小幅下滑 3.8%。

在電動車產業方面，全球電動車產業銷量有望

於 2017 年突破 300 萬輛水平，繼 2016 年後持續保

有超過 20% 成長率，混合動力車持續扮演銷量支撐

主力，約佔電動車總銷量之 67.5%。日本、美國及

中國大陸蟬聯電動乘用車單國銷量前三，後追者逐

漸侵蝕最大品牌 Toyota 市場市佔，Nissan 有望超

越 Honda 位居第二位。在此全球積極降低碳排放量

趨勢下，具零碳排放特性之電動車輛，將持續扮演

車廠對應未來國際標準必要策略路徑之一。

工研院 IEK 預估 2017 年台灣電動車總銷量小

幅下滑，但持續維持 8 千輛以上規模，國產電動車

亦於配備升級售價調降策略帶動下刺激產量表現。

我國電動車產業鏈自上游材料端至下游服務端均有

廠商投入，法人聯盟已累積多樣化產品與技術能量。

近期電動車熱潮興起，亦可見多家我國廠商成功打

入國際電動車品牌供應鏈。工研院 IEK 建議，隨全

球電動車銷量持續升溫，我國具備混合動力車型及

純電動車型組裝經驗，可結合本土優質汽車零組件

供應鏈及維修體系，持續強化產品設計及設計變更

能力，提早佈局維修保養、組裝及關鍵零組件及次

系統開發能力。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經濟部 ITIS 計畫 (2017/11)

圖 4: 台灣汽車零組件產值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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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因對北美與新興國家市場出口增加，預

估產值新台幣 2,009.4 億元，較 2016 年成長 2.3%，

台灣汽車零組件產業受限於內需市場，拓展外銷才

能創造新的契機。　

國產零組件市場變化受到國內整車零組件需

求與外銷市場影響，國內整車零組件需求一方面受

到整車銷售量影響，另一方面亦與國產化率相關。

2016 年全球景氣成長趨緩影響汽車零組件外銷表

現，產值新台幣 1,964.2 億元，2017 年因北美與新

興國家市場略有成長，產值新台幣 2,009.4 億元，

較 2016 年成長 2.3%，工研院 IEK 分析師蕭瑞聖建

議，台灣汽車零組件產業受限於內需市場，拓展外

銷才能創造新的契機。

台灣汽車零組件多屬於機械加工與塑膠射出成

型件，且較高比例以售後市場為主，近年來雖然整

車內銷市場震盪起伏，但汽車零組件在累積競爭實

力後，每年外銷金額持續擴大，領導廠商藉由海外

投資或設廠、網路佈建、行銷據點、廠商技術合作、

合資等方式，進入國際車廠原廠委託製造供應體系，

布局全球市場，無論是售後服務或原廠委託製造，

都累積相當實績，因應全球市場趨緩、產能過剩、

各個區域國家相互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環境下，汽車

零組件產業所面臨的衝擊遠大於汽車整車廠。

展望未來，汽車零組件將朝向模組化、智慧化、

電動化與輕量化發展，因應新興國家汽車低價化、

小型車、多功能車輛需求與先進國家汽車零組件高

值化、新能源與電動車輛等多樣化需求，工研院 IEK

建議台灣汽車零組件廠商宜朝模組化或系統功能發

展，投資智慧製造技術，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建立

國際分工，才能維持產業競爭優勢與企業獲利。

2017 年電動機車全球銷量將達 33.3 萬輛，市

場占比以亞洲為最大市場。預估 2017 至 2020 年年

複合成長率為 12.3%，全球電動機車總銷量將有機

會達到 84.5 萬輛。

2017 年電動機車全球銷量將達 33.3 萬輛，市

場占比以亞洲地區 76.8% 最高，歐洲地區 18.4%，

美洲地區 4.2%，其他則占 0.6%。隨著各國環保法

規日益嚴苛、關鍵零組件技術逐漸成熟使成本降低、

能源基礎建設逐漸完備等因素，工研院 IEK 預估

2017 至 2020 年年複合成長率為 12.3%，全球電動

機車總銷量將有機會達到 84.5 萬輛。( 圖 5)

工研院 IEK 分析師曾郁茜觀察全球電動機車產

業現況，指出市場具有兩種推移效果，一為燃油機

車減少、電動機車增加；二為輕型電動機車成長趨

緩，中重型電動機車成長加速，使市場陸續出現許

多黃金交叉點。伴隨各國政策鼓勵及經濟水準提升，

電動機車未來成長動能為機車需求強烈的東南亞及

印度等新興市場，歐美地區則因購車補助、能源補

圖 5: 全球電動機車銷售量預測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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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設施設置補助及減稅、相關汽柴油車輛禁行法令

頒布等因素帶動電動機車銷量成長。

全球電動機車發展帶來許多值得思考的議題，

例如在充電與換電議題上，為貼合機車機動性高之特

性，換電在近年來逐漸成為趨勢；商業模式方面，可

觀察國際市場具有兩種現象，一為電動機車製造商延

伸為服務營運商，二為中間單位崛起，居於製造商與

消費者間提供服務。電動機車商業模式正朝創造產業

附加價值的商品化與服務化發展，可分為醫療照護、

服務產業、交通運輸、個人移動等四面向。

綜觀國際發展現象對應台灣未來布局，工研院

IEK 認為台灣電動機車產業具有完整且反應快速之

產業鏈，且擁有高度機車自製率及龐大機車需求練

兵場，在電動機車產業上具相當優勢，關於台灣電

動機車未來發展與商機，建議可從新技術 / 材料、

新設備 / 系統、產業升級與轉型等三大面向深究，

以期在快速成長的國際電動機車市場中站穩腳步。

生醫及健康照護產業趨勢
回顧 2016 年，全球政治及經濟環境有許多的

變動，包括：美國川普總統當選後對於醫療器材產

業有多項改革計劃、歐洲經濟體面臨龐大挑戰、英

國脫歐也影響了西歐國家醫療器材產業發展的成長

性，以及日本持續執行貨幣寬鬆政策帶來經濟復甦、

高齡需求湧現也帶動未來成長機會，這些主要國家

的變動將會影響全球整體經濟的表現，也反映在全

球醫療器材的整體數據。

全球醫療器材需求持續成長，台灣醫療器

材產業需結合跨領域技術提升關鍵能量，

布局新興市場掌握商機

工研院 IEK 觀察醫療器材產業未來發展，高齡

化醫療照護需求湧現，以及醫療費用有效性運用，

仍是產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與關注焦點。

在全球人口高齡化趨勢下，醫療照護需求持續

攀升，先進國家應用創新技術，包含生理訊號監測、

資料交換平台、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精準醫療

及智慧機器人等，積極尋求更有效率的醫療解決方

案。另一方面，發展中的新興國家逐步透過醫療改

革政策建立醫療照護體系，將投入更多的基礎醫療

建設資源，因此成為各國廠商積極布局的目標，預

估未來全球醫材市場將持續穩健向上成長。依據 BMI	

Research 的研究報告指出，2016 年全球醫療器材

市場規模約為 3,361 億美元，預估 2019 年可成長

至3,891億美元，2016-2019年複合成長率達5.0%。

隨著各國積極投入醫療器材產業，台灣政府也

積極擬定創新產業政策，生技醫療產業已被納入台

灣重要創新研發產業政策之一，目標願景在於建置

台灣成為亞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內容包含前瞻技

術開發應用、法規鬆綁、吸引人才、扶植高階醫療

器材及建立智慧健康服務品牌，皆顯示台灣政府對

於生技產業的重視，在相關的政策鼓勵支持下，預

期台灣醫療器材產業也將有新一波的成長。

工研院 IEK 指出，2016 年台灣醫療器材產業

產值為 1,008 億新台幣，較 2015 年成長 6.9%，台

灣醫療器材產業已有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供應

鏈及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精密機械、材料、電子電

機、資通訊科技、工業設計等周邊產業支援，已具

備良好的產業基礎，產品品質優良也已受到國際肯

定，例如：隱形眼鏡、行動輔具、血糖監測設備、

高階導管等項目都有不錯的表現，製造技術上已累

積穩定的產品品質與良率，且逐漸以自我品牌拓展

海外市場下，將持續維持出口動能。

展望未來產業發展前景，工研院 IEK觀察認為，

資料來源：2017 年台灣醫療器材產業調查結果；工研院 IEK 
ITIS 研究團隊

圖 6: 醫療器材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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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高齡化議題持續延燒，無論是先進國家或

者是新興國家同時面臨後續衍生龐大醫療支出問

題，相關衛生政策與法規規範也與時俱進調整更新。

因此，廠商除了配合當地政府健康支出政策考量外，

也需因應當地市場需求變化，適時提供對應性產品

以滿足當地需求。

工研院 IEK 建議，台灣廠商未來若能持續掌握

使用者需求，並結合跨領域技術發展關鍵技術，控

制生產成本發展高效益的產品，朝向高階與高價值

創造之醫材發展，透過布局新興市場並加入服務模

式的設計以開創產品價值，將有望進一步推升台灣

醫療器材產業的競爭力，在全球醫材市場展現更大

的發展前景。

健康照護產業蓬勃發展，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的應用將成為下一波運動科技應用的新趨勢

在健康照護產業部分，工研院 IEK 觀察指出，

受到運動健康風氣以及高齡社會來臨影響，健康與

照護產業走出過去傳統服務業的氛圍，愈來愈多的

物聯網 (IOT) 技術、AI 人工智慧、感測技術應用的

案例出爐，健康與照護產業蓬勃發展。

從高齡社會趨勢來看，樂齡族群價值觀漸漸走

出傳統家庭格局，擁抱獨立與科技，嬰兒潮在退休

經濟狀況良好的助力下，這時代的樂齡族反而成為

最閃耀的一群，無論東西方，樂齡論述都無異地打

造自信與銀髮美學。

在台灣，樂齡族無論在休閒活動、運動習慣、

旅遊行為、科技產品的使用幾乎不急追猛趕。需求

端如此熱烈，供給端在健康和照護上的應用也出現

大量應用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的趨勢予以回應。

例如：以 O2O 模式串接照護服務已經不是最創新的

服務模式，以智慧功能的數位助理、感測器串接服

務的方式更為直覺易用。此外，連社交與回憶的服

務也出現以虛擬實境 (VR) 方式，透過 AI 人工智慧

技術抓取個人化老照片縫製具沉浸式的虛擬場景，

讓樂齡族重新回憶青春。

在行動健康 (mhealth) 管理產業面向可見幾類

應用，包含：生理數值、運動與飲食營養等，近來

發展快速的還有睡眠管理等，皆顯示消費者在即時

管理、快速確認和問題解決透過行動載具一站完成

行為養成，更落實在健康領域中。全球 mhealth 應

用類別占比以運動項最高，約占 36%，據市場研究

機構 Research2Guidance 調查預估，全球 2017 年

行動健康服務的市場規模將達 260 億美元，其中，

APP 應用內容中，由 2014 年 29% 運營商著重在

APP 健康管理內容服務，在 2017 年成長至 69%，

主要包含健康管理的內容應用在健身管理中的大幅

提升與飲食營養管理上躍進。

而健康管理應用在 app 服務多元，也貼近消費

者對於行動管理的需求，故多數硬體供應商除透過服

務提供消費者加深黏著度外，由於 app 應用在資訊取

得和最後一哩接近消費者效益極大，故許多業者也積

極拉攏龐大會員數之平台商或甚至本身開始運營一個

整合產品或服務供給的平台，成功營造導客商業模式

也成為多類業者進入行動健康管理市場主因。

工研院 IEK 也觀察到，台灣民眾近年的運動健

康意識上快速提升，受到健康意識抬頭、運動健身

風氣提升、路跑活動風潮與 2017 台北世大運動的影

響，台灣對於專業運動的重視度以及從事運動的人

口逐年增加，從運動健身場館與國民運動中心的快

速增加，可見一斑。隨著智慧穿戴與智慧行動裝置

的成熟，為滿足消費者的在運動前、運動中與運動

後的各種需求，在運動健康促進服務的範疇有著顯

著的變化，近年興起的產業包含運動健康顧問服務、

運動軌跡紀錄平台、運動影音匯流平台、運動資訊

平台等，台灣已走進多元的運動科技應用時代。

另外，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應用將成為下一波

運動科技應用的新趨勢，拜智慧穿戴的成熟與普及

所賜，運動中所蒐集活動者的生理數據日趨完整，

準確度也大幅提升，直接催生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在運動數據上應用，在過去一年來已激盪

出許多火花，未來無論對於專業菁英運動員或是一

般休閒運動民眾，人工智慧的成熟將帶給運動服務

與產品更多元的應用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