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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在今日的物聯網環境中，市場的需求有賴多個企業共同來滿足。合作與競爭
關係往往同時存在於兩個企業之間，使得僅針對競爭或僅探討合作關係的傳統策
略分析方法，產生了侷限。因此，以「一群相互連結，共同創造價值與分享價值
的企業」為研究對象的「商業生態系統」觀點，逐漸受到重視。但過去相關研究
主要著眼於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的角色，對於商業生態系統整體的變遷較少著
墨。
本研究以動態競爭理論為基礎並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探討物聯網商業生態
系統之間的互動態勢，並且運用深度訪談法，了解物聯網產業內個別廠商對於通
訊規格競爭的看法。
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清楚描繪並歸納出物聯網的變遷動態。有別於以往靜態的
分析模式，研究結果具有理論與實務的參考價值。就理論來說，本研究藉由商業
生態系統所面臨外在環境變遷過程之探討，發現廠商之間存在既競爭又合作及既
合作又競爭的關係，研究了動態競爭理論的研究範疇。在實務上，本研究指出，
不論是否具備主導地位，廠商都應該了解並掌握整體商業生態系統的變遷，才能
在瞬息萬變的經營環境中長久生存。文末也討論了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字: 物聯網、動態競爭理論、商業生態系統、競爭與合作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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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business environment, firms can no longer fulfill all customers' needs alone.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eet customers' requirements. Therefore, many firms
inevitably share a common fate. As a result, firms now often cooperate while als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raditional strategic analysis
frameworks appear to have their limitations. A new approach, business ecosystem
perspective, has thus gained popularity. This new approach, by analyzing a group of
interconnected firms who jointly create and share value, has been providing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both academia and practitioner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theory and applies the secondary data
data collec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ecosystems. The study also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to learn ndividual
manufacturers’ ideas about the competiton among various communication
specification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clearly depict and summarize the rapidly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IoT ecosystems. Unlike conventional sta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hav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psetcive, the
study expands the examinations of competitive dyanmics theory from intra-industry
competition to the conext of cross-industry ecosystems. From the practices view, the
finding shows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firm occupi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it
should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changes of the whole business ecosystem in order to
sustain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Limitations ans future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as well.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IoTs, competitive dynamics theory, business ecosystem, dynam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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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13 年上映的電影《鋼鐵人 3》(Iron Man 3)1裡有一段有趣的對話：鋼鐵人
因一場爆炸案迫降在田納西州的玫瑰山，損壞的鋼鐵盔甲經過幾番維修後連上網
際網路，並嘗試從惡劣的環境中起飛，鋼鐵人管家 Jarvis 對鋼鐵人 Tony Stark
說：「主人，我們還應做 100 多萬兆的計算才能開始實際飛行。」鋼鐵人回應：
「Jarvis，有時候你必須先跑起來在你學會走之前。準備好了嗎?預備 3、2、
1。」這是在許多科幻電影裡常見的情節，將人類對於智能生活的想像勾勒出
來。
目前的對話式介面技術，還無法創造出像 Tony Stark 那樣和人工智慧
JARVIS 對話的場景，但是物聯網的技術正在讓一切朝著美好的方向發展。以一
個簡單個概念來說，所謂的物聯網即是讓機械裝置本身具備自主思考能力。
物聯網的興起讓機械學習（Machine Learning）這個概念更受討論，器學習先
驅 Arthur Samuel(1959)說:「機器學習使電腦賦有學習能力，不需要顯示的程式指
令就能創建演算法，從資料中學習並做出預測」，物聯網將實踐於裝置與裝置間
彼此產生連結，並透過設計的情境規則(Rule engine)讓系統經過思考後，讓裝置
產生最適合的行為。
近年來，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這個名詞受到媒體關注，一躍成為最熱門
的話題，各家廠商紛紛推出與物聯網應用相關的產品，為消費者創造出無處不智
慧的全新生活型態。2016 年初的消費電子展(CSE)2展中，谷歌(Google)與福特汽
車(Ford Motor Company)展示無人駕駛車產品、韓國家電大廠三星(SAMSUNG)的

《鋼鐵人 3》(Iron Man 3)：2013 年上映的超級英雄電影，根據 Marvel 漫畫改編。
消費電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簡稱 CSE)：國際性電子科技產品貿易展覽，每年 1 月於
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會議中心舉行。
1
1
2

4K 電視 Tizen OS TV、LG 的新一代智慧家電、Android Wear 陣營的智慧手表、
宏達電(HTC)的 VR 裝置等等，從虛擬實境、自動駕駛汽車、智慧家電與穿戴式
裝置等產品趨勢的主軸都是「物聯網」。
簡單來說，物聯網指的是物物溝通(M2M)的概念。物品與物品間構成網路
(network)，並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傳遞訊息並作動，即為物聯網的樣貌。以網
際網路為中心，透過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資料儲存與處理裝置(Analytics
Data Storage Device)、具通訊功能的裝置(IoT Device)三個構面，透過裝置擷取數
據(Data)並將數據上傳至網際網路，再利用資料處存與處理裝置將數據境過分
析，在傳遞至距通訊功能的裝置。同時，使用者能利用行動裝置遠端遙控其他裝
置。藉由上述三個構面，連結出物聯網系統。
目前已知道的物聯網應用包含：智慧家庭(smart home)、智慧建築(smart
building)、網聯車輛(connected vehicle)、智慧電網(smart grid)、醫療看護
(eHealth)、物流管控(logistics)、自動化農耕(agriculture automation)等，範圍相當
廣泛，相對市場也非常可觀。根據產業研究機構顧(Gartne)的研究預測，2016 年
全球將會使用 64 億個物聯網裝置，較 2015 年增長 30%，到了 2020 年，全球所
使用的物聯網裝置數量將成長至 208 億。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資訊(IDC)研究結
果顯示，預計時至 2020 年物聯網將創造高達 1.7 兆美元的物聯網市場規模。換言
之，物聯網正在以一個超乎預期的方式成長，因此吸引各家大廠爭相競爭。
如何讓物聯網中的異質裝置，在同一通訊規格下，彼此可以互相溝通，讓眾
多應用連結成一個更大的網絡，是目前物聯網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因此，在市
場上有能力制定通訊規格的主要廠商，紛紛提出不同的通訊規格，例如：以高通
(Qualcomm)為首的 AllSeen Alliance、Google 旗下子公司 Nest Labs 提出的 Thread
Group、英特爾(Intel)主導的開放互連基金會(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等等。
物聯網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有效地蒐集使用數據，將數據發展至不同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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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效收集數據的通訊規格平台相對重要，共通的規格能使數據傳遞更有效
率，如果裝置與裝置間存在著數據與資訊轉換的困難，便失去了物聯網的便利
性。
眾多的通訊規格與平台的建置，讓物聯網的規格發展形成百家爭鳴的情況，
反而成為物聯網發展的障礙。 面對通訊規格多樣所形成的發展障礙，本研究希
望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觀點討論分屬不同通訊規格的主導廠商，與其聯盟類的成員
廠商如何受到外在環境影響行而形成各聯盟？廠商與廠商間的互動現況分析，了
解廠商在面對不同通訊規格的回應，進一步發掘各個通訊規格形成因素與影響未
來發展的關鍵因素。希望藉由此研究解答上述問題，提共廠商未來方展的參考，
並補充以往研究對於物聯網通訊規格下廠商互動關係討論的不足。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物聯網並非全新的技術概念，而是在既存通訊技術規範下，尋求一個共通的
語言。在物聯網產業發展時，該選擇何種通訊規範做為共通語言往往是廠商最主
要的發展障礙。
一旦決定物聯網平台規格，等同決定該產品未來存續與發展的可能性。如前
所述，有能力的大廠無不竭盡全力建構各自的平台規格，拉攏不同領域的物聯網
廠商參與陣營，希望能在這場工業 4.0 的規格戰爭中勝出，收割成果獲得利益。
本研究從 Moore(1993、1996)、Iansiti & Levien (2004a,b)等學者所提出的商業
生態系統的觀點，描繪現今物聯網平台規格的商業生態系統。目前已有對於物聯
網商業生態系統的討論，多以商業模式如何發展、廠商間如何合作等討論為。然
而，都是針對單一應用的生態系統做討論，例如：車聯網、智能家居的商業模式
與生態系統，尚未有以跨應用的通訊規格與平台的角度討論物聯網的生態系統。
以往的競爭策略分析多是以單一產業或企業為主體，利用五力分析(Porter
five forces analysis)、價值鏈(Michael Porter's Value Chain Model)。本研究的對象物
3

聯網平台規格，因物聯網發展而形成產業間界線越來越模糊的現況，採用商業生
態系統概念，作為討論不同規格聯盟發展的參考。
透過商業生態系統概念，釐清各個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的廠商所扮演的角
色，並進一步討論彼此間的關係。此外，因為物聯網科技發快速，廠商間的互動
更為頻繁，廠商與廠商間的關係處在變動的狀態。故此，本研究在商業生態系統
分系架構下，引用動態競爭的競爭分析(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討論廠商間關
係，並以 AMC 三環透視法對於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內的廠商期行動與對其他廠
商的行動回應討論。
本研究根據上述觀點商業生態系統概念、動態競爭概念，以次級資料分析法
與深度訪談法作為探究工具，從商業生態系統概念上的關鍵廠商(keystone)與利基
廠商(niche)不同的角度適討論以下問題：
一、關鍵廠商(keystone)
1. 總體環境的變動下，對於關鍵廠商的影響為何？
2. 關鍵廠商組成不同通訊規格聯盟的動機？(迎合市場需 /創造市場需求 / 其他)
3. 各通訊規格聯盟競爭現況的分析，與影響存續的可能因素。
二、利基廠商(niche)
1. 影響利基廠商進入某一聯盟或進入多個聯盟的因素？
2. 利基廠商選擇一個或多個聯盟加入，對整個物聯網生業生態系統有何影響？
3. 利基廠商間的競爭與合作現況分析，討論利基廠商是否可能提出更積極的策
略，保持自身在聯盟的優勢。
透過本研究討論商業生態系統廠商間除了合作或競爭的關係外，也有既競爭
又合作、既合作又競爭等關係。並透過這些關係的了解，釐清物聯網所面的通訊
規格問題與可能影響規格存續的原因，為往後的研究者作為觀察或分析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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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研究由第一章緒論，闡述物聯網的相關背景與研究問題。第二章物聯網內
涵的分析討論其本質，與相關的產業環境。進一步於第三章文獻探討中，以商業
生態系統的概念引出本研究中心思想，同時，分列近年來重要的生態系統內廠商
間競爭與合作個案，提出以動態競爭觀點看待商業生態系統中不廠商間的經爭與
合作關係。
從物聯網環境到其發展架構的闡述，與相關文獻探討引導出第四章研究設
計。研究設計與方法選擇，根據商業生態系統理論描繪的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
以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與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進一步分析物聯網的商業生態系統。第五章研究發現則總結各大廠商
的相關資料提出物聯網通訊規格發展分析，並以相關從業人員訪談，從實務經驗
了解業內人士對物聯網的商業生態系統的看法。最後，總結上述研究過程提出物
聯網商業生態系統發展小結，與相關研究意涵引導出本研究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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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通訊規格發展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主要廠商形成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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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發展
▸物連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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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DVD&BD、

關鍵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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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競爭理論

第二章 物聯網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一詞廣泛出現於各種產業與領域中，從居家、商
業、農業、車用、醫療等等都能發現與物聯網概念結合的產品。然而，物聯網並
非一個全新的技術，而是承襲過往各種技術的總和，所提出的集合概念。本章將
由與物聯網發展相關的歷史沿革出發，了解此一名詞的內涵。再透過物聯網架構
的說明，點出目前物聯網產業發展的現況與介紹本研究的焦點廠商，作為物聯網
商業生態系統之動態競爭與動態合作討論之引導。

第一節 從網際網路(internet)到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近年來，物聯網一詞受到媒體關注而成為話題，各種產業、各類產品只要掛
上物聯網一詞彷彿能引領潮流發展。然而，物聯網不是一種全新的技術，而是集
結既有技術之大成，所形成的生態系統。為了解物聯網，必須追本溯源從其發展
基石網際網路開始看起。
網際網路起源於 1960 年代的美國。1960 年代以前，美國除了軍事單位之
外，學術機構也具備資訊分析處理功能的電腦設備，當時美國正處在美蘇冷戰時
期，美國國防部擔心重要軍事設備會受到敵軍攻擊而潰於一旦，積極投入資源展
開大規模的網路實驗計畫。
1967 年，“阿帕網之父”Larry Roberts 加入美國高級研究計劃署
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着手籌建「分佈式網絡」。同年，就
提出阿帕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ARPAnet)的構想，世界
上第一個運營的封包交換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網絡，它是全球網際網路
(internet)的始祖。1969 年底，阿帕網正式投入運行。
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的出現，是網際網路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
不同的裝置進行資料交換必須建立在共通語言上，並且為了讓資料傳遞更快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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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必須建立更多節點，以防單一節點損壞，而造成資料傳遞缺漏。
在分封交換的概念下，阿帕網(ARPAnet)陸續發展出 NCP(network control
program)的網路協議，各地的電腦利用稱為 IMP(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的分
封交換節點進行連結。以現在的使用角度來說，NCP 是今日 TCP/IP 的前身、
IMP 就是現在閘道器或是路由器的功能。
經歷多次發展版本變革，TCP/IP 在正式應用到 ARPANet 之前，共歷經 4 次
的變化，變成我們所熟知的 IPv4。
1983 年，所有連結到 ARPANet 的電腦都必須使用 TCP/IP 網路協議，舊的
NCP 協議被完全廢止。此外，ARPANet 越來越龐大，故分割成 2 個部分，一部
分仍稱為 ARPANet，供未來的學術研究用途；另一部分為 MILNet，專供美國國
防部使用。從這裡開始，展開民間網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網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etwork, NSFNet)的發展。NSFNet 幾經設計跌，網路速度越來越快，
同時 ARPANet 預算刪減，1989 年 ARPANet 正式宣告終止，由 NSFNet 接手
ARPANet 的網路服務。
1991 年，WWW(World Wide Web)結合 HyperText、TCP、DNS 技術，將網
路視覺化呈現，使得網際網的服務變得更加容易使用，加速網際網路的普及。同
年 9 月 1 日，Ubiquitous computing 之父，Mark Weiser 提出《21 世紀計算機》論
文於《科學美國人》雜誌。Mark Weiser 倡導重新思考計算機的概念，將計算機
整合到自然人文環境，然後使其無處不在。在文章的前言提到: 特別設計的軟硬
體，經由有線或是電波、紅外線，它們太過普及，以至於沒有人注意到其存在。
某個程度來說，這可以說是物聯網概念的開始。
1995 年，Bill Gates 在《未來之路》一書也提到物聯網的概念: 遺失的相機將會自
動發送所在位置訊號給失主的情境。受限於當時的無線網路、硬體及感測設備的
發展，當時未受到重視。僅僅被當作是科技巨人對於未來的想像。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此一詞彙於 1999 年，時任 P&G 的 Kevin Ashton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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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當時 Kevin Ashton 引入 RFID 管理 P&G 的供應，透過感測器(Sensor)或
無線射頻標籤(RFID tag)裝置在物體上，以有線、無線等通訊技術傳遞訊息，讓物
體具備智慧化自動控制與反應等功能，這已經是現今物聯網概念的實踐。2005
年，國際電信聯盟(ITU)正式稱物聯網為“The Internet of things”，併發表了年終
報告《ITU 網際網路報告 2005：物聯網》。報告指出，無所不在的物聯網通信時
代即將來臨。
從網際網路的發展到物聯網的開始，可以發現美國國防部將 TCP/IP 標準開
放出來，以及 WWW 的無償使用，使得現在人類社會溝通更便利，發展迅速並促
成網際網路到物聯網時代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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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物聯網發展歷史

年分 關鍵字

內容

1967 ARPANet

阿帕網 (ARPANet)計畫誕生。
世界首次的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技術研究計畫開
始。

1969 ARPANet
正式運作
1973 TCP/IP 協議

ARPANet 以實驗性質誕生，草創的網路節點只有美國
西部 4 個網路節點。
TCP/IP(網際網路的通訊協定(Communications Protocol)
最初版本發表。

1983

ARPANet 被分成兩部分，用於軍事和國防部門的軍事
網和用於民間的 ARPA 網版本。所有連結到 ARPANet
的電腦都必須使用 TCP/IP 網路協議，舊的 NCP 協議被
完全廢止。

1986 NSFnet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建立了大學之間互聯的骨幹網路
NSFnet。1989 年 NSFnet 正式取代 ARPANet。

1991 Web

世界第一個網站設立。
Ubiquitous computing 之父，Mark Weiser 提出《21 世紀
計算機》論文，首次出現物聯網概念。

1995

比爾蓋茲在 1995 年《未來之路》一書提出物聯網概
念。

1999 IOT

Kevin Ashton 首先提出物聯網這個名詞。當時 Ashton
為 P&G，開始引入 RFID 管理 P&G 的供應鏈。

2005

國際電信聯盟於 2005 年正式提出物聯網概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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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物聯網架構
互聯網的發展，著重在人與人、人與機器的互動。人們透過系統下指令，
系統執行人類的指令；人們透過系統下指令，傳達訊息給其他人，透過系統產生
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互動關係。
物聯網基於互聯網的基礎，除了人與人、人與機器的互動之外，更強調機器
與機器的互動。機器透過附加的感測器收集數據，傳送給管理平台，再由管理平
台根據事先設定的不同情境規則(Rules engine)分析回傳的數據後，再回傳訊息給
裝置並下行動令給末端的裝置。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提出的 Industrial Internet Reference
Architecture（IIRA）之定義，從實際功能分類，物聯網在概念上可分成 3 層:最接
近受控硬體的裝置層（edge tier）、串連裝置層與企業層的平台層（platform
tier）、企業層（enterprise tier）。這 3 層各司其職，同時又環環相扣 (圖 2-1)。
以下僅對三個不同層面做介紹，提出未來發展的可能問題，作為後續章節討論的
議題。
企業層

各種應用軟體（application）

扮演物聯網系統內的兩大功能
平台層

裝置管理

資料處理分析

（device management）

（data analytics）

透過數據傳述技術，將獲得的數據分析，傳遞給上下應用層。

各種裝置(Device)
裝置層

感測器

閘道器

通訊模組

(sensor)

（Gateway）

(Module)

終端產品(End Prodcut)因搭載裝置，使得機器與機器間彼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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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物聯網架構

資料來源: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Industrial Internet Reference
Architecture（IIRA）
一、裝置層（edge tier）
裝置層即為各種感測變化獲得數據的感測器(Sensor)、在通訊架構上提高效率
或降低溝通困難度所需的閘道器（Gateway）或通訊模組(Module)。以及搭載這些
裝置的終端產品，例如家電、工廠設備、汽車、醫療設備、農業機械等等，都屬
於裝置層的一部分。而這些搭載裝置的終端產品，將透過裝置進行各種數據的蒐
集、傳輸與交換。
二、平台層（platform tier）
根據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的定義，平台層包含兩大功能: 裝
置管理與資料處理分析。各種裝置所獲得的數據，透過不同的傳輸技術傳遞至平
台層，進行數據的分析並傳遞企業層的行動指令給末端的裝置層。總括來說，平
台層的功能是數據的篩選、分類、儲存與分析。
三、企業層（enterprise tier）
企業層在整個物聯網系統中，透過各種應用軟體，扮演決策分析與行動判定
的功能。應用方案是否能夠切合市場需求，肩負起整個物聯網應用是否能存續的
關鍵因素。
物聯網的生態系統涵蓋軟體、硬體及服務等等不同領域，物聯網相關產業發
展至今，尚未有任何一個企業以物聯網作為其營收的主要來源，其中隱含許多發
展問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針對北美與歐洲共 73 個會員
調查顯示 (圖 2-2)，目前物聯網的發展需要克服的障礙至少有三個構面:
一、缺乏交互運作能力與共同標準(lack of interoperability and standard)
通訊科技發展至今，許多的通訊技術與對應該通訊技術的語言產生。例
如:WiFi、Bluetooth、Zigbee、NFC、RFID 等等。同時，也存在許多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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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 Wi-Fi、3G、4G LTE、ZigBee、HTTP、IPv6 等。
面對不同的通訊技術與協定，廠商在產品開發時，首先面臨到的就是: 「應
該選擇何種語言?」 關乎到產品是否能存續，假設選擇了較不被市場接受的語
言，可能導致產品無法存續，宣告失敗。如何讓這些異質性的通訊技術與協定能
夠溝通，將成為未來物聯網發展的關鍵因素。
二、物聯網產品的開發涉及多個領域，無法單一廠商產生價值。
目前為止，廠商僅需專注於自己的本業即可，而不需要水平或垂直產業的協
作。然而，在物聯網的概念下軟體、硬體乃至於服務領域都必須串起來，才能構
成一個有價值的物聯網產品。圖 2-2 的調查結果指出:技術尚未成熟、缺乏相關技
術專家，顯示目前的物聯網發展缺乏能夠統合不同專業的方式。如何有效率地與
不同領域協作，也是未來物聯網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投資物聯網應用方案投資報酬率(ROI)證明不易。
投資報酬率影響投資人是否願意投注資金與資源，然而，目前物聯網仍在
發展階段，依靠單一產品難以傳達物聯網的價值。目前各家廠商都在產品開發階
段， 只能算是單一產品，難以發揮綜效，難以展現實際價值。

圖 2-2

物聯網發展障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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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orld Economic Forum Industrial Internet Survey, 2014
本研究著眼於物聯網架構中，以平台層為中心所發展的數個物聯網規格商業生態
系統間的關係，以及該物聯網規格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參與者間的關係。進一步討
論物聯網架構下，各層所面臨的發展障礙及可能影響改變的要因。

第三節 物聯網平台規格與主導廠商
物聯網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應用，無論是手機、平板、家電、車載應用的各種
裝置所擷取的數據，都需要傳回給平台層。透過平台層的管理平台，將數據正確
的傳送至企業層或裝置層，平台層決定物聯網是否能有效創造價值。
目前平台層上存在數個不同的聯盟 (表 2-2)，每一個聯盟背後隱含的是不同
的通訊語言、不同的通訊規範，乃至於不同的平台規範。每一個平台規格的目的
皆在推動物聯網裝置的互連標準，統合晶片、軟體、平台、成品，並制定相容性
的標準。
表 2-2

物聯網平台規格

聯盟名稱

成立年份

關鍵技術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2016 年

IoTivity

AllSeen Alliance

2013 年

AllJoyn

Thread Group

2014 年

Thread

HomeKit

2014 年

HomeKit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這些平台規格並非全新創建，皆是建立於既有的數個通訊技術上，以下針對
各自的特色與成因做說明。
一、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2016 年初，以 Qualcomm 為中心所設立的 Allseen Alliance 其主要成員
Microsoft、Qualcomm、Electrolux 等三間主要公司，與既有另一物聯網規格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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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Interconnect Consortium3（以下簡稱 OIC）的主要成員 Intel、SΛMSUNG 宣
布組成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以下簡稱 OCF)(表 2-3)。
根據 2016 年十月 OCF 所發表的規範，OCF 在 Linux Foundation4監督之下，
以開放語言碼 IoTivity 技術為其發展基礎，同時，致力於將描述 AllJoyn 16.04 與
Iotivity 1.1 實作之間的橋接與雙向支援，以達到完全移轉 Allseen Alliance 的
AllJoyn 技術，實踐既有兩大規格平台合併。
表 2-3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聯盟

名稱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成立時間

2016 年 2 月 19 日

規格技術

IoTivity

應用領域

車載 (Automotive)、醫療(Healthcaer)、智能家居(Smarthome)

參與者組織數量

300 間以上

主導組織

Arcelik、CableLabs、Canon、Cisco、Electrolux、GE、

(Diamond Members)

Haier、Intel、LG、Microsoft、Qualcomm、SΛMSUNG

其他參與組織

Arris、AwoX、Beechwoods、Embedded intelligence、
BUFFALO、CAICT、COMCAST、FABITA、Honeywell、
HP、IBM、Legrand、Midea、neustar、SONY、twobulls、
Verizon、Xped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廠商數目統計截至 2016 年 10 月)
二、AllSeen Alliance
2013 年由 Linux Foundation 成員主導成立的 AllSeen Alliance(表 2-4)，使用由
Qualcomm 開發的 AllJoyn 為發展物聯網平台規格技術的基礎。AllJoyn 技術不論
何種作業軟體(Operation System)、通訊方式都能自由應用的語言，並且透過
AllJoyn Device System Bridge 技術連結既存的其他物聯網規格。搭載 AllJoyn 技術
的產品，是目前市場上唯一能與 Windows 10 的產品，對於習慣微軟作業系統的
一般消費者而言，相較於其他規格更為容易理解並使用。
3

Open Interconnect Consortium (OIC)為 2014 年由 Intel 、Atmel、Broadcom、Dell、Samsung
Electronics、Wind Rive 共同出資組成，在 Linux Foundatio 協作建立「IoTivity」規格技術。2016
年 2 月，所有的技術資源與會員移轉至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4
Linux Foundation 為 2007 年由數個使用 Linux 系統的廠商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主旨在維護並
發展 Linux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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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AllSeen Alliance 聯盟

名稱

AllSeen Alliance

成立時間

2013 年 12 月 10 日

規格技術

AllJoyn

應用領域

車載 (Automotive)、智能家居(Smarthome)、智慧城市

參與者組織數量

200 間以上

主導組織

Arcelik、CableLabs、Canon、Electrolux、Haier、LG、

(Premier Members)

Microsoft、Technicolor、Qualcomm、SHARP

其他參與組織

ASUSTek、AT&T、BUFFALO、Cisco、FABITA、
Honeywell、IBM、Midea、NXP Semiconductors、twobulls、
Vodafone、TP-LINK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廠商數目統計截至 2015 年 12 月)
三、Thread Group
2014 年七月由 Google 子公司 Nest Labs 主導的七間公司聯合組成 Thread
Group(表 2-5)，以隔年七月所發表的 Thread1.0 作為物聯網平台規格技術的基礎。
Thread 實現家用與商用產品的網狀網路(Mesh Network)5，讓既存的 Wi-Fi、
Bluetooth 等通訊規格落實在一般消費者的日常使用。
Thread 技術建立在 IEEE802.15.4 的層次上，與既有的網狀網路技術 ZigBee6相
同，使其更容易被其他廠商理解並採用。此外，採用 IPv6 IPoE 的網際網路協
定，使其能直接與網際網路連結，更容易被一般消費者使用。
物聯網最重要的功能是「數據蒐集與分析」，在網絡中存在大量的數據進行
傳輸、交換，因此安全性一直以來是物聯網發展的重要障礙。Thread 提出「No
single point of failure」的口號，旨在透過網狀網路的方式，確保每一個節點、每
一個裝置的數據是安全且高穩定性的。
由於 Thread 技術與既有通訊規格沒有太大差異，廠商容易理解並進入，一
同參與開發。故此，Thread 規格的發展可能也是本研究的討論要點之一。
5

網狀網路(Mesh Network)是指，在網絡中的所有節點都可與拓撲中所有節點進行連線而形成一個
「區域網路」
。當其中一個節點出現故障，可以跳躍的方式與其他解點溝通，而至於使得整個網絡
因為一個節點損壞而全面癱瘓。
6
ZigBee，是一種低速短距離傳輸的無線網路協定，底層是採用 IEEE 802.15.4 標準規範的媒體存
取層與實體層。低速、低耗電、低成本、支援大量網路節點、支援多種網路拓撲、低複雜度、快
速、可靠、安全為其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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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Thread Group 聯盟

名稱

Thread Group

成立時間

2014 年 7 月 15 日

規格技術

Thread

應用領域

智能家居(Smarthome)

參與者組織數量

240 間以上

主導組織

Silicon Labs、Nest Labs、Yale Security、Samsung

(Premier Members)

Electronics、NXP Semiconductors、Big Ass Fans、ARM

其他參與組織

Arris、Cypress、D-Link、Daikin Comfort、DELL、GE、
HP、HTC、Huawei、HYUNDAI、Intel、Legrand、LG、
MTK、Microsoft、Nordic、Somfy、Tyco、OSRAM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廠商數目統計截至 2016 年 6 月)
四、HomeKit
不同於上述三個主流物聯網平台規格的開放性，Apple 在 2014 年 6 月的
WWDC（World 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展示根據 iOS 8 所開發的物聯網規
範 HomeKit Framework。
顧名思義，HomeKit 為建立在 Apple 既有的 iOS 作業系統上的智能家居物聯
網規範。HomeKit 的應用方式為，Apple 釋出參與廠商在開發產品上所需的語
言，當參與廠商完成產品開發後，仍需經過 Apple 認證才能上架，發行到市場
上。對於這樣的流程，對於許多參與廠商而言不能算是便利，然而，Apple 的
iOS 作業系統已有相當多的應用軟體，若能與其他應用結合產生綜效，仍吸引許
多廠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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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HomeKit 聯盟

名稱

HomeKit

成立時間

2014 年 6 月 1 日

規格技術

HomeKit Framework

應用領域

智能家居(Smarthome)

參與者組織數量

接近 100 間

主導組織

Apple

其他參與組織

August、Honeywell、Philips Hue、Cree、D-Link、GE、
Haier、Osram、Lutron、Netatmo、ecobee3、Marvell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廠商數目統計截至 2016 年 6 月)
影響物聯網發展的障礙中「缺乏共通標準」為首要障礙，各家廠商各自提出或支
持不同規格，期望能在未來統一規格後，獲得最大效益。綜觀近十年的物聯網發
展，至少出現 20 種以上的規格(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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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近十年(2006-2016)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與協定組織

年分

物聯網規格

2006

Continua Health Alliance

2007

M2M Alliance

2008

EnOcean Alliance、IPSO Alliance

2009

IoT Council、DASH7 Alliance

2010

IERC-IoT European Research Cluster

2011

GMA-Global M2M Association、EEBus Initiative
Wi-Sun Alliance、Li-Fi Consortium

2012

Internet of Things Consortium、M2M Word Alliance、oneM2M

2013

ULE Alliance、AllSeen Alliance

2014

IEEE IoT Initiative、IIC-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OICOpen Interconnect Consortium、Thread Group、HomeKit

2015

LoRa Alliance、Wireless IoT Forum、AIOTI- Alliance for IoT
Innovation、GSMA Mobile IoT Initiative、IoT Security
Foundation、OpenFog Consortium

2016

OCF-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FIWARE Foundation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廠商數目統計截至 2016 年 10 月)

如何讓規格存續，甚至擴大發展成為市場統一規格，端視規格背後的廠商如
何運作。本研究將以各個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的廠商作為討論，探究物聯網商業
生態系統中廠商間的動態競爭與合作如何影響規格的存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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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商業生態系統觀點
過往的研究對於組織的經營策略，與組織間的競爭策略多是以定位理論、資
源基礎理論為主流，以組織自身的競爭優勢為討論的基礎。Iansiti & Levien
(2004a,b)則以商業生態系的概念探究組織競爭優勢的來源，與組織所存在整體商
業生態系統的位置，作為組織經營策略與組織間競爭策略的基礎。
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源於生物學上的自然生態系統，最早由 Moore, J.F.
(1993)於《哈佛商業評論》提出此概念，指出現今的許多經濟活動都不是在單一
產業中進行，而是跨產業的，遂而建議應改以「商業生態系統」來取代「產業」
的觀念，來進行企業策略的分析。Moore, J.F. (1993)提出的商業生態系統涵蓋範
圍廣泛，從企業、客戶、供應商、主要生產者、競爭者、以及其他的利害關係者
(stakeholders)都是影響商業生態系統的因素。不同因素因所具備的優劣勢不同，
而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存在具有主導地位的「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
Moore(1993,1996)也於商業生態系統提出生命週期的概念，將商業生態系統的生
命週期分為「初生」(birth)、 「擴張」(expansion)、「領導」(leadership)，以及
「自我更新或死亡」(self-renewal or death)四個階段，並提出組織於各階段的合作
及競爭挑戰(表 3-1)。
商業生態系統討論的多個組織與產業的界線融合，多種多樣的組織間反覆產
生競爭、合作等活動所形成的生態系統中，各個組織間共生的商業基礎架構
(Business Infrastructure)。在此之前的策略理論多以固定的產業構造、固定產業內
的單一組織為討論基礎，分析其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作為得出競爭策略的主要手
段。然而，近年來網際網路(Internet)發展快速，組織間透過網際網路相互連結，
互動更為頻繁，產業間也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產生更多的互動，使得商業生態
20

系統的概念更為研究者所重視。
表 3-1

商業生態系統生命週期中不同階段的挑戰

發展階段
初生開拓階段
(Birth)

合作的挑戰

競爭的挑戰

與顧客和供應商攜手合

保護你的理念，不要讓可

作，共同確立新的價值定

能正在構思類似貢獻的其

位，並定義出能比既有供

他競爭者有可成之機。

應者更有效提供這類價值
的新典範。
擴張階段

與供應商和夥伴合作增加

瓦解其他類似理念的實

(Expansion)

供應量，以提供新貢獻給

踐，以主宰關鍵市場區間

廣大市場，並達成最大的

的手段建立市場標準的地

市場涵蓋度及決定性的份

位，並鎖住決定性的前導

量。

顧客、關鍵性的供應商，
以及重要的行銷通路。

領導階段

對未來提出令人折服的遠

對於生態系內的其他參與

(Leadership)

景，鼓舞供應商和顧客攜

者—包括主要顧客及重要

手合作以繼續改善生態

供應商—維持強大的談判

系。

優勢。

自我更新或死亡階段 與創新者合作，一起將新
(Self-renewal or
death)

確保高不可攀的進入障

理念帶入既有的生態系

礙，避免創新者建立其他

中。

的生態系。維持客戶的昂
貴變節成本，以爭取時間
將新理念加入自己的產品
與服務當中。

資料來源：Moore, J.F.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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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ain, S., & Kandiah, G. (1998)以 Moore(1993,1996)的商業生態系統概念，
討論網際網路對於當代經濟活動的影響。由於企業與其客戶、夥伴，以及供應商
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緊密，而關係也不斷地變化，使得這些角色間的界線愈來愈模
糊。Gossain, S., & Kandiah, G. (1998)並以瑞典居家用品零售廠商 IKEA 為例，指
出組織透過與其組織合作，橫跨過去競爭者與互補者的角色，更可以單一品牌，
提供各種服務。IKEA 透過所建立的商業生態系統，對於存在該系統內的不同組
織皆創造新的價值，為供應商創造新價值，為顧客創造新價值。然而，Gossain,
S., & Kandiah, G. (1998)也僅針對 IKEA 這樣的「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廠商
進行分析，對於存在於該商業生態系統內，其他組織之經營策略較少著墨。
Iansiti & Levien (2004a,b)則提出所謂商業生態系統為「一群相互連結，共同
創造價值與分享價值的企業」。與前述 Moore(1993,1996)、Gossain, S., & Kandiah,
G. (1998)討論從企業、客戶、供應商、主要生產者、競爭者、以及其他的利害關
係者 (stakeholders)所組成的商業生態系統不同的是，Iansiti & Levien (2004a,b)著
眼於「分享價值的企業」，討論商業生態系統組織與組織間的關係。為更明確討
論物聯網平台規格之商業生態系統內廠商與廠商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 Iansiti &
Levien (2004a,b)對商業生態系統之定義。
Iansiti & Levien (2004a)同樣借鏡生物學上的生態系統概念，描述商業生態系
統是由各種不同領域的參與者所構成，彼此有著命運與共的特性。因此，商業生
態系統是否健康極為重要，一旦商業生態系統崩潰，所有的參與者已無法繼續生
存。
Iansiti & Levien (2004b)提到同一個商業生態系統內的組織將彼此交互影
響，故影響組織經營策略的因素不僅僅是自身的競爭優勢，組織與其他組織間的
關係，以及整體商業生態系統的健全性也影響的經營策略。生態系統的健全性可
由三個構面觀察(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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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評估商業生態系統健全性的三個指標

指標
1

2

3

說明

生產性

投入資源後，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間的關係。以投資

(Productivity)

報酬率(ROI,Return on Investment)為評估生產性指標。

穩健性

商業生態系統中成員的生存率與該商業生態系統的存

(Robustness)

續期間，為評估穩健性之指標。

利基的產出

新的組織進入增加商業系統內的多樣性，商業生態系

(Niche Creation) 統內的產品與技術也出現多樣性。
資料來源：Iansiti & Levien (2004b)
Iansiti & Levien (2004b)進一步以微軟(Microsoft)的作業系統(OS, operating system)
發展、沃爾瑪(Walmart)與其供應商間的情報共享、香港利豐(Li & Fung Limited)的
國際供應鏈管理、台積電(TSMC)的供應鏈管理等個案分析，釐清各個商業生態系
統中不同廠商的發展情況後，引用生物生態系統中「利基物種」(niches) 與「關
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觀念，將參與該商業生態系統的組織區分為以下四種不
同角色 (表 3-3)。
1. 關鍵者(Keystone)
為促進組織健全性，而不斷提升自身能力。關鍵者組織建構該商業生態系統
內的參與者能夠使用的平台與服務等資源，提供促進該商業生態系統內組織合作
的管道。同時，一方面於該商業生態系統創造價值的同時，一方面將產生的價值
與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其他成員共享。關鍵者具備將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價值集合，
並分配共享的機能(Hub function)。
2. 支配者 (Dominator)
支配者透過垂直整合或水平整合，來管理並控制商業生態系統的大部分。同
時，支配者單獨創造大部分的價值，且於該生態系統內所產生的價值不與其他餐
與者分享，僅僅獨享所有價值。
23

3. 坐收漁利者 (Hub landlord)
坐收漁利者機幾乎不創造價值，不僅依存於同商業生態系統內其他餐與者所
創造的價值，更奪取該商業生態系統內所產生價值的大部分。
4. 利基者 (Niche player)
各自小規模的形態存在於商業生態系統，利基者的成員數量占商業生態系統
多數。各自擁有特殊能力，一方面依存於「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的同時，
一方面與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其他參與者合作，創造新價值。利用關鍵者
(Keystone)所提供的平台，不斷自我創新，維持該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創新能力。
表 3-3A 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四種不同角色
定義

特徵

創造價值

獲得價值

關鍵者

改善並維持商

提供商業生態

創造並提供商

商業生態系統

(Keystone)

業生態系統內

系統內成員合

業生態系內大

內的所有價值

的健全性，並

作的平台，並

部分價值產出

與所有成員共

持續透過自身

針對系統內產

的管道，貢獻

享。

價值創造提供

生的問題障礙

自身所創造的

給所在的商業

進行排除，提

價值給所在商

生態系統。

供成員良好的

業生態系統。

發展環境。
支配者

水平或垂直的

以管理並控制

單獨創造商業

獨佔商業生態

(Dominator)

管理並控制商

所處商業生態

生態系統內的

系統內的大部

業生態系統的

系統為目的，

大部分價值。

分價值。

大部分。

並決定全體的
發展方向。

資料來源：Iansiti & Levien (2004b,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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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B 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四種不同角色
定義

特徵

創造價值

獲得價值

坐收漁利者

既不管理也不

依存商業生態

完全依賴其他

奪取商業生態

(Hub

控制所處商業

系統的同時，

成員的價值產

系統內的大部

landlord)

生態系統，並

拒絕控制並管

出。

分價值。

奪取大部分的

理該商業勝泰

價值。

系統。奪去大

藉由關鍵者提

與其他成員憶

獲得自身所創

供的平台發展

起創造大部分

造的價值。

的同時，也利

的價值。

部分的價值。
利基者

具備差異化的

(Niche player) 開發能力。

用自身的差異
化能力為所在
商業生態系統
創造價值。
資料來源：Iansiti & Levien (2004b, p.75)
然而，不論是 Moore(1993,1996)首次提出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或是 Iansiti
& Levien (2004a,b)分析商業生態系統內個別廠商角色定位與關係的論述，雖然已
較過去僅以五力分析、產業鏈分析等單一產業或企業的分析觀點更為全面，但多
屬靜態(static)的橫斷面(cross-sectional)研究，常常隱含了利基者角色固定不變為前
提假設(郭國泰、司徒達賢、于卓民,2008)。特別是以本研究對象「物聯網商業生
態系統」而言，可能因為新技術、新規格的出現，又或者市場選擇不同規格為主
流，生態系統內的廠商為回應環境，「關鍵者」及「利基者」的角色可能變動，
採用的策略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的建
構與分析，討論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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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物聯網產業環境的變動下，對於「關鍵者」及「利基者」有何影響？
2. 同一生態系統內的「關鍵者」及「利基者」是否會改變？因素為何？
3. 生態系統中，若出現廠商角色改變的情形，其他廠商該如何對應？
4. 甲生態系統「關鍵者」有可能同時加入乙生態系統嗎?該「關鍵者」在另一生
態系統中扮演何種角色？
5. 甲生態系統「利基者」可能為了生存，同時橫跨多個不同生態系統嗎？
6. 同一商業生態系統內除了合作之，可能產生競爭關係嗎?或者產生其他關係?
上述的討論議題，是建立在商業生態系統理論較缺乏動態性的研究，對於外在環
境變動快速的物聯網產業而言略顯不足。以下提出幾個近年顯著的生態系統內廠
商間互動與競爭的個案，分析其互動情況，進一步討論動態競爭與合作的觀點，
並用於本研究的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廠商競合分析。

第二節 商業生態系統相關個案
透過上述商業生態系統的描述，本研究整理近年較為顯著幾個商業生態系，
作為後續討論商業生態系統中參與者間彼此競爭的動態競爭概念。
個案一、錄影帶格式戰爭：VHS 與 Betamax
1972 年最早的家用錄影帶由飛利浦推出。時至 1975 年，Sony 也向市場推出
Betamax 格式，首次獲得市場成功。隔年，當時為日本松下子公司的 JVC 推出
VHS (Video Home System)格式。
科技產品為了存續在市場上，首要考量便是統一規格，減少對技術改善的成
本，持續不斷的以既有技術在市場上回收開發產品的資本。以此，Sony 早在
1974 年，開發 Betamax 格式雛型之時，便向其他同業推廣，希望能統一以
Betamax 格式作為錄影帶產品的規格。然而，JVC 仍決定發展自己開發的格式，
於是錄影帶格式戰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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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錄影帶格式的生態系統僅只於 Sony- Betamax 系統與 JVC-VHS 系統兩者
的兢爭，直到 1977 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AC，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開發
更錄影時間長至四小時的錄影帶，向 Sony 尋求合作。當時 Sony-Betamax 因為畫
質的關係，只能做到一小時的錄影時間。Sony 的為守住「高畫質」的價值觀，拒
絕改變 Betamax 格式的設計。相對的，JVC-VHS 卻因為 JVC 母公司日本松下同
意與美國無線電公司合作，改變 VHS 格式的設計，以「畫質換取錄製時間」。同
時，以「4 小時，999 美元」的削價手段企圖進行價格戰及錄製長度戰。使得
Sony-Betamax 格式受到壓迫，市場占有率劇減。
1984 年，JVC-VHS 格式生態系統已存在 40 間廠商，Sony-Betamax 格式生態
系統僅剩 12 間廠商。JVC-VHS 錄影帶的錄影時間較長，又較願意授權開放技術
給其他製造商，使得逐步取得錄影帶市場上領先。時至 1988 年，Sony-Betamax
承認失敗，並開始生產 JVC-VHS 錄影帶格式(表 3-4)。
表 3-4

VHS 與 Betamax 發展進程

年分

事件

1972

飛利浦推出家用錄像機

1974

Sony-Betamax 於開發階段，遊說其他廠商

1975

Sony 向市場推出 Betamax 格式

1976

JVC 向市場推出 VHS 格式

1977

美國無線電公司與 JVC 合作，加入 JVC-VHS 規格

1988

Sony 結束 Betamax 格式，開始生產 VHS 格式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錄影帶商業生態系統中，出現兩個主要的生態系統: JVC-VHS 系統、SonyBetamax 系統。JVC 與 Sony 個別為系統內的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然而兩
者卻在行為上有所差異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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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Sony 與 JVC 於商業生態系統的角色

廠商

商業生態系統的角色

對錄影帶規格技術的看法

Sony

支配者 (Dominator)

不開放 Betamax 格式技術給其他參與者

JVC

關鍵者(Keystone)

開放 VHS 格式技術給其他參與者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從 Sony-Betamax 與 JVC-VHS 於錄影帶格式競爭裡，本研究整理出下列要點:
1. 商業生態系統的主導廠商(關鍵物種)對其他參與者的態度影響生態系統存續。
Sony-Betamax 與 JVC-VHS 在關鍵技術上的開放態度不同，Sony 對於
Betamax 技術封閉的態度，使 Betamax 規格難以被其他廠商使用。Sony 獨立開發
Betamax 技術的結果，也使得 Betamax 規格發展不若 VHS 規格多樣並更契合市場
需求。最終，使得 Sony-Betamax 走向失敗一途。
2. 商業生態系統的主導廠商對發展方向的選擇，影響生態系統的存續。
Sony-Betamax 過於堅守畫質的價值，未能察覺市場需求改變，錯失與美國無
線電公司合作，走向市場的機會。使得 Sony-Betamax 在往後的發展空間越來越
被壓縮，最終宣告失敗。
3. 影響商業生態系統發展的因素，除了主導廠商與既有參與者外，新參與者的加
入也可能影響生態系統的存續。
美國無線電公司為傳播媒體產業，起因於自身需求而希望開發不同規格的錄
影帶，而與既存錄影帶格式主導廠商接觸。最後選擇與 JVC-VHS 合作，夾帶自
身對產品的高度需求，與對傳播媒體產業的影響力，幫助 JVC-VHS 規格成為市
場主流。

個案二、光碟規格之爭：Blu-ray 與 HD DVD
2002 年，Sony 為首的企業組成藍光光碟聯盟(Blu-ray Disc Association)開始策
劃次世代光碟規格，隔年以東芝為首的企業則組成 HD DVD 推廣協會則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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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DVD 為下一個世代的主流規格。
起初，雙方雖為避免步上 Betamax 與 VHS 之爭一途，曾就規格統一進行談
判，但在硬體架構(光碟機)差異過高下，雙方皆不願讓步，談判於 2005 年 8 月宣
告破裂，兩大陣營決定各自推出產品，透過市場競爭，由消費者決定勝出一方。
Blu-ray 與 HD DVD 競爭至 2008 年，好萊塢最大影片製造商華納兄弟(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於 2008 年 1 月 4 日提出自 2008 年 6 月起將停止發行 HD
DVD 格式影片，僅支援 Blu-ray 格式。此後一個月，Wal-Mart、Best Buy 和知名
線上 DVD 租賃業者 Netflix 也相繼宣佈將不再提供 HD DVD 軟硬體產品。此一連
串的影視內容業者和通路業者相繼倒戈之重擊下，HD DVD 的主導廠商 Toshiba
面對市場空間受到壓縮，最終於 2008 年 2 月 19 日忍痛宣佈，將於 2008 年 3 月
底前停止生產和銷售 HD DVD 播放機和錄放影機(表 3-6)。
表 3-6

Blu-ray 與 HD DVD 發展進程

年分

事件

2002

Sony-Blu-ray 光碟格式正式發表

2003

以 Toshiba 為首的 HD DVD 聯盟提出 HD DVD 光碟格式

2008.01

華納兄弟宣布停止發行 HD DVD 光碟格式

2008.02

主要光碟通路商(Wal-Mart、Best Buy、Netflix)不再提供 HD DVD

2008.02

Toshiba 宣布於 2008.03 全面結束 HD DVD 格式生產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光碟格式的商業生態系統裡，出現較過去錄影帶格式生態系統更為多樣的參與
者(表 3-7)，對商業生態系統投入更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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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光碟格式商業生態系統的參與者角色

廠商

商業生態系統的角色

特徵

Sony

關鍵者(Keystone)

開發 Blu-ray 光碟格式，並與其他參與者分享

Toshiba

關鍵者(Keystone)

開發 HD DVD 光碟格式，並與其他參與者分
享

華納

坐收漁利者

兄弟

(Hub landlord)

Panasonic

利基者

於 Sony 與 Toshiba 已開發的格式發展，並各

Samsung

(Niche player)

自提出差異化的規格，優化光碟規格，促進

Philips

本身不參與格式開發，單就自身利益選擇適
合的規格，間接影響規格的存續。

整體商業生態系統發展。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從 Sony-Blu-ray 與 Toshiba-HD DVD 光碟格式競爭，本研究整理出下列要點:
1. 商業生態系統中具有市場主導地位的廠商的選擇影響生態系統的存續。
當時對消費市場而言，Blu-ray 相關產品的進入門檻較價格較高，影響一般消
費者選擇 Blu-ray 相關產品的意願。然而，華納兄弟從影像品質的角度考量，選
擇以 Blu-ray 相關產品為旗下影像規格，由於華納兄弟的影像版圖龐大，因而改
變市場的主流規格，使得 Blu-ray 最後勝出。
2. 廠商能夠同時存在於不同的商業生態系統，可能影響對生態系統的忠誠度。
主要的家電影音廠商，例如：Panasonic、Samsung、Philips 等，皆有推出能
夠同時存取兩種規格的產品。主要是因為兩者個技術支援的編碼技術接近(表 33)，技術進入門檻差異不大，因此許多廠商同時參與兩個陣營。一旦單一生態系
統崩壞，仍能保有另一生態系統的優勢。然而，也因為兩邊都參加，對於單一陣
營的忠誠度，保護該生態系統的想法相對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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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個案一、錄影帶格式戰爭：VHS 與 Betamax」與「個案二、光碟規格之
爭：Blu-ray 與 HD DVD」的回顧與討論，根據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本研究整理
如下(表 3-8):
表 3-8
個案內容

商業生態系統個案之存續影響因素比較
生態系統存續影響因素

錄影帶格式戰爭：

1.商業生態系統的主導廠商對其他參與者的態度。

VHS 與 Betamax

2.主導廠商對發展方向的選擇。
3.既有主導廠商與既有參與者之外的「新參與者」。

光碟規格之爭：

1.主導廠商對發展方向的選擇。

Blu-ray 與 HD DVD

2.廠商可同參與多個生態系統。
3.同時參與多個系統的廠商，維護特定系統意願低。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此外，當一套系統會規格勝出後，所有的廠商都投入資源，共同維繫這套標
準。然而，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廠商面對相同市場的情況下，彼此間的兢爭壓力也
增加。商業生態系統裡，出現了廠商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由於科技發展進步與快速，廠商間的互動更為頻繁，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也必
須跳脫過去以靜態觀點分析分析的競爭策略，故此，本研究以動態競爭觀點，進
一步討論商業生態系統中，不同角色間的動態競爭與動態合作。

第三節 動態競爭與動態合作
組織與組織間的關係一直以來是策略研究的焦點，波特五力分析模型
(Michael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以產業為焦點，討論影響產業經爭強度的五種
力量；PEST 分析以整體大環境作為產業結構分析的指標；SWOT 分析以本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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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機會評估之自我分析作為評斷組織競爭優勢的依據。上述等等傳統的組織間
競爭策略分析，多屬於靜態的產業結構分析，面對現今瞬息萬變的市場而言，卻
乏動態性的觀點可能使得競爭策略分析淪為過時落伍的策略。
由於網際網路的快速方展，現代組織的經濟活動，也就是企業的經營活動較
以往更加地動態且複雜多樣，常常橫跨數個產業，並且組織的兢爭優勢不僅僅存
在與本身，而是存在於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以本研究的對象物聯網產業而言，
同一個商業生態系統往往橫跨數個產業，產業與產業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競爭
與合作活動常涉及不同產業的參與者。
動態競爭觀點便是主張競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廠商將因為對手所採取的
行動，採取相對的回應行為(Chen, 2009)。競爭與合作皆是組織經營策略的主體，
組織經營運作是動態的概念，因此組織間的關係也是動態的變化，可能競爭、可
能合作、也可能是既競爭又合作（co-opetition）皆為組織間關係的常態。
競爭合作的關係包含以下三種型式：
一、獨立對立（independent opposites）
假設競爭與合作相互獨立，甚至相互對立，這兩股力量會相互抵銷，是典型
的零和遊戲思維，也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寡占市場論點。在寡占市場中，競爭與
合作位於兩股相反力量的兩端：第一股是廠商基於共同利益，合作追求利潤的極
大化，第二股是每家企業僅追逐自身利益，各自採取行動增加本身的利潤。在寡
占的觀點下，企業若要提高合作行為，必須先降低競爭行為，反之亦然。
二、相互關聯對立（interconnected opposites）
強調競爭與合作存在著重疊卻又模糊的關聯性。這個模糊地帶存在著類似陰
陽哲學的兩種對立根源，競爭與合作的力量相互拉扯，形塑了廠商間競爭或合作
的本質。此時，企業對彼此關係的察覺（aware）差異程度（稱為關係不對稱性，
relational asymmetry），將攸關廠商間的動態，如果廠商未能善加管理這種微妙
狀況，所採取的行動可能適得其反。

32

三、統合的相互依賴對立（all-inclusive interdependent opposites）
強調組織間除了競爭、合作與相互關聯對立外，還包括其他潛在的、無形的
互動。一項競爭行動可能引發對手希望合作的回應，但兩家企業的合作也可能招
致競爭者採取報復措施或吸引其他廠商加入。因此，競爭與合作有多重的交互影
響關係。另一方面，任何行動或關係也隱含潛在的對立根源，雖然一開始相當單
純，將來卻可能產生重要意義。
組織間的互動方式決定組織間的關係，陳明哲(2008)將組織行動及回應的因
子整理歸納出以下關係(圖 3-1)透過下列方法，幫助本研究釐清物聯網商業生態系
統中，不同商業生態系統間的關係，以及不同商業生態系統的發展可能。

競爭分析
 市場共同性
 資源相似性

回饋

結果
 市場利基
 財務績效

敵對過渡期之行動可能性
 先佔者誘因
 組織規模
 品質
敵對過渡期之回應可能性
 競爭性行動類型
 聲譽
 市場依賴性

競爭行為之驅動因素
 察覺 (Awareness)
 動機 (Motivation)
 能力 (Capability)

圖 3-1

動態競爭對抗模式

資料來源：「動態競爭（Competitive Dynamics）」，林豪傑、喬友慶、侯勝宗(譯)，
2008，陳明哲著，台北市：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3

動態競爭理論中，組織內部評估與兢爭對手間的關係時，會透過從多點競爭
相關文獻所發展出來的「市場共同性」（Market Commonality），以及由資源基礎
理論推衍出來的「資源相似性」（Resource Similarity）作為考量。
一、市場共同性（Market Commonality）
企業在各個市場與競爭對手重疊、對抗的程度，同時考量企業間競逐的市場
數目，及各個市場對每一位對手的重要程度(Chen, M. J., & Miller, D. 2014)。
本研究為衡量物聯網商業系統中，廠商間在物聯網市場上的營收進行分析，
以便衡量廠商間的市場共同性。
市場共同性衡量方法：

Mab= (Pai/Pa)×(Pbi/Pi) (公式一)
Μab=競爭者廠商 b 與焦點廠商 a 的市場共同性
i ＝物聯網市場的收入
Pai ＝a 焦點廠商在物聯網市場的收入
Pa ＝a 焦點廠商在所有市場中的收入
Pbi ＝b 競爭廠商在物聯網市場的收入
Pi ＝所有廠商在物聯網市場的收入
二、資源相似性（Resource Similarity）
企業與競爭對手在資源或能力組合上（包括種類、數量與品質）的異同程
度，包括投入面的財務、人才、技術與設備等，程序面的組織文化、團隊精神、
作業流程與管理能力等，以及產出面的專利權、產品（服務）品質、公司聲譽與
品牌形象等(陳明哲,2013)。
討論資源相似性可以了解物連網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間對物聯網市場所投
入資源的相似的程度。本研究以對偶式條件，計算兩間物聯網廠商的幾何距離。
當兩家廠商測得幾何距離為零時，即代表此兩家廠商在不同應用領域研發資源分
配上是完全一致的；相反地，當測出兩家廠商間的數值很大之時，代表兩間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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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廠商在投入研發的資源上有截然不同的分配策略。然後再將數值進行反向轉
換，以便得到資源相似性的衡量指標。
資源相似性的衡量方式:

Dab=(Pam/Pa)-(Pbm/Pm) (公式二)
Dab=競爭者廠商 b 與焦點廠商 a 的資源相似性
m ＝物聯網市場的 R&D 投入
Pam ＝a 焦點廠商在物聯網市場的 R&D 投入
Pa ＝a 焦點廠商在所有市場中的 R&D 投入
Pbm ＝b 競爭廠商物聯網市場的 R&D 投入
Pm ＝所有廠商物聯網市場的 R&D 投入
學者陳明哲(2013)建議使用「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MC-RS)架構，畫
出一個包含四個象限的圖，分析競爭對手並選擇最適合的競合策略(圖 3-2)。
高
市
場
共
通
性

I

III

II

IV

低
低
圖 3-2

資源相似性

高

「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MC-RS)架構

資料來源： 陳明哲(2013)，哈佛商業評論，第 80 期，頁 30-31。
如圖 3-2 所示，假定資源稟賦 A 為□、資源稟賦 B 為Δ。兩個廠商間的市場
共通性與資源相似性的競合關係圖。分析並比較廠商間的競爭關係，了解另一廠
商是否為經爭對手，抑或是可以合作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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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共同性高、資源相似性低(圖 3-2 的第一象限)的廠商組合，因目標市場
重疊且關鍵資源互補，最有可能合作。這種形態的合作，多由一個或幾個核心廠
商主導，透過協力廠或供應鏈的合作，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提高對外競爭能
量。市場共同性低、資源相似性高的廠商組合(圖 3-5 的第四象限)，因衝突性較
低，若能發掘共同的利益，也有機會合作。陳明哲(2013,Nov,HBR)
討論廠商的兢爭策略時，了解其他廠商是敵是友，為擬定競爭策略的首要目
標。釐清其他廠商為競爭對手或合作夥伴後，如何透過分析預測生態系統內的其
他廠商將如何行動，並事先擬定自身的回應方案，才能讓廠商在商業生態系統的
競爭合作中受惠。根據圖 3-1 的動態競爭對抗模式可知，競爭行為之驅動因素:
察覺－動機－能力 (Awareness-Motivation- Capability)的 AMC 觀點下，這三種行
為會影響組織決定是否行動或回應（Chen，1996）。本研究亦將依 AMC 觀點推演
於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下，廠商間行動的對偶層次競爭者分析。而以下將以競爭
行為驅動因子 A-M-C 各組成要素加以論述之。
一、知覺(Awareness)
指防禦者對競爭(或攻擊)行動以及與攻擊者關係的認知或了解。一個廠商若
沒有知覺到競爭對手對其有動作，便不會做出任何回應的舉動；但若知覺到競爭
對手開始行動的程度愈強，其反擊的可能性也愈高。此外，知覺亦可幫助我們預
測競爭回應的速度。同時， 知覺加速了競爭者回應的可能性與速度。
二、動機(Motivation)
即為驅使防禦者做出報復決定的誘因。若回應後所得的利潤很大，或不回應
造成的損失很大時，該廠才會有很高的動機去回應。同樣地，動機也能提高競爭
者回應的可能性與速度。
三、能力(Capability)
指能支持防禦者對抗攻擊者所做出回應的能力，例如資源調度與決策的能
力。亦即競爭者的能力，在組織資源上能對競爭性的攻擊發動有效反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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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 AMC 觀點之 AMC 三環透視法(圖 3-3)可以幫助廠商具體釐清現況，
有助於擬定行動與回應策略。
察覺的關鍵問題
這個行動的展開方式？
這個行動的執行內容？
這個行動的推動時程？
這個行動的矚目程度？

察覺
Awareness

能力

動機

Capability

Motivation

動機的關鍵問題
這個行動的針對性？
這個行動的獨特性？

能力的關鍵問題
競爭者回應需要的關鍵技術？
競爭者回應需要的資源配置？

這個行動的涵蓋面？
這個行動的持續性？

競爭者回應需要的配合措施？
本身與競爭者的相對優勢？

圖 3-3

AMC 三環透視法

資料來源： Chen M.J. (1996)
商業生態系統是以產業間，組織與組織間的關係，組織與整體商業系統的關
係，作為組織擬定競爭策略的基礎。動態競爭相對更為重視組織與組織間行動的
對偶關係，可以提出更具體的行動與回應策略。
本研究將透過商業生態系統觀點，將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內的廠商進一步分
類，建構出彼此關係。再以動態競爭觀點，討論現階段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內廠
商與廠商間的行動， 進一步整理影響物聯網平台規格發展的方向，作為往後研
究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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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章闡述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選擇的研究方法。首先說明研究設計，以及為何選
擇以質性研究的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的搭配。接著分別說明本研究如何
應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之後，本章最後將陳述研究架構，使讀者更
能理解研究的整體方向。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選擇
本研究由物聯網產業中具主導地位廠商的角度出發，選擇以英特爾、高通、
蘋果、谷歌所發展出的物聯網通訊規格聯盟為研究對象(表 4-1)，並以商業生態系
統的觀點與架構，探討處於複雜而多變環境中的關鍵型物聯網廠商，如何察覺環
境的變化調整其經營模式、提出發展策略。
表 4-1
廠商名稱

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之主導廠商

英特爾

高通

谷歌

蘋果

(Intel )

(Qualcomm)

(Google )

(Apple )

所屬聯盟

OCF

Thread

Homekit

主要產品

中央處理器

AllSeen
Alliance
無線通訊晶片

網通應用

電腦產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獻探討的部分有提到，既有商業生態系統觀點強調環境與廠商、廠商與廠
商間的關係，然是以「整體觀」、「系統觀」的角度出發，缺乏由廠商自身角度的
思考。因此，本研究將以「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 hand information data)與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兩個階段作為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之分析。
第一階段以次級資料分析來進行物聯網生態環境的探討，主要根據第二章的
物聯網架構來研究物聯網的產業，以及通訊規格的發展沿革，以了解整體物聯網
具主導地位廠商所形成的通訊規格聯盟所衍生之商業生態系統。透過第一階段的
資料蒐集與分析，設定以商業生態系統觀點的訪談大綱，作為第二階段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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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在次級資料分析中，了解各生態系統成員構成與釐清生態系統成員間的
關係也是研究目的之一。
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涉及的產業廣泛，第二階段的深度訪談以台灣與物聯網
的廠商為對象，故選擇目前較為興盛的智能家居、車載應用(車聯網)、半導體應
用、網通、電子部品應用等業內人士進行訪談。以了解物聯網生態系中個別廠商
所受到的影響，與其對於未來發展的看法，進一步推演出對於物聯網發展的幾個
可能假設。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次級資料分析法 (second hand information data)
由於物聯網不同與以往的產業發展，僅限於單一產品，或具上下游垂直關係
的產品所組成，是由軟體、韌體、硬體、服務等不同領域的廠商所構成，為整體
創造價值的參與者甚多。從易於資料收集和產業內廠商的角度來看，次級資料收
集法是一種有效的方式，有利於研究者建構整個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的樣貌，也
符合商業生態系統「整體觀」的看法。根據次級資料的來源，可分為內部資料和
外部資料。
內部次級資料指的是來自於研究對象的企業內部資料，主要可分為：會計帳
目、銷售記錄和其他各類報告三部分。外部資料的來源較為廣泛，與研究對象相
關的新聞、投資人消息、年報，或是相關研究機構對於物聯網發展的研究報告等
等，皆能作為對研究主體進行實證探究的基礎。本研究受到資料蒐集限制，主要
採取物聯網各個通訊規格聯盟於官方網站揭示的資訊、相關廠商的公開資訊以及
新聞媒體的記事作為次級資料分析的資訊來源。
二、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
深度訪談是研究者的一種資訊蒐集工具，若能有適當的設計與控制，訪談者
便能由與受訪者的訪談中，以便對研究的對象或行動有全面性的了解，獲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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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資訊(萬文隆，2004)。此外，根據學者 Rapley (2007)認為，研究者於深度
訪談時，不僅僅想由受訪者處獲得肯定或否定的簡單答覆，而是利用問題的設計
與訪談過程的其他肢體語言來影響受訪者對問題答案進行較為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得到更加詳盡的答案。
本研究欲透過對物聯網相關從業人員的深度訪談，以了解物聯網業者 在企
業經營實際面臨到的生產環境及其對未來產品與企業經營之規劃等，以了解物聯
網生態系統內利基者對於大廠規格競合的態度，與其實際的對應方針，進而提出
物聯網業者在未來持續的規格競爭下，跟隨者應採取之策略性變革。以下究本研
究對於訪談樣本的選取、訪談問題的擬定、訪談進行方式等，作進一步的說明。
( 一 ) 研究對象與訪談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物聯網產業內的廠商，從應用層的蘋果、網路層的谷歌
到感測層的高通，涵蓋產業範圍從硬體、軟體、平台相當廣泛。本研究訪談對象
受限於地理環境限制，僅以台灣物聯網相關廠商為主，選擇的產業則以目前各個
通訊規格都有支援並主打的智能家居、電子產品的核心半導體、電子產品的基礎
電子部品等產業的從業人員為本次訪談對象，進一步瞭解面對國外主導大廠強勢
規格影響下，個別廠商的態度。此外，考量到研究地區，也設計了對於台灣物聯
網發展的可能方向之探討，作為在地化的物聯網發展方向建議。
本研究的訪談時間為 2016 年 6 月份，訪談地點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全
數為面對面訪談，訪談時間 1 至 1.5 小時不等(表 4-2)(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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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

編號

主要產品

受訪企業

部門

職稱

年資

01

影像處理晶片

日商哉英電子股份有限公

營業

地區經理

12 年

R&D
企劃

資深工程師

5年

產品經理

5年

司
02

通信晶片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03

電子零件

日商台灣村田股份有限公
司

04

電子零件

日商台灣村田股份有限公
司

業務

營業科長

7年

05

家電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
司

R&D

工程師

3年

06

消費性電子

索尼株式會社

影像

專案經理

3年

07

電腦週邊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影像

產品經理

5年

08

產業分析

拓墣產業研究所

研究

產業分析師

3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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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公司名稱

資本額

日商哉英電子

11 億 7,526

股份有限公司

万円
幣別：日幣

THine
Electronics,
Inc.
瑞昱半導體股
份有限公司
日商台灣村田
股份有限公司

本研究之訪談企業資料
員工人數
122 人

產業

產品

半導體

High-speed
serial interface

317 億元
幣別：台幣

3500 人

半導體

IC 設計

8,467.16 億
幣別：日幣

48288 人

電子零件

電子零件
通訊模組
感應器

2587 億
4000 万円
幣別：日幣

249520 人

電器產品

白物家電
車載
住宅

858,867 百
万円
幣別：日幣

125300 人

電器產品

影音設備
半導體

44 億
幣別：台幣

14000 人

電腦週邊

電腦週邊
無線充電

1 億 189 萬
元
幣別：台幣

250 人

產業分析

產業分析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台灣松下電器
股份有限公司
Panasonic
Corporation
索尼株式會社
Sony
Corporation
致伸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Primax
Electronics
Ltd.
拓墣產業研究
所
Top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結合母公司
(集邦科技)之
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二 ) 訪談大綱設計
為透過深度訪談，了解物聯網產業內個別廠商對於通訊規格競爭的看法，本
研究根據前述次級資料分析與文獻探討歸納幾個方向融入訪談內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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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stein 與 Gubrium(2004)提到，研究者應提出適切的問題，受訪者才能提供研究
所需資訊。並且適當的問題，能減少於深度訪談對話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偏見、錯
誤、或是誤解受訪者語意的情況。
本研究訪談大綱分為四大核心目的，包括「生態系統間互動」、「人力資源
發展」、「資源投入程度」、「台灣物聯網產業發產」。「生態系統間互動」部分，就
物聯網平台規格的發展議題，了解受訪者就所在產業的觀點如何看待各個聯盟的
關係，及目前物聯網所形成的商業生態系統與以往商業生態系統有何異同。「人
力資源發展」、「資源投入程度」部分，從價值鏈的角度探究受訪者所服務的企業
對物聯網的投入程度，進一步探究發展物聯網所需具備的人力資源與其他可能影
響發展的資源。「台灣物聯網產業發產」部分，台灣科技產業當中，網通領域的
發展蓬勃，然而，至今尚未出現任何一個影響整體物聯網發展的廠商。因此，藉
由受訪者的現場工作經驗，進一步理解台灣物聯網產業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與
所需要的資源特質。
不同公司可能有因產業別，有不同的資源、經營與競爭策略，因此在實際
訪談時，訪談問題會依照不同公司別有所調整，以期在有限時間內獲得更具深度
的答案(附錄一)。

43

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物聯網廠商經營動態競爭分析
透過廠商所公開的相關經營數據，初步了解各自的經營方向，對後續的分析
與討論定下探討的基準。接著，以動態競爭分析「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架
構釐清廠商間的競爭與合作之可能性。
一、廠商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中具主導地位廠商：英特爾(Intel
Corporation)、高通(Qualcomm Inc.)、Alphabet、蘋果(Apple Inc.)。本研究從官方
網站整理基本資料，作為討論的基礎(表 5-1)。
表 5-1

物聯網通訊規格關鍵廠商之基礎資料

英特爾

高通

Alphabet7

蘋果

成立年分

1968 年

1985 年

1998 年

1976 年

產業類別

半導體

半導體

網路

電子產品

主要產品

中央處理器

無線通訊晶片

網通應用

電腦產品

企業價值8

159.30B

72.10B

397.50B

535.66B

營業利潤率9

25.64%

30.57%

25.97%

29.39%

2015 年營收

55,355M

25,281M

74,989M

233,715M

年營收成長率

7.20%

-19.50%

17.40%

-12.8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NASDAQ Stock Market Website
7

Alphabet，於 2015 年 10 月 2 日成立，公司前身為 Google。公司重整後，Google 成為 Alphabet
Inc.之最大子公司。此外，Alphabet 旗下擁有 Verily、Google X、Google Fiber、Google Ventures、
Google Capital、Calico 和 Nest Labs 七家子公司。
8
企業價值(Enterprise value)：一種股票市值以外的公司估值方式，可視為收購一家公司理論上
的代價，因為收購方必須承擔公司的負債，但可取得現金資產。此數值越高，企業越具價值。
9
營業利潤率(Operating Profit Ratio)：衡量企業經營效率的指標，反映了在不考慮非營業成本
的情況下，企業管理者通過經營獲取利潤的能力。此數值越高，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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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本公司數據來看，四間廠商分屬不同產業，雖然英特爾與高通皆為半導
體產業，然而英特爾的專長是中央處理器，涵蓋範圍廣。高通所主打的是無線通
訊晶片，也在英特爾的產品列當中。其他兩間，在主打產品上顯著不同。從年報
而言，同樣是半導體廠商，英特爾的年營收成長率為 7.2%，高通則為-19.5%。高
通雖為全球最大的手機晶片製造商，因為中國廠商的崛起，在逐漸失去市場份
額；同時，手機市場成長日趨緩慢，高階晶片的需求不如以往，也是造成營收成
長率為負的原因。英特爾雖然面臨 PC 衰退、在智慧手機市場落後所帶來的衝
擊，客戶端採用晶片價格有所提升；並且，公司內部進行裁員與高階主管調動的
重整，使得整體在 2015 年保有 7.2%的年營收成長率。
谷歌則是因為本業網路平台的廣告業物成長挹注，營收較去年成長 17.4%。
然而，回溯到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財報來看，然列入財報「其他項目（Other
Bets）」，包含高速連網、智慧家庭品牌 Nest、自駕汽車、醫療、登月計畫 X 等
新興領域及研究虧損卻是有增無減，「其他項目」營收 1.66

億美元較去年成長

一倍，營業虧損卻也從去年同期 6.33 億美元擴大到 8.02 億美元。所以，除了
本業賺錢之外，谷歌在其他項目尚未獲利。
蘋果電腦的財務一直以高成長率著稱，去年(2015 年)是七年來首次呈現負成
長率，根據財報的解釋，主要因為硬體銷售(iPad 和 MAC)成長衰退，而收入來源
的 iPhone 成長也趨於緩慢，使得年成長率為負。值得注意的是，蘋果在穿戴裝
置、積極開發虛擬實境 (VR) 的挹注增加，顯示其進入物聯網時代的企圖。若能
在通訊規格與其他產品相容，將帶動新的產品成長動能。
從基本資料了解各主導廠商的獲利與營收背景後，本研究整理主導廠商所引
領的通訊規格聯盟(表 5-2)，進一步以各廠商對與物聯網相關的公開數據為，作為
「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的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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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聯盟

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之主導廠商與支持廠商數量

OCF

AllSeen

Thread

Homekit

Alliance
主導廠商

英特爾

高通

谷歌

蘋果

(Intel )

(Qualcomm)

(Google )

(Apple )

關鍵技術

IoTivity

AllJoyn

Thread

HomeKit

應用領域

車載、醫療、

車載、智能家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居、智慧城市

300 間以上

200 間以上

240 間以上

100 間左右

廠商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分析
1. 市場共同性衡量
根據主要廠商提供投資人的年報，整理出廠商自 2013 年的總收益與物聯網相
關的收益數據。
表 5-3

物聯網關鍵廠商收益

2015

2014

2013

Iot

Total

Iot

Total

Iot

Total

Revenue

Revenue

Revenue

Revenue

Revenue

Revenue

Intel

2,298

55,355

2,142

55,870

1,801

52,708

Qualcomm

17,079

25,281

18,625

26,487

16,988

24,866

448

74,989

327

66,001

12

55,519

29,976

233,715

26,442

182,795

26,168

170,910

Alphabet
Apple

單位: millions
本研究以近三年的平均收益做為衡量廠商間市場共同性的數值，在公式一的計算
下，獲得以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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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 (Pai/Pa)×(Pbi/Pi) (公式一)
表 5-4
Intel
Intel

物聯網關鍵廠商市場共同性圖像
Qualcomm

Alphabet

Apple

0.01406

0.00022

0.02207

0.00370

0.39844

Qualcomm

0.03007

Alphabet

0.00017

0.00136

Apple

0.00619

0.05283

0.00216
0.00073

i. 市場共同性最高
從焦點廠商 Intel 而言，Qualcomm 的市場共同性最高。
從焦點廠商 Qualcomm 而言，Apple 市場共同性最高。
從焦點廠商 Alphabet (Google)而言，Apple 市場共同性最高。
從焦點廠商 Apple 而言，Qualcomm 市場共同性最高。
ii. 市場共同性最低
從焦點廠商 Intel 而言，Alphabet (Google)的市場共同性最低。
從焦點廠商 Qualcomm 而言，Intel 的市場共同性最低。
從焦點廠商 Alphabet (Google)而言，Intel 的市場共同性最低。
從焦點廠商 Apple 而言，Alphabet (Google)的市場共同性最低。

2. 資源相似性衡量
根據主要廠商提供投資人的年報，整理出廠商自 2013 年的總支出與其投注在產
品開發與研究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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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物聯網關鍵廠商投入資源

2015

2014

2013

研發支出

總支出

研發支出

總支出

研發支出

總支出

Intel

12,128

20,677

11,537

20,262

10,611

19,230

Qualcomm

5,490

19,505

5,477

18,937

4,967

17,636

Alphabet

12,282

55,629

9,832

49,505

7,137

40,116

Apple

8,076

22,396

6,041

18,034

4,475

15,305
單位: millions

本研究以近三年的平均值做為衡量廠商間資源相似性的數值，在公式二的計
算下，獲得以下結果。

Dab=(Pam/Pa)-(Pbm/Pm)
表 5-6
Intel
Intel

(公式二)
物聯網關鍵廠商資源相似性圖像
Qualcomm

Alphabet

Apple

0.40465

0.27429

0.38227

0.02361

0.09713

Qualcomm

0.06936

Alphabet

0.15437

0.03768

Apple

0.05165

0.16473

0.01212
0.03437

資源相似性來測量兩家公司資源的分配相似程度，以計算兩家公司的幾何距
離，當幾何距離為 0 時，代表兩家公司在資源分配上是完成一致的，當幾何距離
數值越大，代表兩家公司間的資源可分配是十分不同的。
i. 資源相似性高
從焦點廠商 Intel 而言，Alphabet (Google)的資源相似性高。
從焦點廠商 Qualcomm 而言，Alphabet (Google)資源相似性高。
從焦點廠商 Alphabet (Google)而言，Apple 資源相似性高。
從焦點廠商 Apple 而言，Alphabet (Google)資源相似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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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資源相似性低
從焦點廠商 Intel 而言，Qualcomm 的資源相似性低。
從焦點廠商 Qualcomm 而言，Apple 資源相似性低。
從焦點廠商 Alphabet (Google)而言，Intel 資源相似性低。
從焦點廠商 Apple 而言，Qualcomm 資源相似性低。
在「市場共同性－資源相似性」(MC-RS)架構討論下，最有可能合作的廠商
組合如下:
1. 市場共同性高、資源相似性低 : 因目標市場重疊且關鍵資源互補，最有可能
合作。
2. 市場共同性低、資源相似性高 : 因衝突性較低，若能發掘共同的利益，也有
機會合作。
根據上述數值衡量，發現 Intel 和 Qualcomm 屬於市場共同性高、資源相似性
低的組合，雖然彼此都是半導體晶片廠商，Qualcomm 在其他部分的投入比較多
(例如市場銷售、作業服務等等)，可以和投入在研發較多的 Intel 合作，共享不同
層面的投入，創造雙贏。
目前原本由 Intel 主導的 OIC 聯盟，與 Qualcomm 主導的 AllSeen 聯盟已經合
併為 OCF 聯盟，結合兩間主導廠商的優勢，對於未來物聯網平台規格統一有很
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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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網廠商通訊規格發展歷程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蒐集物聯網廠商在通訊規格發展的相關事件(表 5-7)，可以發現
「兼併(Merger)與收購(Acquisition) 」是各家廠商在發展上的重要手段，如前述討
論提到，構成物聯網發展的關鍵在技術。發展一項關鍵技術可能耗時數年，耗費
的人力資源更是難以計數，因此，併購擁有所需技術的公司成為各主導廠商發展
必然的策略。也是物聯網通訊規格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

50

表 5-7
時間

參與企業

2010 Aug.

英特爾

物聯網通訊規格聯盟發展歷程

事件
併購德州儀器(TI)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晶片部門
併購英飛凌(Infineon)無線解決方案事業部門(WLS)

2013 Dec.

高通

加入由 Linux Foundation 發起 AllSeen Alliance
(捐贈 AllJoyn 原始碼管理權)

2014 Jan.

谷歌

以 32 億美金收購智慧家居公司 Nest Labs, Inc

博通

Avago 併購 Broadcom Ltd.
(更名為 Broadcom Corporation)

2014 Jul.

英特爾

與三星、Ateml、Broadcom 籌組 OIC

博通

併購無線高畫質影音傳輸(60GHz)Wilocity

谷歌

籌組 Thread Group

蘋果

WWDC 發布 HomeKit

2014 Aug.

英特爾

2014 Oct.

高通

2015 Feb.

英特爾

2015 May

谷歌

2015 Jun.

英特爾

2016 Jan.

高通

併購 Avago 的 Axxia 網路處理元件部門
併購英國晶片製造商 CSR plc
併購德國寬頻接取網通晶片業者領特(Lantiq)
Google I/O 大會發表物聯網作業系統「Brillo」
併購美國可程式邏輯（FPGA）晶片製造商 Altera
與 TDK 合資成立射頻控股公司 RF360 Holdings

英特爾

併購德國無人機業者 Ascending Technologies

2016 Feb.

英特爾

與微軟、思科等 OIC 創始成員籌組 OCF

2016 Apr.

英特爾

併購義大利功能安全服務業者 Yogitech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了解主要廠商與其在物聯網通訊規格上的發展歷程後，本研究分析各聯盟的
參與廠商，進一步討論其中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根據官方公布的會員名單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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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一個以上生態系統的企業有 18 間，其中參加三個聯盟(不包含以上)的企業有
4 間(表 5-8)。
表 5-8
產業別

企業名稱

物聯網通訊規格聯盟廠商參與情況
OCF

AllSeen
Alliance

Thread
Group

*

*

半導體

Affinegy

電信通訊

ARRIS

*

*

半導體

Atmel

*

*

電腦週邊

DELL

*

*

網通

D-Link

智能家居

Electrolux

能源

Enphase
Energy

半導體

Granite
River Labs

*

軟體

GreenWave
Systems

*

智能家居

Haier

*

*

智能家居

Honeywell

*

*

消費性電子

HTC
Corporation

*

智能家居

Kwikset

電腦軟體
電腦硬體
消費性電子

Microsoft

*

*

*

半導體

Qualcomm

*

*

*

智能家居
消費性電子

SAMSUNG

*

*

*

半導體

Sercomm
Corporation

*

*

半導體

Silicon Labs

*

*

*
*

HomeKit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整理時間至 2016 年 10 月)
透過了解各聯盟的組成與主導廠商，建立一個基本的物聯網商業生態系統。
本研究將以此為概念設計訪談大綱，進一步了解廠商間的關係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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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深度訪談內容
本研究為了解在物聯網主導廠商，所建置的通訊規格彼此競爭與合作下，對
於產業界的影響。以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討論不同系統主導廠商的定位，及聯
盟中廠商的關係。訪談中，引入動態競爭的競合觀點，詢問受訪者對於目前產業
現況的看法。以下分為四大核心議題，與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最後總結受訪者
對物聯網規格未來發展的看法，作為未來研究物聯網發展的評估方向。

核心議題一、「物聯網規格現況 : 生態系統間互動」
1. 主導廠商
受訪者皆指出，物聯網平台規格由主導廠商領導，而主導廠商也負責提供技
術。主導廠商對技術的態度，影響該規格聯盟的成員多寡。

現在的幾個大廠像是高通，因為他的專業是手機的部分，網通還在發展，所以
他直接放出他的程式語言，給別人編輯，一起發展規格。如果不開放很難在短時
間內發展起來。

(哉英電子，地區經理)

OCF 的 IoTivity、AllSeen 的 AllJoyn、Thread 都是主導廠商開發出基礎程式
碼後，提供給參與聯盟的廠商一同開發與協作，故廠商數相較於封閉的 Homekit
規格，廠商數目更多，產品也更多元。

基本上都是站在自己原本的產品出發，賣晶片的就是以如何讓晶片採用率更
高，主打平台的就是讓使用者變多，讓自己收集數據的媒介增加。
(瑞昱，資深工程師)

現在看起來就是高通比較強，因為他的晶片在通訊產品上廣泛被使用，而且感
覺上他建立物聯網通訊規格只是為了避免手機發展越來越慢，缺法成長動能，需
要轉頭網通市場，但是網通他又不算太強，只好以建立開放平台，跟其他人分享
控制軟體的 license，以推平台手段，賣它的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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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Google 的情況比較考能因為它是網路平台廠商，主要還是靠廣告賺錢，廣
告最需要的就是數據，如果能早一步控制規格，成為市場霸主，可以最快取得最
多的數據，達成他自己既有網路平台與廣告業務的增長。而且他最近這幾年的發
展跨足軟體到硬體，也有足夠的資源透入。

(拓墣，產業分析師)

主導廠商採取開放的態度，還是基於想取得最大利益，讓自身的產品受益。
半導體晶片廠(高通、英特爾)而言，期主力產品控制晶片(ASIC IC 等等)就能更廣
泛的被使用，而不至於受到手機、筆電等產品飽和，造成既有晶片銷售停滯的負
面影響。主導廠商採取開放的態度，為自身的收益創造成長動能，間接形成物聯
網生態系統的雙贏結果。
根據受訪者的看法，與各個規格聯盟所公開的資訊，可以歸納主導廠商於商業生
態系統所扮演的角色(表 5-9)。
表 5-9

主導廠商於商業生態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廠商

平台規格

角色

特徵

Intel

OCF

關鍵者

發展 IoTivity 提供其他廠商使用

Qualcomm

OAT10

關鍵者

發展 AllSeen 提供其他廠商使用

Google

Thread

關鍵者

發展 Thread 提供其他廠商使用

Apple

Homekit

支配者

發展 Homekit，有限制地提供其他廠商使用

Microsoft

OAT

關鍵者

協助發展與平台，提供其他使用者

SΛMSUNG

OAT

關鍵者

協助發展與平台，提供其他使用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受訪者的訪談發現，由於現有各個通訊規格背後都有具有市場主導地位的
廠商支持，各自所擁有的資源與經營策略不同也對於主導的聯盟有很大的影響。
然而，因為仍在發展初期，受訪者僅針對主導廠商的定位與目前聯盟內的廠商做
評論，還無法明確指出孰優孰劣。

10

廠商參加複數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本研究以聯盟縮寫代稱 OAT=OCF、AllSeen、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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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導廠商本身的產品類型不同，影響其選擇物聯網的領域，但是最晚成
立的 OCF 聯盟，卻主打全方位，這使得未來通訊規格的競爭投入全新的變因。

英特爾雖然進入得晚，可是它的資源跟能力已經強大到他想進入個產業就進入那
個產業。比方說晶片設計這一塊，如果他今天想到：客戶的產品要為了影像處理
多留一個位置，這樣太麻煩，不如我把它包進去，幫客戶創造一個 Total Solution
者樣應該很好。

(索尼，產品經理)

整體而言，就「制定規格，形成聯盟」這個部分，大部分仍是持正面態度，
認為制定可以溝通的共通標準有其必要，但是各聯盟好壞還看不出來，僅能就經
驗上對主導廠商的印象做評論。

2. 利基廠商
目前物聯網市場呈現大者恆大的發展趨勢，受訪者對於個別廠商的自我定
位，都傾向差異化發展，創造難以被取代的專業能力，增加與其他廠商合作，有
益於個別廠商在物聯網產業的存續。

現在彼此的重點都是在發展規格，拉攏更多人加入，有些聯盟裡的主導廠商甚至
是在各個聯盟裡流動，雖然這樣要付出很多倍的 effort，那也是怕一但押錯寶了，
自己會從此消失在競爭的舞台上。

(瑞昱資深工程師)

廠商應該專注在自己的本業上，今天別人需要你的專業，就是你存在的價值。
(台灣村田，產品經理)

好好發展自己的專業，才可能在需求多變的物聯網生態系統裡生存。
(台灣松下，工程師)
除了專注自身專業的發展之外，考慮到網通產品的特性需要少量多樣的設
計，利基廠商缺乏足夠的資源，應盡可能與主導廠商合作，提高資源配置的效
益。

在產品生命週期短，產品又需要多樣化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專業，更快速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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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產品上配置自己的資源，選擇跟大廠合作，減少本身的 EFFOR 是在中多
廠商競爭中，比較可能讓廠商存續的方式。

(台灣村田，營業科長)

3. 物聯網平台規格的商業生態系統更具多樣性
單一產業難以對應整個物聯網的需求，需要產業與產業的合作協同才能建構
一個完整個價值鏈。然而，受訪者皆指出，傳統的垂直合作 (原物料 – 產品開發
– 生產 – 銷售) 已無法滿足物聯網的需求，水平合作的結合才能促成物聯網生態
系統的創價活動。

同一個系統的成員，也不僅僅是硬體的上下游，也可能是應用軟體或者提供技術
服務支援的廠商。

(索尼，產品經理)

像我們公司從無線充電到辦公數位產品都有，我們從設計到製程會跟不同的單位
合作，……，有的時候可能要跟同業。所以，我認為以這個狀況來說，物聯網的
商業生態系，應該是既水平又垂直的狀況。

(致伸，產品經理)

物聯網的商業生態系統是既垂直又水平交錯運作的複雜生態系統。以生態系
統的概念而言，生態系內的物種越多樣，該生態系越具備競爭力，正是物聯網平
台規格生態系統的現況。

虛實整合應該多考量市場的需求，現在有許多物聯網的新應用都淪為展示品，市
場不需要，產品不賣座，這樣就會形成負向的循環。使用者經驗、具體應用介面
等等增加使用的便利性，必須納入虛實整合的考量。

(拓墣，產業分析師)

物聯網生態的多樣性包含許多虛實整合，不僅僅是軟體與應提的整合，應以
面相市場需求，重視使用者經驗作為整合的主要方向。滿足市場需求，產生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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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實際效益，才能對廠商經營產生正向效果。

4.受訪廠商與規格聯盟的關係
物聯網平台規格的各個聯盟都是以開放的態度發展，原則上廠商可以依照自
身意願選擇加入。然而，加入的成本也必須納入考量。此次受訪的廠商多考慮到
自身資源有限，選擇依循終端客戶的需求，或參與聯盟並取得聯盟相關技術資
源，尚未有參與規格設計的經驗。

以我們公司來說，雖然有加入 Google 的陣營，不過我們還是依照他既定的
規格發展，比較難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要額外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另一方
面是牽涉的成員很多，溝通也是問題。

(台灣村田，產品經理)

我們只有照終端客戶(有參與聯盟)的需求編寫需要的規格，還沒有加入任何一個
聯盟。加入聯盟要額外投入資源跟人力，對致伸是額外的人力負擔。
(致伸，產品經理)
基於物聯網發展產品甚多，各個通訊規格聯盟都有很多成員。然而，不是每
個成員都有能力參與制定規格，因為發展規格要付出很多人力物力，對於廠商而
言，外投入人力資源，可能會影響本業發展，因此主要還是依照主導廠商的規
格。

核心議題二、「廠商於物聯網發展人力資源」
1. 物聯網發展需要之人力資源特徵
透過訪談發現，由於發展物聯網需要考慮的面向很多，目前每一個構面都有
人力可以支援，但沒有整合性的人才，能夠做判斷。反映發展物聯網的人才特
質，卻乏的不是專家，而是可以統整專家，促進不同領域整合合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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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該有的人才都有，只是因為我們還是以 OEM、ODM 為主，公司還是會以
滿足 END USER 要求為主，比較沒有心力放在發展自有的產品，對於研發人才來
說很可惜，這樣無法有發展獨創性的機會，這一點我覺得滿可惜的。
(致伸，產品經理)

硬體、軟體都不缺人才，只是缺乏有真正知道物聯網在幹嘛的人，這樣的人需要
有整合性的觀點，水平整合不同部門，這樣台灣才發展得起來。
(村田，營業科長)

核心議題三、「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廠商基本上都意識到物聯網這個趨勢，多少都有建置屬於自己產業相關的資
料庫。一方面為的是市場調查，以研發更切和市場導向的產品，另一方面是為了
進行公司組織與策略的調整，因應市場改變，公司的對應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

有專職的企劃部門在做產業情報的蒐集，不單單是物聯網，我們的本業半導體與
相關的上下游原材料都是我們研究的範圍。雖然說有研究物聯網，但還沒有道設
立專職的物聯網部門，目前都還是依附在企劃部門底下。另外就是，因為產業環
境變動，半導體這種走在產業先端的產品更需要先覺，以免錯失發展機會，我們
認為這個相關的產業研究以一定的重要性。

(哉英，地區經理)

核心議題四、「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面對世界發展趨勢，投入物聯網的廠商越來越多。在台灣，甚至出現「物聯
網概念股」一詞，顯示投入的廠商數目已達一定程度。對於台灣物聯網的未來發
展，根據受訪者的觀點整理出以下可能性。
1.整合軟硬體服務的廠商
受訪者皆提到，台灣並非缺乏進入物聯網市場的實力，而是缺乏整合軟硬體
廠商的實力。因此，發展具整合服務的廠商，以便充分發揮台灣物聯網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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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其實該有都都有，長期代工培養的硬體實力，這幾年軟體的發展因為手機的
興盛也推出很多有影響力的案子，如果有人可以統整這些軟硬體廠商，提供一個
良好的平台，彼此合作，開發性價比更高的產品，也許是一個好方法。
(索尼，產品經理)
2.發展新型態服務
物聯網發展的目的，在於讓所有的裝置都能蒐集數據，讓數據反映使用者需
求，進一步發展更受市場接受的產品。除了硬體、軟體的發展，以及硬體、軟體
的整合之外，應發展新型態的服務，提升數據分析的服務，有效應用數據，讓物
聯網產生效益。
3.提高代工產品價值
物聯網生態系統整合不同產業，單一的廠商無法創造價值。然而，如何讓價
值最大化，須考量本身的專業。以台灣的現況而言，長期代工培養的專業實力，
可以增加高端的應用產品製造，以提高代工產品價值成為台灣發展優勢。

發展新服務是比較可行的方向，軟實力的發展比較適合台灣這種資源有限的環
境。既有的硬體生產，可以朝著代工精緻化的方向，也是提升台灣廠商在物聯網
的價值方法之一。

(拓墣，產業分析師)

總結、「廠商對物聯網未來發展的看法」
1. 物聯網平台規格統一成為必然
如同歷史上許多科技產品的規格問題，統一規格才可能使產業擴大發展。不
過，影響規格統一的因素非常複雜。不單單只是規格優劣，市場與其他外在環境
也影響規格統一。

規格的問題可能還是比較大。不過這個跟到底誰的規格比較好沒有直接關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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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素很多，像是你看之前的錄影帶規格，那個就是消費者與主要使用廠商決定
規格。然後，最近的例子像是 WiMax 跟 LTE 的情況就是背後的主導廠商(英特爾)
不玩了，沒有富爸爸撐腰，WiMax 只會越來越慘。你看之前那個全球一動後來就
受害很深，不要以為外國大廠的兢爭跟我們沒關係，盲目跟隨也有問題。所以，
規格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主導廠商是不是夠硬，或者規格是不是夠好，我自己的
看法是消費者是實際使用產品的人，很可能最後是誰用起來最友善，最順手，規
格就能成為主流。如果大家都發展得差不多，接下來又回到最原本的問題，規格
相容性，你跟我能不能溝通，就會變成是最重要的課題了。
(哉英，地區經理)

2. 培養具整合能力的人才
規格的整合不但只是技術面的問題，廠商與廠商建的溝通與協調也是影響技術整
合的關鍵。未來的人力資源發展，除了專業技術的開發，也應重視整合不同資源
的人才。

規格整合是最主要的問題，不過，需要有人能跳出來整合，就會牽涉到其是是人
才的問題。現在各自發展不同的應用，怎麼把大家串起來，產生效益，讓廠商真
正賺錢，物聯網才有意義。
(致伸，產品經理)
3. 應重視數據安全
物聯網相關的裝置被廣泛使用後，應妥善管理各種裝置所獲得的龐大數據。除了
數據分析之外，數據安全也應該被重視。

規格的統一是現在的問題，不過，一旦統一規格，在這個平台上的數據怎麼被有
效使用，也是一個問題。還有數據的資訊安全也需要被重視。我認為處理完規格
的問題，怎麼使用這個平台的人力也是問題。
(瑞昱，資深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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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乃是基於商業生態系統的觀點，探究物聯網廠商的企業策略及廠商與
廠商間的關係，目的在於發掘物聯網發展的障礙，及個別廠商面對這些發展困難
的可能對應方式。並嘗試以動態的觀點思考不同聯盟間廠商的互動關係，不僅僅
討論具主導地位廠商的策略與行為，也進一步發掘聯盟中廠商的行為。
從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的觀點，討論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間的
關係，與廠商與廠商的關係。同一個商業生態系統中，可能同時存在數個不同的
主導廠商(OCF 聯盟同時存在 Intel、Qualcomm、SΛMSUNG 等廠商)，彼此採取
合作的態度維護並開發共同規格。平台規格的開發為主導廠商占大多數，且將相
關技術規格提供聯盟內的廠商，提供聯盟內的利基廠商分享主導廠商的利益，並
以此為基礎，促進規格開發與應用。
物聯網的主軸在於資料蒐集，如何創造強勢規格，創造最多的節點(裝置)，
取得最多的數據，並將此轉化成商機，為主導廠商組成聯盟的動機。主導廠商基
於自身利益考量 (半導體晶片廠商 Intel 主導 OCF 聯盟成立，藉此推銷自己開發
的晶片給聯盟內其他廠商應用)主導或協助創立物聯網平台規格，然而，考量資源
有限，同一主導廠商可能同時存在於多個不同聯盟(Qualcomm 同時參與 OCF、
AllSeen、Thread 聯盟)，以換取更高的生存機會。
聯盟的設立除了技術考量，市場也為此規格聯盟組成的權變因素。主導廠
商一方面希望創造具獨特性的規格，與其他規格有所區別，開創藍海。然而，物
聯網產品涉及範圍廣泛，使用者不在只是對智慧型產品熟系的使用者，有可能是
從未使用過智慧型產品的使用者。因此，以消非者的角度評估規格的適用性，也
是聯盟在開發技術的參考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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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廠商在不同商業生態系統的角色可能變動，依自身資源投入與分配的
程度決定，在一生態系統中為主導廠商，致另一生態系統則為利基廠商(Microsoft
在 OCF、AllSeen 聯盟為具主導地位的 Diamond Members、Premier Members，到
了 Thread 聯盟改為一般會員)。由於各個物聯網規格聯盟對於不同層級的會員，
要求不同程度的投入(技術開發投入程度、資金)，間接影響廠商進入規格的角色
定位與生存策略。
同一利基廠商在資源與人力可以負擔的情況下，參加一個以上的聯盟以確
保握有發展先機。例如：三星雖然在家電與行動通訊的製造與設計都有一定實
力，然而，通訊規格牽涉到高層次的軟體與韌體技術，為取得相關技術，加入多
個聯盟對三星即保障其競爭優勢。
總結目前物聯網規格主導廠商與利基廠商的行為，歸納以下影響通訊規格存
續的可能因素:
(1)技術規格具開放性。
(2)技術規格具相容性。
(3)技術規格是否能為市場接受。
(4)聯盟內的利基廠商是否足夠。主導廠商是否有足夠跟隨者支持其技術。
對於台灣未來於物聯網的發展，多位受訪者皆提到軟體的開發將是台灣廠商
在物聯網發展下較為可行的項目。由於硬體的設計與代工領域只要擁有純熟技
術，基本上不難達成。換言之，利基廠商可以透過發展獨特技術，不僅能保住自
身在聯盟中的優勢，也可能藉由該獨特技術一躍成為關鍵廠商，具有主導通續規
格的能耐。

第二節 研究意涵
早期競爭多為選邊站，例如 VHS 與 Betamax 的規格戰爭，兩個陣營組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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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沒有重複，廠商將所有資源投注在單一規格上。可能原因是當時影像產業的攝
錄設備發展初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僅能投注單一陣營，卻導致一但所選擇的
聯盟崩潰，所有參與廠商都會有重大損失。屬於直接對峙性的商業戰爭。
到了 HD DVD 與 BD 之爭，開始有少數廠商做出相容性的產品，可以讀出
兩種規格的內容。開始不再是對立的衝突，而是有兼容並蓄的選項出現。本研究
發現越接近近代，受到資源與企業經營策略影響，企業開始不已直接對峙性的商
業戰爭為競爭方式，而是以兼容並蓄、群體合作的方式展開新規格的界定。當某
一規格確立後，不會導致另一規格權有過大的損害，仍然有發展到主流規格的空
間。
甚至到了物聯網時期，具主要領導地位的廠商也可能出現在敵對聯盟，開始
出現為了本身具有主導第為而與對手競爭，拉攏稍不具有主導性廠商的加入。又
為了確保不要錯失發展先機，而加入敵對聯盟，貢獻本身能力，協助第對陣營發
展。回歸到物聯網規格未來問題是相容性，如果在對手陣營開始發展自己的語
言，將其融入對手的系統規格中，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型態。
此外，聯盟內的廠商雖加入聯盟尋求庇護，又出現橫跨四個聯盟且投同時發
展自己規格的廠商，這一類的廠商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通訊規格開發上，但是最
能掌握整體的個體，是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狀況。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儘可能收納多樣資訊並以客觀的

角度看待問題，但仍恐有不完善之處。
首先，本研究在次級資料收集上僅能看到官方發布的訊息與媒體上公開的活動，
但物聯網是一個變動極大的產業，可能無法掌握最新脈動，而使分析有些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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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在深度訪談的部分，受限到受訪者工作型態與年資的限制，某
些問題無法提出進一步說明，僅能以受訪者工作單位所見回答，恐有不夠全面之
虞。
2.

未來研究建議
對於未來後續相關研究，本研究建議可以從以下幾點或不同面向切入

本研究受限於受訪名單的限制，僅能從聯盟中的廠商，抑或是廠商的代工廠來了
解物聯網通，稍顯不夠全面。未來研究者可以嘗試訪談核心關鍵廠商，能夠取得
更全面的看法。
此外，本研究皆以廠商的角度出發，思考物聯網通訊規格可能的競爭與合作
發展，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從消費者，使用產品的角度評估規格的適用性，與規
格是否對消費者具吸引力，作為評估主要通訊規格存續問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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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物聯網從業人員深度訪談問題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目前，有數個集團在建立互聯網的規格，您對各個集團的想法
(優劣勢)為何？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
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益？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
您覺得個別廠商如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
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如：聯發科、中鋼的生
態系)有何異同？

核心目的
1
核心目的
1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
人才？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
如建立規格分析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2

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
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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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逐字稿

一、訪談對象 01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6 日
地點:台北民權
任職企業:台北日商哉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營業部門地區經理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感覺現在每一間廠商都在喊作物聯網，可是事實上有能力做的就是那幾間而
已。現在物聯網發展技術都很好了，WiFi802.11abgn/ac 的發展讓傳輸速度越來越
快，BT 也從之前主打低功耗的 4.0 一直發展了很多代，這個月中(2016/06)才又剛
發表了 BT5.0 版本。
所以說，基礎的技術發展都不是問題。再說，物聯網不是新的東西，是既有
技術的集合，包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概念。不過，這些都只能算是使用規格，還
是要有一個 protocol，也就是可以溝通的語言，讓這些技術都能在同一個平台上
運行，這樣物聯網的智慧生活概念才可能真正實現。
因為只靠一間廠商要串起整個系統難度很高，投入的資源很難計算。現在的
幾個大廠像是高通，因為他的專業是手機的部分，網通還在發展，所以他直接放
出他的程式語言，給別人編輯，一起發展規格。如果不開放很難在短時間內發展
起來。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沒有。我們公司做的是影像處理晶片，主要是掛在別人主功能上的附屬功
能。我們只要跟著合作夥伴的終端產品走就可以了。終端產品選用什麼規格，我
們就選用什麼規格。參考終端產品的編碼，寫出適合的就好。特別投入資源加入
制定規格，對我們而言不太有效益。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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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
現在雖然還是大廠在主導規格，小廠還是要想辦法活下來。平台規格的影響
對我們公司的產品雖然不大，不過我認為，還是除了加入並且學習大廠提出的規
格之外，還是要保有自己的特色，才不會被吃掉。台灣現在很多網通廠，像是義
隆那些的，雖然都有加入那些聯盟，可是還在幫別人做代工，只是 ODM、OEM
是沒有用的，這樣是抄襲不是學習，根本不會成長阿。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回答 :
硬體跟軟體的整合還是現在發展的最大問題。現在有很多智能家居、智慧車
載的產品，不過都只是把本來遙控器上的功能，移轉到手機上。換個地方操作而
已。以後的整合應該建立在同一個標準上，形成一個真正的隨處都可以虛實整
合，才是真正的物聯網。現在的技術問題，主要我看還是卡在單一廠商沒辦法做
完整個，可是有沒有人可以真的跳出來整合，這個還需要花多一點時間討論整合
技術的部份。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以前的生態是從原料包到量產，這種一條線的組織就可以自給自足，發展得
很好。不過現在看物聯網，除了垂直整合上下游，還有水平的不同產業，涵蓋的
範圍比以前廣很多。也更複雜了。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我們公司在本業的產品開發跟生產管理都算很足夠，尤其是產品開發這一塊
特別好。雖然我們是小公司，但晶片的重點就是專利技術，我們有足夠的專利技
術支撐，所以在產品規劃跟生產這一塊我認為是很足夠的。
不過你要說物聯網可能比較沒有專門的人，因為就像剛剛說到的，對我們來
說只要追隨終端產品的需求就可以，我們不需要特別花人力研究物聯網規格這一
塊。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有專職的企劃部門在做產業情報的蒐集，不單單是物聯網，我們的本業半導體與
相關的上下游原材料都是我們研究的範圍。雖然說有研究物聯網，但還沒有道設
立專職的物聯網部門，目前都還是依附在企劃部門底下。另外就是，因為產業環
境變動，半導體這種走在產業先端的產品更需要先覺，以免錯失發展機會，我們
認為這個相關的產業研究以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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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有。物聯網的產品已經是趨勢，目前我們已經有一些半成品的 protocol，一旦終
端產品需要做規格上的調整，我們也可以很快對應。所以要提高物聯網產品並不
會太困難。不過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比率，因為這一塊現在產品出太多了，誰都不
知道賺不賺錢，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方向。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開發新規格要投入很多資源跟人力，台灣要開發平台規格難度太高了。就算今天
政府提台灣矽谷，願意投入政府的資源下來做，還是趕不上時間差。可能我們做
完了，人家已經到下一代了。
現在軟體公司的發展很興盛，台灣也有足夠的人才，我覺得發展面向市場跟消費
者的應用軟體，才是比較可能的出路。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規格的問題可能還是比較大。不過這個跟到底誰的規格比較好沒有直接關係，影
響因素很多，像是你看之前的錄影帶規格，那個就是消費者與主要使用廠商決定
規格。然後，最近的例子像是 WiMax 跟 LTE 的情況就是背後的主導廠商(英特爾)
不玩了，沒有富爸爸撐腰，WiMax 只會越來越慘。你看之前那個全球一動後來就
受害很深，不要以為外國大廠的兢爭跟我們沒關係，盲目跟隨也有問題。所以，
規格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主導廠商是不是夠硬，或者規格是不是夠好，我自己的
看法是消費者是實際使用產品的人，很可能最後是誰用起來最友善，最順手，規
格就能成為主流。如果大家都發展得差不多，接下來又回到最原本的問題，規格
相容性，你跟我能不能溝通，就會變成是最重要的課題了。

二、訪談對象 02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6 日
地點:台北內湖
任職企業:台北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R&D 部門資深工程師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他們(具主導地位的廠商)基本上都是站在自己原本的產品出發，賣晶片的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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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晶片採用率更高，主打平台的就是讓使用者變多，讓自己收集數據的媒介
增加。現在彼此的重點都是在發展規格，拉攏更多人加入，有些聯盟裡的主導廠
商甚至是在各個聯盟裡流動，雖然這樣要付出很多倍的 effort，那也是怕一但押
錯寶了，自己會從此消失在競爭的舞台上。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我們基本上都有支援開發可以應用的 IC，現在光是 Ameba (瑞昱開發的低功率網
通晶片)就有不同版本，可以支援 OIC( OCF 的前身)的 IoTivity，也有 AllSeen 的
AllJoyn，Thread 也可以，還有之前提的 Homekit。
我知道的是，我們拿到規格的編碼，再根據他的規則寫客戶的應用。我們沒有參
與制定，我們只有參與發展產品而已。這個參與的層次，跟繳交會費跟投入的資
源有關係。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規格的問題現在還是太多未知，同時參加好幾個聯盟的大有人在。三星沒有主導
任何一個規格，可是每一個都有他。創立 A 規格的廠商也可能去 B 規格聯盟，高
通、微軟這些都是。
大廠都會怕押錯寶，以後沒辦法生存，小廠更是。只是，小廠沒這麼多資源每一
個都參加，我認為發展並且保有自己的特色比較重要。畢竟，物聯網包含很多功
能，靠一間廠商也是做不起來。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回答 :
像剛剛說的，物聯網為什麼靠一間廠商做不起來，因為這牽涉到軟體跟硬體的連
結。可是這個 gateway 要怎麼建立並不容易，不過專做這一塊的廠商越來越多。
想在這個市場獲益的廠商我覺得可以走連結的領域，所有應用都需要。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物聯網的狀況幾乎通包所有產業，沒辦法只有硬體或軟體，還要連實際應用的服
務也要考慮。比方說，我今天做一個公車的動態監測系統。開發了感測每一台公
車行進的數據，還要回傳到控制中心，接著從控制中心把數據傳到應用平台，讓
使用者可以輕易地使用到這個結果。這當中包含很多層次，光是服務這一塊就很
多個，從公車業者、資訊分析業者、政府相關單位等等，物聯網生態系統涵蓋的
範圍非常廣。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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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
有，規劃、開發、生產管理的人員很夠，只是，網通講求的是專利技術，專利需
要投入資源跟人力，我們雖然有人力，可是公司看不到具體的成效，自然部會投
太多錢給你做研發。除了人，錢也是問題。人夠，錢不夠也做不起來。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我們沒有專門做物聯網的企劃，但是有專門做半導體的資料研究的樣子。公司內
部定期有教育訓練，也是從那些企劃研究來的內容。不過大部分都是買現成的資
料，再轉發給我們。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公司說有，但是沒有一個固定比率。你想做，也要看終端客戶要不要做。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應用軟體開發應該比較適合台灣，我們的資源有限，如果要進行大幅度的規格設
計很難。著手開發跟市場相關的應用軟體比較有實際幫助，現在寫手機 APP 的人
很多，我們不缺這樣的人才，走應用面也比較看得到效益，可能走得比較長遠。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規格的統一是現在的問題，不過，一旦統一規格，在這個平台上的數據怎麼被有
效使用，也是一個問題。還有數據的資訊安全也需要被重視。我認為處理完規格
的問題，怎麼使用這個平台的人力也是問題。

三、訪談對象 03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7 日
地點:台北
任職企業:日商台灣村田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企劃部門產品經理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發展的規格雖然很多，每一間大廠看起來都很好，可是老話一句，彼此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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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實根本很難選用。以我們的客戶來說，今天他的 END USER 是飛利浦用
了 A 規格，明天他的 END USER 是惠爾普可能就改 B 規格了。對我們這樣的零
件模組供應商來說，我們當然是做好全規格都支援的打算，但是站在使用者，消
費者的立場，其實沒有比較方便，因為我還要一個一個去適應新規格。要是今天
我本來用的 A 規格空調壞掉了，我改買新的空調，他用的卻是 B 規格，這樣我之
前的控制介面都不能用，如果我的空調又跟我家裡的中央控制系統有連結，換了
新的空調之後會因為通訊規格不同，不能溝通，而斷了連結。所以制定出共通的
規格是必然的趨勢。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以我們公司來說，雖然有加入 Google 的陣營，不過我們還是依照他既定的 規
格發展，比較難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要額外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是
牽涉的成員很多，溝通也是問題。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物聯網是一個要一起玩才玩得起來的遊戲，現在的情況就是，你要追大廠可能也
追不上，一方面沒有人，一方面沒有資金。廠商應該專注在自己的本業上，當今
天別人需要你的專業時，就是你存在的價值了。如果你今天家電廠商，本業是空
調，可是你要學人家辦智能家居，硬寫一個程式，結果程式也沒寫好，產品也沒
做好，這樣很快就沒辦法走下去。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回答 :
很多廠商都在走虛實整合這一塊，只是怎樣虛實整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只
是讓產品的功能上手機 APP，其實只能算初步的而已。不過光是這一塊就有很大
的問題，讓軟體上架也需要很多資源。同一個廠商做一定沒辦法，除非你是微
軟、三星那種大廠，不然還是讓專業的來，分工比較好。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物聯網的生態系統跟傳統比起來，相同的是一樣保有垂直的整合。比方說我們這
種電子零組件廠對任何一個系統來說，都是必要存在的一環，因為從材料到產品
規格開發，產品製造(我們得客戶)，都是物聯網生態系統裡包含的。除了垂直之
外，物聯網生態系統的水平整合也很多，像是高通跟博通在跟 NXP 都包在同一
個 AllSeen 裡面，他們都是半導體 IC 廠商，因為彼此技術可以互相學習
，減少開發阻礙。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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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有，我們在各種產品線、各種階段都有專業的人才，不過我認為比較缺乏的是統
合的人。以我為例，我現在的位置其實有點尷尬，公司已經注意到要放一個人來
做對物聯網產品的整合，可是每一個部門都有自己的頭，他們都有自己的意見，
怎麼溝通是很大的問題。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有，企劃部有針對物聯網做分類，一樣在 salesforce 系統裡面找得到。這個一個
算是我們做得非常好的部分，甚至可以跟客戶分享，藉由情報共享，取得客戶更
多的信任。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有，對應網通的微型化產品越來越多，通訊的模組選項也一直在開發，中國那邊
CMOS 的低成本模組也發展很快，對應中國那便家電的需要。如果把整個網通都
算物聯網的情況下，大概現狀佔整體的三成左右，未來肯定會增加，比率還不確
定。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我們的客戶都是台灣的 EMS 廠商，每一個案子都標物聯網應用，都只是幫終端
客戶做代工，幫終端客戶寫程式，賺得實在是太少了。未來要投入的廠商應該投
入在應用面，做軟體應用，使用者介面的開發。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其實規格、資金、人力都是要改善的部分，現階段比較急迫的是規格。還是要找
到一個共通的語言，才能讓廠商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才能開發更多符合規格的產
品，才能實現真正的物聯網。

四、訪談對象 04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7 日
地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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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企業:日商台灣村田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營業部門營業科長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我手上的客戶就很多都有物聯網的案子，可是那些機種真的做到量產的真的很
少。站在第一線的看法，感覺就像是個假議題。只是把 WiFi、BT 這些既有的東
西包一包，用物聯網的方式提出來。雖然有很多規格出現，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相
同的網路架構，彼此進入或退出都不難，只是要支持誰而已。光是規格的問題最
少還要吵個 3-5 年，我認為不會這麼快落幕。這個過程只會有更多產品做到一
半，然後宣告終結而已。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我們每一個聯盟都有加入，但是有沒有牽涉到可以改規格這個我不了解。合作到
甚麼程度這個不是很確定。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網通廠間的競爭原本就比一般產品來得激烈，因為產品生命週期很短。一個
ROUTER 三個月就結案，可是一台 NB 要做到一年，這個差異非常的大。在產品
生命週期短，產品又需要多樣化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專業，更快速的在不同的
產品上配置自己的資源，選擇適合的富爸爸(大廠)合作，減少本身的 EFFOR 是在
中多廠商競爭中，比較可能讓廠商存續的方式。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回答 :
這是趨勢，只是目前很多廠商都是自己做硬體，也要寫軟體。可是本來專業
就有不同，所以都只能寫一些很陽春的應用程式。最糟糕的是，外包到台灣代工
後，台灣的廠商也連寫軟體整合的這一塊成接下來。可是他們本來就沒有這種人
力，最後就變成我們寫給他，然後幫他跟他的客戶背書，其實我覺得這樣不太
好。軟體跟硬體應該整合，可是應該各自做各自的專業，再由專業的廠商來做連
結比較理想。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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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的範圍很廣，跟傳統的整合比起來，涉及的層面非常多，軟體、硬體、服
務等等。相同的就是原本有的，物聯網生態系統也有，原本沒有的，物聯網生態
系統都涵蓋了。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硬體、軟體都不缺人才，只是缺乏有真正知道物聯網在幹嘛的人，這樣的人需要
有整合性的觀點，水平整合不同部門，這樣台灣才發展得起來。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有。我們除了有專門的部門在做資料，還花錢買別人出的報告，基本上資訊算是
非常完整了。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有，有聽說要提升相關的應用產品，像是微型化零件、模組等等。但是具體的比
率不太確定。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原本做得很好的專業代工，應該繼續做代工。但是應該做高端產品的代工，比方
說通訊系統設備。如果只是做一般消費性電子，中國的規模比我們大太多了。雖
然我們都在中國設廠，但是投入規模跟中國的廠商一比較就會知道，我們花太多
成本了，規模太小了。代工的產品應該走向高端。
其他的話，應用軟體的開發也許不錯。台灣寫軟體跟韌體的人才很多，只是缺乏
資源。可是軟體需要的資金還不至於到天價，最重要的是專利技術，這一塊是台
灣可以做的。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都有，現在規格還吵得很亂，可能還是要等過幾年訂下來才會知道怎們發展。否
則以現階段，每一間廠商都不確定自己現在投入在這個規格對不對，資本有沒有
可能回收，這樣很難再有新投入。
.

五、訪談對象 05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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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北中和
任職企業: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R&D 部門工程師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現在市面上越來越多物聯網應用的產品出現，彼此使用的通訊規格也不太一
樣，雖然推出了許多物聯網產品，都是為了使生活更便利所發展出來的，反而因
為產品規格彼此不相容，使用上沒有更便利的情況。目前使用最多的智能家居而
言，多以智慧型手機作為操作的工具，但受限於通訊規格限制，單一規格僅能控
制同規範內的產品。可是，一個家庭裡可能出現洗衣機、電視機、空調、電冰箱
等等都是不同品牌的情況，當這些家電都搭載上物聯網應用後，彼此溝通規範不
同而產生約要多個控制系統、多個應用軟體、多隻遙控器，便會將物聯網為了讓
生活便利而出現的益處完全消弭。因此，主導廠商能夠站出來統整規格是必要
的。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加入聯盟雖然能夠取得最上層的溝通語言，不過它基本上還是滿制式的。以
我們的 PanaHome 來說，我們有自己個基礎技術，可以控制家電之間的運算，不
過，最上層的語言還是直接參考主導廠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有能、有機會參
與制定規格的基本上來是以歐美廠商為主，像我們這種日商很難擠進去核心。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好好發展自己的專業，才可能在需求多變的物聯網生態系統裡生存。以我們
為例，我們的本業是家電，自己開發了一套智能家具系統，但這已經是分支出很
多不同分公司才能完成。單靠單一分公司的力量，沒辦法完成。而每一個分公司
都有自己的專業，才能串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 PanaHome 智能家居系統。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回答 :
寫軟體並不難，透過軟體讓系統跟實物結合也不難，只是當出問題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複雜。軟體如果出現障礙，只需要考慮是不是程式編碼哪裡有問題，
修改編碼就好。
如果是物連網的應用，出了問題可能是軟體本身有問題，也可能是硬體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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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問體，也可能是聯結有問題，或者是連結只是不穩定等等，最糟糕的是全部
都有問題。物聯網的虛實整合不僅僅要考慮軟體，還要考慮實用的情境，現階段
不管是軟體或是硬體的技術都還不成熟，如果要設計一個根據物聯網理想 UX 的
連結，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物聯網的生態系統中，可以有很多的巨頭同時存在一個聯盟，彼此都能對勝泰系
統有貢獻。以往的生態系統可能只會出現一個單一的廠商，主導整個系統，負責
所有的技術跟管理。物聯網生態系統的廠商合作的概念比較明顯。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有，松下細分很多不同的產品部門，有足夠的人力跟資源，可以獨立開發自己的
物聯網產品。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有，有專門的企劃部門在做營業方針的規劃。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公司有提出要讓 PanaHome 有產品更多樣，支援更多種不同的使用型態。現在正
積極跟建商合作，希望藉由市占率提升，讓 PanaHome 成為智能家居的主流。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台灣的廠商常常都是比較短視近利的，聽到什麼好，就一窩蜂地去做。現在
物聯網正夯，投入的更多。很多人提到軟體是台灣的出路，可是軟體已經很多人
做了，為什麼還做不好?
我認為物聯網除了發展應用軟體之外，發展適合物聯網的服務也很重要。物
聯網取得的大量數據應該經過妥善的分析才有意義，目前就有很多公開的數據資
料被裝置讀取後，大量的回傳，有些甚至大量存在於政府的網站，但都沒有人利
用，真的很可惜。未來可以新服務型態做為發展的參考，應該很好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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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規格要先有一定程度的統一，才可能談後續是不是要投入更多資源。至於人力、
資金等等比較具體的部分，我認為只要做出一定效果，投資者沒有不投入資源的
道理，先統一規格，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問題。

六、訪談對象 06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8 日
地點: 線上訪問
任職企業:索尼株式會社
職業:影像處理部門產品經理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英特爾雖然進入得晚，可是它的資源跟能力已經強大到他想進入個產業就進
入那個產業。比方說晶片設計這一塊，如果他今天想到：客戶的產品要為了影像
處理多留一個位置，這樣太麻煩，不如我把它包進去，幫客戶創造一個 Total
Solution 者樣應該很好。只要他想到了，評估過就會開始做，那就意味著那的影
像處理產業明天開始就要失業。英特爾這種摧毀其他產業的例子很多，我相信就
算他進入得比較晚，仍然有可能成為主流規格的主導者。不過一樣還是會面臨到
通訊規格的整合問題，這個可能就要看以後的發展。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有，但都只是參與廠商。在聯盟裡沒有實際協定規格的功能，目前還看不到
加入物聯網平台規格聯盟的實際效益。畢竟還太新了。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剛剛提到像英特爾的狀況，如果你要硬拚，我認為這樣沒辦法走。因為現在
物聯網很明顯就是一個沒辦法全包的東西，英特爾可以把晶片應用功能全包，可
是他沒辦法連軟體、硬體、甚至服務全包。所以，必須讓自己的專業好到他必須
跟你合作，這樣的廠商才能在物聯網生態系統裡生存。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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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
軟硬體的虛實以為必然，但整合後怎麼與市場結合才是重點。硬體蒐集數
據，軟體分類並管理資料，還需要好的數據分析才能讓數據有價值。數據分析的
服務平台，是決定虛實整合的物聯網是否有意義的關鍵。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物聯網的生態系統雖然由大廠組成，但基本上都是開放的態度，雖然存在比
較強勢的廠商，但對整體而言都是一個你想加入就加入，你想退出就退出的系
統。同一個系統的成員，也不僅僅是硬體的上下游，也可能是應用軟體或者提供
技術服務支援的廠商。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有，SONY 的分工很細，基本上對於新產品的開發都有足夠的專業人力。不
過，這幾年一直在進行組織變更，買賣很多不同的部門，對於資源的配置還不一
定。所以，未來要投入多少資源在物聯網產品這個沒有具體的方向。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有，以我現在的支社 Sony Network Communications 為中心，有許多關於物聯網領
域的分析跟調查，提供給新規事業做參考。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目前沒有聽說，主要是現在還在進行組織變更，很難說未來資源要怎麼分配。所
以對於物聯網的發展是不是要投入更多，現在還看不出來。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台灣其實該有都都有，長期代工培養的硬體實力，這幾年軟體的發展因為手
機的興盛也推出很多有影響力的案子，如果有人可以統整這些軟硬體廠商，提供
一個良好的平台，彼此合作，開發性價比更高的產品，也許是一個好方法。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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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
規格問題是現在最被討論的，就跟以前光碟規格一樣，科技產品能不能活下
去，規格是關鍵阿。其他的像是資金或人力，這些比較後期的問題都可以在過程
中解決。

七、訪談對象 07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20 日
地點:台北
任職企業: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影像處理部門產品經理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因為物聯網的規格其實很多變，網通的技術發展也很快，靠一間廠商撐場面
很難。資源跟人力都有限。這幾年併購的很多，併購之後產生的資源變多，但還
是不夠，不能靠自己成立規格，還是要有人附和。像 NXP 合併了很多人之後，
變成一個超級大怪獸，不過還是僅限於半導體，還是要透過參加不同的聯盟，才
能在物聯網產業發展。
就現在看這些規格，彼此差異其實不大，對參與廠商來說投入的成本容易被
接受，但是每一個都要些微差距，其實很傷成本。尤其對小廠商而言更是。
未來還是會走向單一規格，才會繼續發展下去。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無，我們只有照終端客戶(有參與聯盟)的需求編寫需要的規格，還沒有加入任何
一個聯盟。加入聯盟需要額外投入資源跟人力，對致伸而言額外的人力有負擔。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分工是未來物聯網生態系統當中，最重要的活動。像剛剛說的，沒有任何一
個廠商可以獨力完成所有的作業，必須靠分工合作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服務。如
何讓自己有可以參與分工的價值，讓自己的專業無法被取代，是像我們這樣的小
廠商發展的重點。
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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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
虛實整合是接近市場的基本，讓消費者能夠使用才有價值。整合之後，獲得
的數據還需要分析，數據才是物聯網的價值。除了虛實整合之外，數據分析等等
其他服務的平台也是必要的。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生態系統的概念，基本上物聯網涵蓋的範圍很雜欸，你要說他特別是水平統
合，還是垂直整合的生態，我覺得都不是。像我們公司從無線充電到辦公數位產
品都有，我們從設計到製程會跟不同的單位合作，至於是哪個規格、哪個系統要
依照 END USER 指定，有的時候我可能要跟同業。所以，我認為以這個狀況來
說，物聯網的商業生態系，應該是既水平又垂直的狀況。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基本上該有的人才都有，只是因為我們還是以 OEM、ODM 為主，公司還是
會以滿足 END USER 要求為主，比較沒有心力放在發展自有的產品，對於研發人
才來說很可惜，這樣無法有發展獨創性的機會，這一點我覺得滿可惜的。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沒有，我們也都是看新聞的。比較第一手的情報，只有實際接觸相關案子的窗口
知道，知道的也很有限。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
有，因為物聯網的產品很看重耗電的問題，目前有計畫再開發給物聯網產品
的低耗電鋰電池，具體比率不知道。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台灣一直以來對於產業的扶植都是三分熱度，缺乏長期發展的眼光，不僅僅
是政府，許多的老闆也都是只看短線。物聯網是一個需要投入一定時間跟資源的
產業。由於物聯網話題的炒作，發展不過幾年，如果不能持續，到頭來還是一場
空。
不管發展硬體、軟體、服務都好，這些台灣都有足夠的人才，只是如果不能
投入相對的時間跟資源，恐怕走哪一條都不好。或者，可以引進外資的投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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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技術的加速器，也是很理想的。只是台灣目前的環境，實在太不吸引外資投資
了，這恐怕也有難度。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規格整合是最主要的問題，不過，需要有人能跳出來整合，就會牽涉到其是是人
才的問題。現在各自發展不同的應用，怎麼把大家串起來，產生效益，讓廠商真
正賺錢，物聯網才有意義。

八、訪談對象 08 紀錄
時間:2016 年 06 月 16 日
地點:台北
任職企業:拓墣產業研究所
職業:研究部門產業分析師

【訪談內容】
核心目的

了解廠商與制定規格的主導廠商之互動關係

問題 1. 您對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之想法？
回答 :
現在看起來就是高通比較強，因為他的晶片在通訊產品上廣泛被使用，而且感覺
上他建立物聯網通訊規格只是為了避免手機發展越來越慢，缺法成長動能，需要
轉頭網通市場，但是網通他又不算太強，只好以建立開放平台，跟其他人分享控
制軟體的 license，以推平台手段，賣它的晶片。至於 Google 的情況比較考能因
為它是網路平台廠商，主要還是靠廣告賺錢，廣告最需要的就是數據，如果能早
一步控制規格，成為市場霸主，可以最快取得最多的數據，達成他自己既有網路
平台與廣告業務的增長。而且他最近這幾年的發展跨足軟體到硬體，也有足夠的
資源透入。
問題 2. 貴公司曾與規格制定廠商進行合作？是透過哪種形式交流？帶來哪些助
益？
回答 :
沒有，產業分析不會涉實際協作開發。
問題 3. 物聯網牽涉到許多廠商間的競爭、合作與競合關係。您覺得個別廠商如
何自我定位，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回答 :
物聯網的發展將走向大者恆大的趨勢，大廠資源極大的強況下，如果小廠也
是只會做跟大廠一樣的技術，馬上就被淘汰。個別廠商應該發展自己獨特能力，
積極與不同專業的廠商合作，才能一直維持自己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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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物聯網涉及虛實的整合。您對廠商在這部分的看法為何？
回答 :
虛實整合應該多考量市場的需求，現在有許多物聯網的新應用都淪為展示
品，市場不需要，產品不賣座，這樣就會形成負向的循環。使用者經驗、具體應
用介面等等增加使用的便利性，必須納入虛實整合的考量。
問題 5. 物聯網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您覺得物聯網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
(如：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有何異同？
回答 :
物聯網生態系統包含垂直跟水平整合，產業跟產業的連結緊密，每個廠商的
特性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形成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聯發科、中鋼的生態系統，
都是建構在單一領導廠商下的系統，與物聯網是由多個領導廠商組成不同。
核心目的

廠商於物聯網發展相關人力資源

問題 1. 貴公司進行產品規劃與生產的過程中，您認為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
回答 :
沒有，我們只負責產業分析，沒有這麼全面的部門設計。
核心目的

廠商投入於物聯網產業的研究程度

問題 1.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物聯網環境內容進行相關分析研究，如建立規格分析
資料庫、 研究市場需求趨勢等？
回答 :
有，我們根據不同產業與領域建構各自個的資料庫，提供給有需求的客戶。
簡單說，我們的服務可以提供沒有設置企劃部門的客戶在產品開發上參考的依
據。
核心目的

廠商對未來規劃，與對台灣物聯網發展的看法

問題 1.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提高物聯網相關產品比率的規劃嗎
回答 :沒有。
問題 2.您認為台灣廠商面對物聯網發展的未來的出路？
回答 :
發展新服務是比較可行的方向，軟實力的發展比較適合台灣這種資源有限的
環境。既有的硬體生產，可以朝著代工精緻化的方向，也是提升台灣廠商在物聯
網的價值方法之一。
問題 3. 您認為未來物聯網規格發展最可能面臨的困難為何?規格?資金?人力?
回答 :
首先是規格，按照目前檯面上的這幾個規格的發展，彼此都是開放的編碼，
很有可能會透過連結技術，讓不同規格可以溝通，形成更大的統一規格。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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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規格問題，統合不同專門的人才也是很重要的。目前各種領域的人才組構，但
是統合這些領域的人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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