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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數位電子看板市場與產業發展概況 
 

第一節  數位電子看板市場 
 

提起數位看板(Digital Signage)，很多人大概都會立即聯想到林立在各處的電子告示牌。

例如車站的時刻表、機場的班機資料顯示、銀行的匯率及利率變動告示等。商業廣告的用途

方面例如在公車、捷運系統車先內的廣告播放等、便利商店中的商品促銷、甚至路邊設置的

LED 動畫廣告看板等，也都是消費者已經熟悉的數位看板應用。 

 

由於數位電子看板是個持續成長且多元發展的市場，因此，並不容易統合整體市場規模

數據，各研究機構之數值亦差異甚大，在此僅提供 iSuppli 之前的預測做為參考。 

 

根據 iSuppli 的統計，2006 年數位電子看板市場約僅 93 億美元，2011 年可近 150 億美

元，其中，室內應用的數位電子看板成長更出色，從 2006 年的 23 億美元可望提高至 75 億美

元，成為數位電子看板市場新星。 

 

2011 年數位電子看板市場預估 

2006                                 2011

23億美元

146億美元

92億美元

75億美元

室內

全球整體

 

資料來源：iSuppli Japan，2008；DIGITIMES 整理，2009/9 



 

但是數位看板產業只是這麼簡單的方式就可以運作了嗎？當然不是，數位看板的商業模

式絕不是在人多之處擺設一台 LCD 放映廣告就可簡單了事，而是完全無法以現有產業思維可

簡單想像的創新商業模式。 

 

數位看板發展空間未可限量 

數位看板未來發展空間極為寬廣，創新應用及想像可能性均會超出目前預期，發展此產業不須故步自封，須具
備開放並積極挑戰的態度面對。

資料來源：FOX；DIGITIMES 整理，2009/9 

 

數位看板基本概念 

 

首先在此要將數位看板的定義先行探討，簡單來說就是一種電子數位媒體。 

 

而數位看板主要指設置在室外、商店內外、大眾運輸系統等一般家庭之外的場所，訊息

傳遞對象主要為不特定的複數受眾，並使用各種不同的電子數位顯示技術及設備，傳播散布

各種資訊消息的現代媒體。 



 

將數位平面顯示器運用在公共大眾方面的訊息傳遞用途上，其實已有相當歷史。例如車

站的時刻表、機場的班機資料顯示等，因為都行之有年，所以在一般大眾的觀念裡，這種電

子告示牌其實不論是功能還是表示內容上都相當陽春，架構上也僅為單純封閉的系統結構，

有些充其量只能算是會顯示資訊的閉路電視而已。 

 

但這些陽春的電子告示牌卻在長久時間內，形成了不論是普羅大眾、政府還是眾多相關

廠商對於數位看板的刻版印象。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只要加上廣告內容的影片，放在人多的地

方播放就是商用的數位看板應用方式。商店裡的數位看板亦然，只要擺上一台 LCD TV 播放

廣告影片就算是數位看板。 

 

數位看板當然不只是這麼簡單，就未來前景而言，我們不應侷限對於數位看板的市場規

模想像空間。其實電影就常顯示我們對於未來世界的願景，例如好萊塢便經常早於現實世界

去預想未來世界，而且經常實現，明顯例子像行動電話已經在 20 幾年前便拍攝的星艦迷航記

一片中出現，而人類也提早實現了此一概念並將其普及於生活之中。 

 

數位看板將無所不在 

 

而最近對於數位看板未來願景描寫最深刻的電影作品莫過於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的「關

鍵報告」一片，其中對於數位看板在未來世界裡的描繪，讓我們可知道數位看板將無所不在，

未來可滲透進我們生活的任一角落。 

 

在該片中，僅就數位看板所使用的顯示器種類，就包括了超大尺寸 OLED、彩色電子紙、

全景 3D 顯示等目前已有構想但尚未實現的先進技術。更重要的是不論是暗夜的黑街還是人

潮洶湧的鬧區、店鋪之內或是捷運車廂之中，數位看板以各種不同的尺寸、表現與互動方式



融合進入社會環境的每一角落，真正達到無所不在(Ubiquitous)的境界。 

 

未來數位看板將如無線網路一般無所不在 

數位看板的發展可能性，將隨著各種科技應用的發展，而演化出種種新的創新組合，特別是
次世代新興顯示技術及無線通訊技術將扮演關鍵角色，未來將達到數位看板無所不在的境
界。

資料來源：FOX；DIGITIMES 整理，2009/9 

 

投入科技新興產業需先知己知彼 

 

數位看板近來是極受注目的科技應用，眾多科技廠商都對此躍躍欲試，但要注意的是，

再切入此一新興產業時，必須先了解此一產業的根本屬性，才能在投入發展之後確實掌握發

展方向，避免到最後賠了夫人又折兵的窘境。 

 

TFT LCD 產業便是極佳範例，由於 LCD 產業就獲利而言，是上下肥中間瘦的不平均發

展架構，台灣辛辛苦苦投入大量資源發展中間的面板製造產業，但最後只肥了上游的材料設

備廠商及下游的終端產品廠商，投入數千億的鉅額投資但獲利卻極為微薄。 

 



因此數位看板雖前途看好，但廠商在投入此一產業時必須先了解此一產業的性及如發揮

自身的競爭優勢，而非一窩蜂的盲目投入。 

 

數位看板將是可比擬網際網路的多樣化創新商業平台 

 

從發展架構來看，數位看板並非單純的一項產品，而是包羅萬象的創新集合體，並可以

創造出完全無法以現有傳統產業思維想像的創新商業模式。 

 

數位看板欲開啟創新商業模式，開放將是發展的最為核心概念，有開放的平台才有利於

創新活動的發展進行，其實與監視器、TV 等固定用途的產品不同，數位看板將會有機會如

Internet 一般，有超出想像的廣闊發展空間。 

 

結合顯示、傳輸、辨識、互動等各種相關技術加以排列組合以符合各種不同需求，數位

看板最終將滲透進所有人的生活。配合未來手持行動數位裝置(主要為行動電話)，與定置數

位看板的資料互動亦將是廣告宣傳及資訊內容服務發展焦點。 



第二節  數位電子看板產業 
 

在前述創新的前提下，必須了解是為看板絕不單單只是一項科技產品，而是多項不同領

域下的新技術結合產生的科技創新。 

 

數位看板不僅是一項科技產品，它也是系統、是內容、是新商業模式、是服務創新、更

是一門全新的藝術表現，不同於其他 IT 產品，而系統整合端的需求也甚高，致使整體數位電

子看板產業必須順應各地媒體與系統整合商生態發展，僅顯示器端具有高度集中特性，但卻

也並非得 TFT LCD 不可。 

 

數位電子看板產業鏈需整合內容與廣告，不同於其他 IT 產品 

資料來源：Yano Research，2009/6 

 

此乃因為數位看板的發展是自由的發想所推動，換言之現有的所有科技只要適合，全都

可以立刻被吸收融合進數位看板的架構之中，例如以往最早被應用的顯示技術不外乎 CRT 或

背投 TV，到 PDP TV 及 LCD TV 日益普及後，也被數位看板收納入，原本高價的 LED 顯示器在



LED 的性價比獲得大幅進步後，由於相當適合戶外環境的使用，目前也成為常見的數位看板

型態。 

 

換言之，數位看板的快速成長，並非可由單一技術的成長便可推動，而是各種技術的融

合到一定程度後，時機一到自然水到渠成，也因此，數位電子看板產業也很難由少數廠商把

持，唯顯示器因供應商有限，為此產業中難得可見高度集中的產業鏈環節，加上 TFT LCD 為

台灣核心的電子產業，因此，以下深入探討顯示器在數位電子看板市場的應用機會。 

 

目前有部分人士認為數位看板的成長是仰賴 LCD 產業的發達，其實單就表現效果來觀

察，TFT LCD 尚有許多不足之處無法滿足數位看板的應用需求、例如更大、更輕薄、更吸引

目光、更省電環保等。 

 

TFT LCD 不見得是數位看板顯示技術唯一選擇 

 

雖然 TFT LCD 也繼續的進行發展改良以期能符合這些進階需求，但在次世代新興顯示器

技術來勢洶洶的攻勢下，未來的數位看板市場 TFT LCD 未必能占到太大便宜。例如尺寸的需

求，低成本、高畫質又可滿足超大尺寸的顯示技術便不可或缺，以目前 TFT LCD 的技術來看，

最大尺寸雖然已達到 108 吋，但由於成本高昂，導致普及不易。此外多片拼合的方式雖然可

以滿足大尺寸的需求，但不論再細的邊框都還是會留下畫面上的缺陷。 

 

 OLED 發展想像空間寬廣 

 

因此就像「關鍵報告」一片中，主角湯姆克魯斯在暗夜裡慢跑過無人的黑街時，路旁建

築物上高達數層樓的數位看板一般，大小就是決定廣告注目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而能達到

此一要求的顯示技術，應非可使用引刷製程的 OLED 技術莫屬，特別是高分子 OLED (PLED)，



未來甚至就連驅動基板的電路部分亦可使用印刷製程製作。 

 

OLED 將是數位看板顯示技術的未來之星 

OLED具備可撓、超大尺寸、低成本等發展可能性，特別是高分子PLED材料發展近
來頗有突破。

未來如「關鍵報告」一般，OLED數位看板出現在我們生活環境的每一處的日子相信
已經不遠。

資料來源：FOX；DIGITIMES 整理，2009/9 

 

由於印刷製程較不受產品尺寸大小限制，此外使用塑膠基板生產的可撓式產品也逐漸朝

量產之路邁進，不僅輕薄，也較易於多片拼合方式，在相關技術不斷發展的推動下，OLED 在

數位看板應用方面的遠景頗為看好。 

 

省電環保方面，這是目前推動數位看板的最大阻力，例如使用 LCD TV 或 PDP TV 可以達

到相當好的畫質表現、但越大尺寸越高性能的組合不僅生產時需消耗許多資源與能源，使用

時也須耗用不少電力，例如夏普(Sharp)積極投入數位看板用途的世界最大 108 吋 LCD 顯示器

(LB-1085)的消耗電力便高達 1,130W，即使是以節能為號召的 LCD 在大型化產品上的耗電量

亦會讓不少顧慮環保形像的客戶望之卻步。 

 

此時能滿足環保節能的顯示技術便非電子紙莫屬，由於現行電子紙皆採用雙穩態及反射



式架構，不需背光構造，因此除畫面轉換外幾乎不需耗費多餘電力，可謂終極的環保顯示技

術。但目前尚無任一種電子紙技術量產產品達到 A3 以上尺寸，加上彩色電子紙尚停留在開發

階段，不利於廣告文宣的鮮艷色彩需求。不過由於目前各界對於環保要求日益重視，因此亦

有願意接受較低表現性能換取環保節能訴求的廣告客戶。 

 

 裸眼式 3D 顯示器是數位看板理想搭配 

 

在更吸引目光方面，對於廣告用途為主要訴求的數位看板而言，在大尺寸 FPD 產品日益

普及之下，普通的 2D 顯示方式已經不太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要重新拉回消費者的注意力，

必須有嶄新的表現方式，而裸眼式 3D 顯示技術便是頗被看好的數位看板明日之星應用。 

 

3D 顯示技術主要分類 

眼鏡式

裸眼式

快門眼鏡(Shutter Glasses)

偏光眼鏡
(Polarized 
Glasses)

雙凸透鏡(Lenticular 
Lens)

視差障壁(Parallax 
Barrier)

指向性背光模組
(Directional B/L)

全像式(Holographic)

Patterned Retarder (相
位延遲薄膜)

iZ3D
(2片LCD疊合) 

眼鏡方式由於目前高頻率顯示器價格不斷下降，
如PDP及120Hz驅動LCD TV等的普及，因可不
需搭配高價專用3D顯示器，將是家庭娛樂用途
的理想方案。

裸眼式3D技術可擺脫眼鏡的限制，但由於顯示
器本體價格高昂，短期內難以進入家庭，數位看
板為目前理想搭配市場。

資料來源：DIGITIMES，2009/9 

 

裸眼式 3D 顯示器由於不受眼鏡等設備限制，十分適合數位看板瞬間吸引目光的目標需



求。目前主要應用尺寸為 40 吋~65 吋之間的大尺寸 3D 顯示器。此塊尺寸區間亦符合目前大

尺寸 LCD 產品及數位看板產品的主流尺寸。 

 

在商業效益上，當消費者看到不習慣的「突出」3D 立體影像時，可有效把路上行人的腳

步停下注意廣告，裸眼式 3D 顯示器便具備此種優勢。雖然目前的裸眼式 3D 顯示器尚未到達

全景式 3D 顯示的完美境界，在長時間觀看下會有導致暈眩等不適感覺，但由於數位看板的用

途原本就非供消費者長時間注視，因此裸眼式 3D 顯示器只要能吸引消費者停下來 30 秒就好，

這 30 秒便足以讓廣告廠商達成設置數位看板進行宣傳的目的。 

 

數位看板將是裸眼 3D 顯示技術發展的最初舞台 

目前普通的2D顯示方式由於過於普及，用作數位看板已經不太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

要重新拉回消費者的注意力，必須有嶄新的表現方式。

裸眼式3D顯示技術具備強大目光吸引力，是頗被看好的數位看板明日之星應用。

資料來源：FOX；DIGITIMES 整理，2009/9 

 

數位看板發展應著重創新而非大量生產同質產品 

 

由於數位看板不僅是一項科技產品，也是系統、內容、新商業模式、服務創新、新的藝

術表現。因此數位看板的發展完全符合創新的要素，在以大陸為首的低廉生產成本進逼下，



如果產品沒有太高技術門檻，在山寨文化橫行的當下，其下場可想而知，但如果由服務創新

的角度來看，由於屬於高度客製化，為個別量身打造的要求極高，因此進入門檻亦高，但毛

利也相對優厚。 

 

其實就性質的分類而言，發展數位看板最重要的關鍵反而是後續的客製化服務，舉例如

目前台灣到處林立的「蚊子館」，也就是花下大筆經費投資建設的公共設施，卻無後續配合的

經營計劃與內容維持，最後只能荒廢了事。數位看板亦然，必須初期的硬體設置與後期的服

務維持，軟硬體緊密結合方能發揮最大效用， 

 

 數位看板與 TV 的產品策略差異 

 

TFT LCD 及諸多 IT 硬體相關廠商，對 LCD TV 產品的快速躍升市場主流帶來的成功甜美

經驗是念念不忘，因此相當積極的想協調出數位看板的共通規格，以利於相同規格大量生產

數位看板產品，這犯下了兼具備顯示機能的產品所在區位一是同仁的謬誤。 

 

TV 之所要具備共通規格有其背景，主要是因為電視訊號有共通標準，終端的 TV 必須與

之配合，其原因在於電波頻譜其實是相當珍貴稀少的自然資源，電視所能分配到的電波頻譜

既然有限，因此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制定電視訊號標準，TV 業者跟隨其後推動產品自然能水到

渠成。 

 

數位看板則不然，首先為對應不同需求，在顯示技術上的選擇便極具彈性，可以說只要

有需求，成本也能負擔的狀況下，任何顯示技術都可應用到數位看板中。通訊傳輸規格亦然，

其實只要是現有的通信技術，基本上都可以被應用到數位看板上，因此不會像 TV 一樣受到電

視訊號標準的限制，可讓數位看板因地制宜彈性調配所使用的科技組合。 

 



由於具備自由彈性調配使用的科技組合的特性，數位看板可以靈活的擷取最新相關科技

的優點為己所用，換言之較目前所謂的山寨機更具發展的彈性，就產品生產的性質來觀察，

少量多樣的客製化式生產，應是數位看板生產方式的主流。 

 

可是台灣科技產業向來習於以大量生產、快速出貨的經營模式，例如 NB 代工雖然囊括全

球 9成以上市場，但毛利率經常以保 5保 6被市場所質疑，相對於終端客戶也就是品牌 NB

業者的高毛利，總有為人做嫁之嘆。 

 

政府的觀念亦不跳脫此一框架之中，由於台灣的科技產業箱來是以硬體生產製造掛帥，

因此政府的產業政策都以增加硬體生產規模為重心，所以近來所聽到的政府對於數位看板產

業的發展看法，多還是停留在可以消化台灣 TFT LCD 產業面板過多產能的階段。 

 

台灣對數位看板的關心大多源於 LCD 產業 

 

相關廠商亦有相同的趨向，台灣由於環境的限制，使得市場規模向來較小，同時相關廠

商的規模也都傾向集中於某些單項產品之上，而較缺乏規模較大，事業內容包山包海的跨國

企業。因此在面對數位看板此一市場時，很單純的會直接以本身產品如何切入此一心市場為

出發點。 

 

Sharp 由小到超大尺寸全面推動數位看板應用 



 

資料來源：Sharp，2009/9 

 

其中最好的例子就是TFT LCD廠商，而台灣對於數位看板此一產業的關心，與台灣TFT LCD

產業兩兆雙星的地位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因此要探討台灣的數位看板產業，必須先由 TFT LCD

的市場發展源流先行著手，這可先從 TFT LCD 的應用發展歷程來觀察。 

 

大尺寸 TFT LCD 的應用發展由上世紀末延續至今，可分為 3大階段，最早的應用市場便

是 NB，2001 年此一市場的成長到達巔峰，到 2005 年，LCD 監視器的市占率已超過 7成，成

功取代 CRT 監視器成為市場主流，而從 6代線開始量產後 LCD TV 開始搶占整體 TV 市場，因

6代線可經濟切割 32 吋面板，並合乎市場需求，LCD TV 因此快速起飛，從 2004 年 32 吋 LCD 

TV 陸續推出市面以來，每年都以大約 20%的比例降低價格，歷年平均下來 LCD TV 的市場成長

率也超過 20%，並在 2008 年獲取整體市場過半的市占比例，正式成為 TV 市場主流。 

 

 第 4 波市場應用青黃不接  LCD 市場發展陷入停滯 

 

但 LCD TV 市場規模發展雖然相當快速，產品主流尺寸卻未隨著市場規模成長而增加。原

本 TFT LCD 廠商在 32 吋面板價格不斷下跌後，企圖將 LCD TV 主流產品尺寸拉抬到 40 吋、甚



至 50 吋級的大尺寸規格以提升毛利。但事與願違，目前市面上 LCD TV 銷售尺寸主流還是停

留在 30 吋級，導致 TFT LCD 廠甚至必須將原本應用做生產 40 吋級 50 吋級產品的 8代線轉為

生產 30 吋級產品，同時導致產能過剩的問題。 

 

為消化多餘產能並提升大尺寸高毛利產品的銷量，TFT LCD 必須尋找對於 40 吋以上大尺

寸面板有相當數量需求的第 4波市場應用，以接續第 3波 LCD TV 的高速市場成長，並維持較

高比例的毛利。現在 LCD 廠商是將其定調在數位看板市場之上，期待此一市場可創造出相當

於 LCD TV 市場一般龐大規模的面板需求。 

 

單就 TFT LCD 廠商的如意算盤來說是合理的，但要注意的是數位看板不像監視器及 TV，

是已經發展成熟的市場。LCD 取代 CRT 只是水到渠成的趨勢，TV 廠商只要不做 CRT TV 改做

LCD TV 即可，不需多花太多工夫，短時間內便可達成驚人的成長。但數位看板則是全新的應

用，市場的需求並非短時間內可創造出來，需要相當時間的醞釀。 

 

從生產的方面來觀察，TFT LCD 新世代生產線的投資金額仍高，一座 8代線以後的生產

線投資動輒需要 20 億美元以上的龐大資金。要進行如此高額的投資，當然產品的目標市場要

相當明確。 

 

目前 LCD TV 相對而言是成熟的市場，其發展與規模都可確實掌握，但數位看板不然，由

於此一市場尚處於醞釀萌芽階段，因此還無法做為 TFT LCD 新廠投資時的考慮的主要產品市

場，頂多只能做為次要的高附加價值產品區塊來考量。 

 

三星電子認為公用顯示器可擴大 LCD 面板應用範圍 



戶外用途成長潛力高：
Digital Signage目前室
內用途較高，若室外
顯示看板需求順利成
長，預估2010年將可
望大幅超越300萬台水
準。

著重亮度表現：
因應室外用途，亮度
需由目前700 nits，提
高至2,000 nits以上。

邊框寬度減至4mm：
邊框寬度由30mm降至
4mm，以配合multi-
screen產品應用。

三星電子Digital Signage產品線40吋~82吋

資料來源：三星電子，DIGITIMES 整理，2009/9 

 



第二章  數位電子看板創新應用案例 
 

以下將從案例進行剖析，就各行業對數位電子看板的應用情境設計、技術整合甚至實施

成效等，進行探討，以利台灣廠商從中獲取相關事業運作與策略聯盟伙伴鏈結之新思維。 

 

案例一：日本第 1 大廣告代理商電通的戶外實地新試驗 
 

據市調機構 iSuppli Japan 調查，日本國內室內裝置數位電子看板市場自 2006 年的 23

億美元激增至 2009 年的 75 億美元，日本企業如電通(Dentsu)、東北新社(JASDAQ)、日立

(Hitachi)、三菱電機(Mitsubishi)、恩益禧(NEC)、富士通(Fujitsu)、Panasonic、夏普

(Sharp)、Sony、JR 東日本、NTT 等，亦積極跨足數位電子看板領域。 

 

JR 東日本於東京車站內設置的數位電子看板 

 

資料來源：JR 東日本，2009/2 

 



因大尺寸面板價格節節下降，數位電子看板設置成本亦隨之大幅降低，因此，目前在日

本，不論交通設施，或大型商業大樓，其裝設數位電子看板的數量與意願都逐漸提升，數位

電子看板普及化徵兆開始顯現。 

 

電通積極發展數位電子看板廣告模式以解營運困境 
 

日本傳統廣告市場在經濟衰退及市場飽和下正持續惡化，以本案例所舉的日本第 1大廣

告代理商電通而言(若以企業本體計算，電通為全球最大的廣告代理企業，以集團計則名列第

5)，其 2008 年 4~12 月營收為 1.43 兆日圓，較 2007 年同期減少 5.4%，獲利(41 億日圓)則大

幅減少 80.3%；而日本第 2大廣告代理商博報堂 2008 年 4~12 月財報獲利狀況惡化情況更嚴

重，營收 7,756 億日圓，較前 1年同期減少 3.8%，而獲利僅 500 萬日圓，逼近虧損邊緣。 

 

至於日本第 3大廣告代理商 ADK，2008 年 4~12 月財報中，營收 3,994 億日圓，較 2007

年同期減少 8.2%，獲利 21 億日圓，較 2007 年同期衰退 60.3%。整體產業的經營狀況都不容

樂觀。 

 

日本 3 大廣告代理商 2008 年 4~12 月營收暨獲利一覽 

營收(億日圓) 獲利(億日圓)

YoY YoY
電通 14,307 -5.4% 41 -80.3%

博報堂 7,756 -3.8% 0.05 -100%

ADK 3,994 -8.2% 21 -60.3$
 

資料來源：各公司，2009/2 

 

因此，廣告業者為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急於進入數位電子看板廣告市場，並建立新的商

業模式，而數位電子看板的特性是可針對設置場所的人，即時提供相關訊息，此特性應用於



廣告上，可發展動態、互動廣告，預期將能進一步擴大廣告市場範疇。 

 

以 NTT 方案為基礎的數位電子看板內容播映系統 
 

數位電子看板除面板本身以外，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將內容傳送至設置的顯示器上播映的

播映系統，目前有相當多企業進行相關軟硬體設備及總體解決方案的開發，數位電子看板廠

商往往根據不同的設置地點特性，選擇適合的內容及播映系統。 

 

日本企業亦積極開發數位電子看板的應用內容及服務架構，其中，NTT 最早於 2007 年 1

月，即與東芝旗下的東芝映像機器(Toshiba Visual-Equipment；TVE)合作推出數位電子看板

廣告系統的「Builad」服務。 

 

NTT 與 TVE 合作推出的 Builad 服務系統概要 

Builad Server

內容與時間表管理

純文字

客戶

客戶

客戶  

資料來源：NTT，2009/2 

 

2008 年 11 月，NTT 開始試驗以統一介面為複數不同廠商同時播送內容的「中介資料

(matadata)播映管理統合化技術」，此技術可將原本需每次手動更新的不同資料，以統一介

面、系統化、且能一次處理，之後依照排定時間表於顯示器上播映。NTT 與京濱急行電鐵合



作，於品川站、羽田機場站、橫濱站實驗其「中介資料撥映管理統合化技術」，已證實其系統

的穩定性與應用能力。 

 

在現有的傳統廣告工具中，尚欠缺可針對所觀看的消費者即時提供動態相關訊息，甚至

是具有互動性的廣告工具，而數位電子看板正具有此特性，因此備受產業界矚目，視為新一

代的戶外廣告工具，這也是 NTT 積極進入開發相關軟體的原因。不過，雖然軟硬體解決方案

上已完備，但對廣告業者來說，最重要的廣告效果評估機制尚付之缺如。 

 

對廣告主而言，沒有廣告效果的評估機制，如傳統電視媒體的收視率，及網路廣告的點

擊率等，無法確定廣告效果，嘗試數位電子看板廣告的意願會下降，對廣告代理公司而言，

也無法建立收費標準。 

 

這對數位電子看板廣告市場的發展是相當大的障礙，也因此 NTT 決定與電通攜手合作，

於 2009 年 2 月起進行大規模的戶外實地實驗，以建立未來數位電子看板廣告市場產業的商業

模式。 

 

電通試驗中的數位電子看板新商業模式 

 

電通與 NTT 此次試驗雖名為實驗，但整個計畫相當正式，計畫內容亦完整透露出上下游

相關產業鏈合作夥伴，及未來可行的商業模式為何。 

 

在最終端的廣告主方面，NTT 與電通此次合作共有 6個合作廣告主，分別為花王、Sapporo

啤酒、日本可口可樂、NTT、日本麥當勞，與 Panasonic。在廣告創意，以及廣告製作的部分，

則由電通負責製作。內容播映系統、播映平台的基礎技術開發由 NTT 負責。 

 



設置地點則主要選擇鐵路沿線，及複合商業區等 2種設置地點。鐵路部分主要與東急電

鐵、西武鐵道，與京濱急行電鐵合作，此外，亦將數位電子看板設置於東急電鐵所開設，設

於各站內或車站附近的流行商品販賣店 ranKing ranQueen 涉谷店中。而複合商業區的合作對

象則有「丸之內 Vision」(位於大手町、丸之內、有樂町三站之間的複合商業區)、「赤阪 Sacas」

(包括 TBS 電視台大樓在內的複合商業區)、「六本木之丘」、「東京 Midtown」、「Caretta 汐留」。 

 

被日本電通與 NTT 列為數位電子看板試驗區之一的複合商業區「赤阪 Sacas」

 

資料來源：赤阪 Sacas，2009/2 

 

NTT 與電通將會在各站間，及人潮所會經過的動線沿線設置數位電子看板，播映電通為

6個廣告主製作的廣告影片，之後觀察不同時間帶、不同型式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其在

所使用的數位電子看板上，加裝具有人臉辨識功能的攝影機，即時統計路過的人群有無注意

看板，視線是否停留，或是很快轉走，另一方面，NTT 與電通也會另行抽樣 20~30 歲的年輕

人(目標樣本數為 1,500 名)，與攝影機的結果作對照，以測試攝影即時統計法的廣告效果評

估方式是否準確。 

 

小結 



 

戶外廣告產業已有成熟的產業鏈，數位電子看板廣告取代既有的戶外廣告時，只需增加

本身的軟硬體解決方案，進入市場將相當順利。電通與 NTT 的實驗更闡明了相關產業環節與

商業模式，即廣告主為終端消費者，而廣告代理商製作廣告創意及內容，系統商提供播映系

統，或甚至是軟硬體完整解決方案，最後是相關交通事業及複合商業區，提供設置地點。 

 

由於大尺寸面板價格持續下降，而其他電腦硬體價格大降，亦使高畫質內容的製作成本

降低，加上傳統廣告不振的影響，數位電子看板廣告產業可說匯集一切有利條件，只缺少廣

告效果的驗證方式。 

 

以往在網路泡沫時代初期，許多廣告主在尚未弄清網路廣告效果下投入大筆廣告費用於

網路廣告上，之後發覺廣告效果不如預期，因此對新型態的廣告漸趨謹慎，成為數位電子看

板廣告發展的阻礙。若能再進一步建立廣告效果評估方式，數位電子看板廣告將能順利成為

新時代的廣告方式。 
 
 
 



(案例二) Sophia Mobile 將數位電子看板結合手機電子錢包 

 

近 5 年來液晶顯示器價格急速下滑，推動小型顯示器快速普及，目前日本各地，例如電

梯內、電車內、車站內的商業設施等室內場所，已設有相當多小型數位電子看板，在滿載的

電梯或電車內，及其他室內場所設置的數位電子看板，具有強制收看效果，是備受期待的新

型廣告工具。 

 

但除單方面播送廣告及資訊畫面外，室內小型數位電子看板更具有互動功能，由於日本

近年來積極推動手機錢包應用，日本手機應用廠商 Sophia Mobile(日本 Sophia 控股公司於

2007 年成立的 100%持股子公司，瞄準手機錢包應用)已於 2007 年底發表具有可利用手機錢包

感應功能的數位電子看板顯示器 nanica7，並於 2008 年 2 月開始發售，發售後已應用於相當

多展示會場及各式商店內部。 

 

數位電子看板與手機電子錢包結合的新營運模式 

 

nanica7 為長 21 公分、寬 14 公分、厚 3.5 公分，重量約 600 公克的數位電子看板，使

用 Windows CE 作業系統，配備 WVGA 解析度的 7吋 TFT 液晶面板，中央處理器使用飛思卡爾

(Freescale) i.MX31 CPU (ARM11 core，時脈 533MHz)，具有 64MB DDR RAM，內建感應式 IC

卡讀寫器、WLAN (IEEE802.1b/g)及 PHS，並有 SD 讀卡槽與 USB 埠。 

 

Sophia Mobile 提供包括所需伺服器及軟體的完整解決方案，nanica7 可透過 WLAN 及 PHS

取得廣告內容來播映，可直接讀取 WMV 檔案，不需特殊格式，也能以感應式 IC 卡讀寫器感應

消費者的「Felica」無線感應手機錢包服務並與消費者互動。 

 

Sophia Mobile 電子看板「nanica7」外觀與規格一覽 



螢幕 WVGA 7吋液晶螢幕

大小 210x140x35mm

重量 約600g

OS Microsoft Windows CE

CPU Freescale i.MX31

RAM DDR 64 MB

ROM Flash Memory 128MB

無線通訊 802.1b/g、PHS

讀卡機 SD Card

連接埠 USB

影片格式 Windows Media Video 9

著作權保護 Windows Media DEM 10

資料來源：Sophia Mobile，DIGITIMES 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支援處整理，2009/3 

 

自推出以來，Sophia Mobile 已將 nanica7 導入相當多展示會場及各式商店。展示會場

方面，於 2008 年 9 月底舉行的日本最大流行及音樂展覽「福岡 Love & Collection」中，經

營「動畫廣告.com」的日本 Helmut 公司在其攤位上設置 nanica7，播放流行影片、占卜等以

20~30 歲女性為目標客群的廣告影片，參展觀眾對影片有興趣時，只要將手機貼在 nanica7

的感應區，手機就可直接連上相關產品的手機網頁，而 nanica7 也可感應到使用者的行為，

在會場展示期間，每 1,000 名觀眾中有 630 名會使用感應功能連上相關手機網頁，廣告效果

可說相當理想。 

 

日本 Nanica7 於「福岡 Love&Collection」展場上使用情況 



 

資料來源：Sophia Mobile，2009/2 

 

在店內設置方面，則有漫畫網咖連鎖店「Aprecio」、日本最大兒童室內遊樂場「Fantasy 

Resort」、日本遊戲大廠 Namco 經營的電子遊樂場「Namco Wander Park」、餐廳「The Tofu 

Factory」、居酒屋及輕食餐廳「Manten」等。 

 

日本「The Tofu Factory」餐廳 Nanica7 設置情形 

 



資料來源：Sophia Mobile，2009/2 

 

「Fantasy Resort」以家長為目標族群，在遊樂場內的休息區設置 nanica7，播放卡通

及兒童知性教育用品廣告，誘導家長感應並連上相關產品的手機網站；「Namco Wander Park」

則將 nanica7 設置於遊戲機台旁，感應後可連上遊戲說明網頁，「The Tofu Factory」及

「Manten」則將 nanica7 設置於店門口，提供娛樂內容。 

 

日本「Namco Wander Park」遊樂場 Nanica7 設置情形 

 

資料來源：Sophia Mobile，2009/2 

 

除 nanica7 以外，Sophia Mobile 也推出多種系列商品，包括增加 LAN 及 CF 讀卡槽的

nanica7α、體積縮小的 nanica5、大型的 nanica V，及不含螢幕，供店家裝設於現有顯示器

上的 nanica STB。Sophia Mobile 亦有單獨銷售 nanica7 所使用的影片播映管理系統。 

 

Nanica7 新應用持續開發中 
 

Sophia Mobile 與日本 Tower Record 及日本 Napster 也正合作測試 nanica7 的下一個可行



性應用，2009 年 2 月 20 日起，在日本 Tower Record 新宿店及涉谷店內，各設置 17 台及 13

台 nanica7，共計 30 台，於店內輪流播放 Napster 使用說明及音樂影片，引導消費者以手機置

於感應區後，可直接連上 Napster 手機網頁，進行會員登錄或登入後，進行歌曲下載消費。 
 

日本「Tower Record」內的 Nanica7 

 

資料來源：Nikkei，2009/2 

 

結語 
 

由於日本手機電子錢包的正蓬勃發展，為店內設置數位電子看板提供新的應用，nanica7 利用

數位電子看板的即時性與互動性特色，結合即時追蹤消費者行為服務，則能明確的判斷其效

果，此商業模式已經相當完整，在不遠的未來市場可望開始加速成長。 



(案例三)產業龍頭 Scala 於日本試行數位電子看板軟體租賃服務 

 

各式數位電子看板在日本雖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但數位電子看板從內容製作、顯示

器購置、將內容傳送至顯示器的伺服器及相關軟體、播放時程管理等，有相當多環節需要建

置，對中小型零售商店及中小企業不但財務上是很大的負擔，經營者亦大多不具備相關專業

知識，成為進入障礙。 

 

Scala 為目前全球最大數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商，正積極進入日本數位電子看板市場，

其考慮到對小商家而言，購買完整數位看板解決方案負荷太重，因此提出租賃構想，日本

Mallkit 公司因此與 Scala 合作，於日本推出網路租賃服務 easyLive，希望能進入並擴大中

小型商家、超市或診所等小型店面的數位電子看板市場。 

 

數位電子看板整套解決方案對中小企業負擔重 

 

美商 Scala 主力產品為「Scala」軟體解決方案 (舊稱 InfoChannel)，其中包括管理播

放內容的「Content Manager」，及供使用者以直覺的圖形介面方式製作內容的「Designer」

與播放軟體「Player」。 

 

Scala 的數位看板內容管理軟體「Content Manager」頁面 



 

資料來源：Scala，2009/5 

 

使用者藉由解決方案所提供功能，可快速編輯預定播放的內容，包括影片及文字訊息

等，而在影片中插入所需要的效果，或編輯完成的諸多內容等，則是透過管理軟體排程，可

安排隨時變換，在不同時間或不同的數位電子看板，播放不同內容，以發揮數位電子看板優

勢。 

 

然而，對中小企業購置全套解決方案及伺服器成本過高，如一般大型解決方案商的數位

電子看板專用軟體，售價往往高達數百萬日圓，相關維護對中小型企業也是一大負擔， 

 

日本 Mallkit 公司乃瞄準此一市場，以「出不起廣告費用的中小企業與個人企業也能用

得起」為口號，與 Scala 合作，推出以網路租賃軟體服務的新商業模式。 

 

Scala 於日本推出全球新嘗試的 easyLive 租賃服務 

 

easyLive 為 Scala 日本分公司於 2008 年 12 月 22 日開始提供的服務，採網路租賃方式，

使用者需自備 PC、頻寬達 128kb 以上網路，及液晶顯示器或其他種類顯示器，並將其 PC 透



過網際網路連上 Scala 伺服器，於 web 介面管理內容，即可設定內容播放方式。 

 

使用者設定完成後，Scala 伺服器再透過網際網路，將要播放的內容依時序傳送到使用

者的個人電腦，由個人電腦轉送至顯示器播放，而透過 easyLive，使用者可由 PC 控制遠端

達 50 台顯示器的播放內容。但 easyLive 不含內容製作軟體「Designer」，內容製作服務另行

付費提供。 

 

Scala 的數位看板內容製作軟體「Designer」 

資料來源：Scala，2009/5 

 

easyLive 主要瞄準的目標應用包括商店內的數位電子看板、企業內的資訊看板、小型商

店的店內廣告、企業內部教育訓練及學校內的電子公告欄、醫療院所的病患需知，及金融機

構的利率及匯率表等，此外，其亦可針對不同客戶需求，對應「FeliCa」無線感應手機錢包

服務，配合「FeliCa」可聯結如會員點數卡系統或是企業員工證等，更可進一步規劃和 POS

系統、資料庫與網頁伺服器聯結的內容。 

 

由於 easyLive 只需要普通的 PC，無需設置專用的終端或伺服器，在建置及管理方面都

節省許多時間與經費，而 Mallkit 目前推出的方案是月租費 19,800 日圓，相較完整解決方案



的數百萬日圓建置費用，門檻低上許多。 

 

Mallkit 樂觀看待市場，認為可快速推廣至包括小型商店、餐飲業、金融機構分行、醫

療院所等場所，預計在服務推出的第 1年內，租金收入及內容製作費用營收總計可達 1,000

萬日圓。 

 

Scala 目前為全球數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龍頭廠商，但在日本以外尚未推出類似的租賃

服務，easyLive 是 Scala 首次嘗試以租賃方式提供服務，若在日本市場試驗獲得成功，Scala

也將把 easyLive 租賃服務推廣至全球。 

 

結語 

 

以往液晶面板等顯示器昂貴，建置數位電子看板系統是資金雄厚的大企業才有辦法負擔

的選項，隨著電子看板相關硬體成本下降，亦開啟中小型企業建置數位電子看板的機會，但

若希望數位電子看板進一步普及，軟體服務的價格亦須隨之下降才有機會。 

 

Scala 以往一向是銷售完整解決方案，如今以數位電子看板產業龍頭之姿，率先於日本

提出租賃服務，可說是個重要風向球，若相關軟體租賃服務在日本發展順利，除 Scala 本身

會將其推廣到全球外，其他競爭對手也會競相推出相關服務，使建置數位電子看板系統的門

檻進一步降低，有助於全球數位電子看板的大量普及。 

 



(案例四)NEC 推出多功能數位電子看板 

 

NEC 近年來積極開發數位電子看板產品，為將數位電子看板可隨時變換內容的特性發揮

到最大，其並開發出內建攝影機及臉部辯識軟體的「eye flavor」，藉由攝影機拍下經過人群

畫面，經臉部辨識軟體判讀後，可自動區分出不同年齡層及性別消費者及分析消費者行為，

使廠商有可能針對不同消費者播送不同廣告內容，且能即時得知回應。 

 

2008 年 12 月 NEC 正式推出「eye flavor」，大日本印刷(Dai Nippon Printing；DNP)旗下

100%持股子公司 DNP Media Create，並於 2009 年 2 月將「eye flavor」進行實地測試。 

 

NEC 的「eye flavor」介紹 

 

NEC 推出的「eye flavor」乃瞄準數位電子看板廣告效果難以凸顯與確認的需求，其使用

46 吋大型液晶面板，於機體上方內建攝影機，內建臉部辨識軟體、分析軟體、內容播放管理

軟體，將顯示器、攝影、分析系統、內容播放管理系統及伺服器合而為一，可即時辨識出消

費者性別與年齡，以播放適合廣告，亦能辨識出消費者的反應，如是否停下來注視，還是直

接離開等。 

 

NEC 的「eye flavor」外觀 



46吋液晶螢幕

攝影機

資料來源：NEC，DIGITIMES 整理，2009/5 

 

在「eye flavor」的開發期間，NEC 曾進行實地測試，在東京的複合商業區立川 Granduo

商場一樓入口處設置「eye flavor」，針對不同時段、消費者性別、消費者年齡層播放不同廣

告內容，計算觀看廣告的消費者數量、消費者停留時間、顯示器與消費者間的距離，來測定

廣告效果，所能得到的資訊將比傳統的問卷調查來得更詳盡。 

 

「eye flavor」於立川 Granduo 設置實例



資料來源：NEC，2008/12 

 

NEC 根據年齡與性別的不同，將消費者區分成 14 個族群，依不同消費者族群播放不同

內容，再依消費者觀看的時間，區分為 3 種不同的廣告效果狀態，包括「印象深刻」、「有印

象」與「只是看看」，而實際測試 21 天的結果，在實驗期間經過立川 Granduo 商場一樓入口

處的消費者，對「eye flavor」播放的廣告有 11%的視聽率，是相當高的數字，證明「eye flavor」

相當有效。 

 

DNP Media Create 於超市測試「eye flavor」 

 

DNP Media Create 為大日本印刷 100%持股子公司，經營廣告、企劃業務，母公司大日

本印刷本身亦涉足消費者行為觀察業務，曾於 2003 年推出消費者計次裝置「Smart Laser」，

在商品陳列架上裝設偵測器，以自動化計算賣場中消費者通過及停留的人數，供商家以此數

據進一步分析消費者行為。 

 

DNP Media Create 旗下的「購物場所研究所」在 NEC「eye flavor」推出後，對其搜集消



費者資料的能力亦展現濃厚興趣。由於「eye flavor」整機一體，設置與撤除均相當容易，可

因應不同環境和臨時狀況做應變，是分析消費者行為相當方便的工具。 

 

因此，DNP Media Create 於 2009 年 2 月 25 日開始，使用 NEC「eye flavor」於富士(FUJI)

經營、位於日本愛媛縣的「Grand Vesta Emifull MASAKI」超市進行實驗，將利用「eye flavor」

功能，辨識出不同年齡層與性別的消費者，播放不同的食譜菜單。 

 

DNP Media Create 使用 eye flavor 的螢幕範例 

左圖顯示適合該觀賞者的晚餐菜單，右圖則顯示要在
哪邊的賣場可找到該道料理的食譜，及給該觀賞者的
訊息小卡片。

 

資料來源：DNP Media Create，DIGITIMES 整理，2009/5 

 

在「eye flavor」以外，亦將同時設置大日本印刷本身的「Smart Laser」消費者計次裝置，

以掌握消費者人數，做更進一步的分析。 

 



結語：多功能數位電子看板將為未來趨勢 

 

數位電子看板於日本市場正高速成長，但目前為止仍以純粹的展示廣告為主，商用數位

電子看板在純顯示方面朝著尺寸更大、解析度更高、甚至具有 3D 硬體加速功能等方向發展，

已有其極限，另一方面，數位電子看板正朝著結合更多附加功能的方向發展，如 Sophia Mobile

所推出，可與手機錢包感應的「nanica7」等。 

 

NEC「eye flavor」可說是此趨勢的先鋒，結合攝影機及辨識軟體後，不但能針對性的播

放廣告內容，達成廣告商的夢幻解決方案，同時亦身兼自動化廣告效果測定，及消費者行為

分析裝置，可謂一種完美的解決方案。 

 

以「eye flavor」或類似的設備收集消費者行為資料，成本遠比問卷來得低，不易讓消費

者感受到被打擾，亦能排除拒訪率及問卷誤導等問卷調查常見的偏差，同時設置複數台的「eye 

flavor」，亦可追蹤消費者的動線，收集所需資料供動線分析及規劃之用，還可與使用電子折

價券系統商店的 POS 系統做連結，在最準確的時機播放廣告，促進消費者實際的購買行為。 

 

「eye flavor」已超越數位電子看板功能，開發出全新商業模式，雖「eye flavor」1 台售

價高達 200 萬日圓(約 2 萬美元)，恐難以迅速普及，但在相關零組件成本快速降低下，結合

各種不同功能以發揮綜效的數位電子看板產品亦將一一浮現，為數位電子看板市場帶來更多

的新需求 



(案例五)與 iPhone 連動的數位電子看板增添互動性 

 

長久以來，廣告業者一直苦思如何讓消費者眼光能停留在看板上，即使只有多幾秒鐘亦

能創造龐大商機，其中，讓消費者能與廣告看板互動是一個合理的選項，由消費者掌握主動

權，可以「把玩」看板內容，將遠比只是單向觀看更有參與感，而「把玩」的過程，亦可讓

消費者將目光持續停留在看板上，不再只是驚鴻一瞥便離去。 

 

不過，如何與消費者互動則是相當困難的課題，廣告業者與數位電子看板系統業者曾嘗

試加裝攝影機，利用動作辨識的功能讓消費者與數位電子看板內容互動，然而，此方式成本

過高且現有技術效果未臻理想，而使用二維條碼或透過手機錢包連上手機網站的方式則顯得

互動性不足。 

 

如今，具備多點觸控及加速度感應的 iPhone 上市後，開啟新的機會，iPhone 的多點觸

控手勢及加速度感應功能可用來擔任「控制器」，3G 及 WiFi 通訊功能則可作為與數位電子看

板連動的方式，更重要的是，iPhone 全球銷售已達上千萬支，在已有足夠消費者基礎下，廠

商積極嘗試 iPhone 應用。 

 

CBS Outdoor 與 Clusta 展示 iPhone 互動應用 

 

CBS Outdoor 與英國多媒體創意公司 Clusta(主要研發以螢幕為基礎的互動性媒體表現

方式，包括網頁、手機與戶外電子裝置，主要客戶包括 Coors、Polydor、Virgin Money、Tesco、

IPC Media、Discovery Channel 等)攜手合作，於 2009 年 6 月在倫敦舉辦的 Media Playground 

conference 上，發表讓消費者利用 iPhone 與數位電子看板互動的新技術。 

 

透過 iPhone 操作數位電子看板的實際畫面 



 

資料來源：CBS Outdoor，2009/6 

 

其利用 iPhone 的 3G 與 WiFi 功能連結數位電子看板，而以 iPhone 的多點觸控手勢功能

為操作方式，消費者可藉此操作數位電子看板上所顯示的內容，在會場的展示中，消費者透

過手指左右揮動，即可操作數位電子看板上的立體物件向左右旋轉並改變顏色，而利用「捏」

(靠攏觸在螢幕上的 2隻手指)與「放」(張開觸在螢幕上的 2隻手指)的動作，則分別可以放

大及縮小所展示的物件。 

 

iPhone 的多點觸控手勢示意 



捏

 

資料來源：Apple，DIGITIMES 整理 2009/6 

 

此技術亦可適用於其他智慧型手機，並可與 GSM 手機的 SMS 功能互動，消費者可透過 SMS

接收產品及折扣訊息。 

 

由於此預定應用於公共場所，屆時將可能出現不只一位消費者與數位電子看板互動的情

形，廠商也因此設計出「排隊」機制，消費者依選擇與看板互動的時間「排隊」，該消費者的

iPhone 必須等到上 1位與看板互動的消費者操作結束後才可互動，而每位消費者將限定數秒

鐘的遊玩時間。 

 

由於「排隊」的消費者將於等待過程中注視著看板，將可大幅提高目光停留時間，理論

上，當消費者看著商標或產品形像越久，在腦中所留下的印象將越深刻。 

 

市場接受程度尚待實際應用考驗 

 

CBS Outdoor 已裝設此一裝置於紐約時代廣場測試，並將於徵得廣告主後，裝設在倫敦



Westfield 購物中心的數位電子看板，Clusta 認為此一技術展示出戶外數位電子看板運用創

新科技以吸引顧客的高潛力，並指出此一嘗試僅是踏出第一小步。 

 

倫敦 Westfield 購物中心外觀 

 

資料來源：Westfield，2009/6 

 

CBS Outdoor 與 Clusta 所展示的此一新嘗試仍有許多問題待克服，雖然智慧型手機在

iPhone 領軍下，市佔逐漸上升，但畢竟大多數消費者仍未擁有智慧型手機，使此技術應用初

期將侷限於少數人，而此非廣告主所樂見。 

 

另一方面，實地使用於購物中心或公眾場所，多數人同時遊玩可能導致「排隊」過久，

或延遲等問題，此外，操作方式只有旋轉或縮放，亦容易使得消費者很快厭倦。 

 

結語：互動為數位電子看板的新趨勢  

 

雖透過與 iPhone 的連結創造數位電子看板的互動應用尚有不少問題存在，但在 iPhone

的推波助瀾下，已加快智慧型手機人機介面的發展，進而增添手機與數位電子看板間更多元



互動方式的可能性，讓廠商可開發出更具新鮮感的互動方式。 

 

甚至，近期的 E3 遊戲展，微軟(Microsoft) Xbox 360 更推出不需透過其他裝置，即可

讓數位電子看板與消費者互動的技術，未來在數位電子看板互動能力的發展，或許也是一個

新的方向，可望為數位電子看板開創嶄新商機。 

 

 

 



(案例六) 韓商 d'strict 以全身動作感應全像投影技術顛覆數位電子看
板互動模式 

 

數位電子看板廠商正積極研發如何與使用者互動以提高廣告效率，如 CBS Outdoor 與

Clusta 合作發表讓消費者利用 iPhone 與數位電子看板互動的新技術，然而，使用 iPhone 為

介面亦有諸多限制，例如多數人同時遊玩時需輪流連線，且操作方式只有旋轉及縮放，亦使

消費者容易很快厭倦，更重要的是，若消費者無 iPhone 即無用武之地。 

 

在 E3 2009 中，微軟(Microsoft)宣布以紅外線攝影機為基礎的誕生計畫(Project Natal)，

為遊戲機提供新的控制方式，無獨有偶的，在數位電子看板領域，由三星(Samsung)轉投資

的人機介面開發公司 d’strict，亦發表同樣以紅外線攝影機為基礎以辨識人體動作，提供數位

電子看板新的控制方式，甚至結合全像投影，使效果更驚人，此新技術掃除人機介面上的障

礙，為互動式數位電子看板開啟新的未來。 
 

三星 JET 智慧型手機發表會上首度面市 

 

d’strict 原本主攻網頁介面設計與手機的使用者介面設計，在三星創投(Samsung 

Venture Capital)投資下，開始擴展業務，進軍互動式介面的軟硬體解決方案。 

 

微軟Surface電腦推出後，d’strict亦開始研究多點觸控手勢的人機介面，曾將Surface

引進南韓首爾現代百貨公司 LV 專賣店中，做為互動式數位電子看板，供消費者點選移動並隨

意進行商品搭配。 

 

之後，d’strict 將觸角伸向全像投影及動作辨識，開發「全身動作感應全像投影

(full-gesture sensing hologram)」技術，並應用於三星 JET 智慧型手機發表會上，舞台上



的講者可如電影「關鍵報告」般，以動作指揮全像投影的移動與縮放翻轉等各種動作，讓觀

眾更融入發表會的講演內容，d’strict 證明其技術可應用於大型發表會。 

 

而在數位電子看板方面，d’strict 以相同基礎，於 2009 年 2 月，改良原本的 J4 1.0

產品，推出 J4 2.0 數位電子看板原型機。 

 

韓商 d’strict J4 2.0 數位電子看板原型機構造 

全像投影

平面顯示器

紅外線攝影機

 

資料來源：d’strict，2009/7 

 

與「誕生計畫」同採紅外線攝影機技術 

 

J4 原型機上端可顯示全像投影結果，主體仍為一般平面顯示器，但其可辨識使用者動

作，無需任何控制裝置，使用者可對著 J4 數位電子看板，直覺地打開或拉近兩掌，就能縮放

數位電子看板中顯示物體，揮動手掌可旋轉翻轉，做出抓握動作則可「抓取」物體，移動物

體位置，或將之拉到上方全像投影裝置，觀看立體全像投影， 



 

韓商 d’strict J4 數位電子看板抓握移動物件示範 

資料來源：d’strict，2009/7 

 

另除一般點選廣告物品，或選轉商品等常見操作功能外，使用者只要對著螢幕做出手握

方向盤動作，便可駕駛螢幕上汽車，像是在玩賽車遊戲。 

 

在韓商 d’strict J4 上遊玩賽車遊戲示範 

資料來源：d’strict，2009/7 

 

由此不難發現 J4 的諸多特質，與微軟為其家用遊戲主機 Xbox 360 所開發的「誕生計畫」

有異曲同工之妙，而其基礎技術亦根基於紅外線攝影機，即採用所謂立體深度攝影機，J4 透



過紅外線攝影機捕捉人體動作，經過運算解讀，號稱可辨識 17 種動作，讓使用者能以相當直

覺的方式與螢幕上所顯示的內容互動。 

 

韓商 d’strict J4 原型機操作示範 

資料來源：d’strict，2009/7 

 

結語：開啟數位電子看板全新互動模式 

 

CBS Outdoor與英國多媒體創意公司Clusta攜手合作，於2009年6月在倫敦舉辦的Media 

Playground conference 上，發表讓消費者利用 iPhone 與數位電子看板互動的新技術，以

iPhone 的多點觸控手勢及加速度感應功能可用來擔任「控制器」，3G 及 WiFi 通訊功能則可利

用來與數位電子看板連動。 

 

Clusta 此舉著眼於 iPhone 全球銷售已超過 1,400 萬台，且仍持續熱銷中，希望借用

iPhone 本身的功能做為戶外數位電子看板的互動工具，然而，利用 iPhone 使得 Clusta 受到

相當多限制，首先，路過戶外數位電子看板的消費者多數仍未擁有 iPhone，即使擁有，亦可

能並未攜帶，或不願在公眾場所取出使用，此外 iPhone 雖有多點觸控功能，但手指的動作仍

局限於一個平面上。 

 



相對的，J4 使用上的方便性及直覺性都勝過 Clusta 以 iPhone 控制數位電子看板的技

術，只需以本身的身體動作就能和數位電子看板互動，可說在人機介面上跨出一大步。 

 

而 d’strict 又將動作辨識的能力與全像投影結合，雖然目前 J4 原型機上的全像投影仍

然相當粗糙，但假以時日，「關鍵報告」中的世界將離我們不遠，也將開啟數位電子看板的新

互動模式。 

 

 



(案例七)連鎖速食餐飲業 POS 大廠 WANT 大舉引進數位電子看板 

 

連鎖速食餐飲(Quick Service Restaurant；QSR) POS 大廠 WAND 提供包括溫蒂漢堡

(Wendy’s)、漢堡王(Burger King)、肯德基(Kentucky Fried Chicken)等 20 多家連鎖速食

餐飲業者的 POS 系統，隨著 POS 系統持續增加附加功能，如自動收集銷售資訊暨分析，點餐

確認(Order Confirmation Displays；OCD)等，使速食餐飲業者數位化程度與日俱增。 

 

如今，WAND 打算更進一步，將連鎖速食餐飲業者高掛於櫃台後上方的菜單亦數位化。傳

統上連鎖速食餐飲業者的菜單以透光塑膠片印製，更換時以人工取下再放上新的，WAND 推出

WANDisplay 數位菜單，即是一置於原本櫃台後上方菜單處的數位電子看板，目前已於溫蒂漢

堡數家分店設置，並得到相當好的初步成效。 

 

WAND 試圖以數位電子看板取代傳統菜單 

 

連鎖速食餐飲 POS 大廠 WAND 與連鎖速食餐飲業者合作已長達 20 年之久，在此過程中，

WAND 配合連鎖速食餐飲業者，對其 POS 產品做不斷的加強，以滿足連鎖速食餐飲業者經營上

的各項需求，包括因應營運狀態調配員工以節省人力成本、預測進料量與製作量以減少食材

浪費、即時發覺店內偷竊行為，及提升銷售等。 

 

WAND 連鎖速食餐飲 POS 合作客戶一覽 



 

資料來源：WAND，2009/7 

 

經過長時間的合作，WAND 對速食餐飲業的需求與店內流程相當瞭解，因而打算將速食

餐飲業進一步數位化，以數位電子看板取代傳統的櫃台後上方印刷塑膠看板菜單，同時與其

原本的 POS 系統功能整合，以開創新商機。 

 

傳統印刷塑膠看板若推出新餐點或舊餐點下架時，即需重新印刷塑膠看板，而若推出臨

時性的折價活動，看板無法隨時更改，若不重印則只能讓看板標價與折價活動有所落差，而

除懸置菜單以外，速食餐飲業的店內行銷往往只有印刷餐紙、立牌等。 

 

WAND 針對傳統看板的諸多缺點，推出 WANDisplay 服務，試圖取代速食餐飲業的所有

傳統行銷方式。 

 

WANDisplay 已獲初步成效 

 

WANDisplay 使用高解析度面板作為數位電子菜單，應用數位電子看板可隨時更換內容的



長處，免除人工更換印刷塑膠看板菜單的麻煩，亦能因應短時間的折價活動隨時變動內容，

除此之外，更可於電子看板上顯示動畫，以提高產品對消費者的吸引力。 

 

WANDisplay 更換菜單內容範例 

資料來源：WAND，2009/7 

 

另外，WANDisplay 數位電子菜單於店內端，則可結合店內 POS 系統，同時作為點餐確認

裝置使用。 

 

WANDisplay 亦可設定依預設時程自動更新，如不同用餐時段或不同折扣時段等，而在餐

點價格等資訊外，還可交替顯示其營養價值與熱量，亦可在不同地區開發特製內容，如 WAND

即在溫蒂漢堡加拿大安大略省 1新設分店內設置 WANDisplay，並為加拿大開發加拿大專屬內

容。 

 

WANDisplay 裝設於溫蒂漢堡內的情形 



資料來源：WAND，2009/7 

 

目前，WANDisplay 已在溫蒂漢堡數家分店設置 WANDisplay，初步發現數位電子菜單具

備相當良好的效果，有動畫的數位電子菜單對消費者可產生比傳統式菜單高 10 倍的吸引力，

而因為觀看動畫所產生的分心效果，使消費者感覺上排隊等待的時間減少 15%。 

 

WANDisplay 電子菜單動畫範例 

顯示該漢堡的菜單位置，可播放該漢堡製作過程。

資料來源：WAND，DIGITIMES 整理，2009/7 

 

此外，由於連鎖速食餐飲店 40~70%的消費來自於非計畫的衝動性消費，這使得數位電子

菜單對提升促銷品的銷售量有明顯助益，在數位電子菜單上特別促銷的產品銷售量可增加

2~3 倍以上，而在溫蒂漢堡加拿大安大略省分店，則觀察到電子菜單對乳製品的銷售提升力



最高，奶昔產品在換裝數位電子菜單後銷售提升 5倍。 

 

更重要的是，據 WAND 估計，換裝 WANDisplay 數位電子菜單的成本可於 9~18 個月內回

收，成本效益已達商業化。 

 

WAND 已與 LG 電子簽定長期合作 
 

由於 WANDisplay 業務成長相當快速，WAND 意識到在面板的取得及維修上，需有更穩定

的來源及合作夥伴，有必要與面板製造商有更密切的合作關係，WAND 曾表示，選擇面板廠的

考量，在價格及品質以外，亦考慮所需尺寸大小面板供應穩定性。 

 

因此，於 2009 年 6 月，WAND 宣布與 LG 電子(LG Electronics)長期合作，往後 LG 電子

將直接銷售 WANDisplay 所需面板，並負責所有後續維修服務。 

 

數位電子菜單可望成為新潮流 

 

經營加拿大溫蒂漢堡的 Memsbury 公司執行長 Stephen Memme 表示，在以新式電子數位

看板建立新分店的成功經驗後，他認為「很難再回去使用傳統塑膠看板」，由於 WAND 與連鎖

速食餐飲業者合作已久，對店內流程與可能需求均相當瞭解，推出電子數位菜單時能完全貼

近業者需求，使得推動阻力減到最低，並將數位電子看板的特性發揮到最大，使得數位電子

看板在電子菜單上已顯示良好的應用性，並明顯優於傳統印刷塑膠看板。 

 

未來可預期與 WAND 合作的其他連鎖速食餐飲業者，亦將加入溫蒂漢堡的行列，並朝全

數位化餐廳發展。 

 



 

 



(案例八)Scala 與 BI 挪威管理學院合作擴展校園市場 

 

數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大廠 Scala 與其合作夥伴 YIT Building Systems，將數位電子看

板帶進 BI 挪威管理學院(BI Norwegian School of Management)校園，並已取得初步成果。 

 

數位電子看板在商用廣告領域發展相當迅速，但許多廠商亦將目標瞄準大型機構內部資

訊顯示需求，如政府機關、學校、醫院等，然而於學校的發展較慢。 

 

BI 挪威管理學院身為歐陸最大的商業學校之一，Scala 成功進入 BI 挪威管理學院校園，

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未來數位電子看板在校園的推動將逐漸加溫。 

 

數位電子看板於大型機構應用推廣至學校 

 

數位電子看板具有隨時隨地改變所顯示資訊的能力，應用在廣告看板上，能因時因地對

不同的觀察族群更改所顯示的內容，更已發展出諸多與消費者互動的技術；在廣告看板應用

領域外，數位電子看板亦已廣泛應用於商店內的商品資訊顯示、播放折扣活動訊息，甚至可

與手機錢包互動等多種應用。 

 

但數位電子看板的應用並不侷限於戶外廣告或商店，以大型機構而言，不論商用或非商

用，內部均有許多資訊顯示上的需求，如政府機構內部顯示樓層與機關位置、宣導事項等；

金融機構內顯示金融資訊、待辦等待人數、重要活動等；醫院內部顯示各科別門診位置、時

間、衛生教育資訊、醫療知識、緊急訊息等，因此，在政府機構、金融機構、大型醫療院所

內，裝設數位電子看板已越來越普遍，唯獨在學校內，數位電子看板的普及速度仍遜於其他

大型機構。 

 



數位電子看板於政府機構的應用範例 

 

資料來源：telentice，2009/8 

 

數位電子看板於金融機構的應用 

資料來源：Scala，2009/8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學校較沒有如醫療院所或金融機構對即時資訊顯示裝置的迫

切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因學校的預算使然，然而，多數大型學校內部設施亦相當複雜，不下

於大型醫院，學校亦與政府機構相同，有重大宣導事項的需求，隨著 TFT LCD 面板價格逐漸

下滑，數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亦日漸成熟，學校將會是數位電子看板的一大新市場。 



 

BI 挪威管理學院引進數位電子看板 

 

BI 挪威管理學院是歐陸最大商業學校之一，亦為挪威規模較大的高等教育學校之一，全

校有奧斯陸、卑爾根(Bergen)、特隆赫姆(Trondheim)、斯塔萬格(Stavanger)、克里斯蒂安

桑(Kristiansand)以及德拉門(Drammen)校區，BI 挪威管理學院與數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大

廠 Scala 及其合作夥伴 YIT Building Systems 合作，於各校區內引進數位電子看板系統，於

所有校區內總計設置 38 台平面顯示器，以向學生們顯示重要資訊與新聞。 

 

BI 挪威管理學院校園 

資料來源：BI 挪威管理學院，2009/8 

 

BI 挪威管理學院將大多數的顯示器設置於奧斯陸校區，共計 25 台，其中 7台交由學生

組織及社團控制使用，Scala 的內容管理系統能讓 BI 挪威管理學院內的數位電子看板處理各

種不同的內容，包括靜態影像、即時文字訊息及影片，在校園內依不同的位置，播放相對應

的不同內容。 



 

例如，於校門口播放歡迎訊息，並顯示每日最新消息，而在校園內人潮眾多處，則播放

國內外新聞、財經資訊、天氣，及 BI 挪威管理學院獨家新聞、考試資訊、特殊課程的上課提

醒、求職資訊、校內活動訊息、校內資訊系統的重要訊息等。 

 

而位於圖書館的數位電子看板，則會提醒館內學生閉館時間，並播放新書、新論文，與

圖書館所提供的訓練課程等資訊；資訊部門亦同樣利用數位電子看板宣傳其訓練課程的資

訊，而學務處的數位電子看板則可選擇不同顯示資訊，包括考試的詳細資訊、報告截止時間，

及專任教師每週輔導學生時間。 

 

BI 挪威管理學院內的數位電子看板 

資料來源：BI 挪威管理學院，2009/8 

 

BI 挪威管理學院校內數位電子看板已有初步成效 

 

於校內裝設數位電子看板後，BI 挪威管理學院發現，其職業輔導與企業徵才服務計畫，

透過數位電子看板系統宣傳後，學生註冊特定網頁，及應徵工作人數有顯著上升。 

 

BI 挪威管理學院的溝通顧問 Stein-Oddvar Evensen 表示，對此結果相當滿意，而學校

使用數位電子看板時間雖短，在數位溝通上已累積相當多的經驗，BI 挪威管理學院正積極研

究如何自動化顯示內容，以節省時間，讓負責人員能有更多時間建立能傳達更清楚訊息與更



為動態的內容。 

 

BI 挪威管理學院的經驗顯示，數位電子看板不僅可應用於金融機構與政府機關，對學校

亦有相當作用，目前學校建置數位電子看板系統的普及率尚低，BI 挪威管理學院建置數位電

子看板系統的成功經驗，可望帶動歐陸及其他地區的學校對建置數位電子看板系統更為積

極，數位電子看板系統龍頭業者 Scala 亦可從此一合作案中，得到經驗，以建立更適合學校

的數位電子看板系統，有利於數位電子看板進一步在學校的發展。 



第三章  結論 
 

數位看板市場目前尚處萌芽階段，距離成熟穩定尚有相當距離，其理由分析如下： 

 

 目前並未有技術共通標準出現。 

 廣告架構內容表現方式亦未有定型模式出現。 

 廣告交易計費方式及標準未明。 

 還未形成明確可共同遵循的遊戲規則及倫理或法律規範。 

 數位看板目前還不能稱為成熟穩定的媒體架構。 

 

數位看板具備的高發展彈性，使其有機會成為最具創新發展要素的科技結合體，而且不

侷限於硬體方面，在軟體方面的內容設計創作、運作維護的相關服務、廣告銷售等的商業模

式等，亦具備高度的發展彈性， 

 

雖然未有既定的產業標準，對於台灣廠商習慣採取追隨國際標準出線後，再大量生產的

商業模式而言並不符合，但在微利年代中苦無提高毛利發展機會的廠商而言，現在卻是發展

數位看板的最佳時機。關鍵就在靈活運用現有科技，採取客製化少量多樣的產品策略。 

 

顯示器技術方面目前是百家爭鳴，對於數位看板廠商提供了前所未有的多樣化素材可供

使用。例如現有已相當成熟的的 LED 看板、TFT LCD、PDP 及逐漸成熟並前途看好的電子紙、

3D 顯示器、AMOLED 等。 

 

電子紙亦為數位看板重要顯示技術發展方向 



凸版印刷72吋電子紙數位看板，運用PHS及電子紙低耗電特性達成無線獨立設置
，符合綠色節能環保潮流，是簡約主義下的另一發展方向。]

資料來源：凸版印刷，DIGITIMES 整理，2009/9 

 

系統服務商亦有多樣化的傳輸技術可供選擇、例如網際網路、無線網路、PHS、3.5G、

WIMAX、LTE、甚至傳統的有線電視傳輸等，皆為相關廠商可視客戶要求採取模組方式搭配。 

 

日前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抵台訪問時，提出未來無線網路通信將從單純的人與人互聯

提升到物聯的境界，也就是 IT 裝置之間的資料傳輸亦可透過 4G 時代的高速通訊架構進行資

訊傳遞，這也就是台灣所提倡的智慧城市願景(大陸方面則稱為數字城市)。 

 

王建宙指出，通過裝置在各物體上的無線射頻電子標籤(RFID)、感測器、二維條碼等，

與無線網路相連後從而給物體賦予智慧，可以達到人與物體間的溝通及對話，也可達到物體

與物體相互間的溝通。這種將物體聯接起來的網路概念即為「物聯網」。物聯網概念結合數位

看板之後，數位看板將如虎添翼。 

 

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物聯網概念將帶動數位看板無所不在實現 



王建宙認為，物聯網將物體賦予智慧，手
機貼上電子標籤，手機就有錢包功能，刷
手機就能乘坐捷運、與數位看板溝通；互
聯網與物聯網的結合可提高管理效率與資
源使用效率。

王建宙同時指出，要真正建立一個有效的
物聯網，有兩個重要因素。

一是規模性，只有具備了規模，才能使物
品的智慧發揮作用。

二是流動性，物品通常都不是靜止的，而
是處於運動的狀態，必須保持物品在運動
狀態，甚至高速運動狀態下都能隨時實現
對話。

數位看板的動態特性，如能配合物聯網概
念的實現，將可發展出更多個人化的互動
服務項目。

資料來源：DIGITIMES 整理，2009/9 

 

智慧城市的願景套用到數位看板的發展上，便意味著將可省卻數位看板發展時龐雜的網

路布建及維護成本，使得數位看板的設置不僅更為便利，位置亦更具彈性，朝無所不在的理

想境界也更跨進了一大步。 

 

硬體及內容提供、系統服務的市場機會 

 

綜觀目前市場，尚未有統一的數位看板架構出現，亦無一顯示技術可獨霸市場，整體業

界也未如平面或電視媒體已演化出成熟的遊戲規則，再再顯示數位看板尚處於萌芽階段。廣

告要怎麼做、要輸出怎樣的資訊、內容要以何種方式提供、費用要如何計算…，問題仍堆積

如山有待解決。 

 

但亂世出英雄，如市場大勢底定，由國際大廠宰制市場時，台廠將難有發展空間及機會。

現在數位看板產業尚無天下共主，仍是群雄逐鹿中原的時代。對有意參入的廠商而言，是個

個有機會，人人有把握，市場尚有寬廣的發展空間，新技術新可能性也都有出頭機會，3D 顯



示、觸控機能等在數位看板的應用，未來都不一定是天馬行空。 

 

觸控功能將是未來數位看板不可或缺之標準配備 

 

資料來源：DIGITIMES，2009/9 

 

數位看板未來發展空間無限寬廣 

 

未來的數位看板應用，將會如現在的網際網路一般，在發展當初，完全無法想像之後能

有如此廣大的發展及影響力。 

 

由於顯示技術發展日新月異，未來的新興顯示技術配合發展快速的無線通訊服務，在各

種排列搭配的不同組合下，將有無法想像的廣大市場發展空間。具有整合各領域技術，並結

合數位內容市場需求，進而提供客戶整體解決方案及完善售後服務的廠商，將能快速掌握數

位看板市場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