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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言
展望 2016年 智 慧 型 手 機 市 場 發 展 趨

勢，隨著成熟國家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逐漸提
高，整體智慧型手機市場發展進入高原期，
預估 2016年智慧型手機出貨約達 15.8億台，
年成長率下滑至7.7%，跌破二位數。展望未
來，全球市場成長引擎將由智慧型手機滲透
率仍低的東南亞、拉美、中國大陸、中東等
新興市場區域扮演，不過因為這些地區需求
以中低階機種為主力，將促使全球智慧型手
機產品平均單價逐漸下滑。全球市場版圖變
遷快速，也牽動國際領導廠商的布局方向與
產業競爭格局；觀察未來整體市場趨勢發展
重點，包括以下三大方向：

(一 )新興市場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地組裝勢力
興起：新興市場為未來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
成長主要引擎，尤其是中國、印度等受惠於
人口紅利，成為全球智慧型手機銷售前兩大
市場。如印度、印尼等新興市場國家，挾著
龐大內需市場，扶持本地供應鏈，紛紛制定
在地生產政策，將促使在地組裝比重提升，
為我國產業鏈帶來進入在地市場的機會。
(二 ) LTE手機比重持續攀升，LTE-A、VoLTE
等為電信業者布局重點：隨著全球LTE商用
網路成長，帶動LTE手機需求，至 2015年年
底，全球已有 638個營運商在 181個國家推展
LTE網路，目前 422個LTE網路已正式商用，
其中超過三成的電信業者已經開始LTE-A的
投資，將持續拉抬2016年全球LTE手機需求。
(三 )手機和物聯網應用介接為長期發展方
向：長期而言，智慧行動終端產業與穿戴裝
置、物聯網等應用的介接發展，仍為產業目

前的重大事件，其中智慧型手機扮演物聯網
重要控制中樞角色，藉由手機相互串聯智慧
終端，以串聯物聯態生態體系，成為智慧型
手機大廠 (如Apple、三星、小米等 )的重要布
局方向。為了達到此目的，智慧行動終端將
更具感知、學習與協同控制能力。這也是大
廠 技 術 投 資 與 併 購 的 方 向 ， 如 Apple於
2015/10併購 Perceptio深度學習公司即為一
例。

２新興國家為未來市場重要動能

2.1 新興國家、中低階產品為未來市場需求
主力

2015年全球行動終端市場將突破22億台，
其中以智慧型手機的銷售規模最大 (14.7億
台 )，成長率約 16.2%。然隨著整體市場發展
進入高原期，預估 2016年智慧型手機出貨約
達到 15.8億台，惟年成長率下滑至 7.7%，跌
破二位數。

圖1 2010-2018年智慧行動終端市場銷售預估

百萬台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JxxWDfvbo4shF6-AoWzpJ-abEX7XqK5lwDLq8jw3k4/viewform?pli=1&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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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2015年各區域智慧型手機出貨量比

重，中國地區銷售比重高居第一 (29%)，但成
長力道逐年減緩，而新興亞洲和拉美將成為
全球智慧手機的重點成長區域，預估在 2016
年兩者合計佔全球比重將超越中國，至 2017
年全球三成智慧手機出貨量將集中在新興亞
洲與拉美等。

圖2 2012-2018年智慧手機各區域出貨量比重變化

有鑑於新興市場中產階級人口成長帶動

智慧型手機高成長性，成長動能吸引眾多品

牌競逐，惟如印度與印尼等新興市場代表性

國家，目前以低階 ($190)產品為主力，預估
到 2018年新興市場需求將仍以 $200美元以
下產品為主，遠低於全球平均 (約為$248)。

圖3 2012-2018年智慧手機各區域ASP變化

2.2 2020年中國與印度為全球前兩大市
場，巴西、印尼、越南等地重要性提升

展望 2020年智慧型手機在主要國家的
銷售狀況，中國與印度兩國受惠於全球前兩
大人口紅利，仍為全球智慧型手機前兩大銷
售市場。其中，中國預估有 5.5億台的銷售
量；印度則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率仍低，至
2020年預估將有2.5億台的銷售量，兩者銷售
量領先排名第三的美國 (預估 2020年出貨量
約1.7億支 )。
        另一方面，觀察巴西、印尼、俄羅斯和
越南等新興國家，近年經濟向上攀升，中產
階級消費力道也逐步提高，預估將成為2020
年繼中國、印度和美國之後，智慧型手機的
需求主力國家。

圖4 2020年智慧型手機在主要國家的銷售

2.3新興市場積極培植在地生產能量，台
廠可與其互補合作創造雙贏

觀察全球本土品牌崛起已由中國擴散成
為全球普遍現象， 2015上半年，各主要智慧
型手機銷售國家當地市佔前二、三多為本土
品牌，如中國小米 (Top2)、印度Micromax與
Karboon(Top2 、 Top3) 、 印 尼 Evercoss 與
Smartfren(Top2、Top3)、日本Sharp(Top3)、
孟 加 拉 Symphony (Top1) 與 法 國
Wiko(Top3)，及非洲Tenco(深圳傳音控股 )。
回顧中國扶持本土產業模式，以內需市場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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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供應鏈，兩大市場成長引擎國家；印度與
印尼，也朝提高在地自製率的政策大旗前
進，以擺脫對進口產品或零件的仰賴程度。
以印尼為例，有鑑於印尼國內缺乏生產零

組件及整機組裝的能量，手機供應仰賴國外
進口，在整體手機的產業鏈形成上游供應鏈
的技術缺口。為了扶持本地供應鏈，印尼政
府推動表1所列之政策法規，提高手機產品進
口銷售的門檻，以培植在地化生產。

表1 印尼政府對手機進口相關法規
公告

時間

來源 法規簡述

2012/11 印尼貿

易部

針對手機、平板與電腦三類產品須

取得進口商認證 (IT，Registered 
Importer)與進口許可證(PI，Import 
Permit)才可進口商品到印尼。
進口商資格認證須符合在印尼當地

投資設廠的條件，取得 IT的廠商可
直接在印尼當地銷售。

2015/01 印尼貿

易部

將於 2017年 1月起規範在印尼銷售
之 4G手機需符合 30%以上印尼當
地生產的零組件之規定，才能取得

販賣許可。

除了明定進口法規，印尼官方亦在電信
環境、手機銷售、原物料進口等環節祭出相
關配套措施，以限制和優惠手段並用，全面
扶持印尼智慧手持產業鏈。

有鑑於在地生產的政策驅動，近三年來
國際大廠或本土廠商開始規劃在印尼設廠，
根據印尼工業部長Saleh Husin表示，2015年
開始，總計已有 16個國際智慧手持裝置品牌
開始在印尼國內進行組裝，且零組件自製率
已達20%，其年總產量預估達2,300萬台，並
已有不少印尼本土業者搶先返鄉布局，並逐
步減少對中國大陸代工的依賴。

因印尼國內關鍵零組件高階技術尚未成
熟，加上印尼政策性鼓勵零組件業者在當地
設廠 (以符合 30%之自製率要求 )，提供對非
FTA簽署國在原料、半成品的進口關稅優
惠，台廠有機會以智慧型手機關鍵零組件的
技術優勢，切入當地組裝廠的供應鏈，或綑

綁台商於印尼之組裝廠共同供貨。
另一方面，透過創造印尼品牌、電信或

通路業者與台灣供應鏈的新OBM合作模式，
藉由合資或共推品牌，以台灣大型企業具備
的全球運籌優勢，與企業之產品快速設計製
造能力為優勢利基，掌握在地化需求，共同
經營區域市場，也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３LTE比重攀升，5G手機指日可期 

3.1 2G用戶將持續轉向3G、4G，行動通訊用
戶成長趨緩，倚賴新興市場新增用戶
觀察2015年全球2G用戶為38.99億戶，占

比52.5%，但隨著頻譜執照到期、運營商以經
營3G/4G服務為趨勢下，預估2019年將下滑為
19.91億戶，占比為22.6%。2015年3G、4G用
戶分別為 25.18億、 10.12億，占比 33.9%和
13.6%，預估在智慧型手機普及帶動行動上網
風潮下，以及4G網路覆蓋率達一定水準、4G
終端價格持續下滑，預估2019年3G、4G用戶
將成長至 39.48億、 28.69億，占比提升至
44.8%、32.6%。

在全球行動通訊用戶的區域分佈方面，
亞洲為全球第一大行動通訊用戶分布區域，
其中中國大陸、印度、印尼等仍有新增用戶
帶動整體市場用戶成長；另一主要新增用戶

則將集中在中東非。

圖5 全球行動通訊用戶(單位:百萬戶)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JxxWDfvbo4shF6-AoWzpJ-abEX7XqK5lwDLq8jw3k4/viewform?pli=1&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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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6年全球LTE手機出貨預估突破10億
支 
     觀察 2015年全球 4G手機出貨量為 8.51
億支，較2014年成長80.4%，由於4G服務為
各國運營商推動重點，以新辦用戶為主，故
年成長率高。然隨著4G用戶逐步普及下，之
後 4G手機將以換機潮為主，故預估 2019年
4G手機年成長率為8.9%，為14.14億支。  

圖6 全球4G手機出貨預估 (單位:百萬台)

3.3 LTE-A和VoLTE手機出貨型態占比持續
提高，2019年約占7成比重

目 前 全 球 已 有 111 家 運 營 商 投 入
VoLTE ， 其 中 30 家 運 營 商 已 正 式 推 出
VoLTE-HD語音服務。受到運營商陸續升級
至LTE-A、提供VoLTE等服務下，2015年4G
手機出貨量中，LTE-A、VoLTE各占 30%、
27%。而由於商用化LTE-A和VoLTE服務的
運營商較多，故預估 2019年LTE-A、VoLTE
將各占73%、69%。LTE-Brocast 則因為目前
網路多在測試階段，預估2019年佔全球4G手
機比重較低，約在41%左右。

圖7 全球4G手機出貨型態占比

另一方面，目前可支援VoLTE的終端約有219
款，其中以智慧型手機為主 (198款 )。 (全球
LTE智慧手機目前約有1800款 )。由於VoLTE
是運營商主要推動業務之一，但礙於技術和
運營的挑戰，現階段支援VoLTE以高階手機
為主，對於中低階手機來說，要到 2017年
VoLTE才有可能成熟。

表2 主要支援VoLTE機種

Apple iPhone 6s Microsoft Lumia 640 XL

Apple iPhone 6s Plus Samsung Galaxy Note 4

Apple® iPhone® 6 Samsung Galaxy S5

Apple® iPhone® 6 Plus Samsung Galaxy S6 edge+

HTC One A9 Samsung Galaxy Note5

HTC One M9 Samsung Galaxy S 6

LG G3 Samsung Galaxy S6 active

LG G4 Samsung Galaxy S 6 edge

４手機和物聯網應用介接為關鍵發展
方向

因應全球智慧型手機進入高原期，大廠加
快往智慧型手機、穿戴、智慧家庭、車聯網等物
聯網整合應用介接的下一個大事件邁進，藉由布
局智慧型手機與穿戴裝置、虛擬實境、車載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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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等應用介接等多樣化產品應用，希望藉此串聯
物聯網應用生態系統，其中，終端設備串連背後
的雲端服務、數據分析等業務應用的布局經營，
為智慧型手機及資通訊業者大廠轉型至要關鍵的
方向。隨之，智慧型手機應用領域也向生活紀錄、
企業、醫療、娛樂等領域延伸拓展。為了達到手
機和物聯網應用介接的目標，預估未來五年感測
融合應用、通訊連網技術、深度學習等仍有突破
空間，也是攸關智慧型手機業者未來布局物聯網
市場順利與否的關鍵技術。

以感測器融合應用為例，有鑑於全球的高階
手機逐漸出現不同的感測器，像是溫度感測、心
跳感測、血壓感測、指紋感測等。例如， 2015年
指紋辨識已出現在將近 20%的歐洲手機，虹膜辨
識也已經開始在全世界1%的手機出現。照此情勢
推估，預估未來會有更多智慧型手機應用 3個以上
的攝影鏡頭、圖形辨識器等。

圖8 智慧型手機扮演 IoT Control Hub角色

高階手機配備感測器數量增多，帶動感
測器融合應用新契機，由於使用感測器的類
型激增，新的App將可應用兩個以上接收的數
據來做延伸應用，例如結合光學和溫度 /濕度
感測器，可應用於夜視和定位App。其中，競
爭關鍵將存在於如何透過感測器融合軟體，
將來自各種感測器的感測結果加以融合，以
產生準確的感測器資料，讓應用開發者可在
此基礎上，根據客戶的應用需求 (如情境感

知，Context-Awareness)發展更多面向、更為
客製化的應用。如感測器大廠Bosch，就在今
(2016)年CES宣布公司已調整內部資源，相較
於過去偏重硬體的投資，往後將投注公司1/3
研發資源在軟體開發及軟硬體整合上，以追
求更佳的感測器融合表現。

另一方面，以智慧型手機智慧家庭裡面
的整合應用為例，第一波主要通訊聯網技術
需求將圍繞在如NFC、Bluetooth、GPS、WiFi
等聯網技術，以及居家中控設備上面語音辨
識技術之運用。如今年CES展場上，Amazon
的語音辨識居家智慧控制系統，可讓智慧家
庭Home Gateway等控制中樞，具備語音辨識
和人工智慧功能，讓消費者可以藉此整合控
制家中連網家電，並有助於改善智慧家庭使
用者體驗，成為展場焦點。

此外，隨著手機運算能力提升，智慧行
動終端將更具感知、學習與協同控制能力，
深度學習技術如何更為廣泛的運用在智慧型
手機當中，也成為晶片業者、OS業者面臨的
課題，也成為布局的重點。

據此，大廠紛紛加強併購力道以補其不
足，如Apple於2015/10併購Perceptio，如Apple
在 2015年 10月 收 購 深 度 學 習 新 創 公 司 ，
Google亦投入深度學習技術開發，希望藉此
提高Android手機的語音準確率。Google也於
2015 年 11 月 釋 出 深 度 學 習 的 原 始 碼
TensorFlow，希望藉由開發者的加入，擴大
智慧型手機平台上面語音辨識、自然語言、
電腦視覺，以及廣告等等更多應用。
  
５智慧行動終端朝多元創新載具時代
邁進

隨著全球行動通訊用戶成長趨緩，全球
智慧型手機市場進入高原期，未來2G用戶將
持續轉向3G、4G，而新增用戶將倚賴新興國
家，將帶動中國、印度、印尼等國對未來全
球智慧型手機市場影響力舉足輕重。另一方
面，觀察全球智慧型手機競爭版圖，領導業
者持續藉由零組件的創新創造產品差異化，
如今年金屬機殼、指紋辨識等已成為中國大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JxxWDfvbo4shF6-AoWzpJ-abEX7XqK5lwDLq8jw3k4/viewform?pli=1&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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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力品牌業者主力旗艦機種的標配；此
外，雙鏡頭、光學防抖及USB Type-C設計等，
亦為手機品牌業者產品差異化主流方向，都
將帶動上游相關零組件需求。

另一方面，就整體行動裝置發展趨勢而
言，有鑑於智慧型手機成長動能趨緩，大廠
紛紛佈局新型態產品，以連結物聯網智慧終
端市場，進而維持產業成長動能，如穿戴裝
置、虛擬實境頭戴式顯示器、車載機等；其
中在穿戴裝置方面，隨著感測技術裝置的成
熟，穿戴裝置競爭重點已由硬體規格轉向後
端服務的整合，如何將雲端數據分析平台結
合領域專業知識，為用戶提供更契合個人的
建議，為業者發展重點方向。此外，穿戴裝
置仍以運動健身、健康管理應用為主軸，隨
著穿戴範圍擴大到日常生活穿搭應用，感測
器與織品的結合運用創新為未來重要發展方
向。

在虛擬實境相關產品的發展方面， 2016
年 也 會 出 現 更 多 VR 裝 置 ， 將 以
Game/Entertainment為主要應用，預估帶動頭
戴顯示設備 (HMD, head-mounted display)、電
腦視覺 (Computing Visualization)，觸覺回饋
(Haptic Feedback Technology)、內容製作、軟
體開發等技術需求，值得台灣業者進一步關
注。

整體而言，智慧行動終端產業競爭焦
點，已由過去智慧型手機獨挑大樑，逐漸轉
向物聯網創新載具多箭其發的競爭樣態，包
含VR、穿戴裝置、無人車、無人機、智慧機
器人等均為未來潛力發展產品，包含Apple、
Google、IBM、Intel等大廠也已佈局創新載具
所需的關鍵技術，如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機器視覺等，以掌握先機。台灣產業若能掌
握上述共通型之關鍵技術，將有助於多角化
布局創新載具與各種垂直應用市場，以滿足
物聯網時代少量多樣之市場型態，以搶得 ICT
世代演進下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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