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數位電子看板市場與創新應用案
例探討報告書」 

 
 

作者：黃銘章 

陳婉菁 

 

 

 

（期末報告） 
 

 

委託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支援處 

執行單位：大椽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九 月  



2 
 

第一章  數位電子看板市場發展概況與產業鏈及產值 
 

第一節  數位電子看板市場發展概況 
 

數位電子看板(Digital Signage)在定義上，是一種透過電子顯示裝置如 LCD、PDP、LED、

電子紙、以及投影裝置或其他新興顯示器，播放各種資訊，廣告和其他內容等的系統產品。

一般可分為戶外數位看板及室內數位看板兩大類，其中，室內數位看板應用面較廣泛，包括

機場、捷運、賣場、旅館、便利商店、百貨公司以及展場等處。 

 

由於公共顯示器(Public Display)的定義較數位看板更廣，如提款機及一般商店收銀台等

所用的顯示器即是屬於公共顯示器，因此一般將數位看板定義為 26 吋以上的顯示裝置。另

外，LED 大型看板的尺寸往往在 100 吋以上，就廣義而言，LED 大型看板亦屬於數位看板的

一種，但本文所採用的定義是採較狹義，亦即 26 吋至 100 吋之間以 LCD 及 PDP 為主要顯示

技術的公共顯示系統。 

 

以應用面廣泛度而言，室內型數位看板今後數年將具有較高的發展潛力。2009 年全球採

用 LCD 技術的數位看板約為 100 萬台，其中大多數應用在北美市場，多數為室內型的數位看

板。 

 

數位電子看板其市場規模維持持續增長的趨勢，主要原因是面板廠商在投入多條 7 代以

上 TFT LCD 生產線後，需要尋找大面積需求的終端應用，而數位看板在兼具消耗大面積面

板產能以及可擴大行銷效果的優點下，成為面板廠、媒體業者、廣告主、系統組裝廠與終端

使用者(機場、體育館、便利商店及連鎖商店等) 日益關心的產品。 

 

就數位看板市場發展趨勢而言 ，TFT LCD 技術現階段較其他顯示技術如 PDP、 DL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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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市場優勢，原因是 TFT LCD 大型生產線較多、TFT LCD 面板價格近年來維持年平均 15%

甚至更高的下降走勢、TFT LCD 系統組裝較為簡易、TFT LCD 亮度較 PDP 為佳，不但適用

於室內環境，一般的建築物周遭的戶外環境也適合採用。 

 

2015 年全球 LCD 型數位看板市場將達 350 萬台以上 
 

預估 2009 年至 2015 年全球 LCD 技術數位看板出貨量的年複合成長率將可達到 20%以

上，在 2015 年達到 350 萬台出貨量規模，若是價格下降迅速加上電視市場的逐漸飽和，在廠

商積極發展此一市場下，2015 年全球 LCD 數位看板市場還能有更樂觀的預測。若加上 PDP

面板廠商也必須在電視市場之外維持生存空間，預估 2015 年全球 LCD 及 PDP 的數位看板需

求可望達到 450 萬台以上。 

 

2011 及 2012 年 LCD 技術的數位看板系統出貨量可望達到 24%以上，其原因一方面是

大尺寸 TFT LCD 在面板廠在日本、南韓、台灣及大陸廠商新的一波投資擴產風潮下，有可

能再度供給過剩，面板廠必須為大尺寸面板產能找尋新的出路，而隨著面板價格的下跌，將

有利於數位看板市場的進一步成長。 

 

對數位看板系統的使用者而言，過去數位看板代表著一種奢侈品，然而，隨著報紙及電

視廣告的行銷效益逐漸弱化，而數位看板能夠與消費者作更直接的接觸甚至互動，廠商甚至

可以開發智慧型數位看板系統，藉由影像感測器察覺路人或參觀者的群體特徵而決定廣告播

放的內容。 
 

2008 至 2015 年全球 LCD 技術數位看板系統出貨量變化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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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台

 

資料來源：產支處，DIGITIMES，2010/9 

 

以立意要成為世界數位電子看板第一普遍應用地的日本為例，近年來顯著的發展趨勢即

為硬體產值成長相對於廣告收入及內容製作為緩慢，由於日本為全球數位電子看板應用的

先進地區之一，也預示今後硬體產值成長將相對緩和。 

 

富士總研預估，日本數位看板市場從 2007 年 571.3 億日圓規模，擴展至 2010 年 779.4

億日圓，年複合成長率為 11%。其中，廣告收入及數位內容製作成長性明顯高於硬體系統銷

售。 

 

據富士總研預估，日本數位看板市場各組成結構成長性並不一致，系統銷售額自

2008~2010 年成長率僅 2.2%，但數位內容製作／發送和廣告皆可望突破 50%。若以總體銷售

額組成比例來看，系統銷售部分將從 2008 年的 66%減少至 2010 年的 56%，反觀廣告和數位

內容製作／發送在同一時期合計上升 10 個百分點，市場比重逐漸擴大。 

 

系統銷售額成長相對緩慢，主因是佔數位看板材料成本 高的大尺寸面板價格逐年下

降，造成數位看板系統銷售單價下滑，致使銷售額方面成長幅度較小。相對於數位看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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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的一次性交易，數位內容製作及廣告收入則是相關業者持續不斷的獲利來源，且隨著多

媒體技術的進步及數位看板漸趨普及，屆時將需要更大量、多元化的數位內容。 

 

2007~2010 日本年數位看板市場預估 

2.2%

24.1%

29.5%
52.9%

8.3%

57.9%

註：箭頭上百分比為成長率，而直方圖內百分比為該分項組成比例。

單位：億日圓 CAGR ：11%

 

資料來源：富士總研，2009/10 

 

日本市調機構預估 2010 至 2015 年日本數位看板市場規模仍可望持續成長，但是成長的

動能將以廣告及內容收入為主，儘管系統銷售(含硬體、軟體、系統整合、支援及維護管理)

所佔的比重仍較高。 

 

矢野經濟研究所在 2010 年 6 月所做的預測，是 2010 年較窄定義下數位電子看板(僅指

LCD 及 PDP 技術的數位看板，不含小尺寸 LCD 技術的電子 POP 及大型 LED 看板)的日本市

場規模為 387 億日圓，而至 2015 年則提高至 946 億日圓，成長幅度高。 

 

在較廣的數位看板定義下(包括 15 吋以下電子海報 POP 及大型 LED 看板)，2010 年日本

數位看板市場規模為 636 億日圓，至 2015 年則可以提高至 1,281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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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商業環境應用之外，大型活動如奧運、世博會等也會用到許多數位電子看板，

但今後數位電子看板市場是否能夠維持相對高的成長幅度，有賴其營運模式及行銷效果獲得

更多事證的肯定，有確實的吸睛及集客力做後盾，數位電子看板才容易受到進入普及化的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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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電子看板產業鏈及產值 
 

在數位電子看板產業鏈方面，由於數位看板的產品生態與工業電腦類似，因此產業鏈的

特色是形成各個集體合作的供應團體，例如，台灣最大的數位電子看板系統解決方案廠商奇

菱科技，面板來源主要來自其母公司奇美電子，同時，為能夠爭取到最大程度的產業鏈價值，

奇菱科技也與數家戶外媒體廠商合作，相關媒體廠商承接客戶的廣告製作、媒體託播、以及

介紹有合作關係的企業進行系統管理、維修及後續服務。 

 

數位看板產業鏈發展 
 
數位看板的產業鏈目前還未達到完全成熟化，原因是數位電子看板的應用及商業模式仍

在持續的改變中。例如在中國大陸前幾年異軍突起的分眾傳媒，即是在辦公大樓等當時未被

人注意到的市場區隔有所突破。 

 

數位看板產業鏈，從後端的廣告與內容製作及相關代理，到軟體、通訊、系統維護與管

理、工業級電腦、機頂盒到最末端的面板及顯示系統，涉及到多個產業。 

 

日本及南韓業者的發展主要是採取垂直整合模式，如 NEC、夏普(Sharp) 、三星電子等。

而美國及台灣等地廠商則在產業鏈比較偏向分工方式。 

 

就產業鏈而言，數位電子看板產業鏈因為產品仍有許多是封閉性的系統或是屬於客製化

的系統，所以相關產業成員眾多且偏向小型化，各地區的主要業者也不盡相同。預期要等到

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的性能價格比更進一步吸引企業，而產業採用開放系統及標準化也會有利

普及化，目前偏向客製化型態的數位電子看板營運模式，還不足讓整體市場有爆發性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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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子看板產業鏈 

媒體及廣告製作/代理 COMEL、電通、JR東日本企畫、前線媒體等

顯示面板 友達、奇美電、三星電子、LG Display、夏普等

硬體廠商
奇菱科技、研華、台達電、佳世達、威強、建碁、
鎧應科技等

軟體廠商
EnQii、STRATACACHE、Scala、C-nario、融程科
技、綠創等

系統整合(品牌) NEC、Sony、夏普、三星電子、LG電子、Planar、
Vizio、Philips等

 

資料來源：產支處，DIGITIMES，2009/10 

 
運作成本持續下降  數位看板系統今後可望邁向普及 

 

全球零售場所用數位看板顯示器市場需求，在 2009 年約為 100 萬台，但預計在 2013 年

將可超越 230 萬台規模，年成長率將超越 20%。主要成長的動力，在於大尺寸面板價格的持

續下降，以及網通等相關基礎建設將更為改善所致。 

 

根據 Wirespring 從 2004 年起所做的年度調查，架設數位看板網路(假設是 100 個節點、

使用 3 年)的成本，在 2004 到 2009 年下降幅度接近一半。此一趨勢有利於今後數位看板的普

及。 

 

在 100 個節點(每個節點定義是 1 個顯示器加上單一的看板媒體播放器)規模下，此一數

位看板網路的採購、安裝及維持成本(不含內容以及人事成本)是 43.55 萬美元/3 年，相當於 1

個數位看板節點使用 3 年的成本是 4,355 美元。若與 2005 年相比，2005 年單一節點的平均成

本是 8,500 美元，比 2009 年時高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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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8、2009 年相比，運作成本中以數位看板管理軟體及技術支援此一項目所佔金額

比重 高，達 1,300 美元/3 年，其次是 40/42 吋 LCD 顯示器，為 800 美元，再其次則是播放

器硬體 775 美元與安裝成本 740 美元，播放器軟體成本則平均為 405 美元。2009 年整體運作

成本較 2008 年下降達 23%，主要原因是國際經濟受到金融風暴衝擊，在正常年度不至於有

如此高的降幅。 
 

2009 年數位看板網路單一節點平均運作成本下降 23% 

單位：美元/單一節點/3年

 

資料來源：Wirespring，2009/10 

 

2010 年全球數位電子看板硬體產值預估可達 25 億美元 
 

數位電子看板市場目前仍是以系統銷售收入為主，依據日本的經驗，2009 年數位看板系

統銷售收入與內容製作/廣告收入相比是 70%：30%。但隨佔系統裝設 高比重的顯示器價格

持續下跌，而網路化及雲端概念有利於降低大型網路中數位看板系統的平均成本，因此預估

到 2015 年數位看板市場中，系統銷售收入與內容製作/廣告收入相比將是 50%：50%。 

 

根據矢野經濟研究所所做預估，2009 年日本數位看板市場規模依照較窄的定義(不含電

子海報及 LED 看板)有 344 億日圓。DIGITIMES 分析 2009 年日本市場約佔全球 9%，因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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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數位看板市場規模預估為 3,822 億日圓，相當於 42.5 億美元。2009 年系統銷售收入(不含

廣告收入與內容製作)佔全球數位看板市場規模比重約為 80%，即 34 億美元，這其中需扣除

系統安裝及初期專案管理以及網路管理軟體的產值約佔此整體系統銷售收入的 40%，即 2009 

年數位看板系統的硬體產值約為 20.4 億美元。 

 

矢野經濟研究所預估 2010 年日本數位看板市場預估成長 12.6%，DIGITIMES 則根據相

關廠商與市場資訊以及經濟成長情形，預估全球市場規模成長率可望高於該數值，預估 2010

年全球數位看板市場市場規模可望成長 26%，硬體產值可望達到 25.7 億美元。 

 

數位看板硬體產值方面，依據我們的定義為顯示器加上相關看板播放器等硬體與吊架

(Display Mount)的產值，根據 Wiresping 所做的 2009 年數位看板系統成本調查，分別為 800

美元、775 美元及 110 美元，合計 1,685 美元，以硬體平均價格年減 8%計算，相當於 2010

年每台數位電子看板的硬體價格為 1,550 美元，若以 2010 年全球 LCD 及 PDP 技術數位電子

看板系統出貨量分別為 127 萬台及 40 萬台計，可得全球數位看板(不含 LED 看板)硬體產值

25.9 億美元，與前述推估有相近結果。 

 

雖然硬體成本將會逐漸下跌，但數位電子看板的平均尺寸亦是持續增加，加上數位看板

不像個人電腦一樣可以大量生產，因此，預期數位電子看板硬體成本每年下降幅度相對有限，

數位看板面板平均尺寸增加，加上 3D 數位看板與 LED 背光型數位看板的導入有利於降低平

均價格下降幅度，預期 2011 至 2015 年數位看板系統硬體單價每年降幅平均為 8%左右。 

 

另一方面，目前北美市場約佔數位看板出貨量約 38%，歐洲亦佔 30%以上，日本則佔約

9%，美國市場近期數位看板市場成長優於歐洲，但今後更被看好的是中國大陸市場。 

 

隨著國民所得及零售消費能力增加、城市化及眾多交通建設，加上大陸地區擁有大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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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人潮的潛在商機，預期大陸市場有可能是帶動數位電子看板市場成長的一個重要關鍵。大

陸地區市場已吸引眾多面板廠到當地興建高世代面板廠，因 LCD TV 面板未來需求成長將會

趨緩，為消化高世代面板廠產能，預期大陸市場對大型數位看板需求可望進一步提高。 

 

2015 年整體 26 吋以上 LCD/PDP 數位看板市場預估有 450 萬台以上規模，若將大陸等

新興市場爆發力列入考量，較樂觀的廠商如 Intel 等公司預估此一市場甚至有達到 600～800

萬台以上機會，在數位看板系統的硬體單位價格年平均降 8%的情境下，因此預估 2015 年全

球 LCD/PDP 數位看板硬體產值將可達到 45.6 億美元(450 萬台)，樂觀狀況則上看 61～81 億

美元(600～800 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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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電子看板創新應用案例 
 

 案例一：Libris 連鎖書店以數位看板進行品牌行銷及增加銷售 

 

大型連鎖書店是數位看板相當廣大的潛在市場，然而，絕大多數書店多仰賴傳統的平台

擺設、立架及店內海報等方式進行宣傳促銷，對數位看板的接受速度遠比其他連鎖零售業如

百貨公司、便利商店來得緩慢。 

 

挪威 Libris 連鎖書店於 2010 年起率先採用數位看板於店內宣傳，使用後發現對業績產

生明顯的直接助益，因此，Libris 將繼續增加安裝數位看板的店數，並在已安裝數位看板的

店面內擴充安裝台數與功能，而 Libris 的成功經驗亦將促進挪威以至於全球大型連鎖書店對

店內數位看板的採用速度。 

 

由於數位看板網路系統的總體運作成本(含顯示器、安裝、播放器軟硬體、管理軟體及

技術支援)，在 2005 年至 2009 年之間，已下降 48%，尤其 LCD 顯示器及播放器硬體售價在

2009 年下跌幅度均超越 20%，有利於今後數位看板系統在各種應用市場的接受度。 

 

Libris 於店內一角裝設數位看板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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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cala，2010/3 

 

挪威連鎖書店 Libris 引進數位看板 

 

當消費者走進大型連鎖書店，往往發現自己身陷書海中，書店一般以架位展示向消費者

行銷書籍，根據調查顯示，若能將書籍封面平放的方式促銷，銷售量將較置於書架上僅露出

書背時顯著成長，但若將較多書本以正面展示封面的方式擺放，則將面臨空間有限、可陳列

書的數量大為減少的兩難困境。 

 

針對書店的展示需求，可持續變換展示內容的數位看板，原本是 適合的解決方案，然

而，在連鎖零售業中，連鎖書店是引進數位看板的速度 緩慢者。 

 

挪威連鎖書店 Libris 為挪威率先引進店內數位看板的大型連鎖書店，由於 Libris 母公司

NorgesGruppen 旗下擁有 Kiwi、Spar、Mix 以及 Meny 等連鎖通路，而上述通路已先行引進數

位看板解決方案龍頭 Scala 所授權提供店內數位看板系統，且使用後成效明顯，Libris 受此影

響亦跟進使用，成為首家引進店內數位看板的連鎖書店者；另一方面，Libris 先前在店內音

樂播放管理與內容製作上已與 Capella Media 合作，而 Capella Media 為 Scala 授權的代理商，

因此，Libris 決定採用 Capella Media 所代理的 Scala 數位看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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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is 於挪威共擁有 127 家分店，至 2010 年 2 月，已於其中約三分之二的連鎖店，共

85 家店面中安裝數位看板，在奧斯陸旗艦店以外的每家店內，均安裝 1 台數位看板，設置於

櫃台後方，而在奧斯陸旗艦店則安裝 3 台數位看板，其顯示器採用三星 46 吋 LCD 面板。預

計至 2010 年夏季，Libris 將再於 40 家店面安裝數位看板，使其絕大多數店內均擁有數位看

板。 

 

數位看板店內行銷成果明顯 

 

在店內設置數位看板是 Libris 全面性店內設計升級計畫的一環，此計畫的目標是提供絕

佳的消費者體驗，Libris 希望數位看板能為店內消費者帶來高吸引力的數位動態展示，為書

店帶來更先進、高級的質感 ，亦可在店內消費者結帳前 有反應的時機，清楚地向他們傳達

店內行銷活動的訊息。 

 

安裝數位看板後，Libris 於其上播放 Libris 本身的品牌形象廣告、特定出版社的促銷廣

告、以及 Libris 讀書俱樂部的訊息，此類廣告內容順次播放，當消費者正排隊結帳、無法從

事其他事情時，觀看數位看板所播放內容的人數比率相當高，且消費者有影片可看時，較不

會覺得排隊很漫長，可有效提高消費者滿意度。 

 

Libris 於結帳櫃臺後方裝設數位看板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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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cala，2010/3 

 

統一設置的數位看板在每家店有相同的外觀，播放內容亦一致，有助於讓各家店面擁有

一致的感覺，而建立品牌形象。數位看板的店內行銷亦可配合 Libris 的電子郵件行銷，發揮

綜效，成效顯著，根據 Libris 行銷企畫經理 Kari Andreassen 表示，在播出特定書籍的廣告後，

很快便發現不少書籍熱賣到售罄，使得 Libris 對此套店內數位看板信心十足。 

 

Libris 表示，數位看板系統具有彈性、穩定度以及動態，正是他們所需的 3 大特點，此

外，雖然數位看板對他們而言算是相對新穎的科技，但安裝後使用上十分順利，沒有出現什

麼大問題。 

 

由於成效顯著，Libris 計劃擴充數位看板安裝台數，目前僅奧斯陸旗艦店擁有超過 1 台

的數位看板，Libris 打算於其他分店增加數位看板的台數，以收到更大宣傳效果，此外，在

內容方面，亦僅奧斯陸旗艦店有本地化的內容，未來 Libris 將讓每家分店的經理有權決定分

店數位看板播放的內容，以迎合各地的消費者。 

 

結語：連鎖書店為數位看板的潛在市場 

 

Libris 的經驗顯示，數位看板可有效幫助連鎖書店擁有更多吸引力，且是反應更為快速

的店內行銷工具，不僅可直接提昇重點行銷書籍的銷售量，亦對提高消費者滿意度與建立連

鎖書店品牌形象有所幫助。 

 

Libris 在集團其他部門均已採行數位看板後，才於書店內採納數位看板，此一現實亦說

明連鎖書店對數位看板的接受速度仍相對緩慢，因此，市場尚有相當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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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bris 的成功經驗後，挪威其他連鎖書店以及全球其他大型連鎖書店亦將加快引進數

位看板的腳步，預料書店將成為數位看板的新興發展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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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土耳其電信旗艦館擴大數位電子看板應用 

 

數位電子看板因為可隨時替換內容，並以多媒體方式呈現的特性，相當有利於廣告用

途，亦較傳統看板更能吸引消費者目光，因此，大型廣告用數位電子看板不僅於歐美已開發

國家逐漸普及，於開發中國家市場亦漸受青睞。 

 

土耳其的第 1 大城市伊斯坦堡，位處歐亞兩大陸交接點，近年來無論是經濟發展或城市

觀光均吸引各大國際廠商注目，同時亦成為大型廣告用數位電子看板應用的新焦點，土耳其

電信集團(Turk Telekom Group)於其位於伊斯坦堡的旗艦展示館 TTGaleri 中，應用 C-nario 數

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使其一樓門面成為大型數位電子看板，吸引消費者進入館內觀看館內

展示品。從此一案例，可以發現數位電子看板不僅限於歐美已開發國家市場，預期今後數位

電子看板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具有龐大的發展空間。 
 

土耳其電信旗艦展示館電子數位看板實景 

 

資料來源：土耳其電信，2010/4 

 

土耳其電信於伊斯坦堡建立旗艦展示館 TTGal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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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電信集團成立於 1995 年，前身為土耳其國營企業 Turkish telecommunications，

1995 年自土耳其郵政獨立而出，2005 年 11 月，於私有化政策下，賣給私人企業 Oger Telecom，

至此成為私營企業。旗下包括土耳其 大網路服務供應商 TTNET、土耳其唯一 GSM 電信網

路系統 Avea、電信設備商 Argela、電信解決方案商 Innova 等。 

 

由於土耳其擁有 7,200 萬人口，為全球人口數量第 18 大國，在龐大的人口基礎下，使得

土耳其電信成為歐洲第 5 大固網服務提供者，全球排名則為第 13 大，擁有 1,680 萬戶的固網

使用者，600 萬戶 ADSL 使用者，以及 1,210 萬戶行動通訊使用者。 

 

土耳其電信集團決定於伊斯坦堡建立一座旗艦概念展示館，名為 TTGaleri，展示館中展

示土耳其電信集團 3 個主要子公司土耳其電信(Turk Telekom)、TTNET，以及 Avea 的業務及

產品。 

 

TTGaleri 與伊斯坦堡多媒體設計及解決方案公司 Dreambox 合作，於展示館 1 樓外牆設

置大型投影式數位電子看板，以吸引路人駐足，並進入館內參觀。 
 

TTGaleri 應用 C-nario 數位電子看板平台 

 

Dreambox 長期與以色列數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商 C-nario 合作，在 TTGaleri 的建置案

中，Dreambox 亦使用 C-nario 的數位電子看板平台，C-nario 系統專精於各種特殊大小的數位

電子看板應用，亦適用於 Dreambox 所規劃 TTGaleri 1 樓整面外牆的巨大數位電子看板。 

 

C-nairo 在數位看板軟體平台上具備國際知名度，其與 JCDecaux 這個全球 大的廣告集

團合作密切。JCDecaux 在全球 45 個國家中，擁有 65.7 萬個廣告看板，亦是歐洲擁有 多告

示看板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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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iro 與 JCDcaux 的合作，因為之前在甘乃迪(JFK)機場等應用領域合作愉快，兩家公

司決定在因此在 1 年之內，於全球 10 座機場內裝設總計為 300 個螢幕的數位看板廣告系統，

該公司也被數位看板協會選為數位看板產業的典範廠商之一。 

 

C-nario 數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C-nario，2010/4 

 

不過，應用於 TTGaleri 的一樓外牆的大型數位電子看板由於面積過大，若使用 LCD 面

板將使得成本過高，此外，使用大型面板有體積與重量過大、且以目前面板 大尺寸仍無法

涵蓋全部面積等問題，若使用小型面板則有拼接邊框等問題，因此，在顯示技術方面 終是

選擇使用投影方式。 

 

Dreambox 規劃 TTGaleri 的一樓外牆為一巨大投影幕，以 6 具投影機，排列成上下 2 排，

每排各 3 具的方式，以涵蓋整個外牆投影幕，並做無縫連接，整個外牆所呈現的多媒體效果

相當引人注目。Dreambox 行銷策略長 Ece Sancak 表示：「TTGaleri 以具娛樂性的方式提供來

訪者關於土耳其電信集團本身、其產品以及服務資訊，同時推廣並提升其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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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TTGaleri 內部，亦設有許多互動性裝置，包括具多點觸控功能的多人遊戲桌，以攝

影方式體感控制的壁面投影遊戲，多點觸控與單點觸控的資訊螢幕等，並有一個客製化的互

動性數位虛擬導覽員引領消費者觀看整個館內的展覽，Dreambox 表示在第二階段，將於外牆

的大型數位電子看板設置互動性裝置，使消費者可與其互動。 

 

結語: 數位看板於新興市場發展不容小覷 

 

使用 LCD 面板的數位電子看板，大小受到面板大小的限制，於戶外使用時，其耐用性

亦受到考驗，然而，使用投影技術的數位電子看板則可輕易克服此 2 項問題，成為室外大型

數位電子看板的技術選擇之一。 

 

另一方面，從土耳其電信積極建置數位看板於 TTGaleri 的行動上，亦顯示開發中市場數

位電子看板商機逐漸加溫，以此觀之，大陸、蘇俄及巴西等各新興市場亦將加速引進數位電

子看板於各項用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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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3D 數位電子看板應用在紐約島人隊主場 
 

3D 影像應用是今後顯示器及商業及娛樂應用的重要發展方向，然而，目前的 3D 技術多

數需要消費者戴上 3D 眼鏡，使得 3D 相關技術在電影院及家庭以外的應用上受到極大限制，

若欲在公共場所的顯示器上呈現 3D 效果，必須藉由裸視 3D 技術。 

 

目前在裸視 3D 技術數位看板應用產品上，包括美商 Magnetic 3D、日商 NewSight Japan、

法商 Alioscopy 等廠商有銷售相關產品，另外，傳統的數位看板系統供應廠商如三星電子

(Samsung Electronics)、樂金電子(LG Electronics)、NEC、Planar、Scala 等，在一般的 2D 數

位看板系統之外，亦銷售 3D 功能的數位看板系統。 

 

為提高數位看板系統的行銷效益，預期能夠提高人機互動性的觸控技術及 3D 顯示功

能，將是數位看板系統今後發展的關注焦點。 
 

3D 數位電子看板應用宜搭配裸視 3D 技術 

 

目前 3D 顯示技術的主流趨勢為朝向快門式技術發展，使用者需配戴 3D 快門眼鏡，利

用雙邊鏡片如快門般交替關閉，同時顯示器上交替顯示出左右眼的畫面，以此讓雙眼看到不

同的影像，在大腦中形成立體畫面。 

 

然而，需要眼鏡的快門式技術在戶外應用上將受到極大阻礙，無論是大型室外(Outdoor)

數位電子看板，或是店內(In Store)數位電子看板，其目標觀眾群經常是隨機經過的消費者，

此類消費者不大可能隨身攜帶 3D 眼鏡，加上室外環境亦很難如同電影院般方便統一發放 3D

眼鏡，因此，快門式技術在數位電子看板的應用上將陷入無用武之地。 

 

在此情況下，若欲在家庭與電影院以外的商業應用使用 3D 顯示技術，採用裸視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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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ereoscopic 3D)技術是必須優先考量的方向。 

 

對於 3D 數位看板或是 3D 用 LCD 監視器產品而言，究竟有哪些性能上的需求？根據數

位看板知名廠商 Planar 及面板廠商夏普(Sharp)等廠商的看法，至少有 10 項需求是必須注意

的，包括 3D 立體影像畫質、低影像干擾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析度維持方面，除非是採用戴 3D 眼鏡的解決方案，否則裸眼 3D

數位看板或 3D 監視器不可避免地將會降低播出影像的解析度。且視點愈多，解析度下降的

愈嚴重。此一問題必須靠採用超高解析度的 LCD 面板才能解決，但相對地整個數位看板系統

的價格亦將大幅提昇。 
 

3D 數位看板或 3D 監視器的性能需求 

要求 需 求

1 高立體影像畫質

2 低影像干擾 (Crosstalk)

3 易於觀看、減少眼睛疲勞

4 解析度維持(但若是裸眼方式，則不可避免地會降低影像解析度)

5 合適的尺寸大小(過小的螢幕尺寸內，播放過量的3D內容資訊，
將造成視覺疲勞)

6 寬廣視角(可同時提供多人同時觀看)

7 技術支援及服務保障

8 多用途(如監視器應用時，可在2D在3D模式下切換將可提供更
多元的應用性)

9 相容性(繪圖卡及軟體搭配上的相容)

10 低成本
 

資料來源：Planar 等，2010/4 

 

看好 3D 應用  3D Eye Solutions 加強發展 3D 轉換技術 

 

3D Eye Solutions 為一家具備 2D 內容轉換為 3D 內容相關技術的廠商，該公司亦提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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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解決方案，本身並不生產硬體，但與三星電子、樂金電子(LG Electronics)等系統廠商進行

合作，該公司在 CES 2010 亦發表裸視 3D 技術。 

 

2010 年 4 月，3D Eye Solutions 宣布其裸視 3D 技術將應用於數位電子看板，並裝置在

美國國家冰上曲棍球聯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NHL)紐約島人隊(New York Islanders)主

場—納蘇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向紐約島人隊每季 55 萬

人次的球迷們展示 3D 內容。除此之外，該體育館亦可擔任其他大型公共活動之用，同樣可

以運用到該公司的裸視 3D 技術。 

 

為擴大客戶基礎，3D Eye Solutions 的轉換技術，已可適用在多家廠商的 3D 顯示系統上，

包括三星電子、樂金電子、Magnetic 3D、 Alioscopy、Texas Instruments、Panasonic、RealD、

Dolby 3D、 IMAX 3D 及 PC 應用上，在基礎相通的環境下，有利未來 3D 數位內容的廣泛應

用。 

 

近期 Magnetic 3D 與 2D-3D 數位內容轉換技術廠商 3D Eye Solutions 簽訂合作協議，共

同發展 3D 數位看板系統市場，顯示出 3D 數位內容因全新製作成本過高，必須透過合作方式

以大量供應數位內容的合作模式，才能擴大 3D 數位看板市場的成長。 

 

3D Eye Solutions 現在係以裸視 3D 為主要發展方向，本身並不參與硬體的開發，其硬體

部分係與三星、樂金等面板與電視大廠合作，本身主要專注於 3D 軟體內容的開發。 
 

3D Eye Solutions 搭配系統廠商提供裸視 3D 系統解決方案 



24 
 

42吋3D數位電子看板系統客製3D移動式系統 42吋3D數位電子看板系統客製3D移動式系統

 

資料來源：3D Eye Solutions，2010/5 

 

除商用領域外，3D Eye Solutions 亦將觸角伸至娛樂領域，與好萊塢片廠合作開發將 2D

影片 3D 化的技術，並於 CES 2010 展示將電影「刺客聯盟(Wanted)」裸視 3D 化的成果。 
 

裸視 3D 數位電子看板將應用於紐約島人隊主場館 

 

2010 年 4 月，3D Eye Solutions 取得重大突破，順利與美國國家冰上曲棍球聯盟的紐約

島人隊簽定合作，宣布其 3D 數位電子看板產品進駐紐約島人隊主場館納蘇退伍軍人紀念體

育館。 

 

納蘇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不僅是紐約島人隊主場，亦為許多不同運動賽事與娛樂活動的

舉辦場地，舉辦冰上曲棍球賽時可容納 16,250 位觀眾，而舉辦音樂會或演唱會時則可容納

17,760 位觀眾，3D Eye Solutions 的數位電子看板設置於納蘇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的主要入口

處，以及前往貴賓包廂的入口處外頭，未來則將設置於場館內每一處高人群流量的位置。 
 

3D 數位電子看板的主要商業模式是透過廣告取得收入來源，由於紐約島人隊一季比賽

有 55 萬人次球迷入場，而場館的其他活動，如演唱會等，每年還有額外的 65 萬人次觀眾，

此外，在體育場旁即有一座面積 6 萬平方英呎的展覽廳，每年舉辦多達 50 場貿易展或消費者

活動等，此使得場館與週邊動線擁有相當大的廣告觀眾基礎，3D Eye Solutions 將與紐約島人

隊共同合作，一同尋求廣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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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島人隊對 3D Eye Solutions 的數位電子看板應用前景看法樂觀，並表示裸視 3D 顯

示器提供一個新的顯示方式，讓廣告主可透過獨特且具吸引力的方式，在進入場館的數百萬

人次觀眾前行銷產品。 
 

納蘇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比賽現場 

 

資料來源：New York Islanders，2010/4 

 

結語：3D 應用將創造數位看板新價值 

 

數位看板系統從 2D 邁向 3D，對於率先採用者將具可發揮獨特的行銷魅力。3D Eye 

Solutions 在案例中與紐約島人隊合作，不僅對 3D Eye Solutions 來說是別具意義的里程碑，

對整體 3D 面板產業以及裸視 3D 技術而言更是跨出一大步，意味著大型 3D 應用不再侷限於

電影院與家庭中，已成功進入數位看板應用領域，而裸視 3D 技術亦將藉由找到一個有效的

商用市場，可從目前幾乎是需要戴 3D 眼鏡的應用環境中，找到自己的新利基。 

 

對數位電子看板產業而言，之前已有飛利浦(Philips)、三星等公司推出裸視 3D 數位電子

看板產品，但因為價格偏高均未能實際大量應用。不過，隨著具有廣大觀眾流量的納蘇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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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紀念體育館帶頭採用 3D 數位電子看板後，可望加速數位電子看板朝向 3D 發展的腳步。 

 

2009 年 3D 數位看板佔整體數位看板的比重仍不足 0.5%，屬於產品生命週期的早期試

用階段，然而，隨著 3D 數位看板今後漸成風潮，當 3D 數位看板較為普及時，光是具備裸眼

3D 效果將不足以維持高的行銷效益，這時能否在 3D 功能之外突顯數位看板系統的互動性，

將是勝出的重要關鍵。 
 

案例四：搭載數位看板的自動販賣機將開啟互動行銷新模式 
 

戶外大型數位電子看板大多作為廣告宣傳使用，隨著觸控、攝影等各種互動技術的發

展，應用方式亦從單方面的資訊傳播，演進為具有一定程度的互動性，然而，日本的東日本

旅客鐵路(JR 東日本)公司則更進一步，將數位電子看板與自動販賣機結合，推出「次世代自

動販賣機」，爾後數位電子看板不僅可進行廣告產品，亦可在消費者看完廣告後，直接售出產

品予消費者，達到互動行銷及創造業績的雙重效果。 

 

在日本舉行的內嵌式系統展覽會(ESEC)中，英特爾即展出一款概念性產品，讓自動販買

機可以根據站在自動販買機前的使用者的性別與年齡(由系統根據數位影像模組感測而判

斷)，在螢幕顯示出系統推薦的產品照片等資訊。 

 

廣告能與銷售緊密結合，一直是企業所企求的高效率營銷方向，今後此一方向的發展，

不僅可能革新數位電子看板的相關應用，亦將革新 25 年來一直未有重大改變的自動販賣機產

業本身，預期與數位電子看板結合的自動販賣機，有可能將是未來的新潮流。 
 

自動販賣機的革新化發展 
 

世界各國的車站均設有自動販賣機販售飲料給過往旅客，然而，如日本 JR 東日本子公

司 JR East Water Business 社長所述：「自動販賣機直接與顧客接觸，但 近 25 年間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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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改變。」設置於車站的自動販賣機往往位於 能暴露於過往旅客視線處，唯販賣機上方

僅有傳統商品圖案或廣告看板等 基本的促銷工具，其於行銷上的效益實際上無法獲得發揮。 

 

自動販賣機與數位電子看板間，其實具有相互結合的潛在綜效，以往數位電子看板只負

責廣告，消費者受廣告影響，激起購買欲望後，則需前往銷售產品的店面才能實現消費，屆

時購買衝動可能已消退殆盡。 

 

倘若數位電子看板可直接銷售產品，其行銷效果必定更加顯著且可以在短期間內獲得行

銷成功性的即時評價，另一方面，自動販賣機往往位於行人動線中的顯眼處，甚至有時是行

人主動尋找的目標，若數位電子看板能結合於其上，更能大增自動販賣機的曝光效果。 
 

有鑒於此，JR East Water Business 花費約 2 年時間，開發結合數位電子看板與觸控功能

的次世代自動販賣機，機身高約 190 公分，寬 140 公分，深度約 90 公分，重量則為 100 公斤，

內建 47 吋觸控面板，售價為一般的販賣機的 5 倍，JR East Water Business 自動販賣機事業部

長的阿部健司則強調，該販賣機的設計概念，是希望豐富與顧客間的聯繫。 
 

次世代自動販賣機外觀 

 

資料來源：JR East Water Business，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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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East Water Business 於 2010 年 8 月 10 日起，先於東京的品川車站設置 2 台新式自動

販賣機，並計畫在 2 年內，以東京市中心為圓心，一方面新設、一方面替換舊有機種，以此

2 種方式並行，擴大設置點的數量，總共預計設置 500 台此型的次世代自動販賣機。 
 

次世代自動販賣機於品川車站內設置實景  

 

資料來源：JR East Water Business，ITMedia，2010/8 

 

數位看板與觸控螢幕結合提供更為直覺操作 
 

此款次世代自動販賣機由工業設計師柴田文江負責設計，機身為銀色，以近未來風格為

主要設計方向，商品取出口則設置在地面上方 45cm 高處，使女性消費者無需彎腰即可取出

商品。 

 

大的特色，則為充份利用內建 47 吋觸控螢幕的功能，此台販賣機並無一般販賣機具

備的商品樣本擺設空間或選擇商品按鈕，而是完全由觸控面板取代，顧客只需直接點選觸控

螢幕裡的商品即可購買，JR East Water Business 表示，使用觸控面板可提供顧客更為簡單且

直覺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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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內建觸控面板，該自動販賣機甚至可根據季節或時間、氣溫的不同，播放不同的商

品畫面，在沒有顧客操作的時候，於冬天播放冒著熱氣的咖啡畫面，或者在夏天播放瓶外還

附著水滴的礦泉水等影像，增加廣告商品的吸引力，提升顧客的購買欲望。 
 

次世代自動販賣機螢幕變化範例 

附近沒有顧客時 顧客靠近時 顧客購買商品時

利用Wimax遠端操作
依照季節、時間等
播放不同內容

設計採簡潔風格
提供顧客簡便的操作

選定商品將放大顯示
並顯示詳細資訊

 

資料來源： 產支處、DIGITIMES 整理，2010/8 

 

一般販賣機在出現商品賣完的狀況時，會亮起「售完」紅燈，讓消費者感受不佳，相對

的，在次世代自動販賣機上，由於以面板取代按鈕平面，賣完的商品不會出現在螢幕畫面上，

消費者將不會因為買不到東西而產生負面觀感，該公司的阿部部長表示：「(亮紅燈)對顧客很

不禮貌，此類次世代自動販賣機可以達到跟有人的店鋪裡同等效果的購買體驗。」。 
 

結合科技應用  數位電子看板創造新消費體驗 
 

此新式販賣機亦內建攝影機，使用臉部辨識技術，當顧客把臉朝向販賣機的時候，販賣

機上的攝影機將拍下顧客的臉部畫面，以辨別顧客的性別與年齡層，判斷哪些商品適合該顧

客的商品，在面板上顯示推薦的圖案。若碰到一群顧客的時候，則會以 靠近販賣機的顧客

為辨識對象，而根據該公司表示，目前性別以及年齡層均判定正確的成功率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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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販賣機亦內建WiMAX功能，藉由WiMAX連線，直接連結 JR East Water Business

公司伺服器，而可達到多種延伸功能。 

 

在顧客辨識方面，自動販賣機將取得顧客屬性以及 POS 等資料回傳，使得未來在推薦

商品上的準確度上逐漸提升，而販賣機亦可達成商業以外的重大社會服務功能，如可即時播

放大量的影像傳達重要訊息，若設置的地點遇到天災等重大意外，導致旅客因封鎖而受困等

狀況，可以透過遠端操作免費供應飲料，維持受困者的生命。 

 

其實，在 2010 年 5 月於日本舉行的內嵌式系統展覽會(ESEC)中，英特爾即展出一款概

念性產品，讓自動販買機可以根據站在自動販買機前的使用者的性別與年齡(由系統根據數位

影像模組感測而判斷)，在螢幕顯示出系統推薦的產品照片等資訊。 
 

當概念機前並沒有使用者時，該機器是擔任數位看板的角色，可以展示廣告內容，內建

的 WiMAX 通訊模組則可以透過網路方式進行數位內容的更新，以及協助機器設備的維護。

該系統使用英特爾的 Core i5 處理器，以及微軟的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作業系統。 
 

日本市場應用商機可期 
 

戶外大型數位看板若僅作為廣告用途，其經濟效益不易評估，但若是能夠兼做行銷及銷

售的任務，對於產品投資回收及投資效益可以做出更為精確的衡量。 

 

在日本，總計有 520 萬台自動販賣機，平均每 24 位居民就搭配著 1 台自動販賣機，而

日本人也是很喜歡使用自動販賣機的民族，海外遊客到日本也入境隨俗地頻繁地使用自動販

賣機。根據日本自動販賣機協會的預估，日本 1 年中的自動販賣機所銷售的產品金額，高達

620 億日圓，著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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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目前氣候變遷導致許多城市於夏天時酷熱，透過自動販賣機銷售出去的冷飲金額成

長率遠較過於一般店鋪銷售的成長率。 
 

結語 
 

戶外大型數位電子看板到目前為止，多數仍然以取代舊型戶外廣告看板為主，然而，此

類營運模式僅為單純取代廣告板的商業模式，其實並未發揮數位電子看板特有的潛力。 
 

JR East Water Business 新式自動販賣機於東京品川站的設置案例，可謂數位電子看板一

項嶄新的應用，藉由不同科技及應用的巧妙搭配，數位電子看板與自動販賣機的結合，可望

產生意想不到的綜效。 

 

可以預見在不遠的未來，不少的自動販賣機將搭配數位電子看板，同理，在其他日常生

活中的戶外裝置，亦將開始跟進應用，此將有助於讓數位電子看板在未來許多的地方以全新

的風貌服務大眾。 

 

對大型 LCD 面板及數位看板相關業者而言，在經濟成長力道並非十分強勁的今日，能

夠透過自動販買機等新的互動式行銷通路來創造出新市場，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拓展市場方

向，正如同商業大樓載客電梯前所用公共顯示器當年在大陸市場崛起出乎多數人意料之外一

樣，於日本等自動販買機特別發達的市場，今後在大型顯示器應用上，有機會開創出新的市

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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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南韓 Media Pole 在數位看板推展電子書閱讀 
 

亞馬遜(Amazon)的 Kindle 電子書帶起電子書風潮，蘋果(Apple) 的 iPad 上市更引發推波

助瀾的作用，然而，電子書瀏覽仍大多侷限於 PC 或手持式裝置上，今後，電子書應用將一

躍登上數位電子看板的大螢幕上。 

 

Softbank Creative 為日本 Softbank 的子公司，負責出版事業，成立於 1981 年，總部位於

東京。Softbank Creative 在南韓推動將數位漫畫登上戶外數位電子看板，此為南韓民眾首次可

在戶外數位電子看板上觀看電子書的案例，或許此為南韓的一小步，但對全球電子書產業來

說，卻是關鍵的一大步。 
 

南韓第一企畫經營戶外數位電子看板「Media Pole」 

 

第一企畫為南韓 大的廣告代理商，隸屬於三星集團，第一企畫積極投入大型戶外數位

電子看板的開發與管理，其中 著名的便是大型戶外數位電子看板服務「Media Pole」。 

 

「Media Pole」裝設於南韓首爾市江南地區的江南大道上，總計有 22 台，此區域是南韓

購買力 高的富裕階級消費者 常經過的路段，具有相當良好的廣告效果，「Media Pole」數

位電子看板高約 12 公尺，寬約 1 公尺，面向車道的一面為大型 LED 數位電子看板，面向人

行道的一面則為 LCD 數位電子看板，其中一部份具備觸控面板。 
 

數位電子看板「Media Pole」設置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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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首爾市政府，2010/8 

 

「Media Pole」的大型 LED 與 LCD 數位電子看板上，主要展示多種不同的多媒體藝術，

打造成首爾市街頭美術館，此外，亦展示大眾生活資訊。 

 

而面向人行道設置的觸控電子看板部份，設置有照相鏡頭，民眾可以用「Media Pole」

的照相鏡頭拍照，透過「Media Pole」的相片郵件功能，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把照片寄至自己

或親友信箱，另外，亦具備互動式遊戲、新聞、查閱地圖等多種功能，提供民眾娛樂與資訊。 
 

「Media Pole」上查閱新聞的實際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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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orea IT TIMES，2010/8 

 

Softbank Creative 首次在南韓發行數位電子看板用電子書 
 

由於第一企畫負責營運管理的「Media Pole」身為南韓 大的戶外數位電子看板系統，

且電子看板設置於首爾市中心有名的鬧區江南地區的道路兩旁，加上內建觸控面板等特色，

使得「Media Pole」成為測試數位漫畫電子書登上戶外大型數位電子看板的首選合作對象。 

 

因此，擁有 Harlequin Comics 世界發行權的 Softbank Creative 與第一企畫攜手合作，於

2010 年 8 月 10 日開始，在「Media Pole」上刊登 Harlequin Comic 的韓文版，是南韓首度可

透過數位電子看板閱讀電子書籍。 
 

Harlequin Comics 簡介 

改編自Harlequin系列小說的羅曼史漫畫。

故事皆以日本國外為背景，內容華麗且富戲劇性。

 

資料來源：Harlequin，2010/8 

 

長期以來，電子書仍然主要以 PC 及手持式裝置為主，鮮有登上戶外大型數位電子看板

的前例，相對的，一直以來，戶外數位電子看板的作用通常是根據其裝設地點，顯示交通概

況或附近的商店的 新資訊等等。 

 

Softbank Creative 在江南地區 22 台大型數位電子看板「Media Pole」上面發佈數位漫畫，

希望藉由戶外大型數位電子看板的特性，讓更多非特定的消費者能看到數位漫畫，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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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Media Pole」本身的媒體價值，亦能提高民眾對數位內容的意識。 

 

「Media Pole」刊載數位漫畫時，利用其內建觸控面板操作性能作翻閱等動作，1 個作

品可以供免費閱讀 20 頁，以提升南韓民眾對 Harlequin Comics 的興趣，倘若想繼續閱讀的民

眾，僅需透過 iPhone 讀取畫面上的 QR Code(Quick Response)行動編碼，即可連上能購買全部

內容的網站。 

 

結語：數位看板閱讀電子書模式有機會複製至全球 
 

Softbank Creative 與第一企畫在「Media Pole」上的合作，可說是數位內容登上數位電子

看板的第一步嘗試，若能取得良好反應，Softbank Creative 將把此模式套用到旗下擁有發行權

的其他數位娛樂內容上，不僅於該公司的數位電子看板產品上發表，亦將積極提供給國內外

的數位電子看板業者，藉由數位電子看板與數位內容的結合，規劃新的數位內容服務，並達

到推廣數位內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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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使用新興顯示技術 PTA 創造電子看板新應用情境 
 

戶外大型數位看板廣義定義包括投影技術的數位看板及 LED 技術的數位看板，但目前

關注焦點已經移至 LCD 及 PDP 兩種技術。然而，LCD 及 PDP 仍然只適合安裝在平面的環境

之下，若遇到曲面甚至是圓柱型的應用時，兩種主流技術就派不上用場。 

 

富士通((Fujitsu)旗下富士通先端科技(Fujitsu Frontech)與篠田電漿(Shinoda Plasma)共同

研發電漿管陣列技術(Plasma Tube Array；PTA)具有輕量、厚度薄等特性，並可裝置於弧形平

面上，雙方於先前曾發表 145 吋大型弧型 PTA 顯示器原型，並曾於 2010 年 5 月舉行的 Fujitsu 

Forum 2010 上展示圓柱型顯示器。 

 

如今，雙方將圓柱型大型顯示器正式實用化，設置於東京地下鐵銀座車站，做為大型戶

外數位電子看板使用。 

 

公共空間的大型戶外數位電子看板常為平面式，但許多公共空間具有圓柱，若安裝傳統

平面式面板，則無法貼合柱面，增加裝置空間，而舊有圓柱型數位看板以燈箱投影式為主，

除需外擴一圈以外，畫面亦容易呈現有接縫或扭曲現象。富士通先端科技與篠田電漿的新產

品，具備重量輕、體積薄，且可貼合柱面的特性，有利於在圓柱上架設數位電子看板，可望

進一步普及大型戶外數位電子看板的商機。 
 

PTA 成為大型戶外數位電子看板新選擇 
 

在平面顯示器與電視市場上，電漿技術可說節節敗退，將市場拱手讓給 LCD，然而在戶

外數位電子看板用途上，當遇到必須要在強光下仍可使用環境時，使用背光的 LCD 面板在陽

光下效果並不佳，且經常需要百吋以上的大顯示器，而以 LED 陣列做成超大型數位看板的價

格又過高；相對的，電漿技術亦是自發光技術，且電漿發光單元越大，則亮度越高，適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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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應用，此外，大型看板通常不需要高解析度，因此電漿技術仍有其競爭利基。 

 

篠田電漿公司將 PDP 技術進一步改良為 PTA(Plasma Tube Array)技術，開發出 PTA 面板

模組「SHiPLA」，所謂 PTA 即以無數的電漿管組成陣列，每根小管直徑 1mm，長 1 公尺，

電漿管分為紅、綠、藍三色，排成陣列，夾在兩片電極板中。 
 

PTA 基本構造 

電極板

電漿管

 

資料來源：篠田電漿，2010/9  

 

由於此類構造無需大片玻璃基板，使得 PTA 面板較傳統 PDP 更輕，重量約只達傳統 PDP

面板的四分之一，3 公尺 x 2 公尺大小的面板重量僅約 20 公斤，另一方面，面板尺寸亦不再

受到基板切割方式的限制，需增大 PTA 面板時，只需排列更多電漿管即可，亦即尺寸可完全

自訂，且沒有上限，更重要的是不一定排列成平面，可排列為弧形，此特性使 PTA 面板更適

合戶外數位電子看板大小形狀各異的需求，亦是可推出圓柱形顯示器的原因。 
 

利用接合方式  PTA 顯示器最終顯示器大小易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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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2m

PTA可利用無縫接合方式作不同大畫面尺寸變化，避
免LCD及PDP邁入大尺寸所需高額投資。

2m×2m

 

資料來源：篠田電漿，2010/9  

 

電漿發光的原理是發光單元越大，發出的光度越強，且越具能源效率，PTA 的電漿管長

達 1 公尺，總體積較傳統 PDP 面板的發光單元更大，因此光度更強，可符合戶外使用的需求，

富士通的研發目標是使 PTA 達到傳統 PDP 的 4 倍發光效率。 
 

PTA 解析度雖不高 但具備可彎曲性及可達 300 吋以上超大螢幕特性 

PTA顯示器可嵌入曲面牆壁

貼附於圓柱建物上

PTA顯示器可嵌入天花板

PTA顯示器可嵌入地面

可對應整面牆壁的超寬型顯示器

 

資料來源：產支處、DIGITIMES，2010/9  

 

而在製程上，PTA 亦具備成本優勢，PTA 的製作過程是以無數小管組成，不需大型機台

負載大型玻璃基板；電漿小管與電極板可分開製作，進一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由於電漿

管製作完成後即已封閉，不會再有受微塵污染的疑慮，後續的流程不需在昂貴的無塵室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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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而能大為節省生產開支。種種優勢使得富士通與篠田電漿將 PTA 視為大型戶外數位電

子看板的明日之星。 

 

全球首見「圓柱型弧面視野」廣告應用 
 

篠田電漿在 2008 年 5 月即發表 125 吋的弧形 PTA 面板原型，長 3 公尺，寬 1 公尺，解

析度為 960 x 360 像素，重量僅 3.58 公斤，顯示器 薄處僅 1mm 厚。2009 年 5 月，篠田電

漿再發表另一弧型 PTA 顯示器原型，這次達 145 吋，解析度為 960 x 720 像素，重 7.257 公

斤。 

 

富士通先端科技與篠田電漿的目標仍是放在大型戶外數位電子看板上，2010 年 5 月，富

士通尖端科技與篠田電漿發表弧面 PTA 開發成功的消息，並在東京舉辦的 Fujitsu Forum 2010

會場上，設置 5 座圓柱型的 PTA 面板數位電子看板原型，圓柱直徑為 1 公尺，高 2 公尺，顯

示器包覆約三分之一的圓柱，長 2 公尺，寬 1 公尺，由 2 片弧形 PTA 面板無縫拼合而成。此

次展示是為測試大眾對此類型數位電子看板的反應。 
 

由於反應良好，富士通先端科技與篠田電漿很快將此產品實用化，於東京地下鐵銀座車

站設置其「圓柱型弧面視野」數位電子看板，並於 2010 年 9 月底，與朝日(Asahi)飲料公司合

作，在圓柱型弧面電子看板上播放廣告以宣傳朝日旗下的「WONDA」系列咖啡，此為全球

首見於公共設施圓柱型弧面電子看板上播放廣告。 

 

此數位電子看板與 2010 年 5 月時所展示的產品相同，長 2 公尺，寬 1 公尺，由 2 片弧

形 PTA 面板無縫拼合而成，畫面顯示的部份與操控、電源均合而為一，因此可達到僅 5 公分

厚的薄型化目標，可包覆在直徑 1 公尺圓柱約三分之一面上，由於厚度僅 5 公分，包覆在圓

柱上時不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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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柱型弧面視野」數位電子看板於銀座車站內設置實景 

 

資料來源：Fujitsu Frontech，2010/9 

 

日本地下鐵車站或火車站大廳經常為圓柱，而各國各種建物中亦常見圓形柱，在此類柱

子上，不易設置平面顯示器，大多只能貼廣告海報，若需設置數位電子看板，則多半需要另

外搭出一個平面架以架設平面顯示器，除增加成本外，亦佔用空間，更會破壞原本的空間設

計，富士通先端科技與篠田電漿的 PTA「圓柱型弧面視野」數位電子看板解決了此一問題。 

 

結語 
 

數位看板的差異化，可以透過互動科技、3D 技術以及服務模式等多種方式達成，使用

新興顯示技術亦是方向之一。包括電子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以及本案例所提到的 PTA

顯示器，可藉由發揮特定顯示技術專長，例如本案例中「圓柱型弧面視野」的功能，創造出

新的數位電子看板使用體驗及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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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IBM 運用數位看板教育消費者 
 

數位看板不但是吸引消費者來店、進行導引以及刺激消費的行銷工具，其實也是一個具

有廣大傳播力的教育工具。IBM 與 Monster Media 公司即在 JFK 國際機場等地裝設多個大型

數位電子看板，其特色就是在超大螢幕上運用多點觸控(Multi-touch)等多項人機互動技術。 

 

IBM 的 SmartCities 行銷活動，主要的訴求在於教育消費者，教育消費者有關於我們生

活的城市如何可以藉由科技變得更有智慧，並藉由互動技術讓消費者有深刻的體會。而數位

電子看板則是宣傳此一活動的 佳平台之一。 

 

Monster Media 是一家專門做特殊顯示器的系統廠商，該公司擔任系統整合工作，提供

JFK 機場等地超過 30 個以上機場用數位看板系統。 
 

IBM 的 SmarterCity 活動旨在教育消費者 

 

資料來源：Monster Media、IBM，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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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點觸控技術增添數位看板互動性 

 

此一系統的特色，是其為全球各機場中，首次在 8 英呎 x12 英呎的超大螢幕上，採用多

點觸控技術。傳統的單點觸控技術雖有互動效果，但遠不及多點觸控技術來得有趣，這也是

之前蘋果 iPhone 手機得以廣受歡迎的關鍵。若是數位看板的觸控技術朝向多點觸控技術發

展，更能提升消費者的參與感與互動性。 

 

多點觸控技術可增添數位電子看板互動效果 

 

資料來源：Monster Media、IBM，2010/9 

 

旅客可以在螢幕上藉由簡單觸控參與寫詩的遊戲，不但可以參考之前別人在螢幕上所寫

過的詩，也可以尋找其 喜歡的詩歌作品。 
 

消費者可透過大螢幕及多點觸控技術在數位看板上創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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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onster Media、IBM，2010/9 

 

結語 

 

數位看板系統的一些教育功能，在許多平面媒體上並無法達到，原因在於其大螢幕對於

廣大消費者的吸睛能力，此一先天條件若能搭配良好的互動性設計及互動科技，更可達到良

好效果。 

 

多點觸控技術在手機及平板裝置如 iPad 等中小尺寸應用已廣受歡迎，預期今後在大尺

寸的數位電子看板應用上，亦將達到同樣的互動效果。 

 

目前一些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為提高消費者參與及系統投資效益，在技術上已有朝觸控功

能、消費者姿勢辨認能力以及消費者可透過手機與數位電子看板互動等方向發展，而不是目

前多數電子看板所進行的單方向的資訊傳播。 



44 
 

案例八：手機與數位看板結合  以更高效率達到互動行銷目的 
 

QR Code 其英文名稱為 Quick Response Code，是行動條碼的一種，在 1994 年於日本發

明，在日本普及率高達 8 成以上，未來有取代 Bar Code 的潛力。隨著數位看板系統日益增加

對互動性的重視度，預期 QR Code 等方式與數位看板系統互動的機會將愈來愈多。 

 

手機採用 QR Code 從日本開始流行到各國 

 

目前手機若內建 QR Code 解碼軟體或下載行動條碼的解碼程式後，即可將雜誌或海報上

的 QR Code 拍攝下來，獲得其中的訊息(也許是一則短訊或是 URL 網址)，並能藉由此一方式

連結到網路，屬於一種新興的互動方式。 
 

手機將 QR Code 解碼後可在手機上閱讀數位看板要傳遞的訊息 

 

資料來源：myrealpage.com，2010/9 

 

數位看板與手機的互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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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數位看板與手機的互動應用，除了觸控、姿勢辨認、生物特徵辨認、聲控等各種方

式外，透過幾乎人手一支的手機，來作為人機互動以及後續產品行銷甚至企業行銷的案例已

有增加的趨勢。 
 

內建 QR Code 的數位看板，可以增加消費者與零售業者的互動，零售業者可藉由 QR 

Code，導引消費者日後進行採購，例如可以提供消費者在數位看板所顯示的相關產品折扣

券，或是若消費者對數位看板上所顯示的內容有興趣，可以透過 QR Code 連網或取得產品的

相關訊息。 

  

過去的作法是將折扣券印在宣傳單上，但是將會增加準備的時間成本以及印刷費用，但

是數位看板則可以更為迅速及更經濟地達到相當的效果。更多的效益則來自於可以將企業要

傳遞的產品訊息與潛在消費者做更深層的連結。 

 

除了 QR Codes 這類的行動條碼外，手機跟數位看板還有許多的互動方式， 例如消費者

可以利用手機填答藉由數位看板所發出的問卷，也可以將手機內的數位內容傳送到數位看板

做播放。 
  

藉由 QR Codes 數位電子看板可以增加與消費者雙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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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d-code.co.uk，2010/9 

 

結語 
  

數位看板與 QR Code 應用的結合，提供一個可以測量及量化的行銷工具，業者可以衡量

有多少消費者對該 QR Code 所代表的產品/服務或是標的物有興趣，消費者用手機進行 QR 

Code 拍攝或是利用電子錢包手機與取得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後，又有多少人對此內容有所反應

或購買？此一可量化的互動式行銷資訊，不但提供業者更多的消費者情報及回饋，也可以讓

行銷活動更有效率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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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數位看板創新應用案例及比較 

 

數位看板具備動態特性，能吸引眾人目光，因此較平面媒體更具有教育及傳遞資訊的效

果。然而，數位看板系統的集客力及行銷效益是否預期？亦是廠商在是否採用數位看板系統

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分析前述 8 個跨足多個產業應用的數位電子看板應用案例，可以發現幾個重要的趨勢值

得觀察。其一就是數位電子看板系統從日本、美國、西歐等先進國家逐漸向中國大陸、巴西

俄國及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擴散。尤其是中國大陸此一人口眾多、消費力及大型基礎建設持

續進行的地區，更具有龐大的爆發潛力。 

 

在應用內容方面，數位電子看板已不侷限於傳統單向的資訊傳遞功能，而是藉由互動技

術如多點觸控、聲音及姿勢啟動等，提高消費者或目標對象與廠商的互動，如 JR 東日本結

合數位看板與自動販賣機的次世代販賣機，更可以藉由顏面感測及辨識系統，判斷消費者的

年紀及性別，並據此建議消費商品。另外，3D 數位看板比率雖低，但因現階段普及度不高，

只要能搭配好的 3D 數位內容，即是一個具備強力集客力的行銷管道。 

 

在服務架構上，目前仍多屬封閉式的系統架構，因此為了讓數位看板系統在各地區能夠

大量被運用，逐漸朝向開放式系統架構將有助於降低系統成本以及提高普及度。 

 

技術方面，100 吋以上的數位看板系統屬於 LED 技術及投影技術的領域，15～100 吋則

屬於 LCD 及 PDP 的領域。15 吋以下的電子海報 POP 則僅屬於廣義的數位看板，幾乎都是採

用 LCD 技術，該尺寸範圍並未包含在本研究所探討亦即屬於較狹義定義的數位電子看板內。 

 

由於 LCD 有多條高世代生產線正在興建，預期今後 LCD 仍將是數位看板技術的主流，

電子紙或是新興的 PTA 顯示器在特定的利基市場有其競爭力。尤其是 PTA 顯示器的弧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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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可以組合成 100 至 300 吋超大螢幕的這些特性，有利於 PTA 顯示器替數位看板開創出

新的應用空間。 
 

數位電子看板創新應用比較(一) 

挪威Libris
連鎖書店

土耳其電信
紐約島人隊主場

3D數位看板
JR東日本
自動販賣機

應用內容
品牌形象廣告、
產品促銷廣告

集團及產品與服
務介紹

3D數位內容，亦
可提供於大型公
共活動時使用。

在數位看板上
顯示飲料種類
及推薦飲料

服務架構
各連鎖店設計統
一，採LCD技術
顯示系統。

單點服務體系、
投影式顯示系統

裸視3D顯示系統，
將增設更多看板。

具備顏面辨識
功能的封閉型
自動販賣系統

產業鏈合作
伙伴

Scala(軟體)、
三星電子(顯示
器)

Dreambox(多媒
體解決方案)、
C-nario(軟體平
台)

3D Eye Solutions 
(3D服務供應商)、
南韓面板廠、

Magnetic 3D(3D
軟換技術)

JR東日本
Water
Business(系統
設計)、富士電
機(系統生產 )

商業模式
企業溝通平台及
動態廣告工具

主要作為企業及
產品宣傳用途

共同尋找廣告客戶
取得收入來源。

利用感測技術
提供適合消費
者的促銷商品

 

資料來源：產支處，DIGITIMES，2010/9 

 

在產業鏈合作伙伴方面，目前多家大型廠商如三星電子、LG 電子、NEC、夏普及 Cisco、

Intel、Microsoft、AMD 等廠商都表態看好數位看板市場前景，因此今後將會有更多的大型企

業投入此一市場，並將藉由合作聯盟方式增加投資，讓數位電子看板早日邁向普及。 

 

後在商業模式方面，實際上目前數位電子看板應用仍處於早期的階段，商業模式還沒

有達到成熟階段，因此廠商透過在數位看板上看電子書等各種試驗性質的專案，測試新營運

模式的可行性及消費者可接受程度。 

 

隨著日後雲端技術的發達及應用，數位看板系統可以視為公共場合的一個大型終端裝

置，應用將更為多元，也有助於降低平均營運成本提高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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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子看板的集客力將會隨著看板系統裝設量的增加而遞減，因此能否提供具有價值

及吸引力的數位內容，將是未來成功與否的關鍵。另外，數位電子看板的投資效益常受到質

疑，因此，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的效益如何量化？將是廠商在開發系統時必須考慮的一點。 
 

數位電子看板創新應用比較(二)  

在Media Pole
看板上閱讀電子書

PTA
新興顯示器

IBM運用數位看板
教育消費者

數位看板上QR
Codes運用

應用內容
戶外廣告、生活資
訊、電子書、戶外
多媒體展示

商業廣告、生
活資訊

藉由多點觸控、姿
勢啟動等多元技術
教育消費者

利用數位看板
上的行動條碼
與消費者透過
手機互動

服務架構
封閉式LED及LCD
技術數位看板系統

封閉式新興顯
示技術數位看
板系統

封閉式LCD數位看
板、互動式系統

主要是封閉式
數位看板系統

產業鏈合作
伙伴

第一企畫(廣告代
理)、Softbank 
Creative(數位內
容)、三星電子、
(顯示器)

富士通
frontech(系統
整合)、篠田電
漿(面板)

Ogilvy & 
Mather(廣告代理)、
IBM(數位內容)、
Monster Media(系
統整合)

零售商如可口
可樂等

商業模式
在大型看板上藉由
互動方式行銷電子
書等數位內容

全球首見商品
化超薄圓柱弧
面顯示看板上
播放廣告

以教育消費者為主
要目的

創造更有效率
及可衡量的行
銷管道

 

資料來源：產支處，DIGITIMES，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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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對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的一般消費者或是目標客戶而言，數位看板過去因為價格昂貴，代

表著一種奢侈品，然而，隨著報紙及電視廣告的行銷效益逐漸弱化，而面板價格也已有顯著

的降幅，加上數位看板能夠與消費者作更直接的接觸甚至互動，廠商甚至可以開發智慧型數

位看板系統，藉由影像感測器察覺路人或參觀者的群體特徵而決定廣告播放的內容，因此數

位看板系統今後的成長將可以期待。 

 

以數位電子看板的商業模式尚未明確，加上產業鏈仍不斷在調整，且有許多中大型廠商

欲投入此一市場等背景來看，目前需求量仍持續成長的數位電子看板仍處於產品生命週期的

成長期中期階段，未來還會有許多大的變化。但從本次研究的多個應用案例內容分析，我們

認為數位電子看板產業及市場今後發展有一些趨勢值得注意。 

 

數位電子看板的普及化，需要從開放系統架構、大型面板的持續降價以及明確投資效益

這幾個方向著手。系統架構若仍維持著封閉的架構，成本將難有大幅的下降機會，且在開放

架構下，許多應用才能夠跨地域性的廣被採用。 

 

在明確化投資效益方面，數位看板過去以企業或政府機構形象廣告為主，也會透過數位

看板傳遞如飛機航班、產品介紹等單向資訊，但是為了讓企業能夠確認投資是否能夠達到經

濟效益或是預期效果，應該儘可能地採用可量化效益的系統設計，如前面章節所提到的利用

行動條碼方式觀察及測量消費者喜好程度，或是利用智慧型感測技術，紀錄消費者駐足在數

位看板前的時間、流量等感測/辨識技術，將是說服企業主採用數位看板系統的重要憑據。 

 

網路化與互動性是數位電子看板發展的另外兩個重要趨勢，數位看板市場今後要大幅成

長，主要仍要依賴網路化的數位看板系統，比方說連鎖商店及 Wal-Mart 大量採用數位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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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一台一台單機銷售方式的數位看板系統。 

 

總結而言，因應未來數位看板需求動向，我們認為以下 4 個趨勢是次世代數位看板系統

發展的重要趨勢。 

 

其一，是可量化效益的數位電子看板技術應用，諸如此一數位電子看板系統可以帶來多

少人潮，平均駐足時間，行銷的產品有多少人有興趣及進一步有所參與等。目前消費者對於

3D 技術應用於數位看板具有高度興趣，也是值得關注的發展方向，不過，無論是 2D 或 3D

數位看板系統的成功關鍵，主要還不是在於技術，而是在於內容。廠商必須要把數位電子看

板視為一種商業及新的行銷模式，而不單單是技術，才有可能發揮 大效益及獲得成功。 

 

其二，是數位電子看板朝開發式系統架構的長期趨勢。因為唯有開放式架構才能加速降

低成本及增加普及度。不過，因為涉及的協調及調整作業過於複雜，預期此方面的進展仍需

要透過大型業者的合作等方式，才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內落實。 

 

其三，為各種感測技術與互動技術的應用。在互動性方面，觸控、聲控以及用姿勢來啟

動等都是今後互動式數位看板的發展方向之一。然而互動式的主要意義，還在於讓目標對象

與數位電子看板業主(政府機構或企業)能夠有更深層的連結。 

 

前述案例如 JR 東日本結合數位看板與自動販賣機的次世代販賣機，可以藉由顏面感測

及辨識系統，判斷消費者的年紀及性別，並據此建議消費商品。或是系統透過行動條碼方式

藉由手機與目標對象做更進一步的互動甚至吸引下訂單或填答問卷等，都是今後可預期的應

用發展趨勢。 

 

第四項重要趨勢，則是數位看板系統的網路管理能力將更受到廣告主的重視，其在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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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系統的重要性也將提高。 

 

有些管理軟體僅能管理少數幾台數位看板，但是隨著數位電子看板的普及度提升，今後

在較大地理範圍內能夠管理眾多數位看板的網路管理將更形重要。 

 

未來數位看板除了互動行銷收入外，另一大收入來源即廣告收入，但廣告客戶將會更加

重視其所欲傳遞資訊，能否在簡單而快速的作業中，傳遞到眾多的數位電子看板系統上。在

時間即是金錢的現代社會，預期網路管理能力將是次世代數位電子看板看重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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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發展趨勢 

開放系統架構
降低成本

次世代
數位電子看板系統

可量化效益的
數位電子看板
技術應用

感測技術與
互動技術應用

數位看板系統
網路管理能力

 

資料來源：產支處，DIGITIMES，2010/9 

(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