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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家庭之設計標準及發展趨勢 
The Tendency and Technology of Digital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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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家庭剛推出時只是豪宅的另一種代名詞。隨著電腦以及電腦網路的普及，高速網路技術的精

進，許多國際元件廠商與系統廠商推出各種硬體設備以及軟體服務。就如同電腦一樣，硬體再如何的

進步，如果沒有軟體的搭配，各種硬體只是一堆高級廢鐵。數位家庭也是如此，光有快速的網路，強

大的伺服器，但是沒有軟體的服務，數位家庭也只是淪為口號。目前數位家庭服務以居家照護(Home 
Health-Care) 、數位娛樂(Home Entertainment)、能源管理(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以及居家保全

(Home Security)為主要應用。本文介紹數位家庭的基本定義與概念，並且介紹目前全球各個區域(美國、

歐洲、日本、中國、台灣)數位家庭使用的規範。進而介紹目前台灣數位家庭最常使用的應用。最後本

文點出數位家庭所遭遇的困難及推動的阻力。 

關鍵字：DLNA、ECHONET、OSGi、居家照護、產業標準 

ABSTRACT 
Digital home has the imagination not only for consumer but also for industry. With the widespread 

penetration of broadband access services and the electric products, amazing products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everyone, which brings many tremendous changes.  

There is no such a specific definition of “digital home”. General speaking, a “digital home” is a home 
management system that allows home users to easily manage their daily lives by providing for a lifestyle that 
brings home security,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ighting, gas,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remote control), entertainment(Audio/Video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The increasing demand from users on the control of household electric products, home security, and 
resources sharing,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ome network gains the attention of telecom industry, 
IT and household electric product industry.  

Digital home service providers offers lots of choices not only software but also hardware.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 technology, house hold products, and many applications are released every 
da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digital hom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home. This article also spend lots of space to narrative the standards of different area about the 
digital home and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home, such as home security.  

The article states current bottlenecks encountered and the difficulties need to break through at the final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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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位家庭是甚麼？ 
人類生活方式從原始生活演進至農業社會，

到現今之工業社會。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當作

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演變的風貌可由下圖說

明：

圖1：人類家庭生活型態發展型態

何謂「數位家庭」呢？「數位家庭」沒有標

準的定義，但是簡單的說它是一種生活的新風

貌，也是一種時尚。能帶給消費者創新、愉悅的

生活體驗，也能提升生活的品質，進而創造出生

活的價值。當國民所得達到一定之水準之後，數

位家庭的概念以及需求自然會形成。 

1.1. 數位家庭形成的條件 

數位家庭形成的條件說明如下： 

 共享與同步 

其形成動機為家中多台 PC、筆記型電腦、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其他手持裝置共同使用網

際網路、共享檔案、共享印表機、或者是共享儲

存媒體，達到共享與同步的目的。最終目標達到

PC 與數位家電產品能夠共享數位內容。 

 多媒體加值服務 

其形成動機乃是家電產品數位化。最終目標

達到無論是 Media Center PC、DVD 錄放影機、

數位電視、DVR 等，未來不再是單機運作，將可

透過軟體與服務加值強化產品本身的多媒體加值

能力，例如硬碟預錄電視節目(PVR)、電子節目

單、以及許多互動式影音服務等(VOD)。 

 資料傳輸 

其形成動機隨著無線網路價格大幅減低，安

裝容易。無線網路機未來會取代傳統區域網路，

解決區域網路佈線的不便以及家庭美觀的困擾。

但是目前無線網路頻寬與實體區域網路頻寬相比

較，無線網路頻寬仍有待增加。最終目標達到資

料傳輸規格確立，解決 client 端傳輸問題，

802.11n、WHDI、Wireless HD、Wi-Fi、WiGig 的

技術規格將可解決大部分多媒體服務傳輸頻寬問

題。 

 隨插即用 

PC 與網路產品本身都屬於 IP 架構，而數位

家電產品都屬於非 IP 架構，透過隨插即用的關鍵

性角色，讓數位家電產品能夠不經過繁複的設定

手續，就能讓一般家庭主婦、老人與小孩都能很

輕易地使用，就成為隨插即用的最主要目的。

USB3.0 可以解決即插即用傳輸頻寬的問題。 

 人性化的使用者介面 

PC 的最大障礙來自於使用鍵盤的障礙，這都

是使得家庭主婦與老人難以接受的最主要原因。

設計出相當人性化的使用者介面，將成為普及率

的關鍵因子。 

基於以上因素，無怪乎在歐美先進國家認

為，「數位家庭生活」是一戶住宅的基本配備。 

1.2. 數位家庭的新風貌 
既然「數位家庭生活」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優

質基本配備，那麼它能帶給吾人何種新的生活風

貌呢？我們以下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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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數位生活的應用層面

【食】 
藉由數位家庭生活，吾人可以享有：檢查食

品店食品履歷、食品營養分析、食材網路訂購、

遠端料理建議、影音廚房、情境控制餐桌等服務。 

【醫】 

藉由數位家庭生活，吾人可以享有：緊急救

援、心理關懷、行蹤安全、用藥提醒、健康資訊

測量、送餐/接送 

【住】 

藉由數位家庭生活，吾人可以享有：家庭自

動化、即時社區資訊、防火防盜、家庭影像監看、

溫度、空調控制、高頻寬網路等服務。 

【行】 

藉由數位家庭生活，吾人可以享有：行車資

訊即時顯示、個人化公共運輸、行動多媒體、車

輛駕駛科技等服務。 

【育】 

藉由數位家庭生活，吾人可以享有：線上學

習、電子書、數位藝術、在家工作、視訊電話、

遠端金融理財等服務。 

【樂】 

藉由數位家庭生活，吾人可以享有：HD 高

畫質、隨選節目、線上歌唱坊、網際網路瀏覽、

線上遊戲、數位電視頻道等服務。 

2.數位家庭的技術發展 

2.1. 發展現況 
為使家庭中不同製造廠商的產品之間可以相

互溝通、控制以及分享資訊，各區域市場的相關

業者皆成立數位家庭聯盟組織，制定共同的通訊

技術標準，目前全球較具主導性的技術規格有美

國地區的 UPnP / SCP 標準與 Low Works 標準，

日本地區的 ECHONET 標準，歐洲地區的 KNX 
標準，及中國大陸地區的閃聯（IGRS）標準，雖

然各聯盟針對不同技術層次及產品領域進行發

展，但由於主要應用產品、傳輸應用與標準背景

不同，未來將在各應用中成為各領域產品主流。

對於有意圖進軍數位家庭市場，卻又無法取得領

導地位的我國業者而言，全面了解與參與所有的

技術標準組織，藉以掌握區域數位家庭標準規

格，發展能相容、相互應用的軟體程式，或可擴

充的硬體設備，有效增加產品的市場時效。而且，

近年來各聯盟間所展開的策略結盟趨勢顯示，這

些世界級的標準已朝向彼此相容方式進行整合，

整合成全球性的標準規格。各個數位家庭聯盟的

技術標準可歸納出三項結論： 

(1)開放性架構 
DLNA(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根據

現有產業標準建立一套互通且開放平台，例如：

在Physical Network 技術方面採用IEEE 所制定

的 802.11a/b/g/n 與 802.3u 乙太網路（Ethernet）。
此外，由於Digital Home 中主要概念在於強調不

同裝置間多媒體內容的傳送及分享，因此在數位

內容的管理上，DLNA 則致力於DRM/CP 互連技

術的推動。 

OSGi(Open Service Gateway Initiative)則定義

了一個開放性平台，使得遠端軟體服務商供應商

所提供的應用程式及加值服務，可以視用戶需

求，隨時下載服務包至靠近用戶的閘道器（STB、
ADSL/Cable Modem）上，並自動安裝執行，透

過這個開放性的平台，不同廠商所開發出的服務

軟體及設備，均能互相溝通及搭配使用。 

ECHONET 強調透過採用通用的語言、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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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及跨平台連接技術，將家電及感測器連接

起來，形成可以分享的資訊及功能的家庭網路。

並在此基礎下，利用衛星、廣播及有線電視等通

訊方式，進一步將電力公司、煤氣公司、保全系

統、醫院及辦公室與家庭進行連接，形成一個完

整的網路世界，透過此一網路，家庭用戶將可遙

控對家庭中的設備的電源進行統一管理。 

由以上三大數位家庭聯盟可知其開發策略為

採用開放性架構平台，並提供完整解決方案，使

相關廠商只需考量產品 Time to Market 問題，將

R&D 資源放置在產品創新上，並進一步將標準

規格產品製造委外代工，增加產品價格競爭力。 

(2)中央網路伺服器概念 
具有儲存架構的 Gateway 在數位家庭中佔

有吃重的角色，從 DLNA 的 Media Adapter、OSGi
的 OSG、ECHONET 的 Central Control Unit 可
知，過去的寬頻數據機必須升級至家庭閘道器

（Residential Gateway），但此一市場將並非完全

集中於傳統 Gateway 廠商中，未來數位家庭中的

家用閘道器概念將會延伸至如 STB 整合 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遊樂器整合 DVD 錄
放影機等。 

(3)網路傳輸的主流 
數位家電傳輸的媒介以無線傳輸市場主流，

但三大聯盟中僅 ECHONET 明確的表達以無線傳

輸為主流。事實上，無線傳輸確實比傳統有線傳

輸具有優勢，至少具有省去佈線的成本，因此，

趨勢上無線傳輸確實較有機會成為數位家庭的主

流。以往無線傳輸最令人質疑的就是頻寬問題，

現今頻寬已經不是最大的考慮因素。反而是價格

或是使用的親和性，才是是否能讓市場接受的關

鍵因素。 

2.2. 國際產業標準 

目前國際對於數位家庭產業，較知名的產業

聯盟有以下的產業標準： 

聯盟名稱：DLAN(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影響區域：全球 

 主要應用範圍：娛樂應用網路、資訊應用網

路 

 參與會員：Intel、 Microsoft、 SONY、 

IBM、 Nokia、 HP、 NEC、 Philips、 

Samsung、 Fujitsu 等 245家，主要由家

電手機和 PC 業者所組成。 

 執行目標：以現有標準建立一個平台，讓家

電、手機和 PC這三類裝置在家庭環境中互

通。 

 發展重點：(1)3C 產品整合；(2)易用、控制

與分享數位內容；(3)各領域領導廠商間的

協調；(4)採公正、公開之互通標準，共同

開發數位家庭環境 

聯盟名稱：OSGi(Open Services Gateway 

initiative) 

制定一個以 Java為基礎可遠端控制的服務平

台，以家電控制、家庭保全、居家健康護理、通

訊安全、能源管理及閘道器端的互通平台為主。 

 影響區域：全球 

 主要應用範圍：娛樂應用網路、資訊應用網

路、控制應用網路 

 參與會員：Cisco， Nortel， IBM， 

Nokia，、Motorola、Intel、AMD 、BMW 

等 70 多家 

 執行目標：為遠端服務提供者與用戶端設備

間，提供完整點對點服務傳送 

 發展重點：(1)獨立於作業平台(2)不侷限於

應用程式(3)具系統安全特性與模組(4)可

應用不同服務業者之多重服務(5)多重區域

網路技術和多重設備存取技術(6)與既有通

用之標準相容 

聯盟名稱：ECHONET(Energy Conversation and 

Homecare Network) 

 影響區域：日本 

 主要應用範圍：控制應用網路 

 參與會員：シャープ（株）、東京電力、東芝

家電、日立、松下電器、三菱電機、 

Philips、L.G. 、Samsung 等 60 家 

 執行目標：建立家庭能源管理與醫療照護平

台 

 發展重點：(1)利用現有之配置線路；(2)共

同設備規程；(3)應用易於開發；(4)隨插

即用之功能；(5)可與廣域網路連結 

聯盟名稱：UOPF (Ubiquitous Open Platform 

Forum) 

 影響區域：日本 

 主要應用範圍：控制應用網路 

 參與會員：NTT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KDDI 、SANYO 、Sharp 、

SONY 、Toshiba 、NEC、Pioneer 、

Hitachi、Matsushita 等 50 多家 

 執行目標：建立安全、簡易、低價及即時連

網的家庭網路平台 

 發展重點：(1)透過簡單設定進行寬頻網路互

連；(2)簡單、安全地支付內容及服務使用

費的網路付款機制;(3)在網際網路上可隨

時簡單、安全地將不同設備即時連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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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供應商與內容供應商之間的合作問題 

聯盟名稱：Konnex 

Konnex 嘗試連結歐洲數個家庭、大樓的智慧

型網路系統，建立一個統一的平台市場。例

如：  EIB(European Installation Bus) 、  EHSA 
(European Home Systems Association) and 
BCI (Batibus Club International)。 

 影響區域：歐洲 

 主要應用範圍：控制應用網路 

 參與會員：Delta Dore、Schneider、SBT 、

Bosch 、EdF 、Electrolux 、Hager 、

Merten 、Siemens 等 100 家 

 執行目標：推廣家庭與大樓的智慧型網路技

術 

 發展重點：(1)一個標準的系統平臺；(2)一

個多供應商的市場；(3)產品的互連 

聯盟名稱：IGRS 

 影響區域：中國大陸 

 主要應用範圍：娛樂應用網路、資訊應用網

路、控制應用網路 

 參與會員：聯想、TCL 、長城、康佳、海爾

等 64 家 

 執行目標：建立家庭與企業網路產品互通平

台 

 發展重點：(1)智慧互連；(2)資源分享；(3)

協同服務。 

2.3. 我國產業標準 
由於歐、美、日等各自組成的數位家庭聯盟

正積極地從事相關規格訂定與整合，以期於數位

家庭平台取得主導的地位與主宰市場先機。身為

電子資訊產品生產大國的我們，我國也有由系統

廠商組成類似的組織，名稱為 SAA 聯盟（Smart 
Appliance Alliance，智慧家電產業研發聯盟）。

SAA 聯盟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國際上各個數位家

庭聯盟所制定的架構，供會員參考。由於我國廠

商對關鍵零組件的掌握與建立的系統產品設計的

經驗，將來對於部分零組件、模組、或整機生產，

臺灣廠商實為國際大廠外包不可或缺的一個供應

鏈的夥伴。 

就終端產品而言，我國業者在數位家庭終端

產品上採取國際代工與自有品牌雙軌並行策略。

在 IC 設計方面，我國 IC 設計業各擅長於自身的

核心技術，尚無法發展如 Intel 等國際大廠全方

位的規模，一個整合型的系統晶片需要數種關鍵

性 IP（如先進的微控制處理晶片等），在國際大

廠內很容易達成，但是在臺灣可能必須集合幾家

公司的力量或尋求國際合作，以取得所需的 IP 或
人才。在軟體平台方面，我國業者多與 Intel、微

軟等大廠在數位家電的軟體平台開發上進行合

作，將在未來產品中支援包含 DMI、OSGi、DLNA
等一系列的數位家庭標準。總體來說，台灣 IC 設
計業者在面對未來資訊電子市場轉向數位家庭應

用電子產品以及 SoC 技術的趨勢，可多方透過產

業內上、中、下游相關業者的積極合作，結合各

種資源，共同投入技術的整合與應用，提升本身

的核心競爭力。以微軟為例子，進入數位家庭的

軟體廠商已不再只靠本身的核心技術能力，必須

結合硬體廠商的整合，才能創造出整體產品的價

值。關鍵的地方在於產業合作，開發一套完整的

硬體與軟體平台，透過系統製造廠商做成產品，

快速推出市場，以滿足家庭網路環境對於數位媒

體內容的設備裝置的需求。 

「數位內容」已經成為我國未來重點發展「兩

兆雙星」的新興產業之一。在華人世界中，我國

保存完整的中華文化，本身又經過自由化和國際

化洗禮，使得東西文化能在此交會。正因為我國

擁有此兩大優勢，使我國成為最具華人文化色彩

的現代多元社會。因此，將台灣作為華人數位內

容產業的發展基地，往台灣以外的華人市場發

展，進而拓展至全球數位內容市場，是數位內容

業者的一條出路。 

就數位家庭產業整合者而言，我國房地產業

者漸成為數位家庭產業整合者角色。近期遠雄建

設、世正開發等房地產業者紛紛推出數位住宅，

使智能住宅成為新賣點。新一代的數位住宅都具

備了直接寬頻光纖到府(FTTH)的基礎建設，提供

基本的保全監控，提供住戶家庭智慧化，讓使用

者在家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連接網際網路，都

能使用、控制各種電子設備及系統。另外，電信

服務業者亦可為數位家庭產業整合者，例如中華

電信推出數位內容的寬頻互動多媒體平台

(MOD)，就結合了鴻海的硬體設備、宏碁的軟體

系統平台與中華電信的數位內容服務。而我國數

位家庭產業所面臨的機會有以下兩種： 

(1)各地技術標準不一，積極參與各個數位家

庭聯盟，與國際大廠建立合作模式，藉以掌握區

域數位家庭標準規格，有效增加產品的市場時效。 

數位家庭的基礎技術各家不一，競爭者必須

加入不同的陣營聯盟，以獲取必要的資源。目前

台灣資訊家電硬體廠商，處於轉型之際，應積極

推動數位家庭產品，加入智慧家電產業研發聯盟

(SAA 聯盟)，與國際舉足輕重的陣營合作，如美

國主導的 UPnP 技術開發與日本的 ECHONET 的

會員，共同開發市場所需的科技創新，使得未來

的產品達到互連的目的。 

http://www.visiomatic-partner.com/index.php?id=253#eib�
http://www.visiomatic-partner.com/index.php?id=253#b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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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AA 聯盟促進軟體廠商、硬體廠商與

服務業者之間的交流，降低技術開發的困難。同

時以 SAA 聯盟的名義參與各大國際數位家庭聯

盟，掌握區域數位家庭標準規格，有效增加產品

的市場時效，也可降低廠商自行參與之成本。台

灣相關業者也可以與國際大廠的科技研發共同合

作，除了技術的開發以外，並可以將成果推展到

中國大陸市場。 

(2)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也帶來大量的跳躍

式需求，我國業者與中國大陸資訊大廠擁有良好

的代工關係，有機會利用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規

模，成為全球數位家庭產業的樞紐。 

由於我國廠商對關鍵零組件的掌握與建立的

系統產品設計的經驗，將來對於部分零組件、模

組、或整機生產，臺灣廠商實為國際大廠外包不

可或缺的一個供應鏈的夥伴。臺灣在數位家庭的

產業鏈中，位居終端系統平台設備競逐勢態之關

鍵地位，主要原因在於臺灣廠商掌握了發展數位

家庭產業的硬體、技術、製造及 IC 等，善用此

一關鍵地位，與各國進行技術合作將是我國廠商

提升技術的有效方式之一，讓我國已陷入微利困

境的 IT 產業，能趁此數位家庭新興產業的發展

契機，維繫生產技術的領先，並掌握消費者的需

求，進行整合和建立具發展潛力的營運模式

(Business model)攀登上數位家庭產業價值鏈較高

的兩端。 

2.4. 家庭網路 
下一代數位家庭網路正從已往僅能傳輸一般

數據資料的功能，提昇到可以支援網路上進行多

媒體傳輸，所以對能支援這些下一代網路設備的

功能需求也愈趨複雜與多元化。除了必須傳輸資

料及如影片、音樂等多媒體內容外，還要能支援

系統服務供應者隨時可能增加的新服務內容。這

種演進的結果，就是不斷有可以和家庭網路交互

作用的一些新興的多媒體設備及相對市場。同時

OEM 廠商的設計工程師也必須面臨不斷的新挑

戰及問題，如和傳統以資料處理為中心平台大異

其趣的不同的軟體或硬體需求。 

拜寬頻網路之賜，家庭網路開始蓬勃發展。

使用 DSL 與纜線數據機接上寬頻，使得家中的電

腦搖身一變成為現今家裡自有的資料網路中心。

家裡任何成員都可以自在地操作自已的電腦，但

只要分享一個寬頻連網，不論要列印、或要使用

其它週邊設備或檔案，都暢通無阻。因此現在大

部分的家庭網路應用都是以資料連網為主。 

當然，消費者還是希望家庭網路能帶來更多

便利，除了透過 PC 上網下載音樂，然後變成可

存取的影音內容外，如果還能有分流到不同家庭

影音設備的功能，就更為受歡迎。譬如可以將這

些影音內容下載儲存到家裡的中央伺服器，一台

PC，或其它的數位裝置。隨著個人數位裝置如

MP3、數位相機的普及以及無線網路技術愈趨先

進，家庭網路也與電腦和這些數位裝置融合更緊

密而成為數位家庭網路的架構。加上幾種多媒體

產品如媒體配接器(media adapter)、媒體伺服器

(media server)等產品的導入，更帶動家庭中數位

設備的推陳出新(見右圖)。媒體配接器可以將數

位多媒體內容分流、傳送到數位娛樂中心；而媒

體伺服器則可以將數位多媒體內容儲存並供家庭

網路中的每一成員分享使用。 

3.數位家庭應用服務 
數位家庭市場在許多國際元件廠商與系統廠

商推動下，基礎建設已逐漸步入成熟，各大廠在

已布建的基礎環境下推出多元化產品。

表1：數位家庭之應用服務項目 

數位家庭--娛樂、資訊、工作、安全 

傳 輸 模 式 ： WLAN 、

WiMAX、xDXL Cable、
FTTx UWB、PLC、3G、

4G 

消費性電子,CE 數位電視、遊戲機、相機、攝影機、DVD 家電 

控制 Control 監控設備、醫療器材、光線控制 

電腦,PC PC、NB、平板、週邊 

通訊,Communication 手機、家用電話、連網設備 

http://www.eettaiwan.com/SEARCH/ART/%BC%C6%A6%EC%AEa%AEx%BA%F4%B8%F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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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化的產品中，目前以居家照護

(Healthcare)、數位娛樂(Entertainment)以及居家保

全(Security)為主要應用。 

娛樂是數位家庭中最熱門的應用，可讓消費

者在外面透過行動電話，或在家裡以遙控器針對

特定電視進行節目錄製動作。家庭裡的影音娛樂

系統將如同中央空調系統，家中成員可在每個房

間享受視聽服務，並對外連上網路，進行線上遊

戲或隨選視訊等服務，甚至可以經由服務供應商

訂電影票、車票或購物。 

數位家庭應用範圍除滿足消費者在家中的娛

樂休閒等基本需求外，長期而言，真正的意義是

透過任何裝置、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

操作存取關於娛樂、學習、通訊等各方面的數位

內容。與此群組相關的技術項目或產品，包含無

線感測器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
電力線通訊(Power Line Communication，PLC)、
無所不在之連結 /運算(Universal Connectivity / 
Ubiquitous Computing)、智慧型建築 (Intelligent 
Building)、家用娛樂機器人 /寵物(Entertainment 
Robot Pet)、家用閘道器(Home Gateway)、隨選視

訊服務(Video on Demand， VoD)、無線家庭影像

服務(Wireless Home Video)等。 

透過產業內上中下游相關業者的積極合作，

結合各種資源，共同投入技術的整合與應用，提

升本身的核心競爭力。數位家庭的軟體廠商已不

再只靠本身的核心技術能力，必須結合硬體廠商

的整合，才能創造出整體產品的價值。關鍵的地

方在於產業合作，開發一套完整的硬體與軟體平

台，透過系統製造廠商做成產品，快速推出市場，

以滿足家庭網路環境對於數位媒體內容的設備裝

置的需求，才能掌握住這波應用帶來的商機。 

3.1. 居家照護產品科技化 
居家醫療照護是數位家庭應用服務的一環，

建置一個數位家庭應用服務平台，在結合客服中

心及人力派遣機制下，前端提供居家安全、居家

醫療照護、數位多媒體應用、家庭自動化(如自動

抄水表、瓦斯表…)、協助居家老人日常生活需求

等應用服務，透過數位家庭應用服務平台連接到

後端警消單位、保全公司、醫療產業、公用事業、

生活應用服務客服中心、數位內容服務…等，提

供家庭數位化整體應用服務應該是未來發展的方

向。政府目前已通過有關居家照護的政策，足見

這類服務對一般民眾的重要性。因此目前已有廠

商參考了多起國外的成功案例，以自有的技術研

發針對居家照護的資訊整合系統。串連各種居家

醫療儀器，以網路傳輸語音、影像及資料，隨時

獲得患者最新狀況，相關單位也可經由網路了解

病患的狀況，判斷並提供患者妥善之建議。當遇

到緊急情況時，居家照護感測器會發訊至緊急救

援中心，對獨居或某些時段獨自在家的患者，也

能提供安全無虞的保障。 

3.2. 數位家庭刺激管理中心誕生 
高畫質數位電視節目以及互動性電視內容服

務的相繼推出，讓家庭視聽娛樂內容進入到一個

嶄新的世紀。運用電視與多媒體個人電腦，將多

媒體娛樂內容經由有線或無線方式傳送至多媒體

個人電腦平台，使得家中所有視聽娛樂裝置透過

多媒體個人電腦分享更豐富的數位多媒體內容。

如何將一般客廳家電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更多樣化

的服務，目前已受到電信業者的注意；包含香港

與韓國等地均已有整合客廳家電，甚至是擺設與

寬頻服務結合的成功案例。 

3.3. 居家保全朝向開放與整合架構發展 
目前的保全公司已有居家網路、人力派遣、

24 小時客服中心等服務，未來居家保全將會整合

影像代存、遠端監控等多元化服務。有關 IP 攝影

機技術模式，可透過網路直接錄存或者播放監控

影像，目前已有如強化變焦、移動偵測以及影像

壓縮能力等功能的增加，且將可配合網路居家保

全服務，整合監視、門禁、感測以及遠端監看。

居家保全將帶來視訊暫存記憶體、視訊轉換晶

片、監控系統控制晶片、網路處理器以及編解碼

等需求。目前已有業者結合保全科技與網通設備

合作，開發並有相關應用產品及技術解決方案。 

4.結語 
縱觀未來發展，全球寬頻用戶數逐年增加，

隨著寬頻網路的普及以及數位電視相繼開播，將

可刺激更多數位家庭應用服務衍生，數位家庭應

用將成為網通廠商下一波不可忽視的商機。 

目前我國在數位家庭產業上也遇到以下的困

難： 

 資訊產品與消費性電子產業整合不易，互相

爭奪技術規格主導權 

因為資訊與家電整合的必然性，資訊與家電

廠商都想跨足對方的領域而各自發展通訊協定想

讓對方遵循：資訊業制定了可以讓家電加入家庭

網路的標準，如 OSGi；家電業也制定了讓資訊

業 可 以 控 制 家 電 的 標 準 ， 如 EchoNet 、
LonWorks、HAVi 和 CEBus 等。家電業覺得為

了整合入資訊網路而在家電裡實作 XML Parser
等符合資訊業定義的標準所需元件是小題大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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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使得資訊與家電整合不易。 

 技術未統一，規格複雜 

「數位家庭」是為了結合資訊與家電所提出

了一種解決方案，現在市面上已經存在許多以數

位家庭為目標訂出的標準，好比微軟提出了通用

隨 插 即 用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後 通 稱

UPnP)，讓依循 UPnP 標準制作的家電可以透過家

庭網路更方便設定，更方便被使用；昇陽也提出

了 JINI 標準，定義在網 路上尋找各種硬體或是軟

體服務，並且允許這些服務共同合作的協定。這

類尋找環境中所存在的協定 (Service Discovery 
Protocol)還有 SLP、Salutation、Bluetooth SDP 與

Ninja 等等非常多種類。廠商只要依循其中一種標

準來實作家電設備，就能使家電加入此標準的裝

置形成的網路中，但是大多數的標準之間並無法

相容，如果這些眾多的標準沒有辦法整合，就形

同沒有標準一樣。 

 使用者接受度不高 

若數位家庭的使用者必須學習許多相關知識

並瞭解繁複的設定之後才能懂得如何操作，這樣

的數位家庭必然無法被市場接受，因為數位家庭

是為了便利而使用者不是造成困擾。 

為了操作方便，許多設備都已經將操作方式

簡化成透過遙控器就能操作，因為使用者需要的

是能簡單的操作功能，所以有越來越多的產品有

專屬的遙控器，光看家中客廳桌上最少就會有

三、四支不同設備的遙控器。為了減少遙控器的

數量，市面上已經有許多萬用遙控器的產品，標

榜一支遙控器就能操作家裡所有家電。所以數位

家庭也需要這樣一支萬用遙控器來操作數位家庭

中的裝置或服務。 

 數位內容不足 

台灣不論軟硬體都有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的本

錢，然而，由於政府的支持力道不足，自有品牌

與通路發展不易，加上缺乏瞭解全球市場喜好的

企劃和設計人才，想在全球市場打天下，所剩時

間已經不多。因此： 

 發展自有品牌和通路 
 遊戲業者整合求生存 
 善用中國市場 
 引進富有經驗海外華人或是歐美人士 
 這些都是彌補數位內容不足之有效方

法。 
 頻寬基礎建設不足 

數位家庭服務以高速寬頻網路為基礎，多元

化的網路內容服務，是數位化生活重點。基礎建

設不足，寬頻費率偏高，寬頻服務就無法提前卡

位。 

對於以上問題，有賴產、官、學界戮力智慧，

提出最有利於我國發展數位家庭產業的規範，輔

導廠商投入下一波無限的數位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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