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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智慧資訊家電 (1)

資訊家電是一種專門應用於資訊方面的家
電，應用範圍包含知識、新聞、圖形、影
像、影片及聲音，具有特定的功能，最重要
的是這些資訊家電彼此之間可以交換資訊。

IA = Information Appliances or
= Intelligent Appliances or
= Internet Appliances



IA 的位階定義
n 低價位、且易於使用、具備連網、資訊存取
功能之裝置

n 易用、便宜、資訊化

n IA即將繼PC成為明日之星， PC也將朝IA之路
而趨近

n A computer-enhanced consumer device 
dedicated to a restricted cluster of task

什麼是智慧資訊家電 (2)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1)
---電腦進化史



什麼是最早之計算器?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2)
---電腦進化史

Napier’s rod, 1620



Babbage’ Analytical machine, 1860s
-- Bit by Bit, S. Augarten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3)
---電腦進化史

Aiken’s Mark I, 1948



Aiken’s Mark II, 1948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4)
---電腦進化史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5)
---電腦進化史

IBM machine, 1950s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6)
---電腦進化史

IBM/360 1964 used for 
airline reservation system

IBM PC 1982 



n First Generation : Vacuum Tubes
（Discrete Components）

n Second Generation : Transistors
（Discrete Components）

n Third Generation : Integrated Circuits
（Circuit-on-a-Chip）

n Fourth Generation : Microprocessors
（Processor-on-a-Chip）

n Fifth Generation : System-on-a-Chip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1)
---近代電腦之演進



蛻變中的資訊產業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2)



• 運算處理(Computing)
• 關鍵性應用(Killer Application)
• 結合Data、Voice及Video等資訊
• 網路及無線通信(Internet and wireless)

資訊家電發展之源起 (3)



資訊家電迅速崛起的因素

è3C (Computer、Communication、
Consumer Electronics)快速整合

è半導體設計及製程技術的改善

è網際網路普及

è資訊服務應用生活化

è使用者的需求



資訊家電的特色與應用

Instructor: Shao-Yi Chien



資訊家電的特色

• 「資訊家電化、家電資訊化」概念而衍生出來的產物。

• 資訊家電產品強調創新、眾化的特色，產品間同質性較低，與目
前資訊產業一成左右甚至不到一成的毛利率相較，是高利潤的產
業。

• 產品特性與過去不同

è 真正能持續賺取營收的，是靠服務而非硬體。

• 成功關鍵因素在於掌握消費者需求

è 資訊家電著重問題的解決，因此除了硬體製造商之外，軟體、內容
提供等服務業者，則扮演了更重要的推手角色，各家廠商均有很大
的機會。

è 客製化的服務

• 服務(Service)才是重點
è 「服務」才是消費者想要花錢購買的產品

è 上網機(NetTV或是WebPad) 



資訊家電的特色 (cont’d)

• 軟體及無線通訊重要性日增
è WLAN、Bluetooth、HomeRF,GPRS和WCDMA或

cdma2000等技術
è 在Wintel的架構下，微軟的作業系統成為唯一的選擇
è 唯有跨平台的Java技術能解決這樣的問題，透過Java的虛擬
機器，則可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上運作，包括手機、PDA或是
各各樣的網路家電上

• 資訊家電的成熟有賴環境面成熟
è Cable TV 
è ADSL (Over Million users, March, 2002) 
è 3G auction (Feb. 2002) 



台灣資訊電子產品體系



資訊家電發展之特性

Compared with PC
• Limited purpose and functionality
• Not necessarily extensible and 

upgrade
• Replacement expectation
• Less expensive
• Less complicated
• Easy to learn
• No expectation of expert users



資訊家電種類 (1)



資訊家電種類 (2)



資訊家電種類 (3)



資訊家電種類 (4)

• 接取多媒體通訊節目
• 發展IA裝置

è 企業網路運算環境中的Thin Client(精簡型電腦或NC) 
è 家計市場中的網路電視NetTV 
è 網際網路螢幕電話(Internet Screen Phone) 
è 電視遊戲器(On-Line Gaming Console) 
è 網路家電為主之家庭娛樂中心

è 智慧型掌上型裝置(Smart Handheld Device;SHD) 
è 智慧型行動電話(Smart Phone) 



• 3C(Computer 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ronic)整合潮流的來臨

• 家庭網路、自動化家庭 (Connected home, 
Digital home)

資訊家電發展之方向



家庭用資訊家電產品應用圖 (1)



工研院電通所
9306

家庭用資訊家電產品應用圖 (2)

•全球資訊家電(IA)產業發展新趨勢- Mobile media 
center 
決戰家庭的觀念已經成為今年全球電腦展的重頭戲。
生活類資訊家電領域中，尤以視聽娛樂IA產品當道。
在日本，DoCoMo iMode與SONY PS2便是新型態之
生活娛樂的典型，加上整合性IA產品與系統逐漸興
起，智慧型個人通訊系統、智慧型行動平板式電腦、
智慧家庭系統與智慧車用系統，都將整合進這個生活
IA的應用範圍內。工研院電通對所為了迎應這個新的
挑戰，也設計了Mobile media center架構為開發方
向，歡迎有興趣的廠商一起合作參與。



Mobile media center

家庭用資訊家電產品應用圖 (3)



Amstrad Videophone
With a full color screen and 
built-in camera, the E3 
videophone allows users to 
send and receive email, and 
take digital pictures and email 
them to a PC, mobile phone 
(via MMS) or another E3, 
while also letting them surf 
the World Wide Web, or play 
video games with a special 
game pad. 

家庭用資訊家電產品應用圖 (4)



IA未來應用

• 資訊擷取

• 家庭需求

è 家庭娛樂是資訊家電新興的應用面

è TiVo的成功和美國線上(AOL) 的全力投入
• IA產品是「資訊家電化、家電資訊化」
• 系統廠商積極朝資訊家電發展

è 精簡型電腦(Thin Client) 
è 家庭用為主的網路電視(NetTV) 
è 遊戲機(Game Console) 
è 網路螢幕電話(Internet Screen Phone) 
è 個人用可攜帶式的智慧型掌上裝置(Smart Handheld Devices; SHD) 
è 電子書(ebook) 
è 無線上網機(WebPad) 



IA產業分析



資訊家電的創意

Instructor: Shao-Yi Chien



桌上型電腦 (1)
The mouse and the icon became the major tools for 
computer interaction. 



桌上型電腦 (2)

Portable?



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



掌上電腦



平板電腦 (1)

QuDi Tablet PC
中文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是一種全新的電腦
產品類型，具有桌上型、掌
上型、筆記型等現有各型電
腦的功能特性，並以配合人
類生活和使用習慣為設計出
發點。由於具有電腦的強大
功能，又沒有使用介面上的
隔閡與不便，使平板電腦已
被預測為未來十年的熱門商
品。

http://www.myqudi.com/product-1.htm

http://www.myqudi.com/product-1.htm


平板電腦 (2)



另類電腦? (1)



另類電腦? (2)



電腦 in the near future? (1)

AV PC



n 未來電腦基本運算

n Optical Computing
n Quantum Computing
n Biological Computing

n 未來電腦的功能自我修復

n 自我防禦

n 自我組態

n 自我調整

n 會聽、說、讀、寫、想

電腦 in the near future? (2)



創意開發方法

注意

思索

觀察

一般創意方法的練習
•要有好奇心
•要有讓自己變更聰明的意志
•各種能力的互通性會影響創意的開發
•開發有形與無形感官
•要有問題意識



再談創意

iPod功能
•將 10,000 首歌放在您的口袋中
•搭配 Mac OS X 或Windows 2000/XP 使用
•帶著它到處走：它僅重 158 克
•利用蘋果觸控式按鍵轉盤快速找尋歌曲
•以長達 12 小時*的電池供電時間聆聽歌曲
•在主選單中即可選擇隨機播放歌曲
•可播放 MP3、AAC 與 Apple Lossless 等格式的歌曲
•慢跑時不用擔心—其具有 25 分鐘的防震保護
•儲存多個 On-The-Go 播放列表
•調整有聲書的朗讀速度
•與 iTunes的完美整合
•透過內附的 FireWire 或 USB 2.0 傳輸線同步及充電
•當作攜帶式硬碟—將檔案隨身帶著走
•以文字便條提醒自己
•出外時可以玩遊戲
•利用鬧鈴/睡眠裝置讓您約會不遲到
•利用聯絡資料/行事曆/備忘錄來掌握一天行程
•支援更多語言
•錄製語音記事（需另外選購附件）
•儲存照片（需另外選購附件）
•有上百種專為 iPod設計的酷炫配件可供選擇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 第三代手機
• 配置WCDMA (3G)技術，帶出嶄新的行動通訊體驗。內建攝錄相機兼
具快速短片整合及先進音效功能，讓您創作獨家精彩短片。另可支援
傳送短片、音效及文字訊息的多媒體訊息(MMS)功能，並內建音樂播
放器

• 優點:傳輸速度快，可線上觀看影片
• 缺點:價格昂貴，且有螢幕的限制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 結合Game boy的功能

• Nokia N-Gage
• 利用MMC卡打電動
• 耗電量大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 軟外殼手機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 360度可視通訊設備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1)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2)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3)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4)

我們已經可以在各種各樣的設備上存儲大
量的圖片，但這些存儲的圖片中有太多是
我們好長時間也沒機會去欣賞的。“flacon”
使人們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欣賞這些圖
片。圖片在一個無機電子發光顯示幕上顯
示出來。在這當中，圖片可根據年份和用
戶的喜好進行選擇，人們還可通過投影儀
將它們放影出來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5)
一種筆型個人網路小用具

現在，資訊終端正發展為越來越小。然
而，我們仍然需要熟練地操作它們才成。
P-ISM是一個具有五種功能的小玩藝：筆型
移動電話，具有手寫輸入資料功能；虛擬
鍵盤，它有一個微型投影機，照相掃描
器，和個人ID Key及無須現金付款功能。
P-ISM之間通過短範圍無線技術相互連接。
整個這些工具都通過手機上網連接到
Internet上。這種功能簡單的個人筆型工具
可發揮其普遍的終端計算功能。



最近創意資訊家電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