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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毛治國院長期許台灣通訊學會

協助我國通傳產業接軌國際主流趨勢

迎接新世界數位科技挑戰

     台灣通訊學會於104年12月26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柏拉圖廳舉辦「通訊傳播2015前瞻與挑戰」研討會，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世豪主委、虞孝成副主委，以及彭心儀

、翁柏宗及江幽芬等多位NCC委員均應邀出席，本會亦邀

請到國內通訊及傳播產官學研等重量級專家，共同針對我

國電信產業趨勢、有線電視發展以及新媒體與數位匯流等

前瞻與挑戰之關鍵議題，回顧並展望我國通訊傳播產業及

政策發展，發揮電訊傳播產官學研之交流平台角色與功能。

     行政院毛治國院長以賀電期許

學會秉持創會宗旨，積極建構產官

學溝通平台，強化廣電與通訊跨域

多元互動，以協助我國通傳產業接

軌國際主流趨勢，迎接新世界數位

科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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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世豪主任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世豪主任委員於「通訊傳播2015

前瞻與挑戰」貴賓致詞時表示，通訊傳播匯流已是我們的生

活環境，未來產業型態大規模改變，網路將不再區分通訊或

傳播，因此，如何進一步往前邁進將是當前面臨的挑戰。有

關各界關注目前NCC所建構之「匯流大法」，石主委表示，

將不會是新的管制法，而是採取兩階段立法，第一階段為現

況盤整蓄積實力，待累積足夠營業、資本與聲望能量之後邁

入第二階段，屆時政府將退居二線或者消失，形成多元合作

的平台，以新貿易規範為師，讓大家擁有全球經營之空間。

     石世豪主委強調匯流法考量四大面向，包括：「彈性與

穩定的管理方式」、「開放、自由與安全」、「企業與政府

責任」，以及「國家消逝、國家相對影響力轉型」。其中「

彈性與穩定」，彈性對發展而言極為重要，但卻對產業環境

帶來極大衝擊，因為，無論電信、有線電視、無線廣電、頻

道事業或單一內容製作業，都需等待長期回收，須有相當預

期與規劃。彈性有其風險，規範會演進但不會躍進，故政府

需採取彈性而穩定的管理方式，在範圍內逐步鬆綁與調整。

     至於「開放、自由與安全」，石世豪主委表示，面對網

路情境須思考安全，但並不表示攔阻或閉鎖。BIG DATA是

不可或缺的資源，需要很大的自由度，在不損及用戶權益下

，應有更大的開展空間，且個人資料保護法也應與時俱進調

整。另，有關「企業與政府責任」，不論企業或政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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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通訊學會劉幼琍理事長致詞

     台灣通訊學會劉幼琍理事長於「通訊傳播2015前瞻與

挑戰」研討會致詞表示，綜觀目前通訊傳播的發展，各家

電信業者接連宣布4G開台，頻譜是否足夠使用以及如何規

劃，將是4G元年的一大挑戰；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達76

%，而數據顯示嘉義市更已達100%數位化，全面數位化指

日可待，再加上新媒體與匯流服務加入市場躍躍欲試，與

電信、有線電視業者間，展現既競爭又合作之關係。台灣

通訊學會基於電訊傳播產官學研之交流平台角色與功能，

歲末年初之際，邀請產官學研共同討論我國電信產業趨勢

、有線電視發展以及新媒體與數位匯流等關鍵議題，回顧

通訊與傳播政策，展望通傳產業之未來。

目前的趨勢為超越法規、行政監管的模式，以建構更寬廣的

責任基礎；將來的企業社會責任則在於與netizen（網路使用

者）直接的互動關係。石主委表示，在國際新貿易規劃下，

「國家消逝、國家相對影響力轉型」，意指，過去通訊傳播

在地服務的模式已經轉變，國境的影響力相對減小，未來將

是服務全球觀眾、全球的傳播業者服務在地觀眾，政府勢將

減少介入，以期與世界各國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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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索引

一、 研討會紀實「通訊傳播2015前瞻與挑戰研討會」

二、 新團體會員介紹

三、 最新消息

             ITS 2016年雙年會籌備會議

             2015國際與兩岸大數據研討會

             ITS 26屆歐洲區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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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2015前瞻與挑戰研討會

主題座談：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一）

     「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一）」主題座談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虞孝成副主委主持，中華電信石

木標總經理、台灣大哥大鄭俊卿總經理、遠傳電信李彬

總經理、台灣之星賴弦五總經理、新亞太電信呂芳銘董

事長兼總經理以及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李大嵩董事長

參與座談。電信業者分享目前台灣的產業發展趨勢，探

討4G之建設與管制，期許政府盡早規劃2.6GHz頻譜發放

，並針對數位匯流法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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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 鄭俊卿總經理

    鄭俊卿總經理指出，目前internet、

telecom（電信）以及media/廣電三大產

業面臨匯流，發展最佳的是管制最少的

internet，至於media/廣電產業，因牽涉

法規、政治因素等考量，目前發展最為

困難。針對我國數位化推動發展，鄭總

經理指出，政府獎勵（數位紅利）與管

中華電信 石木標總經理

     石木標總經理分享電信產業的

發展趨勢並指出2014年為台灣的4G

元年，雖然發展較晚，但開台後急

起直追，據統計10月底用戶數達21

0萬戶，預估2014年底超過330萬用

戶，成長速度為世界第一。石總經

理建議，2.6GHz頻譜應採取國際主流配置(Band7+Band38)，並

盡早釋出以利規劃，至於數位匯流大法的監管方式，則以保護消

費者權益，鼓勵研發創新、投資建設與公平競爭角度切入。

     石總經理引述IDC預估數據，2015年台灣4G用戶將達800至

1000萬；固網寬頻市場持續成長，光纖上網成為主流，2014年我

國 FTTx用戶突破300萬戶，Cable上網用戶達122萬，網路市場

競爭激烈。此外，MOD開機率逐漸攀升，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

達76%，將推展分組付費機制。寬頻網路普及率高，數位匯流之

下，預期寬頻將帶動APP發展，提升並開發更多加值服務，未來

將提供NFC（行動支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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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 李彬總經理

     李彬總經理認為，行動產業是未來的發

展，寬頻應用趨勢以影音內容為大宗，目前

數據管制方式仍然採取單向付費，然此付費

方式將使內容取得「傾斜化」，她建議盡早

建立行動與固網數據公平互連機制。李總經

理表示，頻譜為有限資源，使用效率非常重

要，若欲發展5G或small cel l等高頻應用，

政府須加速完成2.6GHz頻譜一次性釋出作業

，加上網路的產業界線模糊，因此不只是N

CC，整個政府應提出前瞻政策，以及靈活的監理管制。此外，推

動虛擬應用的普及，進入「通訊3.0」，因應巨量資料產生的個人

資料運用等問題，也需要政府以開放態度鼓勵創新。

制雙管齊下的成果，使業者加速投入數位化，不過之後必須關注

數位高畫質（HD）內容之生產。此外，數位匯流的管制以鬆綁

為原則，並適度管制公平競爭及維護消費者權益。有關2.6GHz頻

譜釋出，鄭總經理建議政府先清頻再釋出競標，以利產業發展。

台灣之星 賴弦五總經理

     賴弦五總經理認為，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當初提出的4G

標售政策，政府希望引進小業者刺激市場，加上挑戰網路吃到飽

、增加涵蓋面是促進4G市場高度成長的關鍵。然而，電信發展立

基於頻率有效使用與網路之建設，頻譜是否足夠、已發放之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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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充分運用，更值得反思。尤其，4G的成

長賴於頻譜釋放，建議政府日後開放時需考

量：確保頻譜充分應用以及競爭態勢之維持

。賴總經理表示，取得頻譜執照後，網路建

設投資與行銷成本極高，4G管制之目的應在

於督促電信業者積極建設4G網路，促進網路

層的競爭與頻譜有效運用，並且維持市場競

爭，保障消費者權益。

 

新亞太電信 呂芳銘董事長兼總經理

     呂芳銘董事長兼總經理指出，依據法規

，亞太與國碁尚未合併之前，必須建設兩套

核心網路，目前是採取策略合作，以服務消

費者。他認為，可參考鄰近國家經驗如：日

本採取策略聯盟，以「共站共構共設備共頻

譜」讓偏鄉有更多選擇；而新加坡、澳洲則

是以國家政策建置大數據中心，創建更多內

容。呂董事長提出兩項建議：首先，釋頻應

整體規劃，例如單一業者頻寬需求至少120MHz且搭配高低頻；

其次，電信業者需思考跨界、跨網「競爭又合作」的挑戰，至於

監理機關，則需重視相關法規之長期規劃。此外，過去黨政軍條

款有其必要性，但依照匯流趨勢應該適度調整，且希望數據單向

付費機制能改善，以利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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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李大嵩董事長

                        李大嵩董事長以電信技術層面切入

                            ，提出三大主題：首先為頻譜盤點，除

                            繼續標售行動寬頻所需之頻譜，應由政

                            府開闢無人使用頻譜以及建立管理規則

                            ，讓物聯網共享，可參考美國與歐盟之

                            發展；第二是網路互連，建立具有QoS

                            保障的IPX互連機制；第三則是網路管

理，透過無線接取、網路管理技術引進，使得LTE整體效能以及

頻譜使用效率遠超過3G網路，若適當開發，LTE可扮演虛擬通路

角色，是未來5G發展的重要議題。至於網路管理的應用層面，考

量電信業者能否針對特定需求提供優化服務，相關技術開發不可

或缺。李董事長認為，在行動寬頻與媒體匯流之時代，未來電信

服務趨勢為開放式與封閉式，主管機關在開放式架構下應該減少

管制，而具有QoS保障之封閉性服務，政府應該適當加以介入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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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二）

     「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二）」主題座談

由台灣大學電信研究所蔡志宏教授主持，邀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彭心儀委員、全球一動何薇玲董事長、華電

聯網新媒體研發處石佳相副總經理、元智資訊社會學研

究所周韻采教授、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劉莉秋執行秘

書以及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王碧蓮資深顧問參與座談

。電信發展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不斷推陳出新的技術

與新業者的加入，有許多議題值得關注，會中主要探討

頻譜規劃管理方式，以及新媒體匯流後，OTT帶來的挑

戰與威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彭心儀委員

     彭心儀委員觀察ITU釜山會議整體趨勢，傳統電信式微、網

展I際網路崛起，在行動寬頻的爆炸性成長與物聯網的建立，必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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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動 何薇玲董事長

     何薇玲董事長認為，ICT為

台灣基礎產業，然而近年來高科

技對經濟成長之貢獻趨近停滯，

必須讓WIMAX產業走出台灣與世

界與時俱進，有「活水」才能與

世界同步發展4G至5G。何董事長

分享韓國經驗，建立「未來創造

展IOT的有利環境，因此最重要的

議題是頻譜資源管理。在網路規管

方面，美國正式討論是否要將OTT

電信納入普及服務，以及OTT TV

必須負擔何種責任、在市場進入與

結構管制是否需要限制等，此亦為

NCC未來的討論重點。彭委員指出

，在飢渴爭取頻譜的時代，FCC提出閒置頻譜（white space）

之共享，並利用自願且市場導向的頻譜重分配機制促進無線頻

譜的使用效率。至於國內的關鍵議題，彭心儀認為在關注2.6G

Hz釋照同時，重點在於如何維持公平競爭環境，例如高低頻數

量之上下限、提出中長期的頻譜規劃、討論頻譜共享問題以及

納入必要的社會管制，以提升偏鄉覆蓋率等。

科學部」，創造ICT資通業商機；日本已發出高頻頻譜，三大營

運商各自分配40MHz之TD頻譜，以FD-TD雙模邁向5G，反觀台

灣目前僅為3.99G而不是4G，標準應與國際接軌。何董事長也表

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經濟由資通業寬頻主導，四年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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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聯網新媒體研發處 石佳相副總經理

     石佳相副總經理主要以市場應用角度

切入，他認為在智慧型手機的時代，整體

環境與過去不同，消費者使用網路上癮，

欲順暢利用影音內容須依靠頻寬大小，這

是行動通訊業者的一大挑戰。IOT的創新

發展如穿戴式裝置，後設概念為BIG DA

TA的管理，重點在於如何掌握用戶；而

隨時隨地上網亦代表時時刻刻暴露個人資

訊，需考量管制方式。石副總經理表示，網路成熟後，媒體影音內

容可以自由運用，OTT面臨最大的挑戰是QoS與QoE的維持。目前

將引進日本ISDB-T系統，利用其穿透力強，適合單向資訊傳達的

優點，推動「傳播通訊計畫」。

元智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周韻采教授

     周韻采教授認為，OTT興起後，其他

傳統部門的營收直線下降，僅存行動數據

正成長，顯示目前已從水平平台轉向垂直

競爭，OTT傳輸業者已與通訊業者並駕齊

驅。據此，法規面臨的急迫議題為頻譜釋

照規則，因4G同時釋出700、900、1800Hz

從低頻到高頻，在在影響業者選擇，而頻

造與吸引產業投資金額達台幣7.5兆，帶動所有其他產業且能增加

就業機會，建議台灣可以借鏡參考他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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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劉莉秋執行秘書

     劉莉秋執行秘書認為，電信服務

業管道化已經勢不可檔，OTT崛起使

得語音通訊與簡訊營收不斷消失或下

降，因市場需求彈性不大，消費者仍

然維持固定的消費支出比例，資費調

降並無法將餅做大。國內業者不斷建

設，卻僅是消費者的通道而非入口，

反觀OTT業者不需建設成本，利用通信管道提供服務，卻擁有廣

大的用戶，電信業者面臨艱鉅的不平等競爭環境。至於如何改變

現況？劉執秘建議，需改變吃到飽計費模式而以流量計費，培養

本土OTT業者以創造可行的拆帳模式，相信消費者對高語音服務

品質之依賴，以及發展物聯網市場，可讓電信業者轉型成為智慧

型管道。

道佔據之清頻問題，由誰處理、費用如何負擔等都需要明確規劃

在標金中；再加上，頻道干擾現象，周教授建議應在每次標售時

標明頻段干擾程度如何，例如：以第三方人做測試報告以確保頻

段可使用。周教授指出，鑑於行動數據將超越固網，業者負擔雙

向傳輸費用成本不均等，建議將行動與固網數據區別規管，前者

以PEERING進行，後者以transit計價。至於網路中立性，周韻采

教授表示，國內尚無夠強大的OTT業者，垂直競爭對象主要是美

國或中國，假若開展網路中立性，僅對於國外OTT業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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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王碧蓮資深顧問

     王碧蓮資深顧問表示，網路

高速化以及OTT通訊快速發展為

國際電信產業發展趨勢，關鍵議

題有三，必須有效降低網路佈建

與營運成本，例如共享行動基礎

設施等；預測市場之頻譜需求，

透過釋出頻譜以因應行動數據流

量；另外必須促進市場的有效競爭，國際上採取投資階梯理論以

兼顧service-based與faci l i t ies-based競爭，而主管機關則定期檢

視市場發展，適時調整管制措施。王顧問分析國內面臨的問題，

需檢討固網PSTN網路開放政策失敗、M-TAIWAN計畫閒置等，

行動網路部分則需重新討論頻率使用費用，以及建立頻譜交易制

度增進頻譜使用效率。她建議，由於匯流法尚在修法階段，可先

修改相關規範，將管道及光纖迴路開放、網際網路互連等納入規

範，因應整體環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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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有線電視發展之關鍵議題

     「有線電視發展之關鍵議題」主題座談由世新大學

陳清河副校長主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翁柏宗委員、

TBC台灣寬頻通訊林志峰副總裁、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

業同業公會鍾瑞昌秘書長、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彭淑芬秘

書長、太穎法律事務所謝穎青律師以及台灣通訊學會許

文宜秘書長參與座談。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達76%，

數位化有許多利基，盡快「關閉類比，加速數位化」，

以享受數位紅利。業者認為產業面臨MOD與OTT之威脅

，希望調整法令規管，以維持公平競爭之環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翁柏宗委員

     翁柏宗委員認為，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目標在於促進產業匯流

、提升下世代競爭力、發展地方社區特色以及讓消費者享受更好

的影音服務。目前有線電視終端數位機上盒普及率達到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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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TBC) 

林志峰副總裁 

                              林志峰副總裁認為，建構有線電視

                         數位化成本與收入不成比例，業者須投

                         資造價昂貴頭端設備、數位機上盒、雙

                         向網路升級、網路頻寬擴充以及數位內

                         容製作成本等，然而有線電視實質費率

                         逐年下降，資產報酬率一路往下。林副

                         總裁表示，產業除了面臨MOD的威脅，

                         還有OTT的強力競爭，MOD市占率已超

                         過20%，以FCC定義觀之其在影視服務

市場已呈現有效競爭態勢，建議應提出費率管制；OTT跨境服

務可能造成兒少保護的漏洞，戕害文創產業，造成有線電視用

戶減少，並且占用電信業者頻寬流量增加成本。對此林副總裁

建議必須管制非法OTT，並且解除對於有線電視之管制，維護

權益並提升競爭力。

翁委員提出數位化的許多利基，如

訂戶數成長，排除不當使用收視戶

，並落實使用者付費；釋放頻寬，

停止雙載將數位頻道移頻，避開4G

干擾；以及可提供高速寬頻服務與

豐富的節目內容。翁委員表示，有

線電視系統不只是纜線「系統」，

透過「行動、在地、多螢、互動」

，提供多元節目內容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且期望盡快「關閉類

比，加速數位化」，才能享受到數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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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鍾瑞昌秘書長

     鍾瑞昌秘書長認為，衛星電視頻道

產業現況以封閉性網路（CATV、IPTV

）為主要傳輸平台，面對開放式的平台

（OTT）將會產生「雙重趨避衝突」-如

果不投資一定沒有機會，然而投資也不

一定能回收。在不安定的環境之下，分

組付費為市場競爭之一環，政府不宜介

入而應讓系統業者全權決定付費機制。

鍾秘書長表示，市場規模太小導致電視台僅能投資少量經費，進

而影響內容品質與觀眾滿意度，期待能有更多政府的補助與投資

，以優良內容創造市場；另外，希望調整封閉性網路與開放性網

路之法令規管強度，以期與世界接軌。

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彭淑芬秘書長

                              彭淑芬秘書長表示，「滑世代」中最

                         重要的關鍵議題即為新媒體帶來的新挑戰

                         ，OTT產業之Qos已經不輸在地傳輸平台

                         ，然而缺乏在地的規管方式。彭秘書長認

                         為，有線電視仍為我國本土文創內容主要

                         傳輸平台，面對具替代性的新興媒體平台

                         （如MOD、IPTV與網路電視），主管機

關對於有線電視之管制，相對於國際規管鬆綁之趨勢仍以獨占之

管制思維，造成相同服務不同管制之問題，進而令文創產業之國

際競爭力衰退。針對匯流政策與修法方向，建議應鬆綁管制，並

將有線電視費率回歸市場機制，允許業者自行規劃分組，創造消

費者選擇空間及兼顧產業存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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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穎法律事務所 謝穎青律師

台灣通訊學會 許文宜秘書長

     許文宜秘書長指出，OTT發展是全球

趨勢，事實上，國內最新調查亦顯示，O

TT影音收視已經成為國內民眾輔助收視的

主要管道。惟來源除了非法OTT之外，還

有國際強勢OTT的競爭威脅，使得有線電

視產業現階段不僅廣電三法所涉公平競爭

法制環境有待建立，如何有效打擊境外非

     謝穎青律師分析指出，國外之傳播普

及服務義務以無線電視為主，例外則是透

過衛星電視，僅有台灣將普及服務義務課

與有線電視，而收視品質與數量仍待改進

。他認為，有線電視缺乏競爭力，因其在

各區域中都是獨占無須特別努力，然而因

結構與管制不同，造成有線電視無法與唯

一的對手中華電信競爭。另外，針對OTT的威脅，謝律師建議政

府對OTT發放執照，但要避免重蹈境外頻道發照的覆轍，並且抱

持開放心態，面對競爭之挑戰。

法，以及政府欠缺具體前瞻之新興媒體發展政策，均為關鍵課題

。然而，各國政府介入新興媒體管制之正當性各異，許秘書長分

析，例如：德國以影響力為規管考量、歐盟以TV-like相同服務

相同管制，韓國則將OTT視為電信加值，加強著作權以管制不法

等。我國媒體政策向來影響產業發展甚鉅，OTT能否成為媒體產

業發展之轉機，亟需政府跨部會制訂具體發展方向與積極性政策

鼓勵，畢竟，具競爭力之創新應用及多元服務內容產製，才是所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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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

     「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主題座談由政

治大學劉幼琍特聘教授兼研發長主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江幽芬委員、台灣經濟研究院劉柏立所長、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張崇仁局長、香港商琥烽百視公司台灣

分公司張成軍總經理以及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魏裕昌教

授參與座談。因應新媒體與匯流服務，NCC著手修正之數

位匯流法，將從垂直監理轉變為層級化監理架構。關於O

TT的規管方式，有業者期許盡快發放相關執照，而學者認

為應以鼓勵本國OTT為優先，當OTT產業發展成熟，其他

產業才能有拆帳的機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江幽芬委員

     江幽芬委員認為，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在於產

業界、消費者以及政府機關分別面臨不同挑戰，即產業的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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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 劉柏立所長

                      劉柏立所長指出，層級化監理架構是

                          一種思維，在法規管制上，降低市場進入

                          門檻即可達到匯流，因技術不斷創新之下

                          ，網路樞紐設施亦可能被其他的設備取代

                          。提高IP訊務量為匯流時代的核心價值，

                          朝此方向即為好的法規管制。劉所長表示

                          ，智慧型手機改變了環境，因OTT不受限

於終端設備，只需要網路即可連結，電信事業面對OTT之威脅，

則必須發展新的附加價值的創新服務。劉所長認為必須正視「文

化軟實力」，透過文化輸出推展台灣的優勢。

否創新多元，如何獲得消費者青睞

；消費者在多元選擇環境中，如何

做出最有利的決定；而政府機關需

考量監理政策、規管法規與行政措

施應該如何落實。NCC現行架構中

，廣電三法管制密度不同，相同內

容因在不同平台呈現，而受到不同

的管制方式，而目前積極推動廣電三法修正以及建立數位匯流法

制，核心價值在於促進多元文化保障弱勢權益，增進資源有效利

用並且健全與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江委員表示，匯流法架構將從

垂直監理轉變為層級化監理（基礎網路層、營運管理層、內容應

用層），依據匯流程度、特性而有區別，希望盡快完成法制之建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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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張崇仁局長

     張崇仁局長從台灣影視內容產業發展

角度分析，文創產業的核心在於創意，流

行音樂產業最具有國際競爭力，電視與電

影則是流行音樂的側翼，以流行音樂為動

力帶動「影視音」三位一體的產業發展。

目前影視音產業面臨發展困境，如線上授

權費用無法收取，國內市場規模不足，製

作、創意與技術人才嚴重外流以及資金、行銷之缺乏等。張局長

建議，應建立跨部會平台整合各級政府資源，增加政府與民間合

作機會，使政策符合文創產業實際需求，並且透過兩岸協商、產

學結合、行銷統合、增修相關法規等方式，提升台灣文創產業競

爭能力。

香港商琥烽百視公司台灣分公司 張成軍總經理

     張成軍總經理認為，台灣消費者觀看的

影音內容絕大多數來自於境外OTT平台，若

未管制，得利者為所有消費者以及境外OTT

業者，對於發展國內OTT產業極為不利。張

總經理建議，若要加速OTT電視之發展，則

必須盡快發放執照。擁有執照可使業者維護

自己之權利，並不需要高度管制，發照優點

在於可向境外OTT業者收取購買影音內容之

稅金，打平與本土業者間之成本差距，又能達成視訊服務分級收

費政策，並可保障內容提供者的智慧財產權，不受非法業者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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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魏裕昌教授

     劉幼琍教授認為，由於我國OTT的

使用者多半都在看YouTube或大陸的視

頻網站，受限於管轄權的因素，現階段

尚無須訂定「網路中立性」的規範或針

對OTT的內容規範。劉教授建議應以鼓

勵本國OTT為優先，當OTT產業發展成

熟，其他產業才能有拆帳的機會，至於

是否規管OTT TV，劉幼琍表示，若無

法管制國外業者則無意義，建議最多採

取登記方式及低度管制。

。美國FCC考慮給予OTT準有線電視系統身份，希望避免業者利用

網路技術將FTA內容下載轉換後販售給消費者並收費獲利，因此台

灣可以借鏡外國經驗，盡快發放OTT TV執照。

     魏裕昌教授認為，新媒體匯流

服務的趨勢議題可從三面向討論，

數位內容面向，如使用者導向、資

訊的加值應用等；傳播媒體面向，

由產業提供服務轉向為使用者創造

內容，可進一步討論如何利用此類

型的OTT內容；而在資通訊面向，

關注於「多頻多屏」、巨量資料探勘與U化智慧感知互動技術等。

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劉幼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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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團體會員

                      

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錫欽         

會員代表：李錫欽董事長

     以數位加值事業、數位媒體事業、連鎖通路事業三項核心事

業為主，並由各事業體相輔相成，形成獨特策略環繞核心競爭力

，並整合各事業體特點及優勢發揮加乘效應將效益價值極大化，

做為集團發展的碁石。聯維集團十分重視人才培育，期許成為台

灣企業人才培育的搖籃，提供實踐夢想的道路，多重職能發展，

讓年輕人用努力的汗水創造屬於自己的天空。完整的Team work

機制，整合各部門研擬集團發展策略，逐漸將集團推向國際。

                  

台灣基礎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簡森垣          

會員代表：羅文龍

     台灣基礎開發科技（股）公司負責集團下之技術整合、系統

建置及營運發展任務，在體驗了國外最新的雙向寬頻通訊網路所

帶來的便利及效率後，結合中部地區有志開發寬頻網路的企業夥

伴們，為開創有線電視的更多元附加價值，而合資成立的一家網

路服務供應商（ISP）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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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辦法

請填妥入會申請書後，以郵寄方式寄至學會。

經理事會議審定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後即可入會。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五萬元，於會

       員入會時繳納。學生會員免入會費。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五百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十萬元

         ，學生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詳情請洽學會網站 http: / / tcs-org.tw/about5.html



25

最新消息

ITS為全球最具權威的國際通

傳學會之一，擁有四百多位來

自世界各地的會員，目標在於

提供通訊傳播科技的學術交流

平台，並促進學術研究發展。

   

一、 ITS 2016年雙年會籌備會議

       元智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世新大學與台灣通訊學會於1

     月15日在政治大學進行2016年國際電信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 ITS)雙年會的首次籌備會議。

     

          去年由元智大學的周韻采教授、葉志良教授代表向ITS理

     事會提案，爭取21屆ITS雙年會主辦權，最後擊敗印度，已獲

     得提案理事全數通過的結果，順利取得主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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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國際與兩岸大數據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元智大學與台灣通訊學會將於3月13日邀

     請國際電訊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

     ( ITS) 的主席Dr. Erik Bohlin來台，針對大數據進行專題演講

     ，此外也將廣邀韓國、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電信產學專家與會座

     談，希望提供產業與學界探討大數據的國際交流平台。

    

          此次研討會由成功大學、元智大學、政治大學、世新大學

     、21世紀基金會共同協辦，除了國外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外，

     還包含針對國內大數據的兩項子題：台灣電信與媒體如何應用

     大數據、台灣學術界對大數據的研究進行交流座談，歡迎各界

     先進蒞臨指教。

ITS 2016雙年會以Interconnecting

Everything: Harnessing Business

, Pol icy and Smart Societ ies為

主題，向世界各地專家學者邀稿，將

於2016年6月26至29日於台北舉行為

期四天的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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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TS 26屆歐洲區域研討會

        ITS將於2015年6月24至27日，於西班牙的埃爾·埃斯科里

     亞舉辦26屆歐洲區域研討會（European Regional 

     Conference），ITS研討會為國際間最重要的通傳研討會之

     一，台灣通訊學會鼓勵各位會員參與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