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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通訊學會主辦

「電信與媒體對大數據

的應用」研討會，由成

功大學、元智大學、世

新大學、政治大學以及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共同

協辦，3月13日於政治大

學新落成的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舉行。邀請來自瑞典

、韓國、中國的學者專家以及國內產官學研，探討大數

據在電信產業與媒體的應用與挑戰。包括科技部林一平

次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虞孝成副主委、彭心儀委員

以及行政院科技會報鐘嘉德執行秘書等均出席會議。行

政院長毛治國特致賀電，期望藉由研討會掌握科技發展

趨勢，提供開放專業的通訊政策討論，協助電信媒體業

者持續創造新優勢。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表示，

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行政團隊去年投入200萬美元於大數

據相關機構，可見大數據對政府與私部門都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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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索引

一、 研討會紀實-電信與媒體對大數據的應用

二、 最新消息

1. 行政院長毛治國接見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主席

          Dr. Erik Bohlin

2. 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簡介

3. 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電子報對台灣將要舉行會

         議的英文報導

三、入會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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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紀實-電信與媒體對大數據的應用

     這次研討會特別邀請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主席Dr. Erik Bohlin

專題演講，由科技部林一平次長擔任主持人，林次長表示，我國

政府對於大數據有兩個觀點，一個是如何透過大數據了解消費者

在想甚麼，進而提供大數據服務，在台灣的科技產業一年能夠產

生兩兆的產值，因此政府認為大數據是一條對的方向。另一個則

是政府需要釋出大數據，讓相關政策與活動透明化。他提到最有

價值的資料是「交通」，例如：高速公路的交通資料，能夠讓每

個人行動裝置隨時隨地的接收。然而，政府釋出大數據資料有相

當大的難度，因此他提醒政府必須小心處理大數據，讓各方都能

夠接受。目前政府也積極朝著開放政府資料給民眾的方向努力。

主題演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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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主席 Dr.Erik Bohlin

                                            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主席

                                         Dr. Erik Bohlin以”Big Data 

                                       and Broadband Policy”為題進

                                      行演講時表示，大數據為生活帶

                                      來更多便利，但執行應用上仍有

                                      諸多困難，2013年歐盟會議就呼

                                      籲各國將大數據和雲端視為單一

市場，此外，他十分驚訝，瑞典下議院視為違法的行車紀錄器，

在台灣卻隨處可見。至於政策方面，歐盟的寬頻整體覆蓋率高達

99.4%，但大於100Mbps的只有44.8%，各國次世代網路（NGA）

覆蓋率落差大，覆蓋率最低的義大利與第一名的馬爾他相差將近

80%。因此統一歐盟內的頻譜分配，是當前最重要的議題。

主題演講二

     這次同時邀請到韓國科學

技術院Dr. Hangjung Zo專題

演講，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虞孝成副主委主持，虞副主委

表示，有線電視與行動營運商

都相當重視大數據的應用，期

望透過使用大數據分析創造新

商機，而所有的服務提供商只

要事先能夠知道「什麼人在何時何地想要做甚麼」，將能夠提

供消費者智慧服務，這都是大數據分析帶給大眾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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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科學技術院 Dr. Hangjung Zo

                                          韓國科學技術院Dr. Hangjung Zo

                                     以”Big Data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Telecom and Media”為題進行演講時

                                     表示，基於南韓特殊的國防安全考量

                                     ，人民普遍能接受政府取得資訊。根

                                     據Gertner諮詢公司調查，2015年的科

                                     技趨勢中排名第四「無所不在的隱性

資料分析」與大數據的應用息息相關，在韓國除了行車紀錄器，幾

乎每條巷弄都有攝影機，再加上手機的GPS，要記錄人們所有的行

為已不成問題，但也因而帶來隱私危機。大數據也象徵企業核心競

爭力，調查指出，效能較好的企業傾向以資料分析決策。在韓國，

由於智慧手機與行動上網的滲透率高，且電信市場相當競爭，電信

業者都希望透過大數據一方面推出更有效的行銷活動吸引消費者，

二方面在營運上創造更好的應用服務，三方面則建立智慧型的基礎

網路。此外他表示，數據分析人才目前嚴重不足，因為不僅要有工

程資訊相關學歷，還要懂得商用的數據分析。

　  「兩岸電信業者對大數據的應用」座談由台灣大學電信研究所

蔡志宏教授主持，大陸網路公司安迅科技饒翔董事長兼執行長、中

華電信林榮賜副總經理、台灣大哥大揭朝華技術長、遠傳電信執行

副總洪小玲參與座談。

兩岸電信業者對大數據的應用

主題座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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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宏教授表示，大數據是全球趨勢，尤其在電

信產業，海峽兩岸的業者都意識到大數據的發展

與應用正在快速興起。因此大數據在電信產業有

哪些可能的應用，以及有哪些可能的限制都是重

要議題。

致力於大數據應用的大陸網路公司安迅科技饒翔

董事長兼執行長，分享經驗引起場內熱烈迴響。

饒翔董事長說，大數據分析包含醫療、通信、交

友、工作等各式領域，身處大預測時代的人從出

生到死亡，已經生活在時刻被分析跟商業化的氛

圍，大數據未來趨勢將包含流量經營，需要培養客戶手機上網的

習慣，若只讓客戶使用手機打電話，將損失價值。另外存量經營

、客戶價值經營也都是未來大數據的趨勢。他更舉江蘇流量紅包

案例，從兩個人開始，5小時後有3萬人開始分享傳播，人際圈子

傳播的有效運用。

     國內三大電信業者則分享大數據時

代下的業務轉型，中華電信林榮賜副總

經理與台灣大哥大揭朝華技術長都強調

非結構性資料分析的重要性。林榮賜副

總從電信業者的角度看大數據如何產生

新價值，他表示從過去到現在電信業者

就是處理資料的公司，以出帳為例，每個月電信業者都要根據不

同的費率與週期幫客戶算出要繳交的費用。而隨著演算技術的演

進，行動、社群與雲端環境的成熟，加上電信業者不只提供市話

服務，更轉型提供資訊與網路服務，因而產生許多數據資料，例

如電子書、影音等非結構性的資料，因此大數據的平台與分析工

具對電信業者日漸重要。此外，電信業者特別擁有用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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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傳電信執行副總洪小玲表

示，消費者要的就是資訊，不要

的就是垃圾，因此分析現在的資

訊，並預測可能的需求至為重要

，許多互聯網業者認為，處理數

 據的量與速度更勝於精準度。

位置資訊」是一大優勢。目前中華電信也將大數據用在其電信服

務上，包含最佳化的網路品質、資訊安全、客戶體驗、資訊型服

務以及申請政府專案。他更表示企業使用大數據要從數據應用、

快速決策以及未來預測這三個面向來看，最重要的是以營運的角

度來衡量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

　　林榮賜副總指出70%的資料由消費

者產生，當中80%為影音，他認為電信

業者雖然本身就是處理資料的企業，具

備處理大數據的相關技術，但「思維」

必須改變，資料科學人才便成為發展的

關鍵要素。台哥大揭朝華技術長也表示

，影音占行動數據用量的53%，目前的

客訴案件已經不是網路KPI能控制，許多是由其他ISP造成，因此

目前較好的服務執行狀況指標是QOE、K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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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的政策與法規面探討

主題座談二

     「大數據應用的政策與法規面

探討」座談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劉柏

立所長主持，科技會報辦公室鐘嘉

德執行秘書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彭心儀委員擔任與談人。劉柏立所

長認為，台灣在大數據應用相關政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鐘嘉德執行秘書

　　科技會報辦公室鐘嘉德執行秘書表

示，政府的開放資料於大數據應用有九

大主要發展領域，社會安全治安方面，

鐘嘉德舉美國田納西州的犯罪預防系統

為例，透過監視器、巡邏紀錄、歷史犯

罪資料，並與當地大學合作分析發展犯

罪分析預測軟體，最後有效減少30%的

犯罪事件。而目前政府也積極朝向開放、數字化、電子化、智慧

化的方向發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彭心儀委員

策面，政府與主管機關都提出積極作為，並且認真思考大數據相

關問題。目前大數據商用化是最受矚目的議題，但在法規上仍會

受到限制，比如大數據受限於公共目的與學術研究的用途。此外

也有個資法與隱私權等議題，都值得持續探討與關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彭心儀委員強調大數據應用將與個資法

產生衝突，以HTC的隱私權政策為例，由於極少數的用戶會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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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取得個資的同意條款，因此容易形成

「空洞授權、概括同意」的現象。此外個

資法某些條款，將會使大數據的應用窒礙

難行，例如有線電視機上盒自動回傳個人

閱聽資料，除了定型化契約，還需要「去

識別化」並成立學術研究工作室，才能做

特定目的之外的利用。管制概念方面，重點應放在識別階段，建

立第三方把關機制。

兩岸媒體業者對大數據的應用

主題座談三

　　「兩岸媒體業者對大數據的應用」座談由太穎法律事務所謝

穎青律師主持，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SMG）有限公司廣告經

營中心李逸主任、Yahoo 台灣暨香港研發工程部黃薇如副總與聯

合線上公司李彥甫總經理擔任與談人。謝穎青律師拋出問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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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廣告經營中心李逸主任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SMG）

有限公司廣告經營中心李逸主任，曾

經以成功的整合媒體行銷，促成DAI

SON吸塵器於推出當天在上海銷售一

空，分析結果顯示，32%的銷售量皆

來自電視以外的媒體平台。SMG2014

年僅有31%來自傳統廣告收入，面臨

轉型挑戰，透過以內容結合強吸附力的互動合作模式，引入互聯

網技術，發布中國首款的廣告競價系統，未來將以目標用戶進行

多屏互動，並豐富內容提供更優質的收視體驗。

Yahoo台灣暨香港研發工程部黃薇如副總

　　Yahoo台灣暨香港研發工程部黃薇如

副總表示，YAHOO最大的優勢為本身擁

有許多資訊，能用以追蹤消費者足跡。他

以小資女的一天為例，透過平時瀏覽的新

聞種類分析，提供相關商品特價訊息，在

頻道中顯示常閱覽類型的文章，並提供個

人化的購物推薦，最終能透過App購物提醒購買的商品已到貨。

數據時代來臨到底是好還是壞」？他舉兩個例子，第一是現代人

因為使用iPAD而忘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二個是，小孩子

回到家裡先詢問家中的WiFi而忘了關心家人。因此大數據來臨以

後，媒體業如何處理文明的問題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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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對大數據的研究

主題座談四

聯合線上公司李彥甫總經理

　　聯合線上公司李彥甫總經理認為大數據不

只是精準行銷，必須能洞察社會發展的趨勢，

或者發掘未被傳統媒體記者所涵蓋的新聞議題

。聯合報系媒體事業分為三方向的布局，除了

核心的報紙與數位媒體，還包含以營利為主的

多元事業，將內容、瀏覽、交易、展演進行整合，運用不同事業

群體產生的巨量資料，提供更精準的分析。

　　「兩岸對於大數據的研究」座談由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主

持，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謝新洲院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

研究院謝耘耕副院長、元智大學周韻采教授、政大資管系姜國輝

教授、文化大學資傳系李亦君副教授參與座談。

技術演進方面，去年新研發的個人化模組比推薦模組超過6倍的

銷售量，Yahoo也發展出即時偵測互動事件，並回饋最佳的個人

化服務內容的技術，以Hadoop與Storm傳遞批次與即時訊號，能

在15分鐘內處理出分群資料，並回傳到個人化引擎，提供精準的

消費者服務內容。

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

     陳清河副校長認為，大數據原本是一個科技名字，到後來應

該成為生活中的商業數據或者政府的公開數據，例如大數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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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電視台有何好處？對收視率有何改

變？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此外，大數據

的研究，分析很重要，但詮釋更重要，因

此強調與其研究網路關鍵字，不如研究網

路關聯字，將焦點放在如何讓數據產生價

值是一大重點。然而，大數據的問題關乎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謝新洲院長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謝新

洲院長分享互聯網大數據分析與

應用，他以「一千個讀者就有一

千個哈姆雷特」來形容大數據時

代，認為大數據的本質就是關係

社會，互聯網實現了人對人的交流，並降低了信息生產的門檻，

使得微內容成為社會化媒體交流的主要模式。大數據的分析方法

分為三大維度，分別為內容、人群、媒介。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謝耘耕副院長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謝耘耕副

                          院長強調，新聞報導方式在大數據時代下，

                          變革勢在必行，從以運算技術採集新聞資料

                          、人機合作的半自動化報導、更視覺化的呈

                          現方式、根據受眾需求調整節目以及廣告精

「人」，由於許多與人相關的數據資料都是由電信與網路公司所

掌握，因此大數據的商業應用便牽扯到個人隱私，仍舊需要有法

律規範，但他表示有些政府數據或者醫學數據某種程度需要被合

理的公開，就像著作權法中就提到「合理授權」或「強制授權」

，才能讓政府透過這些數據對生活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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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周韻采教授

    元智大學周韻采教授指出，目前

元智大學在大數據方面的研究共有八

項，包含政策法規、創新服務、數位

內容、教育與政府機關、社群分析、

生物資訊及醫學資料、產業網路與商

業智慧、交通運輸與城市電網。在法

規層面，隱私權與資料進用是與大數

據最相關的法規議題，由於目前各界希望讓個資法的規範能夠釋

出「去識別化」的資料，但有些資料如果去識別化，將失去意義

，尤其醫療上的資料，例如「伊波拉病毒」帶原者的移動資訊或

香港流行疾病的資料，因此政府如何建立隱私權的交易制度，並

且擬定配套機制是一大重點。此外，對於政府在特定資料的釋出

，有無必要簽訂定型化契約也是重要議題。關於智慧零售，她也

提到元智大學目前與 SOGO 百貨合作發展智慧零售，結合巨量資

料分析研究，針對消費者購物的移動順序，進行樓層的產品配置。

準定位，他舉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歐巴馬為了吸引某地區

的中年女性選民，利用大數據分析，得知該族群喜愛的電視節目

內容，並於播放時段投放廣告，結果有效提升個人的良好形象。

組織結構變革方面，他表示要加強跨界合作，並促進與數據信息

服務商、產品製造商、軟件服務商的合作，此外組建資料分析的

人才隊伍也是重要的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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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資管系姜國輝教授

                       　　　政大資管系姜國輝教授探討大數據的定

                          義，他強調非數值性的資料，尤其是文字、

                          影像才是所謂的大數據，不能與以數值為主

                          的Mass Data混為一談。他也分享台灣近年

                          來在大數據上的發展範例，例如發現「上帝

粒子」所需的物理運算有一成是在台灣進行，以及國家數位典藏

之巨量資料架構與物聯網服務。

文化大學資傳系李亦君副教授

　　文化大學資傳系李亦君副教授則從不同

角度切入，以「資料」作為主軸，說明從東

方到西方各界都不斷地在討論資料的產生、

紀錄、保存、轉移，同時也介紹資訊載體的

演變，並回歸資訊傳播的本質，強調以人為

本，在使用者想要的時候，以使用者想要的

方式，提供使用者想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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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行政院長毛治國接見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主席Dr.Erik Bohlin

    元智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世

新大學及台灣通訊學會將於2016年

6月26-29日在台北共同舉辦國際通

訊傳播學會雙年會ITS Biennia l  

Conference。ITS是國際通訊傳播

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

ation Society的簡稱，為國際通訊

傳播最大的學會。現任主席 Dr. 

Erik Bohlin於3月9日接受國立成功大學、元智大學及台灣通訊

學會的邀請來台演講及參加「電信與媒體對大數據的應用」研

討會。3月12日下午行政院長毛治國特別撥冗於行政院接見Dr. 

Erik Bohlin。毛院長並且接受ITS會議主辦單位的邀請擔任20

16年ITS雙年會的keynote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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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Society,ITS)簡介

      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

, ITS)為一獨立的非營利組織，其成立的目是為了提供學術界、產

業界、研究者、政策決策者以及各國際組織的代表等多方一個可

以進行溝通的論壇。在論壇中，這些來自世界各領域的代表皆能

夠針對和資訊、傳播與科技等相關領域的重大議題進行探討、共

同尋求問題的解決途徑，並同時分享與交換新的概念。ITS 目前

在全球約有400多名會員，涵蓋美洲、亞洲、歐洲、非洲等各地區

的重要學術與產業人士，該組織的組成並非以歐美為中心，而是

由全世界各地電訊傳播產官學者組成的意見交流之國際論壇平台。 

      ITS最重要的論壇即為兩年一度的國際論壇。1986年，該組

織在日本東京舉辦了更名為ITS後的第一屆兩年一度國際論壇，

實為該組織第六屆的國際集會。自此之後，每兩年便會舉辦一次

大型的國際論壇，從無間斷。最近的一次國際論壇即為去年(2008)

於加拿大蒙特婁所舉辦的第十七屆國際論壇。國際論壇的主要核

心領域除了資訊、傳播與科技等領域外，更可囊括社會經濟、技

術、法律、管理、組織、政策、道德等相關議題，在國際論壇中

，與會人士可以依據該年度的重要議題與自己的專長領域，自行

選擇欲參加的研討會議或是工作坊。此外，兩年一度的國際論壇

為了秉持世界各地方皆可為主辦國家的重要精神，規定相近的兩

次論壇不可以在同一洲的區域內舉辦，以維持各區域與會者皆有

平等參與的輪替機制。 

     而為了回應各方意見分享的特殊需求，ITS也會舉辦區域性的

座談會、研討會、工作坊以及課程等。第一屆的區域性論壇於198

7年10月25至26日於瑞士的日內瓦舉辦。ITS 每年至少會舉辦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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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TS電子報對台灣將要舉行會議的報導

國際通訊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Society, IT

S) 3月份的電子報 (ITS Interconnect) 對台灣將於2016年6月在台

北舉辦ITS雙年會的報導。

             Taipei to Host 2016 ITS Biennial Conference

ITS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Taipei, Taiwan has been selected
to host the 21st ITS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to be held 26-29, June 2016, is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Interconnecting 
Everything: Business, Policy and Smart Society. The Conference venue 
will be the Regent Taipei Hotel in Taipei.
 

的區域性論壇，但近年來，隨著各區域對於電訊傳播產、官、學

、研意見交流的需求增加，有時候也會在同一年度中出現四場之

多的區域性論壇。以2005年為例，同年度中分別就在法國、葡萄

牙、澳洲與西班牙四個國家中個別舉辦了一場區域性的論壇。 

      除了舉辦各論壇以外，ITS的眾多成員也同時擔任國際重要

學術出版物以及期刊的主編工作，因此每次論壇的發表文章便可

依論壇場次編輯出版成論壇期刊，或是依各個主題出版成特刊。

ITS論壇發表文章便常見於多個國際重要期刊當中，例如Teleco-

mmunications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Network Economics、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以及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等。ITS 的官方網

站為http://www.its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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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6 Biennial Conference will be hosted by four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Yuan Ze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hih 
Hsin University and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s Society. The Co-Chairs
 of the Conference Organizing Committee are K. Robert Lai, Director of 
the Innovation Center for Big Data & Digital Convergence, Yuan Ze 
University, ITS Board member Yu-li Liu, Dean of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Ching-ho Chen, Vice 
Presid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envisions six main tracks for the Conference 
programme and more than two dozen sub-track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The Future of Broadband
• Interoperability of broadband networks 
• 4G and beyond broadband applications 
• Mobile broadband for OTT services 
• Efficient use of licensed and unlicensed spectrum
ICT Development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big picture behind big data 
• Cloud computing architectures and cloud solution design 
• Domain-specific data and knowledge cloud applications 
• The future of quantified-self devices and platforms 
• Privacy in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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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Business and Applications
• From big data to small data: building person-centric business models 
• Business models for connected consumers 
• Developing apps in an increasingly connected world 
• The changing role of design in the era of device connectivity
Policy and Regulation
• Internet polic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 Hands-on or hands-off: network neutrality and network management 
• Beyond the carrier model of regulation: the rise of OTT 
• Spectrum policy on the emerging mobile broadband
Smart Society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Democracy 
• Building a networked society: social media and its impact 
• 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llenges in smart cities 
• Digital inclusion and sustainability
Content Issues
• Content delivery in converged networks: walled garden and OTT 
    platforms 
•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 Adaptive content for mobile users 
• Cont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reators, publishers and 
    intermediaries 
• Collaborative creation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 Call for Papers for the 2016 Biennial is expected to be issued in June
2015. It will be distributed via the ITS-L Listserv once it becomes available.

ITS also plans to hold a Ph.D. Seminar at the same venu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2016 Biennial. Further details on the Ph.D.
Seminar will be announced early in the fall of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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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辦法

台灣通訊學會目前共有12個團體會員，分別為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台灣寬頻通訊(TBC)、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CBIT)、

台灣之星、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亞太電

信、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維集團及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也竭誠邀請更多關心通訊傳播的團體及個人加入本會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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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