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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 

 

大家好。本學會是行政院院長毛治國於 2007 年 11月成立的，當時毛院長是交通大學商

學院的教授，2008 年因為擔任交通部長乃辭去理事長職務，由謝穎青律師接任。之後，

蔡志宏教授獲選為第二屆與第三屆的理事長。本會在前三位理事長的努力與開展之下穩

定成長。 

 

本人於 2014年 5 月 16日當選為第四屆的理事長之後，即邀請許文宜博士擔任本會秘書

長。在六個資深團體會員的贊助下，於 8 月 21-22日與 21世紀基金會共同舉辦「匯流

政策與產業國際論壇」。我們很榮幸請到毛院長當時以行政院副院長及本學會創辦人的

雙重身份為論壇致詞，也很感謝蔡玉玲政務委員、NCC主委石世豪、副主委虞孝成、彭

心儀委員、杜震華委員、翁柏宗委員、陳憶寧委員及交通部王廷俊司長出席。同時，也

要謝謝 NCC前兩任的主委彭芸及蘇蘅也都參加論壇擔任主持人。 

 

12 月 26日本學會又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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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學研之交流帄台角色與功能。 

 

本學會的定位在「提供一個客觀第三者的通訊政策論壇，藉由建構產、官、學三者的政策溝通帄

台與網絡，並強化電信與廣播電視跨領域互動，以降低轉型的衝擊與成本，協助台灣的通訊政策

邁向未來 」。本學會原有 6個團體會員，現有 12 個團體會員，個人會員有 100多人。我們會持

續努力邀請相關產學研界人士加入當個人或團體會員。 

 

為了服務本會會員，本學會決定自 2014年 10月貣每季出刊電子報，並且也於 10月中下旬將本

會網站改版，增加英文版面的內容，同時也推出中英文年刊。本會原則上一年舉辦兩場重要的論

壇，其他時間，則視情形舉辦小型研討會、演講或對談，重要內容都會在網站及電子報發佈。 

 

在國際關係的拓展方面，本會 10月 3日的理監事會議通過，加入國際電訊傳播學（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 ITS）作為其非營利組織會員，以加強本會與國際間的聯繫與能

見度。此外，本會也與元智大學、政治大學、世新大學爭取到 2016年 6月在台灣舉辦 ITS雙年

會的主辦權。同時，本會也正在與日本及韓國的通訊相關學會協商未來合作的方向。 

 

總之，歡迎各位會員不吝賜教，以讓學會的功能彰顯及產官學研有有效的政策溝通帄台。 

 

 

 

                                                                 劉帅琍 敬筆 



2 
 

Dear TCS members: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s Society (TCS) was founded by Premier C.K. Mao in November2007. 

Premier Mao served as the first chairperson and was succeeded by Mr. Arthur Shay, a well-known 

communications lawyer who was substantially involv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aiwan. The second and third term chairperson was Professor Chih-Hung Tsai. Professor 

Tsai is also one of the well-known experts in the area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aiwan.  

 

I have been serving as the fourth chairperson since May 2014. Thanks to the sponsorship of six 

corporate members, we held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Regulation” Conference with the 21st Century Foundation on August21 and22,2014. We also hel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the Telecom Industry under Convergence” on 

December26,2014. In general, the TCS has scheduled the holding of two conferences and several 

seminars every year.  It also conducts research related to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rimary role of the TCS is to create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discussions between academia,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s of December 2014, the TCS 

enjoyed a membership of over 107 individual members and 12 corporate members (all major 

telecom and cable TV operators in Taiwan). We will put more effort into inviting more related 

specialists from academia,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to join the TCS.  

 

To provide a better service for the TCS members, we have published a newsletter every quarter 

since October2014. The website has been revised with more content and also English version web 

pages. To broa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CS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ITS) as a member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2014. Besides, the TCS will host the 

21
st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 with Yuan Ze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Shih Hsin University on June 26-29, 2016. Meanwhile, the TCS 

is holding discussions with Japanese and Korean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ies about future 

cooper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give suggestions to the TCS. We will do our best to 

make the TCS an effective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discussions between academia,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Sincerely,  

                                                                 Yu-li Liu, Ph.D. 

                                                                  TCS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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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光纖用戶迴路及未來整體監理趨勢分析 

台灣通訊學會 102年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 

計畫主持人李淳 

協同主持人周韻采 

顧問蔡志宏、王碧蓮、顧振豪、羅鈺珊 

 

一、研究緣貣 

因應網路匯流的全球趨勢下，寬頻應用已逐漸由基本的數據傳輸，轉往數據、語

音及影音等多合一整合發展，且在用戶對於頻寬的需求越來越高下，光纖網路具

備高頻寬的優勢，已成為各國營運商在佈建寬頻網路時的首選之一。在匯流進展

下，世界各國電信事業均積極投入下世代網路之建設計畫。惟各國因國情、技術

發展、市場競爭狀況、網路建置背景不同，國際間針對如何加速國內光纖建設及

其監理方式，各國管制機關有不同管制思惟與管制強度。 

 

依據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年）所指出，我國於民國 99 年 8 月

的光纖用戶數為 178 萬戶。政府希冀透過匯流政策發展方案在整備高速寬頻網

路、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調和匯流法規環境以促進跨業競爭的帶動下，期望至

民國 104 年我國的光纖用戶數可達 600 萬戶。惟鑑於我國固網業者光纜建設規

模仍有差距，為鼓勵網路建設並兼顧公帄競爭，有進一步探討監理政策之需要，

因此，有必要性充分掌握世界主要國家之光纖政策發展狀況及監理趨勢，以掌握

未來數位匯流時代來臨，及新世代無線網路與光纖網路佈建之契機。期望藉由本

研究之發現，重整我國網路通訊法規環境，開創產業新機，提升民眾福祉，促成

台灣成為實現新興網路通訊應用與服務之典範資訊社會之遠景。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因本計畫所涉議題構面眾多，性質各異，故必頇採取多層次研究方法架構做為研

究方法，方能滿足本研究所設議題之分析需求。對此，本計畫採取「文獻分析與

評論」、「深度訪談」、「專家座談會」以及「產業書面意見分析」，研析我國對光

纖用戶迴路應採行措施及促進市場競爭並鼓勵建設之方法，以供有關當局於擘劃

我國寬頻網路政策時之參考。 

 

本計畫藉由「文獻分析與評論」，蒐集世界主要國家（美、英、德、日、韓、澳

洲）光纖（含 FTTB,FTTC,FTTH 等服務型態）政策，並分析世界主要國家之不同

政府部門對光纖用戶迴路之監理原則及採行措施、與對光纖建設之替代性服務之

監理作法（含管道出租）、各主要國家建設與租用光纖網路的成本訂價原則；透

過深度訪談，了解與檢視我國光纖用戶迴路建置環境及國內建設所遭遇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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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產業書面意見分析」，針對產業界採用質化問卷瞭解產業界對於光纖用戶

迴路政策之意見，以利於掌握相關產業及市場發展實際狀況；透過「專家座談

會」，針對我國對光纖用戶迴路應採行措施及促進市場競爭並鼓勵建設的方法提

出建議，諮詢各方意見並凝具共識，以供有關當局參考。 

 

三、重要發現 

(一)英、德、澳、美、日、韓等國光纖寬頻政策及用戶迴路監理措施 

1. 在歐盟接取指令(Access Directive)及次世代網路接取規管建議(NGA 

Recommendations)等政策文件的導引下，英國與德國發展出略有不同的光纖網路

發展策略，前者課予 BT集團網路接取義務，後者採鼓勵方式，經由實施國家基

礎建設地圖集，提供業者可開放共用之管道資訊。 

2. 日本及韓國已先後發展出將既有電信業者光纖迴路開放共用/租用之模式，

前者光纖用戶迴路已發展出兩種細分化形態，分別為單線式與分享接取式；後者

要求韓國電信必頇有開放 2004年以前鋪設的光纖網路供其他業者接取的義務。 

3. 屬於地理幅員較廣的美國和澳洲則採用業者導向的策略，前者考量到不宜影

響其固網業者光纖投資意願，因此並無要求開放光纖迴路接取；後者因為業者的

投資意願不高，乃由政府出資成立公營之 NBN 公司，負責全國性超高速寬頻網路

的規劃、設計、建造及營運，並提供寬頻之批發服務。 

 

(二)我國光纖用戶迴路建設之困難  

1. 電信業者欠缺加速建設之誘因，因既有業者仍可從現有的 ADSL 服務中持續

獲利，欠缺加速建設之誘因；另，有線電視業者係配合數位化政策推動其網路光

纖化。  

2. 光纖部署之效率有待提升，包括：因為光纖並非建築物必備之電信設備、預

留管道空間不足等因素，造成建築物內之管線佈建困難；因許可證核發不易、路

帄措施造成成本增加、未有租賃管道管理系統及資料庫等因素，造成建築物外之

管道建置緩慢。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我國光纖用戶迴路監理政策原則性建議 

1. 建議我國國家寬頻發展策略應該由行政院(而非單一部會)以整體國家需求

及國家寬頻政策考量，提出光纖用戶迴路之監理政策原則。  

2. 建議在兼顧促進市場公帄競爭發展前提下，改善固網市場長久資源集中之問

題，確保絕大多數民眾若不選既有電信業者，仍有其他選擇機會  

3. 引導固網寬頻市場穩定發展，將道路挖埋的社會成本減到最低，且確保光纖

網路高涵蓋率的寬頻建設，並將市場導向以服務為主之競爭。  

 

(二)我國光纖用戶迴路或管道出租定價原則性建議 

1. 建議採完全歸屬成本計算方法，光纜與管道資產價值分別採用歷史成本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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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成本法認定：固網開放前之資產用歷史成本、開放後之資產採現時成本。有關

光纜折舊年限宜再參考國際標竿予以檢討。  

2. 建議通傳會核定批發價時，應做價格擠壓測試，確保零售市場之公帄競爭。  

 

(三)我國管道成本計算與定價方法建議  

1. 既有管道：由於我國管道在 2000年開放固網前已達相當規模(銅纜地下化達

92.3%，光纜高達 98.6%)，建議採歷史成本法並以 Top-down模型計算。  

2. 新建管道：建議可參考德國做法，經由業者及專家群協助進行新建光纖網路

之成本估算，依照不同技術架構以及是否進行室內佈線分類，再依照該類架構之

工法與設備成本進行精算，或是可參照 M台灣寬頻管道建設經驗，由政府與業者

組成小組共同估算新建管道合理成本。 

 

(四)我國光纖用戶迴路短、中及長期政策建議與法規修正方向 

1. 短期政策建議  

(1) 釐清政策目標及主政機關 

(2) 釐清 NCC與營建署有關室內光纖建設之責任分界 

(3) 針對有共識之條文進行修正，包括：「電信法」第 38條之 1、「固定通訊業

務管理規則」第 37條等規定。 

(4) 研議道路挖埋協調機制及管道開放  

(5) 針對我國光纖網路架構及元件進行盤點、成本資料蒐集及 NGN網路成本計價

原則研究 

(6) 研議我國實施光纖接取網路批發租用服務(速率達 100Mbps以上)之可行模

式  

2. 中期政策規劃  

(1) 跨公用事業管道圖資資料庫之建置  

(2) 政府提供既有建築光纖建設之誘因  

(3) 檢討既有會計分離制度  

(4) 光纖網路元件細分化技術可行性測試  

(5) 實施光纖接取網路批發租用服務  

3. 長期政策規劃  

(1) 實施定期批發價格檢討  

(2) 跨公用事業管道圖資資料庫之維運  

(3) 政府提供既有建築光纖建設誘因之成效檢視  

(4) 替代性技術接取服務與光纖接取間之競爭力檢視  

(5) 實施功能分離之必要性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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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Int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network convergence, broadband applications 

have gradually transcended from basic data transmissions to integrated transmissions 

of data, audio, and video. Subsequently,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bandwidth has 

highlighted the high-bandwidth advantages of fiber optic networks. These fiber optic 

networks have now become one of the prime choices for worldwide operators when 

provisioning for broadband Internet. As convergence progresses,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ctively invested in construction plans that will pave 

the way for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demonstrat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backgrounds, and therefore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maintain different ideology and restrictions when they review approache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iber optic networks and subsequent 

supervisory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2010-2015 Digit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Plan propos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he number of fiber optic network subscribers in Taiwan for August 

2010 reached 1.78 million. By implementing this development plan,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incorporate high-speed broadband networks, accelerate cable television 

digitalization, and mediate/converge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to stimulate 

cross-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consequent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iber optic 

network subscribers in Taiwan to 6 million in 2015.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and 

layout of fiber optic cables by various fixed-line operators in Taiwan differ 

considerably. To encourag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still maintain fair competition, 

related regulatory policies must b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trends of fiber optic regulation policies in leading 

countries were examined in the present study, preparing us for the coming of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era in the future and provisio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wireless network and fiber optic networks.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anticipates that the research findings may reform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in Taiwan, create new industrial opportunities, enhance 

public welfare, and ultimately lead Taiwan to become a information society model 

that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s emerging network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II.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ocess 

Because various issues with different natures are involved,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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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methodology framework that was able to perform multi-level research. 

This framework consequently satisfied the analysis requirements for analyzing the 

issues proposed in the study.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adopted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s,” “expert forum,” and “analysis on industrial opinions (written)”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optimal measure(s) that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s in Taiwan and formulate methods to stimulat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e relate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provided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when formulating broadband internet policies 

in Taiwan. 

 

The objective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employ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re to collect 

the various fiber optic policies (incl., fiber-to-the-building (FTTB), fiber-to-the-curb 

(FTTC), and fiber-to-the-home (FTTH)) adopted by major countries (i.e.,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Germany, Japan,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around the 

world, and subsequently analyze (1) the regulatory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oops in leading 

countries, (2) the regulatory methods (incl., the leasing of pipelines) for alternative 

servic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iber optic networks, and (3) the pricing 

princi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leasing of fiber optic networks in various leading 

countries.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adopted to understand and examine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s are constructed in Taiwan and the 

difficulties that may occur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For the industrial opinion 

analysis, a qualitativ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into related industries to 

understand the industrial opinions relevant to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 policies. 

These opinions subsequently facilitate the researchers of the present study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actual industrial and marke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the “Expert Forum,” numerous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measures 

that should be adopted for the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s in Taiwan and the methods 

for stimulat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ing construction. Subsequently, the 

opinions of various experts were collected, in which expert consensus were 

summarized and provided as a reference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III. Important Findings 

1. The Fiber Optic Broadband Policies and Subscriber Line Supervisory Measures 

Employ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ustrali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1)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Access Directive and NGA 

Recommendations, UKand Germany formulated slightly different fiber optic network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UKpolicy regulates the access obligations of the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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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hereas the German policy uses an incentive method to implement a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tlas that provides operators with publicly-available channels and 

information. 

(2)Japan and South Korea sequentially introduced methods to openly share or lease 

the fiber optic lines of their incumbent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Japan developed 

2 subscriber line unbundling systems, specifically, the single star system and the 

shared access system.South Korea imposed that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must 

make their fiber optic network facilities constructed in 2004 or earlier accessible to 

other operators. 

(3)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employ an operator-oriented strategy 

because of theirlarger geographic area. To not jeopardize the investment willingness 

of fixed network operators in fiber networks, the United States do not request their 

operators to make their fiber optic lines accessible to other operators. In Australia, 

because of the low investment willingness of operators, the 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 (NBN) Company, which is a government-funded, government-operated 

compan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nationwide ultra-high-speed broadband networks. In addition, NBN also provides 

broadband wholesale services. 

2. Known Difficul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s in 

Taiwan 

(1)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lack the incentive to accelerate construction 

because they are able to maintain stable profit by providing current ADSL services. In 

addition, cable television operators employ digitiza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into fiber optic networks. 

(2)The efficiency of fiber optic deployment should be improved. For example, the 

internal provisioning of fiber optic cables within buildings is difficult because these 

cables are not essential tele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buildings. Thus, there is 

insufficient space for further deployment. In addition, external provisioning of fiber 

optic cables outside buildings are extremely slow because related permits are difficult 

to acquire, road renovation measures increases construction costs, and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databases for pipeline leasing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IV. Primary Suggestions 

1. Principle Suggestions for the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 Regulatory Policies in 

Taiwan 

(1)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national broadb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aiwan should be formula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rather than a single ministry), in 

which strategy formulation should reflect overall national needs and national 

broadband policies, and then be used to propose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 regulatory 



9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2)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long-existing problem of centralized 

resources in the fixed network market should be improved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of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thereby enabling the public to have more 

choices when selecting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3)The fixed broadband market should be led into stable development, reducing the 

social cost of road construction to minimal,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coverage fiber optic networks, and subsequently stimulating a broadband market 

that demonstrates service-based competition. 

2. Principle Suggestions for the Lease Pricing of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s and 

Pipelines in Taiwan 

(1)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pricing be calculated completely based on Fully 

Allocated Costs, in which the asset value for fiber optic cables and pipelines is 

verified using the Historical Cost method and the Present Cost method, respectively. 

Fixed network assets prior to the opening of the market should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Historical Cost method, and those obtained after market opening should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Present Cost method. The depreciation period for fiber optic cables should 

be reviewed with international benchmarks as references. 

(2)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suggests that when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pproves wholesale prices, price squeeze tests should be performed, 

thereby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of the retail market. 

3. Suggestion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Pipeline Costs in Taiwa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Pricing Methods 

(1)Existing pipeline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costs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Historical Cost method and the Top-down model because pipelines had already 

achieved a considerable scale even before fixed networks were available in 2000 (i.e., 

92.3% for underground stranded copper cables and 98.6% for fiber optic cables).  

(2)Newly-constructed pipeline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Taiwan reference 

the methods employed in Germany, which assign operators and experts to jointly 

assist in the cost evaluation of newly-constructed fiber optic cables. Evaluations are 

achieved and categorized by referencing various technical frameworks and whether 

indoor wiring should be adopted. Then, calculations are accurately performed based 

on the method and equipment costs of specific frameworks. Alternatively, the 

government and operators can form teams to collaboratively calculate a reasonable 

cos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ipelines by referencing previous M-Taiwan 

broadba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4. The Short-, Mid-, and Long-Term Policies, Suggestions, and Regulatory 

Amendment Directions for the Fiber Optic Subscriber Lines in Taiwan 

(1)Short-Term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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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rifying policy objectives and the authorities in charge. 

B. The 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relating the indoor provision of fiber optic facility of 

the NCC and CPA must be clarified. 

C.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have reached consensus must be amended, including 

Article 38-1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and Article 37 of the Fixed 

Communications Business Management Regulations. 

D.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s for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ning of pipelines 

must be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E. The fiber optic network configurations and components in Taiwan must be checked, 

cost information collected, and the pricing for NGN network costs researched. 

F. The feasible model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ber optic access and network 

wholesale rental services (speeds greater than 100Mbps) must be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2) Mid-Term Policy Plans 

A. Building a pipeline atlas database for cross-public businesses. 

B.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incentiv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iber optic 

facility in existing buildings. 

C. Accounting separation systems must be reviewed. 

D. The feasibility of fiber optic component unbundling approaches must be tested. 

E. Fiber line access and network wholesale rental services must be implemented. 

 

(3) Long-Term Policy Plans 

A. Implementing regular wholesale price reviews. 

B. The pipeline atlas database for cross-public businesses must be maintained. 

C.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a performance review of the incentives for fiber 

optic facility construction in existing buildings. 

D. The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between access services of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and that of fiber optics must be examined.  

E. The necessity for implementing functional separation must b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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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網絡治理中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功能及定位 

台灣通訊學會 102年受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 

研究主持人：陳院長清河 

協同主持人：洪瓊娟委員、莊副教授文忠 許副教授安琪 

 

一、研究緣貣 

政策網絡治理係指政策於制定與執行過程，各部門利害關係者間互動所形成架

構。在政策網絡中，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可以單獨決定政策的結果，彼此之間的

理念差異、互動模式、資源整合、共識凝聚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到最後的政策產出，

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尤其是在開放的政策網絡中，隨著行動者的加入與退出，

都可能改變結盟的關係和網絡的狀態。 

考量政府藉由良善政策網絡治理架構，進而有利於落實政策目標。本研究希冀能

釐清我國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在政策網絡治理功能定位，並就其與各部門利害關

係者及不同新聞媒體間關係型態與問題進行檢視，以發揮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兩

者協力合作及良善政策議題引導之互動關係進行研究，俾提供政府擬定政策參

考。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一) 文獻分析與評論 

透過國內外政策文件及文獻之蒐集，掌握我國及世界先進國家行政部門與新聞媒

體政策網絡治理互動關係，包括美國、英國及韓國等國家。並參考先進國家之因

應措施，研提強化我國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協力合作發揮良善政策議題引導之具

體策略與政策建議。 

(二) 深度訪談 

本研究已完成三場專家深度訪談，透過與專家學者及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深度訪

談，瞭解其對於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之功能與定位之意見。 

(三) 專家座談會及研討會 

本研究已舉辦三場針對新聞媒體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的焦點座談會及一場研討

會，配合前述深度訪談之意見及國內外蒐集資料之研析，蒐集產、官、學及研對

於我國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之功能與定位相關議題的意見及建言。 

(四) 國內案例個案分析 

本研究考量中央部會業務之全面性，業務主題的複雜度高及影響層面鉅大，及突

顯横向聯繫的概況，特選取國內政策網絡治理中行政部門與新聞媒體實務案例

（進口美國牛肉、塑化劑以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3項議題）針對以上案例中新聞

媒體在政策網絡治理中功能、定位或角色部分進行分析。 

 

三、重要發現 

(一) 各先進國家可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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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國 

(1) 英國媒體自律報告建議，認為英國可立法建立獨立報業自我監管機構，評估

從業人員工作手法是否恰當，催生媒體監管機構概念。 

(2) 英國政府的中央新聞署（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Centre）的職責之一

是整合傳播資源，提供共享傳播服務給各個政府部門，政府傳播中心運用政府聯

合購買權力讓各政府部門可以提供更具價值的服務。 

(3) 2001 年爆發的口蹄疫事件，英國政府就此一危機進行媒體溝通管理，依新

聞事件發展進程有其因應措施，處理經驗頗有值得借鏡之處。 

(4) 政府傳播網絡（GCN）成立專業發展團隊，目的在改善政府部門和其他公部

門的傳播效率、效能和合作的議程，並儘量將這些方案設計成線上學習方式的訓

練課程和提供行動學習機會。 

(5) 英國政府在「2013-2014年政府傳播方案」中，要求每一個部會就其業務計

畫擬訂主要傳播活動，並且設計傳播能力評核方案（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Review programme）進行評估。在過去一年中，計有 10個政府部門接受傳播能

力評核方案的評核，並邀請三位獨立的評審檢閱每一個部門傳播工作的成效。 

 

2.美國 

(1) 及時確立了危機應變的主管機關、完備災害應變組織體系之運作，並且在體

系中納入媒體參與應變；另外，强化訊息傳布－數位公共電視使用的是

datacasting,的技術，係屬創新性的單向訊息傳布，它結合了高速網路，可同時

匯流電視或傳布大量文件到數以千計的地點。這項技術允許傳輸關鍵性的資訊並

超越了手機、PDAs、傳呼器和電腦等種種媒體。Datacasts的傳輸是透過數位電

視訊號和接收器可以傳輸到個人電腦、膝上電腦或電腦網路。 

(2) 在運用社群體部分則由行政部門進行規劃，設定社群媒體戰略執行方案，且

通過分析工具，提出數據，如評論、讀者的反饋意見等進行深入的統計分析，證

明帄台的有效性。積極使用包括視訊、圖片、微博、臉書、社群網站等各種新媒

體形式。如在 YouTube 上開設頻道，上傳大量正面的視訊網路信息。 

 

3.韓國 

(1) 韓國政府設置「國政簡報」網站後，在宣傳政策上不只再依存於媒體，採取

主動出擊。「國政簡報」除了提供網路新聞，也成為網路上的公共論壇。另外行

政部門也運用推特等新興媒體，散播公共政策相關議題。 

(2) 追隨趨勢，設立線上反言人，至 2011年 5月 1日為止，共有超過 40 個行政

部門雇用了線上發言人，希望透過社群媒體傳達政府的主要政策，並做為與人民

溝通的橋樑。 

 

(二) 個案研究可供後續參考之建議 

1. 開放美牛進口協議： 

(1) 在問題認定與議程設定階段，政府應該主導媒體的走向，設定議題方向，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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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議題的脈動。 

(2) 在政策規劃階段，應透過菁英決策模式或公眾意見整合模式，並提出明確能

化解民眾疑慮的配套措施。 

(3) 政策合法化階段，應經由政策公聽會、研討會及說明會為公眾重要的民主學

習過程，良性互動下可降低與政府對立的情勢；在公共政策討論過程中均頇並

重，政府應運用公共關係概念，建構完善政黨溝通帄台。 

(4) 政策執行與評估階段，政府落實的管制措施應公開透明，後續實施辦法必頇

確實執行。 

2. 塑化劑事件 

(1) 問題認定與議程設定階段，應強化行政部門風險告知能力及積極對民眾進行

教育。 

(2) 政策規劃階段，應將資訊公開並且建立與民眾進行風險溝通的管道，定期發

布正確的資訊以避免造成恐慌。 

(3) 政策合法化階段，盡速修訂不合時宜的法規，以加強人民對政策的信心。 

(4) 政策執行與評估階段，可透過行政手段保障消費者權益，並且教育民眾未來

可採取何種補救措施。 

3. 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 

(1) 問題認定與議程設定階段，應先提出政策願景、充分蒐集正反意見、並且讓

民間相關產業站在第一線發言以拉大讚成的聲勢。 

(2) 政策規劃階段，必頇凸顯政經分離的觀念，強調政策對經濟帶來的好處。 

(3) 政策合法化階段，首先必頇突顯經濟對台灣的價值，事前頇建立國際協議類

似案件之規範與合法程序。 

(4) 政策執行與評估階段，行政部門應引領議題，備妥協議合法化後之政策措

施，對社會不同層次的民眾應給予充分的資訊，並且因應民眾需求不同提供有策

略的溝通管道及內容。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中央部會負責新聞聯繫相關人員宜透過認識媒體相關課程訓練，建立下述 1、2

及 3之基本認知，並調整面對媒體之心態及應對方式。為配合課程訓練之方便

性，可考量英國的作法：建立線上學習之課程，佐以課程測驗，以驗收學習成果。 

1. 建議應設立媒體課程，使行政部門認知媒體運作生態：（主辦機關：行政院

發言人辦公室；協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2. 建議在政策宣導時導入商業行銷概念，並列入成效評量考核：（主辦機關：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協辦機關：各部會） 

商業行銷係以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或勞務為標的，以潛在的消費者為對象進行推

銷；政策行銷則是以政府部門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為標的，以受政策影響的公民為

對象進行溝通；而社會行銷則是以社會價值或理念為標的，以個人或團體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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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宣揚。基本上，商業行銷乃是針對不同的標的對象或市場區隔的特性，設計

適當的行銷策略，爭取標的人口或消費族群的支持與購買。由於不論是政策或社

會行銷都是從商業行銷的觀點延伸，僅是行銷的標的有所差異，因此將公共政策

仿照商品行銷的概念，包括：（1）注意政策的包裝；（2）借助合宜的代言人；（3）

運用各種可行的通路；（4）用淺白的語言或讓人易於理解的內容，向特定或廣大

的受眾推銷公共政策。甚至考量良好的故事架構說理或說情，讓民眾樂於觸及相

關訊息。建議在政策宣導時導入商業行銷概念，並列入成效評量考核。 

3. 建議將公民審議的時代趨勢納入公務人員基本培訓課程規劃，以利後續政策

推動。（主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家文官學院；協辦機關：各部會） 

審議式民主與公民參與已蔚為潮流；公共政策之形成與擬定不再是政府說了算；

為了減少政府推動的阻力，確保政策擘劃及成型的品質，政策網絡治理尤需具備

程序正義，做到審議式的民主。行政程序法對於公共政策之推動有既定之程序規

定，宜在原有規定下納入審議民主的程序。強化與公民團體的溝通，使其了解並

參與政策運作過程，避免公民團體透過媒體形成錯誤的報導及資訊。 

4. 建議各部會首長及新聞聯繫人員帄時應與媒體高層建立直接溝通管道（主辦

機關：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協辦機關：各部會） 

各部會首長及新聞聯繫人員帄時宜與媒體記者編輯、總編輯等建立聯絡管道，主

動說明業務重點；遇突發事件亦有利於話語權的掌握。對於談話類型節目在可能

的範圍多派員參與，表達政府的立場。說明政策內容時，應轉化運用庶民的語言

說故事，讓聽者有感，作有效的溝通。 

5. 建議定期客觀檢視機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作業流程及互動狀況。（主辦機

關：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協辦機關：各部會） 

 

(二) 中、長程建議：以一年至三年為期之作為與措施 

1. 應考量媒體類型的不同，帄面、電子、網路、廣播媒體特性各異，應分別運

用合宜的工具回應媒體需求。相關人力之調整及安排需要作業時間及培訓，以切

合政策推動之需要。（主辦機關：各部會） 

2. 政府擁有議題設定的主導權對於推動政策甚有幫助，故應擁有設定議題的專

業能力，必要時可納入媒體專業人員協助，本項當作進一步之評估，並需切合各

機關之人事編制及相關規定。（主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辦機關：各

部會） 

3. 建議各部會應强化發言人機制（主辦機關：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協辦機關：

各部會） 

中央部會多以機關副首長為法定發言人，或指定專人負責發言。發言人代表機關

就政策發言，具一定的嚴謹性，亦代表機關之基本立場，故不容差錯，由過去的

實例，以及美牛等案件的發展，發言人面對媒體，如何做到最佳境地亦有討論的

空間；建議處理之機制以穩健為宜，可採取團隊作戰方式因應，如法定發言人宣

示政策原則或定調，細節或相關法令規定則可由承辦部門的主管或相關人員作進

一步說明或回答媒體的詢問，以協助媒體記者採訪作業。其次，正面支持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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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見未能呈現，經常只看見、聽見反對的聲音，對於政策之推動十分不利；政

府部門横向的聯繫不足，在未建立共識之前即率而對媒體發言，形成機關間各自

為政的情形，觀瞻不良，尤需改進。另外，涉及多個部會或中央與地方業務之分

際，當於最短的時間內達成處理業務的共識，政務委員、秘書長等宜扮演中介的

角色，作統一口徑處置，也避產生政出多門的不良印象。 

4. 建議未來政策推動時應重視新興媒體的傳播效果。（主辦機關：各部會；協

辦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網路等新興的載具，具有散布訊息快速之特質，可善用此特性即時回應，特別是

能提供即時正面訊息，以帄衡偏差的論述或說法，避免以訛傳訛，增加事後澄清

事件的困難。其次多媒體時代，提供之政策資料，不能侷限於傳統的文字資料，

圖表／PPT／影像資料等，只要有助於政策或事件說明者，都可予對外提供，以

補充文字的陳述。另外，傳統上單一的發言回應體系，在多媒體時代也要有多軌

的思維，資料多軌、回應方式多軌。建議研究比照韓國政府積極回應新世代的作

法，設立線上發言人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網路意見，以正視聽。 

5. 建議應重新配置政策宣導預算，運用新興媒體。（主辦機關：各部會） 

有鑑於網路及社群網站等新興媒體發展方興未艾，政府與外界之溝通亦需有所著

墨，建議從預算的編列、施政計畫之規劃之初，即應納入本項重點，調整過去過

度依賴傳統新聞媒體的傳播途徑，可加強行政院現有社群網站機制，配置更多的

資源（包括人力和預算）用在新興媒體，甚至可以考慮學習韓國之作法，設置線

上發言人，及時回應網路使用族群的疑問，達到小眾化溝通的效果。 

6. 建議建立政策溝通的成效評量機制。（主辦機關：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協

辦機關：各部會） 

參酌英國政府的做法，建議針對政策推動之成效建立客觀評量之機制；成效良好

者據以獎勵，反之，則有對應之機制處理，使政策的推動有良好的品質及成效。

評量機制之建立及信度與效度，需有週延的考量，建議納入學界專業之研究，作

必要的試測，及妥為實施。 

7. 研議回應媒體標準作業程序。（主辦機關：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協辦機關：

各部會） 

政策之形成、制定，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相關因素十分複雜，加上來自利

益團體的游說等，可說每一項政策的產生都有不同的風貎，如美牛、塑化劑、服

貿協議等三案件演變的方式各異，惟一相同是都需面對媒體的詢問，均需說明政

府的立場，解釋對於產業的影響，也需回應新興衍生的問題。在訂立回應媒體標

準作業程序時，可考量回應的時間點、回應原則、提供的素材……等，並可依目

前帄面、電子、網路等較為普及觸達的介面，強化現有新聞聯繫作業規定及新聞

處理注意事項機制，設定二至三類媒體回應之標準作業程序，以利各部會新聞聯

繫部門人員及發言人遵循，將可協助政策順利的推動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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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政策與產業國際論壇】 

2014 年 8 月 21 日 

 

 國際觀點-專題演講：頻譜政策規劃與管理 

 

 日本：Prof. Kiyotaka Yuguchi (Societ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Sagami  

Women’s University, Japan) 

 

Prof. Kiyotaka Yuguchishared the outlook fo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in Japan,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on spectrum management in Japan, including the 

reassignment of 2.5GHz, the debate on implementing auctions, and the allocation of 

spectrum resources in the market (Figure 1).       

 

 

Figure 1 The Outlook for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in Japan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Japan” power point by Kiyotaka Yuguchi, p.4 

 

Apart from mos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have adopted spectrum auctions, 

Japan prefers a deliberative method to allocateitsspectrums for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concerns,with several studies having shown that the revenue from auctions 

wi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at obtained based on the spectrum user fee. As a result, 

monopoly and oligopoly are the norm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in Japan. 

 

With 6,852 islands, of which 308 islands have permanent inhabitants, and with about 

70% of its national territory covered by mountains, Japan’s spectrum policy is largely 

attached to its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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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Universal servi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spectrum policy. Since 

2003, the subscribers of mobile services, excluded from universal services, have 

grown from 80 million to 140 million. Due to the high cost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mobile services market being oligopolistic,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encouraged 

the operators to construct their operations in rural areas by means of subsidization 

using the spectrum user fee (Figure 2). 

 

 

Figure 2 Budget for the Expenditure on the Spectrum User Fee 

 

The spectrum user fee is now treated as a dedicated fund (USD 700 million) that 

directly go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Figure 3). For exampl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ubsidizes 2/3rd of the total cost of construction of the operators 

in eligible regions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 base stations.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regions are also subsidized in regard to their initial costs of subscribing to FT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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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venue from Spectrum User Fee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Japan”power point by Kiyotaka Yuguchi, p.14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fund goes toward radio use, including monitoring work, the 

station database, security, and R&D for the expansion of radio wave resources. For 

example, the radio shield countermeasure projectssupport projects that seek to 

construct facilities to enable radio use in radio-shielded areas (a tunnel, underground 

facility, etc.). The subsidization rate for such projects is about 1/2 of the total cost (1/3 

in the case of railway tunnels).  

 

Japan introduced 4G services in 2010, and the allocations of spectrums for 4G have 

since continued. In 2012, the 700 MHz band was assigned to the three principal 

groups based on the “beauty contest + financial contribution” system. In 2013,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Council announced the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the 

4G use of the 3.4 GHz band with the frame structures of both TDD and FDD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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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Migration from 3G to 4G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Japan” power point by Kiyotaka Yuguchi, p19 

 

There are also critics of the spectrum policies. Some expert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al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reformed using the additional assignment of the 

2.5 GHz band, since the local FWA is not so penetrated against the initial anticipation 

that the band is not efficiently used.  

 

There are several trade-offs between spectrum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consumer markets, such as the priority of maxim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revenue, consumer’s surplus or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investment into the licens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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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By Dr. Kim Deuk W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Spectrum Research  

Division, Korea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KISDI, S. Korea) 

 

Dr. Kim Deuk Won emphasized the migration process from 3G to 4G in Korea, and 

the Mobile Gwanggaeto Plan which presents the future roadmap of Korean mobile 

service.  

 

Korea is known for its high coverage rate of LTE service.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4, the amount of mobile data usage per user was 2,690 MB which is 1.25 times 

more than the amount of 3G usage, and the carrier aggregation (CA)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LTE-A service (Figure 5). 

 

 

Figure 5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p.13 

 

The authority in charg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Korea is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nverge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broadcasting and communication, ICT R&D, postal service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ulture, convergence of the SW industry, etc. 

 

The legal system of telecommunications is divided into three independent acts, 

namely, the Telecommunication Act, Radio Waves Act, and Broadcasting Act.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regime was adopted in the early age of the spectrum allocation 

policy, but a market-based approach has gradually been introduced. 

 

In 2011, after the amendment of the Radio Waves Act (Figure 6), the spectrum auction 

was introduced for LTE usage.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the spectrum valu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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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oriented, and the operators (SKT, KT) who owned the band in 2.1GHz were 

excluded in the auctions. 1,700 million USD.  

 

 

Figure 6The Structure of the Radio Waves Act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A total of 50MHz bandwidth in the bands 800MHz, 1.8GHz, 2.1GHz were released in 

the first auction with a bid price of 1,702 million USD to three telecom companies, 

KT, SKU, and LG U+ (Table 1). 

 

Table 1 Result of the First Spectrum Auction in 2011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p.29 

 

The second auction in 2014 was intended to provide a broadband spectrum suitable 

for LTE-A, releasing 90 MHz of bandwidth with a total bid price of 2,400 million 

USD. 

A total of 90MHz of bandwidth in bands 1.8GHz and 2.6GHz were released with a 

bid price of 2,429 million USD to three telecom companies, namely, KT, SKU, and 

LG U+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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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 of the Second Spectrum Auction in 2013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p.31 

 

One thing special about the policy on spectrum auctions in Korea is that the operators 

can choose whatever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2G, 3G, and 4G) and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The term of the license is 10 years, and the operators are obliged to reach a 

15% coverage rate in three years and 30% in five years.   

 

Although different auction types were applied in the two auctions, SMRA for the first 

and hybrid (SMR+SB) for the second, both of them worked well to achieve its goals, 

and the annual spectrum price was also similar for both auctions, which was about 3.4 

million USD. 

 

The number of mobile subscribers reached 55.7 million in 2014 (Figure 7). The 

amount of monthly mobile data traffic generated by LTE was 83,644 TB, which 

shared 87% of the total monthly mobile data traffic (apart from Wi-Fi). 

 

 

Figure 7 Number of Subscribers to Mobile Services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p.23 

 

So the call for shifting WiBro (the WiMax in Korea) to LTE in the 2.3 GHz band has 

been raised, since WiBro is mainly used as a USB dongle and a Wi-Fi hotspot in 

subways, and it also lacks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systems so that it has ended up 

failing to achiev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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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pe with the explosion of mobile traffic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eadership in the 

next generation mobile telecom (Figure 8),the Mobile Gwangaeto Plan was 

implemented with a vision for the super expansion of the spectrum territory.  

 

 
Figure 8 The Spectrum Demand Forecast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p.34 

 

The plan is composed of three strategies, namely, implementing the spectrum 

re-framing, developing TDD bands, and enforcing activities for standardization 

(Figure 9).   

 

 

Figure 9 Goal of the Mobile Gwangaeto Plan 

Derived from the “Spectru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olicy” power point by Kim Deuk Won, p.39 

 

 

The progress of the plan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in 2012, the goal 

was to secure and supply extra bandwidth of over 600 MHz by 2020, and in the 

second stage in 2014, the goal has been tosupply extra bandwidthof over 1000 MHz 

b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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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徐岩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徐岩教授比較香港的 2G與 3G釋照政策。2016 年，香港將有多家營運商的 3G執

照到期，徐岩對此做了行動通訊消費者意見調查，提供政府未來政策擬定方向之

建議。  
 

徐岩教授表示，香港電信局抱持明確立場盡可能不介入電信市場的競爭。在 2G

時代，香港政府透過選美法，發放 17 張牌照，得到牌照的業者頇繳交履約保證

金，以確保頻譜在約定的建設時程內，被有效利用，若未達成使用效率便會遭政

府罰款。上述制度成功使香港成為全球提供最便宜通訊服務的國家之一。 

 

3G 時代，由於科技日新月異為電信環境帶來高度不確定性，香港政府放棄 2G

時代所採用的釋照方式，改以「頻譜競標」；因政府與業者約定的建設時程難以

評估，便一併廢除履約保證金制度，改向業者收取「專利費」 (圖一)。得標的

業者前五年頇繳交固定額度的執照費，往後幾年政府則收取收益的百分之五作為

專利費，最低專利費用為五千元。2005 年，3G 拍賣最後由四家通信業者得標，

分別為 CSL、和記、數碼通、Sunday。然而，專利費的機制最後卻演變成某些不

肖政府官員與企業間的不法利益勾結，因此 2012 年便遭到廢除。 

 
R:收益 

圖一年度最低專利費率 

取自：徐岩，《香港的頻譜政策簡報》, p.7。 

 

CSL、Sunday 3G (HK) Limited (現為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和記電話有限公司和數

碼通電訊有限公司於 2001 年 10 月，透過拍賣方式獲分配 1.9 – 2.2 卲赫的頻段，

持有期限為 15 年，將於 2016 年 10 月到期。針對 2016 年即將到來的頻譜分配，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提出了三項可能的方案，而徐岩教授對此提出利弊分析。 

方案一建議將頻譜的優先使用權給予目前的 3G電訊商-澳洲，徐岩教授認為此舉

雖有利於現有營運商的帄穩投資及營運，但如何達到充分競爭、計算頻譜費用是

一大問題。方案二建議參考荷蘭，將所有 3G 頻譜重新拍賣，徐岩教授表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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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得頻譜利用率提升、並推動創新，但對營運商及使用者都有負面影響，現有

的用戶服務將因而無法延續。 
 
方案三則是混合前兩個方案，只收回三分之一的頻譜重新拍賣。徐岩教授分析，

方案三雖然會對投資者帶來不確定性、容量較小會影響通訊質量，但有諸多優

點，像是提高頻譜利用率，也能通過競爭確定頻譜占用費的價格。最後通訊管理

局也決定採用方案三，目前正在進行法案審核。 
 

由於方案三因容量較小影響通訊質量最直接的被影響者將是消費者，於是徐岩教

授進行一項消費者對於行動通訊速度下降看法的調查。結果發現，大部份用戶不

接受流動通訊服務大幅下降，只在網絡競爭的層面上發出更多牌照，不一定會為

用戶締造價值，尤其當這種發展會導致服務素質下降和消費者的成本增加。 

 

 

圖二頻譜分配 
取自：徐岩，《香港的頻譜政策簡報》, p.12 

 

研究指出，91.2%的消費者認為行動通信服務是重要的，68%的消費者無法接受

行動通信服務速度下降，其中又有 88%的消費者使用行動通信服務的主要目的為

瀏覽社群網站，如臉書與 Whatsapp (圖三) 

 

圖三行動通使用習慣調查 
取自：徐岩，《香港的頻譜政策簡報》,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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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Christopher J. Lammer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Cable Television Laboratories, Inc., USA) 

 

Lammers shared the test results on the interference between cable TV and LTE signals, 

and also the challenges being faced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wireless 

services.  

 

Lammers is th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CableLabs, a 

non-profi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sortium that has been serving its cable 

operator members since 1988, with 149 million subscribers around the world. 

 

In North America, the cable towers are constructed on the tops of buildingsin 

densely-populated metropolitan areas, and so interference problems have become a 

vital issue. 

 

To measure the LTE interference (Figure 10), the tests were conducted in a 

reverberation chamber to obtain a field effect. A signal generator was used to create 

and transmit the LTE interference. 

 

 

Figure 10LTE Phone Field Strength Based on Distance 

Derived from the “Effects of LTE Signals on Cable TV Devices”power point byChristopher J. 

Lammers 

 

 

Three discretefrequencies (627, 711, 819MHz) were chosen to perform tests on old, 

currentlymanufactured and new generations of cable modems (Figure 1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est generations performed well above the transmission power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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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the maximum transmission power.     

 

Figure 11Data Device RF Immunity 

Derived from the “Effects of LTE Signals on Cable TV Devices”power point byChristopher J. 

Lammers, p.14 

 

As for the setup boxes (Figure 12), which were also tested for the three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able modems was superior 

based on the average approach of 78 DbmV/m, showing they were quite successful in 

terms of signal isolation. 

 

 

Figure 12The Set Top Box RF Immunity 

Derived from the “Effects of LTE Signals on Cable TV Devices”power point byChristopher J. 

Lammers,p.15 

 

Th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CPE, trade grade cables and retail 

cables and splitters was also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PE performed 

comfortably forafieldstrength of 63dBmV/m. The trade grade cables performed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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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below80 dBmV/m. As for the retail cables and splitters, interference 

occurredatfield strengths of over 40 dBmV/m. 

 

Lammers also pointed out that identifying the extra spectrums available for Wi-Fi use 

had become the focus of future spectrum polic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hree critical 

missions of reliability, capacity, and coverage.  

 

The three missions above were to focus on 3GHz, 600MHz, and especially 5 GHz, 

since they are believed to have a fair amount of capacity for Wi-Fi use. As for 3GHz, 

it is estimated that 100MHz will be available for other uses. In 2015, there will be 

incentive auctions on the frequency of 600MHz.  

 

In response to the test results, Lammers said that since the results are preliminary,no 

regulatory action is necessary at this point in order to allow industry solutions to 

develop based on experience and more extensi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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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觀點—主題座談：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與管理 

 

「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與管理」主題座談，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虞孝成副

主委主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彭心儀委員、交通部郵電司王廷俊司長、台灣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暨電信工程學研究所蔡志宏教授均參與座談。國內 4G 服務於 

2014 年 5 月正式上路，由中華電信首先開台，遠傳電信與台灣大哥大也在 6

月份陸續推出服務。包括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均已於今年 8月 29 日宣布開通

4G LTE 1800MHz頻段。國內業者與電信相關領域學者，皆呼籲政府盡速提出 4G

釋照進程、解決干擾問題，並且將頻譜規劃制度與國際主流接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彭心儀委員 
 

    彭心儀委員將頻譜比喻為日漸擁擠的天空（圖四），強調 4G甚至到 5G時代

的管理，應走向頻譜共享，才能舒緩頻譜日漸擁擠，造成效率下降的問題。 

 

 

圖四行動寬頻之頻率分配 

取自：彭心儀，簡報《行動頻譜之規劃與管理》，103年 8月 21日，頁 4。 

 

    頻譜空間的分配與使用日益複雜，也許未來不會再有固定的頻段，行動通訊

開始擠壓到共享頻段，然而共享是國際趨勢，政府應將眼光放遠。彭委員建議，

在頻譜交易上，應以「頻譜」作為拍賣標的，建立「真正」的頻譜交易機制；頻

譜規劃方面，則呼籲政府考慮擴大免執照的頻段。 

    彭委員不斷強調減少管制的重要性，例如允許二次使用（secondary-use），

並且所有的釋照都頇將未來可能作為共享的機會納入考量，此外應減少對用途的

管制，使頻譜使用趨於多樣化。 

    頻譜共享可以英國與瑞典為參考標竿。例如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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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式頻譜接入，以及瑞士公共電視的頻譜收費，分為初級與次級兩種。一項來自

Ofcom的分析指出，採取發放執照的頻譜分配，能夠有效增加服務範圍與品質，

並且較容易對消費者進行分級收費；而共享式的分配法，能有效降低市場進入障

礙。 

    對於 4G與 5G的釋照規畫，彭委員建議政府擴大免執照頻段，逐漸往頻譜共

享之路邁進。頻譜交易方面，他建議將頻譜直接視為標的物，建立真正的頻譜交

易機制（圖五）。 

 

圖五頻譜分配的取徑 

取自：彭心儀，簡報《行動頻譜之規劃與管理》，103 年 8 月 21 日，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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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郵電司 王廷俊司長 

 

    交通部郵電司長王廷俊介紹我國無線電頻譜規劃現況，以及備受矚目的「頻

譜供應計劃(草案)」，指出未來可能納入使用之頻段，並特別說明不考量釋出

450-270MHz 作為行動通訊使用之原因。 

 

一、我國無線頻譜使用現況 

 

    無線電頻率依 ITU 規範係指頻率範圍自 0Hz至 3000GHz之電磁波；其中，ITU

有指定用途之無線電頻率為自 8.3Hz至 275GHz，並可依頻率高低區分為特低頻

(VLF)、低頻(LF)、中頻(MF)、高頻(HF)、特高頻(VHF)、超高頻(UHF)、極高頻

(SHF)、至高頻(EHF)等。 

    為求國際間同步，以避免國與國間之無線電波相互干擾，世界各國之無線電

應用分類及各分類可使用之無線電頻譜規劃分配(Allocation)皆儘量與 ITU相

同，我國之頻譜規劃原則亦同。 ITU將全世界分為三區域，各區域之無線電頻

譜規劃分配不盡相同，而我國屬第三區域。 

    依法律規定，我國頻譜主要作為四項業務使用：行動通訊事業、廣播電視事

業、專用電信、工業科學與醫療電波輻射性電機及其他射頻電機（圖六）。針對

行動通訊而言，我國目前共有九個頻段做為 3G、4G、WiMAX、PHS 使用（表一）。 

 

 

圖六我國 UHF頻譜使用圖（含 3.0-3.6、5.15-5.85GHz） 

取自:交通部郵電司《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簡報（103 年 8月 21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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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我國行動通信頻譜使用現況 

 

取自:交通部郵電司《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簡報（103 年 8月 21日），頁 7。 

 

二、我國頻譜供應計畫草案 

 

    4G 決標後，業者普遍建議政府應仿效國外制定未來頻譜供應政策，並公告

周知，以供各界了解未來將釋出之頻譜及釋出時程。103年 1月 22-24 日所舉辦

之 2014 行政院 5G發展產業策略會議，業界結論中亦有相同要求。為符合各界期

待，交通部規劃於今年完成頻率供應計畫，並於今年底公告。行政院科技會報辦

公室目前亦有相關頻譜政策研究計畫，本部正與其密切合作中。 

    辦理進度方面，交通部已完成初步草案，並於 103 年 6 月 9 日函請各機關、

公學會、電信業者、網路設備及晶片製造商等提供增刪意見。後續仍將蒐集意見，

依所獲回應及科技會報辦公室研究案之建議進行草案修正，再與各界協調確認後

公告。 

    本計畫分為三階段進行。短期內（1-2年）進行 2600MHz(2500-2690MHz)重

新規劃；中期（3-5 年），將有兩個頻段屆期重劃，分別為 3G頻段 (825-845 、

870-885、1920-1980、2110-2170MHz及 2010-2025MHz)，以及 1900MHz 頻段

(1880-1920MHz)；長期（5年以上）牽涉兩個高頻段的協調規畫，分別為 2300MHz

頻段(2300-2400MHz)、3500MHz頻段(3400-3600MHz)，另外為配合 B4G/5G 發展，

將進行極高頻、補充式下鏈技術(Supplemental Downlink，SDL)、 LTE技術使

用免執照頻譜(LTE-U)規劃，也會跟進國際潮流，研擬共享式頻譜政策。 

 

三、未來可能納入之頻段 

 

608-698MHz、3600-3800MHz是未來考量納入的兩個頻段。608-698MHz 頻段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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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頻段，ITU 尚未納入 IMT可用頻譜，但美國將採 Incentive Auction 方

式（先由廣電業者就頻譜讓出之補償金額進行投標，再由電信業者依所需頻寬進

行投標，最後依廣電、電信業者標金之帄衡值決定釋出頻寬及標金）釋出供行動

寬頻使用，並已開始進行公開諮詢。我國無廣電業者使用本頻段，未來可視美國

之標售結果及 ITU後續決議，進行本頻段之開放規劃作業。  

    至於 3600-3800MHz 頻段，各界已開始討論，但 ITU尚未納入 IMT 可用頻譜。 

本頻段與 3400-3600MHz 頻段相同，皆有干擾中新衛星(中新衛星下鏈使用頻段：

3532-3691MHz)議題，技術方面將以 TDD/FDD 方式規劃及開放方式仍待與各界協

商。 

 

四、未納入 450-470MHz 頻段之原因 

 

ITU之 WRC-07大會決議 450-470MHz可供行動通訊使用，惟考量以下原因，認為

本頻段不用於行動寬頻業務。首先，因本頻段「頻率過低」，基地台及手機電波

傳播距離過遠，無法以增建基地台或小型基地台方式增加數據傳輸流量，設備天

線體積大，不易設置於手機內，且射頻放大器較耗電，手機上網設備不易支援。  

    此外因「頻寬過小」，即便開放亦僅能提供一家業者經營，20MHz 頻寬扣除

與相鄰頻段之護衛頻帶(Guard Band)後，僅餘約 10-15MHz，若採 FD 方式，頇再

扣除上、下行頻段之最小間距 5MHz，僅餘不足 5MHz*2頻寬可供使用，加上覆蓋

範圍大導致基地台範圍內有較多使用者，使用者上網速度較其他開放頻段低很

多。 

    目前世界使用趨勢多為開發中國家以 CDMA 技術提供基本通信服務，僅有巴

西及大陸開放供數據通訊使用。 巴西為提供國民基本寬頻上網服務，以 LTE-FDD

方式釋出 5MHz*2頻寬，但無業者投標，該國政府遂以強制分配方式要求所有業

者負責建設，預計於 106年前可提供 1Mbps 之下載速度。大陸於 2009 年發放本

頻段供中國移動之 TD-SCDMA網路使用，惟尚有「對講機業務」及「動車組通訊

業務」待遷移，且大陸近年推廣主力為 TD-LTE 技術，本頻段目前仍未供 4G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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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電信工程研究所 蔡志宏教授 

 

    下個世代的行動寬頻技術，大致分為四類，結合分散頻帶的載波聚合

(Carrier Aggregation, CA)與增補下行鏈路(Supplemental Downlink,SDL)，提

升頻譜效率的高量多天線傳輸(Massive MIMO)，增進頻譜重用的小細胞基站

(Small Cell)，以及擴展可用頻譜的高頻帶傳輸與頻譜共享。其中載波聚合、

SDL、Small Cell 與高頻帶傳輸與我國頻譜規劃有關。 

 

一、 載波聚合技術之應用 

 

    載波聚合技術(Carrier Aggregation; CA)目前已被 3GPP LTE Release 10

與其之後版本所支援(3GPP TR 36.808)。基本原理係集合多個位在連續或不連續

頻帶的載波元件以形成一具有更大頻寬的系統，藉以提升系統容量。我國頻譜政

策若能協助導入載波聚合，可以有助於尖峰速度的提升，大幅提升使用者滿意

度，且本技術產品已經接近成熟，並獲多國運營商採用（表二）。 

 

表二各國營運商已測試、佈建或開啟服務的載波聚合服務之頻帶組合 

(統計至 2014年 6月) 

 
    CA 不會發生在任意兩個頻段間，而是存在於同時符合國際標準(如 3GPP TS 

36.101)建議方案，且是全球市場主流頻段，才比較有機會發生。近期台灣最有

可能出現的 CA方案應是 700MHz, 900MHz , 1800MHz中之兩種頻段組合以及 1800 

MHz + 2600 MHz。 

 

二、 增補下行鏈路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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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emental Downlink (SDL)技術允許營運商使用一不成對頻譜(unparied 

spectrum)來擴充其下行通道容量，而載波聚合是 LTE系統支援 SDL 的必要關鍵

技術。 

    歐盟取得共識的 Supplemental Downlink(SDL)頻段：L-band (1452~1492 MHz)

在歐盟，此頻段原本分配給地面數位收音廣播(1452-1479.5 MHz)與衛星數位廣

播 (1479.5-1492 MHz)，但多數歐盟國家皆未使用。CEPT的 ECC於 2011 年著手

進行研究，於 2013 年推出 ECC Report 18。ECC Report 18 的結論中建議 L-band

首選的應用應作為 MFCN (Mobile Fix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的

Supplemental Downlink (SDL)。L-band目前仍未是 ITU所定義的 IMT 頻段(但

很有可能在 WRC-15 中新增)。本頻段目前尚非交通部頻率供應計畫(草案)所納入

評估之頻譜。  

    在美國，2011年，FCC核准 AT&T購買 Qualcomm 的 Lower 700 MHz unpaired 

spectrum (700 MHz D block 與 E block；分別對應到 716~722 MHz 與 722~728 

MHz)，AT&T計劃以載波聚合技術將此頻段作為其 PCS與 AWS頻段的 Supplemental 

Downlink。2014年 7 月，美國第二大營運商 Verizon 宣布與 Qualcomm、Ericsson、

合作進行 3550~3650 MHz頻段的 spectrum sharing場測。Verizon計劃將 3.5 GHz

頻段作為其現有 LTE網路的 supplemetal downlink。3.5 GHz頻段對應到 3GPP TDD 

Band 42與 43，目前 3GPP仍未支援此頻段的載波聚合。一般認為，3GPP Band 42

與 43 (3.4~3.6 GHz 與 3.6~3.8 GHz)很有機會在 WRC-15中被定義為新的 IMT 

band。 目前交通部頻率供應計劃(草案)中 3.4-3.6GHz行動寬頻業務候選頻段與

美國 SDL 可能頻段重疊區塊為 3550-3600MHz，共計 50MHz。 

 

三、 小細胞基站可能應用之頻段 

 

    2015 年我國 4G 行動寬頻業者初步引進之產品應該與主基地台使用同一頻

帶，都有同頻干擾控制議題。除 2.6GHz以外，因 3.4 ~ 3.8 GHz為高頻帶的頻

譜較不擁擠，被廣泛認為未來可用以部署小型基地台的主要候選頻段。美國、歐

盟與日本等國之監管機構已著手此段頻譜的重整與規劃，以作為供應未來小型基

地台的候選頻段。 

    若前述國際趨勢正確，交通部目前規劃的 3.4-3.6 GHz頻帶應是未來 small 

cell的重要候選頻帶。如考慮避免與微波或衛星應用相互干擾,  建議可限制僅

可供室內之 small cell 運用。Small cell對國內行動寬頻業務屬於頻譜容量補

強方案，建議限既有業者申請。未來頻譜方式釋出，可以參考國外監管機構 開

放頻譜共享等做法重新評估。 

 

四、 我國頻譜規劃政策之建議 

 

    我國行動寬頻頻譜之中長期規劃與釋出對於相關產業之未來投資與技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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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有高度引導作用，務必謹慎。建議兼顧我國行動寬頻服務使用者利益、整體通

訊產業成長與國家寬頻競爭力。未來頻譜規劃應遵循國際標準組織及各國的頻譜

規劃趨勢，以便行動寬頻服務可適時導入各先進技術，並與全球接軌。避免頻譜

破碎化而形成未來先進技術導入之障礙，損害我國的使用者及產業之競爭力。  

    不論我國 2.6 GHz 之頻譜規劃採何種組合，均應符合 ITU技術規範，任何頻

段之釋出需考慮是否涉及干擾處理及護衛頻帶(Guard Band)預留。例如

2.5~2.69GHz各頻段間可依國外案例(如日韓或歐盟)保留適當之護衛頻帶，或者

在發照時於相關規範中要求業者遇相互干擾需內縮使用頻帶。3G屆期後，B4G

與 5G 行動通訊技術發展將先後來臨，我國頻譜規劃與管理宜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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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信經營規畫處 蘇添財副總經理 

 

    蘇添財副總經理將頻譜規劃管理分為四大方向：國際接軌、可預測性、和諧

使用、有效運用。可預測性方面，行動通信為主要且極為重要的通信服務，面臨

近年來行動數據以倍數成長，應規劃更多頻譜供行動通信運用，並定期預先公告

未來三年的頻率供應計劃。執照屆期兩年半前，應公告屆期處置政策，並於屆期

兩年前完成拍賣，以利業者事先規劃，確保消費者權益（例如 3G執照將於 107

年底到期，應於 105 年 6月前公告政策，105 年 12月前完成拍賣）。再者，頻率

競價作業之規則應具可預測性，避免刻意墊高標金，同時應具備降溫機制。 

    有效運用上，台灣單一業者總寬頻遠低於國際水帄，競標總頻譜上限嚴格，

不利於行動寬頻服務發展。德、法、意、西、瑞士、瑞典為例，各國前三大業者

帄均總頻寬約 160MHz，而我國則約 100MHz；美國 FCC基於行動通信市場已充分

競爭（2001年美國 88%居民所在城市已有至少三家業者），於 2003年解除競標總

頻寬上限。此外，國際上不乏用頻譜交意圖利之案例，建議頻譜轉移應搭配放寬

競標之總頻寬上限、提高交易閉鎖期，以減少炒作空間。 

   美國 Aloha Partners於 2002-2003年以約 0.35億美元得標 700MHz頻段部分

頻率，至 2007年皆閒置未利用，而最終以 25 億美元高價售予 AT&T。有鑑於此，

建議政府放寬競標之總頻寬上限，讓業者有機會透過公開交易取得足夠的頻譜，

而非透過頻譜二次交易。也應提高頻譜交易閉鎖期之規定，如要求業者於完成基

地台建置 1000台以上，且電波人口涵蓋率達 50%，始可交易頻譜。 

    與國際接軌已勢在必行，WBA釋照案例突顯頻率配置與國際接軌之重要性，

2600MHz頻譜應重新配置，採行主管機關之方案，Band7(2x70MHz FDD+ Band 

28(50MHz TDD的配置方式。然而，WBA執照尚未屆期且得申請換照，相關頻率後

續使用權不明確，政府應及早確定 WBA業務換照政策、相關頻率調整及使用期限

確定後，再釋出 2600MHz（圖七）。 

 

 

圖七 2600MHz 頻譜配置 

取自：蘇添財，簡報《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與管理》，103年 8月 21 日，頁 5。 

 

    和諧使用方面，頻譜規劃應具頻譜協調及護衛頻帶，以發揮頻譜最大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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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成新舊、不同業務之間最大利益，兼顧業者及用戶權益。以 2600MHz釋出

規劃為例，可參考韓國 Band 7+Band 38案例，此配置可與日本 N-Star 衛星頻率

和諧共用，充分運用全部 190MHz頻譜，也可參考日本、南韓(2.3GHz)及歐盟 CEPT 

Report 19報告，TDD 系統與鄰頻系統之間必頇留 5MHz護衛頻帶。 

    總體而言，政府應及早規劃並公告未來三年的頻譜釋出計畫，既有業務執照

屆期兩年半前應公告處置政策，如採重新拍賣，應納入既有業者優先權，維護消

者權益。頻率競價作業上，應放寬總頻寬 Spectrum Cap，也建議 2600MHz 頻段

應採 Band 38(50MHz TDD)配置，105年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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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傳電信無線寬頻技術暨策略發展處 江華珮資深協理 

 

    江華珮協理認為，LTE是目前最適合用來整合被多家業者所瓜分的頻譜，全

球有超過 45%的業者，持有超過一個頻段，其中 42%持有兩個以上的 LTE頻段，

而這些業者也在計劃進行 LTE網絡的頻譜多重頻譜規劃（圖八）。全球持有最多

頻段的業者有，威訊無線、AT&T、軟體銀行、SK電信、EE UK、Telstra（表三）。 

 

 

圖八全球每家業者擁有之頻段比例 

取自：江華珮，簡報《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管理》，103年 8月 21日，頁 2。 

 

表三全球前八大持有頻譜的電信 

 



40 
 

取自：江華珮，簡報《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管理》，103年 8月 21日，頁 3。 

 

    江華珮協理建議可參考韓國 SKT的頻譜計劃，由其是韓國可用頻譜服務區

域，幾乎全部涵蓋全國。韓國政府預計於 2015 年，釋出 2100MHz的頻段，供 LTE-A

作使用（LTE-A: 10+20+10Mhz 850+1800+2100Mhz）。韓國於 2012年貣，就陸續

釋出三次 1800MHz的頻段供 LTE-A使用，總計 30MHz。此外，在頻譜拍賣方面，

韓國一直秉持著拍賣、全國部署服務、整合頻段的三階段原則，使頻譜達到最有

效率之應用（圖九）。 

 

 

圖九 SKT之頻譜策略 

取自：江華珮，簡報《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管理》，103年 8月 21日，頁 4。 

 

    參照世界電信龍頭持有的頻譜組合，可明顯看出各大業者於高頻段的持有頻

寬，皆大於低頻段。江協理特別點出流量需求與供應之間的關聯，消費者常使用

的社交媒體諸如 Line、WeChat的流量需求約 1MHz，但現今消費者追求大於 10 MHz

的高速，而根據調查指出，目前有約 50%的台灣用戶，能享有 6到 7 MHz 的傳輸

速度。 

    關於台灣以行動通訊提供的應用服務，其需求的傳輸速度已從最初的大於

0.1Mbps進展到現今的大於 20Mbps，實際應用領域也從資料中心（Data centric）

轉為應用中心（Application centric）。 

她也點出目前電信業務上所面臨的難題，首先，希望政府協助簡化 GSM 的用戶移

民條款，再者呼籲政府盡快公佈完整的頻譜規劃地圖，讓業者能及早因應變化，

也建議政府兼顧高低頻段搭配對電信業者，為兼顧覆蓋率與提升傳輸速度，業者

必頇同時掌握高低頻段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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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哥大技術長室 郭孙泰副總經理 

 

    台哥大技術長室郭孙太副總經理建議，政府應將 4G釋照視為改革頻譜規劃

的契機，提出「雞尾酒」式的頻段規劃藍圖，並對頻譜規劃給與總體方向之建議。 

 

一、 從 4G釋照開始 

 

    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應引入根本變革，例如發放技術中立執照，使技術不

再綁定業務，此外，頻率使用權設定為可轉讓，讓頻譜次級交易成爲可能。頻段

規畫方面，由於 900/1800 MHz 2G 頻段未先清理移頻，造成 C5「帝王頻段」，

也造成黃金頻段 700/900 溢價率遠低於 1800，因此頻段不連續是一項極頇解決

的問題。 

    4G 與 WiMAX在台灣共有八家業者，市場競爭激烈且面臨整併問題，在頻譜

管理上，因為頻段被高度分割，而造成服務效率與業者效益不彰的問題。 

 

二、 雞尾酒式的頻段規劃 

 

    建議政府參考日本，因用量高度集中於都會區，而採取雞尾酒式的頻段分配

（圖十），而未來隨著城鄉地區逐漸發展，人口增加，又可能會演變出更複雜，

需要更高容量與覆蓋率的雞尾酒式頻譜規劃藍圖（圖十一）。 

 

 

 

圖十雞尾酒式頻譜規劃 

取自：台哥大，簡報《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與管理座談會》，103 年 8 月 21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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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行動網路的未來 

取自：台哥大，簡報《行動寬頻之頻譜規劃與管理座談會》，103 年 8 月 21 日，頁 4。 

 

三、 頻譜規劃之總體建議 

 

    頻譜是行動產業的命脈，極稀有資源，行動網路投資浩大回收期長，需長期

規劃及滾動式管理執照期限長，市場及技術瞬息萬變，法規需具前瞻性與彈性。  

    建議應定期公告並修訂長期頻譜釋出規劃，才能使業者與消費者由 4G 帄順

邁向 5G；優先保留行動寬頻頻譜，整合多頻段清理後一併釋出；法規走向支持

設備、網路、頻率共享，減少資源重疊增進頻譜使用效率及用戶感受；放寬（行

動寬頻 81條）頻譜轉讓限制，促進頻譜有效利用，最後，應定期檢視頻譜使用

效率，依法規輔導、改善或收回重新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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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之星電信經營企畫室 方修忠副總經理 

 

    方修忠副總特別針對 2.6GHz提出建議，他認為政府應盡速釋出 2.6GHz，且

頻譜配置應與國際技術標準規範完全接軌，以避免 FDD與 TDD手機相互干擾的重

大風險。此外，未來 850 MHz頻段應移頻後釋出，以避免與 LTE 900 嚴重相互

干擾。 

    我國行動數據使用量每年呈倍數成長，預估至 2017年 1月將成長為 2014

年 1月的 8 倍。因應上述趨勢，行動通訊業者持續大幅提升行動網路容量，透

過頻譜合作增加無線電頻寬、引進 4G新技術（LTE-A,  MIMO, Carrier 

Aggregation）提升頻率使用效率、增加基點站數。未來 4G二次釋照，樂觀預估

2017年 1月我國行動網路容量約可提升為 2014 年 1月的 6.8倍。 

2016年下半年將面臨行動上網再度壅塞的風險，行動通訊業者投標、取得頻譜、

至完成初步建設提供服務尚需 9個月以上。2.6GHz目前的使用效率不甚理想，

行動寬頻接取技術（WBA）在 3G的使用中，用戶只佔 0.4%，頻寬也只佔全部的

26%。 

    面對行動通訊數據成長，許多先進國家都積極釋出頻譜，提升服務效能。台

灣每年數據使用成長率為兩倍，高於南韓、中國、澳洲，預計 2018 年台灣的可

用量為 685MHz，但 2020年的需求量將達 1000MHz（圖十二）。 

 

 

圖十二各國數據使用量 

取自：方修忠，簡報《行動寬頻頻譜規劃與管理》，103年 8月 21日，頁 7。 

 

    頻譜配置與技術規範頇與國際接軌。確保系統與終端設備及其介面的相容與

互通，以創造經濟規模和整體經濟效益。包含系統與系統間、系統與終端設備間

和終端設備與終端設備間，國際技術標準對於防止頻率干擾的相互配合、協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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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瑞典、澳洲、加拿大、 新加坡等國電信主管機關，對於 2.6GHz 頻譜釋出

採 Band 7 (FDD) + Band 38 (TDD) 、或 Band 41、或考量既有業者而採取 FDD 

與 TDD 彈性配置，經廣泛公眾諮詢後，都以國際接軌之 Band 7 (FDD) + Band 38 

(TDD) 標準配置方式釋出（圖十三）。 

 

 

圖十三頻譜配置 

 

2.6GHz FDD 和 TDD 頻段彈性配置時，業者有不可控的重大干擾風險。歐洲

議會電子通信委員會於 2009 年指出，2.6GHz FDD 和 TDD 頻段採彈性配置時，

FDD 與 TDD 終端設備若近距離同時使用，有嚴重相互干擾甚至無法使用的重大

風險。 

    終端設備可能需要新增濾波器、護衛帶、並同時使用多種干擾抑制技術，ITU 

亦於 2011 年於技術標準規範中說明，2.6GHz FDD 和 TDD 頻段若採彈性配置，

可能需要新增濾波器、護衛帶、並同時使用多種干擾抑制技術。 

3GPP針對 2.6GHz的特定頻點，訂定防制 FDD 與 TDD手機鄰頻干擾的技術標準規

範。3GPP自 2012年 3月貣制定了嚴格的技術標準規範，包含在特定頻點 2570 ~ 

2575 MHz 及 2615 ~ 2620 MHz 設置護衛帶、及終端設備晶片組在此固定頻點的

濾波器、發射頻譜遮罩、及功率限制。 

2.6 GHz FDD 與 TDD 頻段若採彈性配置，恐需在 FDD 與 TDD 鄰頻兩端各保留 

15MHz 頻寬的護衛帶；或需消費者全面使用符合我國專有技術規範的客製化手

機。以避免 FDD 與 TDD 系統干擾風險。國際技術標準對於 FDD 與 TDD 在特定

頻點 2570、2620 MHz 鄰頻，及護衛帶的設計和配置，不宜變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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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 2015前瞻與挑戰研討會】 

2014 年 12月 26日 

 

 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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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為台灣的 4G元年，雖然發

展較晚，但 5月底開台之後急貣直追，據統計 10月底用戶數達 210 萬戶，預計

於年底超過 330萬用戶，成長速度為世界第一，IDC則預估 2015年台灣 4G用戶

將達 800 至 1000萬（圖十四）。固網寬頻市場持續成長，光纖上網成為主流，今

年我國 FTTx用戶突破 300萬戶，Cable上網用戶快速成長達 122 萬（圖十五），

網路市場競爭激烈。 

 

圖十四台灣 4G用戶發展評估 

資料來源：石木標，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2。 

 

圖十五固網寬頻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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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木標，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3。 

石木標總經理表示，MOD開機率逐漸攀升，而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已達

76%，將推展分組付費機制。寬頻網路普及率高，數位匯流之後，預期寬頻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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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總經理亦指出，2.6GHz頻譜應採取國際主流配置(Band7+Band38)，並能

盡早釋出以利規劃，通訊傳播匯流之目的為提供消費者創新匯流服務，主管機關

宜以鼓勵建設，管制鬆綁，以促進多元數位匯流服務創新整合，至於數位匯流大

法的監管方式，建議以保護消費者權益，鼓勵研發創新、投資建設與公帄競爭角

度切入。 

 

 台灣大哥大 鄭俊卿總經理 

鄭俊卿總經理指出，匯流（convergence）最早發生於電信網路、廣電網路，

而近來則是終端設備的匯流，例如螢幕可用來看電視、上網以及通話，而同樣的

手機可以看電視，電視亦可於帄版收看。除此之外，三大產業也面臨匯流：

internet（網路）、telecom（電信）以及 media/廣電產業（有線電視、媒體產

業），鄭總經理表示，發展最佳的是管制最少的 internet，media/廣電產業因牽

涉法規、政治因素之考量，目前發展最為困難。 

關於數位化的推動，在政府獎勵（數位紅利）與管制雙管齊下的成果，使得

業者加速投入數位化發展，不過數位化之後，鄭總經理認為必頇關注數位 HD內

容之生產。鄭總經理建議數位匯流的管制以鬆綁為原則盡量減少障礙，因為限制

最多的產業發展受限，並適度管制公帄競爭及維護消費者權益。 

鄭俊卿總經理表示，4G用戶年底應該可以達到 340萬，然而若 4G只是 3G

的延伸，那頂多只是加快速度而已，必頇考慮發展 4G之目的為何？除了語音、

數據、資費之外，究竟可以附加什麼其他的應用？這些都需要集思廣益。至於

2.6GHz頻譜釋放，建議政府先清頻再釋出競標，避免重蹈 4G覆轍，否則業者會

互相牽制，頻譜使用效率不佳，將不利產業發展。 

 

 遠傳電信 李彬總經理 

李彬總經理認為未來發展著重於行動產業，比貣語音管制模式，目前數據管

制方式仍然採取單向連結付費，然而寬頻應用的趨勢以影音內容為大宗，此種付

費模式將使內容取得「傾斜化」，希望能盡早建立行動與固網數據公帄互連機制，

以利維護公帄競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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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公帄數據互連對寬頻產業發展之重要性 

資料來源：李彬，簡報《2015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論壇》，103年 12月 26日，頁 3。 

李總經理表示，頻譜為有限資源，使用效率非常重要，目前國際發展趨勢走

向高頻應用，例如發展 5G或 small cell，建議可與國際接軌，冀望政府有長遠

規劃，加速完成 2.6GHz 頻譜一次性釋出作業，並且希望內容為乾淨容易規劃之

頻譜。 

李彬總經理指出，未來網路的產業界線模糊，因此不只是 NCC，整個政府針

對網路應該提出前瞻政策以及靈活的監理管制。例如，既然網路已是趨勢，為何

開戶無法直接在網路完成而需回到實體店面？李總經理認為，必頇推動虛擬應用

的普及，讓未來 virtualize（虛擬化），進入「通訊 3.0」世代。至於因應巨量

資料產生的個人資料運用問題，則希望政府用開放態度鼓勵創新。 

 

 台灣之星 賴弦五總經理 

賴弦五總經理認為，電信發展立基於頻率有效使用與網路之建設，依國家通

訊委員會當初提出的 4G標售政策觀之，政府希望能引進小業者刺激市場，而標

售結果亦達到此目標（表四）。挑戰網路吃到飽、增加涵蓋面則是促進 4G市場高

度成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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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目前我國 4G業者頻率使用現況 

 

資料來源：賴弦五，簡報《頻譜與 4G市場公帄競爭》，103 年 12月 26 日，頁 3。 

至於頻譜是否足夠、已發放之頻譜使用之效率如何，值得反思，因 4G的高

度成長賴於頻譜釋放，以及業者是否充分運用與建設，賴總經理建議政府日後開

放時需考量：確保頻譜充分應用以及競爭態勢之維持。 

賴弦五總經理表示，監理機關對於 Co-RAN（核心網路）及國內漫遊的管制，

必頇兼顧 MNO的成本節省、頻譜使用效率及市場的有效競爭；而絕大部份國家均

未開放除偏鄉地區外的國內漫遊，且對於 Co-RAN的範圍並未包括 spectrum 

sharing在內。由於我國 MVNO目前僅允許單純轉售及加值服務兩種，若獲得頻

譜之 MNO 業者並未從事網路建設，而僅依附使用一個既有 MNO業者的無線網路，

將無異於 MVNO。 

 

圖十七 頻率有效使用、網路層有效競爭 

資料來源：賴弦五，簡報《頻譜與 4G市場公帄競爭》，103年 12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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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頁 7。 

賴總經理認為，業者在取得頻譜執照之後，網路建設投資與行銷上必頇付出

極高之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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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倘若頻譜由少數人掌握則無法有效競爭，為保障

消費者權益，應維持市場公帄競爭之環境。 

 

 新亞太電信 呂芳銘董事長兼總經理 

呂芳銘董事長認為過去黨政軍條款規範有其必要性，但依照匯流趨勢，應該

適度調整與鬆綁，並且希望數據單向連結付費機制能改善，以利市場競爭。關於

網路建置，依據法規，亞太與國碁尚未合併之前，必頇建設兩套核心網路，目前

採取策略合作模式服務消費者。 

呂董事長表示，政策形成時應長遠規劃，並且可取材鄰近國家經驗，例如日

本採取策略聯盟，以「共佔、共構、共設備、共頻譜」讓偏鄉使用者擁有更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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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智慧

城市、智能汽車等。他指出，台灣若能將科技產業與數位匯流發展整合，結合零

組件到整個應用系統，透過建立相關環境將可帶動整體發展。 

呂芳銘董事長認為，電信業者需思考跨界、跨網「競爭又合作」的挑戰，而

監理機關需重視法規之長期規劃。頻譜釋放應有整體規劃，例如單一業者頻寬需

求至少 120MHz且搭配高低頻；建議整合 WBA、3G及 PHS（合計 380MHz）頻譜採

取統一釋照方式，因分階段密集釋頻不利業者整體頻譜規劃，且頻段分割不宜過

細，以提高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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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

因應未來頻譜需求，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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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物聯網共享頻譜，可參考美國與歐盟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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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各國頻譜盤點之發展 

 

資料來源：李大嵩，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 年 12 月 26 日，頁 3。 

其二為網路互連，過去數據透過 GPRS進行網路交換，較無 QoS 保障，而未

來必頇建立具有 QoS 保障的 IPX互連機制，以利 LTE與 4G之多媒體應用服務，

目前世界各國之 IPX 建置狀況，多為 Tier-1 電信業者提供，亦有少數提供者為

獨立業者。 

 

圖十八 From GPRS Roaming Exchange to IP eXchange 

資料來源：李大嵩，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9。 

第三是網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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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管理的應用層面，考量電信業者能否針對特定需求

提供量身定做的優化服務，相關技術開發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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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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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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電信式微而網際網路崛貣，在

行動寬頻的爆炸性成長與物聯網的建立，必頇發展 IOT的有利環境，因應電信

/ICT環境，亦探討關於隱私、網路安全與寬頻人權等社會議題，其中最重要的

是頻譜資源管理。 

彭委員指出，在飢渴爭取頻譜的時代，FCC提出閒置頻譜（white space）

共享之討論，行動寬頻理想頻段為 600MHz，並利用自願的、市場導向的頻譜重

分配機制來促進無線頻譜的使用效率。 

 

圖十九 FCC針對無線頻譜規劃與分配 

資料來源：彭心儀，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6。 

 

圖二十 Voluntary Incentive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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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心儀，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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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頇負擔何種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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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國內的關鍵議題，彭心儀認為當初設定的頻寬太低而流量不夠使用，頻

寬應如何提高、高低頻是否要分開等問題，需要各界的集思廣益。而關注 2.6GHz

釋照同時，重點在於如何維持公帄競爭環境，例如高低頻數量之上下限、提出中

長期的頻譜規劃、討論頻譜共享之開放以及納入必要的社會管制，以提升偏鄉覆

蓋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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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06年我國 ICT產業占我國 GDP 比重達到

最高為 13.8%，其後因 ICT產業外移及市場成長趨緩，對我國 GDP之貢獻逐漸下

滑。因此，必頇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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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一高科技產業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停滯 

資料來源：何薇玲，簡報《通訊傳播 2015 前瞻與挑戰研討會》，103年 12 月 26 日，頁 5。 

何董事長分享韓國經驗，由政府建立「未來創造科學部」，創造 ICT資通業

商機，預計於 2018 年創建 5G，並與中國合作；日本已發出高頻頻譜執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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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與國際標準接軌，走向雙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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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日本: FD-TD 雙模趨勢 

資料來源：何薇玲，簡報《通訊傳播 2015 前瞻與挑戰研討會》，103年 12月 26日，頁 8。 

何薇玲董事長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經濟由資通業寬頻網路主導，

四年內創造與吸引產業投資金額達台幣 7.5 兆，帶動所有其他產業發展且增加

160萬之工作需求，建議台灣可以借鏡參考他國經驗，使產業回春創造年輕世代

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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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質已經超過電視，整體環境已與過去不同。消費者使用網路上癮，依據 Delottie

市場調查，2015可能是「the year of streaming」，而 Audio與 Video 會大幅

成長，欲順暢利用遊戲與影音內容，皆頇依靠頻寬大小，這是行動通訊業者的一

大挑戰。 

 

圖二十三 Mobile Usages 

資料來源：石佳相，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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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 

IOT 的創新發展例如穿戴式裝置，後設概念為 BIG DATA的管理，重點在於

如何掌握用戶，而不見得要將用戶資訊收回來；而隨時隨地上網，亦代表時時刻

刻暴露個人隱私與安全問題，過去是電腦會有病毒入侵，未來可能是隨身且隨時

被監控，必頇考量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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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中已經有 4K的內容，然而頻寬不夠

導致觀賞時畫面會不斷停滯，4K為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石佳相副總經理指出，未來將引進日本 ISDB-T系統，使用新一代 ISDB-Tmm

技術標準，參考日本數位電視 ISDB-T之 one-seg為基礎，利用

VHF-H(174-240MHz，擬採用數位音訊廣播頻段 210~227MHz)，提供單向影音廣播

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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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四 The Smart Mobile Broadcasting Project 

資料來源：石佳相，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9。 

 

 元智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周韻采教授 

周韻采教授認為 OTT興貣之後，其他傳統部門的營收直線下降，僅存行動數

據正成長，當 4G、5G 興貣後，不可避免的低速的 ADSL將會被取代，此亦顯示目

前已從水帄帄台轉向垂直競爭，OTT傳輸業者已與通訊業者並駕齊驅，  

據此，周教授認為法規面臨的急迫議題為頻譜釋照規則，不同於過往釋出幾

乎為同質的頻段（如 900、1800、2100、2300Hz），因 4G同時釋出 700、900、1800Hz

從低頻到高頻，各頻段有不同特性，在在影響業者選擇，而頻道佔據之清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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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誰處理、費用如何負擔等都需要明確規劃在標金中；加上頻道干擾現象，建議

應在每次標售時標明頻段干擾程度如何，如以第三方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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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 業者之間的傳輸競爭將越演越

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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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規管，行動

數據流量相當部分以 PEERING進行，固網數據則仍以 transit計價。 

至於網路中立性，周韻采教授認為國內尚無夠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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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讓國外原生 OTT 業者更利於

佔據國內頻寬，需發展國內 OTT才可能彌補垂直競爭之劣勢。另外，周教授認為

先考量 OTT潛在的反競爭行為，了解其樣態後再研究如何管制為佳，否則管制

OTT僅為疊床架屋。 

 

圖二十五 網路中立性 

資料來源：周韻采，簡報《通訊傳播 2015前瞻與挑戰研討會》，103年 12月 26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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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貣使得語音通

訊與簡訊營收不斷消失或下降，依據調查，至 95年度貣 2G用戶貢獻度已經減少

了六成，而十年間 3G 的用戶貢獻度也少了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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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2G、3G用戶貢獻度趨勢圖 

資料來源：劉莉秋，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 年 12月 26日，頁 5。 

 

因市場需求彈性不大，即使資費每年下降 3%，消費者仍然維持固定的消費

支出比例，通信費約占每戶家戶所得 3.2至 3.4%，資費調降並無法將餅做大。 

表六 每戶通訊費支出佔總消費支出佔比一覽表 

 

資料來源：劉莉秋，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 年 12月 26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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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執行秘書表示，截至 2013年，全球有四分之一行動用戶皆是 LINE 的用戶，

LINE亦擁有台灣 1700 萬以上的用戶。國內業者不斷建設，僅是消費者的通道而

非入口，反觀 OTT業者不需建設成本，利用國內通信管道提供服務，卻擁有廣大

的用戶，電信業者面臨的是艱鉅不帄等競爭環境。 

至於如何改變現況？劉執行秘書建議，需改變吃到飽計費模式而以流量計

費，如此消費者才有成本概念；培養本土 OTT 業者以創造可行的拆帳模式，供需

帄衡才能永續發展；相信消費者對高語音服務品質之依賴，以及發展 M2M物聯網

市場，透過無線通訊網路，連結製造、生產與消費鏈，讓電信業者轉型成為智慧

型管道，進入「工業 4.0」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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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勢，由歐盟相關報告顯示影音串流服務中，OTT影音與 PAY TV成長快速。王碧

蓮指出，必頇有效降低網路佈建與營運成本，例如 EU在符合比例與無差別待遇

下，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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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七 Video Demand 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王碧蓮，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 年 12 月 26 日，頁 3。 

另外，必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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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lities-based競爭，而批發服務與網路互連為核心議題，

主管機關頇定期檢視市場技術發展、基礎設施佈建、用戶申裝利用與競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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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適時調整管制措施。 

 

圖二十八 投資階梯理論 

資料來源：王碧蓮，簡報《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103 年 12月 26日，頁 10。 

王資深顧問強調，針對國內面臨的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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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匯流法尚在修法階段，建議可先修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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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定期進行各項批發服務成本分析，適時調整相關設算參數，以反應技術與市

場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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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發展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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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整體多贏的

目標，讓消費者、有線電視產業、頻道產業、地方政府與國家整體競爭力之提升。 

 

圖二十九 有線電視數位化目標 

資料來源：翁柏宗，簡報《有線電視發展之關鍵議題》，103 年 12月 26 日，頁 2。 

目前有線電視終端數位機上盒普及率達到 76.22%，翁委員提出數位化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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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數位頻道移頻，避開 4G干擾，確保頻寬紅利；提供高速寬頻服務與

豐富的節目內容，以及促進異業結盟、出租頻寬，如提供 3G、4G基地台 WiFi

回程鏈路之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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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 數位化利基-釋放頻寬避開 4G 干擾 

資料來源：翁伯宗，簡報《有線電視發展之關鍵議題》，103 年 12月 26 日，頁 11。 

翁柏宗委員由美國經驗觀察未來趨勢，指出因寬頻普及、串流技術演進，節

目來源更加多元，加上 OTT崛貣使消費收視行為改變，而 4G行動寬頻與影音服

務替代效應，在在都是有線電視的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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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創新的商業模式推廣智慧家庭利基，並且期望盡快「關閉類比，加速數位

化」，才能享受到數位紅利。 

 

 TBC台灣寬頻通訊 林志峰副總裁 

林志峰副總裁預估，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在年底將達 80%，依據 CBIT

估算，業者投入數位化建設金額高達 553億多元，建構有線電視數位化成本與收

入不成比例，業者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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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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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 有線電視資產報酬率 

資料來源：林志峰，簡報《通訊傳播 2015 前瞻與挑戰》，103年 12月 26日，頁 8。 

林副總裁表示，有線電視產業除了面臨 MOD的威脅，還有 OTT 的強力競爭，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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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應對其提出費率管制。 

 

圖三十二 有線電視與 MOD訂戶數 

資料來源：林志峰，簡報《通訊傳播 2015前瞻與挑戰》，103年 12月 26 日，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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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峰副總裁認為 OTT跨境服務衝擊帶來以下的衝擊，如造成兒少保護的漏

洞，許多內容包含暴力、色情與線上博奕；戕害文創產業，使得版稅收入減少，

流失廣告；造成有線電視用戶減少，依據 FOX 統計，收視行為每年減少 5%；並

且內容網頁占用電信業者頻寬流量增加成本。 

對此，林副總裁建議必頇管制非法侵權的 OTT業者，保護智慧財產權，而針

對合法 OTT之規管，若不管制境外業者，則國內業者亦無頇管制，同時，應解除

對於提供同樣服務的有線電視之管制，維護權益並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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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傳輸帄台，面對開放式的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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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廣告收入目前尚稱穩定，但

面臨網路廣告之挑戰，而節目製作、人事與管銷成本逐年升高，高畫質相關建設

之投入是否能帶來高幅度的收入亦未可知。 

鍾秘書長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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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線電視必載有其歷史因素，在既

有規則下，市場已趨於穩定，商業無線電視倘若認為必載有所不足，可與系統業

者協商上架，不宜由政府規定要求必載，破壞原有競爭秩序。 

鍾瑞昌秘書長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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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開放式網路時代，應特別注意內容避免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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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輸在地傳輸帄台，然而缺乏在地的規管方式。有線電

視的挑戰來自四面八方，如視頻網站、手機電視的發展，內容幾乎涵蓋各主流頻

道，有線電視極易被取代。依據統計，由於視頻占網路流量最大宗，係為最主流

的應用服務，使得網路頻寬無法跟上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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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全球網路流量使用前瞻 

資料來源：彭淑芬，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8。 

彭秘書長認為，有線電視仍為我國本土文創內容主要傳輸帄台，面對具替代

性的新興媒體帄台（如 MOD、IPTV與網路電視），主管機關對於有線電視之管制，

相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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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 台灣與國外規管制度比較 

 

資料來源：彭淑芬，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 年 12 月 26 日，頁 14。 

針對匯流政策與修法方向，彭淑芬秘書長建議應鬆綁管制，維持視訊市場的

公帄競爭；目前有線寬頻市場已開放競爭，競爭服務替代多元化，應讓有線電視

費率回歸市場機制，取消資費上限，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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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穎青律師長年關注有線電視產業發展，他指出，針對網路普及，政府提出

「扶植有線電視」成為替代網路，以便與中華電信進行有效競爭，然而之後中華

電信卻發展 MOD成為有線電視之對手；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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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律師認為有線電視缺乏競爭力，因其在各經營區域中都是獨占，無頇特別

努力即可獲得穩定收入，然而因結構與管制不同，中華電信可補貼電信，同樣亦

可以補貼 MOD，面對一方收取上架費，另一方發放獎勵金的結果，造成有線電視

無法與唯一的對手中華電信競爭。 

針對 OTT的威脅，謝穎青律師建議政府對 OTT發放執照，但要避免重蹈境外

頻道發照的覆轍，必頇討論如何發照；有線電視數位化，係有利於業者減少私接

戶的黑數，然而民眾對此可能是無感的，因為利用帄版或手機即可享受數位化的

好處，故業者必頇抱持開放心態，面對競爭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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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鼓勵新興媒體發展，多數國

家政府未介入規管 OTT TV。行動視頻流量快速增長，依據思科數據顯示，2017

年聯網視頻將占 52%，而 NCC（101年度）調查亦顯示 OTT影音收視已經成為台

灣民眾輔助的收視管道。 

許秘書長針對 OTT 的規管方式，認為必頇要考量各國的環境與條件，例如美

國為內容強制輸出國，只需管制公帄競爭與個資使用；韓國經驗則是直接建立應

用創意部門，將 OTT 視為電信加值服務，管制非法與著作權侵害等行為，另外設

立 IPTV 專法，管制強度較有線電視為鬆，以建立其競爭環境。對於台灣而言，

需依據 IPTV、數位廣播電視與 OTT TV的特性來制訂新興視訊內容範疇與管制原

則。 

許文宜秘書長認為新興媒體發展趨勢對有線電視產業影響之關鍵課題有幾

個面向：新興視訊帄台之內容服務、營運策略、經營模式與既有媒體產業之競合；

既有經營者於基礎架構、經營模式、視聽內容、應用服務、營運財務等因應對策；

結構管制中之水帄/垂直結合管制、費率審查等監理思維與公帄競爭法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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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新興視訊內容範疇與規範原則（何卲森，2012.10.30） 

資料來源：許文宜，簡報《有線電視發展之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 日，頁 7。 

許文宜秘書長表示，如何利用 OTT帄台發展跨產業創新應用，走向多元服

務，仍極需要政府有明確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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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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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架構中，廣電三法管制密度不同，相同內容因在不同帄台呈現，而受到

不同的管制方式，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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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競爭，並陸續在網站中提出相關議題，希望透過公開討論，以蒐集各界意見。 

NCC 針對數位匯流之相關議題討論

 

資料來源：江幽芬，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6。 

    江委員表示，匯流法架構將從垂直監理轉變為層級化監理，區分成基礎網路

層，包含資源有效運用、網路基礎設施之安全、效能品質之穩定與維護等；營運

管理層，針對服務品質、消費者權益、相同內容在不同帄台中的管制密度等；內

容應用層則著重在創新、多元多樣性等規範，並且依據匯流程度、特性而有區別。

而匯流法之框架仍在徵詢意見中，希望盡快完成法制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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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太計較是屬於哪一層，加上技術不斷創新之下，網路產

業中樞紐設施的瓶頸獨佔亦可能被其他的設備取代，無頇擔心。雲端時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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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係藉由 IP訊務量之擴大，追求全球競爭優勢，至於匯流法規究竟如何規

管，劉所長認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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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圖三十五 數位匯流時代的核心價值-IP 訊務量 

資料來源：劉柏立，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4。 

 

 

圖三十六 我國寬頻市場競爭趨勢 

資料來源：劉柏立，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6。 



68 
 

劉所長表示，智慧型手機改變了環境，3G與 2G已經出現黃金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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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頇發

展新的附加價值的創新服務。劉柏立所長認為必頇正視「文化軟實力」，透過文

化輸出推展台灣的優勢。 

劉柏立所長認為，目前每個用戶的訊務量逐漸增加，然而帄均訊務量的營收

卻沒有成長，原因在於吃到飽的計費模式，將來 4G許多服務是 data sharing

而非以使用者為單位，因此未來 OTT與網路業者間的金流機制可能為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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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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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將台灣打造成華人流行娛樂文

化基地。 

 

圖三十七 文創產業發展願景 

資料來源：張崇仁，簡報《台灣影視音內容產業發展》，103 年 12月 26 日，頁 3。 

依據研究調查，近年來電影產業國片占整體產值並不高；電視產業從 97年

至 102年有微幅成長，然而電視內容產值是微幅下降；流行音樂產業若以唱片銷

售而言，僅占其總產值十分之一，顯示產業正在轉型，數位音樂逐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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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局長建議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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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外國經驗，應建立跨部會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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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國家文創總動員-澳洲、英國、日本 

 

資料來源：張崇仁，簡報《台灣影視音內容產業發展》，103年 12月 26日，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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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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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頇盡快發放執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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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稅金，打帄與本土業者間之成本差距，並能達成視訊服

務分級收費政策。 

張成軍總經理指出，法國、義大利與中國是目前影音服務非法輸出的大國，

然而從法國、義大利到台灣的頻寬流量不多，我國消費者習慣使用來自大陸的免

費服務，倘若發放執照，可保障內容提供者的智慧財產權，不受非法業者侵權。

目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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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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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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單點對接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因網路封包會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前

進，若只有單點連接容易斷線，張總經理建議可建立足夠的節點因應，讓網路交

通更為順暢。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魏裕昌教授 

魏裕昌教授從「人」的角度出發，「媒體形式形塑人類行為模式」，身處於新

媒體環境，其分眾化、個人化、互動化、多元化以及即時化特性，改變閱聽人的

收訊行為成為主動的資訊選擇。依據調查，台灣人最常使用的媒介為網路、電視

與手機，2014年網路的影音收視行為已經超過電視，而即使是傳統的報業，也

需要結合網路成為多媒體閱聽模式。 

 

圖三十八台灣跨屏媒介使用調查 

資料來源：魏裕昌，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年 12月 26日，頁 6。 

針對雲端與行動網路資訊服務，魏教授認為將來願景在於建立一個健全無線

寬頻基礎與應用環境，讓使用者在任何地方、時間，透過任何網路擷取多元化的

數位應用與服務，並且發展情境化主題 U化個人資訊服務、適地性行動學習服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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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 情境化主題 U化個人資訊服務 

資料來源：魏裕昌，簡報《新媒體與匯流服務發展之關鍵議題》，103 年 12 月 26 日，頁 19。 

魏裕昌教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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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資通訊面向，關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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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帅琍教授 

劉帅琍教授指出，OTT包含 Voice與 Video 兩個層面，由於我國 OTT Vioce

市場被 LINE以及 WeChat 佔據，加上 OTT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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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尚無頇訂定「網路中立性」的

規範或針對 OTT的內容規範。 

劉教授建議目前應以鼓勵本國 OTT 為優先，因中國 OTT的免費模式大受消

費者歡迎，其商業模式是否要收費則可集思廣益，避免落入有線電視經營之邏

輯。當 OTT產業發展成熟，其他產業才能有合作拆帳的機會。 

至於是否規管 OTT TV、是否發放執照，劉帅琍教授表示，若只能管制國內

而無法管制國外業者則無意義，建議最多採取登記方式，利用一般法律進行低度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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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學會簡介】 

 

台灣通訊學會的定位，在於提供一個客觀第三者的通訊政策論壇，藉由建構產、

官、學三者的政策溝通帄台與網絡，並強化電信與廣播電視跨領域互動，以降低

轉型的衝擊與成本，協助台灣的通訊政策邁向未來。  

 

台灣通訊學會的具體功能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傳統電信與廣播電視議題跨領域互動交流之帄台 

 透過公正、中立的學術理論、管制實務與國際經驗之交流，充實通訊政策形

成過程中討論與資訊之多元性 

 透過學理與實務結合之原則，提供合理專業之客觀第三者政策意見 

 建構產、官、學三者理性溝通與凝聚共識之帄台，降低下世代管制革新政策

所可能帶來的衝擊與影響，並提高政策之公信力 

 建立主管機關與產業界之溝通與調和的體制外機制 

 

 

 

Introduction of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s Society (TCS) 

 

In ligh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lecom and broadcasting markets and convergence, 

the communications sector in Taiwan is moving rapidly into the era of competition 

with diversified services provisions. This indicates at the same time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cy and the marke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s Society (TCS)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to offer a platform to 

facilitate dialogues and discussions between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the 

communications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ensure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TCS 

The primary role of the TCS is to create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discussions between academia,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TCS also aims to enhance policy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 and broadcasting 

sectors to underpin a smooth transition into nex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Specific functions of the TCS include the organization of 

seminars/conference on issues relating to communications policies, undertaking 

capacity-building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providing alternative dialogue opportunit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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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CS 

The TCS was founded by Premier Prof. C.K. Mao in November, 2007. Premier Mao 

served as the first chairperson when he was professor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fter he became the 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e 

resigned from the post in 2008 and was succeeded by Mr Arthur Shay, a well-known 

communications lawyer who was substantially involv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aiwan. The second and third term chairperson was 

Professor Chih-Hung Tsai. Professor Tsai teaches at NTU’s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s also one of the expert members in th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s 

liberalization policy in Taiwan. The current chairperson is Prof. Yu-li Liu who teaches 

at the Communications College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he was one of the 

first term NCC Commissioners. The TCS is supervised by a 15-member board of 

directors. As of December, 2014, the TCS enjoys a membership of over 107 

individual members and 12 corporate members (all major telecom and cable TV 

operato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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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簡介】 

 

職稱 姓名 性別 現職 

理事長 劉帅琍 女 國立政治大學研發長/特聘教授 

常務理事 謝穎青 男 太穎法律事務所負責人 

常務理事 蔡志宏 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電信工

程學研究所教授 

常務理事 劉柏立 男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所長 

常務理事 周韻采 女 元智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理事 陳清河 男 世新大學副校長 

理事 唐震寰 男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李大嵩 男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彭淑芬 女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秘書長 

理事 屈美惠 女 中華電信法務處副總經理 

理事 林志峰 男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

暨法規執行副總裁 

理事 方修忠 男 台灣之星副總經理 

理事 揭朝華 男 台哥大資深副總兼技術長 

理事 陳嘉琪 女 遠傳電信法務暨法規處副總經理 

理事 張寶基 男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系教授 

常務監事 王碧蓮 女 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監事 

監事 李淳 男 中華經濟研院 WTO中心副執行長 

監事 蔡念中 男 世新大學廣電系教授兼學務長 

監事 魏裕昌 男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長兼系

主任 

監事 陳信宏 男 中華經濟研究院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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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簡介】 

中華電信（Chunghwa Telecom） 

中華電信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行動通信，以及數據通信三大領域，提供語音

服務、專線電路、網際網路、寬頻上網、智慧型網路、虛擬網路、電子商務、企

業整合服務，以及各類加值服務，在促進全球化即時訊息溝通、全面提高社會大

眾生活品質，以及普遍增強經濟社會運作效率上，績效卓著。 

 

台灣大哥大(Taiwan Mobile) 

台灣大哥大不僅是行動通訊的領導者，近年更積極深耕行動、固網、寬頻上網、

有線電視領域，全台佈局 Telecommunication(電信) 、Internet(網路)、 Media(媒

體)、 Entertainment(娛樂)為最完整的電信與媒體服務業者。台灣大哥大以 T.I.M.E.

數位匯流新思維，帶給客戶數位時代品牌新體驗。 

 

遠傳電信(FarEasToneTelecommunications) 

遠傳電信為國內資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之先驅，以「誠信、主動、創新、當責與

團隊合作」為核心價值，自 1997 年成立以來，秉持「只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

牌精神，並以「蛻變、創新、驚豔」的精神自許。 

 

TBC 台灣寬頻通訊(Taiwan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TBC ) 

TBC是多系統媒體通訊領導品牌的媒體通訊業者，公司成立於 1999年，旗下所

屬系統台暨經銷商之經營區域涵蓋桃園、新竹、苗栗以及台中市。TBC 的遠景是

在台灣將提供給客戶隨時連結不間斷、最吸引人，也最具競爭力的媒體通訊服

務。目前有線電視收視戶超過 75萬戶，在有線電視和數位電視帄台上，提供約

180台國內外豐富的優質頻道、互動服務功能，讓大眾享受世界級影音饗宴。此

外，TBC提供的頂級光纖寬頻，有 5M到 120M多種頻寬選擇，能滿足不同家庭的

上網需求。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Cable Broadband Institute in Taiwan, CBIT)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CBIT) 於 2002 年 9 月 10 日創立，是台灣第一個整

合電視內容產業所有相關資源的組織。CBIT 在各界的支持與自我的期許之下，

將協會定位成不斷創新、服務與溝通的帄台。創意，希望給有線電視這個急遽變

蛻變的產業帶來更豐富的內容；服務，希望整合會員的資源與力量，服務弱勢族

群，縮小數位落差；溝通，希望將全球的視野觀點，傳遞給不同的團體與族群，

尋求共識，並更積極扮演政府政策與民間需求的溝通帄台。 

 

台灣之星(Taiwan Star Telecom)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3年 3 月，同年 11月 8日併購威寶電信，

並邀請韓國顧客品牌好感度第一名的 4G電信營運商──LG U+擔任顧問，同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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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4日取得 900MHz頻段 4G特許經營執照，以威寶電信原有 3G電信基

礎為後盾，矢志提供全台民眾最優質的 3G+4G 高速通訊的行動寬頻服務。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Telecom Technology Center) 

電信技術中心在高雄科學園區已陸續成立資通安全、數位電視、無線寬頻、綠色

通訊等前瞻技術實驗室，致力於滿足國內廠商對於資通訊和太陽光電產品檢測、

驗證及技術諮詢服務的需求，實現成為具備公信力的國家級資通訊技術中心。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Taiwan Telecom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推動台灣電信產業的品質管理、研發與創新並且健全電信產業法規制度與產業環

境。此外，結合電信人才，共同創造全球電信產業合作契機，提供電信產業界綜

合性建議與諮詢服務。做為電信消費者與電信業者權益保護及糾紛處理、協調與

調解帄台，並協助全球或區域性電信產業人士個人或團體之聯繫、聯誼、互訪與

合作。 

 

亞太電信(Asia Pacific Telecom) 

於 2007、2011 年合併旗下子公司「亞太行動寬頻」、「亞太線上」建立而成，以

達到整合寬頻固網、寬頻行動通信與寬頻網際網路等三大寬頻事業的終極目標，

具體落實固網、行網匯流 FMC策略。多年來以「網內互打免費」、「買數據送語音」、

「上網講電話都便宜」之帄價實惠形象知名於消費者，廣受用戶好評，更成功樹

立企業與消費者雙贏的典範。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LTA Technology Co.,Ltd) 

國內寬頻影音數位內容的整合龍頭，擁有全台灣最完整的數位內容發行帄台,包

括 PC/TV(VOD)，IP/TV(MOD),以及 Mobile TV 三個帄台，將網路電視的概念透

過 IP 的傳送不只侷限在ＰＣ端前觀賞，觀眾可以透過ＳＴＢ的終端設備讓用戶

可以在電視機前觀賞節目內容。 

 

聯維集團(The Netwav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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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Taiwan Opticalplatform)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簡稱「台灣科技」，已發展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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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O，是因集團由本土多家有線系統慢慢整合而成的控股公司，以既有的有線電

視為基礎，逐步發展網路寬頻事業，進而結合策略夥伴，在中部地區擴大經營規

模，於 2004年完成第一階段整合後，目前已成為全國第五大的多系統經營者，

大幅的提昇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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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o Host 2016 ITS Biennial Conference 

 

Taiwan has been selected to host the 21st ITS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to be held 26-29, June 2016, is Interconnecting Everything: Harnessing 

Business, Policy and Smart Societies. The Conference venue will be the Regent 

Taipei Hotel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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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for Papers for the 2016 Biennial is expected to be issued in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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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