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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訊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第21屆研討會於6月26日至

29日舉行，共有國內外專家、學者，產官學研約200多人與會，內容包括主題討論「IoT與人性

化科技」、「電信政策研究：回顧與展望」，專題演講「ICT產業與企業創新價值」、「智慧

生活、智慧台灣」，並由五大電信業者分享IoT在地經驗。

此次研討會由元智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世新大學與台灣通訊學會共同主辦，邀請英國

愛丁堡大學教授Martin Fransman，以及前行政院長、交通大學名譽教授毛治國蒞會進行專題演

講。主題討論方面，27日場次由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蔡志宏擔任主持，邀集美國

AT&T助理副總裁Richard Clarke、德國電信副總裁Jan Krancke、台灣大哥大總經理鄭俊卿，以

及韓國電信資深副總裁Hong Beom Jeon與談，探討「IoT與人性化科技」。

               27日專題演講會後合影：左一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理事周韻采、左四英國Martin Fransman教授、

左五ITS前任主席Erik Bohlin、右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石世豪、右二元智大學葉志良助理

教授、右一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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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的主題討論場次由ITS前任主席Erik Bohlin主持，與來自美國的Christopher Yoo

教授、南非Petrus Potgieter教授、韓國Dong Hee Shin教授以及中國呂廷杰教授，就過往電信政

策做研究回顧，同時聚焦現今服務規管之相關議題。

    6月28日專題演講會後合影：左一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理事周韻采教授左二美國Christopher  Yoo教授、

    左三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左四ITS前任主席Erik Bohlin、左五前行政院長毛治國、右四南非

        Petrus Potgieter教授、右一元智大學葉志良助理教授。



本 期 索 引

一、國際電訊傳播學會（ITS）第21屆雙年會紀實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演講紀實

三、入會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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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專題演講一
ICT產業與企業創新價值

    

    論壇首場演講，由國際知名經濟學教授Martin Fransman分享其著作《新ICT生態體系》

（The New ICT Ecosystem）中的諸多觀點，認為創新生態體系（Innovative ecosystems）能夠

解決現今知識在經濟實務中面臨的問題。

        Fransman進一步說明，所謂的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生態有

四個主要角色：第一層網路服務提供者（networked element providers）、 第二層網路營運商

（network operators）、第三層內容與應用平台提供者（platform, content & applications 

providers）及終端消費者（final consumers）。

        Fransman以美國蘋果公司為例，解釋ICT生態體系，分析其打造企業創新體系

（company innovation ecosystems）的過程及方法。蘋果做為第一層的網路服務提供者，藉由創

新的產品設計和消費者建立連結，並發展獨特的

作業系統，與第三層的內容與應用平台提供者合作。

    不過Fransman也坦言，以蘋果公司投入的研發費

用以及高獲利模式分析，蘋果的成功並非來自於技術

創新，而主要是藉由創造獨特的全球ICT生態體系，

將研發外包給韓國三星等技術提供者，達到今日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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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專題演講二
智慧生活、智慧台灣

    

    　　　　　　　　　　　　　　　　　　　6月28日的議程由交通大學名譽教授毛治國以

　　　　　　　　　　　　　　　　　　　「智慧生活、智慧台灣」開場。    

　　

　　　　　　　　　　　　　　　　　　　    毛治國教授以其曾任交通部長的實務經驗，與

　　　　　　　　　　　　　　　　　　　各國的學者專家分享台灣打造智慧型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過程，從前端

                                      的政策擬定、邀集專家研討，到硬體建置與實施成

                                      效篳路藍縷，其中2012年正式上路的電子道路收費

                                      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更是全球首例                       

                                      從計次收費轉換為電子化計程收費的系統，而總長

度達932公里的高速公路收費網，也同時是全球距離最長電子化收費系統。

    展望未來，為持續推動台灣成為智慧生活之都，希望以創新的思考方式，鼓勵各產業間的

合縱連橫。毛治國定義網路空間中的場域以及需要的資訊服務，認為場域包含了家庭、工作、

休閒與社交四種不同的場域，其中又存在著交易、傳播、資訊以及娛樂等需求。橫軸是各種場

域，縱軸是不同的資訊，橫縱軸的互動，就解釋了各種場域所需要的資訊服務。

    行動設備的智慧化與高速化，特別是3G、4G的興起，打破不同場域，需要不同裝置才能

滿足的規則，透過這樣的思考角度，打造從使用者出發的智慧便捷環境，致力將智慧台灣的品

牌推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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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場主題討論「IoT與人性化科技」，主持人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蔡志宏認為，

電信業者致力發展下一世代網絡，雖然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IoT服務，卻也同時面臨不少挑戰

，此一主題討論或許能讓業者思考，在面對IoT世代中的

新型態商業經營模式時，要如何維持其創新領先地位。

    美國AT&T助理副總Richard Clarke首先指出，所謂數

位經濟（Digital Economy）不外乎就是資訊以及傳播，兩

者都和ICT產業密不可分，尤其關乎ICT產品／服務的使用者。然而在產業經濟數位化的過程             

                          中，除了硬體的建構，建立一個讓所有市場參與者信任的環境更 

                          是首要條件，特別在消費者隱私保護方面，不能僅著眼於用戶端 

                          的設備安全性，尚需通盤考量使用者的瀏覽方式。以美國為例，

                                                    Clarke說明法規雖禁止廣告主針對有線電視機上盒用戶的瀏覽習

                          慣，投擲特定行銷廣告，但卻無法管制OTT box上的廣告主。

                              

                              因此，政府在法規與環境面的角色就至關重要，唯有做好消

費者保護的先決條件，才能建構一個高度競爭與快速發展的數位經濟體系。

    德國電信副總Jan Krancke則提到，德國電信在數位創新潮流

中面臨挑戰，數位化下各裝置網網相連，資訊流動較以往快速十

倍甚至百倍，而5G時代在解決網路延遲的技術層面上，更將帶來

突破性的變革；同時，創新技術也帶來新的網絡架構及頻譜應用

模式，例如軟體定義式網絡（Software-Defined Network）或非授

權頻譜（unlicensed spectrum）的運用。不過當各別網路的界線打

ITS主題討論場次一
電信產業新挑戰：IoT與人性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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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之後，互相干擾的問題將逐一浮上檯面，面對這些挑戰，既有的營運模式與組織也都必須重

新詮釋。

    有別於傳統電信業者所關注的付費服務（premium services）、用戶規模、資料保護，以及

付費模式基礎建設投資深受開放平台、服務標準、市場規範等三大因素影響，OTT營運模式主

打的是免費服務（freemium services）、用戶觸及率、資料分析運用、廣告獲利效益與其他延

伸性之服務解決方案，因此除了針對市場特性進行研究，Krancke認為更重要的還是法規面應

追隨科技變遷的腳步進行，能給予業者穩定發展的環境以及目標。

                        

                            與談人台灣大哥大總經理鄭俊卿提到，因為人口增長放緩以及

                         科技突飛猛進，近年語音服務市場已呈現飽和，像是台哥大過去                    

                         10年用戶僅微幅成長0.05%，就算有4G開台，實質獲利也未見明

                         顯增加。未來隨 Google等社群媒體相繼推出光纖計畫，電信業者

                         勢將面臨愈趨白熱化的連網競賽；而Apple的e-SIM計畫也將侵蝕

                         業者既有用戶數，影響業者獲利基礎。

    

    在IoT產業發展的大趨勢下，業者唯有重新定義自身產業定位，隨時掌握業界創新技術，

從硬體提供者角色延伸至內容提供服務，改變甚至擴大獲利來源，才能抓住這股產業潮流。

    韓國電信資深副總Hong Beom Jeon認為，5G將是未來支援

各式服務的核心通訊技術，並表示，KT 將在2018年推出5G服

務，現階段許多創新服務也正在研擬試行中。在南韓，目前廣

泛使用的通訊技術仍以 LTE為主，但KT的GiGa LTE已看準GPS

及自動車等運用商機，並預計於2020年擴大網絡建置範圍，讓

覆蓋率能拓展至偏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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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主題討論場次二
電信政策研究：回顧與展望
    

                              27日第二場主題討論，除回顧過往電信政策研究，更聚焦服

                          務規管議題，進一步激盪、發想未來研究的可能範疇。

                              首先，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 

                                                    Christopher S. Yoo闡述美國電信產業從家用電話普及一直到產業

                          私有化，在過去40年發展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指出除了缺乏資

金的背景因素外，也倚賴學界與消費者持續對制度提出建議，讓美國政府逐步開放國營電信事

業，同時隨著用戶終端設備規格的開放，相關設備零件供應鏈近年也愈趨蓬勃發展，任何人都

可以輕易買到售價低於5美元的手機配件；甚至，為了讓地方新進業者也能進入長途電話市場

，美國電信龍頭 AT&T 更調降長途電話費率。這段期間，整體電信產業政策在各方努力下均有

長足進步，所謂鑑往知來，相信產官學界皆已準備好面對下個四十年的挑戰。

    韓國成均館大學（Sungkyunkwan University）教授Donghee Shin指出，當整體產業趨向整

合且更具彈性時，當前的社會氛圍與政策法規未見跟上這股風

潮，例如Google Glass 雖然是想法創新的科技應用，但基於個

人隱私及資訊安全等考量，有些國家可能立法規範禁止相關產

品銷售。為因應當前的環境，法規及政策設計應該以使用者經

驗為中心，思考模式也應從「把事情做對」轉換成更具主動性

的「做對的事情」，藉由跨產業的整合觀點才能在科技日新月

異的今日，替所有參與者建構安全且自由的使用環境。以IoT

產業來說，應該思考的是IoT服務能帶給人們哪些便利性，以及賦予消費者哪些新價值，又或

是提供政府哪些新應用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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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的Petrus H Potgieter教授，

則帶來南半球電信產業發展的觀點，他認為，當前電信產業的研究議

題應聚焦於三個「S」，法規面考量的頻譜資源缺乏（scarcity）、促

進多元普及的補貼措施（subsidy），以及利用科技發展帶來正向外部

效果執行準則（standards）。綜觀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產業研究焦

點，隨著單一產品的界線模糊化，盤根錯節的分區法規也應該與時俱

進，減少跨境／域使用者的不便性。

    而在全球電信產業的逐步自由化（liberalization）、鬆綁（deregulation）、再管制

（re-regulation） 後，他認為，未來趨勢不外乎就是簡化、再定義如app、社群網絡與服

務、作業系統的分野），以及跨領域整合，像是澳洲與南非即將聯手打造的「平方米陣列」

（Square Kilometer Array）天文觀測計畫。

                                中國北京郵電大學呂廷杰教授表示，中國資訊經濟產值在

                                                        2014年已佔全球三分之一的比重，儘管人口紅利逐漸式微，但 

                            2016年的互聯網經濟規模仍可望上看人民幣1.8兆元，主要的

                            成長動力將來自於互聯網資料服務，而隨著行動裝置普及率提

                            高，未來的創新也將以行動裝置為發展核心，不論是共享經濟

                            或行動支付的異軍突起都不容小覷。此外，軟體與硬體的相輔

                            相成，虛擬與實境的整合，都是主要的發展趨勢。

                                

    為因應產業的快速變化，他認為，法規面除了要能提高網路的安全性、達到社會監管，更

應兼顧保護使用者的權利，才能確保產業的永續發展。他於結論時提及，隨著行動裝置越趨輕

型化（asset-light），網路公司建置軟體式定義網絡（SDN）、 分食市場的意願也將大為提升

，中國政府應重新考量法規制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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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座談場次
五大電信業者分享IoT在地經驗

    

        6月28日進行的「台灣觀點：物聯網與台灣電信產業（IoT and Telecom Industry: Taiwan 

perspective）」分組論壇，由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彭淑芬主持，邀請台灣五大電信業

                        者代表從在地經驗出發，分享台灣發展物聯網的機會與挑戰。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總經理馬宏燦指出，全球市場對IoT    

                        的發展與趨勢相當樂觀，看好寬頻與LTE技術將推動包括醫療、能

                        源、商務、運輸、智慧家庭等各領域IoT應用蓬勃發展，根據

                                                Gartner研究，到2020年IoT可望創造高

                        達3600億美元商機。然而現今台灣業者

面臨四大問題亟待解決：市場過於分散，整合軟硬體的垂直領域知

識顯得相對困難；有關之技術標準及生態圈尚未完備﹔新型科技與

終端設備不斷推陳出新；現有商業經營模式利潤比過低等問題。在

這波IoT的機會與挑戰中，電信業者是讓所有IoT服務成真的關鍵，

更扮演主動積極的領頭羊角色。

                               遠傳電信首席顧問李聖珉則認為，台灣電信業者雖極具發

                           展IoT之優勢，但在這看得到卻還吃不到的IoT市場大餅前，未

                           來10年各家業者應放下一家獨大的心態，共同合作分散風險，

                           找出各自的強項領域發展，打造垂直整合的IoT服務供應鏈，創

                           建完善的IoT生態圈。遠傳近期即致力於發展智慧生活、智慧商

                           業、智慧合作，透過自家700萬的手持裝置、感應器以及IoT網

                           絡，提高用戶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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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哥大行動行銷暨物聯網產品處副處長黃文華也認為，IoT

生態圈發展講究合作，單一業者很難獨大，而綜觀全球的商業經營

模式，策略結盟已蔚為主流，目前全球Bridge Alliance跟GMP兩大聯

盟，皆致力推廣單一SIM卡、單一平台、單一帳單與單一整合服務，

台灣大哥大身為Bridge Alliance成員，正積極發展eSIM、系統整合及

app應用，希望藉此擴大IoT服務商機。

    至於IoT將帶來的挑戰，黃文華認為，包括如何以輕量運算技術

（lightweight computing）保障消費者資訊安全，以及究竟該沿用標

準解決方案，還是為了提供用戶更好的服務，而改採用敏捷解決方案（agile solution），都值

得思考。

                             亞太電信子公司富鴻網營運長陳盈棋分析，除了在既有聯網

                         技術及用戶基礎上維持獲利，電信業者應積極跨足IoT產業，提供

                         消費者一條龍模式的服務方案，或是在市場上推出多元的服務選     

                         擇，甚至進一步透過佈建低功耗廣域網（low power wide area），

                         以及研發新型聯網技術提高營收。

                             然而建置低功耗廣域網，業者勢將面臨成本提高及電波干擾

等問題，對此的因應之道可參考行動數據模式，視用戶需求收取費用，而解決電波干擾問題方

面，則可借鏡無線電頻率的使用規劃經驗。在這波IoT技術浪潮中，Lo-RaWAN可與其他物聯網

絡並存，也讓他特別看好LoRa無線通訊技術的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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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之星行銷事業部資深副總經理朱曉幸則從行銷的角度，分

析電信業者在IoT浪潮下的角色與定位，指出目前語音服務式微，業

者營收利潤下滑，IoT應用與大數據分析的興起看似帶來無限商機，

但消費者願意支付的連網服務費用仍然遠低於業者成本。 面對此一

處境，認為電信業者須釐清自家強項，並與同業從垂直水平面向展

開合作， 才能在愈趨分化的IoT市場中，找出有效的商業經營模式。

從2G到3G、4G，甚至是5G的過程， 都顯示通訊技術演進是漸進式

的，業者很難期待開發殺手級app，就能帶來驚人利潤。

        與談人會後合影，由左至右分別為：台灣大哥大行動行銷暨物聯網產品處副處長黃文華、遠傳

        電信首席顧問李聖珉、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彭淑芬、台灣之星行銷事業部資深副總經理

        朱曉幸、亞太電信子公司富鴻網營運長陳盈棋、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總經理馬宏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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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演講紀實

    

                                   接續ITS大會的討論主題，JPS Consulting創辦人Jean Paul 

                                                      Simon，以及美國AT&T研究部門主任 Ann Skudlark，6月29日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進行演講，分別從歐洲及美國電

                           信產業角度，分享未來數據經濟、OTT與物聯網等發展趨勢。

                                                               Jean Paul Simon表示，使用者透過多螢幕享受各式連網服

務，手機連網的比例大幅提升，隨內容傳遞網絡的興起，市場普遍看好app經濟以及原創內容

的發展前景。根據Millward Brown在2016年的資料顯示，消費者透過手機觀賞影片的比率逐年

增加，其中尤以東南亞地區成長幅度最為明顯；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也預測，隨著IoT的技

術發展及終端設備的推陳出新，截至2021年底，手機將不再是連網服務的優先選擇。

     Jean Paul Simon進一步說明，OTT的崛起雖然替市場注入活力，但在增加消費者選擇的

同時，也對歐洲電信及IT業界造成衝擊，除了OTT定義模糊將造成不對稱管制，既有法規是否

適合管制OTT也引發爭論。目前業者對OTT管制的看法相當歧異，有些固網業者擔心OTT業者

佔用頻寬提供低價甚至是免費的服務，不僅影響其營收利潤，也可能使其淪為笨水管（dumb 

pipe），進而失去以往在app供應鏈的優勢；不過也有些固網業者認為，OTT帶來的危機，也

業者重新檢視過往仰賴語音及文字訊息的營收模式，進而積極思考轉型方向，例如投資新網絡

增加自身競爭力。

    從法規面來看，儘管歐盟電信管制機關已注意到OTT定義模糊的問題，也試圖區分OTT與

電子通訊服務兩者之間的差別，但其對OTT的定義仍然不夠清楚。當前首要之務，是思考如何

明確賦予OTT清楚定義，進而探討OTT入法的必要性，以及未來將如何管制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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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Skudlark則就自身觀察，分享AT&T未來發展的兩大關鍵：打造健全的物聯網環境，

以及滿足消費者“entertainment everywhere＂的渴望。為滿足市場需求，AT&T正積極佈建軟體

定義式網絡（software-defined network），並透過組織文化改造與員工再訓練等一連串措施，

讓員工都能發揮所長，提供消費者優質服務。

    透過集中控制的SDN網絡，AT&T將能有效率且及時的回應消費者的網路流量需求，提供

多元的車聯網應用服務，包括車內監控系統、定位分析與導航、交通緊急救援、道路支援、車

用娛樂系統等，AT&T也與保時捷及福斯等車廠合作，建置車內WiFi系統，蒐集行車數據以分

析運用於大眾運輸規劃。

    除車聯網應用，AT&T也致力達到“entertainment 

everywhere＂的目標，與Verizon電信合作打造FTTH高速

網路環境，提供消費者最好的視聽娛樂品質。基於成本

考量，AT&T目前逐步淡出IPTV市場，把發展主力放在

數位傳輸技術，去年買下直播衛星DIRECT TV後，希望

能借重其與美式足球聯盟的長期合作關係，提供消費者

更多元、優質的賽事轉播內容，進一步為AT&T帶來實質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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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人士與講者於會後合影，由左至右分別是：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彭心儀、AT&T研究部門主任Ann Skudlark、JPS Consulting創辦人Jean Paul Simon、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員陳憶寧、元智大學助理教授葉志良。

近期會議資訊
寬頻網路新媒體與物聯網政策 國際研討會

日期：10月7日（五）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國際會議廳

報名方式：台灣通訊學會網站 www.tc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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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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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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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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如後頁），經理事會議審定通

過，並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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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cs-org.tw
 

台灣通訊學會

、



電話 : (02)2368-8478     聯絡信箱 / tcs.org.tw＠gmail.com
網址 :  http://www.tcs-org.tw/
地址 :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0號6樓之1
6F.-1,No.10,Sec.1,HepingE.Rd.,Da’an Dist .,Taipei City106,Taiwan(R.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