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5 

 

主題座談－【數據的創新應用與反競爭】 

主持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陳耀祥 

與談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副院長 彭心儀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周韻采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顧問 周佑霖 

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 劉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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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陳耀祥 

現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經歷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執業律師 

銘傳大學法律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訴願委員 

行政院新聞局法規委員會委員 

銓敘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文化部法規委員及訴願委員 

國防部法規委員及訴願委員 

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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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碩士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長領域 

憲法、行政法、資訊科技法、媒體法、經濟行政法、國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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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彭心儀 

現職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副院長 

經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講師 

美國紐約州律師資格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處法制工作小組成員 

國際經濟法學會副會長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法律諮詢顧問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委員 

列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小組成員建議名單 

列入台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爭端解決仲裁人名冊 

荷蘭馬斯垂克大學法律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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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訪問研究員 

美國華盛頓州 George, Hull, Porter & Kohli 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國科會（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國科會（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法學博士 

專長領域 

國際經貿法、資訊通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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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周韻采 

現職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副執行長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經歷 

中國時報、NowNews 專欄作家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2011 年艾森豪獎學金得主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博新多媒體節目部專案企劃 

立法委員呂秀蓮國會助理（紐約） 

立法委員劉文慶國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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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電影資料館研究助理 

學歷 

喬治華盛頓大學公共政策博士 

紐約大學電影研究碩士 

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 

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輔修經濟） 

專長領域 

通信傳播政策、制度經濟學、社群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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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劉孔中 

現職 

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 

亞洲智慧資產及法律應用研究中心主任 

經歷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學歷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Doctor of Law, 1991) 

台灣大學法學碩士(LL.M., 1985) 

台灣大學法學士(LL. B., 1983) 

專長領域 

公平交易法 

智慧財產權法 

電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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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周佑霖 

現職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經歷 

遠傳電信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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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學會簡介 

創設背景：通訊匯流與下世代管制的挑戰與契機 

 在電信傳播自由化政策下，台灣通訊市場迅速朝競爭與多元方向發

展，管制體系與市場參與者的互動日趨頻繁，進一步消除不必要管制障

礙的同時，通訊產業公共政策必須思考，如何透過更完整的分析與討

論，兼顧社會公益。 

通訊匯流使網路與服務分離發展，通訊政策的三個主要構面：科技、

市場與管制，都面臨空前的變革壓力。對科技而言，變革來自於如何在

市場需求與網路效應下，在下世代通訊世界中取得科技的主導地位；對

市場而言，匯流代表來自於跨網路的異業競爭，新興服務的出現產生商

業模式重新定位的壓力；對管制體系而言，科技與市場的結構改變，不

斷在挑戰傳統體系的底線，使得匯流管制革新的需求愈發強烈。 

台灣通訊學會的定位與功能 

 過去台灣通訊界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相當侷限，管制者、產業界與學

術界之間缺少一個針對通訊公共政策形成、進行多元且中立交流的溝通

平台。因此在管制革新的關鍵時刻，台灣通訊學會的創設，提供各界一

個客觀的通訊政策論壇，藉由建構產、官、學三者的溝通平台與網絡，

強化電信與廣播電視的跨領域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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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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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信與廣播電視議題的跨領域互動交流平台 

 各界透過學術理論、管制實務與經驗交流，充實通訊政策形成過程中

討論與資訊的多元性 

 建構產、官、學三者理性溝通與凝聚共識的平台，降低政策革新的影

響，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 

 建立主管機關與產業界溝通調和的體制外機制 

台灣通訊學會的展望：Vision vs. Action 

 期待藉由跨領域溝通平台的建立，促進台灣通訊公共政策的專業性、

客觀性與多元性，進而勾勒出下世代台灣通訊管制的願景。但也深刻理

解，脫離現實的願景只是空想，唯有在發想願景時納入現實面的調和，

這樣才得以永續發展，同時台灣通訊學將會一直秉持著“Vision vs. Action”

的平衡，這樣的理念指引著學會未來發展走向。 

台灣通訊學會入會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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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星、亞太電信、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台灣寬

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台灣電信

產業發展協會、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台灣基礎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竭誠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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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3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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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樓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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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通訊學會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0 號六樓之一 

 電話：(02)2368-8478 

 網址：www.tcs-org.tw 

 E-Mail：tcs.org.tw@gmail.com 

  

mailto:tcs.org.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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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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7 年設立，架構橫跨行動通訊、固

網、寬頻上網及有線電視「四合一」平台，2008 年正式推出「台灣大哥

大」、「台灣大寬頻」、「台灣大電訊」三大新品牌，針對個人、家

庭、企業用戶，提供涵蓋行動通訊、有線電視、固網的整合通信服務，

是第一家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民營電信公司，也是國內第一家

推出 WCDMA 系統之第三代(3G)行動通訊服務業者。 

遠傳電信（Far 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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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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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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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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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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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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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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和數位電視平台上，提供約 180 台國內外豐富的優質頻道、互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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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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溝通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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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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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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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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與調解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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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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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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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礎開發科技（Taiwan Infrastructure Network Technologies） 

    創立於 2001 年 3 月，目前資本額約為 7.8 億元，隸屬於台灣基礎國

際網路（股）公司（以下簡稱台灣科技或 top）旗下子公司，目前也負責

集團下之技術整合、系統建置及營運發展任務；公司當初成立時，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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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充滿熱忱、抱負的網路通訊技術的菁英，在體驗了國外最新的雙向

寬頻通訊網路所帶來的便利及效率後，結合中部地區有志開發寬頻網路

的企業夥伴們，中投有線電視(CTTV)、大屯有線電視(TDTV)、西海岸有

線電視(WCTV)、佳聯有線電視(CLTV)…等經營理念相同之系統台業者，

為開創有線電視的更多元附加價值，而合資成立的一家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公司，地理區域則涵蓋中部地區台中縣、南投縣、雲林縣三大縣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