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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學會年度盛會「2018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12 月 28 日於

交通部集思會議中心舉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任委員詹婷怡、副

主任委員翁柏宗、陳憶寧委員、何吉森委員、陳耀祥委員、郭文忠委員、行政

院科技會報蔡志宏執行秘書、國內五大電信總經理、韓國最大電信公司 Korea 

Telecom（KT）社長 Dr. Hyeon-Mo Ku、歐洲通傳法規政策專家 Dr. Jean Paul 

Simon 等國內外產官學研重量級專家學者齊聚，針對「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

鍵議題」、「有線電視、新媒體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5G 時代電信

產業發展、挑戰與需求」與「數據的創新應用與反競爭」等議題，共議我國通

傳關鍵政策與產業前瞻發展策略。

邁向 5G 時代　產官學研共議通傳前瞻與挑戰

與會貴賓開場合影。由左至右為台灣寬頻通訊法務長林志峰、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許文宜、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教授虞孝成、Korea telecom 社長 Dr.Hyeon-Mo Ku、台灣之星總經理賴弦五、亞太電信總經理陳永正、遠傳電信
總經理李彬、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詹婷怡、行政院科技會報執行秘書蔡志宏、
國立交通大學榮譽教授呂學錦、台灣大哥大總經理鄭俊卿、中華電信總經理謝繼茂、Dr.Jean Paul Simon、世新大學
副校長陳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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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主席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暨國立政治大學研發長劉幼琍表示，「2018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為台灣通訊學會在 106 年度舉辦的年度盛會。這是

本會連續第三次邀請到五大電信公司的總經理同時出席表達關心的電信議題。電

信業者多半關心 5G 頻譜的釋出及公平競爭等議題。有線電視業者則對新媒體競爭

及法規鬆綁表示關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任委員詹婷怡表示，NCC 的定位在於以寬頻社

會來驅動社會轉換，透過傳播產業帶動整體的社會發展，但在科技進步的同時仍

不可忽略其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台灣的 ICT 產業擁有充分的競爭力，行動網路的

覆蓋率也是世界第一，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強跨領域以及其他部會的合作，提升台

灣傳播產業的內容質量，鼓勵合作與多螢、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在後匯流時代，

除了產業以外，政府與監理組織也要回應數位轉換與數位經濟發展。

行政院科技會報蔡志宏執行秘書特別指出，5G 頻譜將在 2020 年釋出 3.4 ～

3.6GHz 頻段，但目前頻段上仍有使用者，因此營運模式、釋出方式仍有待商榷。

政府高度重視 5G 相關政策，在頻譜方面持續追蹤國內外進展，已經進行跨部會協

商監理，但在更高頻段仍未有共識，相信能在未來一年交出相關計畫成績單。另

一方面，政府也不斷在電信產業中投入資源，許多創新的科技產品都需要網路支

持，相信 5G 時代能帶給電信業者更多機會與挑戰。

研討會主席及致詞貴賓。由左至右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詹婷怡、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幼琍、行政院科技
會報執行秘書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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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 :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翁柏

宗在主持「電信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

座談時表示，近期 3GPP 宣布已完成制定第

一版 5G 標準，意味著 5G 即將來臨。NCC

甫於 102 年完成第一次 4G 的釋照作業，

2017 年 10 月底完成第三波釋照，每一次

電信網路的升級都會帶動業者投入龐大成

本。技術的演進如此快速，電信業者將面

臨以消費者為主，或是跟隨技術發展的兩

難，相信參與本場座談的五位總經理都能

提供寶貴意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翁柏宗

主持人及與談人合影。由左至右為亞太電信總經理陳永正、台灣之星總經理賴弦五、遠傳電信總經理李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委員何吉森、中華電信總經理謝繼茂、台灣大哥大總經理鄭俊卿。



4

　　中華電信謝繼茂總經理指出，順暢、

安全、可靠的網路是數位經濟之基礎，但

目前光纖佈建相當不易，不管是經過私人

土地或是兼顧路平專案，都會提升既存建

物佈建的困難度。另一方面，目前仍有約

七百萬的 3G 用戶等待移轉，希望政府能夠

規劃更便民的移轉程序。謝繼茂也提到，

為幫助物聯網生態系的建構，建議政府單

位規劃釋放 1GHz 以下的 5G 低頻段頻譜、

提升室內的涵蓋，並期許政府單位能夠建

立與時俱進且平衡規管的法規環境、放寬

電信管制及加強對 OTT 的監督。

中華電信總經理　謝繼茂

中華電信總經理謝繼茂

　　台灣大哥大鄭俊卿總經理認為，台灣

3G+4G 上網傳輸量持續升高，但用量增加並未

帶動營收增加，實際上數據的營收正在下降。

隨著網路中立性的改變，電信業已經從規管

走向市場機制，這是電信業的契機之一，電

信業者能不向用戶收取使用特定服務之網路

流量費用，轉而與 OTT 業者協議費用分擔模

式，達成消費者、電信業者、OTT 業者三贏的

Zero-Rating 模式。鄭俊卿期望政府可以放寬

法規限制，讓業者能夠更順利的進行跨領域

發展，像是 mobile connect 作為新型態身分

認證的憑證，雙證件認證在實務上施行有所

窒礙，需要政府鬆綁法規。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鄭俊卿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鄭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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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傳電信總經理李彬表示，台灣行動

頻寬與頻譜的需求不斷增加，基地台建設

費用、頻譜標金與使用費也跟著提高，且

每年電信業者花在轉移訊號站的費用至少

二至三億，這些成本的投入對於電信業者

來說都是相當大的挑戰。另一方面，行動

市場產值持續下滑，固網市場則因不充分

競爭而相對穩定，建議政府領導公平競爭

與產業發展，推動公平使用原則，解決最

後一哩問題，建立公平且可長久發展的產

業環境。再者，相較於其他科技產業，希

望政府能夠針對電信產業減免租稅，合理

化頻譜使用費，加速 5G 發展。

遠傳電信總經理　李彬

遠傳電信總經理李彬

　　台灣之星總經理賴弦五指出，目前來說

4G 未能替產業帶動產值便開始衰退，5G 的市

場應用與商業模式尚未明朗，技術也還在發

展階段，電信業者必須投入大量資金在基礎

建設與頻譜資源，因此，建議 NCC 可以借鏡

先進頻率政策，一次釋出充足頻寬供業者各

取所需，並建立保障弱勢業者的頻率釋出機

制。賴弦五提到，自由市場並不等於公平市

場，NCC 應調整現行的收費機制，使用費應以

填補管理成本為限，拉長執照年限，降低頻

率的使用費。

台灣之星總經理　賴弦五

台灣之星總經理賴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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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電信總經理陳永正表示，高速率的

5G 服務需要綿密的涵蓋率，且需大量頻段支

持高下載速率，在頻譜分配上需兼顧各種服

務需求。在基礎建設的部分，目前世界多國

如日本、英國皆仰賴網路設施共享（Network 

Sharing），尤其以歐洲最為普及，如此一來

能夠提高電信業者投資效益、加速 5G 建設時

程，提供更優質服務，陳永正更希望台灣能

夠效法新加坡，由政府主導催化產業升級。

亞太電信總經理　陳永正

亞太電信總經理陳永正

主題座談 :有線電視、新媒體產業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

　　本場次由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虞孝成教授主持，邀請到四位產官學界專業

人士與談有線電視、新媒體產業發展趨勢與

關鍵議題。

　　虞孝成教授表示，台灣未見鬆綁太快帶

來損害，反而是因鬆綁太慢扼阻業者創意與

生機，間接影響經濟、就業與薪資，既有法

規是否有辦法讓創新的媒體營利模式發生是

未來的挑戰。若要活絡經濟必須開放競爭、

相信消費者有能力自行挑選資源。媒體必須

打破電視賣廣告、電影靠票房的營利模式，

結合「廣告＋收費＋影音＋動漫＋遊戲＋網

文＋電商」APP 化規劃模式，但台灣目前法規

尚未準備完善。另一方面，政府應對數位有

線電視、中華電信 MOD(IPTV)、OTT 等媒體平

台應採取一致之鬆綁標準。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虞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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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何吉森委員指

出，行政院推出「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發展方案」（簡稱 DIGI+ 方案），並成

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NCC

擔任「基礎建設組」召集機關，2017 至

2025 年投入 1700 億，期望能達到數位

2.0 願景。後匯流時代將以網際網路及

全面數位化做為推動驅力，導入網際網

路治理機制，公權力不直接介入，強調

跨境、跨產業、跨部會協調合作。

　　何吉森提到，未來的消費市場是「創

造性的破壞」，須建立彈性的法令架構

配合，先畫出願景，以願景帶出政策共

識，形成白皮書再去規劃未來法規。在

產業方面，何吉森援引新加坡經驗，認

為有線電視不應為保護特定平台而犧牲

其他平台，需同時經營 OTT，像 Toggle

即提供三種不同的消費模式選擇。在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何吉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何吉森

理層面則須顧及比例、合理性、平等

待遇原則；像是網路影音牽涉個資運

用與法律解釋，必須聯合相關法務機

構解決。 

三立電視公司行銷公關部資深副總經理　張正芬

三立電視公司行銷公關部資深副總經理張正芬

　　三立電視公司資深副總、政治大學廣電

系兼任助理教授張正芬認為，有線電視發展

的下一步在於如何充分發揮媒體經營的價

值。不論是有線電視或是新媒體都需要內

容，戲劇內容才是根本，但台灣製作戲劇非

常的困難，須著重創作人才的培育與養成，

接著是要針對目標群集媒體產業改變策略，

包含創新的獲利模式等。此外，戲劇內容也

需跨國合作、朝正面能量與多元題材發展。

在面對多元平台的情況，策略上應針對目標

群及媒體產業的改變思考、進行「多螢跨

頻」的網台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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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彭淑芬理事長表

示，有線電視從傳統走到新媒體面臨廣告量

跑向新媒體的嚴峻環境，其中對第一線內容

業者最為挑戰的是尚未找到新的商業模式。

目前凱擘、中嘉與 TBC 都為智慧家庭服務的

建置做努力，但數位化成本大幅增加，尤其

是機上盒維運跟人力投資，在加值服務市場

仍未普及之下，數位紅利尚未顯現。彭淑芬

認為有線電視與 MOD 同為視訊服務，但法規

管制密度懸殊，政府應該對數位有線電視、

中華電信 MOD(IPTV)、OTT 等媒體平台之規

管採取一致之標準、取消管制落差、杜絕盜

版機上盒與視頻網站，並落實有線銅軸光纖

混合進入建物的立法規範，給予數位匯流產

業公平競爭之環境。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彭淑芬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彭淑芬

　　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指出，台灣有

線電視家戶普及率高、有線電視不再只被

作為電視，在發展大數據下的物聯網與智

慧社會有極大潛力。於政策端需考量技術

中立、公眾性便利性與必要性原則，讓商

業盡情發展，同時照顧社會面。營運端需

考量數位加值服務。在產業生態鏈上則應

朝向「融媒體」發展，打破既有電視電影

的營利模式，精準對應消費者，進行平台

精準交易，結合物聯網共享利益。

世新大學副校長　陳清河

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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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歐洲有線電視、IPTV 與 OTT TV 的競合關係

　　JPS Public Policy Consulting 
Director,　Dr.Jean Paul Simon 以「 歐
洲有線電視、IPTV、OTT 的競爭與合作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cable TV, IPTV and OTT TV in 
Europe）」為主題介紹歐盟目前的視聽媒
體市場概況。Jean Paul Simon 指出歐盟的
視聽媒體市場非常多樣且分散，每個國家
所習慣使用的主要媒體也不同，所以歐盟
理事會採取共同決定（codecision）的法
律框架，而各成員國內的執行方式仍有差
異。
　　針對近年蓬勃發展的 OTT 服務，2010
年 的 視 聽 媒 體 服 務 指 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Directive, AVMS）將視聽
內容性質區分為「線性」（linear）與「非
線性」（nonlinear），其中非線性的視聽
內容因受到程度較低的管制，歐盟認為這
樣子的法規已足夠規範傳統電視與隨選視
訊服務。根據市場調查，2014 年歐盟的媒
體市場高達 1060 億歐元，其中視聽服務如
付費電視、隨選服務等就佔了近九成的營
收，約 940 億歐元，2015 年底歐盟已經有
約 2500 個視訊服務，平均每個國家的消費
者可以接收到 127 個隨選服務。

　　但是目前歐盟共有超過 20 種官方語
言，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與政治背景，
大幅影響歐盟的視聽內容產業，在歐盟每
個國家的媒體主導者大不相同，如法國擁
有世界第一的 ADSL 市場，其市場主導者即
為電信業者。除了發展不平均之外，還有
高度集中化的趨勢，如在 2015 年的調查發
現，歐盟 46% 的電視頻道來自英國、法國
與德國。
　　Jean Paul Simon 認為傳統舊媒體的發
展正在停滯，付費的隨選視訊服務正在快
速成長中，不同的媒體平台為傳播產業帶
來更多的機會，歐盟的做法還是採取較低
度的管制，讓各個會員國在大原則之下，
採取適合的規管作法。
　　主持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陳憶
寧在結尾時提問，台灣 OTT 市場目前有兩
類型業者：境外的大規模 OTT 及本土小型
OTT，不知歐盟國家對於這兩類型的 OTT 業
者是否採用同一種規範及課稅方式。對此
Jean Paul Simon 回應，歐盟並未因為業者
的境內／外之別而以不同的法規規範之，
至於台灣本土OTT業者有哪些突破的機會，
Jean Paul Simon 認為可以試著從創新內容
著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陳憶寧JPS Public Policy Consulting Director,　Dr.Jean Paul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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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5G 發展與未來傳播網絡：韓國 KT 公司的經驗

　　本場次特別邀請韓國電信（Korea 

Telecom, KT） 社 長 Dr. Hyeon-Mo Ku

以「The Development of 5G and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 

Korean Case」為題做主題演講，分享 KT

在 5G 技術上的運用，及通訊網絡的未來

發展。

　　Hyeon-Mo Ku 認為，網絡是現今市

場交易階段的關鍵要素。綜觀 AT&T、

Verizon 和 SoftBank 等 電 訊 龍 頭，

無不積極於國內建置 5G 網絡的技術

環 境， 爭 取 全 球 市 場 主 導 權。 韓 國

目前是網路使用成長率第一的國家，

Wifi 建 置 完 善。Hyeon-Mo Ku 借 韓 國

的例子舉出三項「網絡」的特點：網

絡革新帶動技術創新、網絡角色的擴

張、 網 絡 能 解 決 社 會 與 經 濟 問 題。

　　KT 在 5G 技術上實屬領導地位，率先

創造全球首個 5G-SIG 標準。KT 於 2016 年

就開始積極籌備 2018 年平昌奧運 5G 轉播

賽事，以選手視角的同步觀看功能、360

度環景與全息投影都提供絕佳觀影體驗。

　　 在 IPTV 方 面，KT 致 力 發 展 音 頻

辨 識 的 智 能 助 理 GIGA Genie， 結 合

機 上 盒 提 供 用 戶 服 務。 此 外，KT 透

過 KT-MEG 智能技術調控寬頻、物聯網

（IoT）、大數據耗能，減少經費耗損，

發展智慧能源事業；智能技術亦結合

網路銀行服務，隨時隨地輕鬆理財。

　　KT 亦將 5G 應用在航海通訊、環境

監測與疾病防治領域。例如提高沿海

手機信號覆蓋率保障航海安全、透過

感測器即時傳輸數據至空氣警報網絡

平台、透過漫遊數據預防出入境疾病擴

散等大數據的整合，皆仰賴 5G 技術。

　　主持人國立交通大學榮譽教授呂學

錦指出，韓國在通訊發展持續在寬頻、

行動上領先全球，現在 KT 更是積極推

展 5G 技術的能見度。其實不僅是韓國，

日本、中國、美國也都想在 5G 技術爭

奪第一寶座。以韓國的經驗為借鏡，

我們應慎重考慮台灣下一步該怎麼做。

Korea Telecom（KT）社長 Dr. Hyeon-Mo Ku 國立交通大學榮譽教授呂學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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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 :5G 時代通傳產業的發展與挑戰

　　下午第一場主題座談「5G 時代通

傳產業的發展與挑戰」由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委員郭文忠主持，邀請四位

專家針對 5G 時代產業的需求與挑戰進

行與談。

　　郭文忠開場時指出，除了技術以

外，市場模式也很重要，作為監管機

關的 NCC 會盡量以樂觀的態度、開放

的心胸鼓勵市場成長，希望後續為台

灣帶來嶄新的數位經濟局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郭文忠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劉柏立認

為，現階段政府的管制思維仍處於工業時

代，是目前發展新科技最大的挑戰，因此需

要法制面的改革；他強調，政策主管的監理

思維決定了市場結構的現狀及競爭樣態，並

直接與創新服務市場相連結。5G 是整合的

概念，著重於應用面、服務面，大寬頻、

大連結、超低延遲，服務內容以消費端、用

戶端為導向，軟體技術重於硬體技術，未來

所有產業都將與 IOT 連結。但法治規劃仍不

足，電信業者手邊擁有大量數據使用，但是

礙於個資隱私規範，無法成為公開商品化。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　劉柏立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劉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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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技術處 5G 辦公室主任柯秀

民指出，5G 和 4G 的差異在於從需求面

出發主導相關技術，然而電信經營環

境越來越辛苦，使得業者對於經營感

到卻步。隨著新技術的出現，頻寬永

遠不夠，需要開放新的頻譜，並從管

理和技術提升頻譜使用效率，建議 NCC

未來以開放連續頻譜為主，而非分散

導致效率降低，並提升調變技術、改

善天線使電波的使用更有效率。在頻

譜管理方面，業者可以協商應用，讓

頻譜能夠充分利用。

經濟部技術處 5G 辦公室主任　柯秀民

經濟部技術處 5G 辦公室主任柯秀民

　　國立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副校長

林一平認為，行動技術的發展是擴大

頻寬，然而現行計費的問題，導致電

信業者的營收不足，頻寬增加對於收

入未有助益。其次，大頻寬對於創新

應用如 AR、VR 的使用沒有幫助，客戶

不一定買單。此外，物聯網相關解決

方案眾多、技術不一，5G 大頻寬也無

法解決問題。5G 更面臨行動網路與固

網的整合，相關技術仍在發展，如果

能夠加以克服，才能完整應用 5G。

國立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副校長　林一平

國立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副校長林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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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智慧服務推動聯盟王定愷會

長分別以中國大陸及韓國為例說明各

國不同世代資通訊技術的發展進程。

中國大陸每一代無線通訊技術的產業

戰略非常清楚，由政府機關介入主導，

積極制定策略、進行組織改造。韓國

則是 2G 時間壓縮非常短，3G 導入非常

早，建設韓國成為科技島，造就三星

的成功。王定愷呼籲台灣資通訊技術

進展到 5G 的過程中，應該避免重蹈過

往延宕技術導入，舊技術佔住頻段且

頻譜標金過高的覆轍，如此才能兼顧

全民福祉與經濟效益。

數位智慧服務推動聯盟會長　王定愷

數位智慧服務推動聯盟會長王定愷

主持人及與談人合影，由左至右為數位智慧服務推動聯盟會長王定愷、經濟部技術處 5G 辦公室主任柯秀民、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委員郭文忠、國立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副校長林一平、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劉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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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 :數據的創新應用與反競爭

　　第四場座談主題為「數據的創新應

用與反競爭」，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員陳耀祥主持，邀請四位數據應用與

規範的專家學者，針對網路中立性、隱

私與保護措施等數據議題進行與談。

　　陳耀祥委員提到，在後數位匯流時

代，主管機關的監理不在只限縮於通訊

傳播，經常涉及數據（Data）。在討論

數據治理及數據經濟時，究竟由誰拿走

數據所衍生的利益將會是關鍵。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陳耀祥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副院長

彭心儀提到，過去一年數據相關法律議

題的關鍵爭議為「數據保護主義」，數

據已然成為國與國之間折衝核心及國內

主管機關聚焦處理的爭議問題。彭心儀

指出從過去一兩年的觀察可以發現，數

據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和數

據保護主義是國際立法趨勢，如中國就

禁止數據出境，且嚴格規定伺服器必須

留在境內；加拿大、澳洲則是限制特定

領域數據出境，如醫療數據。這些立法

案例皆是以隱私為名進行爭辯，但論辯

的核心其實是數據的控制權與其帶動的

經濟市場。在數據驅動經濟的情境中，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副院長　彭心儀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副院長彭心儀

政府須推動聚焦大數據的監理機制，

並開始審慎思考以數據為中心的法制

架構，像個人資料保護法便需進行解

構、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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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周韻采教

授指出，目前 Facebook、Google 等大

型網路業者不間斷的蒐集使用者行為

數據，並透過跨領域的併購掌握更多

數據，藉此優化服務，這些數據蒐集

行為有可能造成反競爭現象。針對數

據服務所引發的爭議，周韻采歸納出

幾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包括大型數據

公司在進行併購時，管制機關必須考

慮到數據可能衍生的影響力，而非單

一市場價值；再者，管制機關要有能

力挖掘隱性勾結，檢測由數據公司提

供的服務是否有反競爭之虞，並建立

數據的價值衡量標準。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周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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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霖則對於台灣目前的數據保護措施非

常悲觀，舉例來說現在行動支付成為

趨勢，不論是Apple pay、LINE pay等，

都將消費者的數據送往國外，政府必

須要加速本土資料的保護，台灣使用

者的數據就應該要留在台灣，這不僅

僅是商業層面的考量，更是涉及國安

層面。而數據的應用更仰賴健全的網

路建設，要讓這些數據金礦能夠有效

應用，還須靠政府與電信業者的合作

努力。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顧問　周佑霖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顧問周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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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管理大學劉孔中教授從網

路中立性角度切入，認為網路中立性

的概念主要是對於消費者有利，可以

滿足接取更多內容，又不會被收取額

外的費用，而網路中立性被擴大到言

論自由也有點過慮，實際上網路中立

性的最大受益方是擁有全球最多內容

的美國，這樣網路中立性的概念在台

灣數位通訊傳播法之中是否合用？面

臨跨國大型業者的強勢競爭，本國自

製內容不足等困境，若一昧盲從美國

的網路中立性原則，可能只會加重我

國的產業困境，加上我國五大電信業

事業在 NCC 要求下積極建設，並不會

有美國寬頻競爭不足的現象。

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　劉孔中

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劉孔中

主持人及與談人合影。由左至右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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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委員陳耀祥、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劉孔中、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顧問周佑霖。



17

台灣利用大數據防止傳染病擴散計畫可行性座談

  台 灣 通 訊 學 會 與 韓 國 電 信（Korea 

Telecom，KT）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下午召

開「台灣利用大數據防止傳染病擴散計畫可

行性」座談。KT 公司社長 Dr. Hyeon-Mo Ku

應本會邀請來台演講。Hyeon-Mo Ku 表示希

望邀請台灣的電信業者加入「Preventing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 by using 

Big Data」防疫計畫。該計畫為 KT 公司發

起之跨國防疫計畫，藉由電信大數據得知旅

客移動樣態，接著運用 KT 公司建置的系統

將相關資訊傳遞給疫病防治主管單位，以針

對到訪疫區的旅客，於出入境時發送警示簡

訊，藉此減少跨國境疫病傳染擴散機會。

　　本會認為這項建議不妨讓電信業者自行

判斷，也讓相關主管機關瞭解韓國的作法，

於是便於 12 月 27 日邀集疾病管制署副署長

莊人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員

何吉森、中華電信執行副總林國豐、台灣大

哥大資訊群資深處長吳竹松、遠傳電信執行

副總李浩正、台灣之星法規暨管理本部副總

經理丁憲文、亞太電信行業資通訊創新應用

中心協理王睿紘等相關單位代表舉行座談，

就該計畫的運作模式、台灣相關防疫及電信

法規適切性等內容進行討論。

　　Hyeon-Mo Ku 提到，目前韓國所有的電

信公司都加入該計畫，用戶覆蓋率達 9 成以

上；國際應用方面，中國、日本等國家皆已

簽訂合作備忘錄。KT方面期盼同處於亞洲的

台灣也能加入該計畫，一同透過電信大數據

為跨國防疫做出貢獻。

　　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樂見韓

國政府與電信業者合作。運用電信大數據

提醒入出境疫區的民眾相關旅遊防疫資

訊，是我國朝 Smart Quarantine 規劃的方

向之一。但在我國法規的完備性、經費預

算及機關之間的合作仍需要進一步討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員何吉

森表示，台灣有機會加入跨國境防疫計畫

是好事，只要不違反個資保護法規，且疾

病防制法規給予電信業者蒐集傳遞相關資

訊的義務，NCC 應會樂觀其成。此外，NCC

法務處副處長黃文哲指出，現行法規不允

許電信相關單位在未經使用者同意的前提

下，使用從電信數據中獲取的旅客出入境

紀錄。儘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五條第

一款，政府機關得在「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以及第十六條第二款「為維護國

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條件下

使用相關資料，但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使

用者個人資料的運用許可目前僅限於傳染

病流行疫情發生期間。有關非疫情流行期

的旅客出入境紀錄運用，仍有待疾病防治

機關衡量防疫所需、推動修改相關法規，

讓相關主管機關的具體作為能夠有所本。

　　五大電信代表則回應，此防疫計畫與

公共利益有關，電信業樂見其成。只要能

夠解決法規適切性與相關預算問題，電信

業者很願意加入該計畫。

「台灣利用大數據防止傳染病擴散計畫可行性」座談影像紀錄。

座談會訊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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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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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洽學會網站：www.tcs-org.tw 

徵稿
訊息

國際電訊學會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ociety 將於今年 6 月 24-27 日在

韓國舉辦雙年會，英文摘要截稿日是 1月 26 日。

歡迎各位投稿：https://itsseoul2018.org/call-for-paper/

會議
訊息

台灣通訊學會謹訂於 107 年 01 月 31 日 12 時 00 分至 13 時 30 分，召開第五屆第四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