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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介紹 議程

5G 因具備高速率、低延遲及大連接等技術特性，相關加值應用充滿無限可能，包括智慧工廠、
智慧醫療、運動賽事等垂直場域需求更是全球熱議焦點。然而，垂直場域的專用網路因牽涉不
同產業屬性，網路由誰建設，頻譜資源如何取得，亦引發另一波討論。我國如何在有限的頻譜
資源與無限的垂直場域發展需求間取得平衡，更有待尋求共識。因此，本次會議特別針對企業
專網議題，邀請相關利害關係人齊聚交流對話。

本次會議邀請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蒞臨致詞，並邀請遠傳電信井琪總經理分
享主題演講「5G 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主題座談會 ( 議題對話交流時段 ) 由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NCC) 孫雅麗委員及本會方修忠秘書長共同主持，邀請到 NCC 射頻與資源管理處陳
崇樹處長、經濟部技術處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許冬陽主任、台灣諾基亞通信客戶營運部
陳銘邦技術總監、Ericsson 東北亞區台灣香港及澳門網路產品部馮家輝主管、將來銀行 Next 
Bank 周旺暾資訊長暨技術長、成功大學黃光渠教授及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劉莉秋副秘書長
共同與談交流。

13:30-14:00 報到

14:00-14:15
主席及貴賓致詞 / 來賓大合照

主席：劉柏立 /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 
貴賓：蔡志宏 /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14:15-15:00
主題演講：5G 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主講人：井琪 / 遠傳電信總經理

15:00-16:00

議題對話交流

共同主持人：
．孫雅麗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方修忠 / 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
與談人：( 按姓氏筆畫排列 / 每位發言 8-10 分鐘 )
．周旺暾 / 將來銀行資訊長暨技術長
．陳銘邦 / 台灣諾基亞通信客戶營運部技術總監
．陳崇樹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處長
．許冬陽 / 經濟部技術處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主任
．黃光渠 /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馮家輝 / Ericsson 東北亞區台灣香港及澳門網路產品部主管
．劉莉秋 /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16:00-16:30 Q&A

16:30-17:00 閉幕

日期｜ 2019 年 10 月 4 日 ( 五 ) 14:00-17:00
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 208 會議室 (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16-8 號 2 樓 )

台灣通訊論壇2019－營造5G友善發展環境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主席致詞 貴賓致詞

54

現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客座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理事長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 理事
電電公會聯合創新中心顧問
外交部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會員
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學歷 日本國立電氣通信大學 (UEC)
大學院資訊系統學研究科網路政策學專攻學術博士 ( 優等畢業 )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所長
交通部電信顧問小組 (TAB) 委員
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法修法小組委員
交通部電信總局數位匯流政策規劃工作小組委員
交通部電信總局無線寬頻接取應用管理小組委員
交通部電信總局廣電數據應用管理工作小組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處法制組委員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日本內閣府國際共同研究專案計畫評論人
日本台商聯誼會經濟金融組召集人
亞太科技協會科技經濟委員會委員
東京都政府豐島區政評議會區政評議員
川崎市政府 IBEC 研究委員會委員
日本貿易振興會 IT 產業研究會研究委員

專長
領域

通訊傳播政策、數位匯流政策、頻譜政策、網路經濟、產業經濟、
行動支付、文化政策、對日經貿暨外交事務

主席　劉柏立

現職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常務理事

學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機工程博士

經歷 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人資長
台灣智慧生活空間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理事長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
美國 AT&T 貝爾實驗室研究員 

專長
領域

寬頻網路、寬頻政策、頻譜規劃、科技計畫管理、資通訊政策

貴賓　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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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主題演講

6

14:15-15:00

主題
演講 5G 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主講人 井琪
遠傳電信總經理

現職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專長
領域

專精網路運營及規劃，工序工程以及系統解決方案等領域

經歷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轉型長
美國 AT&T 技術發展部門副總裁
美國 AT&T 技術開發助理副總裁
美國 AT&T PMOSS 規劃、工程和開發總監
美國 AT&T 區域經理，ATT 全球網路控制中心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商學院決策與信息系統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普渡大學管理資訊系統博士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管理資訊系統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學士

主講人　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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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00

共同
主持人

方修忠
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

與談人 周旺暾
將來銀行 Next Bank 資訊長暨技術長 

陳銘邦
台灣諾基亞通信客戶營運部技術總監

陳崇樹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處長  

許冬陽
經濟部技術處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主任

黃光渠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

議題對話交流

共同
主持人

孫雅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馮家輝
Ericsson 東北亞區台灣香港及澳門網路部主管  

劉莉秋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現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美國貝爾實驗室研究員 
行政院科技會報科技計畫首席評議專家
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系系主任兼所長
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能源主軸中心共同召集人
科技部中央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審議作業資通訊建設群組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台灣學術網路北區資訊安全維運中心主持人
教育部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委員會委員
考試院考選部高等暨普通考試典試委員
台北市市政顧問
台北市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
中央銀行資訊業務推動委員會委員

專長
領域

網際網路與行動通訊、資訊安全、惡意程式分析與鑑識、網路與系統效能評估與分析

共同主持人　孫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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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熊航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總經理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秘書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博士候選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 商學院智財技轉研究班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法學院專利訴訟研究班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商學碩士
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經歷 騰達航空監理本部副總經理 
復興航空行政副總暨法務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兼任教授級專家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法規本部副總經理 
APP( 中國 )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 分管：法律事務、人力資源、知識產權 )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暨法規處協理 / 代副總經理 
全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群副總經理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理事 
台灣科技產業法務經理人協會 TILO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常務理事 
台灣技術經理人協會 ATMT 監事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專長
領域

法律：1. 電信法 2. 網際網路與法律 3. 智慧財產權法 4. 國際經貿法 5. 競爭法 6. 民航法
商務：1. 物聯網 IOT 之網路 / 頻譜 / 號碼 2. 智慧城市 / 智慧家庭 3. 大數據 / 雲端終端
榮譽：1.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 ( 印尼資 APP 中國 /2012)
　　　2. 中國大陸國家局 / 省局 / 市局企業知識產權貫標 (2011)
　　　3. 國防部莒光連隊輔導長 (1993)

共同主持人　方修忠

現職 將來銀行 Next Bank 資訊長暨技術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

經歷 91APP 人資長 / 海外事業處副總經理
微軟大中華區雲端事業發展副總經理
蕃薯藤技術研發資料協理

專長
領域

Internet, Cloud, IoT, Agile Processes, Startups Business, 
Peopl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與談人　周旺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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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網銀的挑戰與商機
將來銀行資訊長暨技術長周旺暾

純網銀的機會

•消費者越來越少機會到實體銀行

•電子支付的成長, 會減少對現金及
ATM 的需求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 手機不離身

•銀行 APP 可以更了解客戶的消費場
景並預測需求

純網銀數位化的極緻

金融服務融入
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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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對話交流

14

用 API 擴大生態系
將 API 開放給更多的公司
 財務管理
 金融同業
 金融科技新創

開放與安全之間的平衡
 經使用者同意的開放

 銀行仍需負起主動查核的責
任

現職 台灣諾基亞通信客戶營運部技術總監

學歷 Nigel 曾先後於英國及香港接受教育，持有電機電子工程系學士及碩士學位以及擁有英
國皇家特許工程師資格。

經歷 陳銘邦 (Nigel Chan) 現職台灣諾基亞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客戶營運部，從 2016 起任職
技術總監，專責為客戶提供無線網路技術發展諮詢工作，近年重點推廣 5G 技術方案
發展及演進。同時協助銷售團隊與地區客戶建立長期的策略性技術合作。
Nigel 於 1993 年加入香港諾基亞電訊，多年來於澳洲 , 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服務及技
術銷售團隊擔任多個不同要職。接任台灣工作崗位之前負責大中華區的無線產品管理
業務。

專長
領域

無線通信

與談人　陳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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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Nokia1

Private Network 
Considerations and      
Use Cases Sharing

Nigel Chan 陳銘邦
Head of Technology, Nokia Taiwan

4 Oct, 2019

2 © Nokia 2019

Standardization readiness for Industry 4.0 

3GPP 5G Rel 15
•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
• Future-X-like new core
• NSA and SA options in different steps

3GPP 5G Rel 16
• IIoT (Ph.1), Verticals, V2X
• Ultra-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 (URLLC)

3GPP 5G Rel 17 and beyond
• IIoT (Ph.2) & Verticals
• Massive Machine-Type

Communications (MMTC)

URLLC sensitive Industry 4.0 use cases coming with 3GPP Rel16 onwards

URLLC MMTC

MTC

2018
H2

2019
H1 H2

2020
H1 H2

2021
H1 H2

2022
H1 H2

Rel 16
ASN.1

Rel 16
Freeze

Rel 
15

SA-2

Rel 15
NSA-3x

Late drop 
Rel 15

Release 
availability

Commercial Networks 
and Devices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y 4.0

eMBB

Rel 17
Freeze

• NSA3x, SA2
• basic URLLC (5ms latency, 99,999%

reliability)

• Enhanced URLLC (1ms,
>99,999%)

• TSN
• Position Location, NR-U etc

NSA-3x (Rel 15) SA-2 (Rel 15 ) Release 16 network

NSA-3x NSA-3x&SA-2

Rel 17
ASN.1

• Massive Industry IoT
• Further enhanced URLLC
• Enhanced TSC
• Fr. bands 52.6 - 114.25 GHz
• Drones support

From 3GPP specs perspective, Industry 4.0 use cases are addressed mainly by Rel.16 with enhanced URLLC,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Rel. 17. Commercially, 5G implementation can start today to answer Industry  broadband connectivity needs and evolve by 2021 
towards URLLC 

Industrial modems Rel16 devices

R16 Industrial modems*

*Assumption

Massive
machine 
communication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

Critical 
machine 
communication

5G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

R17 R16

R15

IoT & Sensors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

Machine 
communication

4G

Mobile
Broadband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 2019 Nokia3

Concerns over risk management, data privacy, deployment outside CSP footprint

Role of Private Networks in 5G Use Cases

CONTROL WIRELESS

SECURITY LATENCY

Advantages

COST SPECTRUM

MATURITY EXPERTISE

Concerns

Source: IDC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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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 FDD/TDD available - Shared & license exempt spectrum emerging
Spectrum considerations 

Own licensed spectrum

▪ Some countries allow local
or regional LTE licenses for
industry use.

▪ Positive evolution: more
countries consider to
introduce “industry
spectrum” in 4G/5G

Free or shared spectrum
▪ Low power (limiting interference)
▪ CBRS (USA): shared spectrum
▪ Multefire (unlicensed spectrum)
▪ Standalone 5G NR In unlicensed

band: Work Item approved for
3GPP R16 (strong support from
Nokia)

Nokia supports direct access of enterprise to dedicated spectrum

Leased from Operator

▪ In some countries the
regulator restricts
spectrum to operators

▪ Partnership with CSP’s
▪ Tier 2/3, e.g. Fixed wireless

operators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5 © Nokia 2019

Logistics & Maritime

Manufacturing Mining, Oil & Gas

Key verticals adopting private LTE/5G

Transportation

6 © Nokia 2019

Transportation - Ports
Finland, Stevecco’s Kotka Harbour – via Ukkoverkot (Private LTE CSP)

Solution
Spectrum 
- Ukkoverkot: 2.6GHz TD-LTE 

(+ 450MHz LTE as back up coverage)
- [Future] MulteFire 5.xGHz

Radio
- LTE Macro + LTE Small Cells (outdoor/indoor)

Edge Cloud & Applications
- NDAC* Edge Cloud server

- Local break-out, Video orchestration
- [Future] Video analytics

Core Network
- NDAC* Core

Management
- Ukkoverkot

Other application(s) implemented afterwards
Video surveillance cameras covering the complete shipping yard
- Site security + improved efficiency via complete real time overview of site 

assets/people/vehicles
Connectivity to 150 trucks and vehicles mounted UE in harbour + warehouses
- Give workers and machines real visibility of status, next “job order”, etc…
Connectivity for “external” workers and machines
- Slicing for secure (and restricted) information access
Readiness for Port 4.0 – Self driving vehicles, etc…

Macro
eNB

SC/MF
BTS

SC/MF
BTS

LTE modems and cameras in cranes

Connected trucks 
and vehicles

Other cameras

* NDAC: Nokia Digital Automation Cloud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7 © Nokia 2019

Transportation - Airports
Austria, Vienna airport – with A1 (CSP)

Solution
Spectrum 
- A1 2.6GHz Band 7

Radio
- Flexi Zone Micro
- MOCN (allows sharing with 

single radio network)

Edge Cloud & Applications
- vMEC*

Core Network
- MCN core **
- Connected to A1 core & 

NetAct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 A1

Getting all live updates, next job 
instructions and able to coordinate 
with other teams while working 
airside and at the gate

Great LTE connectivity 
while waiting for the 
plane to take off

Other application(s) implemented afterwards or planned
LTE MOCN (1 physical network but shared access) for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via slicing:
- Different PLMN ID, service prioritisation and vMEC local breakout for operational needs and confidentiality of data
- Possibility to open radio part of solution for external A1 customers & roamers (A1 PLN)

Mission critical voice (Group communication) on private LTE + data connectivity for workers throughout the airport (suffering 
unreliable TETRA)

Vehicles (e.g. firetrucks) & security personal mounted video camera 
- Increased situational awareness in case of incident or to improve process

Wireless services to airline companies for below wing processes, airlines & pilots
- De-icing, buses, food truck, refueling trucks, baggage handling, plane (engine data upload, plane entertainment system update)
& crew connectivity.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 Improved operational awareness

* vMEC: Virtual Mobile Edge Computing ** MCN: Micro Core Network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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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Example: Ports
Leveraging technology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Broadband ship-to-shore 
connectivity

Video Surveillance

Remote control

Internet of Things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AGV)

Data and voice connec-
tivity to personals

Road infrastructure 
monitoring

Asset tracking

Automated Quay crane
incl. predictive asset 

maintenance High accuracy positioning for 
tracking and tracing of staff in 

unmanned areas

Tele-operated 
automated gantry Traffic light 

control

AR/VR assisted maintenance

Expert assistance

Low delay video feed

Drone inspection

Terminal workflow optimization

• 18 Million containers per year
• Several 10K trucks on harbour

area streets every day
• Self driving/flying vehicles

(public, private, enterprise)

Challenges by 2025
• Sharing data between  ships & ship-

pers, trucks, port operators
• Emission measurement
• Cargo maintenance: Real-time info

on loca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100,000+ sensors connected
• Better traffic/process flow
• Enhanced experience & security

(e.g. incl. AR & cruise ship
passengers)

• Improved pollution controlMassive
machine 

communication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

Critical 
machine 

communication

5G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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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Finland, Oulu factory – with Elisa Finland (CSP)

Solution

Spectrum 
- 2.6TD-LTE GHz 
- Partnered with local CSP for 

spectrum access

Radio
- Flexi Zone indoor Pico BTS
- Ethernet cabling

Edge Cloud & Applications
- vMEC* / NDAC Edge Cloud

Core Network
- MCN** / NDAC ***

Management
- Enterprise-led

Alarms

Climate control

Wireless sensors

Monitoring

Humidifiers

Test equipmentConnected AGVsAsset tracking

Video analytics pre-emptive manual assembly control

Private LTE powered…

* vMEC: Virtual Mobile Edge Computing ** MCN: Micro Core Network *** NDAC: Nokia Digital Automation Cloud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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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Example: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automation, robotics (incl. 3D 
printing)

Advanced 
resources and 
material

Fully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Intelligent 
logistics 
automation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s (AGV) and 
gates

Video analytics and 
surveillance

Flexibility for 
machine relocation

Energy saving 
solutions

Intelligent 
asset and 
object 
tracking

Sensors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or quality

Real time MES, 
WMS, ERP MMS 
and SCADA 

IoT data 
and 
analytics

Critical 
data 
secured in 
local cloud 02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with 
sensors, apps and 
wearables

Push to talk and 
video for 
emergency and 
support

Adaptive 
manufacturing for 
customized and 
short lifecycle 
products

VR/AR 
apps

Remote control 
and digital 
vizualisation

• Fast production lines reconfiguration
(not possible with wired)

• Total control of own data (Security)
• Manufacturing is diverse and

heterogeneous

• Mass personalization of
products

• Digital automation for increase
productivity

• Production resiliencyMassive
machine 

communication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

Critical 
machine 

communication

5G

• Cellular will only make up 23%
connections in manufacturing,
by 2023, it could reach 42%
with 5G in 2030 (ABI Research)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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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digitalizing and automating your operations now with private LTE

Private LTE/4G

• Significant benefits vs Wi-Fi
for operational needs

• Large range of UEs &
industrial ecosystem
devices available

• Supports majority of
today’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requirements

• Applications with >2-5ms
latency

• LTE 3GPP standard
evolution is continuing

5G

• R15 = eMBB app focus
Limited benefits vs pLTE for
verticals

• Vertical features R16/R17
URLLC, slicing, LPWAN, …

• 1st R16 vertical features
capable UEs not before
2022-2023

Massive
machine 

communication

Extreme
Mobile

Broadband

Critical 
machine 

communication

5G coverage can be added to serve specific 
applications, forming a campus HetNet
• Ultra fast offload in 5G hotspots
• <2ms ultra low latency applications

4G
4G

4G

5G NSA or SA
EPC

CP+UP

LTE 
eNB

NR gNB

5G NSA: Option 3x
Initial 5G

5G 
CN

NR 
gNB

5G SA: Option 2
Long Term

Evolution to campus 4G/5G HetNet

5G

5G
5G

5G

5G

5G

5G

5G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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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akeaways
- Paving the way from Private network to 5G networking slicing

- Private network needs to specify the spectrum (CSP co-op or 
unlicensed) and deployment strategy first, and identify the segment of 
use cases 

- Nokia supports seamless evolution from 4G to 5G, and 5G for enterprise 
markets (uRLLC and mMTC) will start from Rel-16 with more IIoT use 
cases

Prepared for Taiwan Comm Society 4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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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處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所通訊與信號處理組碩士

經歷 交通部電信總局數據通信所高技員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專員
交通部電信總局廣電技術處專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科長、簡任技正
交通部郵電司副司長

專長
領域

通信傳播技術、頻譜管理、射頻器材管理

與談人　陳崇樹 與談人　許冬陽

現職 經濟部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主任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電腦科學研究所

經歷 曾服務於台灣之星、威寶電信、和信電訊與中華電信等多家電信營運商，具有二十幾
年固網、2G、3G、4G 相關網路管理、網路規畫、系統設計、網管系統研發等相關經驗。
2015 加入經濟部技術處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負責 5G 產業發展策略規劃與國
際合作推動，包含國際 5G 頻譜政策與法規研析、5G 核心技術研發規劃、5G 垂直應
用與實驗場域規劃及產業推動等事務。

專長
領域

行動通訊網路、網路管理、資通訊產業發展策略、頻譜政策與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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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智能耳聰創辦人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 匹茲堡大學資訊科學學院 資訊科學系電信組博士
密西根州立大學傳播學院 電信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頻譜釋照、次級市場交易政策及管理制度之研究協同主持人
新世代電波監測系統之建置規劃與優化分析研究協同主持人

專長
領域

人工智慧聲音辨識、頻譜規劃、網路安全

與談人　黃光渠  創新VS公平 
 公網與專網

20191004 
黃光渠

⼤大綱

• 衝突：創新 VS 公平 

• 專網的必要性 

• 公平性 

•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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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創新 VS 公平
• ５Ｇ服務供應商：不限於5G執照得標業者 

• 垂直應用場域：利害關係人間的衝突 

• 鼓勵創新 VS 公平競爭 

• 實驗階段（免除相對義務）各項的補助以鼓勵創新 

• 成熟的商業應用 （承擔相對義務）消除不公平競爭的疑慮

專網的必要性
• 享受5G的優點：哪些是公網做不到，專網得以解決？ 

• 技術上？ 資訊安全、網路安全、資料保存、客製化的服務 

• 實務上？ 創新服務所需要的效率與領域專業知識、降低競標頻譜與相對

義務的門檻、心態 

• 鼓勵創新的代價：另類移除進入障礙，鼓勵潛在競爭對手加入

公平：實驗階段免除義務 VS 成熟的義務
• 執照費用、頻譜使用費 

• 網路建置時程、數量、涵蓋率 

• 資訊安全 

• 設備供應商 

• 普及服務基金分攤 

• 公共監管

• 計費與繳納 

• 網路建置時程、數量、涵蓋率 

• 資訊安全 

• 設備供應商 

• 普及服務基金分攤 

• 監管單位、標準

建議

• 釋放創新的能量以提升臺灣的競爭力：促成專網的開放 

• 創新與實驗予以協助，但需明確區分出實驗階段與成熟階段與

其相對應的義務 

• 良性的互動競爭 

• 專網的配套措施：紓解疑慮下以兼顧鼓勵創新與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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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聯絡資訊:  

Email: kuangchiu@gmail.com 

Telephone number: 0921150862 

現職 愛立信東北亞區台灣香港及澳門網路產品部主管

學歷 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電子工程學士
加拿大安大略省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行政管理學士

經歷 愛立信香港、澳門及台灣網路產品部主管
愛立信香港與澳門客戶解決方案部門主管

專長
領域

任職於愛立信近 20 年間，帶領客戶以全新技術達成無數里程碑，專長包括 LTE-A、
Gigabit LTE、VoLTE、VoWiFi、Cat M1 與 NB-IoT 等 領 導 技 術， 協 助 完 成 如 香 港
SmarTone 的 3G 網路商用及 HSDPA 商用服務，香港 China Mobile 的 LTE FDD/TDD
整合網路商用服務，NB-IOT 在香港及台灣的商用服務，在香港及台灣進行的 5G 高頻
28 GHz 與中頻 3.5GHz 演進技術實驗計畫等。

與談人　馮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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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Networks

Peter Fung

Ericsson

A  |  2019-10-01  |    |  Page 2

High level of 
data security

Support for long 
investment 
lifecycles

Flexible and 
sustainable 
licensing schemes

Ease of configu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ules

Connect large amount 
of devices including 
mobile ones

Simplified IT/OT 
architecture 
enabling AI

Simplified IT/OT 
architecture  
enabling AI

Manufacturing’s top ten expectations on Telecom 

Enable simple 
reconfiguration of 
production line 

Industry grade 
solutions

One shop floor 
network solution

Global solutions for 
global players

42

A  |  2019-10-01  |    |  Page 3

Hybrid Networks
Full Network on 

premises

Enabled by End-
Customer resources

Leverage existing central functions and deploy varying network elements on-premises

RAN 
outdoor/indoor

RAN 
outdoor/indoor

RAN 
outdoor/indoor

RAN 
outdoor/indoor

RAN 
outdoor/indoor

EPC EPC EPC EPC

Push to Talk 
(+eMBMS) 

Push to Talk 
(+eMBMS) 

Push to Talk 
(+eMBMS) 

Local IMS +HSS Local IMS +HSS

Local OSS

T2

T3

T4

T5

T6

Integrated Isolated

On-Premises
Network
Elements

MNO Central
Functions

Operator 
Network Slicing

Private Networks Flexible Deployment Options

A  |  2019-10-01  |    |  Page 4

Private Networks 
summary

Strong market demand of private network with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MNOs play a key role to provide high performance, 
secured, reliable, scalable and well-managed networks

Multiple deployment options  based on connectivity 
requirements

Ericsson a reliable and flexible partner for Private 
Networks with proven references



35

議題對話交流

34

現職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 副秘書長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常務監事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

經歷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 副秘書長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 執行秘書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中心主任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open data 小組諮詢委員
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標準諮議委員
行政院北金馬區域科技政策小組諮詢委員

專長
領域

電信產業政策與發展

與談人　劉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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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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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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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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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Vision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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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方式
 • 地址：10461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16-8 號 7 樓

 • 電話：(02)2585-8510 / 網址：www.tcs-org.tw

 • E-Mail：tcs.org.tw@gmail.com

現任理監事
職稱 姓名 現職

理事長 劉柏立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
常務理事 謝穎青  太穎法律事務所律師
常務理事 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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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幼琍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系主任
常務理事 陳清河  世新大學副校長

理事 劉崇堅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理事 周韻采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理事 鍾國強  中華電信法律事務處副總經理
理事 李南玫  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副總經理
理事 李和音  遠傳電信法務法規暨採購群資深副總
理事 丁憲文  台灣之星法規暨管理本部副總經理
理事 劉立三  亞太電信法規暨營運支援服務中心副總經理
理事 彭淑芬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理事 林志峰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長
理事 簡維克  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常務監事 劉莉秋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監事 許文宜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助理教授
監事 魏裕昌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監事 葉志良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監事 陳怡君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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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愛爾達科技、
電信技術中心、中嘉網路、凱擘。
竭誠邀請關心通訊傳播的團體及個人加入本會的行列。填妥入會申請書後，以郵寄方式寄至學
會 (10461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16-8 號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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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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