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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為台灣通訊學會年度盛事，原照慣例邀請五大電信總經理蒞臨
分享，但本次會議適逢我國 5G 頻譜第一波競標時期，會議前一周競標尚未結束，故將座談會
議程稍作調整。學會將分別從電信法規調適、5G 時代的有線寬頻產業機會與價值鏈等角度切
入討論，邀集產官學研專家蒞臨分享。本次特別邀請到有線寬頻產業總座蒞臨與談，以宏觀視
野分享產業前瞻遠景。

回顧 2019 年我國通傳環境，電信管理法三讀通過、企業專網議題從各方熱議到政府定案、5G
頻譜於十二月迎來第一波競標；有線電視則因剪線潮全台用戶數跌破 500 萬，斷訊風波與仲裁
介入更是引發熱議，而 OTT 服務亦有討論將在數位視聽服務法首度納管。5G 尚未落地，眾多
挑戰持續橫亙前方有待跨越。

本次研討會邀請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陳耀祥代理主任委員蒞臨致詞，NCC 郭文忠委
員、鄧惟中委員、孫雅麗委員與會。上午由有線寬頻產業協會鄭俊卿理事長發表專題演講「5G
時代通訊產業之變化及契機」，並由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王鴻紳總經理、台固媒體林之晨總經理、
TBC 台灣寬頻通訊陳振珉執行長、台灣數位光訊科技廖紫岑董事長、中嘉網路鄭新禾技術長齊
聚討論「5G 時代的有線寬頻產業機會與挑戰」。

下午第一場座談會邀請通訊法律專家學者與談，共同關注電信法與即將實施的電信管理法之法
規調適議題；第二場則邀請傳播產業及數據專家與談，分享數位匯流下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 時代價值鏈。適逢我國 5G 元年伊始，本場研討會盼能在各界貴賓熱烈的討論中，激盪出
2020 年通傳產業發展新契機！

日期｜ 2020 年 1 月 14 日 ( 二 ) 10:00-17:00
地點｜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 3F 國際會議廳

會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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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30 報到

10:3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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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祥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10:50-11:20
主題演講【5G 時代通訊產業之變化及契機】

主講人：鄭俊卿 /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11:20-12:30

主題座談會【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共同主持人：郭文忠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陳清河 / 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理事
與談人：( 按姓氏筆畫序排列 / 每位發言 8-10 分鐘 )
．王鴻紳 /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之晨 / 台固媒體總經理 
．陳振珉 / TBC 台灣寬頻通訊執行長
．廖紫岑 / 台灣數位光訊董事長
．鄭新禾 / 中嘉網路技術長

議程 議程

12:30-13:30 Lunch Break

13:30-15:00

主題座談會【電信法與電信管理法之法規調適】 

共同主持人：鄧惟中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葉志良 / 台灣通訊學會監事
與談人：( 按姓氏筆畫序排列 / 每位發言 8-10 分鐘 )
．方修忠 / 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
．陳人傑 /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研究企劃組主任
．彭心儀 /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
．程法彰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授
．劉莉秋 /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15:00-15:15 Tea Break　

15:15-16:30

主題座談會【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 價值鏈】

共同主持人：孫雅麗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周韻采 /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 
與談人：( 按姓氏筆畫序排列 / 每位發言 8-10 分鐘 )
．林玉凡 / 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所長
．李芃君 / 台灣大哥大新媒體服務副總經理
．許文宜 /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授 
．黃維中 / 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副執行長
．謝明益 /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

16:3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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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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學歷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碩士
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

經歷 國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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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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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
領域

法律 / 憲法、行政法、資訊科技法、媒體法、經濟行政法、國家學

貴賓　陳耀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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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5G 創新 翻轉台灣

劉柏立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 /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所長
原文章刊登於 2019 年 11 月發行之《全球工商》第 735 期，頁 33-36。

一、前言—問題與訴求
 為因應 5G 商用化，國內五大電信事業已全數遞件參與競標，俟 NCC 完成資格審核後，
預定在 12 月 10 日開始競標。由於頻譜資源有限，在這次釋出的三個頻段中，尤以 3.5GHz 頻
段最受矚目，然而釋出總頻寬只有 270MHz，能夠取得 100MHz 的業者最多就只能有兩家。其
實，我們關心的並不止於本次釋照的頻寬問題，甚或標金問題。鑒於 5G 的技術特性，可以預
見我們將進入無線大連結（wireless connectivity）的時代、萬物聯網的時代，未來頻譜資源
的需求，將更為擴大、應用更為多元。因此，值此 5G 釋照前夕，我們想提出一個問題與一個
嚴肅的訴求：問題是「在迎接 5G 乃至於未來 6G 時代的到來，我們是否準備好充分的頻譜資
源，滿足經濟社會活動全方位的相關應用？」；訴求是「在所謂 Society 5.0 時代下，基於競
爭優勢之確保與永續發展之理念，我們是否應把 5G 納入國家級經建戰略體系，藉由 5G 創新，
翻轉台灣！」。

二、先進國 5G 政策的共同特色
 首先，觀察比較主要國家 5G 政策的內涵，基本上可歸納兩大特色：「確保並釋出更多的
頻譜資源滿足服務應用；定位 5G 戰略高度營造友善發展環境。」例如：美國川普總統在 2018
年 10 月簽署「為美國未來永續發展的頻譜戰略總統備忘錄」，內文闡述自駕車、IoT 等新科
技之重要意義，體認無線寬頻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為期美國國民能最先掌握全
球 5G 大寬頻、大連結、低延遲的技術應用先機，要求相關部會應迅速採以具彈性且可預測的
頻譜政策，於 180 天以內完成政策制定相關作業。歐盟 2016 年 9 月所發表的「5G 行動方案」
則做為「連結歐洲大寬頻社會（Gigabit Society）」的手段，期以增進歐洲單一數位市場之發
展，具體表現在英國的「Enabling 5G in the UK」與德國的「5G Initiative for Germany」。
韓國政府 2017 年 12 月發表「為因應第四次産業革命之超連結智慧網路建構戰略」的具體內涵
就是把 5G 與 IoT 等創新應用納入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除了規劃超連結智慧網路建設方案外，
並探討 2020 年新產業暨生活頻譜供應計劃，策定產業暨社會領域智能創新計劃、無人機產業
基礎建構方案以及智慧機場綜合計劃等國家級重大計畫。日本 5G 政策的特色，則延續一貫的
IT 國家戰略，明確定位在國家成長戰略下因應經濟社會等諸課題的重要解決方案，以期國家整
體競爭優勢之永續發展。

三、Society 5.0 的時代概念
 前述先進國家之所以把 5G 定位在國家級經建戰略高度的政策思維，固然係建立在對 5G
技術特性的認知暨其創新應用的基礎，但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層面來理解掌握彼等政策思維
的真諦，那就是為迎接 Society 5.0 時代的到來而準備、而規劃。所謂 Society 5.0 的概念，基
本上就是按文明演進發展的核心技術群，把人類社會區分為狩獵社會（Society 1.0）、農業社
會（Society 2.0）、工業社會（Society 3.0）、資訊社會（Society 4.0），而繼資訊社會之
後新時代的特色，則在於融合網路世界（Cyber space）與實體世界（Physical space）的創
新體系而實現的價值創造，可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之解決，進一步提升吾人生活環境更為
舒適、便利、安心、安全、健康的理想境界，此是為 Society 5.0 的概念。具體而言，Society 
5.0 的核心技術群包含了由 5G 所串連的 IoT、Big Data、AI、Robot、Drone 等技術，廣泛地
應用在智慧工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AI 家電、遠距醫療、遠距操作、自駕車、無人機乃至
於 VR/AR/MR 等使用情境。換言之，5G 挾其超高速、大連結、低延遲等泛用技術特性，有效
提升生產力，揭開了 Society 5.0 的時代序幕。是以前述先進國家的 5G 政策亦可解讀為：「迎
接 Society 5.0 時代到來的布局，為國家的競爭優勢與永續發展而奠基。」把 5G 定位在國家級
經建戰略高度，其理自明。

四、掌握 5G 發展契機的基本條件
 若謂 3G 造就了 iPhone；4G 造就了 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
網路巨人。那麼在 5G 釋照的此刻，我們該思考的根本問題當在於掌握 5G 發展契機的基本條
件是甚麼？包含：「如何運用 5G 實現創新與如何提供 5G 創新的友善發展環境」的基本命題。
當然，具備了基本條件不必然保證 5G 創新的成功；但不具備基本條件則肯定 5G 創新無從發展。
具體而言，5G 在頻譜的有效應用技術，已從過去窄頻寬的排他性專用技術，演進變化為超大
頻寬的共用技術；5G 所使用的頻段，已從過去的低頻段提升到高頻段之應用，但也因此傳輸
距離大幅縮小；5G 通訊技術的應用需求，已從過去的人際通訊轉變為 IoT 乃至於 IoE 的自律
性通訊。另外在服務面的變化趨勢方面，例如切片技術可為 5G 網路的用途帶來更為多元多樣
化的應用發展；正由於網路應用服務出現多元多樣的變化，使得過去由電信事業所主導的通訊
服務，在概念上已轉變為網路服務，且電信事業已難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的服務；由於高頻段
傳輸距離短，導致基地台等網路設備成本大幅增加，從提供全國廣域服務的觀點而言，電信事
業的設備投資面臨重大挑戰，有其極限。因此，相對於過去行動通信業務的釋照條件，從 5G
在前述技術面與服務面的變化趨勢觀之，則須考量到網路建設的投資主體及網路業者與服務提
供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等課題，確保投資誘因並兼顧創新服務之推出。要滿足此議題的第一要件，
合理的頻譜規劃與釋出，自不待言；合理的頻譜取得成本（電信事業）或使用成本（非電信事
業），更是關鍵核心之所在。

 然而，我國長期以來的頻譜政策似未曾定位於國家戰略的高度，僅止於頻譜競標時的議題
討論，而完成發照作業後，甚少持續探討頻譜資源有效應用等相關議題，遑論頻譜資源在創新
應用乃至於對整體國家經濟建設重要貢獻之探討。頻譜競標價值則偏重於「貢獻國庫」，相對
輕忽「產業發展」，不利 5G 創新發展，不言可喻。如果政府部門明確定位 5G 價值，把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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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納入國家級經建戰略體系，認知頻譜政策攸關國際競爭力，不僅要有前瞻性與彈性的戰略
高度，更要有中長期的頻譜整備規劃，並且從機會成本的觀點形成政策目的，我們始得有掌握
5G 發展的契機與實現 5G 創新價值的基本條件。

 除此之外，獨立監理機關不能只重視市場監理而漠視產業振興發展。例如美國 FCC、英
國 Ofcom、德國 BNetzA 皆屬於獨立監理機關，觀諸其 5G 政策，皆與國家政策相接軌，並避
免監理作為成為 5G 創新應用的障礙。韓國的 KCC 與 MSIT 固然共管電信事業法，前者獨立監
理性較強且較偏重廣電事業面；後者則在增進數位匯流與振興產業發展面向，積極發揮重要功
能。日本總務省與中國大陸工信部，亦不例外。蓋基於整體產業健全發展，監理機關不能獨立
於產業政策之外；基於行政一體的概念，監理機關應配合國家整體政策，採行相應的措施作為，
共同達成政策目的。相對於此，則凸顯出我國在增進數位匯流與振興產業發展方面，出現政策
機制面的缺口，嚴重不利數位匯流與產業創新發展，遑論營造 Society 5.0 時代 5G 創新應用的
友善發展環境。

 最後，就是監理沙盒之於 5G 創新應用的重要意義。蓋創新應用有可能會顛覆既有的遊
戲規則，對既有的服務帶來衝擊性影響，進而對既有的產業結構帶來破壞性創新，固然有其正
面意義，但也可能因此遭遇既有利益的排擠，或困囿於既有法規之束縛而難及時推展，不僅貽
誤商機，不利產業創新，更有折損國家競爭優勢，不利整體永續發展之虞。長期觀察日本經濟
政策，最困難的就是結構改革，表現在現任的安倍內閣，就是指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成長
戰略，具體內涵就是藉由鼓勵創新與局部鬆綁來達成政策目的，所謂局部鬆綁就是引進「國家
戰略特區」措施，針對特定領域進行局部性的制度鬆綁，但整體而言，迄未見有具體的改革成
果。另一方面，韓國政府則展現強烈的企圖心，為期創新產業與創新服務發展契機之掌握，積
極輔以監理沙盒機制做為配套措施，頗具特色。例如新服務在監理管制的適用情況模糊不明確
時，主管機關有義務在三十天以內明確回覆；若三十天內沒有回覆，則該業務視同不受管制。
而在無法源規範、或法規適用複雜、甚或法規禁止時，得在一定條件下，特例許可實證測試
（期間為二年以內，得延長一次）；或得在一定條件下，核發臨時業務許可，相關部會有義務
在臨時業務許可期間內完成相關法規整備作業（臨時業務許可的有效期間為二年以內，得延長
一次）。雖然制度實施伊始，難以論斷成效，惟就鼓勵創新而言，值得參考借鏡。姑不論未
來 5G 創新應用之適法問題，國內目前大數據的應用服務，輒因個資或隱私權等問題遲未得能
解決，使得我國在該等領域之發展成就相對有限。是以如何引進「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或「先行先試」或「監理沙盒」等鼓勵創新的制度設計，誠乃當前燃眉之急，
亟待解決的優先課題。

五、小結
 綜上所述，值此 5G 釋照前夕，我們再一次為 5G 的時代意義定位如次：「5G 就是泛用技術，
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及服務品質；5G 催生無線大連結時代的到來，揭開 Society 5.0 的
時代序幕；未來頻譜資源需求將更為擴大、應用更為多元；5G 的價值可定位在創新市場、新
產業的新契機；頻譜政策攸關國際競爭力，應有前瞻性與彈性的戰略高度。」而為掌握 5G 發
展契機，營造友善發展環境，我們積極呼籲政府部門所應努力的政策作為，包含如下五項：

 •   明確定位 5G 價值納入國家級經建戰略體系 
因為 5G 是翻轉產業結構及推升經濟社會活動生産力的泛用技術；明確 5G 戰略高度，納入國
家級經建體系，是掌握數位國家最基本的政策定位，也是因應 Society 5.0 新時代重要的基本
布局。

 •   支持企業展開長期投資與研發的友善環境

從機會成本的觀點，形成政策目的（如合理的頻譜取得成本與使用成本），積極支持企業有效
引進 5G 技術與積極支援企業開發 5G 垂直應用。

 •   引導 5G 生態系統整合暨公私部門合作空間

鼓勵電信事業與非電信事業策略合作，引導 5G 生態系統整合；政府部門（含國營事業）應率
先提供場域試驗，除提升本身競爭力外，亦可加速帶動 5G 發展。

 •   確保監理規管思維與 5G 的時代需求相接軌

為提升頻譜政策決策體系的高度，應成立頻譜策略諮詢委員會；藉由頻譜策略諮詢委員會的機
制，凝聚共識，確立具前瞻性與彈性的頻譜政策（含中長期頻譜整備規劃與頻譜共用機制，確
保頻譜資源有效應用）。

 •   積極引進監理沙盒機制進行制度改革設計

為避免陳腐的現行法規制度阻礙創新發展，應積極引進監理沙盒機制；迅速確認創新服務是否
可行，並從速修法進行制度改革設計，裨益 5G 創新發展契機之確保，並期待 5G 創新，翻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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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通訊產業之變化及契機

10:50-11:20

主題
演講 5G 時代通訊產業之變化及契機

主講人 鄭俊卿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現職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電機電腦工程博士

經歷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網際網路協會理事長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
台灣大哥大技術長暨家計用戶事業群營運長
台固媒體總經理
亞太電信執行長：亞太行動寬頻、亞太固網寬頻執行長、亞太線上總經理 ( 同時擔任 )
聯合光纖通信執行副總
美國 AT&T 貝爾實驗室研究員

專長
領域

學術專長：光纖通訊、數位訊號處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語音辨識
營運專長：
　1. 電信產業：固網、行動通信、網際網路寬頻服務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2. 媒體產業：有線電視網路運營 (MSO)、電視頻道運營
　3. 文創內容產業：影視及音樂內容營運、產製、投資

主講人　鄭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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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11:20-12:30

主題
座談會 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

之機會與挑戰

陳清河
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理事

與談人 王鴻紳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之晨 
台固媒體總經理

陳振珉 
TBC 台灣寬頻通訊執行長

廖紫岑
台灣數位光訊董事長

鄭新禾
中嘉網路技術長

共同
主持人

郭文忠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

現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學士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元智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專長
領域

電信經濟學、媒體經濟學、財務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共同主持人　郭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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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世新大學副校長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常務理事

學歷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
美利堅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視電影專攻

經歷 ( 現任 )
世新大學副校長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專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兼任教授
世新大學傳播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 曾任 )
世新大學學術副校長
世新大學教務處教務長
世新大學研發長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媒體識讀與當代公民素養養成計畫主持人
科技部臺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專長
領域

通訊傳播產業研究

共同主持人　陳清河

現職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學歷 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電機博士

經歷 台灣大哥大技術群代理技術長
大眾電信副總經理

專長
領域

電信技術相關

與談人　王鴻紳



19

主題座談會

18

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現職 TBC 台灣寬頻通訊執行長

學歷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資訊工程碩士
中原大學化學系學士

經歷 於亞洲及美國累積超過 30 年電信及媒體產業經驗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亞太電信集團營運長
遠傳電信資深資訊技術協理
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董事
台灣網際網路協會董事

專長
領域

網際網路、電信、有線電視營運及規劃管理

與談人　陳振珉

5G時代有線寬頻產業
之機會與挑戰

109年1月14日

Agenda

◼ 5G的挑戰

◼ 5G的機會

◼ 結語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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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G的挑戰

Source: 5G Evolution and Beyond- Real & Future -5G Laboratories NTT DOCOMO, INC. 

Agenda

◼ 5G的挑戰

◼ 5G的機會

◼ 結語 Conclusion

5

5G的機會

Source: Shahed Mazumder, Principal Strategist CableLab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6

Source: CableLabs

5G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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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ource: Steve Jia, Ph.D. | Distinguished Technologist CableLab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5G的機會

8

Source: CableLabs

5G的機會

9

5G的機會

Source: Shahed Mazumder, Principal Strategist CableLab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10

Source: Shahed Mazumder, Principal Strategist CableLab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5G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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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ource: Shahed Mazumder, Principal Strategist CableLab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5G的機會

12
Source: Damian Poltz –Shaw Communication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5G的機會

13

Source: Shahed Mazumder, Principal Strategist CableLabs, 2019 Summer Conference 2019  

5G的機會

Agenda

◼ 5G的挑戰

◼ 5G的機會

◼ 結語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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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15

結語

◼ 化危機為轉機
⚫ 面對競爭並積極提升服務品質
⚫ 加強開發企業客戶及加值服務
⚫ 加強產品綑綁(Bundling)銷售

◼ 加強競合關係
⚫ 應考慮異業結合
⚫ 積極協助5G網路佈建
⚫ 落實家戶的整合式服務

END

© 2019 TBC All Rights Reserved

現職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 台固媒體總經理

學歷 美國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企管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化工學士輔修經濟

經歷 林之晨先生目前擔任台灣大哥大總經理，同時於他 2009 年創立的 AppWorks 擔任董
事長暨合夥人。AppWorks 是大東南亞最大創業加速器與最活躍的創投機構之一，與
台灣大哥大於 2019 年 1 月形成策略聯盟。
在 AppWorks 之前，林之晨先生是一個創業者，1999 年起先後在台北與紐約共同創
辦電商新創的哈酷網、AI 企業軟體新創碩網資訊、旅遊社群新創 Sosauce.com，與
3D 遊戲製作新創 Muse Games。林之晨先生畢業於台大化工、輔修經濟，於紐約大學
史騰商學院取得企管碩士。自 2009 年起，他固定在 MR JAMIE 網誌發表文章，每年
提供啟發給全球數百萬有心創業的讀者。
工作之餘，林之晨先生也積極貢獻社會，目前擔任 TiEA 台灣網路暨電商產業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亞洲矽谷民諮委共同召集人、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委員等。

兼任 AppWorks 董事長暨合夥人
momo 富邦媒體科技 ( 股 ) 公司董事
TiEA 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亞洲矽谷民間諮詢委員會共同召集人
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委員

與談人　林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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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現職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董事長
清新溫泉渡假飯店董事長
霧峰高爾夫球場董事長
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中區會長
中區創業楷模聯誼會會長

特殊
事蹟

2019 年國立中興大學第 23 屆傑出校友
2015 年正心中學校友貢獻獎
第 37 屆創業楷模獎
2011 年經雲科大推薦獲頒斐陶斐榮譽證書
2009 年雲林縣十大傑出女青年
2008 年金視獎「個人特殊貢獻獎」
2002 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

經歷 佳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佳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聞主播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 EMBA 企業領袖組
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碩士 / 財務金融碩士

與談人　廖紫岑

姓名  廖紫岑  

 

現任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清新溫泉渡假飯店 董事長 

 霧峰高爾夫球場 董事長 

 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 

 中區創業楷模聯誼會 會長 

 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中區 會長 

 台中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顧問團 團長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 EMBA企業領袖組 

 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碩士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 

 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 

經歷  

 佳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佳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主播 

 國立中興大學 EMBA校友會 理事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 

 台灣鈺豐高爾夫協會 理事長 

 台中市張廖簡宗親會 理事長 

特殊事蹟  

 108年國立中興大學第 23屆傑出校友 

 104年度正心中學校友貢獻獎 

 第 37屆創業楷模獎 

 100年度經雲科大推薦獲頒斐陶斐榮譽證書 

 98年度雲林縣十大傑出女青年 

 97年度金視獎「個人特殊貢獻獎」 

 91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 

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1

董事長廖紫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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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G 對有線電視業者的機會 (1)

✓5G相較於4G需要更高的基站密度，有線電視扮演角色

◼ 更快速、更低成本的電路供裝

◼ 以客為尊、無競業中立第三方

涵蓋補強 Small cell數倍的基站佈建密度

 智慧家庭發展

電視逐漸變成了用戶家中智慧生活中心

4

5G 對有線電視業者的機會 (2)

✓服務互補、作大市場

 家戶定點服務覆蓋

STB延伸5G服務覆蓋(體育場、演唱會)

✓ Gartner 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將有
超過110億台聯網終端部署在家庭領域。

✓ 沉浸式體驗、360度環景、多角度觀賞

台數科的轉型因應(1)

 成為家庭智慧生活中心

5

台數科的轉型因應(2)

 發展智慧城市應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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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界最頂尖的科技，正悄悄地在台灣最美的球場奔馳著】

從都市到叢林，
從平地到山區，
這是獨一無二的競賽；

不容許任何失敗，
不向困難低頭，
正一步一步創造歷史。

這是台灣隊，
這是我們的驕傲！

揭開霧峰高爾夫球場美麗的面紗，
領略科技的挑戰，

今天就乘載著您一起出發…

台灣自駕車團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UbfmzBNRg&feature=youtu.be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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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有線寬頻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現職 中嘉網路技術長

經歷 紐安斯通訊公司 (Nuance Communications) 產品總監
台灣耐格如信 (Nagravision) 總經理
遠昇科技 (ADB) 系統整合處處長
中嘉網路資深經理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

與談人　鄭新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