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主題座談會

100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價值鏈

15:15-16:30

主題
座談會 有線寬頻產業

如何營造 5G 價值鏈

周韻采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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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

共同
主持人

孫雅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謝明益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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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03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價值鏈 主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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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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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 ( 輔修經濟 )

經歷 2013-2016 年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2011 年艾森豪獎學金得主
2004-2006 年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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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電影資料館研究助理

專長
領域

通訊傳播政策、制度經濟學、社群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周韻采

現職 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所長

學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榮譽
事蹟

連續 3 天沒睡，處理大數據
2011 年「第一屆國家產業創新獎」青年創新楷模獎
2011 - 2012 年 經濟部「產業知識領航獎」
2008 - 2010 年、2019 年 經濟部技術處「服務研發卓越獎」

專長
領域

社群巨量資料分析與研究
行動應用消費組群研究
企業數位能力指標分析與研究

與談人　林玉凡



105104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價值鏈 主題座談會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 價值鏈

-數位轉型，價值先行

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所長
林玉凡

2

IMD：數位渦漩(Digital Vortex)時代來臨…

資料來源：IMD & Cisco 資料整理：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 (2019/8)

5年內，數位漩渦中心的產業，前10大業者中因新進業者產生數位崩解現象，1/3面臨重新洗牌!

#1 媒體業數位轉型 –華盛頓郵報

4

緣由

已有140年歷史的紙媒華盛頓郵報因不敵電子媒

體的興起而逐步走下坡，於2013年被Amazon併

購，並由CEO Bezos 操刀進行數位轉型

策
略

用人才翻轉定位 –

轉型為媒體技術公司

招募 700+軟體工程師

規模不亞於任一家矽谷軟

體公司

開發數據分析軟體 Arc –

即時比較同一個新聞不同呈現版

本的流量與回饋。

新聞發布數十秒後抽換為最受歡

迎的標題、圖片、與故事框架

跨界合作，創造綜效 –

結合 Amazon Prime，瞄準其

於全美的6,400萬會員，輔以社

群、搜尋引擎、電子報等行銷

管道創造綜效

成效

《華盛頓郵報》轉型為內容分析的科技公司，網

站流量從2013年8月貝佐斯剛接管時2600萬成

長到2015年11月的7200萬，超越《紐約時報》

參考資料 :痞客幫(2018) – 數位轉型案例 : 貝佐斯改造華盛頓郵報

從紙上媒體業內容分析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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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首度完成大數據協助劇本創作轉型

5

• 跨界合作 : 協調跨編劇、電視台、製作人、服務設計與技術團隊(資策會)的跨界合作
• 資料判讀 :  抓取媒體粉絲頁留言，取得留言內容 223,065筆、TOP10重度使用者觀點文章逾千篇
• 工具雛形 : 發展知識圖譜、人物脈絡、多元觀點、專業術語、群眾偏好等大數據分析工具

1. PTT : 幾乎”零負評”的淚噴大戲，大推!

2. 豆瓣網 : 無疑是近一年來，兩岸華劇中的高深度戲劇，用大量的資訊訊息輔助劇本創作，大陸

的編劇，別被打爆，少些塑料的梗吧!

3. IMDB:戲劇獲9.5分高評價外，劇本也被收錄原創劇本資料庫中

資料來源 :資策會服創所

#2 科技服務業數位轉型 – Uber Eats

6

緣由

面對法規環境的不明朗，Uber由運輸業跨入

較無爭議的外送餐飲業，少了監管限制，

Uber希望能另闢蹊徑、快速成長。

策
略

成效

Uber Eats目前已經在全球300多個城市提供服

務，2018年10月起服務更涵蓋全美7成人口，

台灣市場也擴增到六都。

從運輸科技業行動餐飲科技業

推動虛擬餐廳一

透過數據分析發掘業績不佳卻有強

烈外送需求的餐廳，以車隊協助其

專營外送生意。合作全球100座城

市的 1600 家虛擬餐廳，催生連鎖

品牌 (如Green Summit Group)

連結公益，禮盒外送一

合作喜憨兒烘焙坊，用戶在Uber 

Eats App 選購一定數量之喜憨兒

中秋禮盒，就可獲得折扣讓親友

在35分鐘之內收到愛心月餅。

郊外海邊也行，外送無極限一

合作瑞典麥當勞「QR 野餐墊」，民

眾掃描餐墊QR-Code並點餐後，地

點發送給Uber，Uber再派遣最近司

機進行取餐與外送，搶攻出遊商機。

參考資料：數位時代(2018)、Uber 官網(2018)、行銷人 (2019)

#2電子業代工數位轉型 – 5G專網

7

緣由

今日90%的工業網路連線都使用有線網路，

雖然能提供自動化所需的高效能與穩定性，

但缺乏彈性，因此無法迅速滿足多變的生產

需求。

策
略

成效

打破網路只能由電信商來營運的傳統方式，透過

小基站的佈建，可以讓企業在內部能更容易享受

到5G網路的好處，同時又滿足企業不希望將資料

外洩到公用網路的顧慮

從設計代工網路營運商

網通專業 –明泰科技

可以依照不同的應用製訂安全規

格及調整網路配置，包含智慧工

廠、智慧能源管理等，並能滲透

到各行各業，發展出各種垂直應

用服務及產業互聯網的應用。

代工起家 –中磊科技

「要做專網，就要做整個系

統，」，在企業專網市場中，

為了補足傳統硬體商較不足的

系統整合力，中磊的軟體人才

較以往增加至少30％。

電商起家 –樂天 MOBILE

透過虛擬化無線接取網路，簡

化手機連接到網路基地台的路

徑。並利用旗下服務內的的 1 

億客戶來註冊行動服務，讓整

個樂天生態系統達到相乘效果

#3 零售業數位轉型案例 –星巴克

8

緣由

星巴克看重數位營收，但星巴克所在超過80個國家

中，僅不到50%消費者能使用星巴克App，其中又

僅8個國家開放客戶透過App訂購和支付。

策
略

成效

據2018年eMarketer調查，星巴克App擁2,340萬

用戶，擊敗 Apple Pay、Google Pay，成為全美

最受歡迎支付App，而2019年度股價更大漲逾4成。

從零售服務業體驗服務科技業

透過併購擴大技術資產 –

併購無人餐廳營運新創

Brightloom，運用其實體店

營運經驗，結合星巴克內部

消費者數據研究，促成更個

人化的一站式服務

線上服務強化 –
行動支付、線上儲值、點數回饋

線下服務效率/互動化 –
• 導入 AR 讓顧客與店內物品互動

• 以 AI 提升員工製作咖啡的效率

• 運用 IoT 參數自動煮咖啡

• 由區塊鏈追蹤咖啡豆履歷

跨入外送新商模 –

• 聯手阿里巴巴子公司「餓了麼」，

跨入外送市場，迎擊瑞幸咖啡

• 2019年5月起推新服務「啡快」

(Starbucks Now)專攻外帶與外

送，鼓勵線上下單，到店取貨，

7月時已推至中國逾1,300家門市
參考資料 :商周(2019) - 星巴克今年以來股價漲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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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訊業數位轉型 – Verizon

9

緣由

美國行動通訊市場日趨飽和、殺價競爭，Verizon身

為美國最大行動通訊營運商，為找尋新成長動能，

預計跨出電信本業，轉型數位廣告服務業。

策
略

成效

透過企業併購與跨部門有效整合，Verizon的服

務上線時程縮短 86.6%，生產力提升 97.3% 

從電信服務業  數位廣告科技業

併購廣告商 AOL –

AOL的優勢是資料分析/廣告

投放，可結合機器學習等技

術持續優化數位廣告，其劣

勢在於缺乏流量。

併購入口網 Yahoo –

Yahoo的優勢在於社群及電郵所

支撐的高流量，但在數位廣告市

場卻居下風。

成立媒體事業部 Oath –

結合Yahoo的大規模流量，互補

AOL的廣告分析技術，打造網路

媒體事業部Oath，進軍數位廣

告市場。

參考資料 : MIC (2018) – Verizon進軍數位廣告之路

#5 金融業數位轉型 – 純網銀

10

緣由

從無時間限制的網路銀行(如中信網銀)、無

實體存摺的數位銀行(如王道)、到無實體分

行的純網銀，純網銀不只是服務線上化，更

是破壞式創新 !

策
略

成效

LINE Bank 結合 LINE Score 用戶評分，加速車險

方案設計；樂天銀行結合用戶於電商的行為模式

投放廣告，點擊率增加 778%、轉換率增加 356%

從金融業生活理財科技業

電信起家 –將來銀行
中華電信領軍的「國家隊」
電信優勢 : 1千萬用戶基礎
零售優勢 : 全聯實體通路經驗
預計主打高額提領、扣繳管理等
未被滿足的服務

社群起家 – LINE 銀行
在日本推出單車險、單日駕駛
險、可轉送親友的地震險，主
題式保險逾60種，在手機上只
需5分鐘就能透過帳戶完成購買

電商起家 –樂天銀行
18年純網銀經驗
首創Facebook的P2P轉帳 :
用戶可在不知對方帳號的情況
下，直接點選FB好友進行轉帳

參考資料 :數位時代 (2019) – 純網銀來了

因應數位漩渦，關注數位轉型價值

#1 媒體與娛樂 #2 科技產品與服務 #3 電信服務 #4 零售服務 #5 金融服務

Appetite Behavior Convergence Data driven Elastic

隨著數位渦漩(Digital Vortex)時代的來臨，渦漩越內圈對產業影響越大；渦漩內圈產業又以媒體與娛樂業、科
技產品與服務業、電信業、零售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影響最大。渦漩內圈產業也越容易產生數位崩解(Digital
Disruption)現象，發生的速度也越快，因此所創造的新創公司也會越來越多，尤其以音樂、通訊、軟體、資料、
貨幣等可數位化服務為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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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線電視的剪線潮擋不住

Pay TV vs. Non-Pay-TV Households in the US, 2013-2023

100.5 100.5 99.6 97.7 94.3
90.3

86.5
82.9

79.4 76 72.7

20.6 22 23.6 26.9
31.6

36
40.2

44.3
48.3

52.3
56.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Pay TV households (Includes cable,
satellite, telco/fiber operaators and MSOs)

Non-pay-TV households (IPTV and pure-
play online video services, e.g., Hulu,
Netflix, YouTube, etc.)

Unit: Millions

資料來源: eMarketer, 2019/07

收視選擇眾多，該如何吸引消費者?

III

14

全球服務提供商5G垂直市場商機預估

農業
2% 健康照護

21%

製造
19%

能源
12%

自駕車
12%

公共安全
10%

影音娛樂
10%

金融
5%

公共運輸
5%

零售
4%

2030年5G商機各應用領域占比

7,000億
美元

5G網路將帶動許多垂直領域成長，家庭相關的影音娛樂與健康照護皆是重要受惠領域

資料來源：Erricson 2030年5G商機報告(2019/10)

5G來臨影音娛樂與健康照護商機預估占3成

III

51%49%

過去一年有參與影音娛樂活動 無

15

台灣民眾對5G新興應用接受度高，也願意多付費

影音娛樂新興應用

0.7%

21.2%

22.8%

29.4%

46.0%

48.7%
71.0%

都不想嘗試

遠距VR演唱會

AR互動遊戲

異地同步全息表演

3D全息投影

高畫質影像直播

360度環景/多視角

意願嘗試的新興應用 付費意願

2,079元
(每場)

88%
願意加價

願意多花

850元
(每場)

NOW

電競賽事新興應用

26%74%

過去一年有觀賞電競賽事 無

意願嘗試的新興應用 付費意願

472元
(每月)

52%
願意加價

願意多花

168元
(每月)

NOW

1.7%

26.2%

32.0%

34.9%

48.4%

59.7%

都不想嘗試

異地同步全息投影

AR互動遊戲

VR互動遊戲

賽事多視角

高畫質影像直播

w/新興應用

w/新興應用

資料來源:資策會數位所；消費者5G使用行為調查；n=1,343 (2019/11)

III

16

5G時代來臨，遊戲的玩法會有甚麼改變?

4G遊戲現況 5G遊戲情境

 1280x720為實際極限畫質
 遠景模糊、3D物件面數低
 由手機運算、耗電量大

低延遲、遠端遊玩(remote play)
 減少連線問題(低延遲)
 遠端連線遊玩(隨時隨地)

高畫質雲端遊戲(cloud gaming)
 高畫質(1080P以上)
 物件清晰
 低耗電(遠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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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機上盒再延伸，Verizon發展Cloud Gaming服務

Nvidia Shield STB Xbox One

Utomik
• 提供訂閱制線上遊戲
• 不須花時間安裝遊戲、修正檔
• 將遊戲切成許多小部分，下載一小部分
即可開始遊戲，同步透過預測技術下載
接下來的遊戲內容

採用Utomik
串流遊戲技術

發揮5G低延遲、
高頻寬特性

資料來源: Verizon、Utomik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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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時代來臨，影音觀賞會有甚麼改變?

4G影音現況 5G影音情境

 HD影音串流
 低解析度360度影音

沉浸式內容(以邊緣運算提高即時互動)
 3D全景影片
 VR/AR
 多視角

高畫質影音
 4K/8K影音串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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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時代來臨，影音觀賞會有甚麼改變?

表演者簡介

&拍手提醒

樂譜導聆

西班牙 Opus Lírica劇院曾於2016年運用智慧

眼鏡推出字幕輔助服務

翻譯導聆

Opus Lírica
opera house

西
班
牙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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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視角 全景視角

時間切片 VR比賽體驗

2018年冬季奧運會於南韓平昌舉行，展示5G技

術多視角觀賞試驗，包括同步視角(Sync view)，

以選手視角觀看比賽、全景視角(Omni point 

view)，可從任何方向與角度觀看比賽、時間切

片(Time slice)，任選360角度觀看暫停動作、與

VR比賽體驗

KT發展多視角觀賞體驗，滿足消費者好奇心

資料來源: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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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1

結論 :打造5G軟體與服務生態系
5G的應用，建議從場域需求出發，為結合上、下游產業鏈，共創解決方案

THANK YOU
現職 台灣大哥大新媒體服務副總暨酷樂 MyMusic 總經理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阿里巴巴集團 B2C 海外市場拓展與推廣負責人 
阿里巴巴集團淘寶海外業務總監 
阿里巴巴集團 B2B 亞太區國際行銷總監 
雅虎資訊電子商務部事業營運總監 
美商花旗銀行網路行銷暨電子商務副總裁 
外貿協會台灣貿易網站及產業電子化之推動 
具十五年以上數位行銷、電商及 OTT 產業工作經驗 

與談人　李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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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專任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監事
東森電視台新聞自律委員 / 節目諮詢委員
復興廣播電台節目諮詢審聽顧問委員

學歷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 /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副研究員 / 計畫負責人
社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 TCS 秘書長
台灣媒體應用與文創行銷協會常務理事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 世新大學廣電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 / 文化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
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資深記者 / 黨政財經組副召集人 / 駐紐約特派 / 主播 / 主持人 /
　　　　　　主編 / 副總編導
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節目組執行製作
台北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獲獎：社會建設獎 / 台北市政府廣播金橋獎專題報導獎 / 中國廣播公司銀質獎章 /
　　　廣播電視金鐘獎最佳廣播新聞採訪及卓越新聞獎最佳新聞節目主持人入圍 /
　　　臺灣省政府優良節目獎 / 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 (2016-2018 年 )

專長
領域

新興媒體研究、匯流傳播政策法規、傳播倫理與媒體素養、
傳播產業生態、當代傳播問題、跨媒介內容產製

與談人　許文宜
2020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5G價值鏈

許文宜 博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博雅教育組助理教授

TV Broadcast and 5G
The traditional TV value chain

(Source: Lars Kierkegaard)



119118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價值鏈 主題座談會

TV Broadcast and 5G
(Source: Lars Kierkegaard)

◼ Traditional players are being by-passed by 
new market players in the value chain. 

◼ Advanced 4G-and 5G mobile networks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the pressure on the 
existing value chain even further.

◼ new market players have entered into the value 
chain, which increases competition but also new 
revenue opportunities being the end-result.

◼ 新市場參與者進入價值鏈，增加競爭，是否帶來新
的營收模式???

5G TV -What the experts say
Jon Mundy https://5g.co.uk/guides/5g-tv/

◼ Rohde & Schwarz EVP and head of broadcast & media 
division Jürgen Nies : "The introduction of 5G could open up 
a worldwide market with millions of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acting as potential TV receivers able to combine live 
TV services, media libraries, social networks and many 
other media services."

◼ Wireless technology consultant Peter Rysavy told Forbes: 
“When I analyse demand for wireless broadband, I look at 
both Internet and TV cord replacement. TV content 
delivered to households can drive values much higher.”

◼ Michael Goodman, Director, TV and Media Strategies for 
Strategy Analytics said: “Television is already being 
transformed by new digital services like Netflix and Amazon. 
The arrival of 5G TV wireless services could herald another 
wave of TV disruption through the 2020s and beyond.”

The disrupted TV broadcast value chain with many 
new players entering the market. New player categories are 
indicated with red text. The market becomes more fragmented. 

(Source: Lars Kierkegaard)

What consumers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th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M&E) 
experiences consumers crave, we conducted the 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 (IBV) 2019 Global Telecom and Media 
Consumer Survey. We surveyed nearly 12,500 consumers in 
21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These countries represent 62 
percent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77 percent of global 
GDP. by IBM,14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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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consumers expect from 5G 
entertainment?    (IBM Rob van den Dam,14 September 2019)

◼ Subscription streaming services are all the 
rage now. It gives consumers more options than 
ever, with an array that includes OTT players 
(e.g., Netflix), major movie studios (e.g., Disney), 
cable companies and television networks (e.g., 
CBS All Access) and telecom operators (e.g., 
AT&T’s WarnerMedia streaming platform). Finally, 
new short-form entertainment services such as 
TikTok and Quibi are further diverting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 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 (IBV) 2019 Global Telecom and 
Media Consumer Survey. 

What consumers really want:
High quality streaming over 5G

(Rob van den Dam,14 September 2019)

◼ The quality of streaming video on a mobile device is 
one of the main criteria influenc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provider networks, with three out of 
four survey respondents saying that video streaming 
quality is important for them. 68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y they would even switch to another 
provider for a better-quality video experience.

◼ The previous mobile network transition from 3G to 
4G offer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video 
viewing but is not keeping pace with the rapacious 
consumer appetite for higher-resolution video 
content.

5G TV -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Jon Mundy
https://5g.co.uk/guides/5g-tv/
◼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such as Verizon, 

Deutsche Telekom, SK Telecom, AT&T and BT 
have all demonstrated technology that suggests 
5G TV services are both feasible and likely.
“The efficiency of the end-to-end network will 
determine whether 5G TV is possible.”

◼ 5G compatibility will also determine when we see 
5G TV broadcasts become a commercial reality. 
Any future 5G network will need to be stable, 
robust and consistent if it’s to support 
mainstream TV broadcast services in this way. 
Speed is only part of the issue.

Jazzed by 5G: The applications 
consumers are most excited about

(Rob van den Dam,14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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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and sports TV
Jon Mundy
https://5g.co.uk/guides/5g-tv/

◼ Ovum： 63% of network operators worldwide 
are planning to offer 5G-based augmented 
reality (AR) and/or virtual reality (VR) 
applications to people attending sports events at 
stadiums or watching events at home some time in 
2020. 5G-based AR applications will be able to 
creat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for attendees, 
such as watching instant replays on their smart 
devices or streaming 360-degree video views.

◼ 體育賽事如2020年夏季奧運會和歐洲足球錦標賽正積極推動
5G部署計劃。超過1/3運營商正計劃將商業5G推出與重大體
育賽事同時進行，91％運營商在體育競技場館試用5G服務
。

More than just reality: The most valued 5G-
supported AR applications in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Rob van den Dam,14 September 2019)

Cable TV in a converged market
(Source: ITU,2018)

資料來源:http://www.management-issues.com/opinion/6752/how-to-handle-a-qa-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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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副執行長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經歷 2017 年 - 至今
2013 年 - 2017 年

專長
領域

 PKI 公開金鑰基礎建設、行動安全技術、巨量資料 / 資料隱私、人工智慧

與談人　黃維中

工研院巨資中心副執行長
工研院巨資中心智慧應用技術組組長

經濟部「推動民生公共物聯網資料應用計畫」( 計畫主持人 )
內政部「行動身分識別系統建置暨驗證試辦案」( 協同計畫主持人 )
科技部「巨量資料應用研究推動計畫」( 計畫主持人 )
行政院科技會報「建立開放資料鏈結與融合技術」( 計畫主持人 )
泰國電子化政府服務中心「國家 PKI 技術移轉與顧問諮詢」( 計畫主持人 )
經濟部「商業交易安全認證前瞻技術研發」( 計畫主持人 )
經濟部「推動行動條碼共通標準規範及國內普及化」( 計畫主持人 )
經濟部「我國 PKI 互通管理推動計畫」( 計畫主持人 )
經濟部「規劃建立我國資通安全產品與服務檢測技術發展」( 計畫主持人 )
經濟部「Electronic Payment 核心技術」( 計畫主持人 )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5G價值鏈
從身分識別與巨量資料的角度來觀察
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
黃維中/副執行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5G對有線寬頻產業的影響

2

0 & 1 1 + 1 1 + 1

基礎建設 使用體驗 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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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使用體驗: 以身分識別為例
• 挑戰: Security vs. Usability

3

SE
CU

RI
TY

USABILITY
Poor Easy

W
ea k

St
ro ng

Data breaches in 2016 
that involved weak, 
default, or stolen 
passwords (VDBR) 

81% 

Phishing attacks were 
successful in 2016
(VDBR) 

Breaches in 2017, a 45% 
increase over 2016 
(ITRC)

1 IN 14
1,579

Annual cost to a large 
organization for 
password resets 
(Forrester)

$1M/YR

Of helpdesk calls are 
for password resets 
(at $70/reset)

Password-driven cart 
abandonment rate (Visa)

20-50%
49%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SMS/OTP 是否足夠？

4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產業價值鏈

5

CONSUMER 
ELECTRONICS

HIGH-ASSURANCE 
SERVICES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商業價值: 以資料整合分析為例

6

Analytics 
Requireme

nt

Discover 
Data 

Resources

Approval

Data 
Acquisition

Preparation

Publish

Integration 
and 

Delivery

Analytics

Data 
Analytics 

Cycle

Data Providers
Data Team

Data analyst
Business Team

Data Management
I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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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兩階段去識別化資料整合/聯邦學習

7

Security 
Environm

ent

Work
Zone

Work
Zone

Work
Zone

Work
Zone•••

Output Data Audit Analytics
Result
Export

Management Portal

Privacy Preserving Mechanism (DP, De-ID, …)

Control

Maintenance

Output Data Examination

H
adoop C

luster 
w

ith Virtualization

Articulation & ETL (Extract-Transform-Load)

Work Zone

Rack # 2
Data Nodes

Rack # 1
Data Nodes

2RU R720xd 10GbE

Job Tracker 2x10GbE

2RU R720xd 10GbE

2RU R720xd 10GbE 2RU R720xd 10GbE

2RU R720xd 10GbE 2RU R720xd 10GbE

2RU R720xd 10GbE

Leaf

M
ain

D
ata Store

(original data) Health Financi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

Researcher 
(via VPN)

Universal Sensitive Data Transformation

Data Privacy
Infra &Management

Monitor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密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ITR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wchwang@itri.org.tw

8

現職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

經歷 2010-2013 年
2007-2010 年
2004-2007 年
2001-2004 年
1996-2001 年

簡介 在台灣大哥大相關企業及凱擘任職 24 年期間，1997 年起負責台灣大哥大開台以來，
前三期無線網路基地台規劃及建置，在良好的無線涵蓋基礎上，奠定了台灣大哥大長
期的產業發展優勢。
2004 年接手台灣固網產品及加值服務的規劃，負責寬頻及市話家計用戶事業群之營運
及新事業的開發。
2007 年在集團併購了有線電視後，則專注於有線電視影音、寬頻產品及數位匯流新服
務的開發及營運。
2014 年起接手凱擘技術長的職務，負責工程及技術團隊並兼任產品開發暨營運支援的
工作。
謝先生參與了台灣電信自由化及數位匯流的每一個歷程，對於數位匯流產業在產品及
技術層面有豐富的經驗及其獨到的見解。

與談人　謝明益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暨營運支援副總經理暨董事長特別助理
台固媒體營運支援副總經理
台灣固網新事業開發部、家計用戶事業部副總經理
( 台灣大哥大 ) 弘運科技副總經理
( 台灣大哥大 ) 協通電訊設計處處長、工程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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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5G 價值鏈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長 謝明益

2020.01.14

1

Facebook Apple Microsoft Google Amazon大數據＋人工智慧➔世界新秩序

2

Question 

3

Android STB 服務盤點
◼ Android STB提供DVBC頻道、OTT影音、APP/Game、IOT服務、AI Speaker五大服務。
◼ 第一階段提供DVBC、OTT影音服務、移轉既有應用服務、IOT服務、完成語音搜尋、推薦、

DCB、廣告等機制。

DVBC OTT APP IOT
dolor sit amet, nibh est.

VOICE

4K / HD CH

EPG/mini EPG

Ticker / RMS

PVR/Time shift

YouTube

myVideo

電視隨選

市民館(10合1)

美華 KTV

Google Apps

Home Security

社區達人

BT RCU

A1 STB 

AI Speaker

用戶可自行下載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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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AI Speaker聲控服務：以Google Nest Hub為例
• Home View一站式智慧家庭儀表板
結合智慧音響和螢幕，集合式智慧家居裝置控制儀表板，你將能使用更新後的 Google
Home應用程序來進入 Home View，以便隨時隨地控制與監控你的智慧家居裝置。

• AI Speaker Google Assistant 利用口語指令進行像是搜尋結果、地圖呈現、播放
YouTube影音、查看食譜網站教學等，日常靜置時還能播放 Google相簿中精選照片。
支援Voice Match，可以記住最多6個人的聲音，給予個人專屬的提醒跟回答。

• 智能家電聯網 連接家中的其他電器產品，如電燈、電視、網絡鏡頭等不同的裝置。
• 廣角前鏡頭 可進行視訊通話，或是辨識手勢；搭載人臉辨識功能，可記錄 6名用戶。

• 支援藍芽 5.0，可透過 HDMI輸出至電視

AI Speaker

5

Wi-Fi 延伸涵蓋服務

◼ 由於智慧裝置普及，無線網路已為家戶網路必備服務，且為智慧家庭服務的重要基礎。

◼ 用戶家中環境複雜，多因為居住環境、無線干擾問題而影響無線網路品質。

◼ 為降低Wi-Fi客訴及提升Wi-Fi品質，因此推動Wi-Fi延伸涵蓋服務：
• 特色一：搭配主服務銷售，提供到府安裝、保固內到府維修，加深服務完整性。

• 特色二：提供2.4G / 5G雙頻Wifi AP、Mesh Wifi多樣網通設備，以搭配CM各種服
務規格。

21
涵蓋問題

• 空間較大
• 間隔較多
• 房屋格局較特殊

干擾問題

• 附近過多wifi頻點
• 同頻率干擾

6

智慧家庭服務推廣

安裝/維護

購買/收費

服務介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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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簡介 學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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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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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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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C 台灣寬頻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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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擘大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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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