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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大事記
本會 2019 年共主辦 4 場半天講座及論壇，與外部單位合辦 3 場研討會，原定期於年底舉
辦的「2020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因適逢 5G 頻譜競標，延後至 2020 年 1 月舉辦。

主辦
@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8 會議室

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通傳產業競爭之人才與資本策略

02

03/08

合辦 / 台灣經濟研究院
@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8 會議室

從我國視訊服務市場界定
探討有線電視監理研討會

02/22

主辦 
@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8 會議室

第六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暨主題演講

05/21

主辦
@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8 會議室

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營造 5G 友善發展環境

05/28

主辦
@ 台灣經濟研究院 T401 會議室

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營造我國視訊傳播
公平競爭環境

06/06

合辦 /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願景廳

【電信 X 金融】產業共融論壇－
大數據與 Open Banking 的連結

08/21

主辦
@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8 會議室

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營造 5G 友善發展環境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10/04

合辦 / 勤業眾信
@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2 樓
香格里拉宴會廳

本會議探討萬物聯網的時代中 5G 對
現有產業價值鏈所帶來的價值與變
革。由勤業眾信邀請學會共同合辦。

【2019 勤業眾信科技論壇】
5G 應用時代－
創造智慧生活新價值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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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

職稱 姓名 現任本職
理事長 劉柏立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四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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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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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我們
通訊匯流與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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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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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設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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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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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
(2) 建構產、官、學三方理性溝通與凝聚共識的平台，降低政策革新的 
　  影響，並提高政策公信力。
(3) 建立主管機關與產業界溝通的體制外機制

定位
與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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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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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學會
入會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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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後提供給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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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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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方式

04

學會
成員

學會成員包括國內公私立頂尖大學教授、電信及傳播科技領域專家學
者等，本會於 2019 年共有 12 間團體會員，包括：中華電信、台灣大
哥大、遠傳電信、台灣之星、亞太電信、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台
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愛爾達科技、TBC 台
灣寬頻通訊、中嘉網路、凱擘。

https://www.aptg.com.tw/my
https://www.tstartel.com/CWS
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
https://www.taiwanmobile.com/index.html
https://www.fetnet.net
https://www.elta.com.tw
http://www.cbit.org.tw/index_pc.html
http://www.ttida.org.tw
https://www.ttc.org.tw
https://www.kbro.com.tw/K01
https://www.tbc.net.tw
https://www.cns.net.tw/zh_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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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通訊產業人才與資本策略

03/08

Photo by 王
弼

正

台灣通訊學會劉柏立理事長致詞時表示，通
訊傳播事業常年面臨新技術出現衝擊既有
環境的挑戰，卻也是前進的動力。5G 的高
速率、高容量與低延遲技術特性，已促使全
球產業思考新的商業模式，例如美國 AT&T
併 購 TimeWarner、Comcast 提 供 MVNO
及 OTT 服務，以及日本 NTT 擴大整編等動
作，皆是利用數位匯流的趨勢進行 5G 藍海
策略布局。

本場會議探討電信及傳播產業如何因應 5G 時代制定人才與
資本策略，並分析近期海內外電信事業高階主管換血潮及電
信高層主管未來出路與人才培育等議題。

呂教授演講時表示，通訊產業亟需能企劃願
景與創造夥伴關係的人才。未來，電信事業
應利用長年提供語音服務累積的大數據蛻
變成新型態資通訊公司，服務企業客戶與個
人用戶。此外，5G 技術將促使大量影音服
務及數據需求浮現，媒體內容豐富度更會被
市場挑戰，然而，在 NCC 提出的匯流時代
傳播政策諮詢文件（綠皮書）中仍看不見因
應 5G 到來對媒體事業願景的擘畫，十分可
惜。

呂教授也拋磚引玉，提出電信業三大轉型策
略。第一，結合垂直產業與新創公司發展
5G 新型態應用，掌握台灣既有產業供應鏈
優勢，解決生活問題，例如智慧交通、智慧

通訊傳播競爭之人才與資本策略
呂學錦 / 國立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前台經院院長、2019 年 3 月甫轉任中信金
控首席經濟學家的林建甫教授致詞時分享，
5G 對整體社會影響深遠，但目前還有諸多
議題待討論，他舉例，自駕車若發生車禍，
其肇事責任應歸咎車子、寫程式的工程師或
提供網路的電信業者？他也十分期待遠距
醫療在 5G 時代的實現。

醫療照護、智慧製造及智慧家庭等；第二，
以併購 (M&A) 方式擴大事業範疇，培養新
世代客戶需求；第三，企業瘦身結合併購策
略擴展新領域合作機會。

此外，為了營造友善 5G 創新創業環境，他
建議政府應針對以下四個面向努力：法規鬆
綁（檢討法規對於創新的限制程度、並簡化
政策工具申請作業）、資金協助（利用天使
投資、創投投資、融資及法規調整等使資金
投入新創）、場域試煉（推動 5G 科技創新
創業場域，進行新興示範應用）、人才發展
（加強吸引科技、經濟、教育等領域人才投
入 5G）。

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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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大學劉崇堅教授分析，目前通訊
產業因競爭政策使收益降低，用戶雖坐享
漁翁之利，業者卻落入犧牲獲利的消耗戰。
儘管電信事業企圖跨產業參與金融、傳播、
電子商務等行業，卻因與大型 IT 企業的競
爭關係使經營規模受限。電信事業面臨大
數據流量趨勢無法轉成高額收益、導入 5G
須負擔高額基礎設備及通信安全成本、大
型 IT 業者投入大量資金參進市場等考驗。
值此之際，電信事業實有必要調整資金調
度策略。

元智大學周韻采教授分析近期海內外電信
事業高階主管換血潮，包括中華電信、遠
傳電信、AT&T、Verizon、DOCOMO 幾乎
都是從電信領域內部拔擢；相較台灣大哥
大邀請非電信背景的林之晨上任新總座，
預計將台灣大哥大轉型為科技公司的用人
策略令人驚艷，也是世界少見。

國立政治大學陳憶寧教授分享傳播教育的
人才培養策略，學校透過不分系、學程制、
動手做等方式，培養學生成為不因產業而
受限的多元人才。

通訊傳播產業的資本與人才競爭
主題座談會

麥迪遜數據顧問公司邱志威總經理提出，
電信業高層主管不易更動，造成許多電信
業人才上不去，又面臨產業年輕化，產生
危 機 感， 對 自 己 的 未 來 擔 憂。 他 表 示，
電信業大數據人才具備全面性數據應用優
勢，在不同行業也有很好的發揮。

遠傳電信人力資源周博儀資深副總經理分
享企業徵募人才的需求，持續朝向「大人
物」（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布局，
2018 年 12 月有一波優退潮，2019 年將擴
大徵才 1200 人。其中，也注重具備明辨
思維、敏捷思維、協作績效的能力培養，
要讓團隊合作大於個人英雄主義。

淡江大學文馨瑩教授則建議企業可以利用
「在職教練」來面對世代交替，企業若鼓
勵高階主管改任彈性上班的顧問角色，除
協助青壯世代主管提早接班，高階主管亦
可提早發展第二人生或社會公益志業。5G
時代通訊產業人才除了跨專業領域，更應
跨世代、跨國界。雖然企業時常互搶人才，
也應嘗試共同培育人才的競合策略。

座談會由 1111 人力銀
行 11TV 何啟聖總經理
與本會方修忠秘書長共
同主持，分別從電信、
傳播、經濟、法律及人
力資源角度切入討論，
針對通傳產業的資本與
人 才 策 略 提 出 建 言 交
流。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公司陳
志仁副總經理比較電信事業與
科技事業的稅後淨利數字差
異，發現電信事業多有高稅後
淨利，員工為企業賺進大量獲
利，利潤卻回饋給散戶投資
人，應更深入探討企業花多少
比例運用在人才投資上。此
外，在近期 MWC 大會上，他
也看見國外電信事業攜手顧問
公司經營企業客戶生意，值得
國內企業借鏡。

台灣寬頻協會 (CBIT) 彭淑芬
理事長則以兩岸片酬差異指出
人才外流愈趨嚴重，而國內傳
播媒體仍受限於黨政軍條款導
致投資管道設限，呼籲政府應
積極修法，讓傳播媒體能夠不
再停滯，大步邁進。

Photo by 王
弼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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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暨主題演講

05/21

本次會員大會召開時間為
5G 頻譜競標前的整備期
間， 行 政 院 甫 於 5 月 10
日核定「台灣 5G 行動計
畫 」， 而 載 明 第 一 波 5G
釋出頻段、頻譜的「一覽
表」要至 6 月才由交通部
報院核定及公告。

值此時期，會員皆十分關
心我國 5G 行動計畫規劃
方向，為此，學會特別於
會員大會邀請行政院吳政
忠政務委員蒞臨致詞，並
由本會常務理事－行政院
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
行秘書蒞臨演講分享。

行政院吳政忠政務委員致
詞時表示，過去台灣布置
重大政策都從技術開始，
應用放在後面，好像有做
就好；在 5G 時代，垂直
應用才是重點，若現在沒
有想到未來藍海的戰場，
布建時程將會拖延很久。
5G 絕對不只是 5G，不只
是 電 信 事 業 的 網 路 佈 建
而 已， 像 AI 也 絕 不 只 是
AI，5G 和 AI 都 要 跟 所 有

的傳統產業連結在一起。
台灣的 5+2 產業創新，不
能 只 看 5+2( 傳 統 產 業 )，
重點在「創新」。

創 新 從 何 來？ 第 一，
Mindset( 思 維 模 式 ) 要 改
變； 第 二，DIGI+( 數 位 國
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
裡面有智慧政府、人工智
慧、資安產業行動計畫、
5G 行動計畫，這些都需要

跟 5+2 產業連結，才有新的未
來。 

上次理事長也到我的辦公室討
論 5G 頻段釋出、大家關心的
企業專網等，電信業者跟垂直
應用業者需要攜手想出合作的
方案，相關部會也需要花時間
再討論。也請各位通訊學會的
會員，在未來協助其他產業一
起 迎 向 5G， 台 灣 才 能 在 未 來
10 年、20 年有足夠的競爭力。

Photo by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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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學會整理的演講筆記，提供參考：

蔡：在座的理監事跟會員朋友都知道行政
院在 2018 年 10 月底舉辦 5G 的 SRB 會議，
兩天半的議程有多元的探討，會議到現在
過了半年多，中間已有許多進展，更不僅
止於大家在媒體上看到的。5G 的推動對國
家的發展不只體現在通訊產業，垂直產業
跟其他加值應用產業都會被影響。5G 的行
動計劃像是行政院跨部會的「分工」，把
每個部會該做的事情都盤點清楚。

一、5G 將滿足物聯網世代的
通訊需求

5G 預期將能提供高傳輸速度、低延遲、巨
量接取等方面，目前手機已經足夠提供高
傳輸速度的服務，未來其他通訊技術標準
出現後，才會再提供到低延遲、巨量接取
方面。若把 2020 年當作 5G 網路啟動的元
年，未來還有 10 到 20 年的時間做網路佈
建。

二、5G 三大優異特性與應用
情境

目前 eMBB 標準比較成熟、相關產品比較
多一些；mMTC 跟 URLLC 都是相對比較
緩一點的進展。但光是 eMBB 就會帶來諸
多應用面的新感受，垂直場域的應用也不
斷有新的案例浮現。目前國際上釋出的 5G
頻譜多集中在中段 (2.5/3.5/4.5GHz)，而
2020 年東京奧運也被期待將有更多應用，

例如多國語言服務、自駕車服務等。

三、台灣 5G 行動計畫介紹

「 台 灣 5G 行 動 計 畫 」 的 背 景 要 回 顧 到
2018 年 10 月底行政院召開 5G 與產業創
新策略 (SRB) 會議，當時邀請了 450 位產
官學研代表參加，會議重要結論包括：

台灣 5G 行動計畫規劃方向
主講人 / 蔡志宏 /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主題演講

行政院依據該次 SRB 會議決議，規劃各部
會施政推動項目，研擬「台灣 5G 行動計
畫」，該計畫有五大主軸：

第一、推動 5G 垂直應用場域實證：
包括公私協力建置 5G 應用實驗場域；以
彈性管理規範加速 5G 應用實驗。

第二、建構 5G 創新應用發展環境：
營造 5G 創新創業友善環境（一開始沒有
料到新創業者跟 5G 有什麼關聯，後來看

5G 多 元 科 技 整 合 ( 如：5G 結 合 AI、
物聯網、AR/VR、4K/8K 影音、雲端即
邊緣運算等技術 ) 促成數位轉型。
公私協力建置 5G 垂直應用場域，提供
智慧醫療、智慧工廠、智慧城市、無
人載具等應用進行 PoC 或 PoB。
創新友善監理環境，如：完備 5G 頻譜
政策、合理化 5G 頻率費用、鬆綁 5G
應用領域及電信管理相關法規等。
重視企業 5G 網路需求與 5G 資安需求，
評估適當鼓勵投資誘因，加強推動。
促進非人口密集地區之 5G 接取網路共
建共用。

1.

2.

3.

4.

5.

現職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台大電機工程系暨電工所教授
台灣通訊學會常務理事

學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機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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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哥大首先引進新創人才到管理層級，
中華電信也有關心到新創領域。）；培育
5G 跨域人才；建立 5G 創新應用標竿實例。

第三、完備 5G 技術核心及資安防護能量：
建立 5G 優勢和新技術，推動 5G 應用科技
整合；打造 5G 資安防護機制，建立 5G 安
全防護能量（未來行政院資安處將會訂定
整體的資安策略）。

第四、規劃釋出符合整體利益之 5G 頻譜：
完備 5G 頻譜政策；推動 5G 頻譜整備，完
善 5G 頻譜釋照作業。於行動計畫中也期
許通傳會能於釋照前制定好我國第一版 5G
頻譜政策，並如期完成第一階段 5G 頻譜
釋照作業。

第五、調整法規以創造 5G 發展有利環境：
精進 5G 電信管理相關法規；精進 5G 資安
管理相關法規與措施

四、後續我國 5G 發展推動方向

第一、持續推動實證場域：包括石化業、
醫院、無人機、智慧交通、智慧工廠、智

慧教育、智慧公共安全等領域。

第二、推動 5G 垂直專網創新應用：透過
政府研議相關誘因機制，鼓勵電信業者與
垂直場域互利合作；另為了鼓勵 5G 垂直
專網發展，政府正研議以創新頻譜政策提
供專用頻譜的可行性，預計在第一波 5G
頻譜釋照前向各界公布相關政策。

五、結語

後續科技會報辦公室將持續協調各部會完
成相關工作的進行，也期待與產學研界保
持溝通，共創多贏。而業者關心的資安要
求，也會請通傳會將資安整備的維護計畫，
在發照過程中持續與業者有好的溝通。

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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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針對 5G 釋照議題邀請國內專家
學者交流意見，會中交流國際 5G 釋照現
況、我國 5G 釋照過程應留意的政策及制
度設計等，為此重大議題提供多元深入且
務實的討論。會後，學會彙整了本場次專
家學者的建言，主動發文供主管機關作為
施政參考。

劉柏立理事長：5G 不同以往，
需有典範轉移的策略思維

劉理事長致詞時表示，由於 5G 具有革命
性的創新意義，其未來加值應用充滿無限
可能，但其不確定性也造成電信事業與非
電信事業對釋照方向疑慮不安。5G 影響層
面太大太廣，取得頻譜執照後的創新應用，
才是最大的挑戰。台灣要在 5G 新時代中
掌握發展契機，必須預備對未來創新應用
發展友善的制度。

劉理事長倡議「軟體重於硬體；制度重於
技術」5G 時代要有典範轉移的策略思維。
他也呼籲 5G 需要前瞻性制度設計，包含：
「支持企業開展長期投資與研發的友善環
境」、「引導 5G 生態系統整合暨公私部
門合作空間」以及「確保監理規管思維與
5G 的時代需求相接軌」等條件，以利 5G
的應用服務真正能夠在「新市場、新產業
的創新開發」做出貢獻，裨益我國在數位
經濟發展掌握新契機。

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營造 5G 友善發展環境

05/28

劉柏立理事長致詞全文：

台灣通訊學會自 2007 年創立以來，一貫
秉持客觀、獨立、公正的學術立場，
建構以通訊傳播為核心的跨領域產官學政
策交流平台，充實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多元
討論，凝聚共識，協助通訊傳播政策邁向
優質美好的未來。

目前，本學會最關心的議題方向主要有如
下三大領域：

第一、「如何營造 5G 創新應用的友善發
展環境」
第二、「如何營造大數據應用服務的友善
發展環境」
第三、「如何實現通訊傳播與 FinTech 應
用整合的友善發展環境」

在去年（2018 年）10 月底，行政院科技
會報辦公室所主辦的「5G 應用與産業創
新策略 SRB 會議」中，我特別提出「迎向
5G 時代的典範轉移—軟體重於硬體；制度
重於技術」的倡議。這是我多年來長期觀
察我國產業政策以及通訊傳播監理政策的
心得而歸納出來的結論，絕對不是即興式
的口號標語，而是語重心長的警語以及殷
切的期盼。

警示甚麼？期盼甚麼？

Photo by 張
志

偉

警示的是：我們是否真正理解認知 5G 的
時代意義，而反省思考整體發展環境是否
友善，是否能讓 5G 的創新價值發揮出來。
期盼的是：我們能夠建立共識，掌握 5G
的發展契機，不管是電信事業或非電信事
業，皆得有接取運用 5G 泛用技術的機會。

在去年（2018 年）底，我們學會所主辦的
「2019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中，
我們設定了「迎向 5G 時代的藍海策略」
以及「傳播媒體如何迎接 5G 時代」兩大
議題。就結論而言，五大電信事業總經理
對於「迎向 5G 時代的藍海策略」似乎並
不太認同。因為大家一致的共識就是在 4G
時代的制度經驗下，市場上只有競爭激烈
的紅海市場，未來的 5G 釋照若持續因循
傳統的思維作法，則難期待 5G 創新應用
的價值發展，遑論電信事業與非電信事業
是否得有策略結盟，共創雙贏的藍海契機。

國際上，我們看到美國和韓國競先宣布 5G
服務之推出，其他先進國家也已積極進行
相關釋照作業。雖然我們不具有主導全球
5G 技術研發的優勢地位，但我們可以把
5G 技術的價值定位在「新市場、新産業的
創新開發」。因此，我們的機會當在於如
何有效掌握並運用 5G 技術締造產業發展
的新契機。

然而，要滿足創造新市場、新產業發展契
機的實現條件，包含了具彈性的發照機制、
合理的頻譜使用費、以及頻譜資源能否二
次使用或共用等頻譜經濟價值之追求。除
此之外，例如德國、日本為期 5G 在產業
發展的加值應用，目前正積極研擬 Local 
5G 垂直專網的釋照條件。

正由於 5G 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意義，其未來
之加值應用充滿了無限可能。因此，我們
不難理解電信事業與非電信事業對未來釋
照方向所抱持的疑慮與不安。畢竟這是我
們所未曾經驗的 5G 新時代，影響的層面太
大太廣，取得頻譜執照後的創新應用，才
是最大的挑戰。而制度面是否對未來的創
新應用提供友善的發展環境？或蹇困於僵
硬陳腐的制度性障礙？這就是我們能否在
5G 新時代中掌握發展契機的關鍵所在；這
就是我們所倡議的「軟體重於硬體；制度
重於技術」5G 時代典範轉移的策略思維。

具體而言，我們所期待的前瞻性制度設計，
基本上應包含：「支持企業開展長期投資
與研發的友善環境」、「引導 5G 生態系
統整合暨公私部門合作空間」以及「確保
監理規管思維與 5G 的時代需求相接軌」
等條件，以利 5G 的應用服務真正能夠在
「新市場、新產業的創新開發」做出貢獻，
裨益我國在數位經濟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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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委員致詞時提到，NCC 預計於 2019 年
第四季、最遲 2020 年初進行首波 5G 釋照，
計 畫 3.5G 中 頻 段 釋 出 270MHz，28G 高
頻段釋出 2500MHz，以及 1800MHz 釋出
20MHz 可作為加強覆蓋的搭配頻段。

另外，考慮各界對 5G 商業模式的疑慮，
NCC 將規劃提昇投資誘因機制，延長本
次釋照的頻譜使用期限至 20 年，使頻譜
的得標者可延長投資回收期，降低投資風
險。另外也大幅調降頻率使用費，以利降
低頻譜使用成本與提供投資誘因，未來使
用 3.5GHz 頻段的業者負擔 1GHz 的 18%
使用費，使用 6GHz 以上高頻段者僅負擔
0.4% 之頻率使用費。並持續推動完成偏鄉
涵蓋的頻率使用費者折扣，促成業者兼顧
偏鄉地區的涵蓋。

NCC 也鼓勵 5G 實驗與商業實驗先行，導
入概念驗證 (Proof of Concept, PoC) 及商
業驗證 (Proof of Business, PoB) 機制，樂
見電信業者、應用業者與學術界透過實驗
網路，找到垂直創新應用試驗法規環境，
以因應國內 5G、物聯網 (IoT) 等新興科技、
創新 ICT 應用與商業模式探索之需求。

郭委員也提到，5G 有大量興建小型基地臺
的趨勢，將放寬低功率小型基地台設置管
理，其可免除電台設置許可，也簡化較小
功率之小型基地台設置作業流程。並期盼
民眾能對基地臺建置有正面認知，以利於
5G 基礎建設。

NCC 郭文忠委員：
預計 2019 年第四季進行首波 5G 釋照，將拉長頻譜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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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特性與創新應用
台灣的 5G 國家戰略
5G 釋照的前瞻願景與友善環境

主題座談會

共同主持人
郭文忠 / NCC 委員
方修忠 / 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

陳副研究員於引言報告中分享
了美國、歐盟、韓國、日本、
新加坡等國家 5G 頻譜政策，
以及西班牙、日本、澳洲、美
國、德國等國家之基地台共用、
頻譜共用、垂直應用案例。

他 表 示，5G 需 要 大 量 的
行 動 頻 譜 調 和，GSM 協 會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建 議 監
管機構應致力於在主要 5G 中
頻段（如 3.5GHz）為每個營運
商 提 供 80 到 100MHz 的 連 續
頻譜，並應在毫米波頻帶（即
24GHz 以上）內為每個營運商
提供約 1GHz 的連續頻譜。執
照頻譜應仍是 5G 頻譜管理的
核心方法，而頻譜共用和免執
照頻譜可以發揮互補作用。為 
5G 優先頻段（如 3.5GHz）設
置垂直整合應用的頻譜規劃可

能會危及公共 5G 業務的推展，並可能造成頻譜的浪費。
租賃等共用方法是垂直整合應用接取頻譜更好的選擇。
此外，政府和監管機構應避免哄抬 5G 頻譜價格（如過
高的頻譜底價或年管理費），因其可能限制網路投資並
提高服務成本。有別於去 3G、4G 以人口覆蓋率作為建
設義務評價指標，5G 的頻譜特性是否仍採同一衡量基
礎，值得關注探討，如日本為了在預期需要 5G 服務的
地區及早推展 5G 服務，日本總務省設置「在全國擴大、
開展的可能性」、「及早於地方提供服務」、「服務多
樣性」等多樣評價指標。

國際 5G 釋照現況報告
陳思豪 / 台經院研究四所副研究員

引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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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學錦 / 國立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呂教授建議電信業者盡早推出相關 5G 應用，期盼政府協助
業者建置。自去年 (2018 年 )10 月底行政院 SRB 會議後，
政府提出五大政策面向欲促成數位轉型，然而相關法規環境
仍待整備，包括電信管理法及行動寬頻通信管理規則修正；
此外，台灣的 5G 國家願景跟目標應是促進數位經濟發展。
他也舉 5G 實驗網及 5G 領航隊為例，建議政府加強垂直領
域企業應用之合作開發，並以政府政策工具做實質鼓勵，為
數位紅利播種。

林一平 / 國立交通大學副校長
林副校長表示，5G 建置最大的擔憂是覆蓋率，過去釋照時
NCC 會要求覆蓋率，但 5G 技術與以往不同，呼籲主管機關
先讓業者集中處理熱點試行，拉長時間達成覆蓋率。他表
示，上個月得知 NTT 發展 5G 的服務之一是 B2B2X，尤其
NTT 能與 TOYOTA 合作，但在台灣是否能複製此模式？要
看電信產業能否跟大企業合作。此外，5G 物聯網機會雖已
非新聞，但其應用的關鍵難處在於設備耗電量太大，目前已
知聯發科有 A+ 計畫，期待能解決省電及耗電量問題。

陳人傑 /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企劃組主任
陳主任從全球數位經濟趨勢來看 5G 之意義，他表示，數位
轉型是漸進式過程，技術上帶動了智慧連結，而各種加值服
務如 OTT 等蓬勃發展，低頻段已不敷使用；大數據分析及
物連網發展接連帶動資安需求等議題，未來的網路建設需要
的資本投資已不是現在 4G 規模經濟能負荷，而 5G 剛好都
可以對應到這些發展趨勢，故特別重要。

他也提到，未來也許會出現第三方的中間商，扮演結合垂直
產業的業者與設備製造商，並可以跟上游網路業者談合作。
他也提出三點提醒，一，5G 時代小型基地台布建愈趨重要，
但基地台適合設置地點有限，將可能出現地點擁有者跟營運
商簽訂排他性協議，使其他廠家難以布置；二，釋出 5G 頻
譜前應讓業者得知中長期的頻譜規劃；三，應考量專網內涵
是否僅限企業使用；四，頻譜應考慮和諧共用可能性，如美
國三層式架構追求不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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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琪 / 泰鼎法律事務所律師
陳律師曾於遠傳電信擔任法務法規副總，她表示，電信產業
其實是政府政策跟業者商業模式互相衝撞磨合後達到的平
衡，法律只是手段跟方法，不是目的。她特別分享 5 月 20
日美國 FTC 核准美國第三大電信 T-mobile 及第四大電信
Sprint 結合申請案，FTC 對此併購核准案特別指出兩大目
的，是為縮短城鄉數位差距以及促進美國在 5G 的事業領先
地位。

張時中 /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張教授分享其「關於醫院垂直應用案例網路經濟觀點研析」
研究成果，以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為例，他的團隊以合作
賽局模型與分析及成本效益分析進行研究，若將醫院看成
雙邊市場的平台，能發現於 4G 時代合作的模式可以繼續在
5G 運用，達成雙贏空間。而 5G 帶來的新服務也將刺激出
新需求。他建議，通傳會與進駐「無形園區」進行垂直整合
創新應用試驗示範的相關部會，就試驗過程中所發現問題與
需要，可協力改善並合理化法規環境與技術規範，研擬前瞻
政策；於「無形園區」進行垂直整合應用試驗示範，如車聯
網、醫院資通訊網路服務、大專校園等場域，可促成微運營
服務，也對電信服務業可降低風險、激發創新，緊密掌握國
際趨勢，有效善用快速佈建優勢，創造新經濟效益，促進我
國民生福祉。

張麗鳳 / 經濟部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技術長
張技術長表示，5G 將從對人的溝通擴大為對人與物的溝通，
經濟部從 2017 年開始投入研究，欲找出垂直應用能夠提供
終端對終端的解決方案，終端不僅限於手機，以智慧眼鏡為
例，可以運用在娛樂、石化廠或醫院等需求。目前政府投入
預算研究，期待未來將台灣驗證過的實驗場域推廣到國外。
她也期待 NCC 可以運用共享頻譜概念，讓更多營運者能投
入來服務一些實驗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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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旦 / 前交通部長
賀陳前部長針對 5G 國家戰略，特別提出三大建議，包括加
速 B2B 盡早實現、減少電信業成本、落實人權與防災效率。
他認為 5G 技術強在多種產業整合服務，目前消費市場尚未
成熟，釋出頻譜並非急切政策，反之，扶植各種產業試推應
用服務才是正辦。他也建議，政府應明確賦予企業專用頻譜
的應用規範，此外由電信業扶植 MVNO 幫助行動加值服務
亦是另一有效作法。日本新近被指派 5G 頻段的「樂天」電
信就是從 MVNO 茁壯成第四家電信公司。該公司也不負政
策扶植，其 5G 網路建置和服務都充分採用雲端技術，超前
既有業者。若將樂天的基地台技術引進台灣，可以減少民眾
因電磁波疑慮反對基地台的抗爭，又可以幫助國內微基地台
和細胞基地台製造業升級與增產，應該列為政策評估項目。

另外，他特別舉美國為例，美國第一波釋照多針對防災等公
共服務或拓展偏鄉服務和中小企業商機，並非直接開放給消
費大眾市場。台灣國土小，即使簡化作業，也應訂定明確服
務偏鄉的作法，可將取得營運期前基地台涵蓋率定義從「人
口」改為「國土空間」，才不會只顧商機，再度忽略國家資
源的社會公平價值。

葉志良 /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助理教授
葉教授表示，5G 發展必須是電信事業與垂直產業共同推動，
他建議兩者的頻譜議題處理須注意和平和諧，避免徒增資源
浪費與頻率干擾風險，並造成管制不公平問題。另外，他也
呼籲應盡早完成電信管理法立法，若使用現行電信法框架，
很難達成 5G 有效應用。他呼籲政府 5G 建設與頻率使用必
須事前完備「頻率共享與網路共用」，須提出清楚的、具共
識的遊戲規則，審慎進行釋照工作，網路與頻率的事後監理
必須透明可受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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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莉秋 /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副祕書長
劉副秘書長表示，本周五 (5/31) 立法院將表決電信管理法，
期待能盡快通過並進入後續公告部分。她特別呼籲，當進場
愈容易，就要有相對完善的退場機制。另外，現在可見的
5G 釋照方向，除了比照過去 4GLTE 的義務外，還要求業者
處理資安議題，但 5G 跟 4G 截然不同，希望主管機關能將
業者義務擔負與頻譜持有成本的難題皆放入考量。另外，參
考 GSMA 建議的競價規則，極不建議政府提高標金。但目前
預計釋出的頻段僅能提供 2-3 家業者競標，極有可能出現各
家業者為得標而提高競標價格，導致頻譜建設成本高，未來
談商業合作競爭力低落，若競標缺乏公平性，跨界跨業整合
會出現很大的風險。

劉崇堅 /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劉教授針對 5G 釋照，特別提出兩項建議。第一，請主管機
關首次釋照前，提示完整的頻率釋出計畫，並於法規中明確
新舊法交替期間業者的權利義務關係。其計畫應包括專用網
路頻率使用規劃、其他頻段開放方式與時程、頻寬持有上
限，以及共頻、共網、共建之規範等。第二，如基於整體政
策考量，如期釋出 5G 頻譜，為期產業長遠發展，實可朝降
低 5G 執照整體取得成本，配合以獎勵輔導措施方向，建構
友善發展環境。例如延長執照使用年限至 20 年，或延長 5G
投資抵減年限至 10 年，並在不影響財政稅收的前提下，逐
步將頻率使用費回歸規費法精神徵收，以及調整競標金制度
設計，避免得標金過高。以公平合理的經營環境，促成產業
發展以能提供良好通信服務。

江雅綺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江教授表示，現有電信管理法已經改變過去的邏輯，應給予
主管機關肯定。未來 5G 應用市場上大者恆大，業者應思考
如何往國際市場移動 。此外，專有網路能提供機會可以給
小規模小範圍作商業模式創新嘗試。而法律總是落後在科技
的後面，政府必須與時俱進調整監理環境，並期待政府能降
低干預，提高市場自由度。



26 27

TCS Annual Repor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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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營造我國視訊傳播公平競爭環境

本次會議從數位匯流宏觀角度探討如何營
造視訊傳播平台的公平競爭環境，與會學
者呼籲鬆綁黨政軍條款、降低有線電視管
制強度、討論 CATV 與 IPTV 監理方式，並
呼籲政府應思考降低管制成本以利業者提
供消費者更優質的收訊服務及觀影內容。

劉柏立理事長致詞時表示，美國、日本、
歐洲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自 1996 年起
便開始調整監理政策，降低 CATV 及 IPTV
管制強度，讓整體產業有規模與競爭力，
例如日本透過國家政策積極推動光纖網路
建設，而歐美等國的 CATV 業者也在寬頻
網路建設方面貢獻顯著。反觀台灣直到去
年 (2018)12 月 底 才 完 成 CATV 全 面 數 位

化，發展進程明顯遲緩。劉理事長建議現
有的「有廣法」應及時調適以符合數位時
代的監理新思維，此外，台灣參考「歐盟
2003 年通訊法」的精神制定 「電信管理
法」，並提供 IPTV 營運解套方案，未來在
相關子法或有更明確合宜的鬆綁空間，但
就數位匯流的觀點，CATV 與 IPTV 同屬多
頻道付費電視屬性，且在技術中立的概念
下，CATV 是否亦得適用「電信管理法」，
比照 IPTV 待遇，值得思考。最後，他提到
今年 (2019 年 )9 月日本將舉辦世界盃橄欖
球賽，已確定由 NTT docomo 利用 5G 技
術提供賽事轉播，從傳統的電視事業改由
電信事業擔綱轉播，這個訊息具有劃時代
的意義與啟示。

台灣通訊學會自 2007 年創立以來，一貫
秉持客觀、獨立、公正的學術立場，建
構以通訊傳播為核心的跨領域產官學政
策交流平台，充實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多
元討論，凝聚共識，協助通訊傳播政策
邁向優質美好的未來。

目前，本學會最關心的議題方向主要有
如下三大領域：
第一、「如何營造 5G 創新應用的友善
發展環境」
第二、「如何營造大數據應用服務的友
善發展環境」
第三、「如何實現通訊傳播與 FinTech
應用整合的友善發展環境」

NCC 陳耀祥代理主任委員致詞時提到，5 月 31 日電信管理法通過後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
包括 50 幾條待修的子法。而不斷進步的科技與商業模式將持續衝擊當前的平台競爭形勢
與公眾使用行為，尤其是公眾使用益趨頻繁的 OTT 平台，既有的 IPTV(MOD) 更已對傳統
有線電視的經營形成莫大挑戰。而 NCC 也會持續致力於：促進有線電視、IPTV、OTT 之
間的良性公平競爭；對 OTT TV 採取必要監理；對媒體壟斷的必要管制；以及對頻道授權
與上下架機制的規管及頻道代理商機制的規管等。

沒 有 特 別 把 CATV 或 IPTV 甚 或 OTT-TV
等視訊傳播列入，不表示我們不重視。
我們是基於數位匯流的立場，從 5G 網
路大整合的宏觀概念，來掌握相關議題。

所謂「營造友善發展環境」的另一個意
涵，率直而言，就是針對現行的制度環
境，有所期待。希望主政者能體察全球
通訊傳播技術發展趨勢，市場創新應用
發展趨勢，從而積極調適落伍不合宜的
法規架構，排除僵硬陳腐的制度性障礙，
讓我們的企業得有創新開發新服務的友
善環境，充實國民舒適便捷的生活品質，
並且為整體國家競爭優勢之推升，做出
貢獻。

劉柏立理事長致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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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企盼已久的「電信管理法」終於在
5 月 31 日三讀通過。我們固然對主管
機關的努力，表示肯定，但我們也要坦
率地指出，由於修法作業的延宕，對於
我國數位匯流的健全發展，已經造成一
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我們知道美國制定「1996 年電信法」
的 目 的 旨 在 因 應 數 位 匯 流。 日 本 在
2001 年制定「利用電信服務放送法」
的目的在為 IPTV 解套；2003 年通過「電
信事業法」修正案，廢除第一類、第二
類之電信事業分類，大幅鬆綁；2010
年完成「放送法」大修作業，把 IPTV
與 CATV 列為一般放送，低度管制，以
因應數位匯流之時代所需。歐洲則有
「歐盟 2003 年通訊法」，引進電子通
訊網路、電子通訊服務的概念，採以低
度管制，也是著眼於數位匯流的健全發
展。就結果觀之，除了日本是以國家政
策積極推動光纖網路建設外，歐美等
國的 CATV 業者在寬頻網路建設方面，
貢獻顯著，亦有一定的規模，頗具競爭
力。

反觀我國，直至去年 (2018 年 )12 月底，
CATV 終於全面達成數位化的目標。數
位化的發展進程，明顯遲緩，但總歸是
進入全面數位化的新時代。也因此，我
們有必要藉此機會提出一個基本的老問
題：「有廣法」的監理規範，是否依然
因循類比時代的監理思維？抑或是與時
俱進，及時調適引進符合數位時代的監
理新思維？

我國現行 CATV 市場結構，固然有其背
景因素使然，但我們對於主管機關順應

時代潮流，進一步開放新進業者、進
一步開放跨區經營等措施，表示高度
肯定。在開放的經營地區，競爭激烈，
有目共睹，值得肯定。然而在 5G 即將
到來的此刻，我們不難想像如果持續
在全國 CATV 頻道內容完全一樣的情境
下，這個市場可以期待是活潑多元，
滿足消費者多元選擇？抑或是成批收
視僵化，不利消費者多元選擇？相信
大家都很清楚。也因此，CATV 所面臨
的老問題，諸如：「黨政軍退出媒體」、
「資費管制」、「頻道上下架」、「市
占率 1/3 限制」、「節目頻道 1/4 限制」
等相關規管議題，存在討論空間。

「電信管理法」基本上是參考「歐盟
2003 年 通 訊 法 」 的 精 神 而 制 定， 以
符合數位匯流發展為導向，也提供了
IPTV 營運的解套方案，未來在相關子
法方面容或有更明確合宜的鬆綁空間。
然而就數位匯流的觀點，CATV 與 IPTV
同屬多頻道付費電視屬性，且在技術
中 立 的 概 念 下，CATV 是 否 亦 得 適 用
「電信管理法」，比照 IPTV 待遇，抑
或值得思考。

今年 (2019 年 )9 月，日本將舉辦世界
盃橄欖球賽，已確定由 NTT docomo
利用 5G 技術提供賽事轉播。這個訊息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賽事轉播從傳統
的電視事業改由電信事業擔綱轉播，
在我們討論數位匯流監理議題的此刻，
饒富啟示深意。

數位匯流後國際上對 CATV 監理政策之主流趨勢
我國對 CATV 與 MOD 之規管現況與國際接軌問題探討
如何修法營造 CATV( 數位匯流 ) 的友善發展環境

主題座談會

主持人
劉幼琍 / 政治大學教授

MOD 組頻對有線電視市場之影響
周韻采 / 元智大學教授

引言報告

周教授於引言中表示，有
鑒於有線電視與中華電信
MOD 的市場規模差距逐漸
拉近，修改 MOD 規章允許
組頻之後，對有線電視將出
現競爭效果，她建議，主管
機關 NCC 應審慎評估鬆綁
特定視訊平台出現的管制
效應，可能造成對其他平台
的偏倚，也應全面鬆綁所有
不適合跨平台競爭的視訊
產業規範，包括無線電視、
有線電視，包括讓業者自選
開放性平台或封閉性平台，
才能促進彼此間的良性競
爭，從而提升消費者福祉。

周教授表示，根據 21 世紀
基金會於 2019 年 5 月進行
的最新民調，發現各收視
平台的普及率中，有線電

視仍為國內最大視訊平台，其次為 37.4% 的開放式
網路電視及視訊網站 ( 如 youtube)，第三為 21.6%
的 MOD，至於 OTT 則有 3.1% 的普及率。近一步分
析發現，當 MOD 可自組頻道使提供的內容相近時，
將同時引發價格戰。而同時訂購有線電視與 MOD 服
務者因中華電組頻而退訂有線電視的比例預估將高於
MOD，預估有線電視損失的客戶最高可達 1,657,204 
戶，但 MOD 服務僅流失 428,964 戶，將有損於有線
電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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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政治大學教授的許文宜教授認為，政策應
該是活水，幫助解決問題，而不是繼續製造問
題。許教授回溯 2015 年研究「世界先進國家有
線電視與新興視訊平台之監理政策」，四年前
提出的相關建議截至目前卻沒有絲毫進展。她
認為，整體視訊傳播領域現階段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的執行順序，還沒有鬆綁黨政軍條款就先
開放 MOD 自組頻道，導致 MOD 陷入有廣法第
五條的困境。第二，

生態是連動的，不能只處理單一產業，應該將
CATV 跟 IPTV 等視訊產業放在一起思考。

東吳大學章忠信教授表示，若要探討公平競爭
機制，應先將沒有被管理的納入管理、原本被
管理的要被鬆綁，讓兩者站在公平競爭環境下
發展。他也從智慧財權授權機制切入，提到台
灣五月初修正著作權法，能開始處理非法機上
盒及 APP 廠商，透過法律確保競爭環境公平
性。針對權利人壟斷授權可能導致市場不公平
競爭的問題，章教授以美國與歐盟為例，美國

前 NCC 委員、世新大學何吉森教授從
有線電視內容授權機制談起，他提到，
政府可運用以監督市場的工具包括競
爭管制及經濟管制兩種方法，競爭管
制主要避免市場力量濫用而侵害到市
場競爭機制及市場參與者之權益，而
經濟管制的除了糾正市場失靈導致之
無效率外，亦被期待達到更多分配正
義，如公平、普及與市場穩定發展。

何教授舉 NCC 介入 TBC 與民事授權合
約案為例，兩家業者因授權協商未果，
申請調處仍未合意，而後 NCC 動用有
帝王條款之稱的有廣法第 53、63 條欲
解決問題，後來 TBC 對 NCC 的 5 次處
分向行政院提訴願，皆因 NCC 過度介
入市場自由而獲得撤銷。何教授表示，
有時不作為亦是一種作為，此案應透
過不斷溝通調處，讓市場自行找到出
入，效率雖慢，但 NCC 既是獨立機關，
就應抱持著不輕易介入市場的態度，
避免以高權過度臆測或嚇阻，破壞市
場秩序。公平會則應以互補的立場，
協 助 NCC 督 導 業 者 創 造 公 平 競 爭 環
境。

消基會副秘書長、台灣大學林宗男教
授認為，探討視訊產業公平競爭機制
前，應先回歸到消費者身上。內容業
者在市場機制下分到的利潤並不足以
支撐發展優質傳播內容，如有線電視
最常出現成本低的談話性節目，或是
不斷重播的老舊節目，若內容業者若
沒有好的、吸引消費者的內容，整體
傳播市場並不具備有效競爭力，另一
方面，收視人口逐漸老化，年輕一代
的觀看方式已從傳統有線電視轉移到
網路視訊平台，若持續維持現況，有
線電視前景堪憂。

的 MMA 法案 ( 音樂現代化法 ) 可以用法定授
權或強制授權方式打破權利人壟斷造成的不公
平，傳達出不想讓公平法進來的意味。而上個
月 (5 月 ) 初歐盟通過著作權指令，從過去要求
平台技術中立卻無法有效控管非法內容的不當
得利，到現在，要求平台必須取得內容方的同
意才可上架，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讓資源有
效利用。

政治大學張崇仁教授以收入與成本角度切入，
現有規範有線電視每月每戶不得收取超過 300
元的費率，源自 1970 年代共同天線營運方式，
引用當時報紙訂閱金額計價，卻持續沿用了將
近 30 年沒有調整。另一方面，NCC 規定每個
頻道每天在 5 點到 11 點間要有 40% 新生節目，
一天 2.4 小時，一年 876 小時，若以將節目製
作成本以一小時一百萬計算的話，一年下來要
8 億 7 千萬，他質疑哪個業者能夠有這般穩定
的收益？而文化部每年補助節目製作僅 350 小
時。若業者的收入無法用於內容製作，消費者
必定會流失，他建議政府應該先從消費者的需

要去思考政策應該如何修訂，而不要
設定過高的管制成本。張教授認為，
整個政策技術快速進展，法規卻出現
相當大的斷層。世界各國對內容管制
皆採取非常低度，僅關注反媒體壟斷、
無歧視內容、不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不影響國家安全，此外就不另外立法
管制，反觀台灣，卻仍在乎管制中的
細微末節，而不關注整體產業應如何
發展。

台北大學黃銘輝教授從行政管制角度
分析，整體視訊平台屬於同一個競爭
市場，規範密度應該要更接近，但目
前引起的爭議源頭來自黨政軍條款。
他表示，黨政軍條款的時空背景，是
為了揮別威權時期黨政軍掌控媒體的
痛苦經驗，但在今日，卻是視訊平台
爭執的源頭。他建議應該要盡快修訂、
鬆綁黨政軍條款，而不是繼續使用法
律 解 釋。NCC 也 應 盡 量 鬆 綁 目 前 對
CATV 過度的管制。

黃教授認為，2006 年 NCC 第 73 次會
議把 MOD 定義為開放平台，讓 MOD
不用面對有廣法內的黨政軍枷鎖，能
夠擴展開放平台營運模式，相當有智
慧，此解釋更成為 MOD 在法律上的護
身符。然而，在背後法律沒有更動的
狀況下，今年 1 月 NCC 決議開放 MOD
可以自組頻道，反而使 MOD 從過去的
平台成為媒體，將受到有廣法黨政軍
條款限制。此外，IPTV 面對有線電視
剪線潮，應思考是否仍要攻進 CATV 產
業，或是如先前與 Netflix 合作，開闊
更多視訊服務領域找出新的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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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為學會與台北金融研究
發展基金會首度合作，邀請電信、
金融兩大領域專家交流產業經驗，
盼有效鬆綁運用大數據資源，增
進產業創新發展。

主席致詞
劉柏立 /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
電信事業與金融產業是高度管制
的行業，兩相共融，本具有重要
的創新意義。固然現代金融離不
開電信服務，但他更關心如何結
合雙方大數據的創新應用與風險
管理的共享。國內大數據的相關
議題討論已久，但始終囿限於個
資、隱私的問題，遲未解套，致

【電信 x 金融】產業共融論壇－
大數據與 Open Banking 的連結

08/21

使相關創新應用，成效相對有限。他希望
從務實的視野，例如設立去識別化第三方
認證機制等，來思考大數據的健全應用機
制，讓大數據得能落實於產業的創新應用。
學會和台北金融發展研究基金會共同舉辦
本次論壇活動，就是想從「如何營造大數
據應用服務的友善發展環境」與「如何實
現通訊傳播與 FinTech 應用整合的友善發
展環境」的觀點，提供跨領域的交流平台，
為國內電信事業與金融產業融合創新的政
策形成過程，凝聚共識，提供建言，期能
增進電信與金融產業共融發展，為推升數
位國家競爭優勢，做出貢獻。

周吳添 /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基金會成立於 1993 年，當時關心新銀行
如何開放，經過 30 年，世代變遷，明年

(2020 年 ) 就換純網銀上路，時局不同，
透過今天與台灣通訊學會合作的研討會將
電信與金融跨業連結，發現跨界真的都要
動起來，提供更多元的視野，例如金融產
業未來在思考資安議題時，能透過電信看
見更嚴謹的資安規範。

劉柏立理事長致詞全文：
台灣通訊學會自 2007 年創立以來，一貫
秉持客觀、獨立、公正的學術立場，建構
以通訊傳播為核心的跨領域產官學政策交
流平台，充實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多元討論，
凝聚共識，協助通訊傳播政策邁向優質美
好的未來。

目前，本學會最關心的議題方向主要有如
下三大領域：
第一、「如何營造 5G 創新應用的友善發
展環境」
第二、「如何營造大數據應用服務的友善
發展環境」
第三、「如何實現通訊傳播與 FinTech 應
用整合的友善發展環境」

我們很榮幸和台北金融發展研究基金會共
同舉辦「電信與金融產業共融論壇」，論
壇主題訂為「大數據與 Open Banking 的
連結」，就是想從「如何營造大數據應用
服務的友善發展環境」與「如何實現通訊
傳 播 與 FinTech 應 用 整 合 的 友 善 發 展 環
境」的觀點，提供跨領域的交流平台，為
國內電信事業與金融產業融合創新的政策
形成過程，凝聚共識，提供建言，期能增
進電信與金融產業共融發展，為推升數位
國家競爭優勢，做出貢獻。
  
事實上，在今年 (2019 年 )5 月 10 日我曾
經和通傳會陳耀祥主任委員共同參加一場

有關大數據的相關會議活動，深刻感
受到陳主任委員非常關心如何讓大數
據得能落實於產業的創新應用，或是
制訂專法、或是設立去識別化第三方
認證機制等，從很務實的視野，來思
考大數據的健全應用機制。因此，今
天特別撥冗蒞臨本論壇活動，持續關
心本議題、持續支持會務活動，我要
特別向陳主任委員表示感謝之意。

國家發展委員會鄭貞茂副主任委員，
是我們熟識的國內頂尖的財經金融專
家，歷任花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金
融研訓院院長、金管會副主任委員，
目前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積極推展大數
據與 FinTech 等相關創新政策，不遺
餘力，今天也特別撥冗蒞臨指導，我
也要向鄭副主任委員表示感謝之意。

另外，我還必須向本次活動的共同主
席周吳添董事長表示感謝。由於周董
事長的熱忱邀約，才促成台北金融發
展研究基金會與台灣通訊學會共同主
辦「電信與金融產業共融論壇」的創
舉。我們知道電信事業與金融產業是
高度管制的行業，兩相共融，本具有
重要的創新意義。固然現代金融離不
開電信服務，但我們更關心的當在於
如何結合雙方大數據的創新應用與風
險管理的共享。

今天的主講人林之晨總經理、以及與
談貴賓都是國內的頂尖的專業人士，
從 5G 如何點燃金融科技獲利模式，
乃至於大數據應用與 Open Banking
的連結，我們可以期待在本次論壇活
動中，聆聽精闢獨到的專業分享，獲
得電信事業與金融產業融合創新的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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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NCC 陳耀祥代理主任委
員笑稱今天來是「撈過
界」，沒想過電信能跟
金融共同舉辦研討會，
但未來電信公司不再僅
是電信公司，不能只當
笨水管，相關的創新應
用，既仰賴完善的基礎
建設，也會提升產業及
個人的資安保護意識。

NCC 於 今 年 (2019 年 )
底 5G 釋 照 中 將 督 促 產
業完善規劃，消弭資安
疑慮，使金融科技在安
全的寬頻環境下持續帶
動數位經濟發展。此外，
電信管理法於今年 (2019
年 ) 通 過 後 陸 續 修 訂 子
法，預計明年 (2020 年 )
中開始啟用，未來將建
構跨業合作的友善發展
及 友 善 創 新 環 境， 透
過公私協力致力開放轉
型。

國發會鄭貞茂副主任委員表示，目前會內積極推動數
位國家政策，包括明年 (2020 年 ) 要推動數位身分認
證及健保資料去識別化的加值應用，但支持者少，民
眾仍有疑慮，如何不讓商機變阻力，將是國發會努力
協調溝通方向，也是業者們需投入資源思考的重點。
數據是新能源，誰會利用就能勝出，期待未來電信與
金融的數據通路有更蓬勃發展。

另外，因應歐盟去年 (2018 年 ) 提出 GDPR，我國已
於去年 (2018 年 ) 正式申請 GDPR 適足性認定，並於
今年 (2019 年 )6 月展開雙方第 1 次技術性諮商會談，
預計於秋季進行第 2 次會談。此事也驅使國發會重新
檢視國內個資法是否足以因應相關挑戰。此刻國發會
也正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座談會與公聽會廣徵各界
意見，以作為後續推動修法之參考。

5G 點燃 AIoT 機會，轉換金融科技獲利模式
林之晨 /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主題演講

林總經理以其橫跨電信與新創產業觀點帶
來主題演講。展望速度、流量、連結量比
過去增快 100 倍的 5G 時代之前，他先往
回推 10 年，自 2010 年起，隨著智慧型手
機的出現，人類生活不斷被改變，例如聯
絡工具從傳簡訊到傳 LINE、小學生的娛樂
從戰鬥陀螺到抖音、出遊時倚靠紙本地圖
到 Gmap 導航、以前大家關注 NBA 球星
拿百萬年薪，現在 Fornite( 要塞英雄 ) 電
競比賽冠軍獎金就高達 300 萬美金，相關
服務已顛覆既有商業模式。

如果往後推 10 年呢？林總經理對於 5G 結
合 AIoT 的未來提出五大想像，包括金融
服務透過即時數據建立的信用評比來加
速鬆綁、純網銀等非傳統金融服務能接

觸到金融小白、人人都有 Robo 機器
人自動化與銀行單位溝通、服務對象
不再限於人類、無關鍵中心化的自治
組 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興起。

至於現有業者該如何面對未來趨勢？
他也提出三大建議，透過閱讀寫作以
吸收與反芻、辨識出好的網路原生世
代並有更多連結合作，最後他提醒，
昨 日 的 成 功 會 是 今 日 的 包 袱， 面 對
新時代應放下過去勇敢向前。另外，
電信業該如何看待電信數據開放與應
用？他認為重要的是找出 insight，要
精而不是多，精準地索取數據更能降
低客戶的資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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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與
Open Banking 的連結

主題座談會

主持人
方修忠 / 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

尹副總表示，Open Banking 將打破傳統金融服務界線，改
變生態體系，例如沒有信用紀錄的金融小白可透過電信繳款
紀錄、行動軌跡與生活型態等綜合評分來審核信貸。而 5G 技
術特性與其將帶來更優質的物聯網應用，也有利於開拓金融
服務場景，例如智慧冰箱幫忙採購兼付款。而台灣已於今年
(2019 年 ) 啟動三階段開放 API，銀行也須盡快尋覓值得消費
者信賴的第三方服務業者，尹副總表示，電信業是高度監管
行業，嚴謹度高，實名認證機制有助於改善客戶識別及驗證
效率，是銀行與消費者間重要的信任橋梁；此外，他也建議
參考日本模式，電信業者可交換信用情報機構的金融信用資
訊，增加風險管理強度。

尹德
洋

遠傳電信
執行副總經理

李參事分享國內外 Open Banking 及相關個資保護政策，歐
盟及英國以明確立法予以規範，新加坡與香港以鼓勵方式僅
訂定框架規範範本，由金融機構採自願性遵循來推動。金管
會目前參考香港模式，初期提供非交易面之金融商品資訊整
合。至於銀行開放 API 後如何保護客戶個資？李參事以歐盟
為例，2018 年歐盟個資保護委員會（EDPB）就支付服務指
令（PSD2）與 GDPR 之適用表示意見，客戶須盡到充分了解
服務內容與明確同意條款的義務，銀行、第三方服務提供者
及 API 平台等利害關係人也須遵守個資法規，保護交易安全。
另一方面，目前個資保護訂定仍待具體事實及應用場景出現，
因此主管機關也持續觀摩其他國家作法。

李世
德

國家發展委員會
參事

余主委針對國內發展 Open Banking 整理三大挑戰，第一，
政策規範不夠明確，法規強調需當事人同意，但仍然不清楚
何謂「有效」，很少看到相關討論或明確規範，過去金融業
的 API 僅在內部，未來是跨產業、諸多利害關係人，將會相
當複雜。第二，數據被分享與接觸的歷程還不清晰，例如臉
書之前發生劍橋分析事件，第三方業者在創新應用的初期或
許還不曉得最後運用資料的方式，使用者及平台也不曉得要
開放哪些資料。目前對於第三方的要求或期待是簽訂合約，
但在 Open Banking 時會更彈性，治理方式需配合相關過程
調整。而未來電信與金融若合作，不僅是單向授權，未來職
責分擔、使用者的擁有權定義也有待討論。第三個挑戰在於
政策，歐盟及澳洲主要關注消費者資料可攜性及移轉權利，
香港新加坡則傾向自律規範，台灣是否透過現有個資法修訂
仍有待討論。但產業變動得太快，也許不會有答案，重要的
是政府如何與產業攜手合作，建立友善模式。

余若
凡

台北市律師公會
智財及創新科技委

員會主委

林董事長提到，數據價值可以被創造，服務將打破原有的地
域與時間，服務與競合型態也將改變。目前主要國家開放 API
發展情勢，英國及歐盟皆採強制，香港與新加坡採自律規範，
台灣目前採取香港模式，不修法，讓銀行與第三方服務公司
合作推動，由財金公司完成 API 標準，並由銀行公會提報自
律規範後啟動，將以三階段依序開放公開資訊（以非交易面
金融資訊為主，不涉及個資，如外幣匯率、信用卡產品）、
消費者資訊（申請產品資訊及帳戶資訊，如消費者個資查詢）
及交易面資訊（可做支付等交易），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 API
設定標準。另外，也透過跨界合作委由「政大國際產學聯盟」
等新創聚落收集整合業界意見，未來將繼續協助政府單位打
造「開放 API」生態系。

林國
良

財金資訊公司
董事長

萬董事分享他近期注意到的四大趨勢，包括：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使 公 家 機 關 更 加 嚴 謹；Information 
Sharing（資料共享交流）包括利益共享、責任與風險共享；
個資保護議題開始出現布魯塞爾化，即歐盟從原本觀摩美國
模式到積極建立 GDPR 以打造歐盟單一數位市場；消費者賦
權，強調資料屬於消費者。另外，數位轉型過程既有風險也
有法規限制，如日本郵政銀行有郵務保險跟金融服務，日本
郵差可提供對保服務，若台灣想適用相同服務，仍待修法鬆
綁機制。

萬董事也分享四個大數據的資訊風險與挑戰，第一，數據資
料隱私爭議，如歐洲的個資意識強，不可拍下含未成年人的
照片；第二，去識別化處理方法若過於粗糙，可能導致內容
遭破解或反向解析，但若過度地去識別化，亦會造成數據分
析結果的不可靠；第三，資料須能持續對抗蓄意電子搜尋能
力；第四，面對非預期揭露時的應變機制需更完善。

萬幼
筠

勤業眾信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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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論壇 2019 －
營造 5G 友善發展環境

10/04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自 2018 年 10 月底行政院舉辦 SRB 會議後，國內針對企業專網公平使用問題各有
討論，到了 2019 年，我國密切展開 5G 頻譜釋照作業，除了電信事業參與政策討
論外，經濟部亦於 9 月份拋出「5G 企業專網專頻」議題，要求為企業釋出專用頻譜。

然而，專用頻譜如何取得、為何而用、用何頻段，皆未見主管機關有明確回應，對
於花費鉅額資金投入競標的電信事業是否公平，著實引發各界熱議。10 月 3 日，
五大電信投遞完 5G 競標申請書，學會於隔日 10 月 4 日舉辦時事論壇，邀請國際
SI 業者及電信產業相關專家學者與會，針對有限的頻譜資源與亟待開發的垂直場域
發展需求間如何取得平衡，展開對話交流。

劉理事長致詞時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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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5G 甚
至 6G 時代的到來，政府應準備好充分
的頻譜資源，滿足經濟社會活動全方位
的相關應用。

去年 (2018 年 )10 月底行政院主辦 SRB
會議以來，國內探討 5G 釋照議題最大
的爭議點，在於企業專網的公平使用問
題。但因頻譜資源不足，電信事業與非
電信事業間出現了問題認知的落差，如
何確保頻譜資源和諧使用、公平使用、
乃至於有效應用，是兩邊最基本的交集
共識。他也呼籲，政府部門應明確定位
5G 價值，把 5G 發展納入國家級經建
戰略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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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
國才能有掌握 5G 價值的發展機會。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執秘致詞時提
到，5G 垂直領域的應用要成功，需要
不同領域充分合作，彼此貢獻產業內的
專業 Know-how，並不是兩種產業的
科技放在一起自然就會成功。歷次會議
下來，相關部會都很同意「實驗先行」，
可以驗證應用的可行性、商業性、服務
品質等，也能掌握頻譜干擾的嚴重度與
狀況。未來，專網不僅是企業需求，也
包括政府部門基於公益性質使用的公部
門專網。

針對專網的取得成本，蔡執秘表示，9
月 23 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已提出垂直
場域應用等同競標的標準來取得頻譜，
目前各部會也認同企業若有專網需求，
頻譜取得成本及頻率使用費不應與電信
業者競標拍賣水準有太大差異。未來
NCC 會主責討論，陸續做溝通。另外，
蔡志宏也打趣地說，上帝很公平，每個
國家的頻譜都一樣大，但能騰出多少資
源，得看政府後天努力。也預告相關部
會正在規劃第二波頻譜釋照，有干擾的
頻段不會拿出來拍賣。

劉柏立理事長：政府應準備好
充分頻譜資源，將 5G 發展納
入國家級經建戰略體系。

蔡志宏執行秘書：企業若有
專網需求，頻譜取得成本應
與電信競標成本相近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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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柏立理事長致詞全文：
昨天 (10 月 3 日 ) 是 5G 競標申請的截
止日，國內五大電信事業全數遞件參與
競標。NCC 完成資格審核之後，預定
在 12 月 10 日正式競標。

我想先藉此機會，預祝參與競標的電信
事業都能心想事成！

當然，開標結果，未必能盡如人願，因
為技術成熟的無線電頻率是珍貴的稀有
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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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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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提出
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嚴肅的訴求：「在
迎接 5G 乃至於未來 6G 時代的到來，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準備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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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5G 就是泛用技術，可有效降低成
本，提高生產力以及服務品質；我們可
以把 5G 的價值定位在創新市場、新產
業的新契機，而要掌握此新契機的前提
條件，就是要能提供充分的頻譜資源，
有效應用。

去 年 (2018 年 )10 月 底， 行 政 院 科 技
會報辦公室主辦「5G 應用與産業創新
策略 SRB 會議」以來，國內在探討 5G
釋照議題時，最大的爭議點，在於企業
專網的公平使用問題。我們可以理解
企業專網之於產業創新的重要意義。然
而，正因為頻譜資源不足，因此，電信
事業與非電信事業間，出現了問題認知
的落差。

雖然如此，「要如何確保頻譜資源和諧
使用、公平使用、乃至於有效應用」，
我們認為這應該是電信事業與非電信事
業間最基本的交集共識。

所以，台灣通訊學會自去年 (2018 年 )
底「5G SRB 會議」以來，迄至本日會
議為止，一共舉辦了七場論壇交流活
動，積極扮演政策交流平台的功能，希
望為營造 5G 應用發展的友善環境，做
出貢獻。

今天的這場活動，我們持續基於頻譜資
源和諧使用、公平使用、有效應用的共
識前提，創造對話交流機會，期能進一
步增進電信事業與非電信事業的共識形
成，創造藍海雙贏契機。

同時，我們更積極呼籲：「政府部門應
明確定位 5G 價值，把 5G 發展納入國
家級經建戰略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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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如此，我們才能有掌握 5G 價值的發
展機會」。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井總經理表示，蘋果創辦人賈伯斯曾說「供給可以創造需求」，5G 也有這樣的威
力。五大電信早已非只提供語音及數據服務的笨水管，以遠傳為例，從 4G 時代已
開始在 IoT 及資通訊方面經營，未來 5G 技術成熟，在 AI+IoT 等場域可以實現更成
熟的應用，與企業客戶一同打造新藍海。她也提到，遠傳今日 (10 月 4 日 ) 與台北
市政府及台灣雲端物聯網產業協會合作，啟動「內湖智慧園區 5G 試驗計畫」，打
造全台第一個產官合作「5G 開放試驗場域」，開放 100 家團隊申請免費體驗為期
三個月的 5G 環境測試，該計畫更導入全國第一個「商業實驗研發電信網路（PoB, 
Proof of Business）」，大幅增加實驗網路價值。

至於企業專網是否需要專頻？井總經理整理日前經濟部提出日月光、台塑及三總等
企業專網需求後發現，企業端對於「敏感專有數據保留在本地、量身訂做且具主控
權之網路、合理的服務與維運成本、高度可靠維運」等需求，五家電信業者已有很
好的專業與實務經驗，協作應是更好的模式，客戶不需要也不必要「喝牛奶還養頭
牛」。而且，專頻提供商業使用，若頻譜取得成本不同，將衝擊產業公平競爭，而
場域零散使用，更會干擾並大幅降低頻率效率，也不利主管機關電波秩序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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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井琪 / 遠傳電信總經理

主題演講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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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委員主持時強調，NCC 委員們的共
識是，專網是否真的需要專頻？ 5G 企
業專網的需求目前在台灣還看不到，
若有單位跳過 5G 的需求就丟出企業
需 5G 專頻，是造成現在爭議的焦點。
NCC 的立場是，鼓勵企業與電信業者
合作企業專網，專網不一定需要專頻。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議題對話交流
共同主持人
孫雅麗 / NCC 委員
方修忠 / 台灣通訊學會秘書長

台灣諾基亞通信客戶營運部陳總監提
到，依照目前網路技術演進，3GPP 已
釋出的 R15(Release 15) 版本主要探討
EMBB 服務，若針對專網則要等待還在
討論的 R16，R16 第一個版本包括 IoT
設置技術規範及 URLLC，R17 則包括
MMTC 的加強版。企業專網目前主要
應用在製造業、石油業、礦業、碼頭等。
專網具有無線、低延遲、資安等優勢，
但也需考量頻譜成本跟技術成熟度。目
前國外專網頻譜有三種取得方式，包括
自有頻譜、跟電信業合作、免費或共享
頻譜。

陳總監表示，Nokia 在全球已經累積
超 過 70 個 專 網 合 作 案 例， 他 舉 其 中
三個適合台灣產業的案例。案例一是
Nokia 在芬蘭跟碼頭合作，當地電信
商 Ukkoverkot 擁 有 2.6GHz 的 LTE 頻
段專網，Nokia 提供涵蓋設備，針對吊
臂做 24 小時的監控，數據透過邊緣運
算不用經過公網。案例二在奧地利機場
跟當地電信商合作，使用 Nokia 的小
基站，有小型核心網。案例三為芬蘭出
產無線設備的 Oulu 工廠與當地電信商
Elisa 合作建設工廠內的專網，車輛可
直接連到雲端分析並確認操作準確性。

陳銘邦技術總監：企業專網
頻譜取得有三種，自有頻譜、
與電信業合作、共享頻譜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Ericsson 東北亞區台灣香港及澳門網
路產品部馮家輝主管提到，假如 4G 已
經可滿足企業客戶需求了，怎麼還會需
要 5G ？正因為製造業對電信業仍有著
期待跟需求，5G 才有討論空間。他舉
例，工業 4.0 時代，企業關注如何提升
產能砍成本，很多工廠追求一站式服
務，最好用一個系統就可以達成低遲
延、高頻寬，工廠也在追求無線跟有線
設備間的溝通，在愛沙尼亞，Ericsson
已經在工廠內用真 5G 去實驗，找出製
造過程的問題，幫助客戶節省 50% 的
成本。另一個例子是「Data Shower」
（數據雨），Ericsoon 在德國與 Benz
合作 5G 生產線，廠房有 2 萬平方米，
一台車子裡有幾百個 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 汽車專用微機控制器 )，
每個 ECU 都要 50G 的資料量，等未來
5G 支援海量設備時，就可以像下雨一
樣處理大量數據。

他也提到，Ericsson 在德國與 Benz 合
作，是使用電信商 Telefónica 的頻譜，
德國雖然有給專用頻段，但仍在規劃，
目前的案例都是企業端跟電信業一起合
作，企業可以好好運用電信商已具備的
維護營運優勢。

馮家輝：企業在 5G 時代對電
信業更有期待和需求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NCC 射頻與資源管理處陳處長提到，
專網與專頻的議題來自頻譜屬於稀有資
源，最重要的是和諧使用，不要干擾。
他也從三個構面討論企業專網議題，第
一是技術面，企業要使用智慧製造，實
際上要等到 2020 年 3GPP 公布 R16 標
準，而行業普遍要等 18 個月才會出現
產品，現在正是最佳實驗階段，檢驗技
術、商業、干擾等問題。第二是需求面，
一年前全球討論 5G 需求相對懵懂，都
需要做實驗，例如法國，沒有提供專頻
給企業專網使用，一小部分是 260MHz
給公益使用（如公部門做 5G 專網）。
而 3GPP 也有提出非專網的可能性，另
外，未來 wifi6 的容納量更強，也是未
來個人與企業使用的方案。第三，牽涉
法規、頻譜、資安的成本問題，政府有
義務拉齊頻譜持有成本，包括標金跟頻
率使用費，NCC 近年積極溝通合作，
已將使用費中的頻段係數更精細化，本
次釋照已拉長電信業者頻譜使用期限到
20 年。此外，電信業是政府長期規範
管制的既有可信任資源，企業應該要好
好利用，有垂直需求未必也要變成一個
笨水管。

陳崇樹處長：目前是 5G 需求
實驗的最佳階段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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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技術處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
室許主任引述國外電信大老曾說的「電
信不懂行業，行業不懂電信」破題，他
認為，5G 國際標準由通訊業觀點去制
定一開始就弄錯了。五年前通訊專家
想了 KPI 到智慧機械上，兩年前各行
各業關心如何用 5G 後，產業界成立了
5GACIA，發現 5G 的技術標準對於實
務上的需求，仍存在落差。

目 前 經 濟 部 也 提 出 5GVA(5G Vertical 
Alliance)， 倡 議 OT+IT+CT， 在 現 有
CT 背景下，跟各行各業整合需求。未
來以公網提供專網，技術創新、開放心
胸很重要，他也舉例，國外電信商會有
「房子是你蓋的，為什麼要幫你改善室
內訊號」的認知，例如建築物以水泥等
材質興建，導致訊號微弱，國外電信商
不認為要免費改善，反而應由場域、建
築物主人改善室內涵蓋問題，主動找
SI 業者或電信商來蓋，打造不同的商
業模式。

許冬陽主任：經濟部 5GVA，
倡議 OT+IT+CT 整合實務需求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金融業是否需要專網？將來銀行周資訊
長 ( 兼技術長 ) 提到，大家總以為在總
行有內部網路比較安全，事實上駭客直
接攻擊總網就好，銀行真正要保護的不
是行員的個人電腦跟手機，而是客戶的
資料。

周資訊長認為，現在銀行設計服務流程
仍繞著傳統實體銀行為中心，無法加快
速度。純網銀雖被規定不可開實體營業
據點，但也代表不再需要紙本表格、現
鈔等實體物品，更可切入傳統銀行無法
服務的需求，例如七天內要借三萬元的
短期小額借貸，傳統銀行倚靠純人工審
查來不及處理，純網銀透過自動化就可
實現。此外，5G 時代萬物聯網特性，
以後跟消費者溝通不必再侷限於實體銀
行，任何生活場景都是機會。他也讚賞
金管會對純網銀「開放鯰魚」的想法，
三家業者各有優勢。LINE 幾乎是台灣
最大的通訊公司，使用人數超過 2 千
萬，不用頻譜卻幾乎有全台人口覆蓋
率；樂天擁有日本第一大電商及合併純
網銀的經驗。將來銀行雖有大股東中華
電信，但礙於個資法隱私權問題，無法
運用任何數據資源，但未來將朝向開放
銀行、用 API 擴大生態系。這些願景尚待
通訊完備，也是純網銀對電信業的期待。

周旺暾：純網銀優勢在全自
動化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成功大學黃教授特別針對專頻情況下、
要 3.7GHz 的企業專網做討論。他認為，
這種專網是創新與公平間的衝突，政府
既希望鼓勵創新，透過提供頻譜移除進
入障礙，鼓勵潛在競爭對手加入，但卻
未考量電信業者必須競標頻譜、承擔義
務等成本，兩者間出現矛盾衝突，就像
是政府規定電信業者得花錢拿門票才能
玩，又給企業另外開門允許去 3.7GHz
玩。他建議政府應明確區分出實驗階段
與成熟階段相對應的義務，打造良性的
互動競爭，並且預備專網的配套措施，
才能紓解疑慮又兼顧鼓勵創新與公平競
爭。

黃光渠教授：專網專頻是創
新與公平的衝突，應明訂實
驗期與成熟後的義務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劉副秘書長表
示，專頻的需求應該是建立在頻譜成本
太高使實驗者卻步，而從產業發展角度
來看，未來應該是雙贏、多贏的模式，
期盼政府可以公平看待 5G 產業鏈的參
進者。

她從三個面向說明公平性，第一是頻譜
成本，若電信業者得花 300 億標頻譜，
實驗者卻無償取得，將是巨大落差，期
待政府積極拉齊兩者的頻譜成本；第二
是法規跟法遵，電信業者在電信管理法
的規管架構下，2G 到 4G 時代為準公
用特許行業，沒有主管機關卻被高度規
管，在此制度內談創新是緣木求魚。未
來電信管理法接受且歡迎創新發生，但
長期以往頻譜設備、法遵都是電信業
者的重大成本；第三是輔導獎勵，NCC
是年預算不到 10 億的監理機關，卻掌
管至少 300 億的電信業者，以及負責
國家文化創新能量的媒體產業。若 5G
產業鏈是政府共同要扶持的，應該要從
輔導機關開始改造，200 億的輔導費用
應該公平分在經濟部、交通部、NCC，
政府資源的挹注不應該切部會去看，更
不該只以製造業為 KPI 方向， 交通部、
經濟部、NCC 應該攜手同心，讓獎勵
輔導措施平均分配從低端到終端。

劉莉秋副秘書長：呼籲政府
公平看待 5G 產業鏈的參進者

# 公網與專網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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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原固定於年底舉辦「通
訊 傳 播 前 瞻 與 挑 戰 研 討
會」，因 2019 年底適逢我
國 5G 競標期間，故延後至
2020 年初舉辦。原先規劃
於 5G 競標結果出爐後，由
五大電信總座分享 5G 後續
頻譜政策，並由五大有線電
視總座分享「5G 時代的有
線寬頻產業機會與挑戰」，
再邀請學者專家深入探討
通訊產業關心之政策議題。
然而，釋照過程的激烈程度
超乎想像，遲未決標，故取
消電信總座與談之主題座
談會。

本次會議邀請到有線寬頻
產業協會鄭俊卿理事長，以

2020 通訊傳播
前瞻與挑戰研討會

01/142020

主題演講點出 5G 在增進電
信與有線電視產業創新轉
型的重要意義，此外，本次
也是學會首度邀請到五大
有線電視總經理同台。下午
兩場專家座談深入探討電
信法與即將實施的電信管
理法調適議題，以及有線寬
頻產業如何營造 5G 時代價
值鏈。

劉柏立理事長：積
極發展 5G，政府應
有「5 要」
學會劉理事長致詞時提到，
先前為配合 5G 釋照將年度
研 討 會 延 後 至 今 年 (2020
年 ) 初舉辦，但 5G 釋照過

程出現超出想像的激烈局
面，遲未決標，因此暫時取
消第一場次五大電信總座
的主題座談會「5G 時代的
頻譜政策」，待 5G 釋照結
束後將再擇期辦理。劉柏立
表示，5G 的價值可定位在
創新市場、新產業的新契
機，因此，頻譜政策攸關國
際競爭力，應有前瞻性與彈
性的戰略高度。他也呼籲政
府應積極營造 5G 友善發展
環 境， 包 括 5 要： 要 明 確
定位 5G 價值納入國家級經
建戰略體系、要支持企業展
開長期投資與研發的友善
環境、要引導 5G 生態系統
整合暨公私部門合作空間、
要確保監理規管思維與 5G

的時代需求相接軌、要積極引進監理沙
盒機制進行制度改革設計。

NCC 郭文忠委員：5G 將帶
動數位經濟跟數位轉型 有線
與電信可互補
郭委員致詞時表示，5G 服務已為現代
通訊開創超乎想像的新生活方式，在
未來將帶動數位經濟跟數位轉型。NCC
已透過電信管理法大幅放鬆電信業的管
制，從過去執照許可制到登記制，也允
許頻譜出租共享及允許更多網路共建，
預 估 今 年 (2020 年 ) 中 5G 將 正 式 開
台。但要創造數位經濟，NCC 及各業
者仍會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技術面、法
規面、成本效益面、個資保護等面向，
而有線寬頻業者近年已開始投入在企業
光纖專線及家戶室內佈建，期待未來有
線寬頻與電信商合作，互相補足各自在
5G 佈建的不足，加速 5G 實現。

劉柏立理事長致詞全文：
「通訊傳播前瞻與挑戰研討會」是台灣
通訊學會的年度例行盛會，過去都是安
排在年底舉辦，期能發揮政策交流平台
的功能，凝聚共識，積極為整體通訊傳
播產業的建全發展環境，做出努力與貢
獻。
為配合 5G 釋照，我們特別把議程時間
從去年 (2019 年 ) 底調整到今天舉辦，
但 5G 釋照過程出現超出想像的激烈局
面，遲未決標。因此我們決定暫時取消
第一場次五大電信總座的主題座談會
「5G 時代的頻譜政策」，待 5G 釋照
結束後，再擇期專案辦理，敬請期待。

過去一年，學會活動積極營造電信事業
與非電信事業的 5G 對話，希望凝聚大

家對 5G 發展意義的共識。我們認為：「5G 就
是泛用技術，也是落實數位轉型的核心技術之
ㄧ，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與服務品質；
5G 催生無線大連結時代的到來，揭開 Society 
5.0 的時代序幕；未來頻譜資源的需求將更為殷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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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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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如下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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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明確定位 5G 價值
納入國家級經建戰略體系
因為 5G 是數位轉型翻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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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實數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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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要支持企業展開長期
投資與研發的友善環境
從機會成本的觀點，形成政
策目的（包含頻譜資源之盤
點與整備、合理的頻譜取得
成本與使用成本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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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要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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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數位轉型。

四、 要確保監理規管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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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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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5G 創
新的普遍近用帶動數位轉型推
展，進以實現數位國家建設，
翻轉台灣！

今天第一場次五大電信總座的
專題議程雖然暫停舉辦，但我
們很高興能夠促成有線電視
五大總座齊聚一堂，共同探討
「5G 時代有線寬頻産業之機
會與挑戰」，並且由鄭理事長
發表「5G 時代通訊產業之變
化與契機」主題演講，做為引
言，闡釋 5G 在增進數位轉型、
産業創新的重要意義。

是的，過去 20 年來基於數位
化與寬頻化的數位匯流發展，
從今年 (2020 年 ) 的 5G 釋照

為契機，正式啟動數位轉
型，我們可以把 2020 年定
位為數位轉型元年，為建
設數位國家共同努力。

另外，我們還安排有「電
信法與電信管理法之法規
調適」以及「有線寬頻産
業如何營造 5G 價值鏈」等
兩場重要的主題座談會，
藉由我們所邀請的重量級
學者專家的知識分享與議
題探討，希望能激盪出更
具前瞻視野的啟發與共識，
提供政府決策與產業發展
的建言參考。

我謹代表台灣通訊學會感
謝在座的先進朋友們、還
有媒體記者對本會活動的
熱心參加與指教。我更期
待今天研討會活動的議程
安排，可以提供未來 5G 帶
動數位轉型的發展契機和
政策上的參考價值。

最後，先藉此機會向大家
拜個早年。

祝福各位新年快樂、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鄭理事長從 B2C 角度出發，重新檢視 5G
產業如何跨入大眾市場，點出 5G 在增進
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創新轉型的重要意
義。他認為 5G 產業不只是對有線寬頻的
挑戰，更是整體通訊產業的生態鏈變化，
最重要的便是「匯流」，對於有線業者來
說，5G 業者不僅不會與寬頻業者互斥，反
而會出現互補的效果。

鄭理事長以五個面向來看 5G 時代的匯流
整合：

第一，服務與網路匯流，OTT 平台在今年
度 開 始 會 陸 續 將 機 上 盒 轉 為 Android 或
iOS 系統，促使行動裝置與家中電視整合，
在戶外瀏覽的影片，到家同樣能繼續觀
看。

第二，用戶終端設備匯流，因消費者的使
用行為改變，未來的電視就是一台家中的
手機，每個頻道都是一個 APP，可以透過

手機、遙控器甚至聲控，出外靠手機，回
到家就與電視相伴。

第三，銷售通路匯流，虛擬通路正夯，然
實體通路才是電信與寬頻業者的解方，當
消費者行為轉變，實體店要轉為服務導向，
營造智慧家庭的功能性服務，販售的不再
只是手機，更是應用功能。

第四，產業匯流，以台灣最經典的半導體
產業為例，旗艦龍頭就是台積電與聯電，
卻沒有壟斷產業，上頭的 IC 設計產業仍然
不斷蓬勃發展；電信通訊產業同樣做為雲
端平台，提供底下的新創企業成長的養分。

第五，法規匯流，未來合併後最重要的就
是規管，期待政府以最小的介入方式，讓
世代朝著創意與全球性的市場發展，尤其
是黨政軍條款與不合時宜的三分之一市場
規模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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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時代通訊產業之變化及契機
鄭俊卿 /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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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紳總經理：5G
技術為有線電視業
者帶來互補機會
凱擘大寬頻王總經理歸納
三個重點：第一，未來 5G
技術隨著頻段需求提高，
高頻段在家中的涵蓋率會
變 差， 而 WIFI 6 也 會 隨 著
行 動 5G 一 起 進 步， 未 來
家中那條寬頻就是搭配行
動 5G 互補的機會；第二，
有 線 寬 頻 產 業 有「 攏 總
厚」的 X Haul 網路，包括
Backhaul、Fronthaul 等，
可以成為電信公司未來建置
5G 的低成本合作夥伴；第
三，未來熱門的 5G 應用，
如自駕車、醫療等皆需要不
一樣的網路架構，當未來
5G 網路從 NSA 變成 SA 時，
有線寬頻產業有望找到新
匯流機會。

林德偉副總經理：
未來有線電視的內
容是重點，對前景
樂觀
台灣大哥大業務督導林副
總代替台固媒體總經理林
之晨出席，林副總表示，有
線電視收視率雖然有下滑
現象，但根據資策會的報
告，九成收視者會邊看電視
邊滑手機，可見目前觀眾收
視行為已有改變。他認為電
信公司推出的服務應該將
行動與固網並行、互補，而
行動匯流方案更日新月異，
他舉例，過去家庭以客廳為
中心，後來人手一機，大家
會看著電視滑手機，智慧電
視推出後，消費者又變成用
電視大螢幕瀏覽剛才在手
機上看過的內容。觀眾從有
線電視退出，又回到大螢幕

上面，顯見內容仍是重點，
台灣大哥大投資戲劇「與惡
的距離」，現在正拍攝「做
工的人」，持續致力於內容
的提升，使產業更多元化。
最後，林德偉強調，對於未
來有線電視的內容改變、前
景保持樂觀。

廖紫岑董事長：匯
流時代有線寬頻產
業要做出轉型因應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廖董事
長表示，匯流時代象徵產業
變遷、價值的重新分配。台
數科為此作出的轉型因應，
包括成為家庭智慧生活中
心；發展智慧城市應用，例
如台數科已完成在霧峰球
場的自駕車試駕；運用光纖
來做智慧工廠等，都將為台
灣在地廠商累積更多經驗。

透過產業轉型，未來跟電信產業合作創
造更大的市場。她也期盼公平會能更多
扮演扶植弱勢成長的角色，讓美好的連
結繼續在台數科體現。

陳振珉執行長：行動 5G 給
有線寬頻電視帶來新機會
TBC 台灣寬頻通訊陳執行長提到，5G
技術特性帶來新的挑戰，但行動 5G 無
法獨立完成建設，有線寬頻便有相對應
的機會。他特別說明有線寬頻在三個面
向的機會：第一，有線寬頻產業可以運
用 X Haul 的機會，目前有線寬頻產業
的技術已逐漸提升到 DOCSIS 4.0，上
下行速度已突破 10Gbps，家戶及企業
之需求都可以滿足。第二，Netflix 近
期調查發現，搶走客廳電視的竟不是其
他應用服務，而是小孩的遊戲要用大螢
幕，有線寬頻產業可運用家戶現成大螢
幕，將 5G 低延遲特性多發揮在遊戲產
業。第三，電信商透過現有的有線寬頻
線路做 5G 建設約可降低一半的成本，
運用現成線路的電力資源，5G 佈建速
度會很快。

鄭新禾技術長：固網是 5G
跟行動業者的技術互補
中嘉網路鄭技術長提到，網路經營產業
及有線電視皆需要更多的 5G 佈建，不
論是電力需求、資源及空間，都要互相
支援共構更有力的網路。5G 除了頻寬，
也要積極加強網管能力，將各項網路升
裝。新一代 5G 遊戲、VR、車聯網能接
到雲端，並對新世代娛樂提供更好的服
務；而固網能扮演的角色，則是 5G 跟
行動業者的技術互補。

5G 時代的有線寬頻產業機會與挑戰
共同主持人：郭文忠 / NCC 委員、陳清河 / 世新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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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陳
人傑主任表示，電信法與電
信管理法最大的差別是管
制強度的降低，過去對於電
信業具有過於僵性的要求
與管制。目前看來，一般電
信事業只要登記，受到最低
度的規範；而在稀有資源的
部分，就適用義務性規範要
求。目前電信管理法的相關
子法尚在訂定中，無法評估
相關規範與現行的差異，因
此電信業者也很難判斷法
規是否有利、是否提前轉換
身分。在實施上會面臨到新
法優於舊法與從新從輕原
則，除非在新法廢除了舊法
的狀況下，否則原則上涉及
既有的權利義務，應該要從
輕，保護其現在利益。無市
場顯著地位者盡早進入新
法適用（從新原則）；而面
對市場顯著地位者，則建議
以有利市場主導者的方向
進行（從輕原則）。

國立清華大學彭心儀教授
提到，面對 5G，大家最關
心的問題包括資費要怎麼
處理、能不能加速建設。這
兩點會連結到新舊法轉換，
當中「放寬轉換門檻」會是
一大關鍵。新法要做的應該
是簡化流程，然現在的狀況
感覺是假登記之名，行特許
之實。業者在標得頻率後需
要提出如事業計畫書、籌設
同意書等文件，審查過程耗
費大量時間精力，實質上並
沒有真正落實簡化。彭教授
將新舊法轉換比喻為火車
轉軌，好的轉軌不需要額外
繞一大圈。已依電信法取得
特許執照的業者轉換至新
法時，應降低其轉軌成本，
簡化審查流程；此外，目前
4G 頻段並未開放共用，而
初期僅開放申請 5G 頻段中
的 3.5GHz 及 28GHz 共用，
應允許業者自行依照其需
求，決定分批或全部轉軌，

而非要求所有行動業務皆
須同時轉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程法彰
教授針對在新舊法適用議
題提出見解和疑問。程法彰
提到，三年過渡期的性質，
是單純的彈性適用，抑或有
信賴保護原則？且新舊法
所對應的主體範圍與不使
用電信資源的公眾電信的
網路也需要重新定義和解
釋，是否涵蓋了所有第一類
與第二類的電信事業，或是
只包含了第一類業者與部
分第二類業者？其次，電信
管理法鼓勵業者對頻率、基
地台的共建，然而當業者在
之前取得執照，規劃獨佔自
用，卻因為法規的變更要共
用頻率，對之前業者的投資
可能會產生信賴保護問題。
電信管理法的目標應該是
鬆綁法規，但對於不登記的
業者看來，又回到相對嚴格

的電信法規範，而當電信管理法與電信法兩者
並存時，是否對應回修法的目的，值得思考。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劉莉秋副秘書長表示，
新的電信管理法雖降低了參進門檻，讓無頻譜
資源的新進者可以參進，但對於使用既有法規
的 5 大電信業者，因仍被迫要登記，屬於準公
用事業，同時要承擔舊法與新法要求的義務。
另外，無論現行的通訊傳播基本法或今年要實
行的電信管理法，電信產業的獎勵輔導機關已
長達 20 年一直處於妾身未明狀態。目前 5G 標
金已破 1300 億，NCC 作為監理機關，一年預
算僅不到 10 億，反觀經濟部作為製造業輔導
機關，年度預算 500 多億。劉莉秋強力呼籲，
行政院應儘速指定 NCC 為獎勵輔導機關，並
盡快以現行法規給予輔導經費。世界各國電信
產業發展都聚焦在軟體與應用服務，全盤省思
5G 時代電信業者的國家發展戰略刻不容緩。

劉副秘書長提到，台灣各界對技術喜新厭舊，
目前 5G 有 80% 的應用是 4G 就能運行，卻要
重複去做建置的浪費。她呼籲應善用技術特性
來滿足需求或創造應用服務，而非不斷追求新
技術來臨。此外，電信事業自 2012 年後營收
不斷下降，但釋照速度愈來愈快，從頻譜取得
成本到建設成本皆不斷推高，不及回收。迎向
市場挑戰，電信業與各行業有領域專業和法遵
議題，如何理解彼此進而合作並達成創新共贏
的互利模式，將是重要挑戰。

台灣通訊學會方修忠秘書長提到政府規管的三
大法益，包括國家經濟發展、市場公平競爭、
消費者福利保護，應思考以何者為重。電信
發展不是線性，而是非線性，比較成功的是
1997 年 GSM 發照，不但市場成功，且把台灣
帶入 WTO。Facebook、線上廣播用的都是電
信業者的頻譜，匯流真實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他提到，頻譜篩選非常重要，NCC 應該參考
FCC 訂定頻譜篩選的機制跟技術，必須以公平
和諧方式處理。

電信法與電信管理法之法規調適
共同主持人：鄧惟中 / NCC 委員、葉志良 / 元智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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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許文宜
教授表示，5G 時代的創新
應用最重要的是了解消費
者真正需求，而不像過往以
網路建設為核心。她引用
IBM 於 2019 年做的一份報
告，該報告針對 21 個涵蓋
全球 62% 人口數及佔了世
界 77%GDP 的國家調查，
該報告整理出消費者兩類
需求：第一，消費者最需要
的是高畫質內容，而不是高
速率或低延遲，因此捨棄小
螢幕，回到大螢幕觀看是重
要 趨 勢； 第 二， 消 費 者 最
期 待 的 5G 應 用 分 別 是 4K
和 8K 影像、沉浸式的娛樂
體驗，包括 VR、3D 電影、
AR 等。 此 外， 未 來 5G 走
入家庭，電視將成為牆上的
大手機，業者必須開始思考
如何運用消費者在當中的
使用場景。許教授也提到，
5G 會促使行動網路與有線
固網協同合作，在內容創意

產生商業應用的機會，但同
時，也並非每個人都會在新
的協同過程獲益，因注意
力、與投入成本都是有限資
源。

台灣大哥大新媒體服務李
芃君副總經理以消費者角
度與產業面提出台灣大哥
大於 5G 的應用與發展。以
消費者角度來說，最深的感
受是網路速度提升、低延遲
與高速反應，使遊戲串流服
務成型，讓雲端遊戲市場逐
漸蓬勃。產業方面，比起人
手一機的現況，未來會更強
調物聯網應用，原先要用手
機 APP 分別開啟各自分散
的系統，但在 5G 時代，各
系統間彼此可以連網溝通，
如 Google Nest Mini 的 語
音即可操控家中的各種家
電，智慧家庭生活儼然近在
眼前。

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林
玉凡所長提到，隨著數位漩
渦（digital vortex）時代來
臨，媒體娛樂、科技產品與
服務、電信業、零售服務業
及金融服務業的轉型最為
重要。她舉例，華盛頓郵報
從傳統媒體轉為內容分析
科技業，分析讀者喜好推
播內容；Verizon 從電信服
務業轉為數位廣告科技業，
結合廣告商提升生產力。資
策會調查顯示，台灣民眾願
意為影音娛樂與電競賽事
等應用服務付費，包括高畫
質、低延遲、低耗電的遊戲
體驗；沉浸式、即時翻譯、
樂譜導聆的即時數位服務，
在在都顯示數位化服務的
市場價值，因此，針對 5G
應用，林玉凡建議從場域需
求出發，結合上下游產業
鏈，共創解決方案。

凱擘大寬頻謝明益技術長從全世界物聯
網產業變遷的力量切入來看自身的角
色，他提到，現在的大公司皆是網路相
關產業，例如世界前五大公司 (Big 5) 分
別 是 Facebook、Apple、Microsoft、
Google、Amazon，中國大陸前三大公
司 (BAT) 則是百度、阿里巴巴、騰訊。
凱擘五年前曾做雲端遊戲，但遇到延遲
性差的問題，無法成功。謝技術長認為，
大數據加上人工智慧，會創造未來世界
的新秩序；5G 未來不是家庭涵蓋重點，
而 WIFI 將成為兵家必爭之地；5G 商業
模式雖因技術門檻高不易建立，但數位
轉型仍是重要趨勢，必須把握。

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黃維中副執行
長表示，顛覆性改變都是從使用體驗開
始，發現客戶最大的價值則是業者須努
力的方向，要想從中創造更好的商業價
值，可能透過有線、無線網路互相加持。
除了藉由一個產業的聚合協作，也要有
嚴謹資料識別化。另外，關於使用者隱
私保護問題，他舉例，Facebook 身為
全世界擁有最多使用者資料的業者，每
天面對成千上萬偷密碼的駭客攻擊，而
服務營運商也會遇到類似問題，使用者
可能因帳密遺失不再使用服務，這是未
來營運商須努力解決的問題。

有線寬頻產業如何營造 5G 時代價值鏈
共同主持人：孫雅麗 / NCC 委員、周韻采 / 元智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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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簡介05

中華電信於 1996 年由當時交通部電信總局營運部門改制成立，
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行動通信，以及數據通信三大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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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哥大於 1997 年設立，是台灣第一家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民營電信公司，後成為台灣第二大網路服務供應商，架
構橫跨行動通訊、固網、寬頻上網及有線電視的四合一平台。
2017 年宣布轉型成為新世代網路科技公司，將朝「T.I.M.E」( 電
信、 網路、媒體 & 娛樂、電子商務 ) 等四大產業多角化經營。

遠傳電信於 1997 年成立，為國內資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之先驅，
以「誠信、敏捷、創新、團隊合作」為核心價值，秉持「只有遠
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遠傳於 2019 年以「靠得更近 想得更
遠」做為新的品牌宣言，希冀透過大數據、人工智慧及物聯網等
數位應用，拉近彼此心的距離，並縮短人們與「新科技」的距離。

台灣之星於 2013 年成立，同年 11 月併購威寶電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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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於 2014 年正式開台，致力於成為電信業的關鍵制衡力量。此外，
更於 2016 年起推動護眼工程，宣導黃斑部病變疾病知識，倡導
護眼重要性。

亞太電信於 2000 年成立，以整合寬頻固網、寬頻行動通信與寬
頻網際網路等三大寬頻事業為終極目標，具體落實固網、行網匯
流 FMC 策略。亞太電信 2015 年與鴻海集團旗下國碁電子正式完
成合併，未來將結合鴻海集團資源，落實雲移物大智網加機器人
之目標，以全新科技視野展望未來。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 於 2004 年成立，致力於推動台
灣電信產業的品質管理、研發、創新，健全法規制度及產業環境；
結合全球電信人才，共同創造全球電信產業合作契機；提供電信
產業界綜合性建議與諮詢服務；並做為電信消費者與電信業者權
益保護及糾紛之溝通、協調與調解平台。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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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CBIT) 於 2002 年創立，是台灣第一個整
合電視內容產業所有相關資源的組織。其主要成員包括業界五大
多系統有線電視業者。CBIT 的宗旨是提供一個平台來整合業界的
資源，以期提升有線寬頻產業的產值；並致力於推動法規的鬆綁，
亟於突破數位環境的阻礙，進而開展數位內容市場的潛在商機。

電信技術中心於 2004 成立，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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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現成為具備公信力的國家級資通訊技術中心。

台灣寬頻通訊 (TBC) 於 1999 年成立，是多系統媒體通訊領導品
牌的媒體通訊業者，旗下所屬系統台暨經銷商之經營區域涵蓋桃
園市、新竹縣、苗栗縣以及台中市。TBC 的遠景是提供給客戶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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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服務功能，讓大眾享
受世界級影音饗宴。

愛爾達於 2000 年成立，是國內最完整的數位內容發行平台，提
供大型資訊科技方案及無線通訊等商業服務。具有 IP/TV(STB、
MOD)、PC/TV(VOD)、Mobile TV(2.5G、3G)、 大 型 資 訊 科 技 方
案及無線通訊等商業服務。2008 年愛爾達電視於中華電信 MOD 
平台正式開台。旗下包含「ELTA 體育台」、「ELTA 影劇台」、
「ELTA 綜合台」、「ELTA 育樂台」、「ELTA 足球台」是全台唯
一 HD 頻道家族。服務地區正積極擴展到中國大陸、新加坡、北
美，以及世界各地。

中嘉網路成立於 2004 年，是我國有線電視多系統業者 (MSO) 及
網際網路供應商 (ISP)，集團旗下擁有百萬有線電視用戶。中嘉
的目標是將台灣有線電視市場提昇並轉型為具有完全數位與互動
功能的世界級媒體環境。並持續深耕寬頻上網、數位互動電視、
光纖寬頻到府等加值服務，成為用戶數位家庭的生活中心。

凱擘前身成立於 1995 年，後於 2007 年更名為凱擘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國有線電視多系統業者 (MSO) 及網際網路供應商 (ISP)。
凱擘旗下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台，寬頻網路涵蓋戶數約 200 萬
戶，服務近 110 萬有線電視收視戶數。凱擘的願景是成為各經營
服務區域內消費者心目中最佳多媒體服務平台。

https://www.aptg.com.tw/my
https://www.tstartel.com/CWS
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
https://www.taiwanmobile.com/index.html
https://www.fetnet.net
https://www.elta.com.tw
http://www.cbit.org.tw/index_pc.html
http://www.ttida.org.tw
https://www.ttc.org.tw
https://www.kbro.com.tw/K01
https://www.tbc.net.tw
https://www.cns.net.tw/zh_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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