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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專家訪談與分析  

5.1 台灣的 WiMAX 相關發展計劃  
    本章內容主要是以專家訪談的形式，從產業界的觀點來看

WiMAX 與 3G 的競合狀況。WiMAX 相較於 3G 而言是商業化起步

較晚的產業。但是由於其未來有相當大的發展潛力，無論是政府或

民間產業都給予相當的重視。在台灣，政府也為了 WiMAX 的發展，

推動了一些相關的計畫。本研究從參與政府 WiMAX 相關計畫的廠

商中，選擇其中幾家作為專家訪談的主要對象。  

在政府方面與WiMAX較為有關的計畫主要有以下 3個。分別是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 (由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兼辦 )的

「行動台灣計劃」、經濟部工業局主導的「行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推動的「WiMAX加速計劃」。  

行動台灣計劃  

此3項計畫中，以「行動台灣計劃」規模最大，但其並非專為推

動WiMAX技術所擬定。在其原本計畫中，其中的 300億預算是用來

補助地方政府建立 6000公里的寬頻管道。而另外的 70億預算則是用

來建置無線上網的基礎環境與應用服務，這部份也就是下一段所稱

的「行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而原本在無線上網的部份並非是以

WiMAX技術為主而是以WiFi技術為主。此計劃的重點在於雙網合

一，也就是無線區域網路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與行動電話

網路 (Cellular Network)的整合。除了基礎設施之外，此計畫也預定

帶動雙網手機的推展。雖然此計劃在一開始規劃的時候並未將

WiMAX納入考量，不過在 2005年 9月，行政院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

組通過台灣WiMAX發展藍圖 13後，已將WiMAX 技術納入「行動台

                                                 
1 3台灣 WiMAX 發展藍圖是由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所召集的「台灣 WiMAX 發展藍圖

工作小組」所擬定。內容包含頻譜規劃、技術發展策略、服務與應用平台之開發、

標準研擬及測試驗證等各項發展時程。透過跨部會之各項計畫，除了建置我國

WiMAX 應用服務、測試環境外，更重要的能使我國業者加速掌握 WiMAX 關鍵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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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計劃」的無線行動網路架構。不過在此WiMAX與WiFi的技術架構

如何取捨，則未見說明。  

行動台灣應用推動計劃  

「行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即為「行動台灣計劃」中無線上網基礎

設施的部份，亦稱「無線寬頻網路示範應用計畫」。其主要目的原

本 是 為 了 推 展 公 用 無 線 區 域 網 路 (Public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不過在台灣WiMAX發展藍圖通過，以及在 2005

年10月17日經濟部與英特爾公司簽約，預定在 2007年前建置 10個行

動城市、15個無線應用示範區後，WiMAX似乎有取代WiFi在此計畫

的地位。目前在此計畫獲得補助的廠商有神通電腦、威寶電信、統

一超商、宏碁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大眾電信、亞太固網寬頻、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紀資通、遠傳電信等 10家公司。  

WiMAX 加速計劃  

相對於前兩項計畫，WiMAX 加速計劃則是特別針對 802.16e-2005

標準所提出。WiMAX 加速計劃是由經濟部技術處配合前述行政院

的「台灣 WiMAX 發展藍圖」，推動的政策性業界科專計畫。此計劃

由政府規劃產業發展目標，提出研發項目需求，並採取公開競爭機

制，以政策鼓勵並補助業者投入終端晶片、基地台及系統整合等技

術之開發。除了經費的補助外，此計劃也協助爭取國防役員額，以

滿足業者研發人力需求。計畫內容包括 802.16e 終端晶片、802.16e

基地台及 WiMAX 局端與系統整合等 3 項子計畫。目前各子計畫獲

得補助的廠商有：  

 晶片子計畫：聯發科技獲得有條件通過。  

 系統整合計畫：威寶電信、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等電信大廠

共組的團隊獲得有條件通過。  

 基地台計畫：除東訊公司獲得有條件通過外；正文科技、仁寶

電腦被要求擇期進行複查。  

                                                                                                                                            
術並促進國內業者從 WiMAX 用戶端設備的技術應用，發展到局端設備如 WiMAX
基地台的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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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台灣的 WiMAX 相關發展計畫  

廠商名稱 合作對象 計畫內容 

行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 

神通電腦 N/A 系統開發 

威寶電信 N/A 應用平台開發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安盟科技) 

台北市政府 系統開發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N/A 行動新世代、農業二維條碼 

中華電信 宜蘭縣政府 無線寬頻網路建置 

大眾電信 N/A PHS+WiMAX互通性 

亞太固網寬頻 台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無線寬頻網路建置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花蓮縣政府 無線寬頻網路建置 

新世紀資通 N/A 系統開發 

遠傳電信 N/A 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相關應用 

WiMAX加速計劃 

聯發科技 N/A 晶片發展 

東訊公司 N/A 基地台發展 

正文科技 N/A 基地台發展 

仁寶電腦 N/A 基地台發展 

威寶電信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系統整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表是台灣廠商參與政府WiMAX相關發展計畫的整理。本研究

選擇其中三家公司作為本研究的專家訪談對象。  

 

5.2 專家訪談內容整理  
    本節的專家訪談內容，共包含三家台灣的電信服務業的相關業

者，並且都有與 WiMAX 相關的發展計畫。玆將各公司目前概況與

被訪問人資料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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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專家訪談對象資料  

公司名稱 與 WiMAX 有關的計畫 被訪談人 

遠傳電信 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相關應用 饒仲華 副總 

台灣大哥大 系統整合 王中永 副總 

大眾電信 PHS+WiMAX 互通性研究 林紹威 副總 

 

    雖然本研究在進行訪談前，均已擬定訪談題目並於訪談之前呈

予被訪談人先行準備。不過由於問題內容有些部分牽涉到該公司的

營運方向與策略，被訪談人並無法詳細透露。另外，被訪談人在回

答訪談題目時，有其本身的思考邏輯，因此在以下各小節中的訪談

內容中，雖然會列出訪談題目，但被訪談人的回答內容則以重點整

理方式呈現，而不隨訪談題目逐一列出。  

 

5.2.1 遠傳電信  

公司背景介紹  

    遠傳電信藉由與 AT&T 的合作與遠東集團的財務實力，於 1997

年 1 月獲得兩張行動通訊特許執照 (GSM900 與 1800)，並迅速地進

行網路建設。接著於 1998 年 1 月正式開台，同時推出世界上第一

個完全採用雙頻技術設計及建造的 GSM900/1800 雙頻系統，提供全

台灣數位行動通訊服務。  

    1999 年 3 月，遠傳以十四個月的營運時間，達到一百萬的有效

客戶數。1999 年，遠傳開台營運的第二年，營業額超過了 186 億，

稅後淨利逾 16 億。2000 年，遠傳電信營業額為 321.8 億，純益達

新台幣 40.4 億。2001 年，遠傳總營業額為新台幣 345.4 億，稅後淨

利為新台幣 66.59 億，每股純益為新台幣 3.52 元。2001 年 12 月，

遠傳電信正式於中華民國櫃臺買賣中心掛牌上櫃，證券代號 4904，

並於 2005 年 8 月則正式在台灣證券交易所以電子類股掛牌上市。  

    2002 年，遠傳百分之百投資之子公司遠致電信，以亞洲最低之

每單位人口頻寬價格新台幣 12.86 元，亦即總標金新台幣 101.69 億

元正式標獲 A 執照，成為台灣第三代行動通訊服務的業者之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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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經濟規模，強化競爭優勢，遠傳電信於 2004 年 1 月正式合併

和信電訊。「遠傳 3G 多媒體影音服務」於 2005 年 7 月 13 日正式

開台，與其配合的主要網路廠商為 Ericsson。3G 的服務品牌方面有

i-style(遠傳加值服務網 )與 i-mode，不過由於 i-mode 是合併和信電

訊而來，應該會往單一價值的服務品牌合流。雖然遠傳與 NTT 

DoCoMo 之間的有 i-mode 的合作關係，將來也有可能會引進其

FOMA 的 3G 服務，不過從其近期的發展來看， i-mode 的發展已經

較為弱勢，遠傳似乎有直接強化本身 i-style 加值服務的打算。  

訪談題目  

1. 遠傳目前對於WiMAX規劃的方向如何？  

2. 對政府法規限制影響、WiMAX執照的發放方式、NCC如何促進

業者發展的看法為何？  

3. 與遠通電收的應用整合方向及智慧運輸系統的運作方式為何？  

4. 遠傳如何發展無線寬頻接取上的應用服務？有與其它行動電信

業者合作的計畫嗎？  

5. 遠傳與新世紀資通及安源資訊的合作模式？  

6. 相對於其他業者遠傳對3G的用戶發展似乎比較保守？會因此比

較偏向往WiMAX發展嗎？ 3G升級為HSDPA系統的規劃時程？  

7. 相對其他業者，在發展WiMAX方面，遠傳有特別的優勢嗎？  

8. WiMAX能否影響最後一哩的競爭狀況？在ADSL，CABLE夾擊下

的發展空間？  

9. 對台灣發展MVNO的看法？  

10. 國內的2G業者、3G業者、固網業者通常都屬同一個集團，如此

狀況下會有利或不利WiMAX發展？  

訪談內容整理  

1. WiMAX對3G服務營運業者來說，只是個演進 (Evolution)的過程  

雖然，WiMAX是採用比較先進的技術，功能表現上似乎也能贏過 3G

目前的系統。但是對3G的電信營運上來說，頂多是多一個選擇，以  

互補的角色來看待居多。畢竟已經在 3G的執照上已經投入了龐大的

成本，而以基地台設備來說也是一樣，都經過了許多詳細的財務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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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才執行相關的計畫。不太可能在還沒看到有明顯的回收之前，

就貿然地完全投入新的技術。  

2. 政府推動WiMAX的立場並不一致  

以目前來看，政府與WiMAX有關的部門一共有兩個，一個是經濟

部，一個是交通部。經濟部主要負責WiMAX產業的推動，而交通部

則負責執照的發放以及業者的管理，不過在國家通訊委員會 (NCC, 

National Communicaitons Commision)成立之後，此一部分的業務則

逐步挪往NCC。NCC主要是從消費大眾為出發點，希望健全電信服

務業與通訊廣播業的發展。不過，從經濟部的觀點來看則和NCC會

有不同調的情形出現。經濟部主要的績效是來自整個國家的產業生

產毛額，因此會採取任何有利於產業發展的政策。由此兩種不同的

觀點出發，在執行面的時候自然會有或多或少會出現雙頭馬車的情

情形。在國外，有些國家有單一的部門來統籌這兩種出發點，如此

一來才能真正事半功倍的推動產業發展，並兼顧消費大眾的利益。  

3. 智慧型運輸系統主要是配合政府  

遠通電收是屬於整個智慧型運輸系統的一部分，主要是配合政府的

交通管理政策而執行發展。除了收費之外，也會發展以車輛為單體

的內容服務系統。包含的項目會相當的多，不過因為還在發展中，

會在適當的時機公佈並推出服務。  

4. 與新世紀資通雖屬同一集團，但並沒有特別的合作  

遠傳在固網線路方面並不是只有跟新世紀資通合作，與其他的固網

業者也有合作關係。雖然屬於同一個集團，但各自有各自的經營績

效，在這方面，新世紀資通的固網業務也是要跟外面其他的固網業

者競爭，才能有遠傳的生意。在WiMAX的發展方面，因為著重的技

術一個是Fixed WiMAX，一個是Mobile WiMAX，能真正合作的機

會也不多。  

5. 眾多的內容提供者與服務  

遠傳目前在內容服務上，一共有 200多家的內容服務供應商，而目

前在遠傳平台上所提供的內容服務一共有 1000多種。目前所有的電

信業者在內容服務方面都是以本身的平台為主，要共同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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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大。  

6. 會儘速升級至HSDPA系統，真正的成本不在基地台的技術  

對遠傳來說，真正在營運上的成本是在固網以及機房的基礎設備。

至於基地台採取何種無線接取的技術，其實相對來說並不是很高的

成本比例。因此，只要時機成熟便會將目前的W-CDMA系統升級至

HDSPA系統。而WiMAX系統只要證明是成熟穩定的，遠傳也會採

用。  

7. 威寶雖然沒有2G為基礎，但綜效可期  

從其他的 3G 業者來看，威寶電信雖然沒有 2G 的用戶作為基礎，但

是其背後的實力不容小覷。在仁寶集團手機代工的規模逐步擴大之

際，威寶的營運意義不單純只是做個 3G 服務的電信營運商，而是

可以提供仁寶集團在手機發展上絕佳的舞台。因此，這種硬體與軟

體間的綜效是很可以被期待的。  

 

5.2.2 台灣大哥大  

公司背景介紹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7 年設立，是台灣第一家取得政

府核發全區 GSM1800 系統特許營運執照的民營電信機構。台灣大

哥大在 1998 年用戶數突破 100 萬，成為全球第四大、亞洲第一大

的 GSM1800 行動電話公司，1999 年突破 300 萬，2000 年用戶數突

破 500 萬。2002 年 7 月，台灣大哥大收購台灣南區行動電信業者泛

亞電信，總用戶數達到 642 萬。再於 2004 年 6 月宣布收購中區之

東信電訊，整合後以超過 820 萬戶的總用戶數，以及 31%以上的電

信營收市占率，一舉躍升為台灣最大的行動電信業者。台灣大哥大

於 2000 年掛牌上櫃，為台灣第一家上櫃的行動電話業者， 2002 年

正式上櫃轉上市（台灣證券交易所交易代碼 :3045）。同年納入台灣

50 指數，並獲納入摩根士丹利資本國際 (MSCI)投資指數成分股。  

    台灣大哥大也在地理涵蓋範圍上積極尋求拓展，於 2004 年加

入亞太地區最大的行動電信聯盟 Bridge Mobile Alliance，間接地擴

大整個台灣大哥大無線通信服務市場。台灣大哥大的 3G 服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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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5 月 26 日 3G 開台，3G 執照得標價格為新台幣 102.81 億，

與其配合的主要的設備廠商為 Nokia 與 Siemens。3G 的服務品牌為

從 2.5G 延伸而來的 Catch 3G。  

訪談題目  

1. 台灣大哥大目前對於WiMAX規劃的方向如何？  

2. 台北南港軟體應用園區的建置成果，與宏碁的合作模式？  

3. 與威寶、中華電信所參與的WiMAX加速計劃的合作模式？  

4. 與台灣固網的合作模式？  

5. 對政府法規限制影響、WiMAX執照的發放方式、NCC如何促進

業者發展的看法為何？  

6. 台灣大哥大如何發展無線寬頻接取上的應用服務？有與其它行

動電信業者合作的計畫嗎？  

7. 相對其他業者，在發展WiMAX方面，台灣大哥大有特別的優勢

嗎？  

8. WiMAX能否影響最後一哩的競爭狀況？在ADSL，CABLE夾擊下

的發展空間？  

9. 對台灣發展MVNO的看法？  

10. 國內的2G業者、3G業者、固網業者通常都屬同一個集團，如此

狀況下會有利或不利WiMAX發展？  

訪談內容整理  

1. 與其他公司合作的重點是在於互相操作性  

這些合作計畫的重點是在於確認WiMAX系統和其他的網路系統，例

如 3G或是固網之間的互相操作性，以作為未來將WiMAX納入整個

電信網路的一部分。  

2. WiMAX的角色很彈性，但前提是政府政策要夠清楚  

政府進行這些WiMAX計畫的目的是為了帶動產業發展，希望能帶動

WiMAX相關的製造產業成長。但是主管機關NCC在一些相關的規定

上仍然太過模糊。對於業界在進行相關的計畫上會是一個困擾。只

要政府在WiMAX的政策上夠清楚的話，我們相關的業者便可以做出

相關的因應措施。無論把WiMAX當作是互補的角色，或是競爭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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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都可以有很清楚的應對計畫。  

3. 許多地方政府都在進行無線網路城市的計畫，對業者發展

WiMAX並不公平  

在目前，許多的地方政府為了配合中央政府的WiMAX發展計畫，都

有進行相關的無線寬頻接取建設，希望成為先進的無線城市。但是

這樣一來，會對發展WiMAX造成不公平的情形，而且進一步會有與

民爭利的現象。這個現象應該要有從中央政府一致的態度來進行，

才不會是的民間業者有疑慮。  

4. NCC的功能要加緊趕上國外的程度  

相對於國外的環境，國內在通訊產業的管制方式是比較落後的。

NCC應該要加速讓本身的功能完備，才能使內容服務產業發展健全

化，進而帶動無線行動寬頻接取產業的發展。  

5. 以行動電信營運商來看，重點是在Mobile WiMAX 

Fixed WiMAX 的發展重點在於最後一哩，或是 Backhaul 的部份，

因此台灣固網會比較重視這一塊。而這個部份會在 ADSL 或 Cable

之間獲得發展的機會，而改變目前最後一哩用戶迴路被中華電信壟

斷的狀況。而台灣大哥大對於 WiMAX 所著重的是 Mobile WiMAX

的部份。  

6. 對不同的終端設備使用者提供不同的資料傳輸計費方式  

因為使用 3G資料卡的用戶大多是筆記型電腦的使用者，提供的計費

方式是 flat rate的方式。而手機的使用者因為在手機上可以執行的任

務有限，會以資料傳輸量的大小來計費。將來如果在手機上可以執

行的任務變多了，計費方式也會跟著調整。  

7. 台灣有MVNO的發展空間，但必須有強大的品牌  

台灣具備強大品牌與廣泛通路的業者並不多，但是仍有一些業者具

備這些條件。只要能正確地提供給消費者需要附加價值，就會有

MVNO發展的空間。而對行動電信營運商來說，只要MVNO能保證

採購一定數量的 air-time，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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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大眾電信  

公司背景介紹  

    大眾電信於 1997 年 4 月成立，並於 1997 年 12 月取得全區傳

呼執照推出中文秘書傳呼服務。大眾電信於 1999 年取得衛星通信

服務籌設許可，並通過通過電信總局基地台審驗。1999 年 8 月大眾

電信推出『神乎奇機』金融股票機與服務。大眾電信於 2000 年 2

月取得低功率行動電話 (PHS)籌設許可，同年 10 月獲電信總局核准

0968 門號。2001 年 1 月取得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特許執照。 

    2001 年 5 月大眾電信正式推出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 (PHS)業

務。2001 年 10 月與 SeedNet 合作推出「PHS123 真好上」無線上網

服務，並強調無線傳輸速度比 GSM 系統快。 2001 年 12 月推出與

PHS 系統相關的內容服務－拇指定位王 (包含無線關懷、定位搜

尋 )。2002 年 5 月  與日本 DDI Pocked 合作推出原機日本漫遊服務  。

2002 年 8 月，針對筆記型電腦及 PDA 的使用者推出 WiWi 行動上

網卡。2004 年 2 月通過核發 09688、09689 字頭門號 20 萬門，總門

號數達 100 萬。2004 年 4 月推出 PHS、GSM 二合一手機 G1000。

2004 年 5 月高雄地區開通服務，2004 年 11 月台中地區開通服務，

2005 年 2 月  彰化地區開通服務，2005 年 9 月 PHS 用戶數超越百萬。 

訪談題目  

1. 大眾電信參與行動台灣計劃的內容及成果如何？  

2. 大眾電信本身沒有配合的固網公司，會造成目前PHS或將來的

WiMAX經營上的困難嗎？  

3. 大眾電信本身沒有 3G與2G，這對大眾電信在推行WiMAX服務時

會有什麼影響？  

4. WiMAX在將來如果推行成功，大眾電信如何建立先行者優勢？  

5. 相對其他業者，在發展WiMAX方面，大眾電信有特別的優勢嗎？  

6. 目前PHS系統上的內容服務與將來WiMAX平台上的內容服務有

何關係？對內容服務的提供如何規劃 ?  

7. 計畫中的PHS提供語音服務，WiMAX提供高速資料傳輸服務，

因為目標市場並非單純只有手機用戶，在行銷上如何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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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政府法規限制影響、WiMAX執照的發放方式、NCC如何促進

業者發展的看法為何？  

9. WiMAX能否影響最後一哩的競爭狀況？有在ADSL，CABLE夾擊

下的發展空間嗎？  

10. 日本鷹山終止PHS服務，以WiMAX新服務替代，但是前景似乎

不被股票市場看好。大眾電信如何看待？  

11. 對台灣發展MVNO的看法？  

訪談內容整理  

1. 爭取到政府2.7億的經費計畫，發展WiMAX系統  

已經從經濟部爭取到2.7億的經費，目前正在和有可能合作的設備廠

商洽談中。可能的合作廠商包含台灣、韓國、日本以及美國的廠商。

政府的用意主要是讓業者主動發展WiMAX系統，不一定要在將來有

研究成果時移轉給其他行動電信營運商。  

2. 雖然沒有 3G，但在發展WiMAX上有優勢  

大眾電信目前在新竹以北約有18,000個基地台，數量上是所有行動

電信營運商中最多的，將來在確認WiMAX可行之後，未來在部署

WiMAX的基地台上比較有彈性上的優勢，速度也會比較快。而且大

眾電信沒有2G及3G的包袱，在推動WiMAX發展上的顧慮較少。  

3. WiMAX執照發放的方式將是WiMAX能否快速發展的關鍵  

如果 WiMAX 執照採取競標方式，並且得標行情在 50、60 億以上的

話，大眾電信可能不會加入。而其他的業者即使得標，可能也會步

上 3G 的後塵，造成內容服務在發展上的遲緩。以大眾電信的角度

來說，比較希望 WiMAX 執照保留給所有參與 WiMAX 計畫的業者，

採取租賃的方式也比較有利業者的經營。  

4. 不會停止PHS的服務，會與WiMAX並行  

目前的規劃是以 PHS 作為語音服務，而 WiMAX 作為資料傳輸服

務。大眾電信的 PHS 用戶目前有 100 多萬，是處於獲利的狀況。而

日本鷹山的 PHS 業務是處於虧損的狀態，因此在營運策略上會採取

停止 PHS 服務而專心進行 WiMAX 服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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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專家訪談內容總結與分析  
針對這三家的訪談內容，本研究整理出幾個在台灣發展 WiMAX 產

業的重點。  

1. 政 府 必 須 有 清 楚 而 一 致 的 態 度 。 目 前 政 府 雖 然 積 極 地 推 動

WiMAX 技術，也進行了大量與業者合作的研究計畫。但是在

WiMAX 實際營運上所需的牌照發放方式與頻譜規劃都還沒有很

明確的規劃，造成相關的業者無所適從，並且也不能擬定與

WiMAX 相關的因應計畫。政府對於發展 WiMAX 的態度必須更

積極而明確，才能真正推動 WiMAX 在台灣的發展  

2. 沒有 3G 的業者會比 3G 業者積極發展 WiMAX。對遠傳電信與台

灣大哥大來說，WiMAX 只是一種互補的技術，即使將來真的可

行並且功能表現良好，也只要確認其穩定性以及與其他網路的互

連性，就可以採用，不會有競爭的問題存在。對於大眾電信來說，

因為本身沒有 3G 執照，無法加入無線行動寬頻的服務市場，因

此對 WiMAX 是勢在必得的心態。但是其資本額規模遠較其他三

家電信業者來得小，萬一 WiMAX 執照採取競標制，大眾電信很

可能放棄無線行動寬頻服務市場。  

3. 地方政府與業者合作建置的無線城市網路系統雖然規模不大，但

對將來業者推行 WiMAX 服務時，有一定的排擠效用。中央政府

在積極推動 WiMAX 發展之際，也必須注意到這種矛盾現象的存

在。如果能夠明確規範地方政府所建置的網路應用範圍，或許是

一個不錯的解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