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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NGN 之經營模式與命題發展 
 

在進行命題發展之前，本研究將先對於 NGN 的經營模式前提做出假設，原

因在於 NGN 尚處於發展初期，很多業者還無法清楚瞭解 NGN 對其原本的經營

模式所帶來的衝擊為何，先瞭解了產業的變化，掌握了使用者的根本需要，個別

資訊服務業者才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獲利之路。 
 
 

第一節 經營模式之前提 

一、前言 

當今全球各地的無線行動通訊業者，都已經意識到未來異質網路整合是一股

不可抵擋的潮流，透過各種異業間的合作結盟，提供使用者更便利的生活。但在

初期 NGN的佈建成本仍甚高的情況之下，從『企業服務』該領域切入是世界各

地行動業者的NGN服務的進入模式之一；另一方面，在『個人服務』上，VoIP
與IPTV也將是各國行動通訊業者優先提供服務的項目。 

 
從消費者行為的角度來看，『認知好用性』比『認知有用性』更為重要，因

此預期未來的NGN服務市場應該走向於『整合』，無論是從帳務系統、操作介

面到各異質網路間的無縫隙切換技術的全面整合，讓未來的網路世界真正達成

『All-IP Network』的終極目標。 
 
在通訊市場競爭日趨激烈下，通訊服務業者、內容、系統供應業者必須重新

建構一個新的服務與銷售模式，成為能夠提供終端、內容、應用、服務整套解決

方案的整合網路服務業者，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在未來的行動寬頻服務市場上

立足。新技術的開發與法規的改變，降低了通訊市場的進入障礙，許多原本非通

訊市場的一員均投入該戰場，如在提供語音服務方面，傳統是由通訊服務業者來

壟斷這塊市場，但在 VoIP 興起之後，有線電視業者、ISP 業者都能進入固網語

音市場分一杯羹。因此，在行動、固網、與有線電視業者的融合中，通訊服務業

者除加緊腳步針對網路語音最具獲利潛力的企業用戶開拓市場之外，更期望能創

造出一個不受地理環境限制的通訊環境，以因應消費者對通訊需求的改變。 
 
NGN 的概念被提出之後，也面臨了許多挑戰。例如：對行動通訊服務業者

而言，還看不到立即投入的必要，原因在於既有的營業模式已可以帶來穩定的獲

利（見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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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我國行動通訊業者 EPS 比較 
年份 中華電信 台灣大 遠傳 
2004 5.17 3.55 3.75 
2005 4.94 3.31 3.8 
2006 4.63 3.28 3.4 
2007 4.56 1.68 3.0 

資料來源：台灣股票市場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從使用者的根本需求來思考 

到底在 NGN 上要如何獲利，目前就連 IMS 的設備供應商也沒有具體的作法

與建議。淘汰舊有網路設備，在競爭快速且激烈的電信產業確實考驗者經營者的

決心與膽識，即便是如此，NGN 所帶給電信系統供應商與消費者的美好藍圖仍

值得期待。如何克服 NGN 競爭環境的挑戰，成了欲投入 NGN 營運必須要思考

的問題。 
 
從最根本的角度去思考，一種服務或是產品要能普及，往往是因為它能滿足

人們最基本的需要。例如，行動電話之所以每年有幾億支的成長量，溝通、聊天

就是人們每天都會作的事之一。而我們日常生活之所以離不開 Internet，根本的

原因就在於：它能讓我們連上全世界的資訊流，Internet 甚至已經成為用來衡量

一個國家基礎建設的指標之一。Internet 確實為了社會資訊化作了巨大的貢獻，

但 Internet 也有其限制及問題。舉例來說，當全世界的資訊絕大部分都可以在

Internet 上被找到之後，人身安全性，及網路可靠度兩個問題首先暴露出來。好

比說：網路購物的確可以讓人們不需要出門就能滿足購物的樂趣，但當要進行線

上交易的時候，往往又會擔心自己的信用卡資料外洩，成了詐騙集團下手的對象；

當網路的付款機制強調 128 位元（bits）的安全保障之後，我們又開始擔心買的

東西會不會跟網路看的差異太大。Internet 上許多服務的消費者權益怎麼保障，

這個問題涉及了國家安全、社會安定，Internet 產業是否能繼續發展，在技術上

開發出更能保障消費者網路權益的驅動力。 
 
到底目前我們所熟習的 Internet 未來會呈現怎樣的模樣，是維持現況，抑或

是以不同形貌出現，目前尚不得而知。Next Generation Network 到底是『下一代

的網路』還是只是不過是『網路的下一代』。從技術的本質來看，NGN 比較像是

『網路的下一代』，因為是 NGN 原則上還是使用現有技術的適當改進，主要只

是加上了服務品質（QoS）以及以封包傳輸（IP）的概念。目前很多業者宣稱要

提供 NGN 的服務，其實只是假的 NGN 罷了，這點是在建構 NGN 的商業模式第

一個值得去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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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值得思考的部分在於：現在 Internet 對行動電信（mobile）的侵蝕與

衝擊。毫無疑問地，VoIP 已經侵蝕了行動電話的獲利。近來最有名的 VoIP 服

務首推 Skype，其最大特點在於消費者不必購買或安裝網路電話機，只需

下載 Skype 軟體並安裝在電腦中即可取代傳統的室內電話。Skype 藉由點

對點傳輸技術(peer to peer)讓使用者撥打成本低廉的網路電話，不但全球

用戶衝破 1 億大關，同時也成就了 VoIP 軟體聲名大噪的情勢。近年來 Skype
針對台灣地區更推出了『Skype Out』的月租服務，標榜以超低月租費讓使

用者幾乎可以無限制的撥打到一般市話/長途/手機或國際電話。相較於行動電話

撥打室內電話一分鐘要將近九塊錢的費率（以中華電信 188 的月租費為例）來計

算，Skype 幾乎只要 1/3 的費用，無怪乎行動電信業者也深感於網路電話的威脅，

積極思考去推出更多的加值服務，如行動電視等。可預見的，未來我們的通訊模

式可能會走向兩種模式：單純只是要講電話的時候，我們可以使用 VoIP 的通話

模式，如果需要視訊通話或是傳輸數據檔案的時後，則是使用行動通訊的通話模

式。 
 
第三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是：Internet 是一個人人都可以參與創作的開

放性平台，如 Web 2.0 的概念被提出。Web2.0 意味著三個面向的內容：一種創

新的媒介形式、一個集中的社群環境，以及一種全新行銷理念。如果 NGN 的網

路環境不能做到支援開放性平台，那就不能稱做是「下一代的網路」，而 NGN
也永遠取代不了 Internet 的價值。 
 
 

三、邁向 NGN 之路 

搞清楚了使用者要的是什麼之後，我們確實需要找到「下一代的網路」，但

要怎麼找到「下一代的網路」，依目前 NGN 的發展趨勢來看，大概有兩條路可

以走：從行動通訊產業帶動 Internet 朝 NGN 發展；或是，Internet 取代了行動通

訊產業成為 NGN 的唯一接取層。其實我們細看這兩條路之後，就可以發現許多

相似之處，包括了使用者的需求在趨近相同，就是能達到溝通的目的、且要費率

便宜，通話品質又能接受，技術也逐漸趨於相近或相容，但唯一不同的便是：兩

者的商業模式不相同。有三個層次的問題是本研究認為需要解決的。第一：要用

什麼樣的網絡架構來承載未來的資訊服務，第二，未來的資訊服務該怎麼作，才

能改善使用者目前的消費習慣，最後則是，載具（Carriers）的問題，也就是第

二章所提到的 FMC 的概念要如何落實？當這三個層次的問題解決了，或許未來

NGN 的道路就明確了。 
 
第一個是要用什麼樣的網路架構？我們很明白的知道 NGN 就是「A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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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未來所有的終端設備都可能對應到一組 ID（Identification）或是一組

IP 位置，過去 IPv4 的 IP 數不夠的問題都將被更新的 IPv6 技術所解決。起初

internet 的開始為點對點的通訊能力和雙向通訊能力，點對點的通訊指的是兩台

終端機之間可以自由的通訊而不需透過中介的電腦，雙向能力則指的是兩個終端

設備的任何一方皆可開啟通訊的連線。然而，由於目前 IPv4 位址的短缺，加上

網路位址轉換的使用非常普及，而這也使得這兩個訴求被遺棄了。 
 
由於沒有了雙向溝通的能力，便只剩下單向溝通的能力，例如，用戶端可存

取伺服器端而伺服器端則無法存取用戶端，這樣代表著伺服器端將無法對用戶端

作任何的要求。因為 IPv6 提供了大量的 IPv4 位址，使得 Internet 可以回歸其原

本的訴求，有了端點對端點的通訊能力和雙向通訊能力,將使得 Internet 上應用程

式的開發燃起新的火花。在目前 IP 位址缺乏的 Internet 上所無法想像的服務都將

變得可能。 
 
由於 Internet 對 IP 核心技術的掌握度比起行動通訊業者高出許多，現在我們

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所有使用到寬頻網路的接取層服務當中，就屬 Internet
上的創新最多，反倒是行動通訊這部分的創新服務出現得少很多，原因可能出現

在對 IP 技術的掌握度上，這部分也回應到本研究前面所提出的：「是行動通訊產

業帶動 Internet 朝 NGN 發展；或是，Internet 取代了行動通訊產業成為 NGN 的

唯一接取層」這根本的問題上。 
 
第二個問題是未來的資訊服務該怎麼作，才能跳脫單一服務的競爭態勢，進

而產生出綜效。未來的資訊服務最重要的就是兩個：『資訊安全』與『服務品質』

這兩個根本問題上，原因很簡單，沒有一定程度的服務品質保證，很多業務是無

法拓展的。面對 QoS 的問題，電信業者的態度是不會主動提出 QoS 的保證。原

因在於，一般的消費者對 QoS 的敏感度不高，所以資訊服務商不需要針對一般

用戶訂出 QoS 的條款，除非是針對企業等級的用戶才需要對 QoS 做出保證。但

從相反的個角度來思考這個問題，如果資訊服務商不能提出 QoS 的保障，又如

何取信於消費者，對其所提供的服務做出承諾，那部分的拿捏著實考驗著資訊服

務商的 NGN 策略佈局。舉例來說，視訊服務在現在的 Internet 上越來越普及，

但距離完全取代有線電視仍有一段不小的差距。如果 IPTV 不能至少保證與普通

數位電視有相同的畫質，在這種情況之下，是沒有人有看 IPTV 的，因為電視本

身就是種娛樂、要有可欣賞性，如果品質達不到不可能讓用戶付錢。再者，NGN
要能支援的當然不是只有一種服務，而是利用其大頻寬同時提供多項服務，每種

業務技術都不盡相同，每種技術要怎麼保障，如果這個問題無法克服，無疑是浪

費了 NGN 上巨大的創新機會。 
 

最後，目前 Internet 上的商業模式是在既存的終端設備上加以推展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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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模式是否能過渡到未來的 NGN 平台上，相信有部份的可行，也有部份有

重新思考的必要。因為未來的產業價值鏈一定會出現變化，當前提假設不復存在

的時候，影響的就是商業模式的變動。 
 
考慮了這三個問題之後，隱約可以得出一個結論：看起來像 VoIP、IPTV 這

樣的單一服務或是只針對企業用戶的資訊服務商反而比較有機會在 NGN 上獲利，

因為其考慮的層次比較單純，只要該產業的體質健全、政策面法令制度大力支持

等外在因素成立時，該資訊服務與系統供應商就能有機會在 NGN 上成功。 
 
在後面的章節中，本研究就針對 VoIP、IPTV 以及企業用戶等三種 NGN 上

的服務進行探討，並透過與相關產業的業者進行訪談的方式，來驗證本研究所提

出之「NGN 成功經營模式」命題。 
 
 
 

第二節 VoIP 的經營模式與命題發展 

一、客戶期望與業者獲利的兩難 

根據日前的調查報告：國內民眾最願意花錢在線上音樂與 VoIP 兩項科技服

務應用上。調查發現，台灣民眾對線上音樂、網路電話付費都有超過二成的意願，

並預估 VoIP 付費潛在商機每年可望達 314 億元。由此可見 VoIP 幾乎是 NGN 所

必備的服務之一。 
 
從使用者的角度來看，對 VoIP 服務希望至少有以下四點： 

1.費率越低越好（免月租或是低月租費） 
2.受到行動電話的影響，也可以做到網內互打免費 
3.月租費可以抵通話費 
4.語音品質要清晰 

 
再從 VoIP 業者來看，VoIP 其實要獲利是越來越困難，原因有以下幾點： 

1.服務平台的建設成本不斐 
2.語音服務的利潤持續下滑 
3.透過既有網路接取，費用居高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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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本研究所提 VoIP 業者的新思維 

 
 
 

二、未來 NGN 上的 VoIP 服務 

NGN 的語音服務與 Internet 上的 VoIP 在本質上的區分是：NGN 的語音服務

是由相對封閉且具箝制性的電信業者來提供，如中華電信、NTT DoCoMo 這樣

的系統供應服務商來提供 VoIP 的服務。在 NGN 上如果我們採用了 A 家業者的

NGN 服務網，也許就無法採用 B 家業者的服務網，由於網路系統、甚至是終端

設備都具有專屬性，消費者等於是被電信業者所控制與管理。網路與業務的關聯

性很大，可說是相輔相成，當 NGN 上的語音品質可以做到與目前的固網品質相

當，且能提供固網所不能提供的更多新業務。目前 Internet 上的 VoIP 服務是由第

三方業者（Third Party）所提供的，基本上與 Internet 的業務是分離的，也由於

Internet 本身網路安全性比較脆弱，存有服務品質與安全性的隱憂，在這種情況

之下，未來 NGN 中的固網服務跟 VoIP 要能做到互補，方能提供最大的使用效

益。 
 
所謂的互補，指的是：平常家裡面的室內電話是靠有線的 PSTN（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公眾電話網路）來連結，當離開家裡，到公共場所

時，表示進入一個無線的網路環境，這時我們的終端設備可以自動切換到行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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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或是無線網路的接取層，再利用終端設備中預先安裝的應用程式就可以自動使

用 VoIP 的服務。要實現這樣的理想使用情境，本研究認為有幾點需要資訊服務

與系統供應商要能做到的： 
(一)是否能做到單一用戶門號與單一帳單整合 

價值鏈的成功運作，必須基於價值鏈成員間的互利共贏。就系統供應商、資

訊服務業者、終端設備製造業者所構築之 VoIP 服務價值鏈而言，系統供應業者

具備豐富的網路資源、寬頻用戶基礎以及完善的收費結算系統；資訊服務業者具

備用戶管理及認證機制、行銷通路與客戶服務等更多元的加值服務；而終端設備

製造商則是要與前述兩者密切合作以開發出客製化的產品。因此，基於產業分工

的考量，這三者間合作要具備互利的基礎，而合理的資費拆帳模式便成為是否可

以共贏的關鍵。而拆帳模式能否順利運作的關鍵，便建立在系統供應商與資訊服

務商間的互信關係。 
 
(二)服務範圍符合個人化及行動化之用戶需求 

在創造獲利機會的前提下，個人化與行動化已是重要趨勢，因為個人化是創

造差異化服務的關鍵，而行動化則可透過終端設備直接接觸用戶，並滿足個人服

務便利性的重點， 而這些才真正有機會可以從使用者身上獲致利潤。針對個人

化及行動化的趨勢，NGN 的 VoIP 服務除了要比現在便宜的費率之外，提供用戶

一般性的音樂下載及串流等個人化服務，也是增加使用者黏性的一項作法。簡而

言之，「低成本」與「差異化」的競爭策略有機會在 NGN 上同時實現。 
 
(三)策略合作有效串連價值鏈的各個環節 

價值鏈環節愈完整，參與服務提供的廠商愈多，內容供應也越豐富，支援終

端設備也越愈充足，則越能帶動 NGN 服務的進一步發展。除了依循傳統的價值

活動之外，與不同網路業者之間簽訂合作契約，提供跨網漫遊的服務也是很基本

的需要。如果不同的系統供應商之間能不互相通信，那也失去了通訊的根本意義。

為能取得更為穩定且豐富的加值服務內容，系統供應商可積極向前整合，透過投

資資訊服務商的方式或是成立合資公司，來擴充營業範疇，掌握資訊服務內容之

來源及品質，並刺激 VoIP 服務的發展。而為提供用戶更為多元且便利的服務使

用環境，針對下游的用戶終端，系統供應商亦能透過合作的方式，積極取得手機

或是 VoIP 話機等終端廠商的支持，隨著支援 VoIP 服務的終端設備愈趨普及，則

用戶愈容易取得服務。在內容及終端的網路效應下，未來潛在使用服務的用戶數

得以穩定成長，並帶動相關 NGN 資訊服務業的正向發展。 
 
 

三、NGN 上的服務分工體系 

根據之前數位匯流的之後所產生的產業結構性變化，未來 NGN 上的 V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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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將走向：第一類電信業者，如中華電信、遠傳將會提供使用者一個硬體的作

業平台，並在該平台上提供一些基本的內容層服務，比例來說過期很久的影集，

或是一些教育性質的內容物。而礙於現行法規的問題，二類電信業者將主要提供

加值服務的伺服器平台，提供一些單純 VoIP 之外的服務，例如 VoIP 上可以提

供一些語音訂票或是聽新聞的服務。未來提供這類型 VoIP 的二類電信業者將會

面臨兩個問題：一是是否要自行申請門號，二是繼續向第一類電信業者取得門號，

這兩者的策略考量將會是：是否有規模經濟效應以及自身是否有足夠的資本投入

等，然根據 NCC 的規定則是資本額有五億以上的業者得以申請 E.164 的 VoIP
服務。（編者按：E.164 能與行動或市話雙向通話，並且用戶間通話不用錢） 

 
而一類業者與二類業者之間應該是合作關係，並且達到互補。故在利潤分享

的機制上要能做到營運績效分享為主軸，可以以通話時間或是資料傳輸量作為拆

帳的基礎，兩業者的目標就是提供使用者一個滿意、易用、有用的資訊服務。 
 
 

四、業者訪談與經營模式命題 

命題 1：VoIP 概念與服務如 Skype 等已經推出許久，近來是否已有新的 VoIP NGN
商業模式？ 
 

最近國內某電信業者推出了『月租費 99 元，即可享有 Wi-Fi 無線通話』的

服務，該向服務的使用情境（Scenario）為：使用系統業者所提供的無線分享器

（Router），就可以在家無線上網並利用業者所提供的 VoIP 話機，免費撥打室內

電話與國內長途電話，同時只在 PC 端下載 VoIP 程式，也可利用同一組帳號撥

打 VoIP 電話。該項服務並整合了手機，可以利用 3G、3.5G 的無線網路撥打便

宜的網路電話。最重要的一項概念是：該服務提供一組號碼，可以讓對方回電。

根據訪談業者的說法：「這就是 VoIP 將來在 NGN 上的服務雛形。」 
 
這樣做有什麼好處，根據訪談系統業者說：「以往 skype 很紅的原因是：它

免費，所以消費者對服務的品質要求就沒這麼高，可以要用 skype 講電話很麻煩，

彼此要確定對方式在電腦前面，才能撥打 skype，等於要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

地點才能使用，並不符合通訊 anytime、anywhere 的精神！但這樣的新服務推出

之後，第一，它的費率跟 skype 相比其實差不多；第二，做到單一門號整合帳單，

用同一個門號就可以用來打市話、行動電話、網路電話並且寬頻上網；第三，該

服務會給你一組號碼，方便對方回撥，這就是 skype 所做不到的。但是 skype 依

然可以存活，因為他免費，而且全球用戶很多。」此外，訪談者也提到葡萄牙的

電信業者也有推出類似的服務，並且由於當地政府對電信法令較不嚴格，所以才

能讓二類電信業者有推出收費 VoIP 的服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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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本研究訪談系統業者的說法，也呼應到本研究一開始所提之『政府

是否有決心推展 NGN』這點上，若我們的電信主管機關（目前是 NCC）不能因

應國際電信潮流而有所改變，對於國內的 NGN 業務發展也將會有所限制。 
命題 2：電信業者對 NGN 的態度為何？是否真的可以利用 VoIP 在 NGN 上獲利？ 
 

上述之新服務模式，就證明 VoIP 是可以獲利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在 NGN
上是否也可以獲利。對於這一個問題，本研究訪談的業者指出：「以往講手機的

人多，講 VoIP 的人還很少，手機是可以到處講的，但 VoIP 不行，基本上兩者是

沒有衝突的。但若是到了 NGN 的時代，走得都是 IP 網路，這時候兩者就會有衝

突了，將來的電信業者勢必都會提供固網跟行動的語音服務，現在講手機的人多，

但以後要怎麼把這些人轉往 VoIP 上，現在也沒人知道怎麼作，目前的作法就是

提供很便宜的費率去吸引使用者改變原有的使用習慣。」然而電信業者也會思考

一個問題：當數位匯流的技術開始進步，是否都要將網路轉成 IP 化，這要投入

多少資本，要多久才能回收這些資本，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先推出小規模的

測試服務，但 NGN 慢慢普及了，再給使用者一個很優惠的方案說服他們轉過來

用 NGN。業者說：「保守估計，10 年跑不掉，同時還不能保證成功。NGN 的出

發點很棒，但是我們看 GSM 手機普及已經十年了，現在才推出 3G，而且看來也

無法立即取代 GSM 的地位，由此可見 NGN 的挑戰有多大。」 
 
 

命題 3：如果使用 VoIP 的費率更低，對電信業者而言，未來要如何彌補營收下

滑的損失？ 
 
以一個月手機話費 2000 元的使用者為例，將來如果 NGN 的 VoIP 服務普及

了，電信業者可能只能從『語音服務』上收到 1000 元的費用，那少收的 1000
元則是要靠數據或是視訊服務來彌補。業者指出：「未來的通訊模式絕對是 rich 
media的，而會有越來越多的加值服務程式設計業者來投入，一旦使用的人多了，

規模經濟的效應產生，對電信業者而言也有利。」業者特別提到一點：「用了NGN，
你能收更高的費用嗎？不行！，所以只能從這些加值服務上來吸引消費者多用數

據服務。」同時也印證了 Triple Play 服務的可行。 
 

此命題也回應到本研究一開始所提出『NGN 的服務種類』上，當單純的語

音業務營收下滑之際，更豐富的多媒體資訊服務會是將來維持企業成長不墜的可

行作法之一。 
 
 
命題 4：未來在 Voice 服務上，還有怎樣的加值服務是 NGN 可以作得到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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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什麼可行的商業模式？ 
 

任何的服務要能商用化（commercialize），都要要經過一開始的 idea come out
到 production，之後還能開始獲利，NGN 上的服務也不例外。「目前將來有可能

被商用化的服務大概就是『Messenger』了（編者按：messenger 指的是現在的

MSN 這類的即時通訊軟體）」業者說。未來這部分的營運模式可以是：目前手機

傳簡訊是一封一封傳的，未來我們都可以透過手機或是其它的終端設備即時

（real-time）的用 messenge 的方式傳遞訊息與資料。手機服務的利基點在於：它

是有獨立門號的，而且可以隨身攜帶，而 messenger 的利基點則是：它不像簡訊

是一封一封計費，而是可以依據資料量（bytes）的大小來計費。不僅在費率上

可以更低廉，也可同時整合每個人身上的終端設備。而收費的方式可採用：一個

帳號每個月有多少的免費傳送數據的限額（Quota），如 10Mb，也可依據月租費

的高低來調整 quota。 
 
 

四、VoIP 小結 

Internet 蓬勃發展徹底顛覆了傳統電信產業的經營模式。強調「免費」、「開

放」、「資源佔用與費用無關」、「系統供應與資訊服務兩者分離」的特點，對傳統

電信產業造成了強大的衝擊，但也暴露出一些管理能力弱、缺乏安全機制、服務

品質不穩定等問題。其實 VoIP 的出現已行之年，目前 IP 電話確實取代了很大部

分的傳統長途電話，從表 4-1 便可窺知一二。對 NGN 有個問題是很值得去思考

的：「如何說服消費者從免費的 VoIP 服務改用要收費的 NGN 電話」一旦資訊服

務營運商無法獲得應得的業務收入，NGN 上的 VoIP 業務參在與否將會面臨極大

的考驗。 
 
未來 VoIP 的發展應該會和 PSTN 有密切的相互關係。首先考慮到 VoIP 的部

分： 
很多人已經享受到 VoIP 的低廉甚至是免費所帶來的好處，許多大型企業內部採

用 VoIP 的服務也日益普及，現在很多企業都成立了自己內部的語音網路，如

MVPN（Mobile Virtual Private Network，企業行動虛擬網路），內部的通訊都是

免費的。由於市場未對「免費使用」這件事做出規範，使得 VoIP 的發展十分迅

速，由於競爭的需求，越來越多的電信業者也自己提供 VoIP 的服務，除了 Skype
之外，MSN、Yahoo 也開始提供類似的服務。Skype、MSN、Yahoo 都是採用 P2P
技術，語音品質大幅提高，可說在 Internet 上的 VoIP 開了一個新的領域，也說是

給了固網業者一道難題。對使用者來說，「免費」當然是一樁好事，但對固網業

者或是行動通訊業者自己就要開始轉型，尋求新的發展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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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規面來看，：NGN 的 VoIP 是屬於第一類電信還是第二類電信業？是屬

於電信服務還是資訊服務？這是還個模糊地帶的問題。 
 
從經濟面來看，VoIP 的費率與計價機制該如何建立？電信產業在各國一向

是政府被高度管控的產業之一，政府將來是否能制訂出一套符合 NGN 的遊戲規

則去取代現在放任的態度，如何透過經濟手段去化解 VoIP 業者與電信業者之間

的利益衝突等等。再從社會面來看，為了國家安全、社會安定理由，VoIP 將來

是否可依法被監聽，使用者的權益如何被保護？都是相關業者關心的議題。很明

顯的，Internet 上的 VoIP 與傳統的 PSTN 語音服務有著不同的經營模式與管制方

式，在 Internet 上的 VoIP 是服務與網路是分離的，由不同的業者所提供；傳統的

PSTN 語音服務則是服務跟網路是一體的。未來 NGN 時代如果缺乏全球統一的

管制方式與商業模式，再加上 VoIP 所涉及的各方利益難以平衡時，對於要提供

VoIP 服務的 NGN 業者而言，將會非常尷尬。因此 VoIP 將來在 NGN 上會呈現什

麼樣子的形貌，與國家的法令規範以及使用者習慣的養成將息息相關。 
 
 
 

第三節 IPTV 的經營模式與命題發展 

一、IPTV 未來發展趨勢 

在數位匯流的趨勢下，應用內容的種類日益繁多，業者為了要讓潛在用戶有

嘗試新內容的意願，並藉以刺激服務的使用率及提高營收，通常的作法是將許多

應用內容搭售成一項服務，提供一套 Total Solution 的方式。未來 IPTV 可以搭售

的服務包含了：電視節目、上網、語音服務及針對企業用戶的視訊會議等服務，

經由服務的組合提供優惠的訂價策略，以增加普及率以用戶的忠誠度，進而提升

IPTV 營運商在市場的競爭力。 
 
服務的匯流促使新服務的產生，IPTV 正是 TV 服務與市場及電信服務與市

場的交融而成，而新服務的導入，對整體電信領域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如有線

電視業者及電信公司可能會各自發展自己的網路系統以在 NGN 下提供服務，現

階段幾乎所以主流的電信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均有計畫提供 Triple Play 的服

務。 

 
日前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也對 Triple Play 的趨勢提出兩接段式的建議，也可作為 IPTV
服務供應商的參考依據。 
1.用戶希望可以選擇單一的供應商，在單一帳單上看到服務使用的付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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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中長期發展上，對於業者的任何接取技術，均可以接入到 IP 網路中，來使

用各種應用服務，其終極的目標是使所有的服務均是可攜的、可獲利的，也適用

於其他服務的商業模式。 
 

 

二、IPTV 的經營模式 

網際網路之所以能從原本是實驗室的產物發展成現在唯一也是最大的網路

系統，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標準化』。雖然在底層的實體層

（Physical Layer）有不同的接取媒介，例如 ADSL 或是 Wireless LAN 等，但背

後全是透過 IP 作為傳輸的協定，降低了異質網路相連的障礙，才得以有今日我

們所看到的網路規模。在 NGN 環境下，不論是一般的家用電話網路、行動通信

網路、有線電視網路均要匯入到網際網路上，其增加其網路效果，使得各網路間

可以互連互通，形成 All-IP 的網路。 
 

回顧網路世界的發展，一開始固定網路主要是提供語音服務為主，所有的網

路都是類比式（Analog）的網路，隨著固網業者 IP 化的動作，開始提供使用者

上網的服務，待上網人口普及，有了經濟規模及合理的定價策略之後，使得固網

上網的滲透率快速提高。IPTV 可視為是一種可以傳遞高品質數位影音內容的技

術或系統，也代表電信業者在網路 IP 化之後，可以跨足 TV 產業的技術應用，

加上可以雙向傳輸的特色，可以讓顧客隨時隨地選擇想看的電視節目，改變了以

往單向播放的模式。隨著消費者對電視品質的要求提升，及增加節目頻道數的需

求，也可在 IPTV 上輕鬆實現。 
 

時至今日，IPTV 的終端設備不外乎是家用電視、PC、手持裝置等，隨著服

務的發展趨勢，使用者會希望透過相同的終端設備，接取不同的服務，例如，以

往電視的功能僅止於收看電視，要上網就需要 PC 或是網路的設備。如今，在

NGN 環境裡，電視將不只是電視，也可能為上網的終端設備，有了網路接取的

功能後，可以儲存相關的資訊、影像等，不會因為服務的多元化，而需要購買更

多的終端設備，造成使用上的不便。 
 
未來 TV 的收視戶操作 TV 的方式，只需憑一只遙控器就可以任何時候收看

想看的電視節目，不需要配合電視的播出時間，甚至能針對家庭裡不同的成員有

頻道記憶的功能。因此未來 IPTV 的操作介面應該要能簡單上手，符合易用性的

概念。舉例來說，未來當 IPTV 與影像電話服務結合在一起之後，如果當切換兩

種功能的時候還需要經過繁瑣的設定過程，必會大大地降低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造成 IPTV 服務在推廣時的障礙。畢竟終端設備要能符合使用者的期待才是真正

讓產品服務獲得消費者青睞的不變法則，圖 5-2 則為 IPTV 的 NGN 經營模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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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圖。 
 
 

 
圖 5-2：IPTV 服務經營模式概念 

 

三、電信固網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之優劣勢分析 

目前最可能也最有能力提供 IPTV 服務的以電信固網及有線電視兩種業者為

主要的服務供應商。以下是針對這兩種業者所做的分析比較，並找出不同業者的

成功商業模式關鍵。 
 

（一）電信固網業者 

對電信固網業者而言，其資本額相較於有線電視業者而言都龐大許多，如我

國的中華電信實收資本額高達 955 億，足以負擔 AII-IP 化的資本支出，也有利

於頭端設備的設備資本投入。例如中華電信在 2006 年就宣布：自 2007 年起，每

年要投入 200~300 億元作為將現有固網網路 IP 化的建置費用。另一方面，電信

固網業者的網路原本就是以 IP 為傳輸協定的架構，因此在 NGN all IP 化的過程

下，固網業者算是佔了先天的優勢。 
 
然而電信固網業者，在經營 IPTV 服務時，也有其劣勢存在。由於對 TV 產

業而言，屬於市場的新進入者，整體供應鏈的建構及運作尚未成熟，以重要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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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供應為例，因為缺乏相關的選購節目經驗，使得在內容的搜尋成本、協調成本、

契約成本均會比有線電視業者來得高出許多。相反地，有線電視業者長久以來，

不僅與內容供應商洽談節目影音內容的代理權，甚至會自製節目，積極扮演內容

供應商及內容整合商的角色，並利用所建置的頭端設備及傳輸網路，傳送節目影

音內容，所以也是網路供應商，相較於電信固網業者，有線電視業者在 IPTV 的

服務價值鏈中屬於垂直整合程度較高的業者。 

 

另一方面，電信固網業者原本的用戶以 PC 為主要的終端設備，客戶群的教

育程度及對新產品的接受及適應能力較高，但當進入 IPTV 市場時，面對不同階

層的客戶群，太繁瑣複雜的操作設定可能會造成用戶的進入障礙而影響使用意願。

再者，若電信業者所提供的 IPTV節目服務與CATV業者的節目沒有差異化的話，

也將難以切入既有的 TV 市場。 
 

 

（二）有線電視業者 
根據 2006 年 NCC 所公布的資料顯示：台灣的有線電視用戶數高達 464 萬餘

戶，普及率為 63%（其中未包含私接戶，故整體普及率應高達九成）。對於有線

電視業者而言，長期經營電視服務市場，與內容供應商/整合商已有長期合作的

信任與默契，因此可以節省不少的交易成本，而且用戶對節目的選擇、操作方式

均相當熟悉。 
 
不過，有線電視業者在資金上不如電信固網業者來得雄厚，除了影音服務之

外，其他服務的業務範圍比起電信業者小了許多。在寬頻用戶的滲透率方面，有

線電視用戶的滲透率較固網用戶低了很多，因此使得 Cable Modem 的市場需求

無法達到一定的規模經濟，進而影響 Cable 機上盒的價格居高不下，影響了有線

電視業者在 IPTV 的普及發展。 
 
從表 5-2 來看，在 IPTV 服務的競爭上，有線電視業者掌握了最重要的內容

主導權，而內容也是市場的激勵因子，未來固網業者要進軍 IPTV 服務時要能與

內容供應商合作，與有線電視業者策略聯盟也是另一可行方案。下一段將針對有

線電視業者與固網業者作一競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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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有線電視業者 vs.固網業者在 IPTV 的優劣勢比較 

 
優勢 劣勢 

有線電視業者  節目內容豐富，且與 IPTV 內

容提供者有合作經驗 

 網路頻寬較大 

 網路結構有利於 IPTV 的廣播

形式 

 終端設備是 TV，操作介面簡

單 

 用戶滲透率低 
 資本額低，IP 佈建成本昂貴 

 網路穩定性差 

 Cable STB 價格貴 

 缺乏網路接續與拆帳經驗 

 國家政策面不明朗 

固網業者  資本額高，足以負擔 IP 化的

成本 
 STB 的價格平易近人 
 網路安全性高 
 大部分的國家法令都已成熟 
 具有網路接續與拆帳經驗 

 Video Content 的取得不易 
 缺乏與 TV/Video 市場經營經

驗 
 頻寬較窄 
 操作介面較繁瑣，可能會形成

使用者的使用障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電信固網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之競合分析 

IPTV 服務是 NGN 匯流趨勢下所產生的一種服務，隨著有線電視與固網兩

個市場的界線逐漸模糊，商品及服務也勢必有一定的重疊性。在面對逐漸合而為

一的服務市場，兩業者所要採取的策略變格外重要，其可以分以下兩種情境分析：

競爭與合作模式。 
 

（一）競爭模式 

若電信固網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處於競爭狀態下，表示兩種業者都能提供語

音、上網、電視節目的服務。 

 

在此情境下，對電信固網業者來說，是進入一種全新的市場，使用者所使用

的終端設備、使用習性、服務性質等，均有別於電信市場，因此，發展的策略是

要利用新的產品或服務，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以進入新的市場，也就是多角化

的策略。『多角化』對電信業者而言可能是較具冒險性的成長策略，一旦產品的

發展與核心能力將相差太遠的話，則所承受的風險將增加許多。以中華電信目前

的 IPTV 服務—MOD（Multimedia On Demand，多媒體隨選視訊）為例，在 2004
年三月推出之後，正好歷經了政府『黨政軍退出媒體』等的法令限制，推出兩年

多來，用戶數只有十幾萬戶。歷經了兩年多的辛苦經營，中華電信 MOD 服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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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到『內容供應』的重要，遂與國外的電影片商直接洽談版權，以及直播台灣

之光—王建民的美國職棒大聯盟（MLB）賽事等兩大殺手級服務，才開始慢慢

站穩腳步，成功擺脫老電信業者框架，轉型為 IPTV 服務業者。以目前市場發展

概況，固網電信業者 IP 化的程度都很高，但要進入的卻是尚在 IP 化的 TV 市場，

因此會增加投資的風險，但相對來說，此時進入市場正可享有先進者優勢。 
 
IPTV 對有線電視業者來說，所面臨的第一個問題會是：投入 IP 建置的費用

所能得到的邊際效應是否足以損益兩平，加上有線電視的網路是採用樹狀的網路

拓樸結構，其特性是為了廣播式的服務所設計，因此不能與電信固網業者合作所

要投入的統業者所能負擔的。 
（二）合作模式 

若電信固網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採行合作模式，可以結合不同企業的資源與

能力而達到互補效果並產生新的應用，發揮更大的綜效。 

 

對有線電視業者而言，可以繼續利用既有的網路，發揮拓樸特色提供廣播式

的電視節目，『Cable Phone』可視為是核心服務的附加功能，提供消費者除了網

路電話的另一項選擇。而電信固網業者可以補足 Cable Modem 滲透率不足之處，

除了可以提供上網的服務之外，也可多滿足語音方面的需求。 
 
對固網業者而言，TV 市場原本是塊不熟悉的領域，要做到廣播式的影音服

務，必不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的目標，加上固網業者自身需面對電信通訊市場的

競爭，勢必無法將主要的資源投入在一塊還不成熟的市場，此時最好的商業模式

就是與有線電視業者合作，專注於 VOD（Video on Demand，隨選視訊）的服務，

不跨足到傳統廣播式的節目播放，不僅不易造成訊號量處理的氾濫，也可專注於

提供高畫質的影音品質上，畢竟對一般家庭收視戶來說，要重新接受第二張跟＂

電視服務＂的帳單，還需要很多的消費者教育成本。 

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了獲利。對兩種不同的業者來說，對內，要專注自己

的核心能力；對外，積極尋找適合的合作伙伴，並協調出合理的營收共享商業模

式。 

 
 

五、業者訪談與經營模式命題 

命題 1：現在有線電視的普及率這麼高且收費便宜，就業者的觀點來看，CATV
業者轉向 NGN 的動機為何？還是說 CATV 業者其實是採消極的態度？ 
 

「傳統的有線電視產業是屬於一種草根性很重的產業，」IPTV 資訊服務業

者表示「但是其實他們很懂得經營電信產業，每一個佈局有都其策略意涵，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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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產業龍頭—中華電信更懂得經營。比方說，去年開放的 6 張 WiMAX 執照，

就可以看出CATV業者進軍NGN的企圖心。」（編者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於 2007 年 7 月 26 日公佈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即 WiMAX）營運執照競價得標者名單，包括：遠傳電信、大眾電信、大同電

信、威邁思電信、創一投資和威達有線電視）資訊服務業者特別指出：CATV 業

者作 NGN 的心態是『退可攻、進可守』。原因是近年來，我國的有線電視產業

慢慢趨於整併完成，市場由大集團和極少數的小公司所掌握，由於 CATV 在主

管機關的法令限制之下，其規模經濟與邊際效應都已經發揮到極致了，此時對

CATV 業者就必須要積極找出新的活路。「迎接新產品，推出整合語音、數據、

行動的產品或服務或許是比較可行的作法，原因就在於進軍 NGN 可以增加自己

公司的＂賣像＂，以後賣給老外可以賣到好價錢」資訊服務業者說。CATV 進軍

NGN 還有一個好處便是：利用設備投資的名義，可藉機要求主管機關提高現行

的費率。 
 
「NGN 是指 Next Generation Network，但其實應該更像是 NGA（Next 

Generation Access），原因在於未來的網路差別在於接取端，但其用到了核心網路

都只會有同一套（編者按：是指 IMS 系統），將來真正決戰的戰場會是在接取端

這邊。」IPTV 資訊服務業者也提到一點，CATV 業者的專長在於對基礎建設的

佈建的時程掌況很精準。「CATV 業者只要抓競爭對手大概什麼時候會開始進軍

NGN，只要搶先他一年半的時間佈局就可以了。」CATV 可以不用急著發展 NGN
的原因就在於：競爭對手實在不強，而且現在每個月都有大量的現金流入，所以

也不急著作 NGN，反而是先壓寶 WiMAX 試試看。 
 
在未來 CATV 的經營模式上，目前看得到的有兩個策略『投資 Broadband』

或是『作 video digitalization』。業者表示「未來的殺手級應用應該是 HD（High 
Defination），因為台灣地區的收視文化已經很固定了，就是不容許再增加收視費

用，就算是有新的加值服務推出也一樣，所以只好走數位化、高畫質這條路線。」 
 
最後業者也提到「NGN 還是要由有線業者來經營，成功的機率才大，網路

是很草根的事業，如果競爭對手都這些 DVB-T(數位地面電視)這些弱的對手的話，

CATV 只要在 NGN 上專心作 HD 就足夠了。」 
 
 

命題 2：以國內目前 NGN 發展最成熟的中華電信來看，其內部對 IPTV 的發展仍

是多頭馬車的局面（有 MOD、3G emome、hichannel）等不同接取層網路，將來

NGN 上的 IPTV 發展應該是由何種接取方式去作，較有成功機會？ 
 

依照市場性質與產品本質來區分的話，業者認為未來主要的 NGN 服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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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以下三項： 

(1)家庭用：就是透過電視來傳送服務，同時具有社會功能 
(2)個人化：使用 PC 或是 NB 等終端設備，自己可以選擇想要看的節目 
(3)行動：透過手機，讓在戶外也可享受到 NGN 的服務 
 

針對不同屬性的服務，IPTV 所提供的服務都要有所不同。但是目前各國

IPTV 的發展看來，幾乎所提供的節目都是一樣的，「這樣就是放費錢！」資訊服

務業者說。 
 
「未來 content 的價格應該是浮動的，比方說一個節目的收視率高，其收取

的費用就應該比較高，也可在上面作廣告的行銷，收視率高低絕對會影響對

content 業者的議價力，可惜現在的中華電信不懂得經營 content 業務，」對於這

點，本研究認為未來中華電信這樣的系統供應商可以走開放的平台，讓所有的

content 業者來放節目，自己只要收取節目的上架費用即可，一來可以省去與國

內外 content 業者直接議價的過程，二來也可節省終端設備的開發費用，透過與

終端設備製造商策略結盟的方式，制訂規格即可。 
 
至於未來 IPTV 的發展會如何，業者提到「今年八月的北京奧運將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只要中華電信的 MOD 能維持用戶一百萬戶以上，並且能維持超

過一季，就證明了台灣的 IPTV 有市場，也會有越來越多的 content 業者去跟中

華電信談合作」因此 2008 的下半年將會是台灣電信產業一個很重要的分水嶺，

決定未來是否 CATV 業者繼續作 cable 服務，電信業者還是無法跨入提供視訊服

務的門檻。對於 IPTV 發展最重要限制在於：替代品的威脅。CATV、網路 P2P
的電視、甚至是非法下載的影片等都是，電信業者要作 NGN 的 IPTV 服務，還

是要回歸基本面，就是消費者需求導向，不是一昧地『餵食節目』，而是要知道

消費者『想吃的是什麼』，並能順便帶動廣告業務來支持營收。 
 
 
 

命題 3：IPTV 要到怎樣的程度在 NGN 上才有規模經濟？ 
 

根據業者的說法，其實在 NGN 上看得不是『用戶數』的規模經濟，而是要

對整個基礎建設的限制作全盤的考量。比如說：當這一個地區的基地台所能覆蓋

的最大用戶數就是五萬戶的時候，其規模經濟的上限就已經被限制住了。於是在

NGN 的規模經濟應該此從以下幾點來考量： 
(1)技術支援性 
(2)價格競爭性 
(3)服務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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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金持續性 
 
另外還有一點是對 NGN 的設備供應商所提出的：IPTV 的服務是由誰提供

的。如果是中華電信這樣的大型業者所來推動的話，其自然會比其他的業者更有

規模經濟，原因在於其有潛在廣大的個人網路用戶基礎。 
 

六、IPTV 小結 

近來資訊服務以走向多媒體的應用，然因應這樣的改變，基礎建設的升級佈

建就更加重要。當光纖的時代來臨之後，當家庭可用的頻寬越來越大，使用者才

可能考慮採用更多元的服務。在種種不同類型的服務當中，又以視訊服務對頻寬

的需求最大，現階段而言，對於固網業者也好、有線電視業者也好，均是極為嚴

苛的挑戰。消費者一定無法接受斷斷續續的影像畫面，當 NGN 時代來臨之際，

消費者更不會接受無法同時使用多項服務的情境限制。本研究認為對於資訊服務

或是系統供應商，要在 NGN 上要實現有別於現在的 IPTV 服務，需要包括下面

的關鍵功能和特點： 
 

1. 多樣化的頻道選擇：目前的有線加無線電視的頻道大約有一百餘個左右，將

來一定只能多不能少於這個數字，同時還有搭配更好操作的選擇介面，務必

要讓使用者能維持現在一樣的收視行為。 
2. 良好的內容提供：內容提供商能要提供 HD 的節目，HD 將會是 NGN 上的殺

手級應用。 
3. 成本要低：NGN 對系統供應業者而言，最重要的投入誘因就是可以降低維運

成本，一旦佈建成本有了規模經濟的效應，自然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4. 落實 QoS：雖然目前業者對是否承諾 QoS 都還持保留的態度，然而當 FTTH

的理想落實之後，消費者可以有權力要求系統供應商提供一定程度的服務品

質，而系統供應商也應該要有能力實現。 
 

另外，將來的終端設備技術一定是越來越精進，對此本研究認為，如果電視

節目內容應該能儲存在一個本地端儲存設備上，讓用戶能隨時隨地觀賞想看的節

目，也可以帶動 IPTV 的另一波熱潮。此外，軟硬體的系統升級，也不需要使用

者付出額外的費用。 
 

IPTV其實並不是一個新興的服務，但目前實際應用層面都還面臨一些問題。

比如：在 IPTV 的服務價值鏈方面，內部分工不明確，獲利模式還不成熟，都還

需要進一步磨合；在系統供應商方面，商業模式還不清楚，營運主體不明確，就

連網路能力都弱，內容也不夠豐富，價格確定競爭力、依據等問題，都是導致 IPTV
還不盛行風的因素；在技術方面，缺乏良好的網路服務品質保證與規模經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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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網路品質不穩定等待改進的問題，這些也導致了 IPTV 標準不統一的現

象。如果這些問題都沒有辦法改善，進入 NGN 之後問題只會更大。 
 
由從整體的 IPTV 市場觀之，電信固網業者未來在此領域的經營，除了掌握

了既有優勢之外，必須從原本服務供應商的角色，積極與上游的內容供應商整合。

透過與內容供應商的充分合作，並與用戶保持良好互動，針對消費者對於電視收

看習慣，設計出簡單、多元、易操作的產品，並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費率，才是

在業者在 IPTV 服務勝出的根本之道。 
 

當系統服務業者將NGN的線路拉進用戶家裡之後，就好比是為家用網路接

通了一條對外的高速公路，然而接下來家裡各式各樣的應用，如：上網、IPTV、

VoIP等等加值服務就如同是高速公路上面奔跑的車輛。有了一條寬敞的高速公

路之後，上面跑的車輛種類變成了另一項重點。有了各式各樣的服務應用之後，

使用者便會開始對「科技接受模式」中的『有用性』、『易用性』產生期望，此

時若系統服務業者能將所有的軟硬體設備整合到一個設備中，將能提高用戶的

ARPU，同時降低退租的意願，以利NGN的推廣。 
 
 
 

第四節 企業用戶的經營模式與命題發展 

不僅僅是人們日常生活當中的消費行為模式會受到 NGN 所帶來的轉變，對

企業網路用戶而言，NGN 也可降低營運成本、提升企業的競爭力。在本節中則

將使用情境設定於一個企業的營運流程，在 NGN 平台下建構出更有效率的企業

營運模式。本研究認為 NGN 對企業用戶的好處有以下四點： 
 

 

一、透過 NGN 取得商情更便利 

一家企業在經營時，一定會面臨競爭對手的挑戰，此時如何能早一步洞悉競

爭對手的行為，便能提早反應並找出因應之道。在 NGN 上，企業將能夠更為即

時的獲得營運上的各種情報。現在的企業情報，雖然透過各種系統的協助，可以

獲得各種有價值的資訊，但是礙於對外頻寬的問題，以及各個營業據點間透過電

信服務商提供的網路服務頻寬限制，若要達到所有情報完全地即時化，不是所費

不貲，就是難以實現。但是當 NGN 實現後，更大的頻寬讓 HD 視訊之類的大頻

寬通訊傳輸也能夠輕易建立時，各種情報的收回將會更為迅速。 
 
也由於訊息的即時化，企業的資訊取得方式，將能大幅減少資訊傳遞到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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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行間所需的時間，經營者能夠即時的獲得營運資訊，同時也能即時的發出變更

營運方式的指示。現在的企業獲得 ERP、CRM 等資訊後，可能需要一天的時間

做出反應，透過開會等方式協商。但是當足夠的頻寬讓各種視訊的應用變成可以

即時透過不同裝置建立時，這些反應時間極有可能可以大幅減少，在短短幾個小

時內就完成，基於資訊系統收集回來的資訊，改變企業的營運策略，因應各種突

發的可能性，讓企業的經營更為靈活。 

二、NGN 讓企業溝通成本降低 

當企業所有的對外通訊將都能夠透過全 IP 網路進行時，一般公司行號每天

會用到的傳真、Email、視訊會議、語音分機、即時通訊等語音、數據服務，在

更大頻寬的支援下，都有轉變成多媒體的可能。資訊服務商也能夠提供一些相關

的服務，讓一些原本必須由企業自行建置的整合通訊功能，轉而由系統供應商的

通訊系統來執行，比方說：VoIP、通話轉接等。這表示當電信服務商能提供企

業更高的傳輸頻寬時，通訊整合的難度將會降低，各種應用的可能也將能更可

行。 

 

NGN 的核心價值：一個網路架構，正好能就能解決過去企業需要維護多個

不同接取網路的困難，固網、企業的 T1 專線還有行動網路等，將都能夠透過全

IP 網路整合在一起。這引出企業的據點選擇上，過去因為考量到通訊問題而必

須受限於地理位置，未來也能獲得紓解，只要 IP 網路到得了的地方，電信服務

商就能透過其 NGN 的平台提供各種通訊的應用，靈活度和彈性也更大。在這樣

的架構下，企業的營運將更有效率，而沒有導入 NGN 的企業也將逐漸失去競爭

力。 
 
NGN 還能透過通訊網路的整合，將每個終端設備都整合成一個號碼或是 ID。

簡單來說，當公司要找尋某一位員工時，只要撥打一個號碼，就能讓這位員工身

上的各種終端設備同時響起，這些功能現在往往必須透過企業內的交換機房進行，

但是未來在 NGN 實現後的電信服務商就能夠提供這樣的服務。其他通訊也將與

上述語音的相關應用整合，例如透過與即時通訊的結合，企業內的使用者如果在

開會中，即時通訊就會自動顯示現在使用者的狀況。更有甚者，透過 GPS 定位

的功能，公司甚至可以隨時掌握外派員工的所在位置。 
 
上述的這些通訊功能，目前多數都需要企業自行建置，但是未來可以透過電

信服務商提供，電信服務商在其核心網路之上透過建立 IMS，將能夠達到整合各

種目前不同異質平台網路的聯繫方式，整合通訊的服務將成為一種更容易建立的

通訊模式，大幅增加企業對外與對內的溝通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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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GN 讓委外服務更容易 

大頻寬的好處還有一個就是 Hosting（代管服務）。對於一些中小規模的企

業來說，多半沒有自己的專業 MIS 部門，但到了 NGN 上，由於連接企業內部的

頻寬變大了，一些資訊服務，例如：企業網站的營運維護、電子郵件伺服器、還

有數位學習平台等等，都可以有專業的資訊服務商來經營，加上 NGN 的 QoS 承

諾初期應該是針對企業用戶來作，都使未來的企業將能夠以更低的成本獲得這些

服務，其概念如圖 5-3。 
 
 
 

圖 5-3：企業用戶服務模式概念 
 
 

四、透過 NGN 作資訊管理 

企業自己內部資訊系統的應用，也能不受到頻寬的限制之後，以往透過 Web
的介面的那些應用也不將僅限於文字或資訊的傳輸，而朝向多媒體、高畫質視訊

等即時傳輸邁進。企業也能建立屬於自己的內部影音傳遞系統。這樣的應用可以

作為比方說是員工教育訓練或是面對面的溝通等。 

五、業者訪談與商業模式驗證 

本研究在訪談過企業用戶的資訊服務業者之後，業者指出：「隨著資訊化應

用日漸普及，對於資訊化環境的需求也越來越高，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的資訊化

需求逐漸增加，並從單一服務轉向一體化的服務。電信業者為了配合此業務形態

的轉變，必須從基礎電信營運商轉型至現代綜合資訊服務供應商，充分利用通訊

網路的優勢、技術優勢與服務優勢，為企業在辦公、管理及生產、服務等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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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集語音、數據、視頻、Internet、無線數據、行業資訊等全面的綜合資訊化解

決方案，為企業增加管理附加價值，以服務中小企業。」也就是說，在 NGN 之

前，以前的企業資訊服務供應商可能可是提供伺服器機房設備，代為儲存企業的

資料，但不負維護、代管的服務，但到了 NGN 之後，網路的頻寬加大了，這些

服務反倒是可以交由更專業的資訊服務商來作，不僅可以降低企業的營運成本，

同時間，也能針對不同的企業用戶量身打造屬於自己的資訊系統。 
 
此外，業者也提到：「隨者軟體技術的成熟，SaaS 軟體服務化的商業模式

也開始出現，在 2007 年起國內已經推出相關服務，從以往的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走向 Software on-Demand。」SaaS 商業模式其實非常符合台灣

中小型市場的應用需求，業者預期全球未來幾年的軟體服務市場年複合成長將超

過 20%。「這些新增服務都需要架構在一個穩定性高、性價比高的高頻寬環境之

上，惟有光纖網路所架構的 NGN 才能有效支援企業用戶的高頻寬用途」業者說。 
 
至於企業用戶的資訊服務商是否會在 NGN 中做出 QoS 的保證，業者明確的

指出：目前不會！原因在於當市場上的同業競爭對手都沒有作 QoS 的保證時，

自己實在沒必要去『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未來待在電信產業的主管機關立法規

定後，資訊服務業者或許才會利用提高服務費用的方式將該成本轉嫁到企業客戶

上。 
 
 

六、NGN 企業用戶服務小結 

「網路越來越好用，以前作不了的，現在的網路都可以作了！」這是企業資

訊服務業者對 NGN 的期待。當網路增加頻寬後，企業本身能提供哪些網路服務，

以強化自我競爭力，是決定企業致勝的關鍵。相信在不久的將來，只要企業連接

網路後，就能運作所有 IP 網路的服務，除了現行服務都能正常運作外，還有更

大的網路頻寬可供使用，傳輸資料的速度已不再是問題，ERP、CRM 及 EIP 等

各種企業資訊服務都能透過 NGN 網路傳遞、外包，甚至完全 Web 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