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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本研究之結論 

首先，本研究認為：全業務、全 IP 化既然是 NGN 未來發展的方向，內容供

應商的崛起就將成為 NGN 價值鏈體系的主角之一；而礙於規模經濟和競爭壓力

的增強，迫使電信系統供應商產業將成為一個可以穩定獲利但卻也微利的服務行

業。從網路和技術方面來看，NGN 自身透過 IMS 將從網路核心、業務平台、行

動和固網等各個層面全面走向各種不同層次的融合；資訊服務也將與網路融合，

成為提供數位匯流業務的出發點。過去的數位匯流歷史演進，最早是由固網、網

際網路與行動業務間的整合（Fixed/Internet/Mobile Services Bundled）到固網、網

際 網 路 與 行 動 平 台 間 的 整 合 （ Fixed/Internet/Mobile Services Platform 
Interconnection），再到固網、網際網路與行動接取層技術的整合，最後走到了

NGN 這樣一個單一核心的網路服務平台，而也會產生出新的產業價值鏈，如圖

6-1。我們也可以說 NGN 可說是在網路業務量和電信外部環境幾乎同時發生巨大

變化的前提下，電信固網業者試圖利用最新技術來因應競爭的需要和扭轉營收下

滑事實的實施轉型所提出的一個未來網路技術發展的總體規劃藍圖。 

 

 
圖 6-1：新的 NGN 服務價值鏈 

 
NGN 基於網路融合的概念，確實能夠提供包括電信業務在內的所有資訊服

務業務；能夠利用多種寬頻傳送技術，其業務相關功能與其傳送技術相獨立。對

於用戶而言，NGN 能夠確保其自由連結到不同的業務提供商；支援行動切換，

允許為用戶提供始終如一的、普遍存在的業務。值得注意的是，NGN 從來就不

是一種嚴謹和制式的技術標準，而是一種 All-IP 化的概念。在 NGN 下，各資訊

服務商與系統供應者的具體實現方案與經營模式的建立其規劃、執行、檢視等層

面都差異極大，因而未來相關研究將更具有研究的價值。 
 
本研究認為這一個成功的經營模式需要具備以下三個特點： 

(1)該模式要讓使用者易於接受並使用。 
本研究採用了學者 Davis 於 1989 年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認為『易用

性』與『有用性』皆是可被服務提供者利用來衡量其新資訊技術或系統的價值、

預測使用者可能反應以及改善使用者接受度，作為策略參考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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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模式要有足夠的創新性。 

2008 年在北京所舉辦的『全球 NGN 高峰論壇』中，中國的工業和資訊化部

科技司司長—聞庫即明白的指出，未來的 NGN 發展要強化自主創新，以滿足市

場的需求。未來 NGN 的潛在商業與業務量極大，這點促進了產業的創新發展空

間。『創新』一詞說法眾多，本研究概括定義為：「創新」是一種可以使企業資

源再增添新價值的活動。 

 

此外，學者 Christensen 則認為所謂的『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指的並不是生產更好的產品，提供給既有市場的顧客，而是做出更簡單、更便利、

更便宜的產品，提供給新的顧客層，或是要求不那麼高的顧客群。該說法正也呼

應了本研究前所提的第一要素：『讓使用者易於接受並使用』。 
 
(3)該模式要能利用 NGN 所提到的『FMC』概念。 

NGN 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All-IP Network』，而『FMC』就是達到『All-IP 
Network』的一種手段；『數位匯流』概念中所指的：單一網路可提供多種服務的

能力，我們則可將這個網路就視作是 NGN 的『All-IP Network』，因此，這三者

的觀念都是相呼應的。NGN 救是要符合：「在特定網路環境中，可使用一種機

制，使得業者在向終端用戶提供服務時，不受接取技術的限制，亦即允許客戶使

用同一終端、從任何網路接入、享受相同的服務」這樣的精神。 

 

而針對個別資訊服務，本研究主要結論有以下幾點： 

(1)VoIP 
隨著有線和無線網路快速發展，VoIP 的應用再度受到世人的重視。其實在

很久以前，人們就希望能透過網路傳輸的便利性，完成便宜又方便的語音通訊功

能。但是在頻寬技術限制，和既有第一類電信業者疑慮下，始終未有突破進展。

VoIP 最明顯的障礙之一，就是網路電話很難與電信電話用戶互通，在 NGN 上這

點一定要能克服。 
 
本研究提出 VoIP 在 NGN 需透過以下幾點來建立具競爭力的經營模式： 

1. 是否能做到單一用戶門號與單一帳單整合，並提供使用者一組號碼或 ID，方

便接聽撥打 VoIP 網路電話。 
2. VoIP 的服務範圍符合個人化及行動化之用戶需求。免費的 VoIP 如 Skype 聲勢

如日中天，未來欲在 VoIP 獲利的業者，除了更優惠的費率之外，個人化、差異

化的服務也是競爭優勢的來源之一。 
3. 異業間的策略聯盟有助於串連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達到真正的網路融合與數

位匯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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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認為：「透過加值服務來吸引消費者多用數據服務」才是 VoIP 業者

在 NGN 上獲利的根本之道。最後本研究提出一個問題供 VoIP 的業者做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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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PTV 

無論是 CATV 業者或是固網業者，對於將來 NGN 上的 IPTV 服務的獲利來

源可以說是亟欲找到答案的一個問題。原因在於比起 VoIP，電視的收視群更穩

定，以台灣有線電視普及率高達九成以上為例，幾乎隱含了數百億的商機。本研

究同時認為：未來 content 的價格在 NGN 上應該是浮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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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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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GN IPTV 的服務上，本研究提出四點策略的思考方向： 

1. 多樣化的頻道選擇 

2. 良好的內容提供 

3. 成本要低 

4. 落實 QoS  
 
 

(3)對企業用戶 

從娛樂產業的發展來看企業用戶，NGN 對企業的影響應該比起一般使用者

更為直接。因為當網路增加頻寬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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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各種服務都

能透過網路傳遞、甚至完全利用 IP 網路外包。 
 
對 NGN 整體的資訊服務，本研究認為： 

企業營收成長停滯甚至是衰退，都會對永續性（Sustainability）經營發展造

成威脅，特別是對電信這樣一個資本密集的產業。持續的成長支撐長期高度資本

投入更是業者生存的關鍵，一旦成長停滯，公司可能逐步失去競爭力。更重要的

是，從國家整體發展的角度來看，NGN 屬於國家基礎建設的一環，良備與否會

攸關國家整體經濟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也就是說當通訊業者花了大筆資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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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N 的建設之後，如果無法獲致成功的話，影響的層面更會擴及到國家競爭力

的下滑。既然電信產業攸關國家現代化發展，其成長的重要性不言可喻，因此如

何推動 NGN 的業務成長就成了最重要的課題。 
 
電信產業有一項其他產業所沒有的特性：對業務組合、互動的依賴高，是故

對 NGN 服務業者而言，應透過加強同業、跨業間的業務組合所創造出的新經營

模式，來重新啟動成長力道。有兩個角度是電信業者在思考未來 NGN 經營模式

時可以去想的： 
 

（一）如何培養使用者的習慣 
對 NGN 的資訊服務與系統供應業者而言，要有針對不同客層推出目前沒有

的加值服務，並讓用戶養成使用此加值服務的習慣。這樣的服務也可能是娛樂相

關功能的，如 IPTV；也有可能是協助用戶增加工作效率的個人或是企業應用，

如 VoIP；或是增加日常生活便利性的服務。這其實不是新的觀念，只是對大部

分的業者來說沒有具體落實，主要的原因在於，業者並未意識到推出服務與養成

用戶的使用習慣之間距有不小程度的差距。 
 
要讓用戶對新的服務養成使用習慣，首先在設計產品時，就必須分析什麼樣

的應用可能吸引到目標客層的需求與興趣，此時『科技接受模式』就可派上用場；

當推出新的加值服務時，也必須要耐心的持續追蹤用戶反應，不斷調整服務的模

式。鮮少有加值服務是可以在推出時就一炮而紅，大部分加值服務要能發展成為

『殺手級應用』，都是必須透過長期對不同客層的測試與調整來的。 
 
（二）現有資源下進行異業合作 

利用現有資源，跨出既有電信業務範疇，開發如金融、醫療等延伸性的業務，

或是一些 IT 外包服務，如為異業代管主機等等。不過挑戰比較大的是，這類創

新機會通常不容易發覺，要達到這個目標的前提是業者必須具備『看見』這些機

會的能力，同樣的也必須耐心，透過長期分析、測試與建立新的商業模式。 
 

回應到本研究在『緒論』當中所提出之三點動機，首先是政府是否有心推動

NGN 業務。以 IPTV 為例，目前有線電視的收費標準都受到主管機關的限制，

使得有線電視業者無法繼續推動更多的加值服務。因為更多的加值服務意味著業

者需收取更多的費用，目前是不被允許的。未來在內容層為服務核心的 NGN 中，

若使用者要有更多更豐富的資訊服務，政府勢必要開放讓資訊服務業者有更大的

收費空間，而非只是維持於現有的經營現狀。唯有透過『使用者付費』的概念，

方能讓更多的第三方資訊服務業者投入 NGN 的價值鏈中。 
 

最後，本研究所認為的『NGN 服務種類』是要能成功將多媒體服務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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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與高服務品質這兩項要求予以整合。最具創新的的應用必須能夠無接隙地將

影音通話以及互動融合。當 NGN 的影音加值服務增加後，無論是個人或是企業

用戶都更容易做到”個人化”，資訊服務業者與系統供應商也都應該更積極地回應

使用者的需求。而 NGN 所帶來『匯流』的內涵可以被分為三類：服務的匯流、

網路架構的匯流以及終端設備的匯流。在服務的匯流就是提供一種新形態的整合

性服務，透過 NGN 的網路來達成，或是在跨網路的提供同一種服務，如 IPTV
可以透過固網或是行動網路收看；網路的匯流，就是透過 IMS 來降低系統供應

商的基礎建設佈建成本；而終端設備的匯流就是每個人的所使用的終端設備都可

以連上不同的網路，並且軟體也能做到各功能的整合。 
 
總結來說，NGN 所帶來的新競爭態勢、新的資訊服務類型以及新的電信業

者機會，證明確實需要一套新的經營模式，而相關的研究也將會持續進行下去。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限制有三： 

首先，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由於 NGN 尚處於發展初期階段，真正投入的

業者還不多，本研究訪談對象數量略為受限，且 NGN 當中主要的內容供應商，

根據次級資料研究，目前並無具體進軍 NGN 計畫，故不在本研究訪談對象中。 
 
再者是本研究中對『寬頻通訊』的定義。由於過去對『寬頻通訊』的相關研

究文獻不勝枚舉，但在本研究中在此先明確定義所謂的『寬頻通訊」：為利用資

料壓縮及數位通訊與網路技術，將網路傳輸效能及資料傳送的能力提升的方式；

從傳輸速率來看只要超過 1Mbps（Mega bit per second,每秒百萬位元），即可稱為

「寬頻」。根據以上定義，舉例早期的數據機撥接上網則不在本研究討論範圍之

中。再者在寬頻通訊系統中的組成元件動輒上百個到上千個零組件與程式系統，

為了限制在本研究的主題『NGN 之經營模式探討』當中，因此相關的通訊系統

僅由組成架構區分為：用戶端設備（如手機、個人電腦等）、寬頻接取、IP 網路

交換/傳輸線路、光纖網路（FTTx）等。 
 

最後，營運模式會依個別業者的資源條件及策略考量不同而有所差異，由於

關乎業者之營運機密。對此，本研究透過次級資料蒐集的方式，歸納出影響未來

通訊業者營運策略之重要考量，並借鏡國外不同資源條件下的案例經驗，針對國

內之市場環境背景，提出適合國內發展環境的營運模式建議，而細部的運作細節

則因廠商策略考量而有不同差異，非屬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故不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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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邁向 NGN 的過程絕非一蹴可磯，對台灣的行動、固網、有線電視等營運商

需要長期思考下列四個層面的競爭策略，而這四個層面的策略也可作為未來後進

的研究方向： 

第一，擬定網路演進、接入平台和業務整合等方面的長遠規劃，尤其在技術

層面的突破。本研究中並未對技術的發展做出預測，根據 Clayton Christensen 的

『創新的兩難』一書提到的 Disruptive Innovation（或稱破壞性的創新）概念，根

據歷史的經驗，現有的明星產品，僅靠延續性創新，往往會被擁有破壞遊戲規則

的新產品的小公司後來居上，而在有大者恆大趨勢的電信產業是否也會有此現象，

頗值得後續的研究人員作為研究方向之一。 

 

第二，NGN 佈建需要分階段，分區域推進，注重網路前瞻性與實用性相結

合。不同國家、地區的發展程度勢必有所不同，未來針對不同基礎建設程度的國

家、人民生活習慣不同的地區也可設計出不同的經營模式。 

 

第三，協調行動網路和固定網路兩者的產業鏈關係和各設備廠商之間互操作

的問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著眼於『資訊服務商』以及『系統供應商』，

然而這些資訊服務商的背後，需要完整的上下游硬體設備製造供應鏈來支持這些

軟體的服務，對於有很強製造代工能力的台灣廠商來說，在 NGN 發展的初期，

需要大量的基礎設施佈建，此點也是台灣廠商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未來這些代

工業者的經營模式變化也可以是研究方向的重點之一。 

 

第四，研究 NGN 特有的服務，繼續讓現有用戶可以正常使用當下的各種服

務，維繫其『品牌忠誠』、增加使用者的黏性。網路世界的消費者行為一直以來

都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原因在於每個人幾乎日常生活幾乎離不開網路，但網路上

的消費者行為不像實體通路較易被量化，故未來『NGN 的消費者行為』絕對是

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