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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時代的生存競爭 
-談電信與內容業者的合作 



協會團體會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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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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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共享時代來臨  
談合作求生存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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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時代來臨-共享經濟崛起 

通常免費 
低度隱私 
多內容產製者 
多向點對點 

共享經濟崛起 
   Uber、Airbnb、OTT 

2015年李開復提出在共享經濟裡，經過網路就可以讓資源提供者和需求者直接搭
配。比如說租房租車中介、廣告代理、出版商、計程車行等。這些傳統中介都會
逐漸被共享經濟消滅。 



共享時代來臨-多向式點對點傳播 

 由過去單向且一對多的傳播形態，轉而成分享且多對多的傳播形態。 
 使用者由過去被動接收，轉而成主動搜尋，協同合作。 
 資訊來源分散，較難受支配。 
 社群具有類人際傳播效果的大眾傳播效應。 
 受到最直接衝擊的將是依靠基礎網路的平台營運業者與內容提供者。  



共享時代來臨-傳統傳播模式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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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應用層 

基礎網路層 

OTT平台 
平台營運層 

平台營運層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講座教授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
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一書指出，由於網路、物聯網等科技，讓全球數十億人能夠以個人
對個人方式連結，去掉多餘的中間商，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每人都成了兼具生產與消費力
量的「消費＋生產者」。 



共享時代來臨-OTT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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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高頻寬帶動OTT產業發展，加速既有模式崩解。 



共享時代來臨-傳統通訊服務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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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及社群崛起，傳統通訊服務式微。 
吃到飽魔咒，流量不等於營收。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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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語音服務與數據服務營收趨勢 

語音營收(千元) 數據營收(千元)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語音營收(千元) 12,066,509  10,875,726  9,778,870  6,109,852  

數據營收(千元)                     3,931,305                      5,723,803  6,737,281 4,219,641 



共享時代來臨-廣告的消逝 

美國賓州大學商學院經營暨資訊管理教授克雷蒙斯(Eric 
Clemons)在2014年認為，網路的社交特質讓使用者擺脫商業剝削
，網路使用者也是參與者，大多數內容是由網友自行產生，而不
是廣告主或內容業者，那麼，網路不是正在取代廣告，而是正在
毀滅廣告。 

《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一書也提到
IBM全球企業諮詢服務部在2012年也有類似的調查結果，以往，
被動消費者為了取得廣告業主贊助的內容，願意忍受廣告轟炸，
但網路內容由使用者產生、免費分享，並彼此免費交流內容。這
讓目前傳統內容配銷商和內容整合業者的營收基礎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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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時代來臨-消費者大數據的擁有者 

根據Nielsen調查，2015年中國廣告市場的投放策略已逐漸從傳統媒體轉向網路
媒體。事實上，中國網際網路廣告投放規模正在逐漸追趕電視廣告，已達到後
者的87%。 

社群平台、OTT業者利用平台及免費軟體，取得大量使用者在網路世界的軌跡，
利用大數據分析，了解其喜好、需要、個性、人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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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時代來臨-消費者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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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談合作求生存 



不平衡的供需關係-OTT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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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服務業者投資建設的寬頻網路 ，OTT業者透過
這些網路出售內容、遊戲、通訊服務，而且獲取利
潤。而電信服務業只能收取固定的流量費，同時眼
巴巴看著語音和簡訊營收的快速消失。 

 

OTT業者服務的崛起，產生大量影片、圖片及文字的
傳輸，用戶頻寬需求增加，電信服務業收到更多加
速頻寬建設的要求。 

 

在這服務鏈上，電信服務業者的資本支出不斷增加
，用以增加OTT的營收，加速減少自己的營收。 

 
 



不平衡的供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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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電信商 



不可逆的OTT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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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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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就是轉機-TV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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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OTT平台帶來極大破壞力，透過開放網際網路（Open IP 
Network）讓使用者連結網際網路即可跨國界使用各種終端設備進
行觀看，影音服務也邁向多螢幕，TV Everywhere的收視形態。 

2014年亞洲有線及衛星廣播協會（CASBAA）與市場研究公司SNL 
Kagan所提供之報告顯示，認為亞太地區目前具備OTT產業發展潛
力的前五名國家分別為南韓、日本、中國、澳洲以及台灣。 

根據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2016年調查報告，從小三到高三的青
少年，有50%的人每天都上網，有71.9%的通常都是上網觀看影片
。 

在電視無處不在的黃金時代，我們的合作正要開始 



談合作求生存-拿回消費者大數據 

彼此成為物聯網的合作夥伴，提供創新整合服務 

積極推動國內電信與OTT整合共同平台 

法規的再省思 



IBM對物聯網發展的想像藍圖 

19 資料來源：Inside硬塞網路趨勢觀察 



電信服務業者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20 資料來源：softbank荒木健吉 



安全可靠的平台管理者 

21 資料來源：softbank荒木健吉 



跨產業別的整合者 

22 資料來源：softbank荒木健吉 



One-step service 

23 資料來源：softbank荒木健吉 



電信服務業之物聯網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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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ies) 

優勢(Strengths) 

威脅(Threats) 

劣勢(Weaknesses) 

 金流系統的建全 

 高度規管環境  

 龐大的客戶群  

 BIG DATA數據應用 

 消費者零錯誤的要求  

 市場垂直整合度高 

 穩定可靠的網路  

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 

改進 利用 

消除 監視 

 消費端的維運經驗 

 跨國漫遊協議   感測層硬體普及與標準統一 

 商業模式不明確 



利用物聯網創造合作模式 

讓廣告商品轉換實際銷售數字 
例如，韓國Dobi.tv將電視變成社群電視，只要觀賞劇集，在其
專區可同步看到劇集內的服裝、餐廳、化妝品等資訊，也可加
入商品心願清單。 

 



利用物聯網創造合作模式 

從智慧家庭出發 

作菜節目出現在有螢幕的流理檯上； 

操作手冊影像化、節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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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oneyDJ 理財網 



利用物聯網創造合作模式-行動支付新藍海 

共同創造行動支付新藍海，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TWNIC)進行2015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者調查報告，在
1,945位受訪者中，只有15%使用過行動支付，分析其原因
，「不需要」占 45.6%，其次是「擔心不安全」占 32.7%
。調查報告也發現，只有11.6%的受訪者經常上網購物。 

安全便利的付費機制愈成熟，愈有機會串連影音內容與生
活需要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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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國內電信及OTT共同平台 

2016年9月13日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提出一份政策建言白皮書，希
望政府能夠協助業者成立跨業者的OTT平台，共同建置商業模式，
包括影音規範、消費者紀錄、版權交易及支付平台等。 

電信業者與內容業者若能在政府協助下，成功整合國內的業者，建
立OTT服務提供平台，則電信業者可在end user端協助行銷、預先
載入、行動支付合作及共同開發潛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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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OTT+大數據 

跨產業終端及界面平台 

無線/無線基層網路建設 

法規合作-產業生態鏈的重組 



法規合作-網路中立性的再省思 

網路中立性，指的是將網際網路維護為一個自由開放的平台
，尤其要求網路服務供應商保持中立態度，不應對任何內容
、應用程式，或服務有所偏頗。 

OTT就必然遵守網路中立性嗎?侵權的OTT是否受網路中立性保
護?2015年吳修銘教授與哈佛教授盧卡（Michael Luca）研究
指出，Google 操控的搜尋結果更有利於其自己的服務，涉嫌
藉此打擊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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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科技的發展，頻道和頻譜將不再珍稀，在基礎建設已
然完成之後，電信與頻道平台業者終將自尋生路。以
Kuro的生不逢時為例。 

共享時代解構所有的秩序，又再重組新的秩序所有角
色扮演都回到使用者或網友的原點。看似自主的使用
者，其實都已被社群或網路框架。 

掌握使用者的使用軌跡，並且可以合法使用它是目前
當務之急。 

優勢互補，扭轉頹勢。以大陸的三網融合為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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