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8130 

狀態 G0495785172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科技管理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5785172  

研究

生(中) 
黃婉綺 

研究

生(英) 
HUANG WAN-CHI 

論文

名稱

(中) 

台灣光纖通訊產業發展與競爭優勢分析-以個案公司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The Developments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Taiwan's Fiber Optics 

Communication Industry-Take Z Company as an Example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龔尚智 吳春光 

指導

教授

(英) 

Gong, Shang-Zhi Wu Chung-Kua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暫不希望公開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不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檔案

說明 
封面 摘要 謝辭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參考書目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6 

出版

年 
97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光通訊 光纖通訊 競爭策略 

關鍵

字(英) 
broadband Fiber to the Home, FTTH competitive strategy 

摘要

(中)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商務性及娛樂應用性的發展越來越多，使得頻寬

的需求也呈現大幅成長，促使光通訊產業逐漸受到各界所重視。未來是

數位化時代，絕大部分的應用服務皆可以在網路上所發生，以目前的頻

寬是可以供應一般的網頁影音瀏覽及下載，但如果需要較高畫質影像下

載及上傳，很明顯的就會產生頻寬不足的現象，對忙碌的現代人來說，

時間即是金錢，越來越多的使用戶希望能申請較高頻寬的速度，因此也

產生高速頻寬市場的需求出現。 光通訊產業曾經是大家所矚目的明日之

星，但卻受到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的嚴重衝擊，全球電信業者可說是

大幅修正網路通訊設備的建設計畫，削減了對光通訊設備之需求，重挫



了我國正要起飛的光通訊產業。不過這樣的低迷景氣狀況一直持續到

2002 年便有了變化，日本政府所主導推動的 FTTH(Fiber to the 

Home,FTTH)佈建計劃，帶動了全球的光通訊設備及零組件需求，由於日

本有釋出訂單給台灣，因此台灣的光通訊產業也逐步走出過去的陰霾，

出貨狀況也逐漸活絡起來，對我國光通訊產業已產生正面的效益。本研

究主要在探討光通訊產業的現況及發展趨勢，同時透過國家鑽石模型分

析，五力分析等競爭策略來分析我國在光通訊產業之國際競爭優勢，並

研擬如何提高競爭優勢，期望能提供我國光通訊業者參考建議，同時也

期許光通訊產業能繼 PC 及半導體產業後，可以再創台灣科技另ㄧ波高

峰。  

摘要

(英) 

Followed by the blooming of internet, the developments on the network-related 

business and entertainment are increasingly broadened. It encourages the needs for 

broadband transmission to grow and hence the Optical Communication Industry 

starts getting serious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For a digital era to arrive, most 

applications can be and will be applied through Internet. Currently, the broad 

bandwidth seems sufficient on feeding the web pages and even video file loads. 

However, it become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once there’s a need of loads 

requiring high definition images. For modern people, ‘time’ means 

‘money’, thus internet users are in hope of acquiring higher speed broadband 

for their modern needs. Consequently, high speed broadband market has been 

revealed on demand. This research probes into the optic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current and the trend it towards. Furthermore, the competition strategy will also 

be analyzed thoroughly. Optic communication used to entitled as a leading role for 

future Taiwan Industry development. However, is has undergone a tremendous hit 

by the “dot com” crash in 2000. The world-wide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have amended their development plans on constructions and in 

building the relevant network communication facility. It therefore cut down the 

need and depressed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s. The situation has been changed in 

2002, the FTTH construction plans hel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d and 

lifted the world-wide demand for optic communication equipments and related 

components. Due to the orders placed to Taiwan manufactures through clients in 

Japan, the optic communication companies in Taiwan finally have stepped out of 

the past, started to better run their business and enormously benefits our optic 

communication Industry. This research namely analyzes Taiwa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 in Optic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terms of the analysis. In 

the mean time, it is also expected to bring optic communication to meet the 

Taiwan’s Next Technology Excellency following PC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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