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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服務網前進

隨著4G網路時代的到來，帶來更快速且優質的網路體驗，

其中也衍伸出新型態的服務模式以及更多樣性的應用情境。

另外隨之而來的5G，各研究機構與網路設備廠、電信營運商

也已經在進行各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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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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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進步，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正不斷

地被改變當中。越來越快的速度，越來越高的

整合度，似乎看不到極限。而人們，就在這樣不斷整

合、不斷加速的生活方式中，努力適應著。

而科技究竟是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也成為大家熱烈

探求的問題。幾年前，《世界是平的》便點出了網路

正是改變這個世界的一個重要力量。該書從柏林圍牆

的倒塌與Windows作業系統的崛起說起，說明這個世

界正因為這些原因不再有隔閡的存在，而後更由於網

路的緊密連結，讓地球另一邊的距離，就像是在隔壁

一樣的近。

儘管.com後來走向泡沫化，然而正是藉由這股.com的

網路能量興起，讓全球廣為佈設網路基礎設施。而這

些網路基礎設施，也成為這本書的作者Thomas Fried-

man所稱的『Gift』，讓往後的人們，仍能繼續享受這

些網路所帶來的便利，並進而成為抹平世界的一股重

要力量。

而當速度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進化就變成一種

必要。人們要無線化，也要行動化，更要更高速的傳

輸。在3G以及行動裝置的普及下，已經為人們的生活

帶來許多的便利性，行動網路更已經成為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許多的商業模式與人們的生活方式，早

就因為3G網路而改變。如今，隨著4G網路時代的到

來，不僅帶來更快速且優質的網路體驗，其中也衍伸

出許多新型態的服務模式，以及更多樣性的應用情境。

有鑑於此，本期封面故事將以『4G過後-行動服務網前

進』為題，探討從4G開始，行動通訊將如何改變這個

世界的遊戲規則。內容將包括4G帶來的智慧生活與世

界轉變、Small Cell讓4G網路更暢行無阻、語音品質將

是VoLTE的決戰點、4G過後5G準備接軌，以及5G聚焦

傳輸能力等。這都將是與你我息息相關的行動通訊發

展重要關鍵，十分值得讀者鎖定這些議題。

過去有本名為《10倍速時代》的書，內容描述著21世

紀是ｅ化時代，科技進步一日千里，使得商業化科技

產品的生命週期愈來愈短。這個世界正處於遊戲規則

不斷改變的環境，傳統與習慣不斷地被商場上敵人所

帶來的變化衝擊與顛覆著，它的力量往往超過既有資

源所能控制的範圍，這就是十倍速變化的時代。

儘管這本書並非完全著重於通訊，然而透過這些科技

使得生活方式改變卻是個不變的事實。科技進步的速

度是如此之快，人們還得加緊腳步趕上才行。面對未

來不可預期的新科技，適應將是一門功夫。

極限
面對不可預期的新科技，適應將是一門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