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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電信與網際網路的爭霸戰 

背景介紹：HP 惠普公司於 2002 年結合了個人電腦業巨擘康

柏，成功地完成世人矚目的企業合併案，在兩大企

業結合下的 HP 惠普公司，業務範圍和服務能力遍

及 160餘個國家和地區，2002會計年度的全球營收

總額達美金 730億；而在台灣成立的 HP惠普科技，

多年來一直維持極高的成長率，目前設有台北、中

壢、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等 6個服務據點。曲

博士身任 HP 惠普實驗室網路結構部經理實驗室首

席科學家，領先開發高速數據機與其他資料傳輸產

品，提出 hybrid switch (circuit and packet)架構，堪

稱通信領域之翹楚。 

 





電信與網際網路產業的爭霸戰 

 
HP惠普實驗室首席科學家 

曲 潤 蕃 博士 

 

游張松教授致詞: 

曲博士，各位老師先進與所長，大家好。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此次

回國的曲博士來為我們演講，曲博士的專業領域是在科技方面，是屬於

HP惠普科技的實驗室，負責在後面管制人員的，所以即使到了 HP也不容
易見到曲博士，因此今天能有機會聽到曲博士的演講是十分難得的。 
在科技進步非常快速的情況之下，我們實在是有必要跟尖端科技的這

些科學家一起進行討論。 
通常人類的想像力是無限的，因此有些東西是我們想像得到但科技還

做不出來的，而另外則又有一些是科學家做了出來，而我們不敢置信的，

今天我們就來談這二者之間的「交會」。 
曲博士是台大電機系畢業，後來到美國一家專門做數據機的公司工

作，後來又到 HP，在 HP大概有二十二年了。曲博士在惠普實驗室有很多
不同的成就，尤其是在 Internet方面的成就，例如現在 Internet非常風行，
用纜線一插電腦就直接可以上網，這是因為把傳統的纜線方式，換成電話

線的方式，這貢獻的發明人就是曲博士。現在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曲博士為我們演講「電信與網際網路的爭霸戰」。 
今天先給大家介紹 AT&T的歷史，並且說明 AT&T為何從當年的偉大

與成功，到現今的目前情形。 

 

曲潤蕃博士： 

AT&T的歷史 
我首先給大家介紹發生爭執的兩位主角：AT&T與 Cisco。 
AT&T貝爾大概在１００多年前發明電話系統，當時的電話系統主要

是電報，而電報當時最大的公司就是Western Unit，Western Unit當時的技
術已經很好了；大家知道穿過大西洋的電纜是在１８５０年代建設，在南

北戰爭以前就已經鋪設。等到貝爾發明電話之後，就跟Western Unit公司
談，想要把專利賣給該公司，但是Western Unit認為這並沒有市場，因為
講話沒有記錄，要電報才有記錄，所以Western Unit公司就拒絕了，因為



這個緣故，於是貝爾就決定自己開設電話公司。 
就像早幾年的網路公司 一樣，在１９２０年左右，美國大概有２００

０個電話公司。由於公司過多，競爭激烈，當然有些公司是沒有辦法繼續

生存的，於是就開始彼此之間的合併。在這時候，AT&T就開始進行併購
的動作，等到買了很多公司時，美國政府才發現不對，因此美國國會通過

一個法令，禁止電話公司再繼續彼此之間的合併。所以到今天美國大概還

有１５０個電話公司。 
在１９３０年左右，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令，成立一個電信委員會，

來管理 telecom產業，此時 AT&T成長快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人數
大約有１００萬人，人數甚至超過美國的中央政府的員工數；而貝爾實驗

室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研究實驗室，大約有二萬五千人，幾乎所有現代

通訊的技術都是由貝爾實驗室發展出來的。 
AT&T 所有的電話系統，家裡電話的線插到牆上，讓所有的交換機

通通都是屬於 AT&T，AT&T就這樣過了３０幾年的好日子，直到１９６
７年的時候，有個公司叫做 Card Phone，它主要是做計程車調度；計程車
上面裝有有無線電，然後可透過無線電去做計程車的調度，它需要 AT&T
的電話線去串連這些基礎台，然而 AT&T卻不肯，於是該公司就告到國會
去。 

AT&T的理由是電話系統是大家都在使用的，因此他們必需去保護此
一系統，認為也許在插上該公司的東西之後，會對整個電線造成破壞；那

時候我（曲博士）第一個公司是做數據機，那時做的數據機只能賣給West 
Unit，不能賣給一般大眾，由於該公司也想利用電話公司的線，所以也參
加了 Card Phone一起來告 AT&T，當時我（曲博士）那老闆十分之聰明，
他就寫了一個小故事，到參議院做證時分給議員，他說：我今年夏天的時

候，到大西洋的一個小島去渡假，我說我的麵包機壞了，要去買麵包機，

可是卻買不到，後來別人才告訴我說，這麵包機只能夠向電力公司買。這

回參議院的議員們就聽懂了，認為這實在太荒謬，為什麼麵包機只能夠向

電力公司買呢，應該可以向 Sears等等的商店買啊，這時我老闆就回答說：
那為什麼數據機就一定要向 AT&T買呢，於是後來就通過了一個 Card 
Phone 決議案，也就是從今以後 AT&T必需要開放他的線路，讓別的設備
可以附加在 AT&T的網路，變成了一個開放式的大窗口，當時我（曲博士）
公司的股票僅隔一天就由４塊漲到８８塊，不過這是在我去該公司之前，

所以這就是我沒有變成有錢人的原因。 
在１９６８年時，有一個公司叫Microwave Communication Incorporate

（MCI），它在 Chicago和 St. Louis之間做了一條微波連結線路，這條微
波連結線路只傳資料不傳語音，AT&T當然有意見了，於是就去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聯邦通訊委員會）控告，AT&T說：
『你不能讓他建立這樣一個連結，你規定我（AT&T）到處都得給電話，



即使是一些窮的地方我也要提供電話服務，這樣對我（AT&T）太不公平
了，就像是把上頭的鮮奶油拿走而只剩下脫脂奶粉一樣嘛！』然而 FCC（聯
邦通訊委員會）認為該公司（MCI）小，所以希望 AT&T吃點虧就算了，
別那麼計較，於是就還是決定讓MCI 建設這條線路來提供資料傳輸服
務，然而MCI第二年就開始提供起語音服務，儘管該公司之前發誓不提供。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AT&T不被准許進入電腦事業。貝爾實驗室是非

常了不起的實驗室，人才濟濟，他們也知道未來的一條路是電腦，可是 IBM
就說：『你們不能進入電腦事業，他說若是你們（AT&T）電腦賠錢的話，
你們就加別人的電話費，那如果我賠錢的話我要加誰的費。』由於這個原

因，於是 AT&T就被禁止進入電腦事業了，這點種下了以後對 AT&T的深
遠影響。 
到後來電腦跟通訊就分不開了，在１９８２年時，AT&T被分了開來，

分成了７個地區性電話公司，叫做 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y，然後
AT&T剩下 Long Line，Western Electric，貝爾實驗室這三個，到了１９９
７年再進一步將 Long Line也分開來，將Western Electric和貝爾實驗室合
成一個 Louson，以上就是 AT&T大概的介紹。 

 
Cisco的介紹 
接下來進行Cisco的介紹。Cisco是１９８４年成立，它做 Internet router

（路由器），那時的路由器不是 IP，而是ｘ.２５，那時最大的路由器公司
是 Dinotech（做ｘ.２５的路由器），做的很原始，他用 Sun（昇陽）的硬
體再加上一點軟體。然而在慢慢的經營之下，在１９９０年左右，該公司

開始起飛，原本的擁有者認為賺的錢已經夠多，於是就將股票出清，賺入

了幾百億，等到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左右，Cisco的資本價值達到８０
０億。主要原因在於人一個時間只能做一個通訊，不能同時跟２個人一起

講話，就如母親跟２個孩子在餐桌上一起吃飯，母親先跟兒子說：『吃你

的花椰菜。』說完了再跟女兒Mary說：『妳能不能喝半杯牛奶，這對妳
牙齒很好。』Mary說：『這我不要喝。』這是一個迴路，母親絶不會同時

跟兩個小孩一起說話，除非在智力測驗時才會有這種情形。然而電腦就是

這種說法，資料出去，一小片屬於 user１，另一小片屬於 user２，user
３……….完全隨機，此時的交換機就不能像這樣子，而必需看該資料屬於
哪個使用者，而做正確的交換，這就叫做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所
以資料主要是用封包交換。 
關於這一點 AT&T也看出來了，但是當一個工程師在設計的時候，往

往是用他過去的經驗，因此在做連結時，雖然知道網路是用封包交換，但

卻仍是要用迴路去做，這是虛擬迴路（virtual circuit）。它藉由網路來進行
通訊。然後封包會依照這個路徑，會跟隨這條線。電話公司認為網路是電

話公司專家的事情，使用者不需要知道太多，我只要訂一個介面，你照著



我的介面做就好了，使用者並不需要知道裡頭的設計，因此當時就設計了

一套系統，叫ｘ.２５， 
可是 Internet既然是分封網路，也就是訊息統統分在一個小的封包裡

頭，因此我用不著通過同樣的路；意思就是如同我要寄一本書給游教授，

那我把每一頁都撕下來，每一頁都放在一個信封裡，那我可能要放一百五

十個信封，而郵局則根據每個信封發送，發送時可能會有的先到，有的後

到，等到了目的地之後，再由游教授來進行組合，若中間有遺失的，就要

求對方再送一次，這就是 Data Gram的概念，此種方式顯然跟實體迴路完
全不一樣，也就是說網路可以不需要那麼複雜、那麼可靠，反正丟掉了可

以重新送，設計不太可靠的網路比設計可靠度高的網路容易多了，大家都

可以做，這套協定就叫做 TCPIP，是美國國防部在１９６０年開始的一個
計劃，主要是因為擔心戰時的網路會被破壞而使得資訊傳送發生問題而開

始的。 
通訊的標準很重要，等於是一種語言，電話系統經過傳統的標準組織，

在聯合國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設立，若對台灣而
言，由於有大陸的干擾，在這方面可能就比較麻煩了。而在 Internet方面，
有興趣的這些公司大家組織了一個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在硬體
方面，IEEE成立了委員會自己來訂硬體，在７０年末８０年初時，有一個
王安，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司，他們提出一個概念：『距離比較近需要比較

多的通訊，距離比較遠時就比較少。』因此有了區域網路（Local Area 
Network）的概念，區域網路就是在大家都可以聽到的時候，只能夠有一
個人說話，而不能有兩個人，所以如果有起衝突的情況發生時，就需要有

一個解決衝突的方法，在那時有二大派，一派是乙太網路(Ethernet)，當大
家在一起，有人說話時，你先聽，等到沒人講話時，你再講，但是也可能

發生你發言時別人也同時發言，此種情形就會造成衝突，此時就需要解決

方案。 
另一派則是環狀網路（Token Ring），就是大家圍在一起，你有話時

你講，你講完我講，我講完他講，我如果沒話講就直接讓給下一個人講，

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乙太網路通常是一個機盒，然後有一個很粗的

纜線，然後有一個接收單元，就像一個數據機一樣，把它插在纜線上，然

後用雙絞線連結，因此會有距離的限制，因為衝突是有個侷限的，大概是

２.５公里，且由於纜線很粗，又不能亂穿，因此就有了集線器，所有的解
決方案都在這個集線器，我（曲博士）這個概念出來後，剛開始並未被接

受，直到１９９４年要做 Cable Modem時這個想法才普及。 
剛開始時大家都用區域網路，等到慢慢想要把區域網路連到另一個區

域網路時，這中間需要一個長途的線。此時 DOD做了一個 Internet的骨幹
來讓大家實驗、試用，從這開始越滾越大，到今天的 Internet就是所有的
個體網路通通連在一起，乙太網路集線器變成乙太網路交換器，這個交換



器的資料可以緩衝，是一個完全開放型架構；這個標準很簡單，因此大家

都可以參加，IP 變成一個很平常的平台，大家都在用，使得ｘ.２５，ATM
等都變成過時。 
 



網路通訊應用 
網路系統上的應用有 EMAIL、檔案傳輸，到了１９９５年左右，有一

個大突破就是World Wide Web（網際網路），新的應用還有 Voice of IP、
Video over IP，要將整個傳統的電話系統淘汰，然而網路電話跟傳統的電
話仍是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未來下一步的網路應該是無線，大家不想要

有個線；另外一個是數據機，不需要固定在一個交換機或是家裡，還有就

是要多媒體資料、語音以及影像和在一起，如果想達到這樣的目標，就一

定要是封包交換。 
接著還有３G，Two and Half G，以及兩種混和的做法，即電話用 GSM，

可是資料則是用封包交換；另外還有一個做區域網路標準的 IEEE，它的
802.11 資料網路是由一個應用程式後面再接一個入口到ISP，此一系統有
很多的功能。 

 
尋找 Killer Application 
在未來會有很多創新系統的出現，在網路公司蓬勃發展的時候，有很

多的投資在 Voice over IP，但目前絶大多數都失敗了，主要是因為目前的

電話公司容量非常大，許多知名的電話公司也持續的在改善它們的容量，

所以即使 IP免費，這也是划不來的，因此當初這些投資都並未成功。可是
若有 Video時，電話公司的線由於架構的緣故，並無法簡單的進行之間的
交換，這原因，將可能使得這個投資重新活起來，重點在於能找出一個

Killer Application，也就是需想想什麼東西是需要 Video跟 Voice在一起，
否則此一前景也未必樂觀。 

 

Q&A 
Q1:想請教曲博士對未來 3G和Wireless LAN的看法: 
A1:我以我目前公司的 position來回答您這個問題，而我目前公司的 position
就是沒有 position，我們支時 3G和Wireless LAN，但其實我們也有我
們的願景，但也許這也不是對的，所以就如我所說的，這是一場戰役，

將來誰贏誰輸仍是未知數，然而若從過去的歷史來說，HP也是做了很
多，例如背後的收錢、認證，以及安全有關議題，而且我們也有很好

的產品來證明。就如你所說的，台灣的這些公司投資了 400多億在 3G
上，我想它們想必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才下了如此的決定。從技術

的觀點來看，我當然希望能夠將Wireless communication這個 LAN的
網路弄大，以後若將所有的東西結合起來，最後得利的還是消費者。

我希望在將來能夠看到台灣能夠有更多的創新出現，這是未來的一條

路，政府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Q2:台商的經營規模通常較小，是否有一個較為便捷的方式或是經濟的通
訊方案，來提供台商在 voice、data、照片、圖面設計檔案方面的交流？ 

A2:這牽涉到很多政府立法方面的問題，是屬政治上的問題，而非技術面
的問題，然後還有利益的問題，例如與台灣的電信公司要如何的拆帳，

這些都是問題。 
Q3:3G與Wireless的 architecture基本上是一個不一樣的架構，請問要如何
將 3G與Wireless做一個有效的整合？並且像Wireless要提供各種不同
的服務，因此必須去做一些分級的動作，請問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

們要如何去有效控制這中間所發生的問題？想請問曲博士對這些問題

的看法為何，並且要如何去有效提升Wireless的 capacity？ 
A3:其實這些問題都是目前技術所能夠解決的，真正的問題在於市場，市
場在哪裡？有人要買嗎？目前市場的情況也已經改變，在 30年前數據
機只此一家，現在卻大約是五毛錢不到了。大家目前對於 IC、傳輸系
統與技術等等的瞭解，都較以前提升了許多。 

 

張重昭所長結語： 

今天的這個議題非常的有趣，具有未來性的挑戰性，從曲博士的答問

當中，我們看出目前的問題已不在技術方面，而是在政府的法令是否開放

等問題，台灣目前即面臨了這樣的問題，如是否要開放中華電信來提供各

種電視節目，是否可由 telecom來提供傳統 CATV所能夠提供的付費電視，
這全是有關於政府對法制方面的規定。而接下來所談到的就是市場的問

題，因為既然技術不是問題，那究竟需求在哪裡，誰願意付錢買什麼樣的

服務？這才是真正需要去探討的。 
 

游張松教授結語： 

剛剛談了很多的問題，首先是技術問題，而對於技術好的人來說，這

根本不成問題，只要你提出要求，他們都做的到；而就政治來說，其實它

也不成問題，只是法制面罷了，所以技術也要，政治也要妥協，主要問題

在於是由誰來做這二方面的協調，這就是我們請曲博士來管理學院演講的

主要目的，因為到後來這就變成一個經營方法了，要想辦法讓這些人在一

起，創造一個多元的局面。例如剛才所談到的，台北是否能將 3G與 wireless 
LAN合起來做，由於 3G也投入了非常多的錢買執照，所以這看起來也不
大可能，因此我們要如何去協調這樣的一個事情。其實今年是一個滿關鍵

的時期，大家都在談如何去應用一些概念，明年度就可看到很多的實際作

業，也許台灣就是全世界第一個將 3G與 wireless合起來，並且做得很好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