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立信
消費者行為研究室

ericsson.com

理解消費需求 邁向5G時代
消費者六大需求，協助營運商構建行動寬頻新思維
愛立信消費者及產業分析報告
2018年1月



2 愛立信 | 消費者行為研究室

   3 消費者對5G的未來期望 

   4 便捷的購買體驗 

   6 自由不設限的感覺

   8 流量可以當做貨幣進行交易

10 提供費率方案以外的服務

12 更多5G相關的應用

15 真實的網路體驗

研究方法

2017年7月，愛立信針對年齡介於
15至65歲之間的1.4萬名iPhone及
Android智慧型手機用戶進行線上
調查，這些受訪者來自14個國家，每
個國家分別採樣1,000人。此調查所
得出的觀點，將代表阿根廷、巴西、
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
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
美國的8億名智慧型手機用戶 。

此外，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與
Tefficient 合作，對全球營運商的
行動寬頻策略進行分析及比對。本
報告另外還採用App Annie的數
據，其所提供的Android智慧型手
機流量消費數據，來自於龐大的全
球真實用戶及其他專有數據集合。

消費者心聲

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
（ConsumerLab）擁有超過20年

的消費者研究經驗，主要調查消費
者價值觀及行為模式，包括他們採
取的方式及對資通訊（ICT）技術產
品與服務的看法。愛立信消費者行
為研究室，提供關於市場及消費者
趨勢的獨到分析。

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透過全球
消費者調查專案取得相關資訊，每年
在40多個國家地區對10萬名消費者
展開訪談。這10萬名消費者透過統
計學方法選出，代表11億人的觀點。

我們採用定量及定性研究方法，花費
數百個小時對不同文化的消費者進
行調查。為了貼近市場與消費者，愛
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分析師遍及
愛立信所有營運地區，能全面深入了
解全球資通訊技術市場及商業模式。

請造訪: 
www.ericsson.com/consumerlab  
閱覽所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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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5G的未來期望
5G承諾將徹底改變我們與無線裝置的互動方式，從智慧型手機到車輛。儘管仍
存在著許多未知因素，同時還有部分技術問題待解決，但5G的未來前景，最終
還是將取決於消費者與企業的期望。

因此，當務之急是要了解當前無線技術及電信營運商產品所帶來的願景（尤其是行動寬頻費率方案），是否
有符合消費者的期望。

此份報告揭示了營運商現在必須應對的消費者六大訴求，以提昇消費者滿意度，並藉由行動寬頻服務獲
利，打造5G未來前景。

消費者六大訴求

1. 便捷的購買體驗 

60%的智慧型手機用戶，看不
懂隱藏在行動費率方案背後的
玄機，也因此許多用戶所購買的
服務和他們實際的使用情況並
不相符。只有30%的智慧型手
機用戶表示，對於營運商提供線
上費率方案資訊的方式感到滿
意，這種數位化的電信服務體驗
既不簡單但也不省力。

4. 提供費率方案以外的服務 

消費者購買數據方案，是因為這
是電信營運商目前銷售服務的
方式。消費者認為更高的寬頻速
度及公平的合約更為重要，然而
消費者在選擇服務費率方案及
行動服務供應商時，越來越注重
視訊內容搭配及創新的流量資
費方案，希望營運商能根據用
戶的需求，開發出個人化的數
據方案。

2. 自由不設限的感覺 

80%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並不
是真的需要吃到飽的費率方案，
而是希望取得那種不受限制的
感覺。 雖然消費者購買吃到飽方
案相對輕鬆，並且可以避免帳單
爆表而獲得安心的感覺，但高行
動數據用量並非他們購買吃到
飽方案的主要動機。70%購買此
類方案的消費者，並非行動數據
的重度使用者。

5. 更多5G相關的應用

營運商原本以為消費者對5G不
感興趣，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
我們的調查顯示，5G服務概念
吸引了全球76%的智慧型手機
用戶。事實上，有高達44%的消
費者願意付費享受5G服務。超
過1/3的消費者，希望5G除了能
提高速率、擴大網路覆蓋率及低

服務價格外，還可以帶來其他改
進，有半數消費者認為在5G推
出兩年半內會  使用相關服務。
消費者預期依用量付費的時代
即將結束，取而代之的將是以
5G服務或連網裝置為基礎，一
次收取固定費用的收費方式。

3. 流量可以當做貨幣進行交易 

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平均每年
剩餘31GB未用、但已付費的行
動數據，這相當於一生將累積
1.5TB流量。2/5的消費者希望
能夠將多餘的流量當做貨幣使
用，保存、交易或轉贈他人。然
而，目前多數使用者尚無法將行
動流量做為貨幣交易。 

6.  真實的網路體驗 

消費者希望他們的營運商擁有
最佳的無線網路，這種想法是取
決於他們對網路品質的需求。然
而，此種看法並不會受到市場宣
傳的影響，而是來自他們對網路
的直接體驗。只有4%的消費者
相信營運商的廣告及網路效能
宣傳，消費者希望營運商摒棄毫
無根據的宣傳口號，轉而關注真
實的網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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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購買體驗

半數智慧型手機用戶

消費者很容易在電信市場迷航，57%的智慧型手機用戶發現行動數據費率方
案內容極難理解。另有比例相近的消費者表示，要從這些選項中挑選出最佳
方案非常的困擾。

全球有半數智慧型手機用戶對流量方案感到苦惱，並會因為擔心被超額收費
而限制自己的行動寬頻用量。

營運商頻繁的價格變化、活動及新
產品促銷，讓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在
這14個國家中，只有30%的用戶覺
得營運商推出的行動寬頻費率方案
簡單明瞭且十分透明，因此營運商
必須努力幫助消費者走出這個行動
消費迷宮。

鑑於這種複雜性，有半數智慧型手
機用戶不知道他們方案的數據額
度，更有70%的用戶不確定自己每
月使用多少行動數據，導致用戶購
買的服務與他們的實際使用情況嚴
重不符。只有1/3的消費者能用盡全
部的行動數據額度，其餘的消費者
不是在月底前超額就是沒能用完。
消費者在購買方案的過程中缺乏建

議、分析及支持，因此有1/4的數據
消費大戶（占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
的14%）購買的月額度比實際所需
還要少許多，而60%低數據量使用
者購買的額度則高於實際所需，這
經常導致消費者在流量臨界時對方
案感到沮喪。平均來說，有半數全球
智慧型手機用戶會遇到此類情況。

圖1：電信資費方案的複雜程度（同意以下描述的智慧型手機用戶比例）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難以了解各種行動數據方案 瀏覽並在所有選項中挑出最
佳方案令人感到困擾

很難跟上頻繁的價格變動、降價
促銷、新產品優惠及折扣

總計 日本 阿根廷 巴西 中國 印尼 愛爾蘭 法國 韓國 芬蘭 墨西哥 德國 英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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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廣告可能是行動數據流量額度
的一項隱憂是。這些廣告消耗的流
量占每月的18% - 79%不等。我們
的調查顯示，全球70%的智慧型手
機用戶不知道行動廣告吃掉了數據
流量，當他們意識到後，6成的消費
者希望營運商可以讓他們更妥善控
制是否看到廣告，並且透明化行動
廣告消耗的數據流量。

由於對廣告消耗數據流量缺乏充分
溝通，以及用量方案過於複雜所造
成的困擾，電信營運商的消費者忠
誠度正在降低。過去六個月內更換
營運商的智慧型手機用戶中，有一

半的人轉向新的數據流量方案。其
中有20%的消費者是因為實際使用
流量和費率方案不符，而更換費率
方案；他們不是超出用量被收取額
外費用，就是剩下很多數據額度。

隨著多數消費者開始在網路搜尋與
購買費率方案，他們希望供應商可以
提供更多輕鬆便利的數位化體驗。
然而，全球只有1/3（37%）的智慧型
手機用戶滿意營運商說明資費方案
的簡單透明化；另外接近比例（30%）
的智慧型手機用戶，對於營運商透過
聊天機器人，在線上購買流程中提供
建議的服務感到滿意。簡化購買流

程是營運商所面臨的挑戰，他們必
須提高用量透明度，滿足消費者持續
變化的需求與期望，但就目前的體
驗而言這既不簡單也不省力。

70%
全球70%的智慧型手機用戶不
知道行動廣告消耗了他們的數
據流量，有60%的用戶期望營
運商針對此一情況採取行動。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圖2：營運商欠缺的數位客戶體驗（滿意營運商的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比例）

1 恩德斯分析，2016年3月 www.businessinsider.in/Ads-on-news-sites-gobble-up-as-much-as-79-of-users-mobile-data/articleshow/51435661.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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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受限的感覺
理論上，無限量方案使得消費者可以輕鬆做出決策，因為他們無需
決定要購買何種容量方案。然而，這種優勢是十分有限的，全球只有
44%的無限量行動數據方案用戶，對他們的費率方案簡單易懂程度
感到非常滿意，固定流量方案用戶的滿意比則為34%。

其中一項可能的原因是，無限量方
案也有一定的限制。以芬蘭為例，部
分無限量方案有速度限制；另外在
美國有些無限量方案在達到公平使
用策略限制後（取決於方案細節），
營運商會開始採取降低視訊流量品
質、限制速率及調降流量優先順序
等措施。

消費者購買無限量方案的主要動機
是為了安心，並減少超額付費的憂
慮。 然而，購買此類方案的用戶中，
有70%並不一定需要用掉大部分的
行動數據流量。除了芬蘭外，其他所

有調查國家中，無限量方案用戶的
平均每月數據消費量為7.5GB2。這
種情況在各國都不相同，像是韓國
人每月使用18GB，而德國人每月則
只用到2.5GB。

儘管這樣的方案讓使用者可以盡情
使用蜂巢式數據，但全球蜂巢數據
無限量方案用戶的Wi-Fi使用量，仍
是行動蜂巢式數據的2.5倍。

因此，智慧型手機用戶尋找的並不
一定是無限量方案，而是一種不受
限的感覺，進而覺得有足夠的數據
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對於目前多

數使用限量方案的用戶來說，可以
將未用完的數據保留下來，就跟取
得無限流量同樣具有吸引力。

1/3（32%）的用戶希望可以將未用
的行動數據流量保存起來以便日後
隨時使用，而45%的用戶則希望社
群、視訊或音樂應用使用的數據，能
不被計入每月流量限額。12%的使
用者希望，每月能根據使用情況變
更方案的數據流量額度，或者將現
有額度加倍。總之，絕大多數（80%
）的智慧型手機用戶喜歡無限量方
案的感覺。

2 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2017年7月 App Annie用戶群組無限量方案用戶的數據使用情況分析 
3  註：App Annie用戶群組數據不適用於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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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能為智慧型手機用戶帶來自由不受限制的感覺的數據資費方案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之間，採用限額流

量方案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已經採用無限量方案的用戶，也不反
對可以從無限量方案獲取不受限制
的感覺。約7/10的用戶（包括65%的
美國用戶）就考慮放棄無限量方案。
邁向5G時代，為消費者提供不受限
制的感覺，將能刺激行動數據的使
用，協助營運商高效率實現行動寬頻
以獲取利益。各種費率方案還沒有走
向淘汰，只是需要再調整改進。

其他公司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
無限量方案的使用者對營運商的網路
品質認可度提高。而我們的調查【3】， 
比對了14個國家的無限量方案用戶
與限量方案用戶的看法，發現擁有足
夠流量的限量方案用戶，對網路效能
同樣感到滿意。因此，提供足夠但不
一定是無限量的行動流量以滿足用
戶需求、消除用戶的擔憂，是提高滿
意度的關鍵所在。

3 www.jdpower.com/press-releases/us-wireless-network-quality-performance-study-volume-2

65%
美國65%無限量方案用戶表
示，如果可以在其他方案取得
不受限制的感覺，他們考慮放
棄無限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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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可以當做貨幣進行交易
隨著消費者日漸注意到每月剩餘的數據流量，希望流量能當做
貨幣使用的需求也正在增加。

儘管約1/2的限制流量方案智慧型
手機用戶總是擔心超出使用限額，
但平均來說，只有15%的用戶會超
過上限，另有41%的用戶消費的流
量明顯低於所購買額度。 每個月
底，沒有用完額度的智慧型手機用
戶數，比超額使用者多出2.7倍。

隨著消費者更加留意這種情況，他
們開始認知到流量可以像貨幣一
樣進行交易。 平均有2/5的用戶認
為，流量可以像金錢一樣以不同方
式使用，例如儲存、交易或當做禮物
贈送。

圖4顯示，限量方案的智慧型手機
用戶平均每月底有40%的額度尚未

使用。但各國的數據有所差異：在法
國，部分營運商的無限量方案刺激
其他營運商提供超大流量方案，導
致未用的數據超過62%。同時，在墨
西哥、巴西及印尼等國家，智慧型手
機用戶消費了大部分所分配的數據
額度，月底剩不到25%的數據。

換句話說，多數用戶正在為從未使
用的行動數據支付費用。消費者每
月未用的付費數據大約有2.6GB，
相當於每年31GB，如果狀況持續，
一生將累計1.5TB流量。具體來
說，31GB的數據可以讓智慧型手機
用戶進行65個小時的視訊通話，聽
517個小時的串流媒體音樂，或者一

口氣看完如『權力的遊戲』全部6 季
的電視節目。在所調查的14個國家
中，如果按照以1GB為單位的附加
流量方案購買，31GB的行動流量需
要花費44美元到463美元。

2.7倍
全球每月底沒有用完數據的
智慧型手機用戶數，比超額使
用的智慧型手機的用戶多出
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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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希望以對待閒置金錢的方
式來處置未用流量。擁有未用流量
的智慧型手機用戶中，76%希望透
過將流量儲存到下個月供未來使
用；44%的用戶甚至願意支付額
外的費用，為流量方案添加這個功
能。39%的用戶希望未來帳單可以
針對未消費的流量退款或給予折
扣；更有40%的用戶願意為此一功
能按月支付單次性費用。有趣的是，
消費者不太願意與家人或朋友分享
未用的行動流量。

儘管消費者有很高的興趣並且願意
額外付費，但營運商對此一需求的
反應並不令人滿意。根據我們的調
查，全球只有19%的智慧型手機用
戶的費率方案可以累計儲存未用的
行動數據。提供累積儲存數據流量
的功能或構建數據回報，將能夠提
昇消費者忠誠度。儲存大量數據額
度的帳戶很難被割捨，因為如果消
費者要更換營運商商就只能放棄該
帳戶。此外，保留已支付的數據額
度，也能實現公平原則。

超大流量方案
超大流量方案相當於每位智慧型手
機用戶每年會產生的31GB未用數
據，足以觀看像『權力的遊戲』整整6
季的電視節目。如果狀況持續下去，
等於一生將累計1.5TB的流量。

圖4：智慧型手機用戶每月購買的行動流量與未用完之流量

每月未用行動流量(GB)
調查對象： ，2017年7月App Annie使用者群組，限量方案智慧型手機用戶數據的使用情況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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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費率方案以外的服務
雖然最近有趨勢顯示，部分APP或服務開始免除用戶流量（零費率）、各國也展開了無限量費率方案大戰，但消費
者還是偏好量身訂製，以及在最需要的時間與地點，選擇最想要的產品及服務

如圖5所示，此調查評估了15項，在
推動消費者選擇某特定行動數據方
案時，相對重要的功能。這些功能可
以被電信營運商加以應用，或是用
來改善目前的流量方案。

在流量方案選擇中，行動網路速度
被認為最為關鍵，占1/3的相對重要

性。但多數營運商還是繼續依據流
量銷售費率方案，而不是依速率區
分。將流量做為貨幣使用並能累計
儲存未用額度是消費者認為第二重
要的功能，第三個重要的則是以無
超額罰金或無約束性合約為形式的
公平性合約。此外，還有約1/3的重

要影響力，來自由消費者關注的各
種長尾（long tail）功能，這些功能
因為消費者的類型及所在國家而有
所不同。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

圖5：選擇新行動數據方案時的功能相對重要性

根據使用的應用程式、服務類型及使用頻率，智慧型手機用戶可被區分為六個不同群組：

1. 重度用戶

使用許多應用
程式，且數據
的平均使用流
量比輕度用戶
高出2倍

2. 以視訊為
主的用戶

每天觀看超過
3個小時視訊
串流

3. 以社群媒
體為主的用戶

每天造訪社群
媒體與即時訊
息應用程式，
至少10-20次

4. 以瀏覽器
為主的用戶

至少每週瀏
覽網路，不太
依賴App連結
網路

5. 實用用戶

每週使用實用
的應用程式，
如銀行帳戶以
及行動支付

6. 輕度用戶

每週只瀏覽
網際網路一
次，或更低的
頻率

31%

11%

9%7%

7%

5%

5%

4%

4%

4%

3%
3%

3%
3% 2%

最高的網際網路速率 將手機當做Wi-Fi熱點

每月可自由上下調整流量額度

無需為每部裝置支付任何額外費
用，即可在方案中增加更多裝置

與家庭/裝置分享數據方案的流量

無需使用數據額度，即可高畫質
無限觀看某一特定視訊應用程式

包括免費訂閱進階音樂服務

在方案中包含免費連結行動營運
商的電視/視訊服務 

將未用的數據累計儲存到下個月

無行動數據超額罰款

無需流量額度即可無限制使用社
群網路應用 

無約束性的合約

包含免費訂閱視訊點播服務

包含的簡訊及通話分鐘數

 無需流量額度，即可以標準畫
質無限制觀看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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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6所示，重度用戶比起其他手機
使用者，重視無限量視訊串流功能的
程度要高出2.5倍。除了不限制視訊
功能外，以視訊為中心的用戶選擇訂
閱視訊內容方案（如訂閱Netflix及
HBO等視訊服務）的意願，比起其他
用戶要多2倍。 另一方面，以瀏覽器
為中心的使用者，喜歡在超出流量的
情況下避免超額費用的方案，以及能
彈性逐月更改數據額度的方案；而小
數據量用戶更喜歡搭配較長通話時
數及無約束性合約的方案。

鑑於用戶需求的多樣性，營運商需
要進行創新，而不只是單純提供數
據費率方案，他們需要針對特定使用
者及他們連結網路的裝置與服務，
考慮行動寬頻方案的製訂。隨著消
費者對行動視訊興趣的持續提昇，
營運商可以透過整合流量方案的優
勢實現方案差異化，藉由套裝視訊
內容，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行動串流
服務整合，提供使用者不受限制的
感覺。這將對重度用戶及以視訊為
主的使用者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圖6：智慧型手機用戶類型及數據方案的首選功能

2X
選擇流量方案時，以視訊為主
的用戶更重視搭配視訊內容
的方案，以及無需使用數據額
度即可觀看串流視訊的功能，
比例較其他智慧型手機用戶
高出2倍。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
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智慧型手機用戶類型 數據方案的首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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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方案創新

品質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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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視訊訂閱

以視訊為主用戶

免費音樂訂閱

以社群媒體為主的用戶

包含免費SN

Wi-Fi熱點 以瀏覽器為主的用戶

小數據量用者

簡訊及通話分鐘數量

月費制

無約束
上下調整方案

無超額罰金

流量分享
網速

以實用為主的用戶 可增加裝置

重度用戶

無限量標準畫質視訊

營運商電視/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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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5G為我們帶來更多幫助
營運商原以為消費者對5G服務不太感興趣，但事實不然。我們的調查結果
發現，5G技術對全球76%的智慧型手機用戶極具吸引力。

對5G的期望

儘管5G在產業及企業市場充滿機
會，但在最近的一項5G研究報告
中，52%的受訪營運商高階管理人員
提到，他們的5G規劃將著重於消費
者4， 而這一點已被愛立信消費者行
為研究室的調查證實並且不容忽視。

雖然在5G商用前，還要解決許多未
知因素及變數，但全球4/10的智慧
型手機用戶表示已經對5G潛力有
一定程度的了解。

甚至有1/10的用戶可以輕鬆地向他
人介紹5G的潛力。在中國等國加對

5G關注最高，75%的用戶都體認了
其中的潛力，相對地，在美國的比例
僅有44%。

5G及其承諾已為人們帶來了不小
的期望。大多數消費者期望5G可以
提高網路速度及覆蓋範圍。這是因
為全球只有半數智慧型手機用戶表
示，目前的網路性能已達到他們預
期，而這也顯示消費者期望5G等技
術能優先解決這些問題。

儘管離5G商用化還有幾年時間，
但全球超過1/3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35%）已經開始期待5G為行動寬

頻帶來速率、覆蓋及低廉價格以外
的效能。而更長的電池壽命、更高的
可靠性、更有保證的體驗品質，以及
連結裝置與物聯網的能力等功能改
良，都與5G的承諾相符，但同時也
為營運商帶來許多挑戰。

5G未來發展願景

消費者無法永遠準確預測自己未來
的行為。此份調查並不是只將重點
放在 “你打算用5G做什麼？”的問
題上，而是近一步了解消費者對5G
未來發展的預期。

圖7：智慧型手機用戶最期待的5G相關服務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4 愛立信，5G預備狀況調查（5G Readiness Survey），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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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延遲或緩衝時間

有保證的體驗品質

能連結家中所有設備或裝置



13愛立信 | 消費者行為研究室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如圖8所示，多數消費者預測大部分
5G延伸服務將在5G推出3-4年內成
為主流。全球76%的智慧型手機用
戶對5G服務很感興趣，其中的44%
更表示願意支付費用。

隨著人們對智慧型手機數據需求的
持續增加，消費者預期5G第一階段
將是解決行動寬頻的需求。另外他
們也預測5G推出一到兩年內，幾秒
GB的下載能力將成為主流，預計在
美國及英國，此項服務能在5G推出
一年內就實現。

擁有即時語言翻譯功能的耳機、可
以利用直播鏡頭多角度觀看活動
外、能在虛擬實境中觀賞，激發了多
數消費者的興趣，而這些服務預計
在5G推出兩年內將成為主流。其他
消費者預想中的服務，如3D全息影
像電話、自動駕駛車輛及連網機器
人也將陸續推出。

終結依流量付費
半數智慧型手機用戶表示，5G將改
變他們對目前行動寬頻月結帳單的
看法。消費者預計在5G時代，依流

量付費的方式將被終結；57%的消
費者希望為每個連結到5G網路的
5G服務或裝置支付單一費用。如圖
9所示，了解5G潛力的消費者對此
要求最為強烈。

6/10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表示，他
們需要全新的裝置來充分運用5G
功能，另有接近比例的消費者認為，
需要有像iPhone這樣的指標性裝
置才能推動消費者的接受度。消費
者同時還希望5G能支援新應用、服
務及一些過去無法想像的事物。

圖8：消費者預期大部分服務將在5G推出三到四年內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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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年齡介於15-65歲之間，了解或只聽說過5G的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
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部署時程

意識到5G願景的智慧型手機用
戶，可望在5G推出兩年內就可使
用5G服務。然而各國情況有所差
異，中國及美國的消費者對5G最
為關注，採用5G的意願也最高。儘
管5G存在許多未知因素，阿根廷
及墨西哥等國家，將5G視為彌補
現有無線技術速度與覆蓋率缺點
的方法之一，並且希望在5G推出
後儘快展開部署。

平均來說，68%的拉丁美洲智慧
型手機用戶預計自己在5G推出後
兩年內就會採用5G技術，較全球
平均（53%)高出許多。另一方面，
歐洲用戶寧願等到技術發展成熟
後才使用，只有39%的用戶預計
會在5G推出的兩年內使用5G相
關技術。芬蘭消費者十分務實，他
們希望能在5G推出三年後採用。

在邁向5G時代之時，滿足早期用
戶的高度期望是營運商所面臨的
極大挑戰。轉變成以服務為基礎
的訂價策略，或建立不受限制的
感覺，將是營運商的一項明智之
舉，邁向5G的最終目的不是讓消
費者依流量付費，而是期望能夠
打造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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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對5G連結的了解程度及首選付費項目（智慧型手機用戶比例）

圖10： 消費者對5G的了解 Vs. 消費者採用5G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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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認為，自己會在5G推出2.5年
內就使用5G

根據對消費者了解5G的程度及
興趣的分析，中國與美國可能
領先採用5G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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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所有年齡介於15-65歲，且了解5G潛力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消息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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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網路體驗
消費者的看法與期望，來自於行動營運商網路提供的實際
日常體驗。

消費者希望他們的營運商擁有最好
的網路品質。然而，消費者並不是
單純藉由營運商的行銷資訊或宣傳
來認定 “最好” 的網路，而是根據
他們自己的看法做選擇，有46%的
消費者是透過直接網路體驗來進行
確認。事實上，只有4%的受訪者信
任營運商的廣告及網路品質測試的
結果。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就是營
運商在行銷網路效能時，並沒有針
對不同的消費者進行差異化。2016
年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的一項
研究顯示，消費者希望與營運商溝
通網路效能（例如YouTube串流視
訊體驗及在社群網路上傳資訊所需
的時間），這些都是消費者判斷網路
品質的心理指標。5

最佳網路的價值認知

消費者如果認為營運商提供的是最
佳網路，他們將會非常忠誠，並有極
大的可能性向他人推薦。相較於其
他消費者，他們的推薦值要高出48
個百分點，此外，更換營運商的可能
性也低了1.7倍。

一般來說，相信營運商提供最佳網路
的消費者中，約有7/10也認為營運商
提供了最高的性價比。然而，若營運
商的網路性能是該地區最好的，許多
消費者就願意付更多的錢。營運商的
財務報告顯示，認為營運商提供最佳
網路的使用者，每月平均比其他消費
者多支付17%。愛立信及Tefficient
分析研究全球營運商的稅息折舊及
攤銷前利潤（EBITDA），那些被認為

在當地提供最佳網路的營運商，2017
年上半年的EBITDA利潤，比排名第
二的運營商平均高出約5%。6 

對於即將來臨5G世代，3/5的智慧型
手機用戶擔心在5G廣泛普及前，營運
商會將4G當成5G來宣傳。消費者呼籲
營運商拋開華而不實的行銷口號，轉
而關注網路體驗，更誠實地行銷網路。

17%
認為營運商提供最佳網路效
能的消費者，每月花在行動寬
頻連結的費用，比其他消費者
平均高出17%。

圖11：讓消費者願意相信營運商提供最佳網路效能的最可靠資訊來源

調查對象：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印尼、愛爾蘭、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及美國，年齡介於15到65歲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數據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理解消費者需求，邁向5G時代，2018年

5 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體驗打造客戶忠誠度研究，2016年
6 測試除了愛爾蘭以外的所有國家（未取得2017年上半年愛爾蘭營運商的EBITDA利潤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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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4%的消費者認為，營
運商自己的網路效能宣傳
及報告，可信並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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