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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潛在商機

愛立信預估到了2026年，
電信業者能因5G帶動的產業數位化的
市場商機而獲益，享有34%的額外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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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電信業者仍能從專注於價值鏈中的單一環節來賺取
利潤，但如果他們能夠擁抱每一個機會，便能享有更大
的成長空間。利用5G來解決產業數位化的關鍵挑戰
（例如製造與汽車業），電信業者將不僅是網路開發
者，還能透過成為服務促成者或甚至服務創造者，開創
更多的營收來源（請見第四頁、圖三）。截至目前為止
，在價值鏈中，電信業者的定位已經有了多種的樣貌。

B2B2X代表著一個新市場，它不像傳統的B2B （或IT服
務），終端客戶（“X”）尋求的是非資通訊技術（ICT）
相關的解決方案，電信業者可將其解決方案內建或整合
到價值主張中提供給客戶，而資通訊技術領域以外的垂
直產業並沒有自行提供解決方案的所需經驗。因此，這
些傳統產業的數位化發展可為電信業者帶來巨大的商機
讓他們能以創新的營運模式來協助客戶。

雖然電信業者擁有提供ICT服務的能力與技術優勢，但他
們仍需專注於企業的合作、營運以及生產模式，才能從
B2B2X商機中脫穎而出。

 
 

 

 

建立新定位　開創新未來

對ICT業者來說，要掌握產業數位化的營收機會需先
詳盡研究5G將為關鍵產業帶來的衝擊。我們對這份
研究報告的結果採取保守看法，為5G對未來市場的
衝擊提供真實的解讀。愛立信與領先的國際性管理
顧問機構Arthur D. Little密切合作，進行訪問、參考
領先的市場報告、並與全球及當地的愛立信產業代
表、以及Arthur D. Little的專家彼此交流。「提早制
定重要的策略選擇：價值的重新定位」，是來自
Arthur D. Little於2017年根據150次的產業訪問，彙
整而成的全球電信研究報告，其中預估了電信業者
的潛在市場營收比例。

方法論

圖1：營收預測（複合年均成長率 2016-2026，美金/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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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今日世界，電信業者正面臨著多重挑戰：消費
者日益提升的需求，以及嚴峻的價格挑戰都只是造
成產業成長停滯的其中幾個因素而已。儘管行動用
戶與行動數據流量擁有高成長率，但整體行動服務
營收的成長卻欲振乏力，與十年前動輒10~15%的
成長率已不可同日而語。電信業者正努力把成長中
的行動數據服務使用量轉換為更高的營收。

據估計，從2016到2026年全球電信業者的服務營收
平均將每年成長1.5%。雖然這提供了穩定的營收來
源，但相較於5G推動產業數位化所帶來的營收成長
機會，便不足為道了。

，



圖2：5G帶動產業數位化將為ICT業者創造的營收占比，2026

Source: Ericsson and Arthur D. Little

大眾運輸業

能源公共事業汽車業

媒體與娛樂產業

製造業

公共安全

USD 1,233 
billion

20%8%

19%

13%
13%

10%

10%

6%

醫療產業

金融服務業

愛立信報告  5G 潛在商機報告  3

數位化變革

隨著世界變得更數位化與全球化，各個產業都面臨了由
ICT技術所驅動的產業變革。對電信業者來說，傳統創造
營收的動能已經趨緩，但是產業數位化的市場卻才剛剛開
始。

ICT業者的產業數位化營收來自於採用或將數位技術整合
到特定產業之中。在此報告中，我們並未將設備、汽車、
堆高機或醫院病床等智慧型產品的銷售營收包括在內。

數位化已席捲全球各個產業，據預測，到2026年，ICT業
者將從本報告涵蓋的八個關鍵產業取得高達3.3兆美元的數
位營收。   即使從今天來看，這些產業數位化的營收仍是
相當可觀的 。事實上，此營收已於2016年達到9,390億美
元，電信業者需思考，善於掌握機會的業者其實已經從這
個萌芽的市場中獲利，並享有豐碩的財務報酬。

如此強勁的成長預測，主要是受惠於眾多不同的全球趨勢，
包括：

此外，新的商業趨勢，像是過度競爭、消費者意識抬頭、
商業生態系統的複雜化與快速改變、以及破壞式創新技術
進展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各個垂直產業。

>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而這些國家尚未全面數位化
>  都會化進展對整合行動的需求
>  數位化革命
>  健康與福祉的新要求
>  
資源的稀有性與穩定性

2  公共安全、製造業、金融服務業、醫療產業、能源公共事業、汽車業、媒體與娛樂事業和大眾運輸業

明日的進步須從今日開始

5G將成為推動產業數位化的主要技術，它能創造並增
強產業數位化的使用案例，例如沉浸式遊戲、自動駕駛
、遠端機器人手術、以及將擴增實境用來進行維護與修
繕任務。最大的商機將在能源與公共事業產業，其次是
製造與公共安全領域。

>  大規模的機器型態通訊（M-MTC, Massivema-
chine-type communications）： 需要數百萬台裝置的連
接，通常是透過低成本、電池壽命長的裝置來傳輸小量
、對延遲不敏感的資料（低頻寬、以及延遲性要求低）

>  關鍵的機器型態通訊（C-MTC, Critical machine-type 
communications）：則要求超高可靠度、即時連接性，
以及對傳輸容量、延遲與可用性等功能有嚴格要求。

增強的行動寬頻：以實現大量的行動連接，才能滿足行
動頻寬持續成長的需求。

>

2

有三個使用案例的情境與應用在現有的4G技術支援之
下已經可以被實現，但其他的尚須5G技術支援：

。



根據此報告所研究的八大關鍵產業，上圖所示為電信業者
因5G產業數位化而獲得的潛在營收。

當談到電信業者能透過5G產業數位化而創造營收時，有
三個的主要角色：

>  網路開發者（Network developer）
>  服務促成者（Network enabler）
>  服務創造者（Network creator）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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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電信業者在八大關鍵產業中的5G潛在市場（十億美元）

圖四：電信業者可因5G產業數位化而享有5,820億美元的營收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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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與服務供應

連接性
與基礎架構供應

服務支援

每個價值鏈環節中
因5G而產生的整體營收 217 606 410

電信業者潛在的市場佔有率 89% 52% 18%

電信業者
作為網路開發者的潛在市場 193 193

電信業者
作為服務促成者的潛在市場 193 315 508

電信業者
作為服務創造者的潛在市場 193 315 74 582

電信業者的潛在
5G市場總營收

價值鏈

在2026年，我們預期5G技術推動的產業數位化將為電信
業者帶來5,820億美元的營收機會，而5G創造或增強的最
大營收機會將在製造與能源及公共事業領域。

如同第二頁所提到的，到2026年，目前電信服務營收的年
成長約為1.5%。隨著5G日益成為產業營運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5G推動的新營收機會將大幅提升。事實上，根據
預測，透過鎖定八大關鍵產業，到了2026年電信業者將會
有34%的營收成長機會。為了掌握此商機，投資於5G網
路（如5G無線電與5G核心）、業務開發、進入市場模型
、以及組織調適性是必要的。

5G帶動的潛在營收可提
供34%的成長機會，預
計到了2026年將達到
5,820億美元

目
前
電
信
業
者
的
營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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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產業的
發展趨勢 

  5

在產業趨勢發展下，這八個關鍵產業均面臨了多項挑戰，
但這些問題都會因5G數位化的採用而被解決。

>  缺乏可長期維持的競爭優勢，而面臨嚴峻的市場競爭
>
  
商業週期與產品生命週期的快速變動

>

  

物聯網與自動化進展帶動智慧工廠的崛起

>  移動中的資訊娛樂系統

>  都市化與複合運輸

>  環境意識 ─  CO2排放量與公共空間
> 都會生活型態以及對大眾運輸越來越高的期待

>  消費者對個人福祉的日益關注

> 因應社會人口結構改變所需的成本與日俱增

>  對品質、病患安全與資料儲存的需求不斷提升
>
  
變化中的消費者行為、選擇的自由、以及替代性
（alternative）服務供應商

>  石油供應的不平衡與不穩定，頁岩油開採的進步與
碳限制（carbon constraint） 

> 退役資產日益增多的結構性移轉

> 新的分散式營運模式

> 電氣化與可再生能源發電

製造業

大眾運輸業

醫療產業

能源公共事業

>  利用CCTV與穿戴式攝影機實現無所不在的公共監控系統

>
  
網路攻擊 ─ 全球整合與數位經濟

>

  

連網公民的積極參與（Engaged and connected citizens） 
─ 公共安全物聯網

>  自動駕駛以及利用資通訊系統的連網旅行者
>
   
汽車共享以及通勤習慣的改變

>
   
電池成本下降以及環保意識帶動的電動車發展

>

   

數位企業以及連網供應鏈

>

 

數位的汽車生態系統

公共安全 汽車業

>  消費者的角色已轉換為媒體內容的共同創作者

>  娛樂型態朝互動、沉浸式發展

>
  
數位內容透過新平台與新的市場參與者（OTT和VOD）
獲得進一步擴展 

>
  
生態系統複雜

>  線上支付、電子錢包等Fintech（利用科技來支援金融
服務）帶來的破壞式創新

>  線上/行動交易以及客製化金融方案帶來的客戶關係改變

>
  
結構化改變 ─ 國家涉入（state involvement）、
保護主義以及財政措施

媒體與娛樂產業 金融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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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提供高效能的行動服務，5G在連結工業機器人時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

>  適用於機器人的高效能行動連接，不再需要光纖連線
>  依據個別差異提供快速反應，可避免損壞昂貴的元件
> 從機器人身上進行視訊串流的現場遠端監控
> 低延遲驅動的遠端控制應用

 

工業機器人

6  

5G技術可使生產運作更有彈性、
效率、安全性、而且成本更低

工業控制與自動化系統
是製造業最主要的
使用案例類型

圖六：各使用案例的製造數位化營收（2026）  

圖五：製造業的趨勢

工業控制與自動化系統 規劃與設計系統

現場設備 製造 ─ 其他

43%

25%

21%

11%

日益增加的波動性

>  商業週期變短，顧客需求不斷改變
>
  
科技發展快速，產品生命週期變短

>

  

全球和相互連結的供應鏈增加

超級競爭性
>  全球競爭將沒有持續性的競爭優勢  

>
  
增加的可用資訊及全球貿易

 >

  

採購人員以全球供應商為基準

智慧工廠
>  數位化和3D列印（additive manufacturing，
積層製造）允許更靈敏和快速的設計流程

 

>  工業物聯網控制增加
>  完全靈活和高度整合的網路實體系統
>
 
產業自動化流程

Source: Ericsson and Arthur D. Little

Source: Ericsson and Arthur D. Little

在此研究中，在5G產業數位化下，製造業是為ICT業
者帶來最大市場潛力的產業之一。如上所述，製造業
目前正受到多項趨勢的影響，包括過度競爭、商業與
產品週期的快速變動、以及智慧工廠等。

然而，5G技術將有助於因應並支援這些重要的趨勢與
挑戰，並帶來顯著的影響。其中，實現並強化工業機
器人的關鍵控制功能便是一個重要範例。

工業機器人的關鍵控制包括連線或未連線的機器人，
它們能被控制、監控，並從遠端進行重新設定。此技
術能被用在工廠現場生產線的重新配置與布局變更，
即時分析，甚至能從遠端操控機器人的動作。

在此情境下運用這項技術，預計可節省15~20%的潛在
營運支出，可使生產運作更有彈性、效率、安全性、
而且維修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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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數位化的投資正持續增加，並為ICT業者創造營
收，預估到了2026年可達到3.3兆美元

5G擁有充分的潛能，可為社會與企業帶來無可匹敵
的效益

到了2026年，電信業者將受惠於5G推動的市場商
機，享有34%的營收增長

 

現在便是開始打造5G業務的最佳時刻

USD 3.3 
trillion

5G

5G

工業機器人能從遠端
進行控制、監控、
以及重新配置

5G的能力、可靠性以及安全性可支
援智慧型機器人等使用案例，以達
成遠端控制的目標

重要發現

5G

在智慧工廠中使用5G技術可為製造流程帶來極佳的效
益。例如，連網攝影機與感測裝置可將回饋提供給控制
中心，讓有經驗的員工從遠端控制及操作製造設備，因
而能提升生產力與彈性。

5G擁有支援智慧型機器人的能力，因此能節省時間、
金錢與資源。它擁有能力、可靠性以及安全性，可實現
製造流程的遠端控制與監控。當與先進的分析解決方案
結合時，它還能輔助分析與預測失誤，以便提早找出潛
在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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