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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購併時代華納力拚內容產業
迎擊新型態媒體形成的網路影音趨勢

AT&T跨產業結合時代華納 布局未來電視生態

● 劉慧蘭

付費電視訂戶與時代華納旗下

由於智慧型手機與寬頻使

有線電視網路HBO、CNN、

用人口大幅增加，電視訂戶

& T 與 時 代 華 納 ( Ti m e

TNT、華納兄弟(Warner Bros)

數量逐漸流失，年輕人偏好

Warner)的854億美元

電影公司年營收300億美元的

Netflix、亞馬遜(Amazon)和

交易案，不僅解釋了電信業者轉

結合，也是有線電視網路服務

Hulu等更便宜又具有彈性的影

型為傳媒公司的企圖心，也可以

與傳媒業者間最新與最大的一

音串流服務。使用網路收看各

看出媒體公司正將觸角伸向電信

宗收購案。

類媒體內容已成趨勢，AT&T、

AT

美

國電信巨頭AT&T日前

值與體驗，替未來的媒體和通訊

宣布擬以860億美元收

服務立下典範。無論是透過傳統

購傳媒公司時代華納(Time

電視、OTT或行動裝置，唯有提

Warner)，以跨產業優勢，在

供優良的節目內容才能建立差異

轉變中的媒體生態取得有利位

化的視訊服務，AT&T在電視、

置。據富比士(Forbes)報導，

行動和寬頻管道的優勢和客戶關

這項歷史性的交易代表1.32億

係，可提供定址廣告和客製內容

AT&T無線網路用戶、2,600萬

所需的獨特見解。

AT&T董事長暨執行長Randall

時代華納以及競爭者都必須重

馬遜(Amazon)和Netflix等網路公

Stephenson表示，兩家公司的

新評估幾十年未曾改變的商業

司是新型態的傳媒公司，提供大

結合可以產生互補之效，提供

模式。詳細報導請見www.digitimes.

量線上影音，直接威脅傳統的電

用戶獨一無二的選擇、品質、價

com網站

營運商。Google、Facebook、亞

視和電影公司。
據Wired報導，這些網路公司

AT&T併時代華納 掀起媒體產業垂直整合風

也為了連結全球各地的資料中
心，跨足電信業務，投資海底電
纜、購置光纖基礎設施，對AT&T

眾的收視習慣正逐漸轉

觀

Chernin Group合資成立Otter

與Verizon的業務造成影響。為了

變，愈來愈多年輕觀眾改

Media，主要經營媒體業務，

抵擋這股潮流，電信業者只好在

以行動裝置觀賞喜愛節目，這

推出以千禧世代為目標的視訊

媒體內容方面下功夫，反擊這些

股趨勢不僅讓媒體公司面臨巨

串流服務，並於2015年完成收

大壓力，也提供電信、衛星和

購衛星電視供應商DirecTV。

科技巨頭。
AT&T是美國最大的付費電視

圖翻轉電信產業。例如Google Fi

Wi-Fi服務。

Google和亞馬遜。

業者，第二大無線網路供應商

無線網路服務基本上是將網路依

未來電信商可能會變成隱形

AT&T或許尚未考慮如此深遠，

與第三大家用寬頻業者。時代

附於T-Mobile和Sprints兩家電信

人，因為用戶實際上是付款給

如專家所指，AT&T比較關心如何

華納旗下則擁有HBO、CNN、

商，透過這兩家電信商基礎設施

Google或其他代理商連結網路。

透過內容產業，填補有線電視用

T B S 、 C a r t o o n Ne t wo rk 等電

出售無線服務，這種虛擬行動電

可以預見的是，如同電腦硬體商

戶流失所造成的損失。伊利諾大

視頻道及多項運動賽事的實況

話網路可以在Sprint和T-Mobile網

品化一樣，科技公司未來也會使

學香檳分校的傳播學教授Robert

轉播權，但不包括時代華納有

路之間進行切換。在後續計劃推

電信服務變得商品化，採用廉

McChesney表示，這種超大型

線電視(Time Warner Cable)，

出的Google Station則是提供用戶

價、現成開源設計硬體的電信

購併對社會大眾幾乎沒有任何好

該公司已在年初賣給了Charter

以同一組登錄密碼在全世界使用

公司將削價競爭，將寬頻賣給

處。詳細報導請見www.digitimes.com網站

AT&T希望藉由內容
產業，彌補流失的有
線電視用戶缺口。
法新社

都以笨水管(Dumb Pipe)方式營
運，單純提供內容，這種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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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萊(Barclays)分析師Amir

收購，並宣布網路公司雅虎

Rozwadowski指出，向來以孤

(Yahoo!)的收購計畫。Verizon

島方式營運的付費電視業者正

的無線網路服務主業則受到手

將觸角伸進外圍市場，以尋求

機市場滲透影響，因此該公司

新的成長動力和綑綁式服務，

在7月宣布擬以48.3億美元收購

減少客戶的流失。

雅虎的核心事業，無非著眼於

年有線電視龍頭Comcast以收

然而在雅虎爆發駭客盜取電子

購NBCUniversal揭開這股潮流

郵件帳號事件後，Verizo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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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幕，如今更完成收購夢工

可能會重啟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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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DreamWorks)動畫公司，

部分分析師認為，這些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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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AOL在內的幾項媒體公司

拓展營收來源。

廣告和媒體內容的營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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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Reuters)報導，2011

Communications。
多年來，大型電信網路供應商

有線電視業者機會，透過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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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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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便是掌控電視、電影製作

垂直整合交易能否成功還有待

Facebook和Google卻利用這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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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com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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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應方式的主導權，並尋求

觀察。美國主管機關肯定會以

信業者提供的基礎設施崛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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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ice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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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有線電視以外的業務多樣

特定條款，做為交易案通過的

取而代之成為全球市值最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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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條件，進一步限制交易可能產

具影響力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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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科技公司也逐漸入侵並企

AT&T

Comcast 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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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zon

Cox

Altice USA

AT&T也已經展開媒體巨擘
的轉型過程，2014年AT&T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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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綜效。 詳細報導請見www.
digitimes.com網站

智英科技以Commvault打造橫跨兩岸的備份備援機制
媲美金融等級的即時資料備份 確保企業營運持續性和客戶服務能力
陳芃菁／台北
專注於網路通訊產品製造的智英
科技，擁有優異的製造技術、量產
能力和完整的銷售服務，由台北總
公司負責接單，東莞塘廈的工廠生
產出貨，兩大據點各司其職是台商
常見的分工模式。
為了確保企業資料得到最完整
且即時的保護，支援工廠和公司的
持續營運能力，以及對客戶的回
應速度和服務品質，智英科技以
Commvault重新打造橫跨兩岸的資料
備份架構，並新增異地備援和PC端
備份機制。

智英科技陳俊安經理。

智英科技資訊部陳俊安經理表
的作業報表，都能確保一致化的管

示：「我們的目標是做到即時資

陳俊安經理說：「有時間差的備

料備份，以確保24x7x365運行的

份資料對我們毫無用處，因為客戶

生產線即使中斷也能立刻接續，

的相關資料每天都在變化，例如：

Commvault以彈性的架構和先進的技

開發圖檔、裝箱拍照、報關文件，

術，讓我們能以最精簡的人力和預

公司人員必須取得最新、最即時的

每天固定發送的報表讓IT人員對

資料才能回應及服務客戶，所以我

作業內容及結果一目瞭然，而且隨

們堅持做到即時性的資料備份。」

時可在虛擬機進行備援演練，驗證

算，一次滿足多重目標。」

克服異地與資料量挑戰

理。

兼顧多重需求、展現多元效益

目前，ERP系統、PLM系統、

資料還原能力。陳俊安經理指出，

考量操作方便性及連線速度，智

AD，及以NAS環境建置的檔案伺服

Commvault帶來了透明、即時、自動

英建置IT系統的地點是根據使用者

器，全都納入備份範疇，從遠端連

化的效益，也確保了備份資料的完

而定。ERP系統攸關製造、採購及

線使用進階為遠端連線備份，東莞

整性、正確性和可用性。

出貨，所以放在東莞，企業流程管

和台北總公司每天都會互相傳送前

Commvault與資褓儲存認真傾聽用

理、電子簽核及表單系統，則放在

一天的備份資料。以全系統備份資

戶需求，技術架構為先的作法備受

負責接單的台北總公司。這也形成

料為例，從東莞傳回台北通常只需

智英的肯定，負責第一線支援的華

了關鍵企業資料不在總部，而在遠

要3∼4小時，大幅縮短時程的關

電聯網也在專案過程即時回應各項

端的獨特挑戰。

鍵在於重複資料刪除和壓縮技術，

需求。導入Commvault也為智英的未

目前ERP系統的資料量已有

應用系統主機的壓縮比高達99%，

來需求預留擴充空間，無論是新增

數TB，但兩岸的專線頻寬只有8

Oracle資料庫主機的壓縮比也有80%

磁帶儲存，或是連結至雲端備份，

Mbps，每日資料異動量平均有15GB

之多。

都能隨時啟用。

至於PC端的資料備份，以往使

陳俊安經理表示：「IT人力愈來

用者必須自行將重要資料備份至

愈精簡，必須管理的東西愈來愈

NAS主機的指定資料夾，現在透過

多，所以更要努力在有限預算裡做

Commvault，則改為每天在背景自

到最多的事情。Commvault不僅實現

根據智英的獨特需求，全新備份

動進行備份，使用者也可以獨力進

我們對即時備份的高標準要求，從

備援機制的建置作業在兩岸同步展

行資料還原。由於PC和主機的資料

無到有地建置了異地備援和PC端備

開，兩個月內就上線運作，緊接著

備份是同一套解決方案，不僅節省

份，以一套解決方案完整滿足我們

又建立了PC端的資料備份機制。

費用，管理介面單一化和統一匯整

的所有需求。」

到20GB之多。無論傳輸速度或備份
資料即時性都成了問題。

完整保護主機和PC端資料

(廣編企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