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y of NBL
篇名： 網通有夢 請來相隨（NBL 2004 年網路產品測試服務之推廣經驗）
作者：陳淑宜
=============================================================
一、
前言
2004 年可以算是 NBL 的服務推廣年。經過累積了近 40 餘件的委託測試經驗
之後，其中在 Security 方面的委託案最多，繼之為 WLAN 的測試委託，再次之則
為 VoIP 以及 Bridging/Routing 的委託案。每個領域均約有 10 餘件委託案，而 VoIP
因今年起才正式提供服務，因此目前已接案委託測試案雖然還不多，但目前至少
還有大約 5 家左右的廠商詢問相關的測試服務。
今年度，我們除了利用 NBL 目前現有的會員與委託測試服務制度以及客戶滿
意訪談調查機制，更透過其他不同管道，嘗試各種與廠商各層面接觸的方法。從
今年年中開始，NBL 同仁更紛紛身體力行，透過與廠商電話或親自拜訪聯絡，增
加與廠商間互動的機會，並且藉此了解目前廠商對於測試技術的需求。除了不斷
更新並豐富網頁內容(www.nbl.org.tw)之外，同時自今年十二月起開始發行 NBL 電
子報，之後更將每月定期提供 NBL 的專欄文章，更新並提供廠商最新測試技術資
訊、NBL 的最新測試服務項目以及公開活動。此外，未來在 2005 年的第一季，我
們也將召開 NBL 專業測試領域（Network Security, Bridging/Routing, VoIP, WLAN）
SIG/Consortium 的成立大會。目前已經取得有許多有興趣廠商的回應，預計將於
2005 年 1 月下旬的『網安產品測試評比研討會』中順利宣佈成立。
然而，從上述這些與廠商互動所得到的經驗，我們對於廠商在市場上的反應有了
一些發現，大致整理如下：
二、

NBL 的三種成功服務經驗

自行前來 NBL 尋求技術協助：在目前所接洽過的委託測試案中，絕大多數仍
以廠商自行前來 NBL 尋找技術協助的情況居多。這種方式的委託案，在於 NBL
這兩年來對於測試技術的全力投注，並不斷透過各種公開評比的研討會發表，提
醒並告知廠商我們所能夠提供給國內廠商的服務效能何在。這不只是一種刺激國
內廠商更加注重自己產品的品質效能，更同時是一種機會讓國內廠商了解 NBL 設
立的主要機能在於促進國內測試產業的進步，以及人員培訓的環境。
因長期的了解而找到與 NBL 的互補之處：透過我們所舉辦過的十五次（包括
今年十二月已經開始的 Security 公開測試評比）公開測試評比與不斷的向廠商教
育測試的重要性，廠商透過閱覽我們提供的公開測試評比報告、前來 NBL 參觀了
解測試環境與技術、或是 NBL 指派專人前往廠商處針對所需要的測試服務所做的
各項技術觀點報告，經過這樣的磨合之後，廠商對 NBL 所能提供的測試服務有了
較深的印象以及信心，因此從中了解到 NBL 的其中一個角色是可以提供給廠商一
個在測試方面的互補單位。對於中小型廠商，無法負擔起昂貴測試設備的或是測
試人才極度缺乏的狀況，NBL 無斥是一個可以同時提供設備環境以及人員的地
方。而對於大廠商而言，NBL 不只是可以提供公正第三者的評析，並且在測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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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更可提供他們測試技術開發的人員和技術、諮詢。

因為需要公正第三者的測試報告：除了需要取得認證資格之外，多數廠商的
客戶也會要求廠商要能夠提出來自公正第三者的測試報告以作為鑑定廠商內部自
己所做的測試報告是否具有可信度的一個參考。在我們所接受的委託測試中，因
為這樣的需求而前來測試的狀況，在今年度尤其有上升的趨勢。在 Security、WLAN
方面的產品尤其明顯。
三、

NBL 五種不成功的推廣經驗
強力行銷沒效：之前我們採用的是針對單一廠商進行強效推廣，而在對廠商

進行這種推廣方式的時候，廠商在沒有需求的情況下不會考慮加入會員，必須要
等到有真正的需求量的才會考慮。亦即不會因為我們努力去推廣而忽然有了需
求。再者，雖然 Bottom up marketing 是比較紮實的作法，但目前所做的其實可算
是接觸中階主管的作法(middle up)。對廠商來說，一般主管會傾向信任自己的團
隊，若真發現不足之處也會自行補強，所以會因此委外測試的機會也就變低了。
加上由下向上推廣的缺點也很容易遇到即使廠商想要委外測試，也需要再層層上
報上級並透過申請程序才能正式委託，確實耗時費力。
技術或設備不夠而無法提供服務：再者，以我們目前的設備與能力，也會遇
到對於廠商提出的特殊需求無法滿足：例如新的協定（PoE, power over ethernet;
10GE）或網路較底層的測試技術。除此之外，更常遇到的狀況是真正技術面的困
境。尤其是對於在目前都還不了解的新技術、需要昂貴的設備儀器、以及廠商自
有開發介面無法與 NBL 的硬體測試環境相容等三個方面，更是我們時常面臨的問
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極力在尋求解決之道，但更需要依賴廠商對我們各方面
的支持，產學合作，共同解決困難！

不夠了解廠商的需求：除了上述推廣時容易遇到的問題之外，我們有時也會
遇到難以了解廠商對測試的真正需求的狀況。有時廠商之所以會需要外包委託，
多是因為那些非技術面的、來自委託廠商客戶端的需求，其背後所隱藏的真實意
義，才是我們如何提供廠商測試服務的大方針。但若無法了解廠商為何要來委託
我們測試，則整個測試的方向將有可能完全無法符合委託廠商的需要，更可能產
出對廠商沒有極大助益的測試報告。
廠商測試人員的心態問題：在與廠商接洽的過程中，更時常遇到廠商會有基
於商業機密保密的心態，很容易發現廠商對於自己實際的需求，雖然確實有需要，
卻有不願詳細說明需求的傾向。這點與國外的一些廠商對於先進科技方面的技
術，十分樂意與有興趣的研究單位一起探討的心態差異甚大。根據我們的了解，
廠商一方面是基於商業保密的緣故，一方面是基於對廠商自行做出來的測試結
果，廠商多數採取十分信任的看法，不願意懷疑自己測出的測試結果，因而對於
NBL 所能提供的委託測試服務，直覺上覺得並不特別需要。
該項產品線賺不賺錢會有差異：以 NBL 現在已服務過的委託測試案件中，例
如 Security 方面，常會發現有許多姑且一試心態的廠商。委託測試之後的追蹤發
現，若廠商的產品在市場上銷售不好，往往會直接中斷該部分的研發而改為發展
其他領域的技術。推測其原因有可能是廠商在面對國際上的競爭時，一旦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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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品牌以及投資規模的問題，通常無法繼續下去這方面的研究。加上 Security
方面的產品往往需要國際認證才能夠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若是廠商在這兩個方
面都遭遇問題，則顯然無法繼續在 Security 這領域持續投資人力以及資金。
而目前推行 VoIP 最大的困難在於廠商多數都還處於投資階段，若還要廠商再
花費一筆經費做測試，對剛起步的廠商會是一大困擾。VoIP 不像 security 的市場
已經夠熱，加上一般使用者多數還是認為 VoIP 的使用上主要在於頻寬，而不會特
別在意產品的好壞，但其實產品的品質也會影響通話的品質。因為台灣方面對於
產品的品質要求還不到時候，主要關鍵仍在於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問題。目前測試
的市場量還不夠大，要等到 VoIP 的廠商因為客戶要求 third party 認證的需求而前
來委託測試，恐怕在實質的層面上較不符合廠商所考慮的經濟效益。
四、

目前 NBL 的四種產品線的差異
綜觀以上推廣的各項困難點中，對應到我們在提供測試服務時，也可發現各

領域間的難易點及原因。例如在 Bridging & Routing 這一塊測試領域，因為協定很
多，所以光是在產品的整合上就很容易出現問題。而這樣對測試人員的難度則在
於 Conformance 測試，每個人員都必須必須對各種協定及標準文件有很深的了解。
此外，Performance 測試也很耗時，十分需要開發自動化測試程式以節省人力及時
間的消耗。而在 Security 這塊領域，由於知識必須要能夠跟上產品趨勢的變動，
加上破壞安全的想法，與如何保護的想法一直在變化，測試技術的種類太廣泛而
且因為測試設備的開發無法即時的跟上產品的開發速度，因此還是很需要自己開
發測試工具，由於產品功能多變所以測試技術也就多變，所以需要自行開發的工
具都通常是功能面測試使用，效能面的測試還是必須倚賴測試設備。對 WLAN 主
要的問題，還是著重於連業界也還不瞭解的新技術，各項測試仍需要昂貴的測試
儀器或更多的平台設備，以及測試儀器不夠與廠商產品多種介面相容的問題。VoIP
方面也是需要足夠的測試儀器，才有辦法提供廠商需要的測試服務。若缺乏測試
儀器，則只能做互通測試。但互通測試只要能夠蒐集到足夠的產品，多數廠商也
可以自己做。
五、

根據先前的推廣經驗調整新作法

由於有之前的經驗，我們從中記取教訓，並逐步調整我們的作法。因此在各
方面，目前針對各項問題，分別提出了更新的作法如下：

利用廣泛宣傳改善管道單一的推廣方法：由原本由 PM 同時身兼推廣人員的
作法，針對單一個廠商逐一去聯繫，轉移至現階段行政面的強力運作。利用 NBL
服務說明，將目前所提供的測試服務精華濃縮於精簡的 DM 中介紹給廠商，並透
過每月發出的電子報來告知廠商目前我們有新增的測試服務與項目，以及近期內
所要舉辦的公開活動內容，再加上利用我們所累積的客戶資料庫資料針對目標對
象做推廣。此外，我們也認為這樣做法，可以在推廣時讓廠商心裡留下 NBL 測試
服務的印象，當廠商有需求發生的時候，經由這樣的印象可以聯想到有 NBL 這個
單位可以提供服務。
利用電子報提醒廠商 NBL 技術與設備更新的最新狀況：雖然 NBL 因經費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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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技術開發與設備上的限制，但我們在努力解決問題之外更利用每月電子報新
的測試項目宣告來提醒廠商我們已經突破的技術問題，讓廠商知道我們在新技術
方面有哪些進步。雖然在硬體設備方面，仍礙於目前的處境尚無解決之道。但未
來 NBL 仍將會針對測試工具的開發、提供認證服務、並且明確定義 NBL 的角色
定位來做，提供一個明確的方向以符合廠商的需求。

成立 SIG 來作為廠商需求及技術趨向的 Sensor：針對不夠了解廠商需求的問
題，我們將成立能夠技術對話的 SIG 群，作為 Sensor 了解新需求。也就是說，以
目前我們所接洽的廠商中，當廠商會前來委託 NBL 測試，多數是基於非技術層面
的考量（例如行銷上的需要，客戶端的要求等等），因此 NBL 更不能只是單純專
注於技術層面的提升，針對廠商為何要提出委託測試需求背後的真正原因，更要
詳加斟酌。才能夠在質與量上面都符合廠商的需要。
以提供專業技術與提升產品品質為職志：面對廠商的產品還無法利潤回本的
狀況，是否要全心投入在測試上，則將取決於廠商對於該產品品質的用心及各方
面的考慮，無法從 NBL 單方面的努力來驅動。但我們仍希望透過提供測試技術服
務，提升廠商產品品質，並促進廠商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六、

NBL 對自我之期許

以往 Top down marketing 作法之下，主管只會看是否有需求，但幾乎都是屬
於非技術性的需求（不是以廠商是否會測某些 test case，而是委外的需求為何，例
如：廠商客戶端的需求，需要 third party 的報告，或是推廣的目的，或是需要發認
證或證協助通過認證。）經過這次 Bottom up marketing 的洗鍊之後，對於推廣時
所面對各項問題的處境，更讓我們體認到必須深刻的了解廠商真正的需求，才能
夠因此對症下藥，提供廠商需要的服務。提供服務，不能只是跟著廠商的需求跑，
更要能夠提供即時的服務。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能夠透過長期與廠商間的了
解（長期的推廣接觸，以及利用 SIG 作為 sensor 等等）
，來提早準備以提高技術能
力。面對目前廠商對於測試領域的投資與人力不足，可以透過累積的測試能量與
經驗，設計提供合適國內廠商需求的人才培訓課程，繼之朝向取得 ISO 認證的程
序來增進 NBL 測試報告的公信力。
而對於國內廠商十分需要認證的提供，尤其是以國際級的認證單位所發的憑
證。因為一旦通過認證，不但是一種品質的保證，也是推廣上的一大利器，在 NBL
現階段狀況下，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是朝向建立完整的測試環境機制，提供廠商
即時的需求，並逐漸推向取得國際認證 ISO 的目標以提供更符合國內廠商需要的
測試環境。
七、NBL 2005 年第一季公開活動，即將於 2005/1/27 於台北國際會議廳舉辦『網
安產品測試評比研討會』，最新活動訊息，提供議程資料與報名表資料如下：

4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
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工研院交大網路測試中心

94 年 1 月 27 日網安產品測試評比研討會
(SSL VPN Appliance, Anti-Virus System, Instant Messenger Management System)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協辦單位：工研院交大網路測試中心、資策會路通訊雜誌、工研院電通所、通訊產業聯盟
時
間︰94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9:00AM ~ 4:30PM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 會議室
報名方式︰請於 94 年 1 月 21 日前傳真或 e-mail 報名表至 陳淑宜 執行祕書
（Tel：03-5712121 ext. 59228，Fax： 03-574-4227，Email：annchen@nbl.org.tw）
網
址︰http://www.nbl.org.tw

議
時

間

講

題

8:50 ~ 9:10
9:10 ~ 9:30

開

場

程

致

講
報

到

詞

李文斌
林寶樹
梁靜婷
林盈達
陳一瑋

9:30 ~ 10:20 Network / Content Security 產品測試評比
SSL VPN Appliance
Juniper, Aventail, F5 Networks
Anti-Virus System
McAfee, TrendMicro, Fortinet, Nusoft
Instant Messenger Management System
Facetime, Akonix, L7 Networks, Abocom
10:20 ~ 10:40

中

場

休

10:40 ~ 11:30 Network/Content Security 產品技術分析
- SSL VPN, AV, IM management
11:30 ~ 12:20 Network/Content Security 技術座談 / 議題:
1. 內容過濾防火牆 vs. 封包過濾防火牆
2. 硬體加速的需求
3. 網路架構之安全性三層級:
點、線、面 => host, gateay, switch 與 gateway 聯防
4. Instant Messenger 的可管理程度
5. VPN 突破 Firewall 包圍
午
餐
時
12:20 ~ 13:30
NBL
SIG/Consortium
成立說明
13:30 ~ 14:00
- SIGSWITCH, SIGWiNE, SIGVOIP, NCSec
- 成立動機、運作方式、討論議題
Network/Content
Security 產品市場趨勢及發展
14:00 ~ 15:00
- SSL VPN, AV, IM management
15:00 ~ 15:20

中

場

休

15:20 ~ 16:30 Network/Content Security 市場座談 / 議題:
1. 內容過濾防火牆 vs. 封包過濾防火牆
2. 傳統 Anti-Virus 廠商的未來?
3. BoB(Best of Breed) vs. In-House?
4. SSL VPN 的市場定位?
5. IM management system 的 Business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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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邀請中)

工業局 組長
電通所 所長
網路通訊雜誌 總編輯
交大資科教授/NBL 主任
NBL 專案經理

息
參加測試廠商(TBA)
參加測試廠商(TBA)
范國寶 工研院電通所 經理
陳一瑋 NBL 專案經理

間
NBL
田慶明、陳世揚、林毓達、陳一瑋專案經理
工研院經資中心
息
參加測試廠商（TBA）
徐振鵬 合勤科技 副總經理

2005/1/27 網安產品測試評比研討會報名表
公司名稱（即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優惠資格

□NBL 會員

姓名

職稱

□各大專院校師生
服務單位

素食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姓名/職稱
聯
絡
人

電子郵件
電

話/傳真
地

注
意

址

1. 報名費用：優惠資格者除 NBL 會員額外提供兩名免費名額外，每位酌收 NT1,000
元整，一般資格每位收費 NT1,800 元整。
2. 報名截止期限：本報名表敬請於 2005/1/21 (五)下午 5:00 前以傳真或電郵方式回
傳至 NBL。報名回函與報到序號通知資料將於研討會前三天內以電子郵件方式
統一發出。
3. 參加費用繳費須知：報名費用敬請於 2005/1/24 前匯入 NBL 所提供之帳號以利
相關作業，煩請保留匯款單據並傳真至 03-5744227 以便備存。發票將於研討會

事
項

後一週內統一寄出。
4. 因場地座位席次有限（一百五十人），敬請事先報名並請於當天及早報到！
5. 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及繳費。單獨索取講義，每本酌收工本費 200 元整。
＊報名聯絡專線：03-5712121 Ext.59228/Fax:03-5744227/annchen@nbl.org.tw 陳小姐

付

6. 付款方式：
付款總金額： _______________
□支票 支票抬頭：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
郵寄地址：30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電子資訊研究大樓 604 室

款
方

□銀行轉帳

式

□郵局劃撥：劃撥帳號: 18372451

轉帳帳號：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活存帳號：301-10-027600
戶名： 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

*煩請詳讀注意事項，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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