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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推薦

本月推薦

1. 【國際：跨國】2020 年全球 5G 網路基礎建設收入將達到 42 億美元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研究及顧問機構 Gartner 預測，全球 5G 網路基礎設施收入將
於 2020 年達到 42 億美元，較 2019 年的 22 億美元成長 89％；全球
5G 網路基礎設施投資將於 2019 年占電信業者總無線基礎設施收入
的 6％，而 2020 年將成長至 12％。
在 5G 發展趨勢上，目前主要市場仍是一般消費者的 5G 通訊服
務，未來將出現更多專為企業創新的 5G 服務應用，例如智慧工廠、
自駕車、遠距醫療、智慧農業、智慧零售及其他專用網路。Gartner 表
示，雖然 5G 專用網路目前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但許多設備商、監
管機構和標準制定機構皆已做好準備，如德國已規劃將 3.7GHz 頻段
用於專用網路，而日本亦保留 4.5GHz 和 28GHz 頻段供專網使用，預
計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電信業者視 5G 專網為業務發展方向。
關鍵字：基礎建設、專網、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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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洲：韓國】韓國 5G 用戶數成長至近 200 萬人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3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依據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
於 2019 年 9 月 3 日公布之數據，截至 7 月底，南韓 5G 行動用戶數
已達 191 萬人，且自 5 月起，5G 行動用戶數已連續成長 3 個月，每
月超過 50 萬人。而三星於 2019 年 8 月份推出 5G 平板電腦 Galaxy
Note 10，LG 計劃推出 5G 智慧型手機等 5G 相關設備，將有望使 8 月
份之 5G 用戶數再增加 85 萬人。
韓國 3 大行動業者含 SKT、KT、LG U+皆於 4 月份推出 5G 商用
服務，截至 2019 年 7 月底，SKT 的 5G 市占率約為 45.4%，其次為
KT 及 LG U+，各為 30.8%及 23.8%。
關鍵字：5G、5G 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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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業者與 3 大無線電視公司合作推出 OTT 串
流影音服務平臺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7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南韓電信業者 SK Telecom 與該國 3 大無線電視業者宣布合作成
立新串流影音平臺「Wavve」
，期能擴大經濟效益與營運規模，以共同
對抗 Netflix、YouTube 等境外影音服務的快速入侵。
SK Telecom 過去已推出行動串流影音服務「Oksusu」
，擁有約 1,000
萬訂閱數；除此之外，韓國 3 大無線電視臺包括 KBS、MBC、SBS 過
去亦曾合作推出 OTT 串流影音平臺「Pooq」
，訂閱數約達 400 萬戶。
此次透過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臺間的多方合作與品牌整合，共同設置
「Content Wavve」公司，並將「Oksusu」與「Pooq」兩大串流影音平
臺整合為新服務品牌「Wavve」
，提供大量當地無線電視臺製播的電視
節目和電影內容。此外，該公司也宣布未來 4 年內將投資 3,000 億韓
元製作原創影音內容，目標在 2023 年吸引 500 萬付費訂閱數，年收
益 5,000 億韓元。
韓國 OTT 串流影音業者面對 Netflix 等境外業者的競爭，正面臨
市場重組的現象。部分業者透過合作或結盟方式，以鞏固其市場地位；
而亦有部分業者因而選擇退出經營 OTT 服務，例如由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 Hyundai HCN 推出的 OTT 串流影音服務 EveryOn TV 即宣布結
束營運。在面臨 OTT 影音服務競爭愈趨激烈的情況下，南韓市場專
家分析市場勢必會面臨重組，且需具有龐大資金與原創性的影音內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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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和境外大型 OTT 服務業者相互競爭。
關鍵字：OTT、無線電視臺、廣播電視公司、電信業者、Netflix
4. 【美洲：美國】Facebook 在 2020 年大選之前嚴修美國政治廣告商
的規定
洲別：美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由於社群平臺成為選舉廣告投放主要媒介之一，為避免有心人士
不當干預選舉，Facebook 嚴修政治廣告的規定，引入美國政治廣告商
「認可組織（Confirmed Organization）」服務的標籤，未來廣告商應出
示政府頒發的認可證明，若未於 2019 年 10 月中旬前遵守新規者，其
廣告將被下架。
Facebook 近年致力於推行廣告透明化規則，2018 年 5 月要求美
國的政治廣告商在其廣告上放置「由誰支付費用」免責聲明，而後又
因有些人使用誤導性的免責聲明或註冊不存在的組織，而要求廣告商
提交美國的郵寄地址和身份證明文件以獲得「認可組織」標籤。現為
應對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Facebook 修正其規定，進一步要求廣
告商提交政府頒發的證明，如聯邦選舉委員會的 ID 號碼、稅務登記
組織 ID 號碼或與政府網域匹配的官方電子郵件。此外在政治或社會
問題上投放廣告且未取得「認可組織」標籤之廣告商，也須公布自己
的聯繫資訊。
關鍵字：政治廣告、Facebook、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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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歐洲：跨國】歐盟執委會（EC）推動新的量子計畫，以提高歐洲
通信的安全性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於 2019 年 9 月 2 日啟
動 OPENQKD 試驗專案，將在奧地利、西班牙、波蘭、德國、荷蘭、
瑞士、法國、義大利、英國、希臘和捷克等國家安裝測試量子通信基
礎設施，將提高通信、醫療保健、電力供應和政府服務領域等應用的
安全性。
歐 盟 在 2018 年 10 月 啟 動 量 子 技 術 旗 艦 計 畫 （ Quantum
Technologies Flagship）
，預計耗資 10 億歐元，旨在為未來 10 年的尖
端研究提供資金。OPENQKD 即為其中一項計畫，將持續 3 年，預算
為 1,500 萬歐元，以強化研究、產業以及公共部門之間的合作，樹立
歐盟在量子技術領域的科學和技術領導地位。
OPENQKD 欲達到以下目標：致力於為量子技術供應商和應用開
發商發展歐洲生態系統；透過支持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以確定新的應
用案例，並為新的量子利害關係人提供現代化的測試設施；以及為該
基礎設施制定標準和安全認證。
關鍵字：網路安全、量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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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歐洲：法國】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法國波爾多的案例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6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市場面

法國波爾多（Bordeaux-Métropole）計劃透過資通訊技術（ICT）
及物聯網（IoT）發展成為最先進的智慧城市。Machina Research 指出
智慧城市可採行 3 條路線：第一，著重以 ICT 技術解決垂直市場需求
如運輸及廢棄物處理的「Anchor 路線（Anchor Route）
」
；第二，在大
規模實行前先於特定區域試驗 ICT 應用的「Beta 路線（Beta Route）
」
；
第三，檢視未來 ICT 應用之需求並據此設置基礎設施的「Platform 路
線（Platform Route）
」。波爾多的智慧城市發展被認為從 Beta 路線朝
向 Platform 路線移動，整合來自傳統應用的數據並發展新的應用。
目前 Platform 路線正逐漸成為波爾多長期採行的主要方法，內容
包括透過 IoT 平臺進行整合，以優化城市數據及公民數據的管理；建
立數據及相關資料庫以發展數據經濟；建構以光纖及 5G 結合的多元
服務網路，以發展 5G 行動寬頻、大規模（Massive-scale IoT）物聯網
與醫療保健等產業。波爾多的經驗，是目前被公認為最適合擴展及商
業化的可行方法。
關鍵字：智慧城市、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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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跨國】Wi-Fi 6 和 5G 匯流提供新機會和挑戰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無線寬頻聯盟（Wireless Broadband Alliance，WBA）與新世代行
動網路聯盟（Next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Alliance，NGMN）認
為 Wi-Fi 和行動網路（Cellular Network）間的介面標準化，對於 WiFi 6 與 5G 匯流至關重要。兩聯盟於 2019 年 9 月共同發布的「無線接
取網路匯流白皮書（RAN Convergence White Paper）
」中，即探討現有
Wi-Fi 與未來行動網路匯流的重要性，以及匯流後電信業者與 Wi-Fi
業者的機會及挑戰。
報告指出，因 Wi-Fi 和行動網路兩者間有重疊運行的部分，Wi-Fi
和 5G 匯流可提高 Wi-Fi 網路的能見度（Visibility）
，更有效掌握顧客
體驗以提供更佳的服務，企業 Wi-Fi 網路也將能使用電信業者提供的
5G 服務。Wi-Fi 供應商如 Boingo、Charter Communications 及 Cisco
Systems 等，均高度重視匯流的重要性。
Wi-Fi 和 5G 匯流也被預期可創造網路與無線接取網路層的新商
機，WBA 表示，無線接取網路層中，5G 和 Wi-Fi 6 的匯流對於密集
區和室內 5G 覆蓋的佈建相當重要，利害關係人將能更有效的控制成
本，提升效能，並提高電信業者的投資報酬率（R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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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也列舉 Wi-Fi 與 5G 匯流對企業的關鍵應用實例，如佈署
於工廠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
、人工智慧（AI）
、擴增
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進階分析和自動化等。此外，報告
亦探討 Wi-Fi 和 5G 的匯流如何經由公共熱點、家用 Wi-Fi 和微型基
地臺（Femtocell，或稱毫微微細胞）提供混合網路服務，使企業和城
市能夠建立連續 Wi-Fi 接取環境。
關鍵字：5G、Wi-Fi 6
8. 【國際：跨國】2019 年 ITU 世界電信展技術長會議，聚焦 5G 議題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於
2019 年 9 月 9 日舉行 2019 年世界電信展（ITU Telecom World 2019）
技術長會議，會議結論包括：
1. 5G 時代資訊安全
與會技術長持續關注 2019 年 6 月簽署的渥太華公約（Ottawa
Accord）所列之資訊安全重要項目，包括對資安威脅的基礎教育、統
一專用術語與資安情報交流、5G 基礎設施的資安防護，以及建立可
衡量的資安標準，以激勵更多投資。
2. 共用網路基礎設施
共用網路基礎設施能縮減電信業者 5G 佈建的時間與成本，多業
者核心網路（Multi-Core Operator Networks，MCON）模式能減少電
信業者多達 50%的設備投資，並提升 5G 網路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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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G 網路的商業應用
5G 的高網速能帶動消費者市場收益成長，為產業帶來諸多效益，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會中並建議設立 5G 觀測組織（5G Observatory）
，
交流 5G 應用實驗與成功商業案例。
4. 光纖網路投資
光纖網路是今日兆位元時代的骨幹，希望 ITU 能輔導業界發揮光
纖到戶（Fibre to the Home，FTTH）的優勢，並加強光纖網路投資。
5. 服務品質與服務體驗監管面向
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QoS）與服務體驗（Quality of
Experience，QoE）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因此本次技術長會議基於認知
ITU 對 QoS 與 QoE 監理者的技術指導價值，強調在制訂標準化方面
的合作可建立監管者與事業者間的共識及信任。
6. 智慧網路
隨著網路資料流量與複雜度倍增，機器學習的重要性隨之浮現，
機器學習能夠處理巨量資料並達成網路最佳化。而會中也對 ITU 研
究機構「含 5G 之未來網路機器學習焦點工作小組（ITU-T Focus Group
on Machine Learning for Future Networks including 5G，FG-ML5G）」
的工作表達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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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開放原始碼軟體社群與標準制定
於軟硬體開發使用 Open Source 將能提高標準化工作的價值，故
會中強調與開放原始碼軟體社群（Open-Source Communities）互動的
重要性。
關鍵字：5G、資安、基礎設施共用、光纖網路、智慧網路、標準化、
開源
9. 【國際：跨國】動態頻譜共用降低電信業者成本，加速 5G 佈建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動態頻譜共用（Dynamic Spectrum Sharing，DSS）技術能有效降
低電信業者總成本，允許電信業者透過軟體升級的方式，於現有設備
同時運行 LTE 及 5G 網路，加速達成全國範圍 5G 覆蓋。
2019 年 8 月初，Ericsson 與高通合作，使用搭載高通 Snapdragon
X55 5G 數據晶片的測試機與 4G LTE 手機進行實驗，結果顯示使用
同一分頻雙工（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FDD）訊號頻段的兩臺
手機，皆完成資料呼叫（Data Call）並成功連網。
過去無線網路技術（如 2G、3G 及 4G）須佈署於獨立頻段中，電
信業者必須取得新頻譜或清除舊頻段以引入新技術，頻譜重整過程耗
時且所費不貲。但透過動態頻譜共用技術，可於同一頻段內佈署 4G
和 5G 網路，一夕之間即可完成，並根據用戶需求在 4G 和 5G 網路
間動態調整使用的頻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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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5G 佈建、頻譜共用
10.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投入 3 千萬英鎊以促進鄉村 5G 連網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投入 3 千萬英鎊舉辦新一波全國性的鄉村
連網競賽（The Rural Connected Communities Competition）
，該競賽為
政府的 2 億英鎊投資計畫之一，用於開拓全國 5G 測試平臺，並提供
最高速的行動網路連接。本次競賽目的為促進鄉村地區技術革命及
5G 發展，將選擇近 10 個鄉村地區進行 5G 創新試驗，行動網路速度
將為 4G 的 10-20 倍，亦將刺激 5G 商業投資。
先前政府的投資計畫已應用於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遠距
監測鮭魚漁業，及提高風力發電場的效率；於什羅浦夏（Shropshire）
以無人機與拖拉機進行目標性噴施農藥（Targeted Crop-Spraying）及
土壤分析，展示改變農業的 5G 試驗。新投資計畫將以上述項目作為
基礎展開，並在鄉村地區試用 5G 的其他用途，以助推動經濟成長、
改善生活品質與鼓勵創新行為。
英國政府就改善農村行動網路覆蓋率計畫的規則簡化提案展開
諮詢，並針對英國行動基礎設施佈建許可作出諮詢：
⚫ 變更新天線桅杆（Mast）的許可高度，以提供更佳行動網路覆
蓋率，促進天線桅杆共用（Mast Sharing）
，並最小化建造基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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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需求；
⚫ 允許在未經事先核准的情況下加強現有的地面天線桅杆，以
便基地臺升級為 5G 使用，以及與天線桅杆得以共用；
⚫ 除具有特殊科學價值的基地臺外，允許在未經事先核准的情
況下，於保護區與非保護區佈建無線電設備機櫃；
⚫ 允許建築物天線桅杆靠近道路，以支援 5G 佈建並增加行動
網路覆蓋率。
關鍵字：5G、佈建、基礎設施、共用、共構
11. 【歐洲：英國】Ofcom 釋出新的「（020）4」電話號碼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30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隨著倫敦城市擴建，新住宅與辦公室的興建，固定電話號碼的需
求也隨之增加。倫敦的撥號代碼為 020，目前已提供用戶（020）3、
（020）7 及（020）8 開頭，共 3,000 萬門電話號碼。然因英國通訊傳
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每週約核配 3 萬門新
號碼，現有可分配的固定電話號碼數量已低於 100 萬門，預估號碼資
源將於一年內耗盡。
儘管英國的固定電話使用率正逐年下降，但多數家庭仍須仰賴固
定電話，且用戶每年撥打固定電話之分鐘數約達 440 億分鐘。因此，
Ofcom 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宣布將於秋季增加（020）4 開頭的電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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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區塊共 1,000 萬門供倫敦固定電話使用，並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
起接受電信業者的號碼核配申請，預計可於 2019 年 12 月開始提供用
戶使用。
關鍵字：電信號碼、市內電話
12. 【歐洲：波蘭】歐盟執委會發布建議，要求波蘭監理機關 UKE 修改
其固網語音接續費提案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國別：波蘭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於 2019 年 8 月 27 日發
布建議，要求波蘭電信監理機關電子通訊辦公室（Urząd Komunikacji
Elektronicznej，UKE）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修改其固網語音接續
費（Fixed Termination Rate）提案並執行具成本效益的新費率。
早在 2009 年，歐盟執委會便已發布關於固網語音接續費之建議，
建議將費率降至成本效益水準，以反映市場情形，並建議採用 BULRIC（Bottom-Up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由下而上長期遞增成
本）作為成本計算方法。此外，依歐洲電子通信準則（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de）之授權，執委會必須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訂定歐盟共通的固網語音接續費上限（EuroRate）。
儘管 UKE 贊同成本效益方法，並計劃根據 BU-LRIC 方法訂定固
網語音接續費，但並未提出具體時程表與後續作法，以及確切實施日
期。歐盟執委會認為波蘭在未確定後續時間表的情況下，將繼續採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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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每分鐘 0.00481 歐元之固網語音接續費，遠高於歐盟平均基準費
率每分鐘 0.00086 歐元，不利於後續與 EuroRate 接軌。
關鍵字：固網語音、接續費
13. 【歐洲：德國】德國政府制定 4G、5G 網路加速佈建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國聯邦交通和數位基礎設施部（German Ministry for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BMVI）於 2019 年 9 月發布「行動通訊政
策（Mobilfunkstrategie）
」
，將著重 5 大重點發展，以加速德國 4G、5G
佈建速度：
1. 為促進提升 LTE 行動覆蓋率，將裁罰未遵守服務提供規定之電信
業者，罰金為 10 萬歐元至 100 萬歐元，或該電信業者年營收的
2%。
2. 自 2019 年至 2021 年，德國政府將分 6 階段加速 5G 網路佈建。
3. 增加佈建基礎設施網路的地點數量。
4. 將審核佈建基礎設施的時程縮短至 4 個月內。
5. 建立線上入口網站，整合建設、基礎設施、不動產等資訊供聯邦
政府、行動通訊業者使用。
關鍵字：5G、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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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洲：美國】反對佈建 5G 小型基地臺的聲浪在美國各地蔓延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6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5G 技術將使消費者更快速地獲得大量資訊並提高企業效率。由
於 5G 大多於高頻段傳輸，高頻段穿透性較差且覆蓋區域小的特性使
得小型天線系統或小型基地臺需要高度密集的大量佈建。預估到 2026
年，小型基地臺的數量會從 2018 年的 8.6 萬臺增加至超過 80 萬臺。
雖然小型基地臺對 5G 佈建是必要的，但卻受到居民、部落和環
保團體質疑，甚至嚴重反對，他們認為這些小型基地臺不僅破壞環境
美觀，更有可能對他們的健康帶來極大風險。
全美國與此相關的議題正在蔓延，在加州的 Mill Valley 市議會一
致通過緊急條例，禁止 5G 基地臺在住宅區內設立，儘管當地尚未收
到任何於城市內設立小型基地臺的提案。Mill Valley 官方指出，訂定
此條例背後的動機係因為長期暴露於電磁波下，可能導致癌症風險及
增加其他健康問題發生的機率。
然而，同時在紐約 Syracuse 的立法部門以 5:3 的票數，最終通過
Verizon 所提出 5G 小型基地臺的佈建提案，但提案表決前，也收到大
量的民眾來電與來信表達他們對潛藏健康風險的疑慮。
這些健康疑慮主要來自於小型基地臺必須大量且密集的設立，例
如在 Syracuse，這些小型基地臺幾乎會佈建於每個街區。雖然包括美
國癌症協會與環境保護局在內的大多數學者，皆未將此種輻射歸類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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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物質，但反對方依然認為長期暴露輻射之下將對健康產生未知的
副作用。
關鍵字：5G、小型基地臺、Small Cell、輻射
15. 【美洲：美國】NTIA 發布頻譜重整現況年度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於 2019 年 9 月 3 日發布首份《頻
譜 重 整 現 況 年 度 報 告 （ Annual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Spectrum
Repurposing）
》，盤點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間，美國
頻譜使用現況與整備情形。
美國執照頻段方面，目前已有 5,863 MHz 頻寬可用於 5G 發展與
應用，包括 204 MHz 的低頻頻譜（1 GHz 以下）、709 MHz 的中頻頻
譜（1-6 GHz）和 4,950 MHz 的高頻頻譜（24 GHz 以上）
。此外，美
國政府亦正積極研究另外 7,250 MHz 的潛在頻譜，包括 10 MHz 的低
頻頻譜、1,090 MHz 的中頻頻譜和 6,150 MHz 的高頻頻譜，期能將國
家頻譜資源發揮到極致。
免執照頻段方面，目前已提供 26 MHz 的低頻頻譜、663.5 MHz 的
中頻頻譜和 14,000MHz 的高頻頻譜，共 14,689.5 MHz 頻寬，另外將
於中/高頻段（主要在 6-7 GHz 範圍內）再釋出 1,200 MHz 以上的頻
譜資源作為免執照頻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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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頻譜規劃、頻譜重整
16. 【美洲：美國】AT&T 已向 FCC 請求 24GHz 的測試許可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AT＆T 已經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請求特別臨時許可（Special Temporary Authorisation，
STA）以便其於 24GHz 頻段進行測試，以此測試校準 5G 行動網路佈
署。
今年稍早，AT＆T 子公司 AT&T Spectrum Frontiers 標得 FCC
Auction 102 頻譜拍賣中覆蓋 383 個局部經濟區域（Partial Economic
Areas, PEA）的 831 張執照，後續需針對不同地形、土地利用等特定
組合進行傳播模型（Propagation Model）的調整。
市場研究公司 TeleGeography 表示，AT&T 於 2019 年 5 月支付
9.83 億美元標購頻譜，使其將能達 98%以上的美國人口覆蓋率，且其
擁有的頻譜執照皆為 24 GHz 頻段的上半部分頻段，使 AT&T 具有更
大的服務覆蓋範圍、充足的頻譜資源，與滿足市場廣大需求的能力。
關鍵字：5G、24GHz、頻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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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洲：美國】FCC 規劃於 2020 年 6 月 25 日拍賣 3.5GHz 頻段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7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規劃於 2020 年 6 月 25 日進行 Auction 105 頻譜拍賣，預計以 3550
MHz – 3700 MHz（3.5GHz）頻段中，適於 5G 使用的頻譜作為拍賣標
的。
本次拍賣將於每個縣級（County-based）許可區域提供 7 張優先
接取執照（Priority Access Licences，PALs）
，總計 22,631 張。每張 PAL
皆包含一段不成對的 10MHz 區塊，每個縣的競標上限為 4 個區塊。
使用期限為 10 年，執照屆期後將重新核配。
研調機構 TeleGeography 指出，本次 3.5GHz 頻段的釋出，預期
將引起無線網路服務業者（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WIPs）
、
已進入 MVNO 市場的主要有線電視業者以及欲佈建專用 LTE 網路業
者的興趣。
關鍵字：5G、3.5GHz、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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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洲：美國】GSMA 報告顯示頻譜拍賣價格過高影響消費者權益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GSMA 於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在匈牙利所舉辦的 2019 年世界電信展（ITU Telecom World 2019）
上發表「頻譜價格對消費者的影響（The Impact of Spectrum Prices on
Consumers）」
報告。該報告採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自 2010 年起至 2017
年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頻譜拍賣價格對消費者的影響。
GSMA 首席頻譜分析師 Brett Tarnutzer 表示：「頻譜拍賣不該再
被政府視為獲利之手段…有明確證據顯示，當電信業者投資行動網路
的財務能力受到限制時，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大。」
該報告重點如下：
1. 於已開發國家，頻譜取得成本過高是減緩 4G 網路佈建和造成 4G
網路品質長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2. 於開發中國家，從預期收入來看，頻譜平均價格較已開發國家高
近 3 倍。高昂的頻譜取得成本將減緩 3G 與 4G 網路佈建，並使整
體網路品質長期下降。
3. 在頻譜拍賣價格最高的國家，如果行動通訊業者能以適當價格取
得頻譜，平均能增加多達 7.5%的 4G 網路人口覆蓋率。
4. 取得頻譜的時間對行動服務人口覆蓋率有顯著影響。例如電信業
者若提早兩年取得頻譜，則能夠增加 11-16%的 4G 網路人口覆蓋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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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信業者取得頻寬大小對網路品質有顯著影響，額外 20 MHz 的
4G 頻寬平均能提高 1 到 2.5 Mbps 的下載速度。
關鍵字：頻譜拍賣、頻譜價格
19. 【亞洲：日本】日本國內首個區域性 5G 實驗，28GHz 頻段速率可
望達 400Mbps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0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住友商事與區域無線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地域ワイヤレ
スジャパン，由住友商事和 51 家有線電視業者出資設立），自 2019
年 6 月下旬開始進行日本國內首個區域性 5G（Local 5G）實證實驗。
若室外視線（Line of Sight）良好的情況下，可能達成 400Mbps 左右
的高速通信。
為測試於室外使用 28GHz 頻段時，距離與視線條件對電磁波方
向及傳輸 4K/8K 超高畫質影像的影響與可行性，上述實證在 7 月上
旬前已於愛媛縣松山市進行為期約兩週的有線電視基礎設施與區域
性 5G 設施整合的室外實驗，7 月中旬起亦於東京都練馬區進行相同
實驗。
預期有線電視改用 5G 作為最後一哩（Last Mile）
，可以節省屋內
安裝線路以及解除契約時撤除線路的工程，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升
便利性，也有助於回饋至有線電視的收視費。
近來日本集合住宅有樓層增加與擴大的趨勢，使得光纖鋪設難度
提升，未來可望透過於室外設置區域性 5G 基地臺，以大型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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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Cell）覆蓋多棟建築物，並使用巨量天線（Massive MIMO）
確保單棟線路，提供有線電視服務，發掘新的客戶。
關鍵字：5G、專網、區域性 5G
20.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 2018 年度電信服務國內外資費差距
調查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6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為掌握電信服務資費情況，總務省每年度針對電信服務國內外價
格差距進行調查，蒐集涵蓋日本東京、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法國巴
黎、德國杜塞道夫、南韓首爾等 6 個城市的行動電話、光纖到戶（Fiber
To The Home，FTTH）、市內電話各個服務的資費資訊，比較月租費
與資費模型；月租費為各業者在用戶契約訂定的基本費用、通話費、
流量費、申辦及移轉時的費用等，模型資費則是為比較各城市電信資
費而設定的通信次數、通話時間、訊息傳送/接收數量、數據流量的使
用型態模型，根據此模型計算每個月的資費總額。
2018 會計年度（2019 年 3 月）調查結果顯示，相較於其他國家，
東京在行動電話資費方面，行動網路業者（MNO）所提供的資費方案
中，比較數據使用量，其付費情形以 2GB 及 5GB 位在中間水準，
20GB 則偏高；而行動虛擬網路業者（MVNO）比較其數據使用量，
東京付費情形以 2GB 及 20GB 位在中間水準，5GB 則偏高。在 FTTH
方面，若以下行速度每 1Mbps 的資費比較，東京（集合住宅用戶）資
費低廉，僅高於巴黎。而在市內電話方面，東京的市話資費則位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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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水準。
關鍵字：電信服務、資費
21. 【亞洲：韓國】韓國 3 大電信業者間展開激烈的 5G 速度攻防戰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3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研調機構 IHS Markit 於 2019 年 8 月 12 日發表一份 5G 報告，顯
示韓國 3 大電信業者中，以 LG U+的 5G 服務表現最為出色，其下載
速度為 426.4 Mbps，下載一部 600MB 的電視節目僅需 12 秒；而 SK
Telecom 為 286.9 Mbps，KT 為 163 Mbps。延遲體驗方面，LG U+的
5G 下載延遲為 72 毫秒，KT 和 SK Telecom 則分別為 107 毫秒和 195
毫秒。
報告發布後，SK Telecom 及 KT 質疑該調查僅於 9 天內完成，過
於倉促，使用的測試終端數量亦存在疑義，且測速公司使用自己的速
度測量應用程式，因此該報告的代表性及可靠性仍有待驗證。
關鍵字：5G 速度、5G 性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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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亞洲：韓國】韓國 SK Telecom 之 5G 訂戶數突破 100 萬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自 2019 年 4 月推出全球首款 5G 智慧型手機後的 4 個月，韓國行
動業者 SK Telecom 於 8 月 21 日成為全球第一個 5G 訂戶數突破百萬
之電信業者。而 8 月 19 日推出的 5G 智慧型手機 Galaxy Note 10 則被
認為是關鍵因素，於該手機推出兩天後，SK Telecom 之 5G 訂戶數由
88 萬劇增至百萬。
依據 SK Telecom 之 5G 訂戶分析，於 4 月，半數以上 5G 訂戶年
齡為 30 至 49 歲，至 8 月時，各年齡層訂戶比例趨於平均。使用流量
方面，由 LTE 服務轉為 5G 服務的訂戶由平均每月使用 20.4GB 增加
至平均每月使用 33.7GB，多數流量使用於收看國內外 OTT 影片，其
傳輸量由過去的每月 4.3GB 倍增至每月 9.8GB。而 Wi-Fi 的連接時間
則由每月 4.3 小時降至每月 2.7 小時。依據消費者使用模式，SK
Telecom 計劃於下個月推出加強型媒體服務，以跟上 OTT 風潮。
SK Telecom 5G 訂戶對於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的使用
量約為其 LTE 訂戶的 15 倍，而 5G 商用化後，VR 內容供應量也擴增
5 倍。SK Telecom 預計與海外業者共同合作，擴展 5G 生態系，且已
與 Microsoft、Deutsche Telecom（德國電信）
、Sinclair 於美國達成 5G
相關合作協議，並為韓國 5G 技術的境外推展奠定基礎。
關鍵字：5G、行動訂戶數、5G 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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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亞洲：韓國】韓國 3 大電信公司被發現圍標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韓國媒體指出，韓國行動電信業者於公共專用線路計畫中已
多年進行圍標行為，甚至高於已揭發的 12 項案件數量。此項行為經
由非法手段增加國家預算支出及限制市場競爭，影響投標制度，業者
不應參與圍標行為，並預防再次發生。以下為公共競標系統中可能的
圍標行為因素：
⚫ 行動電信業者事先擇定得標者、合夥者及缺席者
根據電信業者間協議，提前擇定得標者，使其他競爭者無法參與
競標；而未參與的業者可自得標者獲得補償，且令合夥者參與競標以
避免懷疑及防止招標失敗。KT、LG U+與 SK Broadband 於 2015 年的
「 國 家 資 訊 電 信 骨 幹 網 路 線 路 建 立 計 畫 （ National Informatio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Backbone Line Establishment Project）」公
布前兩個月便密集討論圍標計畫：LG U+與 SK Broadband 不參與計
畫，令 KT 標得此案；而 KT 以合夥者身分參加同時間的「國家資訊
電 信 網 際 網 路 線 路 建 設 計 畫 （ 含 第 一 類 與 第 二 類 ）（ National
Informatio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Internet Line
Establishment Project (1st classification and 2nd classification)）」
，協助
LG U+獲得第一類標案，SK Broadband 獲得第二類標案。作為協議的
一部分，KT 支付 40 億韓元租用 LG Uplus 的災害復原網路（計畫案
的必須設備）
；LG U+則支付 20 億韓元租用 SK Broadband。且為避免
27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9 月】
KT 無法得標國家資訊電信骨幹網路線路建立計畫，KT 要求世宗電
信（Sejong Telecom）作為標案合夥者。
⚫ 計畫性圍標成為慣例
同（2015）年，3家業者對「基礎網路線路商業選擇服務（Base
Network Line Business Selection Service）
」計劃採取相同手法令 KT 得
標，KT 租用 SK Broadband 與 LG U+的網路線路作為不參與投標的補
償；世宗電信再次作為合夥者參與。2016年時，LG U+不參與另一項
計畫競標，但由 SK Broadband 作為唯一的投標者參加並使其流標，
而在第二次投標時以合夥者參與，協助 KT 得標。FTC（韓國公平貿
易委員會）認為，SK Broadband 故意提交不合水準的提案，以便在評
估技術時獲得較低評分。作為協議的一部分，KT 向 SK Broadband 租
用6條線路，簽訂兩年6億韓元合約。
⚫ 圍標瓦解投標制度
根據公平貿易和壟斷監管法律，禁止透過合約、協議和解決方案
等任何手段限制市場競爭，例如事前決定得標者、標金和得標價的行
為。若市場競爭無法順利運作，將使得標金額上升，而得標金額的上
升，則將使組織無法節省預算，公民需支付個別業務更多稅款。觀察
圍標的 12 個案件，平均得標比（Bidding Rate）為預定價格的 97.32%，
超過正常的 70%至 80%。
部分觀點認為，不考慮市場生態利潤的不合理投標制度會誘使業
者圍標，需重新審視公共專用線路計畫。業者試圖得標以避免沉沒成
本，也需對圍標主因的沉沒成本採取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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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圍標、市場競爭
24. 【亞洲：韓國】LG U+與 Kakao Mobile 合作開發「5G 智慧交通」
服務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5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電信業者 LG U+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與租賃車業者 Kakao
Mobility 簽署未來 5G 智慧交通服務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
，並於同月籌組聯合工作小組，開發未來智慧
交通服務。
LG U+規劃以服務為基礎的網路架構進行技術支援， Kakao
Mobility 則負責開發用戶平臺，雙方將加強在行動導航等多項領域合
作，並以此為基礎，為未來智慧城市發展構築緊密合作關係。
關鍵字：5G 應用、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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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亞洲：香港】香港 OFCA 公布申請參與 3.3、3.5 及 4.9GHz 頻譜
拍賣電信業者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3 日

國別：香港
子分類：政策面

香 港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 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OFCA）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公布 3.3、3.5 及 4.9GHz 的
申請投標者，包括中國移動香港、香港電訊（HKT）
、和記電訊（3HK）
及數碼通電訊，共計 4 家電信業者。
上述 4 家電信業者皆有申請競標 3.3、3.5 及 4.9GHz 頻段，但投
標者仍須於 9 月 17 日前出具
《關聯投標者法定聲明（Connected Bidder
Statutory Declaration）》
，證明該投標者與其他投標者無實質關係，待
OFCA 審查後，將宣布本次拍賣的合格投標者身分。
關鍵字：5G、頻譜拍賣、3.3GHz、3.5GHz、4.9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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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電信考慮與中國聯通共用 5G 基礎設施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國別：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中國電信考慮與競爭對手中國聯通共同分攤成本並共用 5G 基礎
設施，目前兩家公司已初步達成協議，並同時成立 5G 聯合開發團隊，
透過此舉將大幅節省 5G 開發所需資金及營運支出，並提高資源利用
效率。
中國聯通表示，網路共用可為每家公司節省近 2,000 億元人民幣
（約 280 億美元）。同時，中國電信認為，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資
源互補性強，在 5G 領域合作上將如魚得水。
兩家電信公司亦表示他們願意與中國大陸最大的電信商-中國移
動，共同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區佈建 5G 基礎設施，而由上述 3 家行動
通訊業者共同擁有的中國鐵塔公司表示，目前為止已收到客戶要求安
裝 6.5 萬個 5G 基地臺，預計到今（2019）年底將會增加至 10 萬個。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中國電信已擁有 3.23 億行動用戶，其中包
括 2.66 億的 4G 用戶。而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於 6 月正式核發中
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和中國廣播網商用 5G 網路許可證。在
去年年底，工信部在中國大陸多個城市核發 5G 測試許可證，預計中
國大陸最快將於 2020 年正式商用，政府加速 5G 佈建的決定將引發
中國大陸市場對 5G 的投資。
關鍵字：5G、共構、共用、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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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宣布將共建 5G 網路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

國別：中國
子分類：市場面

中國聯通於 2019 年 9 月 9 日宣布將與中國電信共建 5G 網路，雙
方簽訂《5G 網路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協議書》
，於中國大陸全國範圍共
建 5G 接取網路，並以各自分區佈建的方式進行。除共建網路外，中
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亦將共用 5G 頻率資源，提供共建共用區域內一致
的網路規則、建設、維護及服務。但雙方的品牌與業務仍獨立運作，
各自與第三方進行的共用合作則不得損害另一方利益。
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之 5G 網路共建共用將採用接取網路共用方
式，各自建設其核心網路並共用 5G 頻率資源。網路佈建規畫上，雙
方將按約定比例於 15 個城市分區佈建。其中 5 個北方城市，包括北
京、天津、鄭州、青島及石家庄，將由中國聯通負責佈建 60%，中國
電信負責 40%；其餘 10 個南方城市，包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
杭州、南京、蘇州、長沙、武漢及成都，將由中國聯通負責 40%，中
國電信負責 60%。此外，中國聯通將獨立佈建廣東省 9 個地級市1、
浙江的 5 個地級市以及北方其餘 8 省；中國電信則獨立佈建廣東省的
10 個地級市、浙江省 5 個地級市，以及南方其餘 17 省。
中國聯通指出，本次共建共用合作將有助於降低 5G 網路建設和
維護的成本、有效提升 5G 網路覆蓋率、增強 5G 網路和服務的市場

1

地級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級行政區劃，其行政級別相當於地區、自治州、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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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並提升網路效益與資產營運效率。
關鍵字：共建、共構、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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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歐洲：瑞士】瑞士計劃在 2024 年關閉 FM 類比廣播訊號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6 日

國別：瑞士
子分類：技術面

瑞士廣播產業計劃在 2024 年底前關閉 FM 類比廣播訊號，改以
數位廣播技術（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簡稱 DAB+）作為主要的
服務基礎。
為了因應此技術革新，瑞士通訊管理局（Switzerland’s Federal
Office of Communication，簡稱 OFCOM）早在 2017 年即推動相關的
宣傳措施，包括透過廣播、電視、報紙和廣告招牌等告知民眾「廣播
正在改變（Radio is Moving）
」
。而根據瑞士通訊管理局統計，截至 2019
年 6 月底，瑞士當地廣播業者僅有 17%仍使用傳統 FM 類比廣播技
術，且民眾收聽數位廣播的比例已高達 65%。而使用 DAB+技術之廣
播終端接收設備已賣出 430 萬臺。
現有部分 FM 廣播業者執照即將在 2019 年 12 月底屆期，並得展
延到 2024 年，瑞士通訊管理局表示可視業者需求考慮縮短執照年限。
同時，針對數位廣播收訊不良之偏遠地區，也會考慮是否讓部分 FM
廣播電臺在 2024 年後的一段期間內仍可繼續營運，以讓民眾和業者
平順接軌新廣播技術。
關鍵字：DAB+、數位廣播、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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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歐洲：德國】德國數位廣播 DAB+成為未來主流，建置率達 58%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國聯邦媒體管理協會（die medienanstalten，ALM GbR）日前於
2019 年國際電子消費及家電品大展（IFA）期間公布了德國廣播產業
的數位化發展報告《AUDIO Digitalisierungsbericht》
。報告結果顯示，
目前德國民眾有高達 58%已擁有數位廣播接收終端設備，其中又以
DAB+（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Plus）規格之終端設備普及率最高，
德國約有 23%家戶（等同於超過 900 萬家戶）在家中或車載廣播裝置
中採用 DAB+接收器，較去（2018）年增長 6%。
該報告指出，DAB+儼然已成為該國推動數位廣播的技術主流，
民眾擁有 DAB+終端廣播接收設備的比例較去（2018）年增加 33%，
而在下薩森尼邦（Niedersachsen）及北萊茵威斯特法利邦（NordrheinWestfalen）等地區成長率更高達 50%，其中又以車載廣播數位建置率
成長最為快速。目前德國已有超過 650 萬車輛安裝 DAB+數位廣播裝
置，而傳統特高頻（Very high frequency，VHF）的廣播車載裝置數量
則相繼萎縮。5 年前德國車載廣播裝置仍有高達 95%以上只接收得到
FM 廣播服務，而根據 ALM GbR 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已低於 85%。
整體而言，德國民眾倚賴數位廣播或線上網路收聽廣播節目的比例已
逐年提高，整體數位化程度與上一年度相比增長 5%，數位廣播終端
設備普及率達 58%。
關鍵字：數位傳播、DAB+、VHF、FM、IFA、車載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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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歐洲：英國】Ofcom 發布英國電視從業人員多元性報告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8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於 2019
年 9 月發布 2019 年度《電視多樣性與平等機會報告（Diversity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in Television）》
，針對英國當地 14 家主要廣電業者
進行調查，了解電視從業人員的社會及經濟背景，並探討廣電業者如
何為婦女、殘疾人士及少數族群背景的員工提供更多晉升機會。
該報告指出，英國電視產業強烈偏向招募具有私校背景的人才，
且從業人員大多來自具有高學歷的父母與專業職務的家庭。儘管廣電
業者為促進社會包容，已提供低收入員工包括實習、工作經驗安排、
早期職業輔導等協助，但從過去 3 年獲得的資訊可知，英國電視產業
的多樣性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僱用殘疾人士、婦女或少數族群背景
之員工擔任高階職務的人數仍然不足。對此，Ofcom 呼籲業者應採取
進一步的措施，引入特定招聘及發展計畫，並衡量所實施計畫的有效
性。
關鍵字：Ofcom、電視產業、從業人員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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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美洲：美國】FCC 開放低功率電視臺業者申請頻譜重整補償基金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於 2019 年 7 月宣布開始接受業者申請頻譜重整補償基金（Repack
Reimbursement Funds）
，並於 8 月 15 日公布了一項為期 60 天的低功
率電視臺（Low-Power TV Station，LPTVs）移頻資金申請窗口，FCC
表示將優先對提交申請的業者進行資格審查。
早在 2018 年，美國國會通過《2018 Reimbursement Expansion Act
（簡稱 REA）》法案，政府將提撥 10 億美元補償低功率電臺轉換頻
譜過程所耗費的相關成本，以協助業者在 FCC 的頻譜轉換政策下重
建傳輸基礎設施。該政策源自於 2012 年，美國國會授權 FCC 提出頻
譜獎勵拍賣計畫，業者得自願放棄原頻譜使用權，再由 FCC 透過頻
譜拍賣方式轉讓使用權，以利頻譜資源有效利用。拍賣所得資金將再
釋出給業者，作為頻譜轉移成本之補償基金來源。
FCC 預估此次補償資金申請計畫將會有約 1,500 家低功率電臺業
者獲得補助。而這次的頻譜轉換計畫，也吸引 LPTV 業者一併轉移到
次世代廣播標準 ATSC 3.0。ATSC 3.0 結合廣播和 IP 特性，具有數據
傳輸功能，且傳輸資料所需頻寬變小，業者得再轉租閒置頻寬以提供
第三方客戶數據傳輸服務，對 LPTV 業者而言可創造新的商機。
關鍵字：LPTV、ATSC 3.0、頻譜轉移補償基金、頻譜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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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洲：美國】AT＆T 和 Nexstar Media Group 重新取得轉播授權
協議，結束近兩個月的斷訊風波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9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AT&T 於 8 月底宣布取得 Nexstar Media Group 媒體集團多年的再
傳輸同意權（Retransmission Consent）
，Nexstar Media Group 旗下 120
個電視臺節目將回到 AT&T 提供的 DirecTV、AT&T TV Now、U-Verse
等付費電視平臺中播出，結束為期約兩個月來斷訊風波。
在今（2019）年 8 月 8 日，AT&T 才剛宣布取得 CBS 廣播電視公
司旗下的電視頻道於 17 個市場的再傳輸同意權，結束為期三週的斷
訊問題。此次 AT&T 再取得 Nexstar Media Group 媒體集團的授權，
得在多個付費電視平臺中播出該集團的電視頻道，然詳細授權費用並
未對外公布。
關鍵字：頻道授權、斷訊、頻道上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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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洲：美國】美國聾人協會（NAD）等團體向 FCC 提出請願，希
望 FCC 制定相關標準，要求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業者改善字幕品質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9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聾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Deaf，NAD）、聾人與
聽力障礙者電信公司（Telecommunications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Inc.，TDI）和美國聽損協會（Hearing Lo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HLAA）等團體於 2019 年 7 月底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提交了一份請願書，希
望制定相關標準以改善電視節目的字幕品質。
上述團體表示，現今市場上已有自動語音辨識（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等新字幕技術，但電視直播節目的字幕品質卻未
如預期改善，許多消費者仍舊只能觀看品質不佳的字幕。FCC 轄下消
費者和政府事務局（Consumer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Bureau）已於
2019 年 8 月 14 日就此議題展開公眾諮詢，收集相關業者意見，以了
解產業和倡議團體對此議題的評論與建議，並於 9 月 5 日發布一項行
政命令，將諮詢意見及回覆意見的截止日期延後至 10 月 15 日和 10
月 30 日。
關鍵字：字幕、廣播電視、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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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洲：美國】FCC 判定 Nexstar Media Group 於頻道上架授權協
議過程合法，否決 Holston Connect 的申訴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年9月3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平臺（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MVPD）HolstonConnect，於2019年3月向主管機關 FCC
投訴，認為電視媒體集團 Nexstar Media Group 與其協議簽署再傳輸
同意權（Retransmission Consent）之過程，違反法規要求的「誠信原
則（Good Faith）
」致協議不成，希望能透過 FCC 的仲裁，以獲得相
應補償。FCC 經過調查後，於今年9月發布公告認定並無具體證據顯
示 Nexstar 媒體集團違反誠信原則，因而否決 HolstonConnect 的申訴。
根據美國《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規定，美國電
視臺有義務以誠信原則和 MVPD 協商再傳輸同意權。2018年8月，
HolstonConnect 向 Nexstar 表示將於同年10月推出有線電視服務，但
雙方直到年末都未達成頻道授權協議。HolstonConnect 控訴 Nexstar
未在合理時間內回應協商，因而希望能透過 FCC 的仲裁，以獲得相
應補償，包括以合理費用取得 Nexstar 旗下電視頻道的再傳輸同意權、
禁止 Nexstar 在簽屬授權協議時綑綁搭售其他頻道，且強制要求
Nexstar 提供補償措施等。FCC 調查後認定沒有記錄證明 Nexstar 違
反單方提議的誠信原則，且協商期間 Nexstar 已同意降價兩次；而
HolstonConnect 則拒絕 Nexstar 提出的協議條件，主要原因為 Nexstar
提出額外1年的協議條件，可能導致 HolstonConnect 付出遠高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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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者的頻道授權費。但 FCC 認為在情勢變更下，協商過程中
單方更動議價並未違反誠信原則，而證據也顯示 Nexstar 在合理時間
內回應協商，反倒是 HolstonConnect 並未如期回應。FCC 綜上理由，
指出上述頻道授權爭議主因為雙方未達共識，需重新就頻道授權價格、
數量及合約時間長度等進行協商。
關鍵字：FCC、頻道上下架、頻道授權、再傳輸協議
35.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發布《2018 會計年資通訊媒體使用行為
調查報告》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3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9 月發表「2018 年度資通訊媒體使用行為
調查（平成 30 年度情報通信メディアの利用時間と情報行動に関す
る調査）」結果報告書，為自 2012 年以來第 7 次年度調查。該調查旨
在持續掌握日本電視、廣播、社群媒體、網路媒體等資通訊媒體的使
用狀況，涵蓋使用時間長度和區間、使用率、可靠性之調查，並包括
報紙、雜誌等非資通訊媒體，以瞭解媒體之間的關係和媒體使用狀況
之變化。
根據該報告書，日本民眾平均每工作日電視觀看時間為 156.7 分
鐘，假日為 219.8 分鐘（工作日的觀看時間較上年度減少，但假日觀
看時間略微增加）
；平均每工作日網路使用時間則為 112.4 分鐘，假日
為 145.8 分鐘（自調查執行以來，工作日和假日的網路使用時間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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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增加）。
細分平均每日網路使用時間，工作日以使用電子郵件的時間最長
（30.8 分鐘）
，其次為社群媒體（26.7 分鐘）
；假日則以影音發布／共
享服務的使用時間最長（36.6 分鐘）
，其次為社群媒體（35.6 分鐘）
。
媒體信賴度方面，以報紙 68.6%最高，其次依序為電視（63.7%）
、網
路（32.2%）、雜誌（16.8%）。
關鍵字：媒體使用
36. 【大洋洲：紐西蘭】紐西蘭廣播機構聯手成立 400 萬美元的聯合基
金，用於支持高質量的毛利語內容
洲別：大洋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 日

國別：紐西蘭
子分類：政策面

紐西蘭專責管理廣播電視節目補助金的 NZ On Air 和 Te Māngai
Pāho 於今年 9 月宣布聯手成立 400 萬美元的聯合基金，旨在支持電
視臺於主要時段（Prime Time）播出高品質的毛利語（Te Reo Māori）
內容。該資助機構目前公開招募內容包含 20-30%毛利語的創新提案，
欲透過資金補助的方式，呈現多樣的毛利人觀點來吸引電視觀眾。NZ
On Air 和 Te Māngai Pāho 目前致力於支持「毛利語言復興戰略（於毛
利語稱為 Maihi Karauna）」政策，期能確保新的紐西蘭世代能將毛利
語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部分。該聯合基金預計資助 4 到 6 個電視節目
計畫。
關鍵字：NZ On Air、毛利語內容、廣播節目贊助、地方語音、民族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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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匯流

匯流

37. 【歐洲：法國】法國和美國達成協議，未來可取消 3%數位稅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6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於 2019 年 6 月通過數位稅法案，針對約 30 家科技公司包括
臉書、亞馬遜等徵收 3%數位稅，引起美國總統和商務部反對。針對
此爭議，近日法國總統已出面承諾，國際間未來若達成數位稅協議，
法國將會取消此法案，退稅給企業。
法國的 3%數位稅主要針對數位服務年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的跨
國企業，其中包括在法國境內取得收益達 2,500 萬歐元營收之業者。
法國經濟部長指出，該稅法成立後，預計法國國庫年徵收額將增加約
5 億歐元。法國決議之稅法希望擴及歐盟採用，但遭受否決，並受到
美國企業反對，認為此稅法為非公平待遇，稅金未來可能轉嫁成為法
國中小企業平臺使用者成本。無論數位稅法案是否成為美法雙邊貿易
戰，世界經濟發展組織（OECD）已開始研擬多邊數位稅解決方案，
預計 2020 年才有結論。
關鍵字：數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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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歐洲：法國】法國電信 Orange 與電視頻道業者談不攏，考慮解
約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9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市場面

法國電信業者 Orange 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於
2019 年 8 月底透過新聞媒體表示，由於與 Altice France 集團旗下的
電視頻道授權方式尚未取得共識，Orange 因而考量於同年 9 月合約
到期後，雙方即不再續約，Altice France 旗下電視頻道恐面臨於 Orange
付費影音系統斷訊問題。
該事件爭議始於 Altice France 要求 Orange 再傳輸旗下頻道時應
支付授權費用，包括 BFM TV、RMC Découverte 和 RMC Story 等數
位無線電視頻道。但 Orange 執行長表示，BFM TV 等頻道於法國均
屬免費收視（Free-To-Air）的無線電視頻道，因而拒絕支付相關授權
費用。
早先，Altice France 集團同樣要求法國電信業者 Free 在旗下 IPTV
服務再傳輸 BFM TV 等頻道時繳交授權費用，最終遭 Free 拒絕，雙
方授權協議破局，該案件在巴黎高等法庭（Paris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判決結果電信業者 Free 在 8 月 27 日後若繼續播出 Altice
France 旗下頻道，每日需繳納 10 萬歐元，除非兩造達成協議。Orange
執行長表示不排除參考 Free 業者的先例，若雙方依舊無法取得共識，
合約到期後即不再續約。
關鍵字：電視傳輸、頻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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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歐洲：義大利】義大利電信偵查大隊聯合歐洲組織發起掃蕩非法
串流平臺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8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義大利國家電信偵查大隊在取得法國、德國、荷蘭、保加利亞、
希臘與歐盟司法合作組織 Eurojust、國際刑警組織 Europol 支援下，
展開大規模跨境非法串流平臺的掃蕩行動，行動代號名為「Eclipse」
。
掃蕩目的在取締網路上傳播盜版內容、阻礙付費電視業者發展之非法
平臺業者，該等業者在義大利計有 500 萬使用者，每月營業額超過
200 萬歐元。目前偵查大隊已取締 200 臺伺服器，其中 93 臺在荷蘭，
其餘散布在德國、法國，以及查封提供非法訂閱者轉帳用之 150 個線
上支付 Paypal 帳號。
國際司法組織發現非法業者自 2015 年起即使用特殊伺服器以破
解原始節目內容的加密，再以違反國際智慧財產權方式非法再造網路
電視（IPTV）訊號，以低價訂閱或計次付費方式銷售如 Sky Italia、
Mediaset Premium、Netflix、DAZN 等付費電視節目、電影作品及隨
選視訊內容給不知情的消費者，不法收益皆已移轉至海外帳戶。
關鍵字：非法串流、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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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美洲：美國】美國政府對於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調查愈趨嚴厲
洲別：美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0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因大型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的資訊濫用及壟斷行為
恐危害用戶並扼殺市場競爭，美國州檢察長與司法部近年來陸續針對
Facebook、Google、Amazon及Apple等4大科技公司進行反壟斷相關調
查。
Facebook 在 2018 年3 月 由 美 國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調查且證實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s）
事件有不當運用用戶資料；2019年8月，FTC又對Facebook的收購案進
行調查，譴責其併購行為恐造成市場壟斷，而後紐約司法部長Letitia
James宣布對Facebook啟動反壟斷調查，此為今年第四次的聯邦調查。
2019年9月，Google表示已收到司法部的民事調查要求，包含哥倫
比亞特區、波多黎各等48位檢察長，於9月9日正式對Google進行反壟
斷調查，加州、阿拉巴馬州則拒絕加入調查；該反壟斷調查案將針對
線上廣告與搜尋流量控制涉及引導消費者使用自身產品，恐導致壟斷
並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進行調查。參與調查的州要求Google提供廣
告業務相關文件，預計後續調查將擴大至數據隱私部分。
Amazon作為全球最大的線上零售商店，被指控對第三方賣家使用
不公平策略，例如第三方賣家必須支付廣告費用，才能與第一方和自
有品牌銷售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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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則因iPhone應用程式僅能經由官方App Store提供，受到應用
程式開發者的抨擊；音樂串流媒體應用Spotify，也聲稱該政策使其難
以與Apple Music競爭付費用戶。
關鍵字：反壟斷、大型科技公司
41. 【美洲：美國】美國媒體收視率委員會發布跨媒體收視率調查標準
洲別：美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6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媒體收視率委員會（Media Rating Council，MRC）耗時兩年
時 間 研 擬 的 「 跨 媒 體 收 視 率 調 查 標 準 （ Cross-Media Audience
Measurement Standards）
」，近日發布最終版本。該標準旨在協助廣告
主制定最佳的跨媒體投放策略，收視率調查公司可依據此標準調整其
方法，並於明（2020）年起由 MRC 進行認證，確保廣告主能藉由新
版調查充分掌握影片廣告的收視狀況。
該標準的主要指標包括可見曝光數（Viewable Impressions）
、精密
型無效流量過濾（Sophisticated Invalid Traffic Filtration）、持續時間
（Duration）等。該標準文件詳細定義數位廣告之可見曝光數，設置
無效流量之規則，並將觀看時音訊是否為開啟也納入考量。此標準發
布後，將有助於廣告商與媒體業者之間計算廣告效果與計費標準，並
避免廣告詐欺與無效廣告行為。
關鍵字：收視率調查、MRC、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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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洲：美國】美國社群媒體公司表示已加速移除暴力內容
洲別：美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主要的社群媒體公司向美國參議院闡述，將使用更多技術工
具加速防止或刪除網路平臺上出現的暴力或極端主義的內容。
Facebook 目前透過 AI 在 Facebook Live 上尋找違規內容，今年 5
月起，Facebook 表示將暫時凍結違反規則之用戶播放直播影音的權
限，同時也禁止轉載 8chan 上的暴力內容連結。又為提升「機器學習」
探測暴力影音的能力，Facebook 已請求執法部門協助，希望獲得執法
部門所掌握的暴力影音以優化探測系統。
此外，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底，Twitter 暫停超過 150 萬個宣傳
恐怖主義的違規帳戶，其中超過 90%的違規帳戶係因 Twitter 積極措
施而被停權。
Alphabet（Google 母公司）表示其以「技術和人的結合」為應對
原則，除在技術持續求新以增進識別能力外，亦輔以人工操作，助益
精確辨別處理。
關鍵字：社群媒體、暴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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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亞洲：日本】8K 和 AI 技術於救災醫療領域之創新應用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技術面

自 2018 年 12 月起，日本開始向觀眾提供 4K／8K 高畫質電視節
目，提升大眾觀影品質；另一方面，8K 技術高畫質的特性也開始被
用於救災現場，例如用於檢測地震斷層等災害原因或是從影像中找尋
急需救援的受害者。尤其是藉由直升機空拍，8K 技術可以在大範圍
的地區中立即找到災害現場及受害民眾，有助於掌握災害資訊。在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定期出刊的《放送研究と調査》9 月號中，即考
察了 8K 技術結合 AI 圖像識別技術之成果，並彙整 8K 技術應用在醫
療、安全和基礎設施維護等領域之最新進展趨勢。
關鍵字：8K、AI
44. 【大洋洲：澳洲】澳洲政府提案立法阻止極端分子利用社群平臺發
布極端暴力內容
洲別：大洋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

國別：澳洲
子分類：政策面

澳洲政府表示將建立新的治理框架，以阻止極端分子利用社群平
臺發布暴力內容。澳洲電子安全委員將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應審查的內
容，並與數位平臺業者合作，迅速封鎖代管網域（Block Domains
Hosting）
，阻止用戶接觸不當內容，同時建立 24 小時運作之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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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監測內容除恐怖攻擊事件外，還包括任何涉嫌謀殺、強姦、酷
刑或綁架等不當內容。
澳洲政府目前正考慮通過立法強制要求數位平臺提高其服務的
安全性，除了科技巨頭 Facebook、YouTube、Amazon、Microsoft 和
Twitter 之外，網路服務提供者包括 Telstra、Optus、Vodafone 與 TPG
等都預計在下個月底向澳洲政府提報監管暴力內容之執行建議，以供
政府做進一步的治理決策。
關鍵字：網域封鎖、暴力內容、數位平臺
45. 【非洲：肯亞】肯亞將向 YouTube、Netflix 徵收 OTT 稅
洲別：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國別：肯亞
子分類：政策面

肯亞資通訊部（Ministry of ICT）計劃對外國串流視聽服務例如
YouTube、Netflix 等進行徵稅，目前徵稅架構規劃已進入最終階段。
官方表示，不遵守規範的業者，政府得關閉其服務。此外，肯亞稅務
局 （ Kenya Revenue Authority ， KRA ） 也 已 宣 布 將 聯 手 通 訊 局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Kenya，CA）針對應用程式上的交易引
入增值稅義務，包括透過數位平臺購買的商品、服務和應用程式等，
都將可能納入肯亞稅務計算的一環。
關鍵字：OTT 稅、串流服務、線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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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創新應用

46. 【國際：跨國】VR 隱藏的數據風險及解決方案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VR 時代來臨，相關體驗迅速發展，但 VR 應用的數據蒐集卻尚
未受到監理。未來使用 20 分鐘的 VR 遊戲預計記錄 200 萬筆資料，
這些將可作為醫療數據，用來診斷或預測焦慮、抑鬱、精神分裂症、
成癮等病症，以及關於個人認知和身體功能的數據。
AR/VR 數據難以去識別化使用，因為每個使用者的動作都是獨特
的，故應視為個人身分訊息（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
。
若 VR 和 AR 數據遭到濫用，可能導致人們失去對身分的控制權。
對上述風險，隱私高峰會提出相關方案，例如在使用後規定時間
內刪除使用者數據、以易懂的語言傳達數據收集政策、若公司被併購，
用戶生物辨識訊息不可未經用戶同意轉移等。或是採取審查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的作法，由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審
查公司的隱私政策，評估公司的數據收集、儲存和使用政策對用戶的
風險，負責確定損害程度和可能性，並建議可採取的措施，以減少對
用戶的傷害。
關鍵字：VR、個資隱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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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國際：跨國】2019 年至 2024 年歐洲物聯網的挑戰和機遇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物聯網創新聯盟（Alliance for Internet of Things Innovation，AIOTI）
為因應歐盟新的政治週期（2019 年至 2024 年）
，制定未來推展物聯
網優先事項，AIOTI 認為歐盟未來的政策主軸為：
1. 定義和支持以人為本的方法：確保安全性、隱私和信任，作為「歐
洲製造」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的基礎。
2. 縮小歐盟區域與成員國間的數位落差：包括開發新的物聯網技術，
解決能源效率、氣候變化、智慧城市與食品安全等社會挑戰。
3. 利用物聯網數據，實現跨產業的「數據市場」
：期達到數據互通，
降低監理障礙等，以充分發揮創新物聯網應用的潛力。
4. 推動物聯網與其他技術（如下一代連接技術、AI、邊緣計算）的
融合，以維持和擴展歐洲在數位創新領域的領導地位。
5. 與 AIOTI 等產業代表進行對話，扮演歐盟執委會（EC）和歐盟
成員國間的橋樑，傳播物聯網知識，縮短物聯網相關問題的決策
過程。
關鍵字：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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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國際：跨國】WEF：數位化轉型後技能培訓的方向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2018 年發布
的《未來工作報告（Future of Jobs Report）》指出，隨著數位化持續轉
型，自動化與 AI 將產生許多新的工作機會，但同時有多達 3.75 億人
將面臨轉職與技能提升的需求。另根據麥肯錫《技能轉移：自動化和
勞動力的未來（Skill Shift: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kforce）
》
的研究，調查 3,031 名各國企業主管對未來技能的看法，指出需要高
認知能力、社交情感及科技技能的工作需求將會成長，如領導力、溝
通談判、批判性思考等；反觀依賴體力及手工類型的工作需求則在下
降，如數據輸入、環境維護等。
Vodafone 提 出 的 《 2019 年 全 球 趨 勢 晴 雨 表 （ Global Trends
Barometer 2019）
》指出數位科技技能將是未來 3-5 年內最重要的技能，
其次是溝通技巧（尤以健康管理與製藥業）
、人際技能（尤以科技或
媒體業）、程式語言、銷售、語言（尤以製造業）及創意等技能。
未來不論身處何種產業皆需要配合數位工具，政府及企業應積極
支持員工進修與發展新技能，報告也指出擁有高技能的員工較容易被
雇用及再訓練，並獲得較高薪資。
關鍵字：數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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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國際：跨國】WEF：數位經濟與大數據對旅遊業帶來的改變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新技術加速旅遊業的發展，使供需更加緊密，並改變行銷與商業
模式。在數位經濟下，商業模式的變化、新顛覆性技術的出現、社會
的變化、旅遊地區不安全現象的出現、自然災害等，為旅遊業的目的
地管理帶來新挑戰。大數據、物聯網（IoT）
、機器學習、AI、區塊鏈
等技術促進該產業的管理，包含持續監控績效、行銷最佳化、標竿學
習、監控目的地流量等。目的地管理者還可處理運用來自社群網路、
行動設備、信用卡、航班、機場等數據。
欲有效使用這些新的大數據來源尚有幾個障礙：(1)數據採集通
常需要大量投資儲存設備與軟體，以利數據分析；(2)大數據與其複雜
程度需要分析技能，而目前這些分析技能稀少且昂貴；(3)缺乏創新導
向的文化，以有效利用數據並將其轉化為競爭優勢；(4)促進知識轉移
的能力，在產品和服務以及新的商業模式誘發創新；(5)國家和地方在
目的地管理方面的垂直合作較差。
生態系統是變革的潛在驅動力，明確和共享的戰略是協調合作夥
伴和實現共同發展藍圖的關鍵，其中領導力也相當重要。組織必須透
過整合新數據來源升級知識庫，並促進分析工具的開發，以利將這些
數據轉化為決策資訊，因此，必須建立分析團隊。唯有能夠適應數位
經濟並有效利用數據的組織才能克服此新世界的挑戰，並獲取成功。
關鍵字：大數據、數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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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0. 【國際：跨國】UN：若無更佳的全球合作模式，「數位落差」將加
劇不平等現象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目前美、中兩國分別在數位經濟中創造大量財富，根據研究顯示，
該兩國在區塊鏈技術的專利比重為全球專利總數的 75%、IoT 的支出
費用占全球 IoT 總支出的 50%，另已占全球雲端計算市場超過 75%
的比重，而兩國合計占全球排名前 70 大的數位平臺企業的市值 90%。
然而，聯合國指出，世界其他國家，尤以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
屬於當前全球數位經濟市場發展最落後的國家，且此落後趨勢軌跡仍
會持續，進而加劇數位落差的不平等現象。最終，聯合國也提出全球
未來數位經濟市場的特色，將以大量的數據為驅動力、平臺業者主導
遊戲規則，而政府應發揮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關鍵角色。
關鍵字：數位落差、跨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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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9 月】
51. 【國際：跨國】Analysys Mason：提高對 IoT 的認知是促進採用 IoT
解決方案的關鍵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Analysys Mason 2019 年第一季針對全球 10 個國家 2,300 多
家中小企業與 670 家大型企業的商業調查顯示，不了解物聯網
（Internet od Things，IoT）的中小企業比例近 4 分之 1，大型企業僅
9%；對 IoT 不感興趣的中小企業比例為 36%，大型企業為 29%，表
示中小企業對 IoT 應用案例仍存疑，或沒有資源與專業知識佈署 IoT。
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對 IoT 感興趣的比例相似（分別為 23%和
26%）。但相對而言，中小企業在 IoT 解決方案的開發和佈署方面較
落後，大型企業投入更多的預算和資源探索如何在業務中利用 IoT，
因此大型企業計畫或開發 IoT 解決方案的可能性幾乎是中小企業的 2
倍，而擁有營運解決方案的可能性則是中小企業的 3 倍。
Analysys Mason 指出，對 IoT 認知不足仍是導入 IoT 的最大障
礙，業者應向企業展示 IoT 的優勢，以提高 IoT 解決方案採用率。
關鍵字：物聯網、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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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2. 【國際：跨國】Analysys Mason：小型企業認為其網路資安保護不
足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中小企業（Small and Midsize Business，SMBs）的資安市場規模
正迅速擴大及成長。Analysys Mason 預估，人員規模小於 1,000 人的
企業，2019 年在資安解決方案將支出約 500 億美元，且至 2024 年的
年平均成長率為 13%。
然而，市場必須仰賴資安業者提供更好的服務，資安業者也必須
清楚闡述小型企業面臨的資安風險和提高小型企業對資安產品方案
的認識。根據調查，微型企業在過去 12 個月的平均每位員工遭受駭
客攻擊的成本超過 400 美元，高於大型企業的 25 美元，小型企業也
較大型企業缺乏對新型態資安業者及產品的認知能力。
整體而言，缺乏專業資安人員及囿於有限預算，為各企業普遍發
展資安能力的阻礙，14%的小型企業認為其網路資安保護仍嫌不足。
關鍵字：中小企業、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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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3. 【國際：跨國】英美兩國陸續針對臉部識別推出禁令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
》報導，哈佛大
學研究員暨 AI 政策顧問 Mutale Nkonde 在美國 EmTech 會議提及，
禁止生物臉部識別的趨勢很快就會傳播到美國各州。波特蘭市正在考
慮一項禁止民營企業使用臉部辨識技術的法令，而先前舊金山、奧克
蘭和薩默維爾等城市則著重於禁止警察和政府機構的使用。
另外，英國則由10多位議會議員、25個人權團體、技術專家和學
者以及少數訴訟律師共同簽署一份聲明，呼籲英國警察和民營企業立
即停止使用「臉部識別進行公共監視」
。該份文件對臉部識別監控持
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從人權侵害到可能產生歧視的影響，且缺乏足夠
的法律依據、議會審議以及民主授權…等等。
微軟呼籲臉部識別需加強監理，但該論點並未獲得業者間的一致
認同。例如，HSR 認為有 99%的臉部識別應用是有益的，其餘 1%則
受 GDPR 約束，並以 Netflix 帳戶被駭客入侵為例，指出生物識別技
術比密碼更安全，其好處優於負面因素。
關鍵字：臉部辨識、生物識別、隱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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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9 月】
54. 【國際：跨國】IEEE 制定臉部識別的生物識別標準，建立道德指南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8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頻譜小組（IEEE Spectrum）正致力於制定臉
部識別標準，建立準確性報告和數據多樣性協議，並建構評估系統，
衡量臉部識別的應用情境，以解決隱私、種族和性別偏見，以及不準
確性等相關社會問題。另一個目標則是建立臉部識別軟體的使用道德
指南。
目前該組織已為臉部自動分析技術建立「P7013 包容與應用標準
（P7013 Inclusion and Application Standards）
」
。IEEE 高階成員兼 P7013
工作小組主席 Marie-Jose Montpetit 表示，可透過案例審查定義技術
的法遵標準（Compliance Standards）
，包括數據蒐集、分析位移及檢
測活動等。
關鍵字：臉部識別、生物識別

59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9 月】
55. 【歐洲：波蘭】Orange 和 Ericsson 在波蘭華沙啟動測試 5G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Orange Poland 與 Ericsson 共同宣布啟動波蘭首次的 5G 技術城市
測試，其測試網路使用 Orange 在波蘭頻譜拍賣中獲得的 3.4-3.6GHz
頻段的 80MHz 進行測試，測試網路主要在首都華沙的 Ochota 和
Powisle 兩個地區之間設置 9 個站點。
Orange Poland 已為受邀客戶提供 100 多個 5G 智慧手機和路由
器，以測試和體驗高達 900Mbps 的 5G 下載速度。電信業者預計在獲
得必要的 5G 頻譜後，將在 2020-2021 年推出商用 5G 服務。
Orange Poland 執行長 Jean-Francois Fallacher 表示，波蘭推出第
五代行動網路又邁前一步，經過 1 年多的實驗室和現場試驗，終於在
華沙開設 5G 網路測試。而 Ericsson 波蘭負責人 Martin Mellor 亦表示
Ericsson 一直引領全球 5G 推動，現將相同的技術引入，藉由與 Orange
Poland 的合作及持續投資，激發 5G 創新應用，促使波蘭成為歐洲 5G
的領先國家之一。

關鍵字：5G 測試

60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9 月】
56. 【美洲：美國】Facebook 透過研究獎金加速產出更多自然語言處理
方法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Facebook AI 於 2019 年 4 月發起 3 項研究提案計畫，包括深度學
習 的 自 然 語 言 處 理 （ Robust Deep Learning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高計算效率的 NLP 以及低度資源語言（LowResource Languages）的神經網路機器學習，目的為支持 NLP 和機器
轉譯的前瞻研究。
目前 Facebook AI 收到來自 35 個國家，共計 115 項提案計畫，並
從上述計畫挑選 11 項獲獎專案，作為 Facebook 開放式研究並強化與
學術單位的長期合作與交流。另一方面，Facebook AI 也宣布推出 AI
語言研究聯盟（AI Language Research Consortium），共同促進有關內
容語意理解、對話系統、訊息存取、情感分析、數據蒐集和移除、語
音翻譯等主題研究。聯盟會員將可取得 Facebook 資助的專案經費，
並可參與年度研究工作坊等活動。
關鍵字：自然語言處理、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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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7. 【美洲：美國】Google 與 YouTube 違反兒少隱私法將支付創紀錄
的 1.7 億美元罰鍰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Google LLC 及其子公司 YouTube 將支付創紀錄的 1.7 億美元的罰
鍰，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及紐
約檢察長共同針對 YouTube 之線上影音分享服務違反兒少保護行為
的問題達成和解。
YouTube 主要違反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COPPA）
，因其針對線上觀看兒童頻道用戶，透過持續
追蹤的方式分析其網路行為並獲取兒童個資訊息，事前並未獲得兒童
父母同意。根據投訴，YouTube 透過 Cookie 發送特定廣告予頻道觀
眾之商業行為，已令其賺得數百萬美元。該項違法事件成為美國國會
自 1998 年頒布 COPPA 以來，按律裁罰金額最高的案件。
關鍵字：個資隱私、兒少隱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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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8. 【美洲：加拿大】加拿大財政部推出新的服務與數位政策，以強化
數位政府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

國別：加拿大
子分類：政策面

加拿大財政部發布新的「服務與數位政策（Policy on Service and
Digital）」
，致力於提供更好的數位政府服務。新政策係將現有諸項政
策工具合併，政策要求項目約減少 3 成，並指定網路安全與服務部分
由專人負責。新政策與來自加拿大各地的利害關係人合作，確立具體
方向，使數位政府建立在以人為本的服務設計理念。該政策將於 2020
年 4 月 1 日生效，俾利各政府部門調適新政策之要求。
加拿大政府推動現代化政策，並提高創新技術和解決方案的能力，
如 AI 和區塊鏈，提供該國人民更好、更快、更便利的政府服務。為
支持新政策，財政部也發布服務報告，彰顯「加拿大政府服務策略
（Government of Canada Service Strategy）」中關鍵措施獲得的進展，
包括所有政府服務都改為一站式線上窗口、簡化稅務申報及改善就業
保險程序等。
關鍵字：數位政府、數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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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9. 【美洲：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和魁北克政府宣布在蒙特婁建立國際
人才專業中心，以促進 AI 發展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6 日

國別：加拿大
子分類：政策面

加拿大創新、科學及經濟發展部（Ministry of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與 魁 北 克 國 際 關 係 部 （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共同宣布於蒙特婁成立國際專業人才中心，以
推動 AI 發展，同時該組織也是 AI 全球合作夥伴（Global Partnership
on AI，GPAI）的一員。
國際專業人才中心將與產業界、科學界及民間社會合作，希望透
過關注倫理、人權、多樣性以及創新和經濟成長等議題，以負責任的
態度發展 AI，並期望達成強化該國 AI 商用化及採用相關科技能力的
任務。
聯邦政府承諾在未來 5 年內投資高達 1,000 萬美元，以便開始營
運後支持中心的活動；另魁北克省則宣布贈與 500 萬美元以創立或吸
引國際 AI 組織加入。
關鍵字：研發中心、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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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60. 【亞洲：跨國】新加坡 IMDA 宣布和重慶大數據局合作，加強中國
大陸西部和新加坡之間的數位連結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新 加 坡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與重慶大數據局（Chongqing Big Data Bereau，
CQBDB）合作，促進雙方電信業者合作關係，並啟動新中（重慶）國
際數據通道（International Data Channel，IDC），旨在加強中國大陸
西部與東南亞的數位連結，並支持雙方發展創新資通訊產業及數據導
向的商業活動。
IDC 的總數據容量為 260Gbps，將為新加坡和重慶用戶提供更佳
的網路體驗，如更低延遲、更少封包遺失（Packet Loss）和更好的網
路可靠性。就中國大陸而言，短期內 IDC 僅能供重慶 7 個工業園區
內的公司使用，但長遠來看重慶可成為中國大陸西部連結新加坡的樞
紐，IDC 的啟用可望為雙方串流影音內容、遊戲、線上學習產業等需
要高品質頻寬的產業帶來助力。
關鍵字：中國大陸、新加坡、數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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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推動 AI 專利申請新政，以支持發展東協工
業 4.0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市場面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IPOS）
結合先前的國際和智慧財產技能框架，宣布一系列支持東協工業 4.0
新計畫。IPOS 也將與各方利害關係人簽署 6 項備忘錄和合作協議，
以建立該國與全球企業合作的新管道。
IPOS 的「人工智慧專利優先計畫（AI2）」讓阿里巴巴集團 3 個月
內就獲得 AI 專利，相較專利申請平均需耗時 2-4 年，AI2 計畫快速
的申請流程，將使得創新者能夠將其 AI 的創新發明更快地推向全球
市場，同時也加強新加坡作為尖端技術智慧財產中心的地位。
另外，
「東協工業 4.0 基礎設施和製造加速計畫（ASPEC-AIM）」
為新的兩年期領航計畫，將於 2019 年 8 月 27 日啟動，以加速工業
4.0 專利申請並擴大申請人的範圍，為東協帶來經濟成長的機會。新
加坡和其他 8 個東協國家的智慧財產局將優先考慮金融科技、網路安
全和機器人等關鍵新興技術的專利申請。
關鍵字：AI 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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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 IMDA 與 SAC、ISCA 共同制定會計產業
數位計畫，旨在加速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實踐數位化轉型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趨勢議題

新 加 坡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 IMDA ） 與新加 坡會 計委 員會（ Singapore Accountancy
Commission，SAC）、新加坡特許會計師協會（Institute of Singapore
Chartered Accountants ， ISCA ） 共 同 制 定 會 計 產 業 數 位 計 畫
（Accountancy Industry Digital Plan，Accountancy IDP）
。此為 IMDA
中小企業數位計畫的一部分，旨在幫助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Small
and Medium-sized Practices，SMPs）實踐數位化轉型，提高生產力和
競爭力。
Accountancy IDP 提供數位藍圖，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實踐數位
化發展分 3 個階段，初始階段旨在協助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為新加
坡的數位經濟做好準備，並列出使其保持競爭力的基礎數位解決方案，
包括實踐管理、審計管理、稅務管理解決方案，以簡化操作和優化資
源；第 2 階段重點在於數位解決方案，透過數據的整合，利於數據分
析以產生更深入的見解；第 3 階段則是確定可行的先進數位技術，以
提供新的創新服務並開發更智慧化的業務，包括將 AI 的數位解決方
案應用於業務營運、提供審計與會計服務。
此外，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可透過 SMP 中心網站，進行全面的
業務診斷與各發展階段採取方案之建議。另有關 AI 等更先進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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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則可向會計技術與創新中心（Accounting Technology & Innovation
Centre）尋求協助。
關鍵字：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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