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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1. 【歐洲：跨國】Vodafone 預計創設歐洲無線電塔公司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 

Vodafone 宣布將分立自身無線電塔資產成立新公司，透過首次公

開募股或向國家等級投資者出售股權，希望在 18 個月內獲利，以籌

集資金減少債務。另表示近期已於義大利、西班牙與英國協議共用網

路基礎設施，上述投資組合將帶來更大獲利機會，包含出租資產以節

省成本，Vodafone 表示已收到許多關於無線電塔資產組合的報價。 

該計畫預計將成立歐洲最大的無線電塔公司，於 10 個國家擁有

超過 61,700 座無線電塔，約 4 分之 3 位於德國、英國、西班牙與義

大利等大型市場。Vodafone 希望盡快完成法律的分割（Spin-off）作

業，並在 2020 年 5 月前以「TowerCo」名稱營運。 

Vodafone 預估 TowerCo 可以分別帶來約 17 億歐元和 9 億歐元的

年收入和 EBITDA（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利潤），雖然預估收益龐大，但其

維運成本亦需大量資金挹注，Vodafone 將衡量成本投入與預估收益，

決定將哪些資產納入 TowerCo。 

 

關鍵字：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共用、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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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為電信產業建構安全框架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有鑒於固網及行網逐漸仰賴如中國大陸等國家的軟硬體解決方

案；英國政府計劃制定新的電信資安要求（Telecoms Security 

Requirements，TSR），以保護英國 FTTP 寬頻與 5G 網路免於威脅，

不過針對華為問題，尚未有定案。 

為防範軟硬體提供者造成的資安風險，新的 TSR 將打造 3 道防

線：（一）要求電信業者藉由採購及合約管理對設備商進行嚴格監督，

要求其遵守新的 TSR 規定；（二）在政府支援下，電信業者必須與設

備商密切合作，確保設備、系統與軟體安全測試，並支援現行驗證協

議；（三）針對現行造成英國資安疑慮之設備商實施額外管控。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進一步

同意以下事項：在產業指引中納入最新 TSR，使產業了解供應鏈風險

以提出因應對策減緩衝擊；將通傳產業作為安全與修復保證計畫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Assurance Scheme）的一環，取得電信業者與

設備商的協議資訊；運用 TSR 既有之資訊與審計權力調查可能違規

之行為；鼓勵設備商參與Ofcom主辦之情報威脅滲透測試計畫（Threat 

Intelligence-led Penetration Testing Scheme，TBEST）；增加網路安全與

修復之分析與報告。 

 

關鍵字：資安、5G、華為、電信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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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洲：美國】美國國會針對頻道斷訊問題提起新的立法草案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為避免 CBS 電視聯播網與 AT&T 間之頻道授權與斷訊爭議持續

擴大，美國國會議員 Anna G. Eshoo 和眾議院共和黨議員 Steve Scalise

於今年 7 月 25 日共同起草「2019 年現代電視法案（Modern Television 

Act of 2019）」，希望能就此廢止「1992 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

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

以下簡稱為 1992 年有線電視法）」中過時的規定，以解決常年以來頻

道授權爭議和斷訊問題。 

早在美國 1992 年有線電視法中規定，有線系統業者須取得頻道

業者再傳輸協議（Retransmission Consent），始得播送其節目內容。然

而，過去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之間常因為授權金等爭議問題，導致再

傳輸協議無法順利授權，因而也造成頻道斷訊等爭議問題頻傳。針對

此議題，美國國會議員 Eshoo 表示，過時的法令有害市場發展，頻道

斷訊事件也會傷害消費者權益，因此是時終止過時法令，提出新治理

的措施。 

2019 年現代電視法草案中針對頻道與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業者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MVPD）上下架爭議提

出新的規定，概述如下： 

1. 擴大原法規中訂定的「誠信」談判原則，並允許小規模的系統業

者得共同合作和頻道業者談授權，以降低授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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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業者（MVPD）和頻道業者因授權爭議談

判超過 60 天時，為保護消費者權益避免受斷訊問題影響，傳輸

業者仍應傳輸訊號；雙方當事人並應支付該爭議時段之內容授權

金或上架費。 

3. 取消原法案中的再傳輸協議（Retransmission Consent）、強制版權

許可（Compulsory Copyright License）等過時法律規定，讓業者

得以依照原著作權法（Copyright Law）來進行市場自由談判。 

4. 建立一套機制，讓主管機關 FCC 得以（非強制）作為中立的「第

三方仲裁」角色，當發生嚴重的惡意斷訊問題時，得以介入業者

談判，以保護消費者並確保版權擁有者能收到應有的費用。 

5. 鬆綁聯邦、州和地方當局，對有線電視服務費率的管制。 

6. 要求美國「聯邦審計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

每兩年提出報告說明該法案對消費者保護和市場影響的具體指

標，以供 FCC 和國會作為未來修法或執法上的參考。 

7. 維持傳輸業者再傳輸當地無線電視臺的權利，確保消費者能近用

當地媒體。 

該法案目前已獲得美國國會部分議員公開支持，是否會正式立法

通過則還有待美國國會審議通過。 

 

關鍵字：再傳輸協議、頻道上下架、斷訊、有線電視、頻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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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跨國】美國研究發現：ISP 業者對熱門串流影音平臺進行傳

輸流量限制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匯流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美國東北大學和麻薩諸塞大學最新研究發現，全球部分國家之網

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會針對特定串流

影音服務限速。該研究人員在全球 183 個國家或地區招募超過 12.6 萬

名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並於受試者手機內安裝 Wehe 應用程式來測試

全球 2,735 家 ISP 業者的網速表現。結果發現，在 7 個國家 30 個業

者中有明顯控管網路流量；而美國 Comcast 與法國主要 ISP 業者則無

明顯限速行為。 

該研究指出，德國的電信業者 Deutsche Telekom 將 YouTube 和

Amazon Prime 串流影音服務網速降至 1.5 Mbps；英國 Giffgaff 和 O2

則同樣將 YouTube 和 Netflix 等服務之網速降至 1 到 1.5 Mbps。此外，

在 2018 年初到 2019 年初之間，美國 ISP 業者除有針對串流影音平臺

降速行為外，同時亦有差別待遇的傾向。例如 T-Mobile US 在約 5 成

的測試結果中顯示有限制 Amazon Prime 串流影音服務網路速度，但

沒有限制 Skype 與 Vimeo 等服務；AT&T 約有 7 成時間都對 Netflix

服務限速，對 YouTube 的限速時間同樣高達 74%，但並未對 Amazon 

Prime 串流影音服務降速。 

儘管 ISP 業者對特定串流影音服務限速的行為會影響民眾觀看串

流影音節目的解析度，但該報告指出，影片的解析度有可能會受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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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本身的設備裝置影響，並非與業者之限速行為有直接因果關係。

但該報告認為，研究結果顯示 ISP 業者確實有差異化流量管制，且對

於大型串流影音平臺服務之限速做法最為明顯。 

 

關鍵字：網路中立性、ISPs、OTT 

 

 

5. 【國際：跨國】ITU：全球監理機構專題研討會採用 GSR-19 最佳實

踐指南，提供快速數位連結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舉

辦國際全球監理機構專題研討會，提出 GSR-19 最佳實踐指南，期透

過協作和創新的監理方法來釋放數位技術的潛力，快速實現數位連結，

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能夠從數位化轉型中受益。 

該指南強調需要採取更具可操作性、協作性和創新性的監理方法，

敦促監理機構與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新的監理工具和解決方案持開放

態度並立即採取行動。該指南提出 3 種創新方法實現包容性數位基礎

設施和服務： 

1. 共同管理的核心設計原則：以利協助因應新的技術與商業模式。 

2. 卓越監理與市場表現的基準：監理決策基於穩健、多方面與周全

的實證解釋，俾利對市場產生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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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於進行數位實驗的監理工具與方法：為促進對於數位市場的表

現有所貢獻，各國需要以新的態度與工具向更高層次的協作監理

邁進。 

 

關鍵字：ITU、監理、數位連結 

 

 

6. 【歐洲：跨國】歐盟執委會發布《5G：歐洲數位轉型的智慧連接》

報告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日前發布《5G：歐洲數

位轉型的智慧連接》報告（Factsheet: 5G－Smart Connectivity for 

Europ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解釋 5G 如何提供滿足智慧連接需

求的容量和性能。 

該報告揭示未來10年不僅行動通訊流量每兩年翻倍，新的應用程

式不斷地出現，AI 技術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5G 也將成為數

位經濟和社會的重要組成份子。就產業而言，從自動車到無線機器人，

為歐洲的可持續發展和就業提供良好機會。EC 預估5G 對垂直產業的

影響最大，5G 服務業者每年的全球附加價值將超過5千億歐元。 

歐洲電信業者與其他領先地區並駕齊驅，尤其今年推出真正的 5G

服務。歐洲是 5G 測試活動的全球領導者，開發新的商業契機，在歐

洲測試中投入超過 10 億歐元，每年投資 600 至 1,000 億歐元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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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歐盟會員國必須採取行動，以便提供必要的頻率。EC 於 2018

年啟動歐洲 5G 觀測站（European 5G Observatory），透過追蹤主要市

場發展和成員國採取的籌備行動，監測 5G 行動計畫的進展情況。 

 

關鍵字：智慧連結、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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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7. 【國際：跨國】5G Americas 發布《5G 進階天線系統》白皮書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5G Americas 於 2019 年 8 月 15 日發布《5G 進階天線系統

（Advanced Antenna Systems for 5G）》白皮書，探討目前進階天線系

統（AASs）技術和提升頻譜效能的趨勢，進階天線系統將有助於提高

5G 數據速度、覆蓋範圍和用戶體驗功能。 

該白皮書為日益複雜的無線天線系統提供技術細節，並說明天線

系統如何成為 5G 網路開發和佈建的核心，內容具體如下： 

⚫ 5G 的無線電系統透過 64 個或以上的收發訊機和天線陣子達

到波束成形和波束管理技術，這種技術的提升使得覆蓋範圍

和容量相較 LTE 皆大幅增加。 

⚫ 由於天線陣列（Antenna Array）的自由度增加，甚至可同時供

多用戶使用，在不增加更多天線陣子的情況下，巨量 MIMO

（Multi-input Multi-output，多輸入多輸出）可增加更多容量。 

⚫ 透過上百個收發訊機和天線陣子所整合的無線電陣列，以推

進毫米波（mmWave）頻段使用發展。 

⚫ 透過上述技術將顯著改善 Sub-6 GHz 和 mmWave 範圍高頻頻

譜的覆蓋範圍。 

2 通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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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基於（不同的）站臺位置、服務和使用案例進行不同的佈

建運用。 

AAS 將適用於 5G NR 的獨立（Standalone，SA）和非獨立（Non-

Standalone，NSA）模式，在佈建 AAS 時，業者需考慮包括性能與成

本、電磁場（Electro-Magnetic Field，EMF）等因素和佈建限制。 

 

關鍵字：AASs、5G、天線系統 

 

 

8. 【歐洲：跨國】歐盟執委會針對制定接續費展開公眾諮詢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針對會員國之固網語音

接續費（Fixed Voice Termination Rates）及行網語音接續費（Mobile 

Voice Termination Rates）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間由 2019 年 7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8 日止。 

接續費係指使用不同電信業者的用戶進行通話時，電信業者需連

接至另一業者網路而產生之接續費用。由於只有該受話用戶的業者可

將通話轉接至受話端用戶，因此接續服務可視為獨占市場。這可能導

致由於批發接續費過高，電信業者將接續費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之風險。 

目前歐盟會員國皆遵循歐盟執委會的綱領訂定接續費，但各會員

國對最高接續費仍有分歧。為將數位服務市場打造成單一、競爭市場，

歐盟執委會期望會員國的管制條件具有一致性。一個泛歐盟的最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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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費將有助於減少電信市場的零碎化，從而確保更競爭、跨國的環境，

進而保障歐盟的用戶。 

 

關鍵字：接續費 

 

 

9. 【歐洲：跨國】Vodafone 正式收購 Liberty Global 於德國、捷克等

國的業務，大幅擴展歐洲電信市場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 

Vodafone 集團以 184 億歐元收購 Liberty Global 在德國、捷克、

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業務。雖然收購案受到德國市場競爭對手德國電

信（Deutsche Telekom）的強烈反對，但 Vodafone 集團已針對歐盟執

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列出之競爭問題清單提出各種補救

方案，包括與德國電信簽署批發接取協議（Wholesale access agreement）

等，因此 EC 仍在上個月通過該交易。 

Vodafone 集團表示，透過本次收購該集團已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

匯流服務業者（Converged Operator），擁有 5,400 萬有線與光纖寬頻

家庭用戶，其「下一代網路」更涵蓋多達 1.24 億之家庭和企業用戶。

截至今年第 2 季，包括 Liberty Global 在內，固定和匯流網路服務收

入幾乎佔集團在歐陸一半的消費者收益。 

 

關鍵字：Vodafone、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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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歐洲：英國】Ofcom 針對手機資費方案提出新監理措施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提出新監理措施保障行動通訊用戶。Ofcom 要求實施更

為公開透明的措施，行動通訊業者與用戶簽訂手機資費方案時必須分

別告知手機價格與通訊費用；手機資費方案禁止超過 24 個月，以降

低用戶換約的不便性；用戶自本月起如要更換電信業者以簡訊通知即

可。而根據歐盟相關規定，新制最晚必須在明年底全面實施。 

同時，Ofcom 宣布英國行動通訊業者巨頭 EE、O2、Tesco Mobile、

Virgin Mobile 與 Vodafone 承諾降低合約到期的用戶資費。針對合約

到期用戶，業者也分別採取不同策略：如 EE 與 Vodafone 資費降價期

間將超過 3 個月；O2 月租用戶降價相當於單純 SIM 卡 30 天的資費

方案；Tesco Mobile 將減少月租用戶資費，以彌補過去超額支付的通

訊費；Virgin Mobile 則是將用戶轉為相當於單純 SIM 卡 30 天的資費

方案，所有的優惠措施將在 2020 年 2 月前實施。 

此外，Ofcom 將於今年秋天推出消費者資訊活動，推廣更換行動及

寬頻業者的優點；Ofcom 於年底將公布各業者寬頻價格報告供消費者

參詳。 

 

關鍵字：資費管制、行動通訊、手機資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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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洲：英國】英國釋出共用頻段及接取執照相關規定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於 2019

年 7 月 25 日釋出 4 個共用頻段及 2 種接取執照相關規定。本次釋出

共用頻段包含 1800MHz、2300MHz、3.8～4.2GHz、24.25～26.5GHz，

提供作為專網、增加行動覆蓋率、創新應用等使用。有意願使用共用

頻段之業者可申請共用接取執照（Shared Access Licence）。使用費方

面，除 24.25-26.5GHz 頻段固定每年收取 320 英鎊的使用費外，其餘

頻段每 10MHz 頻寬每年收取 80 英鎊的使用費。 

而共用接取執照又分為單一地區（Per Area Licence）低功率執照

（Low Power Licence），以「使用範圍」為授權對象，半徑 50 公尺為

單位；以及單一基地臺（Per Base Station Licence）中功率執照（Medium 

Power Licence），以「基地臺」為授權對象，且僅能佈署於鄉村地區。 

另外，業者也可申請地區接取執照（Local Access Licence）接取

「已授權予行動網路業者之全國性頻譜，但業者未使用之地區頻譜」，

該執照期限為 3 年，每次收取 950 英鎊使用費。 

 

關鍵字：專網、共用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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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歐洲：英國】英國 MVNO Sky Mobile 預計 11 月前開始提供 5G

服務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 

英國 MVNO 業者 Sky Mobile 將與英國行動網路業者 Telefonica 

UK 合作，使用其 5G 網路。Telefonica UK 預計於 2019 年 10 月起提

供 5G 服務，而 Sky Mobile 則將於 2019 年 11 月前推出 5G 服務。 

Sky Mobile 5G 服務所使用之頻率及服務提供範圍與 Telefonica 

UK 相同。該 5G 通訊系統將採用與 3GPP 標準相符之新無線電系統

（New Radio，NR），並導入非獨立 5G（Non-Standalone，NSA），頻

率則使用 3.5GHz 頻段（NR 頻段為 n78）。 

目前其 5G 服務預計於英國首都倫敦、斯勞、里斯、愛丁堡、卡

地夫、貝爾法斯特等城市推出。Sky 已開始販售對應 5G 之智慧型手

機，含華為的 HUAWEI Mate 20 X（5G），也預計販售三星的 Samsung 

Galaxy S10 5G。 

至目前為止，英國已有部分行動業者推出 5G 商用化服務，而 Sky 

Mobile 則有望成為英國第 1 個推出 5G 服務的 MVNO。 

 

關鍵字：5G、MV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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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洲：英國】英國舉辦競賽促進國際級會議中心寬頻基礎建設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作為觀光部門協議（Tourism Sector Deal）的一環，英國數位、文

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將提供 25 萬英鎊競賽獎金以促進英國會議中心之寬頻基礎

建設。英國於 2017 年共舉辦 592 次國際會議，商務旅客約占 2018 年

英國 3,800 萬造訪人次的 4 分之 1，其花費支出約為 45 億英鎊。本次

投資將有助英國成為更有吸引力的國際會議舉辦地，吸引更多商務旅

客。 

參與本次競賽之會議場地須可容納超過 400 位國際代表，且於去

年舉辦過至少 1 次國際會議，其會議需有 3 分之 1 以上出席者來自於

國外，或可證明明年度有舉辦國際會議之計畫。而得獎者可獲得獎金

以升級既有連線設備，支援更快速及高容量之數據傳輸，有助會議中

心提升 Wi-Fi 容量或提供互動式內容及實況轉播。 

 

關鍵字：寬頻、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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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歐洲：法國】法國 Arcep 公布 3.4 - 3.8 GHz 頻段 5G 拍賣程序草

案，並進行公共諮詢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法國電子通訊與郵政管理局 （ 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ARCEP）公布 3.4 - 3.8 GHz

頻段 5G 拍賣程序草案，並進行公共諮詢，預計於 3.4 - 3.8 GHz 頻段

釋出 31 個 TDD 區塊。 

第 1 階段申請者提交佈建承諾後，若有 4 位以下競標者則每人獲

得 1 固定價格之區塊，每塊至少為 40 MHz；如超過 4 位競標者，則

再針對 4 個區塊進行競標。第 2 階段為多回合競標，上階段得標者亦

可參與以獲得額外頻段，每區塊為 10MHz；每個競標者最多可取得

100MHz。直至所有區塊得標者出爐，將另外展開新競標，決定擁有

者於頻譜的位置。 

頻譜執照義務方面，Arcep 計劃得標者必須穩定提升 5G 建置、提

升道路連網速度、啟動 5G 創新應用功能、加速 IPv6 位址轉換、在重

點城市及經濟區域推出 3.4-3.8 GHz 頻段 5G 佈建；2020 年前至少於

2 座城市提供 5G 服務，於 2022 年前營運 3,000 個站點（Sites），並逐

年增加至 2025 年 12,000 個站點。 

佈建承諾方面，Arcep 提供 5 項佈建承諾供申請者選擇，包括利

用 5G 提高法國其他經濟產業之競爭力、改善室內覆蓋率、在行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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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提供固網接取商品、達到公開透明、增進業者之創新應用。待申

請者完成選擇後，Arcep 會將承諾納入執照持有人應承擔的義務事項，

該承諾將具有法律約束力，用以補充頻譜執照義務。 

執照期限為 15 年，並得展延 5 年，有意參與競標者須於今年 9 月

4 日前向 Arcep 提交申請。 

 

關鍵字： 5G、頻譜拍賣、3.4 - 3.8 GHz、中頻段 

 

 

15. 【美洲：美國】ITS 在 3.5GHz 頻段上完成頻譜共用模型的最終測試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9 日 

美國電信科學研究院（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 Sciences，

ITS）於 7 月 18 日向參與頻譜共用測試的企業發布最終測試報告，該

模型允許在 3.5GHz 公民無線寬頻服務（Citizen Broadband Radio 

Service，CBRS）頻段進行商業與軍事使用。測試完成後將推動該頻

段內初步商業佈署，其出色的容量與覆蓋能力備受讚譽，憑藉現有的

4G LTE 技術，業者已開始開發支持 5G 佈署的規範。 

ITS 的測試包括使用各種場景和情況測試頻譜接取系統

（Spectrum Access System，SAS）管理 CBRS 設備的能力，同時保護

3.5GHz 頻段內現有聯邦與商業營運。 

ITS 在去年對 CBRS 頻段的環境感測能力（Environmental Sensing 

Capability，ESC）感測器進行認證測試，ESC 感測器預計與 SAS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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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業以實現動態頻譜共用，並於 2019 年 4 月獲得 FCC 認證。SAS

與 ESC 測試完成也延續 ITS 過去 100 年在電信領域進行獨立研究與

工程的傳統，促進頻譜有效使用。 

 

關鍵字：3.5GHz、頻譜共享、CBRS 

 

 

16. 【美洲：美國】Sprint 與 T-Mobile 合併案獲美國司法部批准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 

美國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於 2019 年 7 月

批准 T-Mobile 與 Sprint 間涉 260 億美元的合併案，並被要求將資產

分割（Divestiture）予 Dish Network 作為交換。具體而言，T-Mobile 和

Sprint 將被要求將 Sprint 的預付業務和 800MHz 頻譜資產分割予 Dish 

Network，兩家業者也需至少出租 2 萬個基地臺和數百個零售地點，

予 Dish Network 使用。另外，在 Dish Network 建立自己的 5G 網路期

間，T-Mobile 必須准予其在 7 年內可接取 T-Mobile 的網路，兩家業

者的智慧型手機也須支援 eSIM 技術。 

DoJ 反托拉斯法負責人 Makan Delrahim 表示，合併和分割資產將

有助於確保提供美國消費者高質量的 5G 網路。T-Mobile 執行長 John 

Legere 也認為這次核准結果是雙贏局面。而 FCC 主席 Ajit Pai 已批准

這項交易，並將採取正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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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合併案使 Dish Network 成為擁有基礎設施的新興業者，及市

場第 4 家競爭業者，該公司將為 Sprint 的資產支付約 50 億美元，其

中包括預付業務的 14 億美元和 800MHz 頻譜的 36 億美元。Dish 

Network 已經規劃推出兩階段計畫之一的 5G 網路建設，以符合 FCC

對其現有頻譜執照的使用條件，但尚未提供精確的時程表。 

在 DoJ 宣布後，Dish Network 承諾在 2023 年 6 月之前推出能夠

服務美國 70%人口的 5G 網路建設，同意若在時限後未達成承諾，則

需向財政部繳納 22 億美元。Dish Network 主席 Charlie Ergen 也聲明，

將會有超過 210 億美元的頻譜投資，旨在將 Dish Network 轉變為網

路業者。 

司法部表示，來自 5 個州的法務官員（包含先前加入訴訟以阻止

交易者），接受其資產分割提案足以緩解市場競爭問題。但上述由州

官員提起的訴訟尚未結案，將於 10 月份進行審判。而 T-Mobile 營運

長 Mike Sievert 表示，在與州訴訟進行時，將持續照原規畫進行。 

儘管合併的兩家業者認為結果很滿意，但仍有不滿的聲浪：鄉村

無線協會（Rural Wireless Association）表示合併聲明不夠充分，並認

為 Dish Network 身為創建初期的網路業者， 3 年的時間並不足以建

設網路成為一個基礎設施業者，難以成為美國第 4 大競爭者。 

 

關鍵字：Sprint、T-Mobile、Dish Network、新進業者、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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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洲：美國】PATH 向 FCC 提出普及服務基金變更建議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1 日 

人工智慧、遠距醫療和機器人醫療保健應用合作組織（Partnership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lemedicine & Robotics In Healthcare，PATH1）

於 2019 年 7 月 29 日向 FCC 提出關於變更普及服務基金（Universal 

Service Fun，USF）管理辦法的建議案。在現行的體制下，USF 使用

於以下 4 個領域：高成本、學校及圖書館、鄉村醫療保健、生命線

（Lifeline），每個領域皆有補助金額上限，高成本領域的補助上限為

45 億美元、學校及圖書館為 41 億美元、生命線則為 23 億美元，鄉

村醫療補助上限最少，為 5.81 億美元，FCC 將訂定一個統一的補助

金額上限。 

PATH 觀察到自 2014 到 2017 年，鄉村醫療的基金需求上升 50%，

增加比例較其他 3 個領域高。為因應此狀況，PATH 提出 2 點建議： 

1. FCC 移除個別領域補助上限，改以整體基金補助上限管理以靈活

調用資金，此後將根據資金需求在各領域之間重新分配資金。 

2. FCC 增加補助以建置校內醫療服務，特別是遠距照護。 

 

關鍵字：普及服務基金 

 

 
1 PATH 是由各領域先進，為了更好的醫療應用及推廣先進科技所組成的聯盟。PATH 及其成員

努力爭取決策者與大眾於尖端醫療科技使用相關議題上的支持，推動創新計劃與研究，並砥礪

前行，為全球醫學、生態系統與先進技術的整合上鋪平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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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洲：美國】DISH 承諾在 2023 年前實現 70%的 5G 覆蓋率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美國無線網路市場的新進業者 DISH（原為直播衛星業者）與 FCC

達成協議，承諾建立一個包括 15,000 個基地臺的 5G 網路，並於 2023

年 6 月達到 70%的美國人口覆蓋率。 

DISH 最近同意收購 Sprint 的全國性 800MHz 頻譜組合及預付行

動業務，其中包含 Boost Mobile 和 Virgin Mobile。同時 DISH 要求監

管機構延長先進無線服務（Advanced Wireless Service，AWS）的

700MHz E 區塊（E-block）和 AWS H-block 之執照使用期限及其相關

施工期限，以滿足 DISH 自身推出的 5G 網路服務上線時間。 

根據協議，DISH 將獲得 T-Mobile LTE 核心網路（LTE Core）使

用權限長達 7 年，允許先提供用戶服務直到成為完全獨立的無線網路

業者。另 DISH 亦承諾將在 2022 年 6 月 14 日之前佈建 20%人口覆蓋

率的核心網路和基礎設施。 

 

關鍵字：5G、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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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洲：美國】美國免費電話號碼（833 代碼）拍賣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將於 12 月 17 日展開免費電話號碼（833 代碼）之實驗性拍賣，這將

是 FCC 首次使用拍賣機制分配免費電話號碼。拍賣包括 833 免費代

碼中約 17,000 個熱門號碼，其中許多號碼是易於記憶的，例如 833-

LAWYERS 或 833-333-3333。 

除了確定拍賣日期之外，FCC 今天通過的公告還為有興趣參與競

標者確定其他關鍵日期和截止日期，並製定拍賣程序，包括以下內容： 

⚫ 申請要求，包括資訊披露和認證，以及對申請人的禁止和限

制，以促進拍賣完整性。 

⚫ 招標程序，包括預付款，招標格式和期限，以及違約時的應付

款項。 

⚫ 拍賣後程序，包括付款截止日期和免費電話號碼預訂要求。 

FCC 將進一步研究拍賣結果，以評估如何以最佳方式公平有效地

分配未來的免費電話號碼，以改良過往按照先到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的分配原則。 

 

關鍵字：電話號碼、電話號碼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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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洲：美國】Verizon 尋求 FCC 許可進行 3.5GHz 測試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美國 Verizon Wireless 已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申請特殊暫時性許可（Special 

Temporary Authority，STA），希望 FCC 允許其使用 3.5GHz 公民無線

寬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CBRS）頻段進行 TD-

LTE 測試。 

網際網路資料研究機構 Light Reading 指出，Verizon 已經準備數

月且已佈建使用公民無線寬頻服務頻段的天線，而此特殊暫時性許可

涵蓋期間為 2019 年 8 月 8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若獲准，測試地

點為麻薩諸塞州的 Methuen，使用頻率為 3650MHz-3700MHz。 

雖 3.5GHz CBRS 頻段已經被指定未來將用於 5G 通信，然 FCC

官員表示，拍賣不太可能在 2020 年第 2 季前進行，因此 Verizon 先行

佈建測試場域，以確保其在 CBRS 中的頻譜應用。 

 

關鍵字：Verizon、FCC、CBRS、3.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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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洲：美國】 FCC 主席提議於特定條件下，同意 T-Mobile 和

Sprint 合併案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4 日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主席 Ajit Pai 於 2019 年 8 月 14 日發布命令草案，將在符合特定條件

下核准 T-Mobile 與 Sprint 的合併案。委員會工作人員對擬議的交易

進行全面審查，包括大量的商業文件以及申請人和其他評論者提交的

眾多工程與經濟模型，並對 T-Mobile、Sprint 和第三方間的公共利益

進行獨立分析。審查後，工作小組提出核准建議，供委員會審議。 

這項交易將為更多的美國民眾帶來快速的 5G 無線服務，並有助

於縮小農村地區的數位落差。此外，本次合併不但將促進行動無線寬

頻市場競爭，開始採用關鍵的中頻頻譜，並為固定寬頻市場帶來新的

競爭。 

 

關鍵字：5G、T-Mobile、Sprint、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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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洲：巴西】Nokia 與華為對巴西 5G 產業的未來充滿信心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巴西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巴西將於 2020 年進行頻譜拍賣，預計釋出 2.3GHz 及 3.5GHz，

而 700MHz 及 26GHz 亦可能會一併進行拍賣。不過華為表示，雖然

今年 4 月鄰國烏拉圭成為第 1 個將 5G 用於商業用途的拉美國家，且

墨西哥也較巴西提前 1 到 2 年商用。但華為認為計劃於 2020 年 3 月

舉行的巴西頻譜拍賣如果能準時舉行，仍有可能趕上其他拉美國家佈

建 5G 產業的時程。 

今年 5 月，巴西國家通訊管理局（ Agência Nacional de 

Telecomunicações，Anatel）為 5G 規劃 2.3GHz 和 3.5GHz 頻率，而

26GHz 和 700MHz 頻段將用於支持工業用途的超可靠低延遲通訊

（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URLLC）。Anatel 的決

策呼應 Nokia 拉丁美洲的首席技術長 Wilson Cardoso 在 2018 年 12 月

接受採訪時所述，他相信拉丁美洲的 5G 服務將首先進入工業運用，

該公司與智利和巴西當地的廠商在礦業、智慧電網和農業皆有合作。 

此外，5G 在巴西發展還面臨著網路覆蓋方面的挑戰，欲獲得良好

5G 覆蓋能力所需要的基地臺數量將是過往的 4 倍，因此需要大量的

建設，但巴西對基地臺建設的規定卻因城市而異，這讓整個建設過程

變得非常複雜。所幸，近年巴西在基地臺和天線建設方面也進行了法

規調適，將使巴西 5G 產業受益。 

關鍵字：5G、頻譜拍賣、2.3GHz、3.5GHz、26GHz、7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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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亞洲：日本】Docomo 財政持續受降價政策影響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為避免費用計算機制不透明，日本政府於 2019 年 4 月批准《電

氣通信事業法》的修正案，預計於 2019 年秋季開始禁止手機資費方

案。受限於此法案，日本最大行動業者 NTT docomo 的 2019 年每用

戶平均收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再度減少，利潤和

行動服務營收亦皆大幅下降。 

NTT docomo 在 4 月至 6 月間的淨利潤、本季度營業收益與前年

同期相比，分別減少 11.9%與 1.5%；行動服務營業額減少 18.6%；設

備銷售額減少 6.1%；行動服務每用戶平均收入則從 2018 年第 1 季度

開始略微下滑至 6 月底的 5,250 日元；資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則下降 21.7%。但寬頻服務收益則成長 17.5%，智慧生活業

務收入亦成長 1.7%。 

NTT docomo 雖擁有 38%的用戶市場，但其在 2020 年財政目標的

成本節約中，1,200 億日元的目標僅實現 300 億日元。但行動服務用

戶與前年同期相比成長 3%，達到 7,890 萬，將近 5%的行動服務用戶

轉向 6 月 1 日將推出的新行動服務計畫。 

NTT docomo 表示將為 9 月 20 日開始的世界盃橄欖球賽，在 8 座

體育館及橫跨全國佈建 5G 服務。 

 

關鍵字：NTT docomo、手機資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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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亞洲：日本】總務省公布 2018 年度電信號碼使用狀況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 

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8 月 2 日公布 2018 年度電信號碼使用狀

況，分述如下： 

1. 電信號碼的主要使用數量 

截至 2018 會計年度（2019 年 3 月 31 日） 

⚫ 固定電話的 0AB-J 號碼大約 6,000 萬個號碼 

⚫ IP 電話的 050 號碼大約 1,012 萬個號碼 

⚫ 行動電話和 PHS 的 070/080/090 號碼約 1 億 7,712 萬個號碼 

2018 會計年度（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 行動電話和 PHS 的行動攜碼（ポータビリティ）生效數約 506

萬個號碼 

2. 要點 

⚫ 從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底，用於固定電話的 0AB-J 號碼數量

減少約 133 萬（下降 2.2%），且仍持續減少。 

⚫ 從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底，用於 IP 電話的 050 號碼數量增加

約 11 萬個（增加 1.1%），且仍持續成長。 

⚫ 從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底，用於行動電話和 PHS 的

070/080/090 號碼數量增加約 246 萬（增加約 1.4%），且仍持

續成長。 

⚫ 從 2017 年 10 月提供新的 020 M2M 號碼，2018 年底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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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數約為 684 萬。 

     

關鍵字：電話號碼 

 

 

25. 【亞洲：日本】樂天行動將擴大 KDDI 網路漫遊區域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樂天行動（Rakuten Mobile）與 KDDI 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簽訂

漫遊協定，2026 年 3 月底以前將由 KDDI 提供樂天行動全國漫遊，

漫遊範圍為東京都特別區（東京 23 區）、大阪府大阪市與愛知縣名古

屋市以外之網路建設未完成地區。 

而近期 KDDI 也指出，將於主要都市（東京都特別區、大阪府大

阪市與愛知縣名古屋市）的地下鐵、主要建物等地區提供樂天行動漫

遊服務。 

樂天行動將在漫遊協定結束前完成日本全國網路整備，並依序在

網路整備完成的區域切換回使用自建網路。 

 

關鍵字：國內漫遊、新進業者、樂天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年 8月】 

33 

26. 【亞洲：日本】日本第 4 家 MNO 樂天行動預計 10 月 1 日起提供商

用服務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日本樂天於 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度第 2 季決算說明會」上

宣布，樂天行動（Rakuten Mobile）將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以行動

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MNO）身份提供行動通訊服務。 

樂天行動預計服務推出初期，僅提供部分服務（Small Launch），

未來以「Hop、Step、Jump」3 階段推出完整服務。第 1 階段「Hop」

將僅限既有用戶使用，樂天行動將在確認網路安全性後，於第 2 階段

「Step」開放新用戶線上申請，第 3 階段「Jump」才開放於實體店鋪

申請。 

樂天首席技術長（Chief Technology Officer，CTO）Tareq Amin 指

出，核心網路已 100%完成，並開始在公司內運轉，現正加強網路的

穩定性與安全性，期於 10 月推出世界首個用戶端對端（End to End）

的完全虛擬化網路。詳細服務內容預計於 9 月上旬發表。 

 

關鍵字：樂天、MNO、商用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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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亞洲：日本】日本各大通信業者將啟動 5G 商用試驗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為因應日本 2020 年春季 5G 商用化，日本總務省責成日本各大通

信業者進行商用試驗，在真實環境中檢視各項技術指標。 

在關於增強型行動寬頻通訊（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

的驗證實驗中： 

NTT DoCoMo 將和仙台電視合作，在 9 月的世界盃橄欖球賽中，

於 5G 終端設備重現富有臨場感的視聽內容。NTT DoCoMo 也將與和

歌山縣立醫科大學合作，推動遠距醫療實驗，在 5G 超高速通訊的幫

助下，資深醫師可以透過高畫質視訊會議在遠端給予指示，讓需要高

科技治療的病患就近由一般醫師負責診療。 

在 關 於 超 可 靠 低 延 遲 通 訊 （ 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URLLC）的驗證實驗中： 

SoftBank 的相關企業「無線城市規劃公司」將與「先進行動公司」

合作，於靜岡縣測試卡車隊之隊列行進與車輛遠距監視、遠距操控。

KDDI 則與信州大學合作，透過搭載 4K 攝影機的無人機拍攝山難遇

險者，並將影像傳送給搜救隊以加強登山搜救作業。 

 

關鍵字：遠程醫療、無人機、遠程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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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亞洲：日本】總務省針對樂天行動基地臺整備延遲實施行政指導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日本總務省對新進行動業者樂天行動（Rakuten Mobile）的基地臺

整備進度延遲事宜實施行政指導。2019 年 3 月，總務省要求樂天行

動提出基地臺佈建狀況的具體計畫，但 2019 年 6 月底時呈現進度延

遲的情形。因此，總務省在 2019 年 7 月 17 日要求樂天行動提出修正

計畫，以達到計畫所訂 2019 年底前佈建的基地臺數量。 

總務省將繼續確認樂天行動的行動基地臺整備進度以及關注其

服務提供情形，同時也確保樂天行動在緊急通報與對使用者的說明上

確實落實電信業者的義務。 

 

關鍵字：樂天、基地臺 

 

 

29. 【亞洲：香港】香港將於 10 月開始拍賣 5G 用的 Sub-6GHz 頻段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香港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4 日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OFCA）宣布將陸續進行 3.3GHz、3.5GHz 及 4.9GHz 的頻

譜拍賣，其中 3.5GHz 為首波拍賣頻譜，申請者需於 2019 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13 日間向 OFCA 提出申請，並預計於 10 月 14 日舉行頻譜

拍賣。而 4.9GHz 及 3.3GHz 亦將隨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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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3.5GHz（3.4GHz-3.6GHz）將以 10MHz 為單位頻寬，釋出

20 個區塊，總頻寬為 200MHz，頻譜取得上限為 70MHz，頻譜使用

費的最低金額則為 400 萬港幣/MHz。 

4.9GHz（4.84GHz-4.92GHz）將以 40MHz 為單位頻寬，釋出 2 個

區塊，總頻寬為 80MHz，頻譜取得上限為 40MHz，頻譜使用費的最

低金額則為 300 萬港幣/MHz。 

3.3GHz（3.3GHz-3.4GHz）將以 10MHz 為單位頻寬，共釋出 10

個區塊，總頻寬為 100MHz，頻譜取得上限為 40MHz，頻譜使用費的

最低金額則為 200 萬港幣/MHz。 

3.5GHz 及 4.9GHz 未來將可用於室內及室外的行動通訊服務，而

3.3GHz 則僅可用於室內行動通訊服務。 

 

關鍵字：5G、頻譜拍賣、Sub-6GHz、3.3 GHz、3.5 GHz、4.9 GHz 

 

 

30.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廣電總局發布 5G 發展藍圖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2019 年 8 月 19 日，中國大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關於推動

廣播電視和網路視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揭示廣電 5G 建設的

方向和時間表，期能於 2025 年，在 5G 網路和智慧廣電建設方面獲

得重要成果。具體發展方向則包括加速建設中國廣電 5G 網路，打造

融合媒體傳播、智慧廣電承載、智慧萬物互聯、行動通訊營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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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綠色安全監管為一體的新型國家資訊化基礎網路。 

而中國廣電應如何建設廣電 5G，專家認為應利用 700MHz 建置

4G 網路，盡可能發揮目前手機已支持 700MHz LTE 的優勢，發展行

動通訊業務，未來逐步發展至 5G。 

5G 時代，影音業務也將成為 5G 發展重點，諸如 5G 直播、5G 影

音等將促進電信業者業務成長。而影音業務作為中國廣電的優勢，也

將成為中國廣電未來 5G 發展重點。 

 

關鍵字：5G、中國廣電、匯流 

 

 

31. 【亞洲：中國大陸】如何定價 5G 資費?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通訊業者應如何在民眾期望及營收壓力間取得平衡將成為 5G 時

代的重要課題。日前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相繼發布 5G 資費消息，資

費定價分別為最低 199 人民幣/月和 190 人民幣/月。儘管定價已略低

於其他 5G 商用國家，然而民眾在享受過 4G 低廉的資費後，紛紛表

示無法負擔 5G 服務的高資費。 

觀察 5G 商用國家，在已商用化國家，如韓國、美國、芬蘭、英

國、德國等，5G 服務的資費均在 250 人民幣/月以上，甚至高達 598

人民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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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多重壓力，業者也在考慮新的定價方法，而網速、延遲時間、

網路切片服務、網路各類性能等均可以作為 5G 資費設計的因素，且

上述因素還能夠和應用服務結合，與傳統的定價方式有很大的差距。 

3G 及 4G 時代，訊務量在電信業者定價體系扮演重要角色，而網

路峰值速率、延遲時間等性能指標，雖然影響用戶的網路體驗，卻不

會影響資費。然而 5G 時代，不論是網路延遲、網路延遲與尖峰時間

網速結合，或提供不同網路切片服務等，均將成為業者定價因素之一。

多元化定價形式也將是中國電信業者的未來發展方向。 

 

關鍵字：5G、電信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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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32. 【歐洲：跨國】歐洲線上反仇恨言論防治法規整理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2 日 

歐洲監管機關今年正加深對美國科技平臺的關注，目前的首要目

標即為打擊線上仇恨言論。德國為歐洲首個引入法律打擊線上仇恨言

論的國家，自 2018 年 1 月發布「網路執法法案（The Network 

Enforcement Act，又稱 NetzDG）」，要求平臺業者應有主動下架網路

仇恨、煽動暴力等社交網路非法內容之義務，平臺業者須視用戶回報

與投訴情形，在 24小時或 7天內移除可疑的非法內容，否則將處 5,000

萬歐元的罰款，並要求平臺需每 6 個月於網路上公告其處理不當內容

之結果。 

2019 年 7 月初，德國聯邦司法辦公室（the Bundesamt für Justiz，

BfJ）宣布計劃裁罰 Facebook 200 萬歐元，認為其未善盡 NetzDG 法

案中規定的義務。BfJ表示 Facebook於過去 6個月間公告僅收到 1,704

則用戶投訴，與 Twitter 公布的 264,000 則、YouTube 公布的 215,000

則數比例明顯懸殊。BfJ 因而判定 Facebook 扭曲社群平臺上非法內容

數量及應下架處理方式的事實。但 Facebook 回應目前該法在諸多領

域缺乏明確性，將仔細分析罰款通知並保留上訴權。自 NetzDG 法案

實施以來已歷經 18 個月，各大型平臺已陸續發布 3 份報告說明其執

行成果，與最初 6 個月相比投訴數量明顯下降。 

 

2 傳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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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繼德國之後，法國政府也於今年 7 月 9 日通過類似法案欲打擊

仇恨言論，要求社群媒體平臺在 24 小時內移除違規內容，否則將處

125 萬歐元的罰款。儘管這些罰款的金額並不足以動搖線上平臺，仍

具有其象徵意義。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密切關注線上內容規範，於今

年 4 月發布一份「線上傷害白皮書（Online Harms White Paper）」的

提案，欲建立新的問責與監督制度。 

 

關鍵字：反仇恨言論治理 

 

 

33. 【歐洲：英國】英國 Ofcom 訂定新規範以保護電視和廣播節目演出

者之福祉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為了加強保護電視和廣播節目演出者的福祉與權利，英國通訊傳

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擬在廣播電視管理規

則（Broadcasting Code）中新增兩項關於演出者保護的指導原則，其

一，要求電視和廣播節目業者必須對演出者的福利、福祉和尊嚴給予

應有的待遇與尊重；其二，電視和廣播節目業者必須保護演出者，使

其不會因為參與節目或節目播出而造成不合理之痛苦與焦慮。 

此新增指導原則將適用於實境秀、紀錄性節目、新聞時事節目、

來電參與節目、智力競賽節目、才藝競賽節目，以及其他真實題材和

娛樂性節目，但不包括戲劇、情境喜劇及肥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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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Ofcom 在廣播電視管理規則（Broadcasting Code）即針對

18 歲以下演出者提出具體保護措施，廣播電視業者有義務遵守。此次

擴大保護範圍，Ofcom 表示已展開公眾諮詢，將會持續與廣播電視業

者等諮詢演出者的保護原則內容細節，包括涉及的節目類型、保護範

圍與標準等，以確保電視節目的演出者都能夠得到妥善的保護與照顧。 

 

關鍵字：電視節目、廣播節目、出演者 

 

 

34. 【歐洲：英國】英國 Ofcom 因新聞報導不公問題裁罰 RT 新聞頻道

20 萬英鎊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 

由俄羅斯非營利組織 ANO TV Novosti 所經營的國際新聞頻道

RT，日前遭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

以新聞報導違反公正義務（Due Impartiality）而處以 20 萬英鎊罰款。

經 Ofcom 調查，RT 在 2018 年 3 月至 4 月底期間，曾在 7 個新聞報

導和時事討論節目中嚴重違反英國 Ofcom 所訂定的廣播電視管理規

則（Broadcasting Code）與公正報導義務，包括英國前俄羅斯間諜毒

殺案件（the poisoning of Sergei and Yulia Skripal）、敘利亞武裝衝突、

烏克蘭政府對納粹主義的態度和吉普賽人的不當對待等。該類事件涉

及政治爭議，且是英國公共政策中的重大議題。 

Ofcom 因 RT 嚴重且重複性的違反廣播電視管理規則中對於新聞

公正性之義務，因此決議裁罰。為此，Ofcom 亦解釋了對於新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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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的判斷準則，並不是要求新聞頻道對各種報導觀點都給予同樣

平等的報導時間，也並非要求新聞陳述每一個爭議點或事實；在新聞

報導領域中，所謂「適切的公正性（Due Impartiality）」義務，可能隨

著不同的主題性質、節目和頻道類型、觀眾對於內容的期待甚至是觀

眾接收內容的方式而改變，換句話說，Ofcom 認為在判定一個新聞報

導是否公正，了解事件與報導的整體「脈絡（Context）」才是最重要

的。 

在 Ofcom 祭出罰款決議後，目前 RT 已針對 Ofcom 提出的 7 則新

聞報導違規判決提起司法訴訟。在法律訴訟程序結束之前，Ofcom 不

會執行此裁罰。 

 

關鍵字：新聞頻道、公正性、新聞報導、不實資訊 

 

 

35. 【歐洲：英國】Ofcom 發布英國年度媒體報告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根據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發

布的最新年度媒體報告顯示，英國約有 5 成家戶訂閱了視聽串流服務

（TV Streaming Services），例如 Netflix、Amazon Prime Video、Now 

TV 和 Disney Life 等，家戶訂閱比例從 2018 年的 39%（1120 萬戶），

增加至 2019 年 47%（1330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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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現在每天觀看傳統電視節目的時間，比 2010 年平均少了 50

分鐘，其中年輕人（16-24 歲）自 2010 年以來觀看傳統電視的人數幾

乎減少了一半，但每天瀏覽 YouTube 的時間卻超過 1 個小時以上。5

分之 2 的英國成年人則認為線上影音服務（Online Video Services）是

他們觀看電視和電影的主要方式，甚至視聽串流服務的訂閱者已經宣

稱他們在往後的 5 年內幾乎再也不會觀看傳統的廣播電視。 

雖然傳統電視收視率於 2018 年仍持續下降，但英國公共廣播電

視（PSB）頻道包括 BBC、ITV、Channel 4、Channel 5 和 S4C 等，

其原創本土節目數量遠比來自國外的串流平臺多 100 倍以上，PSB 在

2018 年提供超過 32,000 小時的原創本土製作，是付費視聽串流服務

（221 小時）的 125 倍。此公共廣播電視臺（PSB）5 大頻道在傳統電

視收視率下降的同時仍佔據了過半的收視率（2018 年為 52%，而 2017

年為 51%），約 4 分之 3 的觀眾亦對其抱持滿意態度。 

 

關鍵字：媒體年度報告、串流影音、公共電視、PSB 

 

 

36. 【歐洲：法國】法國國營及商營電視臺聯合成立 OTT 平臺 Salto，

解除競爭管理局疑慮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2 日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erieur de l' autovisuel，CSA）對

2019 年 5 月競爭管理局（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提出的電視臺

自組 OTT 平臺涉及市場壟斷疑慮，做出官方回覆。歷史悠久的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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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 M6、TF1 及 France Télévisions 3 大傳統媒體於 2018 年申請

聯合成立 OTT 串流影音平臺 Salto，擬將電視臺製播之直播節目透過

網路串流或重播等方式提供隨選視訊服務內容。CSA 核定只要平臺

服務速率穩定，並符合市場授權者合理付費機制，相信以其豐富節目

必能創新市場，吸引收視族群，進而強化法國及歐洲本土內容，開創

非線性節目服務市場。 

法國國營及商營電視臺聯合成立之 OTT 平臺 Salto，預計在 2020

年首季推出訂閱付費隨選視訊服務（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SVOD），競爭管理局就 CSA 的審核已給予平臺申請同意，俾以此自

創平臺對抗境外串流服務如 Netflix 等市場競爭。 

 

關鍵字：OTT、市場競爭 

 

 

37. 【歐洲：西班牙】西班牙擬鬆綁數位無線電視法，放寬足球賽事電

視轉播權限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西班牙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西班牙國家市場與競爭委員會（Comisión Nacional de los Mercados 

y la Competencia，CNMC）面對國際足球賽事轉播之商業競爭問題，

擬鬆綁法規，讓市場主導業者 Cellnex 與競爭業者自行協調，並允許

替代服務業者進入市場以轉播足球賽事服務。換句話說，新法架構要

求 Cellnex 應開放其轉播權，讓新參進業者得以進入市場，且賦予應

制定「合理轉播權利金」之義務。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年 8月】 

45 

CNMC 指出，雖然西班牙付費電視服務快速成長，但國內數位無

線電視家戶收視率仍高達 80%。為避免運動賽事的轉播爭議，CNMC

已函請皇家足球委員聯盟（RFRF）修改其在西班牙國內、歐洲及國

際世足賽電視商業轉播計畫書，並鬆綁相關法規架構予以配合。 

 

關鍵字：數位無線電視、付費電視、轉播權 

 

 

38. 【歐洲：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因業者違反置入性行銷規定而祭出裁罰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西班牙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西班牙國家市場與競爭委員會（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los 

Mercados y la Competencia，CNMC）於本月 5、6 日依《視聽傳播普

通法（la Ley General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LGCA）》分別裁

罰 Mediaset 與 RadioTelevisiónEspañola（CRTVE）2等兩家業者。不服

裁罰之業者可於通知送達後兩個月內，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Mediaset 因嚴重違反《視聽傳播普通法》第 17.2 條與第 17 條第

3 款之規定，未充分告知置入商品資訊且過分突出產品，遭罰 277,890

歐元；RadioTelevisiónEspañola 則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之間

總計有 20 次超過《視聽傳播普通法》第 13.2 條規定每小時 5 分鐘的

自我推廣時間限制，遭罰款 50,392.20 歐元。 

 

關鍵字：廣告、置入性行銷、自我推銷 

 
2 CRTVE 是「RadioTelevisiónEspañola」西班牙語的簡寫。 

https://www.cnmc.es/en/ambitos-de-actuacion/audiovisual/mision-servicio-publico-crt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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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歐洲：義大利】義大利公布數位無線電視轉型藍圖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義大利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 

義大利經濟發展部（Ministero dello Sviluppo Economico，MISE）

近日公布國家數位無線電視轉型藍圖，要求數位無線電視業者陸續轉

換至 DVB-T2/MPEG-4 技術標準。根據該份藍圖，義大利政府將劃分

4 個地理區域，並逐區協助業者進行轉換。預計在 2021 年第 4 季完

成全國 DVB-T2/MPEG-4 轉換作業，並於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30 日

間啟動全國 DVB-T2 無線電視開播。 

早在轉型藍圖發布之前，MISE 即召集業者和相關專家籌組 TV 

4.0 工作小組，以規劃相關轉換作業。業者得在轉換 DVBT/MPEG-4

編碼或是 DVB-T2 標準過程中，依法申請相關補助金。另為確保轉換

過程中偏遠地區之無線廣播訊號普及率，義大利政府也提出相關準則

與業者義務，以確保義大利各地方民眾都能夠接收新無線電視服務。 

 

關鍵字：DVB-T2、DTT、無線電視、數位轉換、MPE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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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美洲：美國】美國 CBS 電視聯播網與 AT&T 因授權爭議談不攏，

造成 14 個主要市場斷訊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0 日 

美國 CBS 電視聯播網與 AT&T 因授權爭議談不攏，目前在 AT&T

旗下 DirecTV 與 U-verse 等業者服務於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 14 個

主要市場已斷訊，估計約有 650 萬戶無法再收看 CBS 聯播網下約 28

個電視臺節目和 CBS Sports 體育頻道、Smithsonian Channel 等熱門頻

道。 

DirecTV 與 U-verse 目前在全美市占約已達 2,240 萬用戶。AT&T

在聲明中控訴 CBS 是授權停播之慣犯，過去在與 DISH Network、

Charter Spectrum 等系統業者授權爭議中，已有頻道斷訊前例。此次

CBS 再藉此要求，希望能提高授權金。但 AT&T 聲明認為，CBS 僅

提升部分 CBS All Access 節目內容，但授權金價碼卻高於其內容提升

的比例。對此 CBS 表示，在談判 1 個月後已同意給予 AT&T 一份短

期合約延展，並反駁 AT&T 指控其開價過高的說法，認為所提出的條

款僅在反映其熱門節目的公允價值，且與其他系統業者近期簽屬的授

權播送協議類似。 

此外，AT&T 近日也和 Nexstar Media Group 陷入授權播送協議僵

局，DirecTV 與 U-verse 平臺旗下的 120 個頻道於美國國慶當天失去

訊號，其中有許多頻道附屬於 CBS。CBS 和 AT&T 的再傳輸協議亦

涵蓋了 DirecTV Now 線上串流平臺上播送的 28 個直屬頻道（O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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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Operated station，O&Os）及 117 個其他獨立持有的 CBS 附屬頻

道。 

 

關鍵字：頻道授權、斷訊、上下架 

 

 

41. 【美洲：美國】美國公共電視網將提供頻道節目在 YouTubeTV 上

首播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美國公共電視網（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日前宣布將

跨界與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TV 合作，未來包括 PBS 旗下的 PBS、

PBS Kids 等電視頻道都會同步在 YouTube TV 上串流播出，同時許多

兼具娛樂與教育性質的兒童節目也會以隨選視訊（VOD）或訂閱式服

務於 YouTube 平臺上播映。  

PBS 首席數位和市場行銷長 Ira Rubenstein 說，他們很高興能在

YouTube TV上推出首個地區性直播頻道與節目，同時也感謝YouTube

對於地方內容的支持。PBS 目前在全美擁有超過 330 個電視臺，本次

對 PBS 來說是首次跨域與數位影音平臺服務合作，更可說是擴展數

位化服務的第一步。 

未來，PBS 除了會持續與數位平臺業者合作，以擴大收視族群與

範圍外，同時也會專注於廣播電視服務，主要原因在於目前全美仍有

約 6,000 萬人家中沒有寬頻網路。因此，PBS 執行長 Jonathan Barzi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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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繼續為所有美國家庭提供電視服務仍是他們堅守使命之一。 

 

關鍵字：公共電視、YouTube、OTT、VOD、數位匯流 

 

 

42. 【美洲：美國】CBS 和 AT&T 的斷訊風波終於終結，雙方宣布重新

簽訂再傳輸協議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8 日 

歷經約 3 週時間的斷訊風波，AT&T 宣布已與 CBS 電視聯播網重

新取得再傳輸協議（Retransmission Consent），AT&T 旗下包括 DirecTV、

DirecTV Now、U-verse 和 AT&T TV Platforms 等服務都將恢復播映

CBS 電視聯播網頻道與節目內容。 

早在今年 7 月中，AT&T 與 CBS 即因節目內容授權金問題而造成

大規模的節目斷訊事件，CBS 聯播網下的 26 個主要電視臺節目內容

在 AT&T 旗下付費電視平臺中斷訊，影響範圍遍及紐約、洛杉磯、芝

加哥、舊金山、西雅圖等全美 17 大主要市場。而在 AT&T 發布的最

新聲明中，表示已重新取得與 CBS 之間的協議，但合約細節並未對

外公布。 

 

關鍵字：頻道上下架、斷訊、AT&T、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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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美洲：美國】FCC 對美國廣播電臺開罰，原因為違反廣告揭露與

贊助原則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日前因業者 Cumulus Media 旗下廣播電臺未遵守聯邦法規中的廣告

贊助與資訊揭露原則，而決議裁罰 23 萬 3,000 美元。 

根據美國《1934 年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第 317

條規定，廣播電視業者應向其聽眾或觀眾揭露廣告贊助或置入等相關

資訊；而在《1934 年通訊法》第 477 條中，亦要求任何透過資金、服

務或其他有價形式之贊助或置入廣播電視節目播出節目內容，提供資

金方和接收方均有義務披露相關資訊，廣播電視臺需依照《1934 年通

訊法》中對於廣告贊助的標示聲明規定，向閱聽眾說明節目內容與廣

告業者之間的贊助或互利行為。 

FCC 調查，從 2016 年起，Cumulus Media 旗下廣播電臺即多次違

反廣告贊助及資訊揭露規定。在 2016 年 FCC 的仲裁中，Cumulus 

Media 即與 FCC 簽屬協議，同意當發現旗下廣播公司又有違反廣告

贊助資訊揭露法規事件發生時，15天內應主動向 FCC呈報違失行為。

但 FCC 調查後發現，自 2016 年以來，Cumulus Media 不僅未依照協

議主動通報違失行為，更多次累犯，因此決議祭出重罰。不服裁罰之

業者可於通知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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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廣告、置入性行銷、資訊揭露、廣告揭露 

 

44. 【美洲：美國】美國商業無線電視網 CBS 和跨傳媒集團 Viacom 合

併確立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3 日 

美國商業無線電視網 CBS 和跨傳媒集團 Viacom 於 13 日宣布合

併，以擴大公司規模共同因應 Netflix 等匯流媒體發展。新公司名為

ViacomCBS Inc，CBS 和 Viacom 原有股東將各掌握 61%和 39%股權。 

CBS 和 Viacom 旗下各握有許多美國知名電視頻道，1999 年兩家

公司曾一度合併，2006 年又再次拆分。本次再度宣布合併後，新

ViacomCBS 公司將握有 CBS 電視聯播網、CBS 新聞網、Showtime 電

視網、Nickelodeon 電視臺、MTV 音樂頻道電視臺和派拉蒙電視網等

知名影視內容品牌，以及超過 14 萬集以上電視影集和超過 3,600 部

電影片源，預期未來該公司將成為全美最大的影視內容業者之一。 

目前擔任 CBS 和 Viacom 兩家公司副董事長的 Shari Redstone 將

升任 ViacomCBS 公司董事長，她表示將整合 CBS 和 Viacom 旗下優

質節目與創新內容，共同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多平臺媒體組織，為快速

變革的產業提供良好發展空間。 

 

關鍵字：媒體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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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美洲：美國】美國白宮起草新行政命令，欲要求 FCC 與 FTC 監

督社交媒體內容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1 日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指稱，因白宮已收到超過

15,000 份關於社群媒體平臺評論美國政治言論之投訴，白宮正起草一

份「保護美國人免受網路審查」的行政命令，其將使美國聯邦通訊委

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有權監督社群媒體

經營者如何規管其網站上之內容，並提高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的調查和控告違法公司的權限。

按草案內容規劃包括 Facebook、Twitter、Snapchat、Instagram 與 Google

等任何用戶數達美國人口 8 分之 1 之業者都將受影響。 

該行政命令草案將賦予 FCC 辨識哪些社群媒體網址不符合《通訊

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條「誠信善意豁免權

（Good-Faith Iimmunity）」規範的權責，並要求 FCC 制定新規則以確

立社群媒體網站可以刪除或封鎖內容之方式與時間點。 

此外，該命令亦要求 FTC 建立「民眾投訴摘要（Public Complaint 

Docket）」，並與 FCC 合作制定報告，調查業者規管內容之方式與其

是否遵守中立原則。 

 

關鍵字：社群媒體、內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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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美洲：加拿大】好萊塢製片公司取得勝訴，加拿大聯邦法院判定

違法盜版業者終止服務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加拿大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2 日 

由好萊塢電影公司組成的「創意娛樂聯盟」（Alliance for Creativity 

and Entertainment，ACE），其成員包括索尼、Netflix、華納兄弟及迪

士尼等影視巨頭，近日在對抗盜版的爭訟中取得勝利。 

該組織於 2018 年 1 月控告串流影音業者 Vader Streams 非法透過

IPTV 串流技術向美國和加拿大地區觀眾提供上百部未經授權的電視

劇和電影。最終根據加拿大聯邦法院判決結果，Vader Streams 將被永

久禁止服務，且需關閉所有盜版設備和相關影音儲存庫，並為盜版行

為支付高達 1 千萬美元之罰金。 

ACE 近年來致力於透過訴訟方式保護聯盟會員智慧財產權，避免

電影和電視節目受非法串流與盜版業者侵權。ACE 近期也陸續贏得

其他盜版內容之訴訟，包括 TickBox、Dragon Box 等非法串流影音服

務。 

 

關鍵字：盜版、IPTV、Netflix、Sony、迪士尼、創意娛樂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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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發布「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優化指南

（修訂版）」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9 日 

由日本總務省主辦的「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優化檢討會議」於

2019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間召開，日本總務省經彙整該會議意

見，於近日發布「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優化指南（修訂版）」。該指

南主要依據《分包法（下請法）》和《禁止壟斷法（独占禁止法）》，提

供 5 大項關於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之建議：一、委託訂單應採書面

形式交付，並立即發布；二、禁止發包商以不正當壓低價格的方式委

託分包商；三、經由協議明確著作權歸屬；四、面臨委託內容更動或

重作，在非分包商責任歸屬的情況下，雙方應充分協議，並由發包商

支付必要之費用；五、委託費用應在收到作品後 60 日內全額支付。 

 

關鍵字：廣播電視內容、內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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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亞洲：韓國】KCC 宣布實施「2019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評估」

計畫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韓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9 日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

日前宣布啟動「2019 年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評估」計畫。該計畫最

早源自於 2012 年，KCC 為了提振韓國廣播電視節目製作（Program 

Productions，PP）的產業能量，因而於每年年中定期辦理產業調查，

以了解廣播節目製作的最新現況。 

目前 KCC 已公布最新年度評估指標，預計將從 14 個指標、3 大

面向著手調查，包括廣播節目資源競爭力、產製過程競爭力和銷售業

績競爭力等 3 大面向，受評估之業者範圍涵蓋有線電視系統服務上提

供的各式付費電視頻道內容。 

該評估報告預計在今年 12 月公布，KCC 將再就評估結果與韓國

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研擬 2020 年的廣播節目補助和相關獎

項之鼓勵措施，以激勵整體產業持續發展。 

 

關鍵字：電視節目、廣播節目、有線電視、KCC、MSIT、節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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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亞洲：韓國】韓國 MSIT 針對即將到期的有線電視執照發布換照

通知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韓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根據韓國《廣播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當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

業者在執照效期將到時，主管機關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 MSIT ）和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得重新就《廣播法》中訂定之換

照審查標準，審核業者換照事宜。 

根據 MSIT 統計，預計在 2020 年至 2021 年間共有 36 家有線電

視業者執照到期，為了協助業者處理後續換照事宜，MSIT 已發出通

知，執照即將到期之有線電視業者，需於執照期滿前 6 個月內向主管

機關 MSIT 提出申請。 

韓國《廣播法》第 17 條規定，當業者許可執照到期時，主管機關

得就以下事項審查業者換照事宜，包括業者過去受糾正或違反法規之

情形；有線電視業者的公共責任與義務；有線電視節目的評估情形；

對社區發展的貢獻；是否實施有線電視發展計畫等項目。業者於執照

期滿前需提出換照申請書，提交至主管機關以供審查。 

 

關鍵字：有線電視、換照程序、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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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亞洲：印度】印度政府發布有線電視服務資費問題諮詢文件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印度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印度電信管理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TRAI）

為檢討付費電視「新監理架構（New Regulatory Framework）」實施情

形，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發布諮詢文件，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該文

件的討論主題包括有線電視付費套餐折扣相關問題、套餐中的頻道上

限價格、廣播電視業者和平臺業者（Distribution Platform Operators，

DPOs）組合套餐的需求、可變動的網路容量費（Network Capacity Fee，

NCF）及長期資費折扣等。 

TRAI 於 2017 年 3 月公布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服務的「新監理架

構」，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生效。在該規定下，開放有線電視提供分

組付費制度，以供消費者自由選擇想觀看的電視頻道。但根據分析結

果，儘管新的監理架構帶來電視頻道定價透明、調和上下游業者交易、

減少利害關係人糾紛等優點，卻並未有效提供消費者適當的電視頻道

選擇。 

TRAI 觀察，付費電視提供的套餐包含著過多重複的頻道，且套餐

的選擇和差異性太少，以至於造成消費者選擇上的障礙。另外從電視

業者公布的資費發現，於付費套餐中，單點（a-la-carte）付費頻道折

扣後的價格約為原定價的 3 折，換句話說，對於消費者來說單點付費

頻道的價格吸引力仍遠低於套餐組合。TRAI 認為因在新監理架構中

未明確規範套餐折扣的情況，以至於影響消費者選擇單點付費頻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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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TRAI 希望就此議題再重新徵詢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以擬

訂合適的政策方向。 

 

關鍵字：廣播、有線電視服務、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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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 

51. 【歐洲：英國】Ofcom 發布電信、網路、付費電視客訴調查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每季定

期發布電信、網路、付費電視客訴調查，市佔率超過 1.5%的業者皆須

納入統計數據，以了解業者市場經營狀況。根據 Ofcom 於 7 月 23 日

公布的 2019 年第 1 季報告顯示，英國付費電視產業中，業者 Sky 的

投訴量最少，而 TalkTalk 居該類申訴對象之冠，主要申訴原因為

TalkTalk 在行動裝置之服務品質不佳，其次則為合約相關事宜；除此

之外，BT 與 Virgin Media 等業者投訴量皆高於此類平均件數。 

寬頻市場中的申訴以業者 Plusnet 最多，每 10 萬名用戶中收到 31

件投訴；Vodafone（30 件）、TalkTalk（24 件）與 BT（15 件）等亦皆

高於市場平均投訴件數（13 件），但整體寬頻業者表現較上一季呈改

善趨勢。市話方面，Plusnet 收到最多投訴，其次依序為 TalkTalk 與

Vodafone，且皆高於市場平均投訴件數（10 件）。 

行動通訊類中，Vodafone 與 Virgin Media 遭投訴比例最高，每 10

萬人中共有 6 件申訴，帳單、收費及更換業者等為主要客訴原因，最

少為 Tesco Mobile（1 件），此類平均申訴為 3 件。針對用戶更換業者

所可能造成的不便與問題，Ofcom 亦提出以簡訊通知更換業者的計畫

（Text-to-switch Initiative），希望可以提高用戶轉換業者之便利性。 

關鍵字：客訴 

4 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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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歐洲：葡萄牙】葡萄牙電視臺首次運用 5G 行動通訊做全像式影

像新聞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葡萄牙 

類別：匯流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葡萄牙公營電視臺 TVI 和電信公司 Vodafone 合作，透過 5G 行動

通訊網路技術傳輸全像式影像（Holographic Video），並用於製播新型

態的直播電視節目「八號新聞雜誌（Jornal das 8）」。  

Vodafone 葡萄牙分公司目前建置的 5G 網路，是以葡萄牙頻譜主

管機關 ANACOM 提供的 3.6GHz 測試頻譜，總計 100MHz 頻寬進行

試播。該計畫是由 TVI 電視臺節目棚製播高畫質（HD）的影音節目，

並透過 Vodafone 5G 網路將影像即時傳輸至 400 公里外的音樂節會場

工作室，透過解碼編輯 3D 影像並製成全像式影像後，再傳回電視臺

節目棚播放。藉由 5G 傳輸技術，影像傳輸延遲率將低於 10 毫秒，且

影音直播時可雙向傳輸不間斷。 

 

關鍵字：5G、全像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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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抑制閱覽盜版網頁對策檢討會」報

告書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8 日 

為有效防範大眾閱覽盜版網頁，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4 月 19 日

至 8 月 5 日間舉辦「抑制閱覽盜版網頁對策檢討會（インターネット

上の海賊版サイトへのアクセス抑止方策に関する検討会）」，該會議

在確保用戶通訊秘密保護和網路自由使用的前提下探討各種有效措

施。根據該會議報告書，總務省分別針對網路供應端和用戶端提出防

範措施：在網路供應端方面，基於用戶之同意，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得檢測用戶於網路上之到訪目的地，並在檢測為盜版網頁時彈出警告

標語：「您是否真的想要進入盜版網頁？（是/否）」；在用戶端方面，

其一，針對青少年族群推出內容過濾服務；其二，將內容過濾功能納

入網路安全軟體。 

 

關鍵字：盜版、內容過濾、網路治理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年 8月】 

62 

54. 【大洋洲：澳洲】澳洲政府擬透過政策改革解決 Facebook、Google

等大型平臺市場主導地位問題 

洲別：大洋洲                      國家/地區：澳洲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澳洲競爭與消費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ACCC）發布《數位平臺調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報告，指出 Google 和 Facebook 等大型平臺業者的市場主導地位已扭

曲澳洲當地的廣告、媒體和其他數位市場競爭環境，造成數位廣告市

場不透明、資金流動高度不確定等問題，尤其新聞內容創作者依賴大

型數位平臺業者，但所產出的內容卻無法有效貨幣化，以至於澳洲國

內之內容業者難已獲得相應報酬。 

為此，該報告提出 23 項建議，內容涵蓋競爭法、消費者保護、媒

體監管和隱私法等。ACCC 建議澳洲通訊媒體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ACMA）應立法以促進數位平

臺與新聞媒體業務之間的公平對價交易；並調整媒體監管框架，解決

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之間監管不平衡的問題；同時，應針對數位平臺

起草新法案，以確實規定不實資訊議題。 

ACCC 亦建議，為促進公平競爭環境，未來大型數位平臺的收購

案應將潛在競爭效應及「數據影響力」列入考量，該報告建議應在

ACCC 內設立專責監管機構，以長期蒐集、調查並監管數位平臺潛在

的反競爭行為，同時為確實保護消費者，應考慮針對數位平臺制定隱

私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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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 ACCC 的報告建議，目前澳洲政府已承諾將重新審查媒體

監管框架，未來 Netflix、Stan、YouTube 等大型數位平臺業者可能需

要根據新的監管架構規定，製作並播映更多澳洲節目內容。 

 

關鍵字：數位平臺、網路治理、GAFA、OTT、公平交易、個資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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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55. 【國際：跨國】英國和新加坡政府展開數位政府服務合作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英國的政府數位服務機構（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GDS）和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GovTech）共同

簽署瞭解備忘錄（MoU），加強雙方在數位政府服務設計進行合作。

GDS 和 GovTech 將透過分享知識和最佳實踐方案，建立政府官員對

於採用數據和軟體開放標準的數位技能。 

該公告宣稱 GDS 是導入數位政府服務的世界先驅，而新加坡的

智慧國家計畫將數位政府服務列為國家重要施政措施之一，顯見兩國

皆相當重視數位政府服務。此合作夥伴關係建立兩國間的互動基礎，

確保英國參與 GovTech 的年度數位政府交流。該協議是 GovTech 簽

署的第 1 個國際合作夥伴關係。 

 

關鍵字：生物識別、政府服務 

  

4 創新應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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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國際：跨國】IDC：2018 年全球公共雲服務收入成長，總收入近

1,830 億美元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1 日 

根據 2018 下半年《IDC 全球公共雲服務（Public Cloud Services）

追蹤報告》指出，全球公共雲服務市場較去年同期成長 27.4%，總收

入近 1,830 億美元，成長率是整個 IT 產業的 4.5 倍以上。雖然從 2017

年開始略有下降，但公共雲服務市場在過去 3 年已成長逾倍。就地區

而言，亞太地區僅占總收入的 11%，但成長速度超過世界其他地區。

IDC 預估到 2023 年全球總收入將達 5,000 億美元。 

前 5 大公共雲服務業者占 2018 年公共雲市場所有支出成長的

46.3%，占 2018 年總支出的 35%。帶動整體公共雲服務市場的整合趨

勢，以基礎設施服務（IaaS）與平臺服務（PaaS）領域最為明顯。 

若以市場比重觀察，軟體服務（SaaS）仍然是配置最多的項目，

占公共雲市場總收入的 62.4%，包括系統基礎架構軟體（SIS）、企業

資源規畫（ERP）、供應鏈管理（SCM）等企業雲業務。其次為基礎設

施服務（IaaS）的 22.1%，最低者為平臺服務（PaaS）的 15.5%。 

 

關鍵字：公共雲、數位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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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國際：跨國】ETSI 發布有關物聯網設備緊急通訊的技術報告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特別委員會（ETSI Special Committee EMTEL

（緊急通信））發布最新技術報告《ETSI TR 103 582》，主要探討物聯

網設備的通訊和使用案例，以針對緊急情況下通訊之標準化提出建議，

進而提高通訊安全性。 

此報告除考慮所有涉及物聯網通訊的緊急情況，如緊急呼叫、關

鍵任務通訊、告警系統等，更提出新的緊急通訊領域，稱作自動緊急

回應（Automated Emergency Response），即當物聯網設備在偵測到緊

急情況後，自動連動其他設備以預防災難發生。例如，物聯網設備在

收到地震警報後，並同時採取發送關閉汽油開關或使高速列車減速訊

號，以降低災損。此外，此報告亦分析失敗案例，指出避免這些風險

的方法，並針對 EMTEL 各領域及其他物聯網相關業者之現有規範提

出修改建議，以利支援緊急通訊之用。 

 

關鍵字：物聯網、標準、緊急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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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國際：跨國】政府採用 AI 的 5 大挑戰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 

人工智慧（AI）逐漸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層面，亦對公共部門產

生影響，由於政府部門廣泛採用 AI 較民營部門慢，因此了解阻礙政

府採用 AI 的障礙至關重要。本文透過廣泛諮詢，提出政府採用 AI 的

5 大挑戰： 

1. 數據的有效使用：數據是現代 AI 解決方案提供動力的燃料，多

數組織沒有適當的數據治理流程，若不具備理解與管理數據能力

的組織將無法有效利用 AI。 

2. 數據和 AI 技能：數據管理和 AI 技能人才供不應求，政府囿於預

算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尤其組織間缺乏溝通，更可能使政策制定

者難以充分利用 AI 資源。 

3. AI 環境：AI 領域非常複雜且不斷發展，市場參與者的數量變化

速度極大，並出現眾多 AI 初創企業。在小型且新型的組織中有

大量的 AI 知識，然這些組織在與政府合作方面經驗有限且難以

擴展大型計畫。政府需要找到方法讓這些新的參與者加入，既可

利用其專業知識，又可促進 AI 產業的發展，從而為當地經濟做

出重大貢獻。 

4. 傳統文化：所有組織都面臨著採用新技術的挑戰。但政府部門的

靈活性往往低於民間部門，部分原因在於僵固的做法和程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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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部門則有較強大的實驗文化鼓勵員工創新。若靈活性並非組織

的固有文化，則採用 AI 等革命性技術可能很困難。 

5. 採購機制：公共採購機制的時程與複雜亦是挑戰之一，包括複雜

的條款、條件，從提交投標到取得最終決定的等待時程，將使小

企業很難承擔未來的人員配置需求，因為其通常需要即時的配置

與運用資源，以便達到正的現金流。政府廣泛採用 AI 的重大挑

戰，與普遍認為技術是主要障礙的觀點相反，技術挑戰僅是其一。

在 AI 被充分運用之前，組織文化與流程的調整更為重要。 

 

關鍵字：AI 

 

 

59. 【國際：跨國】鐵路通信的革命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3 日 

隨著通訊技術的推演，現今歐洲列車管理系統（ERTMS）採用的

無線承載系統為全球行動通信鐵路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Railway，GSM-R）已漸趨過時，鐵路產業正面臨鐵

路通訊革命，在部分地區，正朝向能在行進列車傳送高速數據的

mmWave 系統發展。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鐵路產業的數位化，從原

本的電路交換通訊系統轉為 IP 系統，允許傳輸層及應用層的分離。 

新的無線通訊技術如 4G 或 5G 等，加上以 IP 為基礎的通訊系統，

無線連接將擁有更高的可靠性及更低的延遲率。基此，列車自動駕駛

系統(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ATO)的可行性也將大幅提升。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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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支援不同程度的自動化（GoA 1-4），其中 GoA 0 代表現今的駕駛員

控制環境，而 GoA 4 將是無人駕駛的全自動列車。最新的通訊系統還

將支援貨物列車與自動列車的結合、及時監控、列車定位、更靈活的

列車運輸系統等，有效提升鐵路軌道的效率。然而，IP 系統也面臨網

路安全風險，將是未來主要挑戰之一。 

 

關鍵字：鐵路、智慧交通 

 

 

60. 【國際：跨國】新的 ITU 標準將 5G 網路引入機器學習技術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制

定新標準「ITU Y.3172」，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 5G 及未

來網路的有效整合奠定基礎，並提供相容性框架。 

「 ITU Y.3172」框架組成包括機器學習工作管線（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s）、機器學習功能編排器（Machine Learning Function 

Orchestrator）以及機器學習沙盒（Machine Learning Sandboxes)，不但

為機器學習功能及其與 ICT 的網路關係提供通用詞彙及術語，也為特

定網路技術，如 5G 網路與機器學習建立共同演化的機制。而未來兩

項 ITU 標準的草案也將提供數據處理機制，並具體化機器學習功能

編排器的設計。 

 

關鍵字：機器學習、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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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歐洲：跨國】歐盟成員國完成 5G 網路安全性的國家風險評估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9 日 

歐盟 24 個成員國已初步完成國家 5G 網路風險評估，評估內容包

括：影響 5G 網路的主要威脅和參與者；5G 網路零組件和功能以及其

他資產的敏感程度；5G 供應鏈可能產生的各類漏洞，包括技術漏洞

和其他類型的漏洞。安全聯盟（Security Union）表示，希望所有參與

者一同建構高安全性的共同框架，確保歐盟 5G 的健全性，並在 5G

頻譜拍賣和網路佈建過程中，將這些評估結果納入考量。 

評估作業即將進入下一階段，預計 10 月 1 日完成。歐盟網路安

全機構（EU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ENISA）也在分析 5G 的威脅

情形。歐盟網路與資訊系統（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NIS）

也針對成員國和歐盟整體層面評估風險，並至今年年底前開發解決工

具。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和 ENISA 將建立歐盟

的認證框架，鼓勵成員國和 ENISA 合作，優先考慮 5G 網路和設備的

認證計畫。此外，2020 年 10 月 1 日時，會員國應與 EC 合作評估是

否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 

 

關鍵字：國家風險評估、5G、網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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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歐洲：跨國】匈牙利、葡萄牙和波蘭簽署歐盟量子通訊基礎設施

倡議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9 日 

匈牙利、葡萄牙與波蘭於 7 月 19 日簽署「歐盟量子通訊基礎設

施倡議」聲明，與歐盟其他成員國合作，未來 10 年在歐盟範圍內開

發和佈建量子通信基礎設施（Quantum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QCI）。QCI 之目標，旨在提升歐洲量子技術、網路安全的能力和產業

競爭力，使資訊和數據能夠被極度安全地（Ultra-securely）傳輸和儲

存，鏈接整個歐盟通信資產，並將量子技術和系統與傳統通信基礎設

施進行整合。 

歐盟成員國的其他國家，如比利時、德國、義大利、盧森堡、馬

爾他共和國、荷蘭和西班牙等 7 國，已於 6 月 13 日在布加勒斯特數

位大會上簽署量子通信基礎設施的聲明。 

 

關鍵字：量子通訊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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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為 20 個城市提供創新安全、數位、環境

和包容性項目的資金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歐盟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歐盟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ERDF）

於法國 Hauts-de-France 提出第 4 屆城市創新行動方案，並預計針對

20 個城市計畫提供 8,200 萬歐元的資金。其中希臘的 Piraeus、芬蘭的

Tampere 及義大利的 Turin 等 3 座城市，因共同推動保護與減緩公共

空間的脆弱性而獲得青睞。 

另一方面，ERDF 也同樣支持數位轉型創新方案，分別就其他 17

座城市的土地使用以及擺脫貧困給予支持。此次獲勝計畫項目可歸納

4 大類型，包括都市安全、數位轉型、土地使用永續性及都市貧困。 

歐盟將在 2019 年 9 月進行第 5 屆城市創新行動方案徵求提案計

畫，這是歐盟 2014-2020 年預算中最後一次針對文化遺產、循環經濟、

空氣品質及人口變化等領域進行政策補助，預計於 2020 年第 2 季公

布獲獎城市名單。 

 

關鍵字：數位轉型、土地持續性政策、城市安全、城市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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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計劃提新法以保障電信產業的網路安全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英國政府制定改善英國電信產業安全標準與實踐計畫，發布《電

信供應鏈評估報告》，其中涉及 5G 與光纖寬頻網路，並建議立新法強

化安全要求，創造可持續發展及多樣化的電信供應鏈。該報告以一系

列新的安全要求為基礎，在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和政府的監督下，電信業者需要設計與管

理其網路以符合新標準，採購及合約管理流程亦將受到嚴格的監督，

並且需要與設備商密切合作，以確保設備、系統、軟體皆經過適當的

測試。 

英國政府將為電信產業建立一個新的、強大的安全框架。此框架

將確保業者建立安全且彈性的網路，並適當的評估與管理風險。政府

將與業界合作制定新的安全要求。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也與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DCMS）密切合作，

提供全面的分析和網路安全建議，以及對電信基礎設施有更嚴格的安

全制度及標準，確保從一開始就將網路安全納入未來網路中。 

 

關鍵字：網路安全、電信產業、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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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提供基金以推動國家網路安全產業的多元性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英國政府推出由網路技能即時影響基金（Cyber Skills Immediate 

Impact Fund，CSIIF）發起的第三輪資助，目的在增進國家網路安全

產業之多元發展，該國培訓業者可透過競標網路安全培訓計畫與企業

雇主合作，從中培訓網路安全領域人才。同時，英國政府也指派工程

技術學會（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IET）擔任掌管

設計和傳遞新的網路安全委員會（Cyber Security Council）訊息之專

責組織。 

目前英國超過一半的企業和慈善機構存在網路安全技能差距，英

國推動 CSIIF 之措施，可阻止上述技能落差持續擴大，網路安全委員

會也提供網路安全產業更明確的人員進用途徑，俾利英國持續培育網

路安全專業人才。 

 

關鍵字：網路安全、教育訓練、政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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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美洲：美國】FTC 對 Facebook 處以 50 億美元的罰款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近日表

示，Facebook 將支付 50 億美元創紀錄的罰鍰，此判決也成為美國政

府史上對侵害消費者隱私行為祭出之最嚴厲懲罰。 

FTC 透過司法部代表提出控訴，指控 Facebook 多次使用欺騙性

的揭露裝置破壞用戶隱私，已違反 2012 年 FTC 的命令。上述行為允

許企業與個人用戶透過 Facebook 好友下載第三方 Apps 並分享自身

個資，FTC 指出多數用戶並不知情 Facebook 正在共享此類訊息，導

致未採取任何因應措施退出共享。 

最終，FTC 要求 Facebook 在推行每項修正或新產品時，必須進行

隱私審查並記錄用戶之隱私確認，於每季提交隱私審查報告，要求該

公司每發生個資隱私外洩事件後的 30 日內，立即向 FTC 及審查員遞

交符合隱私計畫事件相關之證明文件。 

 

關鍵字：個資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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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美洲：美國】英國政府投入 3,000 萬英鎊提升前瞻製造業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英國政府為提升前瞻製造業之生產力與競爭力，啟動 3,000 萬英

鎊的研發經費供業者競標，由工業戰略挑戰基金（Industrial Strategy 

Challenge Fund）資助。該基金為英國政府現代化工業戰略的關鍵部

分，以支持製造業應用的 AI、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等高

端數位技術。 

英國政府於 7 月 22 日公告研發競賽，採取的方式如下： 

1. 為數位技術研發和創新提供協作和跨部門的方法，以提高英國的

製造業生產力和競爭力； 

2. 鼓勵英國供應鏈中小型、中型和大型公司之間共同合作，以開發

新的數位化能力和知識，成為工業數位技術應用領域公認的全球

領導者，如數據分析、沉浸式技術、互連環境和物聯網。 

3. 為數位技術公司提供直接參與製造的平臺。 

 

關鍵字：智慧製造、研發競賽、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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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美洲：美國】美國地方法院規定政府可以強制生物識別解鎖嫌疑

人的電話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美國聯邦法院裁定，強迫嫌疑人使用其指紋來解鎖手機並不違反

自證其罪的憲法權利。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政府不能強迫一個

人作出自證其罪的證詞。 

日前愛達荷州（Idaho）地方法院批准美國政府申請搜查令，迫使

兒童色情嫌疑人解鎖手機供法醫進行檢索，不受第五修正案的保護。

愛達荷州法院表示，解鎖手機的搜查令不會違反該項修正案，因為利

用指紋解鎖不會傳達任何訊息，或要求嫌疑人提供證據。 

然而，法院之前對於提供生物特徵訊息是否受憲法規定的權利保

護，以避免自證其罪之看法存在分歧。未來在生物識別技術和其他先

進技術的快速發展下，迫使法院重新評估憲法原則是否適宜。 

由於密碼被視為證詞，受到第五修正案的保護。因此，專家建議

警方應避免查看嫌疑人的手機，以免啟動臉部識別系統，可能導致手

機達到失敗次數限制後需要密碼解鎖，將違反第五修正案。 

 

關鍵字：生物識別、臉部識別、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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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美洲：美國】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俄亥俄州政府針對

電話行銷詐騙，發出停止營運的臨時限制令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因應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和俄

亥俄州政府的要求，德州埃爾帕索（El Paso）的聯邦法院停止業者提

供詐欺支付處理以及信用卡減息兩項服務機制，據稱這些服務機制從

深陷信用卡債務的消費者詐騙數百萬美元。法院對 Madera Merchant 

Services 及 B&P Enterprises、Educare Center Services 及 Prolink 發出

臨時禁制令，停止其繼續營運並凍結資產。 

這些公司透過詐欺支付處理機制以及信用卡減息機制，以欺騙性

的電話營銷方式詐騙消費者，開立遠端支付訂單、虛假承諾提供信用

卡降息服務等，違反 FTC 的電話營銷銷售規則（Telemarketing Sales 

Rules，TSR）。FTC 提醒消費者遠離任何承諾減少債務的公司，並將

繼續究責支付處理業者的非法行為。 

 

關鍵字：詐騙電話、電話營銷、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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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美洲：美國】美國邊境快速 DNA 檢測美墨邊境移民的家庭關係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根據 CommonWealth 雜誌報導，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正在擴大其對 ANDE

公司快速 DNA 檢測試劑的使用，以驗證美墨邊境移民的家庭關係。 

該試驗最初規劃自 5 月起持續 3 天，但已延長數月。在最初的 3

天，對涉嫌欺詐的 84 個家庭成員進行測試，結果發現有 16 個家庭的

孩子與自稱為父母的人無關。成年人被指控身份欺詐、販賣人口和剝

削兒童。該試劑現已使用至美墨邊境的另 5 個地點。 

DNA 測試結果僅需花費 90 分鐘，故當無法驗證移民之家庭關係

時，就會進行親子 DNA 檢測。惟電子前端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批評，美國政府沒有公布其正在使用的 DNA 生物

識別系統的準確性數據，可能誤判導致移民家庭分離的可能性。 

 

關鍵字：DNA、生物識別、邊境和港口安全、執法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年 8月】 

80 

71. 【美洲：美國】FTC 宣布推出具有互動式 Do Not Call 和 Robocall

數據的新公共網頁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宣布推出

新的互動式公共網頁，包含大量全國性勿來電干擾（Do Not Call，DNC）

的註冊資訊以及自動語音通話（Robocall）資訊，主要目的提供消費

者更具透明與便捷的資訊服務。 

以往 FTC 關於 DNC 和 Robocall 的投訴數據，係以每年發布「勿

來電干擾數據手冊（Do Not Call Data Book）」開放公眾查閱。目前新

網站頁面允許消費者以互動方式進行數據搜尋，例如可針對特定州或

全國進行點擊查詢，並每季進行數據更新。 

新頁面功能亦允許消費者查閱當前向 FTC提出最多投訴的類型，

並隨時追蹤投訴情況與趨勢，網站內容也包含 FTC 蒐集的 DNC 和

Robocall 的統計資訊，例如註冊 DNC 消費者的電話號碼與數量資料、

每月 Robocall 投訴的數量等。 

 

關鍵字：詐騙電話、電話營銷、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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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美洲：美國】WiFi 演算法決定如何分配頻寬給不同使用者達到最

高觀看品質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現今美國家戶平均擁有 5 臺連網設備，用戶經常面臨 WiFi 網路

速度緩慢的情形，因此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近期發展出

新的演算系統「Minerva」，針對家戶中不同需求以演算法分配適當頻

寬，甚至也能運用在地區頻寬的分配。 

Minerva 可不需對底層網路基礎架構進行任何改變，即能完成所

有工作。例如 Netflix 不須與網路業者協調，也無須更改現有底層網

路架構，便可採用 Minerva 替代 TCP/IP 協議。 

過去傳統的協議通常會平分頻寬給所需的裝置，而面對在手機與

4Ｋ電視上觀看電影所需傳輸頻寬不同的問題時，Minerva 會根據影像

品質決定提供的頻寬，故平均可降低 47%停頓時間以及將 3 分之 1 的

影片解析度從 720p 提高至 1080p。 

 

關鍵字：WiFi、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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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亞洲：日本】SoftBank 將在日本舉辦的國際籃球比賽提供 5G 商

用服務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匯流/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日本電信商 SoftBank 將在 8 月 22 日起於埼玉超級競技場舉辦的

2019 國際籃球比賽（バスケットボール日本代表国際試合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Games 2019），提供 5G 商用服務（5G Pre-

Service）。SoftBank 將活用 5G 技術提供未來的體育活動觀賞體驗，

透過安裝在籃球框等定點架設 VR 攝影機以及球場上設置的 30 臺攝

影機，觀眾可藉由會場內的 VR 頭盔（VR Headset）、AR 眼鏡及平板

電腦，從不同角度觀賞比賽，自由切換比賽場景。 

另有各種影音體驗攤位，如透過 5G 網路傳輸遊戲的高畫質 HDR

影音，結合強大的立體音響提供逼真的觀看體驗，以及可用臉部辨識

入場的專用閘門，提供觀眾享受融合最新技術的未來體育觀賞體驗。

SoftBank 未來將持續推動 5G 高速、大容量和低延遲通訊的各種應用

服務。 

 

關鍵字：5G、商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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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 2019 年 AI 網路社會推廣會議報告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9 日 

日本總務省資通訊政策研究所自 2016 年 10 月起，持續舉辦「AI

網路社會推廣會議」，研究與 AI 相關的社會、經濟、道德和法律問題，

期促進整個社會的 AI 網路發展，並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在推廣會議上

發布最新的《2019 年 AI 運用指南》。 

該指南旨在促進 AI 網路健全發展增進 AI 的效益和風險控制，以

培養對 AI 的信任，進而提升 AI 的運用和實施。AI 運用指南提供 AI

服務業者和企業用戶自主參考的資訊，並分享國際認可的方法，以實

現 AI 運用原則和具體措施。 

推廣會議未來將繼續探討以下課題： 

⚫ AI 發展指南草案和 AI 運用指南的推廣與發展； 

⚫ AI 開發和運用原則/指南相關輿論的追蹤與持續檢討； 

⚫ 繼續實施 AI 網路帶來社會和經濟影響的情景分析，並與國際

共享等。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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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亞洲：中國大陸】華為發表鴻蒙 OS 與 EMUI 10，以期打造更佳

的使用體驗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華為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在中國大陸東莞松山湖基地舉行全球開

發者大會（HUAWEI HDC 2019），發表分散式作業系統鴻蒙 OS

（HarmonyOS）及 Android 客製化系統 EMUI 10。 

鴻蒙 OS 透過「分散式軟匯流排技術」連接不同裝置，並配備符

合多裝置開發的統一整合開發環境（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使開發者能夠一次開發、多端佈建；而採用分散

式技術的 EMUI 10，可讓用戶感受到多裝置智慧協調合作所帶來的全

場景使用體驗，同時開發者也只需一次開發，就能讓應用程式跨裝置

執行。 

 

關鍵字：華為、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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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大洋洲：澳洲】隨著科技用途擴大，澳洲政府重新推出臉部識別

服務法案 

洲別：大洋洲                        國家/地區：澳洲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1 日 

根據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報導指出，澳洲聯邦政府已將

臉部識別服務法案（Identity Matching Services Bill）提交眾議院，二

度嘗試替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及電信業者建置臉部識別服務。根據澳

洲政府官員指出，該法可協助澳洲居民使用線上服務更便利及安全。 

目前澳洲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CBA）正

與澳洲聯邦政府共同建置一項銀行系統，使用政府臉部識別系統對客

戶驗證和 KYC 查驗。該銀行表示此系統透過新的 CBA 行動銀行 App

提供服務，降低初期客戶的反彈，另一項好處為銀行採行政府身份辨

識系統亦達到節省法遵和欺詐之成本效益，有助於快速核准合法交易。 

 

關鍵字：生物識別、臉部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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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大洋洲：澳洲】透過全面性的改革解決數位平臺的主導地位與其

對澳洲的影響 

洲別：大洋洲                       國家/地區：澳洲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 

ACCC 近期發布的《數位平臺調查的最終報告》，內容涵蓋競爭法、

消費者保護、媒體監理和隱私法等範疇，共 23 項建議。澳洲政府希

望透過建議來改善這些居於主導地位的數位平臺（如 Facebook、

Google 等），及其對澳洲經濟、媒體和社會的影響，並建立政府與社

群解決問題的動態框架，包含政府監理措施及法律框架。 

數位平臺造成的問題，包括扭曲其他企業在廣告媒體上的競爭優

勢；不透明的數位廣告市場及其帶來資金流動的不確定性；消費者未

充分了解數據如何收集和被利用，且無法控制被收集的數據；創作者

的內容在平臺上變現困難，以及假消息造成對新聞的不信任等。 

ACCC 提出以下建議，包括補助當地新聞業者、介入平臺與媒體

不平衡的生態、修改併購法促進競爭、建議禁止不公平合約條款保障

消費者、加強隱私法的保護措施，政府成立專業數位平臺機構，主動

調查數位平臺違反消費者法律及潛在反競爭行為，以及建議現有監理

機構在數位平臺監理上互相合作。 

 

關鍵字：數位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