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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歐盟】歐盟 5G 先導頻段確定加入 26GHz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推進 5G 行動計畫（5G
Action Plan）
，5G 先導頻段除了低頻 700MHz 與中頻 3.6GHz 外，日
前確定加入 26GHz（24.25GHz-27.5GHz）
。26GHz 屬於高頻段，容量
居三者之冠，訊號傳輸距離最短，適合高密度人口區域。據委員會研
究，首波 26 GHz 佈署服務可能為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如高容量固定無線接取服務（Fixed
Wireless Access，FWA）
、高解析度視訊通話、VR、AR 以及 MR。
依據歐洲電子通訊規則（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de）
，歐盟會員國應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完成跨國頻譜協調，制定出
26GHz 頻譜的一般技術規格，並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 5G 系
統使用。此外，統一技術規格必須減緩既有與共用使用者之干擾，確
保 26GHz 與相近頻段之既有無線電服務彼此相容。700 MHz 預計於
2020 年中達成無線寬頻使用，3.6 GHz 初步商用建置則為 2020 年底。
關鍵字：5G、頻譜、2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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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洲：西班牙】Vodafone 及 Orange 決定擴充其既有網路共用
協議，迎接 5G 時代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國家/地區：西班牙
子分類：市場面

Vodafone 和 Orange 在西班牙簽署新的行動及固定網路基礎建設
共用協議。過去兩家電信業者的網路共用協議簽署包含全國性被動式
基礎建設和偏遠地區的主動式基礎建設；而本次的共用協議將會在人
口達 17 萬 5 千人以上的大都會納入主動式基礎建設共用，含無線電
接取（Radio Access）及高速後端網路（High-speed Backhaul）範圍，
未來將會有 3 分之 2 的西班牙人受惠於新的共用網路。同時，兩家電
信業者也不排除透過 FTTH 共同投資，提升光纖覆蓋率。
關鍵字：5G、基礎設施共用、共網

3. 【美洲：美國】FCC 主委表態將支持 T-Mobile 和 Sprint 合併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主委 Ajit Pai 與委員 Carr 發表關於同意 T-Mobile 與 Sprint 合併的聲明，
未來將以 T-Mobile 為公司名稱，並承諾於 6 年內打造美國偏遠鄉村
5G 服務，及在 3 年內不調漲其價格。Ajit Pai 認為此項合併案對未來
美國偏遠鄉村地區 5G 發展有著獨特的機會；委員 Carr 則表示此合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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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將有助於未來 5G 產業整體發展。此一聲明引起部分電信公司與消
費團體的反彈，認為此合併案缺乏透明度且並無採納其他專家意見。
而未來此項合併案尚需經 5 名委員表決及司法部批准同意後才有可
能實現。
關鍵字：併購、電信、市場集中、競爭

4. 【歐洲：跨國】歐洲電視業者結盟對抗跨國串流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為了對抗跨國串流影音服務的激烈競爭，歐洲電視業者近期積極
展開合作關係，並傾向以「在地化」廣電服務為策略核心，來強化與
國際串流影音的服務差異，期許以此優勢贏回市場。例如，法國電視
臺 TF1、France Televisions 和 M6 將共同推出訂閱隨選服務 Salto，主
打在地內容；德國 ProSeibenSat1 和 Discovery 合作推出電視串流服務
Joyn，部分節目搶先傳統電視首播，並提供節目 30 天回看服務；英
國公共電視 BBC 聯合 ITV、Channel 4 等，於 2002 年共同推出 Freeview
服務後，2019 年 1 月更新推出行動應用程式版本，讓用戶可以透過
手機觀看電視節目內容。
而除了上述國家業者之間的合作案例之外，跨國案例也持續增加，
例如法國 France Televisions、義大利 Rai 和德國 ZDF 成立歐洲聯合製
作 聯 盟 ，共 同集結 資 金 以創 作符合 國 際 市場 的高品 質 內 容； 由
Mediaset（義大利和西班牙）、ProSiebenSat1（德國）
、TF1 集團（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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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 Channel 4（英國）等電視業者合作組成跨國組織 European
Broadcaster Exchange（EBX），旨在連結歐洲廣播電視與廣告市場，
為廣告客戶提供跨國電視廣告投放與媒體購買選擇。
對於這些傳統電視業者而言，彼此合作以共同對抗跨國串流影音
服務有可能損害其原有利益，例如可能會與原有電視廣告業務相競爭，
或降低銷售影音作品版權至第三方平臺的潛在利益。再加上跨國串流
影音服務如 Netflix、Amazon 等於歐洲已累積一定的訂閱數，美國
Disney、Discovery、Warner Media 等老牌媒體業者亦紛紛宣布投入發
展 OTT 服務。對於歐洲傳統電視業者而言，透過合作來對抗新興串
流影音服務是否成功仍有待觀察，但整體而言，廣播電視業者之間已
紛紛出現策略結盟或合作趨勢，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服務選擇。
關鍵字：無線電視、OTT、Netflix、Amazon、策略結盟

5. 【歐洲：德國】德國廣播技術研究所 IRT 利用 5G 進行無線電視
廣播測試成功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國家/地區：德國
子分類：技術面

德國無線廣播技術研究所（Institut für Rundfunktechnik GmbH，
IRT）於今年 5 月 9 日與德國公共電視 Bayerischer Rundfunk（BR）、
電信業者 Telefónica Germany、無線廣播設備相關業者 Rohde &
Schwarz 與 Kathrein 等，共同透過 5G 行動通訊進行無線電視廣播技
術測試成功。此實驗計畫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山區進行，透過 2 個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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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的廣播發射站進行影音播送，結果證實可有效覆蓋半徑 60 公里
的大範圍區域。未來若實際運行，可望大幅提高無線電視的接收品質，
並降低電視臺佈建發射站的成本。
早在 2017 年，德國公共電視 BR 和 IRT 即展開「5G Today」實驗
計畫，目的是希望透過 5G 行動通訊來改善無線電視的接收效益，讓
用戶在不用額外付費的情況下，也可以透過 5G 於行動裝置中接收無
線電視內容。目前 IRT 也正研發軟體定義無線電（Software Defined
Radio，SDR）技術，並開發新一代終端接收模組，未來將與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智慧電視等設備業者合作，讓用戶透過行動裝置連
結 5G 即可觀看電視節目內容。5G Today 實驗計畫預計將持續至今年
10 月底為止，未來將視研發結果做進一步的商業利用與評估。
關鍵字：5G、無線電視、廣播、軟體定義無線電、德國、IRT、BR

6. 【歐洲：歐盟】CEF Telecom：歐盟投資 4,100 萬歐元，以數位
方式連接歐洲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9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於連結歐洲設施計畫
（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programme，CEF）中之電信項目（CEF
Telecom）
，共編列 10.4 億歐元（2014-2020 年）預算，以支持歐盟各
國佈署數位服務基礎設施（Digital Service Infrastructures，DSIs），包
括資訊安全、電子衛生保健、電子採購、線上爭議解決、電子司法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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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數據等領域，以建構更安全的網路環境。
2018 年第 3、4 與 5 次的公開徵選，CEF Telecom 融資 83 個項目，
共 4,100 萬歐元。項目包含提供資訊安全 1,140 萬歐元、電子衛生保
健 470 萬歐元、電子採購 220 萬歐元、電子司法入口網站 170 萬歐元、
開放數據 2,070 萬歐元，以及兩個線上爭議解決方案等。
預計 2019 年 CEF Telecom 將資助創新和網路執行署（Innovation
and Networks Executive Agency，INEA）4,820 萬歐元，幫助歐洲公共
管理部門和企業建構數位服務的核心平臺。
關鍵字：資訊安全

7.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宣布為聯網設備引入新法律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為確保數百萬連接網路的家庭用品免受網路攻擊，英國數位、文
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就消費者物聯網安全的監理建議進行諮詢，諮詢時間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
該諮詢文件提出強制性新標籤計畫（Mandatory New Labelling
Scheme）
，該標籤將告訴消費者各項智慧產品符合安全性，意味著業
者未來只能銷售具備物聯網安全標籤的產品。並強制要求符合當前的
“設計安全”作業規範中規定的 3 大安全要求，包括物聯網設備密碼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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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唯一的，且不可重製；物聯網產品製造商提供公共聯繫點作為漏
洞揭露政策的一環；以及製造商明確說明設備接收安全更新的最短時
間。
英國政府正與國際夥伴合作，以確保推動的一致性，並於諮詢中
提出有可能影響全球設備的安全性建議，以符英國未來的標準。
關鍵字：物聯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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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跨國】5G 將在生活與工作場域帶來改變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5G 具有速度、容量、互連之特性，將帶來新的產品、服務以及
商業模式，並對生活與工作場域帶來改變，包含：
(1) 物聯網：5G 將使互連設備數量大幅成長。DBS 分析師預估，到
2030 年將有 1,250 億臺設備連接，2018 年為 110 億臺。
(2) 運輸與物流：未來自動卡車與無人貨船之物流效率將顯著提高，
影響全球數以百萬計的司機工作，然亦必定為其他領域創造新的
工作。
(3) 醫療保健：5G 將推進數據醫學，不僅透過穿戴技術監測患者的
身心狀態，數據傳輸、機器人、AI 的快速發展將改變醫療品質與
方式，包括遠距機器人輔助操作，甚至部分自動化手術。
(4) 辦公室：5G、AI 與機器學習的進步將使辦公室工作更加智慧化，
減少重複性任務。未來能與智慧機器協作並具有更高階認知技能
的工作者將具優勢。
(5) 工廠：未來工廠將依靠 5G 實現自動化生產，並顯著提升生產力。
例如日本機具製造商 Yamazaki Mazak 與英國合作推出首個 5G 工
廠實驗，透過使用感測器進行即時監控與數據收集，提升自動化
系統的速度與維運品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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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5G、IoT、自駕車、AI

9. 【國際：跨國】5G NR 商用現況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1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自 2019 年起美國威訊無線（Cellco Partnership）與韓國 KT、LG U+、
SKT 等電信業者已陸續提出 5G NR 商用規畫，其採用之 NR 頻段如
下：
1. 美國威訊無線（Cellco Partnership）：n260（39 GHz） / n261
（28 GHz） ；
2. 韓國電信公司（KT Corporation）：n78 （3.5 GHz）；
3. LG U+：n78（3.5 GHz） ；
4. SK Telecom：n78（3.5 GHz）
而日本總務省於本月公布 5G 頻譜指配後，日本的 NTT DOCOMO、
KDDI、KDDI/沖繩行動電話、SoftBank 以及樂天 Mobile 也預計在
2020 年春、夏季推出 5G NR 商用。
關鍵字：5GNR、商用化、NR 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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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際：跨國】全球 5G 安全會議提出「布拉格提案」聲明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5 月初於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辦之全球 5G 安全會議，共有來自歐
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德、日、韓、澳等 30 多國官員參與，
會後亦公布一項不具約束力的「布拉格提案」聲明，以因應未來 5G
時代潛在的安全威脅。
「布拉格提案」中針對「政策」
、
「技術」
、
「經濟及安全」
，
「隱私
和彈性」4 個面向提出建言，建議各國應把第三國可能對設備商造成
的整體影響納入考量，尤其應考慮第三國的治理模式中是否缺乏安全
合作協議或類似機制，以及該國是否為網路犯罪或數據保護協議的締
約國等。另外，各國政府針對設備商和網路技術進行安全風險評估時，
應考量法治、安全環境、設備商不法行為等，且應符合開放、互操作
性、安全標準及產業最佳作業流程。
儘管「布拉格提案」中並未提及任何特定設備商，然而其中幾項
建議被認為直指中國大陸和華為，顯示與會國家對華為 5G 網路設備
仍有諸多疑慮。
關鍵字：5G、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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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洲：歐盟】歐盟投資 1 億歐元發展 7 大 5G 研究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技術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宣布將投資 1 億歐元在
5G PPP（5G Infrastructur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5G 公私聯盟協
會）下的 7 大創新及研究計畫：
⚫ 5G SMART：發展智慧工業
⚫ 5GDrones：無人載具實驗（著重公共安全監測與防災）
⚫ 5G-HEART：研究醫療、運輸、水產養殖
⚫ 5G-VICTORI：聚焦未來交通、能源、媒體和工廠
⚫ 5G-TOURS：為 3 個城市的遊客、居民、患者進行商用服務實
驗
⚫ 5G-SOLUTIONS：驗證 5G 的性能可讓垂直市場發展更卓越
⚫ 5GROWTH：將 AI 自動化的 5G 點對點解決方案應用於垂直
產業，含工業 4.0、交通、能源
歐盟執委會表示這些計畫將會從今年 6 月啟動，並與 3 個 5G 跨
國試驗計畫相輔進行。
關鍵字：5G、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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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歐洲：法國】法國對放寬 01～05 地理號碼進行公眾諮詢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 國 電 子 通 訊 與 郵 政 管 理 局 （ 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ARCEP）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針對電信號碼編碼與用戶保護機制進行公眾諮詢。目前於法國
大都會中，開頭為「01」至「05」的號碼共分配至 412 個主要撥號代
碼（Primary Dialling Codes）區域，屬地理號碼，可反映用戶地理位
置。但當用戶移出所屬區域於其他區域申辦服務時，便無法保留原始
號碼。
為解決現行編碼計畫中地理結構劃分產生的不便，ARCEP 建議
透過兩階段逐步放寬開頭為「01」至「05」號碼的地理限制。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電信業者可在用戶移轉至其他區域時為其保留原始號
碼；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地理號碼核配將不再受地理結構限制。
除地理號碼調整外，為保護用戶避免受詐騙電話影響，ARCEP
建議創建一個新的號碼類別，並允許電信業者嘗試各種可驗證身份的
解決方案。
關鍵字：地理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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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洲：法國】法國開放 2.6GHz TDD 頻段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 國 電 子 通 訊 與 郵 政 管 理 局 （ Autorit é de r é 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ARCEP）在 2019 年 4 月
針對 2.6GHz 頻段分配進行公眾諮詢，並在 5 月 9 日發布最終決定。
目前專業行動通訊網路（Professional Mobile Network）使用穩定但低
速的 2G 技術，而 2.6GHz 頻段則可利用 4G 和 5G 的超高速寬頻來提
升網路性能。因此 ARCEP 決定開放 2.6GHz 頻段供專業行動通訊網
路使用，有意願使用此頻段的單位可向 ARCEP 提出申請，在審核並
獲得使用許可後的 18 個月內，使用者必須按照義務規定佈署其網
路。
關鍵字：頻率分配
14. 【歐洲：法國】法國 3.4～3.8GHz 頻段公眾諮詢決議草案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技術面

法國預定將 3.4～3.8GHz 頻段用於 5G NR 網路上，目前此頻段主
要提供給不同電信業者的高速無線網路（LTE TDD）和無線用戶迴路
（Boucle Locale Radio，BLR）使用。為解決此頻段共存問題，法國
在 2018 年展開公眾諮詢，並在 2019 年 5 月基於各方意見以及專家委
員會研析做出決定草案。法國電子通訊與郵政管理局（Autorité d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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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ARCEP）決
定在此頻段同步保留 LTE 和 5G 技術兼容的框架結構，允許使用者不
採行此框架，但不得干擾此框架的使用者。
關鍵字：5G、網路同步

15. 【歐洲：法國】法國政府向 ARCEP 提出明確的 5G 政策方向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政府在 2018 年為 5G 訂定發展藍圖的目標為 5G 頻率的分配、
促進 5G 工業用發展、促進 5G 基礎建設的佈署和確認佈署的透明性。
2019 年 5 月 10 日法國政府更進一步發布最新 5G 政策方向，本次訂
定目標為：
⚫ 提升行動通訊網路覆蓋率：政府期望 5G 中第一個拍賣的 3.4
～3.8GHz 頻段有助於提高覆蓋率。目標為 2020 年完成部分
都市的覆蓋、2025 年覆蓋範圍需涵蓋主要運輸路線。
⚫ 加強垂直應用：以垂直應用發展多元化服務（含能源、醫療、
媒體等）。
⚫ 維持市場競爭：允許至少 4 家電信業者可提供 5G 服務。
⚫ 訂定底價：在 2019 年夏季訂出底價，底價需反應網路發展空
間、期望用途和佈建目標。
關鍵字：5G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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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歐洲：英國】Ofcom 有意調整 3.4-3.6GHz 頻段執照規定，並
展開公共諮詢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4 家英國電信業者（ThreeUK、EE、O2、Vodafone）近日向英國
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提出變更 3.4
～3.6GHz 執照的要求，Ofcom 也在 4 月 18 日至 5 月 19 日針對此議
題展開公共諮詢，變更項目主要是為了促進新的主動式天線系統
（Active Antenna System，AAS）使用。其變更內容包含：
1. 加入特殊條件，以適應新的 AAS 總輻射功率在區塊內（In-block）
及區塊外（Out-of-block）的功率限制。
2. 端子功率由 25dBm 提高至 28dBm。
3. 移除 3605MHz 以上頻段邊緣（Band Edge）的要求，並在 3800MHz
以上提出新要求。
AAS 靈活的輻射場型（Radiation Pattern）控制可以幫助移動時的
行動通訊網路使用，也能實現大規模多輸入多輸出（Multi-input
Multi-output，MIMO），這將提升無線電波經過高訊務量需求區域時
的容量，意味著即使消費者身處鬧區，也可以享受到高品質的行動通
訊服務。
關鍵字：頻譜、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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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歐洲：英國】英國 EE 確定首波 5G 商用日期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EE 電信宣布 5 月 30 日起在英國 6 大城市啟用英國首波 5G 服務，
6 大城市包含倫敦、卡地夫、愛丁堡、貝爾法斯特、伯明罕、曼徹斯
特，並計劃盡快擴展 5G 服務到另外 10 個大都會。EE 預計將使用 5G
非獨立網路（5G Non-Standalone，5G NSA）到 2022 年，同時佈署
5G 核心網路。EE 計劃以每個月設置 100 臺基地臺的速度進行，在
2020 年 5 月底前設置 2,000 臺基地臺。
EE 也表示三星、OnePlus、LG、Oppo 的 5G 裝置從 5 月 22 日起
可開始販售，而華為的裝置則必須等到美國解除華為禁令才會提供。
資費部分，5G 手機套餐資費方案最低費用為每月 54 英鎊起（5G Smart
Plan，含 10GB 數據流量、不限業者免費行動通話及免費簡訊），而
單純資費服務最低則為每月 32 英鎊（含 20 GB 數據流量、不限業者
免費行動通話及免費簡訊）。
關鍵字：5G 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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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歐洲：丹麥】丹麥 700MHz、900MHz 和 2300MHz 拍賣金額
達 21.2 億丹麥克朗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國家/地區：丹麥
子分類：政策面

丹麥能源署（Danish Energy Agency，DEA）在今年2月至3月進行
700MHz、900MHz和2300MHz等頻段的頻譜拍賣，競標金額達21.2
億丹麥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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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設義務上，取得700MHz、900MHz之電信業者須在2022年4
月前，於丹麥212個未提供服務之區域，提供上行3Mbps與下行30Mbps
之服務。

拍賣結果
電信業者
Hi3G

頻段

頻寬

700 MHz

2 * 10 MHz

900 MHz

2 * 10 MHz

標金
（丹麥克朗）

服務義務

485,233,000

67個區域

1,620,000,000

79個區域

107,600,000

66個區域

2 * 15 MHz
20 MHz（補
700 MHz
TDC

TT-Netvaerket

充下行鏈
路）

900 MHz

2 * 10 MHz

2300 MHz

60 MHz

700 MHz

2 * 5 MHz

900 MHz

2 * 10 MHz

關鍵字：丹麥、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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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歐洲：波蘭】波蘭規劃 2020 年釋出 26GHz 頻段供 5G 使用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國家/地區：波蘭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已通過將 26GHz 頻段
使用於 5G 的決議，而會員國必須在 2020 年 3 月前執行此決議。目
前此頻段在波蘭供民用以及軍用，民用限制在無線電鏈路（Radio Link）
以及區域多點分散服務（Loca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LMDS）
無線電系統，監理機關波蘭政府電子通信辦公室（Urząd Komunikacji
Elektronicznej，UKE）承諾將從既有使用者收回頻譜，並以更大區塊
方式釋出。
根據歐盟執委會的決議，在 2020 年底前會員國必須至少提供
26GHz 頻段 1GHz 的可用頻寬，UKE 將會與國防部就釋出頻譜進行
協商，波蘭數位部（Ministry of Digitisation）便可照計畫在 2020 年底
前釋出該段頻譜。
關鍵字：5G、2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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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洲：美國】FCC 批准 SpaceX Starlink 計畫修正要求，預計
於 5 月底發射衛星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批准SpaceX針對Starlink網路衛星計畫提出之修正請求。原協議中，
SpaceX獲准將4,425顆Starlink衛星發射至1,110至1,325公里的軌道上
運行。但近期SpaceX的TinTin A與B兩顆衛星的成功測試，使其決定
希望將原核准數量中的1,584顆衛星，改至550公里的軌道運行。
SpaceX主張在較低軌道上運行，不僅能縮短訊號延遲，將傳輸時間縮
短至15毫秒，同樣的覆蓋面積下更能減少使用16顆衛星，並減少太空
垃圾。FCC雖然批准修改計畫，但也規定SpaceX必須6年內完成發射
至少一半的衛星數。在SpaceX的整體策略上，未來將發射12,000顆衛
星，於全球各地提供網際網路覆蓋；目前，SpaceX則計劃在5月份於
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Cape Canaveral）發射Starlink衛星。
瞄準寬頻衛星的企業不在少數，OneWeb已於今年2月發射6顆衛
星，從低軌軌道提供全球網路覆蓋範圍；最近Amazon也宣布推出
Kuiper計畫，將發射3,236顆寬頻衛星。
關鍵字：FCC、低軌衛星、網路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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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洲：美國】FCC A-CAM 計畫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9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去年 12 月推出 A-CAM 計畫
（Alternative Connect America Cost Model），
規劃未來 10 年挹注普及服務基金（Universal Service Fund）6,570 萬
美元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共有 186 家電信業者參與計畫，估計
全美 43 州將有超過 106,000 戶農村家庭與小型企業受惠，寬頻上網
品質將大幅提升，縮短數位差距。
參與 A-CAM 計畫的電信業者承諾提供 106,365 戶家庭與小型企
業下載速度為 25Mbps，上傳速度為 3Mbps 的網路服務，透過此計畫，
網路建置地點數量不僅增加 31.8%，地區用戶也能享受更快速的網路
服務。FCC 規定電信業者必須在 2022 年底前完成 40%網速提升建置，
並且到 2028 年前以每年增加 10%的進度完成計畫。
關鍵字：寬頻網路、普及率、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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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洲：美國】美國 CBRS 頻譜共用機制已趨成熟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技術面/政策面

3.5GHz 頻段資源對於美國未來 5G 行動寬頻網路發展至關重要，
目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 已 核 准 3 家 環 境 感 測 能 力 系 統 （ Environmental Sensing
Capabilities ， ESC ） 業 者 ， 而 國 家 電 信 暨 資 訊 管 理 局 （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亦完成 5
家頻譜接取系統（Spectrum Access System，SAS）管理者的實驗室測
試階段，顯示 3.5GHz 公民寬頻無線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CBRS）頻譜共用機制已趨成熟，該頻段的發展動能大幅提
升。
關鍵字： 5G、3.5GHz、頻譜共用

23. 【美洲：美國】美國 3.5GHz 釋照可能延宕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技術面/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委員 Michael O’Rielly 近日表示，第 3 波毫米波拍賣使得 3.5GHz 頻譜
釋照將可能延宕，且 FCC 正膠著於拍賣軟體的開發與其他技術性因
素，預計到 2020 第 2 季前都未必能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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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Hz 頻段相較於其他中頻段，無論在容量或是覆蓋率都相當卓
越，先進國家多將其視為 5G 關鍵頻段，且已陸續完成釋照。若美國
想在 5G 競賽中取得優勢，勢必需加速 3.5GHz 頻段的釋照進度。
關鍵字： 5G、3.5GHz、頻譜拍賣

24. 【美洲：美國】美國眾議院通過寬頻接取法案，待參議院立法審核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眾議院通過寬頻接取法案（Acess Broadband Act）
，後續將待
參議院進行立法審核批准。寬頻接取法案立法目的係為促進低度開發
地區之寬頻接取，法案要旨包括：
（一）建立NITA所屬機關之網路連接與促進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et
Connectivity and Growth）；
（二）督導網路連接與促進辦公室之小型企業與地區社群的網路接取
事務，包括小型業務研習坊與其他支援資源；
（三）簡化小型企業與地方政府申請聯邦寬頻補助之程序，並且加強
政府與私部門之協調。
關鍵字：寬頻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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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美洲：美國】FCC 將於今年 12 月 10 日拍賣 37、39 及 47GHz
頻段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主委Ajit Pai於2019年5月7日向國會報告所提出之2020年財政預算及
施政規畫，視5G發展與佈署以及將於12月10日進行的37、39及47GHz
頻譜拍賣為重點項目，並規劃釋出3.4 GHz頻段作為商用。Ajit Pai表
示，FCC將規劃於下個財政年度推出3.5 GHz中頻段拍賣，並持續努
力推動其他中頻段（2.5 GHz、3.7-4.2 GHz）的靈活使用。美國積極
佈署5G網路不僅能提升全美網路接取效能，預估將創造300萬個就業
機會、提升私人投資金額達2,750億美元，並增加5,000億美元的經濟
成長。
關鍵字：5G、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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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洲：美國】FCC 提議開放 1675-1680MHz 頻段供行動通訊服
務使用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提議重新規劃1675-1680MHz頻段供地面固定與行動網路作彈性使用
（航空行動業務不在此列）
，並徵詢此頻段之適當服務與技術法規，
以確保頻段既有天氣預報服務及未來商業用途可共用頻譜而無損雙
方權益。
關鍵字：頻譜分配、行動服務

27. 【美洲：美國】FCC 宣布重新配置既有 39GHz 執照，以利年底
第 3 次 5G 頻譜拍賣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於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告將重新配置與修正既有 39GHz 執照，以利
於 12 月 10 日舉行的第 3 波 5G 頻譜拍賣（Auction 103）
。
由於 39GHz 規劃將以 100MHz 為單位頻寬釋出，為符合第 3 波
5G 頻譜拍賣的頻譜規畫，FCC 需重新配置既有執照。為此，FCC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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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 種調整方案供既有執照持有者選擇：
1. 依據 FCC 建議配置修改其執照範圍；
2. 符合 FCC 規定前提下，依據執照持有者之意願修改執照範
圍；
3. 放棄現有執照，換取獎勵金及新頻譜競標機會。
依據執照持有者所選方案，FCC 將進行相應程序完成執照修改及
獎勵金的計算與支付。
關鍵字：5G、頻譜拍賣

28. 【美洲：美國】Google 投資連接美國與智利的「Curie」海纜已鋪
設完成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Google投資連接美國和智利的海纜「Curie」已於今年4月23日鋪
設完成，該海纜總長約10,000公里，連接美國西岸加州與南太平洋智
利的瓦爾帕萊索。Google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有一處資料中心，而該
國目前也正積極佈建光纖網路，海纜建設完成將使智利的上網民眾大
大受惠，更是Google在全球雲端運算基礎建設計畫的一大步。
近年，Google在海纜基礎建設上投下大量資金，包括連接美國到
丹麥與愛爾蘭的海纜，及亞洲地區的海纜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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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海纜、Google

29. 【美洲：美國】川普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企業採購華為設備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總統川普於 5 月 15 日依據《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簽署行政命
令，禁止美國企業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的公司」所生產的電信
設備，並將於未來 150 日內制訂具體指導方針與規定。
華為表示，美國政府此舉反而迫使業者不得不購買更為昂貴的設
備，最終危害美國電信業及消費者，進而阻礙該國發展 5G 技術。由
於行政命令可溯及過往購買的設備，因此對於長期購買華為設備的小
型業者而言，政府既不表態是否協助移除設備，也未訂定違反行政命
令之相應懲罰，或將使受影響的業者無所適從。
關鍵字：5G、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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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洲：美國】FCC 主委呼籲重新評估 5.9GHz 頻段，未來或可用
於 Wi-Fi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主委 Ajit Pai 在 Wi-Fi 世界大會
（Wi-Fi World Congress USA）上呼籲，
目前美國中頻段相當匱乏，隨連網技術革新，主管機關應重新評估目
前用於汽車業的 5.9GHz 頻段，研擬更為適切的用途。Ajit Pai 表示，
5.9GHz 頻段未來可選擇繼續供 C-V2X 及其他車業技術執照使用，並
區分出免執照使用頻段，或是重新分配 75MHz 的頻寬作免執照使
用。
關鍵字：Wi-Fi

31. 【美洲：美國】美國 4 大電信公司承諾 FCC 將不再對外販售用戶定
位資料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2018 年至 2019 年間陸續有美國 4 大電信公司 AT&T、Verizon、
T-Mobile、Sprint 因違反《聯邦通訊法》第 222 條，將用戶位置資料
售予第三方而遭到集體起訴的消息，然而，Sprint 仍未改善其作為。
因此，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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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委員於 5 月 1 日再次要求 4 家電信業者停止銷售用戶地點資訊，
並說明是否允許資料蒐集廠商儲存消費者的地點資料，以及上述電信
業者是否確保第三方廠商刪除過去提供的資訊。
在 FCC 公布 4 家業者回覆信件中，Verizon 表示在去年 11 月便已
停止此類交易，而 AT&T、T-Mobile 則是今年初就已停止，Sprint 則
保證 6 月開始將不再與外部業者續約，目前僅支援 1 家道路救援及 1
家公益彩券業者使用適地性（Location-Based Service，LBS）服務。
此外，AT&T 與 Verizon 則補充在緊急狀況時還是會提供用戶的定位
資料，如 911 服務。
關鍵字：FCC、定位資訊、LBS、個資

32. 【美洲：美國】FCC 提議讓電信業者封鎖自動語音電話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主委 Ajit Pai 近日提議要求電信業者預設封鎖自動語音電話，並要求
電信業者允許用戶拒接通訊錄以外的電話號碼。實際上，自動語音電
話在美國相當猖獗，美國民眾在 2017 年總計收到 305 億通非法自動
語音電話，去年再提高到 480 億通，同時它也是民眾向 FCC 投訴的
第一名。然而，許多電信業者早已開發或佈署自動語音電話的封鎖工
具，卻礙於法令未有明確規定，遲遲無法採用。如今，提案將為封鎖
工具帶來合法性，而 FCC 也呼籲業者免費提供封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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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FCC 亦針對來電者身份識別標準（Caller ID Authentication
Standards）辦法公開徵詢意見。FCC 將運用 SHAKEN/STIR 技術標準
針對來電進行身份驗證，相關標準辦法預計於今年底施行。
關鍵字：FCC、自動語音電話

33. 【亞洲：日本】NTT Docomo 手機資費下調最高將達 4 成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相當於內閣秘書長）菅義偉曾於 2018 年 8
月表示，日本行動通訊資費與海外各國相比明顯過高，尚有 4 成左右
的降價空間，日本電信業者應還利於民。另外，由於日本目前皆採通
訊資費和手機資費合併計算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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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秋季開始執行通訊資費和手機資費分離的政策。
為因應政府政策，NTT Docomo 決定先行下調資費，宣布自 2019
年 6 月起調降手機資費，降幅最高達 4 成，估計每年手機資費可回饋
用戶 4 千億日元。此外，Softbank 及 KDDI 等電信業者預期也將下調
費率，未來日本電信資費競爭將轉趨激烈。

關鍵字：電信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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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亞洲：日本】日本電信用戶更換品牌意向調查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 MMD 研究所（Mobile Market Data Labo）在 4 月發表針對
日本 6 大電信業者
（Docomo、AU、SoftBank、Y！Mobile、樂天 Mobile、
UQ mobile）用戶轉換他家電信品牌方案的意向調查。6 大電信業者
用戶中有意更換電信品牌的平均比例為 18.8%、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用
戶想在 1 年內變更品牌。有意轉換電信且目前使用 Docomo、AU、
SoftBank 的用戶，契約方案為 3 年以上的比例高達 70%。有意轉變品
牌的用戶，大部分偏好未來改用樂天 Mobile、Y！Mobile、UQ mobile，
其原因為樂天 Mobile 可以累積點數、而 Y！Mobile 和 UQ mobile 提
供的方案較便宜。

關鍵字：品牌、電信服務、電信商、副牌

35. 【亞洲：日本】總務省行動電話基地臺整備研究會報告書公開徵
詢意見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總務省過去以居住地區與隧道等電波受到遮蔽的地區為主，改善
無訊號問題，展望未來地方觀光振興與災害時通訊環境的確保，無人
居住地區的手機使用需求也將提升。有鑑於此，總務省自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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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開始以「行動電話基地臺整備研究會（携帯電話の基地局整備の在
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探討無訊號地區的基地臺整備課題。日前已
公告研究報告書草案，於 2019 年 4 月 27 日至同年 5 月 31 日公開徵
詢意見。
針對地理條件較差（居住地區）的無訊號地區，有必要採取促進
多家業者共同合作，以及促進業者在 4G 營業地區導入 5G 基地臺的
措施。針對電波受到遮蔽（非居住地區）的無訊號地區，主要含括：
1. 緊急輸送道路、避難道路等；2. 觀光地區；3. 其他（例如農林業
從業者的工作地區、到觀光地區的聯絡道路等）；預期上述地區的通
訊需求將增加，並將過去未涵蓋的地區也納入整備對象。
關鍵字：基地臺、5G、無訊號地區

36. 【亞洲：日本】日本目標在 2023 年底解決所有居住地區的無訊
號問題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無訊號區域不但削弱當地的區域振興發展，也不利於緊急避難資
訊的傳遞。為改善日本所有居住地區的手機無訊號問題，總務省自
2018 年 11 月展開專家座談共同研擬解決方案，並於報告草案中訂定
目標，期能於 2023 年底解決所有居住地區的無訊號問題。
總務省將根據未來相關研析報告，考慮必要的支援政策，以加快
5G 等重點基礎設施發展，協助地方區域迎接 Society 5.0 時代。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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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日本全國皆能享受自動駕駛與遠距醫療服務，也將針對人口稀少
等資源缺乏地區提供一定支援，以利當地 5G 服務發展。

關鍵字：5G、無訊號

37. 【亞洲：日本】軟銀攜手 Google 開發 5G「飛行基地臺」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 Softbank 與美國航空科技公司 AeroVironment 共同出資成立
的 HAPS Mobile（High Altitude Platform Station Mobile）將攜手美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啟動「Loon 計畫」，在平流層發射無人飛行
載具充當通訊基地臺。相對於地面基地臺，「飛行基地臺」成本低、
覆蓋率高，且不易受災害影響導致癱瘓；與通訊衛星相比，延遲性低
更易於支持 5G 通訊標準。軟銀與 Google 力爭在 2020 年上半年度將
無人飛行器推向商用化。
關鍵字：5G、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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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亞洲：日本】總務省針對 IoT 時代的電信號碼展開意見徵詢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設置 IoT 時代的電信號碼研究會，研究在 M2M 等需
求增加與服務型態多樣化之下，電信號碼的相關因應對策，並彙整成
報告書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同年 6 月 14 日公開徵詢意見。
報告書指出，日本總務省在 2019 年 4 月完成 5G 頻譜的指配，預
期未來 SIGFOX、LoRa、ELTRES 等新的無線電系統日漸普及，IoT
機器數量將急遽成長。儘管 2017 年已設置 M2M 等專用號碼 020（11
碼，號碼容量：8,000 萬）
，但若以獲核配 020 號碼業者提供的資料進
行試算，預估在 2022 年內可指定號碼將會枯竭。因此，總務省擬將
現行 11 碼的 020 號碼增加為 14 碼的 020-0，以確保增加 100 億的號
碼容量。
至於國際行動用戶識別碼（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簡稱 IMSI），總務省則擬將行動國家代碼（Mobile Country Code，簡
稱 MCC）為 4411之行動網路碼（Mobile Network Code，簡稱 MNC）
由現行的 2 碼增加為 3 碼。
關鍵字：IoT、電信號碼、5G

1

日本行動國家代碼為 44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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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亞洲：韓國】韓國政府與 MNO 合作成立特別小組處理 5G 服
務問題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2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目前，SKT、KT 以及 LG U+都已推出 5G 商用服務，不過民眾抱
怨範圍太小且時常斷訊。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收到大量投
訴後，已宣布成立 5G 服務檢驗之公私聯合特別小組（5G Service
Inspector General-Private Joint Special Team），與 MNO 攜手合作提升
5G 商用服務。5G 服務檢驗特別小組已於 4 月 23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處理相關問題，並將每週舉行小組會議，除了分析 5G 品質改善方法
之外，亦協助解決伴隨轉換 5G 而產生的問題。
關鍵字：5G 服務

40. 【亞洲：韓國】SKT 公布「5G 覆蓋區域地圖」，將強化建物內
5G 覆蓋率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 SKT 於 4 月 23 日公布「5G 覆蓋區域地圖」，展示其 5G 佈
建成果。SKT 視強化室內 5G 覆蓋率為目標，並將覆蓋率焦點放在使
用者集中的都市樞紐，如購物中心、機場；同時，預計於下半年擴張
5G 覆蓋範圍，強化地鐵、公園等地點之 5G 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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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5G、SKT

41. 【亞洲：韓國】韓國 5G 服務市場發展現況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4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 3 大電信業者 SKT、KT 及 LG U+皆已推出 5G 服務，根據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統計，
3 大電信業者 5G 用戶已達 26 萬名，其中 KT 於 2019 年 4 月 5 日推
出 5G 商用服務後，5G 用戶數於 1 個月內已超過 10 萬名。
5G 電信資費方面，目前最便宜的 5G 方案為每月 55,000 韓元（約
新臺幣 1,454 元）
，用量超過 8 至 9GB 後，降速至 1Mbps；進階方案
如 5G 吃到飽方案及額外提供裝置共享服務，則至少需月繳 80,000 韓
元（約新臺幣 2,1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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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5G 的全面商業化，韓國政府亦宣布「5G+戰略計畫」
，作為
5G 時代產業升級的綜合發展戰略，期望於 2026 年創造 180 兆韓元的
產值及 730 億美元的出口額，並創造 60 萬個就業機會。

關鍵字： 5G、用戶數、電信資費

42.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聯通將於 5 月推出商用 5G 服務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中國聯通於上海舉行的合作夥伴會議上宣布將於 5 月推出 5G 商
用服務， Qualcomm 亦於會中表示將攜手中國聯通與 OnePlus、Oppo、
nubia、Vivo、Xiaomi 及 ZTE 等裝置製造商通力合作，加速中國 5G
佈署。
當中國大陸政府於 2018 年底完成中頻段指配時，
《中國日報》預
估 5G 商用將於 2020 年推出，但中國聯通於此時推出 5G 商用，可見
其發展之企圖心，同時突顯美、韓、中等國於 5G 發展的激烈競爭。
關鍵字：5G、中國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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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電信將率先於浙江省推動獨立式 5G 商
用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8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中國電信董事長柯瑞文於 4 月 28 日舉辦的浙江「5G+」行動發布
會上表示，中國電信將浙江省列為 5G 發展的重要省份，以杭州為 5G
獨立網路（5G SA）的關鍵節點，優先展開 5G 佈局。
柯瑞文透露，中國電信目前已在杭州的核心區域實現 5G 網路的
連續覆蓋，並於寧波、紹興、烏鎮等多個重要城鎮建立 5G 試驗網路，
下一步將加快網路建設，推動浙江全省 5G 率先商用。
關鍵字：5G、中國電信

44.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計劃 10 月啟動全國 5G 商用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政策面

中國大陸預計於 2019 年 10 月啟動全國 5G 商用，可望成為繼韓
國及美國之後，全球第 3 個 5G 商用的國家。
中國大陸計劃於 10 月 1 日啟動 5G 商用，屆時中國聯通、中國電
信和中國移動將開通 3 萬至 5 萬不等的基地臺，訊號覆蓋全國 40 餘
座城市，覆蓋範圍較韓、美兩國更加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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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 應用方面，2020 年將主要應用於個人通訊和遊戲；而在 2025
年前，遠距控制相關應用亦將逐年成長；無人駕駛汽車則預計於 2035
年前開始蓬勃發展。
關鍵字：5G、商用

45. 【亞洲：印度】印度 5G 發展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印度
子分類：政策面

為滿足印度數位通訊產業需求，印度於 2018 年 9 月批准國家數
位通訊政策 2018（The Nationa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Policy-2018，
NDCP-2018），期望能促進印度有效參與全球數位經濟。而為推動印
度成為數位經濟國家，5G 發展將是關鍵。
儘管印度政府希望於 2020 年推出 5G 服務，但以往印度在引進前
幾代通訊技術時皆相較他國落後，且目前在基礎設施條件與相關準備
上皆尚未完備，是否能如期達到政策目標仍是未知數。
根據專家評估，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將是印度 5G 發展的主要挑
戰，特別是光纖後端網路（Fibre Backhaul）可能成為印度推動 5G 的
關鍵因素之一。根據印度電信管理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TRAI）統計，相較於中國有 80%的基地臺塔臺（Tower）與光
纖相連，印度僅有 22%的基地臺塔臺與光纖相連，基礎設施明顯不足。
而為改善基礎建設缺乏問題，NDCP-2018 中亦規劃於 2022 年前連接
至少 60%的基地臺塔臺。
39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5 月】
除此之外，目前 5G 先驅國家皆已相繼完成技術試驗，印度迄今
僅有 Bharti Airtel 和 Reliance Jio 兩家電信業者進行現場試驗，有限的
試驗歸因於印度政府尚未分配 5G 試驗頻譜，若無試驗基礎，推出服
務將面臨諸多挑戰，頻譜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綜上所述，完備基礎設施及提供充足頻譜資源將成為印度 5G 啟
動的關鍵因素，若印度政府能即時提供支援，電信業者便可開始進行
試驗、投資網路升級並探索 5G 商業模式及應用。
關鍵字：5G

46.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展開 5G 政策與釋照公眾諮詢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7 日

國家/地區：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電信監理機關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在 5 月 7 日到 6 月 19 日間針
對 5G 政策架構展開公眾諮詢。IMDA 預計在 2020 年導入 5G，並將
3.5、26、28GHz 暫定為第 1 波釋出的 5G 頻段，釋出方式將採「徵求
提案（Call for Proposal，CFP）
」，由欲取得頻譜者提出申請，衡量項
目中亦包含願意支付的金額。IMDA 目前初步規劃 2 張全國性執照，
將 3.5GHz 分為 1 個 100MHz 和 1 個頻寬 50MHz 的區塊，獲得執照
者將同時各取得 1 個 800MHz 頻寬的 28GHz 頻段使用權。
可參與 5G 競價者為既有 4 家 MNO（即 Singtel Mobile Singapore、
StarHub Mobile、M1、TPG Telecom）
，但企業可與 1 家或 1 家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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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 共同提出申請。而取得 5G 頻段者須於可使用 3.5GHz 頻段後的
24 個月內完成 50%的覆蓋率，以及取得使用權後的 12 個月內開始使
用 28GHz 頻段。
關鍵字：5G、頻譜指配

47. 【大洋洲：澳洲】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否決電信
業者 VHA 及 TPG 合併
洲別：大洋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國家/地區：澳洲
子分類：政策面

澳洲 2 家電信業者 Vo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VHA）與澳洲
TPG 電信公司（TPG Telecom Ltd）去年 8 月計劃合併，合併案必須
經過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ACCC）及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RIB）批准方能通過。日前 ACCC 以合併將大幅降
低行動通訊服務產業競爭為由，否決該合併案。ACCC 主席表示，倘
若 2 家公司放棄合併，TPG 將依照原先計畫推出其固定與行動通訊網
路服務，提供消費者更大數據量與更低的價格，並與現有業者 Telstra、
Optus 及 Vodafone 展開激烈競爭。該報導指出，澳洲通訊市場集中，
行動市場方面，Telstra、Optus 及 Vodafone 3 家電信業者市占率超過
87%；而固網寬頻市場方面，Telstra、TPG、Optus 則占 85%。
關鍵字：市場集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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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大洋洲：澳洲】Telstra 開始提供澳洲首個 5G 商用服務
洲別：大洋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國家/地區：澳洲
子分類：市場面

澳洲最大的電信業者 Telstra 於 2019 年 5 月 22 日起提供 5G 商用
服務，Telstra 採用 5G 非獨立系統（5G NSA）
，使用的頻段為 3.5 GHz
（n78），所使用的通信設備採購自瑞典的 Ericsson。
5G 服務區域方面，包括首都領地的坎培拉、維多利亞州的墨爾
本、新南威爾斯州的雪梨、昆士蘭州的布里斯本、黃金海岸、圖沃柏、
南澳州的阿德萊德、西澳州的伯斯、塔斯馬尼亞州的荷巴特、朗瑟士
頓。
關鍵字：5G、商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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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播 2

傳播

49. 【國際：跨國】 4 大收視率調查公司合作組成全球媒體閱聽眾量測
聯盟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9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BARC（印度）
、Médiamétrie（法國）
、Numeris（加拿大）和 Video
Research（日本）等 4 家收視率調查公司宣布合作組成全球媒體閱聽
眾量測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Media Audiences，
GAMMA），未來將共同展開新媒體閱聽眾收視調查計畫，包括共同
研發相關測量技術標準和營運流程等，以有效提高業者所在國家的收
視率調查效益。
過去收視率調查多專注於閱聽眾電視收視行為，但在新媒體匯流
趨勢下，消費者可以觀看的終端載具和影音來源越來越多元。為了精
進收視率調查技術與提高測量標準的一致性，BARC、Médiamétrie、
Numeris 和 Video Research 等共同表示未來將專注於研發新興收視率
調查技術和標準，並透過策略聯盟以因應新媒體匯流及變化趨勢。
關鍵字：收視率、電視、新媒體、收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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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歐洲：跨國】Facebook 擴大假消息查核語言範圍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Facebook 為回應歐盟對於假消息處理原則的要求，近期積極建立
假消息查證機制，並擴大檢核語言範圍和合作國家。目前 Facebook
假消息查核的範圍已涵蓋歐洲境內 14 國語言，並和 21 個第三方機構
共同合作以打擊假消息問題，包括希臘、北愛爾蘭、克羅埃西亞、立
陶宛及葡萄牙等國家地方機構都已與 Facebook 建立合作關係。
Facebook 設立的假消息查證機制主要是和歐盟各國所隸屬的國
際事實查證（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IFCN）機構合作，
透過 3 大架構過濾社群網路上的不實資訊。如經事實查證機制
（Fact-Checker）檢核為假消息，Facebook 即降低該則訊息的露出機
會。目前統計此機制運作效益已達 80%。
在 檢 核 架 構 上 ， Facebook 首 先 將 依 據 其 所 訂 定 的 社 群 標 準
（Community Standards）和廣告政策（Ad Policies）來偵測社群訊息
是否為不法內容，如經確認後會先將假消息發送者的帳號與內容移除，
同時降低該則訊息分享、點擊等資訊再散布的比率。除此之外，
Facebook 也開發了「假消息」
（Clickbait）標示，透過訊息按鍵方式
通知線上使用者注意，以阻止不實資訊再次傳播。Facebook 表示會再
與新聞發布機構合作，開發打擊假消息的應用工具，以要求新聞媒體
單位能共同提升新聞發布的技術與品質。
關鍵字：Facebook、假消息、事實查證、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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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歐洲：跨國】歐洲各國付費電視訂閱數現況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7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釋出的《歐洲付費電視報告
（European Pay TV Index）》顯示，2018 年英國付費電視訂閱數共減
少 42.4 萬，為歐洲付費電視市場中下降規模最劇烈的國家。除此之
外，丹麥、瑞士和德國等地付費電視訂閱數同樣出現下滑現象，俄羅
斯、法國、波蘭和西班牙則是持續增長。整體而言，2018 年歐洲付
費電視訂閱數仍有微幅成長，達 1 億 2,850 萬。然而，如以年增長率
來看，2018 年訂閱數成長 1.3%，與 2017 年增幅 2.2%相比減少近 1
個百分點，顯示歐洲付費電視整體訂閱數成長率已不如前，逐漸面臨
衰退下滑的趨勢。
關鍵字：付費電視、訂閱數、Strategy Analytics

52. 【歐洲：跨國】歐洲視聽觀測站公布歐洲隨選視訊內容 2018 年
報告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歐洲影視觀測站（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EAO）近期
公布 2018 年隨選視訊內容報告，分析歐洲影音作品在訂閱隨選視訊
（SVOD）與按次付費隨選視訊（TVOD）等服務平臺的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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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調查共盤點於歐盟提供服務的 29 個 SVOD 及 32 個 TVOD 平臺
節目清單內容。調查結果顯示，如以片名為計算單位的話，歐洲作品
於 TVOD 及 SVOD 服務市占比分別達 38%、27%；若以影集數量來
計算的話，TVOD 與 SVOD 市占則分別為 24%、19%。總體而言，
美國仍是 TVOD 與 SVOD 隨選視訊服務主要影音節目來源，但歐洲
或美國以外的影音作品數量占比亦很高。目前歐洲國家自製節目產量
排行由高至低分別為英國、法國、西班牙、瑞典及德國，其產製影音
數量已占全歐盟市場 91.2%。
關鍵字：VOD、SVOD、TVOD、隨選視訊、OTT、歐洲影視觀測站

53.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將提撥 1.5 億歐元協助西班牙無線電
視移頻計畫，以發展 5G 通訊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批准西班牙政府提擬的
無線電視移頻援助計畫，將提撥 1.5 億歐元協助當地政府和民眾順利
轉移數位無線電視接收頻段，以發展 5G 行動通訊。
此移頻計畫，源自於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和歐盟理事
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於 2017 年通過的一項規定，當時
決議將強制要求會員國在 2020 年 6 月前轉移無線電視使用的
700MHz（649-790MHz）頻段，並在 2030 年前移至 700 MHz 以下的
低頻頻段，以因應 5G 行動通訊網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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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為確保各會員國能順利轉移無線電視使用頻段，已同
意將提撥 1.5 億歐元，援助西班牙政府並補償當地民眾因移頻計畫而
導致的金錢損失並汰換相關接收設備等。
關鍵字：無線電視、5G、頻譜政策、西班牙、移頻計畫、700MHz

54.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推出首個 VOD 影音資料庫，促進歐
洲電影內容的跨境流通與交易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委託歐洲視聽觀測站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打造首個以歐洲電影為主的隨選
視訊（VOD）影音資料庫「Lumiere VOD」。此資料庫測試版於今年
4 月 16 日正式啟動，內容涵括超過 150 個隨選視訊服務和 3 萬 5 千
部歐洲電影清單，目的是促進歐洲隨選視訊和電影作品的透明度，以
加速影音作品流通。
根據歐盟調查，儘管歐洲為國際上許多電影的主要生產地（2007
年至 2017 年間生產多達 1 萬 8 千部電影），但目前歐盟境內的 VOD
電影服務中，僅 29%為歐洲作品。歐盟執委會和歐洲視聽觀測站期望
藉此計畫提升歐洲 VOD 市場之透明度，讓導演、製片、發行人、電
影基金和監理機關等影音產業專業人士可透過系統追蹤 VOD 電影清
單的銷售情形，進而促進其交易與流通，增加歐洲電影在國際上的能
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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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表示，執行團隊將就此測試版本收集使用者反饋意見，
並於今年年底前推出正式營運版本，以作為歐盟未來政策治理與產業
扶植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隨選視訊、VOD、歐盟執委會、OTT、串流影音、歐洲電影

55. 【歐洲：歐盟】歐洲廣電聯盟：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信賴差距逐
漸擴大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3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市場面

歐洲廣電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EBU）近期發布
《2019 媒體信賴報告（Trust in Media 2019）
》，該報告顯示，相較於
網路和社群媒體，歐洲民眾更信任傳統媒體所傳遞的訊息，有超過半
數民眾更信賴廣播（85%）和電視（75%），且兩者的信賴比例皆較
以往上升；較信賴網路和社交媒體的民眾比例則分別為 32%和 19%，
而該比例已較往年下降，報告也發現有更多民眾傾向信賴紙本媒體。
總體而言，歐洲民眾對於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信任差距正逐漸擴大。
關鍵字：媒體信賴、廣播、電視、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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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歐洲：法國】法國政府延後數位無線電視傳輸管理法終止時間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數位無線電視傳輸管理法（n°2015-1583）原訂於 2018 年夏
季終止，但經法國電子通訊與郵政管理局（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ARCEP）評估後，將延長
至 2020 年。該法主要適用於數位無線電視產業，針對法國無線電視
市場界定、技術規格與業者應執行義務等提出規範。而 ARCEP 有鑒
於近年來市場變革，數位電視內容與隨選視訊（VOD）等皆透過 IP
網路傳輸，為提供民眾健全服務，ARCEP 決定延長法令效期，以進
一步諮詢相關部門對於法令終止和法國無線電視臺 TDF（Télé
diffusion de France）未來的規管方向等。
TDF 原為法國國營電視臺，2004 年後改制成民營化集團，並在法
國影音服務市場中握有高市占率。ARCEP 將藉此機會調查 TDF 節目
傳輸方式、傳輸費率等細節，並將就調查數據來重新整頓市場。此外，
根據 ARCEP 先前公布調查結果，顯示法國數位無線電視、隨選視訊
等服務近年來持續穩健成長，因此決議將 n°2015-1583 法規延後廢止
時間，以重新調整政策方向。
關鍵字：傳輸、數位電視、隨選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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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歐洲：法國】法國政府提議以公眾諮詢方式與平臺機制對抗假
新聞傳播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erieur De L'Audiovisual，CSA）
倡議以公共諮詢方式對抗假新聞，將號召網路平臺業者、相關政府機
關以及社會公民團體等，藉公眾諮詢方式共同研擬現有法規之有效落
實機制，以杜絕線上假新聞和不實資訊散播。
CSA 針對公共諮詢提出 7 點建議，包括：
1. 網路平臺業者應使用一套可辨識不實訊息機制，或強化現有
機制以識別假新聞、不實訊息；
2. 網路平臺業者須能提供線上使用者訊息透明之管道；
3. 推廣正規新聞出版業者通路；
4. 網路平臺業者須有步驟方法抓出不實訊息並啟動阻止模式，
而官方統計的不實資訊來源必須對外公告並教導使用者避免
接收不實資訊來源；
5. 以獎勵機制鼓勵正確傳播新聞之平臺及使用者；
6. 推動平臺業者製作宣導內容，教育線上使用者辨別不實訊
息；
7. 提供管道至 CSA 檢舉不實訊息傳播者或舉報線上假新聞。法
國 CSA 將就上次建議事項展開意見蒐集，以諮詢各界對於不
實資訊治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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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假新聞、數位經濟、數位治理、不實資訊

58. 【歐洲：法國】法國公布對抗假消息治理辦法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erieur De L'Audiovisual，CSA）
發布新聞稿指出，有鑑於 2018 年以來歐盟和法國境內對於假消息處
理原則的相關討論，法國 CSA 於今年 4 月底結束公眾意見諮詢後，
決議將以法令政策來對抗假消息之傳播。其監理措施將建構在消費準
則（code de la consommation）綱領下，並在不違反自由傳播法（la loi
n°86-1067）和數位經濟保密法（la loi n°2004-575）的前提下，同步
延續 2018 年歐盟議會釋出的對抗假消息法（la loi n°2018-1202）法源
精神。CSA 未來將要求每月超過 5 百萬訪客之數位平臺提出公開對
策，透過公權力介入來要求平臺業者擔負打擊不實訊息傳播之責任，
以與社會大眾發展互信合作關係，尤其需於總統大選、立院選舉及歐
洲議會公投等期間，設立過濾網以防堵不實訊息傳播。
CSA 之施政目標，將要求各平臺最遲於來年（2020 年）3 月 31
日前提交防治假消息傳播對策，並依規定定期公布平臺防治假訊息成
果報告，以審核各平臺之處理機制是否有效且透明，鞭策其改善空
間。
關鍵字：假消息、數位治理、網路平臺、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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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歐洲：德國】德國公共廣播電臺提供廣播視訊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

國家/地區：德國
子分類：市場面

德國公共廣播電臺（Rundfunk Berlin-Brandenburg，RBB）宣布自
5 月 6 日起提供與 Hbb TV（Hybrid Broadcast Broadband TV）技術相
容的廣播節目，讓閱聽眾可透過智慧型電視收聽廣播節目，並同步觀
看 相 關 影音 訊息。 此 新 技術 服務預 計 將 納入 德國公 共 廣 播聯 盟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RD）的頻道節目中，讓用戶可以透過
智慧電視隨意切換廣播、網路、有線電視系統及衛星電視系統等多元
服務，並在收聽廣播的同時，透過電視遙控器查詢更多節目服務訊息。
舉例來說，當用戶在收聽廣播節目時，即可透過遙控器即時查看目前
正在播放的音樂曲目、電臺廣播主持人資訊甚至當地的新聞等。此廣
播視訊服務預計也將同步於 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等網路串流服
務中推出。
關鍵字：廣播、影音廣播、Hbb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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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歐洲：芬蘭】芬蘭針對無線電視頻道編號進行公眾諮詢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7 日

國家/地區：芬蘭
子分類：政策面

芬蘭傳輸與通訊管理局（Finnish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Agency，TRAFICOM）近期就無線電視頻道編號規則草案進行公眾
諮詢。根據芬蘭電子通訊服務法（Sähköisen Viestinnän Palveluista
Annetun Lain）規定，電視節目的頻道編號規則必須符合公共利益，
且各頻道標示必須清晰可見，以讓公眾快速找到想看的電視頻道。而
在過去，芬蘭無線電視頻道編號規則是由產業自律決定，並未由政府
嚴格規管。芬蘭政府為了落實電子通訊服務法之要求，因而提出新電
視頻道編號規則草案，希望針對無線電視頻道定頻與頻道編號標示等
規定對外徵詢產業意見，以落實無線電視頻道編號之規定。
關鍵字：無線電視、頻道編號、定頻、芬蘭

61. 【美洲：美國】FCC 發布全國緊急警報系統測試分析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技術面

2018 年 10 月美國進行了全國緊急警報系統（Emergency Alert
System，EAS）測試，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轄下的公共安全與國土安全局（Public Safety and
Homeland Security Bureau，PSHSB）在 6 個月後針對測試結果發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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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報告，並表示警報音頻播送品質不佳、設備軟體過時和警報來源等
是最常見的問題。
EAS 為美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常用的公共警報系統，由 FCC 和聯
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
、
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NWS）等共同維護，並交由
各州地方政府監督執行。該系統主要由地方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
星等電視網自願性組成，目的是為了在天災或緊急事件時，向受災地
區提供警報服務，並在必要時刻向國民轉播總統等重要人士發布的決
策訊息。
為評估 EAS 國家警報系統的可靠性與有效性，FCC 發布的報告
顯示，2018 年有 58.7%民眾表示有收到警報測試，較 2017 年（41.9%）
高，此外在接收率、轉發率及音頻等問題均較 2017 年改善。該報告
最後提出一系列的改善步驟，未來 FCC 將與相關部會持續合作，以
指導、解決系統尚須改進之處。
關鍵字：緊急警報系統、FCC、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國
土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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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美洲：美國】FCC 將對有線電視出租頻道規定進行改革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於今年 5 月發布公告文件說明將針對 2008 年開始實施的有線電視出
租頻道管理規定（Leased Access Rules）進行重大改革。此項新規定
預計將放寬有線電視業者提供商業出租頻道的相關規定，包括提高出
租費率的最高上限限制，並延長有線電視業者受理商業出租頻道的處
理時間、簡化爭議事件處理原則等。新修訂規則草案預計將於今年 6
月 6 日召開的委員會會議進行表決。
最初，FCC 訂定有線電視出租頻道管理規定立法目的，在於制衡
大型有線電視業者的壟斷，要求擁有超過 100 個頻道的大型有線電視
業者，必須將其中 15%的頻道租用給商業頻道節目製作公司或獨立製
作規模較小的有線電視業者，同樣須按較低比例保留一部分頻道供影
音頻道業者租用，以保障市場競爭及影音頻道多樣性。然而，近年來
FCC 有鑑於影音市場的轉型，現在節目製作業者有更多管道可以播送
內容，向有線電視租用頻道的需求已大幅減少。為使法規能更佳地反
映當今影音市場狀況，FCC 主委因而提議取消對有線電視業者出租頻
道管理的部分要求，以減輕業者成本負擔。
關鍵字：出租頻道、有線電視、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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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美洲：美國】FCC 向國會提交電視內容分級系統審核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國會於今年 2 月通過了 2019 年的預算審核，指示美國聯邦
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針對電視
內容分級系統及分級系統監督委員會（TV Oversight Monitoring Board）
進行審查。FCC 於 5 月 16 日向國會提交審查結果報告，指出目前雖
難以在指定的 90 天內針對「分級制度與影音內容的相符程度」提出
明確結論，但據公眾諮詢結果，FCC 認同確實需要採取更多分析機制，
如採用隨機審核或抽查等方式，來了解分級系統的準確性與一致性；
此外，現今分級系統監督委員會所設立的分級系統對公眾而言並不夠
透明且不便於使用，委員會應採取措施來提高閱聽眾認知，並改善其
監督分級系統的角色，包括應加強對外公布相關投訴與案件解決資訊，
且應每年至少舉辦 1 次公開會議，以擴大外界對於電視分級制度的了
解與認識。
對此，美國家長電視協會會長表示，FCC 的報告回應該協會多年
來的要求，希望政府更積極正視電視內容分級系統所存在的缺陷，同
時，下一步變革應由國會或 FCC 舉行公開聽證會或專題討論會，為
家長提供可靠且強大的內容分級系統，以避免不當娛樂影音內容影響
兒少。
關鍵字：電視分級系統、兒少保護、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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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亞洲：日本】日本 2019 年電視及廣播營收預測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 月 31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於 2019 年年初發布《2019 年電視廣播營業收
入預測》
，內容回顧 2018 年度之無線電視與廣播營業收入，並對 2019
年之營收概況進行預測。
在無線電視方面，日本 2018 年的整體營收呈下滑趨勢，總體金
額為 2 兆 1,427 億日圓；2019 年預估將會再下降 1.3％，金額約為 2
兆 1,157 億日圓。東京、名古屋和大阪等日本 3 大區域，近年來無線
電視產業營收持續減少，主要原因在於銜接 2 檔節目之間的廣告收入
和節目進行中的廣告收入都持續降低，預計 2019 年日本 3 大區域無
線電視營收將再減少 1.9％。
廣播方面，日本 2018 年總體營收下降 2.8%，金額為 1,387 億日
圓；AM 等中短波廣播營收於 2018 年下滑幅度達 3.3%；FM 廣播則
下滑 2.1%。預估 2019 年整體營收將再下降 1.2%，金額為 1,370 億日
圓。影響廣播產業營收下滑的主因，同樣在於銜接 2 檔節目的總廣告
量和節目進行中的廣告收入都持續下滑，但預估 2019 年廣告收入下
滑幅度將會略為趨緩，降幅將小於 2018 年。
關鍵字：電視市場、廣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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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亞洲：日本】總務省公布無線電視節目製作與交易最新調查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2009 年起日本總務省為了協助產業提升無線電視節目的製作品
質與生產力，因而訂定「放送節目內容產製與交易優化指南（放送コ
ンテンツの製作取引適正化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並透過定期問
卷調查，來了解電視產業內容製作與交易現況，以作為後續政策推動
參考。根據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間所進行
的最新調查顯示，日本電視臺共有 578 家，節目製作公司則有 1,149
家，此次問卷調查回覆率為 45.5%（電視臺回覆率 83.9%；節目製作
公司 26.1%）
。調查結果顯示，2018 年日本電視臺業者近 7 成（69.7%）
表示有委外製作節目，3 成（30.1%）則為全自製。而在委外或購買
節目的金額上，多數（77.0%）電視臺表示與 2017 年相比，2018 年
交易量持平，另有 14.5%表示交易金額有增加。在節目智慧財產權與
版權的歸屬上，73.0%的電視臺表示在節目委託製作前就已先與製作
公司簽署版權轉讓書，而仍有 13.2%的電視臺表示並不清楚節目委外
製作的版權歸屬狀況。
針對此次調查結果，總務省表示將蒐集公私部門的回覆意見，並
於今年 6 月修訂「放送節目內容產製與交易優化指南」，以協助業者
持續精進節目製作與發行。除此之外，總務省也計劃在 2020 年 10 月
起舉行「促進放送節目製作內容推廣研析會議（放送コンテンツの適
正な製作取引の推進に関する検証・検討会議）」，邀請學界加入研討，
以協助產業提升無線電視節目的品質，促進節目的製作與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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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無線電視、節目製作、發行、版權、智慧財產權

66. 【亞洲：韓國】KCC 公布韓國 2018 年廣電市場競爭評估報告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廣播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
於今年 3 月公布《2018 年廣電市場競爭評估報告》
，檢視韓國廣電市
場的發展情形。該報告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 1 部分先概述韓國目前
的廣電市場現況，包括無線電視及付費電視業者之業務情形；第 2 部
分則分別針對廣播廣告市場、付費電視市場、廣播頻道交易市場及廣
播市場的市場結構與表現，進行整體競爭態勢評估。
根據該報告調查結果，韓國 2017 年廣播電視業務收入總額較去
年同期增加 3.8%，其中 IPTV 業者業務收入增長幅度最大，達 20.5%；
整體而言付費電視訂閱數增長 5.5%，且 IPTV 訂閱數（市占 45.3%）
首次超過有線電視（44.4%）
，躍升為韓國第 1 大付費電視市場。而在
OTT 服務發展方面，儘管目前韓國付費電視與 OTT 之間的替代性仍
不高，但 OTT 影音服務的使用率正在快速增長，預估將會加劇對廣
電市場的影響。
關鍵字：廣電市場、競爭態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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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廣電總局釋出 2018 年廣播電視行
業統計公報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中國大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公布《2018 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統計
公報》
，針對廣播電視節目製作情況、電視普及率、網路影音節目服
務情況、廣播電視收入，機構和從業人員等項目進行年度統計。
據調查結果顯示，2018 年中國大陸電視節目製作時間與公共電視
節目播出時間均較 2017 年增加。以類型來看，除綜藝益智類節目製
播時間下降外，新聞資訊節目及專題服務類節目製播時間均成長。電
視節目則呈現製作時間減少，播出時間增加情況，但電視劇、電視動
畫片、紀錄片的製作量均較 2017 年小幅增長。
廣播電視傳輸部分，廣播與電視綜合人口普及率均達 98%以上，
有線電視之數位電視、互動電視普及率則分別成長 6.25%和 11.83%。
網路影音節目服務部分，各服務總收入達人民幣 223.94 億元，較 2017
年（人民幣 142.98 億元）增長 56.62%，其中以用戶付費收入及節目
版權收入增長最大，網路影音成為廣電產業發展的新重要收入來源。
而在廣播電視產業收入部分，總收入達人民幣 6,952.14 億元，比
2017 年（人民幣 6,070.21 億元）增加 881.93 億元，年成長率為 14.53%。
其中，財政補助收入達人民幣 774.99 億元，比 2017 年（699.04 億元）
增加 75.95 億元，實際營收來源則以網路廣告收入與新媒體業務收入
增長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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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廣播電視、營收、普及率、節目產製

68.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廣電總局公布《廣播電視衛星應用
總體規劃（2018-2022 年）》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政策面

近日中國大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公布《廣播電視衛星應用總體規
劃（2018-2022 年）
》
，針對衛星電視資源、使用頻率和系統等提出
總體目標，預估至 2022 年從衛星電視資源、技術、業務服務及安
全等 4 大面向，力圖解決當前衛星廣播電視的問題。
資源部分，中國政府規劃將新增發射 5 顆 3582MHz 頻段和
810MHz 頻段的衛星，以擴大整體衛星電視傳輸容量；另外也將
增加 2 顆直播衛星，使整體衛星電視地面覆蓋率更加均衡且充足。
在技術與業務服務方面，中國大陸計劃將全面提升衛星電視的傳
輸品質，包括轉換衛星電視新一代傳輸技術標準，以讓電視節目
全面朝高畫質內容邁進。廣電總局預估在 2020 年，中國 4K 高畫
質衛星電視頻道至少將達到 20 個，此外，也將展開 8K 超高畫質
衛星傳輸實驗計畫，以全面提升衛星電視的傳輸規格。
關鍵字：電視、超高清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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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啟動「劍網 2019」行動，打擊網路
侵權盜版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政策面

中國大陸國家版權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等宣布將聯合啟動「劍網 2019 」專案行動，自 4
月底到 10 月底止，中國大陸官方將展開為期 6 個月的網路盜版整
治工作，透過 5 大重點項目清查網路侵權行為。
重點項目包括：
1. 加強廣電媒體匯流發展版權保護，嚴厲打擊網路未經授權
的廣播媒體新聞作品侵權行為；
2. 嚴格取締網路非法電影分享行為，包括將查緝影院偷拍、
盜錄以及雲端硬碟分享等行為；
3. 加強串流影音媒體的版權監管，加強取締 IPTV、OTT 等串
流影音媒體散布非法影音作品；
4. 改善影音版權市場交易秩序，查緝影音盜用或非法散布等
行為，以整治影音市場版權不清、濫用、不正當使用等問
題；
5. 維護網路影音版權整治成果，將持續針對網路直播、短影
音、知識分享等社群網路與影音平臺加強版權治理，以鞏
固網路影視音、文學、動漫、應用程式等各類應用的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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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行為。
關鍵字：劍網 2019、中國大陸國家版權局、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網路侵權行為、盜版影音

70. 【亞洲：印度】印度電信管理局發布有線電視新治理框架白皮書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國家/地區：印度
子分類：政策面

印度電信管理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TRAI）
發布《小型 MSOs 新治理框架（Benefits of ‘New Framework’ for
Small MSOs）》政策白皮書，針對 2018 年 7 月起頒布施行的有線
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s，MSOs）新治理框
架提出回覆說明與政策施行成果。
該報告指出，為了避免有線電視大型業者壟斷現象，造成市
場不對稱問題，新治理框架在透明、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
保護消費者等原則為前提下，鼓勵中、小型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
者有效進入市場，確保其在爭取電視頻道授權時，不會受到大型
有線電視業者的價格競爭或規模排擠現象，以刺激業者提供更好
的消費者體驗和電視頻道品質，活絡整體產業發展。
白皮書中指出，新治理框架施行 3 個月後，印度新聞廣播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MIB）已收到 160 份
新進 MSO 申請，其中 42 份申請書已獲 MIB 通過，未來印度當地
可望會有更多 MSO 系統經營者，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元的電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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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更合理的服務價格選擇。
關鍵字：有線電視、MSO、多系統經營者、付費電視、治理框架
71. 【亞洲：印度】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規管 OTT 內容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國家/地區：印度
子分類：政策面

印度最高法院近日審理在地 NGO 組織 Justice for Rights 所提
起的公益訴訟，最終判決中央政府應針對 Netflix、Amazon 等 OTT
影音平臺上所播映的內容進行監管。根據 Justice for Rights 所提
起的訴訟要求，OTT 平臺不僅提供許多未經許可、不受規管的內
容，且因缺乏相關行為規範或準則，導致 OTT 業者與其他電視業
者之間出現不公平競爭。印度電信管理局（ 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TRAI）於今年 2 月底時曾表示已著手研擬 OTT
規管草案，預計將於今年 5 月底公布，此次高等法院判決結果將
為 TRAI 未來立法行動提供支持。
早在今年 1 月，印度網路及行動通訊協會（Internet and Mobile
Association of India，IAMAI）公布串流影音應用程式自主管理規
範，並與 OTT 業者如 Hotstar、Voot、Zee5、Arre、SonyLIV、ALT
Balaji、Netflix、Eros Now 等取得共識，以發動業者自律，避免
播放印度法院禁止的影音內容，例如宗教敏感議題、恐怖主義推
廣和兒童性行為等。業者也正研擬設立投訴機制，包括在公司內
部成立內容規範部門，並指派專任負責人來處理不當影音內容。
關鍵字：OTT、Netflix、Amazon、TRAI、IA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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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歐洲：英國】BBC 展開 5G 廣播測試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技術面

英國 BBC 於今年 2 月起於蘇格蘭奧客尼群島（Orkney）中的
思特朗賽島（Stronsay）展開 5G 廣播電視測試計畫，當地居民也
成為全球首批透過 5G 行動通訊接收無線電視的用戶。該試驗計
畫已有具體成果，90%的受試者表示對於 5G 行動通訊服務感到滿
意；100%民眾對於透過 5G 訊號接收無線電視訊號範圍感到滿意；
而在 5G 接收無線電視訊號的整體品質上，則有超過 50%民眾滿
意其服務。受試者也稱讚 5G 行動接收的靈活性與便利性，讓閱
聽眾可以透過行動裝置便捷地接收 BBC 無線電視與廣播節目內
容。此試驗計畫預計將持續至今年 9 月底，BBC 將持續測試旗下
13 個廣播電臺的播送品質，尤其將加強檢測農村等行動通訊覆蓋
率較低的地區接收狀況。
關鍵字：5G、無線電視、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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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亞洲：香港】香港公布《2019 廣播及電訊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國家/地區：香港
子分類：政策面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於今年 3 月公布《2019 廣播及電訊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
，修訂《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部分條文，針對跨媒體經
營、外資及執照持有人等相關規定提出新治理措施。
在跨媒體經營與所有權限制上，新草案放寬《廣播條例》中
執照申請資格，刪除《電訊條例》第 3A 部中過時的經營資格規
定。而針對經營人「相聯者」定義中的「親屬」範圍，新草案修
正限縮至直系家庭成員；在外資控制的限制上，除向上微調受限
制表決控權人（即非長期居於香港之人士）取得 OFCA 事先批准
後方可持有的免費電視執照持有者股份百分比門檻，其餘維持不
變；除此之外，也取消現行免費電視或廣播執照不得核發給任何
屬某財團法人附屬公司的規定。
香港政府表示，本次修訂目的在於落實 2018 年以來針對「電
視及聲音廣播規管架構檢討」公眾諮詢的建議措施，期能進一步
促進當地無線電視與廣播產業發展。此草案公告後已於 3 月 27
日提交至香港立法會議會程序中進行審核，截至 4 月底為止仍於
立法會審理中。
關鍵字：廣播、電訊、跨媒體擁有權、外資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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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亞洲：日本】總務省因應網路平臺事業興起，跨部會制定整備工作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經濟產業省和公平交易委員會有鑑於網路平臺
事業興起，為治理平臺交易與資訊交換等相關問題，與學者專家
和相關從業人員於 2018 年 7 月 10 日起共同成立「網路平臺交易
環境發展研究小組（以下簡稱「研究小組」）」
，針對平臺事業興起
後所面臨的相關議題進行調查，並共同研擬未來治理方向。而於
今年 4 月 24 日所舉行的研討會議中，研究小組已共同確立「制定
確保交易環境透明度和公平性規則草案」和「有關資訊傳輸、發
布等問題方案」
，包括提出網路平臺交易透明度和公平性原則，並
制定促進資訊傳輸和發布等相關政策之實施計畫。日本總務省與
相關部會將就所研擬之草案規則，進一步確立具體的立法措施和
相關執行做法。
關鍵字：平臺、交易環境、數據傳輸、資訊交換、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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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國際：跨國】AI 增加網路攻擊風險，但也是最佳防禦工具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AI（特別是機器學習）若被用做網路攻擊工具，將提高網路攻擊
的速度及效率，因為機器不需要休息，甚至能預測目標電腦的反應並
避免觸發其防禦系統。
儘管 AI 帶來安全疑慮，但在網路安全具備核心作用。未來政策
制定者應考慮以下 4 個關鍵趨勢：
1. 魚叉式網路釣魚（Spear Phishing）是目前使用最多且最成功的網
路攻擊方式，可透過 AI 過濾異常與可疑內容的 Email。
2. 機器學習的行為檢測系統可檢測出網路異常活動，惟此防禦工具
已被網路駭客用來模仿正常網路活動模式，以隱藏其攻擊行為。
3. 雲端計算透過自動化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以更準確、快速地檢測
惡意活動並進行處置。
4. 透過自動化可改善過去以人力處理費力且耗時的缺點，以精準且
快速的掃描網路並發現安全漏洞。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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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國際：跨國】Strategy Analytics：2023 年華為在 5G 全球 RAN
市場將居於領先地位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Strategy Analytics 的最新報告指出，2023 年華為將在 5G 全球 RAN
市場中領先其他競爭者。中國大陸市場規模龐大及長期穩定的研發投
入，是華為在設備商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因素。
Strategy Analytics 估計，華為、Ericsson 與 Nokia 將分別在 RAN
設備上為全球 5G 用戶提供 22%至 25%的服務。儘管被排除在美國市
場之外，華為預計其 RAN 設備所覆蓋的全球 5G 用戶比其他競爭者
多出約 2 個百分點。其他如三星、中興以及幾家新興的 OpenRAN 將
瓜分剩餘近 30%的全球 5G 用戶。
Strategy Analytics 估計到 2023 年，5G 無線通訊技術將成為競爭
激烈的市場，尤其當市場達到規模經濟後，每 Gigabyte 的成本持續
下降，有助於 5G 價格合理化。
關鍵字：5G 設備、RAN 設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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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國際：跨國】Strategy Analytics：2019 年全球 5G 手機出貨量
將達 500 萬臺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的最新研究顯示，預計 2019 年全球 5G 智
慧型手機出貨量將達 500 萬臺，占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不到 1%。
初期的 5G 智慧型手機價格昂貴且數量有限，主要囿於設備、零組件
瓶頸以及 5G 網路的可及性。
三星、LG、華為、小米、摩托羅拉和其他公司將於 2019 年推出
5G 智慧型手機，成為市場的領先者；蘋果 iPhone 則遲至 2020 年下
半年才會推出首款 5G 機型。
Strategy Analytics 指出，5G 智慧型手機短期前景不佳，但長期商
機巨大，預計至 2025 年，全球每年將有 10 億臺 5G 智慧型手機出貨。
隨著 Verizon 或中國移動等電信業者建構高速、低延遲服務的 5G 網
路，推出 8K 視頻、遊戲與 AR 等更多元商業服務，皆有助於 5G 智
慧型手機的推展。
關鍵字：5G 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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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國際：跨國】IDC：2019 年全球企業將在數位化轉型花費近 1.2
兆美元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最新的 IDC 支出指南，全球企業今年將在數位化轉型花費
1.18 兆美元，比 2018 年成長 17.9%，未來 4 年全球數位化轉型投資
預計將逾 6 兆美元。
投 入 最 多 的 產 業 為 製 造 業 ， 其 中 離 散 型 製 造 業 （ Discrete
Manufacturing）和連續型製造業（Process Manufacturing）分別投入
2,216 億美元及 1,245 億美元。零售業將成為次要的數位化轉型市場，
緊接著是交通運輸與專業服務。所有產業投資最多的是自動化操作
（520 億美元）
、機器人製造（450 億美元）
、貨運管理（410 億美元）
和根本原因分析（350 億美元）。
研究發現，數位化轉型正迅速成為企業新技術投資的最大動力，
過去 2 至 3 年內在數位化轉型投入大量資金的企業，收入成長更快、
淨利潤也更高。
關鍵字：數位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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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國際：跨國】未來最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的行業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避險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發布一份關於美國勞資關係
變化的報告指出，各行業自動化持續成長，更高效的機器人和軟體將
逐漸取代人力，並在未來幾年協助企業獲利。
該報告援引 McKinsey 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在可預測的環境，
耗費體力和基本數據處理等工作，透過機器人和軟體可輕易實現自動
化，例如餐飲業及製造業。報告並指出，各產業的生產流程透過現有
技術自動化的時間比例，例如食品服務業（73%）、農業（60%）
、製
造業（60%）
、運輸與倉儲業（57%）
、零售業（53%）及採礦業（51%）
，
皆超過一半。
其他如教育服務、專業人士、管理人員和醫療保健等行業，涉及
人際關係和專業知識，機器人和軟體欠缺相關能力，相對較難以自動
化取代。

關鍵字：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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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國際：跨國】無現金社會的陷阱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洲行動支付日益普遍，以瑞典為例，85%的交易透過信用卡、
線上支付、Swish（瑞典的行動支付 app）進行支付，且 20%的人不
再提款，僅有 13%的人最近消費是以現金支付；近半的零售商預計
2025 年將停止處理現金交易。瑞典央行更預測 3 至 5 年內瑞典將走
向無現金社會。
即便數位支付具有防止逃漏稅、降低企業成本與方便性，但也同
時衝擊社會上最脆弱的族群，像退休人員、新移民、農村地區居民等
可能沒有信用卡及銀行帳戶的人，或是沒有使用智慧型手機或行動網
路的人，可能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造成這些人被隔離、剝削、債
務與成本上升的風險增加。因此，瑞典央行要求所有銀行繼續提供現
金服務。
英國的現金使用報告呼籲，應確保人民使用現金的權利，同時也
讓數位支付作為交易支付的選項。
關鍵字：數位支付

73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5 月】
81. 【國際：跨國】數位平臺發展趨勢及策略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為掌握既存（Incumbents）和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的公司如
何透過數位平臺發展策略，麥肯錫針對 1,600 名跨行業的高層管理者
和關鍵地區的公司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平臺一般可劃分為 3 類，首先
屬於平臺由既有公司自行建置；其次，是透過以該行業為中心的第三
方機構負責營運；再者是透過全球規模較大的知名企業負責營運。一
般情況下，透過既有公司自行建置的平臺可替企業帶來更顯著的財務
績效。
在數位市場的競爭下，先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以及
贏者全拿（Winner-Takes-All Dynamics）成為既有企業更重要的決策
因素，獨立或合作形式的數位平臺策略和生態系，將可發揮更大的網
路擴散效果。
關鍵字：數位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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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國際：跨國】醫療物聯網時代來臨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勤業眾信（Deloitte）預測，全球醫療物聯網裝置市場於 2022 年
將達 1,580 億美元。以下是醫療物聯網改變醫療照護領域的 5 種方式：
1.

透過穿戴式裝置及時反饋藥物效用、患者生命徵象及活動水準給
醫療人員，患者也能主動查看相關指標調整生活方式，以便更好
的管理慢性疾病。

2.

醫療人員可透過醫療物聯網提供患者個人化醫療資訊，改善醫病
互動關係。

3.

透過追蹤標籤，可即時掌握醫療設備、藥品的位置及供應狀況，
減少不必要的購買成本。

4.

透過人員替換或重新佈署，提高醫療人員工作效率，以因應人口
老化帶來的醫療勞動力短缺問題。

5.

透過應用程式監測患者衝動控制狀況，改善藥物濫用情形。

關鍵字：物聯網、智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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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國際：跨國】引領企業走向「責任 AI」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2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趨勢議題

過去企業 CEO 會仰賴利潤、稅前息前利潤、股東報酬率指標衡
量企業經營優劣，然相對重要的成功因素則是企業 CEO 作出引領企
業的「價值創造」決策。
在責任 AI（Responsible AI）的趨勢下，企業 CEO 可出具一項準
則協助決策團隊建立和使用責任 AI，並精準萃取企業價值，包括 CEO
可具體描述企業高附加價值如何轉化為 AI 實際執行的決策，評估當
AI 方案產生偏差或具公平爭議時，可提供定義準則進行說明，最終
亦可提出企業價值的分層制度（Hierarchy），以杜絕企業內部無任何
人知悉 AI 系統的建議方案如何產出。
整體而言，責任 AI 在企業員工與顧客構面建立信任度，促使企
業員工更願意在日常工作中，構思 AI 價值創造的新方法，同時顧客
信任更可提升企業對顧客資料的正確使用，有助於提升企業品牌商
譽、創新力和競爭力。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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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國際：跨國】自駕車時代即將來臨，部分疑慮仍待解決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3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全球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 130 萬人死亡，近 5,000 多萬人受傷，
自駕車若能學習判斷並避免碰撞，將成為降低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
自駕車的好處，除降低人為因素外，亦減少壅塞車流與污染、增加公
共運輸使用與促進身障者的移動能力，惟每年數十億美元資金投入自
駕車的研發，卻少有資源投入，告訴人類該如何因應自駕車時代的來
臨。
未來在自駕車充斥的城市，安全疑慮使自駕車停止，但也可能造
成交通堵塞。可能的解決之道，包括讓自駕車偶爾刻意衝向人或動
物，使其保持恐懼及謹慎，但在道德與法律上具有爭議；或將自駕車
與其他用路人的道路分開，惟此舉將大幅提高成本與降低舒適度；抑
或是關閉自駕車的安全系統，但此違背發展自駕車原意。
WEF 指出，此刻正在開發模擬弱勢用路者與混和自動駕駛與手動
駕駛的互動情形。結果顯示，兩者的駕駛行為並不一致，可能導致未
來過渡期的混亂，顯示仍有諸多問題待解決。
關鍵字：自動駕駛、自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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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國際：跨國】數位轉型的 5 個步驟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9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最新的全球調查報告顯
示，80%受訪者表示公司的數位轉型已發展好幾年，但僅 14%的受訪
者認為，在他們的努力下讓公司績效獲得持續性的改善，甚至只有
3%的受訪者表示在他們持續變革下獲致成功。
該報告提出 5 個數位轉型的步驟，使企業能夠更成功執行數位化
轉型。1. 必須設定清晰的目標；2. 設定以整體公司為考量的規模範
圍；3. 建立可調整及因應的設計方式；4. 採用較靈活的創新方法和
思維作法；5. 數位轉型的每一項環節應讓公司領導者實質參與，並
使責任歸屬清晰明確，方能使企業朝向正確的轉型方向。
關鍵字：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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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國際：跨國】如何面對 AI 帶來的風險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AI 積極改善我們生活的各個面向，預估到 2030 年每年創造全球
13 兆美元的經濟產值，但同時 AI 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包括侵犯隱
私權、歧視、政治操作等。在技術上也有數據收集的困難、營運流程
對 AI 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 AI 模型漏洞遭駭客利用或是訓練數據代
表性不足，甚至人機互動的風險。
面對風險，企業首先應先列出風險並掌控根除，掌握 AI 風險管
理有 3 個原則：清晰度、廣度及控制風險。在清晰度上，企業需透過
結構化風險識別流程評估風險，並依據不同產業制定優先等級，例如
醫療產業病患誤診或無意造成傷害等。在廣度上，在使用系統時確保
適當的監督，並制定相對的應變計畫及員工培訓，由員工提供安全
網，例如銀行推薦商品給客戶前了解客戶是否有特殊狀況，如家庭成
員死亡。最後根據風險性質加強控制強度，控制取決於演算法的複雜
度、人機協作的性質以及 AI 嵌入業務流程的程度。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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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87. 【歐洲：歐盟】歐洲如何藉由區塊鏈技術獲益？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市場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發布歐洲區塊鏈事實清
單（Blockchain Factsheet）顯示，截至 2019 年 4 月，歐盟 400 家區塊
鏈新創企業透過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和私募股
權分別募集 2 億歐元、1.15 億歐元。另透過 Horizon 2020 計畫支持區
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
，投入的
研發支出已達 1.41 億歐元，至 2020 年將上看 3 億歐元。
歐洲地區運用區塊鏈技術的產業，以技術、IT、電信產業占
25.8%；政府服務占 19%；以及金融服務、金融科技、認識客戶、反
洗錢等占 14.9%為主。
歐盟正透過傳授專業知識、提供財務支持、建置區塊鏈之基礎設
施，以及完善互通性和治理框架等措施，支持歐洲區塊鏈技術的發展。
關鍵字：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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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歐洲：歐盟】歐洲執委會發布歐洲 AI 的發展概況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市場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發布歐洲 AI 事實清單
（Factshe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urope）
，預估到 2025 年，知識
工作、機器人和自駕車等自動化帶來經濟效益，每年將達 6.5-12 兆歐
元。但 2016 年歐洲在 AI 的私人投資為 24-32 億歐元，遠低於亞洲 65-97
億歐元與北美 121-186 億歐元。
歐盟正加強成員國間合作關係，以提高其研發和工業能力。EC
為此投入大量資金，例如在 AI 領域，投資 26 億歐元；機器人領域，
由 Horizon 2020 計畫投資 7 億歐元與私人投資 21 億歐元；在數位技
術方面，歐洲社會基金投資 23 億歐元。
預估 2020 年底，Horizon 2020 計畫於 2018-2020 年研發支出將達
15 億歐元、公私營部門投資總額達 200 億歐元。為打造 AI 的堅實基
礎，2020 年後每年需要 200 億歐元公私營部門投資；以及每年由數
位歐洲計畫支出 10 億歐元。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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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89. 【歐洲：歐盟】零售領域的 AI 商務會話和客戶體驗趨勢興起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市場面

IDC 發布《Innovators》報告，介紹 4 家新興技術設備商，顯示零
售終端透過 AI 技術的商務會話及改善客戶體驗是目前趨勢。
針對客戶商務會話方面，零售商可隨時隨地透過多種介面聯繫客
戶，並透過具有差異化的內容進行互動，AI 商務對話可使零售商模
擬友善情境進行對話，以及確認商品是否滿足客戶需求；零售商也可
更靈活與客戶互動，以利迅速媒合交易機會。
綜上所述，透過感知技術（Cognitive Technology）的情境和個性
化的互動方式，可進一步轉換為消費者的參與度，提高客戶整體滿意
和信任度。AI 的商務會話工具和平臺，有助於零售商能夠更清晰客
戶參與程度，甚至動態調整音調（Dynamically Adapting Tone）
、情緒
以及內容，最終也可深入蒐集新型態的行為數據。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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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90. 【歐洲：歐盟】歐盟為成員國建立資安能力提出相關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 盟 透 過 連 結 歐 洲 設 施 計 畫 （ 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Programme，CEF）融資 17 個國家的 33 個項目，共 1,140 萬歐元，
旨在加強歐盟處理網路威脅的能力。該計畫資助對象，包括電力和天
然氣公司、機場、水供應商等服務業者和資安主管機關，並提供合作、
連 結 與 自 動 化 行 動 計 畫 （ Cooperative, Connective and Automated
Mobility，CCAM）支持，協助建立智慧運輸系統之資安能力。
歐盟已授可的融資專案，包括提供電腦資安事件應變團隊
（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CSIRT）750 萬歐元、服
務業者 300 萬歐元、資安主管機關 20 萬歐元，以及其他 60 萬歐元。
被選中專案者由歐盟資助，開發或獲得必要的工具和技能，以符
合《網路與資訊安全指令（NIS 指令）
》的要求。相關的協議預計在
2019 年第 3 季簽署，新專案預計將自年底前開始。
關鍵字：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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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歐洲：歐盟】數位創新中心 DIH 建立線上共享合作平臺
DIHNET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自 2016 年啟動數位化
歐洲產業倡議（Digitising European Industry initiative）以來，歐洲各
地致力推動數位創新中心（Digital Innovation Hub，DIHs）的發展。
DIHs 的任務為支持與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充分利用新技
術將業務數位化。
過去幾年出現各式 DIHs 的交流活動，但彼此連結有限。歐盟近
期推動 DIHNET.EU 計畫，旨在建立 DIHs 協調機制，創造合作模式
和解決共同問題，提供所有 DIHs 與歐洲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間一個討
論、分享和合作的線上平臺。
EC 此舉可讓 DIHs 之間透過交流了解其不足之處，並從其他 DIHs
補強欠缺的專業知識，促進 DIHs 之間協同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數
位解決方案。

關鍵字：創新推動、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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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歐洲：英國】自動化決策：人工審核有其重要性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2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AI 系統已運用於協助人類做出決策，例如利用 AI 技術自動化核
准或拒絕貸款，但 AI 系統決策存在自動化偏差與缺乏可解釋性的風
險。
為解決上述問題，人工審核有其重要性。可從一開始依資料屬性
劃分，採取管控措施減輕自動化偏差，例如以 AI 系統判讀求職者的
年資，人工審核則評估求職者的技能。另採取少量可解釋特徵（如年
齡和體重）的模型，比使用大量特徵或涉及預先處理（Pre-processing）
的模型更容易解釋。
未來可從培訓與監控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培訓人工審核者之能
力，並賦予其權力應高於 AI 系統之產出，且有不受懲罰保障；一方
面監控人工審核結果，分析人工審核接受或拒絕 AI 系統產出的原因
和次數。兩者將成為 AI 風險控管的關鍵作法。
關鍵字：AI、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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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93. 【歐洲：英國】2023 年英國純數位業者經手的 B2B 交易將達 14
兆美元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Juniper Research《2019-2023 年國內及跨境 B2B 匯款市場契
機》調查顯示，純數位業者（Pureplay Digital Operators）經手的 B2B
交易將從 2018 年的 6.7 兆美元上升至 2023 年的 14 兆美元，此市場
的新進業者相對於既有業者，可提供較便宜及迅速的服務。
該報告顯示，銀行採購部門較難透過實施數位工具取代現有運作
機制，原因在於 ROI（投資報酬率）較難以量化，因此銀行至今仍依
賴現存的手動流程和傳統的技術供應商解決支付的問題。
然而，對於新進 B2B 業者而言，如 Modulr 與 Soldo 兩家英國公
司，在無任何包袱的情況下進入此領域，並使用最新穎的即時支付工
具整合公司的會計軟體，進而縮減企業成本與提高會計核對效率，是
目前較成功的 B2B 支付案例。
關鍵字：B2B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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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94. 【歐洲：英國】英國承諾建立國際合作夥伴關係，面對創新挑戰與
成長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啟動新的國際研究及創新策略（UK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以確保英國保持全球科學領導地位，該策略承
諾英國對全球合作夥伴關係，並以 400 萬英鎊的資金資助計畫，幫助
企業將其創新項目更快地投入市場，以及促進創新者和企業之間的合
作。上述資金資助計畫如下，


GlobalStars 與新加坡合作計畫（100 萬英鎊）－主要投資項目為
醫療技術、智慧行動和物流，以及先進製造業；



智慧製造聚落（200 萬英鎊）－邀請申請人在先進製造應用和技
術領域提交研發合作計畫；



AI 和量子（Quantum）
（100 萬英鎊）－加強和奧地利、比利時、
加拿大、以色列、丹麥、西班牙、瑞士、韓國、土耳其之間的合
作。

關鍵字：創新戰略、AI、智慧製造、智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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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歐洲：英國】英國成立 AI 專家委員會，推動 AI 發展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AI 對英國的經濟成長和全球聲譽至關重要，英國各界領袖專家成
立並加入 AI 專家委員會，旨在推動英國 AI 的發展，協助建立正確的
技能、道德和數據，使該國立於新興技術的最前端。
自 2018 年推出以來，AI Sector Deal 之主要成果：
1.

成立數據倫理與創新中心，旨在就實現和確保 AI 和數據驅動技
術的安全、道德和創新使用所需的措施，提供獨立的專家建議。

2.

在英國各大學宣布設置 16 個新的博士培訓中心，在未來 5 年內
新增 1,000 名博士。

3.

提供新的 AI 獎學金，以吸引和留住 AI 頂尖人才。

4.

確認英國第 1 波產業資助計畫，針對領先機構的 AI 重點領域。

5.

同意設立 5 個新卓越中心，用於數位病理學，促進 AI 醫學進步。

6.

宣布新的研究項目，將考慮如何將 AI 應用於法律和會計部門。

7.

與數據開放機構合作，探索數據信任的潛力，解決非法野生動物
貿易和減少食物浪費。

關鍵字：AI、產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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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歐洲：賽普勒斯】賽普勒斯簽署創新雷達宣言，成為第 22 個
簽署國家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國家/地區：賽普勒斯
子分類：政策面

賽普勒斯簽署創新雷達宣言（Innovation Radar Declaration）
，成為
第 22 個 簽 署 國 家 。 歐 盟 執 委 會 資 通 訊 網 路 暨 科 技 總 署
（ Directorate-Gener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DG CONNECT）轄下的數位單一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司長 Gerard de Graaf 亦出席該場會議。
創新雷達宣言於 2018 年 4 月數位日啟動，當時有 17 國共同簽署
響應。該宣言宗旨為承諾支持創新雷達數據驅動平臺，以促進資金投
入創新項目，並幫助新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主要涵蓋之研究與創新
項目，包含 FP7 計畫、CIP 計畫、Horizon 2020 計畫2。同時，EC 亦
致力於推動歐盟國家之間合作，以增加各國與各地區之參與。

關鍵字：數位單一市場戰略、創新雷達

2

FP7 計畫係指第七期科技研發架構計畫（FP7）
；CIP 計畫則為「競爭力與創新架
構計畫（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 Programme, CIP)」；Horizon
2020 計畫是歐盟最新一期的科研架構，為 FP7 的延伸，實施期間為 2014-2020
年，目的在整合歐盟各國的科研資源，促進科技創新，推動經濟成長，增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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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美洲：加拿大】IDC MarketScape：加拿大數位化轉型服務供
應商評估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國家/地區：加拿大
子分類：市場面

數位化轉型已成為當前企業主要競爭領域之一，加拿大有超過
60%的中型和大型企業使用外部供應商的服務來達成其數位化轉型
戰略。基此，IDC 針對加拿大數位化轉型服務市場的 8 家供應商進行
研究，並發布評估報告。
該評估報告將 Accenture、Deloitte、IBM iX、PwC Canada、Publicis
Sapient 定位為市場領導者，而 Capgemini、EY、AppCentrica 則定位
為市場主要參與者。
報告中建議企業數位化轉型前應先釐清及考量以下項目，以利選
擇適當之服務供應商，包含設計思維、原型設計、以技術支持之解決
方案、自動化、數位化與傳統的適當組合、重新定義業務流程、以客
戶為中心，及是否挑戰企業文化與因應轉型的適應期等因素。
關鍵字：數位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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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美洲：加拿大】IDC MarketScape：加拿大數據中心業者及管
理服務提供商評估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國家/地區：加拿大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IDC 發布的研究指出，IDC MarketScape 模型協助企業對加
拿大的數據中心業者與管理服務提供商（Managed Service Provider，
MSP）有更深入的認識，若加拿大境內企業或組織需要外包數據中心
的服務，可提供量化和質化指標作為評估依據。
整體而言，IDC MarketScape 模型對於 16 家在加拿大的管理服務
提供商可大幅縮減成本支出、擴展服務品質，以及提升資料中心的基
礎建設，以維持較長的營運時間。
兼顧績效、安全性及成本效益等 3 個構面，吸引更多企業使用數
據中心的服務，同時對管理服務提供商而言，也可發展更多雲端服務
和遠端數據中心的整合性服務。
關鍵字：數據中心業者、管理服務提供商

91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5 月】
99. 【美洲：美國】舊金山禁止使用臉部辨識技術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舊金山監事會（Board of Supervisors）於 2019 年 5 月 14 日，通
過決議禁止警方或其他政府機構在公共場所使用臉部辨識技術，成為
全美先例。雖該技術政府機構已使用多年，但隨著雲端運算技術與
AI 的興起使其影響力變大，美國各地逐漸出現不滿聲浪。
該禁令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公眾免受潛在的侵權問題，並非反技術
政策，但仍允許繼續使用安全攝影機等監控工具，主要是為了在犯罪
發生後，從已知罪犯資料庫中尋找潛在嫌疑人所在的地區，檢察官也
可在特殊情況下，使用某些限制技術。
關鍵字：臉部辨識技術

100.

【亞洲：跨國】IDC：未來 5 年內 APEJ 高速發展區塊鏈之

應用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2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IDC 預測 2019 年區 塊鏈 應用 支出在 亞太 地區 （不含 日本 ）
（Asia/Pacific excluding Japan，APEJ）高達約 5.24 億美元，相較 2018
年支出費用 2.85 億美元，成長 83.9%。此外，IDC 進一步預測 2018
年至 2022 年區塊鏈支出會以強勁的速度成長，預計年複合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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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R）高達 77.5%，至 2022 年總支出將達 24 億美元。
由於區塊鏈技術，具網路去中心化、分散式帳本、無法篡改，以
及加密等特性，使得 2019 年超過 50%以上的應用集中在金融業，尤
以銀行、證劵、投資服務及保險業為主，總投資金額高達約 2.95 億
美元，更著重在貿易融資和跨境支付及結算等項目。整體而言，區塊
鏈平臺軟體的支出預計於 5 年內（2018-2022 年）同步帶動 IT 和商業
服務端的複合成長。
關鍵字：區塊鏈、金融創新

101.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推動 SMEs 啟動數位計畫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國家/地區：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政府為協助中小型企業（SMEs）數位轉型，展開中小企
業數位化計畫（SMEs Go Digital Programme）。新加坡企業發展局
（ESG）
、資通訊媒體發展管理局（IMDA）與數位化計畫的產業合作
夥伴，共同協助中小企業推動數位化。2019 年 1 月 9 日啟動 Start
Digital Pack 計畫，適用對象為剛開始創業或剛接觸數位技術的中小
企業。
Start Digital Pack 的產業合作夥伴，包括 DBS Bank、Maybank、
OCBC Bank、Singtel、StarHub 和 UOB 等 6 家銀行或電信公司。其提
供的解決方案，涵括會計和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和薪資、數位營
銷、數位交易，以及網路安全等 5 大類數位工具，以降低這些新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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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邁入數位化的門檻。
關鍵字：數位轉型、資安

102.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為 AI 專利提供全世界最快的申請流

程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新加坡
子分類：趨勢議題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為促進數位經濟發展，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宣布將 AI 相關的
專利申請時程縮短為 6 個月，成為全世界申請速度最快的國家。
根 據 世 界 智 慧 財 產 權 組 織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2019 年的技術趨勢報告顯示，自 2014 年以來，
中國大陸為 AI 首次專利申請數量的領先國，其次是美國。由於在特
定國家申請並授予的專利權僅在該國的管轄範圍內受到保護，是以發
明者通常在最大的市場申請專利，以保障其專利權。
通常專利申請需耗時逾 6 個月，今新加坡提供最快速的申請程
序，且其對一些軟體相關的專利限制較少，預期發明者會優先選擇在
新加坡申請專利，期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專利，俾利發明者尋求資金
支持以擴展至他國。
關鍵字：AI、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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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亞洲：韓國】南韓 FinTech 產業超越傳統金融市場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數位金融結合 AI、雲端運算、行動支付吸引大量投資，據統計，
流入韓國金融科技（FinTech）產業的投資額，3 年內就超過資通信
（ICT）製造、電子、機械、化學原料、遊戲等產業，並威脅傳統金
融市場的地位。
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FSC）調查過去 10 年韓國 FinTech 產業發
展趨勢，發現：
1.

韓國 FinTech 產業投資成長快速，尤其在支付及電匯領域。另全
球 FinTech 市場也正快速成長，預計 2019 年產值約 8,380 億美元。

2.

韓國的純網路銀行（Internet-only Bank）
、行動支付、P2P 網路借
貸、投資顧問、資產管理等平臺業務蓬勃發展。

3.

韓國雖具備發展行動支付相關業務的條件，但 FinTech 基礎設施
相較國外仍顯不足且缺乏獨角獸公司，未來恐怕仰賴外國市場，
應著重發展差異化商業模式，並以利基市場為目標。

關鍵字：FinTech

95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5 月】

6

其他

4

104.

其他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與智利、紐西蘭簽訂數位經濟合作夥伴

協議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國家/地區：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數位化改變既有的商業模式和交易活動，若能解決各國不一致的
數位框架、標準和系統的問題，將為企業和消費者開闢無限的機會和
選擇，尤其跨境交易的互通程度，將決定企業和民眾實現數位經濟交
易的潛力。
新加坡、智利和紐西蘭就數位經濟夥伴關係協議（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於 5 月 17 日至 5 月 18 日，發起為期
兩天的三方會談。DEPA 將增強三方之間的數位連接與經濟往來。
DEPA 由新加坡發起，偕同智利和紐西蘭，共同制定數位交易前
瞻性的標準，以支持數位時代的數位經濟和交易活動。DEPA 旨在解
決數位經濟帶來的新問題，例如 AI 治理、電子支付、電子發票和數
位認證等。DEPA 將制定高標準，俾利企業與中小企業從事數位交易
規則的基準。
關鍵字：數位經濟

96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5 月】
105.

【大洋洲：紐西蘭】Stats NZ 及 MBIE 發布 2019 數位國家領域

計畫
洲別：大洋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國家/地區：紐西蘭
子分類：政策面

紐西蘭統計局（Stats NZ）與商業創新暨就業部（MBIE）於 2019
年 5 月共同發布「2019 數位國家領域計畫」
，目標願景是透過數位轉
型建構理想中的數位國家。紐西蘭政府也開始檢視數位科技應用對於
社會、文化以及經濟層面的影響程度，並執行相關計畫彌補當前數位
落差缺口，以累積正確的數據，並與業界數位部門進行連結合作。
整體而言，目前紐西蘭政府對於數位領域的關鍵戰略主要依循 4
個構面：1. 數位包容性（Digital Inclusion）
；2. 界定價值的數位部門
（Defining and Valuing the Digital Sector)；3. 數位安全（Digital
Security）；4. 數位科技影響（Impact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
關鍵字：數位國家、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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