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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國際：跨國】CTIA 發布「全球 5G 競賽現況」，美國與中國大
陸並列第一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根據美國無線產業協會（CTIA – The Wireless Association）發布的
「全球 5G 競賽現況（The Global Race to 5G）
」，各國皆積極整備 5G
基礎建設與產業應用，美國於 2019 年的全球 5G 整備競賽超越南韓，
與中國大陸並列第 1。
頻譜配置方面，美國於低頻段及高頻段分別各核配 716 MHz 及
2500 MHz 頻寬予無線產業，於國際上皆排名第 1；但在中頻段釋出
情形落後多數國家，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須再積極規劃的政策核心。而為確保美國於 5G
整備競賽中處於領先地位，CTIA 提出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國家級頻
譜戰略，其中包含以下 3 步驟：

1. 建立為期 5 年的頻譜拍賣計畫，將更多高、中及低頻段的頻譜分
配予美國無線產業。
2. 以自由市場概念重新制定聯邦頻譜政策，促進競爭以提升美國經
濟及國家安全。
3. 確保頻譜的有效運用。
關鍵字：5G、頻譜、頻譜政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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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洲：美國】Amazon 向 ITU 提出通訊衛星營運計畫，寬頻網
路覆蓋可達全球 95%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Amazon 向 ITU 提出名為「Project Kuiper」的通訊衛星營運計畫，
規劃投入數 10 億美元佈署 3,236 顆低軌衛星，不僅能達成低延遲特
性，預算成本也相對較低，屆時全球覆蓋率將可達 95%。一旦衛星開
始商轉，除可獲得相當可觀的收益外，更能提升全球寬頻網路普及率。
根據聯合國統計顯示，目前全球仍有近 40 億人無法上網，因此該項
計畫將有助於提升全球基本寬頻網路的接取。
提出營運計畫後，Amazon 必須進一步向 ITU 提出說明，包含保
證新發射的低軌衛星不會對現存的其他衛星造成干擾，及衛星壽命結
束時具備妥善處置的能力等。因此，最後仍須由主掌全球電信衛星營
運的 ITU 決議是否批准該計畫。除此之外，Amazon 還需面對現在市
場上的勁敵，包括 SpaceX、OneWeb、Telesat 與 LeoSat 等企業的競
爭。
關鍵字：衛星、寬頻網路

2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4 月】
3. 【歐洲：歐盟】歐洲議會通過新《著作權指令》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以同意票 348 票對否決票 274 票，
以及棄權票 36 票通過最新版《著作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
》，
新法旨在將既有著作權法的相關責任與義務延伸至網際網路，提高影
音內容、新聞等內容創作業者在數位服務下的版權保護，對大型數位
平臺如 Google、Facebook 及 YouTube 等業者造成衝擊。
此著作權指令最早在 2016 年提出，歐洲議會於今年投票通過後，
代表此一法案立法程序正式結束，目前待歐盟另一決策機構歐盟理事
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審查同意後，此法即正式發布施
行。
新著作權指令的立法目的包括：提高網站平臺的可信度、讓新聞
撰稿者在網路平臺有收取版權的權利，並允許新創平臺享有較低限度
的管轄與豁免權等。換句話說，新著作權指令旨在規範大型數位服務
平臺業者，以保障各內容創作者的著作權利。未來各國表演者、音樂
家及作家等創作內容在網路平臺發佈時，可要求不准其他平臺任意濫
用或盜用，並有機會獲取較高的版權費用等。內容資訊若是以非商業
性質上傳至百科資訊平臺（如維基百科）或公共資源平臺（GitHub）
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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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通過此新版著作權指令後，期望能提高網路平臺的內容可信
度，並加強內容業者的數位版權保護，以提升上傳數位內容的意願，
進而確保內容創作業者與大型數位平臺協商談判內容版權的優勢。
關鍵字：版權、言論自由

4. 【歐洲：英國】英國發布《數位世界治理》調查報告，提出網路
治理標準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9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在今年 3 月初發布《數位世界治理
（Regulating in a Digital World）》調查報告，針對網際網路時代的線
上治理與法規架構等相關議題提出說明，包含監理準則、技術道德、
市場集中、線上平臺、數位主管機關等 5 大議題，並同時涵蓋數位時
代 下 的 個 人 隱 私 、 數 位 平 臺 的 問 責 （ Accountability ）、 透 明 度
（Transparency）等。
該報告指出，現今大型數位科技業者（如 Facebook、Google、
Amazon 等）的自律機制顯然已經失靈，並對網際網路的個人隱私、
安全等爭議事件造成影響。為了使英國的監理機關與法規架構能夠跟
上數位時代的發展，未來應擴大英國通訊主管機關英國通訊傳播管理
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的職掌範圍，並與英國資訊
委員會（ICO）
、廣播標準管理局等共同合作，以有效治理數位時代下
的網路問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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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亦指出，未來英國在監理數位網路產業時，應依循從以下
10 大準則，包含：
1. 平等：線上與線下的保護都應一視同仁。
2. 問責：不管是個人或企業組織都必須對線上行為和政策負責，對
此應設立相關措施。
3. 透明性：在數位世界中的主要企業或組織應該接受審查。
4. 開放性：網際網路時代下應該持續對創新與市場競爭保持開放態
度。
5. 隱私：應有適當措施保護個人隱私。
6. 道德：線上服務應符合用戶和社會公共利益。
7. 兒少保護：線上服務應保護兒少用戶。
8. 尊重人權和平等：應保護言論自由和網路平權。
9. 教育和示警功能：應確保民眾可以安全的使用數位服務。
10. 民主問責：政府監理制度應避免不當或過度監理，以平衡言論自
由。
此份調查報告將作為英國政府未來制定相關法規的參考依據，並
依此研擬成立新「數位管理局（Digital Authority）」的可行性與必要
性。
關鍵字：數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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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歐洲：歐盟】歐盟發布 AI 倫理準則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於 2019 年 4 月 9 日發布「AI 倫理準則」
，其以 2018 年底準
則草案為基礎，公開蒐集 500 多項意見並完成諮詢。上述倫理準則提
及「值得信任的 AI」須遵循法律原則（Lawful）
、倫理原則（Ethical）
與穩健原則（Robust）
。
倫理準則指出，AI 要被信任需符合 7 大條件，包括賦予權力與
監督、技術穩健性與安全性、隱私與數據管理、透明度、多樣性、非
歧視與公平性、社會和環境福祉與問責性。
雖然此倫理準則目前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對歐盟起草相關法案有
深遠影響，相較美、中作為 AI 技術領先者，歐盟則以建置 AI 倫理準
則的方式，進一步落實 AI 對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正向影響。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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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歐洲：英國】Ofcom 報告：無線技術如何協助推動創新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技術面

無線技術可協助企業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服務品質。
而 94%的企業認為數位技術對提高生產力至關重要。
公用事業、農業、物流和運輸等產業皆受益於無線技術，有助於
改變企業提供服務的方式，如可透過無線技術於工廠內操作多個機器
人，以改善流程並提高生產效率；能源公司可使用感測器蒐集電網的
數據，以便更有效地管理；製造商可將生產線自動化；農業公司可遠
端監控作物。客戶也可透過使用智慧型手機和應用程式獲益。即便無
線技術已應用在許多產業，但許多企業的需求已遠超過現有技術，正
尋求 4G、5G 和 wifi 的發展，以協助改進。
另外，無線電頻譜是支持所有需要無線通訊設備的無形基礎設
施，如電視、監視器、無線麥克風和衛星等。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的職責是確保將來可將頻譜用
於無線連接，並確保各組織使用不同的頻段。因此，Ofcom 也與國際
組織合作，以了解不同領域的需求，以及無線技術如何提供協助。

關鍵字：數位轉換、4G、5G、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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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際：跨國】Cisco VNI 指標：全球網路訊務量趨勢與預測（20172022）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Cisco的VNI指標（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針對產業關注
面向提出預測分析，包括全球網路訊務量成長趨勢、連接裝置與設備
的應用情形、全球應用程式脈動、未來網路性能與應用結構及5G未來
走向。Cisco預測2022年全球每年IP訊務量將達4.8ZB，平均每個月為
396EB，預測趨勢重點包括：
1. 2017 年至 2022 年間，全球設備連接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10%
成長，遠高於人口年複合成長率（1%）及網際網路用戶年複
合成長率（7%）
。顯示全球網路訊務量與裝置連接將持續導向
多種裝置同時使用、多媒體應用後勢看漲的發展趨勢。
2. IPv6 位址應用不僅能提升系統和性能，更能滿足物聯網時代
的需求，Cisco 預測到 2022 年全球將有近 183 億個固定與行
動裝置能夠支援 IPv6，51%的內容可使用 IPv6 位址。
3. M2M 裝置連接數將由 2017 年的 61 億成長 2.4 倍至 2022 年
的 146 億，加速物聯網產業成長。
4. 各種形式的 IP 視訊，包括網路視訊、IP 隨選視訊（IP V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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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串流影音與視訊會議等，將持續占整體 IP 訊務量的 80%
到 90%。
5. 電視訂閱將朝向以固定網路或行動網路連接裝置觀看影片發
展，如線上或行動視訊串流，而非傳統的有線閱聽方式。預估
至 2022 年時，數位媒體轉接器（Digital Media Adapter，DMA）
僅占連網電視的 9%，但其所產生的訊務量將達連網電視訊務
量的 18%。另若以訊務量的角度觀察，2017 年線性電視使用
者每月所產生的訊務量僅 82GB，遠低於連網電視使用者產生
的 141GB。
6. 2022 年全球 DDoS 攻擊將增加 2 倍至 1,450 萬件，在物聯網
即將普及的未來，網路資安已然是產業亟須關注的焦點之一。
7. 網路連線速率變快促使訊務量成長
（1）全球平均固網寬頻速率將從2017年的39 Mbps成長至
2022年的75.4 Mbps。
（2）全球平均行動網路速率將從2017年的8.7 Mbps，提升3倍
至2022年的28.5 Mbps。
（3）平均Wi-Fi網路速率將在2022年達到54.2 Mbps。
8. Wi-Fi 前景持續看漲，截至 2022 年，全球將會有近 5.49 億個
公共 Wi-Fi 熱點，比 2017 年的 1.24 億個熱點高出 4 倍，其中
又以亞太地區占 4 成 7 最高。
9. 2017 年至 2022 年，全球繁忙時段的網路訊務量將以年複合
成長率 37%快速增長；而平均網路訊務量則相對穩定，以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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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成長率 30%增長。未來電信業者應根據峰值速率而非平
均速率規劃網路容量。
10. 亞太地區每月 IP 訊務量將在 2022 年達到 172.7EB，網路使用
者達 26 億，占亞太地區總人口數 62%。屆時，約有 131 億連
網裝置、固網寬頻速率將達 98.8 Mbps。
關鍵字：訊務量、Cisco、VNI

8. 【國際：跨國】Cisco VNI 指標：全球行動數據訊務量趨勢與預測
（2017-2022）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Cisco 於 2019 年 2 月發布 VNI 指標（Visual Networking Index）
，
提出 2017 年至 2022 年全球行動數據訊務量之成長趨勢與預測：
1. 全球行動數據訊務量將於 2017 年至 2022 年間增長 7 倍，在
此 6 年間以 46%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迅速增長。2022
年時，全球行動數據訊務量將達每月 77EB，每年累計達 1ZB。
2. 2022 年時，行動數據服務將占網路總訊務量 20%。
3. 2022 年時，全球預計出現 123 億個行動連接裝置（包括 M2M
應用）
，而人均行動裝置連接數（Mobile-Connected Devices per
Capita）將達到 1.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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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時，行動網路的平均連接速率將由 2017 年的 8.7 Mbps
增加 3 倍至 28.5 Mbps；而全球智慧型手機的平均連接速率將
超過 40 Mbps。
5. 2022 年時，智慧型手機將占行動訊務量 90%以上。
6. 2022 年時，行動連接總數將以 4G 服務的 54%最高。
7. 2022 年時，4G 數據訊務量將占行動訊務量總量的 71%以上。
8. 2022 年時，5G 數據訊務量將占行動訊務量總量的 12%。
9. 2022 年時，將近 59%的數據訊務量將從行動網路轉移至 WiFi。
10. 2022 年時，全球近 79%的行動數據訊務量來源將來自影音內
容。
若以區域進行分析，2017 年至 2022 年間，中東和非洲地區將成
為全球行動數據訊務量成長最快速的區域，年複合成長率達 56%；亞
太地區則以年複合成長率 49%緊跟其後；拉丁美洲成長力度亦十分強
勁，年複合成長率為 43%。
關鍵字：訊務量、行動訊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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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際：跨國】全球網路服務投資額上看 1.3 兆美元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隨著美國與南韓投入 5G 商用，中國移動預計在 2019 年下半年度
開始 5G 服務，日本也訂下在 2020 年啟用 5G 服務的目標。根據 GSMA
的預測，在未來 7 年內全球將會投資約 1.3 兆美元在網路服務上，其
中 75%將會使用在發展和佈署 5G 上、另外 25%將會使用在升級和擴
張 4G 服務。而 5G 的技術升級預期將會降低人事和實體空間上的花
費；但 RAN 的資本支出比率，預計會從 2018 年的 62%大幅上升至
2025 年的 86%。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Nikkei Asian Review）報導，日本獲得指配 5G
頻譜的 4 家電信業者將會在未來 5 年內預計投資約 1.6 兆日圓（約
144 億美元）在 5G 科技上。其中 NTT Docomo 預計投資 7,950 億日
圓、KDDI 和 SoftBank 則分別投入 4,660 億和 2,060 億日圓，而樂天
則是聲明其投資額不會超過 2,000 億日圓。
關鍵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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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提出網路安全建議，並無禁止華為設備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認為任一個會員國的 5G 網路漏洞都將會影響整個歐
盟，因此建議歐盟 28 個會員國，必須在 6 月底前完成國家層級的 5G
網路基礎設施的風險評估；在歐盟層級方面，會員國間需交換情報，
並在國家層級防護措施上達成一致性。此計畫將持續到 2020 年 10 月
1 日。
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大陸設備商提供的設備藏有可讓中國政府監
視的後門，因此禁止華為和中興通訊參與 5G 佈署，這也帶給包含英
國和德國在內的歐洲盟友極大的壓力。而本次歐盟執委會僅提醒各會
員國要注意中國科技公司帶來的網路威脅，並非建議會員國禁止中國
大陸設備商。此舉避開了美國要求各國禁止使用華為的呼籲。
關鍵字：5G、華為、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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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洲：德國】德國開放 5G 企業專網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國家/地區：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於 3 月 11 日發布 5G
地方頻譜申請程序架構，提供 3.7-3.8GHz 專網頻段以因應各產業與
商業模式的頻率需求，促進工業自動化、農業與林業等領域的 5G 應
用。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局長 Jochen Homan 指出，5G 在工業部門極
具潛力，因此希望透過頻率資源的提供，讓企業得以根據需求建構網
路。
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經過與各方利害關係人進行公開、透明的討
論後，制定地方頻譜申請程序架構。地方專網頻段並不藉由拍賣分配，
而是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擁有土地使用等其他權利者（例如：租賃、轉
讓等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5G 地方頻譜申請程序預計於 2019
年下半年啟動。
關鍵字：5G、頻譜、專網、地方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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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歐洲：芬蘭】芬蘭超過一半的固網寬頻用戶使用光纖連接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2 日

國家/地區：芬蘭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芬蘭通訊管理機構（The Finnish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FICORA）發布之通訊傳播統計分析，芬蘭寬頻用戶已達
173.7萬，為近幾年新高。其中，家戶寬頻用戶逐年成長，於2018年底
首次突破150萬大關；而固網寬頻的企業用戶則逐年下降，用戶數量
已低於21萬。
此外，2018年已有超過一半的固網寬頻用戶使用光纖連接，取代
銅纜線的網路接取使用，較2017年成長5%。在網路速率方面，2018年
底下載速率低於10MB之固網寬頻用戶僅7%，高速用戶數量（下載速
率至少100Mbps）則穩定增加且占總用戶36%。網路用量方面，92%固
網寬頻用戶使用少於100MB，與2017年大致相同。而市內電話用戶數
則以負12%的成長率減少至12萬。傳播方面，有線電視訂閱數較2017
年同期增加3%，已接近170萬；IPTV訂閱數也較去年同期增加4%，不
過仍然只占有線電視訂閱總數的4分之1。
關鍵字：固定寬頻、光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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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洲：瑞典】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針對歐盟電信資費上限做出
回應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1 日

國家/地區：瑞典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規定之電信資費上限新法將於今年 5 月 15 日上路，為確保
消費者不會被收取過高的跨國電話費及跨國簡訊費，規定歐盟國家內
消費者每分鐘通話計費不得超過 0.19 歐元，每則簡訊計費不得超過
0.06 歐元，且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皆適用該規定。
為回應此法，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PTS）表示，若電信業者因配合新法而須更改計價標準，
且對消費者權利有影響時，電信業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消費者更改合
約之權利。而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未來也將持續確保國內業者符合新
法規，監督市場與價格發展，並向歐洲電子通傳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BEREC）報告。
關鍵字：電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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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歐洲：法國】法國 5G 頻譜將不規劃保留企業專網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為 因 應 5G 到 來 ， 隸 屬 於 法 國 財 政 部 的 國 家 頻 譜 管 理 機 構
（L'Agence Nationale des Fréquences，ANFR）在 4 月更新國家頻率分
配表（Tableau National de Répartition des Bandes de Fréquences，
TNRBF）
，使 26.5－27.5GHz 頻段可優先用於 5G 行動通訊服務使用。
另相對於德國規劃 3.7-3.8GHz 頻段供企業專網使用，法國經濟與
財政部（Minister of Economy and Finance）國務秘書表示，由於法國
企業對於 5G 頻譜並無專網需求，因此將不會規劃保留 5G 頻段給企
業使用，而是全數釋出給電信業者。
關鍵字：5G、頻譜規劃、企業專網

15. 【美洲：美國】美國 24GHz 頻譜拍賣僅 7 日標金已超過 10 億美元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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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顯示，24.25-24.45 GHz與24.75-25.25 GHz（24 GHz頻段）的上層
微波彈性服務（Upper Microwave Flexible Use Service, UMFUS）頻譜
執照（競標代號：Auction 102）從開始競標至2019年3月25日為止，
標金已達14.1億美元，遠高於2018年11月到2019年1月釋出的28GHz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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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毫米波頻譜競標（競價代號 Auction 101）標金的7.3億美元。本次
競標共有38家合格競價者一同競逐 24.25-24.45 GHz與24.75-25.25
GHz頻段，其中，AT&T（透過AT&T Spectrum Frontiers）
、威訊無線
（透過Cellco Partnership）
、T-Mobile USA、US Cellular 與 Windstream
是競爭24GHz頻譜執照中最大的幾家公司。此外，競標者也包含美國
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之業者，如關島最大的電信公司 Docomo
Pacific與GTA TeleGuam（透過TeleGuam Holdings）。
關鍵字：5G、拍賣、頻譜

16. 【美洲：美國】美國參議院提案禁止 5G 網路國有化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近期川普政府因研擬將部份 5G 網路國有化以維護資安政策而遭
受各界抨擊，再加上華為與中興通訊（ZTE）等棘手問題，促使參議
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 Richard Burr、副
主席 Mark Warner 及其他三名參議員支持並推行「捍衛 5G 及未來技
術法案（Secure 5G and Beyond Act）
」。
新法案提議由總統制定跨部會政策捍衛 5G 等未來網路技術及公
共設施應用，並指派 NTIA 為執行機構並與各局處合作實施相關政策，
以確保 5G 以後的技術及電信設施不會遭到政府國有化。
關鍵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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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洲：美國】FCC 推出鄉村寬頻佈署計畫與第 3 次頻譜拍賣計
畫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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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初宣布推出農村寬頻佈署補貼計畫，承諾挹注 204 億
美元於農村寬頻技術佈署，並宣布第 3 次 5G 頻譜拍賣計畫（Auction
103）將於今年 12 月 10 日展開。
未來 10 年，農村數位機會基金（Rural Digital Opportunity Fund）
將協助農村光纖基礎設施的佈建，期能連接多達 400 萬個農村家庭，
並為未來的 5G 網路奠定基礎。而第 3 次毫米波頻譜拍賣則預計提供
3,400MHz 的頻譜資源，範圍包括上層 37GHz、39GHz 以及 47GHz 頻
段，將促進美國 5G、物聯網產業蓬勃發展，以確保美國在 5G 領域的
領導地位。
此外，FCC 在最新發布的《第五報告與命令（The Fifth Report and
Order）》中表示，為推動毫米波頻段供物聯網與衛星寬頻服務使用，
將允許衛星固定地球電臺能夠個別取得於 50GHz 頻段發射之許可。
另外，為同時滿足軍方在 37GHz 頻段內的需求與非聯邦執照持有者
於該頻段的利益，FCC 已建立一套協調程序，以利後續釋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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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國積極著手毫米波頻段的釋照規劃並將其視為 5G 生態發
展的重要基礎，但也有專家認為目前美國過度專注於毫米波頻譜政策，
忽略中頻段的必要性，此舉與全球趨勢不符，或將使美國在全球供應
鏈上錯失其影響力。
關鍵字：5G、頻譜拍賣、毫米波（mmWave）、農村寬頻佈署

18. 【美洲：美國】FCC 宣布 24GHz 頻譜拍賣第一階段結束，總收
益達 19.88 億美元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歷 經 91 輪 的 競 標 後 ， 美 國 聯 邦 通 訊 委 員 會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宣布 24GHz
頻譜拍賣（Auction 102）的第一階段「價格鐘階段（Clock Phase）
」結
束，總收益達 19.88 億美元，所有競標者共獲得 2,904 張的可用執照。
在第一階段中，若得標者在一個「局部經濟區域 (Partial Economic
Areas，PEA)」贏得至少一個頻段，則有資格參與第二階段「指配階
段（Assignment Phase）
」，以競標特定頻段的許可執照。
關鍵字：5G、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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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洲：加拿大】600MHz 頻譜拍賣進帳 35 億，提升加拿大電信
產業競爭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1 日

國家/地區：加拿大
子分類：市場面

為因應行動連結成長的需求，加拿大政府積極展開頻譜拍賣。3 月，
加國政府推出 600MHz 頻譜競標，600MHz 能夠承載長距離的訊號，
較高頻段更能穿透建築物，適合用於都市及鄉村地區傳輸服務。歷經
54 回合競標後，加拿大於 4 月 4 日共拍賣出 104 張執照，標金達 35
億加幣。標金進帳將提交隸屬庫物局（Receiver General of Canada）管
轄之合併收入基金（Consolidated Revenue Fund）。
本次拍賣由加拿大最大通訊公司 Rogers Communications 主導，以
17 億加幣取得 52 張執照。但加拿大電信巨頭之一的 Bell Canada 未
參與競標，其聲明表示「要發展 4G 與 5G 寬頻服務已有低頻段資源，
毋須再取得 600MHz。」
關鍵字：5G，頻譜拍賣、低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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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 5G 頻譜分配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25 日受理 NTT docomo、
KDDI／沖繩行動電話、SoftBank 與樂天行動 4 家電信業者提出之 5G
特定基地臺開設計畫。
經絕對審查（門檻條件審查）與比較審查（依配點比較順位）後，
總務省根據諮詢電波監理審議會的結果，於 4 月 10 日有條件核可 4
大電信業者提出之 5G 特定基地臺開設計畫。
此次 5G 頻譜指配結果，NTT docomo 獲得中頻段的 3.6-3.7GHz、
4.5-4.6GHz 與高頻段的 27.4-27.8GHz；KDDI／沖繩行動電話獲得中
頻段的 3.7-3.8GHz、4.0-4.1GHz 與高頻段的 27.8-28.2GHz；SoftBank
獲得中頻段的 3.9-4.0GHz 與高頻段的 29.1-29.5GHz；樂天行動則獲
得中頻段的 3.8-3.9GHz 與高頻段的 27.0-27.4GHz。

關鍵字： 5G、頻譜、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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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亞洲：日本】日本展開區域性頻譜意見諮詢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為因應汽車業、醫療業、營造業、機械業、智慧電表等各產業對
5G 頻譜的多樣化需求，並期待透過新的通訊技術解決地方的社會課
題，總務省研擬新的指配方式，即區域性 5G 頻譜制度，提供全國電
信業者之外的主體申請，自 4 月 19 日至 5 月 23 日間，針對區域性
5G 頻譜指配的制度與技術條件進行公開意見徵詢，預計在今年秋季
以前修改總務省命令。
關鍵字：5G、智慧工廠、區域性頻譜、專網

22.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業者 SKT、KT 在 5G 發展上採取不同
策略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 3 大電信業者 SKT、KT 與 LG U+同步於 2018 年底推出企業
用 5G 網路服務，但根據 Analysis Mason 分析，近期 SKT 與 KT 在
5G 發展上採取不同的策略。韓國電信龍頭 SKT 選擇 LTE 與 5G NR
的雙連結架構（Dual Connectivity，DC）
，將可支援大於 2Gb/s 的峰值
數據傳輸速率；KT 則將重心放在低延遲性體驗，選擇不朝向 LTE 與
5G NR 的雙連結架構發展，專家預測此決策將使 KT 的 5G 網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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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 1Gb/s 左右。
礙於手機裝置可行性與韓國政府預算提案遭否決，上述 3 家電信
業者原先預計於 3 月推出消費者使用的 5G 網路服務因而延宕。不過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SKT、KT 與 LG U+預計於今年 4 月正式推出消
費者使用的 5G 網路服務。
關鍵字：5G、SKT、KT

23.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業者 SKT 公布 5G 數據資費方案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 5G 服務於 2019 年 4 月 5 日正式推出，電信業者 SKT 將提
供 2 種資費方案（5GX plan），根據網路速度及數據使用上限訂定不
同月租價格供消費者選擇。除上述方案外，SKT 亦規劃於 2019 年 12
月推出另外 2 種進階方案，將提供更大的數據使用量並取消網路速度
的限制。SKT 已在全國數據匯流密集的區域佈署 3.4 萬座 5G 基地臺，
包含都會區、大學區、高速公路及地鐵等，並計劃於 2019 年下半年
再擴大 5G 網路覆蓋範圍。
關鍵字：5G、數據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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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際：跨國】IBC 發布 OTT 2.0 白皮書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 月 9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媒體產業網路平臺 IBC 近期發布《OTT 2.0 白皮書（Tuning into
OTT 2.0）
》，該報告由市場研究公司 Frost & Sullivan 執筆，主要探討
全球 OTT 影音產業的現況、挑戰和未來發展。該報告指出，2017 年
全球 OTT 訂閱數已達 12 億，預估至 2021 年，OTT 訂閱數將超過 20
億。收入方面，全球 OTT 服務收入預期將從 2017 年的 225 億美元增
長至 2021 年的 360 億美元。
雖然目前傳統電視收視率仍高於數位 OTT 收視率，但其差距正
快速縮短，預期至 2020 年，在歐洲、中東、非洲地區及亞太地區等
地，兩者的收視率將近乎相等；拉丁美洲數位內容的收視率預計則將
超過傳統電視。
而行動影音目前約占整體 OTT 收視率的 5 成，預計在 2021 年前
將以年複合成長率（CAGR）14.8%持續增長。相較於隨選視訊服務，
消費者較不能容忍直播內容的延遲問題。此外，即使是在美國、英國、
德國等平均寬頻速率超過 10 Mbps 的國家，仍有消費者抱怨觀看體驗
不佳。這些問題的原因有時並非技術所造成，儘管業者具備最好的影
片壓縮、儲存、管理及傳輸技術，OTT 服務仍會因巨大的傳輸訊務量，
產生延遲、中斷等狀況。因此，該報告建議，OTT 服務業者若要提升
用戶體驗，不僅要投資內容，還要投資技術和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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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OTT、電視

25. 【美洲：美國】蘋果推出 Apple TV+進攻隨選視訊市場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蘋果公司在今年 3 月下旬的發表會上宣布進攻 OTT 隨選視訊市
場，推出全新影音串流服務「Apple TV+」
，與 Netflix、Amazon 等科
技公司共同角逐 OTT 隨選視訊市場。
蘋果公司過去已有提供雲端儲存與數位音樂服務，目前總計在全
球擁有約 13 億用戶數，未來將會先鎖定既有 Apple Music 訂閱戶來
推廣旗下新串流影音服務。
目前美國已有多家 OTT 影音服務，除了 Netflix、Amazon Prime、
Hulu 等業者之外，迪士尼媒體公司在今年也宣布將整合 21 世紀華納
媒體集團，推出全新影音串流服務 Disney+。在各大業者持續投入發
展的情況下，未來美國訂閱隨選視訊市場營收可望持續提升。

關鍵字：SVoD、Apple、線上串流、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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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國際：跨國】eMarketer 公布 2019 年數位廣告支出預測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市調機構 eMarketer 預估，2019 年全球數位廣告支出將較去年成
長 17.6%，達 3,332.5 億美元，將占整體廣告支出的一半。在英國、中
國大陸、挪威和加拿大等國，數位媒體已成為廣告最主要的投放媒介，
今年包括美國和荷蘭的數位廣告占比也將持續攀高，兩國的數位廣告
支出將分別占所有廣告支出的 54.2%和 52.6%。而在拉丁美洲和東南
亞地區，目前其數位廣告仍落後於傳統廣告。
從業者來看，Google 在 2019 年仍穩坐數位廣告獲利龍頭，其廣
告獲利預估將達 1,037.3 億美元，占全球 31.1%；其次依序為 Facebook
（673.7 億美元）、中國阿里巴巴（292 億美元）等。目前在整體行銷
和廣告市場中，全球各地的廣告主正在思索如何更有效利用數位廣告
和傳統廣告，並深入了解目標族群的媒體使用行為。
關鍵字：數位廣告、Google、Facebook、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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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國際：跨國】各國電視產業發展 8K 規格的最新進展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近年來各國業者高度重視 8K 超高畫質影像的規格推動，如美國
電視臺在節目製作過程中已使用 8K 攝影機，並在今年初超級盃賽事
中提供高畫質影像；日本放送協會 NHK 將 8K 系統稱為 Super HiVision（SHV）
，目前除已著手準備以新規格轉播 2020 年東京奧運與
殘奧會外，更搶先全球在 2018 年 12 月推出首個以 8K 超高畫質轉播
的衛星電視頻道；義大利國家電視網 RAI 亦計劃在 2020 年啟用 8K
服務，成為第 1 家宣布提供此類服務的歐洲無線電視公司。
在製造商方面，目前包括 Sony、Samsung 和 LG 等國際大廠皆致
力於生產 8K 裝置，並推出 8K 消費性顯示器及專業顯示器等產品。
且為了順利推廣 8K 產品與內容，多家品牌更於今年 1 月成立 8K 聯
盟（8K Association，8KA），目標在促進 OTT 8K 內容、制定相關標
準，並向消費者及專業人士介紹此新規格。
關鍵字：4K、8K、SHV、NHK、Sony、Samsung、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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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國際：跨國】NAB 宣布將於全美推動 ATSC 3.0 標準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技術面

美國無線廣播電視業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於 2019 年度大會上宣布，將於 2020 年底前在全美前 40 大電
視服務市場推出採 ATSC 3.0 標準的次世代電視服務（Next-Gen TV）
。
除此之外，美國也向 ITU 提議採 ATSC 3.0 作為未來全球數位無線電
視的統一標準，以替消費者和全球無線電視業者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ATSC 3.0 為一套基於 IP 通訊網路的傳輸標準，可大幅提升無線
電視的影音傳輸品質、行動接收能力與頻譜效率等，並具備互動性，
採用該標準的次世代電視服務將兼具廣播與寬頻網路特性，將大幅增
強無線廣播業者的多元空中應用服務（Over-The-Air，OTA）
，並提供
閱聽眾更多元的服務內容與選擇。
目前採用 ATSC 3.0 標準的國家包括美國及韓國。FCC 於 2017 年
通過 ATSC 3.0 無線電視廣播標準後，持續推廣新標準用於 4K 超高
畫質數位電視、行動電視等多元服務內容。而根據日本 NHK 放送文
化研究所於今年 3 月發布的《商業電視台對下一代無線電視標準
「ATSC 3.0」的期待是什麼？》報告顯示，在美國的主導下，未來 ATSC
3.0 標準可望實現新的創新應用價值，對商業電視臺造成創新性的影
響。
關鍵字：ATSC 3.0、次世代電視、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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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歐洲：歐盟】歐盟研討新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執行細則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1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在今年 2 月 27 日針對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
之施行細則，舉行利害關係人座談會議，針對指令中規範的影音分享
平臺（Video-Sharing Platforms，VSPs）定義與推廣歐洲作品（Promotion
of European Works）等兩大規管項目諮詢相關利害團體意見。
歐洲議會早在 2018 年 10 月初便通過新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其中
針對影音分享平臺如 Netflix、YouTube 等業者新增規管條例，包括要
求影音平臺應配額 30%用來播映的歐洲影視作品，以支持歐洲影音產
業和當地多元文化發展。
針對此法施行細則，歐盟擬再透過此利害關係人座談會議，來釐
清實務上業者與相關團體的意見。此諮詢會議獲得業者的高度重視，
包括歐洲公共電視業者、商業電視、大型數位平臺服務業者（如
Facebook、Google、Twitch 等）
、數位廣告公協會、閱聽眾和消費者保
護團體等多方利害關係人均出席此次研討會議。
會議首先針對影音分享平臺（VSPs）定義進行研討。該會議以影
音服務的重要性、影音服務的技術特性、影音服務的獲利方式和其他
相關指標等 4 大面向探討 VSPs 服務定義。業界普遍認同影音服務的
技術特性是區分 VSPs 與其他傳統電視業者的指標之一，VSPs 等平
臺業者是否具影音編輯的責任，在此次會議中也重新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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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討論 VSPs 之定義，會議中亦針對 AVMSD 要求平臺業者
應保留歐洲作品之播映配額，就配額占比與計算方式等相關定義進行
意見諮詢。目前相關利害關係人之間尚未達成共識，不同業者傾向的
占比計算方式有所不同。公共電視業者提議應按小時和分鐘計；隨選
視訊（VOD）業者則傾向按標題計算（一部電影和一部劇集各為一個
標題）
。目前針對此一討論尚無明確結論，歐洲議會回應將會持續針
對法規施行之細則部分進行研討。
關鍵字： 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VSP、VOD
30.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首辦媒體素養週，決議媒體素養規
管議題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國家/地區：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於今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舉辦首屆媒體素養週（European Media Literacy Week）
，針對現行媒
體素養與政府監理機關所應扮演角色進行研討。歐洲監管機構平臺
（European Platform of Regulatory Authority）主席 Celene Craig 認為，
媒體素養對歐洲媒體監管機構的關聯性和重要性日益提高。目前各國
之間雖然尚未訂定共通定義與監理標準，但各監管機構之間已有共識，
應透過媒體素養改革工作，賦予公民對其點閱、創作和消費的媒體內
容做出明智決策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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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影視監管機構方面，Celene Craig 表示，監理單位應具備廣泛
的媒體專業知識，並集結各方利益關係人，以有效宣導媒體素養相關
理念。歐盟於 2018 年 10 月通過的新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
，
也將加強媒體素養相關規定，並鼓勵監理單位發掘媒體素養的挑戰和
機會，與相關利益團體建立互動關係，以共同分享知識與實例，展現
監理機關的領導力。
關鍵字：媒體素養、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
31. 【歐洲：英國】Ofcom 將針對 BBC 製播新聞內容進行複查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5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在今年
3 月初表示將針對英國公共媒體 BBC 旗下製播的電視新聞、廣播、
網路新聞與時事報導等進行考核與複查（Review），以確保公共媒體
製播新聞的公正性。
Ofcom 表示，在媒體市場變革的情形下，閱聽大眾接觸新聞的方
式已經出現改變，電視與廣播等傳統媒體在網際網路的時代中已經不
再是閱聽眾接收新聞的唯一管道。在環境變遷的過程中，BBC 作為英
國獨立運作的公共媒體，更應該堅守提供公正新聞與時事報導的角色。
因此，為了確保公共媒體製播新聞的品質，Ofcom 做為 BBC 的
監理機關，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針對 BBC 製播的新聞與時事報導
等從 3 大面向進行考核調查，包括以下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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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聯性（Relevance）
：調查 BBC 新聞目前的閱聽眾族群。
2. 新聞獨特性與品質（Distinctiveness and Quality）
：從報導的深
度和廣度等兩個面向來比較 BBC 與英國其他新聞媒體的報
導內容。
3. 信任感（Trust）：調查閱聽眾對於 BBC 製播新聞的準確性與
公正性觀感。
Ofcom 預計在今年秋季公開調查結果，同時就調查結果徵詢閱聽
大眾與新聞產業利益關係人意見，以作為未來監理 BBC 製播新聞與
複查制度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公共電視、BBC、新聞複查
32. 【歐洲：英國】英國提出線上傷害白皮書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 國 數 位 文 化 媒 體 暨 體 育 部 （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DCMS）與內政部（Home Office）有鑒於網路時代的
數位治理與網路假消息等議題，因而於 2019 年 4 月初提出《線上傷
害白皮書（Online Harms Whitepaper）》至英國議會，針對網路世代的
治理看法與未來立法目標提出建議。
報告指出，為了確保網路用戶擁有安全使用環境，英國有必要制
定新法規和新的監理框架，來規管網際網路上的不當行為。尤其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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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許多網路大型平臺業者設置的自律機制顯然已經失靈，並無法有效
處理社群網路上大量的假新聞、仇恨言論等資訊濫用行為。
為了避免網路危害事件持續影響英國社會發展，該等報告認為，
勢必要採取新的監管方式來解決網際網路時代下的各式挑戰，包括賦
予主管機關 Ofcom 對應的管制工具與方法，並要求大型平臺業者承
擔更多責任等，以有效治理網際網路上的個人資料濫用、言論傷害等
各種危害行為。
關鍵字：假消息、數位治理、網路傷害

33. 【歐洲：法國】法國電視頻道 C8 擅自更動節目播放內容，遭 CSA
裁決記點供換照審理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1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電視頻道 C8 於今年 2 月初臨時更換原有時段的播放內容，
遭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erieur De L'Audiovisual，CSA）
裁決已違反當地頻道合約條款。CSA 將依此違規事件予以記點，並作
為後續頻道換照時的審理依據。
C8 電視頻道為法國多頻道（Multi-Channel）電視系統 Canal+集團
旗下的數位電視頻道，其於今年 1 月 29 日通知高等視聽委員會（CSA）
將更改 2 月 2 日晚間黃金時段播出節目內容，從原有的戲劇節目
「Inavouable」，更改為直播法國足球賽事。此直播節目原先只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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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付費體育頻道中播出。CSA 於 1 月 31 日回覆通知信函警告此
舉已違反各頻道商在 Canal+節目安排之協議，恐引發其他頻道業者糾
紛，但 C8 頻道最終仍在黃金時段播出球賽，並同步於 Canal+付費體
育頻道中播放同樣節目內容。
CSA 根據此違規事件於 3 月 6 日召開調查會，證實此舉違反 C8
頻道合約條款第 2-2-5 項協定，CSA 表示，針對 C8 頻道公開違規事
件，將裁決記點，並納入頻道換照時之審理。
關鍵字：換照、直播

34. 【歐洲：瑞典】MPRT 公布 2020 年無線電視釋照新法規策略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國家/地區：瑞典
子分類：政策面

瑞典傳播媒體主管機構（Myndigheten för press, radio och TV，
MPRT）近日提出 2020 年後無線電視釋照法規策略。新版釋照策略主
要目的在於檢視舊版無線電視證照規定之適用性，並期望未來瑞典當
地電視及廣播能因應技術創新之變化發展。
MPRT 提出 2020 年後電視釋照策略包含：
1. 頻譜需合理分配給無線電視使用；
2. 閒置頻譜應盡早公告規劃；
3. 應規定至少 3 個頻道運用 DVB-T2 數位轉播技術，以鞏固產
業技術升級及消費者權益；
4. 應同時開放 SD 及 HD 畫質節目申請許可；
35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4 月】
5. 從消費者角度考量，應要求部分業者同步提供 SD 及 HD 畫
質節目；
6. 地方及區域電視節目服務系統應開放申請。
目前此新執照申請法規預計在 2019 年 6 月起生效，2019 年秋季
開放申請，2020 年取得新無線電視執照業者正式上路。
關鍵字：無線電視、釋照

35. 【美洲：美國】美國家長電視協會呼籲 FCC 重審電視分級系統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家長電視協會（Parents Television Council，PTC）在今年 2 月
14 日呼籲 FCC 應針對電視內容分級系統（TV Parental Guidelines）重
新進行審核。該分級制度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從未重新修訂，PTC 譴責
該分級制度已經失準，導致暴力畫面、槍枝暴力等內容常被評為適合
兒童，導致美國在黃金時段播出的節目往往不適合全家觀賞，諸多節
目皆被誤評，影響兒童閱聽眾的電視收視權益。
為此，美國國會於同一週通過了 2019 年的預算審核，並納入相關
規定，指示 FCC 要在 90 天內向國會報告「分級制度與影音內容的相
符 程 度 」， 並 要 求 分 級 系 統 監 督 委 員 會 （ TV Parental Guidelines
Oversight Monitoring Board）應重新針對社會大眾的疑慮提出回應與
說明。FCC 已於 2 月 26 日發布公告，徵詢公眾對電視分級系統的意
見，並將針對分級系統的適用性、分類標準、業界執行現況等議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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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擬，計劃於 5 月 15 日提交說明報告至國會備詢。
而在分級系統監督委員會部分，FCC 表示同樣將針對委員會在內
容分級監督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職掌範圍進行公眾諮詢，包括委員
會在分級制度的監理與評鑑程序、委員會的執法措施、網路公眾意見
回應等議題。
美國近年來在美國家長電視協會（PTC）及關懷美國婦女協會
（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等組織的積極倡導下，已獲各界對
於電視分級制度的廣大迴響，美國國會和 FCC 也承諾將重新審查現
有制度。關懷美國婦女協會會長即表示，該分級系統經常被濫用來兜
售暴力、猥褻和淫穢的內容，協會的支持者希望能敦促 FCC 採取更
積極的作為，以保護家庭免受不當娛樂影音內容的影響。
關鍵字：內容分級、電視分級

36. 【美洲：美國】美國線上影音訂閱數在 2018 年首次超越有線電視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發
布年度報告《戲劇和家庭娛樂市場環境》。該報告指出 2017 至 2018
年間，Netflix、Amazon Prime 和 Hulu 等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快速成長，
其全球用戶在該年間成長 27%，訂閱數增加 1.3 億，全球訂閱數達 6.1
億，2018 年的串流影音訂閱數首次超越有線電視，成為閱聽眾消費影
音內容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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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線電視依舊是電視媒體產業營收之首。2017 年至 2018
年間，全球有線電視訂閱數下降了 2%，達 5.6 億，然而有線電視總
營收仍有微幅上升趨勢，2018 年營收增加 62 億美元，達到 1,180 億
美元，總收入成長近 6%。
MPAA 報告顯示，串流影音媒體平臺正在迎頭趕上，目前其總營
收已接近 1,000 億美元大關，為全球影視娛樂產業第 2 大獲益產業別。
自 2014 年以來，線上影音訂閱數在付費電視產業中成長最快，其次
為 IPTV 服務，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數位電視等傳統服務訂閱數成
長力道則已明顯趨緩。
關鍵字：線上影音、有線電視、訂閱數

37. 【美洲：美國】FCC 公布無線電視與廣播執照最新統計數據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公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無線電視與廣播執照最新統計數據，美
國境內目前全區型廣播發射站營運執照共有 15,514 張；商業無線電
視和教育電視臺執照 1,761 張；除此之外，UHF 和 VHF 低功率無線
電視臺執照共有 1,908 張。總計 FCC 目前於全美廣播與無線電視共
釋出 33,436 張許可經營執照。
關鍵字：無線電視、廣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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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洲：美國】數位媒體崛起，改變美國閱聽眾影音消費習慣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Deloitte 近期發布最新版數位媒體趨勢調查（Digital media trends
survey 13th edition），發現美國民眾訂閱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
（69%）於 2018 年首次超越付費電視（65%）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儼
然已成為閱聽眾消費娛樂媒體的核心。其無廣告及影音內容的獨特多
樣性，是讓消費者付費訂閱串流影音服務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以地方新聞接收媒介來看，市調公司 Pew Research 最新
調查發現，電視依舊是美國閱聽眾接收當地新聞的主要管道（41%）
，
但線上網路的比例也逐漸攀升（37%）
，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目
前民眾接收網路新聞的管道主要包含傳統新聞媒體經營網站、應用程
式（23%）和社群媒體（15%）等，民眾對於透過傳統報紙和廣播接
收的新聞依賴性已經大幅降低，分別占 13%及 8%，顯示在數位媒體
的崛起之下，美國閱聽眾在娛樂影音和地方新聞的媒介接收選擇上，
已經逐漸出現改變趨勢，朝數位化邁進。
關鍵字：線上串流、數位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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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媒體匯流與電信產業最新發展現況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國家/地區：中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中國人民網研究院發布的《2018 中國媒體融合傳播指數報
告》顯示，中國大陸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透過拓展傳播管道，
擴大主流價值影響力，其在社群應用、新聞 App 等平臺之訂閱數不斷
增長，尤以抖音等短影音平臺等新興服務崛起值得關注。
另在中國大陸整體資通訊產業發展趨勢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也歸納出中國大陸資訊消費發展 5 大新特徵：
1. 資訊消費需求增強，預估 2018 年中國資訊消費規模約達 5 兆
人民幣；
2. 線上線下匯流成為主流消費方式；
3. 新興資訊消費群體崛起，90 後年輕族群成為主要消費驅動力；
4. 高速資訊基礎設施、便捷智慧物流和行動支付，為資訊消費發
展奠定基礎；
5. 市場廣泛接受共享付費與共享經濟模式，包括影片、音樂、遊
戲、教育等創新數位應用領域的付費模式興起。
另根據中國大陸工業和資訊化部（簡稱工信部）公布 2019 年 12 月份電信產業營運報告結果顯示，目前中國電信產業整體營收成長
速度趨緩；固定通訊業務收入占比小幅提高；資訊及網路業務收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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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穩步提升。在電信使用發展部分，中國大陸目前 4G 用戶數占比超
過四分之三；光纖網路用戶數占比則超過 7 成；IPTV 訂閱數達 2.67
億戶；手機上網用戶數規模達 12.7 億戶，整體行動電話用戶普及率
為 80.1%。
關鍵字：電信用戶數、IPTV、4G、光纖網路

40.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擬推新法嚴懲「惡意假資訊」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國家/地區：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律政部（Ministry of Law）在今年 4 月 1 日於國會提出《防
止網路假資訊和網路操縱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Bill，POFMB）》草案，該立法目的為保護線上社群使用
環境，避免惡意散布假資訊、仇恨言論和操弄等行為。新加坡律政部
表示，目前各國政府針對網路假資訊與惡意仇恨言論已經開始著手探
討規管議題，有鑑於此，新加坡政府也提出對應的立法措施，希望能
加強當地民眾於社群網路上的使用安全，以避免惡意謠言造成社會分
裂、削弱民主發展等危機。
該立法草案針對假資訊或行為的定義為「誤導事件陳述」
，但個人
對於事件的批評、意見、諷刺和模仿等則不在此限。而相較於認定假
資訊，該草案認為積極地處理事後更正更為重要，包括要求網路平臺
業者應公開假資訊的修正紀錄，以讓被錯誤訊息誤導的民眾都能夠得
知更正過程，甚至進而判斷訊息的真假與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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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立法草案也特別針對「惡意」散布虛假資訊的行為者訂定嚴
苛的刑事罰責，如法院判定為刻意傳遞假資訊者，最重可判監禁和罰
款。而針對反覆散布惡意假資訊的網路平臺服務業者，也可能遭法院
判處終止營運等罰則。
目前此立法草案已送交新加坡國會審議，待通過後將正式啟動立
法程序，恐影響當地網際網路社群服務經營業者與網路用戶使用行為。
新加坡當地學者對此也發表一份聯合聲明送交教育部，表達他們對於
政府訂定新法的擔憂，希望能避免傷害當地言論自由與新聞教育發展
等。
關鍵字：假消息、數位治理

41. 【亞洲：日本】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公布 2018 年 11 月日本全
國電視與廣播收視聽調查報告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日前發布最新電視與廣播收視聽調查
結果。該調查主要以日本全國 7 歲以上民眾為調查對象，調查期間為
2018 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採兩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共調查樣
本數 3,600 人，有效樣本為 2,310 人。
調查結果發現，日本民眾平均每日收看電視（包括衛星和無線電
視）時間為 3 小時 43 分，與去年調查結果 3 小時 42 分大致相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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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NHK 的收視時間為 1 小時（去年為 58 分），商業電視臺的收視
時間為 2 小時 43 分（去年同為 2 小時 43 分）
。
在各時段的收視率方面，與去年相比，商業電視臺 19 時至 21 時
的平均收視率明顯增加。調查期間綜合頻道收視率前 3 名的節目分別
為 NHK 晨間劇《萬福》
（13.9%）
、
《NHK 七點新聞》
（12.3%）及《大
相撲九州大賽 17 時》（10.7%）
。
廣播方面，民眾每週收聽率為 32.5%，與去年調查結果 34.9%相
比微幅下降。其中，NHK 廣播第一、第二電臺、FM 頻道的每週收聽
率為 18.9%，與去年（17.7%）比較相差不遠。商業廣播電臺包括 AM、
FM 頻道，每週收聽率為 20.6%，與去年（23.5%）
、前年（23.1%）相
比明顯減少，整體而言，日本廣播收聽率逐年衰退。
關鍵字： NHK、廣播、無線電視、收聽率、收視率

42. 【亞洲：日本】日本 NHK 的未來發展方向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在網際網路與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下，日本公共電視 NHK 的未來
發展方向與改革議題積極被討論。根據日本總務省「無線電視發展課
題調查」結果顯示，NHK 改革是個重要議題，總務省「加強廣播業務
發展專業小組委員會」認為未來應從商業管理角度來探討日本公共電
視對外所應扮演形象與角色，其中也包含著 NHK 目前執照費用是否
應調降等相關收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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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日本政府已於 2019 年 3 月 5 日的內閣會議上同意《放送
法》的修正案，允許 NHK 將於網際網路上同步播放所有電視節目，
同時，此修正案通過後，日本總務省也對 NHK 提出調降收視費、調
整衛星放送等業務和實施企業管理改革等 3 大要求。
日本 NHK 已表明將調降收視費，而針對引進私營企業經營方式，
重組 NHK 經營模式一事，日本總務省則仍在研商當中。總務省表示
未來將進行更嚴格的管理，以確保 NHK 組織經營透明化。

關鍵字：公共電視、NHK、數位匯流
43. 【亞洲：日本】日本廣播業者呼籲中止 AM 電臺業務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Japan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Association）
近日向政府提議修改《放送法》
，以中止強制性的 AM 電臺營運。根
據該法規定，業者有義務同時播送 AM 與 FM 兩種廣播服務；然而根
據業者表示，目前 AM 電臺的聽眾人數日益減少，其廣告收入隨之下
降，而業者為了產業競爭，又須投入不少資金進行設備更新及其他投
資，造成業者成本上的極大負擔。因此，業者呼籲政府在 2028 年前
完成法規修訂，讓業者專心經營 FM 放送業務。
具體而言，業者建議可於 2023 年先從特定地區試行停止 AM 放
送，再依據試行結果評估進一步全面中止 AM 電臺業務。現行日本共
有 47 家廣播電臺經營 AM 放送，其中 43 家同時以 FM 放送方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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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AM 電臺節目。
關鍵字：廣播、AM、日本放送法

44. 【亞洲：韓國】韓國 KCC 公布 2019 年主要施政計畫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8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2019 年 3 月 8 日，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公布 2019 年重要施政計畫，包括：
1. 加強無線電視的公平性與公共利益；
2. 拓展公眾對媒體的近用性；
3. 營造公平競爭的通訊傳播市場環境；
4. 促進高品質韓流電視內容製作和發行；
5. 促進言論自由，並加強對網路假資訊的應對措施等五大工作
項目。
KCC 表示，為有效促進韓國通訊傳播市場閱聽眾權利，有必要營
造公平競爭的通訊傳播發展環境。KCC 也將積極透過立法修訂，來
改善現有公共電視的獨立性與公正性；並將重新依照公共責任標準來
審核無線電視的相關執照許可制度，以保障多元閱聽族群的收視權益，
並加強要求公共電視的社會責任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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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促進韓流節目製作與發行工作項目上，KCC 表示也將致力
於促使節目贊助制度化，以協助電視節目製作融資、改善廣告投放等
相關工作。另根據韓國政府所訂定的新南向政策，目前已與越南等國
家簽訂聯合製作協議，以扶植韓國當地無線電視節目內容進攻海外市
場。韓國政府也將協助無線電視業者建立 OTT 串流影音服務聯盟，
以對抗國外大型串流影音服務。
最後在數位網路假資訊監理制度上，KCC 也支持成立假資訊自
律監管系統，由學術界、媒體和業者共同建立調查處理機制，以促成
產官學界之間對於處理網路惡意假資訊的治理共識。
關鍵字：傳播傳播政策、KCC、節目製作、OTT、假資訊、網路治理

45. 【亞洲：韓國】韓國 KCC 為因應韓國江原道火災事件，修正無
線電視緊急災難事件廣播守則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
於今年 4 月初緊急召集 3 大無線電視業者，針對韓國近期的江原道大
火事件，要求無線電視改善災難事件播報方法，包括應加強災難救援
的手語翻譯畫面、提供給外國人的救援消息等多元作法，以傳達正確
災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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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韓國通訊發展法第 40 條和廣播法第 43 條規定，韓國公共電
視 KBS 在發生國家災難事件時，應配合主管機關指導，扮演播送災
難訊息的重要角色。此次韓國江原道大火事件，KBS 也立即成立了災
害廣播工作小組，並配合韓國政府所訂定的《緊急災難事件廣播守則》
，
加強事件報導。相關作為包括加強災難事件報導人力和設備、建立防
損害中心、和地方電視臺合作加強報導災害影響範圍等資訊、建立行
動數位化災害即時訊息推播系統等。
針對此次事件，雖然 KBS 已立即啟動相關應對機制，但韓國 KCC
表示，現有《緊急災難事件廣播守則》仍有缺失不足之處，未來將修
正無線電視災難事件播報守則，包括應加強殘疾人士、老年族群和外
國人等不同收視族群之災難廣播方法。此次大火事件也再次凸顯無線
電視於國家災難事件時所應扮演角色。KCC 已承諾未來將改善整體
災難廣播方針，而 KBS 也承諾將提高預算和相關人力等，以因應未
來緊急災害事件之播送需求。
關鍵字：無線電視、災害廣播、公共電視、KBS、K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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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亞洲：泰國】NBTC 放棄對大型 OTT 寬頻網路附加費徵收計
畫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國家/地區：泰國
子分類：政策面

根據《曼谷郵報（Bangkok Post）
》報導，泰國國家廣播與電信委
員會（The National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BTC）放棄先前擬對 Facebook 和 Netflix 等大型 OTT 業者徵收寬頻
網路附加費用之計畫。該政策計畫原先擬向大型 OTT 業者徵收寬頻
流量使用費，進而間接迫使國際性業者能夠支付一定的稅收回饋於本
國業者。然而，最終此項提議遭受廣泛批評，主要原因在於反對者認
為此舉恐影響創新產業發展，且在技術上難以執行，因此泰國 NBTC
已放棄此項計畫。
關鍵字：OTT、寬頻網路、徵收、附加費、Facebook、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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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大洋洲：澳洲】澳洲影視音產業調查報告
洲別：大洋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澳洲
子分類：市場面

澳洲參議院近期委由環境與通信委員會（Senate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s References Committee）執行影視音與串流媒體經濟文
化價值調查報告（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 of Australian Content on
Broadcast, Radio and Streaming Services）
，該報告總共分為 6 個章節，
內容著重在探討澳洲影視音產業當前的市場狀況與挑戰、影視音產業
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影視音與串流媒體服務的本土內容需求、兒童電
視內容的重要性及政府的獎勵措施制度等。
報告指出，影視音產業確實為澳洲經濟帶來重大的貢獻，尤其在
2014 到 2015 年間共創造 30 億澳幣產值，並釋出超過 2.5 萬個全職工
作機會。影視音不只是傳遞澳洲文化的重要載體，也帶動澳洲旅遊、
產品出口的附加價值，因此該委員會建議，未來應該將澳洲本土自製
節目做為發展當地影視音產業的基石。目前國際合製影音作品雖然對
於當地的影音生態系統造成影響，但為了培養當地本土業者的製作能
量和工作機會，還是應該優先發展本土作品，以確保該國影音產業未
來發展。
關鍵字：廣播、電視、影音、音樂、串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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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大洋洲：澳洲】澳洲擴大影視拍攝獎勵措施，納入 SVOD 業者
洲別：大洋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2 日

國家/地區：澳洲
子分類：政策面

澳洲政府近日擴大影視拍攝獎勵措施（Post, Digital and Visual
Effects, and Location Offsets programmes），首次將訂閱式隨選視訊
（SVOD）業者納入補助名單中。此舉旨在促進該國影視製作，並鼓
勵國際串流巨擘如 Netflix、Amazon 等在當地投入更多資金。
根據澳洲政府統計，2018 年澳洲共製作 38 部電影和 36 部電視
劇，影視製作支出將近 7.2 億澳幣；同年更有 Netflix 首部澳洲原創影
集《潮灘秘語（Tidelands）
》開播。澳洲通訊藝術部長表示，期望持續
吸引國際高預算製作，提升當地從業者技能與培訓，進而孵育更多澳
洲優質內容。
關鍵字：影視獎勵措施、S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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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匯流

匯流

49.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更新《數位憲章》政策文件，投入 70 億
英鎊發展數位基礎建設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近期更新發布《數位憲章（Digital Charter）》
政策文件，重申科技革命對於英國產業所賦予的重要意義。英國政府
為了促使網路革命造就經濟發展，使企業更有生產力並提高人民生活
水準，故將此數位憲章作為產業政策核心，並於 2021 年至 2022 年再
投入 70 億英鎊於科技研究與技術發展，以提升數位基礎設施。
此數位憲章涵蓋英國政府全面性的治理架構，包括個人隱私、家
用網路到產業創新發展等，其原則要項，如網際網路應是公開、免付
費、人人可近用；民眾需要了解線上使用規則；個人數據應該受到尊
重並正確使用；民眾有安全上網使用之權益，尤其針對兒少保護；線
上線下的使用權益應該是一致；新科技的引進使社會與經濟層面均受
益。
英國政府未來工作時程包括出版《媒體施行規章》
、
《物聯網施行
規章》等政府刊物；將設置基金以支援全國性活動，提升民眾網路安
全意識；透過《數據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建立個資保護新準
則，提供人民更多權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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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執行方式上，英國政府希望結合科技業、社會大眾及商界共
同面對這場科技革命，包括將提供便捷的渠道以聽取大眾意見；尋求
科技產業想法，不以政府教條式指令提供政策指導。
關鍵字：數位基礎設備、網路安全、數據保護法、數位憲章

50. 【歐洲：法國】法國通訊主管機關 ARCEP 呼籲業者加速 4G 地
方普及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法國
子分類：市場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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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年度大會
上召集各大電信業者，希望業者能共同就普及通訊服務及地方建設上
表達承諾，以提升法國當地 4G 行動通訊和光纖網路的覆蓋率。
根據 ARCEP 發布的 2019 年度報告顯示，2018 年法國 4G 服務由
4 家電信業者經營，普及率達 65%。為了維護國民使用光纖網路和 4G
通訊服務的權利，ARCEP 訂出 2019 年的 6 大工作目標，包括改善 4G
覆蓋率、監督服務品質、協助建置社區型光纖公共網路、提高全國光
纖覆蓋率、中小企業合作和數據透明化等措施，並將持續與法國電信
業者溝通、協調，督促業者加速佈建公共網路，以促進地方社區的數
位參與並降低數位落差。
關鍵字：4G、行動通訊、數位落差、光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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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業者收購有線電視，付費電視市場恐面臨
重組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 2 大電信業者在今年初紛紛宣布收購當地有線電視業者。今
年 2 月，LG U+率先宣布收購韓國第 1 大有線電視業者 CJ Hello，目
前已提交申請書至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核；SK Telecom 亦宣布收購第 2
大有線電視服務 Tbroad，並將與旗下固網電信子公司 SK Broadband
合併，若 SK 併購案皆通過，該業者將掌握韓國付費電視市場 23-24%
市占率。
過去韓國付費電視市占率高，有超過 9 成的民眾家中訂購有線電
視、IPTV 或衛星電視等，而韓國有線電視又為當地最大付費電視市
場。然而，近年來在 3 大電信業者包括 LG U+、SK 和 KT 等業者的
主導之下，其所推出的 IPTV 服務市占率快速攀升，甚至逐漸侵蝕有
線電視市場。此次 LG U+與 SK 之兩大併購案若通過，韓國付費電視
市場恐面臨大規模重組變革。
關鍵字：有線電視、IPTV、併購、電信業者、LG U+、SK、CJ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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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創新應用

52. 【國際：跨國】Ericsson：AR 是遊戲的未來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9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Ericsson 指出，手機遊戲的成長帶動整體電玩市場的普及，成為
跨年齡及性別的共同愛好，其中以 16-24 歲的男性電玩市場普及率最
高，高達 90%每週至少一次；45-59 歲的女性也有 50%每週至少一次。
目前遊戲時間占所有媒體使用時間的 26%，且高度集中於小部分
人群，10%的遊戲玩家占遊戲總時數的一半，而 AR 對非遊戲玩家也
同樣具有吸引力，多達 75%的遊戲玩家、36%的非遊戲玩家表示對 AR
遊戲感興趣。例如 2016 年推出的寶可夢（Pokémon Go）廣受好評，
成為第一款真正將 AR 帶入大眾生活的遊戲。
研究發現，40%的 AR 遊戲玩家認為，更多的沉浸式體驗及可負
擔的價格、外觀如同普通眼鏡的 AR 眼鏡，將使 AR 遊戲更具吸引力；
60%的玩家則認為，沉浸式體驗為驅使玩家進行 AR 遊戲的關鍵因素。
而 AR 似乎成為主流娛樂的重要組成，48%的消費者表示，未來 5 年
內將在不同媒體類型（包括遊戲）中使用 AR；43%的消費者表示，
對運動中使用 AR 感興趣，並有 25%的消費者將在未來 5 年內開始使
用；更有多達 67%的遊戲玩家表示，未來 5 年內將增加 AR 的使用
量。另外，80%的 AR 遊戲玩家認為，AR 開創全新的遊戲體驗，且
將改變未來的遊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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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遊戲使大眾逐漸習慣 AR 在其他領域的應用，讓 AR 成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使用 AR 眼鏡看電視、AR 音樂會、學校教育等
領域。換言之，AR 不只是創造下個階段的遊戲，而是融入下個階段
的日常生活各個環節。
關鍵字：AR
53. 【國際：跨國】AI 如何豐富與改善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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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面

未來 AI 將在各方面豐富與改善日常生活，例如讓阿拉伯世界 700
萬盲人和視障人士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愛沙尼亞的每位公民都具有
數位身份，可直接與政府在線上進行互動；杜拜警方使用 AI 相機監
控犯罪行為，並利用人臉辨識技術逮捕嫌犯。
AI 協助增強人類的經驗，而非人類的競爭對手，即便 2022 年機
器和演算法將取代 7,500 萬個工作，但同時也創造 1.33 億個新職務，
未來如何培養和適應這些新職務所需之技能至關重要。
AI 成功的基本要素取決於數據是否廣泛平等，2020 年時預估地
球上每個人每秒平均產生 1.7MB 的數據，但數據並非針對全世界或
不同社會群體平均蒐集，可能大量蒐集到富裕族群的數據，意味著演
算法是根據這些群體的需求量身訂製，可能導致 AI 具有排他性。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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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國際：跨國】AI 展望：革命性技術的未來是什麼？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AI 全球市場展望報告，2017 年該產業價值為 157 億美元，
並預估市場正以年複合成長率 38.8%成長，至 2026 年將達 3,002.6 億
美元。
AI 技術帶來諸多好處且逐步擴散至各產業，例如自駕車快速發
展、智慧音箱和其他智慧家電的發展構成物聯網（IoT）利基，或是
AI 技術協助醫生進行手術等。另一方面，AI 也帶來風險，McKinsey
研究顯示到 2030 年，澳洲的失業率會增加 2.5%，肇因於近 46%的工
作將改採自動化。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安全性，例如自動化武器的威脅。
AI 技術的新興趨勢，逐漸從深度學習轉向遺傳演算法和機器推
理，推動新一代 AI 設備的出現，例如攜帶式的 AI 設備，可監控病患
心率。此外，AI 技術支援的虛擬助理正在解裂傳統行業如 B2C 互動
服務。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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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歐洲：英國】AI 查核框架及核心組成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
AI 領域的研究員 Reuben Binns 和技術政策顧問 Valeria Gallo 闡述 AI
審核框架之結構、核心組成和重點領域，該框架協助調查團隊評估 AI
使用的合理性，並幫助組織管理 AI 應用時所可能產生的風險。ICO
將定期發布 AI 框架的發展與思路，並期望能於各階段得到意見回饋。
AI 框架包含 2 個關鍵組成要素，分別為治理和問責機制，以及 AI
的特定風險領域。其中，治理和問責機制是組織管理 AI 應用的必要
措施，以符合數據保護要求，主要是規範組織使用個人數據的法律義
務，也同時符合 GDPR 的關鍵原則。ICO 提醒採用 AI 蒐集數據時，
必須重新評估其現有的治理和風險管理是否符合使用目的，因為 AI
的應用可能加劇現有數據保護風險。
另一部分，則著重在 AI 特定領域可能出現潛在數據保護風險，
以及風險管理方式。ICO 確立框架涵蓋 8 個特定領域，例如 AI 分析
模式應具備公平性和透明度、準確性，以及 AI 自動化決策模型等領
域，ICO 將提供良好做法和管控措施供各界遵循。
關鍵字：AI、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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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歐洲：英國】英國政府資助研發數位醫療技術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技術面

AI、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應用發展，逐漸成為未來醫
療保健領域的主要挑戰。英國政府宣布將以 900 萬英鎊的資金支持數
位醫療技術，加速數位健康創新的發展。
AI 的語音技術可協助醫生在看診前先評估患者的健康狀況，並可
透過手持檢測設備（Hand-held Devices）觀察患者，識別高風險患者，
以提供進一步的治療或諮詢，或精確的調配時間及病房以配置合適的
專業醫療人員。另外，機器學習及手持檢測設備亦可有效改善對於失
智症的臨床醫學技術。
透過政府對此應用面的資金支持，預期將為創新技術產業注入活
水，並可能顯著改變醫療護理途徑，及患者治療效果。
關鍵字：數位醫療、AI、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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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歐洲：英國】零售業是運用及投資 AI 的重要產業之一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盛行，改變消費者購物行為，傳統零售
商面臨威脅，為於競爭環境生存，零售商結合 AI 發展。根據 Juniper
Research 預測，2022 年零售商將花費 73 億美元於 AI，遠高於 2018
年的 20 億美元，且其將繼續發揮實體店面的優勢，透過蒐集消費者
數據，並與 AI 結合，提高效率和購物體驗。
根據 Juniper Research 的研究顯示，2023 年零售商在 AI 服務的全
球支出將達 120 億美元，預計屆時將有超過 32.5 萬家零售商採用 AI
技術，且需求預測和自動化營銷等分析，將幫助零售商提高利潤。從
現在到 2023 年，有機器學習使用需求的零售商數量將增加逾 3 倍，
2023 年相關服務收入將達 30 億美元，遠高於今年的 7.6 億美元。
關鍵字：AI、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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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歐洲：瑞典】加速實現工業 4.0，Ericsson 推出工業連網解決方
案、工業用 5G 網路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瑞典
子分類：市場面／技術面

在工業 4.0 的潮流下，如何透過新技術促進企業數位轉型，提升
生產力，將是未來科技廠商之商機所在。其中重要關鍵之一就是保持
連 網 順 暢 ， Ericsson 推 出 工 業 連 網 解 決 方 案 （ Ericsson Industry
Connect），專為工廠和倉庫等工業環境所設計，旨在為資訊技術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和操作技術（Operating technology，
OT）專業人員提供易於使用和網路管理經驗，透過 4G／LTE 和 5G
技術，實現快速、安全、可靠的行動網路覆蓋範圍，強化 Ericsson 專
用網路和物聯網產品，協助企業加速數位轉型，搶占市場先機。
Ericsson 工業連網實現創新的工業 4.0 案例，包括結合大量感測
器的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技術（將物理實體轉為數位物件的技
術）；提供工人使用具行動化的人機界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I）操作指令；無人搬運車（Automation Guider Vehicle，AGV）的
防撞和遠端遙控；以及用於自動化操作的協作機器人等。
另外，Ericsson、Volvo 建築設備（Volvo CE）和 Telia 合作設立研
究中心，在瑞典推動首個工業用 5G 網路，使 Volvo 建築設備公司成
為全球先驅，運用該技術測試遙控機器和自動化解決方案。鑑於這些
解決方案是未來工業發展的重點方向，除可有效提升生產活動，更可
大幅降低採礦等行業的潛在風險和停機時間，以協助企業朝向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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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零事故和零計畫外停機的目標。
關鍵字：5G、工業 4.0、無線通訊連結、遙控感測

59. 【美洲：加拿大】加拿大 AI 及國際發展趨勢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國家/地區：加拿大
子分類：趨勢議題

加拿大持續強化其 AI 技術相關的研究與培訓，向世界的領導者
邁進。根據 2018 年加拿大 AI 生態系報告，在主要群聚城市中與 AI
相關的新創企業已達約 650 個，年增率為 28%。其中，蒙特婁、多倫
多和溫哥華匯集眾多 AI 領域專家，成為 AI 的研發中心，並吸引大型
國際企業進駐。
加拿大於 2018 年 G7 峰會中提出對於 AI 的願景，主要著重於透
過 AI 的創新支持經濟成長，並宣布在魁北克省的 SCALE. AI 投資約
2.3 億美元，這項投資案預計帶來龐大經濟效益，並在 10 年內創造超
過 16,000 個工作。在國際合作方面，建立國際 AI 平臺，促進對 AI 的
瞭解以及分享研究成果，以利開展以人為本的 AI，促進國際科學、產
業及政府之間的合作。
而國際各主要國家亦積極佈局 AI，例如美國國防部於 2018 年 6
月宣布成立聯合 AI 中心（Joi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JAIC），
主要為發展共同的 AI 標準；中國大陸為進一步將 AI 與實體經濟深
度融合，發布
《促進新一代 AI 產業發展的 3 年行動計畫
（2018-2020）
》
，
並計劃在未來 5 年內在北京建立一個產值達 21 億美元的 AI 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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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園區；新加坡政府將 AI 列為優先發展策略，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8
年 11 月宣布投資 1.5 億美元建設 AI 新加坡，聚焦開發 AI 產品，持
續在 AI 的知識、技術和人才方面精進，並於 2019 年 1 月領先亞洲各
國發布 AI 治理框架。
隨著 AI 生態系逐漸走向全球化，持續性的追蹤各國政策與監管
變化更趨重要，這部分可借重法律顧問的專業，有助於了解 AI 相關
產業的政策發展趨勢、新的監管要求及潛在的風險挑戰等。
關鍵字：AI、國際趨勢、發展策略

60. 【美洲：美國】FTC 發布 2018 年隱私和數據安全年度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趨勢議題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於 2019
年 3 月發布《2018 年隱私和數據安全工作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Highlighting Its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Work for 2018）
》
，總結該年
度消費者隱私和數據安全的執法情形。
FTC 以往透過許多工具保護消費者與個資隱私，最主要的方式是
直接透過執法行動制止相關違法行為，並要求公司採取積極的措施糾
正非法行為，包括實施全面性的隱私安全計畫、消費者的資金補償
（Monetary Redress）
、非法利潤歸還（Disgorgement of Ill-gotten Gains）
、
刪除非法獲取的消費者訊息，以及為消費者提供透明度及選擇機制
（Transparency and Choice Mechanis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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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企業違反個資隱私，FTC 可就企業違反隱私法規之行為處以民
事罰款，依循法令眾多，包括兒童線上隱私權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COPPA）
、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電話行銷銷售規定（Telemarketing Sales Rule）、公平債務催收
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s Act）、垃圾電郵防治法（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ing Act（簡稱 CANSPAM））等。截至今日，FTC 已蒐集數百件關於隱私權和數據安全案
例。
FTC 可直接透過法令規章遏止隱私權違法情事發生，同時也透過
其他間接工具執行政策，包括發布相關議題的研究報告、舉辦研討會、
提供消費者和企業教育素材，並在美國國會作證，評論影響消費者隱
私的立法和提供監管建議，以及針對全球隱私和數據安全議題與國際
夥伴合作。
關鍵字：隱私、數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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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美洲：美國】數位經濟占美國 2017 年 GDP 的 6.9%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公布最新
的統計數據，2017 年數位經濟占美國 GDP 的 6.9%，即 1.35 兆美元。
數位經濟在所有產業類別中排名第 7，介於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業
（占 GDP 的 7.4%，排名第 6）與批發貿易業（占 GDP 的 6.0%，排
名第 8）之間。
其餘重點如下：
(1). 數位經濟在 2017 年提供 510 萬個就業機會，占美國就業總數
1.5 億個就業機會的 3.3%，與運輸和倉儲業之比重相近。
(2). 2017 年，從事數位經濟工作的員工平均年薪為 132,223 美元，
而美國人均年薪為 68,506 美元。
此外，BEA 更新數位經濟之估算方法，並回溯到 1997 年，以便
掌握新興技術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觀察 2006 年到 2016 年 10 年間，
BEA 估計數位經濟實際增加值的年均成長率為 5.6%，超過整體經濟
年均 1.5%的成長率。
關鍵字：數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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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美洲：美國】自動化對美國就業市場之影響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1 日

國家/地區：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自動化在工作職場已發揮重要作用，未來技術進步將改變就業前
景。美國智庫 Pew Research Center 針對自動化對工作職場的影響進行
調查，獲得以下發現：
1. 82%的美國成年人預測至 2050 年大部分工作職場將實現自動化；
2. 76%的受訪者普遍預期自動化將帶來更多的負面衝擊，而非正面
影響，尤其將擴大貧富差距；
3. 48%的受訪者認為在已發生自動化的工作職場裡，自動化帶來的
傷害大於幫助；
4. 受訪者認為自動化將取代某些產業的人力，有 77%受訪者表示快
餐人員工作將被自動化取代，其次是保險理賠人員（65%受訪者
認為）
、軟體工程師（53%受訪者認為）和法律助理（50%受訪者
認為）等；
5. 年輕人（18 至 24 歲）及兼職人員各有 13%、11%的人，因自動
化導致失業或降低工時；
6. 近 6 成認為應限制自動化，並支持限制或緩解其對經濟衝擊的政
策。
7. 當自動化程度愈高，政府是否應照顧失業者的看法分歧，正反兩
面意見旗鼓相當。
關鍵字：AI、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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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亞洲：跨國】GSMA 報告：太平洋島嶼國家正掀起數位革命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國家/地區：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GSMA 在太平洋島嶼電信協會（Pacific Islands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PITA）第 23 屆年會上發表《2019 年太平洋島嶼行動經
濟發展報告（The Mobile Economy Pacific Islands 2019）》
。
GSMA 指出，太平洋島嶼在行動通訊技術的支持下開啟數位革
命，且未來須透過政府與行動廠商之間的相互合作始得實現。研究結
論摘要如下：
(1). 行動通訊有助於促進普惠金融：太平洋普惠金融計畫（The
Pacific Financial Inclusion Programme，PFIP）提供金融服務供
應商資助，幫助該地區民眾獲得金融服務；
(2). 行動寬頻和數位轉型為現在進行式：2018 年底，該地區的行
動通訊普及率（18%）是全球最低，到 2023 年，4G 連接將占
總連接數逾半；
(3). 基礎設施的挑戰：太平洋島嶼地區的許多國家都面臨基礎設
施不足的問題，甚至有些國家尚未完成數位轉型過程；
(4). 釋放行動通訊的全部潛力：即將召開的 WRC 將是政府和產
業協調並確定毫米波頻譜的最佳機會之一，為 5G 帶來巨大
的經濟效益。
關鍵字：數位轉型、普惠金融、行動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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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物聯網平臺、IT 私有雲市場與資訊
安全發展趨勢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IDC 於 2019 年預測，中國大陸物聯網平臺支出在近 5 年內（20182022 年）持續成長，主要原因包含完善核心應用、落實生態體系與推
進垂直產業優勢。同時對中國大陸平臺業者進行全面性評估，並就「平
臺戰略、平臺能力、商業變現」3 個構面多項指標進行建置，作為評
估中國大陸物聯網平臺能力之依據。
2018 年中國大陸的 IT 基礎架構市場在公有雲、私有雲和非雲計
算領域皆呈現成長，原因在於伺服器、企業儲存和資料中心網路交換
機的 IT 基礎架構產品銷售收入增加，成效尤以公有雲投資最顯著，
後續亦可持續關注私有雲 IT 的佈建及投資。
鑒於全球各產業提出資訊安全解決方案，以解決各種網路攻擊、
資料外洩等威脅，中國大陸也持續透過法律規範加大 IT 監管力度，
並持續擴大資訊安全解決方案的資金投入，顯示中國大陸對資訊安全
的重視程度持續增強。
關鍵字：IoT、雲計算、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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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計劃在 2030 年前取得 AI 全球主導
地位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7 日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GSMA《2019 年中國大陸行動經濟發展報告（The Mobile
Economy China 2019）》
，討論中國大陸行動生態系，包括業者的財務
狀況、5G、電子商務、區塊鏈及 AI 等議題。
中國大陸政府將 AI 視為提升傳統產業和國家未來發展之重要戰
略。2017 年中國大陸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
，第 1 階段須
在 2020 年與世界先進國家達到同等水準，第 2 階段須在 2025 年前讓
AI 於各領域均有突破性應用，第 3 階段則須在 2030 年前成為全球 AI
領導者，並創造 1 兆元人民幣的產值。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都積
極投資開發 AI 項目，包含自駕車、虛擬醫療助理等，中國移動及中
國電信亦加強國際合作，進行 5G 網路安全性及雲端的 AI 應用研究。
但目前 AI 發展引發許多疑慮，包含人臉辨識技術的隱私性及監
控問題、自駕車肇事責任歸屬等，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一起探討 AI 的
道德標準、治理框架，目前歐盟已在這方面取得初步進展。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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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因 AI 治理及道德倡議獲國際殊榮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國家/地區：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在 AI 治理與道德方面的發展，主要包含 2018 年 6 月成立
AI 及數據道德使用諮詢委員會；2018 年 9 月與新加坡管理大學合作
就 AI 治理及數據使用展開研究計畫；並於 2019 年 1 月領先亞洲各國
發布 AI 治理框架。
由於其傑出表現，新加坡於 2019 年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榮獲最高獎項，該獎
項主要為表揚全球傑出的數位計畫，以促進政務、環境、科學、媒體、
道德等各領域的 e 化發展。
榮獲該獎項不僅肯定新加坡在 AI 治理方面的努力，並更加確立
未來 AI 的實踐必須以透明、可解釋、公平為主要原則，相關企業應
持續以人為本的方式發展 AI，並在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同時實現創新。
關鍵字：AI、治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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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洋洲：澳洲】澳洲展開 AI 道德框架諮詢
洲別：大洋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國家/地區：澳洲
子分類：政策面

澳洲政府就 AI 道德框架啟動諮詢，調查及諮詢結果（將持續至 5
月 31 日）將作為該國制定 AI 道德框架之指導。
該框架為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數位創新部門
提出，以作為 AI 系統開發過程中實施的關鍵原則和措施。CSIRO 報
告提出 8 項主要原則，包括淨收益的產生、避免傷害、合於監理和法
律、隱私保護、公平、透明度和可解釋性、競爭性和責任。在 AI 系
統的設計和使用過程中，應將所有原則納入考量。
CSIRO 建議多項方法，包括影響評估、最佳實踐指南、行業標準
和協作等，以協助業者將道德目標付諸實踐。這些原則和方法讓 AI
創新技術為澳洲提供最佳服務，同時解決風險問題。
關鍵字：AI、諮詢、道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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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4

其他

68. 【歐洲：英國】Ofcom 發布 2019／2020 年度工作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其他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國家/地區：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發布 2019／2020 年度工作計畫（Annual Plan for 2019／
20），該計畫中的 4 大重點包括：
1. 加強寬頻網路服務
Ofcom 除了在固網方面持續投資光纖網路舖設以確保國民有
足夠的網路頻寬可以使用外，也預計透過頻譜拍賣釋出更多
頻段，以擴展鄉村地區可使用行動網路的範圍。
2. 加強消費者保護
為了確保消費者在購買通訊媒體服務時的權益，Ofcom 將會
關注電信業者在綁約購機方案上的公平透明性，以及要求寬
頻網路、行動電話和付費電視等業者向消費者說明他們的最
適 方 案 。 另 外 ， Ofcom 也 提 高 通 訊 消 費 者 協 議 會
（Communications Consumer Panel）的預算，期望有助於為消
費者發聲。
3. 支持英國無線電視業
為了讓英國無線電視業持續活躍和提供高品質節目，Ofcom
將會仔細審思科技轉變、競爭和消費者行為將如何影響無線
電視業，並維持收看公共服務頻道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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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注網路內容
Ofcom 將會積極推動提升民眾媒體素養與安全。該工作內容
包含幫助國民瞭解網路世界、瞭解青少年對於網路內容的偏
好和研討網路傷害。
其他工作計畫也包括幫助國民及產業做好脫歐準備、強化與英國
政府、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之間
的合作，以及保障少數族群在傳播業界的工作機會等。
關鍵字：英國、年度工作計畫

69.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經濟產業省公布 2018 年資通訊產業
基本調查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其他
資料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國家/地區：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及經濟產業省為掌握日本資通訊整體產業發展情形，
共同進行資通訊產業基本調查，並於 2019 年 3 月公布 2018 年資通訊
產業基本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1. 企業經營資通訊產業概況
（1）調查期間，日本共有 5,467 家經營資通訊業之企業，其
2017 年度的整體營收達 49 兆 7,496 億日圓（較上一年
度成長 3.6%）
。
（2）資通訊產業中，又以電信產業（含固定通訊及行動通訊
產業）、軟體產業以及資訊處理／提供服務產業為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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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產業，3 種產業共占資通訊產業的 79.3%。
（3）資通訊業務營收高於其他業務的公司數量達 4,698 家。
其中，與資通訊產業相關的營收高達 48 兆 656 億日圓
（較上一年度成長 3.6%）。
2. 電信產業及廣播電視產業
調查期間，日本共有 738 家經營電信產業及廣播電視產業的
公司，其 2017 年度的整體營收達 17 兆 5,412 億日圓（較上
一年度減少 1.3%）
。若按業務類別區分，電信業營收為 14 兆
238 億日圓（較上一年度減少 1.1%）
；商業廣播業為 2 兆
3,207 億日圓（較上一年度減少 3.3%）
；有線電視廣播業則
為 4,790 億日圓（較上一年度減少 1.8%）。
3. 廣播節目製作產業
調查期間，日本共有 316 家公司從事廣播節目產製（包括電
視節目及廣播電臺節目）
，2017 年度的整體營收達 3,247 億
日圓（較上一年度減少 6.2%）
，每家公司的平均營收為 10.3
億日元（較上一年增長 0.7%）。
4. 網路附屬服務產業
調查期間，日本共有 529 家企業從事網路附屬服務產業，其
2017 年度的整體營收達 2 兆 5,613 億日圓（較上一年度增長
1.2%）
，而每家公司的平均營收為 48.4 億日元（較上一年增
長 2.1%）。
5. 資訊服務產業
調查期間，日本共有 3,498 家企業從事資訊服務產業，其
2017 年度營收達 17 兆 5,091 億日圓
（較上一年度增長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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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業務類別區分，委託軟體開發產業的營收最高。而資訊
服務產業中每家公司的平均營收為 50.1 億日元（較上一年
增長 4.8%）。
6. 影像、聲音、文字資訊製作產業
調查期間，日本共有 728 家企業從事影像、聲音、文字資訊
製作產業，其 2017 年度的整體營收達 2 兆 9,041 億日圓（較
上一年度減少 2.2%）
，若按業務類別區分，新聞產業的營收
最高。而影像、聲音、文字資訊製作產業中每家公司的平均
營收為 39.9 億日元（較上一年減少 1.4%）。
關鍵字：產業調查、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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