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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1. 【美洲：美國】Ericsson 規劃建立全球第一個生產 5G 無線電天線

系統的全自動智慧工廠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 

Ericsson 宣布在全球打造第一座全自動智慧工廠，搭配其 5G 解決

方案，生產 5G 無線電天線系統（Advanced Antenna System）加強網

路容量與覆蓋率，完備全球生產供應鏈，與歐洲、亞洲、美洲的業者

密切合作，提供更快速便捷的網路服務。工廠預計將在 2020 年開始

運作，初期將建置 100 名人力，配合自動化設備及模組化彈性生產設

置，工廠將力達 LEED 綠建築金牌等級要求，實踐 Ericsson 對環境永

續發展的承諾。Ericsson執行副總裁暨網路業務部主管 Fredrik Jejdling

更表示，Ericsson 正全面數位化其全球生產地景，並搭配 5G 連接性

加速產業 4.0，期於未來實現自動化工廠。 

 

關鍵字：智慧工廠、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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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洲：跨國】GSMA：未來 15 年，5G 將為亞洲經濟貢獻近 9,000

億美元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 

GSMA 於 6 月發布 2019 年亞太區行動經濟報告，針對亞太地區

整體行動服務發展進行分析與預測： 

1. 2018 年至 2025 年間，亞洲電信業者將於新網路投資 5,740 億美

元，其中近 3 分之 2（3,700 億美元）計劃用於 5G 網路建設；而

中國大陸也預計於 2025 年前投資 1,840 億美元於 5G 網路建設。 

2. 2018 年，4G 成為亞太地區主要行動通訊技術，行動接取占 52%，

預計 2025 年將達該區 3 分之 2。 

3. 預測 2025 年，亞太地區將有 5 分之 4 以上的行動接取係透過智

慧型手機進行，高於 2018 年的 61%。 

4. 截至 2018 年底，亞太地區有 28 億行動通訊用戶（相當於該地區

67%人口數），預計 2025 年時，行動通訊用戶數將成長至 31 億

（該地區 72%人口數）。主要市場皆已接近飽和狀態，成長率也

將隨之趨緩。 

5. 2018 年至 2025 年間，行動通訊用戶成長將大多來自印度、中國

大陸、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和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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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 年亞太地區行動通訊技術和服務經濟價值為 1.6 兆美元（相

當於該地區 GDP 的 5.3%），預計 2023 年將超過 1.9 兆美元。 

7. 2018 年，亞太地區行動生態系直接和間接僱傭 1,800 多萬人，為

社會創造許多工作機會，並透過一般稅收（不含監管費用及頻譜

費用），為公共部門提供近 1,650 億美元的資金挹注。 

聚焦 5G 部分，報告預測 2025 年時將有 24 個亞太市場推出 5G

服務，未來 15 年，5G 亦將為亞太地區經濟貢獻近 9,000 億美元。 

 

關鍵字：5G、行動通訊市場 

 

 

3. 【歐洲：英國】英國開放數百張新的數位廣播執照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 

為推廣數位廣播（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DAB）技術，並讓

地方企業、社區和音樂工作室等都能夠近用廣播媒體，英國廣播產業

在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的技術

支援下，預計將在 2020 年開放數百家新的地方廣播電臺，讓業者得

以透過 Ofcom 工程師開發的免費數位廣播軟體和運算技術，以更低

的成本提供地方型的數位廣播服務。 

早在 2016 年，Ofcom 已完成小規模的數位廣播測試計畫，並有

許多業者表達參與意願。因此，Ofcom 決議將在 2020 年初開放更多

區域型的數位廣播執照，讓地區型的業者和組織都得以近用無線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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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目前英國廣播產業中已有超過 40%的廣播業者採用數位廣播系

統，Ofcom 也將針對此次區域性的數位廣播釋照展開公眾諮詢，預計

將在今年 10 月初前回收業者意見，以備明年初的釋照作業。 

 

關鍵字：數位廣播、DAB、數位廣播執照 

 

 

4.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廣電總局構建廣電 5G 網路，致力實

現全國一網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 

中國大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以下簡稱廣電總局）宣布，為了因

應數位匯流發展，廣電總局正全力構建「廣電 5G 網」，以實踐全國

有線電視的整合，達到「全國一網」目的，以規劃廣播電視網與行動

網路匯流發展的新產業模式。 

早在 2016 年，中國大陸即核發首張針對廣電業者釋照的基礎電

信業務經營許可執照予中國廣播電視網路有限公司；2019 年在 5G 行

動通訊釋照過程中，該公司取得 5G 網路商業執照，成為全中國大陸

境內繼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電信業者，第 4 家取得 5G

網路營運許可的廣播電視業者。 

中國大陸政府希望透過此次廣電 5G 網路構建，整合全國有線電

視網路，讓用戶不管是在電視或智慧型手機上，都可以接收到廣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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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節目內容，進而實踐未來智慧連網電視的新興業務，包括政務、商

務、教育、醫療、旅遊、金融、城市管理、物聯網、車聯網等創新應

用。廣電總局也將持續協助廣播業者佈建 5G 廣播網，並簽署相關產

業協議書和指導文件，以整合有線電視產業鏈，共同佈建網路系統，

促進產業轉型。 

 

關鍵字：5G、有線電視、智慧廣電 

 

 

5. 【歐洲：英國】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希望 Facebook 與 eBay 採取

行動，阻止網站銷售的虛假評論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1 日 

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

發現虛假和誤導性網路評論的問題越趨嚴重。CMA 發現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間，eBay 網站上有 100 多個虛假評論，同時有 26

個 Facebook 群組在招募撰寫員，該工作內容即在熱門購物和評論網

站撰寫虛假和誤導性的評論。 

據估計，超過 4 分之 3 的英國網路用戶在選擇購買產品時會考慮

網路上的評論，每年則有數 10 億人的消費行為受評論所影響。虛假

和誤導性的評論不僅導致人們做出糟糕的選擇並購買錯誤的產品，根

據消費者保護法，這些評論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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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表示 Facebook 及 eBay 願意合作打擊虛假評論，例如前述

Facebook 的 26 個招募群組已大多被刪除。CMA 期望這些網站刪除

已被確認是虛假評論的內容，並阻止重新放置在網路上，甚至進一步

針對線上行銷公司發布虛假評論的行為採取強制行動。 

 

關鍵字：銷售虛假評論、Facebook、eBay 

 

 

6. 【美洲：美國】FTC 宣布對非法自動語音電話採取新一波執法措施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鑒於自動語音電話（Robocalls）滋擾民眾或非法行為日益猖獗，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及聯邦和各

州執法合作夥伴宣布，將對非法自動語音電話採取新一波執法措施，

展開 94 項針對全國各地業務的行動，包含各種產品和服務，如信用

卡降息服務、金融詐騙和醫療警報系統。 

FTC 針對非法自動語音電話和勿來電干擾（Do Not Call）違法者

的案件數量今年提高至 145 起，共涉及 479 家公司和 387 名負責人。

除 FTC 外，25 個聯邦、州及地方機構也已針對該倡議採取 87 項執法

行動。 

雖然執法措施是打擊非法自動語音電話的核心作法，然而技術也

是解決方案的一環，FTC 與產業進行合作，透過創新的技術協助減少

非法自動語音電話。另外，45 個聯邦、州及地方合作夥伴，透過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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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官方阻擋技術與回報等方式宣導消費者，降低不必要的騷擾電話，

以期提高成效。 

 

關鍵字：電話營銷、消費者保護、Robocalls、自動語音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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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7. 【歐洲：德國】Ericsson 和 Telefónica 合作為 Mercedes-Benz 打造

5G 企業專網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德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為打造世界上最先進的汽車生產廠，Mercedes-Benz 與 Ericsson、

Telefónica 合作，在其位於德國南部的「56 號工廠（Factory 56）」建

置全球第一個用於汽車生產的 5G 企業專網。 

建置完成後，「56 號工廠」中所有生產系統及設備皆將與 5G 企

業專網連接，透過 5G 高速且低延遲的技術特性，將可有效提升生產

效率及生產彈性。 

 

關鍵字：企業專網、垂直應用、5G 

 

 

8. 【歐洲：英國】英國用戶可透過免費簡訊轉移電信服務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8 日 

鑒於轉移電信服務手續繁複，令許多用戶感到不便，英國通訊傳

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發布新轉移規則以提

升效率：自 7 月 1 日起，可透過免費簡訊取得攜碼轉移、新申請號碼

轉移及其他合約資訊等。 

2 
通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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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碼轉移：傳送「PAC」到 65075，數秒內會取得有效期限

30 日的 PAC 碼（Porting Authorisation Code，攜碼驗證代碼）

與合約重要資訊，用戶僅需將 PAC 碼傳至欲轉移業者，於 1

個工作日內便完成轉移，且轉移通知期間（Notice-Period）內

不需支付費用。 

⚫ 新申請號碼轉移：傳送「STAC」到 75075，取得 STAC 碼

(Service Termination Authorisation Code，服務終止授權碼）後，

其餘過程與上述相同。 

⚫ 其他合約資訊：欲查詢合約狀態或違約金問題，則可傳送

「INFO」到 85075 或登入電信業者網站查詢，業者需比照簡

訊速度於 1 分鐘內回傳資訊；但若用戶超過 1 組電話號碼，

則需線上申請 PAC 碼。 

研究顯示近 1/3 的手機用戶認為阻礙轉移電信服務的原因有二，

一為取消服務手續繁雜，二為轉移通知期間內需支付兩家電信業者帳

單。故自 7 月 1 日起，禁止電信業者收取轉移通知期間費用，轉移日

後才能收費。此舉可能為英國消費者每年省下可觀的支出，Ofcom 也

提醒用戶必須提供欲轉移業者其 PAC、STAC 碼，以避免被重複收

費。 

 

關鍵字：攜碼、號碼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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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歐洲：法國】ARCEP 發布「連接問題：智慧領域案例」與「動

態頻譜管理報告」，反思未來網路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4 日 

2018 年 9 月，法國電子通訊與郵政管理局（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ARCEP）針對未來 5

到 10 年內的網路發展展開調查，主要目標是為即將到來的通訊網路

管理挑戰做好準備，並引導其發展走向。 

為開展該項前瞻性工作，ARCEP 集結擁有廣泛專業知識的學術

界、企業家以及相關資深人員共 10 人組成科學委員會，並於 2019 年

2 月 1 日，ARCEP 已將「專用於互連汽車」與「網路虛擬化」2 份工

作文件提交給委員會並公布，委員會則根據回饋意見對內容略作修

改。 

科學委員會於 6 月 17 日發布「連接問題：智慧領域案例」與「動

態頻譜管理」2 份報告。在「連接問題：智慧領域案例」報告中，對

於智慧領域的核心連接需求問題及未來挑戰列出簡要清單；而在「動

態頻譜管理」報告中，ARCEP 則提供現有動態頻譜管理解決方案摘

要，並提出特定頻段（如高頻段）的管理建議。所有報告內容僅作為

迄今為止的調查進度報告，因此不代表委員會成員或 ARCEP 的立場，

未來還會發布網路與數位科技環境發展的相關報告。 

 

關鍵字：連通性、動態頻譜管理、未來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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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歐洲：法國】法國企業 Hub One 和 EDF 表示有意取得 2.6GHz

頻段做為專網使用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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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開放有意願使用 2.6GHz 頻段做專網使用之企業提出申請，裁示 2019

年 7 月，已有 2 家企業 Hub One 及 EDF 表達意願。 

⚫ Hub One 為協助企業數位轉型的業者，未來預計與巴黎機場集團

（Group ADP）及法國航空進行合作。 

⚫ EDF 為布雷耶（Blayais）核電廠經營者，為核電廠營運安全考量，

計畫佈署專用 LTE-4G 基礎建設以取代既有無線電網路，本次申

請為 EDF 核電廠實施專業行動無線電（Professional Mobile 

Radio，PMR）網路的一環。 

關鍵字：企業專網、2.6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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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洲：法國】ARCEP 修改國家電信號碼計畫，放寬 01 至 05 號

碼的地理限制並防止篡改號碼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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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6 日公告國家電信號碼計畫，修正相關的第 2019-0954 號決議，主要

目的為放寬 01 至 05 號碼的地理限制，並且引入認證機制以保護用戶

電信號碼免於被竊用。此項決議意味著 ARCEP 自 2018 年開始的號

碼修正計畫，在考慮業者需求及用戶習慣變化下，又向前邁進一步。 

目前在法國本土 01 至 05 號碼共分配於 412 個主要撥號代碼區域

使用，用戶搬遷至原撥號代碼外之地區，則無法維持原有開頭之電信

號碼。為解決此問題，ARCEP 計畫兩階段放寬法國本土 01 至 05 號

碼的地理限制：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業者在用戶於相同號碼開頭

區域內遷移時可提供保留開頭號碼的選項；2023 年 1 月 1 日起，01

至 05 號碼的地理限制放寬與手機號碼（06、07 開頭）以及 09 開頭

號碼相同，意味用戶在遷移至法國本土任何地點皆可保留其開頭號

碼。ARCEP 對於此項決定並不要求用戶終生保留相同的電信號碼，

用戶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保留。 

另外為保護用戶的電信號碼免於被竊用，ARCEP 創建「已驗證

號碼」，以便業者引入身份驗證解決方案。而為限制 ro 與騷擾電話對

終端用戶的干擾，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禁止在沒有認證機制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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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號碼（01 至 05 開頭）或多用途號碼（09）做為國際電話或訊息

的來電顯示；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 Robocall 使用地理號碼（01 至

05 開頭）、手機號碼（06 與 07）或多用途號碼（09）做為其來電顯

示進行電話撥打與訊息傳送。 

 

關鍵字：電信號碼、地理號碼、身份驗證 

 

 

12. 【歐洲：德國】德國發布未來「最後一哩」之基礎及討論要點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德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 

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簡稱 BNetzA）發布未

來對銅纜與光纖網路存取（即「最後一哩」）的監理基礎及討論要點

（發布於 www.bnetza.de/regvfg-markt3a），並於 2019 年 7 月 12 日舉

行公開聽證會，以做為決策基礎。 

2019 年 5 月 27 日的市場分析結果指出 Telekom（德國電信）及

其關係公司具有顯著市場力量，因此BNetzA 下一步將決定是否保留、

修改或撤銷迄今為止在「最後一哩」對 Telekom 賦予之義務，或增加

新的義務。 

BNetzA 定期審查電信部門各個市場的情況，在市場界定與分析

上，考量市場涵蓋之商品及其劃分標準，並以批發市場為焦點，例如

「最後一哩」，以研究這些市場是否需要監管，以及是否存在市場主

導者。當上述情況發生時，則會針對具市場主導地位的業者制定進一

步的監管措施，而這些措施則會構成具體存取或費用決策的基礎。 

http://www.bnetza.de/regvfg-markt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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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最後一哩、SMP、last mile 

 

 

13. 【歐洲：義大利】義大利電信業者 Fastweb 和 Wind Tre 簽署合作

協議，共同佈署 5G 網路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義大利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義大利固網業者 Fastweb 與行動通訊業者 Wind Tre 於 2019 年 6

月 25 日簽署合作協議共同佈署 5G 網路，協議期限為 10 年，目前由

主管機關審核中。 

協議內容包含於義大利佈署 5G共用無線電接取（Shared 5G Radio 

Access）及後端網路（Back-Hauling Network）。5G 共用網路方面，

兩家業者將於義大利全國佈署大型及小型基地臺，其基地臺將連接

Fastweb 之暗光纖（Dark Fiber），並訂定目標於 2026 年達成 90%人

口覆蓋率，並由 Wind Tre 管理 5G 網路。兩家業者雖共用基礎建設，

但在市場上仍維持獨立運作。 

Wind Tre 也於本次協議中承諾將現有網路提供給 Fastweb 作漫遊

使用，Fastweb 將可擴展其全國行動通訊覆蓋率。而 Fastweb 則將提

供 Wind Tre 其 FTTH 及 FTTC 批發接取服務，增加 Wind Tre 的網路

容量以提供超高速寬頻（Ultra-Broadband）有線服務。 

 

關鍵字：共網、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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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歐洲：比利時】比利時電信業者 Orange Belgium 與 Proximus 簽署

共網協議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比利時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1 日 

比利時電信業者 Orange Belgium 與 Proximus 於 2019 年 7 月 11

日簽署合作協議於今年年底共用行動接取網路（Mobile Access 

Network），該協議可望增強網路品質與提升 20%室內覆蓋率。 

協議內容包含 2G、3G、4G 技術，而共用網路將使比利時 5G 佈

署更加快速，儘管兩家業者共用行動接取網路，但仍獨立掌控頻譜資

源、核心網路、客戶與服務。 

行動接取網路共用預計於 2020 年第 1 季以成立合資公司（Joint 

Venture）方式進行。Proximus 表示此協議可減少天線佈署以及節省

20%的能源消耗，而 Orange Belgium 預計於未來 3 年內投資 1 億 3 千

萬歐元於此協議，但可望於未來 10 年內節省共 3 億歐元之營運成本

（Operating Expense）及支出成本（Capital Expenditure）。 

 

關鍵字：共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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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洲：美國】美國參議院跨黨派議員共同提出《SPECTRUM NOW》

法案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美國參議院跨黨派議員共同提出「Supplementing the Pipeline for 

Efficient Control of The Resources for Users Mak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Wireless（SPECTRUM NOW）」法案，旨在促進頻譜有效運用以

利 5G 發展及創新應用，其中又以開放更多中頻段為首要任務。該法

案將重新檢視政府機關使用之頻譜，並釋出部分頻段供業者作無線寬

頻商用，達成更有效之頻譜分配。此外，法案將允許政府機構使用頻

譜重置基金（Spectrum Relocation Fund，SRF）研究頻譜效益，以釋

出更多商用頻段。 

法案重點彙整如下： 

⚫ 責成聯邦機關研究頻譜對商用無線用途之使用效益； 

⚫ 重新分配 3450–3550 MHz 頻段供無線網路商用，該頻段與

明年即將拍賣的公民無線寬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CBRS）相鄰； 

⚫ 根據法案對 3450–3550 MHz 頻段之商用效益研究，制定該

頻段之正式鑑別與拍賣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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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研究結果顯示 3450–3550 MHz 頻段無法經拍賣釋照，將

責 成 美 國 國 家 電 信 暨 資 訊 管 理 局 （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

FCC 與相關聯邦機構研議免執照使用規劃； 

⚫ 責令 NTIA 更新年度報告，說明頻譜重新配置之佈署或聯邦

頻譜之共用機制。 

 

關鍵字：頻譜、5G、3450 MHz–3550 MHz 頻譜規劃 

 

 

16. 【美洲：美國】美國電信業者 5G 毫米波頻譜策略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 

美國 5G 毫米波（mmWave）頻譜拍賣於 2019 年 5 月 28 日結束，

參與競標的電信業者包含 AT&T、US Cellular 及 Windstream 等皆已

確立該頻段使用策略。 

AT&T 於 Auction 102 獲得美國 383 個局部經濟區域（PEAs）的

頻譜執照，平均頻寬為 254MHz，由於頻段皆位於 24.75 – 25.25 GHz，

將使其具有更強的覆蓋範圍。AT&T 規劃運用該頻譜支援其「行動 5G

策略」，並於 2019 年底涵蓋 29 個城市的部分區域。 

US Cellular 的 CEO 表示，各頻段使用計畫將分階段推出，在 5G

最初的佈署上係以增強 600MHz 頻段的寬頻速度及容量為主，並隨技

術與應用案例發展，增加中頻段及高頻段使用。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7 月】 

18 

Windstream 則致力為農村社區帶來最好的網路系統，包含擴展光

纖、提升軟體、固定無線及現有的 5G 無線技術等。 

 

關鍵字：5G、mmWave 

 

 

17. 【美洲：美國】FCC 制定 37 GHz、39 GHz、47 GHz 頻譜拍賣程序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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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第 3 次毫米波拍賣（Auction 103）程序制訂完成，拍賣頻段為

37 GHz、39 GHz、47 GHz，該頻段適用於 5G 發展、IoT 以及其他頻

譜創新應用。此次拍賣將分為價格鐘階段（Clock Phase）及指配階段

（Assignment Phase）進行，釋出執照總計涵蓋 3,400MHz。 

競標者在價格鐘階段可針對每個局部經濟區域（Partial Economic 

Areas，PEA）的（一）37 GHz 及 39 GHz 與（二）47 GHz 之一般區

塊出價；而 FCC 也決議 39 GHz 頻段既有使用者若放棄該頻段將可獲

得的獎勵金金額。於指配階段時，競標者將可針對特定頻率執照出價，

以此確保 PEA 內的連續區塊。 

 

關鍵字：5G、拍賣、37 GHz、39 GHz、47 GHz、價格鐘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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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洲：美國】FCC 移轉 2.5GHz 頻段用於 5G 服務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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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7 月 10 日投票通過 2.5GHz 頻段監理規定修正，使 2.5GHz 頻段可

以提供給 5G 服務使用，為接下來的行動通訊提供良好的覆蓋範圍與

容量特性。 

本次通過的報告及命令提供相關頻譜使用更大的靈活性，增加未

使用頻譜的機會。此項命令取消可以取得執照的申請者類型及教育使

用要求限制，也取消根據 FCC 於次級市場所規定的租約限制，此舉

將刺激農村地區的相關建設。 

此外，該命令為農村部落提供申請提交的優先權，使其有機會獲

得未分配的 2.5GHz 頻譜以滿足區域通訊需求。在完成優先權提交申

請後，剩餘的未分配頻譜則透過競爭性招標用於商業用途，而為提高

小型無線服務業者參與度，該招標採用郡級範圍許可證以及 3 個頻段

區塊規劃（2 個 50MHz 與 1 個 16.5MHz 區塊），並採用小型企業、農

村服務提供者與部落土地招標的信用額度。 

本次命令通過為縮小數位落差邁出一大步，特別是在缺乏穩定無

線頻譜服務的農村地區，同時也是做為推動美國 5G 領導並實施 FCC 

5G FAST 計畫重要的一步。 

 
關鍵字：5G、2.5GHz、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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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洲：美國】T-Mobile、Ericsson 及 Qualcomm 於 600MHz 進行

5G 測試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2 日 

T-Mobile US 在位於華盛頓的實驗室裡使用 Qualcomm 

Snapdragon X55 5G 數據機和商用 5G Ericsson 無線電系統，完成首次

600MHz 的 5G 數據對話測試。T-Mobile 表示，這款數據機將會為利

用600MHz低頻頻譜的設備提供支援，未來將利用作為5G全國覆蓋。

若監管機構批准 T-Mobile 與 Sprint 合併案，合併後 T-Mobile 將擁有

關鍵的中頻頻譜和發展所需資源以增強行動通訊網路，為美國帶來廣

泛且深入的 5G 轉型。 

 

關鍵字：5G、600MHz 

 

 

20.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告「ICT 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為迎接 5G 時代，並藉由活用 ICT 基礎設施解決地方課題，總務

省以「行動電話基地臺整備研究會」報告成果為基礎，策劃並公告「ICT

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以做為 5G 等行動電話基地臺與光纖

等基礎設施的整備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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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10 日總務省核准業者提出之 5G 特定基地臺開設計畫，

然而開設計畫內容未能全面達成全國各地（包含條件較差之地區）的

基礎設施整備，因此需要將各業者的開設計畫目標進度提前，採取促

進 5G 基地臺與光纖及早佈建的措施。透過此總體計畫，預計將能加

速 ICT 基礎設施在地方上的整備進度，並實現消彌城市與地方差異的

「Society5.0」。總體計畫內容包含：1. 條件較差地區的覆蓋範圍整備

（基地臺）、2. 5G 等先進服務的普及化、3. 鐵路/道路隧道的電波遮

蔽對策、4. 光纖整備。 

 

關鍵字：基礎設施、ICT、5G、Society5.0 

 

 

21. 【亞洲：日本】為加速 5G 整備，KDDI 與 SoftBank 將共用基地臺

設備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 日 

日本 KDDI 與 SoftBank 達成協議，將互相運用兩家公司擁有之基

地臺資產，共同加速推展地方的 5G 網路整備。 

有鑑於 5G 技術使用 3.7GHz 與 28GHz 等較高頻段，全國範圍的

5G 網路需設置大量基地臺，需要長期的建置工程與高額投資。因此，

電信業者間共用基礎建設，增進 5G 網路整備效率，並及早因應有益

於地方創生的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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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 5G 網路的建置，並實施可有效活用兩家業者基地臺設備

的工程設計與施工管理等，共同設置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司也納入檢討

範圍。對此，KDDI 與 SoftBank 設置準備辦公室，並自 2019 年秋季

開始於北海道旭川市內、千葉縣成田市內及廣島縣福島市內進行共同

試驗，測試工程設置至施工管理過程的效率，同時檢驗是否可提升

5G 網路品質並縮短整備時間。 

 

關鍵字：基礎設施、5G、基地臺共用、共網、KDDI、SoftBank 

 

22. 【亞洲：香港】香港設置區域性無線寬頻服務執照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香港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香港依據服務類型將 26 GHz及 28 GHz釋照分為非共用頻譜及共

用頻譜；非共用頻譜規劃用於大規模公共行動服務，共用頻譜則規劃

用於區域性無線服務及固定服務。 

非共用頻譜已於 2019 年 3 月底完成行政指配程序，而近日香港

通訊事務管理局亦宣布為共用頻譜設立新的區域性無線寬頻服務執

照，希望透過該頻譜鼓勵創新 5G 服務發展，並支持智慧城市應用項

目。 

該區域性無線寬頻服務執照有效期為 5 年，至多可延長 5 年；年

度執照費用則是固定費用和可變費用的總和，固定費用為10萬港幣，

可變費用則取決於基地臺數量、使用終端數量和分配的頻寬。 

關鍵字：5G、區域性 5G、26 GHz、28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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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亞洲：香港】香港 26、28GHz 共用頻譜開始接受申請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香港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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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OFCA）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起接受 26 及 28 GHz 共用頻

譜申請，希望透過該頻譜提供地區性及創新無線寬頻服務。為便利廣

泛類別的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共用頻譜指配將核發新設立的區域性

無線寬頻服務執照，該執照要求較綜合傳送者牌照1的規定寬鬆，利

於創新服務發展。 

未來共用頻譜將按區域劃分的模式指配，於大學校園、工業區、

機場、科技園區等不同指定地點使用，而每名頻譜獲配者所提供的網

路覆蓋範圍不得超過 50 平方公里。 

 

關鍵字：5G、共用頻譜、專網、26 GHz、28 GHz 

  

 
1 香港的綜合傳送者執照是用於批准提供設施為本的電訊服務，持照人可按其執照指定的服務範圍，鋪設電訊網絡及線

路提供對外固定服務、對內固定服務及/或行動服務。綜合傳送者執照制度自 2008 年 8月起實施，取代固定傳送者執照

及行動傳送者執照。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7 月】 

24 

24. 【亞洲：阿聯酋】Ericsson：中東地區 5G 業務成長速度將高於其他

國家平均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阿聯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4 日 

根據 Ericsson 公布的 2019 年行動通訊報告指出，現今大多數網

路連接設備為 2G 和 3G 技術，部分以 4G 技術連接。但 5G 網路預計

2024 年全球行動數據流量將占 35%，並在年底達 19 億用戶。 

該報告也指出，中東和非洲地區的 5G 流量成長速度將比世界其

他地區更加快速，主要係因該地區對影視消費具高度興趣，中東和北

非地區擁有世界最高的 YouTube 普及率，同時也將傳統產業轉型作為

經濟多樣化進程的一環，預計 2024 年全球 5G 業務將成長 5 倍，而

中東和非洲地區更達 8 倍。 

在阿聯酋，Ericsson 與阿聯酋的電信業者 Etisalat 建立策略合作夥

伴關係，該電信業者的業務涵蓋亞洲、中東、和非洲地區的 15 個國

家。繼去年 Etisalat 推出商用 5G 行動網路後，兩家公司於 2 月份簽

署協議，擴大 5G 覆蓋範圍。 

 

關鍵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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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25. 【歐洲：跨國】第 11 屆歐洲視聽媒體服務管制者組織大會探討不實訊

息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 

第11屆歐洲視聽媒體服務管制者組織（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for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ERGA）全員大會於 6 月 20 日至 21

日在斯洛伐克首都 Bratislava 舉行。大會以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

為主題，由 ERGA 發表 3 大網路平臺 Google、Twitter、Facebook 執

行「不實訊息實踐準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的中期

評估成果。根據該準則，3 大平臺被要求加強廣告位置之審核；確保

政治與社會議題相關廣告宣傳之公正性；處理假帳號和惡意機器人等

問題，並每月提供相關工作彙整報告。 

此外，為配合新版「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AVMSD）」之執行，ERGA 將進行組織改革，預計於今年

底付諸實行。ERGA 下的性別多樣性工作小組首次公布對於各國視聽

產業性別多樣化推廣策略的評估成果，未來將彙整良好的產業實例報

告，建立共通的性別品質指標。 

 

關鍵字：歐盟、假新聞、不實訊息 

 

 

  

2 
傳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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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歐洲：歐盟】歐盟編列 400 萬歐元調查新聞自由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歐盟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9 日 

鑒於歐盟境內部分國家媒體自由度下降，歐盟執委員會宣布支持

歐盟媒體自由和調查性新聞發展，編列 417.5 萬歐元預算，分別資助

「歐盟境內違反新聞和媒體自由的應對機制」、「跨境調查新聞基金」

與「歐盟境內調查性新聞和媒體自由」等 3 項活動，並釋出相關提案

徵求與要求細節。 

「歐盟境內違反新聞和媒體自由的應對機制」旨在建立違反新聞

和媒體自由的即時反應機制，除致力保護記者，也包括事實揭露，是

3 項活動中獲得資助最多也最重要的項目，期望透過相關組織聯盟之

間的活動，維護歐盟境內記者的媒體自由和安全。「跨境調查新聞基

金」資助對象限於調查新聞內容涉及兩個歐盟成員國以上之記者，目

的是報導成員國共同關心的問題；「支持歐盟境內調查性新聞和媒體

自由」則為歐盟成員國的獨立合作新聞提供金援，並支持公民媒體識

讀教育，促進歐盟媒體自由。 

歐盟執委會已就上述補助計畫招募提案計畫書，藉此提升媒體自

由與多元化發展。 

 

關鍵字：新聞自由、歐盟執委會、媒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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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歐洲：英國】Ofcom 欲立法保護英國公共電視節目內容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英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4 日 

為因應民眾影音收視習慣轉變，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呼籲制定新的法律，以確保英國公共電視

（包括 BBC、ITV 和第 4 頻道）所製播的電視節目在智慧連網電視、

數位機上盒和電視棒等隨選視訊服務中都能夠保有一定能見度，以與

新興串流視訊服務抗衡。 

最早在 2003 年英國通過的法律規定下，得保障公共廣播電視頻

道顯示在業者電子節目表中之明顯位置，然而隨著新興隨選視訊崛起，

包括 Netflix、Amazon 等新興跨國服務未納入英國傳統法規架構規管

範圍中，因此 Ofcom 希望提出新的立法措施，以確保公共廣播電視

節目在新興串流隨選服務中仍保有適當的能見度。 

對此，業者各持不同立場與意見。英國廣播電視公司認為，新的

立法措施可有效避免串流影音平臺不公平的影音推薦機制和競爭，並

保障公共廣播電視節目的能見度；反對業者則聲稱現有法規架構已保

障公共電視節目的有效露出，且將公共電視所產製的所有媒體服務皆

納入保障是不公平的。再加上 Netflix、Amazon 等跨國串流視訊業者

不需持有 Ofcom 的許可證即可落地服務，Ofcom 無法納管，因而也

造成跨國串流影音業者與本土業者之間的不公平管制問題與市場競

爭。 

關鍵字：隨選視頻、公共電視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7 月】 

28 

28. 【歐洲：法國】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推動兒少保護媒體素養宣傳活

動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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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年度兒少保護及媒體素養宣傳活動，藉宣傳短片及議題討論，於

電視媒體及廣播節目中宣導媒體內容對兒少（尤其3歲以下）的影響，

並透過宣導手冊等方式，教導父母及一般大眾應有的媒體素養。 

CSA 宣導手冊提出媒體素養之黃金保護守則，分別為 3 歲以下不

接觸螢幕、3 至 8 歲收看任何媒體時間須有節制，以及 8 歲以上須由

大人陪同觀看且時間不超過 1 小時為宣導。目前法國政府要求電視節

目應標示年齡分級制度，而家長對兒少保護則應謹守 10 歲以下、12

歲以下、16 歲以下以及 18 歲以下分級收看規定。遊戲軟體亦有年齡

分級，建議家長陪同兒少一起參與遊戲。近年因為媒體載具多元化，

主管機關希望父母多注意家中孩童觀看的內容，加強媒體素養，以保

護兒童不受不當媒體或影音節目影響。 

 

關鍵字：兒少保護、媒體素養、電視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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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歐洲：德國】德國再議網路影響者自律法規修法措施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德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14 日 

德國政府自 2015 年起，即針對 YouTube 等社群媒體中有一定影

響程度之網路紅人公布「網路自律辦法」。此自律辦法規範任何德國

境內社群媒體平臺，包括 YouTube、Instagram 等相關媒體，只要平臺

中的網路紅人有含廣告意圖之訊息，皆需要標註內容為廣告字樣。 

而近日德國聯邦媒體管理局長會議（Direktorenkonferenz der 

Landesmedienanstalten，DLM）開會重提修法，提出該網路自律辦法

本意在於維持市場公平競爭，但若無成文法釋義，則規管約束效力有

限，DLM 認為仍應透過民間社會競爭協會（VsW）重審此媒體自律

法令，包括從國家傳播條例、電信法以及打擊不公競爭法等三法來釐

清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的監管差異，以拉齊不同媒體之間的廣告揭露

措施。 

 

關鍵字：社群媒體、網路紅人、網路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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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洲：美國】美國眾議院批准公共廣播公司 2022 年預算，為 10

年新高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19 日 

美國眾議院日前批准公共廣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CPB）2022 年經營預算，達 4.95 億美元，為 10 年來

首次預算成長。對此美國公共電視臺（APTS）執行長 Patrick Butler

表示，過去 10 年來 CPB 持續獲得政府穩定的資金支持，但在長期預

算緊縮下已影響公共電視臺發展。本次預算增加，將有助於 CPB 製

播更多富有教育意義的兒童節目，並發揮公共電視的民主精神，啟發

社會大眾的公民教育和民主發展。 

而除公共廣播基金，美國眾議院亦批准 2020 年的互連與基礎建

設基金，總額達 2,000 萬美元，將用於支持公共安全和國土安全任務，

以及在偏遠地區推動相關計畫；而由美國教育部所推動的「Ready to 

Learn」資助計畫預算也增加至 3,000 萬美元，旨在支持公共電視對幼

兒教育的工作。 

 

關鍵字：公共電視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7 月】 

31 

31. 【美洲：美國】FCC 發布兒童電視規則改革提案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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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新修訂的《兒童電視節目法規》（Children's Television Report and 

Order，R&O），並進一步擬議規範公告（Notice of Further Proposed 

Rulemaking，FNPRM）以徵詢公眾意見。依新修訂之 R&O 規定，無

線電視臺每週應播出 3 小時教育與資訊節目原則不變，但播出時間範

圍放寬，從早上 7 點到 10 點改為早上 6 點至晚上 10 點；每週 3 小時

的節目計算，以定期播出節目為原則，但允許加入非定期播出之節目

時數來共同計算，同時開放短片形式之節目內容，如公益公告、插入

式節目等，但該類短片型節目長度至少仍應播出半小時。 

其他重要修正包括保留每年 156 小時核心節目製播義務，但取消

非商業無線電視臺應顯示「E / I」符號以區別節目內容的規定，以及

簡化報告和記錄保存要求等。在 FNPRM 方面也提出新制度，允許電

視公司透過製作或資助其他電視臺播出的節目，以完成其兒童節目製

作義務。此新制度目前正以公眾諮詢方式對外徵求意見，預計於 7 月

10 日進行表決，以進一步落實新《兒童電視節目法規》。 

 

關鍵字：兒童電視法規、無線電視、電視臺義務、兒童節目、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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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洲：美國】美國 Z 世代青年 49%主要新聞獲取管道為社群媒體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 

市調機構 Morning Consult 調查美國青年 Z 世代（18-21 歲）的媒

體消費習慣顯示，多數青年均表示對於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等

老牌新聞媒體存有強烈的不信任感，且有高達 7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

傳統新聞媒體存在腐敗現象；有 39%青年表示會因政治因素而抵制某

個新聞品牌。總體而言，多數（49%）受訪者均表示社群媒體為主要

新聞資訊來源，其中又以 YouTube 的觀看頻率最高；而其中僅有 12%

的受訪者會從電視收看新聞。 

Morning Consult 認為，Z 世代青年的媒體消費習慣，對於美國未

來的文化和商業經濟將有深遠影響。因此此份報告特別針對 18-21 歲

的青年進行訪問，希望可以從中了解他們對於新聞媒體的價值觀、消

費習慣、政治和關注重點等。而根據調查結果，Morning Consult 也發

現青年的媒體消費習慣已出現明顯的世代落差，社群媒體對於青年的

影響將持續擴大。 

 

關鍵字：新聞媒體、新聞品牌、新聞消費習慣、Z 世代、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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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洲：美國】FCC 推出無線電視頻譜轉換成本指南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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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5 年發布無線電視頻譜轉換獎勵拍賣制度後，相關頻道轉換作

業已陸續進行。FCC 轄下的獎勵拍賣工作小組和媒體局（Media 

Bureau）為讓電視臺業者得以用合理成本和費用達成本次計畫，因而

提出頻譜轉移之「成本指南」，包括列舉轉換過程中所需要的設備和

服務成本推算、市場價格範圍和金額等，以供電視臺業者獲取正確的

市場報價，避免在移轉過程中花費過多的費用與新設備開銷等。 

早在 2017 年，FCC 即透過經濟市場研究，列舉相關設備的市場

平均價格，以供業者參考，且依據市場情形，每年更新最新報價。本

次 FCC 主要針對全功率（Full Power）的無線電視臺在移轉過程中所

涉及的各式設備與服務提出成本目錄，希望能藉此降低廣播業者在轉

換頻道中所可能造成的額外成本支出。 

 

關鍵字：頻道轉換、獎勵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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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洲：美國】FCC 修改無線電視再傳輸選擇通知規則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為簡化無線電視業者監理作業流程，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通過新「傳輸選擇通

知規則（Carriage Election Notice Rules）」，允許無線電視業者在與多

頻道視聽節目提供者（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s，

MVPDs）簽署再傳輸協定時，可改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線上通知，

而不須再寄送紙本規定。 

過去，美國無線電視業者與有線電視、衛星系統等 MVPDs 服務

經營者簽訂再傳輸協議時，每 3 年都必須要重新寄發一次紙本協議書。

但在新通知規則下，無線電視業者僅需提供線上公開檢閱文件

（Online Public Inspection File，OPIF），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

MVPDs 業者，即完成協議。且未來若協議方式未改變或無爭議，即

可永久適用。 

FCC 希望可以藉此簡化無線電視業者與 MVPDs 簽署頻道授權流

程，加速相關資料庫建置作業。FCC 已要求 MVPDs 將電子郵件與電

話聯繫資訊上傳至有線電視營運及許可系統（Cable Operations and 

Licensing System）資料庫或其 OPIF 中，以加速落實此新規定。 

 

關鍵字：傳送選擇通知、MV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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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亞洲：韓國】韓國 KCC 起草廣播法修正案，修訂非商業公益廣

告規範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韓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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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6 月 12 日提出「廣播法」修訂草案，預計將修改非商業性公益廣

告的相關規範。總體而言，此次修法法案將有 3 項變革： 

一、 釐清非商業性公益廣告的定義與概念。現行廣播法對於非商業

性公益廣告的定義模糊不清，包括廣播公司贊助製作的公益活

動、政府機關製作的公益資訊，或廣播公司贊助發送的政府廣

告等，均有解釋上的模糊空間，使得公益廣告的概念與明確性

引發爭議。KCC 此次修法措施將加強非商業性公益廣告的定義

與概念，並將此類公益廣告納入廣播電視的法定義務，以加強

廣播機構的公共責任。 

二、 若廣播機構的廣告業務銷售額低於一般水平，則毋需擔負公益

廣告責任，以減輕廣播機構的負擔。 

三、 建立按不同時段播送公益廣告權重的法律依據，以擴大公益廣

告於黃金時段播出的能見度。亦即將透過加權計算不同時段節

目比重，引導廣播公司在黃金時段播出非商業性的公益廣告。 

目前修訂草案已送交韓國國會，待司法與相關立法程序審核。 

關鍵字：廣播法、公益廣告、廣告、公共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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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亞洲：印度】印度電信管理局新定價機制幫助消費者節省每月電

視費用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印度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4 日 

印度資訊傳播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MIB）

近日向媒體宣布，印度電信管理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TRAI）對有線電視產業的新監理政策已為消費者節省每月 5%

至 15%的電視費用。 

印度 TRAI 在 2019 年 1 月針對有線電視產業實施新監管框架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Broadcasting and Cable Services），要求業

者須在電子節目表呈現所有頻道的價格，讓消費者可依照個人喜好自

由挑選頻道，並隨選付費。其他消費者保護措施還包括於第 999 頻道

建立消費者保護頻道，由業者提供最新服務資訊；TRAI 建立消費者

投訴中心，以解決用戶投訴問題；TRAI 亦開發了一套頻道選擇應用

程式，讓消費者得以評估每月帳單價格等。 

在法令實施約半年後，TRAI 根據市場主導業者的初步數據分析

發現，在新政策實施後，都會區用戶的每月電視費用節省 10%至 15%，

非都會區用戶則節省 5%至 10%，顯示新監理制度有助消費者選擇想

看的電視頻道，並支付相對的合理價格。 

 

關鍵字：定價機制、有線電視、隨選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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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 

37. 【歐洲：跨國】法國與德國相繼宣布騰出 700MHz 頻段，供未來 5G

行動通訊使用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4 日 

為因應歐盟 5G 頻譜規劃政策，德國和法國頻譜主管機關近日皆

宣布騰出原無線電視 700MHz 頻段，供未來 5G 行動通訊使用。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在 2017 年已審議通過，

要求各會員國應在 2020 年前將 700 MHz 無線電視使用頻段進行移頻，

以供未來 5G 無線通訊使用。法國政府在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SA）

和國家頻譜管理局（ANFR）的共同合作下，於今年 7 月初已宣布成

功轉移該頻段之頻譜，未來將為 5G 等高速行動通訊服務使用。 

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簡稱 BNetzA）亦宣布

已成功騰出 700MHz 頻段，該頻段最早是用於數位無線電視。但隨著

技術更新，業者從原有DVB-T規格之無線電視逐漸轉移為DVB-T2，

因而騰出更多頻段可供未來行動通訊使用。700MHz 頻段之技術特性

為高穿透性、高覆蓋率，因此可望為農村等大範圍地區提供有效之頻

譜傳輸效益。 

 

關鍵字：5G、頻譜、數位電視、700MHz、DVB-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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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歐洲：法國】法國國會通過數位內容仇恨言論制裁法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法國國會近日針對網路仇恨言論，於議會以 434 對 33 票通過最

新數位內容仇恨言論制裁法案。該法追隨德國 2018 年為懲治網路暴

力、仇恨言論所訂定的法條規定，法國政府決議網路上若出現仇恨言

論，平臺應於 24 小時內下架相關內容，使用者應可運用按鍵機制將

內容設置標籤，另搜尋引擎 Google 亦須於 24 小時內移除仇恨言論之

檢索文字，違者可處最高 125 萬歐元罰鍰。 

該法設立原因主要是鑒於近年網路社群媒體暴力、仇恨訊息頻繁，

主管機構未能採取有效的處理方式。法規起草議員於巴黎峰會提出：

網路上暴力仇恨內容散播已然涉及公衛議題，關乎網路使用者切身經

驗及觀感，需要法規介入以保護民眾上網安全；法國數位事務部部長

同意此觀點，民眾安全至關緊要，國際社群媒體平臺應有機制做好內

容把關工作，保護線上、線下使用民眾之人身安全。針對言論至何種

程度涉及仇恨，國會提出以人權為基準，特殊民族議題內容可再予以

修正。 

 

關鍵字：網路治理、社群媒體、公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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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歐洲：法國】法國國會決議將對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

等 4 大巨擘徵收 3%的數位服務稅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法國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1 日 

法國國會在今年7月表決通過新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

制度，預估將對 Google、Facebook 等跨國科技業者造成重大影響。

新稅收制度要求任何總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的數位服務公司（其中至

少 2,500 萬歐元營收來自於法國），即需依法徵收 3%的營業稅收（依

照營業額計算）。該法預計將追溯自 2019 年初開始，估計將為法國國

庫貢獻 4 億歐元稅收收入。 

按法國新法制度，估計將有約 30 家大型科技業者受影響，其中

又以美國企業影響最大，包括 Apple、Facebook、Amazon 和 Microsoft

等企業均需繳納相關稅收。對此，美國總統川普已表示將介入調查；

美國財政部部長（同時也為美國白宮最高貿易談判代表）Bruno Le 

Maire 聯繫法國國會代表，希望法國能暫緩新法施行。若兩國未達成

協議，美國恐對法國發動懲罰性關稅等貿易戰爭措施。 

 

關鍵字：數位服務稅、Google、Facebook、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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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歐洲：瑞典】PTS 發布瑞典網路中立性監理報告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瑞典 

類別：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 日 

歐盟會員國每年須向歐洲電子通傳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BEREC）及歐盟執委會提

交該國網路開放／網路中立性監理活動報告，而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PTS）於 2019 年 7 月 1 日公布

該份報告。PTS 於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間實施主要網路中立性

監理活動包含： 

⚫ 2018 年 PTS 發現行動通訊業者 Telia 提供零費率（Zero-Rating）

服務於部分社群媒體及音樂應用程式，並對該服務採取流量管制。

經由法院裁決後，Telia 於用戶使用至流量上限前給予所有應用程

式平等流量。 

⚫ 荷蘭科學期刊 Elsevier 投訴寬頻業者 Bahnhof，意欲阻擋用戶瀏

覽盜版網站。而根據 PTS 監管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不應故意阻

止、限制特定應用程式或服務。因此，PTS 於 2018 年 12 月開始

調查該案件是否違反規定，目前仍持續進行中。 

而該報告也指出，瑞典終端用戶普遍可藉由價格或月租方案來選

擇不同的數據、語音等行動通訊服務組合。故整體而言，PTS 認為瑞

典擁有良好的開放網路（Open Internet）環境。 

 

關鍵字：網路中立性、零費率、開放網路、T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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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美洲：美國】美國緬因州簽署網路中立性法案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傳播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4 日 

川普總統上任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雖已於 2017 年廢除「網路中立性」法案，但美

國各州際政府卻不見得支持。日前，緬因州長 Janet Mills 即簽署網路

中立性法案，該法案由眾議員 Nicole Grohoski 提交並將於今年 9 月生

效。法案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皆應遵守 2015 年 FCC 命令，確定所有

合法內容的平等近用，網路服務提供者不能限制內容傳輸速度或優先

順序。 

Mills 在聲明中指出，網路是強大的教育、經濟工具，免費開放的

網路空間可以為緬因州人製造更多機會，因此簽署通過此法案，並希

望聯邦法律能恢復網路中立性立法措施。 

截至 2019 年，美國全國州議會聯合會已有 29 個州提出網路中立

性立法討論，並試圖恢復相關立法，惟均止步於參議院，參議院多數

黨領袖更明確指出，美國總統將否決任何相關立法。2018 年加州因

州長簽署網路中立法案，遭美國司法部以違反聯邦法規為由提告，纏

訟至今，顯見網路中立性議題在美國仍存在諸多爭議與分歧。 

 

關鍵字：網路中立性、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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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42. 【國際：跨國】WEF：數據交換如何建立數位公平競爭環境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8 日 

繼第 4 次工業革命後，資訊逐漸成為發展主流，其中數據扮演重

要角色，但因各國不同的數據隱私法令保護，使跨境蒐集和傳播數據

的困難度增高。舉例而言，若醫學研究為建立基因和健康數據須建置

一項應用機制讓更多人受益，欲實現這項願景的可能性是建立一個如

同商品交易所概念的數據交換機制，促進對數據價值的判斷。假若國

家、國家聯盟、實驗室、企業，甚至個人想要使用此數據，可出具代

幣進行支付。代幣交易過程將決定代幣價格，亦進而決定數據價值，

人們可衡量自身數據的價值決定是否進行交易。 

儘管上述機制建立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行這種形式

的數據共享和價值交換試點。建立共享數據產業對發展中國家可產生

極佳益處，同時透過數據交換可將第 4 次工業革命的好處均衡散播至

各個國家與企業中，利於創造新市場與推動整體經濟發展。 

 

關鍵字：大數據、AI 

 

 

  

4 
創新應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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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國際：跨國】Ipsos：以三張圖表凸顯大眾對 AI 的看法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 日 

民意調查公司益普索（Ipsos）為世界經濟論壇進行一份橫跨 27

個國家共 2 萬人的調查，結果顯示人們關注 AI 對於性別、年齡、收

入和教育人口統計數據的廣泛應用，以及認為對 AI 的運用應進行更

嚴格的審查機制。 

報告顯示，有 41%的民眾對於 AI 的應用感到擔心、32%持中立

意見，其餘 27%表示不擔心。針對企業在 AI 商業應用上，有 48%民

眾認為需要被更嚴格的監管、32%持中立意見，僅有20%表示不同意。

對於政府在 AI 的應用上，調查結果顯示社會大眾對於政府抱持較信

任之態度，但仍有 40%認為需要加強限制、36%持中立意見，剩餘

24%表示不同意。 

由此份調查可知，雖然 AI 改變人們生活的潛力和力量已被普遍

接受，在可預見的未來，AI 在教育、醫療保健等領域將廣為應用。

即便如此，AI 仍存在需要克服的障礙，例如如何儲存和使用數據的

道德問題，亟需政策制定者訂定相關準則，供企業與社會大眾依循。 

 

關鍵字：AI、調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4/dont-be-scared-of-ai-its-going-to-change-humanity-for-the-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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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國際：跨國】「Horizon 2020」計畫近 10 億歐元用於開發未來新

興技術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近期發布「Horizon 2020」

最新工作計畫，整個計畫預計投入近 10 億歐元支持高風險的跨學科

研究，以支持未來新興技術（Futur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FET）

發展。 

近期計畫更著重於國際間的合作與量子技術的研究培訓，關注技

術題材包括石墨烯和相關 2D 材料。該計畫亦詳細介紹關於 FET-Open

與 FET-Proactive 在歐洲創新委員會（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

EIC）的加強型試驗計畫。 

FET-Open 技術創意前期研究，占計畫預算 3.6 億歐元，目前成功

率遠高於 10%，使其在 EIC 中極具競爭力及吸引力。FET-Proactive

在 2019 年將 FET 預算增加 4,540 萬歐元，作為氣候變遷相關研究和

過渡活動的額外預算，並將在 2020 年募集 6,800 萬歐元，著重於未

來科技對於社會影響、亞奈米級科學、生命科學領域的數位雙胞胎、

智慧環境與計算技術，未來也將納入高端電池技術研究。 

 

關鍵字：Horizon 2020、新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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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國際：跨國】WEF：2019 年 10 大新興科技 

洲別：國際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 日 

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公布 2019 年

10 大新興技術報告，由世界經濟論壇專家網路成員根據若干標準，

篩選及整理 10 項可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巨大利益、具破壞性創新、對

投資者和研究人員具有吸引力，並有望在 5 年內形成大規模的技術。 

該份報告列出的技術為：1.可循環的生物塑膠、2.社交機器人、

3.微型設備的微型鏡頭、4.無序蛋白質的藥物標靶化、5.可減少環境

污染的智慧肥料、6.遠距協同技術（如視訊會議）、7.區塊鏈技術應用

於食品安全、8.更安全的核反應爐、9.DNA 數據儲存、10.儲存再生

能源的電池。 

 

關鍵字：新興科技、WEF、新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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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歐洲：跨國】《歐盟網路安全法》為網路安全和歐盟網路安全認

證框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歐盟網路安全法》於 6 月 27 日生效，由歐盟網路安全機構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ENISA）承接新任務，建

構歐盟網路安全認證框架，為歐盟範圍內的 ICT 產品、流程和服務認

證建立治理和規則。 

ENISA 未來在建構和維護網路安全認證框架將發揮關鍵作用，例

如為特定認證計畫準備技術基礎，並透過專用網站向公眾通報認證計

畫和頒發證書。ENISA 被賦予加強歐盟各國間的業務合作任務，協

助各成員國面臨大規模網路攻擊和危機事件時，扮演居中協調角色。

為履行上述新任務，ENISA 將增加一倍資源，於未來 5 年間由 1,100

萬增至 2,300 萬歐元。 

 

關鍵字：網路安全、安全認證、認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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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歐洲：跨國】歐盟 AI 倫理檢查表準備展開測試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 

第一屆 AI 聯盟大會（AI Alliance Assembly）於 6 月 26 日在比利

時布魯塞爾舉行。AI 專家小組在會中宣布兩項重要進展： 

第一，進入 AI 倫理準則的試驗階段。EU「可靠的 AI 評估清單

（Assessment List for Trustworthy AI）｣由 52 名獨立專家制定，並於 4

月發布 AI 道德準則，至今已有 300 多個組織表示有興趣實施相關清

單及規範。此外，AI 專家小組擬與公私部門代表深入訪談，以了解

實施評估清單對不同部門的影響。訪談內容將反應在 2020 年初的評

估清單修訂版。 

第二，針對歐洲可靠的 AI 政策和投資建議。AI 專家小組進一步

提交一份 33 項建議清單，包括確保個人瞭解 AI、AI 市場採取量身訂

製的方法、達成 AI 的歐洲單一市場、實現 AI 生態系、促進歐洲數位

經濟等。 

 

關鍵字：AI、AI 倫理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join-first-european-ai-alliance-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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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歐洲：跨國】連接歐洲基金（CEF）邁入第 2 期，EC 啟動公眾諮

詢以了解數位基礎設施需求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3 日 

連接歐洲基金（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CEF）資助計畫將於

2021年邁入第 2期（2021-2027年）。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內容網路和技術總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ntent Networks 

and Technologies）正諮詢公眾意見，蒐集相關利益者對歐盟數位基礎

設施投資優先領域的看法與透過 CEF 解決現有連接需求的最佳方

法。 

CEF 是支持歐洲網路和基礎設施中的運輸、電信和能源部門籌資

計畫。在 2014-2020 年期間，CEF 的電信預算為 10 億歐元，而 CEF

第 2 期數位計畫旨在支持和刺激 2021-2027 年期間成員國的數位基礎

設施投資，目的為實現千兆社會戰略（Gigabit Society Strategy）之目

標。CEF 第 2 期預算研議將增為 30 億歐元。 

展望未來，CEF 第 2 期數位計畫確定投資的潛在領域為： 

 沿著歐洲主要運輸路線的跨境 5G 走廊； 

 歐洲 5G 智慧社區的連通性，包括在社會經濟驅動因素所在地

區佈署高容量網路； 

 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後端網路，例如高性能計算（HPC）、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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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基礎設施，以及成員國之間和內部以及歐盟與第 3 國之間

的海底電纜； 

 數位、運輸和能源基礎設施之間的協同項目。 

 

關鍵字：數位基礎設施、連接歐洲基金 

 

 

49. 【歐洲：跨國】ETSI 發布智慧城市、工業 4.0 和智慧農業 3 個新規

範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4 日 

ETSI SmartM2M 技術委員會繼能源、環境、建築等 3 個智慧應用

參考標準（Smart Appliances REFerence Ontology，SAREF）後，再發

布智慧城市、工業與製造，以及智慧農業與食物鏈領域的3個新規範，

有助於實現互通性，並促進全球數位市場發展。 

其中，SAREF4CITY 規範（ETSI TS 103 410-4）屬智慧城市領域，

需要利益相關者共同開發，例如其他標準的機構、協會、物聯網平臺，

以及歐洲的計畫與項目等。應用實例，包括電子衛生保健、智慧停車、

空氣品質監測，公共運輸與街道照明。SAREF4CITY 為物聯網智慧

城市數據提供共通的核心概念。 

 

關鍵字：智慧城市、工業 4.0、智慧農業、標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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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歐洲：跨國】Frost＆Sullivan：歐洲的生物識別市場預計到 2023

年達 115 億美元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7 日 

AI、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深度學習的整合將提高

各種生物識別模式的性能，由於實體和網路安全攻擊以及物聯網的擴

散與監管趨勢，使生物識別的需求正在增加。Frost＆Sullivan 表示，

歐洲生物識別市場預計到 2023 年將達 115 億美元；Technavio 預測，

全球生物識別市場到 2023 年將成長超過 240 億美元。 

指紋識別仍主導生物識別市場，儘管臉部識別在 2017 年成為銀

行和金融服務的主流。AI 和 ML 技術使行為生物識別成為多重要素

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的關鍵技術，AI 驅動的行為生物識

別技術將成為雙要素或多重要素驗證中的主要元素。 

短期內，企業越趨使用 AI 協助決策，以及對異常情況進行更大

的行為模式分析。長期而言，區塊鏈將與生物識別技術一起用於跨應

用程式的身分管理，當金融機構使用語音處理提供服務和協助，神經

語言程式（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將成為主流。 

 

關鍵字：臉部識別、生物識別、市場規模 

 

 

https://www.biometricupdate.com/201901/technavio-forecasts-global-biometrics-market-to-grow-by-more-than-24b-through-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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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歐洲：跨國】歐盟發布有關國家節點的新政策文件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跨國 

類別：創新應用/通訊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12 日 

2019 年 6 月 19 日，歐盟電子基礎設施諮詢小組（e-Infrastructure 

Reflection Group，e-IRG）發布一份關於國家節點的新政策文件，呈

現當前狀態下歐洲電子基礎設施的地景，並在此基礎上，提供有效實

施電子基礎設施針對歐洲開放科學雲（European Open Science Cloud，

EOSC）共享形式提供建議。 

國家節點文件的重點在於，建構在當今通用和專業電子基礎設施

的複雜環境，並就未來發展歐洲電子基礎設施協作系統提出建議。

e-IRG 倡導國家層級可互通的聯合生態系，有助於實施電子基礎設施

共享以及 EOSC 的推動。 

該政策文件指出，為實現 EOSC 的目標，需要 e-IRG 成員國建立

強而有力的協調機制，且須以國家層級調動大量資源，才可能成功。

儘管 e-IRG 成員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已有一些明顯的趨勢與建議

的電子基礎設施共享行動一致方向。 

 

關鍵字：基礎設施、政策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7 月】 

52 

52. 【歐洲：荷蘭】ETSI 的 LSA 規範於荷蘭娛樂業成功實施 

洲別：歐洲                          國家/地區：荷蘭 

類別：創新應用/通訊                 子分類：技術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荷蘭無線電通訊管理局於 2017 年成功試驗後，決定實施以 ETSI

規範為基礎的授權共用接取（Licensed Shared Access，LSA）技術。

LSA 原目標為在 2.3-2.4 GHz 頻段，將行動電話業務佈署為非授權者

使用，但荷蘭政府將 LSA 系統用於娛樂和廣播產業的節目製作和特

殊活動（Programme Making and Special Events，PMSE）的演員，讓

他們使用無線式攝影機與攜帶式影像鏈路（Cordless Cameras and 

Portable Video Links），讓現場使用電子影像和音訊技術的記者和編輯，

使用頻譜共用（限制為 4 個頻道），縮短反應時間，保護其使用並減

少干擾問題。荷蘭政府也評估將 LSA 佈署在更多頻段與其他特殊活

動（PMSE）的使用，例如專業無線麥克風、無線式音訊分配、監聽

和對講系統。 

 

關鍵字：LSA、共用 

 

  

https://www.etsi.org/technologies/p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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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洲：美國】美國加入採用 OECD 國際 AI 原則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通過首個政府間的 AI 政策指導方針，旨

在確保AI設計符合國際價值觀及法律。該原則促進AI的創新和信任，

並確立負責任的發展和管理 AI 的原則，美國為加入 OECD AI 原則

42 個國家之一。 

OECD建議書為OECD成員國的國家政策和國際合作提供指導，

採行 5 大基本原則，包括促進包容性成長、以人為本的價值觀、透明

度、安全和保障以及問責制。並呼籲政策制定者優先考慮 AI 研發，

創建一個創新友好的政策環境，建構完整 AI 生態系的發展，並在國

際社會就 AI 政策進行合作。 

而 OECD AI 原則與美國自身的 AI 行政命令基本方向一致，為維

持美國 AI 的領導地位，該行政命令設定 5 個主要目標，包括呼籲與

國際合作夥伴協作，以確保持續創新符合美國的價值觀等。行政命令

還強調在保護公民自由、隱私和美國價值觀的同時，尚需保護用於

AI 研發數據的安全性、隱私性和機密性，以促進 AI 發展。 

關鍵字：OECD、AI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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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美洲：美國】FTC 將對假稱遵守歐盟-美國隱私保護協議公司採取

行動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4 日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近期針

對假稱符合隱私保護政策公司提出警告，將對此行為予以嚴懲。例如

FTC 與 SecurTest 調查公司達成協議，該公司謊稱為歐盟-美國隱私盾

計畫（EU-U.S. Privacy Shield Program）的參與者，該計畫框架允許

公司從歐盟國家及瑞士合法轉移消費者數據到美國。惟該公司並未完

成相關手續以符合隱私盾計畫框架要求，因此被禁止參與任何隱私安

全計畫。 

FTC同時也向其他13家謊稱參與美國-歐盟及美國-瑞士安全港框

架(U.S.-EU Safe Harbor and the U.S.-Swiss Safe Harbor Frameworks)的

公司發出警告，這些框架已被上述隱私盾計畫所取代，若不刪除在公

開文件的錯誤聲明，FTC 將採取適當法律行動。另 2 家謊稱參與亞太

經合組織跨境隱私規則（APEC CBPR）的公司亦收到 FTC 警告。 

而 FTC 也投票決定發布行政投訴，接受與 SecurTest 研擬的合意

協議，隨後於聯邦公報公布協議內容，並展開 30 天的公眾意見諮詢。

之後 FTC 將決定是否最終提出合意處分書（Consent Order），合意處

分書發布後每次違規將可能處罰高達 42,530 美元的民事罰款。 

 

關鍵字：消費者保護、隱私保護、隱私與安全、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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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美洲：美國】廣告商建議：FTC 應介入加州隱私法的規範，避免造

成競爭不公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7 月 2 日 

美國廣告商希望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

支持隱私聯盟提案的聯邦隱私立法，包括在該聯盟內建立新的數據保

護局以確保廣告責任的落實，同時強化數據安全保護及授權違規行為

的處罰。 

美國全國廣告協會（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ANA）

支持給予該聯盟更強而有力的執法授權，希望透過立法強化州的隱私

措施。例如，參考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加州新隱私法

案，作為最低底線的隱私測試。 

ANA 也向 FTC 呼籲可仿效 GDPR 的經驗，透過嚴謹且全面性的

評估方式，進行並發布公開調查報告，例如在中小企業規管、市場整

合、免費多元線上內容中，進一步判斷對消費者權益與成本之影響。 

 

關鍵字：隱私法案、數據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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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美洲：美國】Reservations：調查發現 43%的人支持機場臉部識

別技術 

洲別：美洲                          國家/地區：美國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臉部識別技術已在美國 18 座機場採用，至 2021 年供全美 20 座

機場所有國際旅客使用，該項計畫預計於 2023 年提升機場覆蓋率至

97%。 

根據旅遊搜尋引擎 Reservations.com 進行一項調查顯示，公眾面

對臉部識別技術的接受程度不一。該公司針對 1,001 名美國成年人網

路用戶進行調查，並以「我很滿意政府在機場使用臉部識別技術來提

高安全性和登機速度，同意或不同意？」為題詢問受訪者。 

調查結果顯示，近 43%的受訪者表示贊成使用該技術，其中半數

表示非常同意；32.5%的受訪者表示不贊成，即便該技術可提升安全

性和登機速度；其餘約 25%的受訪者則保持中立。 

 

關鍵字：臉部識別、生物識別、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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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亞洲：日本】為及早實現無人機在「目視範圍外」，日本 NEDO

推動 DRESS 計畫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日本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18 年 6 月公布由官民委員會規劃的「空中

工業革命 2018年Roadmap-小型無人機安全利用的技術開發與環境整

備｣，將無人機的飛行狀況分級並明確記載各級別的具體活用時程。 

目前飛行狀況的第 1 級和第 2 級（目視範圍內）為控制飛行和自

主飛行，多用於農藥噴灑、空拍攝影和基礎設施檢查等，皆已投入實

際運用。2018 年起已進一步發展飛行狀況第 3 級的「在無人地帶的

目視範圍外飛行（無輔助人員）｣，並預計 2020 年上半年正式開始邁

入第 4 級的「在有人地帶（第三者的上空）的目視範圍外飛行（無輔

助人員）｣。 

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負責前述技術的開發，其於 2017 年提出「積極發揮機器人/無人機的

節能社會實現計畫（DRESS 計畫）｣。該計畫成員包括 38 家民間企

業，計畫目標是匯集日本的總體優勢，開發一個可以橫向管理不同製

造商和不同目的的無人機系統。 

 

關鍵字：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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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亞洲：新加坡】IMDA 推動一系列措施加速新加坡數位經濟發展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新加坡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為加速新加坡成為數位經濟領先國家，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

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推動

5G 創新、建構智慧不動產（Smart Estates）生態系及法規革新等一系

列措施。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與 IMDA

提撥 4 千萬新幣建立具開放及包容的 5G 創新生態系，支持 5G 研發

與企業 5G 技術試驗。目前 IMDA 與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 

International Pte Ltd，PSA）已授予兩家行動網路業者（Singtel 及 M1）

發展 5G 技術在海事產業的應用，希冀透過 5G 性能與 PSA 的連接需

求，提高港口生產力。 

為進一步發展智慧不動產生態系，IMDA 與政府機構及業者密切

合作，以利開發商、技術公司、建築環境服務提供者進行創新服務。

由於分散式帳本技術及智慧合約等創新技術帶來交易方式的轉變，

IMDA 已就電子交易法（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展開公眾諮

詢，以利法規革新。IMDA 透過多管齊下措施，解決基礎設施、法規

等問題，並鼓勵所有組織一同參與，加速新加坡數位轉型。 

 

關鍵字：數位經濟、5G、智慧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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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推出可信賴的數據共享框架，建立數據驅

動式創新 

洲別：亞洲                          國家/地區：新加坡 

類別：創新應用                      子分類：趨勢議題 

資料日期：2019 年 6 月 28 日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及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PDPC）宣布推出首個全面可信賴的數據共享

框架，以促進數據共享的信賴程度。 

雖然企業組織已開始體認數據的價值，但數據資產共享常面臨以

下挑戰：(1)缺乏數據共享的指導方法與系統化作法；(2)在共享數據

時與合作夥伴建立信任關係；(3)確保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PDPA）；(4)評估其目前擁有的數據資產價值；以

及(5)數據共享可能導致業務競爭力下降或商業機密洩露。 

該框架提供通用的「數據共享語言」，協助企業組織建立一套實

踐基準，並採用系統化方法，建立可信賴的數據共享夥伴關係。結合

目前 PDPC 指南中關於個人數據匿名化與共享的內容，新增如數據共

享的計價指南、合約範本，透過框架的指引，利於企業組織在當地生

態系及全球為數位經濟提供更好及更可信賴的數據傳輸。 

 

關鍵字：數位經濟、數據共享、資料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