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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月報
(4月份)

底圖圖片來源：ijeab - www.freepik.com

本次簡報包含至5月16日之重要動態



本期推薦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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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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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歐洲：歐盟】歐盟議會通過新《著作權指令》

4 【歐洲：英國】英國釋出《數位世界治理》調查報告，提出網路治理標準

5 【歐洲：歐盟】歐盟發布AI倫理指南

6 【歐洲：英國】Ofcom報告：無線技術如何協助推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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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Cisco VNI指標：全球訊務量趨勢與預測（2017-2022）

2 Cisco VNI指標：全球行動數據訊務量預測（2017-2022）

3 全球網路服務投資額上看1.3兆美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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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歐洲：德國】 德國開放5G企業專網

6 【歐洲：芬蘭】 芬蘭超過一半的固網寬頻用戶使用光纖連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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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歐洲：法國】 法國5G頻譜將不規劃保留企業專網

9

【美洲：美國】

美國24GHz頻譜拍賣僅7日標金已超過10億美元

10 美國參議院提案禁止5G網路國有化

11 FCC推出鄉村寬頻部署計畫與第三次頻譜拍賣計畫

12 FCC宣布24GHz頻譜拍賣第一階段結束，總收益達19.88億美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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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亞洲：日本】

日本總務省公布5G頻譜分配結果

15 日本展開區域性頻譜意見諮詢

16
【亞洲：韓國】

韓國電信業者SKT、KT在5G發展上採取不同戰略

17 韓國電信營運商SKT公佈5G數據資費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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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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別：跨國

• 類別：通訊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4月3日

• 關鍵字：5G、頻譜、頻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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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大陸並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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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際上皆排名第一；但在中頻段釋出情形落後多數國

家，是FCC須再積極規劃的政策核心

CTIA提出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國家級頻譜戰略，包含以下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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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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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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別：美國

• 類別：通訊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4月4日

• 關鍵字：衛星、寬頻網路

Amazon向ITU提出名為「Project Kuiper」的通訊衛星營運計畫，

規劃投入數10億美元部署3,236顆低軌衛星，屆時全球覆蓋率將可

達95%。

衛星開始商轉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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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發射低軌衛星不會對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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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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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訊市場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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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電信業者SKT、KT在5G發展上採取不同戰略
SKT與KT在5G發展上採取不同的策略。SKT選擇LTE與5G NR的雙連
結架構（Dual Connectivity, DC）；K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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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國電信營運商SKT公佈5G數據資費方案
韓國5G服務於2019年4月5日正式推出，同時電信營運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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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網路服務投資額上看1.3兆美金，5G占75%
根據GSMA的預測，在未來7年內全球將會投資約1.3兆美金在網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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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針對歐盟電信資費上限做出回應
歐盟規定之電信資費上限新法將於今年5月15日上路，瑞典郵政及電
信總局表示，若營運商為符合新法而須更改計價標準，且對消費者權
利有影響時，營運商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消費者更改合約之權利。

⚫ NTT docomo手機費最高下調4成
➢ 日本內閣秘書長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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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左右降價空間，電信營運商應還利於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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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費用分離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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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譜計畫與網路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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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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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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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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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
的可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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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樂天行動四家電信商提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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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條件核可四大電信商提出之5G特定基地臺開設計畫。

日本總務省公布5G頻譜分配結果

FCC宣布24GHz頻譜拍賣第一階段結束，總收益達19.88億美元

600MHz頻譜拍賣進帳35億，提升加拿大電信產業競爭

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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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過去兩家電信營運商的網路共用協議簽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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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無線電接入（Radio Access）及高速回程網路（High-speed
Backhaul））範圍，未來將會有三分之二的西班牙人受惠於新的共用網路。

➢ 同時，兩家電信營運商也不排除透過FTTH共同投資，提升光纖覆蓋率。

西班牙電信業者Vodafone及Orange決定延伸其既有網路共用協議，迎接5G時代



頻譜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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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省研擬區域性5G頻譜（ローカル5G）制度，提供全國電信商之外的主體申請，自4
月19日至5月23日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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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於2019年4月初宣布推出農村寬頻部署補貼計畫，承諾挹注204億美元於農村寬頻技
術部署，並宣佈第3次5G頻譜拍賣計畫（Auction 103）將於今年12月10日展開。第3次
毫米波頻譜拍賣則預計將提供3,400MHz的頻譜資源，範圍包括上層37GHz、39GHz以
及47GHz頻段。

FCC推出鄉村寬頻部署計畫與第三次頻譜拍賣計畫

日本展開區域性頻譜意見諮詢

4家英國電信營運商（ThreeUK、EE、O2、Vodafone）近日向Ofcom提出變更3.4～
3.6GHz執照的要求，Ofcom也在4月18至5月19日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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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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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區塊外的功率限制。
2. 端子功率由25dBm提高至28dBm。
3. 移除3605MHz以上頻段邊緣（Band Edge）要求，並在3800MHz以上提出新要求。

Ofcom有意調整3.4-3.6GHz頻段執照規定，並展開公共諮詢

FCC委員Michael O’Rielly近日表示，第三波毫米波拍賣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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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前都未必能
如期完成。

美國3.5GHz釋照可能將延宕



其他通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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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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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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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建議歐盟28個會員國在國家層級方面，必須在6月底前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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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歐盟執委會所建議的計畫為提醒中國科技公司帶來的網路威脅，並非建議會
員國禁止中國供應商。

歐盟執委會提出網路安全建議，並無禁止華為設備

美國參議院提案禁止5G網路國有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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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展開專家座談會
共同研擬解決方案，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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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案以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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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日本全國皆能享受自動駕駛與遠程醫療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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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目標在2023年底解決所有居住地區的無訊號問題

FCC去年12月推出A-CAM計畫（Alternative Connect America Cost Model），規劃未
來10年挹注6,750萬美元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參與計畫的營運商承諾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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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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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M計畫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



近日重要動態

川普簽屬行政命令禁止企業採購華為設備

美國川普總統於美國時間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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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產電信設備，將於未來150日內制訂具體指導方

針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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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於展開5G頻譜釋出諮詢

新加坡於2019年5月7日展開意見諮

詢，將以「最大化5G的經濟與消費

者福利價值」、「促進頻譜稀有資

源的有效配置」、「確保新加坡5G

網路具備信賴與彈性」、「為電信

業者發展注入活水」，規劃於2021

年釋出釋出3.5、26、28GHz，建構

兩個全國性網路，業者可合作申請。

歐盟將26GHz納入5G先驅頻段

歐盟於5月14日發布決議，將24.25-

27.5 GHz（或26 GHz）納入5G先趨頻

段（Pioneer Bands），確定以700 MHz、

3.6 GHz、26 GHz展開5G初期布署。根

據此決議，歐盟成員國可以設定共同

技術條件，於2020年3月底前完成整個

歐洲頻段的協調，並於2020年12月31

日前於5G系統使用26GHz頻段。

資料來源：EU, 2019/5/14. European Commission to harmonise the 

last pioneer frequency band needed for 5G deployment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uropean-commission-

harmonise-last-pioneer-frequency-band-needed-5g-deployment

資料來源：CNN, 2019/5/16. Trump issues order to ban foreign telecom gear that poses security risk

https://edition.cnn.com/2019/05/15/tech/trump-executive-order-telecom-security/index.html

資料來源：IMDA, 2019/5/7. Consultation Paper Issued by the Info-

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Second Consultation 

on 5G Mobile Services And Networks.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papers/second-public-

consultation-on-5g-mobile-services-and-networks/second-5g-public-consultation-7-may-2019-final.pdf?la=e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uropean-commission-harmonise-last-pioneer-frequency-band-needed-5g-deployment
https://edition.cnn.com/2019/05/15/tech/trump-executive-order-telecom-security/index.html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papers/second-public-consultation-on-5g-mobile-services-and-networks/second-5g-public-consultation-7-may-2019-final.pdf?la=en


新加坡於展開5G頻譜釋出諮詢

政策目標
➢最大化5G的經濟與消費者福利價值

➢促進頻譜稀有資源的有效配置

➢確保新加坡5G網路具備信賴與彈性

➢為電信業者發展注入活水

實施策略
➢根據獨立式5GNR網路規範與架構，推動5G於2020年的初期部署；

➢透過至少兩個全國性的5G網路達到持續性的競爭，同時鼓勵網路共享；

➢確保5G網路在初期即具有彈性及可信度；

➢在監管措施具備靈活性，使行動市場得以成長，同時適應技術變革。

IMDA預計於2021年釋出3.5、26、28GHz
諮詢期間：2019年5月7日至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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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頻段

✓IMDA預計於2021年釋出3.5、26、28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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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Hz

26、28 GHz

非限制性頻段：室內／室外使用
限制性頻段：室內／地下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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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規劃與釋出方式

100MHz
非限制+限制使用

50MHz
非限制使用

800MHz 800MHz

3.5GHz

28GHz

電信業者A 電信業者B

⚫ 將3.5GHz以100MHz與50MHz兩塊釋出。
⚫ 順利標得3.5GHz頻段的兩家電信業者將可以額外擁有28GHz的使用權

（各可使用800MHz）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頻譜規劃與釋出方式之相關意見諮詢

15

1. 是否以兩個全國性網路為開端

2. 建議的3.5GHz頻段區塊規劃

3. 5G設備是否能夠以50Mhz為單位支援3.5Ghz頻段

4. 是否要將3.5Ghz剩餘的50MHz（限制性頻段）於本次釋出

5. 建議的3.5GHhz與mmWave的頻段組合，

以及建議的mmWave頻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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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照機制與義務

既有電信業者資格

⚫ 申請內容須包含：
✓ 對於區塊大小的偏好
✓ 部署5G的計畫
✓ 如何達到義務
✓ 提出願意付出的價格（需高於IMDA的底價）

釋照
機制

⚫ 在3.5GHz可使用後的24個月內需提供覆蓋率大於50%的5G獨立網
路（Standalone Networks）

⚫ 在28GHz可使用後的12個月內需要開始使用其頻段
⚫ 建立滿足IMDA要求的5G網路
⚫ 提供5G批發服務供其他電信商或MVNO使用

義務

⚫ 但包含與現有MNO、或兩個/多個以上現有MNO一同合資的企業或財團

執照
長度 12至15年

審查
要件

以「徵求提案（Call for Proposal，CFP）」的方式進行指配



釋照義務之相關意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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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目前規劃之5G網路推動與建設義務之意見

2.對建設義務的衡量方法與標準

3. 5G網路設計、彈性與挑戰，針對可能遇到問題的解決措施建議；
以及在實現可信賴、有彈性的5G網路是否還有其他考量。

4. 5G服務的架構



傳播匯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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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IBC發布OTT 2.0白皮書

2 蘋果推出Apple TV+進攻隨選視訊市場

3 eMarketer公布2019年數位廣告支出預測

4 各國電視產業發展8K規格最新進展

5 NAB宣布將於全美推動ATSC 3.0標準

6

【歐洲：歐盟】

歐盟議會通過新《著作權指令》

7 歐盟研討新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執行細則

8 歐盟執委會首辦媒體素養週，決議媒體素養規管議題

9

【歐洲：英國】

英國釋出《數位世界治理》調查報告，提出網路治理標準

10 Ofcom將針對BBC製播新聞內容進行複查

11 英國提出線上傷害白皮書

12 英國發布數位憲章綱要，投入70億英鎊發展數位基礎建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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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法國通訊主管機關ARCEP呼籲業者加速4G地方普及服務

15 【歐洲：瑞典】 MPRT公布2020年無線電視釋照新法規策略

16

【美洲：美國】

美國家長電視協會呼籲FCC重審電視分級系統

17 美國線上影音訂閱數在2018年首次超越有線電視

18 FCC公布無線電視與廣播執照最新統計數據

19 數位媒體崛起，改變美國閱聽眾影音消費習慣

20 【亞洲：中國】 中國媒體匯流與電信產業最新發展現況



傳播匯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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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21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擬推新法嚴懲「惡意假資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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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本NHK的未來發展方向

24 日本廣播業者呼籲中止AM電臺業務

25

【亞洲：韓國】

韓國KCC公布2019年主要施政計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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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電信營運商收購有線電視，付費電視市場恐面臨重組

28 【亞洲：泰國】 NBTC取消大型OTT寬頻網路附加費徵收計畫

29
【大洋洲：澳洲】

澳洲影視音產業調查報告

30 澳洲擴大影視拍攝獎勵措施，納入SVOD業者



歐盟議會通過新《著作權指令》

• 洲別：歐洲

• 國別：歐盟

• 類別：傳播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3月26日

• 關鍵字：版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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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及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已陸續通過最新版《著作權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各個會員國會在兩年內將該指令轉為國家法令，以落
實新著作權要求。

例外：
1. 新創平臺得享較低限度的管轄與豁免權等，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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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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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在此管轄限制內。

新著作權指令的立法目的主要包括：
1. 提高網站平臺的可信度；
2. 提高新聞撰稿者收取任一形式發佈版權酬庸的機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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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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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提出《數位世界治理》調查報告

• 洲別：歐洲

• 國別：英國

• 類別：匯流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3月9日

• 關鍵字：數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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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在今年 3月初釋出《數位世界治理
（Regulating in a Digital World）調查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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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調查報告建
議應研擬成立新「數位管理局（Digital Authority）」，並提出10大網際網
路監理準則。

10大準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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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環境下的主要業者或企業組織應該接受審查。
4. 開放性：互聯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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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服務應針對兒少用戶有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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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監理制度應基於有效證據，應避免不當或過度監理，以

平衡言論自由。



無線電視於緊急災難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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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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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修改現有《緊急災難事
件廣播守則》不足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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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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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10 月美國進行了全國緊急警報系統
（Emergency Alert System，EAS）測試，由FCC
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國家氣象局
（NWS）等共同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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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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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FCC發布全國緊急警報系統測試分析報告



各國電視產業發展8K規格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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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8K超高畫質影像規格推動獲世界各國業者高
度重視，如美國電視臺在節目製作過程中已使用8K
攝影機；日本目前已著手準備以新規格轉播2020年
東京奧運與殘奧會外；義大利國家電視網RAI亦計劃
在2020年啟用8K服務

• 在製造商方面，為了順利推廣8K產品與內容，多家
品牌於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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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電視產業發展8K規格最新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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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採用ATSC 3.0標準的國家
包括美國及韓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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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宣布推動ATSC 3.0標準



OTT治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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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國家廣播與電信委員會（NBTC）於四月初宣布收回對Facebook和Netflix
等大型OTT業者徵收寬頻網路附加費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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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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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終泰國NBTC宣布暫停此項徵收計畫。

泰國NBTC取消大型OTT寬頻網路附加費徵收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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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國際串流巨頭如Netflix、
Amazon等在當地投入更多資金。

澳洲擴大影視拍攝獎勵措施，納入SVOD業者

• 歐盟執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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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涵蓋超過150個隨選視訊服務和
3萬5千部歐洲電影清單，目的是為了促進歐洲VOD市場之透明度，讓導演、製
片、電影基金和監理機關等可透過系統追蹤VOD電影銷售情形，進而促進其交
易與流通

歐盟執委會推出首個隨選視訊（VOD）影音資料庫



無線電視移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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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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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當地政府和民眾無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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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於歐盟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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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Mhz以下的低頻頻段，以因應5G行動通訊網路發
展。

• 歐盟執委會為確保各會員國能無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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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亦表示，未來將協助民眾協助購置新的無線電視接
收裝置，包括於集合式住宅（Collective Buildings）大樓添購新的無線天線接
收器材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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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2月FCC發布公告，廣播電視頻段重組獎勵拍賣計畫進度超前，FCC規定改
變頻率的電臺必須要在頻率轉換前至少30天顯示更新的資訊，並在今年2月成
立服務中心提供線上資料查詢，以因應地區電視頻道轉換過渡期，協助用戶重
新搜尋頻道。

美國FCC專責成立用戶服務中心，協助消費者接收新無線電視頻段



創新應用類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Ericsson：AR是遊戲的未來

2 AI如何豐富與改善我們的生活

3 人工智慧展望：革命性技術的未來是什麼？

4

【歐洲：英國】

AI查核框架及核心組成

5 英國政府資助研發數位醫療技術

6 零售業是運用及投資AI的重要產業之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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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美洲：加拿大】加拿大AI及國際發展趨勢

9

【美洲：加拿大】

FTC發布2018年隱私和數據安全年度報告

10 數位經濟占美國2017年GDP的6.9%

11 自動化對美國就業市場之影響

12 【亞洲：跨國】 GSMA報告：太平洋島嶼國家掀起行動支付革命

13
【亞洲：中國】

中國物聯網平臺、IT私有雲市場與資訊安全發展趨勢

14 中國目標在2030年前爭取AI全球主導地位

15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因AI治理及道德倡議獲國際殊榮

16 【大洋洲：澳洲】澳洲展開AI道德框架諮詢

26



歐盟發布AI倫理準則

• 洲別：歐洲

• 國別：歐盟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4月9日

•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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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準則草案為基礎，
並公開匯集500多項意見及
完成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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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原則。

歐盟以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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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符合賦予權力與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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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福祉與問責性等七大要素。

歐盟於2019年4月9日

發布「AI倫理準則」

依據 原則

核心要素效益



• 洲別：歐洲

• 國別：英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技術面

• 資料日期：2019年3月22日

• 關鍵字：數位轉型、5G、無

線技術、頻譜

Ofcom報告：無線技術如何協助推動創新

28

Ofcom報告：無線技術如何協助推動創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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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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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個電網的數據，以便更有效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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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企業需求遠超過現有技術，正尋求4G、5G和WiFi以協助改進。

• Ofcom職責是確保未來可將頻譜用於無線連接，並確保各組織使用不同

的頻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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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各國推動AI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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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資 訊 委 員 辦 公 室

（ICO）闡述AI審核框架。

AI框架包含兩個關鍵組成

要素：

(1) 治理和問責制：是組織

管理AI應用的必要措施，

以符合數據保護要求。

(2)AI的特定風險領域：可

能出現潛在數據保護風險，

以及風險管理方式改變。

加拿大於2018年G7峰會中

提出AI的願景，主要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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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內創造超過

16,000個工作機會。

目前，AI相關的新創企業

數量在主要城市中已達約

650個，年增率為28%。

澳洲政府就AI道德框架啟
動諮詢，持續至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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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AI系統開發過程中實施的
關鍵原則和措施。

提出八項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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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AI查核框架 加拿大AI發展趨勢 澳洲展開AI道德框架諮詢



【美洲：美國】美國在創新應用重要動態(1/2)

•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於2019年3月發布《2018年隱私和數據

安全工作年度報告》，總結該年度消費者隱私和數據安全的執法情形。

• FTC採取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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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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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FTC發布2018年隱私和數據安全年度報告

• 美國經濟分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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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產業類別中排名第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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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從事數位經濟工作的平均年薪為132,223美元，美國人均年

薪為68,506美元。

數位經濟占美國2017年GDP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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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美國】美國在創新應用重要動態(2/2)

針對自動化對該國工作職場的影響進行調查，獲得以下發現：

• 82%的美國成年人預估至2050年工作職場將大部分實現自動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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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的受訪者認為在已發生自動化的工作職場，自動化帶來傷害大於幫助；

• 受訪者認為自動化將取代某些產業的人力，例如77%受訪者表示快餐人員工

作將被自動化取代，其他像保險理賠人員（65%）、軟體工程師（53%）和

法律助理（50%）等；

• 年輕人（18至24歲）中有13%的人與兼職人員中有11%的人，因自動化導致

失業或降低工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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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自動化程度愈高，政府是否應照顧失業者的看法分歧，正反兩面意見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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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對美國就業市場的影響

美國智庫Pew Research Center發布



【亞洲：中國】中國在創新應用之發展趨勢(1/2)

• 洲別：亞洲

• 國別：中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4月8日

• 關鍵字：IoT、雲計算、

資訊安全

物聯網平臺：預測中國物聯網平臺支出

在近5年內（2018-2022年）持續成長，主

因為完善核心應用、落實生態體系與推

進垂直產業優勢。

IT雲計算市場：中國於2018年IT基礎設

施在公有雲、私有雲和非雲計算領域皆

呈現成長，以公有雲投資最顯著。

資訊安全：透過法律規範加大IT監管力

度，並擴大資安解決方案的整體支出，

顯示對資安重視程度持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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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物聯網平臺、IT雲計算市場
與資訊安全高速成長



【亞洲：中國】中國在創新應用之發展趨勢(2/2)

• 洲別：亞洲

• 國別：中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3月27日

• 關鍵字：AI

市場現況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都積極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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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三步走戰略

第一階段：2020年達與

世界先進國家同等水準

第二階段：在 2025年前

實現各領域AI突破性應用

第三階段：在2030年前

成為全球AI領導者，並

創造1兆元人民幣的產值

GSMA發布《2019年中國行動經濟發展報告》

討論行動生態系，包括營運商的財務、

5G、電子商務、區塊鏈及AI等議題

中國目標在2030年前爭取AI全球主導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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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創新應用重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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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如何藉由區塊鏈技術獲益？

• EC發布區塊鏈事實清單（Blockchain Factsheet），截至2019年4月，歐盟區塊鏈新創企業

透過首次代幣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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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研發支出已達1.41億歐元，至2020年將達3億歐元。

• 歐洲運用區塊鏈技術的主要產業，以技術、IT、電信產業占25.76%；政府服務占19%；

及金融服務、Fintech、KYC、AML占14.9%為主。

• 歐盟正透過廣布專業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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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措施，支持區塊鏈技術發展。

歐洲執委會發布歐洲AI的發展概況

• EC發布歐洲AI事實清單（Factshe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urope），預估到2025年，

自動化對經濟的影響每年將達6.5至12兆歐元。

• EC為提高研發能力投入大量資金，在AI領域投資26億歐元；在機器人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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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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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創新應用重要動態

35

英國政府宣布推動物聯網新法律

•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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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出強制性新標籤計畫（Mandatory New Labelling Scheme），告訴消費者智

慧產品符合安全性，強制要求符合當前的『設計安全』作業規範中規定的三大

安全要求，包括物聯網設備密碼必須是唯一且不可重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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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普勒斯簽署創新雷達宣言，成為第22個簽署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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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克羅

埃西亞、希臘、羅馬尼亞、西班牙與賽普勒斯等5國相繼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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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新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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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Foreseeing

前瞻

Opportunity

契機

Uniqueness

獨特

Reputation

榮譽

36

⚫ 通傳會綜規處高念慈專員

nancyG@ncc.gov.tw

⚫ 台經院研四所陳思豪副研究員

d32678@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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