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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主席表態將支持T-Mobile和Sprint合併

• 洲別：美洲

• 國別：美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5月20日

• 關鍵字：併購、電信、

市場集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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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T-MOBILE為公司名稱，

承諾6年內打造偏鄉5G服務，3年內不調漲價格

FCC 主席認為對於美國偏鄉5G發展有獨特機會

委員Carr認為有助於未來5G產業整體發展

聲明引起部分電信公司與消費團體反彈

認為此合併案缺乏透明度且無採納其他專家意見



歐洲電視業者集結聯盟，共同對抗串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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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別：歐洲

• 國別：跨國

• 類別：傳播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5月15日

• 關鍵字：無線電視、OTT、

Netflix、Amazon、策略結

盟

為了對抗跨國串流影音服務的激烈競爭，歐洲電視業者近期積極展開合
作關係，並傾向以「在地化」廣播服務為策略核心，來強化與國際串流
影音的服務差異，期許以此優勢贏回市場。

例如，法國電視臺TF1、France Televisions和M6將共同推出訂閱隨選
服務Salto，主打在地內容；德國ProSeibenSat1和Discovery合作推出
電視串流服務Joyn，部分節目搶先傳統電視首播，並提供節目30天回看
服務；英國公共電視BBC聯合ITV、Channel 4，等於2002年共同推出
Freeview服務後，2019年1月更新推出行動應用程式版本，讓用戶可以
透過手機觀看電視節目內容。

對於這些傳統電視業者而言，彼此合作以共同對抗跨國串流影音服務有
可能損害其原有利益，例如可能會與原有電視廣告業務相競爭，降低銷
售影音作品版權至第三方平臺的潛在利益。但整體而言，廣播電視業者
之間已紛紛出現策略結盟或合作趨勢，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服務選擇。



德國廣播技術研究所IRT
利用5G進行無線電視廣播測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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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別：歐洲

• 國別：德國

• 類別：匯流

• 子分類：技術面

• 資料日期：2019年5月9日

• 關鍵字：5G、無線電視、廣

播、軟體定義無線電、德國、

IRT、BR

德國無線廣播技術研究所（IRT）於今年5月9日與德國公共電視Bayerischer
Rundfunk（BR）、電信營運商Telefónica Germany、無線廣播設備相關業
者Rohde & Schwarz與Kathrein等，共同透過5G行動通訊進行無線電視廣
播技術測試成功。

此實驗計畫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山區進行，透過2個高功率的廣播發射站進
行影音播送，結果證實可有效覆蓋半徑60公里的大範圍區域。未來若實際運
行，可望大幅提高無線電視的接收品質，並降低電視臺佈建發射站的成本。

早在2017年，德國公共電視BR和IRT即展開「5G Today」實驗計畫，目的是
希望透過5G行動通訊來改善無線電視的接收效益，讓用戶在不用額外付費的
情況下，也可以透過5G於行動裝置中接收無線電視內容。

未來將與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智慧電視等設備業者合作，讓用戶透過行
動裝置連結5G即可觀看電視節目內容。5G Today實驗計畫預計將持續至今
年10月底為止，未來將視研發結果做一步的商業利用與評估。



英國政府宣布推動物聯網新法律

• 洲別：歐洲

• 國別：英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5月1日

• 關鍵字：物聯網

5

諮詢議題：就消費者物聯網安全的監

理建議進行諮詢

諮詢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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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標籤將

告訴消費者各項智慧產品符合安全性，

意味著業者未來只能銷售具備物聯網

安全標籤的產品。

英國政府正與國際夥伴合作，以確保

推動的一致性，並於諮詢中提出有可

能影響全球設備的安全性建議，以滿

足英國未來的標準。

包括(1)物聯網設備密碼必須是唯一

的，且不可重製；(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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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造商明確說明

設備接收安全更新的最短時間。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

體育部（DCMS）

諮詢物聯網新法律

議題時間 新措施

安全要求國際合作



CEF Telecom：
歐盟投資4,100萬歐元，以數位方式連接歐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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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 關鍵字：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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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編列10.4億歐元（2014-2020年）

預算

以支持歐盟各國部署數位服務基礎設

施，包括資訊安全、電子衛生保健、

電子採購、線上爭議解決、電子司法

和開放數據等領域，以建構更安全的

網路環境。

預計2019年CEF Telecom將資助創新

和網路執行署（INEA）4,820萬歐元，

幫助歐洲公共管理部門和企業建構數

位服務的核心平臺。

融資83個項目，共4,100萬歐元。項

目包含提供資訊安全1,140萬歐元、

電子衛生保健470萬歐元、電子採購

220萬歐元、電子司法入口網站170萬

歐元、開放數據2,070萬歐元等。

歐盟執委會（EC）

連結歐洲設施計畫（CEF）

電信項目（CEF Telecom）

預算 目的

融資項目新項目



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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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5G將在生活與工作場域帶來改變

2 5G NR商用現況

3 全球5G安全會議提出「布拉格提案」聲明

4 【歐洲：歐盟】 歐盟投資1億歐元發展7大5G研究計畫

5

【歐洲：法國】

法國對放寬01～05地理號碼進行公眾諮詢

6 法國開放2.6GHz TDD頻段

7 法國3.4～3.8GHz頻段公眾諮詢決議草案

8 法國政府向ARCEP提出明確的5G政策方向

9
【歐洲：英國】

Ofcom有意調整3.4-3.6GHz頻段執照規定，並展開公共諮詢

10 英國EE確定首波5G商用日期

11 【歐洲：丹麥】 丹麥700MHz、900MHz和2300MHz拍賣金額達21.2億丹麥克朗

12 【歐洲：波蘭】 波蘭規劃2020年釋出26GHz頻段供5G使用

13

【美洲：美國】

FCC批准SpaceX Starlink計畫修正要求，預計於5月底發射衛星

14 FCC A-CAM計畫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

15 美國CBRS頻譜共用機制已趨成熟

16 美國3.5GHz釋照可能延宕

17 美國眾議院通過寬頻接取法案，待參議院立法審核

18 FCC將於今年12月10日拍賣37、39及47GHz頻段

19 FCC提議開放1675-1680MHz頻段供行動通訊服務使用

20 FCC宣布重新配置既有39GHz執照，以利年底第三次5G頻譜拍賣

21 Google投資連接美國與智利的「Curie」海纜已鋪設完成



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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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22

【美洲：美國】

川普簽屬行政命令禁止企業採購華為設備

23 FCC主席呼籲重新評估5.9GHz頻段，未來或可用於Wi-Fi

24 美國四大電信公司承諾FCC將不再對外販售用戶定位資料

25 FCC提議讓電信業者封鎖自動語音電話

26

【亞洲：日本】

NTT docomo手機資費最高下調4成

27 日本電信使用者更換品牌意向調查

28 總務省行動電話基地臺整備研究會報告書公開徵詢意見

29 日本目標在2023年底解決所有居住地區的無訊號問題

30 軟銀攜手Google開發5G「飛行基地臺」

31 總務省針對IoT時代的電信號碼展開意見徵詢

32

【亞洲：韓國】

韓國政府與MNO合作成立特別小組處理5G服務問題

33 SKT公布「5G覆蓋區域地圖」，將強化建物內5G覆蓋率

34 韓國5G服務市場發展現況

35 【亞洲：臺灣】 臺灣5G快馬加鞭，爭取明年5G商用

36

【亞洲：中國】

中國聯通將於5月推出商用5G服務

37 中國電信將率先於浙江省推動獨立式5G商用

38 中國計劃10月啟動全國5G商用

39 【亞洲：印度】 印度5G發展

40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展開5G政策與釋照公眾諮詢

41
【大洋洲：澳洲】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否決電信營運商VHA及TPG合併

42 Telstra開始提供澳洲首個5G商用服務



國際5G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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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G安全會議
提出「布拉格提案」聲明

提案針對「政策 」、「技術」、 「經濟及安全」 ，
「隱私和彈性」四個面向提出建言

建議各國應把第3國與供應商可能造成的整體影響納入考
量，尤其應考慮第3國的治理模式中是否缺乏安全合作協
議或類似機制，以及該國是否為網路犯罪或數據保護協
議的締約國等。

另外，各國政府針對供應商和網路技術進行安全風險評
估時，應考量法治、安全環境、供應商不法行為等，且
應符合開放、互操作性、安全標準及產業最佳作業流程。

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
德、日、韓、澳等30多國參與，
會 後 公 布 一 項 不 具 約 束 力 的
「布拉格提案」聲明，以因應
未來5G時代潛在安全威脅。

歐盟投資1億歐元發展7大5G研究計畫

⚫ 5G SMART：發展智慧工業

⚫ 5GDrones：無人載具實驗

⚫ 5G-HEART：研究醫療、運輸、水產養殖

⚫ 5G-VICTORI：研究交通、能源、媒體等

⚫ 5G-TOUR：為3個城市的遊客、居民、患者進行商用服務實驗

⚫ 5G-SOLUTIONS：驗證5G的性能可讓垂直市場發展更卓越

⚫ 5GROWTH：將AI自動化的5G點對點解決方案應用於垂直產業，含工業4.0、交通、能源

計畫自今年6月啟動，並與3個5G跨國試驗計畫相輔進行



歐洲5G頻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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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3.4～3.8GHz頻段公眾諮詢決議草案
➢ 法國預定將3.4～3.8GHz頻段用於5G NR網路。
➢ 2019年5月ARCEP基於各方意見以及專家委員會研析，決定同步保留LTE和5G技術兼

容的框架結構；允許不採行此框架，但不得干擾此框架的使用者。

波蘭規劃2020年釋出26GHz頻段供5G使用
➢ 歐盟執委會決議，2020年底前會員國必需至少提供26GHz頻段1GHz可用頻寬。
➢ 目前波蘭26GHz頻段供民用及軍用，民用限制在無線電鏈（Radio Link）以及LMDS 無線
電系統（Loca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 Radio System），波蘭政府電子通信辦公室
（UKE）承諾重整收回現有頻譜，以更大區塊方式釋出。

法國政府向ARCEP
提出明確的5G政策方向

⚫ 提升行動網路覆蓋率：政府期望5G中第一個
拍賣的3.4～3.8GHz頻段有助於提高覆蓋率。

➢ 目標為2020年完成部分都市的覆蓋、2025年
覆蓋範圍需涵蓋主要運輸路線。

⚫ 加強垂直應用：以垂直應用發展多元化服務
（含能源、醫療、媒體等）。

⚫ 維持市場競爭：允許至少4家營運商可提供5G
服務。

⚫ 底價：在2019年夏季訂出底價，底價需反應
網路發展空間、期望用途和部署目標。

法國政府在2018年為5G訂定發展
目標為5G頻率的分配、促進5G工
業用發展、促進5G基礎建設的部署
和確認部署的透明性。

2019年5月10日
法國政府發布最新5G政策方向



美國5G頻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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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提議開放1675-1680MHz頻段供行動通訊服務使用
➢ FCC提議重新徵詢與規劃1675-1680MHz頻段供地面固定與行動網路作彈性使

用（航空行動業務不在此列），以確保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於
該頻段的既有天氣預報服務及未來商業用途可共用頻譜而無損雙方權益。

FCC宣布重新配置既有39GHz執照，以利年底第三次5G頻譜拍賣
FCC於2019年5月14日公告將重新配置與修正既有39GHz執照，以利於12月10日
舉行的第三波5G頻譜拍賣（Auction 103），並以100MHz為單位頻寬釋出。
FCC提出三種調整方案供既有執照持有者選擇：
1. 依據FCC建議配置修改其執照範圍
2. 符合FCC規定前提下，依據執照持有者之意願修改執照範圍
3. 放棄現有執照，換取獎勵金及新頻譜競標機會

依據執照持有者所選方案，FCC將進行相應的程序完成執照修改及獎勵金的計算
與支付。

FCC主席呼籲重新評估5.9GHz頻段，未來或可用於Wi-Fi 
FCC主委Ajit Pai在Wi-Fi世界大會（Wi-Fi World Congress USA）上呼籲，目前美國
中頻段相當匱乏，5.9GHz頻段未來可選擇繼續供C-V2X及其他車業技術執照使用，
並區分出免執照使用頻段，或是重新分配75MHz的頻寬作免執照使用。



5G頻譜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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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丹麥】丹麥700MHz、900MHz和
2300MHz拍賣金額達21.2億丹麥克朗
➢ 丹麥能源署（Danish Energy Agency，DEA）

在今年2月至3月進行700MHz、900MHz和
2300MHz等頻段的頻譜拍賣，競標金額達
21.2億丹麥克朗。

➢ 建設義務上，取得700MHz、900MHz之營運
商須在2022年4月前於丹麥212個未提供服務
區域，提供上行3Mbps與下行30Mbps服務。

【美洲：美國】美國3.5GHz釋照可能延宕
FCC委員表示， FCC正膠著於拍賣軟體的開發與其他技術性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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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美國】FCC將於今年12月10日拍賣37、39及47GHz頻段
➢ FCC主席Ajit Pai表示於今年底12月10日開始的37、39及47GHz頻譜拍賣為

2020年施政重點項目，並規劃釋出3.4 GHz頻段作為商用。
➢ 美國部署5G網路預估將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提升私人投資金額達2,750

億美元，並增加5,000億美元經濟成長。



通訊政策

【美洲：美國】FCC A-CAM計畫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

➢ FCC去年12月推出A-CAM計畫（Alternative Connect America Cost Model），規劃未來
10年挹注6,570萬美元提升農村和企業網路品質。估計全美43州將有超過10.6萬戶農
村家庭與小型企業受惠於FCC改革普及服務基金。

➢ A-CAM計畫營運商承諾提供下載速度為25Mbps，上傳速度為3Mbps的網路服務。

➢ 美國FCC規定必須在2022年底前完成40%網速提升建置，並於2028年前以每年增加
10%的進度完成計畫。

【美洲：美國】美國眾議院通過寬頻接取法案，待參議院立法審核

議院通過寬頻接取法案（Acess Broadband Act），後續將待參議院進行立法審核批准。
寬頻接取法案立法目的係為促進低度開發地區之寬頻接取，法案要旨包括：

（一）建立NTIA所屬機關之網路連接與促進辦公室

（二）督導網路連接與促進辦公室之小型企業與地區社群的接取事務，
包括小型業務研習坊與其他支援資源；

（三）簡化小型企業與地方政府申請聯邦寬頻補助之程序，並且加強政府與私部門之協調。

【亞洲：日本】日本目標在2023年底解決所有居住地區的無訊號問題

總務省自2018年11月展開研擬解決方案，近期於報告草案訂定目標，於2023年底解決
所有居住地區無訊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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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政策

【歐洲：法國】法國於4月25日對放寬01～05地理號碼進行公眾諮詢
➢ 目前法國大都會開頭為「01」至「05」的號碼共分配至412個主要撥號代碼（Primary Dialling

Codes）區域，屬地理號碼，但當用戶移出，便無法保留原始號碼。
➢ 為解決現行編碼計畫地理劃分產生的不便，ARCEP建議透過兩階段逐步放寬開頭為「01」至「05」

號碼的地理限制。自2020年1月1日起，營運商可在用戶移轉至其他區域時為其保留原始號碼；
而自2023年1月1日起，地理號碼核配將不再受地理結構限制。

【美洲：美國】FCC提議讓電信業者封鎖自動語音電話
➢ FCC主席Ajit Pai近日提議要求電信業者預設封鎖自動語音電話，並要求電信業者允許用戶拒接通

訊錄以外的電話號碼。
➢ 自動語音電話在美國相當猖獗，美國民眾在2017年總計收到305億通非法自動語音電話，去年再

提高到480億通，同時它也是民眾向FCC投訴的第一名。
➢ 過去相關工具礙於法令未有明確規定無法採用。如今，提案將為封鎖工具帶來合法性，而FCC也

呼籲業者免費提供這類工具。

【亞洲：日本】總務省針對IoT時代的電信號碼展開意見徵詢
➢ 總務省設置IoT時代電信號碼研究會，並彙整成報告書於2019年5月16日至6月14日公開徵詢意見。
➢ 報告書指出，預期未來SIGFOX、LoRa、ELTRES等新的無線電系統日漸普及，IoT機器數量將急遽成

長。儘管2017年已設置M2M等專用號碼020（11碼，號碼容量：8,000萬），但若以獲核配020號
碼業者提供的資料進行試算，預估在2022年內可指定號碼將會枯竭。因此，總務省擬將由現行
11碼的020號碼增加為14碼的020-0，以確保增加100億的號碼容量。

➢ 至於國際行動用戶識別碼（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簡稱IMSI），總務省則擬將
行動國家代碼（Mobile Country Code，簡稱MCC）為441之行動網路碼（Mobile Network Code，
簡稱MNC）由現行的2碼增加為3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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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行動電話

號碼作物聯網

服務使用
設立物聯網

專用號碼

補充資料：物聯網號碼與定址

15

E.212

號碼

IP位址

E.164

號碼

規劃時間 號碼開頭 號長

韓國 2012 012 11碼

中國大陸 2012
140xx-144xx

、1064xx
13碼

法國
2015
2017

336、337
11碼
15碼

香港 2014 4500x 12碼

印度 2016
559、575、

576、579、597
13碼

比利時 2011 077 13碼

新加坡 2017 144xx 13碼

日本 2017 020 11碼

我國 2017 040 15碼

⚫ 設立物聯網/M2M專用號碼
➢ 因應M2M與物聯網號碼需求
➢ 僅限機器對機器使用
➢ 有限的語音通訊

註：中國大陸物聯網電信號碼規劃，包含兩類，其一為含語音服
務的140xx-144xx號碼，其二為僅限於非語音業務的機器通信號碼。

日本、我國、新加坡、比利時、印度、
香港、法國、中國大陸、韓國

英國、德國、
美國、澳洲等

⚫ 僅以行動電話號碼作物聯網服務使用

• 國際普遍意見認為現階段行動電話號碼資源充足，足夠提供物聯網服務使用

• 物聯網定址除E.164電信號碼外，尚有內部路由號碼、SIM卡(E.212)、設備識別與 IP位址等

• 物聯網/M2M專用號碼僅限機器對機器使用，及有限的語音通訊，碼長普遍大於行動電話號碼

物聯網號碼長度調整：

➢ 法國於2012年發布物聯網號碼長度為11碼，自2017年7月起新發放號碼長度為15碼

➢ 印度自2016年規劃物聯網號碼長度為13碼，自2018年7月開始發放號碼，而原以市內電話、行動電話號碼為物聯網使用（碼長10
碼），須於2018年10月至12月遷移號碼

➢ 日本總務省2019年研議將由現行11碼的020號碼增加為14碼的020-0（尚未確立）

設立物聯網
專用號碼

國家 號碼開頭 碼長

英國 071-076、077-079 10碼

德國 015、016、0162、0163、017 11碼

美國 5XX-NXXX-XXXX 10碼

澳洲 04、0515 10碼

資料來源：台經院，2019。



通訊市場

【美洲：美國】美國四大電信公司承諾FCC將不再對外販售用戶定位資料
➢ 2018年至2019年間陸續有AT&T、Verizon、T-Mobile、Sprint因違反《聯邦通訊法》第222條，將用

戶位置資料售予第三方而遭到集體起訴的消息。
➢ FCC委員Jessica Rosenworcel於5月1日再次要求4家電信業者停止銷售用戶地點資訊；Verizon表示

去年11月已停止此類交易，而AT&T、T-Mobile則是今年初停止，Sprint則保證6月開始將不再與外
部業者續約，目前僅支援一家道路救援及一家公益彩券業者使用適地性（LBS）服務。此外，
AT&T與Verizon則補充在緊急狀況時還是會提供用戶的定位資料，如911服務。

【亞洲：日本】日本電信使用者更換品牌意向調查
➢ 日本MMD研究所在4月發表針對日本6大電信營運商（Docomo、AU、SoftBank、Y！Mobile、樂天

Mobile、UQ mobile）使用者轉換他家電信品牌方案的意向調查。
➢ 6大電信商的使用者中有意更換電信品牌的平均比例為18.8%、其中一半以上的使用者想在一年內

變更品牌。
➢ 有意轉換電信且目前使用Docomo、AU、SoftBank的使用者，契約方案為3年以上的比例高達70%。

有意轉變品牌的使用者，大部分偏好未來改用樂天Mobile、Y！Mobile、UQ mobile，其原因為樂
天Mobile可以累積點數、而Y！Mobile和UQ mobile提供的方案較便宜。

【大洋洲：澳洲】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否決電信營運商VHA及TPG合併
➢ 澳洲Vo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VHA）與澳洲TPG電信公司（TPG Telecom Ctd）去年8月提出合

併申請。
➢ ACCC以合併將大幅降低行動服務產業競爭為由，否決該合併案。
➢ 澳洲通訊市場集中，行動市場方面，Telstra、Optus及Vodafone三家電信商市占率超過87%；而固

網寬頻市場方面，Telstra、TPG、Optus則佔85%。倘若兩家公司放棄合併，TPG將依照原先計畫
推出其固定與行動網路服務，提供消費者更大數據量與更低的價格，並與現有業者Telstra、
Optus及Vodafone展開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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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商用 1/2

17

【歐洲：英國】英國EE確定首波5G商用日期

➢ EE宣布5月30日起在英國6大城市啟用英國首波的5G服務，並計畫盡快擴展5G服務到
另外10個大都會。

➢ EE預計將使用5G非獨立網路（5G Non-Standalone，5G NSA）直到2022年，同時部署
5G核心網路。計畫以每個月設置100臺基地臺、在2020年5月底設置2,000臺基地臺。

➢ 資費部分，包含5G資費與5G手機的綑綁服務最低費用為每月54英鎊起（5G Smart 
Plan，含10GB數據流量、不限業者免費行動通話及免費簡訊），而單純資費服務最
低則為每月32英鎊（含20 GB數據流量、不限業者免費行動通話及免費簡訊）。

【亞洲：韓國】
SKT公布「5G覆蓋區域地圖」，
將強化建物內5G覆蓋率

➢ 韓國SKT於4月23日公布5G覆蓋區域地圖
➢ SKT視強化室內5G覆蓋率為目標，並將覆蓋

率焦點放在使用者集中的都市樞紐，如購
物中心、機場；

➢ 預計於下半年擴張5G覆蓋範圍，強化地鐵、
公園等地點之5G覆蓋率。



【亞洲：韓國】韓國5G服務市場發展現況

韓國三大營運商SKT、KT及LG U+皆已推出5G服務，用戶達26萬名，其中KT於
2019年4月5日推出5G商用服務後，5G用戶數於1個月內已超過10萬名。

5G電信資費方面，目前最便宜5G方案為每月55,000韓元（約新台幣1,454元），
用量超過8至9GB後，降速至1Mbps；進階方案如5G吃到飽方案及額外提供裝
置共享服務，則至少需月繳80,000韓元（約新台幣2,113元）。

【亞洲：中國】中國計劃10月啟動全國5G商用

中國預計於2019年10月1日啟動全國5G商用，屆時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和中國
移動將開通3萬至5萬不等的基地臺，訊號覆蓋全國40餘座城市，可望成為全
球第3個5G商用的國家。

【大洋洲：澳洲】Telstra開始提供澳洲首個5G商用服務

澳洲最大的營運商Telstra於2019年5月22日起提供5G商用服務，採用5G非獨立
系統（5G NSA），使用3.5 GHz（n78）頻段與Ericsson的通信設備。

5G商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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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 Intelligence建議區分5G資費方案不應該侷限於數據流量，
亦應將網路績效指標，如流通量與網路延遲率納入其中。

補充資料：5G行動服務資費現況與趨勢

資料來源：彙整自Mobile World Live. 2019. Intelligence Brief: How much will we pay for 5G.

• 目前國際上推出的5G行動服務可分為兩大類計費方式：

19

5G吃到飽方案 5G流量計費方案

➢ 每月5G平均資費約89美元 (約2,829台幣)

➢ 較4G吃到飽方案平均約68美元
(約2,161美元)昂貴。

➢ 5G平均為$13/GB (約413台幣)

較4G平均$17/GB (約540台幣)便宜。

比較各家業者4G與5G每月資費差距，視方案是否有附加
服務，差距約從5美元至72美元不等。

消費者將以較低的價格。取得相同流量、傳輸速度更快、
數據量更大的服務。



補充資料： 5G行動服務資費 – 吃到飽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Mobile World Live. 2019. Intelligence 
Brief: How much will we pay for 5G.彙整更新

國家 MNO 5G方案 5G與4G平均資費比較

南韓

KT
（2019/4）

• 家庭方案享最高五折優惠，數據流量提升至
3MB/s，升等為VVIP

5G：$87（約2,765台幣）
4G：$36（約1,144台幣）
價差：$51（約1,620台幣）

LG Uplus
（2019/4）

• 附贈境內通話、簡訊與行動電視等吃到飽服務
（同4G方案）

5G：$76（約2,416台幣）
4G：$71（約2,256台幣）
價差：$5（約158台幣）

SK Telecom
（2019/4）

• 其最低5G吃到飽為$80（約2,543台幣），無其
他附加服務

5G：$93（約2,965台幣）
4G：$84（約2,669台幣）
價差：$9（約286台幣）

美國 Verizon
（2019/4）

• 各家業者中最便宜之吃到飽方案
• 平均價格高出4G約$18，享加拿大與墨西哥免

費漫遊與Apple Music

5G：$58（約1,843台幣）
4G：$40（約1,271台幣）
價差：$18（約572台幣）

瑞士

Swisscom
（2019/5）

• 目前最昂貴之5G吃到飽方案
• 用戶可選擇$198/1GB/s（約6,294台幣）或

$89/300Mb/s（約2,829台幣），前述兩種方案
皆享有歐洲、加拿大、美國免費漫遊，並加贈
Swisscom TV

5G：$144（約4,577台幣）
4G：$72（約2,288台幣）
價差：$72（約2,288台幣）

Sunrise
（2019/5）

• 僅比4G吃到飽方案多出10美元，相當於$74的
4G標準方案或附加漫遊服務之$105方案

5G：$94（約2,988台幣）
4G：$84（約2,669台幣）
價差：$10（約317.8台幣）

英國 EE
（2019/5）

• 英國首個推出5G商用方案業者
• 有流量上限，不提供吃到飽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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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5G行動服務資費 –流量計費方案

國家 MNO 5G方案與平均資費

南韓

KT
（2019/4）

$46/8GB（約1,525台幣）=$5.75/GB（約182.79台幣）

LG Uplus
（2019/4）

最高數據量：$63/150GB（約2,002台幣）=$0.42/GB（約13.35台幣）
較低數據量：$46/9GB（約1,462台幣） =$5.11/GB（約162.44台幣）
• 上述方案皆有行動電視與網路共享（Tethering）服務

SK Telecom
（2019/4）

$63/200GB（約2,002台幣）=$0.32/GB（約10.14台幣）

美國 Verizon
（2019/4）

無

瑞士

Swisscom
（2019/5）

無

Sunrise
（2019/5）

$13/GB（約413.27台幣）
• 較平均4G每GB價格高13美元

英國 EE
（2019/5）

$1.40/GB（約44.50台幣）
• 以1GB價格來說，為最便宜之方案
• 選擇最高流量之用戶每GB價格為1美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Mobile World Live. 2019. Intelligence Brief: How much will we pay for 5G.彙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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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匯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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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四大收視率調查公司合作組成全球媒體閱聽眾測量聯盟

2

【歐洲：跨國】

Facebook擴大假消息查核語言範圍

3 歐洲各國付費電視剪線潮現況

4 歐盟影視觀測平臺公布歐洲隨選視訊內容2018年報告

5

【歐洲：歐盟】

歐盟執委會將提撥1.5億歐元協助西班牙無線電視移頻計畫，以發展5G通訊

6 歐盟執委會推出首個隨選視訊（VOD）影音資料庫，以促進歐洲電影內容的跨境流通與交易

7 歐洲廣電聯盟：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信賴差距逐漸擴大

8 【歐洲：英國】 BBC展開5G廣播測試計畫

9

【歐洲：法國】

法國政府延後數位無線電視傳輸管理法令終止時間

10 法國政府提議以公眾諮詢方式與平臺機制對抗假新聞傳播

11 法國公布對抗假消息治理辦法

12 【歐洲：德國】 德國廣播電臺提供視覺廣播服務

13 【歐洲：芬蘭】 芬蘭針對無線電視頻道編號進行公眾諮詢

14

【美洲：美國】

FCC發布全國緊急警報系統測試分析報告

15 FCC提議對有線電視出租頻道規定進行改革

16 FCC提交電視內容分級系統審核報告



23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7

【亞洲：日本】

日本2019年電視及廣播營收預測

18 總務省公布無線電視節目製作與交易最新調查結果

19 總務省因應網路平臺事業興起，跨部會制定整備工作

20 【亞洲：韓國】 KCC公布韓國2018年廣電市場競爭評估報告

21

【亞洲：中國】

中國廣電總局釋出2018年廣播電視行業統計公報

22 廣電總局公布《廣播電視衛星應用總體規劃（2018-2022年）》

23 中國政府啟動「劍網2019」行動，打擊網路侵權盜版

24 【亞洲：香港】 香港公布《2019廣播及電訊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25
【亞洲：印度】

印度電信管理局發布有線電視新治理框架白皮書

26 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規管OTT內容

傳播匯流動態



各國5G無線廣播測試計畫

24

英國BBC於今年2月起開始於蘇格蘭奧客尼群島（Orkney）中的思特朗賽島
（Stronsay）展開5G廣播電視測試計畫，目前該試驗計畫已經展現出具體成果，有
90%的受試者表示對於5G行動通訊服務感到滿意；100%民眾對於透過5G訊號接收
無線電視訊號範圍感到滿意；而在5G接收無線電視訊號的整體品質上，則有超過
50%民眾滿意其服務。此試驗計畫預計將持續至今年9月底，BBC將持續測試旗下
13個廣播電臺的播送品質，尤其將加強檢測農村等行動通訊覆蓋率較低的地區接收
狀況。

【歐洲：英國】BBC展開5G廣播測試計畫

德國無線廣播技術研究所（IRT）於今年5月9日與德國公共電視Bayerischer
Rundfunk（BR）、電信營運商Telefónica Germany等共同透過5G行動通訊進行無
線電視廣播技術測試成功。此實驗計畫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山區進行，透過2個高功
率的廣播發射站進行影音播送，結果證實可有效覆蓋半徑60公里的大範圍區域。未來
IRT也將持續與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智慧電視等設備業者合作，讓用戶透過行動
裝置連結5G即可觀看電視節目內容。

【歐洲：德國】德國廣播技術研究所IRT利用5G進行無線
電視廣播測試成功



因應5G發展之無線電視移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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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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過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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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已同意提撥1.5億歐

元，援助西班牙政府以補貼汰換相關接收設備之費用。

【歐洲：歐盟】
歐盟執委會將提撥1.5億歐元協助西班牙無線電
視移頻計畫，以發展5G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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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家版權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等4個部門宣布將聯合啟動「劍網2019 」
專案行動，自4月底到10月底止，中國大陸官方將展開為
期6個月的網路盜版整治工作，透過五大重點項目清查網
路侵權行為，包括：加強廣電媒體匯流發展版權保護；二、
嚴格取締網路非法電影分享行為；三、加強串流影音媒體
的版權監管；四、改善影音版權市場交易秩序；五、維護
網路影音版權整治成果等。

【亞洲：中國】中國政府啟動「劍網2019」
行動，打擊網路侵權盜版

為了對抗跨國串流影音服務的激烈競爭，歐洲電視業者近
期積極展開合作關係，並傾向以「在地化」廣播服務為策
略核心，來強化與國際串流影音的服務差異。例如，法國
電視臺TF1、France Televisions和M6將共同推出訂閱隨選
服 務 Salto ， 主 打 在 地 內 容 ； 德 國 ProSeibenSat1 和
Discovery合作推出電視串流服務Joyn，部分節目搶先傳
統電視首播等。整體而言，廣播電視業者之間已紛紛出現
策略結盟或合作趨勢，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服務選擇。

【歐洲：跨國】歐洲電視業者集結聯盟，共
同對抗串流服務



創新應用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AI增加網路攻擊風險，但也是最佳防禦工具

2 Strategy Analytics：2023年華為在5G全球RAN市場居於領先地位

3 Strategy Analytics：2019年全球5G手機出貨量將達500萬臺

4 IDC：2019年全球企業將在數位化轉型花費近1.2兆美元

5 未來最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的行業

6 無現金社會的陷阱

7 數位平臺發展趨勢及策略

8 醫療物聯網時代來臨

9 引領企業走向「責任AI」

10 自駕車時代即將來臨，人們必須做好準備

11 數位轉型的五個步驟

12 如何面對AI帶來的風險

13

【歐洲：歐盟】

歐洲如何藉由區塊鏈技術獲益？

14 歐洲執委會發布歐洲AI的發展概況

15 零售領域的AI商務會話和客戶體驗趨勢興起

16 歐盟為成員國建立資安能力提出相關計畫

17 數位創新中心DIH建立線上共享合作平臺DIHNET

27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8

【歐洲：英國】

自動化決策：人工審核有其重要性

19 2023年英國的數位營運商B2B支付將達14兆美元

20 英國承諾建立國際合作夥伴關係，面對創新挑戰與成長

21 英國成立AI專家委員會，推動AI發展

22 【歐洲：賽普勒斯】賽普勒斯簽署創新雷達宣言，成為第22個簽署國家

23
【美洲：加拿大】

IDC MarketScape：加拿大數位化轉型服務供應商評估報告

24 IDC MarketScape：加拿大數據中心營運商及管理服務供應商評估報告

25 【美洲：美國】 舊金山禁止使用臉部辨識技術

26 【亞洲：跨國】 IDC：未來5年內APEJ高速發展區塊鏈之應用

27
【亞洲：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推動SMEs啟動數位計畫

28 新加坡為AI專利提供全世界最快的申請流程

29 【亞洲：韓國】 南韓FinTech產業超越傳統金融市場

28

創新應用動態



數位轉型趨勢&各國數位轉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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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2019年全球企業將在數位化轉型花費近1.2兆美元

• 全球企業2019年將在數位化轉型花費1.18兆美元，比2018年成長17.9%，未來4

年全球數位化轉型投資預計將逾6兆美元。其中，投入最多的產業為製造業。

• 過去2~3年內在數位化轉型投入大量資金的企業，收入成長更快、淨利潤也更高。

歐盟數位創新中心DIH建立線上共享合作平臺DIHNET

• DIHs的任務為支持與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充分利用新技術並將其業
務數位化。

• 歐盟推動DIHNET.EU計畫，旨在建立DIHs協調機制，創造合作模式和解決共同
問題，提供DIHs與歐洲主要相關利益者之間一個討論、分享和合作的線上平臺。

IDC MarketScape：加拿大數位化轉型服務供應商評估報告
• 加拿大超過60%的中大型企業使用外部供應商的服務來達成其數位化轉型戰略。

• 針對8家供應商進行評估，其中5家為市場領導者，其餘為市場主要參與者。

• 建議企業數位化轉型前應先釐清，包含設計思維、原型設計、以技術支持之解
決方案、自動化、數位化與傳統的適當組合、重新定義業務流程、以客戶為中
心、是否挑戰企業文化與因應轉型的適應期等因素。

新加坡政府推動SMEs啟動數位計畫
• 政府提供5大類數位工具：涵蓋會計和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和薪資、數位營

銷、數位交易和網路安全等，降低這些新創企業邁入數位化的門檻。

• 產業合作夥伴：DBS Bank、Maybank、OCBC Bank、Singtel、StarHub和UOB。

• 獎勵方案：為鼓勵SMEs參與，可從5大類解決方案中選取任何兩種，並給予至
少前6個月免費，訂閱期至少18個月，過後才開始收費。



各國金融科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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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支付具有防止逃漏稅、
降低企業成本與方便性，
但也同時衝擊社會上最脆
弱的族群，像退休人員、
新移民、農村地區居民等
可能沒有信用卡及銀行帳
戶的人，或是沒有使用智
慧型手機或行動網路的人，
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

該報告呼籲，應確保人民

使用現金的權利，同時也

讓數位支付作為選項。

根據Juniper Research調查
顯示，專注在單一數位業
務的營運商之B2B支付將
從2018年的6.7兆美元上升
至2023年的14兆美元。

對於新進B2B業者而言，
如Modulr與Soldo兩家英國
公司，在無任何包袱的情
況並使用最新穎的即時支
付工具整合公司的會計軟
體，進而縮減企業成本與
提高會計核對效率，是目
前較成功的B2B支付案例。

韓國FinTech產業投資成長
快速，尤其在支付及電匯。

純網路銀行、行動支付、
P2P網路借貸、投資顧問、
資產管理等業務蓬勃發展。

韓國雖具備發展行動支付
的條件，但FinTech基礎設
施相較國外仍顯不足且缺
乏獨角獸公司。

應著重發展差異化商業模
式，並以利基市場為目標。

WEF無現金社會的陷阱
Juniper Research

數位營運商B2B支付
韓國FinTech產業超越傳
統金融市場



各國區塊鏈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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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發布歐洲區塊鏈事實清單顯示，截至2019年4月，歐盟400家區塊鏈
新創企業透過首次代幣發行（ICO）和私募股權分別募集2億歐元、1.15

億歐元。透過Horizon 2020計畫支持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DLT），
投入研發支出已達1.41億歐元，至2020年將上看3億歐元。

運用區塊鏈技術的產業，以技術、IT、電信產業占25.76%；政府服務
占19%；以及金融服務、金融科技、認識客戶、反洗錢等占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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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歐洲區塊鏈技術的發展。

IDC預測2019年區塊鏈應用支出在亞太地區（不含日本）（APEJ）高
達約5.24億美元，相較2018年支出費用2.848億美元，成長83.9%。

IDC預測2018-2022年期間區塊鏈支出會以強勁的速度成長，預計年複合
成長率（CAGR）高達77.5%，至2022年總支出將達24億美元。

因區塊鏈技術，具備去中心化、分散式帳本、無法篡改及加密等特性，
使得2019年超過50%以上應用集中在金融業，尤以銀行、證劵、保險業
及投資服務為主，投資金額高達約2.95億美元，更著重在貿易融資和跨
境支付及結算等項目。

歐洲如何藉由區塊
鏈技術獲益？

未來5年APEJ高速
發展區塊鏈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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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對經濟的影響：預估到2025年，每年將達6.5-12兆歐元。

• 歐盟加強成員國間合作關係，以提高其研發和工業能力，EC投入資金：
AI領域投資26億歐元；機器人領域由Horizon 2020計畫投資7億歐元與
私人投資21億歐元；數位技術方面，歐洲社會基金投資23億歐元。

• 公私營部門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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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發 布 歐 洲
AI的發展概況

• 英國各界領袖專家成立並加入AI專家委員會：旨在推動英國AI的發展，
協助建立正確的技能、道德和數據，使該國立於新興技術的最前端。

• AI Sector Deal之主要成果：成立數據倫理與創新中心、設置博士培訓
中心、提供AI獎學金、確認英國第一波產業資助計畫針對領先機構的
AI重點領域、設立卓越中心，用於AI醫學、AI應用於法律和會計部門
的研究項目，與數據開放機構合作。

英國成立AI專
家委員會，推
動AI發展

•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POS）宣布將AI專利申請時程縮短為6個月，成
為全世界申請速度最快的國家。

• 專利申請需耗時逾6個月，新加坡提供最快速的申請程序且限制較少，
預期發明者會優先選擇在新加坡申請專利，俾利尋求資金支持以擴展
至他國。

新加坡為AI專
利提供全世界
最快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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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透過連結歐洲設施計畫（CEF）融資17個國家的33個項目，共1,140萬歐

元，旨在加強歐盟處理網路威脅的能力。

• 該計畫資助對象，包括電力和天然氣公司、機場、水供應商等基本服務營運商

和資安國家主管當局，並提供合作、連結與自動化行動計畫（CCAM）支持，

協助建立智慧運輸系統之資安能力。

• 被選中專案者由歐盟資助，開發必要的工具和技能，以符合《網路與資訊安全

指令（NIS指令）》的要求。

歐盟為成員國建立資安能力提出相關計畫

• 舊金山監事會（Board of Supervisors）於2019年5月14日，通過決議禁止警方或

其他政府機構在公共場所使用臉部辨識技術，成為全美先例。該禁令的主要目

的是保護公眾免受潛在的侵權問題，並非反技術政策，仍允許繼續使用安全攝

影機等監控工具，主要是為了在犯罪發生後，從已知罪犯資料庫中尋找潛在嫌

疑人所在的地區，檢察官也可在特殊情況下上訴使用某些限制技術。

美國舊金山禁止使用臉部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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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韓國監理機關對影音類OTT產業之
規管作為

底圖圖片來源：ijeab - www.freepik.com

報告人：曾筱媛 助理研究員

圖片來源：9TO5Mac, 2019. 
5G smartphones could revitalize sales, says report, 
as AT&T accused of deceiving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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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韓國政府對於影音類OTT產業並未設立專法規管，產業監理政策屬於「低
度管制（Light Touch）」。
但於OTT影音平臺上所製播之影視內容，仍需要遵照韓國「促進資通訊網路利
用與資訊保護法（以下簡稱為資通訊法）」和「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 具體而言，檢視韓國監理機關對影音類OTT產業之規管作為，可分別從資通訊
法、著作權法與未來修法措施等三方面來說明，如下圖。

韓國監理機關對影

音類OTT產業之規

管作為

促進資通訊網路利

用與資訊保護法
著作權法

未來廣播電視法與

電信法修法措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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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8。出席韓國KCSC 2018年國際論壇報告書

• 韓國「資通訊法」主要是依據「青少年保護法」，規管網路上被視為對青少年有害的

資訊網路內容。

• 依照該法之定義，若網路內容或網路服務經韓國通訊傳播標準審議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KCSC）委員會議決議確屬有害青少年之

資訊內容，韓國KCSC即可透過行政命令方式，要求業者與以更正，或進一步要求國內

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或內容供應者移除、中止該內容；境外ISP則可以封網之方式來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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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 1. 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制定以下措施，以避免青少年透過情報通訊網路接收到淫亂、暴力等對青少年有害之訊
息(以下簡稱為「青少年有害訊息」)。

2. 開發及傳播內容選擇程式
3. 開發及傳播為了保護青少年之技術
4. 為了保護青少年之教育及宣傳
5. 除上述之外，為了保護青少年而由總統命令所訂定之事項
6. 為了推動第1項所規定的措施，通訊傳播委員會遵守「通信傳播委員會設置及運作相關法」第18條之規定，

設立通訊傳播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為「KCSC」)、情報及通訊服務營運商團體、使用者團體與其他相關專
門組織，以支援青少年保護活動。

第44條 KCSC得審議9種非法資訊，且明定KCSC處理非法網路內容之行政命令、移除、封鎖該類資訊之處理程序。
9種非法資訊包括：猥褻、毀謗、網路蒐擾侵害、毀損網路與資訊系統之內容、違法「青少年保護法」規定之
有害內容、洩露國家機密或違反「國家保安法」之內容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韓國「促進資通訊網路利用與資訊保護法」

促進
資通
訊網
路利
用與
資訊
保護
法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8。出席韓國KCSC 2018年國際論壇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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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近年來為了保護原創影音內容，因而積極處理網路盜版問題，目前計畫
透過網路邊境管制（site blocking）方式，來封鎖境外侵權的網站（AVIA, 
2018）。

南韓文化、體育及觀光部（문화체육관광부）在2019年就宣布，在韓國警政署
的協助下，於2018年共關閉了25個盜版網站，包括知名動漫網站Marumaru及
非法影音內容分享網站Bamtoki、Torrentkim等，並逮捕其中13個網站的經營者
。這些盜版網站經營者除將面臨刑事處罰外，更可能須給付民事訴訟之賠償費用
。舉例來說，Bamtoki網站營運商就已因違反韓國著作權法，被判處有期徒刑2
年半，並被當地Webtoon平臺要求支付數十億韓元賠償金。

南韓文化、體育及觀光部表示，相關盜版網站常利用國外網域提供盜版服務，且
經常改變網路域名和網址，以躲避警方的追緝。尤其是Marumaru網站，該網站
累積至少儲存4萬2,000部盜版漫畫作品，其違法賺取的廣告收入預估至少達12
億韓元。

韓國文化、體育及觀光部表示，未來幾年政府機關將持續針對網路侵權與盜版進
行大規模的掃蕩，尤其會與國外機構合作，來打擊跨國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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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改繪自韓國國會議案標號2018159之說明文件
https://www.lawmaking.go.kr/mob/nsmLmSts/out/2018159/detailR

有線

衛星

IPTV

廣播電視法

IPTV法

支持地方廣播發展特別

法

新廣播電視法

•目前韓國對於影音類OTT產業雖尚未有正式執照申請或相關法律規定，但韓國
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er of Science and ICT，簡稱MSIT）於2019年1
月已提出新的規管方針，並提交修法議案至韓國國會中審理。
•韓國政府預計將修改現行「電信法」第11條與2008年施行的「互聯網多媒體
廣播法（인법터넷멀티미디어방송사업，又俗成為IPTV法）」等，將電信營運
商所提供之IPTV與OTT影音服務重新定義為「付費廣播電視營運服務」的一種，
並同步修正「廣播電視法」第2條第1款之產業定義與分類方式，以設立OTT服
務之申請或登記註冊制度，將IPTV與OTT影音服務均納入廣播電視法之規管業
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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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視 無線電視 無線廣播業者
由 政 府 頒 發 許

可證

有線電視

付費電視

多 頻 道 付 費 電

視 營 運 商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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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改繪自韓國國會議案標號2018159之說明文件
https://www.lawmaking.go.kr/mob/nsmLmSts/out/2018159/detailR

此次修法目的主要是有鑑於
IPTV之市占率逐漸提高，對於
付費電視市場之競爭態樣已經逐
漸加劇，韓國政府認為有必要調
整現有廣電法不合適之處，並將
IPTV與OTT影音服務納入廣播
電視法監理架構中，以拉齊管制
架構，讓傳統有線電視業者
（SO）、衛星電視、IPTV與
OTT等營運服務都可以在相同的
監理架構下進行公平競爭。

由於目前韓國廣播電視法第2條
第2款之定義，僅限於規管無線
電視與付費電視產業，因此本次
韓國廣播電視法修法議程，希望
可以擴大廣播產業定義，以涵蓋
電信營運商與寬頻網路業者所提
供之OTT影音服務，並將其納為
付費電視的一環。

此處所指OTT影音服務，是指電
信營運商所提供之OTT影音服務，
其營運模式主要分為按次付費之
隨選視訊或網路直播頻道等兩種，
屬「完整節目」之影音內容；而
由使用者自製之直播內容等，則
不納入此次監管的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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