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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sson預測2024年底全球5G用戶數將達19億

• 洲別：歐洲

• 國別：瑞典

• 類別：通訊

• 子分類：市場面/趨勢議題

• 資料日期：2019年6月11日

• 關鍵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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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sson行動通訊報告2019預測全球

- 5G用戶數在2024年底將達19億

- 整體數據流量有35%由5G網路傳輸

- 全球將有65%的人口圍繞在5G技術上

- 為目前全球推展最快的一代通訊技術。

- 部分通信服務營運商已預計於商轉第一年內，

達成90%的人口覆蓋率，

- 預計在2019年底，全球5G用戶將超過1,000萬。



西班牙業者要求國外串流業者
平等繳納公共電視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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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別：歐洲

• 國別：西班牙

• 類別：傳播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6月26日

• 關鍵字：公共電視稅、OTT

• 西班牙於2009年8月即頒布《RTVE財源法（Law on
Financing of RTVE）》，要求西班牙國內經營固網、行
動和網路接取服務的電信營運商以及一般商業電視臺、
按次付費影音頻道服務業者等皆須繳納稅金，以作為西
班牙公共電視RTVE的營運資金。

• 有鑑於Netflix等跨國串流影音業者蓬勃發展，近年西班
牙國內業者主張：開展共同業務的市場業者應享有相同
之權利並履行相同之義務。

• 因而要求國外串流業者如Netflix、HBO、Amazon
Video、YouTube等，也應平等繳納公共電視稅。

RTVE財源法（Law on Financing of RTVE）爭議

•西班牙政府目前已著手將歐盟視聽媒
體服務指令（AVMSD）納入國家法。

•西班牙政府預計將依此立法要求OTT
營運商支付5%營業稅支持歐洲製作。

•另支付3%營運稅來作為當地公共電視
RTVE營運資金，相關立法措施預計將
在今年底前實施。

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納入國家法措施



歐盟執委會（EC）發布關於非個人數據自由流動指南

• 洲別：歐洲

• 國別：跨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5月29日

• 關鍵字：數位單一市場、資

料保護

5

• 係指非個人數據在歐盟不受跨境和IT系統限制，不僅是歐洲發展數位

單一市場的關鍵組成，也是數據經濟的重要因素。

何謂非個人數據的自由流動？

• 預估2025年，歐盟27國的數據經濟可達GDP的5.4%，約5,440億歐元。

數據的經濟價值

• EC發布關於非個人數據自由流動與歐盟數據保護規則（GDPR）相

互作用的新指南，允許在歐盟各地儲存和處理數據，5月28日起適用。

EC發布非個人數據自由流動指南

• 確保數據跨境自由流動、確保監管控制的數據可用性，以及鼓勵制定

雲端服務行為準則。

預期目的

• 增加企業的法律確定性和信任度，使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更容易開發

新的創新服務，利用數據處理服務，並擴展跨境業務。

效益



GDPR實施周年調查：
73%的歐洲人至少聽說過其中一項權利

• 洲別：歐洲

• 國別：跨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6月13日

• 關鍵字：數據保護、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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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自2018年5月25日起適用，幾乎所有歐盟會員國都根

據GDPR調整國家法律。

新的合作機制和歐洲數據保護委員會，各成員國數據保護局

負責執行新規則，並彼此更佳的協調行動。歐盟各成員國正

在發布關於GDPR關鍵的指導方針，以支持新規則的實施。

EC針對GDPR實施周年進行調查，收集27,000多名的觀點，

發布歐洲晴雨表。調查結果顯示，73%的受訪者至少聽過

GDPR所保障6項權利中至少一項。

最被歐洲公民熟知者，即擁有使用自己數據的權利（65%）、

若數據錯誤，擁有糾正數據的權利（61%）、反對接受直接

營銷的權利（59%）和有權刪除自己的數據（57%）。



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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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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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英國】

Ofcom要求BT擴大競爭對手可接取光纖基礎設施的範圍

4 英國營運商EE在6座城市啟用英國首個5G網路

5 英國政府將推動5G，並簡化規畫以支持行動部署

6 【歐洲：法國】 法國訂定2022年底為1.5GHz執照期限

7 【歐洲：德國】 德國5G競標結束，總拍賣回合數近500回合，總競標金額達65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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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瑞典】

瑞典就寬頻市場之不對稱管制展開公眾諮詢

9 瑞典營運商Tre將出租頻譜供芬蘭業者於LTE企業專網使用

10 瑞典更新頻譜釋照期程

11 Ericsson預測2024年底全球5G用戶數將達19億

12 瑞典發布地方政府寬頻市場作業指引

13 【歐洲：挪威】 挪威針對5G頻譜分配展開公眾諮詢

14 【歐洲：西班牙】 Vodafone Spain啟動西班牙第一個5G商用服務

15

【美洲：美國】

美國完成首波高頻段頻譜拍賣，總標金達27億美元

16 FCC宣布24GHz、28GHz拍賣得標名單

17 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提出未來頻譜政策規劃

18
美國十個州的州檢察長聯合提起訴訟以阻止T-Mobile與Sprint合併

美國完成首波高頻段頻譜拍賣，總標金達27億美元

19

【亞洲：日本】

川普簽屬行政命令禁止企業採購華為設備

20 FCC主席呼籲重新評估5.9GHz頻段，未來或可用於Wi-Fi

21 美國四大電信公司承諾FCC將不再對外販售用戶定位資料

22 【亞洲：韓國】 NTT docomo手機資費最高下調4成

23 【亞洲：中國】 中國大陸工信部將於近期發放5G商用執照

24 【亞洲：新加坡】 新加坡電信營運商Singtel表示IMDA應免費釋出5G執照以降低企業的投資負擔

25 【大洋洲：紐西蘭】紐西蘭商業委員會針對Vodaphone紐西蘭子公司收購案發表聲明並展開公眾諮詢



國際5G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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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營運商Tre同意出租頻譜給芬蘭營運商Ukkoverkot，以供Ukkoverkot在瑞典境內提供LTE企
業專網服務。此協議若通過主管機關PTS授權，則將成為瑞典區域性頻譜租賃之首例，並增進頻
譜使用效率。

 對於PTS正在諮詢之3.5G頻段地方性執照規劃，Stigenberg則認為此舉將導致頻段大部分遭到
閒置，不利於瑞典的5G發展。

瑞典營運商Tre將出租頻譜，供芬蘭業者於LTE企業專網使用

英國政府將推動5G，並簡化規畫以支持行動部署
 英國長期政策「未來電信公共建設檢視（Future Telecoms Infrastructure Review）」的一環，

英國政府也預計將進行簡化網路布建規畫流程的公眾諮詢，加速4G部署及引進5G的時程。
 目前英國國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近期確定釋出7.9-8.4GHz頻段共168MHz頻寬提供固

定及行動網路服務共用。而英國政府也達成於2020年前釋出500MHz公部門頻譜轉為商用頻譜
之政策目標，未來將會持續與其他公部門合作釋出更多頻譜資源。

韓國公私部門聯合成立5G+工作委員會

5G+工作委員會由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閔
元基第二次長作為主任委員，與10個政府相關
單位部、局長以及18名民間委員共29名委員
所組成，並針對5G+戰略產業育成等有效施行
5G+戰略之方案進行討論。培育5G+戰略產業、
制定民間單位與政府單位的合作措施，以及針
對早期市場推動的刺激投資及解決困難。

新加坡電信營運商Singtel表示IMDA應
免費釋出5G執照以降低企業的投資負擔

 IMDA透過「徵求提案」的方式進行頻譜指
配依據營運商提案及願付價格高低進行評分
及排名，由得分最高的前兩名獲配權利。

 新加坡電信營運商Singtel認為，若IMDA希
望於2020年前推出至少兩個全國性5G網路，
監管機關應免費釋出5G執照，以降低企業的
5G投資負擔。



國際5G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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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營運商EE在6座城市啟用
英國首個5G網路

5G方案附贈「可交換優惠（Swappable Benefits）」，
優惠供用戶皆可從營運商提供的下列 5項服務，
選擇其中2項，且可更換：
1. BT運動App HD
2. 玩家數據通行證
3. 音樂數據通行證
4. EE影片數據通行證
5. 漫遊通行證（在額外5個歐盟國家享有

與英國國內或歐盟境內一樣的流量語音方案）

EE於5月30日在英國6大城市啟
用英國首波5G服務，預期消費
者即使在人口密集區也可享受
100Mbps～150 Mbps的網速。

歐洲相繼啟動5G商用，部分採用華為産品
 相對於美國以國安為由呼籲各國抵制華為產品，歐洲各國卻持「部分採用華為産品，

持續觀望事態發展」的態度。
 歐盟表示是否採用華為産品，交由各國自行判斷的意向，歐盟僅負責提出自由貿易

方針，無法排除某家特定企業。
 據英國IHS Markit對2018年基地臺市占率的統計，華為以31%位居首位，其次為

Ericsson的27%與Nokia的22%。

Vodafone Spain啟動西班牙第一個5G商用服務

• Vodafone Spain搶先於西班牙15個城市提供5G商用服務
• 傳輸速度為1Gbps，預計年底前提升至2Gbps；延遲性降低至5毫秒
• 用戶可享有於英國、德國、義大利的5G漫遊服務
• 另也提供吃到飽的5G方案供選擇



國際5G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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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5G競標結束，總標金達65億歐元

德國聯邦網路局（BNetzA）於6月12日宣
布2GHz與3.6GHz頻段的5G頻譜拍賣結果，
歷經497回合競標，總標金達65億歐元，
標金收入將用於提升全國寬頻網路。

FCC宣布24GHz、28GHz拍賣得標名單（2019年6月5日）

 28GHz拍賣總標金為7.026億美元
 原28GHz規劃3,072張執照，最終結果釋出2965張
 Verizon以5.057億美元標得1,066張執照，為該次拍賣獲得最多頻譜的得標者，其次

為US Cellular以1.294億美元標得408張執照，T-Mobile US則以3,930萬美元標得865
張執照

 24GHz拍賣總標金達20億美元
 原24GHz規劃2,909張執照，最終結果釋出2,904張
 AT＆T以9.8億美元標得831張執照，其次依序為T-Mobile US以8.032億美元獲得

1,346張、US Cellular以1.26億美元獲得282張，以及固定寬頻無線接取（Fix
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FBWA）營運商Starry以4,850萬美元獲得104張執照

得標業者
標金
歐元

得標
區塊數

德國電信 21.7億 13

Vodafone 18.8億 12

Telefonica Germany（O2） 14.2億 9

1&1 Drillisch(新進業者) 10.7億 7



國際5G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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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市場競爭，Ofcom於2006年允許BT
將旗下網路接取部門獨立為Openreach公司。
根據現行法規，Openreach必須提供小型業
務公司或住宅區接取辦法與設備以架設光纖。

 Ofcom提案擴大Openreach業務對象為欲鋪
設光纖設備提供行動網路的公司，及供應規
模較大的企業客戶。

 Ofcom計劃限縮租賃線路的相關規定，如此
將迫使Openreach以固定價格在特定區域提
供光纖電纜。

 若是提案通過，其他電信公司便可使用
Openreach的基礎設施提供電信服務，加速
5G網路部署。待Ofcom將提案提交歐盟監
管機關審核，若通過後，最快將於下個月推
出最終版本。

瑞典發布地方政府寬頻市場作業指引 Ofcom要求BT擴大競爭對手
可接取光纖基礎設施的範圍由於地方政府在部署寬頻網路過程中扮演土地持有者或

發照機關等重要角色，且部分地方政府自建該市寬頻都
市網路用於批發，因此PTS發布指引以解決地方發展寬
頻網路問題、並促進寬頻部署和競爭保護。

美國十個州的州檢察長聯合提起訴訟以阻止T-Mobile與Sprint合併

為阻止T-Mobile以260億美元併購其競爭對手Sprint Corp，來自紐約、加州、密西西比州等
共10州的州檢察長於2019年6月11日在曼哈頓聯邦法院提起訴訟。儘管該項協議已獲得FCC
主席的支持，但美國司法部認為該案仍存在諸多疑慮，反對兩家業者的併購協議。

PTS目前正針對市場界定、三種標準測試（Three-
criterion Tests）、顯著市場力量（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認定及義務進行公眾諮詢。
 PTS初步提議將3a市場（地方接取批發，Wholesale Local

Access）分為光纖接取市場以及銅纜線（Copper）接取
市場。目前PTS研判營運商Telia在3a市場的兩個子市場中
皆具有顯著地位，若對Telia進行不對稱管制即代表該營運
商須提供實體存取（Physical Access）及主機代管（Co-
location）、非歧視條款等。

 另外PTS認為目前3b市場（中央接取批發，Wholesale
Central Access）的競爭狀況良好，並指出早在2005年時
PTS便認為監管該市場的效果不顯著而取消管制，因此決
議保持該市場不受管制的狀態。

瑞典就寬頻市場之不對稱管制展開公眾諮詢



補充資料：菲律賓5G規劃與發展

 700 MHz, 850 MHz, 
 2010 MHz, 2100 MHz, 2500 MHz, 3300 MHz, 3500 MHz 
 10.5 GHz

頻譜
規劃

國家電信委員會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監理
機關

Globe: At Home Air Fiber 5G 方案

菲律賓電信業者Globe於2019年6月20宣布5G正式商轉

東南亞第一、亞洲第三（僅次韓國與日本）

網速 資費

20Mbps 每月 P1,899（約新臺幣1,147元）

50Mbps 每月 P2,499（約新臺幣1,510元）

100Mbps 每月 P2,899（約新臺幣1,752元）

菲律賓兩大電信業者Globe與PLDT皆規劃於2019推出5G商用服務，兩者皆有採華為技術；
其中Globe於2019年6月21正式商轉，PLDT則預計於下半年推出。

At Home Air Fiber 5G 資費（流量皆為2TB） At Home Air Fiber如同Verizon於
2018年10月1日推出的5G Home
方案，採用FWA (Fixed Wireless
Access，固定無線接取)作為取代
光纖的Last Mile，而非行動電話
5G通訊方案。

12



馬尼拉大都會發展局加速Globe Telecom之5G基礎設施建設部屬

 2018年 10月Globe Telecom與馬尼拉大都會發展局 (Metro Manila
Development Authority，MMDA) 達成協議，加速於馬尼拉大都會的
120個區域部屬基地臺。此協議使Globe Telecom免除一般授權程序 (須
25個地方政府的同意，且估計耗時８個月) 即可展開基礎設施建設。

 2016年MMDA即允許Globe Telecom於馬尼拉不同地區的防洪設施中部
屬無線基礎設施。

補充資料：菲律賓Globe 5G商用觀察

5G FWA做為 last mile

 FWA (Fixed Wireless Access，固定無線接取) 可做為取代光纖之last mile。

 於固網寬頻建設較不普及的國家或國土面積較廣、固網建設不經濟的
地區，採用FWA技術，部屬成本與時間將較光纖更有效率。

華為於6月初宣稱與全球共30個國家簽屬
46個5G商用合約，5G站臺超過10萬個

Globe 執行長表示 “採用FWA技術將不須
如光纖沿路徵求線路鋪設的許可，省去
可能長達 2-3 年冗長的申請流程。 ”

菲律賓國防部認為無國安問題

13



傳播動態

14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國際：跨國】 PwC：傳統電視將在未來幾年呈現負成長

2【國際：跨國】 全球付費電視營收將下降至2010年水準

3【歐洲：跨國】 歐洲付費影視市場年複合成長率達5.2%

4【歐洲：歐盟】 歐盟執委會公布對抗假消息最新成果報告

5【歐洲：英國】 英國BBC完成地方虛擬廣播系統建置，強化串流及資源共享

6【美洲：美國】 美國公共媒體集團將與商業電視臺合作，推出橫跨全美的ATSC 3.0單頻網路

7【美洲：美國】 美國眾議院將修訂衛星電視轉傳輸無線電視頻道之法規規定

8【美洲：美國】 FCC修改有線電視出租頻道規定以符合媒體市場現況

9【美洲：美國】 美國電視業者遞書FCC，反對增加衛星電視頻譜管理費用

10【美洲：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提撥資金協助新聞媒體發展，並通過多語言暨跨種族頻道申請

11【亞洲：日本】 東京法院裁定可接收電視訊號之手機或導航系統亦應支付NHK訂閱費

12【亞洲：韓國】 南韓政府試圖將付費電視產業監管架構由事前審查改為事後監理

13【亞洲：韓國】 南韓政府提出「2019年付費電視服務品質評估」方法和指標

14【亞洲：韓國】 韓國KCC針對廣播電視與電信業務之綑綁禮品促銷行為提出新監理措施

15【大洋洲：紐西蘭】紐西蘭公共媒體基金會發起地方民主新聞試點計畫



全球付費電視市場在未來幾年呈現負成長

15

•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最新一期「全球娛樂及媒體展
望2019-2023（Global Entertainment & Media Outlook 2019-
2023）」報告顯示，預計到2023年，全球娛樂和媒體支出將以
4.3％的複合年均增長率（CAGR）成長，該行業的全球營收將增
加到2.3兆美元，但傳統電視之複合年均增長率預測會出現首度下
滑，呈現負成長。

•剪線潮與OTT興起是造成傳統電視營收負成長的關鍵因素。

【國際：跨國】PwC：傳統電視將在未來幾年呈現負成長

•數位電視研究（ Digital TV Research ）針對全球138個
國家之付費電視產業發展進行調查。最新年度（2019）
調查報告發現，2016年全球影音會員訂閱費、電影及電
視劇按次收費營收達到最高峰，獲利2,050億美元，但自
此之後預估全球付費電視收入將持續下滑，2024年底全
球付費電視收入跌幅將至14%，獲得1,770億美元，如同
2010年水準。

【國際：跨國】全球付費電視營收將下降至2010年水準



ATSC 3.0技術更新

•美國公共媒體集團（Public Media Group，
PMG）在今年的次世代電視年會上宣布將開啟新
ATSC 3.0電視產業改造計畫，與商業電視業者合
作共同打造橫跨全美的 ATSC 3.0 單頻網路
（Single Frequency Networks，SFN）。

•PMG預計自今年6月份開始，先從旗下31個公共
廣播電臺展開行動，並逐步擴大建設範圍。而美
國先進電視委員會（ 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ATSC）作為ATSC 3.0的
重要推手，亦表示將努力推廣ATSC 3.0標準，包
括提出ATSC 3.0的專屬商標等措施等，來提升公
眾對ATSC 3.0新電視技術的認識。

【美洲：美國】美國公共媒體集團將打造橫跨全美的ATSC 3.0單頻網路

•FCC轄下媒體局宣布於今年5月28日開始，其證照
及管理系統（Licens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將開放ATSC 3.0次世代電視標準之執照
申請。取得經營許可之業者，除可提供ATSC 3.0標
準之電視服務外，亦須遵照FCC之規定，有同步播
出ATSC 1.0訊號之義務。

【美洲：美國】美國媒體局將於今年5月底開始接受ATSC 3.0的執照申請

16



各國付費電視監理措施

17

•美國眾議院於今年6月初已開始審議新版直播衛星廣播電視轉傳輸無線
電視頻道之法案規定「STELA重認證法案（簡稱為STELA）」。

•目前美國眾議院在聽證會上多數普遍同意無線電視為至關重要的影音節
目來源，但對於直播衛星電視轉播無線電視節目之年限與授權金交易制
度等，仍存有爭議。美國廣播電視協會（National Broadcaster of
Association，NAB）會長認為，應取消必載無時間上限之規定；而亦
有反對方議員認為，無線電視為當地新聞、緊急救助資訊之重要來源，
因此應保留永久性必載之規定。

•目前美國政府與業界對於如何建立妥善的頻道上下架規則仍未達共識。

【美洲：美國】美國眾議院將修訂直播衛星廣播電視轉傳輸無線電視頻道之法規規定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日前提出「2019年付費電視服務品質評估」方法與
指標，並與付費電視營運商共同研擬評估指標之可行性。

•MSIT為了解韓國當地付費電視產業之服務品質，從2018年起每年定期實施付費電視服
務品質評估評鑑。2019年為第二年執行，此次品質評估方式與去年相比略有修正，總共
提出七大衡量指標，包括：頻道音量、頻道切換的時間、隨選視訊（VOD）服務開始播
放的時間、廣告時間、提供影音內容的數量與多樣性、用戶滿意度和機上盒開機的時間
長度等。

【亞洲：韓國】南韓政府提出「2019年付費電視服務品質評估」方法和指標

•韓國KCC針對付費電視與電信費率綑綁促銷禮品的金額提出最高上限規定，要求電信營
運商或付費電視業者在促銷服務時，隨服務贈送的禮品金額不得超過原服務之15%。

•但目前此項監理措施遭韓國監管改革委員會（RRC）和公平交易委員會（FTC）反對。
KCC審視批評後，決議和韓國資通訊產業協會（KAIT）等機構合作，以追蹤市場現況。

【亞洲：韓國】韓國KCC針對廣播電視與電信業務之綑綁禮品促銷行為提出新監理措施

無線電視
頻道

直播衛星
電視服務



各國地方新聞補助與新聞素養發展

18

•加拿大聯邦政府規劃在未來5年內提撥6億美元，協助加
拿大新聞產業發展。

•指派8個組織委任代表組成特別諮詢小組，推薦新聞媒體
業者的補助名單。

•獲選的新聞媒體將可享稅收抵免之優惠，並有機會獲得
加拿大政府所提撥的補助資金，以改善地區新聞發展。

【美洲：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提撥資金協助新聞媒體發展

•紐西蘭公共媒體基金會（NZ on Air）為了促進地方民主
新聞發展，因而與紐西蘭國家廣播電臺（RNZ）、紐西蘭
報紙出版商協會（NPA）等簽署合作計畫，提撥專款招募
8位符合資格之新聞記者撰寫地方民主新聞

•此次試點計畫預算延續自去（2018）年新創基金，並加
入報紙出版商協會共同合作。

•在執行上仿效英國BBC與英國出版商之合作模式，透過補
助資金來招聘特派記者，專職採訪地方政府或相關組織，
以製播公正、獨立之新聞內容。

【大洋洲：紐西蘭】紐西蘭公共媒體基金會發起地方民主新聞試點計畫



匯流動態

19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5G決定無線電視未來走向

2 【美洲：美國】
華納媒體宣布建造創新實驗室，成立AT&T首個永
久性5G體驗中心

3 【亞洲：日本】 日本有線電視系統龍頭JCOM進軍IoT業務
4 【亞洲：日本】 日本總務省公布「ICT Global戰略」

5 【亞洲：韓國】
韓國SK Telecom利用5G與ATSC 3.0技術發展車用
電視服務

•AT&T為旗下華納媒體成立首個5G體驗中心
•AT&T旗下的華納媒體（WarnerMedia）宣
布將於今年夏天建造華納媒體創新實驗室，
成為AT&T首個永久性5G實驗中心。

•韓國SK Telecom利用5G發展車用電視服務
•韓國電信營運商SK Telecom宣布已成功採用

5G電信技術和新一代電視廣播標準ATSC 3.0，
於車用電視中進行高畫質無線電視傳輸。

5G與影音產業匯流發展趨勢

•日本有線電視系統龍頭JCOM進軍IoT業務
•日本有線電視系統龍頭（JCOM）近日宣布
進軍IoT業務，預計自6月27日起提供以家用
住宅為主的物聯網（IoT）服務「JCOM 
HOME」。

•近年由於Netflix等串流影音服務崛起，電視
市場面臨嚴峻挑戰，JCOM因此期望藉由拓
展新業務，增加有線電視以外的收入支柱。

有線電視與IOT業務發展趨勢



創新應用類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McKinsey：數位化的十項洞察結果分析

2 全球42個國家採用新的OECD AI原則

3 IDC：全球聯網汽車出貨量預計在2023年前將達7,600萬輛

4 IDC：2023年商業和公部門投資全球AR／VR支出將達1,600億美元

5 McKinsey：處理AI及人類的偏差

6 WEF：智慧城市可以解決城市所面臨挑戰的根源

7 WEF：科技公司保護隱私權程度的比較

8

【歐洲：跨國】

Ericsson：5G消費者潛力

9
EC發布2019年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顯示目標性投資和強有力的數位政策可提
高歐盟成員國的經濟發展

10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發布智慧身體感測網路規範，以促進電子衛生保健

11

【歐洲：英國】

英國耗資2億英鎊推出全光纖寬頻，農村地區學校率先受惠

12
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署（FCA）提出示警：涉及加密貨幣和外匯投資的詐騙損失
超過2,700萬英鎊

13 英國政府針對國家數據戰略徵集證據

14 英國政府提供資金，促進AI科技角色多樣性和成人線上學習的創新

15 英國AI的前景與挑戰

16 英國投資10億英鎊，確保成為量子技術的領先者

20



創新應用類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7
【亞洲／大洋洲：

跨國】

IDC：亞太地區（日本除外）AI系統支出預計在2019年達55億美元

18 ETSI與AIOTI共同制定物聯網標準

19

【亞洲：新加坡】

Ascendas-Singbridge將開發由IMDA與Enterprise Singapore支持的智慧
城市聯合創新實驗室

20 新加坡公民與企業對其政府數位化服務滿意度提升

21 新加坡在政府AI就緒指數中脫穎而出

22
新加坡GovTech與英國GDS簽署MOU，以加深政府數位化服務發展方
面的合作與交流

21



智慧城市的推動日益受到國際矚目

22

• 各國對智慧城市發展計畫作法不一，歐盟則是發展第四框架計畫

（European Union Fourth Framework Programme）加速創新成長，

歐洲城市間也從競爭轉向合作關係。

• 該計畫提出六大關注領域，包括智慧科技、人、治理、流動性、環

境和生活，其中相互分享知識及資源為該計畫之關鍵。

WEF：智慧城市可以解決城市所面臨挑戰的根源

• Ascendas-Singbridge Group（ASB）在IMDA和Enterprise Singapore的支持

下，宣布成立東南亞第一個由開發商主導的智慧城市聯合創新實驗室，

預計今年成立並在3年內為至少30個創新項目提供協助。

• 該實驗室將著重於智慧房地產、智慧行動、數位健康、農業科技等四大

領域，提供平臺讓參與者可以分享問題與合作開發創新商業解決方案。

• IMDA將持續與各行各業及政府其他單位合作，支持創新科技技術與解

決方案的開發試驗。新加坡企業界也樂見此發展，將海內外用戶及解決

方案供應商對接實驗室。

新加坡：Ascendas-Singbridge將開發由IMDA與Enterprise

Singapore支持的智慧城市聯合創新實驗室



IDC發布聯網汽車、AR／VR與AI系統支出之趨勢看法

23

• 全球聯網汽車出貨量將於2019年達5,110萬輛，較2018年增加45.4%，預期2023年前將達7,630萬輛。

• 至2023年前，全球將有近70%、美國近90%的新車裝置嵌入式系統。

• 主要受到諸多因素推動，包括消費者對沉浸式車輛體驗的需求、汽車製造商利用聯網汽車達到降

低成本與創造收入的能力、政府法規演變、行動網路營運商對新連接及服務的投資等。

全球聯網汽車出貨量預計在2023年前將達7,600萬輛

• 預計2023年全球AR／VR將達1,600億美元，遠高於2019年預測168億美元，預計5年期間全球AR

／VR支出的年複合成長率高達78.3%，尤以金融業及基礎建設成長最為明顯（133.9%、122.8%），

而消費端AR／VR則相對較低(52.2%)。

• 在商業和消費者使用案例方面，前者預計2023年支出將投入在人員訓練（85億美元）、工業維護

（43億美元）和零售展演（39億美元）為主；後者在VR遊戲、VR影視和AR遊戲為主（208億美

元）。

2023年商業和公部門投資全球AR／VR支出將達1,600億美元

• IDC近期發布《全球半年度AI系統支出指南》，亞太地區（日本除外）AI系統支出預計2019年將

達55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近80%。未來亞太地區（不包括日本和中國）將在銀行、零售和製造

業的帶動下實現AI解決方案和部署成長最快的地區。

• 2019年AI案例投資金額，以自動化客戶服務代理（近7億美元）、銷售流程推薦和自動化（逾4.5

億美元）與智慧流程自動化（逾3.5億美元）為大宗。

亞太地區（日本除外）AI系統支出預計在2019年將達55億美元



國際上AI政策推動情形

24

• OECD會員國及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秘魯、羅馬尼亞共42國簽署OECD AI

原則。

• 5項基本原則：包含促進包容性成長、持續性發展及民眾福祉；尊重法律、人權、民主價值及

多元性，可在必要時進行人為干預，以確保公平公正；透明性及資訊揭露責任；穩健性及安

全性；以及相關組織與人員應對AI的正常運作負責。

全球42個國家採用新的OECD AI原則

• 英國政府投資1,850萬英鎊，用於提供AI與數據科學學位獎學金、推動成人線上學習創新、促

進科技行業性別多元化與啟動AI成長計畫，以幫助新創公司。

• 成人線上學習創新計畫益於提升專業知識，以確保更好的就業狀態。

英國政府提供資金，促進AI科技角色多樣性和成人線上學習的創新

• McKinsey於2019年6月發布報告，探討擴大AI可能帶來的經濟和企業收益。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到2030年，AI可能促進英國經濟成長22%，略高於全球平均的16%。

•歐洲各國掌握AI的潛力差異甚大，英國在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AI整備指數，歐盟28國中處

於領先地位。

•過去3年中，歐洲與以美國為代表陣線的AI競賽成果差距增加20%。因此，英國應更積極、

大規模地推動AI。

英國AI的前景與挑戰

• Oxford Insights與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發布2019年政府AI就緒指數。涵蓋194個國家，依

據治理、基礎設施及數據、技能及教育、政府及公共服務四大構面，評估各國在提供公共服

務時對於AI的準備程度。

• 新加坡在該指數排名第一，其次為英國、德國、美國與芬蘭。

• 隨著自動化時代的來臨，新興技術不僅可改善政府的治理方式，也為公民帶來獨特的體驗，

政府必須確保以道德及安全為前提，妥善利用資金、資源與AI技術。

新加坡在政府AI就緒指數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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