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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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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國際：跨國】 2020年全球5G網路基礎建設收入將達到42億美元

2【國際：跨國】 Wi-Fi 6和5G匯流提供新機會和挑戰

3【國際：跨國】 2019年 ITU世界電信展技術長會議，聚焦5G議題

4【國際：跨國】 動態頻譜共用降低電信業者成本，加速5G佈建

5【歐洲：英國】 英國政府投入3千萬英鎊以促進鄉村5G連接

6【歐洲：英國】 Ofcom釋出新的「（020）4」電話號碼

7【歐洲：波蘭】 歐盟執委會發布建議，要求波蘭監理機關UKE修改其固定語音通話接續費率提案

8【歐洲：德國】 德國政府制定4G、5G網路加速佈建計畫

9【美洲：美國】 反對佈建5G小型基地臺的聲浪在美國各地蔓延

10【美洲：美國】 NTIA發布頻譜重整現況年度報告

11【美洲：美國】 AT&T要求FCC授權24GHz的測試許可

12【美洲：美國】 FCC規劃於2020年6月25日拍賣3.5GHz頻段

13【美洲：美國】 GSMA報告顯示頻譜拍賣價格過高導致數百萬人無法連線上網

14【亞洲：日本】 日本國內首個區域性5G實驗，28GHz頻段速率可望達400Mbps

15【亞洲：日本】 日本總務省公布2018年度電信服務國內外資費差距調查結果

16【亞洲：韓國】 南韓5G用戶數成長至近200萬人

17【亞洲：韓國】 韓國SK Telecom之5G訂戶數突破100萬

18【亞洲：韓國】 韓國3家電信業者間展開激烈的5G速度攻防戰

19【亞洲：韓國】 韓國3大電信公司被發現圍標

20【亞洲：韓國】 LGU+與Kakao Mobile合作開發「5G智慧交通」服務

21【亞洲：香港】 香港OFCA公布申請參與3.3、3.5及4.9GHz頻譜拍賣電信業者

22【亞洲：中國大陸】中國電信考慮與中國聯通共用5G基礎設施

23【亞洲：中國大陸】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宣布將共建5G網路



● 軟硬體開發使用Open Source將能提高標準化工作的價值
● 強調與開放原始碼軟體社群（Open-Source Communities）

互動的重要性議

● 機械學習處理巨量資料 ●達成網路最佳化
● 肯定ITU「未來網路（含5G）機械學習焦點工作小組」

（ITU-T Focus Group on Machine Learning for Future Networks including 5G）

● 為兆位元時代之骨幹 ● 加強光纖網路投資
● 期許ITU輔導業界發揮光纖到戶（Fibre to the Home）優勢

● 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QoS）與
| 體驗品質（Quality of Experience，QoE）重要性逐漸提升

● 制訂標準化方面的合作可建立監管者與事業者間的共識及信任

● 建議設立5G商用案例觀察組織（5G Observatory）

● 交流5G應用實驗與成功商業案例

● 縮減佈建時間與成本 ● 提升網路效率
● 多業者核心網路（Multi-Operator Core Network）減少至多50%設備投資

● 資安威脅的基礎教育 ● 統一專用術語與情報交流
● 5G基礎設施的資安防護 ● 建立可衡量之標準鼓勵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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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Telecom World 2019 技術長會議聚焦5G

5G網路的商業應用

5G時代資訊安全

共用網路基礎設施

光纖網路

監管服務品質
與服務體驗

智慧網路

開放原始碼軟體社群
與標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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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用戶數、使用流量、下載速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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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U+ SK Telecom KT

 3大行動通訊業者皆於4月份推出5G商用服務

 截至7月底SKT的5G服務市占率約為45.4%，

其次為KT及LG U+，各為30.8%及23.8%。

2019/9/3

 由LTE服務轉為5G服務的訂戶由平均每月使用20.4GB增加
至33.7GB；多數用於收看國內外OTT影音，傳輸量由過去
的每月4.3GB倍增至9.8GB。

 而Wi-Fi連接時間由每月4.3小時降至2.7小時。
 SK Telecom之5G用戶對VR用量約為其LTE訂戶之15倍。

 下載速率：
LG U+的5G下載速率（426.4 Mbps）表現最佳，
下載一部600MB的電視節目僅需12秒。

 延遲體驗：
LG U+的5G下載延遲為72毫秒，
KT和SK Telecom則分別為107毫秒和195毫秒。

IHS Markit 2019/8/12

韓國MSIT統計7月份5G行動用戶數已達191萬人

韓國3大行動通訊業者
5G商用服務市佔率

SK Telecom
LTE與5G用戶使用流量比較

SK Telecom 2019/8/22



5G網路基礎建設/5G與Wi-Fi 6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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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5G網路基礎建設收入將達到42億美元

Gartner預測，全球5G網路基礎設施收入將於2020年達到42億美元，

較2019年的22億美元成長89％。

5G和Wi-Fi 6匯流的新契機與挑戰

 Wi-Fi和行動通訊網路間的標準化，
提升用戶體驗與創造商機。

 企業Wi-Fi與5G的關鍵匯流應用實
例：
如佈建於工廠的機器學習、AI、
AR、進階分析和自動化等。

 探討Wi-Fi和5G的匯流如何經由公共
熱點，使企業和城市能夠建立連續接
取環境，及經由家用Wi-Fi和微型基
地臺（Femtocell）網路提供混合網路
流量。

無線寬頻聯盟（Wireless Broadband

Alliance，WBA）與新世代行動網
路聯盟（Next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Alliance ， NGMN ） 於
2019年9月共同發布的「無線接取
網 路 匯 流 白 皮 書 （ RAN

Convergence White Paper）」，探
討現有Wi-Fi與未來行動網路匯流
的重要性，以及匯流後電信業者與
Wi-Fi業者的機會及挑戰。



動態頻譜共用/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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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報告顯示頻譜拍賣價格過高導致數百萬人無法連線上網
 GSMA發表「頻譜價格對消費者的影響」，該報告採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自2010

年起至2017年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頻譜拍賣價格對消費者的影響。

動態頻譜共用 (Dynamic Spectrum Sharing，DSS)技術能有效降低電信業者總
成本，允許電信業者透過軟體升級的方式，於現有設備同時運行LTE及5G網
路，並根據用戶需求在4G和5G網路間動態調整使用的頻譜資源，加速達成全
國範圍5G覆蓋

動態頻譜共用降低電信業者成本，加速5G佈建

2019年8月初，Ericsson與高通合作，使用搭載高通Snapdragon X55 5G數據晶片測試機
與4G LTE手機進行實驗，結果顯示使用同一分頻雙工（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
FDD）訊號頻段的兩臺手機，皆完成資料呼叫（Data Call）並成功連網。

1. 頻譜取得成本過高是減緩已開發國家4G網路佈建和造成4G網路品質長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2. 開發中國家頻譜平均價格較已開發國家高近3倍，
減緩3G與4G網路佈建，並使整體網路品質長期下降。

3. 於頻譜拍賣價格最高的國家中，若行動通訊業者能以適當價格取得頻譜，
平均能增加多達7.5%的4G網路人口覆蓋率。

4. 取得頻譜的時間對行動通訊服務人口覆蓋率有顯著影響。
例如電信業者若提早兩年取得頻譜，則能夠增加11-16%的4G網路人口覆蓋率。

5. 電信業者取得頻譜大小對網路品質有顯著影響，
額外20 MHz的4G頻寬平均能提高1到2.5 Mbps的下載速度。



2018年10月25日，美國總統
川普發布總統備忘錄，確立頻
譜高效運用的國家政策，並要
求美國商務部（Secretary of
Commerce，SoC）、國家電
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
NTIA ）及聯邦通信委員會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等部門
提交年度報告，以檢視頻譜現
況（2018.1.1～2019/6/30）
及近程至中程頻譜重整計畫情
形。

美國5G頻譜政策與釋照

8

盤點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頻譜使用，提出重整規畫。
5G Licensed Band 
 美國目前已有5,863 MHz頻寬可用於5G發展與應用，包括204 MHz的低頻頻譜

（1 GHz以下）、709 MHz的中頻頻譜（1-6 GHz）和4,950 MHz的高頻頻譜
（24 GHz以上）。

 另積極研究額外7,250 MHz的潛在頻段，包括低頻共10 MHz、中頻共1,090 MHz
和高頻共6,150 MHz，期能最大限度地應用國家頻譜資源。

Unlicensed Band 
 除執照頻段外，政府亦整備大量頻譜資源作為免執照頻段，補充執照頻段不足的

部分。目前已於低頻段（共26 MHz）、中頻段（共663.5 MHz）和高頻段（共
14,000MHz）提供約14,689.5 MHz的免執照頻譜，預計將於中/高頻段（主要在
6-7 GHz範圍內）再釋出1,200 MHz以上的頻譜資源作為免執照頻譜使用。

NTIA於2019年9月3日發布
《頻譜重整現況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Spectrum Repurposing）》

 將於每個縣級（County-based）許可區域提供7張優先接取執照
（Priority Access Licences，PALs），共22,631張

 每張PAL區塊單位頻寬為10MHz，每個縣的競標上限為4個區塊
 使用期限為10年，執照屆期後將重新核配。

 研調機構 TeleGeography指出，本次 3.5GHz釋照，預期將引起無線網路服務業者
（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WIPs）、已進入MVNO市場的主要有線電視業者
以及欲佈建專用LTE網路業者的興趣。

FCC規劃於2020年6月25日拍賣3550 MHz – 3700 MHz（CBRS）頻段（Auction 105）



反對佈建5G小型基地臺的聲浪在美國各地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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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包括美國癌症協會與環境保護局在內的大多數學者，皆未將此
種輻射歸類為致癌物質，但反對方依然認為長期暴露輻射之下將對
健康產生未知的副作用。

 小型基地臺佈建受到居民和環保團體質疑、嚴重反對，
認為小型基地臺不僅破壞環境美觀，更有可能對健康帶來極大風險。

 健康疑慮主要來自於小型基地臺必須大量且密集的設立，
例如在Syracuse，小型基地臺幾乎會佈建於每個街區。

加州的Mill Valley市議會一致通過緊急
條例，禁止5G基地臺在住宅區內設立，
儘管當地尚未收到任何於城市內設立
小型基地臺的提案。Mill Valley官方指
出，訂定此條例背後的動機係因為長
期暴露於電磁波下，可能導致癌症風
險及增加其他健康問題發生的機率。

在紐約Syracuse的立法部門以5:3的票
數，最終通過Verizon所提出5G小型基
地臺的佈建提案，但提案表決前，也收
到大量的民眾來電與來信表達對潛在健
康風險的疑慮。

加州Mill Valley市議會 紐約Syracuse立法部門



英國促進鄉村5G連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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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目的 -為促進鄉村地區技術革新及5G發展，將選擇近10個鄉村地區進行5G創新試驗，
網路速度將為4G 的10-20倍，刺激5G商業投資。

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
投入3千萬英鎊舉辦新一波的全國性鄉村連網競賽（The Rural Connected Communities
Competition），進行5G測試。

先前政府的投資計畫

●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遠距監測鮭魚漁業、提高風力發電場的效率
●什羅浦夏（Shropshire）：以無人機與拖拉機進行目標性噴施農藥（Targeted Crop-

Spraying）及土壤分析，展示改變農業的5G試驗。
- 新投資項目將以上述項目作為基礎展開計畫，並在鄉村地區試用5G的其他用途，以助推動經濟成長、改
善生活品質與鼓勵創新行為。

英國政府也對行動基礎設施許可提出諮詢建議

●增加新天線桅杆（Mast）的許可高度（最
高可至25公尺），以提供更佳行動網路覆蓋
率，促進天線桅杆共用（Mast Sharing），
並最小化建造基礎設施需求；

●允許在未經事先核准的情況下加強現有的地
面天線桅杆，以便基地臺升級為5G使用，
以及與天線桅杆得以共用；

●除具有特殊科學價值的基地臺外，允許在未
經事先核准的情況下，於保護區與非保護區
佈建無線電設備機櫃；

●允許建築物天線桅杆靠近道路，以支援5G
佈建並增加行動網路覆蓋率。

●政府也尋求產業意見，希望減緩新基礎設施
造成的影響，如保證充分運用現有基地臺和
拆除多餘天線桅杆等。



日本國內首個區域性5G實驗，
28GHz頻段速率可望達40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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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自2019年6月下旬，住友商事與區域無線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
地域ワイヤレスジャパン）等，進行日本國內首個區域性5G（Local 
5G）實證實驗。

實證結果

若室外視線（Line of Sight）良好的情況下，可達成400Mbps高速通訊。

區域性5G效益

 預期有線電視改用5G作為最後一哩（Last Mile），可以節省屋內安裝線
路以及解除契約時撤除線路的工程，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升便利性，也
有助於回饋至有線電視的收視費。

 近來日本集合住宅有樓層增加與擴大的趨勢，使得光纖鋪設難度提升，未
來可望透過於室外設置區域性5G基地臺，以大型基地臺（Macro Cell）覆
蓋多棟建築物，並使用巨量天線（Massive MIMO）確保單棟線路，提供
有線電視服務，發掘新的客戶。

註：區域無線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為住友商事和51家有線電視業者出資設立



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宣布將共建5G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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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簽訂《5G網路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協議書》，
宣布將與於中國大陸全國範圍共建5G接取網路

共建模式

 採分區佈建，各自負責劃定區域內的建設、投資、維護與網路營
運，提供共建共用區域內一致的網路規則、建設、維護及服務。

 雙方的品牌與業務仍獨立運作，各自與第三方進行的共用合作則
不得損害另一方利益。

共用程度 接取網路共用方式，各自建設其核心網路並共用5G頻率資源。

建設區域 按約定比例於15個城市分區佈建。

商業考量
共建共用合作，尤其雙方連續的5G頻率共用，將可降低5G網路建設
與維護成本、有效提升5G網路覆蓋率、增強5G網路和服務的市場競
爭力，並提升網路效益與資產營運效率。

資料來源：中国联通，2019。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电信进行5G网络共建共享合作的公告。
http://www.chinaunicom.com.cn/news/201909/1568027178888010079.html

圖片來源：macrovector / Freepik

通信产业网，2019。官宣！联通与电信共建一张5G接入网。
http://www.ccidcom.com/yunying/20190909/fBumDr5NpxVWdcIuz16vy2wjw8t4w.html

http://www.chinaunicom.com.cn/news/201909/1568027178888010079.html
http://www.ccidcom.com/yunying/20190909/fBumDr5NpxVWdcIuz16vy2wjw8t4w.html


倫敦城市擴建，新住宅與辦公室建成，固定電話號碼需求增加背景

Ofcom釋出新的「（020）4」電話號碼

13

號碼核配現況

 倫敦撥號代碼為020，目前已提供用戶（020）3、（020）7及（020）8開
頭，共3,000萬門電話號碼。

 但Ofcom每週約核配3萬門新號碼，故現有可核配的固定電話號碼數量已低
於100萬門，預估號碼資源將於一年內耗盡。

政策考量

因此，Ofcom在2019年8月30日宣布將於秋季增加（020）4開頭的電話號碼
區塊共1,000萬門，供倫敦固定電話使用。
 2019年10月1日起接受電信業者的號碼核配申請
 預計可於2019年12月開始提供用戶使用。

儘管英國的固定電話使用率正逐年下降，但多數家庭仍須仰賴固定電話，
且用戶每年撥打固定電話之分鐘數達440億分鐘。

實施決策



傳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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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歐洲：瑞士】 瑞士計劃在2024年關閉FM類比廣播訊號

2【歐洲：德國】 德國數位廣播DAB+成為未來主流，建置率達58%

3【歐洲：英國】 Ofcom發布英國電視從業人員多元性報告

4【美洲：美國】 FCC開放低功率電視臺業者申請頻譜重整補償基金

5【美洲：美國】 AT＆T和Nexstar Media Group重新取得轉播授權協議，結束近兩個月的斷訊風波

6【美洲：美國】
美國聾人協會（NAD）等團體向FCC提出請願，希望FCC制定相關標準，要求廣播
電視和有線電視業者改善字幕品質

7【美洲：美國】
FCC判定Nexstar Media Group於頻道上架授權協議過程合法，否決Holston 
Connect的申述

8【亞洲：日本】 日本總務省發布《2018會計年資通訊媒體使用時間和資訊行為調查報告》

9【大洋洲：紐西蘭】紐西蘭廣播機構聯手成立400萬美元的聯合基金，用於支持高質量的毛利語內容



• 南韓電信業者SK Telecom與該國3大無線電視業者宣布合作成立新串流影音平臺
「Wavve」，期能擴大經濟效益與營運規模，以共同對抗Netflix、YouTube等境外影
音服務的快速入侵。

韓國電信業者與3大無線電視公司合作推出OTT
串流影音服務平臺

IDENTIFY

EXECUTE

韓國KBS、
MBC、SBS合
作推出的串流
影音平臺
「Pooq」，

SK Telecom旗
下的行動串流
影音服務
「Oksusu」

• 韓國OTT串流影音業者面對
Netflix等境外業者的競爭，部
分業者透過合作或結盟方式，
以鞏固其市場地位；而亦有部
分業者因而選擇退出經營OTT
服務，例如由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Hyundai HCN推出的OTT串
流影音服務EveryOn TV即宣布
結束營運。

• 在面臨OTT影音服務競爭越趨
激烈的情況下，南韓市場專家
分析市場勢必會面臨重組，且
需具有龐大資金與原創性的影
音內容，才得以和境外大型
OTT服務業者相互競爭。



數位廣播發展趨勢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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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廣播產業計劃在2024年底前關閉FM類比廣播訊號，改以數位廣播技術（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簡稱DAB+）作為主要的服務基礎。

•為因應此技術革新，瑞士通訊管理局（Switzerland’s Federal Office of Communication）早在2017年
即推動相關宣傳措施，包括透過廣播、電視、報紙和廣告招牌等告知民眾「廣播正在改變（Radio is 

moving）」。

•根據瑞士通訊管理局統計，截至2019年6月底，瑞士當地廣播業者僅有17%仍使用傳統FM類比廣播技
術，且民眾收聽數位廣播的比例已高達65%。截至2019年6月底，DAB+技術之廣播終端接收設備已賣
出430萬臺。

瑞士計劃在2024年關閉FM類比廣播訊號

•德國聯邦媒體管理協會（ALM GbR）日前於2019年國際電子消費及家電品大展（IFA）期間公布德國
廣播產業的數位化發展報告《AUDIO Digitalisierungsbericht》。

•報告結果顯示，目前德國民眾有高達58%已擁有數位廣播接收終端設備，其中又以DAB+（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Plus）規格之終端設備普及率最高，德國約有23%家戶（等同於超過900萬家戶）
在家中或車載廣播裝置中採用DAB+接收器，較2018年成長6%。

•整體而言，德國民眾倚賴數位廣播或線上網路收聽廣播節目的比例已逐年提高，整體數位化程度與上
一年度相比增長5%，數位廣播終端設備普及率達58%。

德國數位廣播DAB+成為未來主流，建置率達58%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監理政策

• 美國聾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Deaf，NAD）、聾人與聽力障礙者通訊公司
（Telecommunications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Inc.，TDI）和美國聽損協會（Hearing Lo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HLAA）等團體於2019年7月底向FCC提交請願書，希望制定相關標準以改
善電視節目的字幕品質。

• 該等團體表示，現今市場上已有自動語音辨識（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等新字幕技
術，但電視直播節目的字幕品質卻未如預期改善，許多消費者仍舊只能觀看品質不佳的字幕。FCC轄
下消費者和政府事務局（Consumer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Bureau）已於今年8月14日就此議題展開
公眾諮詢，收集相關業者意見，以了解產業和倡議團體對此議題的評論與建議，並於9月5日發布一項
行政命令，將諮詢意見及回覆意見的截止日期延後至10月15日和10月30日。

【美洲：美國】美國聾人協會（NAD）等團體向FCC提出請願，希望FCC制定相關標準，
要求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業者改善字幕品質

• NZ On Air和Te Māngai Pāho於2019年9月宣布聯手成立400萬美元的聯合基金，旨在支持電視臺於主
要時段（Prime Time）播出高質量的毛利語內容。

• 該資助機構目前公開招募內容包含20-30%毛利語（Te Reo Māori）的創新提案，預計資助4到6個電視
節目計畫，透過資金補助的方式，呈現多樣的毛利人觀點來吸引電視觀眾，期能確保新的紐西蘭世代
能將毛利語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部分。

【大洋洲：紐西蘭】紐西蘭廣播機構聯手成立400萬美元的聯合基金，用於支持高質量的毛
利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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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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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歐洲：法國】 法國和美國達成協議，未來可取消3%數位稅爭議

2 【歐洲：法國】 法國電信Orange 與電視頻道業者談不攏，考慮解約

3 【歐洲：義大利】 義大利電信偵查大隊聯合歐洲組織發起掃蕩非法串流平臺

4 【美洲：美國】 美國政府對於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調查越趨嚴厲

5 【美洲：美國】 美國媒體收視率委員會發布跨媒體收視率調查標準

6 【美洲：美國】 美國社群媒體公司表示已加速移除暴力內容

7 【亞洲：日本】 8K和AI技術於救災醫療領域之創新應用

8 【大洋洲：澳洲】 澳洲政府提案立法阻止極端分子利用社群平臺發布極端暴力內容

9 【非洲：肯亞】 肯亞將向YouTube、Netflix徵收OTT稅



Facebook在2020年大選前，
修改美國政治廣告商的規定

由於社群平臺成為選舉廣告投放主要媒介之一，為避免有心人士不當干預選
舉，Facebook修改政治廣告規定，引入美國政治廣告商「認可組織
（Confirmed Organization）」服務的標籤，未來廣告商應出示政府頒發的認
可證明，若未於2019年10月中旬前遵守新規者，其廣告將被下架。

2018年5月要求美國的政

治廣告商在其廣告上放置

「由誰支付費用」聲明

要求廣告商提交美國的郵

寄地址和身份證明文件，

以獲得「認可組織」標籤

進一步要求廣告商提交政

府頒發的證明，如稅務登

記的負責人身份證號碼等

若未出示相關認可證明文

件，將下架該則廣告



數位稅相關爭議

•法國於2019年6月通過數位稅法案，針對約30家科技公司包括臉書、亞馬遜等徵
收3%數位稅，引起美國總統和商務部反對。針對此爭議，近日法國總統已出面
承諾，國際間未來若達成數位稅協議簽署，法國將會取消此法案，退稅給企業。

•法國的3%數位稅主要針對數位服務年營收超過7.5億歐元的跨國企業，其中包括
在法國境內取得收益達2,500萬歐元營收之業者。法國經濟部長指出，該稅法成
立後預計法國國庫年徵收額將增加約5億歐元。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已開始研擬多邊數位稅解決方案，預計2020年公布。

法國和美國達成協議，未來可取消3%數位稅爭議

•肯亞資通訊部（Ministry of ICT）計劃對外國串流視聽服務例如YouTube、
Netflix等進行徵稅，目前徵稅架構規劃已進入最終階段。官方表示，不遵守規範
的業者，政府得關閉其服務。此外，肯亞稅務局（Kenya Revenue Authority，
KRA）也已宣布將聯手通訊局（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Kenya，CA）針對
應用程式上的交易引入增值稅義務，包括透過數位平臺購買的商品、服務和應用
程式等，都將可能納入肯亞稅務計算的一環。

肯亞將向YouTube、Netflix徵收OTT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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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類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WEF：VR隱藏的數據風險及解決方案

2 AIOTI：2019年至2024年歐洲物聯網的挑戰和機遇

3 WEF：數位化轉型後技能培訓的方向

4 WEF：數位經濟與大數據對旅遊業帶來的改變

5 UN：若無更佳的全球合作模式，「數位落差」將加劇不平等現象

6 Analysys Mason：提高IoT意識是提高IoT解決方案採用率的關鍵

7 Analysys Mason：近25%的小型企業認為其網路資安保護不足

8 英美兩國陸續針對臉部識別推出禁令

9 IEEE制定臉部識別的生物識別標準，建立道德指南

10 【歐洲：波蘭】 Orange和Ericsson在波蘭華沙啟動測試5G

11
【美洲：美國】

Facebook透過研究獎金加速產出更多自然語言處理方法

12 Google與YouTube違反兒少隱私法將支付1.7億美元罰鍰

13
【美洲：加拿大】

加拿大財政部推出新的服務與數位政策，以強化數位政府

14 加拿大政府和魁北克政府宣布在蒙特婁建立國際人才專業中心，以促進AI發展

15 【亞洲：跨國】
新加坡IMDA宣布和重慶大數據局合作，加強中國大陸西部和新加坡之間的數
位連結

16 【亞洲：臺灣】 5G「三共」原則放寬，電信業者合作空間大

17

【亞洲：新加坡】
新加坡推動AI專利申請新政，以支持發展東協工業4.0

18
新加坡IMDA與SAC、ISCA共同制定會計產業數位計畫，旨在加速中小企業實
踐數位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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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EC）推動新的量子計畫，
以提高歐洲通信的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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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 關鍵字：網路安全、量子

通信

22

• 希望透過啟動OPENQKD試驗專案，提高通信、醫療保健、電

力供應和政府服務領域等應用的安全性，並希望能達到下述目

標：

• 第一，致力為量子技術供應商和應用開發商發展歐洲生態系；

• 第二，透過支持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以確定新的應用案例，

並為新的量子利害關係人提供現代化的測試設施；

• 第三，為該基礎設施制定標準和安全認證機制。

目的

• 歐盟在 2018 年 10 月啟動量子技術旗艦計畫（ Quantum

Technologies Flagship），預計耗資10億歐元，旨在為未來10年

的尖端研究提供資金支持。

• 預計在奧地利、西班牙、波蘭、德國、荷蘭、瑞士、法國、義

大利、英國、希臘和捷克等國家安裝測試量子通信基礎設施。

• OPENQKD即為其中一項計畫，將持續3年，預算為1,500萬歐

元，以強化研究、產業以及公共部門之間的合作，樹立歐盟在

量子技術領域的科學和技術領導地位。

計畫內容



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法國波爾多的案例

• 洲別：歐洲

• 國別：法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8月

26日

• 關鍵字：智慧城市、物

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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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著重以ICT技術解決垂直市場需求，如運輸及廢棄物處理的

「Anchor路線（Anchor Route）」；

• 第二，在大規模實行前先於特定區域試驗ICT應用的「Beta路線

（Beta Route）」；

• 第三，檢視未來ICT應用之需求並據此設置基礎設施的「Platform路

線（Platform Route）」。

Machina Research：發展智慧城市三大路線

• 目前波爾多長期採行的主要方法正逐漸走向Platform路線，是目前被

公認為最適合擴展及商業化的可行方法。內容包括：

• 透過IoT平臺進行整合，以優化城市數據及公民數據的管理；

• 建立數據及相關資料庫，以發展數據經濟；

• 建構以光纖及5G結合的多服務網路，以發展5G行動寬頻、大規模

物聯網（Massive-scale IoT）與醫療保健等產業。

現況



數位經濟與數位轉型趨勢

• 調查結果顯示：不了解IoT的中小企業比例近4分之1，大型企業僅9%；對IoT不感興趣的中

小企業比例為36%，大型企業為29%。顯示中小企業對應用案例仍存疑，或沒有資源與專

業知識佈署IoT。

• Analysys Mason指出，對IoT認知不足仍是導入IoT的最大障礙，業者應向企業展示IoT的優

勢，以提高IoT解決方案採用率。

Analysys Mason：提高對IoT的認知是促進採用IoT解決方案的關鍵

• 物聯網創新聯盟（AIOTI）為因應歐盟新的政治週期（2019-2024年），制定未來推動物聯

網優先事項，AIOTI認為歐盟未來的政策主軸為：

• 定義和支持以人為本的模式：確保安全性、隱私和信任，作為「歐洲製造」物聯網技術和

應用的基礎。

• 縮小歐盟區域與成員國間的數位落差：包括開發新的物聯網技術，解決能源效率、氣候變

化、智慧城市與食品安全等社會挑戰。

• 利用物聯網數據，實現跨產業的「數據市場」：期達到數據互通，降低監理障礙等，以充

分發揮創新物聯網應用的潛力。

• 推動物聯網與其他技術（如下一代連接技術、AI、邊緣計算）的融合：以維持和擴展歐洲

在數位創新領域的領導地位。

• 與AIOTI等產業代表進行對話：扮演EC和歐盟成員國間的橋樑，傳播物聯網知識，縮短物

聯網相關問題的決策過程。

2019年至2024年歐洲物聯網的挑戰和機遇

24



資訊安全與數據風險

• VR時代來臨，相關體驗發展迅速，但VR應用的數據蒐集卻尚未受到監理。例如，未來

使用20分鐘的VR遊戲預計記錄200萬筆資料，可作為醫療數據，診斷病症。

• AR/VR數據難以去識別化使用，因為每個使用者的動作都是獨特的，可視為個人身分訊

息。若VR和AR數據遭到濫用，可能導致人們失去對身分的控制權。

• 隱私高峰會提出相關方案，例如在使用後規定時間內刪除使用者數據、以易懂的語言傳

達數據收集政策、若公司被併購，用戶生物辨識訊息不可未經用戶同意轉移等。或是採

取審查委員會的作法，由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審查公司的隱私政策。

WEF：VR隱藏的數據風險及解決方案

• 中小企業的資安市場規模正迅速成長。Analysys Mason預估，人員規模小於1,000人的企

業，2019年在資安解決方案將支出約500億美元，且至2024年的年平均成長率為13%。

• 根據調查，微型企業在過去12個月的平均每位員工遭受駭客攻擊的成本超過400美元，

高於大型企業的25美元，小型企業也較大型企業缺乏對新型態資安業者及產品的認知能

力。

• 缺乏專業資安人員及囿於有限預算，為各企業普遍發展資安能力的阻礙，14%的小型企

業認為其網路資安保護仍嫌不足。

Analysys Mason：小型企業認為其網路資安保護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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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識別之規範

•美國波特蘭市正在考慮一項禁止民營企業使用臉部識別技術的法令，而先前舊金山、

奧克蘭和薩默維爾等城市則著重於禁止警察和政府機構的使用。

•英國則由10多位議會議員、25個人權團體、技術專家和學者以及少數訴訟律師共同簽

署一份聲明，呼籲英國警察和民營企業立即停止使用「臉部識別進行公共監視」。該

份文件對臉部識別監控持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從人權侵害到可能產生歧視的影響，且

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議會審議以及民主授權…等等。

•微軟呼籲臉部識別需加強監理，但該論點並未獲得業者間的一致認同。例如，臉部識

別業者HSR認為有99%的臉部識別應用是有益的，其餘1%則受GDPR約束，並以Netflix

帳戶被駭客入侵為例，指出生物識別技術比密碼更安全，其好處優於負面因素。

英美兩國陸續針對臉部識別推出法令

•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頻譜小組（IEEE Spectrum）正致力於制定臉部識別標準，建立準

確性報告和數據多樣性協議，並建構評估系統，衡量臉部識別的應用情境，以解決隱

私、種族和性別偏見，以及不準確性等相關社會問題。另一個目標則是建立臉部識別

軟體的使用道德指南。

• 目前該組織已為臉部自動分析技術建立「P7013包容與應用標準」。IEEE高階成員兼

P7013工作小組主席Marie-Jose Montpetit表示，可透過案例審查定義技術的法遵標準，

包括數據蒐集、分析位移及檢測活動等。

IEEE制定臉部識別的生物識別標準，建立道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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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推動數位政策之趨勢

• 加拿大創新科學經濟發展部與魁北克國際關係部共同宣布於蒙特婁成立國際專業人才

中心，以推動AI發展，同時該組織也是AI全球合作夥伴（GPAI）的一員。

• 希望透過關注倫理、人權、多樣性以及創新和經濟成長等議題，以負責任的態度發展

AI，並期望達成強化該國AI商用化及採用相關科技能力的任務。

• 聯邦政府承諾在未來5年內投資高達1,000萬美元，以便開始營運後支持中心的活動；另

魁北克省則宣布贈與500萬美元以創立或吸引國際AI組織加入。

加拿大政府和魁北克政府宣布在蒙特婁建立國際人才專業中心，以促進AI發展

•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與重慶大數據局合作，促進雙方電信業者合作關

係，並啟動新中（重慶）國際數據通道，旨在加強中國大陸西部與東南亞的數位連結，

並支持雙方發展創新資通訊產業及數據導向的商業活動。

• IDC的總數據容量為260Gbps，將為新加坡和重慶用戶提供更佳的網路體驗，如更低延

遲、更少封包遺失和更好的網路可靠性。重慶可成為中國大陸西部連結新加坡的樞紐，

為雙方串流影音內容、遊戲、線上學習產業等需要高品質頻寬的產業帶來助力。

新加坡IMDA宣布和重慶大數據局合作，加強兩國之間的數位連結

•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POS）結合先前的國際和智慧財產技能框架，宣布一系列支持東

協工業4.0新計畫。IPOS也將與各方利害關係人簽署6項備忘錄和合作協議，以建立該國

與全球企業合作的新管道。

• IPOS的「人工智慧專利優先計畫（AI2）」快速的申請流程，將使創新者能夠將其AI的

創新發明更快地推向全球市場，同時也加強新加坡作為尖端技術智慧財產中心的地位。

新加坡推動AI專利申請新政，以支持發展東協工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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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區域性5G頻段
最新草案規劃諮詢

28圖片來源：katemangostar / Freepik

日本總務省於2019年9月27日公告導入

區域性5G之相關省令改正草案與指導

方針草案，並自2019年9月28日至2019

年10月28日間公開徵詢意見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電波法施行規則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省令案等に係る意見募集
-ローカル5G等導入のための制度整備-。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kiban14_02000396.html

補充資料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kiban14_02000396.html


區域性5G係由地方企業、自治體等各類主體在自己的建築物或土地內，
因應區域或產業個別需求，靈活構築特定地點（Spot）的5G系統。

與其他通訊服務類型比較
與行動通訊業者5G服務差異

1. 可在行動通訊業者較晚開始提供服務的地方提早建置5G系統
2. 可因應用途，彈性設定需要的性能
3. 較不易受到其他地方的通訊障礙或災害等影響

相較於Wi-Fi，區域性5G以無線電臺執照為基礎，可以穩定地使用

29

區域性5G（Local 5G）概述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在建築物、土地內作為5G專網使用

在施工的
運用

在工廠的
運用

在農業的
運用

基礎設施監測

河川監測

智慧農業

遠端操作機械

智慧工廠

業主在工廠導入

智慧工廠

承包商在工程現場導入

遠端操作機械
農家升級農業

自動農場管理

自治體等導入

河川等的監測

感測器、4K/8K

在防災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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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5G使用的頻段及導入時程表

區域性5G使用頻段為4.6-4.8GHz及28.2-29.1GHz

為及早因應地方的需求，區域性5G制度先以「NSA架構」，於2019年內完成
28.2-28.3GHz的制度制定。

NTT Docomo

樂天行動 NTT Docomo KDDI/沖繩Cellular SoftBank

100MHz ↑↓

400MHz ↑↓ 400MHz ↑↓ 400MHz ↑↓ 400MHz ↑↓

100
MHz
↑↓

區域性5G①

區域性5G②

※與公共業務用系統之間需做調整

※與衛星通訊業者之間
需做調整

4500 4600 4800

27.0 27.4 27.8 28.2 28.3 29.1 29.5

其他區域性5G頻段

2019 2020

完成制度整備、開放申請
（12月）

完成技術條件
檢討（6月）

完成制度整備、
開放申請（11-12月）

【4.5GHz頻段】

【28GHz頻段】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28.2-28.3GHz
技術條件彙整
（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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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5G的網路架構

NSA架構圖 4G

基地臺
Local 5G

基地臺

控制訊號 訊務

4G核心網路

 5G導入初期，仍需要運用4G基地臺與核心網路（NSA架構）

預期2020年後，可透過獨立5G基地臺與核心網路構成網路（SA架構）

考量區域性5G最初僅釋出28GHz頻段，難以用於面的覆蓋使用，因此總務省在訂
定區域性5G制度的同時，亦於地方BWA頻段導入自營BWA制度

區域性5G業者等需要自行組合、
運用地方的4G基地臺與核心網路
（如自營等BWA）

此外，也可以向既有全國MNO與
地方BWA業者借用4G基地臺與核
心網路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総務省，n.d.。地域広帯域移動無線アクセス（地域BWA）システム。https://www.tele.soumu.go.jp/j/adm/system/ml/area_bwa/

註：寬頻無線接取（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BWA ），目前日本的地方
BWA使用2.5GHz頻段，以提升地方公共
服務、解決數位落差等增進地方公共福
祉為目的。地方BWA的服務範圍可為市
町村行政區域的一部分或全部，或都道
府縣行政區域的一部分

総務省，2018。ローカル５G検討作業班の主な検討内
容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https://www.tele.soumu.go.jp/j/adm/system/ml/area_bwa/


※本次僅針對28.2-28.3GHz訂定，未來總務省在檢討其他區域性5G頻段（4.6-4.8GHz及28.3-
29.1GHz）時，將不會受限於以下內容，未來也可能會再對28.2-28.3GHz頻段的制度進行檢討

32

區域性5G執照許可範圍

於28.2-28.3GHz的區域性5G，目前以在「自己的建築物內」或「自己的土地
內」使用為基礎。

現階段對於在他人所有的建物或土地等的使用，設有一定的限制

 所有者利用
• 以在「自己的建築物內」或「自己的土地內」使用，將執照核發給建築物

或土地的所有者等※為基礎。
• 受到建築物或土地所有者委託建置系統者，在受委託的範圍內可取得執照

許可。
※所有權也包含租借者

 他者土地利用
• 現階段在他人的建築物或土地等使用（不包含受到所有者委託建置系統

者），僅限於在靜止狀態的使用（以無線電臺不移動為原則）。（禁止移
動使用是為了防止無秩序地擴張營業範圍）

• 有關於在他人的建築物或土地等的使用，以該建築物或土地所有者未使用
區域性5G為前提。

• 若取得在他者土地使用的執照後，該建築物或土地所有者要以所有者利用
的方式使用區域性5G時，雙方須針對和諧共用的可行性進行協議，在他者
土地利用區域性5G執照增加調整天線位置等條件，以避免干擾。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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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區域性5G與全國性電信業者合作的看法

全國性電信業者可作為第三者支援區域性5G的機能，但非區域性5G頻段執照核
發對象。

提供全國範圍服務的全國性電信業者若使用區域性5G頻段補足其服務，違反
區域性5G的立意。

※本次僅針對28.2-28.3GHz訂定，未來總務省在檢討其他區域性5G頻段（4.6-4.8GHz及28.3-
29.1GHz）時，將不會受限於以下內容，未來也可能會再對28.2-28.3GHz頻段的制度進行檢討

 全國性電信業者為補足其服務使用區域性5G頻段，違反區域性5G的立意。
• 例如，整合運用區域性5G頻段與全國性5G頻段提供全國性服務，或者僅利

用區域性5G網路供全國性5G服務的用戶漫遊等。
 區域性5G使用者可利用全國性電信業者的頻段補足服務

• 當區域性5G使用者離開其土地範圍時，預期可使用全國性電信業者的網路
（不分4G、5G）

 現階段全國性電信業者非區域性5G頻段執照核發對象
• 考量全國性電信業者

 應優先使用其獲配的頻段
 基本上全國性電信業者可利用全國性5G頻段提供與區域性5G相同的

服務，不應發予區域性5G頻段執照
• 全國性電信業者可在不取得區域性5G執照的情況下，作為第三方協助區域

性5G系統建置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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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5G使用情境圖

所有者利用等（廠區內）
由土地所有者於廠區內使用

所有者利用等（建物內）
由建物所有者於室內使用

所有者利用等（廠區內）
由土地所有者於廠區內等使用

他者土地利用等（固定通訊）
於道路上設置基地臺的情形，
基本上為他者土地利用

所有者利用等/他者土地利用
若為固定通信，則公寓中
①受委託的所有者利用等
②未受委託的他人土地利用
皆可能提供服務

所有者利用等（土地範圍內）
基地臺與服務範圍皆在公寓的土地
範圍內，則為土地範圍內使用

他者土地利用（固定通訊）
橫跨到他人的土地上，則
為他者土地使用

藍色虛線：當範圍重疊
處的所有者利用等開始
時，有必要調整

「所有者利用等」的範例

「他者土地利用」的範例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若取得在他者土地使用的執照後，該建築物或土地所有者要以所有者
利用的方式使用區域性5G時，雙方須針對和諧共用的可行性進行協
議，在他者土地利用區域性5G執照增加調整天線位置等條件，以避免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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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5G技術條件（28.2-28.3GHz）

項目 說明

頻段 28.2-28.3GHz

通訊方式 TDD

多工技術/
多重接取方式

基地臺 OFDM及TDM

行動臺 OFDMA或SC-FDMA

調變技術
基地臺 QPSK/16QAM/64QAM/256QAM

行動臺 π/2-BPSK/QPSK/16QAM/64QAM/256QAM

佔有頻寬容許值
基地臺 50MHz/100MHz

行動臺 50MHz/100MHz

不必要發射強度值
基地臺 規定每佔用頻寬鄰近頻道洩漏功率、頻譜波罩、混附發射

行動臺 規定每佔用頻寬鄰近頻道洩漏功率、頻譜波罩、混附發射

最大天線功率及
天線功率容許偏差

基地臺
最大功率：原則上室外5dBm/MHz以下，室內0dBm/MHz以下
容許偏差：規格天線功率的±5.1dB以内

行動臺
最大功率：規格天線功率的最大値在23dBm以下
容許偏差：規格天線功率加上3.6dB的數値以下

天線增益容許值
基地臺 23dBi以下為原則

行動臺 20dBi以下

頻率容許偏差
基地臺 ±(0.1ppm＋12Hz）以内

行動臺 ±0.105ppm以内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指導方針草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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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方針草案架構與頻譜使用費

1. 指導方針目的
(1) 區域性5G概述
(2) 指導方針的目的

2. 導入區域性5G相關電波法適用關係
(1) 開設無線電臺之必要手續
(2) 技術基準適合證明的適用
(3) 無限從業人員的資格要件
(4) 概括執照（原文為包括免許）的適用
(5) 頻譜使用費
(6) 執照許可對象範圍
(7) 提供範圍
(8) 執照申請相關範圍調整的看法

3. 導入區域性5G相關電信事業法適用關係
(1) 事業開始之必要手續
(2) 關於取得IMSI的看法

4. 區域性5G執照取得者與全國MNO等的合
作

(1) 關於合作的基本看法
(2) 透過合作補足服務的關係
(3) 確保公正競爭的關係

5. 指導方針的重新檢討

頻譜使用費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ローカル５Ｇ導入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案。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4.pdf

區域性5G無線電臺及自營等BWA適
用以下頻譜使用費（年費）。

 區域性5G

（28.2-28.3GHz）
 基地臺：

2,600日圓/臺
（約為新臺幣710.06元/臺）

 陸地行動臺（概括執照）：
370日圓/臺
（約為新臺幣101.05元/臺）

（參考）自營等BWA

（2575-2595MHz）
 基地臺※：

19,000日圓/臺
（約為新臺幣5188.9元/臺）
※天線功率超過0.01W

 陸地行動臺（概括執照）：
370日圓/臺
（約為新臺幣101.05元/臺）

註：參考中央銀行資料，日幣匯率以2018年匯率0.2731換算（臺幣/日圓）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4.pdf


項目 地方BWA 自營等BWA

使用頻段 2575-2595MHz

通訊方式 AXGP或WiMAX R2.1 AE（與TD-LTE具有兼容性）

頻譜使用目的 電信業務用
一般業務用*

但若為受建築物或土地所有者委託取得執照者，則為
電信業務用

執照條件／
服務範圍

在取得提供公共服務相關的同意書等的市區町村的範
圍內

在「自己的建築物內」或「自己的土地內」或「受建
築物或土地所有者等委託建置系統的受委託範圍內」

全國性電信業者※及其子公司等不得取得執照
全國性電信業者※及其子公司等不得取得執照（如作為
支援區域性5G的NSA網路架構提供服務時，全國性電
信業者的子公司等關聯企業則可能取得執照）

技
術
條
件

頻率容許偏差 3×10-6以下

佔有頻寬容 20MHz以下

天線功率 行動臺：200W以下 基地臺：40W以下

天線增益 行動臺：4dBi以下 基地臺：17dBi以下

共
用
條
件

與鄰頻的
和諧共用

• 原則上有必要與鄰頻的全國BWA業者同步並進行協議
• 若不同步，則需要5MHz的護衛頻段，並與鄰頻的全國BWA業者協議

地方BWA與
自營BWA的
和諧共用

優先使用 次級使用

• 自營等BWA僅能於地方BWA未使用或近期使用可能性低的範圍內開設
• 取得自營等BWA執照後，如果地方BWA也要在相同地點使用，則為避免干擾地方BWA，自營等BWA需採

取調整天線位置等措施。
• 須溝通頻率和諧共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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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地方BWA與自營等BWA比較（2.5GHz）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
総務省，2019。周波数割当計画。
総務省，2019。ローカル５Ｇ導入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案。

註*：「一般業務用」為無線電臺目的不屬於電信業務用、公共業務用、簡易無線通信業務用、業餘業務用、廣播用、廣播事業用、低功率業務用
註※：使用行動電話服務用及寬頻行動無線接取系統用頻率（除2575-2595MHz以外）的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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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在地方BWA頻段導入自營等用途

地方BWA是由電信事業以市區（住宅區、車站、商業區等）為中心推展營業範圍

工業地區、農業地區等地域BWA未使用或將來短時間內使用可能性低的地區，
則可以在「自己的建築物內」或「自己的土地內」作為自營等用途BWA使用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省令等改正案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6535.pdf

地方BWA使用

自營等BWA使用

工廠等

牧場

住宅用地

農地

公共設施等

商業用地 商業區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Foreseeing

前瞻

Opportunity

契機

Uniqueness

獨特

Reputation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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