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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本期推薦

1. 【國際：跨國】IHS Markit：5G 發展進程較 4G LTE 更為快速，歐洲主
要應用在於 eMBB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經濟預測及商業諮詢機構 IHS Markit 指出 5G 發展進程較 4G LTE 更
為快速，4G/LTE 標準於 2009 年定案後，直到 2012 年佈建才快速發展，
5G 則於標準完成後幾週即快速發展，不到 1 年時間，包含亞洲、歐洲、中
東及北美地區，皆有電信業者推出 5G 商用服務。
增強型行動寬頻（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和固定無線接
取（Fixed Wireless Access，FWA）是目前 5G 的主要應用，但各區域於兩
種應用的發展程度有所不同。歐洲電信業者於今年上半年推出的 5G 服務
中，有 72%僅為 eMBB 的應用，中東地區為 50%；部分電信業者（尤其在
中東地區）僅提供 FWA 服務，而歐亞地區則兩種服務皆有提供。IHS Markit
認為，5G 發展速度取決於無線通訊業者的技術成熟度與過去 3G、4G 經
驗，當前阻礙業者佈建更多 5G 網路的原因為資金因素及手機、路由器的
可用性，同時也表示，阻礙 5G 成長的因素可能是缺乏支援 5G 的設備，而
在英國、瑞士寬頻路由器延遲交付問題；及美國禁止華為購買其相關元件
也可能是影響因素。
關鍵字：無線通訊業者、eMBB、FWA、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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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跨國】5G 時代下行動通訊業者的轉型建議
洲別：國際
國別：跨國
類別：通訊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3 日
瑞典顧問公司 Northstream 觀察目前全球各地 5G 推動情形，提出行動
通訊業者如何轉型，以充分發揮 5G 應用、獲取最大收益的三大層面建議：
1. 網路架構
行動通訊業者能以軟體定義的雲端原生虛擬化網路（Software-Defined
Cloud-Native Virtualised Networks），提供更接近終端用戶的應用程式，減
少前置時間，並降低成本。然對行動通訊業者而言，網路架構改變仍存在
許多挑戰，如佈署的複雜性與解決方案技術成熟度不足等。
2. 商業模式
行動通訊業者與服務開發者建立穩固的事業關係至關重要。為提升企
業客戶服務價值，B2B 產品組合中應包含於網路邊緣設施代管客戶伺服器、
應用程式協作，甚至提供具品質保證的網路切片服務等。
3. 組織與作業方式
電信業者不僅需升級網路基礎設施，重新思考組織內部的作業方式更
形重要，俾以增加客戶價值、縮短上市時間、提高預算效率等。
關鍵字：5G、網路架構、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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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跨國】全球 20 個國家於聯合國大會簽署協議，共同遏止網路假
新聞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7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包括法國、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在內的 20 個國家於今（2019）年 9
月 26 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簽署一項協議，旨在遏止網路假新聞（ Fake

News）的散布。該協議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
發起，簽署國將承諾於網路上推廣「獨立報導、多樣化且可靠的資訊」。
對於假新聞亂象，法國外交部長認為全球數位化快速發展已逐漸動搖
資訊世界，帶來進步的同時，也造成諸多風險，尤其是在選舉期間於網路
上散布的錯誤訊息，可能破壞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而 RSF 則表示，該
協議強調網路提供者有責任促進可信賴的內容及多元主義，以避免造成
「資訊混亂（Information Chaos）」的現象。

關鍵字：假新聞、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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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洲：歐盟】歐盟法律裁定成員國得依法要求 Facebook 刪除非法內容
洲別：歐洲
國別：歐盟
類別：匯流
子分類：政策面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
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近日發布判決，裁定
各成員國法院針對社群媒體上的非法內容，得在考慮相關國際法的規管框
架後，向代管服務提供商（Host Providers）發布非法內容刪除或禁止近用
之禁令。
這項判決起源於奧地利政治人物 Eva Glawischnig-Piesczek 對 Facebook
Ireland 提出的訴訟，她要求 Facebook Ireland 刪除已由奧地利法院認定違
反誹謗法且對她的聲譽造成影響之評論和具同等性質之內容。奧地利最高
法院因而尋求歐洲法院針對電子商務指令（the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進行解釋。
歐盟法院發布判決指明，各會員國得發布禁令要求代管服務提供商（如
Facebook）刪除或阻止近用已被宣告違法之資訊或同等內容。且根據電子
商務指令，若代管服務提供商不知其非法性質，或一知悉便立即採取行動
刪除或禁止近用非法內容，則無須對過往儲存資訊之行為承擔責任。各成
員國司法單位在發布刪除或阻止近用全球範圍之不法內容禁令時，得自行
考量相關國際法框架來裁量。
關鍵字：非法內容、電子商務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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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際：跨國】歐盟發布 5G 網路安全風險評估報告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通過
《5G 網路安全建議書》
，呼籲各會員國完成國家風險評估並檢視國家措施，
在歐盟層級共同協調一致性的風險評估工作以及開發風險緩解措施。
在 EC 與歐洲網路安全機構（Europea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ENISA）
的支持下，各會員國於 10 月 9 日發布《歐盟 5G 網路安全協調風險評估報
告（EU Coordinated Risk Assessment of the 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
。
該報告係基於各會員國先前提交 EC 的國家風險評估（National Risk
Assessments）
，主要目的為確定對歐盟主要的網路威脅（者）
、最敏感的資
產、關鍵漏洞和許多戰略性的風險。
現階段將進入建議書的第 3 階段，各會員國將與 EC 和 ENISA 共同推
動一套風險緩解措施，以減輕各會員國和歐盟層級的網路安全風險，預計
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關鍵字：5G、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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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歐洲：跨國】ETSI 成立安全的人工智慧產業規範小組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歐 洲 電 信 標 準 協 會 （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 ） 宣 布 成 立 安 全 的 人 工 智 慧 產 業 規 範 小 組 （ Industry
Specification Group on Secu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SG SAI），該小組將
制定 AI 技術規範，以緩解多個與 ICT 相關產業中佈建 AI 所帶來的威脅，
包括傳統來源和其他 AIs 對整個 AI 體系的威脅。
ISG SAI 的主要目的，為確保發展安全的 AI 為底線的技術知識。其預
期成果，包括識別、阻止和消除對 AI 的威脅或來自 AI 的威脅，以及使用
AI 增強安全性的技術標準。與該小組有關的利害關係人，包括終端用戶、
製造商、營運商和政府機構。ISG SAI 的第一次會議將於 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 Sophia Antipolis 舉行，期間將展開並確認 3 項主要活動，包括定義 AI
威脅的主體（AI Threat Ontology）
、安全 AI 的問題陳述與建議措施（Securing
AI Problem Statement）
，以及數據供應鏈報告（Data Supply Chain Report）
。
關鍵字：AI、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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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歐洲：跨國】Vodafone Deutschland 與照明設備商 Signify 計劃整合 5G

1

與 Li-Fi 技術，發展 5G 應用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技術面

德國電信業者 Vodafone Deutschland 與荷蘭照明設備商 Signify（原飛
利浦）將於 2019 年 IEEE 5G 高峰會展示整合 5G 與 Li-Fi（Light Fidelity）
技術的 5G 區域網路（Local Network）應用，而搭載 Signify「Trulifi」LiFi 系統的網路傳輸速度高達 250Mbps。
Li-Fi 技術將有利於產業與物聯網應用，特別是在無線通訊服務較差或
因安全規範而不能使用無線通訊服務的區域，亦可應用於車間通訊（V2V）
與蜂巢式車聯網通訊（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C-V2X）等，提高道
路安全與使用效率。且 5G 與 Li-Fi 技術能夠組成容錯（Fault-Tolerant）系
統，降低網路中斷（Network Outage）風險。
關鍵字：5G、Li-Fi、IoT、V2V、C-V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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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歐洲：英國】英國電信業者 EE 在交通樞紐及人口密集區提供 5G 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4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隸屬英國電信（BT Group plc，BT）的電信業者 EE 於 2019 年 5 月底
已於英國多個城市正式推出 5G 商用服務，包含首批提供服務的倫敦
（London）、愛丁堡（ Edinburgh）、伯明翰（ Birmingham）、曼徹斯特
（Manchester）等。近期 EE 宣布用戶可於 London Waterloo、Liverpool Street、
Charing Cross 等車站，以及如倫敦 Piccadilly 廣場、曼徹斯特 Albert 廣場、
伯明翰 Victoria 廣場、愛丁堡 Royal Mile 的市場大街、Cardiff’s St David’s
購物中心與 Morgan 廣場等交通樞紐、人口密集區域使用 5G 服務，並於布
里斯托爾（Bristol）
、萊斯特（Leicester）與考文垂（Coventry）等城市展開
5G 佈建。
EE 的 5G 佈署共含 3 個階段。第 1 階段推出結合 4G 和 5G 技術的 5G
非獨立組網（Non-standalone）商用服務；第 2 階段，將自 2022 年引入完
整 5G 核心網路、增強設備晶片組能力（Device Chipset Capabilities）以及
增加可用於 5G 的頻譜；第 3 階段，則自 2023 年引入低延遲高可靠通信
（ Ultra-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 URLLC ）、 網 路 切 片
（Network Slicing）與 Multi-Gigabit-per-Second 之網路速度。
關鍵字：5G、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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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歐洲：德國】德國聯邦交通及數位基礎設施部與聯邦網路管理局達成協
議，改善邊境地區行動通訊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策略面

德國聯邦交通及數位基礎設施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und
digitale Infrastruktur，BMVI）與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BNetzA）
達成一項新協議，改善邊境地區行動通訊服務，以確保邊境地區約 78 萬
個家庭能接收訊號。
由於邊境地區通訊存在跨國間的法令協調問題，電信業者在邊境地區
建立的 LTE 基地臺無法充分利用。為此，BMVI 與 BNetzA 和電信業者合
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制定協調邊境地區通訊的相關策略，使電信業者能
順利提升邊境地區行動通訊覆蓋率。
關鍵字：行動通訊、邊境地區訊號

9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10 月份】
10. 【歐洲：西班牙】Masmovil 與 Orange Spain 達成 5G 網路共用協議，範
圍將涵蓋西班牙 40 個城市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

國別：西班牙
子分類：市場面

西班牙電信業者 Masmovil 宣布與 Orange Spain 達成新的光纖與行動
網路協議，加速 5G 基礎設施佈署，並增加其光纖鋪設範圍。
Masmovil 表示將受益於以虛擬主動式共用（Virtual Active Sharing）模
式佈署的高品質 5G 網路，該網路將佈署在超過 4,500 個地點，於預期未
來主要 5G 服務消費的地方，包含馬德里、巴塞隆納、瓦倫西亞等在內的
40 個城市，並將可覆蓋約 35%的西班牙人口。
該協議亦擴大 Masmovil 與 Orange Spain 既有的國內漫遊協議，納入
5G 網路，並將契約期間延長 5 年至 2028 年。Masmovil 將可在缺乏覆蓋的
地方接取 Orange Spain 的 5G 網路，以滿足未來的網路容量需求。

關鍵字：5G、基礎設施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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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11. 【歐洲：奧地利】奧地利第 2 次 5G 頻譜釋照將鄉村普及服務納入建設義務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3 日

國別：奧地利
子分類：政策面

奧 地 利 廣 電 與 電 信 管 理 局 （ Austrian Regulatory Authority for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RTR）表示，考量奧地利國土多為鄉
村和山區，目前規劃於 2020 年春季舉辦第 2 次 5G 頻譜釋照時，競標者必
須承諾將 5G 服務普及至偏遠鄉村地區。
2018 年的第 1 次 5G 頻譜釋照（3.4GHz～3.8GHz 頻段）係以地方性執
照釋出，提升人口密集區的連網速度；而本次 700MHz、1,500 MHz 與
2,100MHz 頻段拍賣，係規劃用於自動駕駛、廠房的機器連接等，並以全國
性執照釋出。
與第 1 次 5G 頻譜釋照相比，本次頻譜拍賣得標者除須依據頻譜持有
程度負擔相應的網路佈建義務外，另設有其他普及服務之得標義務，例如
利用 700MHz 提升全國主要道路涵蓋、提供批發接取降低 MVNO 市場進
入障礙、提升郊區與過去涵蓋率較低地區的基地臺建設及連線品質等。
奧地利目標於 2023 年底前完成主要交通路線 5G 覆蓋，並在 2025 年
底前實現全國性 5G 覆蓋。
關鍵字：5G、鄉村普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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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12. 【亞洲：日本】NTT Docomo 於世界盃橄欖球賽測試 5G 服務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0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第 9 屆世界盃橄欖球賽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11 月 2 日舉行，本次賽
事由日本主辦，日本電信業者 NTT Docomo 也於賽事期間測試 5G 轉播，
向消費者展示 5G 技術。
本次測試服務包含東京、名古屋和大阪等 11 個地區，NTT Docomo 將
於體育場館及城市體驗中心提供 7,000 臺 5G 相容終端設備供觀眾及遊客
試用。
NTT Docomo 於本次轉播測試中使用 5 種畫面顯示技術，包括一般轉
播俯視視角、運動員球門視角、明星選手特寫、選手介紹畫面、精彩瞬間
重播。觀眾可藉由 5G 終端設備點選欲觀看的視角畫面，及使用資料查詢
或重播服務。
為加速 5G 發展，NTT Docomo、KDDI 和 SoftBank 皆計劃於 2020 年
3 月或 4 月推出 5G 商用服務，並已陸續投入相關網路測試與整備，為 2020
年東京奧運提供更創新的運動賽事轉播。
關鍵字：5G、5G 試驗、NTT Do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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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13. 【亞洲：日本】NTT Docomo 於行進間的新幹線進行 5G 測試成功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2019 年 9 月 30 日，NTT Docomo 與日本東海旅客鐵道公司（東海旅客
鉄道株式会社，簡稱「JR 東海」）宣布成功於行進間的新幹線完成 28GHz
頻段、700MHz 頻寬的 5G 測試。
本次測試於 8 月 24 日至 9 月 7 日間在日本富士市三島站和新富士站
間進行，實驗最終在行車速度為每小時 283 公里的新幹線中，成功以每秒
超過 1 GB 的速度通訊。此外，NTT Docomo 亦成功將車輛上的 4K 影像從
終端即時傳輸至基地臺，並將 8K 影像從基地臺下載至終端，成功完成傳
輸實驗，為全球首例。
關鍵字：5G、NTT Docomo、5G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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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14. 【亞洲：韓國】MSIT 推動韓國企業進駐東協與印尼市場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4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於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 K-Solution Fair 博覽會，推動韓
國 ICT 產業進入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與印尼市場。
鑒於印尼市場規模龐大（總人口數達 2.68 億）
，行動通訊普及率高（行
動通訊用戶數達 3.71 億）
、網際網路用戶數達 1.33 億、社交媒體用戶數則
達 1.06 億，對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企業而言極具市場吸引力。
MSIT 表示，印尼係 ASEAN 中最具潛力的國家，亦為積極推動第 4 次
工業革命的重要夥伴，韓國 ICT 產業進駐至印尼將為兩國市場帶來創新，
未來 MSIT 將全力提供支持與協助。
關鍵字：ICT 產業、東協、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第四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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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15.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 IMDA 公布 5G 頻譜釋照規劃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於 2019 年 7 月完成 5G 頻譜釋照公眾諮詢，並於 10 月 17 日決議
於 2020 年最多釋出 4 張 5G 頻譜執照，除原先規劃的 2 張覆蓋全國範圍
5G 頻譜執照，另規劃 2 張毫米波頻段執照以佈建區域性 5G 網路（Localised
5G Network）。
IMDA 呼籲電信業者於 2020 年 1 月前提交詳細營運計畫（徵求建議
書）
，預計於同年 6 月前完成審查，評估電信業者財務能力、網路安全控管
規劃及至 2022 年底實現全國 50％覆蓋率能力，選出 2 家公司佈建具有「全
國覆蓋範圍」的獨立 5G 網路。獲選的電信公司取得 3.5GHz 頻段，至少須
花費 5,500 萬新幣，並以獨立式 5G 佈建全國範圍網路，執照使用期限為
15 年，每年須支付 15.4 萬新幣的頻譜使用費；同時可免費使用 26GHz 及
28GHz 頻段 16 年，但亦須每年支付 123.2 萬新幣的頻譜使用費。另外 2 家
電信業者僅取得毫米波頻段執照，使用期限為 16 年，每年亦須支付 123.2
萬新幣的頻譜使用費，但初期得以非獨立式 5G 架構佈建。
為實現新加坡成為安全具彈性的 5G 應用及服務創新全球領先者的願
景，IMDA 採取多項措施發展 5G 生態系統，包括：
⚫ 推動即時、經濟、穩健的 5G 網路監理框架和政策；
⚫ 5G 與未來網路人才開發；
⚫ 支援使用案例（Use-cases），鞏固新加坡在全球創新的地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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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5G、釋照
16. 【亞洲：香港】香港 3.5GHz 頻段 5G 頻譜拍賣完成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國別：香港
子分類：政策面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公布香港 3.5GHz 頻段拍賣結果，共 4 家電
信業者得標，包括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HKT）
、和記電話有限公司（和記）及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數碼
通）。
中國移動香港於本次拍賣獲得 3.40-3.46 GHz 頻段，標金為港幣 3 億元
（約新臺幣 11.83 億元）
；HKT 及數碼通分別獲得 3.46-3.51 GHz 及 3.513.56 GHz 頻段，標金皆為港幣 2.52 億元（約新臺幣 9.94 億元）
；和記則獲
得 3.56-3.60 GHz 頻段，標金為港幣 2.02 億元（約新臺幣 7.97 億元）
。
得標者須於 2020 年 1 月 14 日前繳付標金及履約保證金，並於 2019 年
11 月 25 日前共同分擔現有衞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升級的資助計畫基金。
本次拍賣頻段使用效期將自 2020 年 4 月 1 日生效，期限為 15 年。
關鍵字：5G、頻譜拍賣、3.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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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17.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預約申辦 5G 服務用戶逾 800 萬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5 日

國別：中國大陸
子分類：市場面

中國大陸 3 大電信業者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陸續開放用戶預約申辦 5G 資費方案，截至 10 月 4 日已有 826 萬
名用戶參與預約活動，其中以中國移動比例最高，預約用戶達 509 萬名，
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則分別為 163 萬名及 154 萬名。
近期 3 大電信業者的 5G 預約申辦活動皆未揭露 5G 方案的具體內容，
但提供購機優惠、月費折扣或贈送上網流量等吸引用戶；而中國聯通表示
其最低 5G 資費方案將為 190 人民幣。
關鍵字：5G、商用服務、資費方案
18. 【亞洲：菲律賓】菲律賓 Globe Telecom 擴大 5G 家庭寬頻服務範圍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國別：菲律賓
子分類：市場面

菲律賓電信業者 Globe Telecom 於 2019 年 10 月擴大「Globe at Home
Air Fiber 5G」家用固定無線寬頻網路服務範圍，自馬尼拉都會區的帕西格
市（Pasig）向鄰近省份拓展。依網路速度快慢共有 3 種費率可選擇，網路
速度 20Mbps 的費率為 1899 披索（約新台幣 1,130 元）
；網路速度 50Mbps
的費率為 2499 披索（約新台幣 1,490 元）；網路速度 100Mbps 的費率為
2899 披索（約新台幣 1,730 元）
。每月流量上限為 2TB。目前 Globe Telecom
為東南亞唯一提供 5G 服務的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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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份】
Globe Telecom 採用華為「HUAWEI 5G CPE Pro」作為固定無線接取設
備，該機型為首個搭載華為 5G 多模晶片組（Multi-Mode Chipset）「巴龍
5000（Balong 5000）」的用戶終端設備（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CPE）
，
支援 3GPP 的 5G New Radio NR（NR）標準與 Wi-Fi 6 技術。
關鍵字：5G、華為、固定無線接取、用戶終端設備
19. 【亞洲：越南】Nokia 與越南電信業者 Viettel 於胡志明市啟動首個 Endto-End 5G 網路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0 日

國別：越南
子分類：市場面

Nokia 與越南電信業者 Viettel 於胡志明市啟動首個端對端（End-to-End）
5G 網路。率先進入 5G 時代將使 Viettel 和 Nokia 在實現工業 4.0 的應用案
例中扮演關鍵角色，亦將帶動越南經濟發展。
Nokia 以 Viettel 既有的 LTE 網路為基礎，於短時間內將無線接取、雲
端封包核心（Cloud Packet Core，CPC）及傳輸等基礎設施升級至 5G 技術。
Viettel 將於近期提供第 1 個雲端封包核心網路服務，該服務可為用戶帶來
如 VR 遊戲、8K 解析度串流影音等即時的 5G 終端體驗，並可支援 Nokia
的固定無線接取。
關鍵字：5G 商用、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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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播

傳播

20. 【歐洲：英國】英國 BBC 擬取消減免 75 歲以上公民電視執照費之爭議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於 2015 年與英
國政府達成協議，將代為承擔 75 歲以上年長者的電視執照費（TV Licences）
，
讓長者得免費觀看公共廣播電視服務，協議年限至 2020 年截止。然 BBC
在 2019 年 6 月提出新的財政規劃時表示，已無力再負擔此龐大費用，因
而決議自 2020 年 6 月起取消上述福利措施，改將免費資格限縮至有領取
保障年金（Pension Credit）的 75 歲以上年長者，預計將有 370 萬人的權益
受到影響。
對於 BBC 的決定，英國下議院媒體專責委員會（The House of Commons
Media Select Committee）表達強烈抗議，並表示 BBC 和政府應尋求一個長
期計畫以維持此項福利。英國國會議員（Members of Parliament，MP）Ed
Vaizey 接受 BBC 訪問時則認為將此福利政策強加給 BBC 並要求其對此負
責是錯誤的，若政府認為應該為所有 75 歲以上的年長者提供電視執照費
減免福利，則必須和 BBC 合作並協助提供資金。
關鍵字：公共服務、電視執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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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歐洲：英國】英國 Ofcom 鼓勵社區電臺發展，開放業者擴大廣播訊號
覆蓋範圍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 Ofcom 近日針對 127 家申請改善或擴大廣播覆蓋率的社區廣播電
臺業者之審核流程已近完成，許多業者獲准擴大覆蓋範圍，以讓更多民眾
得以接收社區廣播電臺節目。
社區廣播電臺訊號接收範圍約僅達半徑 5 公里內的小地理區域，採非
營利方式營運，可服務整個社區或不同族群如特定族裔或年齡群等。
2019 年期間，Ofcom 同意 63 個社區廣播電臺提高訊號覆蓋品質，並
允許 33 個電臺擴大覆蓋範圍，讓更多民眾能受惠社區廣播。Ofcom 表示
至 2020 年 3 月底前，將完成核發社區廣播電臺執照，而此亦將會是英國
最後一波 FM 或 AM 社區廣播電臺執照核發機會。後續 Ofcom 將改為釋
出地方型的數位廣播電臺（Digital Radio Station）執照，預計將在 2020 年
開始接受業者申請。
關鍵字：社區電臺、覆蓋率、數位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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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歐洲：德國】德國核定「電視內容結合網路平臺播送」屬平臺業者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8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 國 媒 體 許 可 及 監 督 委 員 會 （ Die Kommission f ü r Zulassung und
Aufsicht，ZAK）根據國內《傳播條例（Rundfunkstaatsvertrag Eingeordnet）》
，
核定 Joyn 及 Prime Video 兩家視聽串流服務業者歸屬於「平臺」類型業者。
設立於德國慕尼黑的 Joyn 是德國衛星數位電視 1 臺（ProSiebenSat.1
Digital GmbH）與歐洲探索傳播股份有限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Europe Ltd.）以各半股份合資設立的新媒體公司；Prime Video 則是由
Amazon 於德國註冊之影視媒體公司 Amazon Instant Video Germany GmbH
負責經營。Joyn 提供視聽串流服務，內容包括 50 個以上的電視頻道內容，
並透過網際網路連接終端用戶提供串流服務。該平臺電視節目內容主要選
自衛星數位電視 1 臺、公共電視臺及其他內容合作業者，以數位串流方式
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電視頻道直播及隨選視訊服務，且平臺內容可連結至智
慧型手機或智慧電視收看。為此，主管機關 ZAK 審定 Joyn 提供多元節目
內容，且訂閱價格透明，屬市場新進業者，目前尚不具市場主導地位，因
此應分類歸屬於平臺業者管轄。但若日後市場及法規更動，ZAK 表示有權
再審議其身分。另外，Prime Video 採會員付費制，僅限 Amazon 會員享數
位電影、電視劇等隨選視訊服務（SVOD），因此亦核定為平臺業者。

關鍵字：平臺業者、OTT、傳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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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歐洲：法國】法國 CSA 為推展數位廣播 DAB+展開公共諮詢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erieur De L'Audiovisual，CSA）自 2017
年起公布推動國內數位廣播 DAB+發展計畫，並陸續開放南特（Nantes）
、
盧昂（Rouan）以及亞佛（Havre）等地區業者提供數位廣播服務。至今，
法國數位廣播 DAB+於全國覆蓋率已達 25%。
CSA 表示，至 2020 年前，數位廣播佈建主軸將先著重在主要城市地
區，包括亞卡森（Arcachon）
、波爾多（Bordeaux）以及土魯斯（Toulouse）
等重要城市及其幹道公路，業者已陸續獲得 DAB+廣播電臺建置許可，預
計在 2020 年即可開始提供服務。而在 2020 年至 2023 年間，則會進一步
推廣地方數位廣播服務，CSA 於近日已展開公共諮詢，期能鼓勵業者於法
國其餘 40 個地方區域佈建 DAB+數位廣播服務。
法國目前釋出的全國性廣播執照共 24 張，覆蓋區包括巴黎、里昂及馬
賽等軸心城鄉區域。CSA 計劃再釋出 2 張全國性廣播執照，以提高廣播服
務的覆蓋率，並將透過此次公共諮詢，了解未來 DAB+服務發展方向與建
議。
關鍵字：數位廣播、DAB+、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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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洲：美國】FCC 十多年來首次修訂直播衛星服務管理規定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6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於
2019 年 9 月 26 日發布一份報告與命令（Report and Order）
，說明將修訂直
播衛星服務（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Service，DBS）之許可規定（Licensing
Provisions）
，以促進衛星頻譜與軌道資源（Orbital Resources）的有效利用。
該規定為 FCC 十多年來首次重新修訂。過去直播衛星服務業者透過衛
星系統，直接提供電視節目至消費者家戶中，該類服務在衛星下鏈（Spaceto-Earth）採用的頻段為 12.2-12.7GHz；衛星上鏈（Earth-to-Space）頻段則
為 17.3-17.8GHz。為促使頻譜資源有效運用，FCC 修訂新直播衛星服務許
可規定，針對新進直播衛星服務業者的審核程序，將以「先到先得（First
Come, First Served）
」為釋照原則。FCC 此次修訂規定也拉齊了直播衛星服
務與同步軌道衛星固定業務（Geostationary Orbit Fixed-Satellite Service）的
監理條件；延展非廣播（Non-Broadcast）用途的直播衛星服務太空站執照
年限，從既有 10 年延長至 15 年；並重新開放直播衛星服務執照申請。
FCC 表示，新規定有助提高衛星頻譜和軌道資源的使用率，並保護現
有直播衛星服務的消費者不受新服務的干擾與影響，以促進直播衛星服務
產業發展。

關鍵字：直播衛星、監理執照、市場進入、頻譜、同步軌道、衛星固定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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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亞洲：韓國】韓國將花費 1 兆韓元培養內容創作者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7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政府於 2019 年 9 月宣布，將在 2022 年前投入超過 1 兆韓元提升
國家娛樂和內容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其中，4,500 億韓元將挹注內容創業投
資基金（Content Venture Investment Fund）
，為產業在規劃和發展階段提供
財務支持；7,400 億韓元則做為業者的貸款擔保金，協助開發及產製 K-pop、
韓劇、動畫、網路遊戲及其他數位媒體內容。
此外，韓國政府也期望借助 ICT 產業，尤其是 5G 網路相關技術，進
一步擴大內容經濟的影響力；並推廣國防、醫療服務和教育領域的虛擬實
境（VR）和擴增實境（AR）技術應用。
關鍵字：文化科學部、娛樂和內容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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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亞洲：印度】印度電信管理局針對電視頻道授權與上架費法規制度提出
公眾諮詢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6 日

國別：印度
子分類：政策面

印度電信管理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TRAI）於 2019
年 9 月針對 2017 年訂定的《互連規定（Interconnection Regulation 2017）
》
提出公眾諮詢，將就節目供應事業和播送平臺業者（Distributors）之間的
頻道授權協議等相關問題，蒐集利害關係人意見。
依照現有印度監理法規規定，有線電視系統或直播衛星等播送平臺業
者得依照其聲稱的目標市場範圍，要求頻道業者支付相應的頻道上架費，
上架費的高低，主要由業者就商業和技術考量訂定，主管機關並未介入。
但因播送平臺業者要求過高的頻道上架費，而造成當地地方節目供應事業
的財務負擔，為此，TRAI 發布聲明表示，希望可以了解市場各利益關係人
意見，針對是否有必要就節目供應事業與播送平臺業者之間的頻道授權與
上架費訂定法制金額上限，以及如何合理計算多系統經營者（Multi System
Operators，MSO）和直播衛星（Direct-To-Home）等業者播送頻道之成本
與相關費用等問題，進行公眾諮詢。
關鍵字：有線電視系統、直播衛星、授權上架費、T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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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國際：跨國】Google 在全球新聞媒體的投資追蹤報告
洲別：國際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非營利研究機構「Google Transparency Project」日前公布一份調查報告
《 Google’s Media Takeover 》， 揭 露 Google 於 全 球 資 助 新 聞 編 輯 室
（newsrooms）發展情形。Google 和旗下關係企業近十年間於全球提供至
少 1,157 媒體贊助計畫，總金額達 5.67 億至 5.69 億美金。
Google Transparency Project 機構認為，Google 看似提供了大量贊助資
金，但個別計畫的支出情形並不透明，因此也很難評估實際支出和收益。
除此之外，Google 雖然宣稱贊助的初衷是無私（altruistic）的，但該報告
經分析後指出，許多地區的新聞贊助計畫其實是帶有政策目的，與當地的
監理政策息息相關。整體而言，Google 的贊助計畫有超過 5 分之 1 都集中
在強烈倡議從嚴解釋歐盟版權法（Copyright Law）的法國和德國；上述兩
國皆因要求網站支付發布者文章使用費，而受到 Google 強烈反對。因此，
光在 2016 年，Google 贊助歐洲新聞產業的計畫就高達 258 個，總金額達
9,240 萬美元。而近年來，隨著美國執政當局也開始調查 Google 的隱私和
反壟斷問題，因而也促使 Google 的資助計畫開始轉移至美國等地區。
關鍵字：Google、新聞贊助、版權法、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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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國際：跨國】美國、英國和澳洲共同呼籲 Facebook 不要進行端到端資
料加密
洲別：國際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

國別：美國、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發布一封由美國、英國和澳洲政府
共同簽署公開信，呼籲 Facebook 在未確保使用者安全和未提供司法機關
以執法為由近用通訊內容的前提下，不要針對其訊息服務進行端到端的加
密（End-To-End Encryption）
，以避免阻礙政府打擊兒童虐待或公共安全行
動。
該封公開信是由美國司法部總檢察長、英國內政大臣、澳洲內政部長
與國土安全部代理秘書長等人共同簽署，目的在於強調 Facebook 端到端
的加密計畫恐導致司法機關難以取得犯罪者的關鍵違法證據，因而嚴重阻
礙打擊犯罪或國家安全調查。因此，該公開信呼籲，科技業者在設計產品
或服務時，應將合法調取資料的機制一併設計在內，而司法機關則應致力
於提出一套具連貫性的國家或國際政策，在加強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同時
保護個人隱私與網路安全。

關鍵字：內容加密、兒童保護、反恐、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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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發布建置歐洲數位媒體觀測站之招標文件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

國別：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日前發布設置「歐洲數位媒
體觀測站（European Digital Media Observatory）」公開招標文件。此數位平
臺設立目的為協助歐洲打擊假訊息（Fighting Disinformation）
，並期能成為
事實查核人員（Fact-Checkers）
、學者和研究人員合作的樞紐，同時積極連
結媒體組織和媒體素養專家等，提供決策者支援。此平臺之公開招標時間
於今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16 日截止。
早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歐盟執委會已宣布設置歐洲數位媒體觀測站，
預算金額上限達 250 萬歐元，希望能連結事實查核人員、學術研究人員等，
共同對抗線上假訊息。而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歐洲數位媒體觀測站也將為
媒體從業人員、教師和公民提供資訊和素材，以加強他們對線上假訊息的
思辨與抵禦能力，並支持推動媒體素養活動。歐洲數位媒體觀測站亦將幫
忙設計一個框架，以確保學術研究人員能安全近用平臺上的數據資料，俾
更清楚地理解假訊息。
關鍵字：假訊息、數位媒體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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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洲：美國】FCC 擬投票表決將 OTT 視聽串流服務視為有線電視系統
的有效競爭者
洲別：國際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4 日

國別：美國、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 FCC 主委 Ajit Pai 在今（2019）年 10 月 3 日於 FCC 官方部落格
發布聲明表示，過去在美國有線電視法（Cable Act）1規定下，監理機關得
針對「未充分競爭（Not Effective Competition）
」的市場進行有線電視基本
費率（Basic Cable Rates）管制，而在過去二、三十年視訊市場的快速發展
之下，隨著 OTT 視聽串流服務（Over-The-Top Streaming Service）的影響
逐漸擴大，對既有有線電視等傳統廣電業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場競爭與影
響。為此，FCC 將於同年 10 月 25 日舉辦內部委員會議，表決是否將 OTT
視聽串流服務對於傳統有線電視的市場競爭影響納入監理考量。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原則上監理機關得依法針對未充分競爭之有線電
視市場進行基本費率管制，而在時代變遷與市場革新發展下，目前全美各
地經主管機關判定尚屬未充分競爭之有線電視市場僅剩夏威夷與麻薩諸
塞等兩大州部分地區。因此，美國有線電視業者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
在 2018 年 9 月向 FCC 提交一份請願書，認為目前由電信業者 AT&T 所提
出的視聽串流服務 DIRECTV NOW 提供全美 50 州至少 65 個直播電視頻
道和許多地方性的廣播電視節目，已使全美各地影音市場達到充分競爭，
消費者得選擇多元平臺服務來觀看電視節目，因此建請 FCC 鬆綁既有法

1

此處所稱有線電視法（Cable Act）
，應是指 1992 年修訂之《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1992）
》
，該法常簡稱為有線電視法（Cable Act）
，詳細法
規見 47 U.S.C. § 543(l)(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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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中對於有線電視之費率管制措施。
FCC 收到業者請願後，已尋求各州監理機關之意見，並將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內部委員會議進行表決是否發布行政命令，將 AT&T 所提供的
DIRECTV NOW 納入影音市場競爭的界定範圍，以放寬既有有線電視業者
的費率管制。FCC 主委 Ajit Pai 表示，若此項行政命令通過，意味著 FCC
委員們體認到現代影音視訊市場的變革，且將視訊串流服務視為市場中的
重要角色。

關鍵字：有線電視、費率管制、FCC、OTT、DIRECTV NOW
31. 【亞洲：跨國】東南亞國家擬聯合規管科技巨擘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4 日

國別：東南亞
子分類：政策面

東南亞國家正著手聯合規範全球科技巨頭，打擊假新聞並擬增加其納
稅負擔，包括 Facebook、Google 與 Twitter 等大型跨國科技服務業者恐受
影響。
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目前已聯手就內容監管、租稅等相關議題
與 Google、Facebook 等科技巨擘磋商；同時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以下簡稱為東協）電信監管當局已接
受泰國先前的建議，要求網際網路和影音串流公司建立境內「查證中心」，
並為中心營運提供資金，以打擊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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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防止網路虛假資訊及網路操縱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Bill）》已於今年 10 月 2 日生效，即要求網路
公司標記或刪除不實內容，此外菲律賓資訊通訊科技部（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DICT）也正在研究「一站式
（One-Stop）」內容審查機制，如果被一個國家認定為不實資訊，則該訊息
將被徹底移除，而非僅於單一地區封鎖。惟維權團體擔憂制度化的審查恐
將成為對抗異己的武器，此外亞洲網際網路聯盟（The Asia Internet Coalition，
AIC）也表示，除非新政策「正確」，否則恐不利數位經濟發展。
另外，據路透社消息指出，泰國將就網路業者應該如何提高經濟貢獻
（如徵收租稅或其他費用）在 11 月東協高峰會議提案討論。目前新加坡和
印尼已計劃對提供數位服務的外國公司徵收商品及服務稅，東南亞其他監
管機構也正致力進行相關談判。
關鍵字：假新聞、不實資訊、數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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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亞洲：泰國】泰國反假新聞中心將於 11 月啟動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國別：泰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泰國反假新聞中心（Anti-Fake News Centre）將於 11 月啟動，該中心
由數位經濟與社會部以及泰國兩家國有電信業者 CAT Telecom 和 TOT 等
人員共同組成，共計約 40 人，主要係處理民眾在使用 Facebook、LINE 和
一般網站等平臺過程中所投訴的假新聞。類此假新聞，經反假新聞中心調
查後，於原發文網站上發布更正說明，以減少大眾的資訊混亂。但該中心
不涉及任何針對假新聞來源的法律行動或拘捕行為，僅處理假新聞之調查
與澄清工作。
關鍵字：假新聞、不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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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新應用
創新應用

4

33. 【國際：跨國】市場研究機構 GWI 發布社群媒體使用調查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市場研究機構全球網路索引（Global Web Index，GWI）根據近 114,000
名網路使用者的數據，比較使用社群媒體的主要世代和地區的差異，凸顯
社群媒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
社群媒體的使用情形隨著世代交替而有所不同，例如嬰兒潮世代
（Baby Boomers）在技術和社群媒體使用上的各項指標皆敬陪末座，受技
術影響的程度低於今世代的年輕人，但參與社群媒體平臺活動的成長性最
高。X 世代（X Generation）為網路興起前的末代，歷經一系列新技術的出
現，其平均每天使用時間少於千禧世代和 Z 世代，但高於嬰兒潮世代。千
禧世代（Millennials）在社群媒體的使用時間意外地有所減少，2017 年至
2018 年千禧世代在社群媒體使用時間減少 1 分鐘，降至每天 2 小時 38 分
鐘，顯示比起被動的滾動滑鼠，千禧世代更重視與線上品牌互動所帶來的
現實生活的體驗及參與感。Z 世代（Z Generation）為史上首個只透過網路
認識世界的族群，自出生以來就生活在網路世界中，每天使用時間為 2 小
時 55 分鐘，超過千禧世代。
社群媒體是多面向且複雜的產業，吸引著各種文化、年齡層和個性的
人，儘管社群媒體的成長性可能正在放緩，但全球人口的成長可能代表更
多互動的機會。
關鍵字：社群媒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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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國際：跨國】ITU 與 Cisco 共同發起數位轉型中心倡議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與思科
（ Cisco ） 共 同 發起 數 位 轉 型 中 心 倡 議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enters
Initiative）
，使人們具備參與現今數位社會與經濟所需的技能。ITU 與 Cisco
預計第 1 階段在美洲、非洲及亞太地區建置 10 個數位轉型中心，並預計
2020 年 1 月開始營運 18 個月，透過此倡議使企業在特定科技領域中，發
展數位技能培訓計畫，滿足在地數位需求及弭平數位落差。
數位技能培訓是弭平數位落差的關鍵，針對不同層級的族群施以數位
技能培訓。就基礎層級族群，協助其連接網路服務和應用並從中獲益；在
中階層級族群，協助學生及求職者獲得必要的數位技能；針對高階層級族
群，則增加 ICT 專家資源以滿足產業需求。另外，該倡議亦協助企業推展
業務，並協助政策制定者實施數位技能的政策與計畫，以落實國家數位轉
型整體目標。
關鍵字：數位轉型中心、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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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國際：跨國】WEF：智慧城市讓視障人士有更佳的生活體驗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7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智慧城市使用連網設備與 AI，改善對居民的服務與生活品質。為了讓
視障人士有更佳的生活體驗，波蘭於首都華沙推出「Virtual Warsaw」計畫，
將體積小且造價低廉的感測器安裝於建築物，並透過藍芽技術將周遭環境
的即時資訊發送至手機上，包括建築物出入口、公車站牌的位置，或是公
車上的空位等資訊，協助視障人士能夠更獨立的在城市中活動。
2018 年杜拜嘗試利用 iPhone 中的應用程式將地鐵站中的資訊轉為語
音引導工具，幫助視障人士找到售票機、入口、月臺及車廂位置。智慧城
市也能在公共空間引導旅客，利用建築物內與 5G 相容的小型基地臺
（Small
Cell）與智慧型手機的互連取代傳統訊號發送方式。部分應用程式如 Seeing
AI 與 Blind Square，能透過智慧型手機描述周遭環境或以語音引導視障人
士﹔Google 則開發 Lookout 平臺，運用手機相機辨識紙鈔或物體的顏色。
智慧城市對人們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改變，但現在仍處於起步階段，
因此歐盟預計投資 10 億歐元支持約 300 個城市的相關計畫。PWC 預測智
慧城市在未來 7 年穩定成長，至 2025 年將創造 2.5 兆美元商機。
關鍵字：智慧城市、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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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國際：跨國】MNO 和 MVNO：從競爭到合作，以擴展物聯網連接機會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傳統上虛擬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MVNO）
與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MNO）為相互競爭的角色，
但 MNO 逐漸將其視為技術與平臺合作夥伴，以提供 IoT 互聯產品。儘管
可能對 MNO 的 IoT 業務構成潛在威脅，但有些 MVNO 對於與 MNO 的合
作機會持開放態度，也成為 MNO 潛在的投資機會。
部分 MVNO 透過軟體服務或技術能力強化其互聯產品的連結性，使
MNO 難以與之競爭，導致一些 MNO 尋求與 MVNO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甚至收購機會。例如，KDDI 於 2017 年收購 Soracom，期為 KDDI 提供
B2B IoT 業務平臺，以填補原 B2C 服務之外的領域以及提供差異化平臺。
若管理得宜，MNO 的投資將提供 MVNO 財源及穩定性，使其能夠進一步
開發平臺並擴展業務觸角。由於 IoT 服務複雜且內部建構成本昂貴，MNO
可利用 MVNO 的創新技術，服務全球 IoT 連接的需求。
關鍵字：物聯網、MNO、MV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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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國際：跨國】美國將中國大陸 AI 公司納入黑名單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2019 年 10 月 7 日，在美、中第 13 輪會談前，美國商務部將 20 個中
國大陸公安機構及 8 家中國大陸 AI 相關公司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公司
向該等機關或公司出售相關軟硬體，避免助長中國大陸對新疆地區的監控。
這項禁令打擊中國大陸發展 AI 戰略的核心，包括從事臉部辨識的曠
視科技、商湯科技、依圖科技；專攻語音辨識的科大訊飛、數位認證技術
的廈門美亞柏科、從事晶片製造的頤信科技，以及在深圳上市的影音監控
系統製造商海康威視和大華，上述公司的市值高達 750 億美元。
其中多數公司使用美國的零組件，禁令生效後美國電腦視覺晶片製造
商 Ambarella 的股價下跌 10%，而列入黑名單的華為也因被懷疑中國大陸
透過其裝置監控美國，導致智慧型手機業務下滑，預估今年營收將損失 100
億美元。研判禁令短期內影響不明顯，上述公司已囤積相關零件並尋找其
他供應商以為因應，長期影響則較難以預測，但已影響先前協助中資企業
開發尖端技術研究夥伴的關係，也影響海外客戶與投資者意願。
關鍵字：AI、美中貿易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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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歐洲：跨國】ETSI 的 ISG IP6 小組任務延長，以完成車聯網和安全
性報告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歐 洲 電 信 標 準 協 會 （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產業規範小組 IPv6（Industry Specification Group，ISG IP6）
的任務將延長至 2020 年 12 月，以完成 IPv6 的車聯網
（Vehicle-to-Everything，
V2X）以及關於 IPv6 網路安全和隱私報告。
ETSI ISG IP6 迄 今 已 發 布 7 個 報 告 ， 包 括 ： 6TiSCH 互 通 性
（Interoperability）測試規格、以 IPv6 為基礎的 5G 行動無線互聯網佈建、
以 IPv6 為基礎的 SDN 和 NFV 佈建、利用 6TiSCH 技術且以 IPv6 為基礎
的工業互聯網、以 IPv6 為基礎的物聯網佈建、從 IPv4 到 IPv6 轉移步驟，
以及企業的 IPv6 佈建等。
IPv6 網際網路協定旨在解決世界某些地區 IPv4 位址耗盡問題，IPv6
採用 128 位元的位址，新增位址支援高達 2128 個位址，是 IPv4 的 7.9×1028
倍以上，在可預見的將來，應已足敷使用。與 IPv4 相比，IPv6 提供更多的
優點和強化的功能，例如簡化路由器的處理、服務品質、安全性、IP 移動
性等。
關鍵字：車聯網、網路安全、隱私

38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10 月份】
39. 【歐洲：跨國】歐盟舉辦 2019 年數位大會，發表《數位化與未來的工
作》報告並提出建議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歐盟於 2019 年 6 月 13 至 14 日於羅馬尼亞舉辦 2019 年數位大會
（Digital Assembly 2019），該大會是由歐盟執委會（EC）與歐盟理事會輪
值主席國羅馬尼亞（the Romanian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共同舉辦，目的在於透過舉辦論壇，廣納利害關係人建議，評估數
位單一市場策略成果，汲取經驗並就未來數位政策輪廓交換意見。
歐盟與世界各地一樣正受到數位化、全球化、移民、氣候變遷、人口
變化，尤其是人口老化等趨勢轉變所帶來的嚴重挑戰，也造成歐洲和其他
各地勞動市場發生巨大結構性改變。歐洲領導人正面臨利用這些發展來促
進經濟成長和就業的挑戰，同時要確保合適的工作條件、社會保護和所有
人機會平等。
數位化工作（Digital 4 Jobs）是該大會會議期間討論的關鍵議題之一。
會後，由 Utrecht 大學的 Goos 教授結合大會之前與開會期間獲致之結論與
政策建議，發布《數位化與未來的工作（Digit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
報告。其政策建議希冀透過熟練的勞動力（A Skilled Workforce）、新的工
作關係（New Work Relations）以及新的社會契約（A New Social Contract）
等方式，以支持歐洲未來的經濟發展。
關鍵字：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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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歐洲：跨國】ETSI 以 5G 關鍵技術為基礎，發布網路轉型白皮書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發布由多個產業規範小組（Industry Specification Groups，ISG）共
同撰寫的《網路轉型：排程、網路和服務管理架構（Network Transformation:
Orchestration, Network and Service Management Framework）
》白皮書，旨在
提出符合 3GPP 5G 的下世代網路關鍵技術規範。隨著網路產業的發展與變
革，需要最佳的開放標準以確保提高互通性並加速 5G 營運時間。
在 5G 網路及應用需求驅動下，因應行動通訊基礎設施之整合，諸如
網路功能虛擬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與雲端佈建等技
術，很可能成為最大的產業技術和商業變革。該白皮書指出 ETSI 如何透
過 NFV、多接取邊緣運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MEC）
、體驗式
智慧網路（Experiential Networked Intelligence，ENI）和零接觸網路服務管
理（Zero-touch Network Service Management，ZSM）等解決方案，以因應
網路轉型挑戰。

關鍵字：網路轉型、5G、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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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透過資料保護信任標誌認證，提升企業顧客
忠誠度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市場面

資料保護信任標誌認證（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DPTM）為新加坡
電 信 監 理 機 關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發布的自願性企業資料保護標準，目的在協助企業強化
競爭力及建立客戶信任。
目前已有企業成功透過上述認證，建立符合強化巨量資料保護政策及
具體措施。以身為零售業資料平臺的 iColumn 為例，其同時管理新加坡 35
家購物中心共計 400~500 萬筆客戶紀錄，由於時常在業務端面臨消費者反
覆詢問個資使用及保護管理問題，該公司進一步採用 DPTM 發展內部文件
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SOPs）
。在企業內控方面，
除了高階主管因工作需要外，限制員工獲取消費者個人及敏感資料，若違
反公司規定須承擔責任。在技術層面，將每位客戶進行資料庫分區保存，
有助於減緩資料面臨破壞或遺失的風險，企業透過 DPTM 可提升顧客忠誠
度。
關鍵字：隱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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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試圖在國際 AI 領域中尋得定位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趨勢議題

隨著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全球在推動技術和科學的合作趨於冷卻，
而新加坡正努力在兩強國利益衝突中尋找自身定位，展現其在 AI 領域的
合作優勢。
新加坡政府將在 2020 年間，於 AI 和其他數位技術上投資 5 億新幣
（3.6 億美元），透過支持 AI 研究的政策，並已吸引中、美公司進入新加
坡。2019 年 1 月，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部長 S. Iswaran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提出 AI 道德框架。同
年 4 月，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宣布
將提供全球最快的人工智慧發明專利申請管道，將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的申
請授權週期縮減至 6 個月，費用保持不變，並於 8 月宣布授予阿里巴巴 AI
專利僅花費 3 個月的創紀錄時程。另外，新加坡也透過成立專責機構擘劃
AI 發展的各項推動事項，例如：阿里巴巴與南洋理工大學合作於 2018 年
2 月在新加坡成立聯合研究院。
關鍵字：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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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亞洲：新加坡】Razer、SingTel 及 IMDA 將合作展開新加坡首個 5G 雲
端遊戲試驗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市場面

遊戲商 Razer、新加坡電信（SingTel）及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共同合作開發第一個 5G
雲端遊戲，為新加坡第一個 5G 消費者測試案例。此測試案例旨在了解 5G
網路特性和雲端遊戲的需求，以及雲端遊戲的低延遲硬體設計，以提供高
品質的性能與更佳的遊戲體驗。
5G 雲端遊戲是遊戲產業的新領域，5G 結合高頻寬與低延遲，使玩家
能享受高解析度圖像的遊戲內容，此測試案例為新加坡邁向 5G 的第一步。
該測試將在 3 個地點進行，包括烏節路購物區的 Shaw Centre、義安城，以
及 Razer 新的東南亞總部。測試結束後，Razer 和 Singtel 計劃舉辦一個雲
端遊戲展示會對大眾開放。
關鍵字：5G、雲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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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洋洲：澳洲】澳洲養老村啟用隨叫隨到無人自駕車
洲別：大洋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9 月 23 日

國別：澳洲
子分類：市場面

近期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Coffs 港的 Marian Grove 養老村進行為期 1 年
的免費 BusBot 試點計畫，該計畫旨在評估自駕車的好處，同時希望幫助
改善當地高齡化人口的生活品質和外出能力。居民從此不須等公車，只需
透過手機叫車，除車體可容納多位乘客外，也沒有固定行駛路線，將依乘
客接送要求，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運算找出最有效率之
路徑，未來將整合智慧交通號誌並按需求營運（On-demand Operation）
。下
一階段將在 Coffs 港的中央商業區試行。
無人駕駛汽車和巴士的使用是行動即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MaaS）
不斷成長的原因之一。根據 BIS Research 的研究指出，2018 至 2028 年間
市場將成長約 56 倍，全球價值將達到 1.76 兆美元。MaaS 目前也在赫爾辛
基實行，讓用戶可透過 APP 使用公共運輸、公共腳踏車、計程車或租車，
可望減少交通壅塞的情形發生。
關鍵字：澳洲、自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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