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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推薦

本週推薦

1. 【國際：跨國】GSMA Intelligence 發布 2020 年全球行動通訊產業趨勢
報告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GSMA Intelligence 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發布 2020 年全球行動通訊產
業趨勢報告，提供未來行動通訊產業和數位生態系統的關鍵趨勢分析，並
提出以下 5 大趨勢：
1. 電信產業加強推動數位領域成長
電信業者長期以來積極尋找本業外的收入來源，以平衡用戶飽和及削
價競爭帶來的壓力。為發展額外收益，電信業者目前的發展策略包括物聯
網、付費電視業務、廣告及金融科技等。報告亦指出，隨著 2020 年到來，
企業領域的數位化仍有許多成長空間。
2. 開發中國家的智慧型手機成長勢不可擋
智慧型手機在現代社會已十分普及，但在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仍非常
態。預測 2025 年時，受益於開發中國家的成長，全球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將
達 80%。
3. 新平臺之戰聚焦於 AI 及穿越實境（Immersive Reality）
Apple 及 Google 已於智慧型手機領域掌握主導地位，而隨著新興設備
（智慧音箱、頭戴式 VR 裝置等）的崛起，新平臺之戰即將展開。VR 領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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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Oculus（Facebook）
、Sony、Google 及 Samsung 皆已投入裝置研究；
智慧音箱則為 AI 技術產物，Amazon 智慧音箱 Echo 對競爭對手而言是一
個警訊，最明顯的策略是 Amazon 將電子商務與付費會員制度（Amazon
Prime）進行垂直整合，並以人工智慧語音助理 Alexa 於第三方應用程式
（Apps）中取得領先地位。
4. 5G 時代提供未曾有過的強大網路創新能量
5G 帶來網路營運的新模式，服務企業的專用網路即是一例，理論上，
由電信業者作為提供者，但實務上，有多種選項，可由使用專頻或共用頻
譜的企業自行構建。
5. 美國及中國大陸脫穎而出，成為 2 大科技強國
隨著 AI、5G、邊緣計算、物聯網和自駕車等先進技術的出現，各國角
逐科技龍頭地位將強化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中國大陸透過巨額國家投資，
鞏固其先進運算（Advanced Computing）和製造業的樞紐地位，相較之下，
美國發動貿易戰，損害了其國內的科技集團，但報告預測未來 10 年，美、
中 2 國仍將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對歐洲而言，政府支持國內電信及技術
產業將更形重要，無論是透過法規鬆綁、降低頻譜價格或鼓勵共同投資等
方式。
關鍵字：行動通訊、行動通訊市場、A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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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跨國】Wi-Fi 6、10 Gbps 無線區域網路時代來臨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Wi-Fi 6 是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IEEE）自 1997 年以來的最新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標準，理論上
可以提供高達 10 Gbps 的傳輸速度。Wi-Fi 6 支援正交分頻多工（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OFDM）技術，能夠將載波分割為多個子
載波，以便同時傳輸更多資料封包，並有利靈活管理網路流量，提高網路
傳輸速度。此外 Wi-Fi 6 還能支援其他提高網路速度的技術，如波束成形
（Transmit Beamforming，TxBF）與 1024QAM 調變技術。
除速度提升外，Wi-Fi 6 同時使用服務範圍較廣的 2.4GHz 頻段與傳輸
速度較快的 5GHz 頻段，相較於前代技術能提供更廣泛的網路涵蓋範圍，
增強網路連結。另採用多輸入多輸出（Multi-input Multi-output，MIMO）
技術，使用多支天線增加資料傳輸並使單一無線存取點（Access Point，AP）
支援更多用戶，確保每位用戶的網路速度與穩定性。
關鍵字：Wi-F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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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跨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國際合作以支持全球媒體素養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為 響 應 聯 合 國 教 育 、 科 學 及 文 化 組 織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 31
日推動的全球媒體與資訊素養週（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Week）活動，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
、
加拿大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CBC）及美國公共廣
播電視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齊聚呼籲數位時代下要提
升媒體素養。
3 大國家公共廣播電視公司都製作了互動式教材，培養民眾具備批判
思考、有效溝通及公民參與等媒體素養能力，這些協助師生得以應對如不
實資訊（Disinformation）問題的資源，突顯公共廣播電視公司致力實踐促
進社會包容、凝聚力與信任的社會承諾，以確保公眾獲得資訊、參與、近
用媒體，以達消費者賦權，並使閱聽眾從中學得應對媒體瞬息萬變的能力。
關鍵字：媒體素養、公共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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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洲：美國】FCC 表決通過，認定 OTT 視聽串流服務是有線電視系統
的有效競爭者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於
10 月 25 日發布意見與行政命令備忘錄（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表示，經 FCC 委員們表決，已決議將電信市話業者
（Local Exchange Carrier，
LEC）AT&T 所提供的 OTT（Over-The-Top）視聽串流服務（Video Streaming
Service）DIRECTV NOW（該服務現已重新命名為 TV Now）認定為傳統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實質競爭者。這項決議將牽動美國有線電視系統的基
本費率管制措施。
根據美國 1992 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規定，當有線電視市場
已達充分競爭時，有線電視系統的基本費率管制措施也將隨之解除。FCC
發布該項決議是源自於美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Charter 於 2018 提出的請願
書，認為在 DirecTV Now 等 OTT 視聽串流服務的影響下，全美包括夏威
夷等 32 個有線電視經營地區應均已達到有效競爭，因此建請 FCC 取消基
本費率管制措施。
FCC 委員們經表決後認為 DIRECTV NOW 提供的串流影音節目與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 Charter 相當，且在市場上消費者除傳統有線電視系統外，
已可選擇多元服務接取影音節目，因而表決同意 Charter 所提出的請願書
內容，將 DIRECTV NOW 視為傳統有線電視系統市場的有效競爭者，並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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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取消有線電視系統的基本費率管制措施。
關鍵字：有線電視系統、費率管制、OTT、AT&T、Charter
5. 【歐洲：跨國】CEF 電信計畫：歐盟投資逾 1,600 萬歐元，用於擴展跨
歐洲的數位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啟動 2019 年第 1 期連結歐
洲 設 施 電 信 計 畫 （ 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Programm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CEF Telecom），資助 27 個項目共 1,610 萬歐
元，參與者包括 26 個歐盟成員國以及挪威和冰島。
CEF Telecom 計畫主要針對自動翻譯、電子身分識別與電子簽名、電
子交付、電子發票等領域提供資金支持。其中 430 萬歐元將用於自動翻譯，
開發歐洲數位服務多語言化的解決方案；290 萬歐元用於電子身分證（eIDs）
的跨境認證以及電子簽名；110 萬歐元用於電子交付，以利公共行政部門、
企業和公民之間進行安全、可靠、信任的電子數據和文件交換；590 萬歐
元用於實施歐洲電子發票標準，實現歐盟範圍內電子發票的無礙流通；以
及 190 萬歐元用於提高對歐洲文化遺產平臺的認識和使用。

關鍵字：基礎設施、自動翻譯、電子識別和電子簽名、電子交付、電子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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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歐洲：英國】英國將投入 10 億英鎊解決行動網路涵蓋率低的問題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政府與行動通信業者達成一項協議，改善農村地區網路的普及性。
英國將在 2025 年提高 4G 網路涵蓋率達 95%，將再為 28 萬個家庭和企業，
以及 1.6 萬公里的道路提供更多網路涵蓋。
英國數位大臣（Digital Secretary）支持行動通信業者投資 5.3 億英鎊建
立共用農村網路（Shared Rural Network）的提案，政府相對投資 5 億英鎊。
高品質的 4G 促使地區經濟成長並縮小全國各地的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而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覆蓋率得到最大改善。

關鍵字：行動網路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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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跨國】Vodafone 與 AT＆T 達成 NB-IoT 漫遊協議，
並建立美國 IoT 實驗室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Vodafone 與 AT＆T 達成窄頻物聯網（Narrowband IoT，NB-IoT）漫遊
協議，創造全球設備聯網最大的 NB-IoT 覆蓋區。未來設備可於美國 AT&T
的 NB-IoT 覆蓋區與德國、西班牙、英國、義大利、荷蘭的 Vodafone 網路
進行漫遊。
2 家電信業者先前曾於美國與荷蘭進行 LTE-M 網路的漫遊合作，並聲
明將致力於擴展全球 NB-IoT 和 LTE-M 技術的網路漫遊，以促進低功耗廣
域網路技術（Low Power Wide Area，LPWA）全球涵蓋率達到 4G 涵蓋率
的水準。
除關注大型、跨國企業用戶的物聯網需求外，自 2019 年 11 月起，
Vodafone 的美國用戶將能運用其平臺進行 IoT 開發，同時 Vodafone 於加
州紅木城（Redwood City）設立新的 IoT 測試與開發實驗室，期能提升中
型企業善用 IoT 的能力。
關鍵字：NB-IoT、LTE、漫遊
https://www.rcrwireless.com/20191023/internet-of-things/vodafone-att-strikenb-iot-roaming-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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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際：跨國】精準規劃 5G 時代小型基地臺網路白皮書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小型基地臺論壇（Small Cell Forum）與美洲 5G 產業貿易協會（5G
Americas）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聯合發布「精準規劃 5G 時代小型基地臺
網路白皮書（Precision Planning for 5G Era Networks with Small Cells）」，
闡明網路品質、訊號強度與品質、資料傳輸行為、地形等因素與網路業者
最大化其投資報酬率（Return of Investment，ROI）間的關係，並希望透過
AI 與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的輔助，使業者能有效降低佈建
小型基地臺成本，達到最適涵蓋率。
小型基地臺的成本與功耗較低，但僅能涵蓋較小範圍，故需要更靠近
使用者（20-40 公尺）佈建，建設規劃難度較高。白皮書研究團隊運用 AI
及 ML 於小型基地臺建設，將曼哈頓需要的小型基地臺數量由原先預估的
185 個降至 111 個，大幅節省建設成本還創造最佳的網路涵蓋率。
關鍵字：5G、Small Cell
9. 【歐洲：瑞士】瑞士暫停 5G 佈建的請願獲得 4 萬名連署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

國別：瑞士
子分類：政策面

由於瑞士政府僅告知民眾些許 5G 佈建衍生的輻射暴露風險資訊，因
此民眾認為引進 5G 可能危害健康及環境，如引發慢性病等，甚至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 發 起 「 利 於 健 康 及 省 電 的 行 動 通 訊 （ Für eine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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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undheitsverträglichen und stromsparenden Mobilfunk）」
倡議阻止 5G 佈建，
要求網路應區分成室內與室外進行規範。室外基地臺及無線區域網路的功
率必須降至輻射不致穿透建物的基準，而室內數據應通過光纖或同軸電纜
（Koaxialkabel）進行無線傳輸。對此，瑞士聯邦環境局（Bundesamt für
Umwelt，BAFU）預計於 2019 年底發布一份 5G 佈建衍生的健康風險報告。
然而，民眾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已蒐集近 4 萬名連署，向瑞士聯邦環
境、交通、能源暨通訊部（Eidgenössisches Departement für Umwelt, Verkehr,
Energie und Kommunikation，UVEK）請願暫停 5G 佈建。
關鍵字：5G、輻射
10. 【歐洲：瑞士】瑞士電信業者 Sunrise 在 309 個城鎮佈建 5G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01 日

國別：瑞士
子分類：市場面

瑞士電信業者 Sunrise 已於瑞士 309 個城鎮佈建 5G，若以 5G 涵蓋率
達 80%的城鎮為比較基礎，Sunrise 的涵蓋範圍幾乎是瑞士電信業者
Swisscom 的 2 倍。目前，Sunrise 僅使用 3.5 GHz 頻段提供 5G 服務，而未
在其他現有頻段（700 至 2,600MHz）擴展 5G，係因現階段缺乏相容的設
備，且傳輸速度與升級的 4G 服務無明顯差異。Sunrise 正與相關政府進行
密切且建設性對話，並繼續對新都市及城鎮提供服務，盡快在所有地區佈
建 5G，預計於 2019 年年底前達到全國 5G 涵蓋。
華為係 Sunrise 在瑞士佈署 5G 的主要技術合作夥伴，提供 Sunrise 端
到端的 5G 網路（包含 RAN、傳輸網路及核心網路）。藉由企業大樓室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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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的華為 5G 多頻小型基地臺 Lamp Site，Sunrise 向企業提供 5G 室內涵
蓋服務（5G Indoor Coverage as a Service），透過連網的感應器及設備，為
企業量身訂做 IoT 解決方案，提供重要商務應用，如自動化或生產過程的
監控等。目前，全國 23 家 Sunrise 門市已安裝 Lamp Site 供客戶親身體驗
5G。
關鍵字：5G、5G 佈建
11. 【歐洲：德國】德國 3 大 5G 電信業者宣布合作共建網路，改善鄉村與交
通路線涵蓋率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市場面

德國 3 大電信業者 Deutsche Telekom、Telefonica 與 Vodafone 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宣布將合作建造 6,000 個行動通信基地臺站點以提升寬頻涵
蓋率，並邀請德國第 4 家行動通訊新進業者 1&1 Drillisch 參與共用網路。
參與合作的業者將建造相同數量的新站點，合作夥伴皆可在相同條件
下使用這些站點，設置各自的天線與網路。透過網路基礎設施共用合作，
將有助於業者達成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BNetzA）針
對 5G 頻率釋照訂定之交通路線網路涵蓋率目標，尤其有助於提高鄉村地
區缺乏網路接取之區域（White Spots）的網路涵蓋。
過去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已表明原則上同意共用網路基礎設施，目前
該合作協議已告知德國反壟斷機構聯邦卡特爾調查局（ Federal Cartel
Office），業者最遲將在 2020 年春季，於網路建設前公布該合作協議的相
關細節。
關鍵字：5G、基礎設施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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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歐洲：西班牙】西班牙電信投資 vRAN 系統業者 Altiostar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國別：西班牙
子分類：市場面

西班牙電信（Telefónica）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宣布投資 Altiostar，成
為其重要戰略夥伴，並將運用其虛擬無線接取網路（Virtual Radio Access
Network，vRAN）技術提供歐洲及南美的 4G/5G 網路服務。而 Telefonica
也將成為第 1 家在傳統網路中使用 Altiostar 技術的電信業者。
Altiostar 起初因與日本樂天（Rakuten）合作而受關注。Altiostar 提供
vRAN 技術協助 Rakuten「從無到有（Greenfield）」佈建 4G 網路，並預計
於 2020 年年中轉換為 5G 網路，係為完全虛擬化的雲端無線網路。但
Telefónica 的應用環境與 Rakuten 不同，如何在
「既有網路環境（Brownfield）
」
升級次世代網路技術將是更困難的挑戰，Altiostar 表示，Telefónica 認為此
開放式 vRAN 技術對營運既有網路服務的傳統業者至關重要。
關鍵字：vRAN、樂天、Telefónica
13. 【歐洲：比利時】成千上萬的國際請願呼籲比利時停止 5G 佈建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國別：比利時
子分類：政策面

依據 stop5G.be 比利時團體發布的新聞稿，截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已
有 204 個國家共 172,395 人連署請願，包含約 60 個比利時組織或機構，如
布魯塞爾國際環境組織（Inter-Environnement Bruxelles，IEB）及國際極地
基金會（International Polar Foundation）等，呼籲比利時聯邦及地方政府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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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比利時佈署 5G 網路。
各國在陸地或太空中如火如荼地佈建 5G 網路，行動通訊產業亦計劃
在城市中每 50 至 150 公尺裝設 1 個天線，共裝設數百萬個 5G 天線，並向
軌道發射數以萬計的衛星，目前已發射數十枚 5G 通訊衛星。對此，
stop5G.be 團體警告將發生全球前所未有的環境變化，並表示握有科學證據
顯示 5G 頻率的電磁波對生物有害，呼籲歐盟、歐洲理事會及聯合國介入
並禁止全球使用 5G 衛星，或至少禁止在歐洲大陸及周圍公海發射 5G 衛
星。
關鍵字：5G、基地臺抗爭
14. 【美洲：美國】美國 C-Band 聯盟向 FCC 提出清理頻譜提案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 C-Band 聯盟（C-Band Alliance，CBA）曾提出清頻計畫，以實現美國
5G 時代及保障電視廣播節目製作商的服務。對此，CBA 向 FCC 提案，若
由 CBA 主導 300MHz 清頻拍賣，CBA 承諾將視拍賣結果，循一遞增公式
由淨收入取 30％至 75％，扣除拍賣執行費用及因拍賣衍生的聯邦所得稅，
捐獻一定金額予財政部，預計將為財政部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益。本提案
亦包含與國會議員合作，使用部分頻譜及部分捐款，資助農村寬頻開放 5G
網路接取的計畫，以實現數位包容。
為迎接 5G 時代，促進美國 GDP 成長及創造工作機會，迅速且可靠的
清理頻譜至關重要。對此，CBA 認為無其他提案有能力、經驗及技術專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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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既順暢又迅速地清頻，且其提出的清頻計畫曾受到 C-band 使用者、潛
在頻譜競標者、經濟學者、思想領袖及消費者組織等認可。
關鍵字：5G、清頻
15. 【亞洲：香港】香港 4.9GHz 頻段拍賣結束，共 2 家業者得標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國別：香港
子分類：市場面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於 2019 年 10 月 23 日公布香港 4.9GHz 頻段拍賣結果，共 2 家電
信 業 者 得 標 ， 包 括 中 國 移 動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及 HKT （ 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
中國移動香港於本次拍賣獲得 4.84-4.88 GHz 頻段，HKT 則獲得 4.884.92 GHz 頻段，標金皆為港幣 1.2 億元（約新臺幣 4.66 億元）
，得標者須
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前繳付標金及履約保證金。本次 4.9GHz 頻段使用效
期將自 2019 年 12 月生效，期限為 15 年。
關鍵字：5G、頻譜拍賣、4.9GHz
16. 【亞洲：日本】Softbank 與 Naver 確認合併 Line、Yahoo! Japan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 SoftBank 旗下的 Z Holdings（ZHD，為 Yahoo! Japan 的母公司）
與 Line Corp.（簡稱 Line）在 2019 年 11 月 18 日於各自的董事會決議，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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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基礎上進行兩家集團公司的整合，締結資本合作意向書（資本提携に
関する基本合意書）
。兩集團預計於 12 月簽署具法律效力的最終契約，並
將在 2020 年 10 月完成交易。
Line 的母公司 Naver 公司（Naver Corporation，簡稱 Naver）為韓國網
路巨頭，Naver 與 SoftBank 表示，該交易將創造日本最大的行動平臺；此
合作亦有利於 SoftBank 集團擴展電子商務與支付服務能力。兩家母公司將
會持有合併企業 50%的股權－目前 Naver 擁有 Line 超過 60%的持股，而
SoftBank 擁有 ZHD 超過 40%的持股。
兩集團預期將透過收購 Line 所有已發行股票、期權（Option）與可轉
換債權（Convertible Bonds）
，將 Line 轉為非公開招股（Go Private）
。未來
合資企業
（Joint Venture）將掌控 ZHD，再由 ZHD 經營 Line 與 Yahoo! Japan，
其中 Line 將成為 SoftBank 的合併子公司（Consolidated Subsidiary）。
關鍵字： SoftBank、Naver、合併
17. 【亞洲：韓國】韓國提出 5G 投資抵減稅額修正案，擴大抵減年限與實施
對象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為鼓勵 5G 基礎建設投資，韓國政府於去年通過 5G 投資抵減稅額法
案，但不包含都會區的相關投資及建設工程費。然 5G 基礎建設初期的投
資大多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中心進行，因而有不少認為該法案不夠完善的
批評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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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上述問題，韓國國會議員近日提出 5G 投資抵減稅額修正案，除
希望將投資最大抵減稅額從現行 3%上調至 5%外，亦將抵減稅額年限從 1
年延長至 2 年，並將之前被排除的都會區投資費與建設工程費納入抵減稅
額的實施對象。
此外，修正案亦調整部分投資抵減標準及項目，其中，職員認定標準
從「正職員工」修正為「新聘用人員」
，以擴大企業促進就業的獎勵機制；
另亦將建物內部的 5G 設備投資納入抵減項目，最高抵減額為 5%。
關鍵字：5G、基礎建設
18.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3 大電信業者推出 5G 商用服務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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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起啟動 5G 商用服務，各業者的 5G 網路皆涵蓋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等 50 個城市。
中國移動已於 50 個主要城市佈署超過 4 萬座基地收發訊臺（Base
Transceiver Stations，BTS），並於 300 座城市進行 5G 網路建設。中國移
動將於 2020 年進一步擴大網路覆蓋範圍，期望為所有省轄市級以上城市
提供 5G 服務。另一方面，中國聯通則與中國電信於 24 個城市共用 BTS，
兩業者將積極合作，期能建立最大的 5G 設施共構與網路共用。

關鍵字：5G、商用服務、基礎設施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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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洋洲：澳洲】澳洲電信業者 Optus 推出 5G 服務
洲別：大洋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國別：澳洲
子分類：市場面

繼 Telstra 於 2019 年 5 月啟動 5G 商用服務後，Optus 於今年 11 月成為
澳洲第 2 家推出 5G 服務的電信業者，初期將於雪梨、坎培拉、阿德萊德、
布里斯本、墨爾本及伯斯共 6 個主要城市，提供 5G 行動和固定無線接取
（Fixed Wireless Access，FWA）服務。
Optus 表示，目前已有超過 200 多名客戶簽訂 5G 家庭服務合約，該項
服務高峰時段（晚上 7-11 點）的下行鏈路網速最高可達 400Mb/s，平均網
速亦有 164Mb/s，定價約為 45.06 美元/月。
5G 影視服務方面，明年 6 月，Optus 預計在旗下的運動轉播平臺 Optus
Sport 推出 4K 超高畫質足球賽事直播，使其 FWA 用戶可即時欣賞 2020 年
歐洲足球錦標賽、歐洲冠軍聯賽及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等精彩賽事。
基礎建設佈建進度方面，為支持 5G 服務，Optus 目前已升級 290 個基
地臺，並規劃於 2020 年 3 月前完成 1,200 個基地臺站點佈建。
關鍵字：5G、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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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0.

傳播

傳播

【國際：跨國】全球 IPTV 市場至 2025 年將成長 693 億美元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美國市調公司 Research and Markets 發布的最新報告《IPTV：市場
分析、趨勢及預測（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Market Analysis,
Trends, and Forecasts）》指出，全球 IPTV 市場營收至 2025 年將成長 693 億
美元。其中，美國作為主要市場，將維持 15.1%的年成長率；而在歐洲地
區，德國在未來 5 至 6 年間預計成長 27 億美元，其他歐洲市場預期也將
成長 33 億美元。亞洲地區，日本的訂閱式 IPTV 服務預期在分析期結束時
將達到 54 億美元市場規模，中國大陸市場則顯示在未來幾年成長 13.7%
及增加約 121 億美元的潛力。
關鍵字：IPTV、影音、營收

21. 【歐洲：德國】德國公布電視數位化報告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市場面

德國聯邦媒體主管機關（die Medienanstalten）公布最新電視數位化報
告，結果發現德國民眾觀看傳統電視內容的時間略有下降，為 61%（較去
年減少 4%）
，且半數以上（55.1%）有訂閱衛星電視、有線電視、IPTV 或
無線電視的家戶仍會透過電視連接網際網路，使得網際網路成為德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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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影音內容最普遍的方式之一。
以不同年齡族群分析，30 歲以下的年輕群眾收看電視臺提供的隨選視
訊（VoD）比率低於 64%，而使用網路串流服務收看影視內容的比率則高
達 8 成（79.6%）
，且花費在串流服務收看影視內容的時間為其他年齡族群
的兩倍。
以接收終端載具分析，傳統電視機雖仍是德國民眾最重要的觀看設備
（56.6%），但與去年相比已減少 7%。除此之外，觀看電視節目的終端載
具於智慧型手機（11.5%）
、筆記型電腦（10.2%）
、桌上型電腦（8.3%）以
及平板電腦（5.1%）的使用比例逐漸提高；而收視族群方面，14 至 29 歲
選擇傳統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的比例僅 31%。
關鍵字：數位電視
22. 【歐洲：德國】德國改革媒體兒少保護法，因應現代媒體市場環境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國邦際兒少媒體保護委員會（Kommission fur Jugendmedienshutz，
KJM）主席日前於專家研討會（KJM im Dialog）中表示，有鑑於匯流時代
下的媒體變革，德國政府已思索修改媒體兒少保護相關法令，期能制定有
效的法律框架，讓聯邦與各政府在各自的職掌範圍共同努力，以有效保護
兒少族群的媒體使用環境，並在確保產業發展的前提下制定產業規範準則，
以使媒體市場公平發展。此次修法已獲得德國聯邦各州和州媒體主管部門
支持，亦將協調各州政府討論，以共同提出兒少保護修正草案（Ländern
abgestimmten Entwurf für ein novelliertes Jugendschutzges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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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M 是由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州媒體機構等派代表組成，定期舉辦專
家會議，監督國內民營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內容，以保護未成年發展。
關鍵字：兒少保護、媒體內容
23. 【歐洲：瑞典】瑞典政府提供 3,600 萬克朗輔助 22 家媒體事業，發展
新聞內容及數位創新應用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9 日

國別：瑞典
子分類：政策面

瑞典傳播管理局（Myndigheten för press, radio och TV，MPRT）計劃撥
款 3,600 萬克朗支持媒體發展新聞內容及創新應用，預計於政府額外預算
審核議會中表決再准予實施。
有鑑於地方媒體受廣告收益及發行數量減少影響，市場經濟衰退，瑞
典政府計劃提供資金輔助產業發展，往年只限實體印刷媒體的輔助計畫，
本次則涵括數位媒體等共 22 家媒體，就新聞內容編輯及相關數位發展之
創新應用、數位經濟發展之商業模式等 36 項新創計畫，提供資金挹注以
促使新聞媒體環境發展更具競爭力。
關鍵字：新聞媒體、數位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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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洲：美國】FCC 裁定美國無線電視臺集團未盡法規「誠信協商原則」
，
並督促業者重新談判，以解決頻道授權爭議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電信業者 AT&T 於 2019 年 6 月 18 日依美國 1934 年《通訊法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規定，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投訴 9 家無線電視臺集團或其代理商
在協商頻道再傳輸同意（Retransmission Consent）協議時，並未盡到法規
中要求的「誠信協商原則」（Negotiate in Good Faith），導致 AT&T 旗下包
括 DirecTV 和 U-verse 等服務在 2019 年 3 月與電視臺協議到期後，即因為
授權談不攏而斷訊，致使訂戶有約 5 個月時間無法觀看眾多知名頻道與節
目。
該投訴案經 FCC 轄下媒體局（Media Bureau）審理後，認定無線電視
臺集團確實未盡法規要求的誠信談判原則，甚至有惡意拖延談判或拒絕對
於 AT&T 所提協商內容做出回應之事實。儘管在協商過程中雙方仍存在部
分爭議，但在已違反法規誠信原則的情況下，FCC 敦促電視臺集團應就誠
信協商原則儘速與 AT&T 重新展開協議，並應設立明確目標及清楚談判程
序。
關鍵字：AT&T、再傳輸協議、斷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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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亞洲：韓國】韓國啟用 FM 隧道災害警報廣播系統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6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日前宣
布啟用「FM 隧道災害警報廣播系統」
，未來若高速公路隧道內發生火災、
交通事故等情形，自隧道前 500 公尺即以 FM 廣播系統提前告知駕駛人危
險狀況，以預防隧道內發生二次事故。
MSIT 和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已完成 FM 隧道災害警報廣播系統相關規範修訂，計畫將以 88MHz
至 108MHz 的 FM 廣播頻段用於隧道災難廣播，並擴大廣播範圍至隧道前
方 500 公尺處。韓國高速公路公司（한국도로공사）目前先以事故發生率
較高的隧道為示範服務區，未來將逐步擴大服務範圍。
關鍵字：廣播、FM、災害警報
26. 【亞洲：韓國】韓國政府資助設立個人媒體創作者培育中心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有鑑於
5G 時代下的媒體產業發展趨勢，為鼓勵個人影像創作，設立「個人媒體培
育中心」
，希望透過專業人才培育、資源補助、版權與海外行銷等專業知識
教育訓練等方式，協助小型獨立媒體創作者發展影音創作內容，提高獨立
製片的影音品質。該「個人媒體培育中心」將提供免費攝影棚、影像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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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和辦公室等資源，讓獨立創作者可在據點內使用設備資源。MSIT 表
示，此培育中心將作為韓國政府支持個人媒體發展的第一步，未來亦將積
極培育新銳創作者，並協助產業創造就業機會，為 5G 時代下媒體產業創
造發展動能。
關鍵字：個人媒體、影像製作、培訓計畫
27. 【亞洲：韓國】韓國 KCC 修訂電視廣告代理商換發許可證之規定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已完
成《廣播電視廣告銷售代理商等相關法律（Act On Broadcast Advertising
Sales Agencies, Etc.）
》之修正作業，縮短換發許可證（Renewed Permission）
期限從 5 年至 3 年，並新增「利害關係人意見徵求程序」等規定，以確保
廣播電視廣告銷售代理商換發許可證審查的有效性。該修正案待南韓國務
院審查後，預計年底前提交國民議會立法。
依據韓國《電視廣告銷售代理商等相關法律》第 6 條第 1 款規定，取
得許可證之廣告銷售代理商，得在許可證有效期屆滿後向主管機關 KCC
提出換發許可證申請，並由 KCC 授予許可。本次法規修正案若通過，未
來 KCC 得針對破壞廣告市場公平競爭者採取「改變許可有效期」的措施，
以提高許可證審查實質效益。
關鍵字：廣播電視廣告、換發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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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亞洲：韓國】韓國政府提出《無線電波法》修正案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政府有鑑於現行《無線電波法（Radio Waves Act）》未得有效處
理快速變遷的無線電波使用，因而提出《無線電波法》修正草案，俾使無
線電頻譜能夠順應社會不同需求，促進產業間的有效利用，增進公共福祉。
此次修法是自 2000 年施行《無線電波法》以來的重大更新，修正案引進新
的頻率執照制度（Frequency License System），將頻率執照按服務樣態區
分為「商業頻率執照（Business Frequency License）」、「政府和地方政府
頻率執照（Frequency Licens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和「一般通用頻率執照（General Frequency License）」等三大類，欲申請
執照者須先向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
提出申請，並提交設備建置與未來營運計畫書，經 MSIT 審查通過後核發
許可執照。主管機關審核的條件也會因所申請的頻率執照類別而有所不同。
而欲經營無線電視服務之業者，還需向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提出申請，KCC 再請 MSIT 提出審核
評估。
過去，韓國無線電頻率執照制度依用途差異，區分為核配（Allocation）
、
指配（Designation）和使用許可（Approval of Use），不同執照在頻率使用
年限和收費標準上也會有所不同。此次修正重點，將大幅簡化過去核配、
指配與使用許可作法，並統一透過新頻率執照制度，由主管機關審核，不
管是電信業者、地方政府或個人，均可透過審核程序來申請使用無線電波。
另依修正草案第 6 條規定，將成立「無線電波政策委員會」，由包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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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在內的 20 名成員組成，以審核無線電波相關的重要政策。
關鍵字：無線電波、頻譜、釋照機制、頻率
29.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針對無線電設備規則修正案進行公眾諮詢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通訊審議會（情報通信審議会）自 2018 年 6 月開始進行
「23GHz 無線傳輸系統雙向化」技術探討，今年 9 月提交相關結案報告後，
11 月進一步提出《無線電設備規則（無線設備規則）》修正草案，同時展
開公眾諮詢，期能完善修法措施。
過去，日本政府規劃 23GHz 頻段主要用於彌補偏鄉離島、河川等特殊
地區的影像傳輸服務，以使有線電視傳輸系統難以鋪設設備的特殊偏鄉地
區，也能接收電視影像，或作為災害發生時的緊急廣播系統。因早年 23GHz
頻段的無線傳輸系統僅能進行單向傳輸，無法因應現代 4K、8K 等超高畫
質影像服務，因而造成傳輸內容與技術上的限制。為此，日本總務省希望
重新研討「23GHz 無線傳輸系統雙向化」技術之可行性，並就無線電設備
審驗、頻率分配計畫、審查標準等進行公眾諮詢，期能修正《無線電設備
規則》
，以因應未來產業發展需求。
關鍵字：無線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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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亞洲：韓國】韓國 4 個政府組織加強合作以預防數位性犯罪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 國 放 送 通 訊 審 議 委 員 會 （ 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KCSC）從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將「數位性犯罪對策小組」擴
大改組為「數位性犯罪審議支援團（Digital Sex Crime Monitoring Unit）」，
並加強和相關機構間的合作機制，包括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
、性別平等與家庭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警察廳（National Police Agency）與 KCSC 等 4 大
部會簽署「共同應對數位性犯罪工作協定」，以防止數位性犯罪影像流通，
保護受害者。
KCSC 此次透過「數位性犯罪審議支援團」加強設置 24 小時監測室、
新設專業委員會及電子審查系統等資源，並加強與性別平等與家庭部、警
察廳、KCC 等部會之合作機制，期能迅速審議各機關要求刪除或封鎖之數
位性犯罪相關影音。
韓國性別平等與家庭部與 KCC 在取得警察廳「非法物件追蹤系統」使
用權後，得將非法影音分類、登記，並要求「數位性犯罪審議支援團」刪
除或阻止觀看該則影片。此外，韓國政府亦在各該部會之間建立
「公共 DNA
數據庫」，將收集到的受害者影像資料即時傳送到 KCSC，期能統合相關
部會資源，並加強跨部會合作，以更有效地保護受害者。
關鍵字：數位性犯罪、公共 DNA 數據庫、24 小時應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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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洋洲：澳洲】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將要求 ISP 業者封鎖境外非法
賭博網站
洲別：大洋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國別：澳洲
子分類：政策面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宣布，將依照《2017 年互動賭博修正法（Interactive Gambling
Amendment Act 2017）》
，要求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封鎖境外非法賭博網站。
ACMA 主席 Nerida O’Loughlin 表示，許多案例是境外非法賭博網站不
當盜領客戶銀行戶頭資金，或拒付巨額獎金，而自 2017 年以來，在 ACMA
依新法執行查緝下，已有 65 家非法公司退出澳洲市場。ACMA 並持續與
當地警政監管單位合作，希望能查緝非法賭博網站負責人的不法事實。此
次 ACMA 更進一步宣布將運用公權力，要求澳洲 ISP 業者封鎖非法的境
外賭博網站，並將持續加強公民教育，來保護消費者免受非法賭博網站的
侵害。
關鍵字：網路、非法內容、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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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非洲：南非】南非電信管理局公布類比無線電視頻譜重新分配計畫
洲別：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國別：南非
子分類：政策面

南非電信管理局（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South Africa，
ICASA）於 2019 年 11 月初提出採用 4G 和 5G 技術的執行方案，其中包
括將目前用於類比無線電視的 700 MHz 和 800 MHz 頻譜進行重新分配，
以及釋出 5G 專用的 3.5 GHz 頻譜執照等。整體而言，ICASA 計劃將行動
通訊可用頻寬從現在的 566 MHz 增加至 958 MHz，以擴大 5G 產業效應。
具體頻譜規劃如下：


700MHz 釋出 60MHz (2x30MHz) 頻寬



800MHz 釋出 60MHz (2x30MHz)頻寬



2.3GHz 釋出 40MHz 頻寬



2.6GHz 釋出 170MHz 頻寬



3.5GHz 釋出 116MHz 頻寬
ICASA 已針對頻譜重新分配計畫提出公眾諮詢，待業界意見回覆，綜

整作最終調整並經審核通過後，ICASA 將進行全國性頻譜拍賣。
關鍵字：頻譜分配、類比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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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新應用

創新應用

33. 【國際：跨國】Ericsson 發布 5G 商業潛力報告：2030 年產業數位轉型市
場將達 7,000 億美元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Ericsson 自 2017 年起開始發布 5G 報告，今年《5G 商業潛力報告（5G
for Business: A 2030 Market Compass Report）
》的內容指出，5G 已為高度競
爭的通訊市場開闢新機會。服務提供者為充分發揮 5G 潛力，將尋求超越
傳統行動網路的服務，例如行動物聯網（Cellular IoT）與企業專網的演進
將為 5G 營收帶來動能。
到 2030 年，目前的既有服務收入預計將停滯成長，而 B2B 數位化機
會將以更快的速度成長，市場價值將高達 7,000 億美元，相當於占 ICT 業
者提供 5G 技術服務市場的 47%。為在市場中取得更大市占率，報告建議
服務提供者必須擴展連接範圍，並思考在 B2B 價值鏈中扮演的角色與應用
案例，同時立即採取行動。
跨產業的應用案例，包含增強型影音服務、車聯網、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遠端操作等，其中增強
型影音服務價值最高，到 2030 年，將占市場比重達 17%，相當於 1,180 億
美元。
關鍵字：5G、物聯網、AR、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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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國際：跨國】Strategy Analytics：至 2025 年，行動物聯網設備的出貨
量將達每年 3.5 億美元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物聯網策略服務（IoT Strategies Service）》研
究指出，5G 技術應用的行動物聯網設備將於 2025 年量產。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預測，儘管 5G 模組在 2019 年發展初期成長較緩慢，4G IoT 模
組出貨量在 3 年內攀至高峰，但 2023 年將出現一關鍵轉折點，5G 模組出
貨量將超過 4G 模組。該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強勁成長為物聯網設備市場
的成長動力，汽車垂直應用市場成為行動物聯網設備的最大消費市場，市
占率將在 2025 年前大幅上升。
中國大陸除對包括智慧設備和高端消費性電子產品在內的製造業進行
投資外，亦積極發展工業控制、能源、金融服務和健康照護的物聯網應用
領域。中國大陸市政當局和經濟發展區也將透過「智慧城市」領航計畫所
提供之資金，採用 IoT 應用解決城市交通壅塞和空氣污染的問題。
關鍵字：行動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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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國際：跨國】Digital Reality 數據公司預測：AI、IoT、區塊鏈、5G 預
計至 2029 年將為全球帶來每年 7,210 億美元收入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資料中心巨擘 Digital Reality 發布最新報告預測，至 2029 年，AI、
IoT、區塊鏈以及 5G 將為全球 60 個大城市帶來每年 7,210 億美元商機。
屆時，紐約、洛杉磯、東京等 10 個城市將成為世界領先的數位城市。
根據 Digital Realty 的資料顯示，在 AI、IoT、區塊鏈及 5G 等 4 項先進
技術中，AI 占整體成長比重的 46%，至 2029 年逐年將增加 2,550 億美元
的價值，並每年為各城市增加 51.3 億美元收入；其餘 22%的成長來自 5G、
21%來自 IoT、11%來自區塊鏈。儘管 AI 為最大貢獻者，但 5G 在 20192029 年期間成長速度最快。
關鍵字：5G、AI、IoT、區塊鏈
36. 【歐洲：跨國】EC 發布報告，各成員國應採取之網路安全措施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發布《評估基本服務業者一
致性方法報告（Report Assess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Approach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Operators of Essential Services）》，評估各會員國間識別基
本服務業者的方法是否一致，並提供改善建議。此為 EC 對網路和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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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安全指令（NIS 指令）進行審核的第一步，該指令旨在提高社會關鍵部
門的網路安全水準。
歐盟通過《網路安全法（Cybersecurity Act）》，加強歐盟網路安全機
構（EU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ENISA）的職責，建立歐盟網路安全認
證 監 理 框 架 。 EC 亦 提 出 歐 洲 網 路 安 全 能 力 網 路 和 中 心 （ European
Cybersecurity Competence Network and Centre）的相關法規，該法規將投資
歐盟發展更強大和具有開創性的網路安全能力和技術解決方案，並促進歐
盟層級與成員國之間的網路安全投資協調。
關鍵字：網路安全
37. 【歐洲：跨國】華為在歐洲啟動 AI 生態系計畫，5 年內投資 1 億歐元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華為在歐洲正式發布 AI 生態系計畫，未來 5 年內投資 1 億歐元，支
持 AI 生態系計畫的 4 個行動方案如下：
一、 將在 3 個重要領域與關鍵組織合作，共同打造歐洲 AI 產業：
⚫ 與歐洲 AI 聯盟（AI Alliance）和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一起改善有關 AI 道
德規範和安全性的法規和標準。
⚫ 與大數據價值協會（Big Data Value Association，BDVA）合作，在
歐盟促進 AI 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
，協助推動 AI 研究與垂直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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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術平臺培育歐洲的 AI 大學生態系。
二、 華為將與獨立軟體供應商（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ISV）合作
夥伴共同開發聯合解決方案。以慕尼黑與巴黎的開放實驗室為 AI 功
能中心，在硬體、軟體開發與移植（Porting）以及聯合行銷方面為 ISV
合作夥伴提供支持。
三、 華為將籌劃實體技術沙龍及開發者競賽，為開發者提供技術支持。
四、 華為將為合作夥伴提供 AI 課程與教材，並在歐洲建立聯合實驗室，
包括為大學設計 3 門 AI 課程、2020 年發布 4 份 Ascend 開發的教材，
以及與合作大學及研究機構建立聯合實驗室，進行演算法模型開發
和基礎應用。
關鍵字：AI
38. 【歐洲：跨國】全球市場諮詢公司 ABI Research 預測：至 2024 年，5G
將推動雲端遊戲市場達 45 億美元和 4,200 萬雲端遊戲用戶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隨著 5G 發展和雲端遊戲服務的到來，全球市場諮詢公司 ABI Research
指出，至 2024 年，預估活躍雲端遊戲用戶逾 4,200 萬，整體市場收入將達
45 億美元。儘管 2018 年至 2024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高達 61.7%，但雲端遊
戲占整體遊戲市場比重仍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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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Research 首席分析師評論指出，Google Stadia 對雲端遊戲投以極
大的關注，但已有越來越多公司投入該領域，為消費者和企業客戶（含電
信和付費電視業者）提供服務，目前最大的競爭障礙仍是現有的遊戲平臺，
其將導致邁向雲端的過渡期更加漫長。
5G 預期成為雲端遊戲的驅動力，因為更快的資料傳輸速率和超低延遲
是競爭者展示新技術的關鍵。新的遊戲機將於 2020 年問世，在雲端成為
全球遊戲玩家的主要遊戲平臺前，仍需解決許多業務和內容方面的問題。
關鍵字：雲端遊戲、5G
39. 【歐洲：德國】無人機利用 5G 提升飛行距離與安全性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技術面

垂直升降的電動無人機能持續快速地運送人員與貨物，成為解決城市
交通壅塞的一種方法，現今最先進的無人直升機，更可透過 5G 技術提升
飛行距離與安全性。
德國新創公司 Volocopter，在 2011 年垂直升降的電動無人機首次成功
載人後，近期宣布推出 VoloCity，其設計概念為城市飛行計程車，可搭載
兩名乘客，在專門建造的 Voloports 間以時速 110 公里的速度飛行 35 公里，
使用者則可利用 App 呼叫距離最近站點的無人機。
該公司 CEO Florian Reuter 表示，5G 能讓 Volocopter 偵測附近情形閃
避障礙物，以及下載飛行數據以提升安全與表現。Volocopter 規劃在 2 至
3 年內將領航版 VoloCity 投入商業服務，並在 5 到 10 年內提供全自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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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計程車。
Volocopter 近期展示其在緊急服務中的潛力，該公司參與醫療救援任
務，在與德國 ADAC 空中救援演習中，載送一名急診醫生治療傷患。也推
出自動貨運 VoloDrone，可負載 200kg 飛行 40 公里。Volocopter 表示，藉
由 5G 使 VoloDrone 可在市區以外的地區執行任務，例如噴灑農作物、測
量和運送大型物品。
關鍵字：無人機、5G
40. 【美洲：美國】美國 FTC 向國會遞送高齡消費者受騙報告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發布最新的
《FTC 2018-2019 保護高齡消費者報告（Protecting Older Consumers 20182019: A Repor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顯示，年齡 60 歲及以上
的高齡族群相較年輕人因詐騙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較低，惟高齡族群的損
失金額正在上升。
FTC 報告致力於瞭解影響高齡族群受詐騙的原因，同時掌握消費者抱
怨的數據。分析得知，80 歲及以上的高齡族群損失金額最高，2018 年平均
個人損失金額的中位數高達 1,700 美元，相較去（2017）年成長 55%。最
後，FTC 報告提及透過「Pass it On」活動計畫展開宣傳和教育工作，重點
在為老年人預防詐欺提供資源，俾利透過資訊共享的方式傳遞給親朋好友
以保護自己親友。
關鍵字：個資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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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美洲：巴西】巴西利用區塊鏈與生物識別技術建立新生兒數位出生證
明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國別：巴西
子分類：政策面

IBM 和 Growth Tech 宣布以區塊鏈技術與生物識別流程應用於巴西新
生兒的出生登記。分娩團隊以註冊表單工具製作出生證明，透過臉部識別
進行身份驗證，並與官方機構驗證個人數據，建立嬰兒數位身份。
巴西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新生兒註冊是重要的一步，顯示數位化的重
要性。IBM 指出，生物識別技術總體目標是節省時間，改善所有使用者的
體驗並增強對系統的信任。而使用區塊鏈進行新生兒登記，也加快官方程
序處理速度，另可應用於房地產登記或結婚證書。臉部識別等數位技術可
透過多種方式提供價值，包含對登記流程中每個步驟的審核人員進行身分
驗證，以及建立父母與新生兒之間的監護關係。
關鍵字：生物識別、區塊鏈
42. 【亞洲：韓國】LG U+、LS Mtron 與 PTC 合作開發，並示範遠端控制、
無人耕作和遠距診斷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29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技術面

LG U+宣布在京畿道高陽市的農田，成功示範使用 5G 網路遠端控制牽
引機，以及使用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技術進行牽引機的遠距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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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由 LS Mtron 公司開發操作系統，透過電子方式進行遠端控制。
操作者在控制螢幕上的地圖，設定工作路徑並執行無人耕作，牽引機將按
設定路徑移動，並透過安裝於牽引機的超高畫質（Full High Definition，
FHD）攝影機拍攝影像，由 5G 網路即時傳輸至控制螢幕，完成遠端控制。
遠距診斷服務則由物聯網（IoT）和擴增實境（AR）解決方案的廠商 PTC
開發，在牽引機上安裝 IoT 感測器收集牽引機的運作數據，透過數位雙胞
胎技術預測何時更換零件，並透過操作手冊與 AR 技術引導更換消耗品。
LG U+將與其它公司合作，延伸服務至智慧農業領域，包含收割機、插
秧機等農用設備的應用範圍。明年計劃與當地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在高
科技農業綜合領域推動試點計畫，並於 2021 年開發各種商業模式（例如
B2B2C）。
關鍵字：5G、AR、自動駕駛

43. 【亞洲：韓國】AI、5G、HD 地圖為提升自動駕駛安全性的重要關鍵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 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技術面

韓國雲端運算研究協會（한국클라우드컴퓨팅연구조합；Consortium of
Cloud Computing Research，CCCR）主辦 CCCR TaB 2019 活動，學術研究
單位參與研討 AI、5G、HD 地圖對自動駕駛技術的幫助。
韓 國 電 子 通 訊 研 究 院 （ Electronics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ETRI）介紹自動駕駛運用 AI 技術，收集數據提升其應對各種情
形的能力，近年更利用模擬各種道路環境與天氣狀況產生大數據，取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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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由實際道路駕駛收集數據，有效降低自動駕駛 90%的測試成本，並透過
這些數據開發超車預測、部分路徑預測、車道變更風險預測等技術。韓國
電 子 技 術 院 （ 임기택 전자부품연구원 ； Kore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KETI）行動平臺研究中心則宣布用於自動駕駛的通信技術，包括
WAVE（專用於高速駕駛）、蜂巢式車聯網通訊（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C-V2X）和 5G-V2X（實現自動駕駛的重要技術）。考量未來
使用者費用負擔，KETI 認為採用 WAVE 和 C-V2X 兩者混合網路模式最
合理。建國大學則分享精確預估位置技術，建立高解析度地圖（HD Map），
將車道和道路上的各種設施以釐米為單位進行數位資料建置，並將車輛收
集的資訊傳送至雲端，雲端藉由辨認新資訊與現有地圖之間的差異修改地
圖，再回傳至每輛車以更新高解析地圖，讓自駕車行駛更加準確、安全。
透過以上技術發展，韓國預計明年將實現 Level 4 全自動駕駛的商業
化，讓汽車可在沒有人為操作的情況下在道路上行駛。即便全自動駕駛即
將商業化，但少有專家對其安全性抱持信心。
關鍵字：5G、自動駕駛、車輛通訊技術
44. 【亞洲：新加坡】TPG Telecom 與 CapitaLand、NavInfo DataTech 合作
建立新加坡最大的 5G 智慧產業試驗基地
洲別：亞洲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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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and、NavInfo DataTech 與 TPG Telecom 合作，在新加坡科學園
（Singapore Science Park）建立新加坡最大的 5G 智慧產業試驗基地，也是
東南亞首個在智慧交通解決方案的合作案例，以開發、測試 5G 行動車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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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C-V2X）技術。
CapitaLand 在 新 加 坡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與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
的支持下，於新加坡科學園設立「智慧城市共同創新實驗室（Smart Urban
Co-Innovation Lab）
」，該實驗室旨在為產業和公眾提供獨特機會，以利發
掘、開發、測試、佈署全新且永續的智慧城市產品、服務與解決方案。這
些計畫由 IMDA 與國立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提供
4,000 萬新幣的資金支持，以建立開放且包容的 5G 創新生態系統。
擁有支援 5G 設備的 TPG Telecom 用戶，也將能於第一時間在新加坡
享有 5G 服務。TPG Telecom 將於 2020 年前在新加坡科學園佈建先進的 5G
試驗網路，3.5GHz 戶外涵蓋率將達到 99%以上，該網路將基於 3GPP
Release 15 的最新 5G 標準。當 Release 16 在 2020 年完成時，將有更高的
傳輸速度和數據容量，同時將網路延遲降低 10 倍，預計將提升工業物聯
網與車聯網之應用。
關鍵字：5G、5G 應用
45. 【亞洲：新加坡】IMDA 與 SUTD 合作，深化數據與 AI 能力，以推動智
慧房地產的持續創新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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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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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SUTD）合作，致力於深化 AI 能力，以建構未來的智慧房地產。
IMDA 持續和房地產開發商、技術提供者與建築環境服務提供者合作，
共同開發及測試創新的城市解決方案；SUTD 則提供融合技術與設計的獨
特課程，引領城市、AI 與資料科學領域的進步，並利用其研發能力為新加
坡及其他地區開發有意義的解決方案。IMDA 與 SUTD 合作旨在實現以下
目標：
⚫ 透過產業應用案例、學術研究與開發來鼓勵 AI 創新：IMDA 與
SUTD 將匯集房地產所有者、技術提供者與研究人員，共同開發創
新的 AI 應用程式。
⚫ 改善資料可存取性，以促進 AI 的持續創新：IMDA 和 SUTD 計劃
建立一個智慧房地產資料庫，以促進研究人員、學生與技術公司的
AI 開發及實驗。
⚫ 培養具有專案實務經驗的卓越 AI 人才：IMDA 將透過課程與在職
訓練，支持技術公司培訓 AI 專業人士；SUTD 將提供與產業相關
的培訓課程，以使這些專業人士掌握資料科學與 AI 新興領域的技
能。
關鍵字：AI、智慧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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