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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月報(8月份)

底圖圖片來源：https://www.pexels.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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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底圖圖片來源：https://www.pexels.com/zh-tw/



Vodafone創設歐洲無線電塔公司，
並正式收購Liberty Global於德國、捷克等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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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別：歐洲

• 國別：跨國

• 類別：通訊

• 子分類：市場面

• 資料日期：2019年7月26日

• 關鍵字：鐵塔、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共用

⚫ 將於歐洲10個國家擁有超過61,700座無線電塔，約四分之三位於德
國、英國、西班牙與義大利等大型市場，規畫於2020年5月前營運。

⚫ 另外，Vodafone近期已於義大利、西班牙與英國協議共用網路基礎
設施，上述投資組合將帶來更大獲利機會，包含出租資產以節省成
本，Vodafone表示已收到許多關於無線電塔資產組合的報價。

⚫ Vodafone預估TowerCo可以分別產生約17億歐元和9億歐元的年收
入和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利潤。

Vodafone宣布計劃將分立自身無線電塔資產

成立歐洲最大的無線電塔公司「TowerCo」

⚫ Vodafone集團以184億歐元收購Liberty Global在德國、捷克、匈牙利
和羅馬尼亞的業務。

⚫ 收購案受到德國市場競爭對手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的強烈
反對，但Vodafone集團已針對歐盟委員會列出之問題清單提出各種
補救方案，包括與德國電信簽署批發接取協議（Wholesale Access
Agreement）等，故EC仍在上個月通過該交易。

⚫ 透過本次收購， Vodafone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匯流網路業者，將擁
有5,400萬家有線與光纖寬頻家庭用戶，以及多達1.24億的家庭和企
業「下一代網路」用戶。

Vodafone正式收購Liberty Global於德國、捷克等國

業務，大幅擴展歐洲電信市場



• 洲別：歐洲

• 國別：法國

• 類別：通訊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7月15日

• 關鍵字：5G、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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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Arcep公布3.4 - 3.8 GHz頻段
5G拍賣程序草案，並進行公共諮詢

⚫ 頻譜執照義務方面，得標者須穩定提升5G佈建、提升道
路連網速度、啟動5G創新應用功能、加速IPv6位址轉換

⚫ 於重點城市及經濟區域推出3.4 - 3.8 GHz頻段5G佈建；
2020年前至少於2座城市提供5G服務，並逐年佈建5G基
地臺，至2025年須達12,000臺。

⚫ 自選義務承諾方面則是利用5G提高法國經濟產業競爭力、
改善室內覆蓋率、在行動網路中提供固網接取商品、達
到公開透明、增進營運商之創新應用等。

⚫ 執照期限為15年，並有5年延展期。有意參與競標者應於
9月4日前提交申請。

Arcep公布3.4 - 3.8 GHz頻段5G拍賣程序草案，並進行
公共諮詢，預計於3.4 - 3.8 GHz頻段釋出31個TDD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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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法國

區
域

國
家

監理或相關立法措施 目前立法或監理情形

歐
洲

德
國

• 於2018年1月正式頒佈施行「網路強
制執行法（The Network 
Enforcement Act，德文簡稱
NetzDG）」

• 該法旨於有效打擊網路仇恨、犯罪、
煽動暴力等社群媒體平臺上的不當
內容，並提出社群媒體業者應承擔
之具體義務和罰則。

• 於2018年施行後，Google、Facebook
等大型平臺業者已陸續發布三份報告
說明其執行成果，與最初6個月相比，
民眾投訴不當內容之數量明顯下降。

• 然該法實施後，也引起諸多對於言論
自由之爭議。因而在2018年3月根據
路透社報導德國政府有考慮再修法。

法
國

• 於2019年7月9日法國國民議會一讀
通過《打擊網路仇恨言論法（Lutte 
contre la haine sur internet）》

• 該法旨於要求網路線上平臺業者當
接獲戶檢舉仇恨言論時，需在24小
時內下架該則訊息。

• 目前該法於法國國民議會已一讀通過，
同日已將國民議會決議結果送交法國
參議院，需確認兩院意見一致後，該
法才會正式通過

英
國

• 英國政府於2019年4月發布《線上傷
害白皮書（Online Harms White 
Paper）》報告，欲建立新的問責與
監督制度。

• 目前尚在研擬中，未有具體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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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00萬的註
冊用戶之社群
明臺業者，有
義務主動處理
「明顯違法之

內容」

針對用戶投訴
的不當內容，
需檢視內容是
否明顯違反德
國刑法。

若平臺業者接
獲民眾投訴為
「明顯違反刑
法」之內容，
需在24小時內
刪除或下架該
則內容。

在特殊的情況
中，社群媒體
可委託政府認
定的第三方組
織來進行判讀。

業者有義務每
兩年於公開網
站提交一次報
告，說明處理

結果。

倘若違反上述
法律，業者將
面臨最高5000
萬歐元的罰款。

區域 國家 監理或相關立法措施 目前立法或監理情形

美洲 美國

•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指稱，因美
國白宮收到超過15,000份關於社群媒體平臺審查
美國政治言論之投訴。白宮正起草一份「保護美
國人免受線上審查」的行政命令，以使FCC有權
監督社群媒體經營者如何規管其網站上之內容，
並提高FTC的調查和控告違法公司的權限。

目前美國官方尚未發布正式草案文件

主要以侵害民主法治國家、公共秩序、個人名譽或是性自主權等條文為限。包括：
1 、散播違憲組織的文宣； 2、使用違憲組織的標誌(如旗幟) ；3、準備以嚴重暴力行為製造國家危險：4、誹謗總統；5、
誹謗國家及其標誌；6、違憲誹謗憲政體制下的組織；7、煽動以嚴重暴力製造國家危險的行為；8、叛國的偽造行為
(Treasonous forgery)； 9、公開煽動犯罪；10、威脅要採取犯罪行動致影響公眾安寧；11、建立犯罪組織；12、建立恐怖
組織；13、煽動仇恨； 14、企圖透過出版方式、引發犯罪行為；15、散播犯罪的描述； 16、獎勵或讚賞犯罪行為；17、
誹謗宗教、宗教或意識型態；18 、散播、持有或取得兒童色情； 19、散播色情內容(18歲以下)； 20、侮辱； 21、誹謗；
22、故意誹謗； 23、威脅要犯重罪；24、偽造用來當做證據的資料。

以德國「網路強制執行法（NetzDG）監理方式為例



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將YouTube和Amazon Prime串流影音服務網速降至1.5 
Mbps；

• 美國東北大學和麻薩諸塞大學最新研究發現，全球部分
國家之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會針對特定串流影音服務
限速。

• 該研究人員在全球183個國家或地區招募超過126,000名
智慧型手機用戶，用於ISPs網速表現。

熱門的影音平臺會受網路流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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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美國

• T-Mobile US在約5成的測試結果中顯示有限制Amazon Prime串流影音服務網路速
度，但沒有限制Skype與Vimeo等服務；

• AT&T約有7成時間都對Netflix服務限速，對YouTube的限速時間同樣高達74％，但
並未減緩Amazon Prime串流影音服務的速度。

報告結論：儘管研究結果顯示ISPs業者對特定串流影音服務限速而影響閱聽眾的影音解析度，但
該報告認為影響影音解析度原因亦有可能受消費者個人裝置或其他因素影響，與業者之限速行
為並非絕對因果關係。

英國Giffgaff和O2同樣將YouTube和Netflix等服務之網路速度降速至1到1.5 Mbps。英國



ITU：全球監理機構專題研討會
採用GSR-19最佳實踐指南，提供快速數位連結

• 洲別：國際

• 國別：跨國

• 類別：創新應用

• 子分類：政策面

• 資料日期：2019年7月15日

• 關鍵字：ITU、監理、數位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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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共同合作和創新的監理方法來釋放數位技術的潛力，快速

實現數位連結，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能夠從數位化轉型中受益。

目的

•該指南強調需要採取更具可操作性、協作性和創新性的監理方法，

敦促監理機構與所有利益關係人，對新的監理工具和解決方案持開

放態度並立即採取行動。

監理方法

• 1.共同管理的核心設計原則：以利協助因應新的技術與商業模式。

• 2.以卓越監理與市場表現為基準：監理決策基於穩健、多方面與周

全的證據解釋，俾利對市場產生正面效益。

• 3.利於進行數位實驗的監理工具與方法：為促進對於數位市場的表

現有所貢獻，各國需要以新的態度與工具向更高層次的協作監理邁

進。

提出新的創新方法來實現包容性數位基礎設施和服務

國際電信聯盟（ITU）提出GSR-19最佳實踐指南



歐盟執委會發布
《5G：歐洲數位轉型的智慧連接》推廣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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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 關鍵字：智慧連結、數位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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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5G如何提供滿足這些連接需求

的容量和性能

5G將成為數位經濟和社會的重要組

成，不僅行動流量翻倍，AI技術也將

被廣泛應用。EC預估5G對垂直產業

的影響最大，5G服務供應商每年的

全球附加價值將超

過 5,000億歐元。

歐洲營運商與其他

領先地區並駕齊驅，

今年推出真正的5G服務，開發新的

商業契機，在歐洲試驗中投入超過10

億歐元，每年投資600至1,000億歐元

的商業推廣。

EC於2018年啟動歐

洲 5G 觀 測 站 （ European 5G

Observatory），透過追蹤主要市場

發展和成員國採取的籌備行動，監測

5G行動計畫的進展情況。

歐盟執委會（EC）

《5G：歐洲數位轉型的智

慧連接》推廣成效

內容 未來展望

計畫監測新服務



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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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3 【國際：跨國】 5G Americas發布《5G進階天線系統》白皮書

4

【歐洲：跨國】

歐盟執委會針對制定最高接續費展開公眾諮詢

5
Vodafone正式收購Liberty Global於德國、捷克共和國等國的業務，大幅擴展歐洲
電信市場

6

【歐洲：英國】

Ofcom針對行動通訊資費綑綁手機裝置販售提出新監理措施

7 英國釋出共用頻段及接取執照相關規定

8 英國MVNO Sky Mobile預計11月前開始提供5G服務

9 英國舉辦競賽促進國際級會議中心寬頻基礎建設

10 【歐洲：法國】法國Arcep公布3.4 - 3.8 GHz頻段5G拍賣程序草案，並進行公共諮詢

11

【美洲：美國】

ITS在3.5GHz頻段上完成頻譜共用模型的最終測試

12 Sprint與T-Mobile合併案獲美國司法部批准

13 PATH向FCC提出普及服務基金變更建議

14 DISH承諾在2023年前實現70%的5G覆蓋率

15 美國免費電話號碼（833代碼）拍賣

16 Verizon尋求FCC許可以進行3.5GHz測試

17 FCC主席提議於特定條件下，同意T-Mobile和Sprint合併案，加速5G無線網路佈建

18 【美洲：巴西】 Nokia與華為對巴西5G產業的未來充滿信心



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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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9

【亞洲：日本】

Docomo財政持續受降價政策影響

20 總務省公布2018年度電信號碼使用狀況

21 樂天行動將擴大KDDI網路漫遊區域

22 日本第四家MNO樂天行動預計10月1日起提供商用服務

23 日本各大通信營運商將啟動5G商用試驗

24 總務省針對樂天行動基地臺整備延遲實施行政指導

25 【亞洲：香港】 香港將於10月開始拍賣5G用的Sub-6GHz頻段

26
【亞洲：中國大陸】

中國廣電發布5G發展藍圖

27 如何定價5G資費?



美國Sprint與T-Mobile合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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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司法部於2019年7月批准T-Mobile
與Sprint合併案，但Sprint須將預付費
業務和800MHz頻譜資產分割予Dish
Network。而於Dish Network建立自己
的5G網路時，T-Mobile必須給予7年的
無線網路批發接取權限（Acess）等。

⚫ FCC主席Ajit Pai於2019年8月14日發布一份命令草案，該草案將在符合特定條件下批准
T-Mobile與Sprint的合併案。此合併案可望為美國民眾帶來快速的5G無線服務，並有助
於縮小農村地區的數位落差。

Sprint與T-Mobile合併案獲美國司法部批准，FCC主席提議
於特定條件下，同意T-Mobile和Sprint合併案

⚫ 美國無線網路市場的新進業者DISH（原
為直播衛星電視業者）與FCC達成協議，
承諾建立一個包括15,000個基地臺的5G
網路，並於2023年6月達到70％的美國
人口覆蓋率。另DISH亦承諾於2022年6
月14日之前佈建20％人口覆蓋率的核
心網路和基礎設施。



香港5G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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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將於10月開始拍賣5G用的Sub-6GHz頻段

⚫ OFCA宣布將陸續進行3.3GHz、3.5GHz及4.9GHz的頻譜拍賣，其中3.5GHz
為首波拍賣頻譜，申請者需於2019年9月12日至9月13日間向OFCA提出申請，
預計於10月14日舉行頻譜拍賣，4.9GHz及3.3GHz亦將隨後舉行。

3.5GHz

•單位頻寬：10MHz
•總頻寬：200MHz
•頻譜取得上限：70MHz
•底價：400萬港幣/MHz
•應用：室內/室外行動通訊服務

4.9GHz

•單位頻寬：40MHz
•總頻寬：80MHz
•頻譜取得上限：40MHz
•底價：300萬港幣/MHz
•應用：室內/室外行動通訊服務

3.3GHz

•單位頻寬：10MHz
•總頻寬：100MHz
•頻譜取得上限：40MHz
•底價：200萬港幣/MHz
•應用：室內行動通訊服務



英國、美國促進基礎設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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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舉辦競賽促進國際級會議中心寬頻基礎建設

PATH向FCC提出普及服務基金變更建議

⚫ 人工智慧、遠程和機器人醫療保健應用合作組織
（PATH）向FCC提出關於變更普及服務基金管理辦法
的建議案，將高成本、學校及圖書館、鄉村醫療與
生命線共四個領域補助金額統一。

⚫ 鄉村醫療基金需求逐年攀升，PATH提出2點建議：
➢ 建議FCC移除個別領域補助上限，改以整體基金
補助上限來管理以靈活調用資金，此後將根據資
金需求在各領域之間重新分配資金。

➢ 建議FCC增加補助以建置校內醫療服務，特別是
遠距照護。

⚫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和體育部（DCMS）將提供25萬英鎊做為競賽獎
金以促進英國會議中心之寬頻基礎建設。

⚫ 參與本次競賽之會議場地須可容納超過400位國際代表，且於去年舉辦
過至少一次國際會議，其會議需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者來自於英國國
外，或可證明明年度有舉辦國際會議之計畫。

⚫ 而得獎者可獲得獎金以升級既有連線設備，支援更快速及高容量之數
據傳輸，有助會議中心提升Wi-Fi容量或提供互動式內容及實況轉播。

領域 現行補助上限

高成本領域

High Cost
45億美元

學校及圖書館 41億美元

鄉村醫療保健 23億美元

生命線
Lifeline

5.81億美元



美國、日本電信號碼監理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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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免費電話號碼（833代碼）拍賣

總務省公布2018年度電信號碼使用狀況

⚫ FCC於 12月 17日展開免費電話號碼（ 833代碼）之實驗拍賣，
為FCC首次使用拍賣機制分配免費電話號碼。

⚫ 包括833免費代碼中約17,000個熱門號碼，因為此類號碼容易被辨識，
例如833-LAWYERS或833-333-3333。

⚫ FCC將進一步研究拍賣結果，以評估如何以最佳方式公平有效地分配未
來的免費電話號碼，以改良過往分配原則。

⚫ 日本總務省於2019年8月2日公布2018年度電信號碼
使用狀況，使用情形可總結成以下4點：

號碼 使用號碼數量 使用狀況趨勢

0AB-J號碼
(固定電話)

約6,000萬個
從2017年底到2018年底，用於固定電話的0AB-J號碼數量減少
約133萬（下降2.2％），且仍持續減少。

050號碼
(IP電話)

約1,012萬個
用於IP電話的050號碼數量增加約11萬個（增加1.1％），且仍
持續成長。

070/080/090號碼
(行動電話及PHS) 約17,712萬個

用於行動電話和PHS的070/080/090號碼數量增加約246萬（增
加約1.4％），且仍持續成長。

020號碼
(M2M服務)

約684萬個
從2017年10月提供新的020 M2M服務號碼，2018年底使用的
號碼數約為684萬。



英國通訊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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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MVNO Sky Mobile預計11月前開始提供5G服務

⚫ 英國MVNO業者Sky Mobile將與英國行動網路業者Telefonica UK合作，
使用其5G網路。

⚫ Telefonica UK預計於2019年10月起提供5G服務，而Sky Mobile則預計將
於2019年11月起推出5G服務，並成為英國第一個推出5G服務的MVNO。

⚫ 目前其5G服務預計將於英國首都倫敦、斯勞、里斯、愛丁堡、卡地夫、
貝爾法斯特等城市推出。

Ofcom針對行動通訊手機資費方案提出新監理措施

⚫ Ofcom要求電信業者與行動用戶簽訂手機方案合約時必須分別告知手機價
格與通訊費用，實施更為公開透明的措施。

⚫ 禁止超過24個月的手機方案合約，以降低用戶換約的不便性。
⚫ 用戶自7月起如要更換電信業者以簡訊通知即可。
⚫ 據歐盟相關規定，新制最晚必須在明年底全面實施。



⚫ 為因應日本2020年春季5G商用化，各大電信業者啟動商用試驗，在真
實環境中檢視各項技術指標。

⚫ 日本樂天則表示將於2019年10月1日起以MNO身份提供行動通訊服務，
服務推出初期，僅提供部分服務預計未來以三階段推出完整服務。

日本5G商用規劃

18

日本各大電信業者將啟動5G商用試驗，樂天預計10月起提供商用服務

第一階段
「Hop」

•僅限既有用戶使用

第二階段
「Step」

•開放新用戶線上申請

第三階段
「 Jump 」

•開放於實體店鋪申請

確認網路
安全性後

關於增強型行動寬頻通訊的
驗證實驗

• NTT DoCoMo和仙台放送合作，於9月
的世界盃橄欖球賽中應用5G終端設
備。

• NTT DoCoMo將與和歌山縣立醫科大
學合作，推動遠程醫療實驗。

關於超可靠和低延遲通信的
驗證實驗

• SoftBank的相關企業將與「先進移動
公司」合作，於靜岡縣測試卡車隊之
隊列行進與車輛遠程監視、遠程操控。

• KDDI與信州大學合作透過4K攝影機
無人機協助登山搜救作業。



日本新進MNO樂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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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行動將擴大KDDI網路漫遊區域

總務省針對樂天行動基地臺整備延遲實施行政指導

⚫ 樂天行動與KDDI於2018年11月1日發表締結漫遊協定，2026年3月底以

前將由KDDI提供樂天行動全國漫遊，近期擴大漫遊範圍納入東京都特

別區（東京23區）、大阪府大阪市與愛知縣名古屋市以外之網路建設

未完成地區，以及主要都市的地下鐵、主要建物等地區提供服務。

⚫ 樂天行動將在漫遊協定結束前完成日本全國網路整備，並依序在網路

整備完成的區域切換回使用自建網路。

⚫ 2019年6月底時，樂天行動基地臺的整備進度延遲。

⚫ 因此，總務省在2019年7月17日要求樂天行動提出

修正計畫，以達到其開設計畫所訂定2019年底前開

設的基地臺數量。



傳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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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歐洲：跨國】 歐洲線上反仇恨言論防治法規整理

2【歐洲：英國】 英國Ofcom訂定新規範以保護電視和廣播節目出演者之福祉

3【歐洲：英國】 英國Ofcom因新聞報導不公問題裁罰RT新聞頻道20萬英鎊

4【歐洲：英國】 Ofcom發布英國年度媒體報告

5【歐洲：法國】 法國國營及商營電視臺聯合成立OTT平台Salto，解除競爭管理局疑慮

6【歐洲：西班牙】 西班牙規擬鬆綁數位無線電視法，放寬足球賽事電視轉播權限

7【歐洲：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因業者違反置入性行銷規定而祭出裁罰

8【歐洲：義大利】 義大利公布數位無線電視轉型藍圖

9【美洲：美國】
FCC美國CBS電視聯播網與AT&T因授權爭議談不攏，造成14個主要市場
斷訊

10【美洲：美國】 美國公共電視網將提供頻道節目在YouTubeTV上首播

11【美洲：美國】 CBS和AT&T的斷訊風波終於終結，雙方宣布簽訂新轉傳輸協議

12【美洲：美國】 FCC對美國廣播電臺開罰，原因為違反廣播揭露與贊助原則

傳播



傳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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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3【美洲：美國】 美國商業無線電視廣播公司CBS和跨傳媒集團Viacom合併確立

14【美洲：美國】 美國白宮起草新行政命令，欲要求FCC與FTC監督社交媒體內容

15【美洲：加拿大】 加拿大法院判決：好萊塢電影公司得封鎖非法串流媒體

16【亞洲：日本】 日本總務省發布「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優化指南（修訂版）」

17【亞洲：韓國】 KCC宣布實施「2019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評估」計畫

18【亞洲：韓國】 韓國MSIT針對即將到期的有線電視執照發布換照通知

19【亞洲：印度】 印度政府發布有線電視服務資費問題諮詢文件

傳播



電視節目內容治理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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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俄羅斯非營利組織ANO TV Novosti所經營的國際新聞頻道RT ，日前遭Ofcom以違反公正義務
處20萬英鎊。RT在2018年3月至4月底期間曾在7個新聞報導和時事討論節目中，嚴重違反Ofcom
所訂定的廣播電視管理規則與公正報導義務，包括英國前俄羅斯間諜毒殺案件、敘利亞武裝衝
突、烏克蘭政府對納粹主義的態度和吉普賽人的不當對待等。

英國Ofcom因新聞報導不公問題裁罰RT新聞頻道20萬英鎊

• 西班牙國家市場與競爭委員會（CNMC）面對國際足球賽事轉播之商業競爭問題，擬開放國家法
規架構，讓市場主導業者Cellnex與競爭業者自行協調，並允許替代服務業者進入市場以轉播足
球賽事服務。換句話說，新法架構要求Cellnex應開放其轉播權，讓新參進業者得以進入市場，
且賦予應制定「合理轉播權利金」之義務。

西班牙規擬鬆綁數位無線電視法，放寬足球賽事電視轉播權限



各國OTT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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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SA）同意法國無線電視M6、TF1及France Télévisions三大集團聯合成立OTT
串流影音平臺Salto，將電視臺製播之直播節目透過網路串流或回播等方式提供隨選視訊服務，

• 法國國營及商營電視臺聯合成立之OTT平臺Salto，預計在2020年首季推出服務，競爭管理局對CSA
審核已給予平臺申請同意，以此自創平臺對抗境外串流服務如Netflix等市場競爭

法國國營及商營電視臺聯合成立OTT平臺Salto，解除競爭管理局疑慮

• 由好萊塢電影公司組成的「創意娛樂聯盟」（Alliance for Creativity and Entertainment，ACE），其
成員包括Sony、Netflix、華納兄弟及迪士尼等影視巨頭，近日在對抗盜版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 該組織於2018年1月控告串流影音業者Vader Streams非法透過IPTV串流技術向美國和加拿大地區觀
眾提供上百部未經授權的電視劇和電影。最終根據加拿大聯邦法院之判決結果，Vader Streams將
被永久禁止服務，且需關閉所有盜版設備和相關影音儲存庫，並為盜版行為支付高達1千萬美元之
罰金。

加拿大法院判決：好萊塢電影公司得封鎖非法串流媒體



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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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總務省近日發布「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優化指南（修訂版）」。該指南主要依據《分
包法》（下請法）和《禁止壟斷法》（独占禁止法），提供五項關於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
之建議：

日本總務省發布「廣播電視內容製作交易優化指南（修訂版）」

•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日前宣布啟動「2019年廣播
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評估」計畫。

• KCC預計將從14個指標、3大面向著手調查，包括廣播節
目資源競爭力、產製過程競爭力和銷售業績競爭力等三
大面向，受評估之業者範圍涵蓋有線電視系統服務上提
供的各式付費電視頻道內容。

• 該評估報告預計在今年12月公布，KCC將再就評估結果與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研擬2020年的廣播節
目補助和相關獎項之鼓勵措施，以激勵整體產業持續發
展。

KCC宣布實施「2019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製作評估」計畫

• 委託訂單應採書面形式交付，並立即發布；
• 禁止發包商以不正當壓低價格的方式委託分包商；
• 經由協議明確著作權歸屬；
• 面臨委託內容更動或重作，在非分包商責任歸屬的情況下，雙方應充分協議，

並由發包商支付必要之費用；
• 委託費用應在收到作品後60日內全額支付。

五項建議



匯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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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歐洲：葡萄牙】 葡萄牙電視臺首次運用5G行動通訊做全像式影像新聞

2【大洋洲：澳洲】 澳洲政府擬將透過政策改革解決Facebook、Google等大型平臺市場主導地位問題

葡萄牙電視臺首次運用5G行動通訊
做全像式影像新聞

澳洲政府擬將透過政策改革解決大
型平臺市場主導地位問題

• 葡萄牙公營電視臺TVI和電信公司
Vodafone合作，透過5G行動通訊網路
傳輸全像式影像（Holographic Video）
技術

• 該計畫是由TVI電視臺製播高畫質（HD）
的影音節目，並透過無線電視訊號將影
像即時傳輸至里斯本400公里外的電信
5G網路工作室，透過解碼編輯3D影像並
製成全像式影像後，再傳回電視臺節目
棚播放

• Vodafone葡萄牙分公司目前建置的5G
網路是以葡萄牙頻譜主管機關ANACOM
提供的3.6GHz測試頻譜、總計100MHz
頻寬進行試播

• 澳洲競爭與消費委員會（ACCC）發布
《數字平臺調查》報告，建議澳洲通訊媒
體局（ACMA）應立法以促進數位平臺與
新聞媒體業務之間的公平對價交易，並調
整媒體監管框架。

• 同時應針對數位平臺起草新法案，以確實
規定不實資訊議題

• 建議應在ACCC內設立專責監管機構，以
長期蒐集、調查並監管數位平臺潛在的反
競爭行為，同時為確實保護消費者，應考
慮針對數位平臺制定隱私守則。



創新應用類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

【國際：跨國】

英國和新加坡政府展開數位政府服務合作

2
IDC：2018年全球公共雲服務收入成長近1830億美元，由五大服務供應商帶動，
加速中國公共雲服務支出

3 ETSI發布有關物聯網設備緊急通信的技術報告

4 政府使用AI的五大挑戰

5 鐵路通信的革命

6 新的ITU標準將5G網路引入機器學習技術

7

【歐洲：跨國】

歐盟成員國完成5G網路安全性的國家風險評估

8 匈牙利、葡萄牙和波蘭簽署歐盟量子通訊基礎設施倡議

9 歐盟執委會為20個城市提供創新安全、數位、環境和包容性項目的資金

10
【歐洲：英國】

英國政府計劃提新法以保障電信產業的網路安全

11 英國政府提供基金以推動國家網路安全產業的多元性

12

【美洲：美國】

FTC對於Facebook施加50億美元的罰款及新的隱私限制

13 英國政府投入3,000萬英鎊提升先進製造業

14 美國地方法院規定政府可以強制生物識別解鎖嫌疑人的電話

15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俄亥俄州針對電話營銷詐騙，發出停止營運的臨
時限制令

16 美國邊境快速DNA檢測美墨邊境移民的家庭關係 26



創新應用類動態

編號 州別、國別 篇名

17

【美洲：美國】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宣布推出具有互動式Do Not Call 和Robocall數據的
新公共網頁

18 WiFi演算法決定如何分配頻寬給不同使用者達到最高觀看品質

19

【亞洲：日本】

SoftBank將在日本舉辦的國際籃球比賽提供5G預商用服務

20 日本總務省公布2019年AI網路社會推廣會議報告

21 【亞洲：中國大陸】華為正式發表鴻蒙OS與EMUI 10，打造全場景智慧體驗

27



ITU與ETSI新標準之制定

28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特別委員會發布物聯網設備緊急通訊技術報告

⚫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特別委員會（ETSI Special Committee EMTEL（緊急通信））
發布一份最新技術報告《ETSI TR 103 582》，主要探討物聯網設備的通訊和使用
案例，以針對緊急情況下通訊標準提出建議，進而提高通訊安全性。

⚫ 提出新的緊急通訊領域，稱作自動緊急回應（Automated Emergency Response），
即當物聯網設備在偵測到緊急情況後，自動連動其他設備以預防災難之發生。

⚫ 該報告亦分析失敗案例，指出避免這些風險的方法，並針對EMTEL各領域及其他
物聯網相關業者之現有規範提出修改建議，俾支援緊急通訊之用。

國際電信聯盟（ITU）新的標準將5G網路引入機器學習技術

⚫ ITU制定新標準「ITU Y.3172」，為機器學習、5G及未來網路的有效整合奠定基
礎，提供相容性框架。

⚫ 該框架目的即是為機器學習模型提供聲明性規範，並為未來使用標準的首套機制。
⚫ 其組成包括機器學習管道（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s）、機器學習功能編排器

（Machine Learning Function Orchestrator）以及機器學習沙盒（Machine Learning

Sandboxes)，不但為機器學習功能及其與ICT的網路關係提供通用詞彙及術語，
也為特定網路技術，如5G網路與機器學習建立共同演化的機制。



國際網路安全議題之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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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成員國完成5G網路安全性的國家風險評估

⚫ 歐盟24個成員國已初步完成國家5G網路風險評估，評估內容包括：影響5G網路的主要威脅和
參與者；5G網路零組件和功能以及其他資產的敏感程度；5G供應鏈可能產生的各類漏洞，包
括技術漏洞和其他類型的漏洞。

⚫ 歐盟網路與資訊系統（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NIS）也針對成員國和歐盟整體層面
評估風險，並至今年年底前開發解決工具。

英國政府計劃提新法以保障電信產業的網路安全

⚫ 英國政府制定改善英國電信產業安全標準與實踐計畫，發布《電信供應鏈評估報告》，其中
涉及5G與光纖寬頻網路，並建議立新法強化安全要求，創造可持續發展及多樣化電信供應鏈。

⚫ 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也與數位、文化、媒體與體育
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DCMS）密切合作，提供全面的分析和網路
安全建議。

英國政府提供基金以推動國家網路安全產業的多元性

⚫ 英國政府推出第三輪網路技能立即影響基金（Cyber Skills Immediate Impact Fund，CSIIF），目
的在增進國家網路安全產業之多元性發展，該國培訓業者可透過競標網路安全培訓計畫與企
業雇主合作，從中培訓網路安全領域人才，並阻止技能落差（Plug the Growing Cyber Skills
Gap）持續擴大。



國際個資隱私保護之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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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對於Facebook施加50億美元的罰款及新的隱私限制

美國地方法院規定政府可以強制生物識別解鎖嫌疑人的電話

隨著科技用途擴大，澳洲政府重新推出臉部識別服務法案

⚫ 澳洲聯邦政府已將臉部識別服務法案（Identity Matching Services Bill）提交眾議院，二度
嘗試替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及電信營運商建置臉部識別服務。根據澳洲政府官員指出，該
法可協助澳洲居民使用線上臉部識別功能更便利及安全。

⚫ 目前澳洲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CBA）正與澳洲聯邦政府共同建置
一項銀行系統，使用政府臉部識別系統對客戶驗證和KYC查驗。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指控Facebook多次使用欺騙性的揭露
與設定破壞用戶隱私偏好，已違反2012年FTC的命令，表示Facebook將支付50億美元創紀錄
的罰鍰。

⚫ FTC要求Facebook在推行每項修正或新產品時，必須進行隱私審查並記錄用戶之隱私確認，
於每季提交隱私審查報告，並於發生個資隱私外洩事件後的30日內，立即向FTC及審查員遞
交個資隱私文件。

⚫ 美國聯邦法院裁定，強迫嫌疑人使用其指紋來解鎖手機並不違反自證其罪的憲法權利。根
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政府不能強迫一個人作出自證其罪的證詞。

⚫ 由於密碼被視為證詞，受到第五修正案的保護，因此專家建議警方應避免查看嫌疑人的手
機，以免啟動臉部識別系統，可能導致手機達到失敗次數限制後需要密碼解鎖，將違反第
五修正案。



美國對電話營銷詐騙之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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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俄亥俄州針對電話營銷詐騙，發出停止營
運的臨時限制令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宣布推出具有互動式Do Not Call 和Robocall
數據的新公共網頁

⚫ Madera Merchant Services及B&P Enterprises、Educare Center Services及Prolink等
公司透過詐欺支付以及信用卡減息計畫，以欺騙性的電話營銷方式詐騙消費者，
虛假承諾提供信用卡降息服務，違反FTC的電話營銷銷售規則（Telemarketing

Sales Rules，TSR）。
⚫ 美國法院對其發出臨時禁制令，停止其繼續營運並凍結資產。

⚫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宣布推出一個新的互動式公共網頁，該網站包含
大量全國性勿來電干擾（Do Not Call，DNC）的註冊資訊以及自動語音通話
（Robocall）資訊，主要目的提供消費者更具透明與便捷的資訊服務。

⚫ 新頁面功能亦允許消費者查閱當前向FTC提出最多投訴的類型，並隨時追蹤投
訴情況與趨勢，網站內容也包含FTC蒐集的DNC和Robocall的統計資訊。



國際5G、WiFi之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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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演算法決定如何分配頻寬給不同使用者達到最高觀看品質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發展出新的演算系統「Minerva」，針對家戶中不同需求
以演算法分配適當頻寬，甚至也能運用在地區頻寬的分配。

⚫ Minerva可不需對底層網路基礎架構進行任何改變，完成所有工作。例如Netflix不
須與網路營運商協調，也無須更改現有底層網路架構，便可採用Minerva替代
TCP/IP協議。

⚫ Minerva會根據影像品質決定提供的頻寬，故平均可降低47%停頓時間以及將三分
之一的影片解析度從720p提高至1080p。

⚫ 日本電信商SoftBank在8月22日起於埼玉超級競技場舉辦的五場籃球日本代表國際比
賽（バスケットボール日本代表国際試合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Games 2019），提
供5G預商用服務（5G Pre-Service）。

⚫ SoftBank活用5G技術提供未來的體育活動觀賞體驗，透過安裝在籃球框等定點架設
VR攝影機以及球場上設置的30臺攝影機，觀眾可藉由會場內的VR頭盔、AR眼鏡及平
板電腦，從不同角度觀賞比賽，自由切換比賽場景。

⚫ 另有各種影音體驗攤位，如透過5G網路傳輸遊戲的高畫質HDR影音，結合強大的立
體音響提供逼真的觀看體驗，以及可用臉部辨識入場的專用閘門，提供觀眾享受融
合最新技術的未來體育觀賞體驗。

SoftBank將在日本舉辦的國際籃球比賽提供5G預商用服務



報告人：蔡孟珂助理研究員

專題分析報告
日韓5G釋照分析

圖片來源：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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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G整體政策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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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總務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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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應2020年社會無線服務的總合推動方案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6。電波政策2020懇談会報告書。



韓國5G整體政策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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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訊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MSIT）

5G政策 韓國5G+戰略（5G+ 전략）

資料來源：韓國中央行政機關，2019。5G+전략。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25462&call_from=seoul_paper

「5G+戰略」核心目標

• 確保次世代競爭優勢

• 擴大國內外市場，協助中型企業創新

• 尋求和投資有效的營利模式

• 振興市場並擴大民間投資

「5G+戰略」推動方向

1. 建設5G+戰略產業聚焦支援系統

2. 在民間單位與政府合作的基礎上，建立過去及未來的產業共同發展模式

3. 振興5G服務，建立安全的使用環境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25462&call_from=seoul_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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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戰略」推動方向

1. 建設5G+戰略產業聚焦支援系統

5G+十大核心產業目標 5G+五大核心服務目標

網路設備 次世代智慧型手機 沉浸式內容

VR、AR設備 穿戴式裝置 智慧工廠

智慧型CCTV 未來型無人機 無人駕駛車

連網機器人 5G V2X 智慧城市

資訊安全 邊緣運算 數位醫療保健

資料來源：韓國中央行政機關，2019。5G+전략。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25462&call_from=seoul_paper

2. 在民間單位與政府合作的基礎上，
建立過去及未來的產業共同發展模式

民間單位與政府合作，建立良好循環的產業生態系統

早期建設基礎設施

推廣新服務與設備

振興市場

3. 振興5G服務，建立安全的使用環境

在5G大連結環境的基礎下，為建構出最安全的5G使用環境，強化對網路安全的威脅、通
信災難等的預防以及因應系統。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25462&call_from=seoul_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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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戰略」五大推行策略

1. 透過公共投資改善初期市場及國民生活品質

• 發展5G結合服務的商業模式，於公共服務領域優先導入使用5G，並確認需求，為5G的初期市場作
準備

• 將5G技術及基礎設施引入公共服務領域，使全民都能感受到5G的益處，同時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

2. 為擴大民間投資，建立測試平臺並推動產業進步

• 建設測試及展示用途的5G終端基礎設施，使韓國成為世界級的5G測試平臺

• 支持中小型企業技術商用化、推動5G內容市場，透過5G提升中小型企業與核心產業的生產力及創
新能力

3. 透過系統維護支援5G服務以及用戶保護

• 為使國民能利用5G多樣化的新服務及推動新興產業，建立通訊與無線電波制度，並推動5G結合新
技術及服務規範的創新。

• 透過強化網路安全、通訊網路穩定性等建立最安全的5G使用環境。

4. 透過創建產業基礎，培育世界級的核心產業與人才

• 為提升未來競爭優勢，確保領先技術、培育資訊安全產業、支援創業及人力養成等，建構領先全
球市場的生態系統

5. 透過支援海外擴張實現5G全球化的技術及服務

• 透過引領全球5G標準化，使韓國搶佔技術優勢，以世界最初5G商用化的經驗，加速全球發展

資料來源：韓國中央行政機關，2019。5G+전략。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25462&call_from=seoul_paper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25462&call_from=seoul_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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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G頻譜規畫

• 日本5G頻譜初步規劃釋出Sub-6GHz頻段的3.6-4.2GHz頻段與4.4-4.9GHz頻段，
以及6GHz以上的27.5-29.5GHz頻段與WRC-19候補頻段；

• 為因應未來可能浮現新的5G頻譜需求，並推動5G與既有無線電臺和諧共
用頻譜資源，總務省針對5.77-5.925GHz、24.05-24.75GHz、25.25-29.5GHz、
36-39.5GHz、41-42GHz等頻段展開臨時頻譜使用狀況調查。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8。情報通信審議会情報通信技術分科会新世代モバイル通信システム委員会報告概要（案）。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65878.pdf
総務省，2019。令和元年度利用状況調査（５G等に係る臨時）実施。https://www.tele.soumu.go.jp/j/ref/research/tool/5g_sp/index.htm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658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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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G釋照頻段規畫

區域性 5 G

區域性 5 G

【4.5GHz頻段】

【3.7GHz頻段】

【28GHz頻段】

3600 3700 3800 3900 4000 4100

4500 4600 4800

27.0 27.4 27.8 28.2 29.1 29.5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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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28.3

（與衛星通訊和諧共用）

（與公共業務用通訊和諧共用）

（與衛星通訊和諧共用）

日本5G釋照頻段規畫

全國性5G頻譜釋照機制

絕對審查 頻譜指配比較審查

日本以審議制核發執照，申請者需先通過門檻條件之「絕對審查」（不分頻段進行審查）；通過
絕對審查者則以「比較審查」評分排序，再依申請人所填報之頻段與區塊志願序指配。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9。第５世代移動通信システム（５Ｇ）の導入のための特定基地局の開設計画の認定（概要）。
総務省，2018。第５世代移動通信システムの導入のための特定基地局の開設に関する指針案について。
總務省，2018。ローカル５G検討作業班の主な検討内容。

為提供可以靈活利用的5G環境，

總務省目前正在檢討有關可以做

為專網（自営用）等使用的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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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性5G頻譜釋照考量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8。第５世代移動通信システムの導入のための特定基地局の開設に関する指針案について。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82765.pdf

5G高度基地臺整備區域範圍

• 5G時代的服務對象不再只限於「人」，「物」也將會是服務對象
→不分城鄉，而是著重於在「有拓展產業可能性的地方」設定有彈性的指標

• 期待透過5G的活用解決地方課題與地方創生
→著重在設定及早在地方推展5G的指標



類別 編號 基準

區域
擴展

1
核准後5年內，必須在全國及各地區配置5G高度特定基地臺，使5G基礎整
備率a達50%以上

2 核准後2年內，所有都道府縣必須啟用5G高度特定基地臺b

設備
3 具有確保基地臺設置場所、設備籌措以及確保設置工程體制之相關計畫

4 具有確保運用基地臺必要之電信設備安全、信賴措施之相關計畫

財務 5
具有投資設備等必要資金籌措計畫以及核准有效期間（5年內）在期滿之
前達成單年度營利之計畫

法遵 6
具有遵守法令、個人資料保護和使用者利益保護（包含廣告時的通訊速度
以及服務地區表示等）相關措施以及實施措施的體制整備計畫

服務
7

具有針對無行動電話執照者（如MVNO）提供電信服務或者電信設備接續
方法以促進基地臺利用之計畫（本計畫的實績將作為將來指配的審查對象）

8 關於欲提供之服務，具有因應使用者通訊量需求、多樣資費設定之計畫

干擾措施 9 採取防止對既有執照者所開設之無線電臺訊號干擾或其他妨害之具體措施

其他
10 無同一集團的複數申請

11 接受指配的業者不讓渡給既有行動通訊業者

43

日本全國性5G頻譜釋照絕對審查基準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8。第５世代移動通信システムの導入のための特定基地局の開設に関
する指針案について。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82765.pdf

註a：5G基礎整備率：全國開設5G高度特定基地臺網格數除以全目標網格數（約4,500）的值。
註b：5G高度特定基地臺：使用理論上通訊速度最高達10Gpbs的迴路的特定基地臺，該基地臺可接續其他複數的特定基地臺。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82765.pdf


基準 審查事項 評價方法
配分a

N=申請者數
A 核准5年後全國5G基礎整備率 數值最高者得最高分 N

（最高分）B 核准5年後特定基地臺（戶外）數量 數值最高者得最高分

C
核准5年後能使室內如地下街等公共場所
可進行通訊的基地臺數量及地點之具體建
置計畫之充實程度

方案最優者得最高分
評價要點：1. 開設基地臺（室內等）數量多、2.
計畫的具體程度

N-1
（最高分）

D
在整備5G高度基地臺的網格及以外的網格，
能更充分地因應各樣需求浮現時開設基地
臺等措施之充實程度

方案最優者者得最高配點
（整備措施的充實程度）

E
確保電信設施安全性及可靠性的具體計畫
之充實程度

方案最優者得最高配點
評價要點：1. 防止人為疏失、2. 確保設備容量、
3.防止程式錯誤、4.其他資安措施

F
透過對多數的MVNO業者提供批發電信服
務等方法，以促進基地臺利用的具體計畫
充實程度

方案最優者得最高配點
評價要點：1.服務提供方法多樣性
2.服務提供對象的多數性

N
（最高分）

G
先進且多樣利用5G特點並擴大5G利用需求
的具體實現計劃

方案最優者得最高配點
評價要點：1.利用的具體程度、2. 關於擴大需求
的做法具體程度

N-1
（最高分）

H
未獲得頻譜指配或已獲指配但尚未使用提
供電信服務或已獲指配頻譜數用戶數佔比

必須屬於以下任一情形：
1. 新進業者等、2. 已獲指配頻譜數用戶數佔比高
者

N-1
（最高點）

I
核准5年後解決最多無訊號地區人口【僅
在既有業者間的比較審查實施】

數值大於既存業者得最高配點
N-1

（最高點）
J

核准5年後特定基地臺的面積覆蓋率【僅
在A～I審查結果同分時實施】

數值大於既存業者得最高配點

44

日本全國性5G頻譜釋照比較審查基準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8。第５世代移動通信システムの導入のための特定基地局の開設に
関する指針案について。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82765.pdf

註a：3.6GHz-4.0GHz頻率N=4；4.0GHz-4.1GHz頻段N=3；4.5GHz-4.6GHz頻段N=2。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827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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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性5G頻譜指配結果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第5世代移動通信システム（5G）の導入のための特定基地局の開設計画の認定（概要）。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13734.pdf。

全國性5G頻譜指配結果

【4.5GHz頻段】

【3.7GHz頻段】

【28GHz頻段】

3600 3700 3800 3900 4000 4100

4500 4600

27.0 27.4 27.8 28.2 29.1 29.5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100M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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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NTT docomo

1區塊=100MHz

1區塊=100MHz

1區塊=400MHz

②
KDDI

③
樂天

④
SoftBank

⑤
KDDI

⑥
NTT docomo

⑦
樂天

⑧
NTT docomo

⑨
KDDI

⑩
SoftBank

[3.7GHz頻段及4.5GHz頻段]

[28GHz頻段]

2區塊：NTT docomo、KDDI／沖繩行動電話
1區塊：樂天、SoftBank

1區塊： NTT docomo、KDDI／沖繩行動電話

樂天、Soft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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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性5G頻譜執照義務與使用規定

5年

⚫5G基礎整備率義務：核准後5年內，必須在全國及各地區配置5G高度特定
基地臺，使5G基礎整備率達50%以上

⚫全都道府縣5G啟用義務：核准後2年內，所有都道府縣必須啟用5G高度
特定基地臺

⚫頻譜有效利用義務：具有針對無行動電話執照者（如MVNO）提供電信
服務或者電信設備接續方法以促進基地臺利用之計畫（本計畫的實績將作為
將來指配的審查對象）

⚫防止干擾義務：採取防止對既有執照者所開設之無線電臺訊號干擾或其他
妨害之具體措施

⚫法遵與消費者保護義務：具有遵守法令、個人資料保護和使用者利益保護
（包含廣告時的通訊速度以及服務地區表示等）相關措施以及實施措施的體
制整備計畫

⚫提供多樣性服務與資費設定。

⚫接受指配的業者不讓渡給既有行動通訊業者

使用期限

義務

執照限制

5G頻譜釋照義務與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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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區域性5G頻段與時程表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9。Society 5.0時代の持続可能な地域社会の構築（総務省重点施策2020） 重点施策集。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1283.pdf。

NTT docomo

樂天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100M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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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MHz
↑↓

區域性5G ①

區域性5G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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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27.8 28.2 28.3 29.1 29.5

區域性5G頻段擴充
（4.6-4.8GHz、28.3-29.1GHz）

28.2-28.3GHz

2019 2020

完成制度整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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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於2020年內完成制度整備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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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區域性5G示意圖

所有者利用等（廠區內）
由土地所有者於廠區內利用

所有者利用等（建物內）
由建物所有者於室內利用

所有者利用等（廠區內）
由土地所有者於廠區內等利用

他者土地利用等（固定通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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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公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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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土地範圍內利用

他者土地利用（固定通訊）
橫跨到他人的土地上，則
為他者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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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區域性5G示意圖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8。ローカル５G検討作業班報告書骨子（案）。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04240.pdf

總務省初步規劃區域性5G執照以土地或建物為單位核發，目前研擬核配執照的對象包含：
所有者利用、他者土地利用，分述如下：
• 所有者利用：在「自己的建築物內」或「自己的土地範圍內」，發予該所有者執照為基礎。
• 他者土地利用：目前規劃在他人的建物或土地使用，僅限於固定通訊使用，並以該建物或土地所有

者未使用區域性5G者為限。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042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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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頻譜規畫

頻段 -2018年 -2021年 -2026年 合計（MHz）

4G
低頻

1.4GHz - 40 - 40

2.1GHz - - 60 60

2.3GHz - 40 - 40

5G
寬頻

3.5GHz 300 - - 300

24GHz以上 1,000+α 2,000+α 1,000 4,000

合計（MHz） 1,300+α 2,080+α 1,060 4,440

MSIT於2017年1月18日發布「K-ICT頻譜計畫（K-ICT 스펙트럼플랜수립）」
→確保至2026年共10年間提供共4,300MHz的5G可用頻寬，並將24GHz以上
的mmWave頻段與6GHz以下頻段並行提供行動通訊使用

資料來源：MSIT，2017。K-ICT 스펙트럼플랜수립。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5&artId=1324832

韓國預計於2021年前，確保24GHz以上頻段共2,000MHz頻寬，包含28GHz相鄰頻段（26.5-27.5GHz、28.5-29.5GHz）或WRC-
19會後選擇的頻段。但若28GHz相鄰頻段此2,000MHz頻寬內設備與終端的生態系提前發展完成，且相關設備終端符合供給
要件，則將於2018年前先行確保此頻段內之頻率，先行確保的頻寬以「α」表示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5&artId=132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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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釋出頻率及執照條件

項目 3.5GHz 28GHz

釋出頻段 3420MHz-3700MHz 26.5GHz-28.9GHz

釋出頻寬 280MHz 2,400MHz

頻譜組合 10MHz×28區塊 100MHz×24區塊

頻譜上限 100MHz 1,000MHz

執照類型 全國性執照 全國性執照

執照期限 10年 5年

建設義務 佈建150,000臺基地臺 佈建100,000個無線電裝置

資料來源：MSIT，2018. 전파법。이동통신（IMT）용주파수할당공고。
https://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2&artId=1381869

註 1：基地臺包含中繼基地臺、RF中繼基地臺及小型基地臺。
註 2：係指安裝於基地臺的裝置數量（包含波束成形及支援MIMO的天線設備等，如RU/AU、
AAU/DAU等）。

頻段 數量標準
強制建設數量（依年度計算）

三年（15%） 五年（30%）

3.5GHz 150,0001 22,500 45,000

28GHz 100,0002 15,000 -



韓國5G頻譜拍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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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3.5GHz 28GHz

釋出頻段 3420MHz-3700MHz 26.5GHz-28.9GHz

釋出頻寬 280MHz（10MHz×28區塊） 2,400MHz（100MHz×24區塊）

拍賣形式 昇冪時鐘拍賣（Clock Ascending Auction，CAA）

拍賣日期 2018年6月15日

取得上限 100MHz 1,000MHz

資格點數 ○

超額需求揭露 該回合頻段是否有供不應求的狀況

指配階段價格 最高價格

資料來源：MSIT，2018. 전파법。이동통신（IMT）용주파수할당공고。
https://www.msit.go.kr/SYNAP/skin/doc.html?fn=de3a1dbd0c0a237586e7be668976785e&rs=/SYNAP/sn3hcv/result/201908/

CAA

第一階段
標的：一般區塊（Generic Lot）
競標者於每回合投標需求區塊量及願付價格

追加回合
第一階段若進行至第50回合尚未結束拍賣時，進行一回合追加回合，
以決定各競標者於第一階段之得標區塊量及標金

第二階段
標的：頻段位置
一回合投標，最高價位置組合得標

https://www.msit.go.kr/SYNAP/skin/doc.html?fn=de3a1dbd0c0a237586e7be668976785e&rs=/SYNAP/sn3hcv/result/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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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頻譜釋照結果

頻段
得標業者

總底價
（億韓元）

總標金
（億韓元）

溢價比

SKT KT LG U+

3.5GHz
頻段 3.60-3.70GHz 3.50-3.60GHz 3.42-3.50GHz

26,544 29,960 12.9%
得標價格 12,185 9,680 8,095

28GHz
頻段 28.1-29.1GHz 26.5-27.3GHz 27.3-28.1GHz

6,212 6,223 0.1%
得標價格 2,073 2,078 2,072

合計（億韓元） 14,258 11,758 10,167 32,756 36,183 -

資料來源：MSIT，2018。5세대（5G）이동통신용주파수경매최종결과。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1&artId=1386500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1&artId=1386500


日本行動市場變化

項目 NTT docomo KDDI/沖繩行動電話 樂天行動 SoftBank

獲配
頻段

3.6 - 3.7GHz、
4.5 - 4.6GHz（200MHz）

3.7 - 3.8GHz、
4.0 - 4.1GHz（200MHz）

3.8 - 3.9GHz（100MHz） 3.9 - 4.0GHz（100MHz）

27.4 - 27.8GHz（400MHz） 27.8 - 28.2GHz（400MHz） 27.0 - 27.4GHz（400MHz） 29.1 - 29.5GHz（400MHz）

商用
時程

預商用服務：2019年9月
商用化服務：2020年春

5G試驗：2019年度
商用化服務：2020年3月

商用化服務：2020年6月 預商用服務：2019年7月
商用化服務：2020年3月

5G
策略

• 開放夥伴計畫
（Open Partnership 
Program）

• Docomo 5G開放實驗
室（Docomo 5G 
Open Lab）

• Docomo開放創新雲
（Docomo Open 
Innovation Cloud）

• UNLIMITED WORLD
• KDDI數位之門（KDDI 

DIGITAL GATE）
• KDDI∞Labo

• 打造世界首個網路與
服務營運皆端對端自
動化的「端對端完全
虛擬化的雲端原生行
動網路」

• 在服務開始時就使用
「5G Ready」的構造

• 5G×IoT工作室
（5G×IoT Studio）

5G基
地臺
佈建
情形

2019年7月31日取得信越
地區以外全國各地共222
座基地臺商用執照

2019年7月31日取得關東
地區、中國地區、九州
地區共11座基地臺商用
執照

-

2019年7月31日取得東北
地區、關東地區、中國
地區、九州地區共15座
基地臺預備執照

網路
合作

-

KDDI與SoftBank達成協議，
將互相運用兩家公司擁
有之基地臺資產，加速
地方的5G網路推展

透過與KDDI的漫遊合作，
以及早開始提供全國範
圍的4G LTE行動服務

KDDI與SoftBank達成協議，
將互相運用兩家公司擁
有之基地臺資產，加速
地方的5G網路推展

53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總務省、各業者公開資訊、媒體報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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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G市場預測

資料來源：IDC Japan，2019。国内5G市場予測を発表。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JPJ45262819

• 日本5G行動電話將在2019年第四季（10-12月）開始出貨，預測至2023年將
出貨870萬臺5G行動電話，約佔整體行動電話市場的28.2%。

• 有關日本5G通訊服務市場預測，5G行動電話用戶數將隨著5G行動電話的普
及而增加，加上在各產業的IoT應用等，預測2023年將達到3,316萬連網數，
並佔行動通訊服務全體的13.5%，

• 5G服務在日本全國普及則預計要等到2025年。

市占率

5G行動電話出貨臺數及市占率

市占率

5G行動通訊服務市場及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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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信事業總營收

132,713 129,551 
136,384 136,904 140,342 141,862 140,238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億日圓

年度

日本電信事業總營收

✓ 日本電信業者數於2018年度
達19,818家

✓ 2017年度電信事業總營收為
14兆238億日圓，其中，固
定通訊佔32.4%，行動通訊
佔52.2%

✓ 而若將營收以服務來區分，
語音服務佔整體營收之
27.6%，數據傳輸服務佔
56.9%，且數據傳輸服務所
佔比例逐年提升

37.3 40.1 34.6 29.5 31.4 32.4 

50.6 47.2 56.4 
54.5 51.4 52.2 

12.1 12.7 9.0 16.0 17.1 15.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6 2009 2012 2015 2016 2017

％

年度

其他 行動通訊 固定通訊

固定通訊與行動通訊佔電信總營收之比例

63.1
52.5

40.5
29.2 26.1 27.6

24.8
34.8 50.5

54.8 56.8 56.9

12.1 12.7 9.0 16.0 17.1 15.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6 2009 2012 2015 2016 2017

％

年度

其他 數據傳輸 語音傳輸

語音傳輸與數據傳輸服務佔電信總營收之比例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1-2018・経済産業省「情報通信業基本調査」（各年）。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statistics/statistics07.html
総務省，2019。情報通信白書令和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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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動用戶數

• 日本至2018年底行動電話用
戶數已達1億7,700萬用戶

• 行動電話用戶數、行動電話
普及率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

資料來源：ITU, 2019. ITU ICT Indicator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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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動通訊市場市占率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8。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る市場検証（平成29年度）年次レポート。

註1：「KDDI集團」包含KDDI、沖繩行動電話、以及UQ通訊；「SoftBank集團」包含SoftBank、WILLCOM（2014年3月）、eAccess（2014
年3月）、以及Y!mobile（2015年3月）。
註2：MVNO的市占率合計於提供其批發服務之MNO集團，故於該MNO集團後以「（MVNO）」標示。



韓國行動市場變化

項目 SKT KT LG U+

獲配
頻段

3.6-3.7GHz（100MHz） 3.5-3.6GHz（100MHz） 3.42-3.5GHz（100MHz）

28.1-28.9GHz（800MHz） 26.5-27.3GHz（800MHz） 27.3-28.1GHz（800MHz）

採用
技術

• NR頻段採用n78（3.5GHz）
• 技術重心放在LTE與5G NR的雙連

結架構（Dual Connectivity）

• NR頻段採用n78（3.5GHz）
• 技術重心為低延遲

NR頻段採用n78（3.5GHz）

資費
選擇

4種資費方案
（5GX Plan）

• 最低費率：55,000韓元
（約新臺幣1,550元）

• 最高費率：125,000韓元
（約新臺幣3,523元）

3種資費方案
（KT 5G Super Plan）

• 最低費率：88,000韓元
（約新臺幣2,480元）

• 最高費率：130,000韓元
（約新臺幣3,663元）

8種資費方案
• 最低費率：45,000韓元

（約新臺幣1,268元）
• 最高費率：115,000韓元

（約新臺幣3,241元）

覆蓋
範圍

• 集中於首爾特別市、首都圈以及
五大廣域市

• 強化室內覆蓋，焦點為都市樞紐

集中於首爾特別市、首都圈以
及五大廣域市

• 集中於首爾特別市、首都
圈以及五大廣域市

• 以覆蓋全國為目標

結合
產業

• 與美國業者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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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購有線電視服務Tbroad，並將
與旗下固網電信子公司SK 
Broadband合併

KT與韓國南方電力公司
（KOSPO）、無人機開發商
Woori Aviation與語音辨識新創
公司Syncspace簽署備忘錄
（MOU），共同開發智慧無
人機（KT Changing Drone）以
建構智慧電廠之環境

LG U+率先宣佈收購韓國第一
大有線電視業者CJ Hello，目
前已提交申請書至公平交易委
員會審核

58資料來源：Mobile World Live. 2019. SKT, KT Split Strategies on Path to 5G.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asia/asia-news/skt-kt-split-strategies-on-path-to-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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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行動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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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整體行動用戶數：從2016年
2019年止，韓國的行動用戶數穩定
上升。

資料來源：Istat, 2019.무선통신가입자수(이동전화)
http://www.itstat.go.kr/stat.it?no=1147&dateType=TMSRES_002&startYea
r=2016&startMonth=1&endYear=2019&endMonth=5&x=4&y=10

SKT於8月21日成為全球第一個
擁有5G百萬用戶數之營運商，
且預計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百萬
用戶數

韓國5G行動用戶數：於2019年6月
10日達成百萬用戶數、8月初超越2
百萬用戶數。

http://www.itstat.go.kr/stat.it?no=1147&dateType=TMSRES_002&startYear=2016&startMonth=1&endYear=2019&endMonth=5&x=4&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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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行動通訊市場市占率

41.3%

26.3%

20.3%

12.0%

SKT KT LG U+ MVNO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MSIT, 2019. 무선통신서비스통계현황 (2019년 7월)
http://www.msit.go.kr/dynamic/file/afieldfile/mssw67a/2168734/2019/09/02/(2019%EB%85%84%207%EC%9B%94%20%EA%B8%B0%EC%A4%80)%20%EB%AC%B4%EC%8
4%A0%ED%86%B5%EC%8B%A0%EC%84%9C%EB%B9%84%EC%8A%A4%20%EA%B0%80%EC%9E%85%ED%9A%8C%EC%84%A0%20%ED%86%B5%EA%B3%842.pdf

韓國整體行動通訊市場
市占率（2019年5月底）

SKT：41.3%
KT：26.3%
LG U+：20.3%
MVNO：12%

韓國5G市場市占率
（2019年7月底）

SKT：41.4%
KT：31.2%
LG U+：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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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網路共用策略

總務省預期5G網路基礎設施佈建成本昂貴且設置場所存在物理空間限制，因此於2018年12月28日發布
「有關行動通訊領域的基礎設施共用（Infra-Sharing）相關電信事業法及電波法的適用關係指導方針
（移動通信分野におけるインフラシェアリングに係る電気通信事業法及び電波法の適用関係に関す
るガイドライン）」，以釐清行動通訊業者共用基礎設施時的法律適用關係

日本基礎設施共用指導方針概要

資料來源：2018。移動通信分野におけるインフラシェアリングに係る電気通信事業法及び電波法の適用関係に関するガイドラ
イン。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92610.pdf
総務省，2019。「公益事業者の電柱・管路等使用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95816.pdf

項目 1. 鐵塔等之共用 2. 天線、基地臺等之共用

業務登記/呈報 不屬於電信設備故不需要 屬於電信設備故必要

無線電臺執照 不需要
天線、共用裝置等：不需要
基地臺裝置：必要

提供條件
依據電線桿、管路指導方針，以公平、
公正之條件提供

依據接續、共用、批發規則，
以公平、公正之條件提供

協議不成之處理 總務大臣的協議命令、裁定，可利用電信紛爭處理委員會之斡旋與仲裁

作為整體提供之法規
適用

1與2作為一個整體提供時，需根據1及2各自適用之法規

聽取範圍 為不造成競爭地位之負面影響，限定行動通訊業者業務計畫等的聽取範圍

聯絡窗口 希望設置單一窗口與標準處理流程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926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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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網路共用策略1/2

MSIT於2018年4月10日發表「新建設備共同建設及基礎設備共同運用系統改善計畫
（신규설비의공동구축및기존설비의공동활용제도개선방안）」

目標：透過設備的共同建構、運用創造世界最初5G商用化

1. 促進營運商間共同建設，避免重複投資

資料來源：MSIT，2018。세계최초 5G 상용화를목표로통신사, 손맞잡는다!.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263528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26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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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網路共用策略2/2

2. 為解決5G網路建設中可能出現的困難，開放營運商進行網路構建所需的設備

資料來源：MSIT，2018。세계최초 5G 상용화를목표로통신사, 손맞잡는다!.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263528

http://www.korea.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263528


• 日本與韓國皆已完成第一次的5G頻譜釋照，釋出中頻段與高頻段

• 日本與韓國在5G釋照的建設義務方面有新的考量與做法：
➢ 日本總務省考量5G服務對象包含「物」，設置以網格計算的基地臺建設義務
（5G基礎整備率）

➢ 韓國高頻段建設義務放寬無線電裝置計算方式

• 日本規劃區域性5G專用頻段提供可靈活應用的5G環境，以利於解決
地方課題；韓國則未規劃垂直場域專用5G頻段

• 在5G行動市場方面，日本各大業者預計在2020年春季開始陸續推出
5G商用化服務；而韓國的三大業者已推出5G商用化服務，5G用戶數
於2019年6月10日已達成百萬用戶數、8月初超越2百萬用戶數。韓
國5G市場市占率排名依序為SKT（41.4%）、KT（31.2%）、LG U+
（27.4%），與韓國整體行動通訊市場市占率排名相同且比例相近

• 網路共用策略上，日本總務省公告指導方針釐清法規適用關係；韓
國則積極要求業者透過設備的共同建構、運用創造世界最初5G商用
網路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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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與我國5G政策比較

項目 日本 韓國 我國

5G政策 實現5G三大措施 韓國5G+戰略（5G+ 전략） 台灣5G行動計畫

5G策略

1. 推動研發、綜合實證測試
2. 強化國際協調合作
3. 5G頻譜明確化、擬定技術

條件與指配方針

1. 透過公共投資改善初期市
場及國民生活品質

2. 為擴大民間投資，建立測
試平臺並推動產業進步

3. 透過系統維護支援5G服務
以及用戶保護

4. 透過創建產業基礎，培育
世界級的核心產業與人才

5. 透過支援海外擴張實現5G
全球化的技術及服務

1. 推動5G垂直應用場域實證
2. 建構5G創新應用發展環境
3. 完備 5G技術核心及資安

防護能量
4. 規劃釋出符合整體利益之

5G頻譜
5. 調整法規以創造 5G發展

有利環境

民間推動
組織

5G行動推進論壇（Fif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Promotion 
Forum，5GMF）

5G論壇（5G Forum） 台灣5G產業發展聯盟

垂直場域
專用頻率

區域性5G頻譜 - -

網路共用
策略

總務省發布指導方針以釐清行
動通訊業者共用基礎設施時的
法律適用關係

1. 促進營運商間共同建設，
避免重複投資

2. 為解決5G網絡建設中可能
出現的困難，開放營運商
進行網路構建所需的設備

通傳會於「108年度行動寬頻業
務釋照得標者設置網路及共用
頻率原則公開說明會」說明5G
頻譜得標者適用電信管理法與
電信法的網路與頻率共用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各國監理機關。



項目 日本 韓國 我國

釋照方式 審議制 拍賣制-CAA 拍賣制-SMRA改良版

釋照時間 2018年4月10日指配 2018年6月15日拍賣 2018年12月拍賣

釋出頻段
中頻：3.7、4.5GHz頻段
高頻：28GHz頻段

中頻：3.5GHz頻段
高頻：28GHz頻段

中頻：3.5GHz頻段
高頻：28GHz頻段

釋出頻寬
中頻：600MHz
高頻：1,600MHz

中頻：280MHz
高頻：2,400MHz

中頻：270MHz
高頻：2,500MHz

取得頻寬上限
中頻：200MHz
高頻：400MHz

中頻：100MHz
高頻：1,000MHz

中頻：100MHz
高頻：800MHz

執照期限 5年
中頻：10年
高頻：5年

20年

覆蓋率/
建設義務

• 核准後5年內，必須在全
國及各地區配置5G高度特
定基地臺，使5G基礎整備
率達50%以上

• 核准後2年內，所有都道
府縣必須啟用5G高度特定
基地臺

• 中 頻 ： 佈 建 150,000 臺
基地臺

• 高 頻 ： 佈 建 100,000 個
無線電裝置

• 中頻：經營者自取得系統
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
其5G基地臺之建設不限頻
段涵蓋營業區人口50%。
取得3.5GHz頻段執照之經
營者，須以3.5GHz頻段建
置5G基地臺1,000臺以上。

• 高頻：經營者自取得系統
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
需以28GHz頻段架設3,000
臺5G基地臺之建設（依得
標頻寬採級距式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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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與我國5G釋照機制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各國監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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