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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9決議與5G額外頻段 

3 
資料來源：ITU, 2019. WRC-19 Provisional Final Acts. 

ITU, 2019. Key outcomes of the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2019. 
GSMA, 2019. WRC-19 Results. 

2019年WRC-19會後， ITU即出版暫時最
終 決 議 （ WRC-19  Provisional Final 
Acts），正式版決議將於2020年初正式
公佈（目前尚未釋出）。 
但於ITU 2019年11月號新聞月刊（ITU 
News Magazine）已初步彙整2019年世
界通訊大會重要成果，包括：5G額外頻
段、對地觀測、高空平臺、非同步衛星、
衛星地面台、交通協議、WRC-23展望等
內容。 

WRC-19暫時最終決議 ITU新聞月刊 

頻段 頻寬 

470-694/698 MHz 112MHz 

1427-1518 MHz 91MHz 

3300-3400 MHz 100MHz 

4800-4990 MHz 100MHz 

3600-3700 MHz 100MHz 

24.25-27.5 GHz  3.25GHz 

37-43.5 GHz 6.5GHz 

47.2-48.2 GHz 1GHz 

45.5-47 GHz 1.5GHz 

66-71 GHz 5GHz 

用於國際行動通信（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 IMT）的5G頻段 

低 頻 訊 號 衰 減
率 較 低 ， 適 於
增 加 涵 蓋 率 、
室內通訊 

中頻能同時滿足
涵蓋率與網路速
度需求，適於巨
量機械通訊與物
聯網應用 

頻
段
部
分 

高頻能夠分配大
頻段供行動業者
使用，適於低延
遲高速通訊 

WRC-19 決議案COM4/7~COM4/10 分配給國際行動通信的
5G額外頻段（Additional Bands） 



ITU與我國頻譜規劃/使用對照 400-1600MHz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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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5：470-694MHz、 
        1427-1518MHz 

ITU規劃之IMT頻段 
WRC-15：470-698MHz 
     為區域2之規劃 

我國頻譜使用現況 

我國頻譜規劃情形 

530-608MHz：實驗網路使用頻譜（不限特定實驗目的）、 
數位無線電視、另可研究導入TVWS共享機制 

470-585MHz、 585-610MHz、 610-890MHz、1427-1429MHz、 
1429-1452MHz、1452-1492MHz、1492-1518MHz分述如附件 



ITU與我國頻譜規劃/使用對照 3-11GHz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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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5：4.8-4.99GHz 

ITU規劃之IMT頻段 
WRC-23：3.7-3.8、6.425-7.025、 
7.025-7.125、10-10.5GHz 

我國頻譜使用現況 

我國頻譜規劃情形 

3.3-3.8GHz、3.8-4.2GHz：既設電臺使用頻段可進行共享機制測試；
其他頻率規劃作為5G試驗之用。 

3.3-3.4GHz、 3.4-3.5GHz、3.5-3.7GHz、3.7-4.2GHz、4.8-4.99GHz 
、5.925-6.7GHz、6.7-7.075GHz、7.075-7.145GHz、10-10.4GHz、 
10.4-10.45GHz、10.45-10.5GHz分述如附件 

WRC-15/23：3.3-3.4GHz 

WRC-15/19：3.6-3.7GHz 

3.3-3.528GHz：5G行動通訊 

3.528-3.7GHz：衛星固定（太空對地球） 

4.8-4.9GHz：5G專網頻譜 



ITU與我國頻譜規劃/使用對照 19-71GHz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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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9：24.25-27.5GHz、37-43.5GHz、45.5-47GHz、47.2-
48.2GHz、66-71GHz 

ITU規劃之IMT頻段 

我國頻譜使用現況 

我國頻譜規劃情形 

19-25GHz 

24.25-24.45GHz、24.45-24.65GHz、24.65-24.75GHz、24.75-25.25GHz、
25.25-25.5GHz 、 25.5-27GHz 、 27-27.5GHz 、 27.5-28.5GHz 、 28.5-
29.5GHz 、 37-37.5GHz 、 37.5-38GHz 、 38-39.5GHz 、 39.5-40GHz 、 40-
40.5GHz 、 40.5-42.5GHz 、 42.5-43.5GHz 、 43.5-47GHz 、 47-47.2GHz 、
47.2-50.2GHz、66-71GHz分述如附件 

27-29.5GHz：5G行動通訊 



3GPP R15 R16 R17簡介 

7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自3GPP R15/R16/R17 介紹網頁 

3GPP例會編號  

R15 
非獨立組網
（NSA） 
標準凍結 

ASN.1標準格式（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為資

通訊業界通用之規格描述方式 

R15 
非獨立
組網 

ASN.1
版本 

R16 
研究項目確認 

R15 
獨立組網
（SA） 

標準凍結 

R15 
獨立組網
（SA） 

ASN.1版本 

R15 
延遲版本 
標準凍結 

R15 
延遲版本 

ASN.1版本 

R17 
研究項目確認 

因為R-15 5G標準化工
作過於繁複，故經歷早

期（Early）、主要
（Main）版本後最終推
出延遲版本（Late Drop) 

R-15延
期3個月 

R-16延
期3個月 

R16 
RAN 1 

標準凍結 

R16 
ASN.1版本 

R16 

標準凍結 

RAN1（物理層） 

RAN2（無線電
頻率） 

RAN3（無線電
資源管理） 

R15 完 成 5G 獨 立 組 網
（Standalone）規格 
與4G LTE網路的改善 

R16的主要研究項
目是工業物聯網與
極低延遲與高可靠
度通訊（uRLLC） 

R17將研究多SIM卡作業、節
能與支援時效性網路（ Time 
Sensitive Network ） 



3GPP R15 R16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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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15 Release 16 

第一階段5G 系統（The 5G System） 

服務為基礎架構（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 

網路切片（Network Slicing） 

第二階段車聯網（Vehicle-to-everything,V2X ） 

未來鐵路行動通訊系統（Future Railway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FRMCS） 

資料來源：3GPP, 2019. TR21.915:Release description; Release 15. 

3GPP, 2020. TR21.916:Release description; Release 16 Draft. 

5G獨立組網（SA） 

緊急通訊（Critical Communication） 

機器通訊（Machine Type of Communications, MTC）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緊急任務一按即通（Mission Critical Push-to-Talk, MCPTT） 

無線區域網路（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免授權頻譜（Unlicensed Spectrum） 

3GPP北橋介面（Northbound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框架 

極低延遲與高可靠度通訊 
（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 ） 

第二階段5G 系統（The 5G System） 

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oT, IIoT） 

第三階段車聯網（Vehicle-to-everything,V2X ） 

第二階段未來鐵路行動通訊系統（Future Railway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FRMCS） 
註：第一階段於2016年Release 14。 

增強型通用API框架 
（Enhancements for Common API Framework for 3GPP Northbound APIs, eCAPIF） 

列隊行駛（Platooning）、增強感測（Sensors） 
自駕車（Automated Driving）、 
遠距駕駛能力（Remote Driving） 

專業行動式無線電（Professional Mobile. Radio, PMR） 

節能（Power Consumption） 

5G效能（5G Efficiency） 

重要技術 

重要技術 



3GPP R17研究項目概述 

9 資料來源：3GPP, R17 

2019年12月3GPP於西班牙
舉 行  RAN#86 例 會 ， 確 認
R17 的 研 究 項 目 ， 預 計 於
2021年底或2022年初完成全
部工作，以完善5G生態系 

3GPP R17 研究項目 
精簡版NR（NR-Lite） 

•支援eMTC、MBB、uRLLC三大應用場景無法滿足的應用，如5G智慧製造 

少量數據傳輸最佳化（Small Data Transfer Optimization） 

•新增Inactive模式，於待機狀態時傳輸少量數據而不需喚醒，節省裝置耗電量 

增強Sidelink傳輸模式 

•原為車聯網機器間通訊開發的Sidelink，將能夠應用於公共安全、急難通訊、行動裝置間互聯 

增加NR可用頻率範圍 

•使5G能夠使用52.6GHz以上之頻段、包括60GHz的免執照頻段 

多SIM卡作業（Multi-SIM Operation） 

•支援多SIM卡的行動裝置，能夠獨立使用各種網路而不互相干擾 

NR 群播(Multicast）/廣播（Broadcast） 

•使NR支援群播、廣播功能，擴展5G於媒體業、娛樂業的商業應用 

增強5G涵蓋範圍（Coverage Enhancements） 

•展開頻段通訊效率的研究，克服5G隨著使用高頻段而使涵蓋範圍減小的劣勢 

增強窄頻物聯網（NB-IoT）與eMTC(enhanced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技術 

•使物聯網通訊與非地面無線電（如衛星）整合擴大通訊範圍，增強物聯裝置於偏遠地區的應用能力 

增強工業物聯網（IIoT）與極低延遲與高可靠度通訊（ uRLLC ） 

•針對不同使用情境展開研究，優化可靠性、降低延遲 

3GPP R17重要研究項目概述 



日本近期行動網路共用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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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省2018年12月發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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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上半年起，業者間展開行動網路設施共用試驗，評估相關可行性。 

資料來源：總務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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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電力パワーグリッド，2019。5G携帯電話基地局普及のための電力インフラを活用したシェアリングに関する実証の取り組みについて。 

ソフトバンク株式会社，2019。ソフトバンクとKDDI、基地局資産の相互利用により地方における5Gネットワークの早期整備で協争～日本の
産業育成や地方創生、国土強靭化に貢献することで国際競争力の向上を目指す～。 

業者 東京電力Power Grid公司（東電PG）、
 KDDI、SoftBank、樂天行動網路 

KDDI、SoftBank 

共用方式 被動式共用 透過實證實驗探討共用程度 

相關時程 
• 2019年 3月19日發布新聞稿 

• 2019 年 上 半 年 起 進 行 5G 基 地 臺 

共用實證 

• KDDI與SoftBank設置準備辦公室 

• 2019年秋季開始於北海道旭川市內、 

千葉縣成田市內及廣島縣福島市內進行
共同試驗 

概述 

KDDI、SoftBank及樂天將可於東電 

PG的電線桿等電力基礎設施設置基地
臺，以評估基地臺設置相關資材、機
材、機器配置、施工情形、可維護性
及共用天線的干擾情形 

協議內容包含將互相運用兩家公司擁有之
基地臺資產，共同加速推展地方的 5G網路
整備 

備註 尚無實證結果資料 
預計測試工程設置至施工管理過程的效率，
同時檢驗是否可提升5G網路品質並縮短整
備時間 



中國大陸近期行動網路共用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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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與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於2019年6月6日聯合
發表「關於2019年推進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的實施意見」。 

• 該文件要求鐵塔、室內分布系統、住宅及商業大樓通信配套設施、通線線路
及管道等傳輸資源皆應共建共用，並明定考核標準及相關罰則。 

• 早自2014年，中國大陸三大電信業者即依中央要求，共同出資成立「中國鐵
塔股份有限公司」，推動網路建設規劃與共用。 

• 2019年9月，中國聯通宣布將與中國電信共建5G網路。 

業者 中國聯通、中國電信 

共用方式 接取網路共用，各自建設核心網路並共用5G頻率資源 

相關時程 
2019年9月9日，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宣布共建5G網路，雙方簽訂《5G網路共建
共享框架合作協議書》。 

概述 

於中國大陸全國範圍共建5G接取網路，並以各自分區佈建的方式進行。除共建
網路外，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亦將共用5G頻率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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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網路佈建規畫上，雙方將按約定比例於15個城市分區佈建。 

 2019年10月31日，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已開通於24個城市共建共用之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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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9。《关于2019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三大运营商出资设立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三大运营商合资成立的通信基础设施服务商正式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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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通，2019。 5G商用正式启动 中国联通极速开启智慧未来。 

                                           TeleGeography, 2019. Chinese trio launch commercial 5G services.  



歐洲近期行動網路共用案例彙整 1/2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國家 西班牙 比利時 德國 

業者 Vodafone、Orange 
Masmovil、 

Orange Spain 
Orange Belgium、Proximus 

Deutsche Telekom、Telefonica、
Vodafone 

共用
方式 

被動式共用、主動式
共用 

虛擬主動式共用 

(Virtual Active Sharing) 
共用行動接取網路 被動式共用 

相關
時程 

2019年4月25日宣布簽
署共用協議 

2019年10月1日宣布達成新
的光纖與行動網路協議 

預計於2020年第1季，以成
立合資公司方式進行行動
接取網路共用 

2019年11月11日德國3大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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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此次共用協議將人口
達 17萬 5千人以上的
大都會納入主動式基
礎建設共用，含無線
電接取(Radio Access)

及高速後端網路(High-

speed Backhaul) 

新的光纖與行動網路協議，
期在加速5G基礎設施佈署，
並增加其光纖鋪設範圍。該
協議亦納入5G網路，擴大
Masmovil與Orange Spain既
有國內漫遊協議 

協議內容包含2G、3G、4G

技術，而共用網路將使比
利時5G佈署更加快速，儘
管兩家業者共用行動接取
網路，但仍獨立掌控頻譜
資源、核心網路、客戶與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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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5G交
通路線網路涵蓋率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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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過去兩家電信業者的
網路共用協議簽署包
含全國性被動式基礎
建設和偏遠地區的主
動式基礎建設 

該網路將於預期未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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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署
超過4,500個地點，並將可
覆蓋約35%的西班牙人口 

Proximus表示此協議可望
減少天線佈署並節省20%

的能源消耗；Orange 

Belgium則預計於未來3年
內投資1億3千萬歐元於此
協議，但可望於未來10年
內節省共3億歐元之營運支
出及資本支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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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合作協議已告知德國反壟斷機
構聯邦卡特爾調查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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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近期行動網路共用案例彙整 2/2 

Iliad要求中止競爭對手的
5G共用協議（2020/1/22） 

• 義大利第四大電信業者Iliad日
前向法院提出要求廢止其競爭
對手Fastweb與Wind Tre之間的
5G網路共用協議，本案初審訂
於 2 月 12 日 ， 將 審 議 是 否 讓
Iliad瀏覽Fastweb與Wind Tre之
間的交易條款，並預計於10月
7日決定。 

• Iliad於2018年5月加入義大利
電信市場，並積極進行價格促
銷，引起競爭對手的批評。 

• 除了Fastweb與Wind Tre之外，
其他義大利電信業者Telecom 
Italia與Vodafone亦合作共用鐵
塔，因此，Iliad是目前義大利
電信市場唯一未與其他業者進
行網路共用合作的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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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義大利 

業者 Telecom Italia、Vodafone Italy Fastweb、Wind Tre 

共用 

方式 被動式共用、主動式共用 共用5G無線電接取網路（Shared 

5G Radio Access）及後端網路 

相關 

時程 

2019年2月21日Telecom Italia與
Vodafone Italy達成主動式基礎設
施共用、擴大被動式基礎設施共
用協議，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9年6月25日簽署合作協議，協
議期限為10年，交由主管機關審核 

概述 

TIM與Vodafone將合作建設5G基
礎設施，並擬共用4G基礎設施，
結合各自的行動基地站臺網路
（Mobile Tower Networks）共
22,000個站點。 

協議內容包含於義大利佈署5G共
用無線電接取及後端網路5G共用
網路方面，兩家業者將於義大利全
國佈署大型及小型基地臺，其基地
臺將連接Fastweb之暗光纖（Dark 

Fiber），並訂定目標於2026年達
成90%人口覆蓋率，並由Wind Tre

管理5G網路 

備註 

• 這項合作可望以較低成本加
速5G佈建範圍，而大都會地
區則各自建設基礎設施，以
確保在策略上保持彈性，並
滿足各自的顧客需求 

• 而被動基礎設施共用協議，
將從既有10,000個站點增加
至22,000個站點 

• Wind Tre於本次協議中承諾將
現有網路提供給Fastweb漫遊使
用。而Fastweb則將提供Wind 

Tre其FTTH及FTTC批發接取服
務，增加Wind Tre的網路容量
以提供超高速寬頻有線服務 

• 兩家業者雖共用基礎建設，但
在市場上仍維持獨立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資料來源： 

Mobile World Live, 2020. Iliad seeks end to Italy 5G 

sharing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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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接取機會極大化 

FCC於2015年6月23日發表3.5 GHz頻段商業
共 用 運 作 規 則  （ Shared Commercial 
Operations in the 3550–3650 MHz Band），
將 開 放 該 頻 段 用 於 「 公 民 無 線 寬 頻 服 務 
（ 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 ，
CBRS）」 

近期，FCC已於2020年3月2日宣布
將於2020年6月25日展開Auction 105：
3550-3650 頻 段 拍 賣 ， 並 釋 出
22,6315張優先接取執照（Priority 
Access Licenses, PAL）。 

 單位頻寬為10MHz 

 業者取得上限為40MHz 

 既有用戶如聯邦無線電定位用戶
（Federal Radiolocation Users）、
固 定 衛 星 服 務 （ Fixed Satellite 
Service, FSS）等使用權限高於本
次PAL執照得標者 



日本5G時代MVNO與行動市場競爭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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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8日，日本總務省要求3大行動電信業者（NTT、KDDI、SoftBank）提供5G服務
相關的資訊給虛擬行動網路服務提供者（MVNO），使雙方皆能於2020年春季，5G商用服務
啟用之際，得以同時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以確保市場公平競爭性。 

5G服務的資訊包含：服務開始時間、服務提供區域、通訊速度、接取費用、接取位置及其他
5G相關技術等，總務省希望MVNO能藉由上述資訊而擁有充足時間執行5G服務準備工作，例
如個別諮詢、設備維修、網路測試等。 

總務省要求3大電信業者提供MVNO 5G服務相關資訊 

有鑑於行動通訊環境改變，日本總務省為整備讓用戶可以低廉資費使用多樣化服務的環境，
自2018年10月起透過行動市場競爭環境研究會，站在用戶立場探討促進業者公正競爭的方案，
並於2020年2月21日公告行動市場競爭環境研究會最終報告書。 

該研究會將電信事業法整理出「藉由促進業者間公正競爭確保用戶利益」、「確保符合用戶
需求的服務與終端裝置的選擇」、「確保用戶得以享受技術進步成果的環境」三項基本觀點，
並據此探討相關議題。 

總務省公告行動市場競爭環境研究會最終報告書 

用戶資費相關事項 
• 施行電信事業法修正 

• 修正業者導致用戶更換業者困難之過
度限制（如SIM卡鎖定、攜碼規定） 

• 活化終端市場 

• 促進業者提供用戶可能資費總額 

• 避免誤導或不適切的廣告 

• 修正法施行後的情況評估與驗證 

業者間競爭條件相關事項 
• 5G導入初期的課題 

（NSA架構階段） 

• 正式5G時代的課題 

（SA架構階段） 

• eSIM普及的應對措施 

• 改善接續費計算的適當性及透明度 

行動市場競爭環境
研究會最終報告書

主要議題 

資料來源：總務省，2019。MVNOに対する5Gサービスの提供に係る機能開放に関する要請。 

     総務省，2020。モバイル市場の競争環境に関する研究会最終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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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政策監理彙整1/4 
項目 釋照方式 5G專網頻段 單位頻寬 申請資格 

香港 

審核制 

27.9-28.35GHz 
100MHz， 
申請上限為400MHz 

排除獲指配26/28GHz全區頻譜的業者 

德國 
3,700-

3,800MHz 
10MHz或其倍數 
申請上限為100MHz 

土地或房舍的財產所有權人或使用所有權人； 
商業區域可聯合申請區域之頻率分配 

英國 
3.8-4.2GHz、 

24.25-26.5GHz 

依執照類型， 
針對不同頻段訂有
頻寬規定 

• 共用接取執照：不限於已獲Ofcom發行無線電 
       執照之人，亦包含不曾獲照之人，但必須為法律 
       實體。 
• 地區接取執照：申請主體相當廣泛，包含獨資 
       企業、非營利組織、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地方 
       政府、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之國家健保局、 
       北愛爾蘭地區之NHS、皇室、外國企業/PLC、外國 
       政府或行政單位、聯盟、公共組織、註冊公益 
       組織、政府、非法人組織、大學或教育機構、 
       社區利益公司、皇家特許狀、宗教團體或其他 
       法律實體。 

日本 
4.6-4.8GHz、 
28.2-29.1GHz 

文件未記載 
分為所有者利用與他者土地利用。 
排除獲指配全國性5G頻譜的業者。 

法國 
（註1） 

2,570-
2,620MHz 

以5MHz為單位， 
申請上限為20MHz，
超過20MHz另外 
申請 

• 單一自然人或法人（已註冊或申請時正在註冊 
       程序中） 
• 申請頻率大於20 MHz，須衡量未來為滿足第三方

的專業需求而計劃採取的措施 

臺灣 4.8-4.9GHz 尚未公告 - 

註1：ARCEP決議將2.6GHz（2.57-2.62GHz）TDD頻段的頻譜作為PMR網路使用，未來期能 
於此頻段引入5G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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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政策監理彙整2/4 

項目 執照效期 

香港 5年，最多延長5年 

德國 最多10年，可申請展延 

英國 
• 共用接取執照：不定期執照 
• 地區接取執照：3年，視申請可延長或縮短，且不可更新，若想延展須申請新執照 

日本 
未明確規定，但日本區域性5G無線電臺開設須依據電波法第4條申請執照，根據該法第13條規範無
線電臺執照效期由總務省訂定，執照效期不得超過5年 

法國 
• 最多10年 
• 得依申請者意願提前廢止執照 
• 得申請以公共或私人契約終期為執照效期 

臺灣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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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政策監理彙整3/4 
項目 使用規定 

香港 網路覆蓋範圍不得超過 50 平方公里；覆蓋範圍限制將納入所有關聯公司合計 

德國 核配後一年內未使用或不符合使用目的則主管機關可撤銷其頻率分配 

英國 

取得執照6個月內需使用無線電傳送設備 
• 單一地區低功率執照（含3.8-4.2GHz、24.25-26.5GHz）使用範圍為半徑50公尺，可申請多範圍，

24.25-26.5GHz僅限室內使用 
• 單一基地臺中功率執照（僅3.8-4.2GHz）以基地臺為對象，僅限鄉村地區 

日本 

• 為避免干擾，基本上以申請必要的最小覆蓋範圍為原則。 
• 根據無線電臺執照手續規則提出無線電臺事項說明與工程設計書等資料；使用無線電設備須符合

技術規範；無線電從事者資格要件適用電波法施行令。 
• 若申請僅供自用而非屬電信事業，則不需進行電信事業的登錄或呈報手續 
• 資訊安全：為確保能安心使用區域性5G，將採取充分的資安措施（包含供應鏈風險管理） 

法國 

• 依申請提出希望使用頻譜資源之區域劃定授權使用之地理範圍 
• 佈建義務-覆蓋範圍義務：在執照發布後的18個月內，執照持有者必須透過其佈建的高速行動網路 

覆蓋執照規定區域的50%（含建築物內外）；在執照發布後的36個月，執照持有者必須透過其佈
建的高速行動網路覆蓋執照規定區域的95％（含建築物內外）。 

• 佈建義務-服務品質及可用性義務：執照持有者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高速行動網路可維持
整年平均99.9％的網路可用性（包括發生危機時）；若高速行動網路發生無法使用情況，執照持
有者須於2小時內進行處理，且於5小時內恢復網路可用性；當高速行動網路向公眾開放的情況下，
執照持有者須能依據相關規定，路由來自公眾的緊急呼叫，同時為專網用戶提供高速行動網路服
務（包括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 

臺灣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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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政策監理彙整4/4 
項
目 

其他規定 使用費規定 政策狀態 

香
港 

不得干擾其他主要業務用途的既設電臺 
須繳交執照年費與頻率使用費1080港幣
/MHz/年（指配頻譜未達75%時，不徵收
使用費） 

2019年7月15日起開放申請 

德
國 

應確保與鄰近區域的無線電相容性，以及與業者間
的頻率和諧使用 

基本費1,000歐元加上使用的頻寬、面積
（分為1. 住宅區、交通地區； 
2.其他地區）、執照期限等變數進行計算 

2019年7月2日發布行政規則
草案，並於2019年11月21日
開放申請 

英
國 

頻率和諧使用；須保存基地臺相關資料 
• 3.8-4.2GHz：£80/年（每10MHz頻寬） 
• 24.25-26.5GHz：£320/年（無論使用

多少頻寬） 

2019年7月25日釋出相關規定，
現已開放申請 

日
本 

他者土地利用僅限固定通訊，並以所有者未使用 
區域性5G為前提。 

28.2-28.3GHz： 
• 基地臺：2,600日圓/臺/年 
• 陸地行動臺（概括執照）：370日圓/

臺/年 

2019年12月24日公告實施修
正後《無線電法（電波法）》
及《電信事業法（電気通信
事業法）》，並開始受理 
申請 

法
國 

獲照後第18個月起應有效使用頻率： 
若核心網路與基地臺不在同一地點，則在其網路上
為每個基地臺安裝一個收集鏈路，且其容量應足以
提供高速行動網路服務；營運每個佈建的基地臺；
提供可回應產業需求的高速行動網路服務。 

須繳交頻譜年度使用費，其計算方式為：
分配到的頻寬（以MHz為單位）*8.7* 
執照規定區域的面積*2*3400之乘積。 

2019年5月9日公告4G/5G 
專頻分配程序，開放申請 

臺
灣 

應遵循NCC訂定之干擾處理規範 - 
於2021-2022年間擇期 

開放執照申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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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市場應用彙整1/3 
 項目 香港 法國* 

專網執照持有人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 Hub One 

專網設置目標 智慧機場 智慧機場 

商業模式 

 智慧基礎設施：建立一系列核心平臺，包括於客運 
         大樓內增設速度高達400Mbps的高速無線上網 
         區至30個；應用5G技術；提供獨立及可靠的專用行動 
         網路予機場業者使用；建構物聯網網路等。 
 「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將核心平臺結合 
         大數據分析和虛擬實境等技術，以模擬機場環境。 
 自動化和採用機器人技術：測試包含興建高速行李運

輸系統、即時跑道偵測系統及停機坪的電動牽引車應
用自動駕駛技術等。香港機場目前已分階推出多項自
動化服務，包括於120個旅客登記櫃檯安裝自助行李
託運設施，有效將行李托運時間縮短至60秒。 

 新一代行動智慧登記櫃檯：透過具備容貌識別技術的
自助保安閘口，讓旅客辦理登記手續、保安檢查以及
登機等。 

 個人化和智慧化技術：行動應用程式「我的航班」為
旅客提供各種功能及資訊，結合智慧行李牌「行李
通」，可接收提取行李通知。 

 數據分析：作出決策、適時加強管理、資源調配等 
         工作。引進「物聯網強化飛行區管理系統」使機場 
         同業更有效管理航班升降、行李處理及航膳服務等； 
         推出「手推行李車辨析系統」運用視像分析技術提高 
         手推行李車回收及人手、設備調配效率。 

 佈建機場高速專網：法國航空、
Hub One及巴黎機場集團（Group 
ADP）將於巴黎戴高樂機場巴黎 

        奧利機場及巴黎勒布爾熱機場等 
        佈建高速專網。 
 推動新服務：創造更順暢安全的 
         營運方式及改善客戶體驗。 
 提供巴黎機場所有既有服務：包含

行動通訊、專業行動無線電
（Professional Mobile Radio, PMR）
及行李追蹤等。 

 改善其營運績效及客戶滿意度： 
         利用行動終端更快地交換訊息以 
         簡化飛行操作、利用升級的通訊 
         網路簡化員工的工作條件及提升 
         預測性維護工具。 

*執照做為5G網路的預先配置，Hub One 得於 
  初期以4G方式使用，待5G生態系統成熟即 
  切換為5G使用。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19。立法會二十二題：香港國際機場。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300.htm 
AIR FRANCE, 2020. Air France Welcomes Arcep’s License of Professional 4G/5G Frequencies for Paris Airports. 
https://corporate.airfrance.com/en/news/air-france-welcomes-arceps-license-professional-4g5g-frequencies-paris-airports 

*執照做為5G網路的預先配置，Hub One 得於初期以4G方式使用，待5G生態系統成熟即切換為5G使用。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0/23/P2019102300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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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市場應用彙整2/3 
 項目 日本 

專網 
需用人 

日本製鐵公司旗下的日鐵解決
方案公司（日鉄ソリューショ

ンズ株式会社，NSSOL） 
東京市政府與電信業者 NEC 

專網設置
目標 

促進客戶數位轉型的資料收集
與運用基礎。 

實行「TOKYO Data Highway基本 
戰略」，使東京成為世界區域性
5G技術最先進城市，透過5G技術
創造新產業、增強都市競爭力，
以解決少子化、高齡化、環境或
其他社會問題。 

 提供客戶體驗區域性5G通訊環境及
進行應用案例驗證。 

 建立未來工廠。 
 提供製造業、建築業、運輸業、 
         物流業及公共事業等領域區域性5G 
         整體解決方案。 

商業模式 

 有效收集、分析客戶生產
現場資料，並靈活運用於
生產現場的無線通訊環境。 

 建構網路的機器設備設置
於客戶端，可確保高安全
性，避免製造業重視的 

         現場操作資料外流問題。 
 提供客戶從導入階段到 
         建構網路與實際運用的 
         整合服務。 
 設立「5G推進中心」支援

客戶應用。 

 政府參與：採用一站式服務
（單一窗口）簡化申請流程，
並開放東京公共資產如建築、
公園、道路、巴士站、捷運 

         出入口、交通號誌等空間供 
         業者使用。 
 東京區域性整合5G應用：於

教育、醫療、防災、自駕車、
虛實整合與遠距工作等領域 

         制定適合的應用。 
 推動重點區域性5G應用： 
         包含東京奧運會場、西新宿 
         及東京都立大學等。 

 與客戶共同設立實驗室：提供客戶
體驗區域性5G通訊環境，並將其 

         設備連接至5G網路進行應用案例 
         驗證。 
 未來工廠：將區域性5G網路導入 
         主要研發、製造及銷售ICT系統設備 
         之子集團於日本甲府及泰國的工廠， 
         可遠距控制大量的搬運機器人， 
         提高工人效率、確保安全、因應 
         多品項但小批量生產線的頻繁變化 
         及提高生產率。 
 合作企業參與：與合作企業協力，

為終端/設備、基地臺、雲端/內部 
         核心網路（5GC）、物聯網基礎設施 
          /數據分析AI技術、各產業或企業的 
         應用、營運及維護。 

資料來源：日鉄ソリューションズ株式会社，2019。NSSOL、現場のDXを実現する5Gサービスの提供開始～自営無線網（ローカル5G／プライベートLTE）による情報収集・活用基盤の提供～。https://www.nssol.nipponsteel.com/press/2019/20191126_110000.html 
businessnetwork.jp, 2019. 東京都の5G戦略 世界最先端の都市へローカル5G参入も検討. https://businessnetwork.jp/Detail/tabid/65/artid/7094/Default.aspx 

ケータイ Watch, 2019.「東京都、通信キャリアと連携し5Gの早期実現を目指す「TOKYO Data Highway基本戦略」を発表。https://k-tai.watch.impress.co.jp/docs/news/1204542.html 
NEC，2019。NEC、ローカル5G事業に本格参入～ローカル5G商用免許取得による共創活動の開始とNECグループ工場で導入～。https://jpn.nec.com/press/201912/20191217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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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專網市場應用彙整3/3 

 項目 德國 

專網需用人 Mercedes-Benz 

專網設置目標 建置全球第一個用於汽車生產的5G企業專網 

 說明 

其與Ericsson、Telefónica合作，在其位於德國南部的「56號工廠（Factory 56）」佈建企業
專網。 
「56號工廠」中所有生產系統及設備皆將與5G企業專網連接，透過5G高速且低延遲的技術特
性，將可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及生產彈性。 

資料來源：Damler, 2019. Mobile network of the future. The world's first 5G network for automobile production. 
https://www.daimler.com/innovation/production/5g-network-p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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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5G限制流量資費方案比較 
國家 業者 流量 資費 備註 

韓國 

SKT 

9GB 月租費1,138元 5G青年計畫 

9GB 月租費1,391元 
- 

200GB 月租費1,897元 

KT 8GB 月租費1,391元 - 

LG U+ 

4GB 月租費557元 
僅適用於 
平板電腦 

8GB 月租費1,138元 

- 9GB 月租費1,391元 

150GB 月租費1,897元 

美國 Verizon 

5G 
50GB 
+ 
4G 
15GB 

月租費906元 
（搭配既有方案） 

服務以行動熱
點裝置提供 月租費2,566元 

（單獨租用 
行動熱點裝置） 

中國 中國聯通 

30GB 月租費557元 

- 

40GB 月租費686元 

60GB 月租費859元 

80GB 月租費1,031元 

100GB 月租費1,290元 

150GB 月租費1,721元 

300GB 月租費2,584元 

國家 業者 流量 資費 備註 

中國 

中國移動 

30GB 月租費552元 

個人版 

60GB 月租費854元 

100GB 月租費1,286元 

150GB 月租費1,717元 

300GB 月租費2,580元 

30GB 月租費729元 

家庭版（可供2
人共享語音、數
據流量） 

60GB 月租費1,161元 

100GB 月租費1,592元 

150GB 月租費2,455元 

300GB 月租費3,749元 

中國電信 

30GB 月租費557元 

- 

40GB 月租費729元 

60GB 月租費859元 

80GB 月租費1,031元 

100GB 月租費1,290元 

日本 

Softbank 

1-5GB 
月租費 
1,366-2,326元 

為4G資費方案+每
月加繳5G基本費
1,000日圓， 
依用戶條件再享
多項折扣 

50GB 月租費2,326元 

NTT docomo 
1-7GB 

月租費 
864-1,687元 依用戶條件再享

多項折扣 
100GB 月租費2,098元 

註：資費皆以2020年2月央行當月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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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5G吃到飽資費方案比較 

國家 業者 資費 備註 

我國 

中華電信 
以 4G 吃到飽費率收費（指定方案） 

 升級5G體驗。 
 指定方案為「大4G購機方案」和「青春無敵

學生方案」 

月租費1,399元以上 合約內自動升級5G 

台灣大哥大 月租費1,399元以上 合約內自動升級5G 

遠傳電信 
指定資費（月租費999元以上） 升級5G體驗 

月租費1,399元以上 合約內自動升級5G 

台灣之星 月租費599-999元 升級5G體驗 

韓國 

SKT 月租費2,251-3,162元 

不同吃到飽方案間主要差異在於行動熱點分享
流量、支援之影片畫質或數據漫遊等其他服務 

KT 月租費2,024-3,289元 

LG U+ 月租費2,150-3,289元 

美國 

AT&T 月租費2,264-2,566元 

不同吃到飽方案間主要差異在於行動熱點分享
流量、支援之影片畫質或數據漫遊等其他服務 

Verizon 月租費2,415-2,717元 

T-mobile 月租費2,113-2,566元 

Sprint 月租費1,811-2,415元 

註：資費皆以2020年2月央行當月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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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5G資費方案介紹 
業者 

方案內容 
資費 

升級5G體驗 合約內自動升級5G 

中華電信 

「5G Pass 體驗」方案，開台前申辦 5G 手
機，並搭配「大4G購機方案」和「青春
無敵學生方案」之一，開台後將能體驗 
5G 超高網速與應用服務 12 個月 

「5G VIP Pass 自動升級禮遇」方案，申辦
大 4G、月繳 1,399 元以上購機方案，可
享開台當天不加價、免換約，優先 4G 自
動升級成 5G 

升級5G體驗：以 4G 吃到飽費率收費，享有同樣優惠
內容 

合約內自動升級5G：月租費1,399元以上 

台灣大哥大 - 

在 6/30 之前新申辦/攜碼/續約 1,399 元 
4G 指定專案，開台後可優先升級更換為 
5G 指定專案，加送三選一好禮，其中包
括myAir（價值 2,490 元）、Chromecast

（市價 1,445 元）、Google Nest Mini 智
慧音箱 + Yeelight 智慧燈泡（價值 2,475 

元），以及 2,500 元 5G 手機折價 
月租費1,399元以上 

申辦月繳 1,399 元以上購機方案、搭購 
Galaxy S20 系列，除了可以 4G 換約 5G 指
定方案，換約後再減免 5,000 元月租費 

遠傳電信 
開台前來申辦 5G 手機的早鳥客戶，凡搭
配指定資費（999元以上），即享 5G 優
先體驗 12 個月 

申辦月繳 1,399 元以上購機方案，可享不
加價、開台優先自動升級為 5G 客戶 

升級5G體驗：指定資費（999元以上） 

合約內自動升級5G：月租費1,399元以上 

台灣之星 

 新客戶，只要申辦4G資費月租599元、
799元、999元，5G開台後可享3個月、
6個月或12個月體驗 

 舊客戶，4G資費月租若為599元、799

元、999元，依用戶年資於5G開台後可
享3至24個月體驗 

 另購買Samsung Galaxy S20搭配599元、
799元資費，在開台後享5G體驗12個月；
搭配999元以上資費，可在綁約期間內
盡情體驗5G 

- 
 

註：中華電信資費取自官網訊息；台灣大哥大取自官方新聞稿； 
遠傳電信與台灣之星皆已於官網公布資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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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資費方案介紹 
業者 方案 流量 其他服務 資費 

SKT 

5G 0teen（5G青年計畫） 9GB - 月租費4.5萬韓元（約新臺幣1,138元） 

5G Slim 9GB - 月租費5.5萬韓元（約新臺幣1,391元） 

5GX Standard 200GB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20GB+一號多機共享
（Sharing）20GB+VoIP 300GB 

月租費7.5萬韓元（約新臺幣1,897元） 

5GX Prime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30GB+一號多機共享
（Sharing）30GB+VoIP 200GB 

月租費8.9萬韓元（約新臺幣2,251元） 

5GX Platinum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50GB+一號多機共享
（Sharing）50GB+VoIP 150GB 

月租費12.5萬韓元（約新臺幣3,162元） 

KT 

5G Super Plan 

5G Slim 8GB - 月租費5.5萬韓元（約新臺幣1,391元） 

Super Plan Basic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20GB+數據漫遊100Kbps 月租費8萬韓元（約新臺幣2,024元） 

Super Plan Special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50GB+數據漫遊100Kbps 月租費10萬韓元（約新臺幣2,530元） 

5G Super Plan Plus 

Super Plan Basic Plus（5/31前）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20GB+數據漫遊100Kbps 月租費9萬韓元（約新臺幣2,277元） 

Super Plan Special Plus（5/31前）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50GB+數據漫遊100Kbps 月租費11萬韓元（約新臺幣2,783元） 

Super Plan Premium Plus（5/31前）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100GB+數據漫遊3Mbps 月租費13萬韓元（約新臺幣3,289元） 

Y Super Plan 

Y 5G Slim（6/30前） 8GB - 月租費5.5萬韓元（約新臺幣1,391元） 

Y Super Plan Basic（6/30前）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20GB+數據漫遊1Mbps 月租費8萬韓元（約新臺幣2,024元） 

Y Super Plan Special（6/30前）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50GB+數據漫遊1Mbps 月租費10萬韓元（約新臺幣2,530元） 

LG U+ 

5G 平板電腦 4GB - 月租費2.2萬韓元（約新臺幣557元） 

5G Light 9GB - 月租費5.5萬韓元（約新臺幣1,391元） 

5G Light Youth 8GB - 月租費4.5萬韓元（約新臺幣1,138元） 

5G Light Senior 8GB - 月租費4.5萬韓元（約新臺幣1,138元） 

5G Standard 150GB 一號多機共享（Sharing）10GB 月租費7.5萬韓元（約新臺幣1,897元） 

5G Smart 吃到飽 一號多機共享（Sharing）20GB 月租費8.5萬韓元（約新臺幣2,150元） 

5G Premier Regular 吃到飽 一號多機共享（Sharing）50GB 月租費9.5萬韓元（約新臺幣2,403元） 

5G Premier Plus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50GB+一號多機共享
（Sharing）50GB 

月租費10.5萬韓元（約新臺幣2,656元） 

5G Premier Super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50GB+一號多機共享
（Sharing）50GB+簡單家庭數據共享50GB 

月租費11.5萬韓元（約新臺幣2,909元） 

5G Signature（5/31前） 吃到飽 
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60GB+一號多機共享
（Sharing）60GB+簡單家庭數據共享60GB 

月租費13萬韓元（約新臺幣3,289元） 

註：資費皆以2020年2月央行當月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註1：行動熱點分享（Tethering）係指透過裝置將行動網路額外分享給其他裝置使用； 
註2：一號多機共享（Sharing）係指一門號可申請多張SIM卡給多個裝置使用，流量共     

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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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5G資費方案介紹 

業者 方案 流量 其他服務 資費 

AT&T 

AT&T UNLIMITED EXTRA 4G吃到飽+可5G接取 
premium data 50GB+行動熱點分
享15GB 

月租費75美元（約新臺幣2,264元） 

AT&T UNLIMITED ELITE 4G吃到飽+可5G接取 
premium data 100GB+行動熱點分
享30GB 

月租費85美元（約新臺幣2,566元） 

Verizon 

Start Unlimited 
4G吃到飽+ 
可額外加價5G接取 

- 
月租費80美元（約新臺幣2,415元） 
※5G接取為每月額外加價10美元 

Play More Unlimited 4G吃到飽+可5G接取 
premium data 25GB+行動熱點分
享15GB+得觀賞720p畫質影片 

月租費80美元（約新臺幣2,415元） 
※此為單一門號價格，申請越多門號價格越低 

Do More Unlimited 4G吃到飽+可5G接取 
premium data 50GB+行動熱點分
享15GB+得觀賞480p畫質影片 

月租費80美元（約新臺幣2,415元） 
※此為單一門號價格，申請越多門號價格越低 

Get More Unlimited 4G吃到飽+可5G接取 
premium data 75GB+行動熱點分
享30GB+得觀賞720p畫質影片 

月租費90美元（約新臺幣2,717元） 
※此為單一門號價格，申請越多門號價格越低 

5G MiFi M1000行動熱點裝置 
4G LTE 15GB+ 
5G 50GB 

- 

月租費30美元（約新臺幣906元） 
※此為搭配既有方案之價格 
月租費85美元（約新臺幣2,566元） 
※此為單獨租用行動熱點裝置之價格 

T-mobile 

Magenta® 4G吃到飽+可5G接取 
3G行動熱點分享不限流量+4G行動
熱點分享3GB+得觀賞SD畫質影片 

月租費70美元（約新臺幣2,113元） 

Magenta® Plus 4G吃到飽+可5G接取 
3G行動熱點分享不限流量+4G行動
熱點分享20GB+得觀賞HD畫質影片 

月租費85美元（約新臺幣2,566元） 

Sprint 

Unlimited Basic 4G吃到飽+可5G接取 
4G行動熱點分享500MB+ 
得觀賞480p畫質影片 

月租費60美元（約新臺幣1,811元） 

Unlimited Plus 4G吃到飽+可5G接取 
4G行動熱點分享50GB+ 
得觀賞1080p畫質影片 

月租費70美元（約新臺幣2,113元） 

Unlimited Premium 4G吃到飽+可5G接取 
4G行動熱點分享100GB+ 
得觀賞Full  HD畫質影片 

月租費80美元（約新臺幣2,415元） 

註：資費皆以2020年2月央行當月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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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5G資費方案介紹 

業者 方案 流量 其他服務 資費 

中國聯通 暢爽冰淇淋5G套餐 

129元 30GB 

- 
  

月租費129人民幣（約新臺幣557元） 

159元 40GB 月租費159人民幣（約新臺幣686元） 

199元 60GB 月租費199人民幣（約新臺幣859元） 

239元 80GB 月租費239人民幣（約新臺幣1,031元） 

299元 100GB 月租費299人民幣（約新臺幣1,290元） 

399元 150GB 月租費399人民幣（約新臺幣1,721元） 

599元 300GB 月租費599人民幣（約新臺幣2,584元） 

中國移動 

5G智享套餐（個人版） 

128元 30GB 

- 
  

月租費128人民幣（約新臺幣552元） 

198元 60GB 月租費198人民幣（約新臺幣854元） 

298元 100GB 月租費298人民幣（約新臺幣1,286元） 

398元 150GB 月租費398人民幣（約新臺幣1,717元） 

598元 300GB 月租費598人民幣（約新臺幣2,580元） 

5G智享套餐（家庭版） 

169元 30GB（2人共享） 月租費169人民幣（約新臺幣729元） 

269元 60GB（2人共享） 月租費269人民幣（約新臺幣1,161元） 

369元 100GB（2人共享） 月租費369人民幣（約新臺幣1,592元） 

569元 150GB（2人共享） 月租費569人民幣（約新臺幣2,455元） 

869元 300GB（2人共享） 月租費869人民幣（約新臺幣3,749元） 

中國電信 5G套餐 

129元 30GB 

- 
  

月租費129人民幣（約新臺幣557元） 

169元 40GB 月租費169人民幣（約新臺幣729元） 

199元 60GB 月租費199人民幣（約新臺幣859元） 

239元 80GB 月租費239人民幣（約新臺幣1,031元） 

299元 100GB 月租費299人民幣（約新臺幣1,290元） 

註：資費皆以2020年2月央行當月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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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G資費方案介紹 

業者 方案 流量 其他服務 資費 

SoftBank 

Mini Fit Plan（ミニフィットプラン） 1-5GB  - 

月租費4,980-8,480日圓（約新臺幣1,366-2,326元） 

※此資費為4G資費方案+每月加繳5G基本費1,000日圓 

※2020/8/31前申請加入5G可免繳2年5G基本費，另搭
配換約/變更機種折扣、SoftBank光纖組合折扣後，最
低可享月租費1,980-5,480日圓（約新臺幣543-1,503
元） 

Merihari Plan（メリハリプラン） 50GB 
無限制觀看特定影片、
社群媒體（使用之流量
不計入50GB） 

月租費8,480日圓（約新臺幣2,326元） 

※此資費為4G資費方案+每月加繳5G基本費1,000日圓 

※2020/8/31前申請加入5G可免繳2年5G基本費，另搭
配換約/變更機種折扣、家庭折扣及SoftBank光纖組合
折扣後，最低可享月租費3,480日圓（約新臺幣955元） 

※若使用流量未滿2GB (含無限制觀看特定影片、社群
媒體之流量)，可再扣除1,500日圓，故搭配各項折扣後
最低可享月租費1,980日圓（約新臺幣543元） 

NTT 
docomo 

5G Gigalite（5Gギガライト） 1-7GB - 

月租費3,150-6,150日圓（約新臺幣864-1,687元） 

※搭配d card折扣、家庭折扣及docomo光纖組合折扣
等各項折扣後，最低可享月租費1,980-3,980日圓（約
新臺幣543-1,092元） 

5G Gigaho（5Gギガホ） 100GB - 

月租費7,650日圓（約新臺幣2,098元） 

※搭配申辦折扣、d card折扣、家庭折扣及docomo光
纖組合折扣等各項折扣後，最低可享前6個月月租費
4,480日圓（約新臺幣1,229元） 

註：d card為NTT docomo發行之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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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6G發展概況 

國家 政府動態 目標 相關研究機構、組織 

芬蘭 

 芬蘭奧盧大學主導的「6Genesi」計畫為芬蘭政
府資助的國家級研究計畫，未來8年將獲超過2.5
億歐元(約2.91億美元)的資金。 

 2019年9月，奧盧大學出版「6G白皮書」，提
出目前6G技術的主要驅動因素及研究挑戰等。 

2030年投入商用 
 奧盧大學及政府所屬機構

合作 

日本 
 預計於6月前匯總6G的性能目標和政策支持等綜

合戰略，並透過政府預算等推動相關技術開發。 
2030年前後實現
6G技術 

 設立官民研究會，結合學
校、企業及政府資源 

韓國 

 韓國政府於2019年7月舉行中長期6G研發項目
公聽會； 

 另外政府和私營部門計劃從2021年開始認真實
施6G研究與開發，投入研究總額為9760億韓元 
 

2028年投入商用 

 韓國通訊學會成立6G論壇 
 LG電子與KAIST合作設立

研究中心 
 三星電子亦設立6G研究中

心 
 KT與首爾國立大學合作開

發6G通訊和自動駕駛 

中國 

 中國於2019年宣布成立國家6G技術研發推進工
作組和總體專家組，其中推進工作組主要職責為
推動6G技術研發工作實施； 

 總體專家組則主要負責提出6G技術研究布局建
議與技術論證，為重大決策提供諮詢與建議 

2030年投入商用 

 國家6G技術研發推進工作
組（相關政府部門）和總
體專家組（專家、企業、
學校） 

資料來源:每日頭條，2019。6G研究的Flagship奧盧大學。https://kknews.cc/zh-tw/tech/eyao8xr.html 
科技產業資訊室，2019。6G白皮書勾勒6G發展願景。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166 
日經中文網，2020。日本擬在2030年實現6G。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scienceatechnology/39077-2020-01-19-11-40-23.html 
애플경제，2020。6G, 벌써 경쟁이 시작된다。http://www.applen.or.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56781 
발행일 ，2019。6G포럼 창립총회 "5G 이어 6G 글로벌 주도권 선점"。
https://m.etnews.com/20190422000379?obj=Tzo4OiJzdGRDbGFzcyI6Mjp7czo3OiJyZWZlcmVyIjtOO3M6NzoiZm9yd2FyZCI7czoxMzoid2ViIHRvIG1vYmlsZSI7fQ%3D%3D 
人間福報，2019。大陸科技部 啟動6G研發。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6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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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6G的社會和商業驅力：6G的發展將會比5G更全盤的考量到環境永續性以及將來資料市場需求。 
此外，6G也更加強調由各個社群的參與共同形塑出將來6G發展的需求。 

• 6G的應用情境和新裝置：將來高解析度影像、感測技術、精準定位、穿戴式顯示器、行動機器人、無
人機、專門化處理器和無線通訊等技術，將會創造出新的虛擬和混合式實境服務以及自動化的交通和物
流系統。這些技術將會是未來6G的應用情境。此外，6G白皮書還預測，未來智慧型手機將會被具有延
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 XR）體驗的智慧型眼鏡所取代。 

• 6G的關鍵績效指標：6G白皮書列出了6G所需達成的無線通訊技術指標，例如要達到最高1Tbps的傳輸
速率、10公分至1公尺範圍內的定位精準度、10倍的能源效率等。此外，6G的發展也應該符合例如安
全性、開源（open source）、對環境發展的永續性等其他方面的指標。 

• 無線傳輸的技術挑戰：在傳輸技術方面，由於6G要提供1Tbps的傳輸速率，與5G（10Gbps）相比，
6G傳輸速率將會是5G的100倍。因此，要達成如此高的傳輸速率便需要利用到THz頻段。 
同時，6G還需要運用更先進的調變技術，才能承載如此高頻高速的資料傳輸。 

• 6G的隱私保護和資料安全性：由於物聯網技術將產生各式各樣的使用者資料，而對於這些隱私資料應
該建立起明確的使用規則才能保護使用者的穩私。而在安全性方面，6G白皮書指出，6G應以物理層的
加密來保護資料的安全性，例如應用量子密鑰分發（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QKD）、無線電指紋
（RF fingerprinting）等新的加密技術。 

• 6G將會是一套全面性的服務架構：6G的發展在於資料傳輸的技術，亦包含邊緣運算、精準定位、感測、
安全性和隱私等所有未來新服務所需的技術規劃。 

• 6G將打破現有電信市場的生態體系。因資料經濟興起，6G時代預計會有新的通訊服務業者出現，並打
破現有電信市場的生態體系。同時，未來6G將趨向更小的範圍及更高的頻率，以及加強室內網路的使
用、促進城市與室內空間的網路共用，此特性將促使「本地業者（Local Operator）」模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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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白皮書重點摘要 

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2019。6G白皮書勾勒6G發展願景。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166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Oulo-6G Flagship, 2019. Key Drivers and Research Challenges for 6G Ubiquitous Wireless Intelligence. 
http://jultika.oulu.fi/files/isbn9789526223544.pdf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166
http://jultika.oulu.fi/files/isbn97895262235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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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無線電視新一代標準ATSC3.0獲ITU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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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採納ATSC3.0作為未來數位無線電視推薦標準 

•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於2020年1月已同意採納
ATSC3.0作為未來數位無線廣播電視推薦標準。 

•該標準由美國先進電視系統委員會（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 ATSC）負責制定
與推動，目前包括美國和韓國等地無線電視業者已採納該標準，並將應用於未來4K、8K等超高
畫質節目播送服務。 

•本次在取得ITU的支持下，ATSC也將持續與ITU合作，提出ITU核准的數位廣播電視標準推薦手
冊，以協助各國政府與相關從業人員能更了解如何從既有數位廣播電視轉換至ATSC3.0標準。 

韓國無線電促進協會在濟州島建置ATSC 3.0測試平臺，計劃於2020

年對外開放測試使用 

•韓國無線電促進協會（Korea Radio Promotion Association, RAPA）日前已獲韓國通訊傳播委
員會（Korean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批准，於濟州島建置新一代數位廣播電視
標準ATSC 3.0測試平臺，並將於2020年底前開放供國際廣播電視業者、電信業者和設備商等測
試使用。 

•該協會目標在於提供世界級的開放測試平臺，以驗證次世代電視服務模式（NextGen TV Service 

Models），包括測試ATSC 3.0設備的互運性（Interoperability），以驗證新一代技術標準，協助
ATSC 3.0生態系統發展。 



美國頻道授權費爭議與相關法令政策研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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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於2019年面臨嚴重的授權費爭議與頻道斷訊問題 

• 根據美國電視聯盟（American Television Alliance）的統計數據，

2019年已成為歷史上美國電視頻道斷訊最頻繁的一年，截至該年9月

底，有高達276個頻道受影響，且預估到2019年底整體將會有超過

300個頻道有斷訊問題，比2018年的165個頻道斷訊，增加近兩倍（

如下表）。 

年度 頻道斷訊的數量 
2019 276 
2018 165 
2017 213 
2016 104 
2015 193 
2014 94 
2013 119 
2012 90 
2011 42 
2010 8 

註：2019年的數字僅統計至2019年9月27日為止。 
資料來源：American Television Alliance；轉引自Mike Farrell, 2019. Is the Retrans Cash Cow Running Low? 
https://reurl.cc/M7Y96X 



美國頻道授權費爭議與相關法令政策研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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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頻道斷訊問題，美國眾議院（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於2019年12月10

日通過《電視觀眾保護法案（Television 

Viewer Protection Act, TVPA） 

• 法案目的旨於修訂《1934年通訊法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並新增
法律條文來要求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
間均應遵守誠信協商（Negotiate in Good 

Faith）之義務。 

• 除此之外，新法案亦要求有線電視等系統經
營者應遵守電子消費帳單透明化等原則，來
保護電視觀眾權利。 

• 該法案於2019年12月10日經美國眾議院表決
通過後，已再送參議院，若通過即會再交由
美國總統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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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對於業者是否遵守誠信協商之義務，依據聯邦法規 47 U.S.C. § 

325(b)(3)(C)最早於2000年即頒布《誠信規則（Good Faith Order）》，依據兩大步驟來檢視
業者是否遵守誠信協商行為，以做出仲裁。 

依據聯邦法規（47 CFR § 76.65）
誠信協商之九大標準來檢視業
者行為，若業者違反任一標準，
即違反誠信協商之義務。 

九大標準包括： 

1. 任一方業者拒絕就再傳輸協議（Retransmission 

Consent）進行協商； 

2. 任一方業者拒絕推派代表進行協商； 

3. 任一方業者拒絕在合理的時間和地點下辦理協
商會議，或以不合理的方式拖延協議進行； 

4. 進行協商之業者拒絕提出兩個以上的協商提案； 

5. 進行協商之業者未能回應另一方的協商提案，
包括未提出拒絕此協商提案的原因或理由； 

6. 取得再傳輸協議之前，進行協商之兩造業者不
得各自與其他任何業者簽訂再傳輸協議； 

7. 進行協商之業者拒絕履行已簽署之再傳輸協議； 

8. 於同一市場下的無線廣播電視經營者（包含兩
個或兩個以上）若聯合向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
平臺（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 MVPD）進行再傳輸協議協商，需
依照主管機關FCC訂定的法制規定下進行； 

9. 對於無線廣播電視臺與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平
臺之再傳輸協議，須遵守其他聯邦法規與FCC

訂定之規定。 

根據上述標準，無線廣播電視
臺或MVPD得向FCC提交事證
（present facts），說明上述九
大標準以外無法達到誠信協商
的原因。 

除此之外，未能達成協議之業者，亦可向FCC

進行申訴，以對未依法遵守誠信協商之業者進
行投訴。FCC將再依上述兩大步驟，依業者申
訴來提出仲裁。 



菲律賓總統向菲律賓最大廣播電視網ABS-
CBN提起訴訟，以試圖撤銷其經營權 

菲律賓總統Rodrigo Duterte向該國第一大廣播電視網（Television Network）
ABS-CBN（全稱為Alto Broadcasting System-Chronicle Broadcasting 

Network）提起訴訟，試圖撤銷其特許經營權，以關閉ABS-CBN。此舉引發
部分民眾反彈，更引起學者和民眾的抗議活動。 

最早在2016年Rodrigo Duterte擔任總統以來，即因為ABS-CBN拒播其競選廣
告（但遭ABS-CBN電視網否認）而揚言提告。對此ABS-CBN發布聲明回應，
該公司遵守相關法律，且已為其業務營運獲得所有必要的監管批准，因此這
些指控毫無根據。ABS-CBN現有特許經營執照預計在2020年3月30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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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Rodrigo Duterte要求關閉ABS-CBN電視網一事，菲律

賓全國記者聯盟（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of the 

Philippines, NUJP）發布聲明譴責政府的獨裁手段，表示此

舉為利用權力關閉廣播電視網，不應侵害憲法保障之新聞

自由、言論自由及公眾知情權。菲律賓學者與民眾亦發起

抗議活動，反對總統的獨裁行為。 



日本與南韓提出假訊息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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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聞協會（日本新聞協会）於1月20日向總務省遞交意見書，要求除了新聞
媒體機構，經營搜尋引擎和社群媒體的平臺業者應針對假訊息議題採取自主措施。 

•日本新聞協會提醒，政府對於假訊息問題的因應政策雖決議將鼓勵民間機構建立
自主對策，並進一步制定行為準則、報告應對情形等，但為避免損害言論自由，
政府的干預應謹慎。 

日本新聞協會提出假訊息對策意見，要求平臺業者亦應採取自主措施 

•韓國忠清北道政府將從其公關室所屬的3個小組中選任19名成員組成「假訊息專
責小組」。 

• 負責監視社群媒體與入口網站等，以管制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假訊息問題。專
責小組一旦發現假訊息，將透過Facebook與Twitter等社群媒體澄清假訊息，同時
不僅處罰原始散布者，明知且故意散布假訊息者亦一併罰之。 

韓國忠清北道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假訊息肆虐成立「假訊息專責小組」 



各國針對OTT服務監理概況與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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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調公司Ovum在2020年1月公布最新全
球OTT監理追蹤報告。 

• 此調查所關注之OTT服務定義涵蓋廣義
OTT類型。 

• 目前全球針對OTT產業的監理議題
（Topic），多數國家主要著重在稅收議
題（19個國家）、12個國家關注資料保
護與數據處理等議題、11個國家有研討
OTT執照制度（Licensing）、6個國家針
對網路封鎖（Blocking）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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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13 

Proposal, 9 

Regulation, 35 

Self-regulation, 

3 

Investigation, 6 

Ruling, 4 Review, 2 

Request, 1 Approval, 1 

而在監理的類型（Type）上，有35個
國家提出相關監理（Regulation）措
施、13個國家設立罰款措施、9個國
家初步提出相關監理提案或研討措
施、並有6個國家啟動相關調查。 

資料來源：Ovum, 2020. OTT Regulation Tracker: 2H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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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成為英國網路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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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ommittee, DCMS）於2020年2月12日宣
布擴大媒體監管機關英國通訊傳播管理
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
的權力，Ofcom將成為英國首個負責監
管社群媒體線上傷害議題的專責主管機
關（Online Harms Regulator）。 

• 未來，Ofcom將在網際網路執法義務下
發揮關鍵作用，以保護網路使用者免於
受到有害、非法恐怖主義及虐待孩童等
內容傷害。 

• 對於此項變革，英國政府認為儘管
Ofcom的職權範圍可能尚需一段時間方
可到位，但可望為Ofcom監管範疇帶來
全面性的影響，但有部分政府官員認為
監管機關須採取有力的做法，並透過強
硬的制裁手段才得以實施變革。 



馬來西亞2020年開始對境外數位服務徵收數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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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自2020年開始對境外數位服務消費加收6%數位稅 

• 馬來西亞自2020年1月1日起將開始實施新數位稅制度，包括各類線上應用程式、音樂、影
音、廣告、遊戲等境外數位服務業者，均須繳納6%數位稅。 

• 新稅制度自2019年訂定公告，並於新年度開始施行，預估將影響Google、Facebook、
Netflix、Spotify等數位服務業者，且包括Facebook、Sony旗下的PlayStation Store等服務已宣
布將6%數位稅規定納入其訂閱服務或收費項目費用。換句話說，未來馬來西亞民眾付費使
用Facebook數位廣告或PlayStation Store訂閱服務時，恐須多支付6%費用。 

• 同樣有實施數位稅的國家還包括澳洲（10%）、挪威（25%）和南韓（10%）。 

歐洲議會持續施壓，關注數位經濟稅的發展 

有鑑於數位經濟稅（to tax the digital economy）議題在各國越演越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2019年10月已啟動國際談
判，邀集會員國共同研討數位經濟之稅收制度。 

而歐盟議會議員（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MEP）亦積極關注數位經濟稅議題發
展，並於12月18日以479票贊成票通過決議，若OECD無法如期於2020年前達成國際協議，歐盟
為確保歐洲單一市場之平穩運行，仍將依照歐盟執委會之決議，對數位服務業者課徵稅收，以
要求企業合理繳稅，並將稅收所得公平運用於所有歐盟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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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發布2018-2023年網路白皮書 

裝置與連結方面 

• 預測至2023年全球網路使用者總數將達53億人，占全球人口66%。 

• 人均網路設備數量將從2018年2.4個上升至3.6個，全球網路設備將達293億個。 

• 機器對機器（M2M）的連結占全球連網設備和連網數比例也將從33%上升至50%。 

• 在設備和連網總數中，消費者與商用市場將各占74%與26%。 

• 在物聯網應用方面，連網家庭應用將占多數，占M2M連結的48%，成長最快的類別則
是連網汽車，年複合成長率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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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設備方面 

• 全球行動裝置將從2018年的88億支成長到2023年的131億支，5G將占全球行動裝置和
連接的10%以上，支援5G的手機為14億支。 

網路效能方面（下載速度） 

• 固網速度將從2018年的45.9Mbps提升至2023年110.4Mbps，行動網路平均速度將從
13.2Mbps提升至43.9Mbps，5G平均連接速度將達到575Mbps，為行動網路速度的13倍。 

內容涵蓋固網、Wi-Fi、行動網路（3G/4G/5G），並對網路使用者、
裝置與連結的成長、網路效能表現與未來新應用的需求進行量化預測。 

行動應用程式與其他方面 

• 2023年全球將下載2,991億個行動應用程式，社群媒體、遊戲和商業應用程式將是最受
歡迎的下載內容。 

• Wi-Fi 6熱點在2020至2023年間將成長13倍，占所有公共Wi-Fi熱點的11%。 



6,500萬 

英鎊 

•3,000萬英鎊 

•用於「5G Create」

競標計畫 

•3,500萬英鎊 

•用於9個農村及工

業5G競標計畫 

英國政府提供6,500萬英鎊的新計畫，投入5G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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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5G如何為電

影、電視、影音

遊戲、物流與旅

遊等產業創造新

的機會。 

• 約 3,000 萬英鎊 用

於RCC 7個5G研

發計畫。 

• 超過500萬英鎊用

於2個工業計畫。 

54% 46% 

6,500萬英鎊 

 農村互連社區測試平臺計畫（RCC）之宗旨：透過5G試驗有助於建立
新的農村創新生態系，推動農村經濟成長，並提供成本更低的公共服
務。透過RCC計畫測試的應用案例將幫助證明各種經濟部門和農村地
區對5G技術的需求。這將有助於建立投資農村連接性的商業案例。 

 作為英國5GTT計畫的一部分，DCMS設計新的農村互聯社區（RCC）
計畫，旨在透過以下方式建立農村行動連接（包括5G）的商業案例： 

• 識別和測試以需求為導向的覆蓋模式 

• 測試一系列創新技術解決方案和商業方法 

• 透過新的5G應用案例來建立和證明需求 



英國9個農村及工業5G競標計畫內容 

 6,500萬英鎊 

• 3,000萬英鎊： 

「5G Create」公開競標。探索

5G如何為電影、電視、影音遊
戲、物流與旅遊等產業創造新
的機遇。 

 

• 3,500萬英鎊： 

全國9個農村及工業5G競標項

目。 

類別 項目名稱 資金 內容 

農村
互連
社區
測試
平臺
計畫 
（ＲＣＣ） 

1 
Mobile Access North 

Yorkshire（MANY） 
£4,431,677 

 透過開發農村地區的新技術、應用程式與服務支持該地區農村連接
的未來發展。 

 將在沒有行動覆蓋的地區建立小型行動電話網路。 

2 West Mercia Rural 5G £3,285,705 

 探索在農村地區規劃、建設、運作5G網路時有關基礎設施方面的挑
戰。並探討5G如何增強服務以造福居民，以及研究5G在醫療保健方
面的應用。 

3 5G Connected Forest £4,975,948 

 以雪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為中心，探索5G應用在保護森林
及環境方面的發展潛力，以及增加遊客對森林和周邊地區的體驗。
發展AR、VR體驗及研究商業模式。 

4 
Multi Operator Neutral 

Host（MONeH） 
£2,359,762 

 展示如何使用多營運商中立主機的行動網路來提供多個用戶群，為
農村地區的客戶群提供服務。 

5 5G RuralDorset £4,335,000 

沿海公共服務：使用5G增強沿海地區的安全，側重於事件預防。透
過地面與衛星連接，旨在追蹤關鍵設備並試點進階搜索與救援技術。

農業技術：將試驗領先的農業技術，以追蹤作物生長、監控家畜、
減少水污染。 

商業連接：探索新的5G服務，包含旅遊、教育、安全的潛在商業用
途。 

 5G創新中心：開發多塞特（Dorset）創新園區，使現有企業和新創
企業可測試與開發5G產品和服務。 

6 5G New Thinking £5,000,000  透過頻譜共用提供農村連接。 

7 

Connected Communities 

in the Rural Economy

（CoCoRE） 

£5,000,000 

 以沉浸式旅遊和農業安全等領域作為農村經濟的關鍵創新項目，並
利用AI、IoT及網路安全等相關技術作為創新平臺的一部分。探索使
用5G技術發展新興產業的創新方法，以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工業
計畫 

8 
5G Enabled 

Manufacture（5GEM） 
£1,942,275  在製造業中使用5G連接機器，提供即時反饋、控制、分析等。 

9 5G ENCODE £3,822,760 
 將研究製造業行動網路的新業務模式與關鍵的工業5G案例，以提高

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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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國家

戰略 

產業 

推動 

教育 

行政 

工作 

革新 

提升AI競爭力 

• 希望於2030年前，將數位競爭力

從2019年的第10名提升至第3名 

全面活用AI 

• 期望智慧經濟效益可從2022年的

126兆韓元，於2030年成長至455

兆韓元 

與AI共存 

• 計劃將生活水準從2019年的世界

第30名，於2030年進步至第10名 

AI國家戰略目標 

https://m.yna.co.kr/view/GYH20191217000700044 

晉升「AI強國」，期望至2030年創建100個經濟計
畫 

https://m.yna.co.kr/view/GYH201912170007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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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korea.kr/news/top50View.do?newsId=14886762

1&cateId=subject 

分類 主要內容 

製造
業 

AI智慧工廠普及化（2030年
達到2,000座），並建立各產
業數據平臺 

中小
企業 

建立工商業者數據分析及使
用平臺 

生物
醫療 

建立藥品開發平臺 (2021)，
支 援 主 要 醫 院 之 醫 療 數 據
(2020年達到5家)，並打造AI

醫療機器臨床檢驗樣本數據
及審查機制(2021) 

智慧
城市、
物流 

建 立 智 慧 城 市 數 據 中 心
(2020)，並開發自動駕駛大
眾運輸技術(2021) 

農漁
業 

打造智慧農場 (2022)及智慧
養殖試驗場域(2022) 

文化
產業 

開 發 智 慧 型 角 色 製 作 技 術
(2021) 

國防 
打造智慧國防數據平臺並開
發支援指揮體制之技術(2020) 

打造領先世界

的AI生態系 

加強基礎設施 

打造AI園區 

戰略性的技術開發 

加強半導體技術研

發 

果斷的規章革新 

制定 

《綜合監管藍圖》 

培育新創企業 

將籌募「AI投資基

金」，並舉辦「AI

奧運會」 

成為最靈活運

用AI的國家 

人才培育及國民教育 

建立AI教育系統，

擴大AI研究課程 

產業導入AI化 

轉型數位政府 

展現以「人」

為主的AI 

打造工作安全網 

建立跨部會管理機

制 

防止負面影響 

研擬AI道德規範 

超越IT強國，晉身AI強國！ 

數位競爭力世界
第3 

智慧經濟效益上
看455兆韓元 

生活水準世界 

第10 

各產業之AI應用 

韓國政府宣布AI國家戰略2/2 

策略 

方向 

推動 

項目 

http://korea.kr/news/top50View.do?newsId=148867621&cateId=subject
http://korea.kr/news/top50View.do?newsId=148867621&cateId=subject
http://korea.kr/news/top50View.do?newsId=148867621&cateId=subject


歐盟寬頻地圖–彌補數位鴻溝的多功能可視化工具 

• 歐盟推出寬頻地圖入口網站，其互動式地
圖不僅使用戶可瀏覽歐盟以及特定地區的
寬頻覆涵蓋範圍、速度與技術，用戶亦可
檢視與社會經濟因素（例如GDP、人口密
度）之間的相關性。 

• 該入口網站是政府機關尋求縮小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的重要工具，數位落差
會使公民、企業、社區處於不利地位，尤
其農村地區。 

• 地圖中若呈現白點或白色區域，是指該區
域會員國無提供該類資料或目前尚不存在
次 世 代 接 取 （ Next Generation Access, 

NGA）網路，並且不太可能在未來3年內
由私人投資者建立的區域。 

• 成員國要優先考慮採取行動將這些地區的
連結性提高，以實現千兆社會（Gigabit 

Society）的目標，即確保到2025年所有公
民都能享有最低100 Mbps的接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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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roadband-mapping.eu 



5G遠端自動模型船成功航行 

• 韓國SK Telecom與三星重工公司於巨濟造船廠近海，以5G網路遠端遙控模型船
成功試航。此次試航為三星重工公司應用巨濟造船廠架設的5G網路，從距離朝
鮮海約250公里的大田遠端控制中心進行遙控。透過此技術，只須遠端輸入目
的地，模型船便會自動辨識並避開障礙物，行駛至目的地，亦可遠端遙控船隻。 

• 模型船Easy Go由三星重工公司開發的自動航行測試船，搭載5個高性能攝影鏡
頭、以5G為基礎的雷射雷達感測技術、採用SK Telecom影像控制技術「T Live 

Caster」及IoT等，並以電池電力為動力，進行遠端遙控及自動航行。 

各國5G運輸類應用案例 

挪威5G自動駕駛渡輪試航成功 

• Ericsson、挪威電信公司Telia與挪威科技大學（NTNU）共同合作，打造名為
MilliAmpère自動駕駛的小型連網渡輪，並成功在挪威特隆赫姆試航，運送乘客。 

• MilliAmpère搭載可紀錄周邊環境與船上控制系統的感測器，運用5G向控制中
心傳輸大量感測器所產生的資料，以支援自動駕駛客輪。透過運用Ericsson的
5G無線和高階軟體，可達到200 Mbps以上的上傳速度和1 Gbps以上的下載速度。 

• 運用人工智慧（AI）技術對數據進行分析後，可使渡輪找到行進路線並避開障
礙，以及測量碼頭距離以便渡輪可安全靠岸。 

英國維珍鐵路公司進行5G支持的Wi-Fi（5G Powered Wi-Fi）試驗 

• 英國維珍鐵路（Virgin Trains）公司宣布針對英國西海岸主幹線進行5G支持的
Wi-Fi試驗計畫，並稱此為首次使用該技術的鐵路業者。當該技術可商業應用
時，預計可提供火車上的乘客使用相當於現今10倍速的Wi-Fi服務，惟該公司
指出，此試驗仍屬於開發的早期階段，尚未提出可供乘客使用的時間表。 

• 該試驗計畫已於2019年11月進行測試，由Vodafone提供5G網路連結及McLaren 

Applied提供遙測與控制技術。 50 

韓國5G遠端自動模型船成功航行 

挪威5G自動駕駛渡輪試航成功 

英國維珍鐵路公司進行5G支持的Wi-Fi（5G Powered Wi-Fi）試驗 



美國電信商Verizon與Walt Disney影業集團合作測試
5G現場直播 

• 美國電信公司Verizon與Walt Disney影業集團合作，
在洛杉磯舉行的《星際大戰：天行者的崛起》全
球首映會中探索5G現場娛樂體驗。 

• Verizon的5G網路在首映會進行兩種情境展示： 

1.在現場直播走紅毯的過程中，Disney公司的攝
影機與Verizon 5G網路設備相連，攝影機透過5G

網路將高解析度的影像傳送到轉播車，Disney

的製片將走紅地毯的關鍵時刻整合到直播中。 

2.透過Verizon 5G網路與動態捕捉技術，創造虛擬
星際大戰士兵在首映會晚會進行展示。士兵從
LED牆出現，實際由Verizon Media 5G實驗室
的演員，以數位化方式呈現在螢幕上，現場參
與者可與這些虛擬士兵互動。 

各國5G娛樂類應用案例 

新加坡電信商M1與華為合作，將在妝藝遊
行中展示5G功能 

• 新加坡電信商M1與華為於1月31日和2

月 1 日 新 加 坡 的 妝 藝 遊 行 （ Chingay 

Parade）共同合作，應用先進的5G獨立
（5G SA）網路技術。 

• M1和華為在遊行中增添獨特的技術元
素，佈署其5G SA網路基礎架構和先進
的設備，增強整體遊行體驗。其中包括
佈署空拍機（Camera Drone）以捕捉遊
行主要亮點之一---「世界上最長的舞龍」
的鏡頭，並運用擴增實境（AR）效果，
傳輸到即時網路播送，供觀眾線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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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信商Verizon與Walt Disney影業集團
合作測試5G現場直播 

新加坡電信商M1與華為合作，將在妝藝
遊行（Chingay Parade）中展示5G功能 



各國5G其他類應用案例 

WEF年會中Ericsson展示5G雲端ABB機器人 

• Ericsson與5G策略夥伴ABB及瑞士電信（Swisscom）攜手合作，在瑞士達沃斯
（Davos）世界經濟論壇中向全球政治商業領袖強調工業4.0解決方案之價值。 

• 5G機器人分別在場館的會議廳和報到廳兩處進行展示，內容包括兩個採用
Swisscom Ericsson 5G即時網路連結雲端的ABB機器人，展現人機協作與5G即
時通訊功能的可控距離；以及來賓在展示臺上撰寫文字與姓名，第2臺機器人
在1.5公里外撰寫相同文字。 

• 在論壇中展示5G運用於智慧製造，將在未來幾年內改變產業和企業，目的在呈
現5G取代傳統有線工業設置的能力，並強化人機協作在智慧製造中扮演的角
色。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技術在製造業支持更好的場域營運設計，並改
善生命週期管理與整體設備效率。 

中國電信與中興通訊完成5G遠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斷 

• 中興通訊與中國電信四川分公司使用5G技術完成中國大陸首例5G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遠距診斷（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和成都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進行）。
中興通訊使用其用戶終端設備佈建室外5G信號及室內覆蓋點開通5G服務。 

• 在1月25日完成5G室內基站並啟動互連，使華西醫院遠距診療會議室首次與遠
距診療系統連接。 

• 1月26日中興通訊完成遠距診療系統另一核心－5G室內分配系統之建置、優化、
測速並啟用。5G網路啟用後，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華西醫院與成都市公共
衛生臨床醫療中心即展開遠距視訊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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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年會中Ericsson展示5G雲端ABB機器人 

中國電信與中興通訊完成5G遠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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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y/url?sa=i&url=https://www.rcrwireless.com/20200312/5g/zte-works-partners-deploy-5g-based-apps-help-combat-covid-19&psig=AOvVaw0Y5CPT1Y8naTJSZX1U02ra&ust=1584373504096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MCS1LPpnOgCFQAAAAAdAAAA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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