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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本期推薦

1. 【國際：跨國】ITU 指出三個關鍵創新領域於新冠疫情期間發揮助益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ITU 指出，資通訊科技及其他科學技術益增應用於對抗及遏制新冠肺
炎的全球擴散，以下臚列本次疫情中發揮助益的三個創新關鍵領域。
⚫ 呼吸設備（Breathing Equipment）
：呼吸器對於治療新冠肺炎患者呼吸
窘迫至關重要。義大利倫巴底大區的報告顯示，近半數病患透過連續性
正呼吸道壓力（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儀器給氧得
免於侵入性治療。而正當全球面臨「呼吸儀器荒」
，Mercedes 公司旗下
F1 賽車團隊與倫敦大學學院及其附設醫院合作，設計並生產一款 CPAP
呼吸儀器，相較於早期機型，該儀器經測試後目前已可減少耗氧量達百
分之 70，而 Mercedes 公司亦已開放儀器製造授權以幫助需求所在地提
升呼吸器產能。
⚫ 追蹤接觸者（Contact Tracing）：病毒傳播路徑的追蹤，已被認定能有
效遏制傳染病的擴散。2020 年 4 月上旬，Apple 及 Google 公司宣布投
入合作計畫，運用手機短距離藍牙網路訊號（Bluetooth-based Networking
Signals）技術追蹤病毒擴散。在跨國合作方面，列支敦斯登攜手瑞士醫
療科技公司 Ava，展開一項透過生物識別 Ava 手環即時追蹤潛在病例，
以建立「早期預警系統」預防疫情擴散的公衛計畫；此外，泛歐洲保障
隱私接觸追蹤（Pan-European Privacy-Preserving Proximity Tracing, PEPPPT）亦將藉由藍牙、機器學習與 AI 技術，開發適用於一般資料保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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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應用程式（App）對抗
疫情。
⚫ 病患照護（Patient Care）
：伴隨疫情升溫，世界各地的醫療系統普遍面
臨嚴峻挑戰。值此之際，中國大陸及義大利等國已展開佈署遙控機器人，
於防疫期間幫助醫護人員執行病毒採檢、為病患遞送物資等。此外，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Computer Science and AI
Laboratory, CSAIL）亦透過無線裝置 Emerald 遠距監測病患呼吸速率、
睡眠模式和運動，運用演算法分析健康相關數據以利醫護人員追蹤病況。

關鍵字：COVID-19、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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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跨國】6G 驅動因素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白皮書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6G 通信系統商業化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皆訂於 2030 年達標，其中預期 6G 通訊可促進全球發展、生
產力增長，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並帶來多面向的社會轉型；SDGs 則構思未來
理想世界的機遇和挑戰，涵括終結貧窮、性別平權、氣候變遷與智慧城市等
廣泛主題。但目前缺乏 6G 發展及達成 SDGs 間是否存在能相互增強關係的
研究，故白皮書將從 6G 發展願景的基礎上，檢視大趨勢（Megatrend）與行
動通訊、SDGs 及現有各類指標間關聯的現行活動，希望提出 6G 與 SDGs
間的「新連結」。
白皮書將驅動 6G 新指標，指導 6G 系統研究，其提出 6G 與 SDGs 間的
「新連結」將建立在 6G 的三重角色上：
⚫ 提供服務以幫助、引導和支持社區及國家達成 SDGs。
⚫ 啟 用 數 據 收 集 測 量 工 具 以 反 映 具 有 超 地 方 繁 簡 程 度 （ Hyperlocal
Granularity）的指標。
⚫ 基於 6G 技術的新生態系統之增強者，與根據 SDGs 開發的 6G 網路將
結合 2030 年未來行動通訊技術。
關鍵字：6G、聯合國、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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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洲：歐盟】歐盟執委會（EC）擬徵收數位稅以支持疫情後歐盟產業
復甦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國別：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對歐洲產業帶來的影響，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EC）於 5 月 27 日宣布預算高達 7,500 億歐元的產
業振興計畫，並同時表示將考慮在歐洲實施數位稅（Digital Services Tax）
或碳排放稅，以支付巨額的產業復甦資金。
歐盟執委會指出，若對營業額超過 7.5 億歐元的公司徵收數位稅，預計
每 年 可 為 歐 盟 帶 來 13 億 歐 元 的 收 益 。 目 前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正領導
各國代表探討此議題，並預期在 10 月達成協議。歐盟執委會表示，若 OECD
未達成協議，歐盟準備自行採取行動。
去年歐盟曾提出歐洲範圍內的數位稅計畫，卻遭到愛爾蘭、芬蘭和瑞典
等國的反對，嗣後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奧地利則宣布研擬自己國內的數
位稅。歐盟經濟委員保羅·根蒂羅尼（Paolo Gentiloni）對此表示，新型冠狀
病毒引發的經濟困難，可能是說服某些國家支持數位稅的原因之一。
關鍵字：數位稅、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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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洲：美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委員提議放寬廣電媒體所
有權規則，並允許提供網際網路服務
洲別：美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於

5 月 18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委員會將於今年 6 月針對廣電媒體所有權管理
規則（Broadcast Ownership Rules）修正案進行投票，期能放寬廣電媒體業
者的經營範圍，允許其利用既有頻譜資源佈建廣電網際網路服務（Broadcast
Internet Services）
。
FCC 委員 Brendan Carr 提案時指出，隨著 5G 與互聯網等創新應用發
展逐步到位，廣電媒體得利用新一代數位無線電視標準 ATSC 3.0 提供高達
25Mbps 傳輸速率的網際網路服務，並在未來的自駕車、IoT、智慧農業和遠
距醫療等多元領域扮演重要角色。而為突破既有法規限制，Brendan Carr 希
望透過此次提案放寬既有規定，以允許廣電媒體業者利用既有頻譜資源提
供網際網路服務，並加速廣電媒體匯流成為通訊產業的一環。
此次提案，FCC 將於 6 月份公開會議表決以下兩大項目：
⚫

既有 FCC 廣電媒體所有權管理規則（Broadcast Ownership Rules）僅
適用於規範既有廣電媒體業務，而不限於新興廣電網際網路服務業務，
以提高廣電網際網路服務之市場競爭力和經營範圍。

⚫

FCC 將針對此次修正案尋求公眾諮詢，以研擬是否將進一步修訂現有
規定，以鼓勵廣電媒體業者佈建廣電網際網路服務。

關鍵字：無線電視、廣電媒體、網際網路服務、匯流、媒體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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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歐洲：跨國】歐盟執委會（EC）發布指南，以確保歐盟境內疫情追蹤
與警告應用程式之互通性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發布與成員國達成共識的新指
南，確保歐盟國家在新冠病毒（COVID-19）追蹤應用程式進行合作，以利
跨境之互通性。
依據新指南的規定，該追蹤應用程式必須具備自願、透明、暫時、網路
安全，以及使用去識別化數據等原則；其採用藍牙技術，並需獲得國家衛生
當局的批准，以及具備跨境與跨系統之互通性。新指南規定應用程式相互通
信的最低要求，確保個別用戶在歐洲任何地方與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的用
戶接近時，都可以收到警報通知。
EC 表示互通性至關重要，民眾自願使用國家追蹤應用程式，將有助於
歐盟逐步取消內部的邊境管制與恢復自由行動。
關鍵字：Apps、EC、COVID-19、疫情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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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歐洲：跨國】歐盟啟動 5,600 萬歐元的計畫，用於醫療技術、數位工
具和人工智慧的解決方案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創新應用

歐盟宣布一項預算 5,600 萬歐元的新計畫，旨在快速運用新的醫療科技、
數位工具和人工智慧的解決方案，以增強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應對能力、提高
康復力，並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做更好的準備。
該計畫屬於歐盟科研架構計畫（Call for Expression of Interest）的一部分，
從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
「地平線 2020 （Horizon 2020）」
支應 1.22 億的預算，來應對新冠病毒的緊急行動，如確保重要的醫療用品
與設備供應無虞，以及研究疫情對行為、社會與經濟上的影響。
資通訊網路暨科技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目前支持各種先進技術發展以應對新冠病毒，其中
包含微/奈米/網路物理系統（Micro/Nano/Cyber-Physical Systems）
、生物光電
（Bio-Photonics）
、石墨烯（Graphene）或相關物質，以及智慧醫療、遠距醫
療（Telemedicine）與數位解決方案，此外也包含在保健機器人數位創新中
心（Digital Innovation Hubs in Healthcare Robotics）執行中的機器人專案。
其他技術包含自動化消毒、透過人工智慧分析大數據以追蹤疾病情況與演
變，並製作更好的防護設備，以及病原體檢測過程縮短至幾分鐘。
關鍵字：醫療科技、數位工具、人工智慧、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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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通訊

7. 【國際：跨國】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和 5GAA 將展開智慧運輸系
統設備的蜂巢式車聯網接取層測試活動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5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於 2020 年 1 月發佈 EN 303 613 歐洲標準，
定義在 5GHz 頻段（5855-5925MHz）中使用蜂巢式車聯網（Cellular-Vehicleto-Everything, C-V2X），作為智慧運輸系統（ITS）接取層技術。同時，ETSI
還更新接取層上方的其他高階通訊協定，於 ETSI TR 101 607 技術報告中更
進一步支援所有合作式智慧運輸系統（Cooperativ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C-ITS）場域納入 LTE-V2X 技術。
ETSI 和 5GAA 亦計劃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31 日舉辦第二屆蜂巢式
車聯網互通性測試（Plugtests）活動。此活動將採遠端方式進行，透過 ETSI
互操作性和驗證中心（Hub for Interoperability and Validation, HIVE）連接參
與者的實驗室，根據技術規範進行多方測試。
C-V2X 互通性測試將專注於測試 ITS 安全功能，並允許 C-V2X 設備供
應商和公開金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供應商運行測試
連結，並驗證對技術標準的共識。

關鍵字：C-V2X、蜂巢式車聯網、智慧運輸系統、合作式智慧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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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際：跨國】ITU 發布提升農村與偏遠地區寬頻連結之解決方案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ITU 針對農村與偏遠地區寬頻連接涵蓋範圍不足之主要原因，包括資
訊及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基礎設施
的建置成本高、其他支援基礎設施不足與政策議題等，發布研究報告，並提
出解決方案建議。
ITU 根據 2019 年 9 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研討會結果，針對監管機構、政
策決策者提出下列建議：
⚫ 政府應採公私協力方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s）促進與農村
和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基礎設施佈建供需關聯之投資。
⚫ 放寬對社區網路業者的監管要求。
⚫ 應實施與光纖鋪設相關的一次性開挖（Dig Once）政策，以降低佈建成
本。
⚫ 減免稅收與關稅，以鼓勵基礎設施投資。
⚫ 提高開展業務的便利性與透明度。
⚫ 於 服 務 不 足 的 地 區 提 供 互 補 性 接 取 網 路 （ Complementary Access
Network）
。
並向電信業者提出下列建議：
⚫ 將 2G 網路站點升級為 3G 或 4G。
⚫ 透過低成本方案擴展網路範圍並提高網路涵蓋率。
⚫ 使用替代能源為塔臺供電。
⚫ 視小型業者、虛擬網路業者與本地社區網路業者為合作互補關係，而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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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
⚫ 鼓勵並實施基礎設施共用。
⚫ 投資研發以找尋符合農村與偏遠地區成本效益之最後一哩（Last Mile）
解決方案。

關鍵字：寬頻普及、數位落差、偏鄉寬頻

9. 【歐洲：芬蘭】芬蘭交通與通訊部（LVM）公布 5G 頻譜拍賣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4 月 8 日

國別：芬蘭
子分類：政策面

芬蘭交通與通訊部（Liikenne- ja Viestintäministeriö, LVM）於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布 26GHz 頻譜拍賣及修訂無線電頻譜使用與頻率分配計畫法規，
於 4 月 15 日生效，並計劃於 6 月 8 日開始進行頻譜拍賣，電信業者可於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申請參與拍賣。
本次 26GHz 頻譜拍賣預計釋出 25.1-27.5GHz 共 2.4GHz 頻寬作為於芬
蘭大陸地區之國家用途，以 800MHz 為單位區塊，每區塊頻寬拍賣底價為
700 萬歐元。另保留的下半部分頻段 24.25-25.1GHz 共 850MHz 頻寬作為港
口、工業區等區域網路建設。

關鍵字：5G、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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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歐洲：冰島】冰島完成 5G 釋照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國別：冰島
子分類：政策面

冰島郵政電信管理局（Póst- og Fjarskiptastofnun, PFS）於 2019 年底開放
5G 頻率分配諮詢，並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完成 3.6GHz 頻段分配，分別由
Síminn、Nova 及 Sýnar（Vodafone）取得 3,500-3,600MHz 頻段、3,6003,700MHz 頻段及 3,700-3,800MHz 頻段，執照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PFS 表示於該頻段保留之 100MHz 頻寬將於後續分配，而近期則優先追
蹤 5G 網路發展及 5G 服務提供，再依據 PFS 訂定之標準如 2021 年底 5G 服
務須涵蓋 25%人口（至少佈建 30 個行動基地臺），決定業者是否得更新執
照。若電信業者依照 PFS 標準有效率地使用頻譜，預計 2021 年底農村地區
將有 9 個城市可享有 5G 服務。

關鍵字：5G、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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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洲：法國】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ARCEP）針對多重行動網路
計畫徵詢利害關係人意見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ARCEP）於 2020 年 5 月 14 日展開針對電信業者
及法國公私部門等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徵詢，旨在協調法國公私部門協力推
動「多重行動網路計畫（Multi-Network Mobile Plan）」。
「多重行動網路計畫」係指行動網路使用者得藉由同一門號及單一
SIM 卡，透過自動或手動模式於數個行動通訊網路之間切換。多網行動服
務目前仍未普及於法國市場，而 ARCEP 希冀整合法國現有通訊業者提供之
網路服務，盤點公私部門於該行動計畫之相關需求，因而向具有對「人」或
「機器溝通，如機器對機器（Machine to Machine, M2M）」等的特定需求而
須接取多重網路之企業及公部門，以及有意或已提供多重行動網路之電信
業者公開諮詢意見。
目前，僅遊法旅客得於法國境內透過與法國電信業者合作之外國行動
漫遊服務接取多重網路，ARCEP 透過意見徵詢以加速建立具國家認證基礎
之多重網路需求及解決方案，並促進開發僅限於法國電信業者得經營之多
重行動網路計畫。此外，充分釐清利害關係人對於多重行動網路方案之商業
行為以及使用之條件與權限，亦能有效激勵法國電信業者投資行動網路，同
時有助於提升網路服務品質和涵蓋率。
ARCEP 指出，多年來法國對於多重行動網路的需求有增無減，主要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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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接取多重網路的諸多優勢將有助於提升公私部門運作效率，如確保
公共安全及保護企業重要資產與利益、高度彈性的行動通訊、於廣袤地理範
圍間可持續暢通的行動通訊服務，以及將網路中斷所致不良效應降至最
低……等。

關鍵字： ARCEP、多重行動網路計畫、Multi-Network Mobile Plan

12. 【歐洲：瑞典】瑞典將舉行 2.3GHz 與 3.5 GHz 之 5G 頻譜拍賣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國別：瑞典
子分類：政策面

瑞典郵政電信總局（Post-och Telestyrelsen, PTS）預訂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舉行 3.5 GHz 和 2.3 GHz 頻段拍賣。業者最遲應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前提出申請，此外，PTS 亦規劃至遲於 2021 年前完成 24.25-25.1 GHz 頻譜
指配。
本次拍賣於 3.5GHz 頻段（3400-3720MHz）將釋出最多 15 張全國性執
照，其中僅 1 張執照可獲得 40 MHz 頻寬，而其他 14 張執照則獲得 20 MHz
頻寬，共釋出 320 MHz 頻寬。最低競標價格為 1 億瑞典克朗（940 萬歐元）
，
總計 15 億瑞典克朗（1.4 億歐元）。而於 2.3GHz 頻段共釋出 80MHz 頻寬，
共 8 張全國性執照，每張執照的底價為 2,000 萬瑞典克朗（190 萬歐元），
總計 1.6 億瑞典克朗（1,500 萬歐元）。

關鍵字：5G、頻譜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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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洲：英國】全球 4 大領先國的 10 家業者 5G 體驗量化與比較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市場分析機構 Opensignal 研究全球佈建 5G 領先國家澳洲、南韓、美
國、英國的 10 家 5G 業者，比較這 10 家業者的 5G 體驗，發現 5G 速度較
4G 速度快 1.7 倍至 18.4 倍；5G 平均下載速度也有明顯差異，介於 Verizon
的 506.1Mbps 與 T-Mobile US 的 47Mbps 之間。
Verizon 是 10 家業者中唯一完全使用毫米波頻譜的業者，這也是 5G 使
用者觀察到網路極高速的主要原因。另外，5G 最低速的兩家業者 T-Mobile
US 和 AT&T，主要依賴 4G 服務低頻段頻譜的再次定位（Re-Purposed）
，TMobile US 的 600MHz 頻段和 AT&T 的 850MHz 頻段提供 4G 極佳覆蓋範
圍，但較低的容量與平均速度；其他業者如澳洲 Telstra、韓國 SK Telecom、
KT、LG U+等 3 家業者、美國 Sprint 和英國 EE、Vodafone 的 5G 服務則依
賴中頻段頻譜。
雖然這 10 家領先的 5G 業者間平均 5G 速度差異大，不過使用者體驗
5G 下載速度皆比 4G 快，其中 4G 下載速度最快的業者為 SK Telecom，其
5G 下載速度是 4G 的 3.5 倍。
惟速度並非 5G 體驗的唯一重要指標，使用者享受 5G 體驗的時間同等
重要。T-Mobile US 的使用者 5G 連網時間最長，其可用 5G 服務比例為 19.8%，
其次是韓國的 3 家業者，可用性介於 15.4%至 12.6%，韓國亦持續致力於 5G
的普及、提高可用性與快速的體驗。此外，4G 對使用者在整體行動體驗仍
為重要，因 4G 可用性更高，也表示行動產業應加速 5G 的佈建，使更多人
更能頻繁地享受 5G 的好處。
14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20 年 5 月份】
關鍵字：5G、下載速度

14. 【美洲：美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宣布重整 900MHz 頻段供
公共事業與其他行業佈建寬頻使用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規劃
將 900MHz 低頻段頻譜共 6MHz 頻寬用於開發關鍵性無線寬頻技術服務。
前述頻段目前被指定用於窄頻陸地行動無線電通信，主要供地面運輸、公用
事業、製造與石化公司使用，而本次 FCC 以郡（County）為單位釋出 6MHz
頻寬的寬頻執照，並保留 4MHz 頻寬繼續供窄頻使用。重整後可提供現行
窄頻系統無法提供的下一代關鍵應用（Mission-critical Application）
，並滿足
美國關鍵服務行業的新興技術需求。
FCC 在與潛在寬頻持照者、現有窄頻持照者協商後，核可了一份報告
與 命 令 （ Report and Order ）、 一 項 擬 議 修 改 命 令 （ Order of Proposed
Modification）與兩項命令，以調整頻段，建立過渡機制。該等文件包括使
用新釋出之 900MHz 寬頻執照的申請資格、操作及技術規則，此外亦調整
美國鐵路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s）於 900MHz 頻段內現有
的全國性帶狀執照（Nationwide Ribbon License）
，以確保重整頻段不會中斷
鐵路營運並促成鐵路安全升級。FCC 同時宣布解除部分 900MHz 申請禁令，
允許既有持照者申請窄頻重整，以展開重整過渡作業。

關鍵字：FCC、頻段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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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洲：美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決議擴大可用頻段以促進
行動衛星地面站佈建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決議
增加行動衛星地面站（Earth Stations in Motion, ESIM）的可用頻段以提高操
作靈活性，並將行動衛星地面站與非同步軌道衛星間的通訊管理，納入與現
行同步軌道衛星相似的監管框架（包括增加衛星地面站概括授權），期能促
進行動衛星地面站佈建，為船舶、航空及車輛等載具提供連續且一致的寬頻
服務。
此外，FCC 對行動衛星地面站運用非同步軌道衛星時所產生的帶外發射
（Out-of-Band Emissions），是否會干擾使用相鄰頻段的上層微波彈性使用
服務（Upper Microwave Flexible Use Service, UMFUS）展開意見徵詢。

關鍵字：行動衛星地面站、ESIM、上層微波彈性使用服務、UMF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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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亞洲：日本】總務省根據意見徵詢結果，公布「MVNO《電氣通信事
業法》及《電波法》適用關係指導方針（修訂版）」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為進一步促進行動通訊領域的競爭、提供更多樣化且低廉的服務以實現
用戶利益，並確保公平且有效率使用無線電波，總務省從促進虛擬行動網路
業者（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MVNO）加入行動通訊市場的觀
點，制定「MVNO《電氣通信事業法》及《電波法》適用關係指導方針」，
並根據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6 日公開意見徵詢結果（共計 7 份意見）
進行修訂，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布修訂版。
總務省此次修訂要點如下：
1. 電信業者之利益遭受不當損害的情形以及《電氣通信事業法》之相關規
範：
向其他 MNO 申請網路互連之兼營 MNO 及 MVNO 者，可能怠於整備低
收益地區的基地臺，妨礙競爭條件的公平性，致受理互連申請方之其他
MNO 的利益遭受不當損害之情形，該受理互連申請之 MNO 則為《電氣
通信事業法》規範之應負互連義務的例外。
2. 互連相關資訊之處理：
行動通訊業者藉由網路互連或電信批發服務等業務所取得之其他通信業
者及用戶相關資訊，若用於上述業務以外之目的，將引發不當競爭（如
爭奪用戶），干擾 MVNO 業務之正常營運，使公共利益遭受明顯損害。
當上述情況發生時，該業者將被總務省列為業務改善命令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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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放促進 eSIM 的遠端配置（Remote SIM Provisioning, RSP）功能：
總務省預計 eSIM 將普及全球，為使 MVNO 能提供相應服務，以維護
MNO 與 MVNO 之公平競爭環境，並提高用戶便利性，當設置第二類指
定電信設備的業者藉由 RSP 功能提供相應服務時，根據該服務內容，應
促進開放 RSP 功能以使 MVNO 亦能提供相對應之服務。RSP 功能意指
將行動通訊訂戶的 ISDN 號碼（Mobile Subscriber ISDN Number, MSISDN）
等行動電話網路互連所需之資訊，透過線上遠端操作寫入 SIM 卡之功能。
總務省期望透過本指導方針，闡明 MVNO 事業發展及與 MNO 之間網
路互連等《電氣通信事業法》及《電波法》之適用關係，以求競爭架構的透
明化。
關鍵字：MVNO、電氣通信事業法、電波法

17.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業者 SK Telecom 與三星電子（Samsung）合
作推出全球首款量子安全 5G 智慧型手機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電信業者 SK Telecom 與三星電子（Samsung）共同開發全球首款
以量子安全（Quantum Security）技術為基礎的 5G 智慧型手機「Samsung
Galaxy A Quantum」，並於 2020 年 5 月 14 日首度問世。
該款手機採用目前全球尺寸最小（2.5 × 2.5 公釐）的量子亂數產生器
（Quantum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QRNG）晶片，該晶片可藉由產生不
可預期性及無固定模式隨機強化資料編碼及解碼過程之保密性，讓使用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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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高度安全的特定加密服務。
伴隨 QRNG 晶片而生的三項子服務，包括「T ID 雙重登入程序（T ID
Double Login）」
、
「SK 支付生物識別保護機制
（SK Pay Biometric Protection）
」
以及「區塊鏈行動電子驗證服務（Blockchain Mobile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Service）」，亦同時搭載於該款手機。可以預期，相關技術未來可望發展為
完整生態系，並催生更多的新型態服務。
「T ID 雙重登入程序」建構「普通身分驗證」及「一次性密碼（OneTime Password, OTP）」兩道驗證程序，提升使用者登入安全性；此外，「SK
支付生物識別保護機制」提供使用者運用量子加密技術支援的生物識別驗
證資訊（使用者指紋）進行線下支付，而該技術未來亦將進一步應用於線上
支付；「區塊鏈行動電子驗證服務」亦藉由 QRNG 技術，確保使用者於手
機上「首次允許（initial app）」儲存之個人資料安全性，如文字記錄及保險
理賠文件等，裨益個資擁有人及個資授權使用單位之權益。

關鍵字：量子安全手機、Q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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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業者 KT、SK Telecom 致力於開發 5G 行動邊
緣運算技術，以實現 5G 技術全球商業化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在全球 5G 行動通訊邁向商業化的時代，韓國電信業者 KT、SK Telecom
正積極開發 5G 行動邊緣運算（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技術，以提
供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和視
聽串流媒體（Over-The-Top, OTT）等相關應用服務。
MEC 為 5G 行動通訊的核心技術之一，即直接處理基地臺取得數據資
料，減少核心網路的負擔，在本地端進行高解析度的影像處理和數據發送，
不需等待遠端伺服器回應，可大幅提高數據處理速度，並透過減少中央設備
儲存或數據傳輸過程，實現超低延遲的特性。建置 MEC 技術可應用於醫療
保健、金融業、自動駕駛、無人機、智慧工廠、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等領域
優化服務。
韓國電信業者 KT 於 2015 年開始研發 MEC 技術，並於 2016 年在世界
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上發表。2019 年 3 月 KT 在
韓國 8 個地方設立「5G 邊緣通訊中心（5G edge communication center）」，
5 月在首爾和釜山成立「5G IT 邊緣雲端（5G IT Edge Cloud）」，目標是提
供媒體和遊戲等 5G 娛樂服務。2020 年 4 月，國際網際網路技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Internet Technology Committee, IETF）將 KT 的 5G MEC 核心
技術採用為全球標準。此外，KT 與全球 5 家電信業者（美國 Verizon、歐
洲 Vodafone、澳洲 Telstra、加拿大 Rogers 和南美洲 America Mobile）簽訂
協議組成 5G 未來論壇（5G Future Forum），促進 5G MEC 技術加速發展。
20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20 年 5 月份】
而 KT 的競爭對手 SK Telecom 則提供 5G MEC 技術平台，積極拓展服
務領域，例如：樂金電子（LG Electronics）的 V50 5G 遊戲功能旗艦手機、
SK 海力士半導體（SK Hynix）的智慧工廠、物流以及利用 AR/VR 技術的
虛擬銀行。SK Telecom 計劃在全國 12 個地區建立 5G MEC 基地，並預計
與全球 9 家行動通訊業者（德國電信、英國 EE、法國 Orange、西班牙
Telefonica、義大利電信、中國聯通、新加坡電信，以及日本 KDDI 和 NTT
Docomo）合作推動電信邊緣雲端 TF（Telecom Edge Cloud TF），目標係透
過各電信業者之間邊緣雲端的互通，實現 5G MEC 技術全球商業化，引領
雲端產業革命。

關鍵字：5G、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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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亞洲：韓國】韓國預計 2028 年實現 6G 商業化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為迎接即將來臨之 6G 行動通訊時代，韓國政府與民間共同推進 6G 技
術發展，以 2028 年實現 6G 服務商業化為目標。
韓國民間企業早自 2019 年初已展開 6G 技術研發，如 LG 與韓國科學技
術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於 2019
年 1 月成立 LG Electronics-KAIST 6G 研究中心，透過 KAIST 的研究人員與
基礎設施共同展開各產業之研究計畫，致力於研究 5G 至 6G 之下一代行動
通訊技術。其他韓國業者如 Samsung、KT、SK Telecom 等亦持續投入新進
5G 技術與 6G 技術研究。
2019 年 7 月，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舉辦中長期 6G 研究計畫之公聽會，與通訊業者、大學等機構討論
6G 基礎設施和新技術開發業務之目標與方向，預計 2021 年至 2028 年展開
6G 核心技術研發並投入約 9,700 億韓元資金，目標使韓國於 2028 年成為首
個實現 6G 服務商業化的國家。

關鍵字：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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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亞洲：香港】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CA）推動「鼓勵及早
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畫」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國別：香港
子分類：政策面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於 2020 年 5 月 5 日透過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鼓勵及早
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畫（Subsidy Scheme for Encouraging Early Deployment of
5G）」，計畫申請日期自 2020 年 5 月 5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至
計畫資助總額用盡為止。
該計畫旨在提供財政誘因，鼓勵各界盡早使用 5G 技術，推動創新和智
慧城市應用，從而改善營運效率和服務品質，以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OFCA
鼓勵公民營機構使用 5G 技術、能為相關產業帶來實質助益，及能展現創新
或跨界合作效果的項目申請資助。政府將核准資助與使用 5G 技術直接相關
之實際支出金額的 50%，並以 50 萬港幣為上限，預計將資助約 100 個項目。

關鍵字：5G、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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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際：跨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世界新聞自由日活動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為紀念一年一度的「世界新聞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
」活動，自今年 5 月 3 日起於巴西與諸多致力於捍衛新
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機構合作，辦理一系列活動，倡導新聞自由與獨立新聞
的重要性。
聯合國自 1993 年開始將每年的 5 月 3 日訂為「世界新聞自由日」
，旨在
提醒各國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承諾。而今年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影
響下，聯合國擇定本次活動主題為「公正且無所畏懼的新聞」
，強調在面臨
公共衛生危機下，專業傳播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所發揮的功能至關重要。
今年度系列活動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5 月 4 日舉行「新聞在流行疾
病及假訊息下的重要性」線上研討會，該研討會同步於 Facebook、YouTube
等線上平臺直播，並邀請世界各地的生物學家、科學傳播者、新聞傳播者和
專欄作家等共同與會，以呼籲各國重視流行疾病下的假訊息問題。
關鍵字：新聞自由、假訊息、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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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際：跨國】COVID-19 疫情下的公共廣電媒體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4 月 2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長久以來公共廣播電視肩負著告知、教育和娛樂閱聽眾等重要使命，而
在當今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下，更突顯公共廣電媒體的重要性。為
使閱聽眾在疫情期間能接收可信賴的新聞及可靠資訊，全球七家主要公共
廣電媒體領導者於今年 4 月宣布共同成立「全球公共媒體工作小組（Global
Task Force for Public Media ）」， 包 含 澳 洲 廣 播 電 視 公 司 （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 ）、 德 國 第 二 電 視 臺 （ 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 ZDF）、法國電視臺（France Télévisions）、英國廣播電視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紐西蘭國家廣播電臺（Radio New
Zealand , RNZ）、瑞典電視臺（Sveriges Television AB, SVT）和加拿大廣播
電 視 公 司 （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對 外 品 牌 為 CBC/RadioCanada）等，以共同捍衛公共媒體價值與利益，並透過廣電節目和線上節目
等傳遞疫情相關重要資訊。
以澳洲 ABC 為例，其針對新冠病毒提供每日播客（Podcast）節目，以
即時回應聽眾 COVID-19 問題及解析最新消息與研究，ABC 亦啟動「新起
點基金（Fresh Start Fund）」計畫，以支持澳洲媒體產業永續發展；英國 BBC
推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教育計畫「Bitesize Daily」，為全英國孩童提供為
期 14 週的教育課程；加拿大 CBC/Radio-Canada 展開多項計畫支持加拿大
創意產業；法國電視臺集結旗下所有頻道資源，確保小學到高中學生皆能透
過其新成立之教育平臺繼續上學；紐西蘭 RNZ 的每日新冠病毒播客分享關
於疫情的最新消息；瑞典 SVT 以互動式且易理解之方式視覺化呈現 COVI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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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關資訊，並免費提供商業電視臺使用；德國 ZDF 除調整其節目內容外，
亦在官方網站上滾動式提供最新資訊，並為孩童製作教育內容與服務，以便
在家學習。
關鍵字：COVID-19、公共廣電媒體

23. 【美洲：美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實施《電視觀眾保護法》，
納入再傳輸同意新規定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於今
年 5 月 13 日發布報告與命令（Report and Order）指出，依據 2019 年 12 月
20 日頒布的《電視觀眾保護法（Television Viewer Protection Act of 2019）》
規定，FCC 修訂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76.65 條
文，以將新法中要求的再傳輸同意（Retransmission Consent）新規定納入執
法。
美國國會有鑑於 2019 年電視頻道斷訊事件頻傳，因而提出《電視觀眾
保護法》。該法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正式頒佈，預定在 2020 年 6 月 20 日
生 效 。新 法主 要為 確 保多 頻道 視訊 節 目傳 輸平 臺（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 Distributor, MVPD）與頻道業者之間依照誠信原則（Negotiate in
Good Faith）進行再傳輸同意（Retransmission Consent）協商，以避免頻道
上下架爭議與斷訊問題。且相較於舊法規定，新法允許小型 MVPD 業者聯
合向大型電視臺協商，以爭取更好的頻道授權條件。FCC 本次依據新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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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訂內容具體說明如下：
⚫ 符合資格之 MVPD 業者（如有線電視系統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業
者等，且單一業者之市佔未超過 25%）得聯合向大型電視臺協商再傳輸
同意，以將頻道內容上架到系統平臺中播映，且 MVPD 業者在協商過
程中有義務遵守誠信原則。
⚫ 雙方協商過程中，若聯合談判之 MVPD 業者洩漏談判金額或授權細節
等，即視為違反誠信協商原則。
⚫ 大型電視臺亦有義務依據誠信原則與 MVPD 業者進行協商。
本次修法通過後， MVPD 業者在既有再傳輸同意協議屆期時，得依照
新法聯合向大型廣播電視臺爭取新的頻道授權條件。
關鍵字：頻道上下架、再傳輸同意、廣播電視臺、有線電視系統、MV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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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洲：美國】美國網際網路與電視協會（NCTA）要求美國聯邦通信
委員會（FCC）放鬆影視及寬頻服務管制，並建議創建「緊急寬頻計畫」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1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在 OTT（Over-the-Top）視聽服務與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下，
美國網際網路與電視協會（NCTA―The Internet & Television Association）再
次呼籲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放
寬影視及寬頻服務市場管制，以因應產業變遷與發展。
早在 2018 年，NCTA 即有鑑於 OTT 視聽服務快速發展，呼籲 FCC 調
整兒童廣告規則，但並未獲 FCC 採納。在此次疫情下，NCTA 又再次表示，
多頻道視訊傳輸平臺與 OTT 視聽服務屬類似服務，兩者不應受差別管制和
要求。舉例來說，FCC 對於有線電視之兒童廣告規定即不適用於 Netflix、
Amazon 與 YouTube 等 OTT 視聽服務。NCTA 因此希望尋求公平的監管條
件，拉齊雙方管制以避免影響市場自由競爭發展。
而在寬頻網路發展方面，有鑑於多數寬頻網路業者向 FCC 承諾在
COVID-19 疫情間會協助低收入戶居民保持連網，NCTA 因此建議應創建
「緊急寬頻計畫」，以彌補美國既有普及服務基金「生命線計畫（Lifeline
Program）」之不足，並尋求更多的補助資金支持。
關鍵字：有線電視、OTT、固定寬頻

28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20 年 5 月份】
25.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 2019 年廣播電視評鑑計畫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為了解廣播電視節目品質與經營狀況，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通過「2019 年廣播電視評鑑計畫」
，預
計將針對韓國 157 家廣播電視業者（共 367 個廣播電視臺）進行評鑑，涵
蓋無線廣播電視、有線廣播電視、衛星廣播電視與頻道供應事業等。
本次評鑑方式將從節目內容、編輯與營運等三大面向著手進行。在節目
內容方面，主要評鑑項目包括節目品質、獲獎情形、內部自律與公正報導委
員會運作現況、觀眾評價對於節目產製的影響與營運狀況等；編輯面向則著
重於了解各大電視臺內部觀眾委員會運作現況與特定族群節目內容製播情
形，如兒童、身障、災難廣播、公益廣告與超高畫質（UHD）節目等；營運
面評鑑內容包括電視臺財務狀況、經營透明度、人力資源開發、廣電內容與
技術投資情形、聘僱身障人士與性別平權、公平交易秩序與個人資料保護等
項目。
KCC 預計在今年 6 月起開始進行評鑑，並於同年 12 月公布結果，該評
鑑結果將作為未來各大廣播電視業者申請換照時的審查考量因素之一。

關鍵字：廣播電視、換照、評鑑、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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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亞洲：韓國】韓國付費電視頻位變更法規修訂因頻道業者反對而推遲
至年底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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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擬將付
費電視頻位變更次數從每年 1 次擴大至 2 次，惟因頻道業者反對及新冠病
毒疫情影響，而決議期限延緩至年底。
為促進付費電視市場之競爭，MSIT 訂有頻位變更之規範，依現行規範
付費電視每年需調整一次頻道位置，惟頻道業者認為，政府頻繁變更頻位變
更規範，將引發市場混亂，希望政府維持政策穩定性，以誘導業者穩定投資
內容製作。
因應上述業者意見，MSIT 提出「對一個頻道位置與號碼變更每年不得
超過一次」且「全部頻位變更幅度應低於 15%」等附加條件，然而頻道業者
認為，上述規範無法削弱平臺業者談判優勢，仍維持反對立場。
考量各方意見，MSIT 決議延緩修法時程，除針對付費電視頻位變更政
策進行討論，也將促進節目提供者競爭力等一般規範納入考量，並擬於年底
公布最終決定。
關鍵字：節目提供者、付費電視、頻道位置、頻道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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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亞洲：韓國】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宣布 K-Immersive
Studio 開幕，推廣沉浸式內容產業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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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KImmersive Studio」於 5 月 13 日在韓國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產業基地（Korea
VR AR Complex, KoVAC）開幕。
K-Immersive Studio 耗資 100 億韓元打造，占地 3,560 平方英尺，內部
配有 60 臺 4K 攝影機。該工作室旨在協助韓國中小企業以較低成本製作高
品質的實感內容（Volumetric Content）。
開幕典禮上，韓國情報通信產業振興院（National IT Industry Promotion
Agency, NIPA）、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產業協會（Korea VR and AR Industry
Association）及三大電信業者共同簽署了備忘錄（MOU）
，以促進公私協作，
共同推動沉浸式內容產業。MSIT 部長 Choi Kiyoung 致詞表示，沉浸式內容
為 5G 發展下的關鍵服務之一，並將在「後 Covid-19 時代」引領「零接觸產
業（Zero-Contact Industry）」發展。
關鍵字：內容產業、沉浸式內容、實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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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亞洲：菲律賓】菲律賓最大無線電視臺 ABS-CBN 已被迫停播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5 日

國別：菲律賓
子分類：市場面

菲律賓最大無線電視臺 ABS-CBN 經營執照於 2020 年 5 月 4 日屆期，
菲律賓國家電信委員會（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TC）宣
布不再核予 ABS-CBN 新一年度執照許可，隔日起 ABS-CBN 所有頻道停止
營運。輿論認為 ABS-CBN 被迫停播與其持續追蹤報導總統杜特蒂的緝毒政
策，以及未依照杜特蒂要求播放競選廣告有關。菲律賓政府的舉動引發廣電
業者及人權主義者不滿，認為政府打壓新聞自由，菲律賓全國記者聯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of the Philippines）譴責政府行為，呼籲社會團
結抵制政府，維護新聞媒體自由。
2020 年 2 月，菲律賓總檢察長 Jose Calida 要求最高法院撤銷 ABS-CBN
及子公司 ABS-CBN Convergence 的經營權，指控其非法經營按次計費頻道
（Pay-Per-View Channel），及讓外國投資者持有該公司股份；ABS-CBN 則
否認以上指控。2020 年 3 月，菲律賓國會尚未決定是否延續經營特許權時，
曾要求國家電信委員會核發臨時營運許可證，但總檢察長 Jose Calida 反對
並警告國會不得通過 ABS-CBN 經營特許權案。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譴責菲律賓政府與總檢察長的行為，並呼籲菲律賓人民抵禦政府箝
制新聞媒體自由。
關鍵字：新聞自由、新聞媒體、ABS-C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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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亞洲：韓國】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聯合相關組織共同簽署「營利場所
音樂公平流通協議」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MCST）和著作權委員會（Korea Copyright
Commission）於 4 月 29 日宣布與 4 個音樂著作權組織和 9 個音樂播映服
務供應商簽署「營利場所音樂公平流通協議」。該協議將收集旅館、賭場
等 14 種營利場所音樂服務與收取著作權使用費的相關資訊，目的係提高
著作權授權費和補償金分配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按目前規劃，營利場所的
音樂服務資訊調查系統將於下半年正式啟用。
關鍵字：音樂服務、著作權、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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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亞洲：韓國】韓國通過 N 號房防止條款，並取消資費許可制度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國會通過《電信事業法（전기통신사업법）》與《促進使用資訊
이용촉진

通訊網路和資訊保護法（정보통신망

등에관한법률）》修正案，修正內容涉及韓國

N

및

정보보호

號房社會事件與

Netflix 營運相關條款。
為避免如 N 號房事件發生，韓國國會通過《促進使用資訊通訊網路和資
訊保護法》修正案，以加強要求 Kakao、Naver、Google 等資通訊服務業者
防止非法影像傳播，且日均用戶數、銷售額達法定數量者，亦應每年向韓國
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提交處理非法
影像傳播之報告書。
此外，《電信事業法》也增修加值通訊業者應承擔技術性、管理性措施
義務，採取刪除非法影像傳播之措施，如未能及時刪除或封鎖者，將處以銷
售額最高 3%的罰款。
本次《電信事業法》修正尚包括二大重點，其一係要求流量、用戶達法
定要求之加值通訊業者應採取必要手段，以確保平臺營運穩定，並滿足用戶
要求事項；其二則取消市場主導者（第一大電信業者）資費許可制度，其未
來僅須向政府申報，即可修改資費，惟政府得於 15 日內，根據「用戶受害」
和「妨礙公平競爭」等判斷標準，予以退回。

關鍵字：非法影像傳播、資訊服務業者、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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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亞洲：泰國】泰國國家廣播與電信委員會（NBTC）關注本土 OTT 平
臺發展問題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5 日

國別：泰國
子分類：政策面

隨著 OTT 新興服務崛起，各國監理機關面臨新的規管挑戰。泰國國家
廣 播 與 電 信 委 員 會 （ National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NBTC）秘書長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OTT 新興服務一方
面為國家經濟帶來貢獻，另一方面卻也帶來個人資料保護、非法內容傳播等
治理課題，尤其是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期間，凸顯 OTT 服務對於
國家經濟的重要性。泰國應發展本土 OTT 平臺，不僅能防止相關收入流向
他國，同時為國內市場創造收益。此外，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管理 OTT 服
務，包括設立專屬的工作委員會，並由數位經濟和社會部（Minist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NBTC 等單位共同參與。
由於目前泰國市場尚未有本土具代表性的 OTT 平臺，政府應與學界合
作創建網站，協助推廣產品銷售，以支持疫情時期的商業發展。泰國主要行
動網路業者 Advanced Info Service（AIS）將開發易於使用且安全性高的自
有品牌應用程式，預計在今年下半年展開相關工作。

關鍵字：OTT、本地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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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亞洲：印尼】印尼將從 2020 年 7 月起對海外大型科技公司徵收增值
稅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國別：印尼
子分類：政策面

印尼政府於 2020 年 3 月提出緊急措施，向大型海外科技公司徵收增值
稅以振興國內經濟，國會於 5 月 12 日通過該方案，將於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對主導市場的海外科技公司產品及服務徵收 10%增值稅，包含串流媒體、
應用程式與電子遊戲等科技服務。印尼政府未透露徵收公司名單，但先前表
示 Spotify、Netflix 等串流媒體平臺皆將納入徵收對象，兩家公司尚未對此
回應。
評論認為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停滯經濟，加速政府向網路業者徵
稅以增加政府收入。印尼政府本次措施可能引發東南亞各國政府仿效，以舒
緩受疫情衝擊的國內經濟。
關鍵字：增值稅、串流媒體、科技服務、科技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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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亞洲：菲律賓】菲律賓議員提議對大型科技公司徵稅，以支援國內對
抗疫情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國別：菲律賓
子分類：政策面

菲律賓議員 Joey Salceda 向國會提出法案，要求對訂閱式影音與音樂串
流應用程式、社群媒體網站廣告、電商平臺等數位服務徵稅，徵收對象包含
Facebook、Google、YouTube、Netflix 與 Spotify 等大型科技公司，以填補政
府用於新冠病毒疫情的紓困預算。法案通過後，預期徵收 290 億披索（5.71
億美元）
，該稅金將用於援助國家寬頻普及、數位學習等科技計畫。對此法
案，Google、Netflix、Spotify 皆尚未回應；Facebook 則拒絕回應。
早在今年 5 月初，印尼政府甫宣布將自今年 7 月起對數位服務徵收 10%
的加值型營業稅（Value-Added Tax, VAT）
。而自去年起，東南亞監理機關亦
曾共同研討對科技巨頭的徵稅措施。此次疫情可能成為加速各國落實稅收
制度的導火線。
Joey Salceda 表示，目前已向菲律賓國會提議對訂閱式串流媒體（如
Netflix）徵收 12%加值型營業稅；對於 Facebook 提供的數位廣告服務則同
樣徵收 12%的加值型營業稅；而在電商平臺方面，除了阿里巴巴公司旗下
的 Lazada、Amazon、蝦皮等大型業者之外，許多電商平臺上的第三方銷售
業者亦應繳納稅收，擬透過大型電商平臺預收制度，追討第三方業者應給付
的稅額。
關鍵字：COVID-19、數位稅、社群媒體、串流影音、OTT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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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國際：跨國】智慧城市與 5G 的機遇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預估全球智慧城市投資總額將由 2018 年逾
800 億美元，成長至 2022 年 1,580 億美元。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市政府關
注於如何提供公民更好的體驗以及智慧城市的服務，而 5G 將扮演推動智慧
城市的重要加速器。
智慧城市使用環保、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民相關資訊及重要服務，這種
數位優先的服務方式改變公民、政府以及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智慧城市
生態系之參與者眾，包含通訊服務業者、物聯網設備及服務提供者、房地產
開發商、系統整合業者，以及軟體與系統銷售業者等。
目前已出現多個智慧城市服務靈活定價商業模式：
⚫ 網路連接：居民或遊客可在機場、車站等地訂購由城市提供的免費或付
費 Wi-Fi 服務，家庭成員可共享用量或保留餘額，並使用數位工具即時
查看餘額。
⚫ 公共安全：服務提供者與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組織簽約，透過裝設在建築
物中的物聯網感測器監測火災或瓦斯外洩現象，每月依據通知或處理件
數計費。
⚫ 智慧停車：以月費制預約停車時間及位置，未使用完的額度也可轉讓他
人或保留，車上的感測器會與停車場感測器連線，協助尋找空的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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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回收：配置重量和化學感測器的回收箱，將數據回傳系統，給予用
戶獎勵或處罰積點，依照住戶回收物體積及重量收費。
關鍵字：5G、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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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國際：跨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與 Gartner 預測，2020 年全
球 IT 支出將呈現衰退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受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衝擊，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預測部
分科技類的支出及短期商業投資將下滑，導致今年全球 IT 支出預計下降
5.1%至 2.25 兆美元。根據 IDC 數據顯示，今年電信及商業服務的 ICT 支出
預估下降 3.4%，至略高於 4 兆美元，其中電信支出下降 0.8%。
IDC 認為，各國電信業者除了持續投資 5G 網路外，短期內將鎖定需求
增溫的固網寬頻服務進行佈建。經濟成長下修對消費者支出產生整體壓力，
包括 2020 年下半年 5G 行動合約的升級，但相較於其他 ICT 市場，電信支
出的整體影響仍較為穩定。
另根據 Gartner 最新預測顯示，全球 2020 年 IT 支出預計達 3.4 兆美元，
較 2019 年衰退 8%。其中，IT 設備與數據中心系統支出降幅最大，分別達
15.5%及 9.7%；通信服務支出方面，則衰退 4.5%。COVID-19 疫情造成全球
經濟衰退，導致資訊長首要任務在考量技術和服務支出，而非成長或轉型計
畫。Gartner 也預測，隨著 COVID-19 影響因素進一步帶動遠端辦公，公有
雲服務預計於 2020 年成長 19%，其中雲端語音通話及視訊會議支出將分別
成長 8.9%及 24.3%。
關鍵字：IT、雲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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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國際：跨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發布，疫情期間 IT 與商業服
務企業從危機邁向復甦的解決方案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隨著人們對抗新型病毒疫情，全球將持續面對前所未見的生活型態。為
抑制疫情擴散，反而造成全球經濟停擺、大規模失業及全球經濟衰退，而當
禁令解除及經濟重啟，卻仍受疫情影響導致不確定性和擔憂。根據國際數據
資訊公司（IDC）的調查，員工人數超過 1,000 人的企業中有 2/3 企業為專
業服務公司的客戶。疫情間各企業預算縮減、要求降價、深受疫情影響產業
必須停止營業，優先轉向成本控制。
IDC 認為在全球疫情蔓延下，企業從危機邁向復甦將歷經 5 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危機階段（Crisis）
，此階段須重視業務的維繫，多數產業及地區
皆已進入此階段。隨之進入經濟放緩階段（Slow Down）
，在此階段因社交
距離迫使每一個人必須留在室內活動，企業倒閉、失業率激增，業務須轉向
投資報酬率，為重要商務活動節存。當進入衰退階段（Recession）
，業務重
心則著重營運彈性、適應性及變革。當走出衰退階段且顧客消費意願增加，
企業將開始加速業務和服務發展並進行投資，進入投資階段（Investment）
。
若遇到復甦機遇，企業方可透過早期階段習得的知識持續創新，當務之急是
業務創新，最終進入復甦階段（Recovery）。
實際上，專業服務公司與客戶之間的業務、計畫、轉型及能力緊密結合，
若要維持客戶關係，專業服務公司必須定期在業務和 IT 流程中滿足現代化
及優化管理。專業服務公司發展的商業服務與 IT 策略，可依據不同階段採
取對應的措施因應，包括應對（React）、重組（Reorganize）、重塑（R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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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改造與重建（Reinvent and Rebuild）
，以及擴展數位與遠程計畫。
關鍵字： IT、商業服務、COVID-19
37. 【歐洲：跨國】德國與荷蘭對企業使用「生物辨識出缺勤系統」掃描員
工生物特徵作出裁罰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國別：德國、荷蘭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德國法院對 Lexology 公司的判決，除非有特殊情形，否則使用指
紋辨識系統追蹤員工出缺勤狀況與時間屬違法行為。勞工法庭業依《歐盟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ule, GDPR）》與
《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German Federal Data Protection Act）》審查該
系統。法院向公司發出警告，由於系統的使用不符合相關資料保護法令，員
工也未同意或簽署使用該系統的合約，因此公司需將拒絕使用生物辨識系
統的員工資訊從系統中刪除。
此外，荷蘭資料保護局（The Dutch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也對一家
公司使用指紋辨識出缺勤系統掃描員工生物特徵，裁罰 72.5 萬歐元，並表
示生物辨識是被禁止的，除非基於明確同意或必要安全目的，且其他措施不
足時才被允許。
美聯社副總裁 Monique Verdier 則表示，若這些數據落入不法份子手中，
將導致不可挽回的損失，如勒索或身份詐欺。這類生物辨識也不同於密碼可
以更換，若發生問題可能造成終生負面影響。

關鍵字：生物辨識、GDPR、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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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歐洲：跨國】歐盟執委會（EC）將投入近 4,900 萬歐元以促進網路安
全和隱私系統的創新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宣布透過歐盟「地平線 2020
（Horizon 2020）」計畫投入近 4,100 萬歐元，致力促進歐洲網路安全與隱
私系統的創新，將支持 9 個網路安全及隱私解決方案的創新計畫。其中，5
個計畫主要針對公民與中小企業（SMEs）的網路安全及隱私解決方案，其
他 4 個計畫則投入改善關鍵的安全系統，例如醫療基礎設施與多式聯運系
統（Multimodal Transport Systems）。
此外，連結歐洲設施計畫（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programme，CEF）
將投資 21 項計畫共 760 萬歐元，加強歐盟的網路安全能力，以利對網路威
脅與事件有更佳準備與應對。

關鍵字：網路安全、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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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歐洲：跨國】新冠病毒（COVID-19）促進智慧城市發展：4 個歐洲國
家的首都重新定義城市生活的新未來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25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隨著新冠病毒（COVID-19）的爆發，歐洲數位化轉型的速度也被迫加
快，以下 4 個城市重新定義疫情後的新城市生活，分述如下：
1.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期望於 2025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
，計劃實施
綠建築標準並使用節能和再生資源。此外，於智慧交通方面，哥本哈根採用
以環境為本的新戰略，如智慧城市計畫、測試平臺等。另有永續發展超市，
以掃描技術分類包裝並獎勵顧客回收利用，以鼓勵永續生活方式。
2.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發展智慧城市，將城市作為大型實驗場域，以應用新的行動
解決方案、資料開放（Open Data）並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包括智慧停車
解決方案、家庭能源儲存等。此外，阿姆斯特丹與 Arup 合作建造的 MX3D
橋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列印鋼橋，以工業 6 軸機器人、焊接機和專有軟體完
成。
3. 布魯塞爾
為改善車輛維護、身障人士搭乘、公共資金使用的透明度，並對環境的
影 響 最 低 ， 歐 洲 創 新 技 術 研 究 院 （ 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於布魯塞爾建立 EIT ICT 實驗室，為首批知識與創新社區之一。
除智慧公共運輸，布魯塞爾也積極發展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如平價電動汽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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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站，以及透過地面機器人（Ground-Based Robots）快速進行非接觸式交
付貨物。
4. 海牙
海牙市正為許多地區研發照明方案，為設計兼具美觀、節能且可遠距控
制的路燈，由荷蘭頂尖路燈設計商 DE NOOD 與智慧照明公司 Tvilight 合
作，安裝符合該地區樣貌且使用尖端智慧城市數據管理的照明裝置。

關鍵字：COVID-19、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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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歐洲：英國】英國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與行動業者 O2 洽商成
立合資公司，英國電信市場競爭加劇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英國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的母公司 Liberty Global 與英國行動業
者 O2 的母公司 Telefónica 雙方就合資議題進行協商，此舉將造成 BT 與
Vodafone 競爭更加激烈。
O2 為英國行動業者龍頭，並擁有超過 3,400 萬用戶數；Virgin Media 則
擁有 550 萬有線電視訂戶（其中寬頻服務訂戶達 520 萬）
，以及 320 萬行動
用戶數（使用 BT 的行動網路）
。根據 Goldman Sachs 分析師指出，上述兩
家公司合資企業價值高達 300 億美元。
如果此合資協商獲核准通過，將強化雙方營運並為西班牙 Telefónica 如
願尋得英國企業夥伴。Telefónica 過去也曾嘗試與英國行動業者 Three 進行
合併，但被英國競爭主管機關駁回，相較之下，Virgin Media 與 O2 成立合
資公司應較受主管機關正向看待。
惟對 Vodafone 而言，此合資案或恐是個不利消息。首先，Vodafone 將
面臨更強大的競爭對手，另與 Virgin Mobile（Virgin Media 的子公司）建立
新的網路夥伴關係之 MVNO 交易也將受阻，亦影響現有 Virgin 與 BT 的合
作關係。
關鍵字：合資、電信產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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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歐洲：英國】電信業者 Liberty Global 和 Telefónica 合併英國的業務，
打造領先的固定及行動整合電信服務業者
洲別：歐洲
類別：競爭/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電信業者 Liberty Global 與 Telefónica 達成共同成立合資公司的協議，
合併英國的業務，以打造領先的固定及行動通信（Fixed-Mobile）整合電信
服務業者。此合資案預期將擴大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的 Giga 級網路
服務和行動通信業者 O2 的 5G 行動通信網路，消費者、企業與公部門三方
受惠。
藉由結合 Virgin Media 領先市場的影音服務與 Giga 級寬頻網路（GigaReady BroadbandNetwork）
，以及 O2 一流的 5G 整備行動方案，英國消費者
將享受優質的網路連接及室內外的娛樂體驗，與更多元的選擇。不僅如此，
在 B2B 領域，此案將加速業者固定及行動整合的服務，運用兩家公司的數
位技術、網路與產品組合，像是雲端、大數據、網路安全，以提供新服務。
這將確保英國企業保有持續性的競爭力，有利英國總體經濟。
Liberty Global 與 Telefónica 預期在 2021 年中完成交易，此交易需視監
理機關的核准而定。目前兩家公司已著手準備相關審查文件，將正式向監理
機關提出核准要求。
關鍵字：電信產業、合資、競爭、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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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歐洲：愛爾蘭】愛爾蘭與英國採用不同的新冠病毒追蹤應用程式，引
發跨境運作疑慮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 日

國別：愛爾蘭
子分類：政策面

為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世界各國相繼開發手機追蹤應用
程式（App）
，主要分為透過個人設備及中央伺服器兩種模式，隱私權倡議
者認為，前者較不具侵犯性，也不易被濫用。
目前歐盟無通用的模式，主要朝去中心化的「Apple-Google 模式」發展。
愛爾蘭正與歐盟以及英國國民健康服務機構（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合作研發用於歐盟、愛爾蘭、北愛爾蘭及英國間跨境互通的模式，採用由
Apple 及 Google 支援的新冠病毒追蹤 App，認為其最能保護隱私。惟與英
國採行集中模式的方法不同，故引發愛爾蘭與英國北愛爾蘭跨境運作之疑
慮。
歐洲各國政府採行的方式亦不盡相同，法國與英國同樣採取集中模式，
德國與愛爾蘭則採行去中心化模式。愛爾蘭官方表示，最初希望採用混合模
式，但與其他國家及《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ule,
GDPR）》專家討論後，選擇以去中心化模式進行研發。
關鍵字：COVID-19、新冠病毒、追蹤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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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亞洲：韓國】韓國各地政府加速建設基礎設施，以大幅提升自動駕駛
性能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2019 年，韓國中央、地方政府與公共機構成立公共工程委員會，致力推
動自動駕駛，並共享相關資訊及技術。而過去 6 年間推動的協作智慧運輸
系統（Cooperative-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C-ITS）測試計畫亦於近期完
成，預計今年正式啟用自動駕駛汽車。
韓國政府於大田到世宗約 90.7 公里的道路上，設立 79 個基地臺、1 個
中心系統與 3,000 個終端設備。而內建的 C-ITS 提供駕駛意外事故風險的即
時訊息，根據韓國高速公路公司的數據顯示，過去 5 年間透過 C-ITS 服務
已有效地減少傷亡人數。該公司並宣布，今年將投資 20 億韓元改善 C-ITS
的基礎設施、升級試驗計畫中心的軟體，並導入伺服器及解決方案，以提升
服務的安全性。
首爾市政府則與國土交通部於首爾上岩共同架設自動駕駛測試平臺，著
重於道路上的實際使用，並建立車輛無線通訊網路，以 0.1 秒為單位向自動
駕駛車輛提供交通號誌的顏色及變換時間，以防止辨識交通號誌的視覺感
測器發生錯誤而導致事故，藉由如深度學習影像辨識的 C-ITS 基礎設施，
則可傳達未被自動駕駛感測器辨識的各種危險情況。首爾市未來計劃於自
動駕駛的基礎上，推出共享汽車、智慧代客停車、小型接駁巴士以及送貨機
器人等服務。
此外，蔚山市也計劃至 2021 年，針對自動駕駛的細項建設投資 28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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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元，包括在市中心主要道路安裝車聯網（V2X）的路邊基地臺、突發事件
感測器及行人感測器等。另外，也為貨車及公車提供 2,700 個車輛終端及 23
種交通安全服務，包括車輛位置的數據收集、疲勞駕駛警示、行人防撞警示
以及危險路段通知等。
關鍵字：自動駕駛、基礎設施

44. 【亞洲：新加坡】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邀請新加坡產業合作夥伴
測試 5G 製造業應用案例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技術面

新 加 坡 媒 體 發 展 管 理 局 （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IBM）、新加
坡電信業者 M1 與 Samsung 宣布合作，進行新加坡首個 5G 工業 4.0 試驗，
示範 5G 對企業的變革性影響以及推動該國數位經濟的發展。試驗計畫主要
在以下 3 個領域合作：
⚫ 5G 創新：該試驗旨在設計、開發、測試與基準化 5G 的工業 4.0 解決方
案，俾利應用於各個產業。
⚫ 5G 解決方案展示：在 IBM 的工業 4.0 工作室展示 5G 的解決方案，以
協助 5G 解決方案在不同的產業中普及。
⚫ 5G 解決方案的推出：IBM 與 Samsung 將評估開發的應用案例，促進成
功的解決方案廣泛運用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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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的性能（如更快速的數據傳輸與回應時間）與 AI 等其他新興技術結
合使用時，可顯著改善製造流程。5G 於製造業的試驗案例，重點聚焦 3 個
領域：
⚫ 使用 AI 圖像識別與影像分析進行自動化視覺檢測（Automated Visual
Inspection）；
⚫ 利用 AI 的音效檢驗（Acoustic Insights）改善設備監控與預測性維護；
⚫ 應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技術進行組裝與故障排除，以提高
生產力與品質。
關鍵字：5G、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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