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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跨國】第 19 屆世界通訊大會（WRC-19）確立 5G 新頻段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第 19 屆世界通訊大會（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2019,
WRC-19）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確定劃分 24.25-27.5 GHz、37-43.5 GHz、
45.5-47 GHz、47.2-48.2 GHz 與 66-71 GHz 等頻段供 5G 使用，總頻寬達
17.25GHz，而其中 85%（14.75GHz）頻譜已達到全球一致，未來將有助於
促進全球漫遊及增進規模經濟利益。
此外，ITU 負責 IMT-2020 標準（5G）的小組將於 2020 年 2 月前持續
評估各種有益 5G 佈署的技術並制定 5G 最終標準，以利電信產業發展。
關鍵字：5G、頻段

2. 【歐洲：瑞典】Ericsson 預測 2025 年底 5G 用戶數將達 26 億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國別：瑞典
子分類：市場面

Ericsson 預測 5G 用戶數將自 2019 年的 1,300 萬成長至 2025 年底的 26
億，網路涵蓋範圍達全球 65%的人口。Ericsson 原於 6 月預測 2019 年 5G
用戶數為 1,000 萬，但因中國大陸於 2019 年 10 月推出 5G 服務，故上修
2019 年 5G 用戶數至 1,300 萬。該公司並預期 5G 的發展速度將明顯比 LTE
快，5G 用戶數將於 2025 年占所有行動通訊用戶數的 29%，而北美地區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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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用戶數將於 6 年內達 74%，其次則為東北亞及歐洲地區。在行動網路
產業面臨 4G 及較舊的網路設備需求下降之嚴峻時期，北美的 5G 支出則
有助於推動產業成長。惟在用戶數上 LTE（4G）仍將保有優勢，預期 2022
年達 54 億，而於 2025 年底減少至 48 億，
Ericsson 也預測至 2025 年底，每支智慧型手機的月均流量將從目前的
7.2 GB 成長到 24 GB，部分原因是受新的消費者行為影響，例如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串流。且至 2025 年底，5G 將涵蓋全球 65%的人口，
並處理全球 45%的行動數據流量。
2019 年是亞洲、澳大利亞、歐洲、中東和北美領先的通信服務業者啟
用 5G 網路的一年。Ericsson 表示，現在 5G 得到多數設備製造商的支持，
2020 年 5G 相容的設備將進入量產市場，可擴大 5G 的採用。目前問題將
是能多快地將使用案例轉換成適用於消費者和企業的相關應用程式。

關鍵字：5G、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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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洲：歐盟】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發布最新報告呼籲歐盟執委會應以 3F
原則協助媒體產業發展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國別：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根據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提交給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的最新報告指出，在傳統
廣播電視與印刷媒體逐漸朝數位化、行動化與平臺化的發展趨勢下，歐盟
的數位媒體政策未能跟上現今數位媒體的發展步伐，建議歐盟執委會應以
「自由」
（Freedom）
、
「資金」
（Funding）
、
「協助找尋未來」
（Help Finding a
Future）等 3F 原則協助媒體產業未來發展。
該報告指出，雖然歐洲國家相較於全球其他地區在新聞自由、假訊息
危害防制上仍有不錯的成果，但歐盟各會員國的發展程度不一，認知中政
府貪腐程度越高的國家，享有較低的新聞自由。因此該報告建議歐盟執委
會應明確釐清非法內容（Illegal Content）
（如選舉干擾、恐怖主義、兒童性
虐待、仇恨言論等）與其他類型假訊息（Disinformation）之間的差別、資
助歐盟範圍內有關廣告技術領域的研究、投資媒體與資訊素養相關發展、
體認數位政策（例如資料保護競爭措施等）可能對新聞產業造成影響，以
及提供新聞記者更易接取歐盟成員國和歐盟機構的公開資訊、資料和相關
紀錄，以產製新聞報導。
關鍵字：假訊息、歐盟、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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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亞洲：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自 2020 年開始對境外數位服務消費加收 6%
數位稅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國別：馬來西亞
子分類：政策面

馬來西亞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將開始實施新數位稅（Digital T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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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etflix 與 Spotify 等業者則尚未宣布是否將多徵收的 6%數位稅
轉嫁給消費者。
同樣有實施數位稅的國家還包括澳洲（10%）
、挪威（25%）和南韓（10%）
。
馬來西亞海關總署（Customs Department）發言人表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少已有 126 家境外數位服務業者於馬來西亞註冊以配合當地稅收
制度。
關鍵字：數位稅、Google、Facebook、Sp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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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歐洲：跨國】歐盟網路安全機構發布《5G 網路威脅全貌》報告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在歐盟各成員國、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和專家小
組的支持下，歐盟網路安全機構（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ENISA ） 發 布 《 5G 網 路 威 脅 全 貌 （ ENISA Threat Landscape For 5G
Networks）》報告。
2019 年 10 月 9 日，歐盟發布《5G 網路安全風險評估報告（EU
Coordinated Risk Assessment of the 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載有根
據成員國的國家風險評估所模擬的 10 種高風險情境。此次 ENISA 的報
告，係對於 5G 架構、5G 資產及這些資產的網路威脅，以更技術性與詳細
的視角補充前揭《5G 網路安全風險評估報告》。
ENISA 發布的 5G 威脅全貌，包括：
⚫

詳述「5G 網路安全風險評估報告」所提最重要的 5G 基礎架構組成要
素，包括安全性架構、切片架構、邊緣運算架構、軟體定義的網路架
構、實體結構，以及其他。

⚫

針對 5G 基礎設施元件進行詳細威脅評估，以完善在《5G 網路安全風
險評估報告》中檢視的網路威脅。
後續歐盟網路與資訊系統（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IS）合

作小組和成員國在 ENISA 的支持下，將在 2019 年底發布 5G 網路安全工
具 箱 （ 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 EU Toolbox of Risk Mitigat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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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提供成員國不同的解決方案。另外，未來可能再進行 5G 構成
要素的認證，認證計畫的範圍需由 EC 在成員國提供意見後確定，並適時
通知 ENISA。
關鍵字：網路安全、5G

6. 【亞洲：韓國】韓國政府宣布 AI 國家戰略，目標至 2030 年創造 455
兆韓元的經濟效應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為晉升「AI 強國」，制定包括產業推動、教育、行政、工作革新
等政府層面的「AI 國家戰略」
，期望至 2030 年創建 100 個經濟計畫，以期
達成數位競爭力世界前 3 名、透過 AI 創造高達 455 兆韓元的智慧經濟產
值、世界前 10 名的生活品質等 3 大目標。
為建構 AI 生態系統，政府將擴展 AI 基礎設施及確保 AI 半導體技術
安全，並預計於 2020 年為 AI 領域的創新制定《綜合監理藍圖》以整頓法
律制度。為鼓勵 AI 創業，將籌募「AI 投資基金」
，並舉辦全球 AI 創業交
流的「AI 奧運會」
。另外，政府也計劃在 2021 年全面開放公共數據，至
2024 年於光州建設 AI 園區，以及至 2029 年投資 1 兆 96 億韓元於 AI 半
導體核心技術的研發。
教育方面，政府將建立適用所有年齡及職業、專門培養 AI 基本能力
的教育系統，擴大 AI 研究課程，將 AI 編入小學至高中的基礎課程，並允
許 AI 相關學科之學校教授在公司任職。政府還針對 AI 可能引發的道德問
6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12 月份】
題研擬「AI 道德規範」，並計劃建立跨部會合作及品質管理機制，以解決
各種新型問題並驗證 AI 的安全性。
關鍵字：AI、國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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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通訊

7. 【國際：跨國】Facebook 收購西班牙新創雲端遊戲公司 PlayGiga，為 5G
雲端遊戲做準備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Facebook 以 7,000 萬歐元收購西班牙新創雲端遊戲公司 PlayGiga，為
其推進雲端遊戲服務提供捷徑，並得以相對快速地進入市場，俾於 2020 年
與 Google、微軟及 Sony 競爭。
Facebook 進入雲端遊戲市場之舉是可預期的，其自身具備了關鍵特性，
如：巨量數據中心能量、廣泛影響力的消費者平臺、遊戲銷售通路、廣告
網以及遊戲串流能量，且由於 Google、微軟、騰訊已先進入市場，Amazon
亦有跡象顯示將有積極作為，Facebook 此舉勢在必行。然而 Google、
Amazon 和 Facebook 面臨的挑戰是缺乏自行製作遊戲內容，且與高階遊戲
內容發行商的關係有限。而 Facebook 藉本次收購部分解決了上述問題，並
將能根據需求快速進入市場。
從消費者逐漸優先以行動設備登入 Facebook，以及近期雲端遊戲的網
路與數據需求，顯示 Facebook 的策略將與 5G 服務有密切關係，而 PlayGiga
與電信業者建立的良好關係也將對 Facebook 有所助益。
關鍵字：Facebook、5G、雲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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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際：跨國】行動通信業者將在佈建 5G SA 網路的過程中先行運用動
態頻譜共用技術提供 5G 服務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動態頻譜共用（Dynamic Spectrum Sharing, DSS）是 3GPP R15 規範的
新興技術之一，行動通信業者得以原有之 4G LTE 頻段，動態分配部分頻
率供 5G 使用。
DSS 是目前的熱門技術，行動通信業者運用 DSS 除能減輕目前 5G 低
頻段與中頻段不足的問題，還能快速且有效率地提升 5G 網路涵蓋率。因
此國際資通訊產業大廠例如美國行動業者 Verizon、AT&T、瑞士電信
（Swisscom）、電信設備製造商 Nokia、 Ericsson、電信晶片製造商
Qualcomm 等皆於近年投入 DSS 技術的發展與商業應用。
根據研究機構 Firece Wireless 的報導，隨著電信業者 5G 獨立核網
（Stand Alone, SA）逐步建設完成，DSS 更能進一步於網路切片（Network
Slicing）等通信應用領域發揮價值。
關鍵字：DSS、5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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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歐洲：英屬直布羅陀】英屬直布羅陀環保組織 ESG 呼籲停止裝設 5G
天線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國別：英屬直布羅陀
子分類：政策面

英屬直布羅陀環保組織（The Environmental Safety Group, ESG）呼籲直
布羅陀電信 Gibtelecom 停止裝設 5G 天線，直到公眾獲得安全性測試報告
的結果。ESG 表示，鑑於全球許多國家及地區皆對 5G 網路佈建採取預防
措施，更令該單位擔心電信產業將「過時的」安全性標準套用於超乎舊有
認知的最新技術。
ESG 表示，雖然願採取開放態度相信（Open to Being Convinced）5G 的
安全性，但仍希望得到獨立研究的 5G 安全性保證，否則將繼續反對 5G 於
直布羅陀佈建。
關鍵字：5G 天線、5G 安全性

10. 【歐洲：德國】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開始受理區域性 5G 頻譜申請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 BNetzA）於 10 月 31 日公告
區域性 5G 園區網路（Lokale 5G-Campus-Netze）使用的 3.7-3.8GHz 頻段
頻譜使用費（Spectrum Fees）計算公式，並自 11 月 21 日開始受理區域性
5G 頻譜申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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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 5G 頻譜可望促進德國經濟與社會的數位化，專注於創新解決
方案，並創造建構多樣化園區網路的機會，使德國成為工業 4.0 領域的先
鋒。該頻段主要可供工業 4.0 運用，亦可用於其他領域如農業、林業等，
申請資格為土地或建築物的所有者，或透過租賃而擁有使用權者。BNetzA
提供電子申請方式，並以簡化的流程加速申請程序。
區域性 5G 頻譜使用費計算公式為 1,000+B×t×5×(6a1+a2)，包含基本
費用 1,000 歐元，並依據申請的頻寬（B：從 10MHz 至 100MHz）
、期間（t：
以年為單位，根據每個月份開始計算年數或佔一年的比例，最多 10 年）、
以及涵蓋面積（a1 與 a2：以平方公里為單位，並依土地類型區分，a1 為
居住區與交通設施，a2 為其他土地類型）等參數進行計算。
頻譜使用費公式設計是為確保頻譜有效率且最適化的使用，申請頻寬
越大、涵蓋範圍越廣，須支付的頻譜使用費越高。基本費用的訂定，係以
不阻礙新創事業、中小企業或農業企業等商業模式發展為考量；而其他參
數則係為鼓勵潛在使用者僅能為其規劃實際使用頻譜期間提出核配頻譜
申請。另為提供建築密度較低區域的經濟誘因（Economically Interesting）
，
將居住區與交通設施用地的頻率使用費以高於其他土地類型做規劃。
關鍵字：5G、區域性 5G、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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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洲：德國】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公布行動電話帳單代付消費者保護條
款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德國聯邦網路管理局（Bundesnetzagentur, BnetzA）發布行動電話帳單
代付消費者保護條款，希冀運用技術、行政和財務措施，使行動電話帳單
代付更安全及透明，並要求行動通訊業者最遲於 2020 年 2 月 1 日前落實
執行，行動通訊業者皆有義務積極配合，且未來將每 4 年進行定期審查。
新規則要求行動通訊業者僅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始得收取第三方服務費
（Drittanbieterdienstleistungen）：
1. 重新導向（Redirect）
：消費者在第三方業者網站進行消費時，應跳轉至
行動通訊業者的網站確認交易，以完成第三方服務的付費；
2. 組合模型（Kombinationsmodell）：行動通訊業者應實施各項明定的消
費者保護措施，建立多種安全機制，包含於消費者訂購服務時
（Abonnementdiensten）強制重新導向。

關鍵字：電信資費、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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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洲：美國】在衛星業者損失得補償的前提下，衛星通信業者 Eutelsat
同意 FCC 的 C-Band 拍賣計畫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FCC 於 2019 年 11 月 18 日宣布將拍賣衛星業者目前於 C-Band 使用
500MHz 中的一半以上頻寬，以供 5G 服務使用。而由於 C-Band 聯盟（CBand Alliance, CBA）致力推動由衛星業者主導頻譜拍賣，因此 CBA 成員
Intelsat、SES 及 Telesat 對公開拍賣決定表示不滿，Intelsat 及 SES 已與 FCC
開會討論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制定有效的計畫，以同時保護用戶利益及公
司權利。
歐洲通信衛星公司（Eutelsat）在 CBA 所提方案中，對自願捐款額度
上無法達成共識後離開 CBA，轉而支持 FCC 進行公開拍賣。Eutelsat 希望
頻譜拍賣的部分收益，應用於支付衛星業者清頻的成本，並提供誘因補償
（Incentive Payment）以加速移頻至新的 5G 使用者，C-Band 衛星業者之
「自願放棄 FCC 重整後的頻譜使用權」及確保 C-Band 既有用戶得繼續使
用頻率的移頻管理成本，應獲得補償，Eutelsat 並建議可依衛星業者達成
FCC 規定的移頻要求程度，訂出最終誘因補償，表現不佳的業者將獲得較
少的補償甚或是懲罰。
美國的 C-Band 公開拍賣可能為政府帶來 300 至 600 億美元的收益。
對此，參議院於 2019 年 11 月 18 日提出
「2019 年 5G 頻譜法案（5G Spectrum
Act of 2019）
」
，旨在將部分收益用於補償衛星業者移頻成本。而 CBA 估計
移頻成本為 25-30 億美元，包含 8 顆替代衛星及新的地面基礎設施如衛星
天線的頻譜濾波器（Spectrum Filter）
。至於眾議院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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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頻率重整法（Clearing Broad Airwaves for New Deployment Act, CBAND Act）」並無類似規定，但明訂頻率重整應確保既有用戶獲得同等或
更好的服務。對此，Eutelsat 建議應由衛星業者處理 C-Band 用戶（大部分
為電視及廣播公司）移頻事宜，惟遭致 700 家中小型電信業者組成的 ACA
Connects 反對。
關鍵字：5G、停止佈建

13. 【美洲：美國】FCC 尋求 5.9GHz 頻段創新使用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2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過去 20 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保留 5.9GHz（5.850-5.925 GHz）頻段的整個 75MHz 頻寬作為專用
短距無線通訊（Dedicated Short-Range Communication, DSRC）供車輛相關
的通訊使用，至今 DSRC 依然未廣泛佈署，因此頻譜常處於閒置狀態。對
此，FCC 於 2019 年 12 月 12 日投票決定對 5.850 至 5.925 GHz 提出「法規
制定通告（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NPRM）」
，提升交通安全及促進
無線電創新應用，確保民眾能最佳化使用該頻段。
在 NPRM 中，FCC 擬議釋出 5.9GHz 頻段前面的 45MHz 頻寬供 Wi-Fi
等其他用途使用，並可結合現有免執照頻譜，以釋出高達 160MHz 頻寬提
供尖端、高用量的寬頻應用；5.9GHz 頻段中剩餘的 30MHz 頻寬則專用於
交通及車輛安全相關的通訊服務。具體而言，現行 FCC 規定中並無分配頻
譜供行動車聯網
（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 C-V2X）使用，因此在 NPRM
中，FCC 擬議修改規則，使 C-V2X 可獨立接取 5.9GHz 頻段後面的 20MHz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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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而是否保留剩餘的 10MHz 供 DSRC 使用或提供 C-V2X 使用，NPRM
將對外徵詢意見。

關鍵字：DSRC、C-V2X

14. 【美洲：美國】FCC 將於 2020 年進行 C-Band 頻譜拍賣及移頻作業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宣布
將於 2020 年 6 月 25 日展開公民無線寬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 CBRS）部分頻段 3.5GHz 執照拍賣，並於同年年底前進行 C-Band
（3.7-4.2GHz）頻譜拍賣。
目前衛星業者已將 C-Band 用於廣播電視及無線電臺等服務，故 FCC
需要決定如何激勵既有衛星業者移頻，供無線業者競標。FCC 已於 2019 年
12 月提議修改 3.1-3.55GHz 頻段的管理規則，此舉係為將該頻段用於進階
商業服務（含 5G）的第一階段作法，並持續研析其他適用 5G 的頻譜資源。
關鍵字：5G、C-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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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洲：美國】2020 年美國 5G 市場仍顯混亂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電信業者於 2019 年陸續推出 5G 服務。Verizon 將持續進行 5G 毫
米波佈署，提供 30 個城市擴展超寬頻 5G（Ultra Wideband 5G）服務；TMobile 擴展 600MHz 低頻段的涵蓋範圍，同時希望能利用 Sprint 的 2.5GHz
中頻段。而 AT&T 在 10 個城市推出 850MHz 低頻段的 5G 服務，承諾 2020
上半年於全美提供 Sub-6GHz 5G 的涵蓋範圍，並區分用於住宅、郊區、農
村等地區低頻段的 5G 以及針對體育場、購物中心和大學校園等密集、交
通繁忙的高頻段 5G 毫米波。
但當前美國的 5G 佈署和電信業者的市場策略已使消費者對 5G 服務
產生混亂。根據美國資訊科技雜誌 PCMag 在 2019 年 1 月對 2,500 名美國
消費者的調查顯示，超過 80%的美國人「不知道 5G 是什麼」
；而在知道 5G
的人當中，又有 25%表示「已有該技術，但尚缺乏商業應用的手機」
。因此
唯有清晰傳達 5G 符合眾人利益的好處，方能使消費者及早採用 5G 服務
並使電信業者獲得預期的 5G 投資回報。
關鍵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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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亞洲：香港】香港推出衛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升級資助計畫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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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8 日發布聲明，規劃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將固定
衛星服務使用的 3.4-3.7 GHz 頻段重整，以指配的方式釋出供 5G 行動通訊
服務使用，而既有的衛星電視共用天線系統（ Satellite Master Antenna
Television, SMATV）則須升級以與 5G 系統並存。同年 12 月 13 日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與通訊局發布聯合聲明，表示通訊局將推行 SMATV 升級資助
計畫，由使用 3.4-3.6GHz 的 5G 行動通信業者負擔所需經費，2018 年 3 月
28 日（含）以前之 SMATV 均符合資助資格，可申請兩萬元港幣的升級資
助。
OFCA 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公布推出 SMATV 升級資助計畫後，符合
資格的申請人須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前提出申請。
關鍵字：5G、重整、SMA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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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亞洲：日本】日本製鐵子公司將推出 5G 專用網路服務，協助製造業客
戶數位轉型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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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 2020 年 1 月開始，提供專用無線網路（區域性 5G/LTE
專用網路）服務，作為促進客戶數位轉型的資料收集與運用基礎。
因勞動人口漸少、資深員工退休等原因，加深許多產業對 AI 或 IoT 等
先進資訊科技的需求。尤其 IoT 的運用在製造業日益受到重視，並逐漸透
過連網的方式，提高資料的收集與應用。隨著日本 5G 預商用服務（商用
プレサービス）展開及 2020 年正式 5G 商用化的推出，總務省也積極建立
Local 5G 制度，讓企業或地方自治體能建構自行運用的 5G 系統制度，預
計將於 12 月完成制度訂定。
NSSOL 的專用無線網路服務，係為提供有效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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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的 5G（區域性 5G）
或 4G（LTE 專用網路）技術，相較 Wi-Fi 範圍更廣、更為穩定，提供更適
合客戶需求的通訊環境。由於建構網路的機器設備係設置於客戶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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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OL 將提供客
戶從導入階段到建構網路與實際運用的整合服務。此外，NSSOL 也已於
2019 年 8 月設立「5G 推進中心」，以支援客戶應用。
關鍵字：5G、區域性 5G、LTE、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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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亞洲：日本】日本區域性 5G 執照將於 12 月 24 日開始受理申請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為因應 5G 時代各區域和工業領域的需求，總務省早於 2018 年 12 月
即展開區域性 5G（Local 5G）頻譜釋照制度與技術條件等議題研究，並於
2019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8 日公開諮詢《無線電施行規則（電波法施行
規則）》修正草案及區域性 5G 準則草案。
彙整各界意見後，總務省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布徵求意見結果，據
以制定導入區域性 5G 指南，並於 12 月 24 日發布並實施相關法令和公告，
開始受理區域性 5G 執照申請。
區域性 5G 導入指南主要以促進區域性 5G 發展的角度出發，闡明區域
性 5G 及寬頻無線接取（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BWA）的相關制度，
於《無線電法（電波法）》和《電信事業法（電気通信事業法）》下，明
訂區域性 5G 和 BWA 無線基地臺執照申請程序並導入電信業務的概念。
指南中亦指出目前規劃作為區域性 5G 頻段包含中頻 4.6-4.8GHz 及高
頻 28.2-29.1GHz。
關鍵字：5G、區域性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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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亞洲：日本】東京希望成為世界區域性 5G 技術最先進的城市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6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2019 年 8 月東京決定展開「TOKYO Data Highway 基本戰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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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環境或其他社會問題。
該戰略希望整合東京市政府與電信業者的知識與經驗，透過下列 3 項
措施達成東京成為世界區域性 5G（Local 5G）技術最先進城市的目標：
1. 為鼓勵業者佈建天線或基地臺，政府將採用一站式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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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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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的區域性 5G 應用。
3. 全力發展重點區域性 5G 應用，包括 2020 年世界焦點的「東京奧運會
場」；居民眾多且距離東京市政府較近，容易以政策引導促進區域性
5G 應用的「西新宿」；擁有尖端資通訊研究設備以研究區域性 5G 應
用的「東京都立大學」等。
關鍵字：5G、區域性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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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亞洲：日本】IT 大廠日本電氣（NEC）正式參進日本區域性 5G 事業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發布區域性 5G（Local 5G）導入指
南，並宣布於 12 月 24 日開始受理區域性 5G 執照申請。而日本 IT 大廠
NEC（NEC Corporation）亦於 12 月 17 日宣布正式發展區域性 5G 服務，
將向企業和地方政府提出從網路基礎設施到應用的 5G 整體解決方案。未
來獲得區域性 5G 執照後，NEC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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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NEC 亦將於 2020 年起將區域性 5G 網路導入 NEC 子集團 NEC Platforms
Co1於日本甲府及泰國的工廠中。
未來工廠將可遠距控制大量的搬運機器人，提高工人效率、確保安全，
並因應多品項但小批量生產線的頻繁變化。區域性 5G 將會用於無線網路
以及大量感測器資訊的蒐集和分析，以提高生產率。
NEC 的目標是在 2023 年以前為超過 100 家企業或組織提供區域性 5G
相關產品和服務。NEC 將與合作企業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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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區域性 5G 整體解決方案，透過各行各業的
專業知識和 NEC 培育的網路實力，主要於製造業、建築業、運輸業、物流
業及公共事業等領域提供服務。
關鍵字：5G、區域性 5G
1

NEC Platforms Co 為 NEC 集團子公司，主要研發、製造及銷售 ICT 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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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要求 3 大電信業者提供 MVNO 5G 商用服務
資訊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要求 3 大行動電信業者（NTT、KDDI、SoftBank）提供 5G
商用服務所需資訊給虛擬行動網路服務提供者（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MVNO），使雙方皆能於令和 2 年（2020 年）春季同時提供 5G
服務給消費者，以確保市場公平競爭。
提供 5G 商用服務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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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5G、MV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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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亞洲：韓國】LG U+提升 5G 室內通訊品質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為提高 5G 室內通訊品質，LG U+於今年 10 月與 iBwave 業者合作，透
過其新開發的 5G 室內小型基地臺與 5G 專業設計工具「iBwave」，成功
於室內環境實現 1Gbps 以上的下載速度。
「iBwave」為加拿大網路設計業者的公司名稱，同時也是其產品名稱。
IBwave 乃一專門用於室內設計的專業工具，可透過模擬室內環境中的無線
電波，衡量建築物的結構、建材材質和居住空間等，以預測無線通訊的覆
蓋範圍。由於 3.5GHz 頻段具有高傳輸損耗的特性，故必須結合室內設計
建構通訊涵蓋範圍，以提供優質的 5G 室內通訊服務。
LG U+與 iBwave 亦合作制定 5G 建築物設計及建造標準，並據此標準
為多座體育場開發 5G 網路設計，如大邱的三星獅子公園、昌原 NC 公園
和大邱世界盃體育場等。
在室內設備方面，LG U+於去年 10 月展示的 5G 室內小型基地臺，可
在建築物中透過實現 4X4 MIMO 環境加快下載速度（截至目前為止，4X4
MIMO 環境很難在室內實現），並成功達成 1Gbps 以上的下載速度。
關鍵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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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亞洲：韓國】韓國公布「5G+頻譜計畫」擴大 5G 可用頻寬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國家/地區：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政府於 2019 年 12 月 5 日舉行第 2 次跨部門合作的 5G+戰略委員
會會議，決議於 2020 年增加 87%的 5G 相關預算，擴大 5G 網路投資抵減
稅額，並發布「5G+頻譜計畫」，該計畫將增加 2 倍的 5G 可用頻寬。
韓國政府目標在 2026 年前提供低、中、高頻段共 2,640MHz 的額外頻
寬，包括 6GHz 頻段以下共 640MHz 及 24GHz 頻段以上共 2,000MHz 的頻
寬規劃，使得 5G 可用頻寬由目前的 2,680MHz 提高至 5,320MHz。
韓國政府將率先針對已規劃 5G 使用的 26.5 GHz-28.9GHz 之鄰近頻段
中，確保額外的 1,400MHz 頻寬，並於中長期延伸至 24GHz 及 37GHz 以
上的高頻段。

關鍵字： 5G、頻譜政策、稅制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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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亞洲：韓國】韓國 5G 用戶滿意度調查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6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調查公司 Consumer Insight 針對韓國 33,295 名 5G 用戶進行滿意
度調查。對整體服務滿意者，LGU+佔 33%、KT 佔 32%、SKT 則佔 31%；
對速度滿意者，LGU+為 37%、KT 為 36%、SKT 則為 34%；對品質滿意
者，LGU+為 34%、SKT 為 32%、KT 則為 32%；對涵蓋率滿意者，KT 佔
30%、LGU+佔 29%、SKT 則佔 28%。
韓國於 2019 年 4 月推出全球首個 5G 電信服務後，即因基地臺不足，
導致室內及地下鐵等區域通訊不佳。尤其於都會區以外地區更因基地臺建
設速度緩慢，而無法正常使用 5G 服務。但在 5G 用戶數方面，由於 5G 手
機價格不高，其實際購買價格（不包括促銷和補貼）為 715,000 韓元，與
LTE 手機的 651,000 韓元相差無幾。此外，業者持續透過行銷方案吸引消
費 者 ， 進 而 促 使 5G 用 戶 增 長 快 速 。 韓 國 電 信 協 會 （ Korea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s Association, KTOA）指出，2019 年 11 月韓
國 5G 用戶數為 433 萬，佔行動通訊用戶總數 6%。5G 用戶數每週持續增
加 8 萬，預估 2019 年將超過 470 萬，且 2020 年第一季 5G 用戶數將占行
動通訊用戶數 10%。
整體而言，根據韓國研調公司 Trend Monitor 的 5G 服務認知調查顯示，
62.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知道 5G 服務的具體優勢是什麼」，62.2%的
受訪者表示「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有限，無使用 5G 服務的需求」
，而僅 11.4%
的受訪者表示「與現有 LTE 服務相比，能感受 5G 服務的效能差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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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受訪者表示「對影片下載、網路速度與內容差異化等不滿意」，及
25.7%的受訪者表示「對通話品質不滿意」。
雖然調查結果顯示 5G 服務對於消費者沒有足夠的吸引力，但民眾對
5G 服務普及化仍抱有相當大的期望，若 5G 服務正式啟動，認為「能使用
比既有服務還要更快的網路數據服務」佔 76.1%，「將縮短下載影片時間」
佔 80%。另有 61.1%的受訪者期待透過 5G 服務普及化讓「居住環境得到
改善，更加便利」，亦有 56.1%的受訪者表示「5G 服務將在未來大大地改
變生活的樣貌」。
關鍵字：5G、5G 使用者滿意度、5G 服務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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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傳播

傳播

【國際：跨國】全球市場：OTT 影音服務的生命週期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國際市場調查公司 Park Associates 於 2019 年 12 月發布全球 OTT 產業
市場報告，該報告旨在評估全球各地區、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的 OTT 影音
服務競爭、發展趨勢和使用現況，並提出未來 5 年 OTT 影音服務訂閱和
營收預測。
該報告並提供以下統計數據：
一、 超過 65%的美國寬頻家戶訂閱前十大 OTT 影音服務；
二、 Netflix 仍為拉丁美洲市場領導者；
三、 超過半數加拿大和英國 OTT 訂戶僅訂閱一項 OTT 服務。
關鍵字：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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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歐洲：德國】德國數位媒體法於聯邦媒體主管首長會議中通過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6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經過多次會議與公聽會討論後，德國聯邦媒體主管首長會議
（Direktorenkonferenz der Landesmedienanstalten, DLM）中通過符合時代演
進之《德國數位媒體法（Staatsvertrag zur Modernisierung der Medienordnung
in Deutschland）》
，其目的在配合時代背景修訂法律架構，以因應目前快速
發展之平臺、跨媒體（Intermediärsregulierung wichtige）法規問題，擘劃重
要、正確且合於潮流的法規。
德國聯邦媒體主管首長會議（DLM）主席認為此法具突破性，能因應
數位匯流時代法規規範，並提供數位媒體未來的展望計畫，預計將於 2020
年秋季生效。
關鍵字：數位媒體法、跨媒體、德國聯邦媒體主管首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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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歐洲：法國】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召開公共諮詢以籌備數位無線電視超
高畫質及互動科技應用下一步發展策略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 CSA) 公
布數位無線電視（Télévision Numérique Terrestre, TNT）發展成果報告，並
藉此召開公共諮詢會議，聆聽專家意見，以因應未來超高畫質及互動科技
等產業創新發展趨勢。
法國數位無線電視計提供 27 個頻道，多數均已轉換為高畫質（HD）
頻道播出。目前法國家戶數位無線電視普及率已達 5 成，僅透過數位無線
電視收看節目之家戶比例亦有 2 成。為因應高畫質及超高畫質（Ultra-HD）
技術發展，CSA 展開公眾諮詢，包括研討無線電視之新技術標準與方法、
頻譜資源與管理、廣告和收視數據對於產業之影響等議題，協助產業因應
未來超高畫質應用需求，並針對新技術之短、中長期發展研擬數位無線電
視的下一步發展策略。
關鍵字：數位無線電視、超高畫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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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歐洲：英國】Ofcom 公布最常被民眾投訴的電視節目排名與審查結
果清單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Ofcom 公布 2019 年廣播電視節目內容投訴報告，總計評估近 28,000
份觀眾投訴，審查近 7,000 個小時的廣播與電視節目內容，並啟動 121 起
調查，發現 55 起違規案件。
Ofcom 主要透過電話、線上或郵寄等方式接受閱聽眾投訴，並根據廣
播電視內容規範進行評估，據 Ofcom 內容委員會（Content Board）成員
Tony Close 表示，Ofcom 處理投訴時，會檢查內容播出狀況，包括節目類
型、播放頻道與時間等，同時考慮言論自由與觀眾接受多元資訊的權利。
總結近十年處理內容投訴業務，自 2010 至 2019 年最具爭議的節目以真人
秀、新聞和時事節目為多。
關鍵字： Ofcom、電視節目、廣播電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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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美洲：美國】美國商業無線電視網 CBS 與跨媒體集團 Viacom 合併作
業完成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4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商業無線電視網 CBS 和跨媒體集團 Viacom 於 2019 年 8 月 13 日
宣布合併，創建新公司 ViacomCBS，並於 12 月 4 日宣布合併完成。新公
司將占美國電視 22%收視群，每年預計將投資超過 130 億美元製作影視內
容。ViacomCBS 新任總裁表示，透過整合 CBS 和 Viacom 資產、能力及人
力資源，ViacomCBS 將更致力於製作優質內容，並為全球廣告商與經銷商
提供創新解決方案。
隨著電視產業逐漸轉向串流媒體發展，媒體企業興起一股合併浪潮，
以擴大規模與 Netflix 和 Amazon 競爭。對此 ViacomCBS 表示，在節目發
行、廣告、內容授權及串流影音方面有助於創造獲利綜效（ Revenue
Synergies），並可望有效節省成本以賺取更大收益。
關鍵字：電視、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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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洲：美國】美國眾議院通過《電視觀眾保護法案》，避免因再傳
輸糾紛導致斷訊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有鑑於美國近一年來頻道斷訊事件頻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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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護有線電視系統與直播衛星廣播電
視服務事業的閱聽眾得以觀看無線電視聯播網下的頻道節目，同時也透過
立法要求無線電視臺與有線電視系統、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等多頻道視
訊傳輸平臺（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 Distributor，MVPD）經營者間均
需依照誠信原則進行協商（Good Faith Negotiations）
，以避免因再傳輸糾紛
（Retransmission Disputes）導致頻道斷訊（Blackouts）。
TVPA 法案亦針對消費者權益進行保障，包括要求 MVPD 經營者需提
升帳單費用之透明度等，目前該法案已送至美國參議院審理，若通過即會
再送交美國總統以完成正式立法流程。
關鍵字：廣播公司、MVPD、電視觀眾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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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美洲：美國】市調公司 Parks Associates 公布 2019 年美國前 10 大
OTT 影音訂閱服務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6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市調公司 Parks Associates 於 2019 年 12 月初公布美國前 10 大 OTT 影
音訂閱服務名單，此名單包括付費訂閱服務，主要基於 2019 年 10 月調查
的訂閱數，因此並無納入後續上線的 Disney+和 Apple TV+。本次名單中，
Netflix 依然獨占鰲頭，Amazon Prime Video 和 Hulu 則分占第二、三名。
Parks Associates 分析指出，OTT 市場規模小卻不斷成長，隨著大型品
牌進入，未來競爭將更為激烈。以 Disney+為例，該服務目前宣稱已達到 1
千萬訂閱數，若將其納入名單，Disney+將位居第四名。未來若消費者訂閱
多個 OTT 影音服務的趨勢不變，許多服務將隨著市場擴大持續成長；但若
出現成長趨緩，則意味消費者開始對 OTT 影音服務的支出設定底線。Parks
Associates 表示，OTT 影音服務須確保其能提供獨特價值，以在競爭愈趨
激烈的市場中占一席之地。
2019 年美國前 10 大 OTT 影音訂閱服務如下：
1. Netflix
2. Amazon Prime Video
3. Hulu
4. HBO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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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BS All Access
6. Starz
7. Showtime
8. MLB.TV
9. ESPN+
10. Sling TV
關鍵字：串流影音、訂閱服務、OTT

32.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 2018 年民營廣電業者收支情形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總務省於 2019 年 11 月中旬公布 2018 年度民營廣電業者收支情
形。該報告指出，與上年度相比，主要無線電視業者（不含地方無線電視
業者）營業額略微下滑 0.4%，淨收入也下滑 1.8%；地方無線電視業者方
面，與上年度相比營業額則增加 5.8%；而在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方
面，與上年度相比，營業額減少 2.1%，營業利潤則減少 14.5%；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與上年度相比，在營業額和營業利潤皆增長 0.8%。
關鍵字：廣播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無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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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舉行「2019 媒體與資訊素養國際
會議」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8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教
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文化體育觀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MCST）與韓國社區媒體基金會（Community Media Foundation,
CMF）等七大機關團體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共同舉辦「2019 媒體與資訊
素養國際會議」
。該會議邀集韓國國內外學者、媒體教育專家與教師等，共
同討論媒體與資訊素養發展趨勢，包括研討韓國國內和國際媒體與資訊素
養發展趨勢、分享教育領域的實踐經驗、演算法素養（Algorithm literacy）
、
事實查核與數位公民意識等相關議題。
關鍵字：媒體素養、資訊素養、事實查核、數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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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召集全球 25 個國家成立「跨國廣
播電視內容」全球諮詢機構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與韓
國媒體未來研究所（미디어미래연구소；Media & Future Institute）召集全
球 25 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部門、廣播電視業者、國際組織和學術單位等
共同成立
「跨國廣播電視內容
（Broadcasting Content Beyond Borders, BCBB）
」
全球諮詢機構，包括英國 Ofcom、土耳其廣播電視最高委員會（Radyo ve
Televizyon Üst Kurulu, RTÜK ）、 義 大 利 公 共 廣 播 電 視 公 司 （ Rai 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RAI）與亞太廣電聯盟（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 ABU）等近 100 多名專業人員均加入創始成員行列。
該組織將扮演專業智庫角色，旨在促進各國政府與產業組織分享廣播
電視內容市場和政策資訊，並探討廣播電視內容產業的未來發展和政策方
向。鑒於現今包括 Youtube、Netflix 等 OTT 串流影音服務已逐漸影響影視
內容產業，為了促進廣播電視內容的多元包容發展，因而成立該諮詢機構，
以協助產業與政府機關共同因應急劇變化的媒體環境。
BCBB 將分為「廣播電視內容的社會貢獻（Social Contribution）」
、
「友
善在地（Local-friendly）的廣播電視內容」與「鼓勵共同製作及促進交流
（Co-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等 3 個小組討論相關議題與政策，以鼓
勵跨國廣播電視內容的交流。該組織成立宗旨是為了分享與廣播電視內容
相關的市場資訊和政策意見，並討論廣播電視內容產業的未來願景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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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包含以下 3 大工作任務，以促進各國廣播電視內容產業的永續發展：
1. 討論各種應用情境下的廣播電視內容技術措施與政策；
2. 分享不同國家當前的政策環境，並尋求保護和擴大地區價值與文化發
展的方法；
3. 尋找促進廣播電視內容合製（co-production）和發行（distribution）的
方法。
未來 BCBB 也專注研討廣播電視內容的產製框架，以協助產業製作跨
國廣播電視內容。
關鍵字：OTT、內容產業

35. 【亞洲：韓國】韓國通過改善公益廣告的《放送法施行令》修法案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 國 國 務 會 議 （ 국무회의） 通 過 由 韓 國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 ） 提 出 的 《 放 送 法 施 行 令 （ 방송법
시행령）》修訂案，針對公益廣告編制比率部分規定進行增修，目的係為
提高廣電媒體業者的公共責任，並透過公益廣告傳播社會價值，新法將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生效。
本次修法有三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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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使公益廣告有效傳達予公眾，增加「公益廣告分段加權（新
增第 59 條第五項）」規定，廣電媒體業者除有義務編製一定比率之公益廣
告，且將根據編製播映時間賦予權重值以有效計算公益廣告比率，加權標
準將由 KCC 依頻道特性另訂規範。
第二，為權衡廣電媒體業者之節目經營規模、負擔比重與懲罰條款，
新法修正關於免除編製公益廣告義務的法源依據（修正第 59 條第三項），
具體標準將由 KCC 另定之。
第三，將公益廣告法律概念明確化（修改第 59 條第四項），所謂公益
廣告係指廣電媒體業者將國家、公共機構等以公益為目的製作的廣告免費
播出或其自費製作、編輯公益性廣告，與收費播放的政府廣告或接受贊助
製作、編輯的公益性活動等不同。

關鍵字：公益廣告、K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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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亞洲：韓國】2018 年底韓國廣播電視產業市場規模約達 17 兆 3 千億韓元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9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與韓國
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共同發布《2019
年廣播電視產業調查》報告。調查顯示，2018 年韓國廣播電視市場整體規
模達 17 兆 3 千億韓元，較去年增加 4.8%。而若從各產業別來看，無線電
視市場營收較去年增加 1,127 億韓元（增長 3.1%）
，總營收達 3 兆 8 千億
韓元；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營收約達 2 兆 898 億元；IPTV 達 3 兆 4,358 億韓
元；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收益為 5,551 億韓元。
關鍵字：廣播電視產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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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成立媒體國際諮詢理事會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主辦第 5 屆新加坡媒體節（Singapore Media
Festival, SMF）
，會中宣布將成立媒體國際諮詢理事會（Media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IAC），匯集媒體相關的國際產業領導者，共同研討產業
發展與政策建議，以振興東南亞媒體產業發展。
未來每年將於新加坡召開 IAC 理事會議，成為新加坡媒體節活動之一。
該創始理事會成員由 IMDA 任命 11 位全球媒體產業領導者組成，任期以
2 年為限，並於每年理事會議中提供專業意見，協助企業建立新的夥伴關
係、內容創新及融資模式等，以掌握亞洲發展機會。
關鍵字：媒體節、國際諮詢、I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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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匯流

4

匯流

38. 【歐洲：歐盟】歐洲議會持續施壓，關注數位經濟稅的發展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國別：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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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歐洲議會議員（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EP）亦積極關注此議題之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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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數位經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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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歐洲：歐盟】歐盟提出「連結非洲」計畫，提供 3 千萬歐元資助非
洲提升網路基礎建設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國別：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宣佈追加 3,000 萬歐元資金於「連結非洲（Africa Connect）」計
畫，為非洲各地的研究和教育機構提供可負擔且高容量的網路基礎建設。
該計畫將由歐洲研究與教育網路服務相關機構與非洲三大區域性網路組
織共同合作，包括北非教育與研究網路（Arab State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ASREN）、西非和中非教育與研究網路（West and Central Africa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WACREN）、東非與南非 UbuntuNet 聯盟
（UbuntuNet Allianc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ing）等，以加強歐
洲與非洲之間的聯繫，並為非洲研究和教育培訓機構提供與全球合作的機
會，使該等機構有能力開發及使用應用程式，以改善當地教育與學習環境，
例如虛擬課程或大規模的線上課程，支援非洲區域研究和教育網路發展。
自 2014 年起執行的連結非洲計畫已連結 800 多個高等教育及研究機
構的網路，提升當地寬頻網路速度並使連網成本下降，目前執行成果概述
如下：
⚫ 尚 比 亞 ： 尚 比 亞 國 家 研 究 和 教 育 網 路 （ Zambi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ZAMREN）網路容量（Internet Capacity）增加
60 倍，而成本在 4 年內下降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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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及利亞：建置模擬監視系統，並透過行動機器人監測校園內的入
侵者，以改善拉各斯大學（University of Lagos）的校園安全。該系
統經濟又具實效性，喚起其他學校對校園安全的關注。
⚫ 烏干達：加速推動可負擔的網路近用（Affordable Online Access）
服務，以強化烏干達學生的大學服務。如軟體開發與資料管理專業
的學生，透過連結非洲計畫所資助的寬頻網路開發一款應用程式，
以加速學校行政管理流程並改善學習環境。
⚫ 埃及：連結非洲計畫與科學界合作發布自然災害（如沙塵暴）的預
警機制，該計畫提供可靠的寬頻網路以下載、傳輸並使用衛星感測
器和氣象觀測站所蒐集到的數據資料。
關鍵字：網路連結、連結非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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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歐洲：法國】法國競爭管理局因 Google 違反廣告透明化等規則，而判
定其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對 Google 處以 1.5 億歐元罰款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法國競爭管理局（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裁處 Google 濫用搜尋引
擎廣告市場主導地位，其 Google Ads 廣告平臺營運規則「不透明且晦澀」
，
致廣告商很難理解和遵守，且有權修改規則，據此決定廣告商行為是否合
乎規則，違反市場競爭，罰款 1.5 億歐元。
Google 近年頻頻受到歐盟國家反壟斷調查，本次因廣告投放和搜尋爭
議，經法國競爭管理局裁處有不公平且壟斷並利用市場主導優勢之情形，
因而要求 Google 澄清其 Google Ads 廣告平臺操作規則，以及帳號停用（凍
結帳號）等相關程序。Google 對此表示其廣告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護消費者，
具有充分合法性，並表示將會提起上訴；法國競爭管理局則認為 Google 所
提的回應與市場競爭爭議無正面相關，且並未針對其廣告策略與演算法不
透明等問題提出回應。
關鍵字：廣告、Google

44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12 月份】
41. 【亞洲：韓國】KCC 接受 SKB 和 Netflix 之間的網路費用仲裁申請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表示
已接受電信業者 SK broadband（SKB）之仲裁申請，將針對 SKB 與跨國視
聽串流服務業者 Netflix 之間的網路使用費爭議進行調解，KCC 將聽取雙
方業者意見，並收集法律、學界、電信等相關領域專家建議，於 90 日內完
成仲裁程序。
近年來由於 Netflix 於韓國境內使用者增加，韓國電信業者 SKB 因而
主張向 Netflix 收取網路使用費，以攤提其建置寬頻網路成本與相關費用。
Netflix 提議無償在 SKB 網路交換資料中心設置專用快取（Cache）伺服器，
以減少寬頻網路流量負荷，同時又可提供高畫質影音服務，然而包括 SKB
在內的電信業者認為設置快取伺服器並非解決網路使用費爭議的根本作
法，因此 SKB 依照韓國《電信法》第 45 條規定，要求主管機關 KCC 介
入調解。
關鍵字：網路費用、Netflix、快取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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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新應用

創新應用

42. 【國際：跨國】5G 不僅具備高速連結性，更將解放與增強現有技術應
用能力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Marketing》雜誌專訪 Verizon Media 旗下歐洲區 RYOT Studio 暨歐
洲與拉丁美洲區 5G 創新內容應用發展主管 Mark Melling 表示，多數人都
專注於 5G 更快的網路連結潛力，但 5G 所造成的影響範圍將超越手機，
5G 是一項革命性的新基礎技術，將解放與增強現有無法擴大大眾消費規
模的技術能力。
⚫ 透過 5G 技術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等技術將被帶入消費者日常生活的最前線，使消費內容的
速度超出預期。
⚫ 5G 對廣告業影響之一，是讓公司具有創造更多動態創意的能力，使公
司和消費者都將從 2D 數位世界轉向 3D 數位世界。而 4G 在提供即時
體驗方面非常有限，以製作動畫為例，由於動作捕捉會生成大量數據，
大約每秒 7GB，以 4G 的速度此過程耗時極長，可能須花一年時間才
能完成，但 5G 能夠處理大量數據，將使時間縮短一半。
⚫ 5G 使個人能夠更易於將 AI 應用在日常生活，但就創造力而言，AI 可
為人類做的事情還有待觀察。但也許 AI 可以完成較具標準化的創意類
型，將使人們有更多精力去從事更有趣及更具創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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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將影響娛樂與體育現場轉播。例如人們將能夠使用不同的設備從各
個角度觀看體育賽事的重播。
⚫ 5G 也將影響汽車產業。隨著汽車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汽車公司考
慮將汽車變成娛樂項目，5G 可透過 VR 協助增強互動駕駛的娛樂體
驗，創造另一新的家庭娛樂空間。
雖然可能要花幾年的時間才有更多的公司採用 5G 相關應用，但行銷
人員應立即開始規劃 5G 應用服務並研擬策略。整個產業如何進行 5G 的
價值交換，或者為何某些事情 4G 無法完成，換成 5G 即可達成，都應有更
多的討論。
關鍵字：5G、AI、3D、AR、VR

43. 【國際：跨國】WEF 發布：區塊鏈網路安全架構白皮書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區塊鏈（Blockchain）是一種記錄交易的體系，可取代包括銀行在內「信
託仲介機構」的功能。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可實現前所未有的效率性
和透明度，且優化營運的能力遠超過當前中央資料庫和紙本帳單的生態
系。因此，多數企業開始使用區塊鏈來追踪商品紀錄，但該技術值得被信
任嗎？以網路安全事件為例，2017 年數百家公司成為 NotPetya 勒索軟體
攻擊的受害者，Maersk 和 FedEx 的全球業務因此中斷數週且造成數億美
元損失。儘管港口及貨運承攬業積極採用新技術克服網路安全問題，
NotPetya 的警示是，網路安全架構難以再改造：新技術的嵌入必須從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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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執行。
為此，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Hitachi 以及其
他 公 私 部 門的 供應 鏈 參 與 者共 同發 布 《 區 塊鏈 網路 安 全 架 構 白 皮 書
（Framework for Blockchain Cybersecurity）
》。WEF 聚集眾多合作夥伴，共
同定義區塊鏈佈署的關鍵要素，從聯盟治理到數位身分、互通性、稅收和
安全性等，尤其安全性是區塊鏈的先決條件。最新白皮書介紹 10 個步驟
（取得區塊鏈專業知識、定義安全性目標、選取區塊鏈類別、呈現風險評
估、定義安全管控、設計安全治理、選取安全供應商、安全開發、偵測與
編輯安全性、緊急回覆）以建構安全的區塊鏈佈署架構與安全風險管理流
程。
關鍵字：區塊鏈、網路安全

44. 【國際：跨國】ABI Research 發布：企業垂直場域對於通信服務提供者
與成功佈署 5G 至關重要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4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全球技術市場顧問公司 ABI Research 的數據顯示，到 2026 年，
工業廠區將有 530 萬個 5G 連接，將產生超過 1.84 億美元的收入（2021 年
至 2026 年的複合年成長率為 623%）。
5G 非常適合在工業廠區提供無線連接，因為它可以建立大規模的無
線感測器網路或實現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和擴增實境（Augmented
48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19 年 12 月份】
Reality, AR）應用，以預測性維護及產品監控。因此，5G 為製造商帶來巨
大的營運優勢並提高生產力。此外，透過將 AI 應用程式融合到製程中，
將開闢新的生產機會。
法國 Schneider Electric 與德國 Osram、Mercedes 等公司的 5G 早期試
驗佈署計畫間接說明，將 5G 的連接性帶入廠區可將維護成本降低 30%，
並使整體設備效率提高 7%。儘管 5G 在工業製造中有許多案例與應用領
域，但以企業垂直整合為目標將從根本上改變與 5G 相關的價值鏈，網路
業者、基礎設施設備商與製造商之間必須更緊密的合作。
關鍵字：5G、垂直產業、垂直應用

45. 【國際：跨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發布：中國大陸的 5G 浪
潮，將推動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在 2020 年恢復成長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 IDC 發布的《全球行動電話季度追蹤報告（Worldwide Quarterly
Mobile Phone Tracker）》之最新預測顯示，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年成長率達
1.5%，至 2020 年出貨量將超過 14 億支。IDC 預測在 2020 年 5G 智慧型手
機的出貨量將達 1.9 億支，占整體智慧型手機出貨量的 14%，遠超過 2010
年 4G 手機第一年出貨量的占比（1.3%）。
IDC 短期調升對 5G 智慧型手機銷售量的預期，主因近期中國大陸智
慧型手機供應鏈及 OEMs 市場積極發展所致，中國大陸無疑成為 5G 手機
出貨量主導市場。然而，其他重要市場包括美國、韓國、英國及加拿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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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支撐 2020 年智慧型手機整體出貨量。最終，IDC 預期 5G 智慧型手機價
格將會快速下降，俾利提升市場占有率，當 5G 網路到來、電信設備商支
持，以及大幅降價以提供更實惠的 5G 手機等因素具足，將推動全球 5G 智
慧型手機加速發展。
關鍵字：5G、智慧型手機

46. 【國際：跨國】IDC FutureScape 發布：2020 年全球行動通信 10 大預測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IDC FutureScape 發布全球行動通信 10 大預測，這些預測旨在幫助企
業對於未來 5 年業務計畫進行策略規劃。預測內容如下：
1. 儘管 5G 在性能與高階應用案例能力大幅躍進，但至 2023 年，僅 30%
的行動網路流量為 5G 所承載。
2. 到 2022 年，將有 75%企業一線員工使用行動設備、應用程式和連網服
務，以提高任務導向工作流程效率。
3. 到 2022 年，60%行動管理服務業者將增加電腦端點設備管理功能，讓
70%客戶服務轉移至整合端點管理服務（Unified Endpoint Management,
UEM）。
4. 到 2023 年，隨著隱私變得更加重要，45%安全服務管理業者的收入，
來自將安全功能與其他服務（如雲端、連線和 IoT 服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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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到 2023 年，由於營運能力和企業管理系統/流程的落後，仍有 80%的
電信業者難以提供 5G 和網路切片服務。
6. 到 2023 年，80%的全球公司
（外商公司）
將讓員工配備連網電腦（Always
Connected PCs, ACPCs）
。
7. 到 2023 年時，邊緣運算/虛擬化將使 50%的企業網路服務傳遞方式轉
成雲託管的按使用量計費方式（pay-per-use model）
，以改善服務品質並
加速新服務的推出。
8. 到 2024 年，75%公司將在日常運作中充分運用 4 種連網方式，包含有
線網路、行動網路、低功率廣域網路（LPWAN）和 Wi-Fi，其中行動
網路和低功率廣域網路的採用將成長最多。
9. 到 2024 年，為靈活因應各種案例，60%的業者將採用 DevSecOps 模型
（將安全性融入軟體開發的架構）
，以建構和保護其網路並建立支援團
隊和流程。
10. 到 2025 年，50%積極佈署 5G 的行動網路業者（MNO）將利用網路切
片技術，為企業廣域網路（Wide Area Networks, WAN）提供安全且分
段的 5G 無線連接，作為虛擬專用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關鍵字：行動通訊、市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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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歐洲：跨國】ENISA 報告：強調網路安全對自駕車與聯網汽車的重
要性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網路安全機構（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ENISA）
近期發布報告，強調網路安全對智慧汽車的重要性，該報告指出智慧汽車
增加許多功能，以提高使用者體驗或汽車安全性。若網路安全防護不足，
將可能被駭客入侵，運用網路攻擊，導致車輛無法行駛、造成道路交通事
故、財務損失、敏感資料洩露，甚至危害用路人安全。
相較 2017 年 ENISA 首次發布關於智慧汽車網路安全性的研究，這份
報告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半）自駕車和車聯網（Vehicle-to-Everything, V2X）
通訊技術，並分類聯網汽車和自駕車生態系的資產和威脅，以及提供可行
的方法改善聯網及自駕車的網路安全。另，整理現有法律、標準和政策，
讓歐盟草擬的安全控制部分與聯合國自動駕駛車輛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 on Automated/Autonomous and Connected Vehicles, GRVA）提出的網路
安全建議草案中的安全控制相互呼應。
關鍵字：網路安全、自駕車、聯網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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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歐洲：跨國】歐盟網路安全機構（ENISA）將為雲端服務提出網路安全
認證計畫，供 EC 採用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2019 年 6 月歐盟通過《網路安全法（Cybersecurity Act）
》
，提供發展全
歐洲資通訊（ICT）服務、產品和流程一個網路安全認證計畫架構。歐盟執
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責成歐盟網路安全機構（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ENISA）考量現有相關計畫和標準，為雲端服務
擬具網路安全認證提案計畫。
根據「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規則（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Regulation）」的目標，值得信任且安全的雲端基礎設施和服務，是實現歐
洲資料可移動性的基本要求。一個泛歐洲認證架構將更能確保企業、公共
管理部門和公民的資料，無論在歐洲何處處理或儲存，都同樣安全。
EC 為了使歐洲建立更安全、更受信任的雲端服務，鼓勵業者、用戶和
國家網路安全認證機構代表開發歐洲單一雲端認證計畫備選方案，因此
2017 年底成立雲端安全認證自律工作小組（Self-regulatory Working Group
on Cloud Security Certification，CSP CERT），於 2019 年 6 月提出「實施
CSP 認證計畫的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SP
Certification Scheme）」
。下一步，ENISA 將開發針對雲端基礎設施和服務
的網路安全認證計畫，並提案供 EC 採用。
關鍵字：雲端服務、網路安全、安全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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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歐洲：英國】英國維珍鐵路公司進行 5G 支持的 Wi-Fi（5G-Powered
Wi-Fi）試驗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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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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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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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在倫敦尤斯頓（London Euston）車站與
伯明罕新街（Birmingham New Street）車站，以及尤斯頓（London Euston）
車站與曼徹斯特皮卡迪利（Manchester Piccadilly）車站間進行測試，由
Vodafone 提供 5G 網路連結及 McLaren Applied 提供遙測與控制技術。目
前英國政府已訂定每列火車取得 1 Gbps 速率的目標，在 2025 年之前透過
5G 支持的 Wi-Fi 技術改善車載的連結性。
關鍵字：5G、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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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歐洲：挪威】挪威 5G 自動駕駛渡輪試航成功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1 日

國別：挪威
子分類：市場面

Ericsson、挪威電信公司 Telia 與挪威科技大學（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NU）共同合作，打造名為 MilliAmpère 自動
駕駛的小型聯網渡輪，並成功在挪威峽灣城市特隆赫姆（Trondheim）試航，
運送乘客穿越特隆赫姆的港口運河。
MilliAmpère 搭載可紀錄周邊環境與船上控制系統的感測器，運用 5G
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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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 威 科 技 大 學 副 教 授 Egil Eide 表 示 ， 運 用 人 工 智 慧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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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發生緊急情況時，也
可透過行動網路從控制中心對渡輪進行遠端控制。
關鍵字：自動駕駛渡輪、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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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美洲：美國】Uber 在美國匹茲堡購地，建立自駕車的新試驗場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2018 年 3 月，Uber 自駕車在亞利桑那州發生致命事故後，該自駕車
計畫暫停 9 個月，並於 2018 年 12 月在匹茲堡的公共道路上重新恢復有限
度的自駕車測試。近期，Uber 的子公司 Three Rivers Holdings LLC 向帝國
土地公司（Imperial Land Corp.）以 950 萬美元的價格購買匹茲堡 596 英畝
的房產，建立自駕車的新試驗場，以進行技術測試。
Uber 發言人對媒體說明，購買這塊土地是為了建造一條測試跑道，新
的跑道包括觀景臺，將僱用約 200 人。此次收購，象徵 Uber 對自動駕駛
研究的最新擴展，並與 Alphabet 的 Wayne、Tesla、Ford 和 General Motors
等成為競爭對手。2019 年 6 月，這家共享汽車巨擘宣布與 Volvo 合作開發
新型的自駕車模式，其中包括電腦控制的轉向和煞車系統。
關鍵字：自駕車、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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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美洲：美國】美國電信商 Verizon 與 Walt Disney 影業集團合作測試 5G
現場直播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9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電信公司 Verizon 與 Walt Disney 影業集團（Walt Disney Studios）
的 StudioLAB 以及 ILMxLAB（為沉浸式娛樂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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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革新現場
娛樂體驗（Live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s）並利用 5G 技術捕捉影視精采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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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業公司的攝影機與 Verizon 5G
網路的 Inseego MiFi M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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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zon Media RYOT 的動態捕捉技術，由
ILMxLAB 創造的虛擬星際大戰士兵在首映會晚會進行展示。士兵從大
型的 LED 牆出現，實際上是由 Verizon Media 5G 實驗室中的演員，以
數位化的方式呈現在螢幕上，而現場參與者在高品質的 3D 環境中，可
與這些虛擬的士兵互動。
關鍵字：5G、動態捕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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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洲：加拿大】邁向智慧城市的當口，應建立有益於全民的數據治理機
制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 2019 年 12 月 9 日

國別：加拿大
子分類：政策面

數位經濟時代下，數據儼然成為經濟的重要推力，也是 Facebook、
Amazon 和 Google 等科技巨擘的發展骨幹，未來城市也建立在數據之上。
但個人數據使用的道德爭論，正影響當地社區和全球市場，且持續升溫，
例如 Alphabet 旗下智慧城市子公司 Sidewalk Labs 之提案，在多倫多
Quayside 耗資 13 億美元，打造以數據驅動的智慧城市，惟過程中引起諸多

爭議，如基於隱私數據使用疑慮造成員工自請離職，審計報告疑慮造成多
倫多 Quayside 董事會政府代表遭替換、公民自由協會對該計畫違反行政法
與憲法疑義提出訴訟等事件。因此，發展智慧城市的關鍵在於，如何在不
犧牲民眾隱私的前提下，從數據運用（Data-enabled）的技術中受益？
與 App 不同的是，民眾進入智慧城市的公共空間前，無法如登入 App
前出現要求同意使用個人資料的對話框，民眾也無拒絕提供個人資訊的簡
易方式。對此，本文提出可能解決方案如：第一，使用國際標準設計隱私，
將數據收集程度最小化，並從源頭匿名（去識別化）處理。第二，提出「安
全共享站（Safe Sharing Sites）」的解決方案，其作法為分析者可對加密數
據進行查詢，也可提出與個人數據有關的問題，但僅能得知匿名的彙總結
果。第三，提出「公民數位信託（Civic Digital Trust）」的新型態組織，對
居民負有信託義務以及安全處理共享數據的技術能力，由居民組成公民大
會，審議城市數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並確保智慧城市數據的收益公
平分配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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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智慧城市

54. 【亞洲：韓國】以 5G 為基礎的遠端自動模型船成功航行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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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5G 航行技術商業化具有重大意義。此
次試航為三星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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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需
要手動控制的狀況，也可透過 5G 網路及時遠端遙控船隻。
遠端自動航行測試成功的模型船 Easy Go，係由三星重工獨自開
發的 3.3 公尺自動航行測試船，此船搭載 5 個高性能攝影鏡頭、以 5G
為基礎的雷射雷達感測技術（LiDAR）、採用 SK Telecom 影像控制技
術的「T Live Caster」以及雲端 IoT 等，並以電池電力作為動力，進行
遠端遙控及自動航行。測試活動運用 5G 遠端自動航行測試平臺，讓
船隻航行於狹窄水道或靠岸時，提供更大的視角以提高航行安全，更
能將船隻的所有數據連接至 IoT 平臺並及時上傳至雲端，以監控船隻
的所有狀況。
關鍵字：5G、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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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亞洲：韓國】韓國電信 KT 打造 5G 智慧高爾夫球場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電信業者龍頭 KT 與韓國最大的高爾夫球場業者 Golfzon County
合作，打造 5G 智慧高爾夫球場，並結合 AI 導覽機器人、自駕球車系統等
創新服務。
KT 與 Golfzon County 預計於今年在安城市高爾夫球場湖 8 號的 KT
5G 大廳提供消費者一項 120 度廣角揮桿的擺動矩陣視圖（Matrix View）
創新服務，消費者可正確掌握揮桿姿勢及擊球軌跡之變化程度。KT 與
Golfzon County 也研議未來增設揮桿校準分析以及客製化的課程服務，並
共同整合大數據及高爾夫球特定場域的專業知識，創造一個消費者能夠透
過不同方式享受運動，並具備提升商業價值的新市場。

關鍵字：5G、KT、AI、機器人、無人機、自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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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亞洲：韓國】韓國通過 8 個 ICT 監理沙盒項目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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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
7 屆新技術服務審議委員會，審議 8 個監理沙盒項目，並通過其中 6 項臨
時許可及 2 項試驗特例。審議項目包括社區型大型車共乘服務、首爾地鐵
站附近的本國及外國人共享住宿服務、直接雇用家事服務提供平臺、供外
國遊客使用的 GPS 計程車計費器 App、移動式虛擬實境騎馬體驗卡車、測
量行駛中貨車重量之自動秤等。
其中，由現代汽車及 KST Mobility 共同推出的社區型大型車共乘服
務，根據韓國現行法規，此類的共乘服務是不合法的，但審議委員會給予
特例許可，預計將為民眾帶來更便利的短程行動服務。另外，現行法規下
都市民宿是不可提供本國人入住，但此次試驗特例將有限制的開放本國及
外國旅客皆可入住。
MSIT 從 2019 年 1 月開始實行的 ICT 監理沙盒，至今已通過 15 件臨
時許可及 17 件試驗特例，其中 14 項新技術和服務已在市場上市，明年則
著重於法規改善。

關鍵字：監理沙盒、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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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亞洲：韓國】韓國電子通訊研究院發布：可如人眼般辨識影像的 AI
技術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技術面

韓國電子通訊研究院（ETRI）發布，將公開可辨識事物及追蹤行動的
視覺 AI 所需之核心技術—VoVNet，以及不需 Photoshop 照片編輯軟體也
可輕鬆編輯臉部照片的技術—SC-FEGAN，同時也公布視覺 AI 學習所需
的 560 種都市環境與景物，以及 20 萬筆的影像資料，主要來自監視器所
錄製的內容，例如車輛、號誌燈等，勢必對 AI 產業帶來助益。
VoVNet 技術透過找到照片中人物的特徵、蒐集與分析資訊，再建構類
神經網路模型，將可實現各種事物檢測、部分辨識及臉部辨識等功能。另
一項臉部照片編輯技術 SC-FEGAN，可為照片中的人物添加配件、改變髮
型、表情等，甚至因塗鴉而毀損或部分照片空白等情況也可透過簡單的編
輯恢復原狀。此技術使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中的 GAN 技術，
以人工的方式建立數據，並透過辨識此數據來打造仿真的人造數據，將可
大幅減少電腦圖像運算、網頁設計、產業設計等的作業時間並提高辨識結
果品質。
關鍵字：AI、臉部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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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亞洲：新加坡】電信業者 StarHub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以 5G
技術試驗 VR、AI 解決方案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市場面

電信業者 StarHub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合作，使用 5G 技術設計及測試先進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解決方案。同時開發應用案例，展示
5G 功能實務解決方案，將增強學習效果、增進研究能量及解決產業需求與
挑戰。
5G 提供超可靠與低延遲通訊，並顯著改善頻寬效能，VR 與 AI 解決
方案需要這兩種特性，才能無縫式互動體驗，而不會出現延遲或訊號遺失。
StarHub 與 NUS 已開始兩個關鍵 5G 計畫的前期工作：
1. 聚焦於使用 5G、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VR 進行沉浸式和
互動式課程。NUS 正在探索有關測量、建築技術與設施管理的課程，以
使學生沉浸在虛擬建築環境中。
2. 以無人載具為基礎的即時檢查典型系統，該系統將使用空拍機記錄數位
圖像或影像，並透過 5G 傳輸到由 AI 驅動的遠端缺陷檢測系統進行分
析，改變傳統的人工檢查作業。

關鍵字： 5G、AI、AR、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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