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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1. 【國際：跨國】Wi-Fi 聯盟推出「Wi-Fi 6E」規格，特指使用於 6 GHz
頻段的 Wi-Fi 6 裝置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Wi-Fi 聯盟（Wi-Fi Alliance）推出新的規格定名為「Wi-Fi 6E」
，以區別
即將運行於 6GHz 頻段的 Wi-Fi 6 裝置，Wi-Fi 6E 裝置將能提供更高性能、
更低延遲與更快的數據傳輸速率。
Wi-Fi 是物聯網及 5G 環境的必要補充，可為缺乏服務的地區提供通訊
網路，對全球經濟具有重大貢獻。Wi-Fi 聯盟持續倡議各國開放 6GHz 頻段，
在保護現有使用者的同時供 Wi-Fi 使用，未來 6GHz 頻段可望成為重要的免
執照頻段。
6GHz 頻段可容納額外 14 個 80MHz 頻道與 7 個 160MHz 頻道，解決
Wi-Fi 頻譜不足的問題，而更大的頻寬與容量可以支援高畫質影音與虛擬實
境等高資料傳輸量需求的應用，也可以在設備密集與擁擠的環境下，同時支
援更多使用者。
關鍵字：Wi-Fi6、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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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跨國】GSA 研究指出 C-Band 為 5G 最重要的頻段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全球行動設備供應商協會（Global Mobile Suppliers Association, GSA）對
國際上通常用於固定無線、衛星或政府/軍事等用途的 C-Band（即 3.3-4.2
GHz 頻段）進行研究，該頻段較美國分配的範圍（3.7-4.2 GHz）廣，而 3.5GHz
的公民無線寬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 CBRS），亦屬 GSA
的 C-Band 類別。
GSA 表示，自 2015 年起，共 23 個國家已拍賣或分配 C-Band 供行動寬
頻及 5G 使用，包含澳大利亞、義大利、德國、芬蘭、韓國及英國。而近 30
個國家即將進行新的或額外的中頻段釋照，包含法國、比利時、巴西、希臘、
匈牙利、以色列、印度、墨西哥、挪威、葡萄牙、波蘭、南非、瑞典及英國
等。而美國預計於 2020 年夏天進行 CBRS 的優先接取執照（Priority Access
License, PAL）拍賣，且公開拍賣的 C-Band 頻寬估計達 280MHz。阿拉伯頻
譜管理小組（Arab Spectrum Management Group, ASMG）亦決定視各國情形
釋出 3.3-3.8MHz 或 3.4-3.8MHz 頻段。綜上，C-Band 的中頻段逐漸成為 5G
核心使用頻段，且各國主管機關皆試圖陸續規劃 C-Band 的釋出。

關鍵字：5G、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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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跨國】ITU 採納 ATSC3.0 作為未來數位無線電視推薦標準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3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已同意採
納 ATSC3.0 作為未來數位廣播電視推薦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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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美國和韓國已採納該標準，並將應用於未來 4K、8K 等超高畫質節目播
送服務。ATSC3.0 是以 IP 通訊網路為基礎的新標準，其技術特性包括：
1. 可加強影音服務的品質
2. 可於多元裝置上加強行動接收（Mobile Reception）
3. 提升頻譜使用效率
4. 提供彈性的緊急資訊用途
5. 個人化的功能和服務
6. 提供互動化的服務（Interact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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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ATSC3.0、數位無線電視、無線廣播電視、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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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亞洲：韓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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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8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技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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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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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ATSC 3.0、RAPA、數位電視、次世代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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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際：跨國】電信管理論壇 TM Forum：電信業者的 5G 佈署藍圖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電信管理論壇（TM Forum）的研究，電信業者佈署 5G 至少分成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美國、韓國、瑞士、英國和芬蘭等國家在推出行動
寬頻服務後，即開展第一階段工作，主要為 LTE 的增強。5G 雖可提供更大
的容量改善終端用戶的體驗，但服務的類型與 LTE 基本上變化不大，且實
際上 5G 使用的核心網路與 LTE 相同。
佈署 5G 的第二階段，將提供以網路切片、邊緣運算和軟體服務等技術
為基礎的新應用案例（例如要求低延遲和高可靠性的自駕車）
，主要重點將
著重於 B2B 和 B2B2X 生態系，可視為汽車、醫療保健和公用事業等垂直市
場產品的新契機。為了實現這些機會，電信業者不僅佈署 5G 網路元件且佈
署支援系統，從服務中獲利並與客戶、合作夥伴互動，而 IT 領導者應採取
積極主動的方法，透過實施以平臺為基礎的新功能與靈活的 DevOps 架構，
使組織內的業務部門能夠利用新的 5G 功能。
另，TM Forum 調查預測從 2020 年至 2025 年的 5 年內，5G 助益電信業
者的收入增長程度，最大比例的受訪者（35%）認為，收入增長可能超過 10%，
成長主要來自企業市場（例如企業專網），而非消費者服務。
關鍵字：5G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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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洲：美國】美國加州消費者隱私法元旦上路，增設「禁止出售我的
個資」連結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包括 Walmart 在內的美國大型零售商在網站新
增「禁止出售我的個資」連結，並在商店內設置標語，首次提供加州消費者
了解零售商蒐集個資和其他數據的情形。
《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
，作為監督美國企業收集資料最重要的法規之
一，允由購物者可選擇不讓零售商和其他公司將其個人資料出售給第三方。
除零售商外，該法律還影響眾多企業，包括 Facebook、Google 等社群媒體
平臺、廣告商、App 開發商、行動服務業者和串流電視服務商，並可能徹底
改變企業受益於個資使用的模式。
另根據一家獨立研究公司替加州總檢察長辦公室進行經濟影響評估顯示，
遵守該項法令將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間造成企業 4.67 億至 165 億美元的法
遵成本，而產業推估首次遵循法令成本將超過 500 億美元。
關鍵字：加州個資隱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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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歐洲：跨國】歐盟執委會批准歐盟 5G 網路安全工具箱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9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於 2020 年 1 月 29 日批准歐盟
5G 網路安全工具箱（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EU Toolbox of Risk
Mitigating Measures）
，以解決歐盟會員國共同評估後所確立的所有風險，包
含與非技術因素相關的風險，如來自非歐盟國家或國家力量支持的參與者
透過 5G 供應鏈進行干擾的風險。EC 亦同意強化安全性要求，以評估供應
商的風險狀況，並對潛在之高風險供應商施加相關限制，包括對被視為關鍵
與具敏感性主要資產進行必要的排除（如核心網路功能）
，同時制定適當策
略以確保供應商多元化。
為確保 5G 網路、5G 基礎設施及供應鏈的安全性，EC 將審酌使用工具
協助各成員國，包含電信及網路安全法規、一致性標準（Coordination on
Standardisation）及歐盟範圍內的認證（EU-wide Certification）
、為保護歐洲
5G 供應鏈而制定的外國直接投資篩選框架、貿易防禦措施（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 TDI）、競爭法規、適當考量安全層面的公共採購及確保受益人
遵守相關安全要求的歐盟資助計畫等。EC 將繼續與「歐盟網路與資訊系統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IS）」及「歐盟網路安全機構（EU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ENISA）」合作，以落實歐盟 5G 網路安全工具箱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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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呼籲成員國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逐步貫徹 EU 工具箱中一系列之
安全措施建議，並預計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對各成員國的實施情形編撰
聯合報告。
關鍵字：5G

8. 【歐洲：捷克】捷克政府調整 5G 頻譜拍賣規則吸引新進業者參進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9 日

國別：捷克
子分類：政策面

捷克原先規劃於 2020 年 1 月進行 700MHz 與 3.5GHz 頻段的行動通訊
頻譜拍賣，然而捷克政府於 5G 頻譜拍賣前最後一刻修改拍賣條件。捷克電
信辦公室（Český telekomunikační úřad, CTU）主委 Jaromir Novak 因不同意
新的規劃方向而辭職，CTU 新任主委由 Hana Továrková擔任，而原先的拍
賣計畫亦延後，預計於今年年中完成新拍賣規則的訂定。
目前捷克電信市場由 Telefonica 的 O2 Czech Republic、Deutsche Telekom
的 T-Mobile、與英國的 Vodafone Group，三家電信公司主導。捷克貿易和工
業部長（Minister of Trade and Industry）Karel Havlíček 指出，為使一般大眾
以低廉價格取得行動數據服務，第四家電信業者的市場參進十分重要。
Havlíček 認為 CTU 原先制訂的拍賣規則未能吸引國內外業者投資，即使保
留 700MHz 頻段區塊，仍無法促進新進業者參與投標，且可能因為具有差
別待遇的性質而遭歐盟執委會審查，故提出調整拍賣條件的建議。
然而 CTU 前主委 Jaromir Novak 曾表示，變更後的拍賣制度將無助於
改善捷克電信市場的競爭環境，恐危及全國快速佈建 5G 網路的目標，甚或
引發 CTU 與電信服務供應商間的紛爭。Novak 認為原先規劃保留 700MHz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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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區塊，讓新進業者得以參入，並可防止不利於市場的投機者參與，但若
政府進一步開放 3.5GHz 頻段國內漫遊，藉此鼓勵新進業者進入市場，或不
利於該國 5G 發展。

CTU 新任主委表示將準備新版本的頻率拍賣規則，以讓更多投標者得
以參與。捷克貿易和工業部長 Havlíček 則說，頻率拍賣將比原定時間晚實
施，但並不會影響 5G 網路的佈建。

關鍵字：5G、拍賣

9. 【美洲：美國】美國無線通訊局公布 2.5 GHz 農村部落頻率申請優先權
的申請資格及程序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6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於
2019 年 7 月修正通過 2.5GHz 頻段監理規定，使 2.5GHz 頻段可供 5G 服務
使用，並規劃開放符合優先權申請資格的農村部落可優先申請頻率，剩餘未
分配頻率將以競標釋出予其他商業用途。
美國無線通訊局（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s Bureau, WTB）於 2020
年 1 月 6 日公布農村部落頻率申請優先權的申請資格及程序，申請時間為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8 月 3 日，申請資格包括以下 4 項：
1. 申請者必須是(1)聯邦政府認可的部落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村莊；(2)由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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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認可的部落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村莊組成的財團；(3)由前述任一方
擁有並控制的實體（Entity）；
2. 申請者申請執照的區域必須是合格的部落土地；
3. 部落土地位處農村地區；
4. 申請者須證明該部落實質存在，意即部落土地須有當地居民且申請者須
實際位於部落土地內。
申請者除須符合資格外，亦須了解未來在 2.5 GHz 頻段上營運的服務規
則以及申請優先權並取得執照後應遵循的特殊規則。例如，須滿足規定之佈
建要求，包括中期佈建要求（2 年）和終期佈建要求（5 年）；若無法達成
中期佈建要求，終期期限將提早一年；而若無法達成終期佈建要求，則將吊
銷執照。
關鍵字：5G、區域性 5G

10. 【美洲：美國】FCC 核准 3.5GHz 頻段的商用佈署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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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授權頻譜接取系統（SpectrumAccess System, SAS）管理者得進行
3.5GHz 頻段的初期商用佈署，並於 2020 年 1 月 27 日宣布認證其中四個
SAS 管理者，包含 CommScope、Federated Wireless, Inc、Google 及 Sony。
而 FCC 亦將釋出 3.5GHz 頻段以提供 5G 等進階無線通訊服務，並允許上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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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中頻段頻譜得以完全商用。

關鍵字：5G、CBRS、3.5GHz

11. 【美洲：美國】FCC 公告第 3 次毫米波拍賣（Auction 103）結果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0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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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30 日公告 37GHz、39GHz 及 47GHz 頻譜拍賣之價格鐘階段
（Clock Phase）於第 104 輪後結束，合計收入達 75.62 億美元。原規劃之
14,144 張執照中，共釋出 14,142 張，釋照比例超過 99.9%，得標者將於位
置競價階段（Assignment Phase）競標特定頻段。FCC 將再進一步公告位置
競價階段的日期、時間等事項。
關鍵字：頻譜拍賣、37 GHz、39 GHz、47 GHz

12. 【亞洲：韓國】韓國投入 6G 研究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2019 年 4 月 22 日，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匯集產、官、學各界舉行 6G 論壇，正式宣布韓國展開 6G 研究，並
成立研究小組，針對開發 6G 核心技術及探討相關應用案例展開研析。而
2019 年 7 月，MSIT 亦展開 6G 中長期研發項目公聽會，預計將投資 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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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韓元進行技術開發，目標於 2028 年成為全球首個推出 6G 商用服務的國
家。
此外，MSIT 亦提出 6 項 6G 願景，包括傳輸速度（最高傳輸速度達
1Tbps）
、使用頻段（THz）
、可提供服務之空間（垂直高度 10 公里內仍可提
供高速服務）
、延遲速度（延遲速度降至 0.1 毫秒）、結合 AI 技術之智慧型
網路及傳播媒體技術發展，並據以細分為 14 項戰略任務，戰略任務包括
Tbps 級的無線通訊技術及光通訊技術、100GHz 以上超高頻段的無線電
（Radio frequency, RF）核心零件開發、6G 網路端到端高精密聯網技術及超
臨場感的可觸媒體（Tangible Media）服務等。
關鍵字：6G

13. 【亞洲：日本】日本擬於 2030 年實現 6G 通訊，速率將達 5G 的 10 倍
以上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18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技術面

日本總務省將於 2020 年 1 月設立公私部門研究小組，邀請東京大學、
NTT 及東芝等學界、業界相關人士，擬在 2020 年 6 月前彙整 6G 性能目標
與有利 6G 開發的政策法規建議，並計劃編列政府預算推動相關技術研發。
總務省認為，6G 通訊速率是 5G 的 10 倍以上，可瞬間傳輸大量數據，
以實現遠距立體個人影像及機器人看護等未來社會藍圖並能有效利用高頻
段頻譜。此外，總務省也預期 2030 年時物聯網連線數與醫療數據傳輸量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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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遽增加，因此將採用東芝研發中的量子通訊系統以防止資料被竊取或篡
改；並採用 NTT 研發中的次世代通訊系統降低耗能、增加裝置續航力，以
實現節能之目的。
關鍵字：6G、量子通訊

14. 【亞洲：中國】中國大陸工信部許可中國廣電 4.9GHz 頻段進行 5G 試驗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19 年 1 月 3 日

國別：中國
子分類：政策面

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核發中國廣播電視網路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廣電）4.9GHz 頻段的 5G 試驗許可，同意中國廣電
在北京等 16 個城市佈建 5G 網路。
中國廣電先前已獲得 5G 商用執照，成為中國大陸境內繼中國電信、中
國移動、中國聯通後，第 4 家 5G 基礎電信業者。而本次試驗許可使中國廣
電在相關地區正式獲得 5G 頻率使用權，有助於推動 5G 網路建設和應用發
展，同時提供消費者更多 5G 服務選擇。
另外，中國電信業者於 2019 年 11 月推出 5G 商用服務，初期服務範圍
包含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工信部表示，預計 2020
年底，全中國大陸將有近 300 個地級市具 5G 網路涵蓋，並於 2020 年至 2030
年間創造 800 萬個就業機會。
關鍵字：4.9GHz、中國廣電、5G、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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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跨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注全球新聞自由發展
洲別：國際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統計，儘管在 2019 年新聞工作者被殺
害的案件數下降至 56 起，案件發生率為十年來最低，但整體而言，新聞記
者在全球仍面臨持續性的風險。尤其是在 2019 年，有近三分之二（61%）
的事件發生在非武裝衝突國家地區，換句話說，新聞記者除了因報導暴力衝
突事件而遭受生命威脅之外，亦可能因為報導國家內的政治、貪腐和犯罪等
事件而面臨威脅。
UNESCO 長期關注此現象發展，並為了確保新聞記者的工作安全發起
《聯合國記者安全和有罪不罰爭議行動計畫（the UN Plan of Action on the
Safe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Issue of Impunity）
》，期能協助新聞媒體從業人員
降低敵對與暴力風險，並維護民主社會下的新聞自由。
關鍵字：新聞自由、言論自由、UNESCO、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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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歐洲：芬蘭】芬蘭換發新無線廣播電視執照，內容及頻率將有所改變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國別：芬蘭
子分類：政策面

芬蘭民營無線廣播電視臺之營運執照至 2019 年底到期，新年度換發執
照之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底，為期 10 年，多數
民營無線廣播電視業者將使用原無線電頻譜播送無線廣播電視節目，而部
分業者則在節目內容及採用頻率上有所異動。芬蘭傳輸與通訊管理局
（Transport- och kommunikationsverket）除於官方網站公告此次換照所影響
之無線廣播電視臺與頻率異動表之外，業者亦會直接於節目播送過程中告
知觀眾。芬蘭傳輸與通訊管理局要求頻率變動之無線電視臺須在限期 6 個
月內完成相關作業，並轉移業務頻率開始營運。
關鍵字：無線廣播電視、頻率、頻譜、換照

17.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將制定中長期廣播電視監理政策改
革計畫，以振興產業發展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為因應媒體市場變革，例如媒體消費與廣告市場轉向數位化發展、廣播
電視與通訊市場併購現象，以及跨國業者進入韓國市場導致競爭加劇等原
因，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日前
發布 2020 年度工作計畫（2020 년도업무계획），將著手進行中長期的廣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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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監理法規革新，包括放寬電視廣告相關規範，以振興媒體產業發展。
KCC 預計在 2020 下半年起提出修法措施，例如完善各地區共同管理規
定、放寬廣播電視技術審驗規範等，同時將拉齊不同廣電媒體之間的廣告規
定，包括無線電視和付費電視節目廣告、置入性行銷等廣告限制，以避免不
同產業別之間的差別監管問題。
此外，有鑑於視聽串流服務等 OTT（Over The Top）產業蓬勃發展，KCC
將提供 40 億韓元資助本地廣電媒體節目製作，並為 OTT 平臺提供政策支
援，以增加本國節目內容於 OTT 平臺播映與銷售的機會。由於韓國政府與
業者間對於規管 OTT 服務的意見仍有分歧（部分認為為活化 OTT 產業發
展應維持低度管制；部分認為應以較嚴格法規來規管 OTT 營運商），KCC
將會同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等相
關部門針對 OTT 法規進行研討與意見蒐集，但目前初步計畫仍會以低度管
制為原則，來制定 OTT 業務監理規範。

關鍵字：KCC、廣電媒體、OTT、節目廣告、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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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歐洲：英國】Ofcom 發布新年度工作計畫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於 2020 年 1
月 7 日發布未來工作計畫，概述下一財政年度的優先重點項目，包含：
⚫ 更佳的寬頻行動服務：鼓勵業者持續投資以提供更快速的寬頻網路服務，
並提升全國行動網路覆蓋率。
⚫ 顧客平等：確保使用寬頻網路、電話及電視等不同服務之顧客受到平等
對待，尤其是弱勢族群。
⚫ 支持英國廣播電視發展：支持英國廣播電視產業蓬勃發展，為視聽眾帶
來福祉。
⚫ 確保個人與企業皆可使用線上通訊服務：和相關政府部會共同合作制定
新政策，保護人民免於受到線上有害內容傷害，並確保線上通訊服務有
效且可行。
⚫ 建立強大且安全的網路：持續與產業合作，以確保英國網路安全、富彈
性且不受網路攻擊與中斷之威脅。
Ofcom 會再舉辦相關公開活動，以徵求大眾對其擬議計畫的意見。
關鍵字：普及服務、廣播電視、網路安全、行動寬頻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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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歐洲：義大利】Facebook 在義大利因違法蒐集使用者個資可能再次
遭判罰 500 萬歐元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4 日

國別：義大利
子分類：政策面

義 大 利反 壟斷 監管 機 構競 爭暨 市場 管 理局 （ Autorit 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 AGCM）裁定社群網路巨擘 Facebook 以不當商業
手法違法蒐集使用者個資，且未依去年裁罰結果進行修正，違法行為恐導致
Facebook 再次被判處最高 500 萬歐元行政罰款。
早在 2018 年底，AGCM 已針對 Facebook 不當蒐集使用者個資行為首
次開罰 500 萬歐元，並要求 Facebook 於其義大利官網首頁、應用程式 App
及使用者個人網頁上發出修正聲明。嗣經 AGCM 確認，Facebook 僅更改部
分註記標語，並未「適切並立即」於官網中提出聲明，因此 AGCM 再次發
出通知要求 Facebook 應依去年裁罰結果修正其個人資料蒐集聲明，若未更
正，Facebook 恐再次被判罰最高 500 萬歐元罰款。
關鍵字：Facebook、使用者個人資料、個資、AG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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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透過垃圾郵件大數據分析率先防範
金融詐欺和賭博等網路非法行為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14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有鑑於網路垃圾郵件所造成的金融詐欺、非法賭博等犯罪事件頻傳，韓
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於近日推動
「垃圾郵件大數據開放事業（스팸빅데이터개방사업）」計畫，期能透過大
數據技術，降低公眾經濟損失，維持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
KCC 將建置垃圾郵件簡易通告應用程式，以有效監督垃圾郵件問題；
同時與韓國金融監督機構、銀行與產業公協會等簽署合作協議，並與韓國網
路振興院（한국인터넷진흥원；Korea Internet and Security Agency, KISA）
合作創建「手機垃圾郵件及時攔截系統」和「垃圾郵件數據開放系統」等程
式，避免犯罪者透過垃圾郵件竊取使用者個人訊息，並透過自動化系統將垃
圾郵件攔截資訊傳送相關權責單位，以加強公私部門合作，防範網路非法行
為。
關鍵字：垃圾郵件、網路詐騙、金融詐欺、個人資訊、個資、網路治理、大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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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亞洲：韓國】韓國成立專門組織以制定智慧資訊時代的用戶保護政策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有鑒於智慧資訊技術對社會影響正在擴大，為使韓國資通訊產業與相關
政 策 能 跟 上 國 際 社 會 發 展 趨 勢 ， 韓 國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宣布於韓國資訊社會發展研究院（Korea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KISDI）内增設「智慧資訊社會政
策中心」
（지능정보사회 정책센터）
，以協助政府制定全面且中長期的用戶
保護政策。
該中心任務分成兩大主軸，包括制定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政策創新研究部
門和各利益關係方共同運作的政策執行部門。創新研究部門將展開中長期
研究專案，以預測智慧資訊技術的社會和道德議題及影響，並透過調查、資
料收集和資料分析，了解使用者對智慧資訊服務的認知變化，並研究建立海
外使用者保護法律制度，提出改善用戶保護政策和制度。
政策執行部門係建立多面向的合作管道，以收集產官學意見並凝聚共識，
將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討論資訊社會道德守則，並成立知識共享平臺，除分
享國內外最新的政策和研究趨勢之外，亦創建意見交流空間。
此外，為擬議去年發布的《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智慧資訊社會原則》（
이용자중심지능정보사회를위한원칙）之實踐方案，也將籌組諮詢會議，
邀請使用者、業者、專家共同討論未來政策方向。
關鍵字：智慧資訊社會政策中心、數據保護、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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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亞洲：新加坡】Google 和 IMDA 共同投資 200 萬美元支持新加坡社
區程式教學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4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Google 和 新 加 坡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 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於 2020 年 1 月宣布，將共同投資 200 萬美
元擴大新加坡社區程式教學計畫（Code in the Community, CITC）
，以協助新
加坡 8 至 16 歲的弱勢年輕族群免費學習未來所需之數位技能。該計畫自
2017 年執行至今，已向 2,300 名學生教授基本程式撰寫技能，並啟發其探
索科技領域；此次資金挹注預計將於未來 3 年帶領 6,700 名學生學習數位技
能。
在 CITC 基礎課程中，8-12 歲學童將學習 Scratch 程式語言，13-16 歲則
研習業界中廣泛使用的 Python 語言。為了讓學員能持續精進技能，CITC 也
推出進階課程，加入創客元素（Maker Element）和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
概念，讓學員應用所學解決問題。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皆為期 8 週共計 16
小時。
關鍵字：程式編碼、數位落差

21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20 年 1 月份】

4

創新應用

創新應用

23. 【國際：跨國】StarHub、U Mobile 與華為測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間
的 5G 全息國際電話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StarHub 與 U Mobile 共同宣布，2020 年第一季將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之間測試全球首次的 5G 跨境全息電話（Holographic Call）
，並藉由與華為
合作協助他們在 5G 商用後，確立兩國間無縫漫遊服務合理的收費與佈局。
此次測試將獨立於 4G 網路之外進行多方視訊通話及跨境全息電話。此
前，2018 年 9 月，英國電信公司 Vondafone 已成功透過 5G 與英國女子足球
隊長 Steph Houghton 進行全息電話通話測試。
StarHub 首席技術長 Chong Siew Loong 表示，馬來西亞是實驗 5G 的理
想地點，它是新加坡最近的鄰國，亦是客戶最常的旅行地點。U Mobile 首
席技術長 Woon Ooi Yuen 則表示，該公司一直積極建設網路以趕上耕耘已
久的競爭對手，並押注 5G 將帶來成長，這些測試不僅將使兩國之間定期往
來的商務和旅遊顧客受益，同時也對醫療保健產業有益，因為 5G 獨立網路
漫遊可使跨境遠距手術成真。
關鍵字：5G、全息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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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際：跨國】Frost & Sullivan：引入 5G 加值服務，可望提高亞太地
區電信產業的收入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5G 將發掘 AI、雲端運算與網路安全等可帶來利潤的新應用案例與場景。
隨著電信領域激烈的競爭侵蝕利潤空間，業者持續尋找額外的收入來源以
提高利潤。5G 為業者帶來提供企業和消費者新服務的機會。Frost＆Sullivan
的最新研究預測，新的加值服務可能比基本連接服務對產業收入的貢獻更
大，將推動亞太地區 5G 市場在 2025 年達到 1,248 億美元。
行動業者正積極進入 5G 領域，為充分發揮 5G 的潛力，行動業者應將
重點放在產業合作夥伴關係和協作上，這將降低整體成本，並加快 5G 新案
例的佈署。電信業者和其他 5G 市場參與者應探索以下機會：
⚫ 開發 5G 基礎架構以提供 AI 服務；
⚫ 與行動邊緣運算供應商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推展對延遲敏感的
5G 應用案例；
⚫ 提供可擴展的身份識別管理、網路切片安全性和分散式識別服務，
以確保為客戶提供安全的 5G 網路；
⚫ 與汽車、醫療保健與公用事業等產業合作，以提供跨產業的連結。
關鍵字：5G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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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際：跨國】5G 將徹底改變世界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5G 自 2019 年推出後，將於 2020 年出現革命性的發展，包括遠端手術、
自動駕駛、電影快速下載等，都將因 5G 的大頻寬及大連結而實現。
5G 的應用面向廣泛，已對產業與日常生活產生改變。在工業方面，5G
物聯網將連接設備、感測器、應用程式等，不僅改善產品品質，提高生產率，
還可降低成本與提升工廠安全性，此連接更可涵括偏遠地區之工廠及設施。
再就農業而言，5G 的高速連接已改善農作物保護、智慧灌溉系統等，並將
縮小都市與農村之間的數位落差。在永續發展上，5G 可使能源及水資源使
用更有效率，且擬運用 5G 即時監測空氣品質及水質；而聯網汽車則可減緩
交通壅塞與減少廢氣排放，並提升安全性。
此外，5G 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結合，將使穿戴醫療
裝置與手機連結，以更快速及準確的偵測健康狀況並即時向醫生回報。而關
於延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 XR)的應用，5G 透過強大的運算能力及低延
遲特性，將大幅增加 XR 之視訊頻寬，縮小現實與虛擬世界的差距。除了上
述應用之外，預期 5G 也將對教育、健康照顧、零售、旅遊和製造業等領域
有所助益。
關鍵字：5G、AI、延展實境、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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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國際：跨國】借助 AI 進行創新：5 個關鍵步驟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24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技術面

創新為產業提高生產率，帶來新的工具，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即為熱門的技術之一。根據 Gartner 的報告，在過去 4 年，積極追求實
施 AI 的企業數量成長 270%，另據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的調查
結果指出，僅 8%的組織真正為成功佈署 AI 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做好準備。
亞馬遜首席經濟學家兼核心 AI 部門副總裁 Pat Bajari，在新加坡金融科
技節和新加坡創新與技術週演講，介紹 AI 如何提高組織的生產力，並提供
有效執行 AI 策略的建議。其提出 5 個關鍵步驟：
1. 確定欲改善的指標：考量收益與成本，定義欲改善的指標。例如，庫存
管理應同時考量存貨量、銷售情形與資金成本。
2. 建立預測模型：收集影響指標的確切數據類型，將其用於創建 AI 模型，
並根據當前情況對未來狀態進行預測。
3. 探索模型與指標之關係：檢視模型參數中那些對「成功分數」有顯著貢
獻，從而幫助組織確定未來行動的優先順序。
4. 測試模型：若模型結果沒有對組織績效和生產率產生明顯改善，則可能
遺漏了某些重要數據，或者需要對模型進行調整。
5. 反覆修正和改進：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需要自我調整策略和模型，而非
靜態的策略和模型，故應回到 5 步驟程序，持續不斷地修正與改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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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俾以科學取代臆測式決策。
關鍵字：AI

27. 【國際：跨國】各國使用 AI 與數據追蹤就業人口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31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新的研究指出，今年
的失業人數將增加 250 萬，若政府不採取緩解措施，隨著兼職與自由職業
者增加，將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各國利用 AI 和數據遏制失業之具體作
法如下：
1. 推薦工作：愛沙尼亞使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向求職者推
薦工作類型，透過演算法預測哪些工作可能消失，並給出下一步的建議。
由 AI 配對的工作比過往擁有更高的成功率。
2. 監控詐欺和非法僱用：新加坡使用先進的數據科學和機器學習（ML）
來處理大量不同的就業、業務和交易數據集，追蹤試圖違反勞動法的勞
工與雇主的風險。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MOM）開發敏
捷分析模型，以檢測新的模式與風險，俾利政策與制度進行早期干預。
愈利用數據分析將使 MOM 在追蹤就業詐欺方面更加有效。
3. 國際遷徙與未來技能：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亞太地區創新中心已使用
LinkedIn 提供的公開數據辨認泰國的勞動遷徙模式，初步分析顯示政府
可透過線上平臺和就業網站的即時數據，辨識未來工作的新興趨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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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泰國吸引很多人從事國際事務、可再生能源與體育工作。在 2015 年
至 2018 年期間，泰國的勞動遷徙變化最大為美國、法國與緬甸。LinkedIn
數據還顯示，泰國在時間管理、問題解決、談判與領導能力等軟實力正
在提升。
關鍵字： 人工智慧、AI、機器學習、ML

28. 【歐洲：瑞士】WEF 年會中 Ericsson 展示 5G 雲端 ABB 機器人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31 日

國別：瑞士
子分類：市場面

Ericsson 與 5G 策略夥伴 ABB 及瑞士電信（Swisscom）攜手合作，於 1
月 21 至 24 日在瑞士達沃斯（Davos）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向全球政商界領袖
展示採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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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在展示臺上書寫文字與姓名，第 2
臺機器人在 1.5 公里外寫出相同文字。
在論壇中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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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傳統有線產業設置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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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5G、機器人、雲端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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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亞洲：韓國】韓國研究機構發布運用 AI 及 CCTV 預測技術，以預防
犯罪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技術面

韓 國 電 子 和 電 信 研 究 院 （ Electronics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ETRI）近期宣布，自 2019 年以來持續開發「預測性影像安全技術」
，
其在統計犯罪預測方法中增加智慧閉路電視（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圖像分析技術，以開發更先進的預測警務技術。
研究人員根據過去的犯罪模式，分析當前 CCTV 的情況，並顯示犯罪類
型發生的機率及危險性。其使用「智慧 CCTV 影像分析技術」
，透過模擬識
別準確辨識當前情況，除可將聲音元素轉換為圖像，視覺智慧技術還可識別
如螢幕上的人是戴帽子、口罩、眼鏡或背包等物品，再根據先前的犯罪統計
數據判讀當前狀況。
同時亦開發可以自動分析犯罪統計數據和 CCTV 影像，並預測犯罪等
危險情況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此技術將分析 20,000
項法院裁決，並參考佛羅里達大學的其他犯罪圖像數據和模擬犯罪情況的
圖像，以識別犯罪發生時出現的徵兆，這將有效防止犯罪的發生，特別是難
以辨識的犯罪情境。

關鍵字：AI、犯罪預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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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電信業者 StarHub 與南洋理工學院推出 5G 應
用體驗中心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市場面

新加坡電信公司 StarHub 與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Polytechnic）合作
推出 NYP-StarHub 5G 應用體驗中心（APEX 5G），將使用 StarHub 5G 網路
的 3.5GHz 和 28GHz 頻譜，來協助開發和測試基於 5G 網路技術的概念驗
證。同時與當地教育機構合作，發展支援未來 5G 生態系所需技能，並在此
提供培訓及共同開發與測試各種應用案例。
潛在的應用案例，可能從製造和建造業的自動化產品品質檢查，到零售
和醫療保健領域的即時影像分析。該中心目前已與幾個組織討論新加坡 5G
商轉後應用案例的佈署，例如，新加坡綜合醫院（SGH）正在測試在急診室
對患者進行即時監控的應用程式，醫療物聯網讓醫院能使用紅外線感測器、
穿戴裝置和相機來收集和評估患者的生命徵象和行為，並利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演算法預測或辨認有快速惡化風險的患者，同
時提醒醫護人員及時介入照護。然而，此類應用需要將現場大量數據即時傳
輸到運算能力足以運行高階 AI 演算法的集中式伺服器，需仰賴大頻寬、低
延遲和高可靠性的數據傳輸，未來將充分利用 5G 連網的優勢。
零售商店則透過 5G 設置網路攝影機，由拍攝畫面進行影像分析，建立
顧客身分及在店內行為模式之資料，幫助零售商店根據客戶需求即時調整
營運模式。此外，消費者透過智慧型手機連接到零售商店 5G 網路與產品進
行互動，透過高速即時連接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無縫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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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商店，將購物過程與零售商的互動和參與帶向更高層次。
關鍵字：5G、AI、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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