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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及O-RAN聯盟合作推動5G網路

3

「5G將是首代對企業發揮影響力大於對消費者的行動網路，預測將
為企業創造7,000億美元的經濟價值。開放式網路生態系統的成長對
滿足5G時代的企業涵蓋及服務需求至為重要。」

— GSMA技術長Alex Sinclair

圖片來源：GSMA、O-RAN Alliance、FREEPIK

資料來源：GSMA, 2020. 

GSMA與O-RAN聯盟（O-RAN Alliance）於2020年5月29日宣
布已聯手加速採用開放式無線接取網路（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O-RAN）產品與解決方案。雙方將合力協調開放式
網路生態系統，並就網路解決方案的產業發展藍圖達成共識，

具有開放式介面的新開放式虛擬架構，除能提升成本效益，更能加
速5G網路佈建。
開放式介面有助於供應鏈的多樣化與振興，促進競爭與創新，例如，
佈建及營運混搭（Mix-and-Match）不同供應商元件的無線接取網
路（Radio Access Network, RAN）。



香港推動「鼓勵及早使用5G技術資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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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於2020年5月5日推出「鼓勵及早使用5G技術資助計畫（Subsidy

Scheme for Encouraging Early Deployment of 5G）」，鼓勵使用5G技術
為相關產業帶來實質裨益，及展現創新或跨界合作效果。

政府將核准資助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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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可資助約100個項目。

圖片來源：FREEPIK

資料來源：OFC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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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宣布重整900MHz頻段供公共事業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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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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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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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美國關鍵服務行業的新興技術需求。

重整前

重整後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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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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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FCC, 2020



國際5G市場概況

6圖片來源：FREEPIK

資料來源：OPENSIGNAL, 2020; Korea IT Times, 2020. 

5G網路速度較4G速度快，但速度並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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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4G對使用者在整體行動體驗仍為重要，但4G可用性更高，
也代表行動產業應加速5G佈建，才能使更多人享受到5G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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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路速度以及可用性（Availability）作為指標，分析前述10家業者的
5G體驗。5G可用性係指擁有5G裝置並申裝5G網路的用戶，使用5G網路的連線時
間比例。研究發現摘要如下：

全球4大領先國的10家業者5G體驗量化與分析

• 美國T-Mobile的使用者體
驗5G的時間最長，5G可用
性達19.8%

• 其次為韓國的3家業者，可
用 性 範 圍 介 於 12.6% 至
15.4%。韓國持續致力於5G

的普及、可用性提高與快
速的體驗。

• 5G速度較4G速度快1.7倍至
18.4倍

• 5G平均下載速度範圍落在
47Mbps至506.1Mbps之間。

• 其中網路極高速的業者
Verizon，是10家業者中唯
一使用毫米波頻譜的業者。

Opensignal

研究結果摘要



英國電信市場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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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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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資案或恐為不利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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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berty Global與Telefónica預期在2021年中完成交易，視監理機關核准而
定。目前兩家公司已著手準備審查文件，將向監理機關提出核准要求。

背景
概述

主管機關
與業者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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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將造成與BT、
Vodafone的競爭更加激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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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成為固定及行動通信（Fixed-Mobile）整合電信服務的領先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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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發布提升農村與偏遠地區寬頻連結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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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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研究報告，並提
出解決方案建議。

⚫ 降低對社區網路業者的監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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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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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監管機構、政策決策者的建議

針對電信業者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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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虛擬網路業者與本地社區網路業者應互助合作，達成互補性。
⚫ 鼓勵並實施基礎設施共用。
⚫ 投資研發符合農村與偏遠地區成本效益之最後一哩（Last

Mile）解決方案。

圖片來源：FREEPIK
資料來源：ITU, 2020.



日本通訊政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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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省在電信市場觀測會議下成立「網路中立性工作小組（ネットワーク中立性に関するワー
キンググループ）」，主要針對業者的頻寬管理（帯域制御）和零費率服務（ゼロレーティン
グサービス），收集與分析相關準則整合一致性及應用情形等資訊；且研究分析頻寬管理制度
與零費率服務對市場與使用者的影響，以及網路中立性相關議題。該工作小組於2020年6月15日
舉行第一次會議，並將定期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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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5日修訂版之修訂要點如下：

總務省修訂「MVNO《電氣通信事業法》及《電波法》適用關係指導方針」

總務省成立網路中立性工作小組

• 促進MNO開放eSIM的遠端配置（Remote SIM Provisioning, RSP）功能

• 互連相關資訊之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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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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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述情況發生時，該業者將被總務省列為業務改善命令之對象。

資料來源：總務省，2020。
圖片來源：FREEPIK



其他國際通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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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與多場5G實證實驗的東京大學中尾教授於接受Businessnetwork.jp訪問時表示，目前5G佈
建速度尚無法滿足需求，因此提升佈建容易度相當重要，且有必要加速導入Local 5G，同時降
低基地臺的成本，促使價格破壞。而提升Local 5G佈建容易度將使各產業業者不受限於公眾
5G網路的佈建進度，得以根據自身需求進行佈建，實現「通訊民主化（通信の民主化）」。

日本東大教授對Local 5G與通訊民主化之看法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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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網行動服務目前仍未普及於法國市場，但接取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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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廣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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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針對多重行動網路計畫徵詢意見

資料來源：ARCEP, 2020. Businessnetwork.j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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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行動網路計畫

中尾教授建議

進一步推動基地臺軟體化；針對危險或難
以抵達的地方，或可考慮運用海底電纜技
術提升光纖佈建容易度。

• 可有效降低成本
• 因應Local 5G的多樣需求客製化
• 業者得以自行設計解決方案

圖片來源：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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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世界新聞自由日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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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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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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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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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VID-19疫情下的公共廣電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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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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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德國
第二電視臺（ZDF）、法國電視臺（France Télévisions）、英國廣播公司（BBC）、紐
西蘭國家廣播電臺（RNZ）、瑞典電視臺（SVT）和加拿大廣播公司（CBC/Radi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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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ABC

•提供每日
播客
（Podcast）
節目，即
時回應新
冠病毒最
新消息

英國
BBC

•推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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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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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孩童
皆能透過
新成立的
教育平臺
繼續上學

紐西蘭
RNZ

•製播每日
新冠病毒
節目，分
享疫情最
新消息

瑞典
SVT

•以互動式
且易理解
的方式視
覺化呈現
新冠病毒
相關資訊，
並免費提
供商業電
視臺使用

德國
ZDF

•在官方網
站滾動式
提供最新
資訊

•為孩童製
作教育內
容與服務，
以便在家
學習。



美國FCC實施再傳輸同意新規定

• 有鑑於2019年電視頻道斷訊事件頻傳，美國國會於2019年12月20日通過《電視觀眾保
護法（Television Viewer Protection Act of 2019 ）》。新法係為了確保多頻道視訊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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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於2020年6月20日正式生效。

14

本次修法通過後，
MVPD業者在既有
再傳輸同意協議屆
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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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新法規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於今年5月13

日發布報告與行政命令（Report and Order），依據《電視觀眾保護法》規定修正美國聯邦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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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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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型廣播電視臺協商再傳
輸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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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廣播電視臺亦有義務依據
誠信原則與MVPD業者進行協
商。

FCC依據新法主要修訂以下三大重點



韓國付費電視頻位變更法規修訂最新進展

• 為促進付費電視市場競爭，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訂有付費電視頻位變更之規範，付費電視業者每年得重新調整一次頻道位

置。而MSIT近期擬修正既有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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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修法決議延緩至年底。

15

頻道業者認為，政府
頻繁變更頻位規範，
易引發市場混亂，希
望政府維持政策穩定
性，以誘導業者穩定
投資內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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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付費電視頻位變更修法爭議

MSIT針對頻道業者提
出的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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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決議考量各方意見，延緩修
法時程，重新研討付費電視頻位
變更政策，並將促進節目頻道競
爭力等一般規範納入考量，擬於
年底公布最終決定。

頻道業者
立場

主管機關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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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數位服務稅制度最新進展1/2

17

近期提出數位稅相關討論之國家與地區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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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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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實施數位服務稅
（Digital Services Tax）或
碳排放稅制度，以支付巨
額的產業復甦資金。

印尼

•印尼政府於2020年3月提出
緊急措施，向大型海外科
技公司徵稅以振興國內經
濟。印尼國會於5月12日通
過該方案，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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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型營業稅
（Value-Added Tax, 

VAT），包含串流媒體、
應用程式與電子遊戲等科
技服務。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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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社群媒體網站廣告、電商
平臺等數位服務徵收12%

的數位服務稅，以填補政
府用於新冠病毒疫情的紓
困預算，徵收對象包含
Facebook、Google、
YouTube、Netflix與Spotify

等大型科技公司。

美國針對各國數位服務稅制度擴大「301條款」調查範圍
（請見下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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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針對各國數位服務稅制度擴大「301條款」調查範圍

• 美國政府宣布將對擬徵收數位服務稅的國家或地區進行「301條款」調查，包括英
國、義大利、巴西、印尼和歐盟等，倘有不公平待遇而危害美國利益者，美國將施
以懲罰性關稅（Punitive Tariffs），此舉恐加劇全球貿易緊張局勢。

• 「301條款」為美國《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的第301條，其授權美
國政府在對外洽簽之國際貿易協定未獲執行，或貿易夥伴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為時，
得實施報復性手段。

• 以英、法兩國為例，原擬徵收數位服務稅之法國，因美國欲針對法國商品施以懲罰
性關稅，爾後雙邊達成協議，將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多邊稅收框架談判結束再議；而英國儘管面
臨美國政府將課徵汽車出口關稅，英國仍於今年4月起徵收數位服務稅，預計將增
加5億英鎊稅收。



美國FCC鼓勵廣電媒體擴展廣電網際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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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FCC通過新的行政規則以調整過去不合時宜的規範，放寬「FCC無線電視
所有權規定（FCC Broadcast Ownership Rules）」中長久以來禁止廣電業者租賃
電波頻譜之規定，以讓廣電業者和業者之間更靈活地使用頻譜資源，甚至讓第三
方業者租用廣電業者電波頻率，以發展更多元的創新應用服務。

•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於6月9日發布最新行政規則聲明（Declaratory Ruling）
指出，有鑑於無線廣播電視業者已逐步往ATSC3.0新一代技術邁進，該技術標準讓
廣電業者跳脫既有影音服務思維，並利用廣電電波頻譜實踐「廣電網際網路
（Broadcast Internet）」創新應用服務，以在IP寬頻網路時代下發展新的商機。

• FCC表示，在此次發布行政規則聲明後，廣
電業者可更彈性地拓展「廣電網際網路」服
務，甚至藉由租賃其他廣電業者之電波頻率
以同時提供地方和全國性服務。廣播電視業
者不只可以扮演傳統提供資訊和娛樂影音內
容的角色，也可以利用廣電頻譜在解決地方
數位落差和支持IP網路創新發展。

• 此次行政規定聲明後，FCC也同步發布法規
命令制訂通知（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NPRM），對於廣電業者未來匯流發展蒐集公
眾意見，以進行未來修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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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預測部份科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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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電信及商業服務的ICT支出預估下降3.4%，至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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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而言，電信支出的整體影響仍較為穩定。

國際研調機構IDC與Gartner預測，2020年全球IT支出將呈現衰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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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幅分別達15.5%及9.7%；通信服務支出，則衰退4.5%。

• COVD-19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導致決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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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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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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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體驗
品質

國際研調機構對電信產業用戶體驗之最新觀察

✓5G時代，提供用戶室外與室內一致、無縫與高品質的體驗
比以往更為重要。

✓5G大頻寬、低延遲與高設備密度特性，提供非常廣泛的應
用與案例，成為許多產業數位轉型的核心，使業者與企業有
強烈的動機投資佈建與室外網路相同程度的室內無線網路。

✓歐洲與中國大陸的業者正引領大規模的室內5G佈建，20多
個國家超過30家業者已將5G室內數位系統（Digital Indoor
Systems, DIS）佈建在體育館、校園、大型飯店與交通樞紐
等室內/室外環境。

⚫例如，歐洲的蘇黎世展覽會議中心與瑞士的飯店，已有一些專
案以5G DIS替代4G分散式天線系統（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s）。

⚫中國大陸採用5G DIS的前5種環境為交通樞紐、商業辦公室、
業者自營店、大型活動場所與政府大樓。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與消費者採用5G，將會有更加廣泛的
應用環境，故未來卓越的室內/室外5G體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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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住友商事株式會社（Sumitomo）與東京都政府簽署協議，由都
政府進行智慧電桿安裝及驗證，並與日本電氣公司（NEC）合作預計
6月下旬在西新宿地區（Nishi-Shinjuku）安裝兩款智慧電桿。

⚫ 東京都政府早於2019年8月制定「東京數據高速公路基礎戰策略」，
作為建設東京高速行動網路措施，以西新宿地區為優先改善地區安裝
智慧電桿。此電桿配置通訊基地臺、Wi-Fi、街燈照明系統和告示牌的
多功能電桿，預計可作為新社區服務的基礎建設。

⚫ 兩家公司計畫安裝兩款NEC製造的智慧街道照明設備，具備數位標示
及行人交通流量測量分析功能，
• 其中一款設備型號配置5G共用天線系統，俾利多家電信業者共用。
• 另一款設備屬於基地臺共用的模式，可讓多家電信業者共用5G基地
臺。

⚫ 新加坡媒體發展管理局（IMDA）、IB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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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個領域合作：5G創新、5G解決方
案推出與展示。

⚫ 5G的特性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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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創新應用

工業4.0、AI

5G智慧電桿

5G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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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的郵政業務總部推出應用5G及人
工智慧（AI）的自動駕駛行動郵局、郵件配送機器人及郵務士機器人，
以提高公共服務的便利性及郵政人員的安全性，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
推出非接觸式的服務。

⚫ 行動郵局的技術研發涉及郵件物流之接收、分類、運輸及配送等業務，
可分為3個部分：

1) 自動駕駛行動郵局整合自動駕駛和無人郵件接收及配送技術，可
於智慧城市和自動駕駛特區內作業，透過郵局APP收取掛號及快
遞信件並收費後，於指定時間自動駕駛至指定地點並進行自動接
收，收件時只需透過APP指定時間至指定地點，輸入自動郵局快
遞箱的密碼即可。

2) 郵件配送機器人則主要用於大學校園或大型公寓最後一哩（Last

Mile）的配送服務，可透過APP要求配送機器人將郵件送至指定
地點，領取時只需輸入事先以智慧型手機傳送的密碼即可。

3) 最後則是郵務士機器人，協助郵務士搬運較重的包裹，將包裹轉
交給郵務士，再由郵務士進行配送。

⚫ 韓國中小型開發商預計於實際物流產業，如郵局及郵政物流中心，進
行試營運，MSIT協助提供5G測試環境，以推動技術發展及商業化，提
升海外競爭力。

5G創新應用

自動駕駛行
動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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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城市

哥本哈根期於2025年之前實現碳中和，計劃實施綠建築
標準並使用節能和再生資源。在智慧交通方面，採用以環
境為本的新戰略，如智慧城市計畫、測試平臺等。另永續
發展超市，獎勵顧客回收利用，鼓勵永續生活方式。

哥本
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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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
斯特
丹

發展智慧公共運輸，改善車輛維護、身障人士搭乘，並對
環境的影響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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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站，以及機器
人快速進行非接觸式交付貨物。

布魯
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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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牙

隨著新冠病毒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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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挹注新興科技之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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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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 新計畫旨在快速運用新的醫療科技、數位工具和AI的解決方案，以增加對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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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從歐盟執委會（EC）的地平線2020

（Horizon 2020）計畫支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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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光電、石墨烯或相關物質，以及智慧醫療、遠距醫療與數位
解決方案。其他技術包含自動化消毒、透過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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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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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歐盟執委會（EC）宣布透過不同計畫致力促進歐洲網路安全與隱私系統的創新。一
部分透過歐盟的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計畫投入近4,100萬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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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結歐洲設施計畫（CEF）將投資21項計畫共760萬歐元，加強歐盟的網路安全能力，
俾利對網路威脅有更好地準備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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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傳會綜規處高念慈專員

nancyG@ncc.gov.tw

⚫ 台經院研四所陳思豪副研究員

d32678@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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