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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布「Beyond 5G推進戰略：邁向6G的藍圖」
日本總務省自2020年1月起舉辦「Beyond 5G推進戰略懇談會（Beyond 5G推進戦略懇談
会）」，討論2030年代社會對通信基礎設施之期望及相關政策之方向，並於2020年6月30
日發布「Beyond 5G推進戰略：邁向6G的藍圖（Beyond 5G推進戦略－6Gへのロード
マップ－）」。

Beyond 5G推進戰略：邁向6G的藍圖
三大主軸
研發戰略
旨在盡早掌握實現6G的
關 鍵先進 技術 ，尤 其於
初期階段集中投入 國家
資 源，並 藉由 建立 研發
據 點且大 膽開 放無 線電
波 ，發展 世界 最高 水平
的研發環境。

智慧財產、標準化戰略
以實現Beyond 5G及改變遊戲
規則為目標，致力於取得智
慧財產權並推動標準化活動，
尤其重視擴張天空與海洋領
域及加強解決資安問題等。

推進戰略
藉 由 強 力 促 進5G和 光 纖
網路佈建於整體社會及
5G技術於產業應用和公
共 使 用 ， 使5G技 術 遍 及
所有領域與地區，以及早
實現「Beyond 5G Ready」
的環境。

日本期望轉危機為契機，快速推動整體社會數位化（包含整備強韌且安全的
ICT基礎設施等），並抱持於2020-2025年決勝負的危機感，在初期階段最大程
度活用日本的優勢，預計於2025年大阪/關西世界博覽會上以 「Beyond 5G
Ready Showcase」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現Beyond 5G推動成果，並加速全球性擴張。

圖片來源：翻譯自総務省, 2020.
資料來源：総務省, 2020.

3

韓國三星6G白皮書展示對下一代通訊技術的願景
• 三星於2020年7月14日發布6G白皮書，內容涵蓋技術與社會趨勢、新服務、需求、候
選技術，以及預期的標準化時程等6G相關各層面。
• 三星預計最快於2028年完成6G標準化與商業化，預計於2030年大規模商業化。
三星定義實現6G服務的三類需求
效能需求
Performance

架構需求
Architecture

信賴性需求
圖片來源： Samsung, 2020.

Trustworthiness

1,000 Gbps的峰值數據速率（5G的50倍）、低於100微秒
（μs）的空中傳輸延遲（5G的10分之1）。
解決因為行動裝置運算能力有限引起的問題，以及從技
術開發的初始階段就導入AI，實現新網路單體（Network
Entities）的靈活整合。
解決因為廣泛使用用戶資料與AI技術，而引起的安全性與
隱私問題。

6G應用與關鍵候選技術
• 6G可望應用於延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 XR）、高逼真行動全像圖（High-Fidelity Mobile Hologram）與
數位複製（Digital Replica）等先進服務。
• 白皮書指出能滿足6G需求的關鍵候選技術（Candidate Technologies），包括兆赫（Terahertz, THz）頻段的使
用、增強高頻訊號涵蓋範圍的新型天線技術、先進的雙工技術、網路拓樸的演進、提高頻率利用效率的頻譜
共用技術，以及在無線通訊中使用AI技術。
資料來源：Samsung, 2020; Zdne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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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6G發展概況
組織

動態

目標

相關研究機構、組織

⚫ 2018年7月，ITU未來網路與雲端計算工作組
（SG-13）設立NET-2030焦點工作小組負責
研究現有網路與技術標準，並找出新一代網路
將面臨的挑戰、願景及所需技術。
⚫ 2019年5月，NET-2030焦點工作小組出版
ITU

「NET-2030：針對科技、應用和市場驅動力

⚫ ITU未來網路與雲端計
2030年前後實現

算工作組（SG-13）

NET-2030技術

⚫ NET-2030焦點工作小

組（FG NET-2030）

邁向2030年及以後的藍圖（Network 2030 A
Bluepri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Market Drivers Towards the Year 2030 and

Beyond）」，從業界需求、技術趨勢提出趨
勢分析與研究方向建議。

3GPP

⚫ 外界預測3GPP將於2023年開始6G研究
⚫ 2025年將開始技術規範的制定工作

2023年展開研究 ⚫ 3GPP

資料來源:ITU, 2020. Network 2030 A Bluepri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Market Drivers Towards the Year 2030 and Beyond.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Documents/White_Paper.pdf
Telecoms, 2020. Consensus on 6G is gradually forming. https://telecoms.com/503142/consensus-on-6g-is-gradually-forming/

圖片來源：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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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6G發展概況
國家

動態

目標

芬蘭

⚫ 芬蘭奧盧大學主導的「6Genesis」計畫為芬蘭政
府資助的國家級研究計畫，未來8年將獲超過2.5
億歐元（約2.91億美元）的資金。
⚫ 2019年9月，奧盧大學出版「6G白皮書」，提出
目前6G技術的主要驅動因素及研究挑戰等。
⚫ 2020年3月，芬蘭舉辦第二屆6G高峰會，並於會
中討論信任、開放式協作、感知聯網（Internet
of Senses）等6G目標

美國

⚫ 2018年5月，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啟
動聯合大學微電子計畫（Joint 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Program, JUMP），並成立兆赫
通信與感測中心（Center for Converged TeraHertz
Communications and Sensing, ComSenTer），積
極邀請各大學參與6G研究
⚫ 2019年2月，川普總統宣布要增加6G研發力度
⚫ 2019年3月，美國FCC開放實驗性執照，供業者
測試 95GHz 到 3THz 間的頻段可能應用

2030年
投入商用

相關研究機構、組織
⚫ 奧盧大學及政府所屬
機構合作
⚫ Ericsson
⚫ Nokia
⚫ 華為

⚫ 紐約大學
⚫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
2025年後產出
分校
⚫ 康乃爾大學
研究成果
⚫ 麻省理工學院
⚫ Intel
⚫ 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
畫署（DARPA）

資料來源： University of Oulu 6G Flagship, 2020. Path towards 6G Clarified at the Virtual 2nd 6G Wireless Summit 2020.https://www.oulu.fi/6gflagship/news/6gsummit2020
Rcrwireless, 2019. Looking beyond 5G, FCC opens up Terahertz spectrum. https://www.rcrwireless.com/20190319/policy/fcc-terahertz-spectrum
NYU, 2018. All Eyes On 6G: NYU Tandon Wins Spot in DARPA Consortium to Jumpstart Wireless Innovation. https://wireless.engineering.nyu.edu/6g-darpa-consortium/
DARPA, 2020. Joint 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Program. https://www.darpa.mil/program/joint-university-microelectronics-program

圖片來源：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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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6G發展概況（更新）
國家

動態

目標

相關研究機構、組織

⚫ 2019 年12月，日本情報通信研究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NICT ） 宣 布
⚫ 設立官民研究會，結
2020 年 展 開 6G 衛 星 / 地 面 整 合 技 術 、 軟 體 定 義 網 路
合學校、企業及政府
（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SDN ）、網路功能虛擬化
資源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網路切片等研究
⚫ 日本情報通信研究機
⚫ 2020 年 1月，日本總務省預計於 2020 年 6 月前匯總6G 的性能
構（NICT）
目標和政策支持等綜合戰略，並透過政府預算推動相關技術 2030年前後
⚫ NTT DoCoMo
日本
開發。
實現6G技術
⚫ 2020年1月，NTT DoCoMo發表「5G演進及6G白皮書」，包
含提高AI性能、降低網路延遲、提升連接裝置密度等目標
⚫ 2020 年6月 30日，日本總務省發布「 Beyond 5G推進戰略：
邁向 6G 的藍圖（ Beyond 5G 推進戦略－ 6G へのロードマッ
プ－）」，以 2030 年代所期望的社會意象為基礎 ，詳述
Beyond 5G的預期功能以及至2030年為止的推進戰略藍圖。
⚫ 2019 年 1 月 ， LG 與 韓 國 科 學 技 術 院 （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合作成立6G研究
中心並展開6G核心技術的論證與開發
2028年
⚫ 2019 年6月， Samsung 旗下的三星研究所宣布將啟動對 6G 網
⚫ LG電子
投入商用
⚫ Samsung
韓國
路標準的研究，該通訊架構將包含AI的大量運用
2030
年
⚫ 2019 年 6 月，韓國電信業者 SKT 宣布與 Nokia 、 Ericsson 簽訂
⚫ 韓國科學技術院
大規模商業化
合作備忘錄並研究透過衛星以達成全球網路涵蓋的6G技術
⚫ 2020年7月14日，三星發布6G白皮書，展示對下一代通訊技
術的願景
資料來源：NICT，2019。2020年度新規委託研究の公募について（予告）。 NTT DOCOMO, 2020. 5G Evolution and 6G.
圖片來源：FREEPIK
総務省，2020。Beyond 5G推進戦略懇談会。 Zdnet, 2019. LG sets up 6G research centre at KAIST.
TechRadar, 2019. Samsung kicks off 6G research. ；businessnetwork.jp，2020。韓国の6G商用化は2028年 サムスン、LGらが早くも6Gの開発拠点。
Samsung, 2020. Samsung’s 6G White Paper Lays Out the Company’s Vis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總務省, 2020. 「Beyond 5G推進戦略 －6Gへのロードマップ－」の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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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5G 乾淨網路（5G Clean Networks）清單
• 倡議機構 / 發布者：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蓬佩奧
• 倡議發布時間：於2020 年 4 月 底發布，並於2020年8月5日擴大計畫
• 倡議核心理念：
— 由理念相近之國家及業者共同組成之國際網路安全聯盟。
— 確保電信業者、行動應用程式、應用程式商店、雲端、電纜及傳輸路徑 6 大領域免受惡意侵害。
— 可信任之電信業者不受專制政府之控制。
— 5G 乾淨傳輸路徑（5G Clean Path）：所有於美國外交機構往來之數據須透過可信任之設備傳輸。
與傳輸、控制、運算及儲存有關之設備須排除如華為、中興等敏感業者，以保障美國及理念
相近國家於資訊及智慧財產權之安全性與信任。
• 美國國務院透過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召集專家
制定「數位信任標準（Digital Trust Standards）」。

獲認可之 5G 乾淨電信業者

乾淨

5G

網路

業者

行動應
用程式

應用程
式商店

雲端

電纜

傳輸
路徑

臺灣5家電信業者均被納入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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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加速5G網路佈建與改善數位落差政策
歐盟促進大容量5G網路基礎設施佈建
以豁免許可
加速、簡化
5G網路佈建
確保電磁場
暴露安全
降低小型基
地臺的視覺
影響

•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小區域無線接取
點或小型天線實施條例（Implementing Regulation on Small-Area Wireless Access
Points, or Small Antennas）》，以促進高容量、更大涵蓋範圍以及提高傳輸速度的
5G網路佈建；實施條例闡明5G網路小型基地臺之物理和技術特性，應透過豁免許
可佈建制度，簡化和加速5G網路建置，並確保仍受各國監理機關監督。
• 為確保公共健康安全免暴露於電磁場（Electromagnetic Field, EMF）及整合小型
基地臺對視覺的影響，規定小區域無線接取點應遵守嚴格的歐盟暴露限制。由於
小型基地臺使用功率更低、產生較少的電磁輻射，暴露限制比國際科學證據表明
對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低50倍。針對小型基地臺外觀亦訂定具連續性和整體性的
建置規範，以避免視覺混亂，且明定連通和整合的設備規格，同時提供各國監理
機關小型基地臺佈建監管方法。

韓國5G區域差距擴大，須加速制定合理的標準以履行建設義務
• 根據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2020年3月所
發布「5G基地臺安裝狀況測試報告」，截至2月底，韓國三大電信業者共建置10萬
8,896座基地臺，大都市區的5G基地臺總數占全國51%，而在湖南地區（包括光州、
全羅南道和全羅北道）、江原道和濟州島的建置比例則不到10%，顯示韓國5G基
地臺佈建存在城鄉差距問題。
加強傳輸
速度與涵蓋 • 韓國國會立法調査處（National Assembly Research Service, NARS）最新發布的
「第21屆國會主要立法政策問題報告」對5G服務提出具體要求，例如：加強傳輸
檢查通訊系
速度與位置/地區的涵蓋範圍，而不僅是基地臺佈建數量。此外，應檢查通訊系統
統的建置與
的建置和運作狀態，透過在電信業者間共用區域內的基地臺以降低5G網路建設和
運作狀態
營運成本。
5G基地臺
佈建存在
城鄉差距

資料來源：EC, 2020; 정보통신신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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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務省公布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2.0
日本總務省於2019年6月制定展望2023年
「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ICT
インフラ地域展開マスタープラン）」並
推動相關措施。2020年6月16日公布第一
年執行成果，並提出新措施，於2020年7
月3日更新總體計畫，即「ICT基礎設施
區域發展總體計畫2.0」。

「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2.0」
⚫ 條件較差地區的涵蓋範圍整備（基地臺）

⚫ 5G等先進服務普及化
⚫ 鐵路/道路隧道的電波遮蔽對策
⚫ 光纖整備

支援4G/5G行動電話基礎設施整備

農場自動化管理

遠距醫療

• 條件較差地區的涵蓋範圍整備（基地臺）
• 5G基地臺的整備 ‒ 行動電話等營業範圍整備業務
‒ 5G投資促進稅制※
‒ 增加頻率※

支持Society5.0的

• 推動鐵路/道路隧道的電波遮蔽對策

「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

※為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2.0版新增之措施

推動地方上的5G應用

透過綜合實施支援基礎設施整備與促進
地方上應用5G的措施，加速ICT基礎設
施的區域發展。

• 整備導入Local 5G的制度
• 推動Local 5G等開發與實地驗證

支援光纖整備

河川等先進的監測

智慧工廠

• 推動先進無線環境整備業務
感測器、4K/8K
資料來源：総務省, 2020.

圖片來源：翻譯自総務省,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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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電磁波調查結果 1/2
✓ 針對民眾對5G技術造成人體傷害的疑慮，各國政府著手進行5G電磁波量測，並發布報告結果以
闢除民眾疑慮。
監理機關

澳洲
ACMA

測驗報告／日期

報告結果

2020年1、2月

⚫ 量測420MHz至6GHz的所有公共行動通訊服務頻段
⚫ 最高曝露準位（Exposure Level）為0.737%低於澳洲輻射防
護 及 核 能 安 全 署 （ Australia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Agency, ARPANSA）的1%限制。
⚫ SAR為每公斤0.08瓦特，瞬間峰值為每公斤2,000瓦特

LTE服務小型站點量測5G電磁能

針 對 英國 10 個 城市 中 16 個 5G站 點的 電 磁場 （Electromagnetic
Field, EMF）輻射進行最新一輪的頻譜測試，結果顯示各站點所量
近5G手機基地臺電磁場量測報
測 之 輻 射 ， 僅 為 國 際 非 游 離 輻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 International
告（Electromagnetic Field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 ICNIRP）
Measurements Near 5G
國際準則所訂標準下的微量輻射，而其中測得最大輻射排放量數值
Mobile Phone Base Stations ） 約為標準水平的1.5％。
2020年2月

英國
Ofcom

2020年4月
法國
ANFR

5G量測報告（Rapport de
Mesures 5G），為5G網路電磁波
公眾曝露總體評估之一部分。

全面評估各廠商5G天線於3.5GHz頻段中可定向波束（Faisceaux
Orientables）的輻射。於未公開且無流量下進行一系列測試，結
果顯示43個位置的平均輻射為0.06V/m，最高為0.36 V/m，遠低
於61 V/m法定輻射。
資料來源:
ANFR, 2020. Evaluation de l’exposition du public aux ondes électromagnétiques 5G
https://www.anfr.fr/fileadmin/mediatheque/documents/5G/20200410-ANFR-rapport-mesures-pilotes-5G.pdf
Arpansa,2020. 5G and other telecommunications do not affect the immune system
https://www.arpansa.gov.au/news/5g-and-other-telecommunications-do-not-affect-immune-system
RCR Wireless News, 2020. Ofcom tests 5G radiation at 16 UK sites, identifies no health risk
https://www.rcrwireless.com/20200224/5g/ofcom-tests-5g-radiation-16-uk-sites-identifies-no-health-risk
GSMA, 2020. GSMA Condemns Attacks Against Mobile Phone Masts
https://www.gsma.com/newsroom/press-release/gsma-condemns-attacks-against-mobile-phone-m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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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電磁波調查結果 2/2
監理機關

測驗報告／日期

報告結果

2020年4月
澳洲
ARPANSA

發布聲明

ARPANSA認為據研究調查沒有確定證據顯示來自5G和其他無線通信的低
水平無線電波輻射（Low Level Radio Wave），會影響免疫系統或引起其
他任何長期或短期健康影響。

2020年7月

⚫
⚫

韓國
MSIT

5G手機、基地臺、
家用產品與生活
⚫
環境之5G電磁波
量測。
⚫

5G手機：5G手機電磁波能量比吸收率（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SAR）結果為標準（1.6W/kg）之1.5%至5.8%。
基地臺：保持大容量數據傳輸狀態下測量使用3.5GHz頻段5G基地臺於
不同裝設地點之電磁波強度，其測量結果為電磁波人體防護標準
（10W/m2）之1.35%至6.19%，不使用5G服務之待機狀態下電磁波
測量值不到標準的1%。
居家家電：測量三種居家家電（無線空氣清淨機、捕蚊燈、震動訓練機）
之電磁波最大曝露允許值（Maximum Permissible Exposure, MPE）
皆不到電磁波人體防護標準（使用頻率60Hz之標準為2.78W/m2；使
用頻率2.4GHz之標準為10W/m2）的1%。
生活環境：電梯機房周圍測量電磁波結果不到電磁波人體防護標準*的
1%，與無電磁波源的環境相當。
註*：原文資料未見可參照之標準值。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轄下之國家電波研究院（National Radio
Research Agency, RRA）宣布擬將5G手機電磁波量測所需的時間縮短至LTE水準（40日），以加速推出
使用3.5GHz和28GHz頻段之新5G手機。
資料來源:
MSIT, 2020. 출시에 필수적인 전자차 측정시간 단축으로, 5G 휴대전화 제품 출시 빨라진다.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_policycom2&artId=2971956
ZDNet, 2020. ACMA EME tests find LTE small cells putting out less than 0.8% of exposure safety levels
https://www.zdnet.com/article/acma-eme-tests-find-lte-small-cells-putting-out-less-than-0-8-of-exposure-safety-levels/
MSIT, 2017.전자파인체보호기준。http://www.law.go.kr/admRulLsInfoP.do?admRulSeq=210000009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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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電視業者共同發布新電視製作準則
•

鑒於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為指導電視產業恢復節目製作，並同時盡量減
少疫情擴散風險，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英國獨立電
視臺（Independent Television, ITV）、Channel 4、Channel 5、Sky、蘇格蘭電視臺（Scottish
Television, STV）及獨立電視新聞（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 ITN）等廣播電視業者，和
商業電視與隨選視訊服務協會以及製作人組織Pact共同發布一份「新電視製作準則（New
TV Production Guidelines）」，參考英國電影委員會（British Film Commission）提出之
「電影和電視劇在COVID-19疫情期間安全工作（Working Safely During COVID-19 in Film
and High-End TV Drama Production）」準則，針對節目製作環境中難以保持社交距離的「密
切接觸者（Close Contact Cohorts, CCC）」提出因應作法。

盡可能縮短人員
密切接觸的時間；

盡可能將密切接
觸者人數控制在
最少，且僅能與
其團隊互動；

密切接觸者成員
應易於辨識（如
用顏色分組）；

密切接觸者成員
非與其團隊在一
起時，必須遵守
所有其他社交距
離準則；

若密切接觸者成
員檢驗結果呈現
陽性，則所有成
員必須自我隔離
14天，且必須無
症狀才能恢復生
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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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發布假訊息指導方針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提供新冠病毒假訊息判斷

指導方針
• 隨新冠病毒（COVID-19）持續於全球肆虐，民眾除關注疫情對健康之危害，尚須注意在社
群媒體影響下，假訊息流通氾濫等問題。由於COVID-19疫情提高民眾居家的時數，社群媒

體已成為大眾獲取公共健康資訊之主要來源，為提升民眾對COVID-19相關訊息之警覺性，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發布新冠病毒假訊息判斷指導方針，供民眾參考。

• 未經驗證的資訊

• 假訊息的常見特

• 常見之假訊息尚

• 打擊假訊息始於

• 養成透過前述來

通常附有「釣魚

徵為偽造大量文

包含透過詐騙郵

知道如何辨別可

源交叉比對網際

新聞或文章標題

法錯誤的文章，

件邀請發送回覆、

靠的新聞來源，

網路資訊的習慣，

（Clickbait）」，

除未註明作者姓

冒充大型組織活

民眾應透過主流

並教導親友提升

透過聳動字眼引

名，亦未提及經

動誘使民眾點擊

媒體、政府機構

數位素養，勿傳

起人們的注意和

過驗證的訊息來

可疑連結並提供

網站以及社群媒

播或轉發任何假

點擊，最終為該

源。

個人資訊等。

體網站上由公民

訊息，並盡可能

網站帶來廣告收

營運的事實查核

回報假訊息。

入。

頁面來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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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發布假訊息和新聞品質官方立場聲明書
•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於 2020
年 6月 26發布「假訊息和新聞品質官方立場聲明書（Misinformation and news quality
position paper）」，其中概述了ACMA在要求數位平臺業者針對假訊息和提升新聞品質等
議題提出自律行為準則（voluntary code）後，對於該份行為準則的期望，包括行為準則之
目的、應考量法益、範圍和內涵等，以及後續規畫，供數位平臺業者參酌。

ACMA期望監理政策加強三大面向

降低傷害性假訊息對公
眾影響

加強民眾對於新聞與資
訊的分辨與批判能力

提高數位平臺實務上的
透明度與可靠性。

ACMA規劃在此聲明發布後，數位平臺業者應在2020年12月前提出自律行為準則初稿並對外
進行公眾意見諮詢。
ACMA則在監督平臺業者制訂自律行為準則的同時，籌辦一系列研討會議，與數位平臺業者、
學界和其他政府部門等共同商討並完成「監督與報告框架（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framework，以下簡稱為報告框架）」，用來監督和評估數位平臺業者自律行為準則執行情
形。ACMA計畫在2020年10月前完成報告框架，並在2021年6月前提出首份監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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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成立網路仇恨觀測站，分析網路仇恨言論
•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 CSA）日前宣布依法國打
擊網路仇恨內容法第16條（LOI n° 2020-766 du 24 Juin 2020 Visant à Lutter Contre les
Contenus Haineux sur Internet, Article 16）成立網路仇恨觀測站（Observatoire de la
Haine en Ligne），由業者、協會、行政機關及相關研究人員組成，旨在量化分析
網路仇恨內容、監督網路仇恨言論，及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公私部門間共享相關資
訊。
此觀測站相關資訊網站架設在CSA官方網頁之下，由CSA負責經營管理，並成立四
個專責工作小組分工協調不同目標對象的業務往來

業者

公協會

行政或主
管部門

研究單位

CSA網路仇恨觀測站（Observatoire de la Haine en Ligne）檢索網址如下：，https://www.csa.fr/Informer/Toutes-les-actualites/Actualites/Observatoire-de-lahaine-en-ligne-analyser-pour-mieux-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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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針對大型數位平臺反壟斷議題舉行聽證會
• 日前美國國會針對大型數位平臺反壟斷議題舉行聽證會，並要求Amazon、
Apple、Facebook、Google等四大科技巨頭負責人透過遠距視訊方式參與會
議，聽證會內容主要研討科技公司的市場壟斷和競爭問題。
Amazon掌握全美線上零售市場38%市占率，且不當監看第三方賣家數
據進而模仿推出相關產品

Apple則被指控在App Store收取過多利潤，此外在全美智慧型手機
市場也握有46%市占
Google 在網路搜尋引擎、網路廣告及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 服務上
具有市場主導地位

Facebook則遭控收購Instagram、WhatsApp等同類型服務，在社群媒
體領域已具壟斷地位

面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質疑，Amazon、Apple、Google與Facebook負責人紛紛做出回應，
但部分議員仍表示不排除透過更嚴格的法規，來規管不當市場競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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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通過修法以具體化網路服務平臺義務規範
• 繼韓國國會於5月通過《電信事業法》與《促進使用資訊通訊網路和資訊保護法》修正案後，韓國通訊傳播
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於近日公布相關施行細則，以強化網路平臺業者防止非
法影像傳播的責任。
• 上述兩法修正案乃係針對韓國近期的N號房爭議事件。
查照韓國國會5月通過法案之立法目的與相關解釋，該不法影像係指依《性暴力犯罪的處罰等相關特別法（
성폭력범죄의 처벌 등에 관한 특례법）》、《兒童、青少年的性保護相關法律（아동·청소년의 성보호에
관한 법률）》所規範之猥褻、不雅、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之性影像。

KCC將根據網路平臺的服務目的與

規管對象原則上為前一年營業額達10

類型，並考量非法影像傳播的可能

億韓元，且平均日用戶達10萬人以上，

性、觸及率等因素，指定需要採取

或2年內曾因非法影像處理不當被KCC

技術性、管理性措施的業者。

要求改正之網路平臺。

被指定之業者除應定期提交非法影像處理報告書之外，平臺本身亦應具備檢舉功能，並設有防
止非法影像傳播的機制，如設定禁用詞、限制非法內容搜尋等，而針對不當但仍在進行非法審
查之內容，則應以過濾技術限制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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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發布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相關準則
• 歐盟於2020年7月2日發布兩份準則，以協助成員國落實修訂版《 視聽媒體
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歐洲作品準則

影音分享平臺準則

（Guidelines on European works）

（Guidelines on video-sharing platforms）

• 要求隨選視訊服務的歐洲作品占比須達

• 將歐盟針對有害內容之規範，拓展至社

30%，並允許成員國在特定情況下，可

交媒體和影音分享平臺。意即業者應保

要求設立於另一成員國、但主要收視群

護使用者免於仇恨言論等有害內容，並

在國內之媒體服務業者，於財務上支持

確保兒童節目的廣告投放和商品置入在

歐洲作品製作。此外，該準則亦闡明

適當範圍內。

「觀眾少（low audience）」和「低營
業額（low turnover）」之定義，以此
免除小型業者推廣歐洲作品的義務。

依照時程，歐盟成員國須於2020年9月19日前將修訂版AVMSD納入國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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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將影音分享平臺之義務寫入法規中
• 德國議會通過《 電子媒體法（ Telemedia Act） 》修正案。新法規定下，影音分享
平臺業者如 YouTube、 Vimeo和 TikTok等在接獲使用者檢舉不當內容（如違反廣告
和兒少保護規定）時， 須設立回報和補救機制，並遵循法規要求檢查使用者是否
有上傳違反德國刑法之視聽媒體內容。
此檢舉流程泛稱為「通知和行動（Notice & Action）」機制
•
•
•
•

使用者得在線上平臺中透過電子形式舉報違法視聽內容
平臺業者在接獲檢舉後，應「立即」檢查遭檢舉之視聽內容。
若違法行為屬實，則須移除或封鎖存取。
經移除的內容須至少保存 10週 ，同時業者須立即將檢查結果告知檢舉人和視聽
內容上傳用戶，雙方可在2週內針對業者處置做確認及回覆，然而檢舉人和上傳
不法內容之用戶身分均不得對外公開。

• 德國早在2017年通過《 網路執法法案 Network Enforcement Act 簡稱
NetzDG）》，要求大型社群網路平臺業者須負起審查違反德國刑法犯罪言論
之義務。
• 本次通過《 電子媒體法》修正案，係配合歐盟 2018通過之 修訂版 《 視聽媒
體服務指令 》，將影音分享平臺業者移除不法內容之責任與義務納入法規中，
未來對於使用者上傳之違法視聽內容將會有更具體的處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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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mazon與SpaceX低軌衛星的最新進展
Amazon贏得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委對Kuiper衛星計畫的支持
美國FCC主委Ajit Pai於2020年7月11日宣布支持Amazon的「Kuiper衛星計畫（Kuiper
Constellation）」，該計畫宣布使用3,236顆衛星，在590公里至630公里的高度上運行，
提供美國和全球範圍的寬頻服務。

•

有條件批准：Amazon於2019年向FCC提交詳細的計畫書，直至近日FCC主委表示將
有條件地批准Kuiper計畫以佈建和營運非同步衛星軌道（Non-Geostationary Satellite
Orbits, NGSO）之固定衛星服務（Fixed Satellite Services）。

•

弭平數位落差：Amazon表示，衛星系統將有助於弭平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為家庭、學校、企業、醫院、政府機構和救護人員等提供連接。

SpaceX成功發射ANASIS-II衛星並打破推進器整備時間記錄
SpaceX於2020年7月20日完成第57次升空，替Lockheed Martin公司及其客戶韓國發射
ANASIS-II衛星。該衛星為韓國第一顆軍事通信衛星，未來將幫助維護該國的國家安全。
1. 推進器整備時間縮短：創下回收推進器並重新使用所需時間的最短紀錄，2次使用間
僅相隔51天。
2. 該任務嘗試推進器再次推進（Re-Entry）實測：測試內容為當推進器返回大氣層降
落在SpaceX的海上火箭降落埠時，推進器的燃燒控制。
3. 成功回收整流罩：此次任務嘗試並成功回收發射期間用於保護衛星的整流罩。
SpaceX估計，透過復原和重新使用整流罩，每次發射將可節省多達6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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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最新的5G調查報告
Nokia研調：IT決策者揭露5G對企業最大的驅動力
5G應用調查

•

5G 在 企 業 的 潛 在 應 用 是 電 信 產 業 關 注 的 重 要 議 題 ， 通 信 服 務 業 者
（CSPs）應思考該聚焦投入哪些領域。

•

Nokia對1,000多名IT決策者進行調查，涵蓋能源、製造、政府/公共安
全、汽車/交通運輸等關鍵領域。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1. 儘管對5G熟悉，但仍需要更多的教育
65%的IT決策者表示熟悉5G，34%表示已在使用5G，且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對5G感
到非常滿意。除5G覆蓋不足外，缺乏資訊是採用5G第2大障礙。
2. 47%受訪者表示正在計劃佈建5G
近半的決策者表示其組織正在規劃使用5G，且因新冠病毒（COVID-19）促使遠距
和自動化工作增加，亦可能提高決策者對5G的興趣。
3. 影像監控是最吸引人的應用案例
在Nokia測試的應用案例中，IT專業人員將影像評為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其中48%
的受訪者認為增強的5G影像監控是近期（0-4年）的機會。
4. 能源及製造業處於領先地位
能源及製造公司對5G最感興趣，並正在探索先進應用案例的潛力（例如：無人機
影像監控、遠端機器控制、雲端機器人）。
5. CSPs有機會成為值得信賴的顧問
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制定5G佈建計畫時會尋求CSPs的指導，若CSPs發展產業專業
知識與洞察力，以及建立合作夥伴生態系，將有助於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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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ICT總研發布行動通訊電話資費與通訊品質調查結果
日本市調公司ICT總研公布2020年行動電話資費與通訊品質的國際評
比結果

行動通訊電話
資費與通訊品
質調查結果

•

調查對象：包含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與韓國等6個國家的行動通
訊業者，比較2020年3月1日的行動電話資費。

•

調查期間：2020年3月18日至24日對日本的行動電話用戶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

該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1. 國際行動電話資費比較
日本的資費依數據流量2GB、5GB、20GB分別為4,021日元、5,121日元、
7,135日元，比歐洲國家高，但較美國及韓國低，處於中等水準。

2. 國際通訊品質比較
各國的4G連接率依次為日本98.5%、韓國98.3%、美國96.1%、英國89.2%、
法國86.0%及德國85.8%。下載速度排序為韓國59.0 Mbps、日本49.3 Mbps、
德國28.7 Mbps、法國28.6 Mbps、美國26.7 Mbps及英國22.9 Mbps。
3. 日本行動電話用戶的網路調查
本次調查1,000位行動電話用戶對於服務區域、通訊速度、收費的滿意度。
其中，約70%的用戶對服務區域表示滿意；約60%的用戶對通訊速度表示
滿意；約40%的用戶對資費表示滿意。
整體而言，日本在調查的6個國家中資費水準屬中等，但有相對較佳的通訊品
質。由於行動電話已成為重要的社群基礎設施，未來ICT總研也考慮就日本用
戶對通訊品質的要求水準做進一步分析。

26

各國在自駕車、無人機、區塊鏈等創新應用之發展1/3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發布自駕車準備度（AVRI）報告，我國位
居世界排名第13名
KPMG近期發布自動駕駛汽車準備度（KPMG Autonomous Vehicles Readiness Index, AVRI）報
告，結果顯示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及運輸使用者對環境要求的變化下，皆可能
加速全球自駕車發展及佈局。

主要
目的

因應各國主管機關著重科技的監管制度及社會接受程度，
KPMG連續3年發布AVRI報告的主要目的即為針對各國
對自駕車的認知及準備度進行評比及排名。

架構
與指
標

包括政策法規、科技與創新、基礎設施及消費者接受度
等4項主架構，並細分28項指標衡量評估有關自駕車發
展和創新的準備情形。

排名
結果

排名前10名國家依序為新加坡、荷蘭、挪威、美國、芬
蘭、瑞典、南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丹麥。
我國首次受評，則位居世界排名第13名。

整體
情況

2020年AVRI在指數新增5個新的國家進行排名：
丹 麥 （ 10 ） 、 台 灣 （ 13 ） 、 比 利 時 （ 21 ） 、 義 大 利
（24）、智利（27）。

整體
情況

AVRI國際評比結果顯示，多數國家自駕車的整備度相較
去年有所提升，30個評比國家中有17個國家今年表現優
於去年（去年為25個評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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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在自駕車、無人機、區塊鏈等創新應用之發展2/3
背景
概述

韓國區塊鏈數據經濟開發計畫順利通過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宣布區塊鏈數據經濟開發計畫，
自2021年起之5年內投資1,133億韓元，目的在開發下一代區塊鏈技術，
實現數據經濟的基礎。該計畫希望促進以下發展：
1. 共識技術：為解決在協議過程中可能產生之集中化問題，MSIT將
推動開發控制算法，確保持續達成共識且減少資源的消耗。
2. 智慧合約安全技術：智慧合約依據預先編寫之代碼執行，如未事先
發現安全問題，可能導致用戶權益受損，故計劃開發可自動檢測安
全漏洞之技術。
3. 處理個人資訊和身分管理之分散式身分識別：提供分散式身分識別
的服務，開發應用生物識別之加密技術，除能在線上證明身分外，
也保護用戶隱私。

4. 保障數據管理之發展：透過開發大規模節點管理技術，促進數據儲
存技術以增加處理容量，及語言查詢技術和索引分析，進行快速搜
尋。

28

各國在自駕車、無人機、區塊鏈等創新應用之發展3/3
無人機的黃金年代即將到來
• 無人機已成為對抗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重要工具，
有助於建立更具彈性的供應鏈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的運送服務。
主管機關與業者態度
• 在COVID-19疫情下，基於要求以無人機運送重要物品、保持社交距離並提高必要
作業之效率與效能的呼聲漸高，且需要透過新技術在維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為
處於危機的供應鏈提供彈性，是無人機得以發揮關鍵作用，以及這場危機將無人
機運送推進黃金時代之主因。
• 在面臨COVID-19等重大威脅下，部分已開發經濟體的政府決策者被要求發展任何
可行方案以因應危機。如美國因此促成監理豁免（Regulatory Exemptions），藉由
無人機進行快速流程追踪，取代人員從事石油或天然氣檢查等危險作業，或是減
少疫情期間的人員接觸。
• 最新的監理豁免即特別將COVID-19比喻為核准監理豁免的加速器，該監理豁免將
於2020年6月30日或「聯邦、州政府或當地COVID-19建議要求終止時」到期。
• 世界經濟論壇（WEF）建議須透過整體評估方法（Holistic Approach）核准無人機
服務，以平衡風險與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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