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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
1

本期推薦

1. 【國際：跨國】固定無線接取使毫米波頻譜大放異彩
洲別：國際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固定無線接取（Fixed Wireless Access, FWA）技術為毫米波（mmWave）
頻譜之亮點，無線網路服務供應商（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WISPs）
長期在缺少電纜或有線寬頻的農村地區提供固網無線寬頻服務。如美國
Verizon 提供的 5G 家庭服務與新業者 Starry 使用 802.11ax 技術之固網無線
寬頻服務皆使用 mmWave 頻譜，使得 FWA 技術逐漸在電信市場中復甦。
除能在傳統市場競爭外，5G FWA 無需投資大量新的基礎設施，為業者
對該技術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全球商業資訊諮詢機構 IHS Markit 指出，基
本上所有電信業者都需要新客戶和新收入來源，而 5G FWA 提供一種進入
未開發市場或於既有市場促進高速連接升級的方法。
在美國，Verizon 利用現有 5G 行動網路提供家庭網路服務，目前已在芝
加哥、洛杉磯、底特律等 6 個城市推出該服務，且計劃於 2020 年底前拓展
至 10 個城市。Verizon 對於既有行動用戶訂閱 5G 家庭服務者每月收費 50
美元，對於非既有用戶則每月收費 70 美元。
而 Starry 在波士頓、紐約、丹佛、洛杉磯和華盛頓特區等 5 個城市使用
37 GHz 頻段提供 FWA 服務，並參與 mmWave 頻譜拍賣獲得大量 24 GHz
頻段。Starry 主要針對集合式住宅（Multi-Dwelling Units, MDUs）以每月 50
美元的價格提供固定網路服務，預計客戶每月成長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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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設於巴黎的 Orange 優先使用 3.5 GHz 和 700 MHz 頻段，且法
國政府已將 5G 中頻段頻譜拍賣延至 2020 年秋天。但 Orange 曾在 2018 年
羅馬尼亞試驗中使用 26 GHz 的 mmWave 頻譜測試 FWA，發現該技術運作
良好，故下一步將採大規模測試，以更精確評估安裝成本和整體經濟效益。
關鍵字：5G、FWA

2. 【歐洲：跨國】歐盟通過實施條例促進大容量 5G 網路基礎設施佈建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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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Area Wireless Access Points, or Small Antennas）》，以促進大容量、大涵蓋
及超高傳輸速度的 5G 網路佈建。該實施條例旨在確保各國主管機關進行監
督的同時，透過許可豁免（Permit-Exempt）的佈建制度，簡化及加速 5G 網
路建置。
鑑於全面性的 5G 網路佈建有賴更密集且更智慧地佈建小型基地臺或天
線，該實施條例針對免適用任何城市規劃許可或其他事前許可規定之小型
基地臺，明確定義其物理和技術特性，並對裝置大小和功率設有嚴格限制。
此外，為保障公眾健康免受電磁場（Electromagnetic Field, EMF）及小型基
地臺影響，該實施條例亦規定小區域無線接取點應遵守歐盟嚴格的曝露限
制。與既有的 4G 基礎設施相比，小型基地臺除在視覺上更不明顯外，將使
用更低功率並產生較少的電磁輻射，故整體曝露程度將遠低於歐盟的曝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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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且較國際科學證據指出會對健康造成的潛在危害低 50 倍。
另為避免安裝上的視覺混亂，該實施條例已針對小型基地臺外觀訂定統
一標準，以及連結（Coherent）安裝和整合安裝之相關規範，並提供各國主
管機關有關小型基地臺佈建的監管方法。

關鍵字：5G、小型基地臺

3. 【歐洲：歐盟】歐盟發布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VMSD）相關準則，以推
廣歐洲影視作品，並保護未成年人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 日

國別：歐盟
子分類：政策面

歐盟於 2020 年 7 月 2 日發布兩部準則，將協助成員國落實修訂版《視
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透過
該等準則，歐盟將推廣歐洲影視作品、支持文化多樣性，並為歐洲消費者提
供更多選擇；同時，亦加強保護隨選視訊和影音分享平臺的使用者（尤其是
未成年人），避免其遭受仇恨言論和有害內容的侵害。
其中，「歐洲作品準則（Guidelines on European works）」要求隨選視訊
服務的歐洲作品占比須達 30%，並允許成員國在特定情況下，可要求設立
於另一成員國但主要收視群包含本國之媒體服務業者，於財務上支持歐洲
作品製作。此外，該準則亦闡明「低受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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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音分享平臺準則（Guidelines on video-sharing platforms）」則將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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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針對有害內容之規範，拓展至社交媒體和影音分享平臺。意即業者應保護
使用者免於仇恨言論等有害內容，並確保兒童節目的廣告投放和商品置入
在適當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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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兒少保護、影音分享平臺、AVMSD

4. 【美洲：美國】美國國會針對大型數位平臺反壟斷議題舉行聽證會，
Apple、Amazon、Facebook、Google 四大科技巨頭赴會辯論
洲別：美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5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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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
國會調查指出，大型數位平臺為了擴張商業版圖，以破壞性、有害的方式濫
用其市場力量。
本次聽證會四大科技巨頭分別面臨不同的指控，具體內容包括 Google
竊取小型公司（例如 Yelp）創建的內容，以確保用戶停留在自己的網頁上；
Amazon 既是第三方賣家託管平臺，卻又握有賣家的銷售數據，並提供類似
產品與其競爭，因「球員兼裁判」的角色引發爭議；而 Facebook 持續收購
競爭對手如 Instagram 等，恐壟斷市場；Apple 則面臨 App Store 的分潤機制
不公平、不透明的指控。
面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質疑，Amazon、Apple、Google 與 Facebook 負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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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強調，他們並未以非法行為壟斷市場，且其產品可為小型企業提供實質幫
助，同時仍無法避免地受到新進業者的競爭。Amazon 負責人更指稱，世界
亦需有大型公司存在，因為有些事情小型公司根本做不到。
美國民主黨呼籲國會應對這些壟斷企業採取具體行動，而共和黨部分議
員則表示，大型公司的存在並非問題癥結，而是應聚焦這些公司的政治偏見，
因此更關注其資訊處理方式與是否邊緣化保守派觀點。金融分析師 Dan Ives
指出，聽證會後由於缺乏立法上的修正，監管方面不會有太多變化，但勢必
將使未來併購交易受到更嚴格的審查。
關鍵字：數位平臺、反壟斷、市場競爭、公平交易

5. 【國際：跨國】KPMG 發布自動駕駛汽車準備度（AVRI）報告，我國
位居世界排名第 13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7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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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全球自動駕駛汽車發展及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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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針對各國對自動駕駛汽車的認知及準
備度進行評比及排名。AVRI 主架構指標分為政策法規、科技與創新、基礎
設施及消費者接受度等 4 大項目，並細分 28 項指標衡量，以評估有關自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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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汽車發展和創新的準備情形。
AVRI 國際評比結果顯示，多數國家自動駕駛汽車的整備度相較去年有
所提升，其中最具優勢且積極推動自動駕駛汽車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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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同樣首次納入該項調查
的比利時（排名第 21）及義大利（排名第 24）等歐洲國家。整體而言，大
多數國家的 AVRI 皆呈現成長，且 30 個評比國家中有 17 個國家今年表現
優於去年。

關鍵字：COVID-19、自動駕駛汽車

6. 【美洲：美國】SpaceX 成功發射 ANASIS-II 衛星，並打破推進器整備
時間記錄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SpaceX 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再次完成發射任務，這是 SpaceX 第 57 次
成功升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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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發射創下多項紀錄：
一、

推進器整備時間縮短

搭載 ANASIS-II 衛星的獵鷹 9 號火箭（Falcon 9）從佛羅里達的卡納維
拉爾角（Cape Canaveral）空軍基地升空，此次使用的是 SpaceX 曾於 5 月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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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推進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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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 月星鏈計畫（Starlink）的 63 天記錄，快了近 2 週。該
推進器 5 月的發射任務為運送美國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的兩位太空人到國際太空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為迄今為止 SpaceX 最關鍵的一次發射，首次載運真人發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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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nomous Spaceport Drone Ship）時，推進器的燃燒控制。
三、

成功回收整流罩（Fairing）

此次任務亦嘗試回收發射期間用於保護衛星的整流罩，過去當升空至
太空後，這些整流罩將被拋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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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衛星、SpaceX、推進器、整流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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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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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7. 【歐洲：跨國】歐盟網路和資訊系統安全規則公眾諮詢
洲別：歐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7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 盟 計 劃 於 2020 年 底 前 提 出 關 於 網 路 和 資 訊 系 統 （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NIS）的網路安全指令，自 2020 年 6 月起依次展開衝
擊評估（Inception Impact Assessment）與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等
提案程序。
歐盟於本案倡議說明中表示，雖然數位轉型創造許多機會，但也可能威
脅到經濟及社會，儘管歐盟依據當前的規範已經在網路安全能力取得部分
成效，然而面臨整體網路安全能力不均等的情況，依然無法有效抵禦網路威
脅，故將審查下列項目以完善法案：
1. 評估歐盟整體的網路安全是否有所改善；
2. 識別既有及新出現的網路安全問題；
3. 確定並量化監管成本與收益。
關鍵字：NIS、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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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洲：美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完成 600MHz 頻段誘因拍
賣後之相關作業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於 2020
年 7 月 13 日宣布完成歷時 39 個月的 600MHz 低頻段後誘因拍賣（PostIncentive Auction）作業，本拍賣釋出原供美國廣播電視業者使用的低頻段，
而未來該頻段將應用於 5G 等無線通訊寬頻服務，預計美國數百萬消費者將
因最新釋出的頻譜資源受惠。頻段重整後得更廣泛地佈建網路，有助於縮小
美國城鄉數位落差、減緩無線網路壅塞、提升 5G 廣泛可利用性，同時創造
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成長。
FCC 主委 Ajit Pai 表示，仰賴 FCC 誘因拍賣專案小組（Incentive Auction
Task Force）以其專業，於移頻階段與美國廣播及通訊業者、廣播電視塔工
作人員、設備供應商與無線電頻率工程師，達成具前瞻性、彈性及協力性的
合作，共同促成本次誘因拍賣。
FCC 將持續使用 27.5 億美元的電視廣播業者頻段重整基金（ TV
Broadcaster Relocation Fund）補償美國 987 家全功率以及 A 級無線電視臺
（Full-Power and Class A TV Stations）的移頻成本，使其得繼續營運於新電
視頻道。FCC 透過制定 10 階段的移頻計畫，成功排除訊號干擾、頻譜資源
稀缺及季節性因素等問題，使 600MHz 頻段得於 2020 年 7 月 13 日前完成
重整。而 987 家電視臺中，已有超過 99%完成移頻作業，其餘業者則由於
不可預期之情況，仍使用廣播及雙工間隙（Duplex Gap）頻段，預計於 2020
年夏末前完成移轉。
12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20 年 7 月份】
關鍵字：600MHz、頻段重整、電視臺、無線通訊、5G

9. 【美洲：美國】Amazon 贏得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委對 Kuiper
衛星計畫的支持
洲別：美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市場面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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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宣布發射 3,000 多顆衛星，提供美國和全球範圍的
寬頻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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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衛星（NonGeostationary Satellite Orbits, NGS）之固定衛星服務（Fixed Satelite Services）
。
Kuiper 系統的設計目的為使用 3,236 顆衛星，在 366 至 391 英里的高度
上運行於 98 個軌道平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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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寬頻連接。此外，據稱 Kuiper 系統可促使行動網路業者將無線服務擴展
到未服務和服務不足的行動客戶，並為飛機、海上船隻和陸地車輛提供高傳
輸量（Throughput）的行動寬頻連接服務。
Amazon 的系統加入許多其他正在開發的衛星系統，包含該領域兩大傑
出參與者 SpaceX 和 OneWeb。SpaceX 已於 2018 年獲得 FCC 的批准，發射
近 12,000 顆寬頻衛星，但其目前正陷入 12 GHz 頻段的爭奪戰中，Dish
Network 等公司希望將該頻段用於 5G，惟 SpaceX 重申反對 2016 年請求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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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12 GHz 頻段制定規則的請願書，強調該頻段對於 SpaceX 向全美國（包
括農村地區、未服務和服務不足區域）的消費者提供下一代先進寬頻服務的
重要性。

關鍵字：Amazon、FCC、衛星

10. 【美洲：美國】美國提倡 5G 乾淨網路
洲別：美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25 日

國別：美國
子分類：政策面

「5G 乾淨網路（5G Clean Networks）」係由理念相近的國家與業者共
同提出之概念，旨在確保關鍵電信、雲端、數據分析、行動應用程式、物聯
網與 5G 技術等免於遭受惡意侵害。前述國家與業者僅採用由可信任的電信
設備供應商提供之設備與服務，而可信任的電信設備供應商須不受專制政
府的不公或不法控制。對此，美國國務院透過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召集專家制定評估電信設備供應
商的可信任標準，即「數位信任標準（Digital Trust Standards）」。
而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已宣布未來對於所有進出美
國外交設施的 5G 網路流量，將要求僅能以可信任的設備傳輸。美國藉由提
倡 5G 乾淨路徑（5G Clean Path），因應 5G 網路傳輸隱私資訊與智慧財產
的安全性與信任問題，要求通訊路徑中不論具有傳輸、控制、運算或儲存等
功能的設備皆須排除不可信任的電信設備供應商（如華為、中興），以降低
敏感資訊遭竊取的風險，並鼓勵其他國家和企業夥伴們共同採用類似的模
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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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國國務院網站設有 5G 乾淨網路的專門頁面，並於頁面上列出僅
採用可信任的電信設備供應商的 5G 乾淨國家與電信業者，其中我國五家電
信業者皆入列。

關鍵字：華為、乾淨網路、5G

11.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發布「Beyond 5G 推進戰略：邁向 6G 的藍
圖」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為探討導入「Beyond 5G（6G）」時預期的需求與技術以制定綜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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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社會對通信基礎設施之期望及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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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30 年期望的社會意象為
基礎，詳述 Beyond 5G 的預期功能以及迄 2030 年的推進戰略藍圖。總務省
期望以 Beyond 5G 為核心的資通訊網路基礎，藉由虛擬空間實體系統
（ Cyber-Physical-System, CPS ） 實 現 Society 5.0 ， 達 成 具 備 「 包 容 性
（Inclusive）」、「永續性（Sustainable）」和「高可靠性（Dependable）」
的 2030 年代社會。除了加強 5G 現有功能（超高速大容量、超低延遲、超
大連結）外，亦具備可永續且有益於創造新價值的能力，如超低耗電、超高
信賴度、自律性與擴張性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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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30 年為止的 Beyond 5G 推進戰略藍圖中，總務省將 2025 年作為
分水嶺，推出三大戰略主軸：「研發戰略」、「智慧財產、標準化戰略」和
「推展戰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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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建立研發據點並大膽開放無線電波，發展世界最
高水平的研發環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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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展戰略：藉由強力促進 5G 和光纖網路佈建於整體社會，使 5G 技術
遍及所有領域與地區，帶動產業與公共應用，以及早實現「Beyond 5G
Ready」的環境。
日本將轉危機為契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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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抱持前五年（2020-2025 年）決勝負的危機感，在
初期階段最大程度地活用日本的優勢。總務省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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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5G、Beyond 5G、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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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 ICT 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 2.0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3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為迎向 Society5.0 時代，藉由活用 ICT 基礎設施解決地方課題的重要性
日益提高，2019 年 6 月日本總務省以「行動電話基地臺整備研究會（携帯
電話の基地局整備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成果報告作為基礎，啟動 5G
和 ICT 基礎設施整備以及促進 5G 運用的策略，以盡快在全國範圍展開 ICT
基礎設施佈建工作。
總務省於 2019 年 6 月制定展望 2023 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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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實施 1 年後，總務省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布該總體計畫進度報告，提出
推動成果及新措施，並於 2020 年 7 月 3 日更新公布「ICT 基礎設施區域發
展總體計畫 2.0」，內容涵括：
⚫ 條件較差地區的涵蓋範圍整備（基地臺佈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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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基礎設施、Society 5.0、Local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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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亞洲：日本】日本 MVNO 業者推出與樂天行動相似的 4G 方案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7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提供低廉 4G 資費方案的新進電信業者樂天行動與 MVNO 業者 Y！
Mobile、UQ mobile，近期均將方案中超過上網流量後的速率上限，自「最
高 128kbps-300kbps」提升至「最高 1Mbps」。
樂天行動於 2020 年 4 月 8 日正式啟用 4G 服務當天，無預警宣布將 4G
方案「Rakuten UN-LIMIT」的每月上網流量由 2GB 提升至 5GB，且將超過
上網流量後的速率上限自最高 128kbps 提升至最高 1Mbps，點燃降速後最
高速率「1Mbps」的競爭火花。然而，對用戶而言，相較於「可於樂天涵蓋
區域內享有上網吃到飽」的樂天行動資費方案，「每月有限制數據量但價格
低廉」的 UQ mobile 或 Y！Mobile 資費方案或許更具吸引力。因此，UQ
mobile 和 Y！Mobile 亦相繼將超過上網流量後的速率上限提升至「最高
1Mbps」，但其他方案內容與條件上仍有些微差別。
UQ mobile 的 4G 資費方案「Smartphone Plan R」設有可隨時設定限制
通訊速度之「節約模式」，讓用戶在資費方案生效後，能以不消耗高速上網
流量的模式進行低速（最高 1Mbps）通訊；樂天行動的「Rakuten UN-LIMIT」
方案亦有節省流量的機制，得關閉合作業者涵蓋區域內的高速上網，以最高
1Mbps 進行數據通訊；Y！Mobile 則無手動限制數據通訊速率的機制。

關鍵字：網路流量、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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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亞洲：日本】日本市調公司 ICT 總研公布 2020 年日本行動電話資費
與通訊品質的國際比較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市場面

日本市調公司 ICT 總研（株式会社 ICT 総研）公布 2020 年行動電話資
費與通訊品質的國際評比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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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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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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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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通訊品質、資費、行動電話

15. 【亞洲：韓國】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設立網路中立政策研
究小組，研擬 5G 時代下的網路中立政策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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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網
路中立政策研究小組，在舉辦六次網路中立性政策方向會議後，於 2020 年
7 月 7 日啟動為期一個月的公眾意見諮詢，旨在蒐集專家及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並討論網路中立政策進展、網路中立性海外動向、5G 行動通信技術介
紹及以下核心事項：
⚫ 具體化託管服務之概念和要求；
⚫ 託管服務相關的網路中立性營運方向；
⚫ 電信業者與內容服務提供者間合作方案。
除蒐集資訊與通信技術相關組織、媒體、公民團體及政策研究小組意見
外，MSIT 將同步蒐集公眾意見，以向政府提出網路中立性政策與技術發展
協調改善方案。

關鍵字：網路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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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亞洲：韓國】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預計於 2021 年完成
既有頻率再指配，並逐步整備頻譜供 5G 使用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29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韓國 5G 通訊已商用化，為促進電信業者營運效率，韓國科學技術情報
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 2020 年 6 月 29 日正式宣布，
將重新指配韓國三大電信業者 SKT、KT 及 LG U+既有共計 310MHz 頻寬之
頻段（持有情形分別為 SKT 95MHz、KT 95MHz、LG U+120MHz）
，同時規
定業者應於使用執照屆期 6 個月前提出頻率再指配申請。MSIT 預計於 2020
年 11 月底前制定完整的配套措施，如新執照之效期及頻率再指配價格等，
以利業者於 2020 年底前向監管機關提出申請，並於 2021 年完成頻率再指
配。
此外，為因應韓國未來新興通訊需求，並妥適調配國家頻譜資源，MSIT
亦重新檢視 3GHz-10GHz 中頻段之使用現況，以投入足夠的頻譜資源推進
韓國 5G 通訊發展進程。MSIT 正在研議適度調整目前主要用於衛星通訊之
3.7GHz-4GHz 頻段，以供未來 5G 無線通訊使用，亦探討開放 6GHz 頻段用
於 Wi-Fi。

關鍵字：頻率再指配、SKT、KT、L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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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亞洲：韓國】韓國擬縮短電磁波量測時間以加速 5G 手機問世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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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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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速推出使用 3.5GHz 和
28GHz 頻段之 5G 新手機。
手機上市前必須測試人體曝露程度是否符合電磁波防護標準，但由於
5G 與 LTE 不同，採用多天線波束成形技術，需花費大量時間進行驗證。因
此，RRA 制定新的量測準則，預計使用 28GHz 頻段的 5G 手機電磁波量測
時間將縮短至 40 日（與 LTE 相當），從而降低成本。此外，使用 3.5GHz
頻段的 5G 手機電磁波量測時間已於 2019 年 3 月進行第一次簡化，依該準
則量測時間亦得從 2 週縮短至 1 週。
關鍵字：5G、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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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亞洲：韓國】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發布 5G 與家用產品
電磁波量測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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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民
於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申請之 5G 手機、基地臺、家用產品與生活
環境進行 5G 電磁波量測，結果顯示符合電磁波人體防護標準。本次檢測由
國家電波研究院（National Radio Research Agency, RRA）負責，並由專家與
民間團體組成之日常生活電磁波委員會（생활속 전자파위원회）審查產品
選擇及量測結果。
在 5G 手機方面，於語音通話、大容量郵件傳輸及觀看影片等實際使用
環境中量測 5G 手機電磁波能量比吸收率（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SAR）
，
結果為標準值（1.6W/kg）之 1.5%至 5.8%。在基地臺方面，維持大容量數
據傳輸狀態下，量測使用 3.5GHz 頻段之 5G 基地臺於不同裝設地點的電磁
波強度，結果為電磁波人體防護標準值之 1.35%至 6.19%，顯示在串流平臺
觀看高畫質影片的電磁波強度低於連續下載大容量數據，而不使用 5G 服務
之待機狀態下，電磁波量測值不到標準值的 1%。在居家家電方面，量測無
線空氣清淨機、捕蚊燈、音波垂直律動儀等三種居家家電之電磁波最大曝露
允許值（Maximum Permissible Exposure, MPE），皆不到電磁波人體防護標
準值的 1%。在生活環境方面，於電梯機房周圍量測電磁波，其結果不到電
磁波人體防護標準值的 1%，與無電磁波源的環境相當。
關鍵字：5G、電磁波
23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2020 年 7 月份】
19. 【亞洲：韓國】三星 6G 白皮書揭示對下一代通訊技術的願景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4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技術/市場面

韓國三星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發布 6G 白皮書，概述其對下一代通訊技
術 6G 之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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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面。
三星預計最快於 2028 年完成 6G 標準化與商業化，而大規模商業化則
預計於 2030 年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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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 5G 需求集中於效能方面，三星定義為實現 6G 服務需滿足的三
類 需 求 分 別 為 效 能 （ Performance ） 、 架 構 （ Architecture ） 與 信 賴 性
（Trustworthiness）：
1. 效能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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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架構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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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賴性需求：解決因為廣泛使用用戶資料與 AI 技術，而引起的安全性
和隱私問題。
此外，該白皮書介紹數項能滿足 6G 需求的關鍵候選技術（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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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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lex）技術、網路拓樸（Network
Top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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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6G

20. 【亞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藉制定新興技術標準增加國際影響力
洲別：亞洲
類別：通訊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5 日

國別：中國大陸
子分類：政策面、市場面

中國大陸藉由日益成長的新興技術實力轉變為國際規則核心參與者，以
形塑有利於中國大陸發展的國際競爭環境，尤其在 5G 無線通訊領域。目前
中國大陸正在醞釀「中國標準 2035」中期計畫，作為「中國製造 2025」工
業現代化計畫培植 5G 與 AI 等領域之補充戰略，但國際間對中國大陸逐漸
掌握標準制定主導權存有疑慮。
據統計，中國大陸於 2019 年向 ITU 提交 830 份通訊技術相關文件，居
ITU 成員國之冠，高於列名其後之韓、美、日三國之總和。中國大陸目前為
ITU 第五大捐助國，且 ITU 現任秘書長為中籍。
除電信領域外，日本產業標準調查會（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 ） 指 出 ， 中 國 大 陸 自 2014 年 以 來 於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SO）及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al Commission, IEC）所發起的技術委員會提案總計
16 件，占提案總數（65 件）近 25%，位居首位。該類提案普遍由特定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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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提出，而中籍舒印彪為現任 IEC 主席。
此外，儘管以美國華盛頓為首的西方國家已展開與華為技術及業務脫
鉤之行動，但仍未能完全排除華為於 5G 領域之影響力，因各國企業仍可能
需支付華為 5G 相關專利使用費。目前華為已超越 Qualcomm 成為 3GPP 中
對於 5G 技術貢獻程度最高之成員。

關鍵字：5G、國際標準、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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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3

傳播

21. 【歐洲：英國】英國廣播電視業者共同發布新電視製作指導方針
洲別：歐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市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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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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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電視製作指導方針
（New TV Production Guideli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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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因應作法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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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包含下列
幾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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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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接觸者」因應流程目前適用於英國和北愛爾蘭地區，並將於 7 月
30 日在蘇格蘭生效，但仍須考量當地政府或公共衛生機構已施行之限制。

關鍵字：COVID-19、廣播電視、密切接觸者

22. 【美洲：巴西】巴西國家電信局（Anatel）解除 Fox 網路影音禁令
洲別：美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

國別：巴西
子分類：政策面

因應拉丁美洲電視節目製作協會（Television Association of Programmers
Latin America, TAP ） 先 前 提 出 之 要 求 ， 巴 西 國 家 電 信 局 （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gency, Anatel）於 2020 年 7 月 22 日宣布解除 Fox 的
網路影音服務禁令。
Anatel 早先於 2019 年 7 月時向 Fox 發布禁令，禁止其透過網路提供線
性電視頻道（Linear TV Channels）服務。對此，TAP 認為該項禁令造成 Fox
無法提供網路影音服務，更導致 Fox 訂戶和廣電業者利益損失；且 Anatel
針對透過網路提供線性電視頻道之監管議題已討論超過 2 年之久，至今仍
未有定論。而儘管目前 Anatel 已宣布解除禁令，未來仍須研析相關案例以
提出規範政策，並判定網路影音服務究竟屬於電信服務或加值服務。
關鍵字：Fox、網路影音服務、網路電視、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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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公布 2020 上半年廣播電
視內容的網路聲量調查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8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於 7 月
28 日公布 2020 上半年廣播電視內容的網路聲量調查。該調查自 2018 年開
始每週執行一次，調查範圍涵蓋網路貼文、留言、影音、搜尋次數和新聞露
出量等，旨在透過網路聲量分析，促進韓國廣播電視內容的製作、宣傳及出
口。
本次調查項目包括 2020 上半年於國內播出的 74 部電視劇和 192 部綜
藝節目，以及 2020 年 4 月至 6 月播出的 58 部教育節目。其中，網路聲量
最高的電視劇為 tvN《愛的迫降》和 JTBC《夫妻的世界》、《梨泰院 Class》。
然而這些電視劇的收視率僅有 10%，相較之下，KBS 的周末劇和每日連續
劇的收視率均達 20%。綜藝節目方面，以 TV Chosun 製作的《Mr.Trot》、
《Mr.Trot 的味道》及《愛的呼叫中心》的網路聲量最高，顯示 2019 年
《Miss.Trot》第一季節目的成功。教育節目則以 EBS 的《Giant Peng TV》
最具話題性，相關留言達 9,491 則、搜索量亦達 666 次。
KCC 表示，下半年將聚焦調查國內高網路聲量的電視節目，深入分析
其在中國大陸和印尼的網路聲量，並公開分析結果。

關鍵字：廣播電視節目、網路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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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為 2020 年大選
的政黨政治廣播及選區政治廣播分配時間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MDA） 於 7 月 1 日發 布 2020 年 大選（ 2020
Singaporean General Election, 2020 GE）期間政黨政治廣播（Party Political
Broadcasts, PPBs）及電視播出時間表。自 1980 年以來，新加坡政黨候選人
於選舉期間向政府合法登記後，得利用廣播和電視向選民傳達相關訊息。其
中廣播及電視的時間分配及播放順序取決於政黨候選人數，人數少的政黨
會優先播出。
今年度政黨政治廣播與電視播映時段分別於 2020 年 7 月 2 日晚間 8 點
和 7 月 9 日晚間 8 點進行。另因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本次特別提
供選區政治廣播（Constituency Political Broadcasts, CPBs）機制，即單一選
區每位候選人有三分鐘時間，團體選區則由政黨決定由單人或多人共同發
表政見，四位候選人共有 12 分鐘時間；五位候選人則共有 15 分鐘。播放
時間從 7 月 3 日至 8 日每日晚間 7 點開始，並於 7 月 10 日進行選舉開票結
果直播。本次政黨政治宣傳除了在新加坡第一大媒體集團 Mediacorp 旗下
電視頻道與廣播服務播出外，也會透過 Facebook 和 YouTube 網路平臺同步
轉播。
關鍵字：選舉、政黨政治廣播、選區政治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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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亞洲：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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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別：亞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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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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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加坡媒體素養
委員會（Media Literacy Council, MLC）發起「更好的網際網路（Better Internet
Campaign） 」 活 動， 資 訊 通 信 媒體發 展 局 （ 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亦提供新冠病毒假訊息判斷指導方針。
該指導方針重點包含：
⚫ 未經驗證的資訊通常附有「釣魚新聞或文章標題（Clickbait）」，透過
聳動字眼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點擊，最終為該網站帶來廣告收入。
⚫ 假訊息的常見特徵為偽造大量文法錯誤的文章，除未註明作者姓名，亦
未提及經過驗證的訊息來源。
⚫ 常見之「訊息傳染病（Infodemic）」尚包含透過詐騙郵件邀請發送回覆、
冒充大型組織活動誘使民眾點擊可疑連結並提供個人資訊等，故民眾務
必注意發件人之地址及整體語氣，如該等詐騙電子郵件通常是從具有實
際組織或機構地址變化的地址所發送。
此外，為進一步遏止假訊息之傳播，該指導方針亦教導民眾如何消除假
訊息：
⚫ 打擊假訊息始於知道如何辨別可靠的新聞來源，由於主流媒體仍保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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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編輯標準，從而保證該等平臺上的新聞已經過事實查核；另政府機
構網站以及社群媒體網站上由公民營運的事實查核頁面，皆有助於消除
錯誤資訊。
⚫ 養成透過前述來源交叉比對網際網路資訊的習慣，尊重訊息的正確性並
向親友分享數位素養秘訣；切勿傳播或轉發任何假訊息，並盡可能回報
不實資訊。

關鍵字：COVID-19、假訊息

26. 【大洋洲：澳洲】澳洲政府發布假訊息和新聞品質官方立場聲明書
洲別：大洋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

國別：澳洲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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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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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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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透過業者自訂行為準則來加強三大面向：一、降低傷害性假
訊息對公眾影響；二、加強民眾對新聞與資訊的分辨判斷能力；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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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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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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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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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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假訊息、新聞品質、數位平臺

27. 【大洋洲：紐西蘭】2020 年的兒童媒體使用研究顯示紐西蘭兒童媒體近
用方式發生巨大變化
洲別：大洋洲
類別：傳播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 日

國別：紐西蘭
子分類：市場面

紐西蘭公共媒體基金會（NZ On Air）和廣播電視標準局（Broadcasting
Standards Authority）於 2020 年 3 月針對紐西蘭 14 歲以下的兒童及其父母/
照顧者進行兒童媒體使用研究，和前一次於 2014 年進行之調查結果相比，
發現紐西蘭兒童媒體近用方式發生巨大變化。該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 紐西蘭兒童每日近用 YouTube（51%）和 Netflix（47%）的比例最高，
且在該等平臺花費的時間最長；在當地媒體中，以紐西蘭電視臺 TVNZ
1（16%）的每日近用比例最高，TVNZ 2 則占 15%。
⚫ 卡通為最受歡迎的節目類型。
⚫ 1/3 的紐西蘭兒童有使用社群媒體，其中 2014 年尚未推出的抖音（TikTok）
為目前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平臺，每日近用比例達 22%。
⚫ Spotify 和 YouTube 為最受歡迎的音樂平臺，近用比例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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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10 位紐西蘭兒童中就有 9 位會玩電子遊戲（Video Games）
。
⚫ 3/4 的紐西蘭父母認為，讓孩子觀看反映紐西蘭自身價值的本地內容很
重要。
⚫ 超過半數的紐西蘭兒童表示，在觀看關於紐西蘭的故事以及看到與其長
相、說話相似的兒童時，感覺滿好。
⚫ 大部分紐西蘭兒童（65%）沒有最喜歡的紐西蘭自製節目。
⚫ 在 6 至 14 歲的紐西蘭兒童中，近半數（49%）知道紐西蘭兒童媒體平
臺 HEIHEI，但僅有 17%曾經使用它。
⚫ 低收入家庭中的兒童使用各式媒體設備的機會明顯較少。
對此，NZ On Air 負責人表示，該研究結果顯示紐西蘭父母和兒童渴望
且欣賞本地內容的價值，但他們並未發現相關管道，故 NZ On Air 需要和內
容產製者及平臺合作以改變此現狀。
關鍵字：兒童媒體近用、串流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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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

28. 【歐洲：英國】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要求隨選視訊服務業者提供
無障礙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8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由於英國隨選視訊服務（Video On Demand, VOD）平臺缺乏與廣電業者
相 似 的 無 障 礙 服務 法 規 ， 英 國 通訊 管 理 局 （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為完善影音平臺無障礙服務，於 2020 年 7 月 8 日發布 VOD 無障
礙服務公眾諮詢結果文件，要求業者增強輔助字幕（Subtitle）、口述影像與
手語等無障礙服務。
Ofcom 建議在規定發布後四年內，VOD 平臺業者應含 80%輔助字幕內
容、10%附口述影像以及 5%手語內容。針對跨平臺服務的 VOD 業者，Ofcom
則希望其在每個平臺上提供相同數量的無障礙服務內容。此外，少部分經營
規模較小的業者基於成本考量及商業利益問題，可不需遵守無障礙服務規
定，包括：
1. 平臺觀眾人數低於英國上網人口 0.4%；
2. 平臺被視為英國《公司法（Company Act）》下的小型公司；
3. 平臺建置無障礙服務成本超過公司營業額 1%。
關鍵字：VOD、數位普及、無障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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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歐洲：英國】英國三大機關宣布聯手監管線上服務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 日

國別：英國
子分類：政策面

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資
訊委員會（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和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三大機關近日宣布合作籌組「數位監理合作論壇
（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DRCF）」，未來將針對線上服務和
數位平臺的監管議題共同合作，聯手促使英國數位經濟下的監理政策更具
一致性，並發揮即時告知、回應消費者和公民服務的需求。
目前 CMA、ICO 和 Ofcom 等三大機關對於線上服務的監理除分工執掌
外，亦有部分業務共同合作，所涉及監理議題包括市場競爭（CMA 和 Ofcom）
、
消費者保護（CMA、Ofcom 和 ICO）、資訊權利保護（由 ICO 主導）、新
聞和媒體多樣化及部分線上內容監理（由 Ofcom 主導）等。英國政府在 2019
年提出《線上傷害白皮書（Online Harms Whitepaper）》政策報告後，已開
始思考擴大線上服務的監理範圍，除了宣布任命 Ofcom 作為線上傷害與影
音分享平臺（Video Sharing Platforms, VSPs）之主管機關，ICO 亦針對線上
服務的兒童個人資料保護提出新的監管規範，而 CAM 則是在 2020 年 3 月
成立「數位市場專案小組（Digital Markets Taskforce）」，就數位平臺市場
的潛在市場議題進行研析。上述總總工作任務調整已突顯英國政府對於數
位市場的重視，CMA、ICO 和 Ofcom 等三大機關將再透過 DRCF 加強跨部
會之間的橫向溝通，以確保線上服務監管具一致性。
DRCF 的具體目標包括以下 6 大項目：
⚫ 透過公開對話與共同合作來確保數位領域下的監理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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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論壇凝聚專業意見來作為監理機關政策、法規研擬的參考。
⚫ 加強監理機關的能力來確保組織成員們有足夠的技能、專業知識和工具
等，在數位市場中發揮機關應具備的功能。
⚫ 對未來新興趨勢建立共識，以提高監理機關的運作效率與執行策略。
⚫ 共享監理知識和相關經驗，以促進監理機關的創新發展。
⚫ 加強國際合作和資訊交換，以分享數位市場監理經驗。
關鍵字：數位平臺、數位服務、個人資料保護、數位監理

30. 【歐洲：法國】法國成立網路仇恨觀測站分析並對抗網路仇恨言論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3 日

國別：法國
子分類：政策面

為避免網路仇恨性言論等問題，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 CSA）日前宣布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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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及應對網路仇恨之相關研究人員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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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A 將負責監管網路仇恨觀測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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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業者、公協會、行政或主管部門，及研究單
位等，以共同因應網路仇恨性言論問題。

關鍵字：網路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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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歐洲：德國】德國議會通過《電子媒體法》修正案，將影音分享平臺
移除不法內容之義務寫入法規中
洲別：歐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3 日

國別：德國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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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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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通過《電子媒體法（Telemedia Act）
》修正案，係配合
歐盟 2018 通過之修訂版《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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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影音分享平臺、不當內容、不法內容、數位通訊傳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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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亞洲：日本】日本總務省公布 2019 年青少年網路素養指標相關調查
結果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7 日

國別：日本
子分類：政策面

日本總務省為了提升青少年的網路素養，並透過調查數據呈現青少年應
對網路威脅的能力以及當前現況，於 2011 年開發「青少年網路素養能力指
標（青少年がインターネットを安全に安心して活用するためのリテラシ
ー指標，ILAS）」。該指標主要包含三大網路素養能力：應對非法有害資訊
的能力、應對不當使用風險的能力，以及應對隱私和安全風險的能力。自
2012 年起，日本政府以全國高中 1 年級生為對象，每年實施此網路素養指
標測試，以瞭解青少年的網路素養程度。
2019 年網路素養指標測試範圍涵蓋 57 所學校，共計 7,252 名學生。結
果顯示，該年度測試的正確回答率為 68.7%，與過去四年的平均值（68.8%）
幾乎相同；74.7%的高中生肯定網路內容過濾工具（Filtering）是「一種得以
限制有害網路內容或應用程式、以至於能安心使用網際網路的工具」，但其
中只有 45.6%的高中生在瀏覽網際網路時使用過濾工具。
而對於網路內容過濾工具有一定瞭解程度的高中生比例為 74.7%，與前
一年（69.2%）相比，比例增加 5.5%。此外，該測試結果亦發現，與未使用
過濾工具的高中生（正確回答率為 68.4%）相比，使用過濾工具的高中生（正
確回答率為 71%）在整個測試中的正確回答率更高；而在家中有網路使用
相關規定的高中生（正確回答率為 70.6%），測試表現也優於沒有任何規定
的高中生（正確回答率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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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數位素養、媒體素養、網路使用

33.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發布《未成年人演出網路
個人節目保護指導方針》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近年因兒童、青少年參與錄製網路影音節目衍生之虐待兒童、性騷擾等
爭議事件增加，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與相關利益團體研擬並公布《未成年人演出網路個人節目保護指導方
針（인터넷개인방송 출연 아동·청소년 보호 지침）》，包括 YouTube、
Twitter、 Afreeca TV 等業者皆表態願意遵守相關規範。
《未成年人演出網路個人節目保護指導方針》主要針對未成年人自行錄
製或參與他人錄製直播節目或影片之行為，提出建議規範。除明確列舉禁止
未成年人接觸內容之外，亦要求未成年者參與錄製網路影音節目的時間不
應於夜間時段（晚上 10 點至早上 6 點之間）進行，且一日參與錄製時間以
6 小時為限，同時單次錄製時間不得持續進行超過 3 小時。此外，節目製作
業者應於未成年人參與節目前，向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說明節目性質、傳播
平臺、收益模式等相關事項。
關鍵字：未成年人保護、網路節目、網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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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亞洲：韓國】Google 與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會面，共同研討
YouTube 上的內容政策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0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市場面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影音分享平臺日前開設「YouTube 如何運作」
的官方說明網站，揭露 YouTube 功能與內容、廣告收益政策、有害內容治
理、著作權保護等用戶保護政策，並藉此催生線上會議，邀集韓國通訊傳播
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主委韓相赫（한상혁）、
Google 副執行長 Neal Mohan 與 YouTube 亞太地區負責人 Mark Lippert 共
同研討 YouTube 的內容政策。
會議中 Google 副執行長 Neal Mohan 表示，YouTube 在開放原則下，將
遵守 Google 的 4R 策略，包括刪除違反使用政策之內容（Remove）、減少
不當內容與錯誤資訊（Reduce）、突出具公信力的資訊（Raise）與獎勵創意
（Reward）等，履行社會責任。
韓相赫主委除對 YouTube 在疫情之中協助傳遞正確資訊表示感謝外，
亦強調 YouTube 應遵守韓國針對青少年數位性犯罪防治的相關法規，此外
更進一步建議 Google 擴大對 AI 開發者、內容創作者、新創產業的支援，
並協助營造公平競爭的網路環境。

關鍵字：KCC、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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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亞洲：韓國】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修法，具體化網路服務平
臺預防性犯罪義務規範
洲別：亞洲
類別：匯流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

國別：韓國
子分類：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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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C 將根據網路平臺的服務目的與類型，並考量非法影像傳播的可能
性、觸及率等因素，指定需要採取技術性、管理性措施的業者。規管對象原
則上為前一年營業額達 10 億韓元，且平均日用戶達 10 萬人以上，或 2 年
內曾因非法影像處理不當被 K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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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網路平臺、預防性犯罪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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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5

創新應用

36. 【國際：跨國】Ericsson 發布獨立 5G 網路軟體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6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隨著電信生態系朝向端對端 5G 系統發展，Ericsson 宣布推出獨立 5G
NR（Standalone 5G New Radio, SA 5G NR）軟體，以支援過渡期間。Ericsson
表示該軟體已於 2020 年 6 月供全球客戶使用，包括 T-Mobile US 及 Telstra
等網路業者皆已進行測試。此外，軟體供應商表示自 2015 年以來佈建的
Ericsson 無線系統設備皆可透過軟體安裝升級為 SA 5G NR。Ericsson 透過
結合其無線電和 5G 核心產品，加上中低頻段的 SA 5G 軟體，作為端對端
SA 5G NR 的解決方案。
全球多數國家在 5G 佈建初期皆採非獨立網路（Nonstandalone, NSA）
，
且仰賴 LTE 網路承載訊號流量。而 Ericsson SA 軟體可支援轉向 SA，並允
許以更簡易之結構將 5G NR 附加在既有 4G 基地臺，或在工廠等新站點推
出 5G，利用端對端 5G 的低延遲優勢支持企業應用及服務，如擴增及虛擬
實境應用（Augmented / Virtual Reality）
。此外，SA 5G NR 也具備更簡易的
行動管理，SA 5G 設備連接至 SA 5G 網路的速度達 NSA 模式下的 6 倍快。
關鍵字：獨立 5G 網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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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國際：跨國】5G 激發物聯網新的創新應用與市場需求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5 月 12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市場面

根據高通（Qualcomm）於 2020 年 5 月發布之研究指出，5G 朝向相鄰
及新垂直市場擴展是史無前例的，並融合如人工智慧和邊緣運算等開創性
的技術。高通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統一連接規格作為 5G 發展
願景，打造人類超連結的未來，透過新的 5G 特性和效能，可持續將無線通
訊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傳統行動生態系統以外的新產業。
多數 IoT 應用皆仰賴 IoT 設備連接至大部分智慧技術所在的中央雲作為
系統解決方案。在此情況下，IoT 設備（例如感測器）聚集與發送原始數據
至中央雲後，中央雲將提取見解並作出決策，而 5G 的廣泛應用將有望推動
IoT 的快速成長。
為增強 5G 新無線電技術（5G NR）以實現更高性能的 IoT，3GPP Release
16（下一代 5G 標準）添加 5G 新功能，俾將其業務範圍擴展至新產業中。
Release 16 引入增強型超可靠低延遲通訊（enhanced Ultra-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eURLLC），以毫秒級的延遲傳輸，針對時效性網路
（ Time-Sensitive Networking, TSN ） 進 行 定 時 確 定 性 傳 輸 （ TimingDeterministic Transmission），並提供免執照頻譜（NR-U）及專網支持，實
現更靈活的 5G 佈建。另為降低 IoT 複雜性，3GPP Release 16 也引入窄頻物
聯網（NB-IoT）和巨量物聯網通信（enhanced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eMTC）技術，執行 5G 核心網路和 5G NR 佈建，有助於成為 5G 海量型物
聯網（Massive IoT）的初始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為滿足高性能（例如工業
物聯網 IIoT）和低複雜度（例如 NB-IoT）的兩種極端 IoT 應用需求，3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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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17 推出「5G NR-Light」，為低複雜度設備（例如工業相機、高端可
穿戴裝置及低階智慧型手機）帶來更高的效能。
展望未來，為因應 IoT 設備數量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大量數據，高通預期
端到端數據管理將成為新興的市場需求，著重項目不再限縮集中管理這些
設備，而是集中管理數據，包括數據的所有權（就設備及相關數據）、數據
來源（確立事件的單一版本）及數據治理（控制數據管理及接取）。
關鍵字：5G、IoT、物聯網、3GPP Release 16

38. 【國際：跨國】無人機的黃金年代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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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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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人認為無人機
技術還不夠成熟，無法普遍獲得信任，包括隱私、噪音和擾人等文化問題阻
礙了無人機的發展，但社會和政府開始轉向評估以可接受的風險來更廣泛
地採用此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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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要能更廣泛地採用無人機的關鍵並非技術顯著成熟，而是人們的思
維改變，體認到無人機的效益遠勝過其潛在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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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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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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時代是需要各方合作和動力來促成，雖然在美國拓展無人機服務令
人振奮，但這並不一定代表著思維的長期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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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世界經
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建議須透過整體分析方法（Holistic
Approach）核准無人機服務，以平衡風險與社會效益。

關鍵字：無人機、COVID-19、新冠病毒

39. 【國際：跨國】ABI Research 發現智慧型手機委託代工面臨 5G 難題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市場面

根據全球技術市場研究機構 ABI Research 的研究報告，其拆解 9 臺領
先的第 2 代 5G 智慧型手機，發現射頻前端（Radio Frequency Front End,
RFFE）內容顯然正朝向全面整合數據機的射頻系統設計，這將是市場邁向
廣泛採用 5G 的成功關鍵。
5G 智慧型手機市場將在未來 12 個月內迅速擴展，5G 智慧型手機需要
將 5G 蜂巢系統設計整合到代工製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的設備中，即從數據機到天線（from Modem-to-Antenna）的設計，強調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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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所有層面的功能。智慧型手機的 OEM 業者發現這種變化別具挑戰，因為
RFFE 零件採購流程和系統設計比過往更加複雜。
ABI Research 的拆解結果顯示，已有部分 OEM 業者正捨棄過往 RF 元
件組裝之作法，改採 5G 從數據機到天線的整合設計。高通公司是目前唯一
一家能夠提供前述端到端產品組合（End-To-End Product Portfolio）之業者，
供應具備完全整合系統設計（Fully Integrated System Design）的端到端功能
產品。未來第三方數據機的射頻系統設計，將成為支持許多頂尖智慧型手機
OEM 解決其 5G 難題的主流方法，同時也將影響所有技術決策。
關鍵字：5G、智慧型手機

40. 【國際：跨國】歐洲法院推翻歐盟與美國電子資料傳輸協議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政策面

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於 2020 年 7 月 16 日以不符
歐盟相關法規為由，裁定歐盟與美國於 2016 年達成之「隱私盾（Privacy
Shield）」協議無效。該協議係針對歐美雙方電子資料傳輸制定運作框架，
以支持跨大西洋貿易。目前，歐盟公民的個人隱私資料乃受到歐盟基本權利
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和 2018 年的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等法律的保障。
ECJ 判決表示，該協議不符合歐盟隱私權和法規，不足以保護歐洲公民
的資訊安全。該判決旨在防止如 Facebook 和 Google 等跨國公司，將個人隱
私資料傳輸到資料保護法規相較歐洲不嚴格的國家，如美國、中國大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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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俄羅斯等。
就本質上，ECJ 判決原則上確定歐盟總體法律，尤其是 GDPR，適用於
當企業傳輸資料到歐盟以外地方，以及第三方政府基於國家安全和防禦目
的處理這些資料的狀況。意即當歐盟公民的資料被傳輸到其他國家時，須享
有和歐盟法律同等之保障。
然而該判決並沒有完全否定所有資料傳輸，而是驗證另一個現存可能繼
續使用的法律機制，基於加強條款和注意事項組成的標準契約條款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s），允許歐洲公司和美國及其他國家合
法共享資料，但附帶條件是傳輸必須符合歐盟法律。目前 SCCs 被經常使用
於資料傳輸，影響歐盟和 180 個國家。
SCCs 要求資料傳輸必須考量接收資料國家的法律體系，以及政府與公
部門對歐盟公民的資料取得。此外，接收資料的公司或組織必須告訴資料傳
輸者是否存在任何障礙致使其無法遵守 SCCs。最重要的是，若違反歐盟隱
私法，發送資料公司不得再傳輸任何資料。
關鍵字：資料傳輸、個人資料、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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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國際：跨國】Nokia 研調：IT 決策者揭露 5G 對企業最大的驅動力
洲別：國際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國別：跨國
子分類：技術面

5G 在企業的潛在應用是電信產業關注的重要議題，由於存在許多可能
的應用案例，且有許多部門希望採用 5G，故通信服務業者（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CSPs）應該聚焦投入哪些領域值得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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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關鍵企業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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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速度、容量與回應感到非常滿意。但約有 30%受訪者表示，需
要更多有關 5G 可為組織效力的資訊。除 5G 覆蓋不足外，缺乏資訊是採用
5G 的第 2 大障礙。
2. 47%受訪者表示正在計劃佈建 5G
將近一半的決策者表示其組織正在規劃使用 5G，5G 涵蓋範圍的擴大以
及 5G 支援的產品得以激發其想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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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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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SPs 有機會成為值得信賴的顧問
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制定 5G 佈建計畫時會尋求 CSPs 的指導，此利
於 CSPs 在提供連接性之外擴展其產業服務。不過，系統整合商在此議題上
也獲得很高的評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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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5G、CSPs、研調

42. 【歐洲：芬蘭】芬蘭推動數位化以促進商業發展
洲別：歐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國別：芬蘭
子分類：市場面

芬蘭奧盧大學（University of Oulu）的研究人員正在分析數位化機會，
並協助公司開發新的商業模式。數位化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使企業更有利可
圖、更有效率，當出現新技術時，需研究其帶來的商機以及公司應如何應用
新技術，並透過召集多方利害關係人瞭解相關問題，協助公司找出機會、限
制與解決方案。
奧盧港（Port of Oulu）是奧盧大學的合作夥伴之一，正在建設具有數位
服務的 5G 專網（5G Local Network）。5G 專網是定義未來數位業務最重要
的創新之一，創造的新商機包括可將不同平臺整合到專網之中。以奧盧港為
例，透過平臺收集來自各種來源的資料，並為該地區的利益相關者提供內容
服務。例如，提供港口內交通的即時快照（Real-Time Snapshot），進而最佳
化行駛路線並提高安全性。目前該 5G 專網處於試驗階段，可將資料收集到
雲端服務並與終端用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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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來 5G 的發展尚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監管跟不上技術的潛力，
尤其隨著產業界線的消失，行動網路和能源網路的法規可能發生衝突，而監
管已阻礙數位業務的發展，尤其在歐洲更是如此。另一個問題是工業環境的
潛力尚未開發，有待從法規、商業與技術三方面尋求解決方案。

關鍵字：數位化、Local 5G、法規

43. 【亞洲：韓國】韓國區塊鏈數據經濟開發計畫順利通過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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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區
塊鏈數據經濟開發計畫順利通過，自 2021 年起之 5 年內，韓國在核心技術
開發總投資額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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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計畫希望促進以下發展：
1. 共識技術
區塊鏈技術隨著網路參與者的增加，共識處理速度隨之降低，因此開發
高性能之共識技術至為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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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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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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私鑰
恢復措施和零知識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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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IT 表示，區塊鏈數位經濟開發計畫可增進產業在區塊鏈之技術競爭
力，是社會信任之基礎。

關鍵字：區塊鏈

44. 【亞洲：新加坡】新加坡數位化計畫凝聚各界動力，提升年長者數位技
能
洲別：亞洲
類別：創新應用
資料日期：2020 年 6 月 29 日

國別：新加坡
子分類：創新應用

新加坡全國數位化行動 SG Digital 計畫持續擴大，為保障每位公民在新
加坡的數位未來保有一席之地，除了政府外，產業及社群也開始提供計畫與
支持，幫助年長者進行數位旅程。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在 2020 年 5 月啟動「年長者數位計畫（Seniors Go Digital
Programme）
」
，旨在幫助年長者數位化，讓其更有參與感、知道更多資訊，
過更滿意的生活，該計畫預計在 2020 年底提升 10 萬名年長者的數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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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大眾能順利享受數位服務，IMDA 與多家行動服務業者合作，為
年長者提供 2 種類型的連網計畫，其一為「年長者數位行動計畫（Seniors
Go Digital mobile plans）
」
，以較低成本提供較多的數據流量，讓年長者享用
更多數位服務的好處，且不同業者也提供多樣的方案選擇滿足年長者需求。
另一「年長者行動接取計畫（Mobile Access for Seniors）」則係針對無法負擔
智慧型手機及行動網路方案的低收入年長者，提供購買智慧型手機搭配特
定業者一年期方案之補助，年長者購買基本款智慧型手機僅需支付 20 美元，
且每月支付 5 美元即可享有 5GB 流量，若使用流量超出限制也不會額外收
取費用，讓用戶安心使用。此外，符合資格者還可申請參加 SG 數位辦公室
推行之「年長者數位學習計畫（Seniors Go Digital - Learning Programme）
」
，
學習至少一項基本數位技能。

關鍵字：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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