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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頻譜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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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TIA）提出創新頻譜共用策略

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與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合作開創創新動態頻譜共用計畫（Incumbent Informing Capability, IIC），加速5G商用網路頻譜使用的同時，仍允許聯邦機構
完成與頻譜有關的關鍵任務，使聯邦頻譜能在特定情況下提供他者週期性或區域性使用。NTIA已於頻譜管理辦公室成立IIC專案小組，
與DOD合作探索此計畫可行性。這種新方法可使頻譜共用模型標準化，並延伸至其他頻段，減少頻譜重新分配的時間。IIC可望為商業
無線服務提供更簡便快速的頻譜接取，並開創創新、即時自動化的動態頻譜共用機制。

目標 在新商用網路和現有聯邦系統間，實現高效率、安全與可靠的頻譜共用。

概念
以時間和位置為基準的頻譜共用方式，讓DOD和其他聯邦頻譜使用者得可靠且安全地傳送特定頻率使用的時間與地點資訊，
並通知連接先進電腦資料庫的頻譜協調系統（Spectrum Coordination System, SCS），使5G商用網路提供者可即時調整營運及
避免有害干擾。

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TIA）提出3450-3550 MHz頻段重整或共用成本與時程估計表

2020 年
6 月 12 日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通知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計劃於2021年12月進行3400-3550MHz頻段100MHz頻寬的

執照拍賣。

2020 年
8 月 17 日

NTIA根據《商業頻譜加強法案（Commercial Spectrum Enhancement Act, CSEA）》開始進行頻譜過渡規劃，預計最快於

2021年12月13日拍賣3450-3550MHz頻段。

2020 年
11 月

NTIA通知受影響機構提交過渡計畫，原定法定截止日期為2021年4月16日，但前述機構已提早繳交。

2021 年
1 月 13 日

NTIA將其成本與時程估計表編製完成，並於翌（14）日向眾議院歲出委員會及能源暨商業委員會（the Committees on

Appropriations and Energy and Commerce of the House）以及參議院歲出委員會及商務、科學暨交通委員會（the

Committees on Appropriations and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Senate）提出初步規劃之3450-3550MHz

頻段重整或共用成本及時程表，以供核准。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拍賣3450-3550MHz頻段。

資料來源： NTIA（2020、2021）。



日本、韓國頻譜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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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措施 概述

順暢導入5G 東京、大阪及名古屋以外地區使用之1.7GHz頻段指配。

推動動態頻譜共用
考慮於2.3GHz頻段採動態頻譜共用方式，規劃讓廣電事業現場接取設備（Field Pick-up Unit, FPU）及公共
業務無線電臺作為該頻段主要使用者，行動電話業務成為次要使用者。

進階發展無線區域接取網路
總務省推動無線區域接取網路系統與其他無線電系統間和諧共用的技術條件研究，日本於2020年度內開始
研 究 無 線 區 域 網 路 頻 段 擴 展 至 6GHz 頻 段 （ 5925-7125MHz ） 的 技 術 條 件 ； 也 根 據 WRC-19

結果，於2020年度內開始研究5.2GHz頻段於汽車內使用的技術條件。

因應衛星通訊系統先進運用
總務省針對L頻段與Ku/Ka頻段的鄰頻干擾與共用條件等議題進行探討，並計劃於近年內完成L頻段（2020年
度內）與Ku/Ka頻段（2021年度前半期）的制度整備。

推動頻譜重整與移頻
1.2GHz頻段類比方式影像傳輸用行動電臺之移頻、1.9GHz公眾PHS服務終止後之頻率有效利用策略探討、數
位MCA先進化之頻率有效利用策略探討、2GHz農村用戶無線頻率移頻。

推動Beyond 5G 總務省擬規劃導入Beyond 5G的150GHz頻段（12GHz頻寬）與300GHz頻段（25GHz頻寬），指配為實驗用途。

5G基地臺
佈建數量

再指配價格

超過12萬個
3.17兆韓元（約新臺幣
882億8,450萬元）

10萬至
12萬個

3.37兆韓元（約新臺幣
938億5,450萬元）

8萬至
10萬個

3.57兆韓元（約新臺幣
994億2,450萬元）

6萬至8萬個
3.77兆韓元（約新臺幣
1,049億9,450萬元）

資料來源：総務省（2020）、 YNA（2020）。

日本總務省公布頻譜重整行動計畫（2020年度第2版）

2020年11月13日，總務省公布「頻譜重整行動計畫2020年度第2版」，本次重點措施包含「順暢導入5G」、「推動動態頻譜共用」、「進階
發展無線區域接取網路」、「因應衛星通訊系統先進運用」、「推動頻譜重整與移頻」以及「推動Beyond 5G」。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公布「310MHz頻寬再指配詳細政策計畫」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為進行5G頻譜整備，於2020年11

月30日公布「310MHz頻寬再指配詳細政策計畫」，將於2021年6月終止提供2G-4G技術使用的
310MHz頻寬給韓國三大電信業者SKT、KT及LG U+使用。

• 鑑於LTE頻率價值將隨著5G投資變動，MSIT與電信業者協商後，依據截至2022年韓國三大電信
業者5G基地臺投資佈建情形訂定指配價格：3家電信業者共計須支付3兆1,700億至3兆7,700億韓
元（約新臺幣882億8,450萬元至1,049億9,450萬元）之頻率再指配費用。

• 考量2026年LTE服務步入衰退期，並為確保3GHz以下頻段可提供160MHz頻寬給5G使用，MSIT

將2.6GHz頻段再使用期限定為5年；其他頻段則授權電信業者可根據頻率使用情形及各頻段特性，
彈性選擇再使用5至7年；MSIT亦授權各家業者可於使用2.1GHz頻段或2.6GHz頻段3年後，擇一
縮短頻率使用期限。



美國、法國頻譜釋照

5資料來源： ARCEP（2020）、総務省（2021）。

法國3.4-3.8GHz頻段釋照結果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ARCEP）於2020年11月12日公布3.4-3.8GHz頻段釋照結果

拍賣頻段 3.4-3.8GHz頻段，共310MHz頻寬

拍賣期間 2020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及10月20日（含數量競價及位置競價）

參與電信業者 Bouygues Telecom、Free Mobile、Orange France及SFR

拍賣總標金
達28億歐元（約新臺幣954億3,800萬元），標金可分階段於2020年至2034年間支付，
另須支付3.4-3.8GHz頻段營業額1%之特許費（Redevance）。

得標者

SFR：3490-3570MHz（80MHz頻寬）
Bouygues Telecom：3570-3640MHz（70MHz頻寬）
Free Mobile：3640-3710MHz（70MHz頻寬）
Orange France：3710-3800MHz（90MHz頻寬）
得標者得於2020年11月18日開始使用該頻段。

美國3.7GHz頻段拍賣Auction 107結束，總標金超過810億美元

2021年2月24日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FCC）公告Auction 107結果。

拍賣頻段 3.7-3.98GHz，共280MHz頻寬

拍賣期間
2020年12月8日至2021年2月17日
（時間鐘階段為2020年12月8日至2021年1月15日；指配階段為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2月17日）

拍賣總標金 超過810億美元（約新臺幣2兆2,700億元）

釋出執照數 以部分經濟區域（Partial Economic Area，PEA）為單位之地方性執照，FCC規劃5,684張執照，釋出5,684張

得標者
共21家。
分為兩階段頻譜重整時程，第一階段至2021年12月5日（3.7-3.8GHz）；
第二階段至2023年12月5日（3.8-3.98GHz），2025年12月5日前或確認該PEA已完成清頻始得使用。



日本頻譜釋照

6資料來源：総務省（2021）。

日本預計於2021上半年釋出東京、大阪及名古屋以外地區使用之1.7GHz頻段

為促進5G儘早在地方普及，日本總務省規劃增加5G頻譜指配，預計於2021上半年釋出可在東京、大阪及名古屋以外地區使用之1.7GHz頻段

釋出頻段 上行1765-1785MHz、下行1860-1880MHz，共40MHz頻寬

可獲配業者數 一家

釋出方式

•採絕對審查及比較審查兩階段進行，申請者必須滿足絕對審查標準之基本要求，再進入比較審查進行評分，由獲得最
高評分之申請者獲得頻譜指配。

•本次審查項目首次納入「特定基地臺開臺費」制度，業者須於申請時提出「特定基地臺開臺費」金額，以指配頻段經
濟價值為基礎計算須達每年31億日圓（約新臺幣8億4,351萬元）以上，而獲配者將根據其提出的金額支付「特定基地
臺開臺費」。（特定基地臺開臺費將用於Society 5.0政策措施）

•此外，獲配業者也必須與已取得1.7GHz全國性頻段的KDDI及樂天行動共同負擔公共業務用無線電臺的移頻費用。

釋出時程
（圖示參考右上）

總務省於2020年11月20日公告「為普及第5代行動通訊系統之特定基地臺開設指導方針草案」，經過一個月的公眾意見
諮詢，並於2021年1月12日諮詢電波監理審議會後，總務省於2021年2月中旬公告正式指導方針，並預計於2021年4月上
旬完成頻譜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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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基地臺開臺費標準金額，係以頻譜經濟價值
為基礎計算：
• 將各國拍賣標金，考量頻段、頻寬、執照效期、與其

他無線電系統的和諧共用、各國規模，進行調整後
• 再考量日本國情，包含頻段、頻寬、與其他無線電系

統的和諧共用、鄰頻干擾、促進終止措施的有無與日
本的規模等

• 計算出以頻譜經濟價值為基礎之標準金額



日韓5G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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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促進政策 概述

2021年度5G+戰略推動計畫
三大方向：推動全國5G網路早期佈建；開發與普及5G領先服務以活化5G融合服務；持續
搶攻全球5G市場。

5G專網政策方案
MSIT規劃優先釋出28GHz頻段（28.9-29.5GHz）共600MHz頻寬，並宣布於2021年3月
制定頻率分配對象之區域劃分、釋出方式、頻率使用費及干擾排除方案等具體細部規定。

以MEC為基礎之促進5G融合服務方案
三大目標：先行投資以領先5G市場；建立市場參與基礎以活化5G生態；連接上下游產業
以提升競爭力。

資料來源：総務省（2020）、MSIT（2021）。

日本總務省公布「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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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2020年7月3日更新「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2.0」，其後總務省依據現況，於2020年12月25日再度更新
總體計畫並公布「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3.0」。

「ICT基礎設施區域發展總體計畫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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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解決新幹線隧道的無線電波遮蔽問題，多家行動通訊業者
宣布規劃於未來10年內，分別投資約2兆日元（約新臺幣5,552

億元）維護5G基地臺，並預計加速整備，致力於2023年底前
建設逾28萬個5G基地臺，以提升自2020年12月15日起開放之
所有隧道（總長共1,105公里）的行動電話可用性。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發布2021年度5G重點促進政策

2021年1月26日，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與由政府與民間代表組成之5G+戰略委員會
（5G+ 전략위원회）舉行會議，考察5G+戰略推動情形，且為順利奠定韓國5G先行者（5G First Mover）地位，發布2021年度
政府5G三大重點促進政策：「2021年度5G+戰略推動計畫（2021년도 5G+ 전략 추진계획）」、「5G專網政策方案（5G

특화망정책방안）」及「以MEC為基礎之促進5G融合服務方案（MEC 기반 5G 융합서비스활성화）」。



日韓5G基地臺佈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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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株式会社NTTドコモ関西支社&ダイドードリンコ株式会社（2020）、
電波新聞（2021）、blog of mobile （2021）、국토교통부（2021）

圖片來源：株式会社NTTドコモ関西支社&

ダイドードリンコ株式会社（2020）

日本NTT docomo利用自動販賣機設置5G微型基地臺

• 日本電信業者NTT docomo關西分公司與飲料公司DyDo Drinco

（以下簡稱DyDo公司）合作，在DyDo公司的飲料自動販賣機上方
架設使用3.7GHz頻段的5G天線，以擴增5G行動網路服務範圍，
此「自動販賣機5G基地臺化」作法為日本首例。

• 兩家公司計劃2021年3月起於大阪市進行試驗，下年度先於大阪設置
2、3臺，目標在下下年度正式運轉，並考慮將此作法擴展至全國。
兩家公司的合作透過活用隨處可見的自動販賣機，預期可及早解決
架設基地臺的需求，同時增加自動販賣機新的價值。

韓國國土交通部修正《共同住宅管理法施行令》，放寬基地臺設置要件

韓國《共同住宅管理法施行令（공동주택관리법 시행령）》經國土交通部（국토교통부）與科學技術
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討論後，修改在共同住宅屋頂上設置及移除基地臺之
必要條件，並於2021年1月5日公告生效。

雖然韓國基地臺設置已實施認證制度及無線電臺檢查等一般程序，惟依舊法，於共同住宅屋頂上設置或
移除基地臺，皆需經三分之二以上居民同意，且需經市長、郡守及區長許可。而依據新法，基地臺設置及
移除僅需取得居民代表會同意，再向市長、郡守及區長申報即可，毋須歷經複雜的居民投票程序，因此
預計可縮短擴展行動通訊服務區域所需的時間。



德日專網推動近況

德國聯邦網路局（BNetzA）5G專網開放申請屆滿一年

• 德國區域性5G園區網路（Lokale 5G-Campus-Netze）頻段
主要用於工業4.0、農業及林地管理等領域，企業或研究
機構於線上申請並經BNetzA審核後，即可取得執照，
提供新的商業模式給新創企業、中小型企業及農企業。自
2019年11月21日德國聯邦網路局（Bundesnetzagentur, Federal

Network Agency, BNetzA）開放3700-3800MHz頻段之區域性
5G園區網路申請屆滿一年，已有88家企業及研究機構取得
許可（包含電信設備商華為與電信業者Telefónica）。

• 頻譜使用費則依頻寬與涵蓋面積收費，以確保頻譜有效率且
最適化使用。

資料來源： BNetzA（2020）、blog of mobile （2021）。

釋照方式 審核制

頻段與
單位頻寬

3,700-3,800MHz，
申請單位頻寬為10MHz的倍數

申請資格
由土地或房舍的財產所有權人或財產使用所
有權人申請；商業區域可聯合申請區域之頻
率分配

有效期限
每次申請執照期限最長10年，可視業者需求
申請展延，最長不可超過2040/12/31日

使用費
規定

1,000（歐元）（約新臺幣34,075元）
+申請頻寬（MHz）×執照使用時間（年）×
5 ×［６×交通熱門地區面積（平方公里）+

其他地區面積（平方公里）]

日本國土交通省向總務省申請Local 5G執照

• 日本總務省於2019年12月24日開放28GHz頻段供Local

5G使用，後於2020年12月18日新增28.3-29.1GHz及
sub-6GHz頻段下4.6-4.9GHz。由於sub-6GHz頻段與
毫米波頻段相比，更易於採購與運用終端裝置及基地
臺，故各界對Local 5G制度導入4.5GHz頻段備感興趣。

• 總務省宣布開放新增Local 5G頻段執照申請同日，
日本國土交通省即向總務省申請Local 5G之4.5GHz頻
段（4.8-4.9GHz，共100MHz頻寬）使用執照，規劃
於茨城縣筑波市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綜合研究所
以及千葉縣松戶市國土交通省關東地區整備局關東技
術事務所設置5G基地臺，應用於施工機械的無人操作。

釋照方式 審核制

頻段與單
位頻寬

• 4.6-4.9GHz頻段：40、50、60、80或100MHz

• 28.2-29.1GHz頻段：50、100、200或400MHz

申請資格

• 執照許可對象分為「自己土地利用」與「他者土地
利用」；全國性MNO不得取得Local 5G執照，但其
子公司等關連企業可取得Local 5G頻段執照。

• 部份情況的他者土地利用可視為所有者利用。

有效期限 根據《電波法》之規定

使用費
規定

• 4.6-4.9GHz頻段：基地臺每年5,900日圓/臺（約
新臺幣1,605.39元），陸上行動臺（概括執照）每年
370日圓/臺（約新臺幣100.677元）；

• 28.2-29.1GHz頻段：基地臺每年2,600日圓/臺（約新
臺幣707.46元）；陸上行動臺（概括執照）每年370

日圓/臺（約新臺幣100.6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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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信市場競爭議題：政策面

10

日本總務省發布「競爭規則檢驗相關報告書2020」，修訂「電信事業領域競爭促進指導方針」

總務省前述指導方針與報告書為基礎，要求提供固網寬頻服務的業者：
• 提供開通工程（如配線工程等）費用分期付款期數於綁約期內結束；
• 有關固網寬頻服務的工程費折扣與現金回饋，則要求長期分期付款的優惠不得優於一次付清或
短期分期付款，相當於工程費用的折扣或分次提供的現金回饋宜於綁約期內折抵完畢；

• 可免違約金之解約期則應至少3個月且包含契約期滿當月、下個月及下下個月為佳。
為求固網寬頻服務業者於2021年7月1日前因應指導方針進行調整，總務省要求電信業者相關團體協助周知相關措
施，並向總務省報告會員調整情形。

2019/10 2020/04 2020/10 2020/12

•實施電信事業法部分修訂 •總務省於電信市場觀測會
議下成立「競爭規則檢驗
工作小組」

•總務省電信市場競爭規則
檢驗工作小組於2020年10

月27日完成「競爭規則檢
驗相關報告書2020」

• 2020年12月18日總務省發布
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修訂之
「電信事業領域競爭促進指
導方針」

以2019年10月實施的電信事業法部分修訂的通訊資費與行動終端裝置價格完全分離、
導正過度綁約等制度為基礎，評價與檢驗相關措施的成效、對行動通訊市場的影響，
亦將固定通訊市場的競爭環境納入考量。

日本總務省電信市場
競爭規則檢驗工作小組

判定固網寬頻服務中「開通工程（如配線工程等）費用的分期付款只能選擇超過綁約
期的期數」、「長期分期付款的優惠優於一次付清或短期分期付款」、「可免違約金
之解約期少於3個月」等行為為過度留客的案例，建議應納入指導方針。

競爭規則檢驗相關
報告書2020

明確指出前述案例在電信事業法上的問題並完備相關規定。
電信事業領域競爭
促進指導方針

資料來源： BNetzA（2020）、blog of mobile （2021）。



日本電信市場競爭議題：市場面

• 日本三大行動網路業者（MNO）NTT docomo、KDDI、SoftBank，自2020年底紛紛宣布推出新的低價資費方案，
衝擊市場其他業者，新進業者樂天行動降價因應外，行動虛擬網路業者（MVNO）處境則更加嚴峻。

• 相較於三大MNO推出以上網為主且可使用5G，每月流量20GB的新低價資費方案（如表），MVNO所提供之每
月流量20GB方案，普遍僅可使用4G，且價差皆高出1千日圓（約新台幣272.6元）以上，無法與之競爭。

日本MVNO陳請總務省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主要電信業者資費調降

業者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樂天行動 MVNO(對照案例2021/1/15當時)

方案名稱 ahamo povo LINEMO
Rakuten UN-

LIMIT VI
語音20GB方案

月租費
(未稅)

2,700日圓
（約新臺幣
736.02元）

2,480日圓
（約新臺幣
676.05元）

2,480日圓
（約新臺幣676.05

元）

0～2,980日圓
（約新臺幣
812.35元）

4,590日圓
（約新臺幣1,251.23

元）

5,200日圓
（約新臺幣
1,417.52元）

通話費 5分鐘內免費
20日圓/30秒（約
新臺幣5.45元）

20日圓/30秒（約
新臺幣5.45元）

20日圓/30秒（約
新台幣5.45元）

20日圓/30秒（約新
臺幣5.45元）

20日圓/30秒（約
新臺幣5.45元）

基本流量 20GB 20GB
20GB+LINE數據

吃到飽

吃到飽
（依數據使用量
級距計算月租費）

20GB

通訊網路 可用5G 夏季起可用5G 可用5G 可用5G 須另外加價才可用5G

服務開始日 2021/3/26 2021/3/23 2021/3/17
2021/4/1起

降價方案生效
- -

電信服務協會MVNO委員會於2021年1月18日，向總務省陳請採取緊急措施，針對數據批發費、語音批發費
用及確保平等地位等三個方面提出訴求，期能使MVNO以相同條件與MNO競爭。

MNO於短時間內引入MVNO優勢之線上銷售
方式，並相繼推出低價方案

MVNO藉由租用MNO網路提供服務，難以大幅調低資費，
網路品質亦有所限制，更無實體店面能提供其他服務支援

MVNO失去既有優勢，陷入窘境

資料來源：Engadget日本（2021）、一般社団法人テレコムサービス協会（2021）、総務省（2021）、各業者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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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FCC公布最新年度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13

•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在2020年底 公布最新
《2020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2020 Communications Marketplace Report》。

• 該份報告針對美國整體通訊傳播市場的競爭樣態進行評析，範圍涵括語音、影視音和資料
服務等，調查對象包括提供固網和行動通訊服務之電信事業、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平臺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 MVPD）、無線廣播電視臺、衛星通訊服務
和他類通傳服務事業等，報告每2年公布一次。

無線廣播電視
Broadcast Television Stations

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平臺
MVPD

線上視訊傳輸服務
Online Video Distributors(OVDs)

視聽服務市場
（The Video Marketplace）

• 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2年間，隨著消費者
收視習慣改變及視聽服務的擴展，上述3大
類視聽服務業者的競爭樣態已經出現許多
變化。

• MVPD產業市占自2013年開始出現下滑趨
勢，而OVDs等新興服務則快速成長。

• 據調查報告統計，2019年美國有訂閱
MVPD之訂戶達75%（約9,000萬戶），而
有付費訂閱式隨選視訊（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SVOD）的家戶亦達
74%，兩者市占已趨於一致。

註：區塊重疊部分係指重複訂閱的家戶占比。



付費電視頻道上下架爭議相關措施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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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1月22日宣布共組「電視頻道價值評估改善委員會
（방송채널대가산정개선협의회）」。

•該委員會由傳播界專家學者、研究機構、廣電媒體業者與相關政府單位等共同組成，共選任14名代表，
擬針對付費電視分潤機制、頻道授權費實際支付情形等電視頻道交易市場現況進行分析，並將討論、制
定關於付費電視業者和電視頻道業者間公平合理的分潤機制、頻道授權契約等改善方案。

韓國政府籌組「電視頻道價值評估改善委員會」

•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於2020年11月18日發布報告與命令
（Report and Order），針對頻道業者（Video Programming Vendors）和多頻道視訊節目傳輸平臺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 Distributor, MVPD）之間的頻道載送（Program Carriage）問題提出新
規定。

• FCC表示，本次修訂規則屬於FCC媒體監管現代化倡議（Modernization of Media Regulation Initiative）的
一環，期能消除過時、不必要或不適當的監理法規，以因應數位匯流媒體發展。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針對頻道業者和多頻道視訊節
目傳輸平臺之間的頻道載送問題更新行政規則

• 將業者得以向主管機關申訴的一年
期限起算時間，更具體定義為自
MVPD業者拒絕或與頻道業者談判
頻道載送失敗、或擬與頻道業者談
判頻道載送問題時起算，而非自頻
道業者通知MVPD將向FCC提出
申訴時起算。使申訴期限有更明確
的計算標準。

• 調整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的審理程序，針對頻
道載送爭議，行政法法官判決宣判
後，為保留業者再次上訴的空間，
判決結果將至少保留50天的生效期
間。

• 同步修訂了頻道節目取得
（Program Access）、開放式視訊
系統（Open Video System, OVS）
和再傳輸同意之誠信協商（Good-

faith Retransmission Consent 

Complaints）申訴等相關規定。以
確保規管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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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因應數位匯流與媒體改革最新進展

16

•配合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在2019年
7月發布的數位平臺調查報告《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最終版建議，澳洲政府於
2020年11月27日發布《媒體改革綠皮書（Media reform Green Paper）》，並進行公眾意見徵詢。
本次公眾意見徵詢期限至2021年5月23日。

澳洲政府發布《媒體改革綠皮書》

• 澳洲數位產業協會（Digital Industry Group, DIGI）於2021年2月22日發布《關於澳洲假訊息和錯
誤訊息的業務守則（Australian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目前
包括Twitter，Google，Facebook，Microsoft，Redbubble和TikTok等大型數位平臺業者已同意簽
署，並承諾將根據該守則來建立假訊息應對措施。

•根據該守則，簽署業者將透過標註假訊息、降低假訊息內容排名、暫停或中止發布假訊息帳號、移
除假訊息內容、以及將可靠訊息來源優先排序等方法，來減少服務上的假訊息和錯誤內容。此外，
簽署該守則之業者亦將出版年度報告，告知用戶相關措施的執行情形與其他資訊（第一份報告預計
在2021年5月發布）。

•該守則主要是為了回應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在2019年7月發布的數位平臺調查報告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 Final Report》最終版建議，由行業制定自律守則，並由澳洲通訊及媒體
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依據業者公布報告結果進行監督。
ACMA預計在2021年6月30日前向澳洲政府報告守則的執行情形。

澳洲數位產業協會（DIGI）發布《關於澳洲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的業務守則》

重新研討商業無線廣播電
視許可執照制度，一方面
減輕監管負擔與成本，另
一方面也逐步要求業者釋
出無線廣播電視頻譜資源

用釋出頻譜資源收益投資
澳洲新聞及節目內容，進

而提升公眾利益

隨選視訊服務引入購買
澳洲內容義務

將國家無線廣播電視臺定
位為澳洲內容主要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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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反托拉斯法規與數位平臺規管之重大改變

18

• 《德國競爭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第10修正案，又稱《GWB數
位化法（GWB Digitalization Act）（修正案）》，已於2021年1月19日正
式生效，旨在提供德國聯邦卡特爾辦公室（Bundeskartellamt）有效的政
策工具，以保持數位市場的開放性。

• 在立法過程中，德國議會對合併條款（Merger Control Provisions）進行修
改，將兩家公司國內營業額門檻從原先的2,500萬歐元（約新臺幣8億
5,712萬5千元）和500萬歐元（約新臺幣1億7,142萬5千元），分別提高到
5,000萬歐元（約新臺幣17億1,425萬元）和1,750萬歐元（約新臺幣5億
9,998萬7,500元）。

德國競爭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第10修正案

• 增加考量「數位化」：在評估市場主導地位時，應特別考量公司對競爭相關數據的近用
和在數位平臺中的作用。

• 鬆綁對中小企業的限制：該修正案規定，無論一家公司的規模大小，若另一家公司依賴
該公司，且無合理轉向其他第三家公司的可能性，即無買方抗衡力，則該公司將被視為
具有「相對市場力量」。

• 「數據近用」是至關重要的標準：若一家公司的活動係依賴其近用另一家公司所控制的
數據，則控制數據公司擁有「相對市場力量」。

• 引入新型的市場力量：儘管大型數位企業可能未在所有受影響的市場中占有重要市場份
額，但考量其在競爭中的關鍵地位和企業集團結構可能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成為守門
人（Gatekeepers），因此將「對跨市場競爭至關重要的公司」視為新的市場力量類別。

修正案對數位平臺市場力量提出之修正重點

圖片來來：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EN/AboutUs/Bundeskartellamt/Organisation/organisation_node.html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針對電信與媒體
服務競爭實踐準則草案展開第二次公眾諮詢

19

•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於2021年1月5日公告針對《電信和媒體服務
競爭實踐準則草案（the Draft Code of Practice for Competi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ervices）》展開第二次公眾諮詢，諮詢期間為2021

年1月5日至2021年3月2日。該準則旨在促進有效公平競爭，增強消費者保護並提
高監管的透明度，以及鼓勵執照持有者開發新的創新服務。

• 藉由制定統一規範，消費者和執照持有者皆可望受益於該準則。對消費者而言，
可透過一套通用的消費者保護規則更能保護消費者權益，以增加透明度並促進爭
端解決。這些消費者保護規則包括：

1) 限制所有電信執照持有者進行不利的合約變更；

2) 要求終端用戶帳單中列出基本計費資訊，以提高計費資訊的透明度；

3) 要求所有電信執照持有者提供一份關鍵資訊摘要，俾於消費者訂閱時簡要概
述其重要條款和條件，從而加強消費者對合約條款的理解。

• 執照持有者將受益於一套統一、精簡的法律規範，除確保電信和媒體市場的公平
競爭，亦能符合技術進步和市場發展的進程。此外，該準則為執照持有者提供更
高的市場確定性和業務彈性，使其創新並提供新服務，為消費者帶來更大的利益。

• 諮詢時間延長至到3月19日，目前有公布所收到的業界意見， 包含StarHub、新加
坡電信等9家。



韓國MSIT宣布「延展實境（XR）經濟發展策略」

20

• 為成為全球延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 XR）經濟的領先國家，韓國科學技術
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2020年12月10日發布「延
展實境（XR）經濟發展策略」，旨在2025年之前創造30兆韓元（約新臺幣
8,433億元）的經濟產值，並躋身世界前5大XR經濟體。

• XR技術涵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和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有
望成為韓國數位新政的關鍵要素並帶動企業
數位轉型，成為連接真實與虛擬世界的中介
技術。

• 隨著XR技術擴展至製造、醫療、教育、物
流等各領域，預估至2025年將為全球創造約
520兆韓元（約新臺幣13兆6,250億4,000萬元）
的經濟產值。

• MSIT制定3大推動策略，並先以製造、建築、
醫療、教育、物流和國防等6大產業作為推
動XR技術之核心產業。

• 此外，MSIT計劃於2021年設置400億韓元
（約新臺幣11億2,440萬元）的XR基金，用
於投資XR技術之企業。

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廣泛使用

XR技術解決問題

擴展XR必要基礎設施和相關

制度整備

策略3：支持XR技術相關企業，

以確保全球競爭力

策略1

策略2

策略3



新加坡宣布設立3,000萬基金加速5G的採用及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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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於2021年1月20日宣布設立3,000萬美元（約新臺
幣8億4,210萬元）規模的新基金，旨在加速5G解決方案的採用和
商業化。

• 該基金是IMDA推動5G創新計畫的一環，以創建一個充滿活力的
5G生態系。

• 作為早期5G創新工作的一部分，IMDA在戰略領域（例如雲端遊戲、城市移動性、
智慧房地產、工業4.0和海事港口營運）中支持7個5G創新應用案例。

• 由於5G具有更快速度、更低延遲和更高可靠性，促使PSA的AGV和aRTG的操作性
能大增，第1期試驗成果豐碩，目前正進行第2期的試驗。

• IMDA與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MPA）和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合作，
探討如何將5G技術應用於海事領域。

• M1和Singtel被授予在Pasir Panjang碼頭進行5G應用試驗，以5G網路測試自動
導引車（AGV）和自動橡膠輪胎式龍門起重機（aRTG）。

• IMDA還宣布將支持新加坡電信營運商M1、新加坡大陸汽車（Continental

Automotive Singapore）和JTC的新應用案例，測試自動移動機器人（AMR）
之運作和使用5G進行建築物安全分析。該試驗將在裕廊創新園區（JID）進
行，旨在加強營運並推動新加坡物流和建築產業的創新。

圖片來源：
https://dahetalk.com/2019/03/01/%E3%80%905g%E7%A7%91%E6%99%AE%E3%80%91%E5%8F%AA%E8%A6%819%E5%BC%B5%E5%9C%96%EF%BC%8C%

E7%9C%8B%E6%87%82%E4%BB%80%E9%BA%BC%E6%98%AF5g%EF%BD%9C%E5%A4%A7%E5%92%8C%E6%9C%89%E8%A9%B1%E8%AA%AA/



市場分析機構Opensignal發布全球5G、群組視訊通話行動
體驗報告，以及預測2021年後行動網路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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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視訊通
話之行動體驗
量化分析」

報告

• 樣本涵蓋全球75個國家，分析結果如下：
• 日本、荷蘭與韓國群組視訊通話品質排名前3名：代表所有參與群組視訊通話之智慧型
手機用戶通話都能夠無縫式進行，具有相對較佳之體驗。

• 排名前20名有12個國家來自歐洲地區；有6個國家來自亞太地區（臺灣第13名）；其餘2

國則為卡達與烏拉圭。
• 5G群組視訊通話分數比4G高42.3%。
• 忙時壅塞會影響群組視訊通話體驗。

• Opensignal於2021年2月3日發布全球5G體驗報告，蒐集期間為2020年10月1日至12月29日。
• 5G下載速度方面，排名前10名的國家速率皆超過150Mbps，韓國以354.4 Mbps保持領先，
速率超過200Mbps的國家包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92.2Mbps）、臺灣（272.2Mbps）、
沙烏地阿拉伯（264.7Mbps）、澳洲（250.5Mbps）、科威特（201.6Mbps）。

• 5G上傳速度方面，排名前10名的國家速率皆超過20Mbps，荷蘭以32.5Mbps位居首位，
其次為韓國（26.4Mbps）及臺灣（26.4Mbps）、瑞士（26.3Mbps）及沙烏地阿拉伯（24

Mbps）也進入前5名。
• 遊戲體驗方面，目前僅5個國家得分超過85分（屬優秀等級）。包含荷蘭（88.9分）、韓
國（88.5分）、愛爾蘭（88.1分）、加拿大（85.7分）、澳洲（85.5分）。

• 5G影音體驗方面，前10名得分皆超過80分（屬優秀等級），臺灣排名第2名（83.2分）。

「全球5G用戶
體驗」報告

• 市場分析機構Opensignal預測 2021年後行動網路市場之發展，未來5G業者將
透過群組視訊通話加速5G普及，並推廣5G帶來行動容量擴增之好處。2020年
更受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將群組視訊通話推向主流。

• 目前各個國家/地區的群組視訊通話體驗品質差異很大，但5G可居間協助，
例如澳洲、加拿大、臺灣及韓國即透過5G明顯提升群組視訊通話之用戶體驗。

• 預測2021年行動體驗成為智慧型手機用戶決定是否要轉換行動業者最重要的
催化劑。鑑於5G與邊緣運算之發展，預期吸引更多業者推出多人遊戲體驗與
雲端遊戲產品，且目前行動遊戲用戶體驗差異大，顯示未來仍有進步空間。

圖片來源：
http://tw.4androidapk.com/cate

gory/tools/3g-4g-wifi-maps-

speed-test-download-9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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