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導單位 通傳會綜合規劃處

執行單位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四所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會議

2021年6月份簡報



簡報大綱

1

國際通傳產業動態觀測

傳播類

創新應用類

通訊類

匯流類

2

11

17

2

13



2



國際6G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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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Research預測首波6G佈建將於2028年或2029年啟動

 芬蘭奧盧大學自2018年領導6G標竿計畫持續驗證6G研究理論並提供早期產業原型，
韓國、中國大陸、歐盟與美國，亦開始發展6G框架與業務重點的計畫項目

 德國政府計劃在2025年前提供高達7億歐元（約新臺幣234億元）資金用於6G研究，首
波資金挹注目標為奠定6G通訊技術的創新生態系統

 中國大陸企業華為則預計於2030年左右推出6G，目前正著手定義6G技術主要規格並
加速6G白皮書發布

Next G聯盟發布技術工作計畫，啟動6G藍圖

美國電信產業解決方案聯盟（ATIS）成立的Next G聯盟（Next G Alliance）於2021年5月12日發布技術工作計畫及分配關鍵領
域工作小組，以推動北美在6G及進階技術的領先地位

ATIS Next G聯盟已公布國家6G藍圖、綠色G、科技與頻譜等領域之工作小組負責人名單，其餘工作小組負責人將於近期公布

國際科技市場顧問公司ABI Research預測，6G標準將於2026年完備，首波商業佈建將於2028年至2029年間啟動。2030年，6G

可能是串聯多種通訊環境中各裝置與感測器的關鍵推動力，實現無所不在的網路連結。隨著大數據、雲原生運算、網際網路、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開源的出現，網路安全性與用戶隱私變得更加重要，6G則是解決良方

圖片來源：Unsplash

 國家6G藍圖（National 6G Roadmap）工作小組主責協調各工作小組間業務，以6G商業化為最終目標，在形塑未來無線
技術的永續性與社會驅動力前提下，推進研究、標準化、開發、製造與市場整備進程

 綠色G（Green G）工作小組主責研究將未來無線技術對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的方法

 技術（Technology）工作小組負責定義實現國家6G藍圖願景所需的特定技術
 應用（Applications）工作小組主責盤點在Next G下網路基礎設施之優勢垂直應用
 頻譜（Spectrum）工作小組負責探索頻譜接取、頻譜管理與頻譜共用的新典範，並尋

求全球頻譜調和、科技共存與更高效率的頻譜使用方法
 社會/經濟驅動（Societal/Economic Drivers）工作小組主責研析關鍵社會與經濟驅動

因素，及其如何推動演進發展與對全球6G市場的影響



ITU頻譜分配經濟效率研究與GSMA 6GHz頻段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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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無線電通信部門（ITU-R）研究組顧問Vadim Nozdrin博士「頻譜分配的經濟效率」研究分析：
 既有無線電系統發展，以及新技術與市場參與者對頻率使用需求，促使頻譜需求急速擴大，

而國家頻譜主管機關基本職能之一，即是創造能夠確保頻率使用效率及舒緩稀有自然資源稀
缺的行政與法律環境

 分析頻譜使用的經濟價值，將能源、環境、衛生和生物土地工程等限制納入考量，擴大頻譜
的傳統技術界線

 回顧交易成本增加之現象與頻譜接取的負面外部效果，需要經濟標準與評估，以在頻率需求
成長下達成資源最適配置

 該研究從不同頻段使用情境的經濟效率分析，輔以目前採用的技術標準，發展一個投入產出
矩陣，作為達成有效率且最適均衡的頻譜分配工具，Nozdrin博士認為採此經濟方法能改善現
有頻譜管理系統

圖片來源：ITU

GSM協會（GSMA）呼籲各國政府釋出6GHz頻段以加速5G發展

GSM協會於2021年5月17日向各國政府呼籲，若未能針對關鍵6GHz頻譜釋照達成共識，全球5G未來將面臨風險。
5G最佳的速度及性能取決於6GHz中頻段頻譜，然而各國政府對釋出該頻段的作法出現分歧：
 中國大陸將6GHz頻段中1200MHz全部規劃用於5G

 歐洲、非洲和部分中東國家將該頻段分割，上半段700MHz（6425-7125MHz）考慮用於5G，但下半段500MHz（5925-

6425MHz）用於Wi-Fi

 美國和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已宣布將6GHz頻段全部用於Wi-Fi和其他未經許可的技術而非5G

GSMA表示，6GHz頻段不僅對行動網路業者提供增強且可負擔的連接，以實現更大的社會包容十分必要，對於提供智慧城市、
交通和工廠所需的數據速度與容量亦至關重要。據估計，未來10年內5G網路需要2GHz頻寬的中頻段頻譜才能充分發揮其潛
力。5G正在加速各個產業的數位轉型，推進新的創新浪潮。然而，為涵蓋所有用戶，產業將需要6GHz頻段提供額外的容量，
GSMA呼籲各國政府採取以下作為：
 至少釋出6425-7125MHz頻段之5G執照
 確保後端網路（backhaul）服務受到保護
 據各國需求、既有使用情形和光纖佈建藍圖，部分6GHz頻段（5925-6425MHz）可依技術中立規則，免執照基礎上開放

GSMA亦在同日與Ericsson、華為、Nokia和中興通訊等業者共同發布聲明，進一步詳細說明6GHz頻段對未來5G的重要性



國際頻譜分配與重整

美國國防部尋求新的頻譜共用工具

 美國國防部（DoD）為全國頻譜聯盟（NSC）提出一系列的原型提案徵求（RPP），DoD將創建一個軟
體應用程式，具有統一的圖形使用者介面、自動化工作流程、感測器網路，及在空中作戰訓練與測試範
圍內所需的可擴展框架，以確保AWS-3頻段受影響的系統和既有系統需要時可接取頻譜使用，該原型將
適用於所有頻譜管理的範圍

 DoD於2020年底與NSC簽署為期5年的「頻譜前瞻性其他交易協議（Spectrum Forward OTA）」，旨在使
DoD與NSC旗下約400家美國科技和工業公司合作更加容易，以響應DoD徵求快速原型和以頻譜使用為中
心的技術發展。DoD先前已根據OTA提出多項徵求，如2020年10月投入6億美元與AT&T、Nokia、
Federated Wireless和Ericsson合作，在5個地點進行5G測試及開發。而該頻譜前瞻性OTA的重點關注領域
則包含5G、認知頻譜共用、虛擬實境（VR） 、擴增實境（AR） 、混合實境（MR） 、窄頻物聯網、
自動導航、下一代無線電接取網路和機器學習等

Inmarsat對抗荷蘭政府5G清頻作業計畫

荷蘭政府已與國際航海衛星通訊公司Inmarsat協調國內C-Band使用情形近18個月，由於政
府期望在2022年初拍賣3.5GHz頻段，故要求Inmarsat於拍賣前清頻及撤除現行與軍方共用
之地球電臺，並否決Inmarsat現行服務與5G行動通訊和諧共用之提議

Inmarsat 位於
荷 蘭 北 部
Burum之地球
電臺提供海上
安全及遇險服
務，支援全球
每日約16萬艘
船及110萬人

Inmarsat現行業務僅使用3.5GHz頻段約25%提供安全服務，且Inmarsat技術研究顯示現行
業務得與當地5G和諧共用，故認為政府無須要求Inmarsat終止現行業務，且政府提出之清
頻作業時程過短，不符目前頻譜使用現狀

Inmarsat已向民事法院申請禁制令並轉而對政府提起行政訴訟，以阻止政府頻譜拍賣計畫

5圖片來源：Flaticon



國際頻譜釋照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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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公布700 MHz與3.6-3.8GHz頻譜拍賣結果

Ofcom於2021年4月27日完成700MHz與3.6-3.8GHz頻譜拍賣並核發得標者執照，本次拍賣第二階段位置競價如前次採次高價
格得標規定（Second Price Rule），由EE Limited得標並額外支付2,300萬英鎊（約新臺幣8.9億元），總拍賣標金達13億7,940

萬英鎊（約新臺幣534.5億元），將全數繳庫英國財政部

得標者 頻段 頻寬 標金

EE Limited
723-733MHz、778-788MHz、738-758MHz、

3680-3720MHz
80MHz 4.75億英鎊（約新臺幣184.06億元）

Hutchison 3G UK Limited 713-723MHz、768-778MHz 20MHz 2.8億英鎊（約新臺幣108.5億元）

Telefonica UK Limited 703-713MHz、758-768MHz、3760-3800MHz 60MHz 4.48億英鎊（約新臺幣173.59億元）

Vodafone Limited 3720-3760MHz 40MHz 1億7,640萬英鎊（約新臺幣68.35億元）

Ofcom核發執照後，執照持有者即可於3.4-3.8GHz之既有頻段與新得標頻段進行頻譜交易，使持有頻段更集中。於是，兩大
電信業者Telefónica UK Limited與Vodafone Limited透過頻譜交易，使各自頻譜位置更鄰近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針對3720-3800MHz和24.25-25.1GHz頻段區域性5G執照展開公眾諮詢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於2021年5月12日展開3720-3800MHz和24.25-25.1GHz頻段區域性5G執照的公眾
意見諮詢，希望可在工業、倉儲業和醫療等領域實現區域性5G應用，意見徵詢於2021年6月15日截止，尚未公
告徵詢結果

 PTS開放區域性執照申請之目的在於滿足市場需求，以適當健全的方式發展區域性應用、提供創新空間，並進
一步推動瑞典的5G使用。在先前與市場進行的磋商中，包含工業、礦業、港埠業、倉儲業及醫療等產業皆已
對5G認定頻段提出需求。PTS將於本次諮詢結束後確定相關條款與申請程序，預計今年開始指配區域性執照

圖片來源：Flaticon



國際5G、衛星及量子技術發展

MSIT發布量子技術研究開發投資戰略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於2021年4月30日發布「量子技術研究開發投資戰略（양자기술연구개발투자전략）」，
以促進所有產業創新及強化國家安全為目標，期能於2030年代晉升為量子技術四大強國。「量子技術研究開發投資戰略」
包含四大重點

 加強挑戰性原創研究
 確保專業人才並建立國内外合作基礎
 增建及升級專用研究基礎設施
 促進量子技術活用及產業創新

MSIT將強化量子處理器等量子計算、通信、感測器挑戰性原創技術研發，於2024年建置50量子位元之量子計算系統，增編
量子核心研究人員自現行約150名至2030年1,000名，並以主要產業為中心推動公私協力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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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低軌衛星業者OneWeb UK團隊，將研發波束跳轉寬頻衛星

 OneWeb佈署全球低軌道（LEO）衛星網路，以提供超高速、低延遲寬頻服務，並領導英國太空技術公司研發名為
「Joey-Sat」計畫的實驗性波束跳轉衛星。新衛星將以實時遠距引導波束，提高涵蓋範圍。該計畫研發資金達3,200萬英
鎊（約新臺幣4,533.76萬元），其經費來自英國太空總署，透過歐洲太空總署的日出計畫撥給「Joey-Sat」計畫。按時程，
第一顆示範衛星將於2022年發射

 目前OneWeb在太空共有182顆LEO衛星，初步計畫是建設由648顆衛星組成系統，在2022年底達合理的全球涵蓋水準。其
商用寬頻服務測試版本，將於2021年11月在英國、阿拉斯加、加拿大、北歐、格陵蘭、冰島和北極海域的部分地區提供
服務。該公司未來將獲准共2,000顆衛星，其中1,280顆將位於8,500公里的中軌道（MEO）的第二代衛星系統，「Joey-Sat」
衛星可能用於此衛星系統

芬蘭科技公司Wirepas首創非蜂巢式5G技術

 芬蘭科技公司Wirepas致力於改變企業物聯網應用，於5月18日發布首創用於免費的1.9GHz頻段專用非蜂巢式5G技術
 該項新規格使任何企業不需透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業者，得自主建置及管理自有網路，由於成本僅其他市場解決方案

的十分之一，消減了網路基礎設施、設備、中間商等成本。不論公司規模的大小，皆能透過世界級、可靠且實惠的5G

連接技術以數位化其業務，使各產業能夠運行彼此獨立的物聯網系統，以各自專業知識與業務領域開發新服務，並依
最合適方式（本地、雲端或介於兩者之間）產出用於存取和使用的資料，以實現資料所有權

圖片來源：Flaticon



5G佈建進程與無線電頻率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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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家食品安全、環境及勞動局發表5G佈署頻段對健康影響之意見

 法國國家食品安全、環境及勞動局（ANSES）結合射頻與健康方面的專業知識及迄今為止的科學證據，於2021

年4月20日針對5G佈署正在使用的3.5GHz頻段與即將啟用的26GHz頻段，發表對健康影響之意見
 該意見指出，於3.5GHz頻段佈署5G會增加健康風險的可能性低，而目前對26GHz頻段之研究數據不足以得出

是否存在健康影響的結論。ANSES強調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瞭解曝露與健康影響之關聯性，特別是監測曝露
群體隨著天線數量變動及網路使用增加的變化，並展開公眾諮詢，徵求科學界與利害關係人意見

新加坡電信Singtel宣布推出5G獨立組網

 新加坡電信Singtel宣布推出5G獨立組網（SA），並表示5G SA將可實現自動駕駛、即時沉浸式娛樂，以及大
規模物聯網等應用

 Singtel與韓國三星合作推出的5G SA，其基地臺使用3.5GHz頻段，三星用戶可使用Galaxy S21 Ultra 5G手機執
行Singtel獨家發布的軟體測試版以體驗5G SA網路

 為執行5G SA佈署計劃，Singtel在新加坡的重點位置、主要住宅區和熱門購物中心，佈建1,000多個5G基地臺與
室內5G建設。隨著手機製造商逐步更新目前5G手機的5G SA軟體，及預計於年底推出更多相容5G SA的機型等
趨勢，Singtel計劃在未來幾個月裡，強化在新加坡全島的5G SA佈署狀況

 Singtel最初已於2020年9月推出使用3.5GHz與2.1GHz頻段的5G非獨立組網（NSA）。Singtel表示現在除前述頻
段外，也使用了28GHz毫米波頻段推動其在新加坡的5G佈署，並已於新加坡多個地點包含烏節路、政府大廈
和濱海灣金沙博覽會等重點地區啟用毫米波頻段

圖片來源：Flaticon



國際資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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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勒索軟體攻擊美國最大輸油管線業者Colonial Pipeline 

 網路勒索軟體於2021年5月7日攻擊美國最大的輸油管線業者Colonial Pipeline公司，截至5月10日，該公司營運仍處於停
擺狀態，其供應燃料約占美國東岸所有燃料消耗的45%

 美國國土安全部網路安全暨基礎安全局（CISA）網路安全部執行助理總監在接受路透社評論時回應，網路攻擊摧毀美
國重要基礎設施，凸顯勒索軟體對企業組織之威脅不分公司規模或產業。彭博社報導指稱，這些駭客屬於名為Darkside

的組織，而Colonial受到「雙重勒索」的威脅，除非Colonial向駭客付款，否則部分被竊取的資料將被公布在網路上，且
該公司內部受感染的電腦資料將無法近用

 Colonial在5月9日表示，其營運團隊正在制定系統重啟計畫。依據CNBC頻道報導，Colonial公司的營運尚未恢復，輸油
管線停擺的時間尚不清楚，若管線關閉幾天以上，可能會造成嚴重油品供應中斷

疫情影響下遠端工作導致應用程式攻擊劇增
 當企業組織在2020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必須轉換成遠端工作時，網路安全的重要性也因而屈居次位，導致

針對特殊應用程式與網頁應用程式的攻擊增加。

 日本電信業者NTT於2021年5月發布之「全球威脅情報報告」指出，2020年特殊應用程式攻擊、網頁應用程式攻擊與偵
查（Reconnaissance）入侵活動占所有攻擊活動的87%，其中非法挖礦軟體（Cryptominier）取代間諜軟體於目前已偵
測到的惡意軟體中以41%居首。以產業別與攻擊類型區分，金融產業受特殊應用程式攻擊及網頁應用程式攻擊影響最
嚴重，占總攻擊數73%，亦與製造產業同受蠕蟲（worm）程式侵擾；醫療保健產業受遠端木馬程式（RAT）影響最劇，
而科技產業則受勒索軟體侵害最深。以洲別區分，針對特殊應用程式與網頁應用程式的攻擊在美洲占56%，於歐洲、
中東和非洲地區之醫療保健產業占98%

 網路攻擊的速度已遠遠超過修復的速度，網路犯罪手法已越趨成熟，隨著工作型態已逐漸轉變為遠端工作，網路攻擊
亦劇烈增加。NTT全球威脅情報中心主任Mark Thomas表示，營運模式變化及新技術應用給予惡意攻擊者機會，且加密
貨幣市場在缺乏經驗的學生族群中蔚為流行，隨著全球進入疫情穩定期，建議企業組織與個人應優先考量各產業的網
路安全衛生（cybersecurity hygiene）

圖片來源：Flaticon



國際資安技術與政策措施

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美國及歐盟共同簽署G7數位與技術部長級宣言
七大工業國集團（G7）於2021年4月28日召開G7數位與技術部長級會議並簽署宣言，該宣言臚列G7承諾共同合作領域如下：

促進安全、靈活和多樣化的數位、
電信和資通訊基礎設施供應鏈

G7數位技術標準合作框架 G7值得信賴的資料自由流通

G7網際網路安全原則 加深數位競爭之合作 G7電子轉移紀錄合作框架

Google Cloud與Starlink合作提供安全的全球連接

 Google Cloud於2021年5月13日宣布與Starlink成為合作夥伴，結合Starlink全球範圍的高速寬頻網路能力以及Google

Cloud基礎設施，提供網路邊緣客戶資料傳輸、雲端服務及應用等。
 在此合作夥伴關係下，SpaceX將於Google資料中心設置地面站，以超過1,500顆的Starlink衛星，於網路邊緣經由Google

Cloud安全、低延遲且可靠地傳輸資料。Google Cloud的高容量專用網路將支援Starlink全球衛星網路服務傳輸，使企業及
消費者無縫連結雲端與網路，且幾乎能將關鍵企業應用傳輸至任何地點

 透過連結Starlink低軌道衛星，公部門機構、位在網路邊緣的企業或農村、偏遠地區企業得以快速而安全地向分布在不同
國家及洲別的團隊傳輸資料及應用等。Google Cloud與Starlink合作之新功能預計於2021年下半年向企業客戶推出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針對電信業者因未能保護顧客身份而被盜用一事提出正式警告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CMA）針對澳洲電信業者Telstra、Medion Mobile和Optus因在顧客轉換手機號碼至其他電

信業者過程中未能適當保護顧客身份認證一事提出正式警告
 據ACMA調查，截至2020年中，Telstra已違反2020年初新修改的身份驗證法（Identity Verification Rules）至少52次，而

Medion Mobile共53次、Optus為1次。
 主席O’Loughlin表示，電信業者需根據前揭新修的法律提供多重驗證或要求提出個人身份證明等更嚴謹的身份認證流程，

現今民眾轉換電信業者非常容易，而駭客只需要一個名字、住址、生日電話就能輕易地駭入對方手機並竊取銀行資訊，
本次法規修正將保障人們的身份免於被不肖之徒利用來進行經濟型犯罪，因此將嚴格取締不遵守此法的電信業者。

圖片來源：Flatic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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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媒體近用發展

12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發布《2020年廣播電視及隨選視訊服務：無障礙服務報告》與
《2021年電子節目選單近用報告》

瑞典傳播管理局（MPRT）發布《2021年無障礙電視服務草案》，以取代即將於2021年6月30日失效的舊法，該草案要求線性廣播
電視節目與付費電視節目，皆須提供輔助字幕、手語翻譯、視覺或影像說明與口語文本等無障礙服務，具體內容包括：

• 適用於瑞典境內所有媒體服務提供業者。
• 適用於線性廣播電視節目與付費電視節目。
• 對於目標觀眾為瑞典居民且收視率達1%以上之業者，將適用特別的、更全面的規範；其他業者則僅需促進電視服務的無障
礙近用性。

• 法規執行期間為2021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分兩階段執行。
• 在每階段結束後，業者必須提出報告說明執行方法與執行成效。

該草案已進入公眾諮詢階段，並於2021年5月31日截止，MPRT擬於2021年6月做成最終決議。

 《2021年電子節目選單近用報告》指出，EPG可協助民眾尋找節目、規劃收視行為，惟對視覺障礙者而言使用EPG相對不易，
因此Ofcom修改EPG指導方針，要求增列以下功能：
• 語音服務：頻道資訊和必要的引導內容等應提供語音服務；
• 過濾和標註：具備語音描述、手語的節目應予以特別標註或單獨表列；
• 放大：使用者能放大表單資訊；
• 高對比顯示：使用者可自由選擇預設或高對比顯示。

 《2020年廣播電視及隨選服務：無障礙服務報告》：
• 列出2020年英國廣播電視頻道與隨選視訊服務（ODPS）提供輔助字幕、口述影像或手語等無障礙服務的程度，供閱聽人比
較傳統廣播電視與隨選服務＊對視障或聽障人士的近用程度。

• 根據報告，2020年傳統廣播電視頻道業者所提供的輔助字幕、口述影像及手語等無障礙服務合於甚至超越法定要求；而隨選
視訊服務業者在提供輔助字幕方面從2019年的58.1%上升至63.8%，但在口述影像及手語部分則分別降至16.7%與11.4%。

＊依英國2003年《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規定，廣播電視頻道業者須提供一定比例的無障礙服務，而隨選視訊服務業者則無相關法定義
務，惟Ofcom仍鼓勵隨選視訊服務業者逐步增加無障礙近用服務，並要求業者每年提供2次相關數據。

瑞典傳播管理局（MPRT）公告《2021年無障礙電視服務草案》並進行公眾意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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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治理

14

歐盟執委會（EC）發布「強化《不實資訊行為守則》指南」

• 歐盟執委會（EC）於2021年5月26日發布「強化《不實資訊行為守則》指南（Guidance on Strengthening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除呼籲已簽署者根據該指南強化《不實資訊行為守則》，並
應於2021年秋季提供修訂後的守則初稿，同時亦鼓勵更多業者加入該守則。

• 指南具體內容彙整如下：

• 鼓勵線上平臺、線上廣告生態系統中的利益相關者、私人
訊息服務提供者等簽署《不實資訊行為守則》，並依簽署
者提供服務的規模和性質訂立相稱之假訊息治理承諾。

• 線上廣告生態系統中的平臺和其他業者必須合作消除假訊
息，除提高廣告投放的透明度和問責制，並禁止系統性發
布假訊息者加入。

• 加強後的《不實資訊行為守則》應包含以各種方式（如機
器人、假帳號、組織性的操作等）傳播假訊息的行為，並
以個別化的承諾，確保其所採取措施的透明度和問責制有
助於減少假訊息的影響。

透過個別化的承諾提高簽署者的參與度 禁止不實資訊流通

確保服務的真實性

• 加強後的《不實資訊行為守則》應強化與事實核查人員間
的合作，並擴大支援的歐盟國家和語言範圍，且應包含使
研究人員得以獲取資訊的有力框架。

擴張事實查核範圍，並提供研究人員更多資料近用權限

• 簽署者除應提供工具以保障用戶安全的線上環境，同時亦
應提供用戶可使用、有效的工具和程序，以標記可能造成
公共或個人傷害的假訊息，同時亦應提供適當且透明的機
制使被標記者得以尋求補救、取消標記；

• 加強後的《不實資訊行為守則》還應提高可信公益資訊的
可見性，並於用戶與被事實核查者標記為錯誤的內容互動
時，發出示警。

• 加強後的《不實資訊行為守則》應包括一個強大的監測框
架，設立明確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衡量平臺採取行動的結果和影響，
以及其對歐盟假訊息的整體影響，同時平臺應定期向EC
回報上述結果。

使用戶能理解並標記假訊息 建立強大的監理框架



市場競爭監理

15

• 波蘭消費者保護暨競爭署（UOKiK）對其國內電視頻道業者Telewizja Polsat及跨國傳媒公司探索集團（Discovery Group）旗下的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Europe、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Benelux、Discovery Polska和Eurosport等4個頻道業者提起2項反壟斷
違法訴訟。

• 訴訟起因於UOKiK收到多起投訴，經調查後發現，Telewizja Polsat及探索集團公司將其頻道綑綁銷售予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若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只向其購買單一頻道，價格反而高於整套綑綁組合，藉此迫使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須向Telewizja Polsat購買至少28個頻道、
向探索集團公司購買至少6個頻道。同時，系爭頻道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簽訂的契約，亦明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提供給觀眾的基
本套餐中，必須包含其特定數量的頻道。

• UOKiK認為，上述行為係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以增加自身廣告收益，導致其他較小規模的廣播電視公司發展困難，且間接損害消費者
選擇頻道的權益，依法得裁處最高年營業額10%的罰款。

波蘭消費者保護暨競爭署（UOKiK）針對4家電視業者的頻道綑綁服務發起反壟斷訴訟

• 繼2020年6月16日啟動App Store的調查後，歐盟執委會（ EC）近日又提出異議聲明指出，Apple濫用其於App Store管理音樂串流
應用程式的主導地位，破壞音樂串流應用程式的市場競爭。

• EC認為，Apple的設備和軟體為「封閉生態系統」，意即使用iPhone和iPad的使用者僅能透過App Store下載，並使用能在iOS系統上
運作的應用程式，而應用程式開發者欲向iOS使用者提供服務則必須於App Store上架，並遵守由Apple所訂立強制且不可協商的規則。

• 在本次異議聲明中，EC主要關注Apple與音樂串流應用程式開發者於上架協議中的兩項強制規定：
1. Apple要求應用程式開發者使用其獨家「應用程式內購買（In-app Purchase, IAP）」銷售付費內容，並據此收取30%的佣金，該行

為迫使許多串流服務提供者必須提高單價，將費用轉嫁於使用者。
2. 雖然Apple允許使用者利用其他管道訂購音樂服務，但卻透過「限制引導條款（Anti-steering Provisions）」，阻止應用程式開發

者主動告知使用者其他較便宜的支付選項，因此使用者須支付較高的費用訂閱音樂服務，甚至不得直接在iOS應用程式中購買特定訂閱
內容。

• EC認為，Apple的規則迫使音樂串流應用程式開發者提高音樂價格，扭曲音樂串流服務市場競爭，並造成以IAP購買訂閱內容的消費者
須支付更高的價格。此外，Apple亦成為所有IAP交易的中介平臺，掌管競爭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支付關係及相關通訊。

• 然此異議聲明不預判調查結果，歐盟將持續調查，倘前述行為屬實，Apple即違反《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02條禁止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規範。

歐盟對Apple濫用串流音樂市場主導地位，發出異議聲明並持續調查



數位時代下的產業環境監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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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於2021年5月26日提出影音分享平臺（VSPs）廣告監管架構諮詢提案報告，以
影音分享平臺實際控制廣告投放與否，區分不同的監理強度。

• 由影音分享平臺控制之廣告即代表平臺業者須對其所銷售、安排的廣告負相關法律責任，避免平臺用戶遭
受潛在傷害。對此Ofcom提議，該類型廣告由廣告標準局（ASA）負責常任監管，Ofcom則為法定防護監
理機構。

• 非由平臺業者所銷售、安排的廣告則歸類為非影音分享平臺控制之廣告，平臺業者須依法確保此類廣告符
合相關用戶保護規範，並由Ofcom負責評估業者所採取之措施是否適當。

• 此諮詢提案報告回覆將於2021年7月28日截止。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提出影音分享平臺廣告監管架構諮詢提案報告

•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於2021年5月20日推出數位護照，供兒童、青少年（未成年人）及其照顧者
使用，以降低未成年人的網路使用風險。

• 數位護照是由英國網路安全委員會（UKCIS）旗下弱勢使用者工作小組所開發，目的係促進未成年人與照
顧者建立頻繁且具支持性的交流，讓照顧者能更融入未成年人的數位生活，以保障其網路使用安全。透過
該工具，可確保未成年人與照顧者間，關於數位近用及設備使用的協議有效執行、記錄安全性措施的改善
等，且儘管安置或家庭環境改變，上述措施亦不受影響。

• 數位護照共有兩個主要功能，其一為幫助照顧者與專家收集未成年人的數位生活足跡，另一為幫助未成年
人向照顧者表達其興趣、感受與願望。彙整上述資訊，數位護照得以記錄雙方互動後產生之協議與改善過
程，並檢查當前協議是否仍有效地保護未成年人網路使用安全，俾據此不斷開啟新的交流、精進網路使用
保護措施。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推行數位護照，以確保兒童與青少年網路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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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調機構預測2021年全球電信市場營收與資安管理支出

18

• 根據國際數據資訊公司（ IDC）發布之「全球半年度電信服務追蹤報告（Worldwide

Semiannual Telecom Services Tracker）」指出，2020年全球電信服務與付費電視服務總營收達
1.53兆美元（約新臺幣42.86兆元），與2019年同期相比營收持平，預期2021年全球支出將增
加0.7%，達1.54兆美元（約新臺幣43.14兆元）。2021年下半年藉由經濟措施的刺激與疫苗發
展的推動，電信市場需求恢復幫助全球與區域市場彌補上半年的損失，預估與2020年營收接
近。

• IDC認為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蔓延後，對家庭與企業而言，連接性將成為重要資產，
並預期在疫情期間所採取之遠距工作、合作、線上媒體消費等習慣，將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而採用5G將在一定程度上使行動服務營收成長，用戶可裝設更先進的服務功能，並仰賴
高速的數據連接傳輸內容與服務。IDC認為從2020年疫情中學習，有助電信產業未來一段時
間內穩定成長。

• 根據國際調研機構Gartner最新預測指出，2020年全球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技術及服務的支出
成長6.4%，2021年預計成長12.4%至1,504億美元（約新臺幣4.22兆元）。Gartner分析師表示，
強勁的成長率顯示遠距工作者對技術和雲端安全的需求持續增溫，企業將繼續努力因應公有
雲與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安全風險及監管需求。展望未來，Gartner

指出已預見自動化的成長及進一步採用機器學習技術，將點亮AI資安的早期市場信號。

• 根據《2021年Gartner資訊長議程調查（Gartner 2021 CIO Agenda Survey）》顯示，在2,000多
位受調查的資訊長中，61%的CIO認為網路安全將為最優先投入的支出項目。另一方面，安
全服務包括諮詢、硬體支援、執行與外包服務，則為2021年最大的支出類別，全球市場規模
約達725億美元（約新臺幣2.03兆元）。市場份額最小但成長最顯著的支出類別為雲端安全
市場（Cloud Security）。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發布報告指出，2021年全球電信市場營收持平

國際調研機構Gartner預測，2021年全球資安管理支出將超過1,500億美元



歐盟執委會（EC）提出新法，以解決單一市場外國補貼
引起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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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於2021年5月5日提出「外國補貼扭曲內部市場之
規則提案」，以解決單一市場中，外國補貼的潛在扭曲效應。由於目前非歐盟政府給予的
補貼不受限制，而歐盟成員國則受到嚴格審查，新法旨在縮小單一市場的監管差距。

• 歐盟建立關於競爭、公共採購和貿易防禦手段的規則，確保在單一市場營運的公司得到公
平競爭環境。故新法建議引入新工具，包含2種通知工具和1種市場調查工具，說明如下：

• 通知工具1：用於調查涉及非歐盟政府財政貢獻的集中度，其中被併購公司（或至少一個合併方）
在歐盟營業額達5億歐元（約新臺幣167.68億元）或以上，且外國財務貢獻至少為5,000萬歐元（約
新臺幣16.77億元）；

• 通知工具2：用於調查涉及非歐盟政府財政出資的公共採購競標，該採購的估計價值為2.5億歐元
（約新臺幣83.84億元）或以上；

• 市場調查工具則賦予EC主動調查所有其他市場情況之權力，如投資或集中度和公共採購程序低於
門檻，並可請求特定通知。

外國補貼扭曲內部市場之規則提案

• 若EC確認外國補貼存在並具扭曲性，當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時，EC有權採取補救措施
或接受相關公司之承諾，以糾正扭曲。提議的新法包括一系列結構或行為的補救措施，例
如撤銷特定資產或禁止特定市場行為。EC也有權禁止接受補貼的併購案，或禁止將公共
採購合約授予接受補貼的投標者。

•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和成員國將在普通立法程序範圍內討論此提案，以期通
過新法的最後條文。該提案還將開放為期8週的公眾意見徵詢，一旦通過後新法將適用整
個歐盟。

新法的執行完全由EC負責，以確保其在整個歐盟範圍內的統一應用



強化歐洲單一市場經濟復甦的產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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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透過新的復甦策略強化歐洲單一市場、掌握歐盟的關鍵產業領
域，並提出新的工具包（Toolbox），以加速進行綠色與數位轉型。

• EC也提出可辨別及監測歐盟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包括單一市場整合力、生產力成長率、國際競爭
力、公私部門投資及研發投資等指標。

落實歐盟產業策略（EU Industrial Strategy）

1. 強化單一市場復甦方面：主要包括採取單一市場緊急應變工具，加速產品供應和公部門採購，以解決
關鍵產品短缺問題；確保會員國遵守既有的服務指令；透過提升國家當局能力，並加強產品檢驗和數
據收集的數位化，以強化市場監管；建立與實施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s）解決中小企業付款延遲問題，並提供解決影響其償債能力風險的措施。

2. 處理歐盟策略依賴關係方面：主要包括針對貿易數據進行由下而上（Bottom-Up）的分析；出具對原
料、電池、活性藥物成分、氫氣、半導體及雲端邊緣技術深入審查結果，洞察策略依賴度的起源及影
響；針對關鍵領域潛在依賴度進行第二階段調查，並透過EC的關鍵技術觀測站開發監測系統；實現國
際供應鏈多角化並強化國際夥伴關係；支持策略領域中的新產業聯盟；EC正籌備啟動處理器與半導體
技術聯盟以及工業數據、邊緣與雲端聯盟，並考慮創立太空發射器聯盟及零排放航空聯盟；支持會員
國透過歐洲共同利益重要項目（Important Projects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 IPCEIs）集中公共資
源；在標準制定方面宣布一項策略及可能的立法改革措施。

3. 加速雙重轉型方面：與產業、公部門機構、社會企業及其他利害相關者合作，共同創建轉型路徑；針
對歐洲數位十年（Europe's Digital Decade）和「Fit for 55」目標提出一致性的監管架構；提供中小企
業永續發展顧問諮詢及支持數據驅動的商業模式，充分利用綠色與數位轉型；投資技能提升（Upskill）
及技能再造（Reskill）以支持雙重轉型。

新的產業策略重點關注領域



英國5G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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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地質調查局（BGS）和5G RuralDorset合作開發新的海岸土石監測系統

 英國5G RuralDorset計畫於2021年5月4日公布新的延續計畫，旨在監測英國多塞特郡侏羅紀
海岸（Jurassic Coast）的土石穩定度（Land Stability）和懸崖移動情形（Cliff Movement）。
每年多塞特郡海岸發生土石流和懸崖坍塌，已對當地居民、勞工及1,200萬名的遊客造成重
大危害。

 由於透過傳統方法進行監測的成本昂貴且耗時，該項延續計畫有助於深入進行探究和試驗，
目前由英國地質調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BGS）共同參與該計畫，並獲得英國數
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800萬
英鎊（約新臺幣3.10億元）的政府補助。此外，該項計畫也由各業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包
括電信業者Vodafone、伯恩茅斯大學（Bournemouth University）類神經網路的電腦科學家、
BGS的地質專家以及多塞特郡議會（Dorset Council）等。

 該項計畫展示5G連網如何在各種應用案例中使地方社區受益，如確保沿海安全、減少地方
自然環境管理成本等。5G連網的感測器包含地面移動、溫度和降雨等資料蒐集，並藉由大
數據和機器學習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此外，該計畫也在沿海公共安全和農業技術領域進
行相關研究，透過感測器和邊緣運算處理，可兼顧安全性和成本效益。

圖片來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2012). Burton Bradstock rock fall, Dorset Landslide case study. https://www.bgs.ac.uk/case-

studies/burton-bradstock-rock-fall-dorset-landslide-case-study/

https://www.bgs.ac.uk/case-studies/burton-bradstock-rock-fall-dorset-landslide-case-study/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領域的競爭力迅速攀升，MSIT致力推動數位醫療服
務之創新開發，Dr.Answer即為一例。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推動新的5G、AI政
策，以創建新的數位生態系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和韓國情報化振興院
（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 NIA）合作推動5G+融合服務，促進經濟、社會數
位化轉型，使2021年成爲5G+融合生態系元年。MSIT希冀以行動邊緣運算（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爲基礎，在公共部門建構5G整合服務模式，並活絡5G產業生態系。

• 韓國政府自2020年至2022年投入1,200億韓元（約新臺幣30.12億元）的預算，從2020年開
始建構安全防疫、遠距教育、道路管理、防疫教育、健康管理、智慧產業與環境等7大領
域之服務模式。2021年投資400億韓元（約新臺幣10.04億元）建構MEC基礎整合服務模
式的同時，爲活絡上下游產業，推動開放型MEC基礎技術商用化及5G MEC標準化。透過
這些政策，協助中小企業確保競爭力，主動參與市場，以提升5G產業生態系整體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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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nswer 1.0為MSIT於2018年至2020年投資488

億韓元（約新臺幣12.25億元），由公私部門共
同合作開發，針對與國民健康關係最密切的8種
疾病進行診斷之AI醫療診療軟體。

• 為提高韓國國民對AI醫療服務之好感度，持續
推動Dr.Answer 2.0，規劃2021年至2024年投入
280億韓元（約新臺幣7.03億元），針對12種疾
病進行醫療創新服務，除了讓國民感受到醫療
品質的提升，未來將積極協助韓國AI醫療軟體
企業搶占海外市場。

圖片來源：MSIT. (2021).과기정통부, 닥터앤서2.0 본격착수. 

https://www.msit.go.kr/bbs/view.do?sCode=user&mId=113&mPid=112&pageIndex=2&bbsSeqNo=94&nttSeqNo=3180193&searchOpt=ALL&searchTxt

https://www.msit.go.kr/bbs/view.do?sCode=user&mId=113&mPid=112&pageIndex=2&bbsSeqNo=94&nttSeqNo=3180193&searchOpt=ALL&searchTxt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宣布可靠的AI實施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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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可靠度為國際關注之重
要議題，為避免企業、研究人員等在開發AI產品與服務的過程
中損害大眾權益，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2021年5月13日發布一份「以人為本
且可靠的AI實施策略」，明確訂定AI信任確保標準，以確保民
間部門採取AI之可靠度。

該策略之主要內容包含以下3個部分：

1. 營造可靠的AI實施環境：包含建立AI產品與服務的信任確保系統；支持民間部門開發
與確保AI可靠度；開發可靠的AI技術。

2. 奠定安全使用AI之基礎：包含提高AI學習數據的可靠性；促進用戶對高風險AI的信任；
實施AI影響評估；改善系統以強化對AI的信任。

3. 向社會傳遞健全的AI意識：包含加強AI倫理教育；制定自我檢查清單/自我檢查表；建
立倫理政策平臺。

圖片來源：Samsung. (2018).三星電子勇奪多項全球頂尖人工智慧大獎.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3146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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