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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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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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

15



2



國際6G發展

3圖片來源：Unsplash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公布超越空間限制的6G衛星通信技術展示計畫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2021年6月18日發布「迎接6G時代的衛星通信
技術發展戰略」，宣布將與相關部會合作，於未來展示超越空間限制的通信服務

⚫ MSIT預計於2031年前發射14顆符合ITU等國際通信標準化組織以及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組織（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標準的低軌衛星，並將積極推動衛星通信技術發展和空間識別紀錄的安全性，以促進
韓國國內衛星通信產業發展，作為其擴展國際衛星通信產業市場政策之一環

⚫ 因韓國國土交通部於2021年3月通過「韓國城市空中交通技術藍圖」，並宣布開發城市空中交通（Urban Air 

Mobility, UAM）的飛機認證和測試評估技術，再加上產業通商資源部開發UAM飛機設計和製造技術，故MSIT

將與該二部門合作進行通信服務展示，以達到於2025至2031年間實現發射14顆低軌衛星之目標。
⚫ 同時由於韓國海洋漁業部於2021年4月通過「智慧航運和物流擴展戰略」以及「智慧海上交通信息服務基本計

畫」，故MSIT將與之合作共同推動衛星通信遠程操控系統及海上交通訊息服務展示計畫。

中國大陸發布《6G總體願景與潛在關鍵技術白皮書》

IMT-2030（6G）推進組提出6G發展重點：
• 5G成功商用為6G奠定良好基礎，特別在垂直場域的廣泛應用，將推動5G朝向6G演進和發展；
• 智賦萬物，智慧原生成為6G重要特徵，人工智能與新一代網路技術融合才能帶動資通訊技術的全方位創新；
• 除現有5G頻譜外，仍需要高中低頻段高效利用才能滿足6G頻譜需求，毫米波、兆赫（THz）等高頻段作為6G

基本頻譜需求，6GHz以下頻段仍為6G發展的戰略性資源；
• 未來6G網路中仍以地面蜂窩行動通訊為基礎，衛星、高空平臺、無人機等非地面通訊則成為6G全面涵蓋中不

可缺少的一環。

中國大陸IMT-2030（6G）推進組於2021年6月6日發布《6G總體願景與潛在關鍵技術白皮書》，表示下一代行動通
訊將是一個高度智慧化的網路，將整合行動通訊和衛星並涵蓋於全球範圍，預計於2030年前實現6G商用
白皮書列舉6G潛在八大應用場景，包含：

沉浸式
雲XR

全息通訊 感官互聯 智慧交互 通訊感知 普惠智能 數位孿生 全域覆蓋



Ericsson行動報告預測2021年底5G行動用戶數將逾5.8億

4圖片來源：Ericsson

5G商用現況具明顯地區差異：
⚫ 歐洲因較晚開始發展5G，其佈署速度遠落後於中國大陸、美國、韓國、日本以及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市場
⚫ Ericsson預測2026年東北亞5G用戶數將達到14億，為全球5G用戶數最多之地區
⚫ 北美與GCC市場則為5G用戶普及率最高的地區，5G用戶數分占全球行動通訊用戶數的84%和73%

⚫ 全球行動數據每月流量於2020年底已逾49EB，不包括由固定無線接取（Fixed Wireless Access, FWA）產生的
流量，預計2026年將成長近5倍至每月237EB

⚫ 其中智慧型手機現承載全球行動數據流量95%，每部智慧型手機每月平均使用量已超過10GB，預測2026年
底將達每月35GB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正加速數位化發展，並提高可靠且高速之行動寬頻連接的重要性與需求。即便於光
纖普及率較高的市場，近9成已推出 5G服務之通訊服務業者（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CSPs）亦提供
FWA服務（包括4G和/或5G），以因應日增的FWA流量需求，預測2026年FWA流量將成長7倍達到每月64 EB

Ericsson預測2021年海量型物聯網（Massive Internet of Things）將成長近80%至3.3億連接數，2026年將占所有蜂
巢式物聯網連接數的46%
*前述海量型物聯網包括窄頻物聯網（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與M類（Category M, Cat-M）技術。

瑞典電信設備供應商Ericsson於2021年6月出版《Ericsson行動報告（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 2021年底全球5G行動用戶數將逾5.8億，
且持續成長至2026年底的35億用戶數，5G人口涵蓋率將達60%



5G與ORAN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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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與Dish合作於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AWS）之公共雲佈建5G獨立組網

NTIA旗下電信科學研究所（ITS）宣布計劃採購Open RAN設備測試技術現狀

美國國家通信暨資訊管理機構（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旗下電信科
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 Sciences, ITS）於2021年6月4日發布跨部門公告，將採購開放式Open RAN

設備與軟體的產品原型（prototype）或商用現貨（commercial-off-the-shelf），以測試Open RAN技術現狀。

ITS尋求用於下列技術之設備
• Open RAN 4G與5G網路
• 虛擬無線接取網路（Virtualized Radio Access Network, vRAN）軟體
• RAN自動化軟體

ITS將於通信研究和創新網路中應用這項技術，與現行RAN技術比較其效能、業者間
互通性和標準成熟度。

芬蘭電信設備商Nokia於2021年6月21日宣布，將與Dish合作在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Amazon Web Services, AWS）
佈建其5G獨立組網（Standalone, SA），為全球在公共雲佈署5G首例

圖片來源：Unsplash

⚫ Nokia支持Dish以雲原生（cloud-native）、開放式無線接取網路（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Open RAN）為基礎的5G網路，具高水準規模、性能和安全性。
⚫ Nokia正在AWS上佈署5G核心網路以實現自動化，使Dish能夠快速、安全地支

持新的企業和消費者5G應用案例，並於終端客戶場所跨多個雲端層級（cloud

stacks），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

藉由5G SA核心網路優化網路運作，Dish在為客戶創建創新服務時，得以提供所需
的響應性、靈活性和效率，同時利用自動化維持日常營運及開發關鍵功能，如網路切片等。

Open RAN



國際5G商用及5G專網頻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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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網路局（BNetzA）發布800MHz、1800MHz及2600MHz頻譜釋照計畫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發布5G專網頻率釋出方案

圖片來源： Flaticon

德國聯邦網路局（Bundesnetzagentur, BNetzA）於2021年6月21日發布「800MHz、1.8GHz及2.6GHz頻段釋出計畫與
草案（Principles and scenarios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800 MHz, 1.8 GHz and 2.6 GHz spectrum）」，並展開草案意見
諮詢至8月23日。
⚫ 釋照著重於提高德國全國網路涵蓋率
⚫ 草案內容：頻譜拍賣與延長頻譜使用權、操作者模型（Operator model ）及投標流程
⚫ 釋出方式考量包括：

→提高德國全國網路涵蓋率
→ 1 GHz 以下頻段為農村地區重要頻段
→得標者需思考如何運用最少資金將網路涵蓋至經濟較不富裕的地方，同時也需考量結合其他形式的資金

相關釋照目標與義務將於2026 年釋照時發布，另亦納入促進基礎設施及服務層面的永續競爭為目標。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2021年6月29日發布「5G專網頻率釋出方案
（5세대（5G）특화망주파수공급방안）」，宣布釋出28GHz頻段及Sub-6GHz頻段提供5G專網使用。

• 28GHz 頻 段 ： 28.9-

29.5GHz，劃分為12個區
塊（50MHz）

• Sub-6GHz 頻 段 ： 4.72-

4.82GHz，劃分為10個區
塊，限於特定區域使用
之現有基地臺和諧共用

• 算定對價指配方式（以
土地或建物為單位）

• 申請人得彈性自2至5年
內選擇頻率使用期間，
然而MSIT計畫對申請
人課與獲配頻率後6個
月內建設基地臺之義務

• 有意提供5G專網服務而登記為
電信事業者，或有意建設5G企
業專網者

• 申請人需為土地或建物所有人、
承租人或受所有人委託之第三
人，其中承租人及受託第三人
應取得所有人之同意

計畫釋出頻段 預計釋出方式 申請人資格

MSIT規劃2021年9月底前完善相關配套措施，10月發布頻率指配公告，11月底受理頻率指配申請。



國際5G頻譜拍賣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公布3.45GHz頻譜拍賣程序

•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預計於2021年10月5日舉行Auction

110拍賣。
• 拍賣設有預付款和最低開標金額。
• 提供小型企業、農村服務提供者以及聯邦認可的部落土地部署設

施和服務者競價信貸折扣（bidding credit discounts）。
• 拍賣總現金收益須涵蓋該頻段內的預期分攤共享及遷移成本，拍

賣底價為147億美元（約新臺幣4,081.74億元）。

圖片來源：Flaticon 7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規劃於2023年第三季展開900MHz、2.1GHz及2.6GHz頻段的5G頻譜拍賣

規劃拍賣頻段

釋出頻段 3.45-3.55 GHz

執照類別 4,060張區域性執照

頻寬區塊 10個10MHz區塊

以局部經濟區域（PEAs）為地理區域單
位，競標者於每個PEA內的通用區塊
（generic blocks）進行競標。

每個時間鐘階段的得標者有機會對其偏好的
通用區塊進行出價。

第一階段：時間鐘階段（Clock Phase） 第二階段：指配階段（Assignment Phase）

規劃釋出頻段 執照類型 執照期限 涵蓋義務

900MHz（2x35MHz，共70MHz頻寬） 全國性 20年以上 Ｖ

2.1GHz FDD（2x60MHz，共120 MHz頻寬） 全國性 20年以上 Ｘ

2.6GHz FDD（2x70MHz，共140MHz頻寬） 全國性 20年以上 Ｘ

2.6GHz TDD（共50MHz頻寬） 全國性 20年以上 Ｘ

• PTS後續將再決議900MHz相鄰頻段相容性、涵蓋義務範圍與條件、鼓勵競爭措施、資通安全維護等項目。

拍賣
程序



國際低軌衛星發展

Starlink 即將於飛機上提供衛星網路服務

美國航太公司SpaceX副總經理 Jonathan Hofeller於 2021年 6月 9日「航空網路資訊高峰會」
（Connected Aviation Intelligence Summit）表示:

• 計劃於飛機上提供衛星網路服務，正與多家航空公司協商在飛機上提供Wi-Fi服務。
• 正在開發Starlink相關航空產品，預計2021年底上市。
• 已取得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執照，可在飛機上測試網路服務。

圖片來源：Flaticon 8

Starlink衛星寬頻服務的新問題：雷達天線無法承受高溫而關機

Starlink低軌衛星通訊用戶近日表示，雷達天線無法承受高溫，一旦過熱即會進入熱關機（thermal

shutdown）狀態，其他使用問題也包含過於耗電、視野遮蔽、風雨干擾等，Starlink表示正在解決
相關問題，優化產品服務。

溫度達48-50°C，系
統進入熱關機狀態，
溫度下降 40°C始能
正常運行。

散熱問題 過於耗電 視野干擾 風雨干擾

電源供應裝置額定功
率180W，Starlink待
機狀態89W，使用狀
態110W，高峰期可
達175.7W。

偏遠地區常因樹木遮
蔽導致連接中斷。

風雨問題會影響連線
速度變慢或中斷。



災防與消費者保護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CMA）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簽署瞭解備忘錄，合作打擊電話詐騙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

於2021年5月底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簽署瞭解備忘錄（MOU），打擊非法自動語音通話、未經請求的簡訊和

電話詐騙，雙方將共享情報並互相配合跨境調查與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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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公布緊急影音轉接服務新規

韓國通過預防通信災害之《廣播通信發展基本法》修正案

主要修法內容：

1. 設立通信災害管理審議委員會，擬制定並督導「通信災害管理基本計畫」

2. 將「通信災害管理基本計畫」通訊設施等級判定和管理標準法制化

3. 通信災害發生得要求電信業者採漫遊模式，使其他電信業者協助提供服務

4. 主要電信業者承擔災害管理責任，須規劃通信災害發生時管理與人力調配

5. 加重罰款，自3,000萬韓元（約為新臺幣74.97萬元）以下調整至與營收成正比

2018.11~2021.06 期間將

《通信災難防止及通信網路穩定性強化對策》

內容法制化

韓國KT電信
阿峴分公司火災案

2018/11 2021/6/1

修訂
《廣播通信發展基本法》

立法理由：手語使用者緊急情況下使用簡訊轉接（書面文字）可能導致誤解

新規內容： 1. 要求電信和寬頻業者開發手機專用應用程式（App）及網站，推

出緊急影音轉接服務，提供24小時免費撥打、不須註冊即可使用，

並保留現有簡訊轉接與緊急簡訊服務

2. Ofcom 於2021年6月22日發布新規，要求電信和寬頻業者最晚須

於2022年6月17日前推出緊急影音轉接服務（約1年準備期間）

英國緊急服務

現有

• 簡訊轉接（Text relay）

• 緊急簡訊服務（emergency SMS 
services）

➢ 仍以書面文字為主

未來新增
• 緊急影音轉接服務（video relay service）

➢ 透過視訊通話使用手語表達遭遇之困難

ACMA要求電信
攔截詐騙電話

2020/12 2021/5

ACMA與美國FCC簽署
打擊電話詐騙瞭解備忘錄

已成功攔截5,500萬通
針對澳洲的詐騙電話

2021/3

圖片來源： icons8



3G關臺政策與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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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電信業者Celcom Axiata將於2021年12月底終止3G服務

圖片來源： icons8

德國電信業者Telefónica Deutschland / O2將自2021年7月關閉3G網路

2004

推出3G網路服務

2021/6/7

宣布將關閉3G服務 開始將3G站點置換為
4G網路使用

2021/7/1

~~~~~~
預計完成9,500個

站點置換

2021.9月底 2021.12月初

預計完成全部
16,000站點置換

結束17年
3G網路服務

O2宣布將3G網路站點（2.1GHz頻段共5MHz頻寬）改為4G網路使用，使用戶獲得更好體驗。

政策規劃 電信業者執行情形

政府單位 馬來西亞總理辦公室 電信業者 Axiata集團全資子公司 Celcom Axiata電信

發布政策
《國家數位網路計畫》

（Jalinan Digital Negara, JENDELA）

執行情形

• 將於2021年12月31日結束提供3G服務，
相關語音通話、簡訊和數據通信服務也
將終止

• Celcom Axiata雖停止3G服務，但將繼續
提供2G行動通訊系統

• 其餘行動網路業者也將依序階段性終止
3G服務

政策內容

3G關臺 2021年3月31日前分階段終止3G服務

頻段規劃
原3G使用2.1GHz和900MHz頻段，
改為4G網路使用

4G涵蓋率
與通訊速度

• 4G涵蓋率自91.8%提高至到96.9%

• 通訊速度自25Mbps提高至35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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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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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SA）發布2021年《頻道指南》

• 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SA）和國家電影與動畫中心（CNC）等單位於2021年6月7日共同發布2021年
《頻道指南（Guide des chaînes）》。該指南（涵蓋2019年與2020年內容）包含法國頻道所有相關資訊，
可衡量數位頻道供應內容的豐富度以及分銷管道的多樣性。

• 2021年《頻道指南》的第一部分呈現頻道的供應、接收與銷售方式、收視觀眾、經濟狀況及製作投資等
情形；第二部分則以檔案形式，呈現法國媒體調查公司Médiamétrie對持有營業執照的114個國內外頻道，
所做的收視群調查，並分析各頻道的定位、播放平臺、節目多樣性及廣告銷售網路。

• 該指南的發布為共同編輯者提供了機會，得以回顧在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如此特殊的背景下，
雖對頻道造成經濟上的衝擊，卻也喚起公眾對廣播電視的熱情，凸顯監測廣播電視產業發展議題。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針對英國媒體多樣化進行提案諮詢

• 隨著線上資源、社群媒體、搜尋引擎與資訊整合公司（news aggregator）崛起，民眾取得新聞與資訊的
管道改變，為促使英國媒體多元化發展，並確保現行監管框架的合適性，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針
對以下3個領域，公開徵求意見：

1. 線上新聞提供媒介／演算法在英國消費者獲取新聞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其影響；
2. 市場變化（排除媒體併購）及該變化是否加劇英國媒體多樣化的現有問題或造成新的隱憂；
3. 任何可能造成英國新聞消費衝擊的新聞媒體市場特徵。

• 為更確實反映現今市場的新聞供需，Ofcom已發布關於媒體所有權法規修正的諮詢案，以確實反映市場
新聞供需現況。相關法規變化包括將媒體公共利益測試（Media Public Interest Test）框架擴大至除廣播
電視、印刷媒體之外，更廣泛的新聞創作者適用。該諮詢將於2021年8月1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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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總務大臣於2017年1月24日批准衛星廣播電視公司東北新社的衛星核心放送（衛星基幹放送）業務，惟
事後發現該公司違反《放送法》有關外資上限之規定（外國人持有5分之1以上的議決權），總務省因此於
2021年5月1日起撤銷該公司的衛星核心放送業務資格。

• 鑑於該業務審查過程中存在嚴重缺陷，電波監理審議會於2021年6月3日向總務省提出勸告，要求總務省加強
關於衛星核心放送業務的外資規定審查機制，並向審議會提供相關資料。

• 總務省旋即於2021年6月起開始舉辦一系列檢討會，以重新檢視資通訊領域的外資規範架構，包括外資管制
適用的產業領域、具體管制內容、擔保措施、管制效用、審查體制及其他相關事宜等。

13

外
資
管
制

日本總務省將重新檢視通傳領域的外資管制架構

• 韓國執政黨擬立法要求媒體為惡意傳播假新聞和錯誤訊息支付懲罰性賠償，以減少假新聞，並預計於
2021年6月底前由國會通過。

• 此懲罰性賠償為假新聞所造成損失金額的3至5倍，倘損失金額難以計算，民主黨媒體改革特別委員會建
議將損失金額界定於3,000萬韓元（約74.02萬新臺幣）至5,000萬韓元（約123.37萬新臺幣）之間，意即賠
償金額最高可達2.5億韓元（約616.87萬新臺幣）。

• 外界批評此舉恐削弱媒體監督政府的功能，對此民主黨媒體改革特別委員會回應，該法案僅在確認相對
人散布不實和假訊息的惡意意圖，使其擔負懲罰性賠償責任。此外，媒體對新聞的真實性倘已盡足夠努
力，得據此免責。

• 除此之外，執政黨擬推動限制入口網站（internet portal sites）的新聞編輯權，並與入口網站業者討論刪
除或刪減其經由人工智慧演算法所提供的新聞文章數量，將入口網站的新聞編輯權歸還給民眾。

假
新
聞
治
理

韓國執政黨推動立法，將對媒體散播假新聞處以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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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於2021年4月通過之《放送法施行令》修正案於同年7月起生效，按其規範單一節目依播
出時間適用不同插播廣告限制，倘節目時長為45分鐘以上者得插播廣告1次，60分鐘以上者
得插播廣告2次，而後每30分鐘得增加1次，180分鐘以上者最多得插播廣告6次。

• 為避免業者將同一節目分割為2至3部分以規避插播廣告的限制，損害閱聽人權益，韓國通訊
傳播委員會（KCC）依《放送法施行令》授權，擬訂《連續編製節目定義細則》，倘依該標
準被視為連續編製節目者，其播出時段須適用單一節目的插播廣告規範。廣

告
規
範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訂定《連續編製節目定義細則》，以避免業者
規避插播廣告規範，損害閱聽人權益

➢ 該細則主要內容包括：

 連續編製節目的認定標準：判斷是否為連續編製節目，應考慮節目題目
與結構的相似性、相關節目是否具連結、節目結束時是否省略告知事項、
連續播出節目其開始與結束的差異等，同時亦應考量節目的企劃意圖、
契約編製情形與該節目在其他媒體或頻道的播放情況等。

 連續編製節目的例外規範：為防止矯枉過正、逾越《放送法施行令》規
範意旨，將重播、災難廣播、選舉計票等特別節目編製，以及更換製作
人員等其他直播製作環境的特殊性列入考量，設置排除認定為連續編製
節目的例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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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告市場公平競爭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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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濫用線上廣告市場主導地位被法國競爭管制機關裁罰2.2億歐元

• 法國競爭管制宣布，Google因濫用行動應用程式和線上廣告服務市場主導地位，將對其裁罰2.2億歐元（約74.1億新臺幣），並
提出具體強制改善的要求。

• 根據法國競爭管制機關的調查，Google利用其廣告平臺Google Ad Manager旗下之DFP廣告管理系統（供網站及應用程式發布商
出售廣告空間之平臺）與 AdX供應端平臺（Supply-side platform, SSP）（供欲投放廣告業者競標發布商所釋出的曝光數與廣告
庫存之平臺），以複雜的演算法機制，鞏固並強化其競爭優勢地位，嚴重損害其他SSP市場上的競爭者及發布商利益。

• 對此，Google承諾將改善Google Ad Manager服務與其他第三方業者及廣告空間銷售平臺的互通性，包括：
1. 公平地給予第三方SSP平臺業者取得廣告競價過程的資訊；
2. 確保第三方SSP平臺業者保有合約自由，得與發布商針對特殊情況進行磋商，或與其他期望的買家競爭；
3. 確保AdX不再使用競爭者的價格，以改善並創造其他第三方SSP平臺業者無法複製的競價方式；
4. 確保提供穩定技術予第三方SSP平臺業者及發布商。

歐盟執委會（EC）針對Google在網路廣告技術領域的反競爭行為展開調查

• 歐盟執委會（ EC）已正式對Google啟動反壟斷調查，評估Google在「廣告技術」供應鏈中，是否偏袒其所有之網路廣告技術
服務，使其他網路廣告技術服務提供商、廣告主等競爭者無法公平競爭。

• 反壟斷調查將特別深入調查以下6項行為：
1. 使用Google Display & Video 360（DV360）和/或Google Ads的服務，是否有連帶購買Youtube網路廣告的義務。
2. 使用 Google Ad Manager的服務是否有在 YouTube 上投放網路廣告的義務，以及Google Ad Manager的競爭者在使用YouTube

投放廣告時，是否具潛在限制。
3. DV360和/或Google Ads是否明顯提供優待予Google的廣告交易平臺AdX，以及AdX是否提供DV360和/或Google Ads潛在優待。
4. Google是否對第三方（例如廣告主、廣告發布者或其他網路廣告中介商）獲取用戶身份或行為數據等資訊的能力設限，但

卻將該等資訊提供予旗下廣告中介服務。
5. Google計劃禁止在Chrome上設置第三方「cookies」，並用「隱私沙盒」工具集取而代之。此作法對網路廣告和網路廣告中

介市場的影響。
6. Google計劃在用戶選擇退出個人化廣告時，停止在 Android 智慧行動裝置上向第三方提供廣告標識符號。此作法對網路廣告

和網路廣告中介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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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擔心Apple與Google具有損害用戶及其他企業之市場力
量，故針對其行動生態系啟動市場研究。

• 行動生態系是指消費者可透過這些管道接取各種產品、內容及服務，例如音樂、電視、
串流影音、健身追蹤、購物與銀行業務等。這些產品尚包括其他技術與設備，例如智慧
喇叭、智慧手錶、家庭安全及可透過手機連接與控制之照明。

• 該研究內容包含Apple與Google是否在操作系統（iOS及Android）、應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及Play商店）與網路瀏覽器（Safari及Chrome）等供應方面產生雙占
（Duopoly）情形。CMA正在調查這兩家公司對行動生態系的控制是否抑制數位市場競
爭，可能導致整個產業的創新減少，消費者因廣告價格上漲而為設備、應用程式或其他
商品及服務支付更高的價格。該研究也將檢查上述公司的市場力量對其他企業（例如應
用程式開發商）的影響，這些企業係依賴Apple或Google並透過手機向客戶推銷其產品。

• 除此之外，CMA正在建立新的數位市場部門，期望透過上述研究結果制定
未來的計畫，以及為數位市場建立新的促進競爭之監管制度。CMA

目前正在徵詢外界意見，並透過調查問卷蒐集應用程式開發者之意見。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針對Apple與Google於行動生態系之
市場力是否損害用戶與其他業者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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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報導，美國眾議院民主黨議員擬提出5項反托拉斯修正草案，
旨在改革Apple、Amazon、Facebook及Google等大型數位平臺的商業模式，並減少大型企業併購。在
此之前，眾議院司法反壟斷小組委員會曾對上述4家公司進行為期 16 個月的調查，並由民主黨議員於
2020年秋季發布近 450 頁的調查報告。儘管在小組委員會中仍存在分歧，部分共和黨議員亦認同應透過
反托拉斯改革限縮大型科技公司的權力。

• 該5項反托拉斯修正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1. 禁止平臺營運具利益衝突之業務；
2. 禁止大型平臺給予旗下產品特殊待遇（相較其他依賴該平臺的產品競爭對手）；
3. 提高大型平臺的併購門檻；
4. 提高企業收購的申請費；要求平臺允許使用者於不同平臺間轉移個人數據。

• 該草案仍可能進行大幅修正，目前尚未得知法案將於何時推出。

• 韓國國會科學技術情報放送通訊委員會於2021年6月28日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決議修正《電信事業
法》，以阻止Google強制適用「應用程式內購買（In-App Purchases, IAP）政策」，後續除收集業界團
體與相關組織的意見，亦擬於2021年7月12日至14日召開第二次協調會議確立調整方案。

• Google擬於2021年10月1日起強制實施IAP政策，未來在Google Play上架的應用程式僅能提供用戶以
Google Play支付系統結帳，不得另外提供其他付款機制，同時Google將對應用程式開發者抽取每筆消費
15%至30%的佣金。

韓國國會將通過修法阻止Google應用程式內購買（IAP）政策

美國民主黨提出反托拉斯法修正草案，Apple、Amazon、Facebook及Google將
受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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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路安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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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於2021年6月23日宣布成立聯合網路單位（Joint Cyber Unit），以因應歐盟成員國遭受的
大規模網路攻擊。聯合網路單位將與其他歐盟機構分開運作，在發生跨國大範圍網安事件時
才會介入，作為歐盟與成員國間的協調中心，進行資源與通訊聯繫並擬定聯合應對計畫。

• 聯合網路單位辦公室將設置於歐盟網路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ENISA）布魯塞爾分支下，ENISA將與當地的歐盟緊急應變組織團隊一同協助聯合網路單位
的籌備，規劃於2022年6月30日前進入營運階段，並在2023年6月30日前獨立運作。

• 歐盟表示，新機構的成立資金將由數位歐洲計畫（Digital Europe Programme）提供，用於設
立實體及虛擬平臺，以建構、維護安全通訊渠道並提高偵測能力，而成員國發展網路防禦能
力之資金則預計由歐盟防禦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撥出。

歐盟宣布設立聯合網路單位應對大規模網安事件

• 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及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旗下網路安全暨基礎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
於2021年5月10日共同發布「5G基礎設施潛在威脅媒介（The Potential Threat Vectors to 5G

Infrastructure）」分析報告，以辨認及評估5G應用風險與漏洞，並呼籲國家5G利益相關者
制定綜合解決方案。

• 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於2021年1月19日發布「國家安全5G戰略（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5G）」，指
導「長期安全框架（Enduring Security Framework, ESF）」跨領域工作小組評估網路安全風
險，並確定5G能力和基礎設施核心安全之工作準則。

• ESF研析5G之三大威脅媒介－政策標準、供應鏈及系統架構，包含對5G環境的已知潛在威
脅綜整、可能採用5G的示範場景及對5G核心技術的風險評估。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及美國網路安全暨基
礎安全局（CISA）共同發布「5G基礎設施潛在威脅媒介」分析報告



Google同意在歐盟的Android設備上免費提供競爭對手的
搜尋引擎，以確保公平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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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歐盟反壟斷監管機關對Google不公平使用Android設備鞏固其搜尋引擎之
主導地位，處以42.4億歐元（約新臺幣1,434.21億元）罰鍰。如今迫於競爭對手
壓力，未來Google將允許其競爭對手在歐盟Android設備上免費成為預設的搜尋
引擎。這項改變預計於2021年9月生效，Google將增加螢幕上顯示之搜尋服務提
供者數量。

• 對此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表示，在Google競爭對手提出不公
平競爭的擔憂後，EC已與Google討論可能的改變，並補充稱此為積極正向的發
展。Google表示，依據網路分析平臺StatCounter之資料統計，歐盟各國，包括
Google在內共有5個最受歡迎的搜尋引擎，未來將以隨機順序出現在螢幕最上方，
螢幕最下方則至多顯示7個搜尋引擎。

圖片來源：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google-says-rival-search-engines-

can-appear-android-devices-europe-free-2021-06-08/

• 此前， Google 僅允許 4 個競爭對手於
Android螢幕上顯示，且此4個競爭對手是
由每個歐盟成員國在個別拍賣中選出。搜
尋引擎業者Ecosia表示，未來搜尋服務提
供者有機會憑自身產品之吸引力，在
Android市場獲得更為公平的競爭，而非被
壟斷行為拒之門外。



英國政府資助6項交通領域之5G創新應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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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米德蘭滋5G（West Midlands 5G, WM5G）」試驗計畫和西米
德蘭茲運輸（Transport for West Midlands, TfWM）機關為西米德蘭
滋聯合管理局（West Midlands Combined authority）的一部分，已
合作為 5G 創新開發和佈署提供160萬英鎊（約新臺幣6,271.37萬元）
資金，資助6項以5G探索交通領域之創新計畫，旨在透過5G改善
西米德蘭茲郡的乘客體驗、道路管理及壅塞交通。

1. 5GER計畫：開發英國首個5G智慧火車站機器人，該機器人可與人互動，並為乘客提供資訊，以提高
乘客對車站的信心。

2. Occupancy計畫：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後，管理車站和大眾運輸工具的乘客人數，是提高乘
客對大眾運輸工具信心之重要工作。此計畫係利用5G網路和影音數據學習，以提高公車的承載率並減
少過度擁擠情形。此計畫最初係透過公車執行，未來可能擴展至電車和鐵路等其他服務。

3. CAT計畫：新型超輕軌（Very Light Rail, VLR）車輛具有巨大潛力，可以透過輕質、節能的鐵路旅行
來增加城市間交通。此計畫正在探索5G如何透過實時（Real-time）應用提高自動駕駛汽車的安全性。

4. TRAVEL XR計畫：尋求使用5G更高效能的攝影數據處理和定位精確度改進現今的導航操作系統，並
提供穿戴裝置、攝影鏡頭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感測器，以改善人行道行人的安全性。此
計畫欲在車站內對弱勢乘客提供微引導，以提高乘客安全和體驗。

5. POLY TRACK計畫：使用5G的定位精確度和實時資料傳輸，透過安裝在車輛底盤的感測器，檢測電
車和軌道缺陷。這些感測器幫助操作員識別並確保在缺陷惡化前對軌道進行維護，有助於改善安全和
維護。

6. HPOMS計畫：旨在開發攝影系統，藉由5G實現高功率和近乎瞬間的影像處理，觸發適當的警報，提
高乘客安全並降低營運成本。

受資助的6個計畫



歐盟執委會（EC）提出歐洲數位身份框架，以可靠且
安全的方式共享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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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於2021年6月3日提出「歐洲數
位身份框架（Framework for a European Digital Identity）」，適用所有歐
盟公民、居民與企業。歐盟成員國將向其公民與企業提供數位錢包，以
此將國民的數位身份與其他個人屬性的證明（例如：駕照、文憑、銀行
帳戶等）連結。數位錢包可由公家機關或私人實體提供，前提是獲得成
員國的認可。

「歐洲數位身份框架（Framework for a European Digital Identity）」

• 任何人皆可使用：任何想使用歐洲數位身份的歐盟公民、居民與企業皆可使用。

• 廣泛使用：歐洲數位身份錢包將被廣泛用作識別用戶或證明某些個人屬性的方式，以接取
整個歐盟的公共與私人數位服務。

• 用戶可控制其資料：歐洲數位身份錢包將使人們能夠選擇其與第三方共享身份、資料與證
明文件之情況，並追蹤此類共享情形。用戶控制可確保僅在確有實需時，才提供共享資訊。

• 為盡快實現此框架，EC邀請成員國在2022年9月前建立共同工具箱（Common Toolbox），
並立即開始必要的準備工作。該工具箱應包括最佳實踐之技術架構、標準與指南。在立法
程序的同時，EC也將與成員國以及私部門就歐洲數位身份技術進行合作。

歐洲數位身份的精神包含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發布上網習慣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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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於2021年6

月9日發布英國上網習慣年度報告《2021年線上國家（Online

Nation 2021）》，調查結果顯示2020年英國民眾在通訊、娛樂、
文化、零售、工作和教育等方面，較過去更常以線上方式進行。

• 2020年英國成年人在桌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花
費的時間多於歐洲其他國家，且每天上網時數逾3個半小時，較
德國和法國多1個小時以上、較西班牙多30分鐘。

應用程式花費

• 英國民眾在行動應用

程式花費近24.5億英

鎊（約新臺幣964.14

億 元 ） ， 其 中 以

Tinder 、 Disney+ 、

YouTube和Netflix位

居前幾名。

線上購物

• 由 於 新 冠 病 毒

（COVID-19）疫情

影響，2020年英國線

上購物銷售額成長

48%，達近 1,130億

英鎊（約新臺幣4兆

4,468.64億元）。

• 尤以食品和飲料零售

商的線上商店銷售額

漲幅最大；

• 另民眾對居家裝修興

趣增加。

線上約會服務

• 約1/8的線上成年人

和超過1/5的 15至34

歲民眾表示，在2020

年春季封鎖前曾使用

線上交友服務。

• Tinder是英國年輕人

中最受歡迎的線上約

會應用程式；Plenty

of Fish則在45至54歲

年齡層最受歡迎。

• 惟封鎖導致交友詐騙

增加，遭詐騙損失增

加12%。

社群網路

• 幾乎所有英國成年網

際網路用戶都在使用

社群影音網站和應用

程式，且年輕人是社

群影音平臺的重度使

用者。

• 另外，TikTok用戶在

疫情期間大幅成長，

英國成年訪客數從

2019年9月的300萬增

至2021年3月的1,400

萬。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ARCEP）公布2020年法國電
信市場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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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國 電 信 與 郵 政 監 理 機 關 （ 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ARCEP）於2021年5月
26日發布法國電信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20年為法國電信業者成
績斐然的一年。

用戶數變化

2020年是法國FTTH佈署之標竿年，佈建光纖到使用者家中數量達580萬戶，且至2020年
底，法國獲得FTTH服務的場所總數達2,420萬戶，創下紀錄。另外，超高速接取計畫
（Superfast Access Plans）的用戶數空前成長，2020年增加330萬戶（相比2019年增加240萬
戶），係因FttH用戶數增加，至2020年底已逾1,000萬戶。

營收變化
法國電信業者營收2020年出現10年來最小降幅（0.4%），下降主因為第一次封鎖期間行動
終端銷量下滑所致。若不包括終端銷售，僅計算電子通信服務營收則在2020年微幅成長
0.3%，係因固定（年增1.9%）和行動（年減1.7%）服務價格變化。

使用習慣

2020年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期間，消費者從根本上改變其在固定和行動網路上的使
用習慣。行動和固定語音通話大幅增加（分別年增17%和8%），而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數量則暴跌（年減16%）。同時，數據流量使用持續飆升，4G網路
的活躍用戶平均每月使用逾10 GB的流量。

投資額

電信業者之投資額（不包括競標5G頻譜支出）達115億歐元（約新臺幣3,885.16億元），年
增8.1%。若將競標5G頻率支出納入，2020年的投資額將達143億歐元（約新臺幣4,831.11億
元）。探究其因，投資額增加主要是電信業者佈建光纖到戶（Fiber to the Home, FTTH）投
資增加及佈署5G網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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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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d32678@tier.org.tw

mailto:nancyG@ncc.gov.tw
mailto:d32678@tie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