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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電子使用6G THz頻段達成100公尺的無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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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LG電子於2021年8月19日宣布利用6G THz頻段在室外成功收發100公尺的無線資料。
THz無線收發技術是透過100GHz和10THz內的THz頻段，實現每秒1Tb超高速資料傳輸
技術，係滿足6G需求之關鍵技術。

LG電子繼2019年與韓國科學
技術院攜手成立「LG-KAIST

6G研究中心」後，2021年初
又加強與全球無線通訊測試
設 備 製 造 商 Keysight

Technologies的合作，加速
6G技術開發。

6G THz頻段在天線收發信號的
過程中，頻率範圍短、功率耗
損嚴重，為6G THz技術落地最
大困難。

而LG電子和歐洲應用科學研究
機構Fraunhofer共同開發出一款
可於6G THz頻段穩定輸出通信
信號的功率放大器。

圖片來源：Unsplash、Flaticon

相較於5G，6G技術能達成更
快的無線傳輸速率和低延遲、
高可靠的通信支援，被視為實
現人、物、空間更緊密連接之
萬物智慧型網路（AIoE）的
方法。

6G技術預計於
• 2025年開始討論標準化
• 2029年實現商業化



5G頻譜整備、頻譜交易議題

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TIA）發布2020年《商業頻譜加強法案（CSEA）》年度進度報告

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TIA）於2021年8月16日，依據《商業頻譜加強法案（Commercial Spectrum Enhancement 

Act, CSEA）》，發布2020年1710-1755MHz、1695-1710MHz與1755-1780MHz頻譜重整暨頻譜共用進度報告。內容說明
各聯邦機構之頻譜重整進度、系統移轉評估成本、頻譜重整基金（Spectrum Relocation Fund, SRF）實支金額。

頻段
完成頻譜重
整機構數

未完成頻譜
重整機構數

預計完成時間 2020年SRF支出金額 SRF累計支出金額

1710-1755MHz 10

2

（美國國土安全部、
美國能源部）

美國國土安全部：
2021年

美國能源部：
2023年

100萬美元
（約新臺幣2,957.8萬元）

13.6億美元
（約新臺幣402.26億元）

1695-1710MHz 3 - -
7,300萬美元

（約新臺幣21.59億元）
2.21億美元

（約新臺幣65.36億元）

1755-1780MHz 6 7 2025年
3.03億美元

（約新臺幣89.62億元）
18.3億美元

（約新臺幣541.27億元）

澳洲電信業者TPG Telecom收購Dense Air 3.6GHz頻段的額外5G頻譜

TPG
Telecom

TPG Telecom於2021年8月2日向Dense Air收購3.6GHz頻段，同時銷售轉讓其2.6GHz頻譜執照， TPG目標在2021年年底前，
於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阿德萊德、珀斯和坎培拉等城市達到85%的5G人口涵蓋率。

Dense 
Air

3.6GHz頻譜

2.6GHz頻譜

項目 阿德萊德 布里斯本 坎培拉 墨爾本 珀斯 雪梨

收購取得
之頻寬

30MHz 35MHz 35MHz 5MHz 35MHz 5MHz

總持有頻寬 90MHz 95MHz 95MHz 65MHz 95MHz 65MHz

TPG於各城市中3.6GHz頻段持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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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太空技術與衛星應用發展

英國政府推行太空技術Serapis框架

⚫ 英國政府推行太空技術Serapis框架，以廣納小型公司與研究工作者參與國防航太計畫。該框架由英國國防
科學與技術實驗室（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 Dstl）管理，有效期間至2025年7月，執行
項目包含感測器、地面衛星站與太空衛星站、人工智慧及仿真模擬。
➢ 英國通訊設備開發商Roke Manor負責感測器與資料分析項目，包括重力和生物識別感測，並開發用於情報、

監視、目標取得及偵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Target Acquisition and Reconnaissance, ISTAR）的創新技術。
➢ 英國網路解決方案公司BAE Systems Applied Intelligence負責管理太空系統，包含基礎研究、太空應用、

太空設備與子系統之設計與製造、太空發射、衛星運行與衛星地面站。
➢ 英國國防技術公司QinetiQ負責新指令的開發、測試評估及管理系統，以改善決策之形成，並著眼於軍民用

通訊基礎設施的創新概念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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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arsat發布「ORCHESTRA」未來通訊網路，整合GEO、LEO 衛星和5G通訊

⚫ 國際航海衛星通訊公司Inmarsat於2021年7月29日發布其未來通訊網路「ORCHESTRA」，以無縫整合
（seamless integration）其現有地球同步衛星（geosynchronous satellite, GEO）平臺與175個低軌道（Low 

Earth Orbit, LEO）衛星及地面5G行動寬頻之連結。
⚫ ORCHESTRA透過動態網狀網路（dynamic mesh network），整合既有及新發射GEO衛星、自身開發的LEO

衛星與地面5G網路，為海上船艦、飛機、國防偏遠地區部隊、能源鑽井平臺等提供服務。Inmarsat的GEO衛
星（GX頻段及L頻段）可提供全球涵蓋、安全性及使用彈性，可將地面上港口、機場及通海運河等5G熱點
提升至超高容量，LEO衛星群更可在航班飛行航線等高需求區域中提供更高容量與更低延遲之服務。

⚫ ORCHESTRA首5年（2021至2026年）總投資額將達1億美元（約新臺幣27.95億元），初期佈建措施包含建
置地面傳輸網路、航廈與港口及LEO測試衛星，預計於2022年後半年開始佈建。



太空衛星目前面臨之困境

太空中半數以上的衛星碰撞都源自於Starlink

⚫ RTL Nieuws報導，根據觀察目前太空中所有衛星間的密切接觸，半數以上都來自美國民
營航太公司SpaceX的Starlink衛星。太空碎片研究員Hugh Lewis表示，每週Starlink衛星
運行過程會接近太空中其他物體約1,600次，且在其中500個案例，Starlink衛星與其他物
體間距少於一公里。

⚫ 太空碎片研究員Hugh Lewis認為，未來太空中衛星間有9成的接觸機會與Starlink衛星有關。
太空中的衛星碰撞難以避免，碰撞過程會消耗大量能量，若要避免碰撞情形發生，必須
依靠人類來評估及計算太空中兩物體間相互碰撞發生的機率。目前，Starlink衛星安裝一
個偵測系統，如果太空中其他物體在一定距離內靠近Starlink衛星，該系統會自動改變航
向。然而Hugh Lewis也提及該系統可能導致其他問題發生，如任意改變衛星航向會使太
空中其他衛星更難確定該如何避開Starlink衛星。

⚫ 近年來許多衛星服務公司都在開發大型衛星系統（如Starlink），使得天文學家越來越關
注這些系統可能導致的光污染。SpaceX於2019年發射第一顆Starlink衛星後便與天文學家
合作，透過減少衛星對太陽光的反射來降低光汙染造成的負面影響。

圖片來源： flaticon 6



5G佈建發展情況

英國政府啟動「水中光纖計畫」，加速推動高速寬頻與行動涵蓋

⚫ 英國政府於2021年8月9日宣布啟動為期3年的「水中光纖計畫」，透過測試光纖寬頻電纜接入水管，
加速推動偏遠地區寬頻與行動訊號涵蓋，改善英國公共供水系統漏水問題。其提供400萬英鎊（約新
臺幣8,027.12萬元）資金，供開發者針對如何於不開挖路面之前提下，以更快、更具成本效益之方式，
將光纖電纜連接至家庭、企業和行動桅杆進行實證。預估該計畫可彌補8成的新Gigabit寬頻網路建設
成本，幫助其提升偏遠地區寬頻水準，及於偏遠地區導入4G訊號

⚫ 英國政府已於計畫發表當日發起競賽以選定計畫執行者，預計於2024年3月結束該計畫，並規劃於計
畫最後一年在全國進行相關實證，且為推動下一代寬頻推出，已允許寬頻業者於電線桿架設寬頻電纜，
及考慮開放寬頻業者使用電力、天然氣、下水道網路等超過100萬公里的地下公用設施管道

日本電信業者NTT宣布推出首個可於全球使用的專用5G網路即服務（NaaS）平臺

⚫ 日本電信業者NTT集團於2021年8月11日宣布推出「NTT專用5G平臺（NTT P5G）」，並稱其為第一
個可於全球使用的專用LTE與5G網路即服務（NaaS）平臺。

⚫ 根據NTT集團的介紹，NTT P5G提供單一端對端管理、服務創建平臺、安全保護、裝置與邊緣管理、
應用開發、大數據分析以及後臺整合等服務與功能。由於NTT P5G採雲端原生構建，使用者可透過雲
端、本地或邊緣使用該平臺進行傳輸。同時，因該平臺擁有眾多先進網路與軟體，企業使用者能更靈
活地保護、擴展與分割網路。另外，藉申請專利中的微型切片技術，NTT P5G也支援關鍵任務應用程
式使用專用5G之優勢。

7圖片來源：Flaticon



5G獨立組網技術發展情況

新加坡電信（Singtel）推出多個5G獨立組網技術新案例

新加坡電信（Singtel）在2021年8月30日舉辦的「用5G為新加坡加油」活動上推出多個5G獨立組網（SA）
技術應用案例：

⚫ 5G遙控賽車：與實景虛擬（RV）賽車平臺Formula Square合作，在聖淘沙提供沉浸式、無延遲5G遙控賽車體驗。

⚫ 4K直播串流：與聖淘沙海洋館合作，在無人快閃零售店UNBOXED提供新加坡首個4K解析度水下5G直播。

⚫ 提升藝術與文化體驗：與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及濱海藝術中心合作，提供5G文化藝術體驗，使更多人在安全距離
措施下與當地藝術家和表演者近距離接觸。

⚫ 共創混合工作未來：結合三星設備和Zoom雲端視訊會議軟體，推出生產力資料通行證計畫，使客戶能與家人和
同事順暢、無延遲連線，並輕鬆設置虛擬工作站。

新加坡電信還展示了5G如何推動產業數位化，提升企業生產力及經營效率，其中多接取邊緣運算（MEC）為
關鍵基礎設施，可實現如工廠和智慧城市規劃中的即時資產追蹤、自動品質檢測等企業應用關鍵任務。此外，
新加坡電信與Ericsson及全球產業合作夥伴簽署瞭解備忘錄，以共同在新加坡開發和佈署先進的5G企業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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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和三井物產（Mitsui）成功實現全球首個5G獨立組網動態頻譜存取系統

⚫ Sony集團與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2021年8月11日共同宣布雙方在5G獨立組網（SA）環境中，成功實現
全球首個5G SA動態頻譜存取（DSA）系統，且雙方已簽訂瞭解備忘錄合作研究該技術的商業潛力及如
何以其有效運用頻譜資源。

⚫ DSA技術以實時資源管理資料庫集中管理無線電頻率，取代傳統單獨管理各頻段的方式，可將閒置的
頻段提供給新業者或用戶使用，同時可確保既有業者網路及其用戶免受有害干擾，透過優化頻率資源使
用，可望解決Wi-Fi與5G技術創新帶動產業應用導致數據流量遽增的問題。美國及歐洲部分國家已採用
DSA技術在特定區域或基礎設施分配4G、5G頻譜，蔚然成為全球趨勢。

圖片來源：Flaticon



5G市場議題

亞洲電信業者公布2021年第2季5G佈建成果

• 近期亞洲電信業者陸續發布第二季5G佈建成果，截至2021年6月，中國大陸5G用戶數共3.62億，每月行動用戶平均收入
（ARPU）人民幣52.2元（約新臺幣335元），較去年成長3.8%。市場調查公司Juniper Research也預測，隨著中國大陸與
韓國等亞洲電信業者5G成本下降，將促使全球5G連結數從2021年的3.1億成長至2026年的32億，亞太地區5G連結數占比
將超過全球的60%。

• 截至2021年6月5G用戶數共
1.27億。

• 共佈建50.1萬個5G基地臺。
• 上半年營收為人民幣4,436億

元（約新臺幣2.84兆元），較
去年成長13.8% 。

• 截至2021年6月5G用戶數
共1.31億。

• 5G普及率為36.2% 。
• 5G ARPU為人民幣88.9元

（約新臺幣571元）。

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 韓國KT 韓國SKT

• 截至2021年6月，5G用戶
數為501萬，較去年成長
61萬戶。

• 5G用戶數2021年自3月底
的674萬成長至770萬。

Omdia預測2021年底5G智慧型手機市占率將達43%

市場調查機構Omdia預測5G智慧型手機市場：
• 2021年5G智慧型手機市占率將達43%，較2020年的19%成長超過1倍。
• 因應高階智慧型手機需求穩定增長，2021年定價超過751美元（約新臺幣2.1萬元）的手機出貨量將首次超過2億臺。
• 2021年支援Sub-6GHz頻段的5G智慧型手機將占81%，同時支援毫米波與Sub-6GHz頻段之手機占19% 。
• 隨著亞洲與中國大陸佈署毫米波服務，2022年支援毫米波的5G智慧型手機將占5G智慧型手機總出貨量32%。

日本總務省發布「確保行動裝置設備順暢流通與利用指導方針」修正案與「促進eSIM卡服務指導方針」

• 為集中、專門與技術性檢討促進消費者順利轉換電信業者之相關措施，總務省於2020年11月成立「轉換平順化專案小
組」，修訂2017年制定的「確保行動裝置設備順暢流通與利用指導方針」，規範禁止限制裝置流通與販賣、SIM卡鎖
定禁止原則與SIM卡鎖定例外狀況之應對。

• 制定「促進eSIM卡服務指導方針」，內含妨礙變更電信業者行為之禁止規定、促進eSIM服務時所需留意事項。
• 「確保行動裝置設備順暢流通與利用指導方針」已完成公眾意見徵詢，並於2021年10月1日起適用，「促進eSIM卡服
務指導方針」則將視情況再行必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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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會發布施政檢討報告，

韓國國會立法調査處（국회입법조사처）發布《2021年國政監察焦點分析報告》指出，政府
須積極介入付費電視產業（包括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與IPTV）的頻道授權爭議，除應針對頻
道訊號中斷，討論付費電視業者對消費者的損害賠償問題，亦應防止業者於內容供應後始進
行授權契約協商的慣例，發生損及中小型內容業者權益之情形。

由於頻道綑綁授權模式，付費電視業者與頻道業者常因收益無法公平分配產生爭議，倘因協
商破裂而導致訊號中斷，將損及消費者權益。

MSIT與KCC雖已成立「電視頻道價值評估改善協議會」，但韓國國會立法調查處認為，主管
機關應更積極作為，具體建議包括：調解或仲裁業者間爭議；調查付費電視產業是否有不公
平或違法行為；針對付費電視內容授權現況進行調查，並制定改善方案；訊號中斷時，付費
電視業者須對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外，針對頻道內容授權續約時，先提供內容再進行授權協商的慣例，韓國國會立法調查處
建議主管機關除考量消費者收視權，同時亦應確保業者落實自主且公平協商的原則，必要時
介入市場，糾正市場反競爭行為。

建議政府積極介入付費電視頻道授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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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MSIT附條件批准衛星廣播電視業者KT skylife收購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現代HCN

韓國衛星廣播電視業者KT skylife於2020年10月13日收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現代HCN，並於2020年
11月6日依《電信事業法》、《放送法》等法規提出持股變更、所有權變更等申請。韓國MSIT與
KFTC協商，並諮詢各領域專家、利害關係人及其他政府部門，最終分別從電信、廣播電視領域提
出附加條件，有條件地批准該併購案。

電信領域 廣播電視領域

其阻礙基礎電信事業公
平競爭或傷害用戶利益
皆未達必須禁止的程度。

併購後將強化KT的競爭
力，因此提出包括提供
其他業者綑綁服務套裝
商品、禁止不當強迫或
誘使有線電視用戶轉換
服務等附加條件。

考量OTT等網路媒體影響，韓國付費電視
業者實有提升競爭力之必要，且該併購案
對業者公共責任、公正性、公益性以及觀
眾權益保障等方面皆未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為強化地方發展、公平競爭、保護觀眾權
益、促進廣電媒體業發展等，提出包括充
實地方頻道、提高KT與頻道業者間授權契
約的透明性，制定並履行如互動內容、實
感內容等多元內容投資計畫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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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影音服務監理

14

英國 DCMS發布《線上影音分享平臺如何保障用戶避免傷害性內容》調查報告

• 英國DCMS委託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 EY）進行研調，發布《線上影音分享
平臺如何保障用戶避免傷害性內容》報告，旨在研析線上影音分享平臺現狀，以及相關產業發展與創新。

• 該報告指出，線上影音分享平臺為保護用戶免受傷害性內容侵擾所採取的措施不盡相同，具體措施包括社
群準則、年齡驗證、家長控制權、內容審核、用戶標記違規內容等機制，同時亦有平臺發布透明度報告，
以揭露平臺內容治理的相關資訊。惟研究單位建議，與其關注個別措施，不如進行風險評估，以確保所採
取的措施能確實解決平臺上的具體風險。

• 此外，線上影音分享平臺業者也指出，監理規範的複雜性或對其理解程度曾是有效保護用戶最大的障礙，
而如今變化的用戶期待亦在平臺採取保護措施時成為關鍵影響因素；反之，用戶因媒體素養提升，而期待
平臺積極保障線上安全的輿論，將激勵平臺業者進一步投資，加強線上安全。。

英國政府將針對隨選視訊（VoD）服務之監理政策進行公眾諮詢

• 為公平監理傳統廣播電視服務與隨選視訊（video-on-demand, VoD）服務，英國政府於2021年8月31日針對
隨選視訊服務之監理政策進行公眾諮詢，具體諮詢內容包括對隨選視訊服務的監理標準，同時也針對
Netflix與Apple TV+等隨選視訊服務是否應列入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管轄範圍提問。

• 根據Ofcom的統計資料，英國家戶訂閱隨選視訊服務的數量於2014年至2020年間成長350 %，惟對隨選視
訊服務的監理強度卻與傳統廣播電視不一致，其不受《英國廣播電視管理規則（Broadcasting Code）》約
束，因此在有害內容、內容正確性、公平性、隱私及未成年內容監管等規範較為不足。

• 本次公眾諮詢將於2021年10月26日截止，並擬於秋季發布的《廣播電視白皮書（Broadcasting White 

Paper）》公布諮詢結果。



澳洲 ACCC要求立法監理Apple與Google在應用程式（App）市場中的主導性

應用程式發行平臺監理

15

美參議員聯合提出《應用程式開放市場法案》

• 為制衡Apple、Google等科技巨頭在檢索、廣告及社群媒體等行動通訊市場的影響力，美參議員聯合提出
《應用程式開放市場法案（Open App Markets Act）》，旨在監理應用程式商店（App Store）營運及其
對App開發商的規範，促進商業競爭及消費者保護，並處理應用程式內支付（in-app payments）等議題。

• 《應用程式開放市場法案》主要禁止強迫應用程式開發商使用App商店或支付系統，並要求這些科技公司
保障關於應用程式開發商可公告降價且提供具競爭力價格的權利，亦將允許Apple設備使用者於非官方
App Store內下載App。此外，該法案將要求主流App Store必須保護使用者隱私、資訊及使用安全，並避
免垃圾訊息或詐騙。

• 澳洲ACCC呼籲，為導正Apple與Google在應用程式（App）市場主導地位，除了商業競爭主管機關強力
介入之外，也需要設立新法規。

• 有鑑於國際法規及執法方式一致性與合作連結的重要性，ACCC持續與美國、歐洲、英國、亞洲有關當局
密切合作，並已針對Google與Apple在應用程式市場以及數位平臺在其他市場中的主導地位，進行強制調
查與訴訟。

• 即使澳洲政府於2021年3月通過《新聞媒體和數位平臺強制性議價準則（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澳洲司法機關仍在考慮實施更大範圍的監理改革，以應對主流數位平
臺「守門人」和「策略」的市場影響力。目前世界各國也已陸續提案立法，防止特定數位公司的市場主導
地位深化，並致力促進競爭，提升公平性與透明度。



數位時代下的媒體法規修正：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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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平衡數位平臺、媒體及創作者間的收入分配，加拿大文化遺產部（Minister of Canadian Heritage）公
布一份文件，旨在綜整記者協會、出版商、學術界、數位平臺等利害關係人對「數位平臺與新聞媒體公
平分享利潤」議題的初步觀點。

• 文化遺產部曾透過問卷方式，詢問各方利害關係人對於「透過強制法規與仲裁制度」或「強制數位平臺
給付財務貢獻創立獨立基金」等分潤方式的看法與偏好，並就上述兩種方式各應具備哪些標準與其他具
體要件、對利害關係人有何種影響、對加拿大線上新聞的適用問題等意見，進行諮詢。

• 該文件指出，多數意見認為，針對新聞產業收益日漸下滑，採取積極措施有其重要性。雖然政府應採取
何種方式解決問題仍未達共識，但已出現部分有助於政策擬定的參考意見。

• 文化遺產部將針對此份文件進行公眾諮詢，並於2021年9月15日截止。

新聞議價 加拿大政府針對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之分潤機制，展開公眾諮詢

• 社群媒體平臺和其他網路通訊服務雖在加拿大社會與經濟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成為煽動仇恨、宣揚暴
力與極端主義等非法活動的工具。加拿大政府為打擊此類網路有害內容，提出新的立法和監理框架，並向
民眾徵集建議。

• 新的立法和監理框架將訂立要求社群媒體平臺和其他網路通訊服務業者處理有害內容的規範，使其在打擊
網路有害內容方面更加負責和透明，該框架重點如下：
1. 監理對象；
2. 監理有害內容類型；
3. 受監理對象應遵循的規範與義務；
4. 成立兩個新監理機構和一個諮詢委員會負責執行、管理並監督新框架實行。

有害內容治理 加拿大擬立法監理網路有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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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發布數位新政實施成果與未來政策方向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發布數位新政實施成果
與政策新措施

數位新政為韓國國家創新計畫，於2020年7月14日啟動，旨在克服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造成之經濟危機
並加速數位轉型，以提高國家與產業競爭力。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於2021年7月22日發布數位新
政實施一年來的成果，及推進數位新政2.0之關鍵政策方向。

對數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
包含超大規模人工智慧
（hyperscale AI）、數據中
心、5G網路等，促進民間部
門團結合作。

Naver、LG、SKT與KT皆與學術界合作打造超大規模人工智慧，並進行大規模投資。

電信公司與網路服務提供者正建設大型數據中心，以滿足日益成長之數據與雲端需求。

SKT、KT及LG U+在2020年7月宣布一項價值25兆韓元的3年投資計畫，以佈署5G並合
作5G多重接取邊緣運算整合服務。

⚫ 數位新政2.0將根據目前之進展在全國與跨產業擴展，並聚焦於未來將引領全球市場之新產業。
➢ 政策方向：持續建設數據大壩（data dam）；對關鍵服務優先佈建5G專網，支持5G業務全球擴展。

⚫ 韓國政府預計在2021年下半年公布《促進5G整合服務策略（暫定）》，提出具體相關政策，並計劃從2022
年開始投資大量資金於引領未來數位化之關鍵技術，包括AI半導體、AI原創技術、6G行動通訊等。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提出實現韓國新政2.0之精準醫療軟體行動計畫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和相關部會於2021年8月12日提出精準醫療軟體行動計畫，擬打造韓國成為醫療領域
之領先國家。該行動計畫三大主軸如下：

MSIT將支持醫療機構雲端化改造，
透過Dr. Answer Clinic推動國內8家
醫療機構採用國產醫療AI軟體，並
逐步在全國佈署AI救護車。

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具體可見的成果

開 放 K-medical 數 據 大 壩 （ data

dam）和Dr. Answer平臺，協助開
發醫療AI軟體和改善醫療器具審核
流程之法規，以支持醫療AI軟體公
司發展。

打造全球級精準醫療軟體生態系

將Dr. Answer Pediatrics診斷罕見兒
科疾病的項目從2項增加至8項，並
提供傳染病、數位醫學和醫學
Metaverse技術AI解決方案。

準備下一代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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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強化數位經濟與智慧製造之新措施

19

新加坡與中國大陸透過跨境數位合作發展數位經濟新商機

新加坡與重慶之企業在2021年智慧中國博覽會上簽署瞭解備忘錄，在廣泛的產業領域推進跨境數位合作，包括
製造、貿易、物流及醫療保健等，藉此深化雙邊關係，促進雙方之間公司的合作與創新。

⚫ 亞洲日益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估計，2040年全球超過50%的GDP及40%的消費可能
來自亞洲。

⚫ 中國大陸是亞洲的主要推動力，而新加坡作為亞洲地區開放、可信任與互聯互通之數位樞紐，在連接中國大
陸與東南亞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021年上半年，重慶與包含東協成員國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國家貿易比去年同期增長26%。

⚫ 展望未來，中國大陸（重慶）與新加坡之策略性互聯互通示範行動，將持續成為中國大陸西部與東協之間更
廣泛合作之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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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挹注5,300萬英鎊的資金，擬透過數位製造技術提高競爭力

英國政府於2021年7月27日宣布，將挹注5,300萬英鎊（約新臺幣20.51億元）資金於新的數位製造研究中心和計畫，推動
最新的數位製造技術發展，協助供應鏈提高生產力。
⚫ 其中約2,500萬英鎊（約新臺幣9.67億元）投資於英國各地大學的5個研究中心，以加速尖端數位解決方案的開發，改

變許多產業的製造業務，包括：

⚫ 英國政府另透過舉辦數位供應鏈競賽，授予38個獲獎計畫共2,800萬英鎊（約新臺幣10.84億元）的資金，以支持開發
製造供應鏈，提高生產力和永續性的創新。

創建數位供應鏈，
依需求供應藥物，
並使臨床試驗更彈
性地運作。

數位藥物製造
研究中心

尋求消除採用機器
人技術的障礙，並
加速在製造業的廣
泛應用。

智慧協作工業
機器人研究中心

致力創建變形工廠，
可輕易重新調整生產
用途，以因應不斷變
化的市場需求。

連網工廠
研究中心

致力克服阻礙採用新材料
和製造工藝的技術挑戰，
以達永續性並協助實現淨
零排放。

材料智慧製造
研究中心

透過提高製造商的
數位知識和意識，
以實現最高水準的
生產力。

以人為本的
數位化研究中心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公布大數據調查結果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發布報告指出，2021年全球大數據和分析解決方案支出將達2,157億美元

根據國際數據資訊公司（ IDC）發布之最新《全球大數據與分析支出指導方針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

• 2021年全球大數據與商業分析（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BDA）解決方案支出將
達2,157億美元（約新臺幣6.01兆元），較2020年增加10.1%，預估2021至2025年之年均
複合成長率（CAGR）為12.8%。

產業

➢銀行、離散製造及專
業服務：占2021年所
有BDA支出的1/3。

➢連續製造、電信與政
府：支出近470億美
元（約新臺幣1.31兆
元）。

用途

➢服務：占2021年支出一半以
上。

➢軟體：其中將近一半用於終端
用戶查詢、報告與分析工具、
關聯式資料倉儲和非關聯式資
料分析儲存等3類應用程式；
其餘支出則分布在13種軟體類
別中。

地區

➢美國：2021年最大市場，支出超過1,100億
美元（約新臺幣3.07兆元）。

➢日本和中國大陸：支出預計分別達124億美
元（約新臺幣3,455.75億元）與119億美元
（約新臺幣3,316.41億元），為僅次於美國
的兩大市場。而中國大陸CAGR為20.1%，
預估未來將成為第2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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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違反個資隱私案例

21

Facebook因違反韓國個資法被裁罰64億韓元

視訊會議軟體Zoom以8,600萬美元與美國集體隱私訴訟和解

⚫ 2020年3月，美國境內付費用戶與免費用戶向加州北區的地方法院提起集體訴訟，指控Zoom與
Facebook、Google和LinkedIn共享個人數據，侵犯數百萬用戶的隱私，以及將其加密協議「傳
輸加密」誤導為端到端加密，意即Zoom可以接取會議的視訊與影音，會議參與者非唯一可解密
的通訊者，並指控Zoom未能阻止駭客加入視訊對話。Zoom已同意支付8,600萬美元（約新臺幣
24.05億元），以尋求和解。

⚫ 初步和解協議中包括一項條款，Zoom承諾對其員工進行數據處理與隱私方面的專業培訓，惟此
需得到美國加州San Jose地區法官之批准。若提議的協議獲得批准，參與集體訴訟的用戶有資格
退款15%的費用或25美元（約新臺幣699元），以較大者為主，而其他人最多可退款15美元（約
新臺幣419元）。自2020年4月起，Zoom展開大量工作，透過更新應用程式以實際解決安全與隱
私問題，包括引進端到端加密以及超過100項和隱私、安全與保護相關的功能。

⚫ 韓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개인정보보호위원회）於2021年8月25日召開第14次全體會議，針對
Facebook於2018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間，在未經使用者同意下蒐集個人臉部識別資料一事，裁罰
64.4億韓元（約新臺幣1.54億元），同時亦對Facebook違法蒐集使用者身分證字號等違法行為，
另處以2,600萬韓元（約新臺幣62.16萬元）罰款。此外，Netflix亦因未經使用者同意蒐集其個資，
遭罰款2.2億韓元（約新臺幣525.98萬元）；Google則因未具體明確告知使用者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程序，被委員會勸告、要求改善。

⚫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官員表示，希望透過此次裁罰能夠讓海外企業引以為戒，依法使用、蒐集使
用者個資。Facebook對此決議表示遺憾，但也強調其已修正服務條款，僅在獲得使用者許可的情
況下，才會蒐集其個人資料，使用者也擁有隨時關閉此項服務的權力。

圖片來源：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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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於2021年8月20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該法自2021年11月1日生效，並詳細規範有關數據收
集、使用與儲存之規定，其中包括要求在中國大陸之境外公司與組織須依此法處理數據。

⚫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24條規定品牌不得策劃針對個人特徵之行銷策略，必須提供消費者拒絕目標行銷之
選擇。擁有大量顧客個人資料的主要線上平臺必須建立由外部各方組成之獨立機構監督訊息處理方式，亦
須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制定數據保護政策，並定期發布數據保護措施報告（第58條）。關於臉
部識別系統，該法第26條規範在公共場所安裝圖像收集、個人身分識別設備，應設置顯著的標誌，且此類
數據收集與使用限於維護公共安全之目的。

⚫ 隱私權未來論壇（Future of Privacy Forum, FPF）發布之《新數據保護法：背景、
主體、關鍵規定》報告指出，《個人信息保護法》第39條適用移轉至中國大陸境
外之個人數據，透過移轉此數據至國外之前，對資料處理者賦加義務。透過中國
大陸境外公司處理數據，當滿足《個人信息保護法》第3條所列三種情形之一
者，即（1）提供中國大陸消費者產品或服務而處理數據之情形、（2）數據用以
分析或評估消費者的活動及（3）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亦適用本
法。

⚫ 該法之執法框架包括高達5%營業額之罰款，以及懲罰行為，例如命令停止處理
數據與沒收非法所得。依據該法第66條，若企業拒絕改正違規行為，可能處以最
高人民幣100萬元（約新台幣430.89萬元）罰款，對數據處理直接負責之違規員
工亦可能被處以人民幣1萬元（約新台幣4.31萬元）至10萬元（約新台幣43.09萬
元）罰款。另在情節嚴重的違規行為中，最高可罰款人民幣5千萬元（約新台幣
2.15億元）或公司上一財政年度5%營業額。

⚫ 國際隱私權專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IAPP）副
會長Omer Tene表示，《個人信息保護法》第40條要求將跨數據傳輸數據提交中
國大陸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進行安
全評估，且符合CAC所定義處理大量數據之組織需將數據儲存於中國大陸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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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調查：全球有超過1/3的企業經歷過勒索軟體攻擊或入侵

建立企業數據安全協議減緩內外部安全威脅

圖片來源：Unsplash

根據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調查顯示，過去12個月全世界超過1/3企業曾有
遭受勒索軟體攻擊或系統數據阻斷存取的經驗。

• 美國企業遭遇勒索軟體事件的發生機率（7%）相較全世界企業（37%）明顯較低。
• 製造業與金融業對於勒索軟體事件的揭露程度最高，而交通運輸、通訊、公共媒體

業的揭露程度則最低。
• 僅13%企業揭露遭勒索軟體攻擊及入侵，且未支付駭客贖金。
• 平均贖金支付額為近25萬美元（約新臺幣695.48萬元），但一些巨額贖金支付甚至

超過100萬美元（約新臺幣2,781.90萬元），遠高於贖金平均值。

另發現大幅提升勒索軟體事件認知度，有助於企業採取各種網路安全行動措施。同時，現階段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程度較高的企業，面臨勒索軟體攻擊事件的機會較低。

根據2020年供應鏈管理調查研究（2020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Survey），幾乎每家企業在過去一年
多皆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的影響，且大部分與供應鏈相關，反映企業供應鏈的弱點、缺乏處理供應鏈
中斷的能力等問題，也揭示供應鏈管理議題已成為企業風險管理的關鍵任務。

審慎考慮供應鏈網路安全風險對企業而言至關重要，考量數據的流量、分
布及多樣化等特性，企業可透過以下4種供應鏈風險管理方法應對：
• 透過第三方機構認證降低內外部威脅風險。
• 在所有契約中建立明確的網路安全條件及數據安全協議。
• 嚴格審核與監測第三方合作機構可接取的網路。
• 與產業界和政府監理機構合作共享網路安全威脅情資，以滿足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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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推出「Cyber Runway」計畫，以激發網路產業的成長浪潮

MSIT宣布強化應對勒索軟體措施，支持數位化轉型與新型交易

• 為確保全國各地的企業與個人皆能從中受益，英國政府於2021年8月合作推出
「Cyber Runway」計畫，旨在提供至少160個組織與公司6個月培訓課程，包
含產品開發、社群活動、國際貿易、安全投資等，並協助將相關想法商業化。

• 英國政府預期透過該計畫，使創新的網路新創企業、小型企業與規模化企業
（scaleups）受益，協助其展開業務，亦有助於解決成長障礙、增加投資、為
公司提供重要支持、幫助公司業務提升至新的水準。該計畫亦支持來自不同背
景的創始人與創新者，如女性、黑人、亞洲與少數族裔。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為提升面對勒索軟體的應變能力與支持數位轉型政策，協同
相關部會著手訂定「加強勒索軟體應變措施」，裨益加強基礎設施及中小企業網路安全。
⚫ 國家重要基礎設施、企業及國民主動實施預防佈署
➢ 建立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管理體系：擴大基礎設施計畫，如於主要資通訊基礎設施中增加流程控制系統和自動控制系統，

並賦予其制定和實施資訊保護措施的義務、擴大對基礎設施的緊急檢測和模擬訓練、要求對基礎設施進行實地檢查和改
善弱點等。

➢ 強化中小企業安全能力：提出「資料備份計畫」，透過「資料保險庫」的應用，支援系統資料備份、資料加密和資料恢
復的功能。

➢ 提高公眾對勒索軟體的防護力：計劃透過線上及線下持續宣傳預防勒索軟體準則。
⚫ 資訊共享、損害支援及支持包括調查事故的應變週期：政府規劃和公眾的網路威脅資訊共享系統將與醫療、金融等領域

的資訊共享分析中心對接，並擴大製造、流通等領域企業參與網路威脅資訊共享系統，蒐集與共享國際資訊。
⚫ 針對持續演變的勒索軟體增強核心應變能力：採行保護核心技術，打造網路安全生態系，擴大投資開發勒索軟體偵測技

術與修復技術。

韓國政府將頒布「網路安全基本法（暫定）（（가칭）사이버보안기본법）」，為公共與民間部門建構系統化的
網路安全法律制度。

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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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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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