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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務省發布「2021年度Beyond 5G推進戰略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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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總務省於2020年6月發布「Beyond 5G推進戰略：邁向6G的藍圖」後，在「全球優先」、
「打造產生創新的生態系」及「資源集中」的基本方針下，推動「研發戰略」、「智慧財產、標
準化戰略」和「推展戰略」三大策略，每年公布進度報告，並於必要時進行修訂。2022年3月17日，
總務省將2021年度執行情形統整且公告於「2021年度Beyond 5G推進戰略進度報告（「Beyond 5G

推進戦略プログレスレポート2021」）」。

「研發戰略」下已成立「Beyond 5G推進聯盟」與「Beyond 5G新經營中心」探討
Beyond 5G的願景與技術課題，活絡產官學界活動，而國家級「Beyond 5G研發促進
事業」也開始針對基礎技術展開公眾募集型研發活動。總務省將根據「Beyond 5G推
進聯盟」探討情形深化研發戰略，預計2022年6月完成統整「邁向Beyond 5G之資通
信技術戰略」。

「智慧財產、標準化戰略」方面，「Beyond 5G推進聯盟」編寫Beyond 5G白皮書，
根據不同產業對未來應用案例的提案，彙整Beyond 5G性能要件，以利日本參與國際
標準化活動時，能領導國際標準訂定。而為有效透過公私合作推動標準化，取得關鍵
專利，「Beyond 5G新經營中心」也成立特別小組共享與分析民間論壇標準活動情形，
同時推動建構與活用智慧財產資訊（intellectual property landscape）。

在「推展戰略」上，總務省考量4G與5G網路為導入Beyond 5G之基礎，故至2025年間
的早期措施階段，根據電信業者建設進度重新檢討整備計畫，並運用稅制與補助金等
措施，持續促進包含Local 5G在內的5G網路環境。制度面也配合重新檢討頻率指配
與技術基準，推動基礎設施共用，建立條件不利地區之光纖補助制度，以期透過組合
各項支援措施進一步加速日本5G環境整備，實現數位田園都市國家構想目標。

研發戰略

智慧財產、
標準化戰略

推展戰略



日本總務省發布「數位田園都市國家基礎設施整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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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務省於2022年3月29日發布「數位田園都市國家基礎設施整備計畫」，提出光纖、5G、資料中
心與海纜、B5G（6G）基礎設施整備藍圖，詳述如下：

目標為2027年度前達到99.9%住戶涵蓋
率，具體措施為透過「普及服務補助
金」補助網路建設條件不足地區整備光
纖及維運管理。

預計分兩階段提升5G環境，第一階段將整備全國
4G及5G主基地臺，第二階段則將於各地方建置
子基地臺。具體措施包括將5G中途接收基地臺制
度化；藉補助金於網路建設條件不足區域進行5G

整備；增加行動電話使用頻寬至現行的 3倍
（9GHz），並釋出新的5G頻段，同時規劃於
2022年初指配2.3GHz頻段；促進基礎設施共用，
含補助金、將可建置基地臺的設施資訊彙整為數
據庫共享等。

規劃費時約5年整備10處地方據點建置
資料中心，並最多整備5至7處建置大型
資料中心。同時，規劃費時約3年整備
日本周邊海纜，以及將海纜登陸站分散
至地方。

規劃於2025年大阪關西萬國博覽會後，陸續推動
通信基礎設施超高速化與省電化、陸海空通信連
結範圍擴展、安全及高信賴度的通信環境等相關
技術開發成果於社會實際運用及國際標準化，目
標為確保取得10%以上的必要專利及約30%全球
市場。

光纖 5G

資料中心
與海纜

B5G

（6G）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ARCEP）發布新措施促進5G頻譜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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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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5日宣布兩項新措施，
以促進產業製造商與地方政府、學校和研究單位等垂直使用者接取5G

頻譜。

開放3.8-4.0GHz頻段申請

產業製造商、物流商，或能源、衛生
和智慧城市等領域業者，可於2022年
12月31日前提出申請，在為期三年的
計畫內獲取至多100MHz的頻寬用於
5G創新試驗。由於3.8-4.0GHz頻段與
5G核心頻段3.4-3.8GHz相當接近，使
用者可透過3.8-4.0GHz頻段進入成熟
且多樣化的終端和設備生態系統。

為簡化2.6GHz分時雙工（Time Division

Duplex, TDD）頻段申請程序，ARCEP

建立線上網站提供數位授權方式，使業
者可直接查看可使用和已分配的頻率資
源並提出申請。

簡化2.6GHz TDD頻段申請程序

圖片來源：Freepik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核發「Spectrum Horizons」
計畫頻段執照以開發6G技術

6

美國電子量測公司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首獲美國
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核發「Spectrum Horizons」計畫頻段執照，將在95GHz與
3THz間的Sub-THz頻段中發展6G技術。

 FCC的核照將加速是德科技開發學術界與產業界研究員所需之尖端技術，推動數據密
集型高頻寬應用、成像和傳感操作的創新。是德科技亦為第一家取得246GHz與
275.5GHz以上頻段執照之企業，在使用Sub-THz頻段大範圍連續頻譜下，可實現6G

每秒100Gbps至1Tbps的高數據傳輸速度，以及短距離間的超低延遲。

 是德科技5G與6G計畫總監Roger Nichols表示，Sub-THz頻段的創新將支持沉浸式遙
現（immersive telepresence）、數位孿生和延展實境等應用，這些場景皆需要透過電
腦和穿戴式裝置在虛實環境中進行人機互動。

圖片來源：Keysight Technologies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發布新的「太空頻譜策略」

7

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於2022年3月15日發布
新的「太空頻譜策略（Space Spectrum Strategy）」並進行公眾諮詢，臚列
未來幾年Ofcom在太空領域的優先事項，同時確保頻譜有效使用。該諮詢將
於2022年5月24日截止，並於今年發布最終策略。

新的「太空頻譜策略」重點如下：

Ofcom確保頻譜有效使用，並管理不同頻譜用戶之間的干擾風險。「太空
頻譜策略」確定Ofcom未來2至4年內的推動事項，包括考慮未來頻譜規劃，
以提高衛星服務的容量，例如增加14.25–14.50GHz頻段，並尋求改善國際
非地球同步軌道衛星（Non-Geostationary Satellite Orbits, NGSO）規則。

地球觀測衛星在收集氣候變化數據方面發揮關鍵作用，Ofcom協助確保地
球觀測系統免受其他頻譜用戶干擾。

鑑於太空物體數量迅速增加，加上巨型衛星系統的提議已引發整個太空界
對潛在太空碎片的擔憂，Ofcom職責是確保有適當頻譜可用於支持太空安
全的系統，例如跟蹤太空中物體的雷達系統。

支持衛星寬頻
發展

安全進入太空

保護地球
觀測服務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指出衛星技術將是實現瑞典
2025年寬頻計畫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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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ost- och telestyrelsen, PTS）發布「衛星：加速2025寬頻計畫
的機會（Satellit: en möjlighet till snabbt bredband 2025）」，該報告指出衛星技術將是實現瑞典2025年
寬頻計畫的關鍵，甚至可謂唯一解決方案。

瑞典2025年寬頻計畫目標分為三項：

提供98%家戶或公司可接取
1Gbit/s寬頻網路（PTS預測
屆時1Gbit/s寬頻網路可接取
率達97.5至98.5%）

所有家戶或公司皆可接取
30Mbit/s 以 上 寬 頻 網 路
（PTS預測屆時30Mbit/s寬
頻網路可接取率達 99%至
100%）

根據PTS評估，若採光纖或5G固定無線存取（Fixed Wireless Access, FWA）方式連接偏遠地區或
未達寬頻計畫目標的家戶與公司，由於光纖與5G FWA成本急遽上升，將不易達成2025年寬頻
計畫目標，衛星寬頻將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衛星與光纖和行動網路不同，可在大範圍地理
區域提供寬頻涵蓋，且無須建設地面基礎設施。

然而，目前用戶對於衛星寬頻了解甚少，多數仍認為衛星寬頻的品質與網速表現較光纖網路差，
若要將衛星作為寬頻接取解決方案，必須增加潛在用戶對於衛星寬頻網路服務品質的了解與信
心，且衛星公司對於瑞典市場的了解尚不足，故無法掌握潛在用戶的地理位置。PTS亦指出，即
便潛在用戶認同衛星為良好的寬頻接取解決方案，若未來衛星寬頻服務的費用超出潛在用戶的
願付價格，用戶仍可能不使用這些服務。對此，衛星公司建議設立國家補助經費，以解決費用
過高的問題。

提供99.9%家戶或公司可接取
100Mbit/s寬頻網路（PTS預
測屆時100Mbit/s寬頻網路可
接取率達97.5至98.5%）

圖片來源：Flaticon



高通指出3GPP Release17標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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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通子公司高通技術公司（Qualcomm Technologies, Inc.）文章指出，2022年
3月底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組織（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制
定的Release17（簡稱R17）－全球5G標準第三部分，達成第三階段功能標準確
認（freeze），意即完成系統設計，並預計2022年6月將完成抽象語法表示法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1, ASN.1）確認的下一個里程碑。R17完成代表著5G

技術演進第一階段的結束。

3GPP R17進一步增強5G系統功能，如
容量、涵蓋範圍、能源消耗、延遲與移
動性等，關鍵改善領域包含進一步增強
巨量天線（ further enhanced massive

MIMO ） 、 涵 蓋 增 強 （ coverage

enhancements）、設備節能、頻譜擴充、
增強型整合接取/後端網路（Integrated

Access/Backhaul, IAB）和簡單中繼器
（simple repeaters）、進一步增強超低
延 遲 （ Ultra-Reliable, Low-Latency

Communication, URLLC）、專用網路等。

 3GPP R17擴展5G的新設備與應用，如輕量化（Reduced capability, RedCap或NR-Light）終端裝置、非
地面網路（Non-terrestrial networks, NTN）、側鏈路（sidelink）擴充、增強精準定位、廣播∕群播擴充
（broadcast/multicast expansion）、無邊界延展實境（Boundless Extended Reality, Boundless XR）等。

 此外，其他增強5G系統的項目包含多無線電雙連結（multi-radio dual connectivity）、多SIM卡支援
（multi-SIM support）、小資料傳輸（small data transmission）、體驗品質、無線電接取網路切片
（RAN slicing）等。

圖片來源：Qualcomm



電信業者合併和基礎設施共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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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OWER與NTT docomo達成初步協議，NTT docomo將讓渡其通信鐵塔以促
進基礎設施共用

 日本鐵塔公司JTOWER與電信業者NTT docomo於2022年3月25日達成初步協議，NTT

docomo將以最高1,062億日圓（約新臺幣249.61億元）的價格讓渡至多6,002座鐵塔予
JTOWER，惟讓渡後會向JTOWER租用該鐵塔，以促進基礎設施共用。

 本次協議將有助於JTOWER擴大鐵塔共用事業，NTT docomo亦可藉基礎設施共用建
構具經濟效益的5G網路，並更有效率地運用設備。兩家公司將陸續進行讓渡作業，而
JTOWER將加強吸引含行動電話事業的新通信產業業者等使用讓渡後的通信鐵塔，使
業者能有效投資設備與運用成本，促進5G網路整備。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ComCom）核准行動業者2degrees和寬頻提供商Orcon

的合併案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Commerce Commission, ComCom）於2022年3月15日核准行動業者2degrees和寬頻
業者Orcon Group（簡稱Orcon）的合併案，兩業者合併後將組成該國僅次於Spark和Vodafone New

Zealand的第三大電信公司。

 Orcon為Vocus Group（簡稱Vocus）集團旗下子公司，Vocus於2021年12月31日宣布以17億美元（約新臺
幣486.4億元）收購2degrees，預計於2022年上半年完成交易。合併後的公司將以2degrees品牌經營，並
擁有1,800座行動基站，服務涵蓋98.5%人口。

 ComCom副主委表示，委員會已評估此合併案對零售和批發電信市場競爭的潛在影響，其調查重點在於
寬頻、固定語音與行動服務的批發和零售競爭，而證據顯示合併後的公司將持續面臨來自Spark和
Vodafone等現有競爭對手的激烈競爭，故儘管此交易為2degrees的行動網路與最大的虛擬行動網路業者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MVNO）Vocus垂直整合，但ComCom認為不會顯著改變網路業者
授權MVNOs接取的動機。



Starlink衛星寬頻網路服務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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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將成為東南亞首個使用SpaceX的Starlink衛星寬頻網路服務的國家

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撤銷Starlink執照，ARCEP就Starlink頻譜授權進行公眾諮詢

 菲律賓政府於2022年3月31日宣布，該國將成為東南亞第一個使用SpaceX的Starlink衛星寬頻網路
服務國家。根據菲律賓貿易與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新聞稿，該國政府承諾將
協助SpaceX參進該國市場，SpaceX已於菲律賓設立全資子公司。SpaceX在初始階段佈署3個閘道
器（gateway），並以通訊連接困難或無佈建區域為目標。

 菲律賓官方認為Starlink衛星系統參進該國市場，將進一步增強與補充現有寬頻容量，並提升微型、
中小型企業的能力，促進線上學習、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發展。於此之前，菲律賓總統Rodrigo

Duterte於2022年3月21日簽署《公共服務法（Public Service Act）》修正案，允許外資在菲律賓持
有100%的公共服務所有權。修訂後的《公共服務法》鼓勵外資對電信、運輸和其他公共福利相關
部門進行投資。

 法國電信與郵政監理機關（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ARCEP）於2022年2月18日核發美國民營航太公司SpaceX旗下Starlink衛星系統10.95-12.7GHz空對
地，以及14-14.5GHz地對空兩張頻譜執照，提供其發展衛星寬頻服務，然而受到環保團體上訴至
法國最高行政法院，ARCEP的頻譜授權決議於2022年4月5日被撤銷，因其在授予執照前未能進行
公眾諮詢，違反法定正確程序。因此，ARCEP再依規定於2022年4月8日至5月9日展開公眾諮詢。

 法國最高行政法院亦表示，ARCEP先前的授權可能會對提供高速連網接取市場及終端使用者造成
影響，但ARCEP針對此疑慮指出，核發執照前已存有其他透過衛星提供網路接取服務的業者，該
頻段也允許多個衛星業者共用，不會形成頻譜稀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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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執照監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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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RT電視臺遭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與加拿大廣播電視及通訊
委員會（CRTC）裁處

• Ofcom於3月18日宣布，撤銷俄羅斯RT電視臺的廣播電視許可執照。

• Ofcom針對俄羅斯RT電視臺發起29項新聞公正性（due impartiality）調查，
衡酌此事件之嚴重性及過往該電視臺違反新聞公正性遭裁罰之紀錄，決議
發起另一項調查，以確認該電視臺之執照持有者ANO TV Novosti是否得繼
續持有執照。

• 在該項調查中，Ofcom指出RT電視臺由俄羅斯政府贊助，且俄羅斯近期新
法將違反俄羅斯當局立場的新聞視為犯罪，爰此RT新聞臺恐難遵守《英國
廣播電視管理規則（Broadcasting Code）》中的公正性要求，Ofcom決議
撤銷RT電視臺的許可執照。

• CRTC考量3月3日針對RT電視臺所發起的公眾諮詢結果後，認為RT電
視臺節目既悖於公共利益，亦不符合加拿大廣播服務的相關標準，以及
《廣播法（Broadcasting Act）》之宗旨，故於3月16日決議禁止廣播電
視服務業者提供RT及RT France等2個頻道。



其他議題

• 2022年3月15日FCC於《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宣布，外國贊助商識別規範即日生效。該規範要求美
國廣電業者須揭露外國政府或其代表機構租用的播放時段，旨於增進資訊透明度，並確保當外國政府或其代
表機構利用廣播電視對美國社會大眾進行政策說服（persuade）時，觀眾有知悉權。

• 新規要求美國廣電業者出租時段時，須揭露外國贊助的法人或個人資訊，包含外國政府、政黨及其代理人，
或為美國《1938年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of 1938）》、《1934年通訊法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定義下的外國媒體資訊。倘廣電業者依租賃協議播放由外國政府贊助的節
目，亦須發布於FCC公眾檢視電子資料庫（Online Public Inspection File）。

• 除新租賃協議立即適用新規外，現有租賃協議亦須於新規公布6個月內實施。

14

外
資
管
制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要求廣電業者須揭露由外國政府贊助的節目

• EAO發布《公共服務媒體治理與獨立性報告（Governance and independenc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其
內容摘要如下：

1. 概述公共服務廣電之歷史與發展，針對不同類型公共服務媒體及融資模式進行研究，並進一步研析公共
服務媒體的問責制、獨立性、透明度以及永續性等議題；

2. 介紹適用於公共服務媒體的歐盟監管框架，並聚焦說明歐洲人權組織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的公共服務媒體治理建議，及其他歐盟最新發展；

3. 分析奧地利、保加利亞、捷克、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等12國的公共服務媒體治理情況，包
括組織架構、法定形式、監理結構、任命方式、解任保障及確保公共服務媒體不受政治干預之措施；

4. 提出4個自律與確保獨立性之具體案例（西班牙公共電視未成年人權利之自律規範及相關法規、德國第二
電視臺聲明、愛沙尼亞國家廣播電臺優良實踐守則及比利時新聞記者倫理委員會倫理守則）；

5. 分析公共服務媒體的判例，並比較歐洲人權法院與歐盟法院兩者判準之別。

公
共
服
務
媒
體

歐洲視聽觀測站（EAO）發布公共服務媒體治理與獨立性報告



15



數位平臺監理法制發展趨勢 1/2

16

沙烏地阿拉伯CITC呼籲公眾針對《數位內容平臺規範》草案提出意見

• 沙烏地阿拉伯通訊暨資訊科技委員會（CITC）根據首輪公眾徵詢結果修正《數位內容平臺規範（Digital Content Platforms 

Regulation）》草案，並於2022年3月7日至3月24日啟動第二輪公眾意見徵詢。

• 《數位內容平臺規範》為CITC和沙烏地阿拉伯視聽媒體委員會（General Commission for Audiovisual Media, GCAM）等單位
共同制定的數位內容平臺許可機制的一環，其內容考量利益相關者和用戶權益，以建立明確、透明且符合國際慣例的監管框架，
並支持數位內容發展。

• 該規範的適用範圍包括OTT影音平臺、隨選音訊平臺和/或網路廣播平臺、社群媒體平臺和/或影音分享平臺、線上廣告平臺及
其他CITC認為有必要納入監理範圍者，前述被列入規管範圍之數位內容平臺須依其營業類型，分別履行執照申請、業務登記
等相關義務（草案第5條規範）。

歐盟《數位市場法（DMA）》確保公平競爭且為用戶提供更多選擇

• 歐洲議會、歐盟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談判代表針對《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達
成協議，擬禁止大型線上平臺作為「守門人」的部分行為，並授權EC進行市場調查並裁處違規行為。

• 歐洲議會和歐盟部長理事會同意將符合以下條件之大型線上平臺指定為守門人，具體條件包括：
1. 提供如搜尋引擎、即時通訊、社群媒體服務等核心平臺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s）者；
2. 市值達750億歐元（約新臺幣2兆3,549.45億元）或年營業額達75億歐元（約新臺幣2,354.94億元）；
3. 歐盟每月活躍用戶數逾4,500萬人，或年度活躍商業用戶數超過1萬者。

• 經歐洲議會、歐盟部長理事會以及EC間的三方會談，歐盟立法者同意規模最大的即時通訊服務須建立與其他即時通訊平臺的
互通機制，使用戶無論使用哪個平臺，皆得傳送訊息、檔案或進行視訊。

• 歐洲議會亦要求守門人須於用戶同意前提下，始得利用用戶資料進行定向廣告投放，未來亦將考慮要求守門人開放用戶自由
選擇瀏覽器、虛擬助理或搜尋引擎。

• DMA後續將由律師及語言專家進行文字檢查，再交由歐洲議會與歐盟部長理事會核准審議，並公告於《歐盟官方公報（EU 

Official Journal）》20日後生效、6個月後正式實施。爾後，違反相關規定者將被處以全球年營收10%的罰款，重複違規者則
重罰20%，倘發生系統性侵權的情形，EC亦將禁止違法者於一定期間內併購其他公司。



數位平臺監理法制發展趨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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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線上安全法》提交國會審查

• 英國政府於3月17日將《線上安全法（Online Safety Bill）》提交國會審查，期以提升線上安全，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內
容侵害，限制人們接觸非法內容，保護言論自由，並迫使科技巨頭承擔責任。法案主要內容包括：
1. Ofcom有權要求違法公司改進並封鎖觸法的網站，同時最高得對違法者裁以其全球年營業額10%的罰款；
2. 未配合Ofcom資訊請求之公司高階管理者，將在法案生效後2個月內面臨起訴或刑期；
3. 確保社群媒體不會剝奪合法的言論自由，社群媒體僅須處理國會批准「合法但有害」的內容，且用戶若認為其發

文遭到不公平的刪除，將有權提出上訴；
4. 社群媒體公司應保護其平臺上的新聞和民主政治辯論，新聞內容將不受該法案監管。

• 《線上安全法（Online Safety Bill）》草案自2021年5月首次發布以來，增修內容包括：
1. 納管社群媒體及搜尋引擎上的付費詐騙廣告，打擊線上詐欺；
2. 確保所有發布或託管色情內容的網站都嚴格檢查，以確保用戶年滿18歲；
3. 發布新措施打擊匿名網路酸民，賦權用戶，使用戶可自由決定接觸的內容以及聯繫的對象；
4. 使業者更快速且主動處理危害最大的非法內容和犯罪活動；
5. 將網路傳送不雅照列為違法行為。

澳洲成立數位平臺監理論壇

•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CMA）、澳洲資訊委員辦公室（OAIC）以及電子
安全委員辦公室日前組成數位平臺監理論壇（Digital Platform Regulators Forum），旨為強化數位平臺監理單位間的
合作和資訊共享。

• ACCC表示，數位平臺已成為澳洲生活的重要部分，儘管其為消費者提供許多好處，但在市場競爭和消費者保護方面
也帶來一系列挑戰。透過與其他監管單位合作，將裨益ACCC簡化其監管方法，並有效處理市場競爭、消費者保護、
隱私、線上安全和數據使用等監理議題。

• 此前，ACCC主席表示，數位平臺現行商業模式濫用用戶資料，急需法規介入引導。相關措施擬包括防止暗黑模式
（dark patterns）、防止詐騙、促進爭議調處（dispute resolution）。



數位市場公平競爭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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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對Google與Meta的線上廣告服務協議啟動反壟斷調查

• 歐盟執委會（EC）針對Google與Meta間的線上展示型廣告公開競價協議「Jedi Blue」，啟動反壟斷調查，評估協議
內容是否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禁止反競爭協議、第102條禁止濫用市場主導地位規範。

• 在線上廣告市場，Google提供廣告技術服務，如公開競價計畫等，即時拍賣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的線上展示型廣告
空間，以媒合廣告商與廣告版位賣家；而Meta除提供線上展示型廣告服務，亦透過旗下「Meta觀眾網路參與Google

線上展示型廣告空間的競標，並於2018年9月與Google簽訂公開競價協議「Jedi Blue」。

• EC擔心Jedi Blue協議將排除其他參與Google公開競價計畫的競爭者，進而限制和扭曲線上展示型廣告市場的競爭，
並損及廣告版位賣家和終端消費者的利益。此外，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亦已針對Jedi Blue協議展開反壟
斷調查，依照慣例，EC將與CMA密切聯繫，依循適當的規範與調查程序合作調查。

韓國KCC制定綜合行動計畫監理APP市場違法行為

• 韓國通傳播委員會（KCC）為有效地執行《電信事業法》對禁止應用程式（App）市場強制特定支付方式的規範，將
App市場業者、App開發者、用戶等利益納入考量，制定綜合計畫，並公開KCC限制應用程式支付行為的判準。

• 當App市場業者有以下5個行為時，KCC將對相關違法行為進行事實調查，並綜合考量交易上的地位、強制性、不當
性等因素，判斷具體個案的違法與否。具體違規行為包括：

1. 限制可自App內連接到外部網頁並允許在外部網頁進行支付的App更新；
2. 停止可使用連接到外部網頁等其他支付方式的App開發者於App市場內的使用權利；
3. 禁止使用API認證等其他支付方式；
4. 禁止提供用戶使用其他支付方式，因其費用或使用條件比特定支付方式有利；
5. 在應用程式市場曝光或搜索結果的不公平待遇，亦屬於《電信事業法》第50條「強制執行特定支付方式行為」。

• 相關配套措施，如建立Ａpp市場不當行為受害案件投訴中心、邀集App市場業者、開發者等召開多邊協商會議、發行
《應用程式市場禁止行為指引》等，同時KCC將每年針對App市場進行市場調查，並分析、公告應用程式以不同支
付方式的支付金額比較，以幫助用戶選擇最有利的App市場和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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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5G：電信視野與國土安全」前瞻性報告

美國科學與技術局（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ate,
S&T） 發 布「 5G：電信視野與國土安全 （ 5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Horizon and Homeland Security）」
報告，以當前5G技術洞悉未來5G Advanced及6G發展，並
以「機會」、「風險」及「不確定性」三個面向，說明通訊
科技帶給國家及利益相關者造成的影響。

20圖片來源：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FREEPIK。

機會

風險

不確定性

透過5G及6G網路基礎設施支援新功能與功能增強，得以提升設備連結及實現大規模
物聯網，而物聯網邊緣計算能力、超低數據延遲及增強型行動寬頻通訊的結合也加速
了自主系統（Autonomous Systems）發展，例如增加偵察無人機及通訊基礎設施。數
百萬臺無人機的無線感測器提供遙感、檢測及追蹤功能，可支援DHS的監測任務。

資通訊技術供應鏈的漏洞、電信業者採用開放式無線接取網路（Open RAN）以及對
5G、6G為基礎的關鍵任務服務（mission-critical services）的依賴等所帶來網路風險，
威脅國土安全、經濟安全及全球利益，且將持續至6G時代。

未來網路發展存在不確定性，尤其6G發展。目前5G發展的不確定性亦讓國土安全部、
政府組織及相關國土安全企業機構思考未來5至10年間變化的影響。例如，若產生全
球不一致的標準，全球分散的標準於可操作性及威脅性上將造成影響，美國公私部門
機構在佈署6G時將需要調適。



歐洲利用數據打造更安全、更智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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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儀表板

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s, EVs）

電動機車（E-scooters）

歐洲各國皆致力於提升道路安全並減少交通事故，如以下案例。

英國倫敦交通局（TfL）與Mercedes-Benz合作開發在事故發生前辨識風
險位置的道路安全儀表板（road safety dashboard），從汽車取得數據並
彙集至風險模型，潛在的碰撞點則由GPS位置的個別警報自動識別，並
由汽車製造商開發的演算法立即進行分析。TfL提供汽車駕駛輔助系統
豐富的數據，協助汽車駕駛人了解道路狀況，TfL亦可採取相應措施，
實現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的目標。

英國倫敦近年加速朝電動車轉型，目前倫敦的公共充電站占英國四分
之一。為解決電動車客戶以往需從不同公司下載過多應用程式以支付
充電服務費用的痛點，金融服務公司Visa發起諮詢以期在電動車生態
系統中建立安裝非接觸式支付點的門檻，確立可靠的解決方案。

圖片來源： Mercedes-Benz、FREEPIK。

近年歐洲因電動機車（E-scooters）無汙染、無噪音以及佔用空間小的特性，對在
城市中移動是非常有效的交通工具，各城市也逐漸接受新的交通方式。然微型交
通設備（micromobility devices）的安全性問題仍是一大考量，除調整路段速限之
外，在技術方面，可透過定位技術確保停車的合規性，亦可透過遠端連線接收車
輛資訊，於車輛故障時進行維護，使車輛處於良好狀態以避免事故發生。



英國DCMS發布《2022年網路安全漏洞調查》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日前發布《2022年網路安全漏洞調查（Cyber Security Breaches Survey 

2022）》，彙析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期間英國企業、慈善機構以及教育機構的網

路安全政策和流程、面臨的網路攻擊、攻擊造成的影響以及機構應對措施。

22圖片來源：FREEPIK。

• 其中，網路釣魚（Phishing）占83%，為最常見的
網安威脅；

• 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惡意程式
（Malware）或勒索軟體（Ransomware）攻擊等較
為複雜的網安威脅則占21%。

• 儘管勒索軟體的比例較低，受訪機構仍將其視為主
要威脅，56%的企業為此制定拒絕支付贖金的政策。

該調查亦指出，由於網安的商業效益難以被證實，因此，機構往往投入較少資源，且通常
為被動應對網路安全事件，而非主動控管網路風險。對此，DCMS表示將於未來調查中密
切關注相關領域。

39%的受訪企業在過去一年間曾偵測到網路攻擊事件



日本不當存取行為發生狀況與存取控制功能技術研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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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遏止電腦犯罪活動和維護電信秩序，日本警察廳、總務省（総務省）以及經濟產業省日

前根據《禁止不當存取行為法》，公布日本2021年不當存取行為發生狀況，以及包括網路

安全技術在內的存取控制功能技術研發情形。

不當存取行為案件發生狀況

• 日本2021年共1,516起經確認的不當存取行為案件，數量較2020年降低46%。

 一般企業的案件數量最多（1,492件），其次依序為行政機關（15件）、供應商
（5件）以及大學和研究機構（4件）。

 在回報者的身分方面，擁有存取權的使用者最多（716件），其次依序為警察
（578件）、存取管理員（209件）、發現民眾（7件）以及其他（6件）。

案件統計

回報者身分

技術研發情形

• 由國家和獨立行政法人執行或委託的存取控制功能技術研發主要聚焦以下領域：

民間方面，透過公開募集和問卷調查，共掌握日本14家大學（23件）和6家民間企業
（10件）的相關技術研發情形，目前研發計畫共計33件。

一、網路安全技術研發；
二、網路媒介型攻擊應對技術實用化的研究開發；
三、以超連結社會為目標，與歐洲合作研發安全技術；
四、為實現網路安全混合分析，研發安全資訊自動分析基礎技術；
五、虛實整合安全技術研發。



日本警察廳成立「網路特別搜查隊」

• 日本警察廳近日進行組織重組，新設「網路警察局
（サイバー警察局）」部門，並成立「網路特別搜查
隊」，匯集日本全國各地約200名具專業知識的警察
和技術人員，調查政府機關、關鍵基礎設施和民間企
業的大型網路攻擊事件。

• 於2022年4月1日的開幕典禮上，警察廳長官中村格指
出，隨著網路攻擊趨勢越趨嚴峻，為使國民能安心地
進行社會經濟活動，新的網路調查部門身負重任；網
路特別搜查隊首任隊長佐藤快孝則表示，將與外國執
法機關緊密合作，共同偵辦重大網路攻擊案件。

24

國家公安委員會

內部組織 地方機關

網路警察局
網路特別
搜查隊

圖片來源：国家公安委員会、警察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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