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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揭示2030年低、中、高頻段的5G頻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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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協會（GSMA）於2021年7月發布「2030年願景：中頻頻譜需求洞察（Vision 2030:

Insights for mid-band spectrum needs）」，並於2022年針對實現完整5G功能所需的低頻段
與高頻段頻譜提出預測，先後於5月及6月發布「2030年願景：5G低頻段頻譜（Vision

2030: Low-band spectrum for 5G）」與「2030年願景：毫米波頻譜需求（Vision 2030:

mmWave Spectrum Needs）」兩份報告。

GSMA揭示2030年低、中、高頻段的5G頻譜需求彙整如下：

5G低頻段頻譜需求高於1GHz頻段以下總頻譜容量，但確保600MHz頻段可用性，可使農
村地區寬頻速度提高30%至50%。

迄今為止，中頻段頻譜為5G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亦將是未來十年間實現5G社會經濟效
益最主要的頻段；城市範圍內的5G應用將需要2GHz頻寬的中頻段頻譜，如智慧城市、
城市範圍的FWA解決方案及5G時代的健康與教育數位化。

高頻段平均需要5GHz頻寬的毫米波頻譜，用於密集城市地區的增強型行動寬頻通訊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類光纖（fibre-like）固定無線接取（Fixed

Wireless Access, FWA）與企業5G。

低頻段

中頻段

高頻段

圖片來源：Flaction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要求三大電信業者
儘早啟用5G中間資費方案

4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部長於2022年7月
11日會見SK Telecom、KT、LG U+三大電信業者執行長，討論5G資費、擴大5G

涵蓋率及通信品質改善、資通訊產業投資等議題。

SK Telecom於會中提出每月59,000韓元（約新臺幣1,357元）、數據流量24GB的可能方案，
由於該方案尚未定案，三家電信業者預計於2022年8月公布最新的中間資費方案。此外，三
家電信業者宣布將加速農漁村5G網路建設，原定於2022年12月底完成第一階段商用，現將
爭取部分已完成網路建設之地區於7月中旬提前開通，加速該等地區5G服務推出。

會中MSIT部長指出，為提升國民通信服務近用權及擴大用戶選擇權，有必要考慮用戶數據
使用量，推出符合用戶需求的中間資費方案。由於現有的5G資費方案僅有少量和大量數據
的選項，但5G用戶平均每月數據使用量為23-27GB，推出中間資費將減輕家庭電信成本負擔，
因此MSIT要求三家電信業者儘速提出並啟用相關方案。

圖片來源：Flaction

國家 電信業者 當地幣 新臺幣（匯率） 新臺幣（PPP）

臺灣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 1,399 1,399 2,896 

日本 SoftBank 6,580 1,446 2,167 

韓國 KT 80,000 1,808 3,034 

美國 AT&T、T-Mobile 85 2,552 2,552 

中國大陸 中國移動 598 2,637 4,455 

註：中國大陸無吃到飽方案，表中方案為最大流量300GB之方案。

主要國家5G不限速吃到飽最低月租費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建議提高最低寬頻速度，
並探討消費者資料隱私保護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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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主席Jessica

Rosenworcel於2022年7月15日發布「意見諮詢公告（Notice of Inquiry）」，啟
動FCC對全國寬頻使用狀況的年度評估，並建議提高最低寬頻速度至100/20

Mbps（下載速度至少達到100Mbps、上傳速度至少達到20Mbps），以及設
定寬頻速度長期目標為下載速率1Gbps及上傳速率500Mbps。

 Jessica Rosenworcel表示，民眾的網路需求早已超過25/3Mbps（下載速度至少達到25Mbps、上
傳速度至少達到3Mbps），尤其是新冠病毒（COVID-19）改變民眾上網習慣，25/3Mbps的標準
不僅落後且有害，掩飾低收入戶及農村社區被忽視或甚至仍無法上網的情形，因此FCC需提高
最低寬頻速度及設定更高寬頻目標。

 另外，Jessica Rosenworcel也於2022年7月19日致函要求美國排行前15大的行動網路業者，提供
資料保存及隱私政策，同時詢問有關地理定位資料的政策，例如地理定位資料保留時限和敏感
資料的保護措施，以及業者與執法部門、第三方的資料共享協議，在分享消費者的地理定位資
訊予第三方時，是否有通知且如何通知消費者。

 其認為，因行動網路業者可蒐集用戶的資料，包括用戶身分、個人特徵、地
理定位資料、應用程式使用情況以及網路瀏覽資料和習慣，基於這些高敏感
資料的特性，資料儲存和與第三方共享的方式對消費者安全及隱私至關重要。

建議提高最低寬頻速度

探討消費者資料保護實踐

圖片來源：Flaction



馬來西亞通訊傳播暨多媒體委員會（MCMC）核准
行動網路業者Digi及Celcom合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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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通訊傳播暨多媒體委員會（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MCMC）於 2022年 6月 29日發布「不反對通知（ notis tiada

bantahan）」，核准該國第二及第三大行動網路業者數碼網路（Digi）及天地通
（Celcom）的合併申請，其中Celcom為此次合併案的申請方。

Digi及Celcom合併後將取代明訊（Maxis）成為市占第一的行動網路業者，因此MCMC對此次合併
進行全面評估，並根據2019年5月17日發布的「合併及收購指導方針（Garis Panduan Penggabungan

dan Pengambilalihan）」，於2022年4月1日對Celcom發布問題聲明，以解決合併可能帶來的通信市
場競爭問題。

爰此，Celcom提交承諾書，允諾將解決MCMC於聲明中提及的市場競爭問題。MCMC認為Celcom

的承諾可減少合併可能造成的競爭問題，故核准此合併申請。

提供行動、低速固定數據及寬頻服務的全
國零售市場，包括本地分銷市場；
提供行動語音及點對點（Peer to Peer, P2P）
訊息服務的全國零售市場，包括相關本地
分銷市場；
P2P和行動語音訊息服務的全國批發市場
（包括網路共用）；
行動寬頻服務的全國批發市場（包括網路
共用）。

合併完成後3年內，Celcom及Digi將分階段歸還1800MHz、
2100MHz與2600MHz頻段中的70MHz予MCMC。
合併完成6個月內，為MVNO批發業務建立獨立業務部門，
並確保MVNO以不低於現有協議的條件下，連續獲得批發
服務。
合併完成後，於規定時間內脫售Celcom的「Yoodo」品牌。
合併完成後3年內，於沙巴、砂拉越、吉蘭丹、彭亨及登
嘉樓地區，啟用非獨家經銷商。
合併完成後2年內，將現有的Celcom及Digi品牌定位為單
一企業品牌的產品。

1

MCMC所列出初期有潛在競爭疑慮
的4個特定電信市場

2

3

4

主管機關核准之附帶條件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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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通訊管理局（ACMA）宣布2022至2023年法遵優先事項，
包括錯誤訊息及簡訊詐騙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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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通訊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於2022年6月
27日發布2022至2023年法遵優先事項（compliance priorities），其中包含錯誤訊息以及
詐騙等七個領域，旨在解決可能對澳洲造成重大財務及社會損害的問題。

 鑑於線上錯誤訊息及簡訊詐騙與日遽增，ACMA將建立新規則，要求電信業者追蹤且封鎖這類訊息，
並根據最新實施的行業規範審查數位平臺業者，提供澳洲政府相關建議。另一項重點領域為線上賭
博，ACMA將推行新的全國自我排除登記冊（National Self-exclusion Register），民眾可自行選擇排
除於合法的線上或電話投注服務，時間可為3個月至永久。有執照的投注業者將被要求關閉自我排
除者的個人專用帳戶，若投注業者讓該等民眾下注、開設新帳戶或推銷賭博服務，皆屬違法行為。

 該法遵優先事項係依據2022年初公眾諮詢過程中提交之意見書訂定，包含：

推行全國自我排除登記冊，支持民眾將自己排
除在線上或電話賭博等互動投注服務之外，以
改變賭博習慣。

保護遇財務困難之電信客戶，確保電信公司遵
守服務中斷之相關規定。

實施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及電子郵件退訂規則，加以規範未注意客戶取
消訂閱請求或使客戶難以取消訂閱之企業。

制定電信業者身分檢查等新規則，以打擊SMS

和身分盜用電話詐騙（ identity theft phone

scams）。

解決不合規設備之線上供應問題，包含教育澳
洲民眾線上購買設備之風險。

為改善電視字幕之品質，ACMA將調整監控方
法，以確保電視廣播公司能可靠地履行其義務。

打擊數位平臺上之錯誤訊息與假訊息，並於行
業自律守則中審查平臺數據及績效指標。

圖片來源：Flaction



國際衛星業者Inmarsat呼籲加強太空監理以促進永續發展，
英國政府亦提出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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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衛星業者Inmarsat於2022年6月22日發布「太空永續報告（Space Sustainability Report）」，
呼籲衛星業者、各國政府和監理機關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以減少太空碎片，提高安全性與因
應低軌衛星（Low Earth Orbit, LEO）巨型星系的管理。該報告針對太空經營改善提出建議，包
括防止軌道碰撞、遏止反衛星（Anti-satellite, ASAT）導彈試驗、改進報廢衛星的處置、引入
積分制的處罰制度，以提高衛星業者的永續性，並就其對新進業者或政府的壟斷行為採取行動。

該報告顯示，目前有近10,000噸衛星和火箭物體位於地球軌道上，估計約有1.3億塊太空
碎片。隨著巨型衛星系統增加，這些數字可能會急劇增加，預計至本世紀末，LEO衛星
數量將從約4,000顆驟增至100,000顆。尤其近年一些國家進行反衛星導彈試驗，增加太空
碎片風險，故報告呼籲各國盡快暫停實施ASAT導彈試驗。

為因應太空碎片問題和促進太空永續發展，該報告提出之建議包括加強現有監理機關與
聯合國機構之間的協調性、將ITU職權範圍從行動網路頻譜擴大到LEO衛星系統監理，
以及協調衛星發射技術永續性標準。

英國政府於2022年6月23日宣布一項全新太空永續發展計畫（Plan for Space Sustainability），將
提出太空永續發展標準，由英國太空飛行監理機關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結合
業界及學界進行開發、測試，藉以激勵企業採用太空永續發展最佳實踐，同時對致力減少地球
軌道足跡的企業提供官方認證。此一標準預計將使英國的經營及投資環境更具吸引力，進一步
引導私部門持續性地投資，帶動太空產業成長。

除前述措施外，英國政府亦將檢視現行監理框架，以太空永續發展的實踐、投資及成長
為目標，研擬將主動碎片清除（Active Debris Removal, ADR）、在軌服務及製造（In-

Orbit Servicing and Manufacturing, IOSM）等創新技術，正式制定為太空營運規範，確
保英國太空監理制度得與先進技術同步推展；對此，英國太空產官學部門亦將會同保險
業者，研議降低太空永續任務的保險費用，共同為促進太空永續發展而努力。

圖片來源：Fl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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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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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數位產業協會（DIGI）發布年度報告並啟動「關於澳洲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的業務守則」
的公眾審查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CMS）啟動媒體素養專案小組基金

•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邀集英國組織
與地方政府對媒體素養專案小組基金（Media Literacy Taskforce Fund）進行提案。該基金旨在支持為「難
以觸及的公民（無法參與媒體素養計畫或相關資源有限者）」提供創新媒體素養計畫的組織，並聚焦由
地方社區推展，為該群體量身訂做及融入其日常生活的試點計畫。

提案規範

• 提案單位係單一獨立組織，或多間組織的共同合作，
須具備吸引難以觸及公民的專業知識，展現包括地
方政府、地方性慈善組織與青年團體的跨組織合作
夥伴關係。

• 提案計畫內容須包括具體目標受眾，以及如何針對
該群體提升媒體素養，考量受眾的媒體素養需求、
獲得媒體素養支持的現有阻礙、在地方層面有效接
觸受眾的方法。

• 提案計畫須於2023年3月或2024年1月前執行完畢，
並將預算依前述時間點分列。

• 單一提案計畫之獎助金額最高為25萬英鎊（約新臺
幣893.6萬元），實際獎助金額則視個案情況而定，
且不具最低補助金額限制。惟本計畫所申請之獎助
金額，不應超過提案單位年度營業額的25%。

該補助計畫將鼓勵廣泛的、非正式的媒體素養作
法，包括但不限傳統的課堂學習。相關作法應滿
足：

• 提升公民對假訊息和不實資訊的判別能力。

• 幫助公民更加了解網路環境的運作模式，
並依此進行決策。

• 支持公民培養識别線上霸凌和仇恨言論的
能力。

• 支持公民了解與他人在網路互動的風險與
優點。

• 促使公民積極參與線上民主辯論。



內容治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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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數位產業協會（DIGI）發布年度報告並啟動「關於澳洲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的業務守則」
的公眾審查澳洲通訊與媒體管理局（ACMA）發布立場文件，
呼籲內容提供者提供符合當今觀眾期望的內容

• 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發布新的立場文
件，呼籲廣播電視業者和其他專業內容提供者應提供符合當今觀眾期望的內容，並將內容行為守
則適用於線上平臺。

• ACMA主席Nerida O‘Loughlin表示，這份文件參考了ACMA的監測、執法和研究、現有的行業保障
措施、過去政府的審查結果以及更廣泛的公共討論；基於澳洲閱聽眾對於電視、廣播、印刷品以
及線上平臺等媒體的期望，ACMA確立數項重要的保障措施，如準確性和公正性、商業利益的透
明度、隱私，以及對於令人高度不安內容處理方式。

• 2021年6月數據顯示，高達58%的澳洲成年人在一週內使用線上訂閱視訊服務，略勝於觀看免費電
視的比例（54%）。有鑑於澳洲閱聽眾較以往觀看更多線上隨選內容，ACMA呼籲廣播電視業者
參考此份立場文件，在旗下不同內容發布平臺上一致地應用其內容行為守則，以使所有閱聽眾都
能享有類似程度的保護；其他媒體業者（包括印刷媒體、串流媒體）亦得透過此文件，檢視其現
行內容規範是否滿足閱聽眾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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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內容治理

新加坡資通訊部（MCI）針對社群媒體平臺擬制新規，以刪除平臺內的有害內容

• 鑑於強化線上安全係現今國際趨勢，新加坡資通訊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擬推行《線上安全行
為準則（Code of Practice for Online Safety）》及《社群媒體服務內容準則（Content Code for Social Media Services）》，並
將新加坡國情以及種族、宗教等敏感議題納入考量，惟違反者面臨的後果尚不明朗。

• 準則將著重用戶安全、用戶回報及平臺問責制，其內容如下：
✓ 用戶安全：制定標準及內容審核機制；提供用戶工具以減少其接觸有害內容的機會；主動偵測和刪除有害內容。
✓ 用戶回報：允許用戶回報有害內容及不希望的互動；即時評估回報及採取適當行動；確保回報管道暢通和可近用性。
✓ 平臺問責制：在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網站發布平臺製

作的年度責任報告，並於報告中納入系統和流程有效性的評估指標。

• 此外，準則將特別重視兒童安全，確保平臺為18歲以下的用戶提供額外保護措施。

• MCI目前正與科技業者進行諮詢會議，並預計於2022年8月啟動公眾諮詢；準則將於諮詢後納入《廣播法（Broadcasting Act）》
中。若準則通過， IMDA將有權要求社群媒體業者禁止用戶近用有害網路內容。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呼籲科技業者為《線上安全法》監理做準備
• 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預估《線上安全法（Online Safety Bill）》最遲將於2023年初通過，Ofcom監理權力將在法通過後2個

月生效。為迎接新職責，Ofcom率先闡述未來工作規劃，並呼籲社群媒體、搜尋引擎、即時通訊平臺及其他提供線上內容分享
服務的業者，即早準備。

• 首階段（監理權生效100日內），Ofcom將針對非法傷害內容（含兒童性剝削與虐待、極端主義內容等）草擬行為守則和指導方
針，並徵集公眾意見，以明確業者處理相關問題的義務，並提供業者評估使用者面臨相關風險的範例。Ofcom亦將發布全面的
風險評估，包括不同類型服務的風險概況，以協助業者識別和了解使用者可能面臨的風險。

• 《線上安全法》部份內容授權子法制訂，如對兒童有害的內容、合法但對成人有害的內容定義等，次級立法完成後Ofcom將儘
速草擬相關行為守則和指導方針，並徵集公眾意見。

• 短期內，Ofcom將持續推動下列工作：
✓ 強化Ofcom與各科技業者的合作；
✓ 發布Ofcom首份關於TikTok、Snapchat、Twitch和OnlyFans等影音分享平臺處理線上傷害內容的分析報告；
✓ 對於重大線上傷害內容的驅動因素、影響程度及緩解措施進行研究。
✓ 以Ofcom從產業、學術界及第三部門取得的知識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專業技能；
✓ 持續透過數位監理合作論壇（DRCF）與其他監理機構合作，以確保線上安全與其他監理制度之間的協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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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內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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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強化《線上安全法》以打擊俄羅斯和敵對國家的不實資訊

• 俄烏衝突凸顯與國家相關的不實資訊對英國社會與民主構成的威脅，為此英國政府提出《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Bill）》修正案，擬新增外來干預（Foreign Interference）罪行，日後得據此將外來干預納入《線上安全法
（Online Safety Bill）》的優先罪行（priority offence）清單。

• 倘《國家安全法》修正案通過，社群媒體平臺、搜尋引擎以及其他允許用戶上傳內容的應用程式（App）和網站即須
採取積極預防措施，以辨識並最大限度的減少用戶接觸由國家支持或與國家有關、旨於干擾英國的不實資訊。同時，
平臺須針對外國干預罪行相關內容進行風險評估，並建立符合比例原則的系統和流程，降低用戶接觸相關內容的機率。

• 此外，為減少平臺過度移除或審核新聞出版商的內容，英國政府調整《線上安全法》以加強保護受認可之新聞出版商
（recognised news publishers）。依據修正內容，屬於類別1的業者──即規模最大且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平臺──於審
核受認可之新聞出版商發布的內容是否有違平臺服務條款時，仍須確保審核內容可見並可近用。此外為避免平臺過度
刪除內容，《線上安全法》亦要求，平臺需配置有效且可近用的報告與補救，使用戶針對被刪除的內容進行申訴。

• 同時，為確保人們獲得可信賴且高品質的線上新聞，英國政府將調整受認可之新聞出版商標準，並排除已遭制裁的組
織，如俄羅斯國營RT電視臺（RT）、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等。

俄羅斯聯邦通訊、科技資訊和大眾媒體監督局（Roskomnandzor）對Google處以罰款

• 俄羅斯聯邦通訊、科技資訊和大眾媒體監督局（Roskomnandzor）於7月18日宣布，因Google未能移除俄羅斯政府認
定的非法內容，包含詆毀俄羅斯軍隊、引發民眾抗議等與俄烏戰爭相關之內容，決議裁處211億盧布（約新臺幣
111.53億元）罰款，創下俄羅斯政府對科技公司裁罰的最高紀錄。

• 由於俄羅斯許多智慧型手機高度依賴Google技術，故其未如同Facebook等社群媒體，遭俄羅斯政府禁用。惟Google

於2021年即因類似原因遭裁罰72億盧布（約新臺幣35.66億元），俄羅斯政府為追討罰款，凍結Google俄羅斯子公司
帳戶，導致其於2022年6月宣布破產。



其他網路治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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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競爭管制機關接受Meta與Google分別針對恢復數位廣告市場競爭及遵守著作鄰接權
的承諾 1/2

法國廣告投放平臺Criteo曾向
法國競爭管制機關投訴，Meta

於2018年限制Criteo及其他廣
告中介商使用一款可改善出價
及追蹤廣告活動成效的應用程
式介面（API），且取消Criteo

的「企業合作夥伴」資格，導
致Criteo無法透過使用及更新
廣告工具與相關培訓，提升服
務品質與商譽。Criteo指控，
Meta濫用數位廣告市場主導地
位進行壟斷。

1. 「Meta企業合作夥伴」計畫：Meta將開放活躍於廣告服務產業的業者參與
企業合作夥伴計畫，其近用程度將視相關廣告支出水準的量化準則而定。

2. Meta業務團隊進行強制內訓：未來5年內擬特別針對與廣告客戶的應對內
容，向Meta業務團隊進行內部教育訓練，並將強制其員工每年參與。

3. 向廣告服務提供者提供新款API：未來3年內向廣告服務提供者提供免費新
款API「推薦功能」，開放符合資格的業者在Meta社群平臺傳送個人化產品
推薦查詢或個人化廣告出價調整。

4. 承諾範圍限定：相關承諾適用於曾在過去180天內針對法國Meta用戶進行至
少1次廣告活動的廣告服務提供者，符合資格者將不受地理範圍限制，皆可
受益於Meta企業合作夥伴計畫及使用推薦功能API。

5. 監督託管人（mandataire）核心功能：Meta表示，後續工作將由獨立於
Meta之外的監督託管人負責。該組織將有權取得任何與履行上述承諾的有
關資訊，並可在相關行動有違承諾之虞，向Meta提出警告與意見，甚至通
知法國競爭管制機關。



其他網路治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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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競爭管制機關接受Meta與Google分別針對恢復數位廣告市場競爭及遵守著作鄰接權
的承諾 2/2

➢ 2019年法國新聞雜誌出版
業者公會（SEPM）、法
國綜合報導聯盟
（APIG）、法新社
（AFP）向競爭管制機關
投訴，Google未依著作鄰
接權規定給付報酬；2021

年7月法國競爭管制機關
因Google未與新聞出版業
者進行善意談判，裁罰5

億歐元（約新臺幣156.85

億元），Google對此提出
上訴。

➢ 同時，Google亦陸續提出
承諾事項並進行市場測試，
直至2022年6月21日，法
國競爭管制機關將接受
Google為期5年的承諾。

1. 明定適用範圍：相關承諾適用於《智慧財產權法（code de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第L.218-1條所涵蓋的出版商，而已與Google完成協商或正在協商
的出版商亦得依承諾事項免費修改或終止合約內容。

2. 誠信協商：Google將根據《智慧財產權法》規定及透明、客觀、平等標準，針對
Google服務中的標的內容，與出版商就報酬進行誠信協商。

3. 告知評估報酬的必要資訊：為使報酬評估過程得透明進行，Google將依照《智慧
財產權法》規定，告知必要資訊。首先，Google將於規定期限內向出版商提供最
低限度的基本資訊，包括標的內容在Google服務上的點擊率、發布量，以及
Google在法國與營收相關的資訊等；接著，Google將在獨立託管人的監督下，於
15個工作天內向出版商提供其額外要求的相關資訊。

4. 協商中立：Google將確保標的內容之檢索、搜尋排名、展示，以及與出版商之間
的商業關係，皆不受協商過程影響。

5. 撤回上訴：針對因未遵守相關規定，遭法國競爭管制機關裁罰5億歐元一案，
Google將撤回上訴。

6. 仲裁程序：Google將於協商起3個月內提供報價，倘雙方無法達成合意，可訴諸
仲裁法庭解決，且出版商可要求由Google負擔仲裁費用。

7. 獨立託管人監督承諾：經法國競爭管制機關核准之獨立託管人將確保Google履行
上述承諾，其將監督Google與出版商之間的協商，以及每年審查及更新Google向
出版商揭露的最低限度資訊。



其他網路治理議題

• 針對Meta收購Giphy一案，英國競爭上訴法院（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CAT）表示支持競爭和
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對於本案6項疑義中5項的決定，剩餘一項關
於第三方機密資訊處理決定的處置則會在後續審理中揭示。

• CAT認為，動態競爭（Dynamic Competition）是創新的根源，Giphy透過旗下產品創造了全新的廣
告投放模式，一旦Meta收購成功，廣告投放的動態競爭將隨之消失。

• 2021年12月，Meta曾對CMA駁回其收購案的決定進行上訴，但經過調查後，CMA仍認為此收購案
將削弱數位廣告投放和社交媒體平臺的競爭，並要求Meta將Giphy出售予其核准的買家。

17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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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英國競爭上訴法院（CAT）支持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MA）對Meta收購
Giphy損害市場競爭的評估

• 荷蘭政府於7月18日向國會提出串流媒體投資義務相關法案，旨在推廣荷蘭文化視聽產業。

• 該法案要求，在荷蘭年營業額達3,000萬歐元（約新臺幣9.1億元）的串流媒體須透過製作、購買著
作權等方式，投資年營業額4.5%於荷蘭電影、影集與紀錄片等影視作品，且部分資金須保留予獨
立製作，以確保內容多樣性。

• 同時，荷蘭政府亦擬補助經費予高成本電影製作、獨立製片、購買影視作品著作權予公共廣播公
司及提供電影院更換放映設備等，以振興影視產業發展。

內
容
投
資

荷蘭政府擬立法要求串流平臺投資年營業額4.5%於本土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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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創新應用動態

• 歐盟執委會（EC）於2022年7月5日通過「新歐洲創新議程（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將歐洲定位為深度技術（deep tech）創新浪潮的領導者，投入突破性研發與大
量資金，強化其於塑造綠色與數位轉型的中心角色，並提高歐洲的技術領先地位以應對嚴峻
的社會挑戰，例如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與網路威脅（cyberthreat）等。

19

歐盟執委會（EC）提出新歐洲創新議程引領創新浪潮

「新歐洲創新議程」著重於：
➢ 改善歐洲新創企業（start-ups）與規模化企業（scale-ups）的融資管道。
➢ 改善創新條件，讓創新者透過監理沙盒等執行創新想法。
➢ 協助建立「區域創新谷（regional innovation valleys）」，加強歐洲創新者間的連結，並包含在相對偏

遠地區的創新者。
➢ 吸引並留住歐洲的人才，例如：加強培訓深度技術人才、支持女性創新者等。
➢ 透過更明確的專業術語、指標和資料集改善政策框架及對成員國的政策支援。

• 西班牙政府與歐盟執委會（EC）於2022年6月27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啟動首個人工智慧（AI）
監理沙盒試驗，旨在協助主管機關貼近了解產業並定義出最佳實踐，以利規劃易於中小企業
與新創企業遵循的《人工智慧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歐盟執委會（EC）啟動首個人工智慧監理沙盒試驗

監理沙盒計畫為期三年，試驗將自2022年10月開始，並預定在2023年下半年西班牙擔任歐洲人
權組織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主席期間公布結果。

時程

預算
來自歐盟分配予西班牙的「復甦與彈性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unds）」，總預算約430萬
歐元（約新臺幣1.42億元）。

目的
監理沙盒將著眼於未來《人工智慧法》的監管項目，如合格評定標準或上市活動等，並提供創新者
與監管者可控的合作試驗環境，促進人工智慧系統的開發、測試與驗證，確保過程符合監管要求。



英美人工智慧相關監理議題

20

• 英國政府於2022年7月18日公布「人工智慧監管政策文件（AI Regulation Policy Paper）」，概述英國政
府的監管手段，提出應對未來風險與機會的準則，協助企業了解如何開發與使用人工智慧系統，提升消
費者信任。該政策文件已開放諮詢，並將於2022年9月26日截止。英國政府也於同日發布首個人工智慧行
動計畫（AI Action Plan），明確規劃未來一年內的優先實施事項與策略。未來即將發佈的人工智慧白皮
書（AI White Paper）亦會採納諮詢意見制定框架，探討原則實踐方式。

英國提出人工智慧監管政策文件，以促進產業創新提升公眾科技信任度

現今相關的人工智慧法規存在重
疊、不一致與落差等問題，易產
生混淆，不但使組織與小型企業
難以遵循，亦使公眾更難以有信
心使用人工智慧。

現況課題 六大核心原則

英國政府將授權不同的監管機構自一系列的監理措施中採行符合比例
原則與適切性的監管方式，其中6大核心原則分別為：
1. 確保使用安全性
2. 確保技術安全性、功能符合設計
3. 確保透明度與可解釋性
4. 確保公平性
5. 擇定可承擔法律責任、具識別性的法人
6. 確保糾正途徑與可議論性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警告：使用人工智慧解決網路問題之潛在疑慮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2022年6月16日向國會提出報告，提出運用人工智慧（AI）解決網路問題
可能產生之危害，提醒政策制定者若將人工智慧視為政策解決方案時，須慎重而為之。

固有設計缺陷與
不準確性

偏見與歧視

商業監控誘因

• AI檢測工具會因固有設計缺陷，內建不精確及不準確性，使其檢測網路危害的能力受限，
例如：不具代表性的資料庫、錯誤的分類、未能辨認新現象以及缺乏文章脈絡與意義。

• AI工具可能反映開發者的偏見，而導致錯誤或有非法之虞的結果。

• AI科技需要大量資料以進行開發、訓練與運用，可能增加商業監控與數據提取（data 

extraction）誘因，且提高AI工具的準確性與性能，將可能導致更具侵略型式的商業監控。



韓國MSIT投入85.5億韓元推動12項AIoT議題

日韓元宇宙、AIoT應用案例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於2022年6月21日宣布投
入85.5億韓元（約新臺幣1.93億元）發展智慧物聯網（AIoT），並以「貼近生活型」與
「解決社會議題型」為中心，選定12項重點議題，應用領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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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睡眠管理系統 電梯智慧維護

兒童營養攝取智慧管理系統 AI肉牛肉量與身形預測系統

賣場無人語音終端設備（針對數位弱勢群體） 共享電動滑板車綜合安全管制

身心障礙人士AI終端設備 AI公用及公務車管理服務

有害化學物質產業設施安全預警系統 獨居老人健康生活管理

日本樂天行動以5G技術打造觀賞球賽時的元宇宙購物體驗

• 日本電信業者樂天行動於2022年7月6日偕同日本職業足球隊神戶勝利船（Vissel
Kobe）、應用程式開發商 Hacosco，以及服飾業者 Zooty，在御崎公園球技場（Noevir
Stadium Kobe）觀賽室，實地驗證5G元宇宙購物體驗服務。

身處不同空間的體驗者可同時造訪元宇宙
商店，購買球隊聯名服飾與商品

造型師以遠端連線
提供建議服務

顧客可於觀戰室領取商品，
穿著球隊聯名服飾觀賽

圖片來源：
Rakuten Mobile, Inc.



UK5G調查：70%英國企業已應用或計劃佈署5G

• 英國5G創新網路（UK 5G Innovation Network, UK5G）調查300家企業，發現
當中有70%企業已投入應用或計劃佈署5G。

• 儘管基礎設施成本為企業採用5G之最大障礙，企業渴望透過建立5G商業應用
案例，以充分實現5G優勢。

• 英國5G正走向早期市場採用階段，有45%企業計劃於2023年前投資5G，不過
仍面對阻礙企業投資或發揮5G最大潛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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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53%

超過五分之三受訪企業認為主要挑戰源於基礎設施、安裝及整合的
複雜性與成本。

超過半數受訪企業認為未完全掌握如何佈署5G解決方案。

58% 近五分之三受訪者認為需要針對現有基礎設施與5G整合的指引。

51% 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最佳實踐指導方針對其佈署5G有所助益，但
也坦承科技領導階層仍需接受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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