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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共存 智慧升級

n79（ 4.8-4.9GHz ）5G專網建置：
室外潛在干擾評估與處理機制
文｜周逸昇、陳譽明、鄭爲珊

一、緒論

無 線 電 干 擾 係 指 無 線 電 波 進 行 通 信 時 ， 受 大 氣 環 境 與 地 形 地 貌 影 響 ， 產 生 繞 射（ D i f f r a c t i o n ）、 散 射

（ Scatter ）、反射和折射（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等多重路徑波（ multipath wave ），造成通信之信號接收品質

下降、通信延遲、資料遺失與通信中斷之影響現象。一般而言，通信系統彼此之間若無足夠地理或物理空間進行區
隔，將產生同頻干擾、鄰頻干擾、帶外干擾、互調干擾與阻塞干擾等現象。近年來國內通信事業發展迅速，無線電
臺數量隨著新無線電技術不斷地創新與研發而遽增，然而部分頻段存在各類業務既有使用者 1 ，新設電臺與既設電臺

間之無線電干擾問題，影響層面可以小至國民生命財產安全，亦可大至社會經濟，甚至國家安全，例如機場塔臺無
線電干擾致航班大亂、船舶遇險時無法在海上及時獲救、人造衛星通信斷線與軍警消公部門通信指揮調度不穩定
等，顯見無線電干擾影響層面不容小覷。

近年來隨著5G行動通信技術逐漸成熟，各國皆釋出具備良好電波特性之中頻段（ 如n77、n78與n79等 ）頻

譜，提供5G發展符合超頻寬（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 ）、低時延（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 ）與廣連結（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mMTC ）等特性之應用服務。惟中頻
段已存在固定衛星服務（ Fixed-Satellite Service, FSS ）和微波通信等運用，釋出中頻段給與5G網路使用，將面臨5G

網路造成既有同頻或鄰頻干擾問題。我國已決定n79之4.8–4.9GHz供5G專網（ 以下簡稱5G專網 ）使用，其與FSS和微
波和諧共用之處理干擾成為近年來建置5G專網所需評估及處理的必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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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細究5G專網與既有微波點對點通信使用相同頻段時，微波點對點通信透過高增益拋物面天線焦聚電波

於孔徑狹小的主波瓣，進行直線波方式傳輸，傳輸路徑上不得有妨礙電波傳輸之障礙物；換言之，5G專網訊號將不

易由微波點對點通信主波瓣路徑產生干擾。另外，具有高指向性的微波天線增益前後比（ Front-to-Back Ratio, FB ）
至少為30dB以上，5G專網訊號將不易由微波點對點通信反向波瓣路徑產生干擾。但若5G專網訊號經由微波點對點

通信旁波瓣路徑進入微波點對點接收機，將可能造成干擾現象，5G專網可能造成微波點對點通信干擾路徑如圖1所
示。5G專網若為室外測試時，在我國目前需進一步做跨機關（ 構 ）協調，主要係因我國5G專網所涉既有使用者為公
部門使用微波點對點通信，即場域主在建置5G專網時，需考量其與既有微波點對點通信之干擾問題。

圖1

5G專網可能造成微波點對點通信干擾路徑示意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另外，重覆指配相同頻段給予室內與室外不同5G專網使用時，若未規劃足夠地理或物理空間進行區隔，將可能產

生相互干擾影響通信之三種同頻干擾樣態，分別為站臺對站臺、站臺對終端設備（ User Equipment, UE ）與終端設備對

終端設備，如5G專網同頻干擾樣態圖2所示。由於終端設備對終端設備的干擾並不常見，故本文暫不探討，站臺對終端
設備之干擾問題除分時雙工（ Time Division Duplex, TDD ）干擾外，在終端設備位處站臺訊號邊緣（ Cell Edge ）情境，
干擾影響最為劇烈。

圖2

5G專網同頻干擾樣態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欲避免上述5G專網干擾微波點對點通信系統，以及5G專網間可能產生之相互干擾現象，可藉由公式（ 1 ）同頻

保護功率比（ PR ）評估同頻條件下共存訊號功率比值，並透過國際電信標準組織ITU估算5G基地臺訊號涵蓋通道模型
Uma/RMa，推估視距（ Line of Sight, LOS）／非視距（ Non Line of Sight, NLOS ）共存環境干擾保護距離。

2022 NCCNEWS．6 月號

04

頭條故事

HEADLINE NEWS

PR=Tmx+FM-Iall……………（1）
Tmx為接收機維持良好通信品質所需功率門檻值（ 單位dBm ）；
FM為通道衰落餘裕量（ 單位dB ）；
Iall為可容忍最大干擾功率（ 單位dBm ）。
爰此，本文主要聚焦於5G專網同頻干擾之議題，TDD干擾與微波點對點通信干擾，先蒐集國際間主要國家對於

5G專網之干擾情形與處理措施，再盤點國內5G專網之干擾情形與處理機制，以期提供全國在室外建置5G專網潛在
干擾評估與改善處理措施之建議。

二、國際5G專網干擾情形與處理機制
行動通信技術自4G演進至5G，採用多項創新

技術如新無線電（ New Radio, NR ）、網路功能虛
擬化（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NFV ）、

軟體定義網路（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SDN ）、網路切片（ Network Slicing ）和行動邊緣
運算（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MEC ）等，

並以TDD作為上行（ Uplink, UL ）傳輸（ 用戶裝置
至站臺 ）與下行（ Downlink, DL ）傳輸（ 站臺至
用戶裝置 ）之間的通信雙工，以提升頻譜使用效
率。

在TDD網路中，相鄰站臺之間的同步，會嚴

重影響傳輸效能。為避免相鄰網路同時發生上行及

下行的傳輸，在TDD系統中達成同步的運作相當重
要。在行動通信系統中「 同步 」的運作方式如圖3

所示，行動通信中的「 同步 」通常指的是在同一站
臺內，站臺和行動裝置之間進行載波層次的頻率同
步、頻率及相位同步、頻率相位和時間的同步，頻
率同步對於分頻雙工系統亦相當重要，上述這些載
波層次的同步通常是為了訊號解調所需。

國際上為確保5G專網和諧共用並提升頻譜

使用效率，採取不同干擾處理技術與相關管理措

施，藉以避免彼此干擾。德國劃分給5G專網使用

圖3

頻率、相位及時間同步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ECC Report 296（ 2019 ）
。

的3,700 MHz–3,800 MHz頻段是在技術中立（ technology-neutral ）基礎上配置，規範該頻段只能採TDD模式運作，並以
10MHz為單位配置，不另外設置護衛頻段。德國聯邦網路局為確保3,700MHz–3,800MHz頻率範圍和相鄰頻率範圍內不
同應用的共用，要求本地指配持有人，必須遵守歐盟決定中的頻譜或頻譜遮罩要求以確保共用。

日本為擴展頻段與其他系統的共享，針對Local 5G（ 同我國5G專網 ）使用頻段（ 4.7GHz、28GHz ）與其他系統

共享進行全國範圍調查，總務省運用Local 5G頻段使用之無線設備於各種不同應用情境，例如：同系統／非同系
統、同頻／非同頻、同步／非同步／準同步、LOS／NLOS、室內／室外等，在全日本都道府縣町村里進行Local 5G

頻段干擾研究分析，藉由瞭解Local 5G對於既有電臺服務的影響，掌握相互干擾的具體數值，並導引出切合Local
5G頻段使用技術條件及各區域特定限制要求等，達到頻段擴展使用的目的，同時預防干擾的發生。

韓國為了讓各使用者在4.7、28GHz能和諧共用，申請者可透過韓國放送通信電波振興院（ Korea Communications

Agency, KCA ）特化網支援中心來確認特化網鄰近地區使用之情形，以計算可使用頻寬及護衛頻帶比例。例如調整時槽

的上下行比例，或是若兩相鄰地區皆有特化網使用時，彼此間需要透過KCA特化網支援中心來做協調等，另該國有關
電波涵蓋範圍之規範，則分為申請者四周是否存在既有使用者，若無既有使用者，則其申請區域邊界之無線電波功率
2022．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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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應小於-105dBm；若有既有使用者，則彼此區域邊界之無線電波功率強度應小於-115dBm。德國、日本、韓國5G
專網規範與干擾處理措施，請參見表1。

德國、日本、韓國5G專網規範與干擾處理措施

表1

項目

德國

日本

韓國

5G專網性質

兼顧地方型5G園區網路（ Local
5G–Campus Netz ）涵蓋需求與商
業模式發展情形。

導入區域型5G網路（ Local 5G ），
以彌補無法客製化之商用5G網
路。

限特定場域（ 如建築物或工廠 ）區
域型5G網路（ 5G特化網 ）業者之
資格。

釋出頻段（ GHz ）

3.7–3.8 GHz
24.25–27.5 GHz

4.6–4.9 GHz
28.2–29.1 GHz

4.72–4.82 GHz
28.9–29.5 GHz

技術要求

1.本地頻段只能採TDD運作
2.分室內／外
3.功率限制
4.訊框

1.Local 5G TDD、非同步TDD與
準同步TDD
2.分室內／外
3.功率限制

1.不分室內／外
2.功率限制
3.訊框

干擾處理機制

1.制定頻塊邊際遮罩（ BEM ）限值
2.要求頻率技術安全距離
3.若相鄰業者無法達成協議，將
施以場強限值。

1.不同Local 5G申請者之間的和諧
共用措施
2.Local 5G對全國MNO 5G系統
的和諧共用措施
3.Local 5G對公共廣播電臺和衛星
地面站的和諧共用措施

1.要求合作與技術協調
2.有權修改限制及關閉無線設備
的使用
3.保留紀錄並向Ofcom提供資訊
4.評估運用DSA機制和諧頻譜共
用

資料來源：Bundesnetzagentur（ 2019, 2020 ）、總務省（ 2020 ）、MIC（ 2020, 2021 ），本文彙整編製。

德國、日本與韓國對於5G專網之技術要求主要是

依TDD干擾情形來處理，如評估結果將有干擾之虞時，
可透過保持安全距離或是調整功率等方式，確保該場域

在使用5G專網頻段進行測試時，能與既有使用者和諧
共用。

三、我國5G專網干擾情形與處理機制

我國5G專網面臨之無線電同頻干擾情形，除TDD

干擾問題外，室外使用5G專網測試時，以微波點對點
通信干擾問題最為嚴重。109年2月19日交通部公告修

正「 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 」，明訂「 4.8–4.9GHz
供行動寬頻專網於不得干擾合法通信且須忍受合法通信

干擾之條件下使用 」；另依行政院108年12月5日第3679
次院會決議，自即日起供各界申請進行場域實驗，並於

110年至111年間擇期開放執照申請。惟國內n79 5G專
網使用頻段為4.8–4.9GHz頻段，與警政署、消防署微波

系統使用之4.4GHz–5.0GHz部分重疊，如警消移頻規劃

架構圖所示（ 圖4 ），目前微波站既有使用者為警政署與
消防署，依據「 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 」，為克服
目前共站、共構造成頻段不敷警、消分用之窘境，「 消

防署防救災固定微波通信系統 」與「 警政署環島數位微
波系統 」規劃於110年至113年間完成移頻建置作業，以
維持警消治安及防救災之遂行。

受5G專網影響之警消微波網路系統頻段

圖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10年 ），「 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 」
（ 核定
本 ）。

現行警消微波通信系統須辦理移頻作業之站臺如圖

5所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直轄市及縣（ 市 ）災害應

變中心新建微波站臺，建置幹線共站20站、支線共站29
站、終端站臺69站，共計118站。由此可見，在警消微
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全案完成前，5G專網在進行室外
測試時，無論是申請短期測試、實驗研發專用電信網路
或是未來的行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勢必在113年前將

面臨5G專網室外測試、既有微波點對點通信干擾與協
調作業。

2022 NCCNEWS．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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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警消微波通信系統須辦理移頻作業之站臺架構圖

圖5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10年 ），「 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 」
（ 核定本 ）。

目前國內既有微波點對點通信共有三種類型站臺，依據既有使用者提供站臺設備特性與通信參數，既有微波點對
點通信系統依其傳輸話務量不同，使用不同發射頻寬，搭配不同調變技術，以符合傳輸話務解碼品質位元錯誤率（ Bit
Error Rate, BER ）並低於訊雜接收比（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如表2所示。
表2

既有合法使用者微波點對點通信站臺類型與通信參數

類型
參數項目

站臺

發射功率

幹線臺

支線臺
（ 局級 ）

支線臺
（ 分局級 ）

1W

0.5W

0.5W

發射頻率

多組發射頻率

單組發射頻率
40 MHz

20、6、4 MHz

調變類型

1024 QAM
2048 QAM

64 QAM
128 QAM
256 QAM

64 QAM
128 QAM
256 QAM

1024 QAM SNR≧37.5 dB
2048 QAM SNR≧40.5 dB

64 QAM SNR≧25.5 dB
128 QAM SNR≧28.1 dB
256 QAM SNR≧31.2 dB

64 QAM SNR≧25.8dB
128 QAM SNR≧28 dB
256 QAM SNR≧31.4 dB

工作頻寬

接收訊號品質要求（ 解碼前 ）

40 MHz

單組發射頻率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實務上我國在進行5G專網室外干擾評估時，場域主須先自提測試計畫，以及受影響點對點微波通信鏈路備援
或強固方案，頻率核配主管機關依測試計畫內容與受影響點對點微波通信鏈路備援或強固方案，邀集利害關係人研
商、會勘，最後形成該場域之「 頻率和諧共用方案 」，並進行實際量測評估，測試場域開放使用5G專網對警政與消
防各微波站之干擾情形，5G專網室外測試潛在干擾評估及測試流程如圖6。
測試內容將規劃5G專網基地臺發射不同最大有效等向輻射功率（ Effective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EIRP ），不同
路徑損失條件如建築物遮擋的LOS與無建築物遮擋的NLOS，5G基地臺發射方位角與接收天線對應偏軸角等情境變數組
合；透過每一個測試情境變數組合，搭配警政與消防各微波站人員配合觀察點對點微波通信品質（ 如RSL、MSE或CNR
等 ），評估干擾情形，以確保其無受5G專網干擾之虞。

綜上所述，5G專網站臺進行室外測試時，原則上在113年警政署、消防署完成移頻工作前，5G專網在「 可持續提供
鏈路備援或強固方案 」運作前提下，始得進行室外測試，且以經干擾測試確認之範疇為限，並應與警政署、消防署所用
既設微波系統和諧共用。而室內5G專網站臺測試，現階段依據實驗研發專用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二項
第五款第二目之規範，即各實驗區域使用各無線電頻率之電波涵蓋範圍與實驗測試作業範圍外之功率應小於-125dBm。
2022．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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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5G專網室外潛在干擾評估及測試流程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四、結論與建議

無線電干擾的樣態包含同頻干擾、鄰頻干擾、帶外干擾、互調干擾與阻塞干擾等現象，近年來隨著通信技術日新
月異，新設電臺與既設電臺間之無線電干擾問題，逐漸形成顯學。時至今日，國際上如德國、日本與韓國等國家，雖然
5G專網之使用頻段不同，仍以避免干擾為首要之務，為確保5G專網在測試或正式使用時，能與既有使用者和諧共用，
可透過保持安全距離或是調整功率等方式，確保該5G專網無干擾既有使用者之虞。

國內5G專網與警政署、消防署微波系統使用之4.4GHz–5.0GHz部分重疊，在113年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
全案完成前，5G專網在進行室外測試時，無論是申請短期測試、實驗研發專用電信網路，或是未來的行動寬頻專用
電信網路之前，勢必需要先形成光纜強固方案，以作為頻率核配主管機關之審查基準。
建議5G專網欲進行室外測試之申請者，需考量光纜強固方案之部分微波鏈路，若經干擾測試及完整評估潛在干擾
風險後，確認無強固之必要，則該等微波鏈路之光纜強固應即於光纜強固方案中暫停租用，以撙節費用支出。

（ 本文作者為射頻與資源管理處科員、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經理及副研究員 ）
1 參考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各類業務既有使用者包含廣播電視業務、公眾通信中繼網路、公眾行動電話業務、公眾無線電叫人業務、公眾衛星通
信業務、公眾船舶通信業務、有線電話無線主副機、民用無線電對講機、鐵公路運輸、船舶通信、港口導航、港埠管制、航管、飛航業務、氣象測報、
森林、礦區通信、業餘無線、實驗研發、警察及維持治安、電力、石油、無線電遙控、監視、定位、測震、新聞接收、國內緊急醫療網、工業、科學及
醫療用途、計程車無線電通信、一般用途無線遙控及低功率射頻電能器具、山難救助、空中救災、救難救護等任務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等無線電業務用
途之既有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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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結合實務 虛實整合應用

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
文｜吳仲凱、陳思豪、鄭爲珊

一、緒論

2015年國際教科文組織在「 青島宣言 」中強調「 未來的教育應把握數位時代的契機，善用資訊和通訊科技以引

領教育改革 」，呼籲各國應善用資訊科技實現2030年聯合國的教育願景，包含在課程中融入資訊科技教學，以推動
學校數位轉型，由科技教育再往智慧教育邁進。
5G的三大特性包含增強型行動寬頻

（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 ）、
巨量機器類型通訊（ Massive Machine Type

C o mm u n i ca t i o ns , m MTC ）及超可靠低延
遲通訊（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 ），如圖1所示，5G
三大特性可深入各垂直應用場域，發展多元化

的創新應用服務。過去在4G時代教育事業已發
展科技教育的線上課程模式，5G技術近一步發
展智慧教育之遠距教學模式，以期推動教育事
業之創新應用與數位轉型。

教育數位技術之發展係國際標準組織

（ ISO ）標準化作業之一，在ISO/IEC聯合技術

委員會第36次委員會議（ Sub-Committee 36,
SC36 ）中，已就智慧教育環境框架將如何標準

2022．JUN

圖1

5G三大特性與垂直應用場域

資料來源：IJACSA（ 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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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進行討論，並透過研究以往IEEE學習技術系統架構（ 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 Architecture, LTSA ）、IMS摘
要框架（ Abstract Framework ）、Oki開放知識倡議、JISC電子學習框架及進階分散式學習架構ADL等標準化過程，
瞭解智慧教育型態與傳統教育型態之差別，藉以創造智慧教育下之學習環境。SC36亦提及目前教育現場所面臨的需

求與挑戰，包含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 AR＆VR ）、智慧學習環境（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SLE ）與大規模開

放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其中SLE係利用各種先進數位技術與終端載具（ 如AI、AR/VR ）
來支援多元化學習、教學和培訓模式，打破傳統師生僅能在實體教室中學習的模式，為現代學習及教學環境提供了
各式各樣的應用情境。

由於5G三大特性可支援不同的垂直應用場域，使得智慧教育可發展不同的潛在應用情境，參考2019年英國聯合

資訊系統委員會（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 ）的「 5G與教育 」
（ 5G and Education ）一文，5G智慧

教育可發展觸碰互聯網、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無牆教室、個人化學習、無線書包、特殊教育學生與智慧校園等八
大潛在應用情境，提供各種教育環境在導入5G時可以應用的方向，5G智慧教育潛在應用情境如圖2所示。

圖2

5G智慧教育潛在應用情境

資料來源：Jisc（ 2019 ）
，本文彙整編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下之教育情境，我國主要以遠距教學維持學生學習的進度，並使用

各式各樣的終端設備如VR/AR、平板或是筆電接取學習平臺，觀察國內外智慧教育發展之現況，遠距教學對於5G大

頻寬、低延遲、高可靠度等特性之需求度高。爰此，本文參考國外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並抽樣我國
實驗與商轉之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期能作為後疫情時代智慧教育創新應用服務發展之參考。

二、國際智慧教育案例–5G遠距教學實務

依據5G Americas於2021年發布之「 5G垂直應用案例白皮書 」
（ 5G Vertical Use Cases ），5G三大特性可應用之

場域包含製造業、公用事業、採礦業、醫療及遊戲等領域，而教育產業亦為5G發展之關鍵垂直場域，本章主要蒐集
與彙整美國、德國與日本等主要國家發展智慧教育之情形，以作為我國發展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之參考。

（ 一 ）美國

1.背景與目標

美國田納西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與電信業者AT&T合作，在其可司韋兒（ Knoxville ）校區合建

5G毫米波專網，並導入多接取邊緣運算裝置（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MEC ），該專案目的為強化創新研

2022 NCCNEWS．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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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能力，並提升教學的網路環境，預期藉由5G高速傳輸及低延遲的特性，為教職員工、學生、研究人員及其他管
理人員帶來創新的數位學習、研究及發展方式。該專案希望能達到以下三項應用目標，其一在農村建置5G網路，
提升農村的生活品質，包含遠距醫療與教育，並促進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其二為提供學生學術與培訓的管道，

如提供AR和VR等沉浸式學習體驗；其三，美國軍方也將透過該專案研究可攜式通訊系統，測試穿透障礙物時的通
訊品質，以避免潛在危險。
2.應用內容

農業應用主要透過5G串聯相關感測設備，即時監控土壤及作物的健康狀態，開發精準農業（ Precision

Agriculture ）的相關研發能量；另外AR/VR沉浸式應用，將探索核電廠、海洋深處或體驗火箭發射等情境，同時結
合AI及機器學習，藉由大量數據來分析學生的課堂表現，以分析及強化個人化的學習歷程。

3. 合作型態與效益

該專案的場域業者為田納西大學克斯維爾分校，並與橡樹嶺國家實驗室（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

切諾基農場（ Cherokee Farm ）的田納西大學研究園區共同合作；網路建置業者為AT&T，Ericsson為5G室內小型
天線設備業者，該合作效益係透過5G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現場數位轉型。

（ 二 ）德國

1.背景與目標

德國5G系統整合業者Smart Mobile Labs，取得該國肯薩司樂特工業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Kaiserslautern, TUK ）的5G專網計畫，該案亦為德國聯邦交通及數位基礎設施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und digitale Infrastruktur, BMVI ）的補助計畫。肯薩司樂特工業大學為德國頂尖技術及產業研究單位之一，該5G
專網計畫規劃三年執行期間，目標為強化校內5G SA網路連線能力，以利未來各項5G研究及案例測試。
2.應用內容

肯薩司樂特工業大學5G專網場域，可做為未來5G相關應用情境的研發基礎，如自駕車（ Self-propelled

cars ）、無人機、智慧製造或智慧農業等。
3.合作型態與效益

Smart Mobile Labs為系統整合業者，其與Nokia合作於校內建置Nokia DAC平臺系統，該合作效益係透過5G

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現場數位轉型。

（ 三 ）日本

1.背景與目標

為推動2020年（ 令和2年 ）總務省的教育Local 5G實證計畫，並配合文科省「GIGA School」的智慧教育政

策，透過Local 5G進行實證教學，於校園場域內測試與調適5G超高速、超低延遲與大連結特性。
2.應用內容

該專案包含高畫質影片學習活動、直播學習活動、虛擬博物館、虛擬交響樂團、虛擬職災訓練、AR解剖體

驗、偏鄉遠距教學、線上協同學習平臺及感知設備集結資料學習等。
3.合作型態與效益

內田洋行為場域申請者，筑波市綠色學園義務教育學校為場域業者，茨城縣筑波市為政府輔導單位，富士通

為網路建置業者，該合作效益係透過5G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現場數位轉型。

（ 四 ）小結

美國田納西大學與電信業者AT&T合作，在可司韋兒校區合建5G毫米波專網，並導入多接取邊緣運算裝置，將

為全校用戶帶來創新數位學習與創新研發內容。德國Smart Mobile Labs與電信設備商Nokia合作，在肯薩司樂特工
業大學建置校園5G專網場域，做為各項5G創新應用測試如無人載具、智慧製造與智慧農業之研發基地。日本內田洋
行結合富士通與茨城縣筑波市之資源，於筑波市內的綠色學園義務教育學校進行2020年總務省支援之教育Local 5G
實證，以發展各項遠距教學的學習活動。
2022．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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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主要國家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如圖3，觀察主要國家之5G遠距教學皆依循其國家智慧

教育數位轉型政策方向，而其5G遠距教學之發展端賴數位基礎設施建置之完善度，顯見我國在發展5G遠距教學時，
應先檢視數位基礎建設環境完善情形，方能確保校園後續是否能提供良好的5G網路連線測試環境。

圖3

主要國家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AT&T（ 2021 ）、fuenf-g.de（ 2020 ）、Nokia（ 2020 ）、Bundesnetzagentur（ 2021 ）、文部科學省（ 2020 ）、總務省（ 2021 ），本文彙整編製。

三、國內智慧教育案例–5G遠距教學實務

我國5G垂直應用服務網路可申請實驗頻段或商用頻段建置5G網路，如圖4所示，本章分別蒐集國內智慧教育申

請實驗頻段自建5G網路，以及申請商用頻段委由電信業者協助建置5G網路，並彙整其背景與目標、應用內容、合作
型態與效益等內容，以了解我國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之發展概況。

5G
5G

圖4

3.5GHz
28GHz

5G

4.8-4.8GHz
3.7-3.8GHz

我國5G垂直應用服務網路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 一 ）逢甲大學（ 實驗頻段 ）
1.背景與目標

為打造「 5G專網智慧城市實驗場域與測試平臺 」，並整合國內智慧城市產業整廠輸出量能，逢甲大學善用校

園、逢甲商圈、水湳經貿園區、大臺中廣大機工具產業和中科高科技產業等聚落生態，規劃先聚焦「 智慧製造 」與

「 智慧工安 」這兩項垂直應用場域。該實驗計畫整合校內各智慧製造相關實作場域設備，建置兼具教學、實驗、實
作與研究功能的場域，促使廠商能更加投入於臺灣工程教育，以及吸收未來畢業人才就業於臺灣高端智慧製造與智
慧工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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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內容

場域暨系統整合者為該校，網路建置業者為國

（ 1 ）智慧製造：開發5G零組件製造智慧檢測監控解決

眾電腦，資通訊設備業者為佐臻，內容平臺業者為

線的產能數據收集系統，並透過5G網路和資訊可

電信技術中心，指導單位為本會，該合作效益係透過

方案，係將人工智慧學習與回饋控制系統結合產
視化界面來監控與管理，以資訊串流技術提升製
造品質管理的可靠度，運用智慧化管理來增進產
能。

（ 2 ）智慧工安：開發5G智慧工安環境監控解決方案，
透過收集區域偵測影像、穿戴裝置（ 如定位、當
日行動軌跡、傾倒偵測及心跳等 ）等資訊，再整

Android，智慧應用提供者為台塑集團，輔導單位為
5G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現場數位
轉型。

（ 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實驗頻段 ）
1.背景與目標

為建置臺灣第一個5G智慧校園多元應用實證環境，

合5G訊號後，能將過去難以判斷或偵測狀況快速

強化學校5G通訊領域的智慧應用研發、技術專利布局與

全及錯誤經驗回復學習等各項目的，進而達到施

次系統研發、虛實系統創新整合應用、智慧製造與智能

判釋出來，更重要的是，能夠做到證據數位化保
工環境防微杜漸之價值。

3.合作型態與效益

場域暨系統整合者為該校，網路建置暨智慧應用

提供者為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輔導單位為財

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以下簡稱電信技術中心 ），指
導單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該
合作效益係透過5G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
動教育現場數位轉型。

（ 二 ）明志科技大學（ 實驗頻段 ）
1.背景與目標

為強化學生就業之實務能力，並將課程結合5G

應用、企業實作與技術專利研發，明志科技大學視傳

系老師研發AR智慧巡檢應用軟體，期待此AR智慧巡
檢應用將導入台塑石化廠區，作為相關巡檢教育訓練

應用，讓資訊圖像設計課程的學生，配戴AR智慧眼鏡
實際操作設備，體驗石化工廠之巡檢流程，同時老師

須在旁指導巡檢流程進行，以及說明AR應用物件之設
計觀念，作為教學之輔助。
2.應用內容

針對工廠內輸送氣體或液體管線進行AR巡檢，其

流程包含判讀與確認管線的壓力量錶數據，觀測管線
的外觀狀況與現場狀況並即時回報。為進行上述體驗

5G產學合作等地位，智慧製造與量測、通信延遲智駕車
化IOT技術應用、無人機與智慧農業，以及智慧自動化研
究，期望能達到智慧機械5G示範場域之目標。
2.應用內容

（ 1 ）智慧製造與量測：於該校校園內建置一條智慧機

械生產（ 智慧製造 ）線，透過將舊有機臺改裝與
整合各項智慧系統後，達到工業4.0的生產能力。

（ 2 ）通信延遲智駕車次系統研發：使用智慧物聯網的

5G通訊技術，利用5G通訊系統無線訊號，布建

於室內環境，以建置智慧物聯網室內定位系統，
提供自駕車室內定位。

（ 3 ）虛實系統創新整合應用：以物聯網與虛實整合系

統的相關技術為核心，發展新世代「 智慧型（ AI ）
虛實整合系統平臺」，結合行動通訊與雲端技
術，運用即時遠端網路監控與大數據資料的運算

分析，進行新世代「 智能工廠網路標準的CPS平
臺架構 」之整合技術研發與系統建構，進而達成

「 智能工廠 」的CPS智能功能。

（ 4 ）智慧製造與智能化IOT技術應用：提出遠端智慧
座艙系統之概念，完成車輛零組件狀態之預估與

診斷，以提供故障預警，達到5G高速影像傳輸與
車內IoT感測訊號的量測與傳輸，進而提升無人車
或自駕車之可靠度與安全性。

流程，老師預計將學生分組輪流扮演兩種角色，分別

（ 5 ）無人機與智慧農業：無人機以5G低延遲、高速率

腳本內容給予巡檢或維修指示，而巡檢人員則依指示

Computing ）處理，發展智慧農業、自動建物檢

為指導人員及巡檢人員。指導人員將依照老師設計之
記錄或操作儀器設備，最後角色互換，進行不同任務

功能，將拍攝的視訊內容傳回MEC（ Mobile Edge
測、自動監控及校園720環景導覽相關關鍵技術。

之體驗。藉由此經驗可讓學生實際了解產業端巡檢實

（ 6 ）智慧自動化研究：運用邊緣運算系統判讀工作情

業人員對於資訊的需求 ），以利後續將資訊以視覺化呈

各站點之資料至終端伺服器，深入分析資料或進

際運作狀況，加強學生理解使用者之特質及需求（ 如作
現，了解設計應用與使用者需求結合之觀念。
3.合作型態與效益

2022．JUN

形及進行預知保養，並透過5G收發天線即時回傳
行演算法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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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建置業者為華電聯網，場域主為該校，輔導單位為電信技術中心，指導單位為本會，該合作效益係透過5G

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現場數位轉型。

（ 四 ）臺北市新興國中、臺南市和順國中與高雄市鹽埕國中（ 商用頻段 ）
1.背景與目標

為配合教育部於110年初啟動「 校園5G示範教室與學習載具計畫 」，現以新興國中、和順國中與鹽埕國中作為

示範學校，推動三校教室共同備課與虛實混合式遠距教學，初期針對英文及科學教育VR課程，未來將納入數學及
理化等課程，從示範學校發展出更多應用領域。
2.應用內容

（ 1 ）跨校遠距共同備課及跨校實體虛擬混合式共同學習：藉由5G網路高速、低延遲特性，以遠距視訊方式，進行
教師跨校備課，學生則可於實體教室或線上學習，加速數位學習發展。

（ 2 ）VR沈浸式學習：教材內容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國立屏東大學教師設計，利用5G網路、5G行動路由器、常時
聯網筆電與VR頭盔裝置等，提供學生身歷其境的互動式學習體驗。

3.合作型態與效益

示範場域主為新興國中、和順國中與鹽埕國中，網路建置者為中華電信，軟硬體設備由高通、精英電腦、亞

旭電腦、力新國際、XRSpace等多家業者提供，內容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大學指導教師及三所示範場
域教師籌備，指導單位為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單位，該合作效益係透過5G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現
場數位轉型。

（ 五 ）花蓮縣政府智慧教育中心（ 商用頻段 ）
1.背景與目標

為結合地方特色，打造5G概念場域，使參與的師生更能體驗5G創新應用，花蓮縣政府以智慧教育中心做為示

範場域，在5G網路基礎下，導入結合虛擬實境與AI的動態捕捉系統，運用5G與科技技術提升課程內容多樣性與多
元學習方式，迎接元宇宙的時代，期能藉此增加學習體驗，亦可針對學生學習能力與興趣，調整學習進度，實現
個人化教學，並以此做為花蓮縣政府積極推動智慧城市的一環。
2.應用內容

（ 1 ）結合虛擬實境與AI的「 動態捕捉系統 」及「 虛擬攝影棚 」：以虛擬網紅引導數位教案與教材之使用者體驗，透
過多元科技結合在地特色以提升課程豐富度，並可於「 虛擬攝影棚 」開發製作專屬數位課程。

（2）
「 5G示範教室 」：展示包含智慧路燈、智慧充電等智慧城市應用，於智慧教育方面則有VR遠距共學，展現沈
浸式教育。

3.合作型態與效益

示範場域主為該中心，網路建置者為遠傳電信，該合作效益係透過5G網路結合學校研發能量，俾利推動教育

現場數位轉型。考量花蓮地形狹長，偏鄉交通不便，花蓮縣政府也進一步於國風國中、崙山國小及卓溪國小等3校
設置區域示範學校，期能帶動智慧教育之發展。

（ 六 ）小結

在5G垂直應用服務網路「 實驗頻段 」方面，逢甲大學5G研發與教學實驗計畫，主要在校內打造「 5G專網智慧城

市實驗場域與測試平臺 」，研發5G零組件製造智慧檢測監控解決方案與5G智慧工安環境監控解決方案，誘使廠商能

更加投入於臺灣智慧製造教育與智慧工安教育，並創造未來臺灣高端智慧製造與智慧工安產業人才就業率。明志科
技大學隸屬台塑集團，具備石化產業之資源，該校AI與AR應用結合5G通訊技術實驗計畫，主要在校內研發「 AR智慧

巡檢應用軟體 」，並將AR智慧巡檢應用導入台塑石化廠區，作為相關巡檢教育訓練應用，讓學生體驗石化工廠之巡
檢流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5G SA實驗計畫，主要在校內建置一條智慧機械生產（ 智慧製造 ）線，並致力於將5G通訊
領域、智駕車次系統研發聯合、虛實系統創新整合應用、智慧製造與智能化IOT技術應用、無人機與智慧農業，以及
智慧自動化研究等5G相關應用領域融入課程中，為我國第一個5G智慧校園多元應用實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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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5G垂直應用服務網路「 商用頻段 」方面，中華電信參與教育部「 校園5G示範教室與學習載具計畫 」，與高通

及國內軟硬體業者、內容業者攜手打造5G示範教室，於三縣市代表學校提供跨校共同備課、共同學習，以及VR沈浸式

學習與學生身歷其境之互動式學習體驗，期以此為基礎，從示範學校擴散到更多教學領域的應用。遠傳電信則協助花蓮

縣政府智慧教育中心建置5G網路，以「 5G示範教室 」及「 5G虛擬攝影棚 」，讓師生探索5G與智慧城市創新應用，並結
合虛擬實境與AI的「 動態捕捉系統 」及「 虛擬攝影棚 」，體驗互動式教育及專屬教材製作，將5G智慧教育拓展至偏鄉其
他領域，提升數位學習機會。

觀察我國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 如圖5 ）可知，防疫期間仍可藉由教學平臺線上直播課程、觀看預錄

影片與線上測驗等方式，順利解決遠距教學相關問題。

圖5

我國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2022 ）、iThome（ 2021 ）、教育部（ 2021 ）、中央社（ 202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20, 2021），本文彙整編製。

四、結論與建議

5G Americas於2021年發布之「 5G垂直應用案例白皮書 」
（ 5G Vertical Use Cases ）即指出，教育產業為5G發展之關

鍵垂直場域，其他產業包含製造業、公用事業、採礦業、醫療、遊戲等領域。國際上主要國家發展智慧教育政策係配合

國家總體數位發展政策，對於遠距教學大多結合5G技術及其利害關係人之強項，共同打造智慧教育的學習環境，而我

國則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提倡智慧教育進一步數位轉型之重要性，顯見「 智慧教育 」係打造「 數位國家 」的重要元
素之一，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嚴峻期間，投入智慧教育的發展，正是凸顯各校建置實驗網路與研

發各垂直場域智慧應用亮點之最佳時機。惟各國在建置5G智慧教育場域網路時，基礎化數位環境之完善度為最大的問
題，由此借鏡，我國在發展5G遠距教學時，應先檢視基礎數位建設環境完善情形，方能確保校園後續是否能提供良好
的5G網路連線測試環境。
2022．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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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我國5G智慧教育實驗網路發展情形，主要運用學校的研發環境與資源，開發各種5G垂直應用場

域如無人載具、智慧製造、智慧工安、智慧巡檢、智慧交通與智慧農業等解決方案，不僅培育學生未來就業的專業
技能，亦能將解決方案與相應之垂直應用業者相互媒合，充分利用國內產官學研之資源。另一方面，我國電信業者
除傳統企業服務外，亦進一步拓展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農業及遊戲等領域，而在疫情嚴峻下，我國各縣市學
校紛紛採取遠距教學的作法，電信業者得於其既有通訊網路豐富經驗之基礎上，與政府教育單位合作，促進遠距教
學之應用，未來亦得以此帶動偏遠地區數位學習之機會；另透過結合AR、VR等新興科技技術，使教師與學生得於虛
實環境之沈浸式教育中，體驗增添學習動機與樂趣。

綜上所述，電信業者協助場域主建置的5G智慧教育網路，主要以遠距教學應用於正規教育為主，而實驗網路自

建的5G智慧教育網路，主要以場域主在校園內開發各種5G垂直應用場域解決方案為主，故本文認為智慧教育的價
值，在於透過以學界理論搭配實務操作，研發出各垂直應用場域核心技術解決方案，透過該解決方案的技術移轉，
將能帶動各垂直應用場域智慧應用的數位轉型，而其中可能面臨的技術障礙，正是產學合作可以融入每學期的課程
與教學內容，讓學生、老師與業師組合一個「 學習共同體 」，共同激盪出解決方案。

爰此，未來無論使用實驗頻率或是商用頻率建置5G智慧教育垂直應用場域，智慧教育在數位轉型中將扮演最

關鍵與核心的角色。然而，豐碩的成果源自於團隊共同努力，建議未來我國在發展智慧教育時，可以結合各部會上
位計畫、地方政府施政計畫與跨領域組織專案團隊，如此方能打造聯盟優勢，共享垂直場域資源，加速推動數位轉
型。

（ 本文作者為射頻與資源管理處技佐、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所長及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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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化 跨域共享

電信事業資料創新應用服務之
治理模式研究
文｜顧振豪、張乃文、孫鈺婷

一、前言

面對數位轉型浪潮席捲全球，5G、物聯網、人工智慧技術蓬勃發展，電信事業不再侷限於提供電信服務，且由

於消費者行為與需求多元化等因素加乘，促使電信事業應用資料進行創新，推出個人化服務。另一方面，近年全球
受到疫情嚴重衝擊，公私部門協力推出資通訊科技工具協助民眾防災，電信事業也因擁有民眾使用電信過程中生成
的資料，而成為重要協力方。無論在國家社會公益領域或商業領域，電信事業資料創新，皆是持續帶動整體環境數
位轉型的核心，因此，先進各國皆持續關注相關環境面整備的議題，以期能妥善支援電信事業之資料活用，發展出
多元、跨域之創新解決方案。

本文首先定義電信事業資料的範疇，分別陳述電信事業資料於國家安全公共利益領域及商業領域服務創新的應

用情形，並觀察所涉法規或政策的調適方向；其次，將探討現行先進國家主要倡議的資料活用機制套用於電信事業
之可行性；最後綜整提出建議，以作為我國相關主管機關擬定施政之參考。

二、電信事業資料之範疇

本文所稱電信事業資料創新，是指電信事業就營運電信服務過程中所產製、蒐集或管理的資料（ 以下簡稱電信

資料 ），予以加值利用並藉以從事創新活動。電信事業所管理用戶及使用行為端相關資料，可分為「 用戶資料 」、

「 通信紀錄 」及「 因利用電信服務所產生的其他資料 」等三種。

用戶資料屬於個人資料而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固無疑問，其包含電信用戶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或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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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統一編號、地址、電信號碼等資料，並以用戶申請

定妥當的疏散計畫。另外一例，則是BuildERS與印尼政

信紀錄作業辦法第3條第4項 ）。

MPD資料主要用於協助外國觀光客的急難救助，可補

各項電信業務所填列之資料為限（ 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
通信紀錄則涵蓋得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如電信

系統所產生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 指電話號碼或
用戶識別碼 ）、通信日期、通信起訖時間等紀錄，並以

電信系統設備性能可予提供者為原則（ 電信法第2條第8
款 ）。另外，通信紀錄尚包括位址、服務型態、信箱或
位置資訊等紀錄（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1條第1項 ）。

至於，因利用電信服務所產生的其他資料，參照

美國電信法第222條規定，係指用戶在電信服務關係中

的電信使用行為所生，且由電信事業所蒐集、近用的資
料，包含使用電信所涉及的用量、技術組態、型態、總
量等資料，此於我國現行法中雖無特別定義，但諸如資

料下載速率、流量等資訊（ 行動寬頻業務服務品質規範
實施要點第四點 ）可認為屬此類資料。

三、電信事業於國家安全公共利益領
域之資料應用

（ 一 ）資料應用態樣

固有電信事業配合國家執行公權力的模式，係對於

調查或蒐集證據，並依法律程序查詢電信之有無及其內

容者，提供相關電信通信紀錄（ 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

則第27條 ），此模式所涉及之資料，具有個人針對性，
攸關民眾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保障課題，在法治國家則須
以法律保留為之。

近年來，因應新興資通訊技術應用，電信業者配合

公部門協助民眾減災防災，所蒐集或提供的資料，講求
可呈現群體性的民眾活動，資料來源具有普及性，主要

為行動定位資料（ mobile positioning data, MPD ）的應

用。與傳統透過人口普查獲得的統計資料相較，MPD
可以顯示區域單位內人群及監測區域間人流移動狀況，
且能精準到每小時更新。BuildERS是歐盟展望2020科研

計畫所資助的計畫，除了利用MPD的即時特性，也累
積歷史性的MPD用於災害預防，有助於風險評估及提
供更正確的資料供參考，以擬定疏散路線及庇護場所，
也可以用來規劃避開人群的物資運送路線，大大增進擬
定國家層級或區域層級計畫參考基礎的準確度。愛沙尼

亞的IT技術聞名世界，愛沙尼亞救援委員會（ Estonia
Rescue Board ）與BuildERS計畫合作，以官方與產學合

府合作建置MPD儀表板，印尼以眾多天然災害著名，
足既有旅客急難救助系統（ 旅客需要自行註冊填寫資
料 ）的不足，透過知悉進出災害區域人口的資料狀況，
讓政府可以掌握需要救助的人口數，駐外館處也可以藉
此推知有多少該國民眾受困災區 1 。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全球

爆發，各國政府利用各種措施阻止疫情擴散，MPD亦
顯示了流行病學上的意義。歐盟執委會要求行動網路營

運商（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提供自願性的匿名
化、群集化行動資料（ anonymized and aggregate

mobile data ），以增進歐盟層級疫情趨勢預測的準確
性，並有助於擬定未來控制措施，且此種應用不需要揭
露任何個人資料 2 。

另值得一提是，疫情當前，各國也透過公私協力方

法開發接觸者追蹤程式供民眾使用，例如愛沙尼亞開發

的COVID-19應用程式HOIA、英國NHS開發的NHS

COVID-19 APP，以及日本開發的COCOA。此類應用
以鼓勵民眾自主下載使用為主，且為取得民眾信賴，最

小化蒐集民眾資料，不會蒐集民眾的位置資料 3 ，其運
作方式係透過藍芽傳輸，使有一段時間以上短距離接觸

的行動裝置相互交換裝置代碼，當APP使用者中有通報
染疫時，曾與其有接觸的其他APP使用者將獲得警示提
醒通知。

（ 二 ）相關法制環境

從MPD用於國家、區域防災及疫情控制的實例可

知，即便以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為目的而蒐集、利用資
料，亦不能無限上綱而漫無限制擴張資料蒐集範圍，反
而應恪守資料蒐集最小化的原則。歐盟資料保護委員會

（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 ）在針對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之位置資料及接
觸者追蹤工具使用之指導原則中指出，位置資料的主要

來源之一係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過程所蒐集 4 ，依據
歐盟電子隱私指令（ ePrivacy Directive ）規定，位置資

料僅在匿名（ anonymous ）的狀況，或在當事人充分知

悉的範圍內才能被處理 5 ，亦即，電信事業必須將位置
資料匿名化後始能傳輸予第三方，或者須經過當事人知
悉同意後，始能將其裝置內位置資料傳輸予第三方。

另外，由於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為不確定的法律

作方式建置MPD儀表板，呈現包括人群居住、工作或

概念，難以被明確指明界線，在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人口之數量，且上開資料可每日、每週及每季更新，透

公務機關將個資進行目的外利用的條件（ 個人資料保護

觀光等聚集場所、不同區域間人流狀況及擁有第二居所
過這些資料，可掌握人流移動行為，以備災害發生時訂

中，以「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作為
法第16條 ），亦以「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作為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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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蒐集、處理及利用個資的條件（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 ），以及目的外利用個資的條件（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

條 ），但對於如何判定其內涵，卻缺乏相關操作標準，具有操作上相當不確定性，故鮮少適用或被引用。實務上若
遇有爭議情形，也將訴諸個案判斷。

綜上亦可發現，在以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脈絡下由電信事業所為之資料應用、提供或揭露狀況，鮮少由電信事

業自主發動，而是由業者基於配合角色，依具有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特定目的機關的指示，配合進行資料的處
理。在此情境下，業者是歐盟GDPR所稱的資料處理者（ Data processor ），主導資料利用目的機關則是資料控制者

（ Data controller ），由資料控制者主導整體服務設計，並擬訂服務提供之相關規則，電信事業配合遵循之。如本文
所列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之電信資料運用情形，係由當地國之衛生醫療執法部門主導及擬訂
相關法規、指引等規範。

四、電信事業於商業領域服務創新之資料應用

（ 一 ）資料應用態樣

近年來，電信事業開始投入發展大數據資料庫，透過各種大數據分析成果，發展多元商業模式，將資料創新應

用於交通運輸、觀光人流分析、廣告行銷、身分認證、金融服務如保險、貸款評估等領域，可參考表1所整理。
表1

國家

資通訊技術結合電信資料在商業領域服務創新之案例與涉及法規

愛沙尼亞

應用案例

・交通應用：Telia推出利用手機支付停車費的智慧停車系統
M-Parking。

・城市規劃、交通、零售、旅遊應用：Telia之人口流動分析（Telia
Crowd Insights）。

美國

・廣告行銷：T-Mobile推出個人化廣告推播。

德國

・智慧家庭：德國電信開發智慧家園求救系統識別家中危險發出警告。

英國

・身分認證：EE電信公司數位身分平臺（Digital Identity platform），
防止欺詐並促進客戶交易安全。

日本

我國

・交通應用：EE電信與Atkins於M25公路之電信與交通大數據應用。

・人流與消費預測：NTT Docomo異業合作，應用行動空間統計用於商
業設施區域之人口增減資料，預測個人消費動向。

涉及法規
・歐盟 GDPR

・電子通訊法
・電信法

・電信現代化法

・電信、電子媒體資料與隱私保護法
・國家資料戰略

・Smart Data計畫
・資料保護法

・官民資料活用推進基本法
・廣告行銷：NTT Docomo異業合作，應用人口分布行動空間統計，以
・數位社會形成基本法
及運用車廂數位動態螢幕，推播因環境變化而即時變動的廣告內容。
・個人資料保護法
・大眾運輸：NTT Docomo跨界合作應用人口分布行動空間統計，解決
大眾運輸需求。
・身分識別：TWID身分識別中心和電信業者推動「Mobile ID行動身分
識別服務」，憑手機就能通過實名認證，完成銀行線上開戶、網路購
物交易確認等。
・金融科技：國內首宗沙盒實驗成功案例，由中華電信與凱基銀行合
作，執行「實踐普惠金融首創電信行動身分認證」實驗計畫，將身分
認證流程優化，便利未曾使用金融服務的人可申請銀行服務。
・人流分析：人潮客群分析平臺，掌握人流及統計型客戶輪廓。

・個人資料保護法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電信法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 二 ）相關法制環境

如何於鼓勵產業利用資料時，兼顧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保障，為目前各國積極面臨的課題，在法制面亦有相關對
應措施。美國由產業協會（ 無線通訊產業貿易協會CTIA ）發布位置服務開發部署指南，定義價值鏈中各角色（ 程式創建
者、位置資料蒐集及供應網路位置資料營運者 ）之作法，主要為電信領域資料可能與其他領域資料搭配互用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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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資料當事人知悉同意原蒐集目的外之資料處理利用、如何滿足當事人請求權利（ 請求閱覽、補充、更正、停止蒐

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電信事業如何與外部單位分工負責以確保資料安全性等事項，以及創新服務上架前進行
影響衝擊評估等具體作法。德國近期修改電信現代化法，希望保持服務可近用性和安全性，同時提高共同合作及投資的

意願，並增加終端使用者的利益，另亦進行電信、電子媒體資料與隱私保護法修法，解決電信法、電信媒體法與歐盟

GDPR適用法律狀況。日本近期亦對個人資料保護法制進行重大修正，使全國、地方政府與民間適用統一之個人資料保
護規範，亦納入促進資料流通的觀點。而美國各州也紛紛針對消費者隱私保護有明確的規範。英國以國家資料戰略推
動，輔以Smart Data計畫促進資料賦權，使消費者掌握自己的資料，其中電信也是推動的重點領域之一。

在商業領域服務創新之資料應用，倘涉及個人資料且資料應用將超越資料蒐集原始的特定目的時，最為正本清

源方法，係獲得資料當事人的知悉同意， 且告知當事人的內容需具完整性，使當事人便利行使權利。實務上，日本
電信業者訂定資料憲章（ NTT Docomo個人資料憲章－革新創造行動準則 ）6 ，揭示在保護當事人個資前提上進行資
料利用，可作為參考範例。另可考量結合技術應用，發展動態同意機制，落實以當事人同意為核心的資料活用。

倘電信事業所蒐集資料自始並非個人資料，則無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合先敘明。惟當資料原始為個人資

料，係經過特定方式處理、刪除、遮蓋或代換，使之無法單獨識別特定個人，或以統計方式呈現，在我國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適用脈絡之下，將個人資料進行上開處理使其無從識別特定個人，或使其以統計方式、群集化方法呈
現，由於定性為資料的「 處理 」，必須依據原先蒐集時之同一合法事由為之（ 參照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2280號書

函 ）。換句話說，將資料進行去識別化或群集化等「處理」，不在原先蒐集時之特定目的內，除非符合法定目的外

利用的事由，否則應重新獲得資料當事人的知悉同意。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下，並無可供電信事業適用的法定
目的外利用事由，致使欲於原蒐集目的外將電信資料進行去識別處理或群集化處理，需重行獲得資料當事人同意，
在對當事人顯無傷害且無其他不利益情形時，此等法律適用狀況無異徒增資料應用成本。

五、資料中介機制及我國適用可行性分析

（ 一 ）資料中介機制

近年來各產業領域資料活用倡議趨勢中，資料中介機制受到廣泛討論，此機制是指：組織可透過不同活動及治理

模式來促成更多的資料近用及資料分享，中介的形態相當多元，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 ）或託管予第三方的產業平臺等作法，皆可涵蓋於中介機制之範疇。此外，資料中介機制之運作，除以促
進資料分享為目標，也重視到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保障，甚至超越法規要求一併將倫理議題納入考量。

英國資料倫理與創新中心（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 CDEI ）於2021年7月提出關於「 釋放資料的價

值：探索資料中介的作用 」之研究報告 7 ，該報告中整理關於「 可能阻礙最佳化資料共享的議題 」
（ Issues that may
prevent optimal data sharing ）如表2，並指出這些是可藉由資料中介機制予以克服的課題。
表2

資料共享最佳化的挑戰課題

議題

缺乏共享動力
缺乏認知

說明

資料提供者沒有足夠動力共享或將資料提供他人近
用。（因為資料分享需要許多成本與工夫，但分享者
卻無法從中獲益）
資料提供者可能對其資料潛在用途缺乏了解，而資料
使用者則不了解哪些資料可用與如何用。

預想可能失去競爭優勢、或因為資料使用破壞他人信
商業、道德和聲譽
任而蒙受信譽風險、或允許在道德上有問題的資料使
風險
用等風險因素，都可能阻礙資料近用及風險。
法律和監管風險
資料共享成本

預想可能違反資料保護、智慧財產權，或監管要求及
相關風險也可能會阻止分享。
缺乏資料共享所需的共同基礎建設和技術，且建置成
本可能過高。

錯失資料於公益領
資料共享可能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
域的應用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資料中介潛在作用

採行付費模式（ pay to play ），僅於資料取用方也貢
獻資料時，才能近用更多的資料。

使特定資料集易於被發現，使資料提供者可從資料挖
掘價值，並讓資料使用者可以找到潛在應用。
向資料主體和持有人確保資料僅會在特定目的下提供
經核准的組織或個人近用。
提供法律專業觀點和共通資料標準，以促進合法資料
共享。
提供資料共享環境，可有效運用科技，包括適用強化
隱私技術（ privacy-enhancing technologies ）。
在受信任的研究環境中，以公共利益研究為目的，提
供敏感性資料的近用。

2022 NCCNEWS．6 月號

20

通傳展望

COMMUNICATION PROSPECTS

（ 二 ）我國適用可行性分析

短期規劃
中期規劃
長期規劃
電信事業資料之應用，也需
要納入更多不同資料集的串聯，
規範面
政策面
才可能挖掘資料的各面價值。主
・指引訂定
・政府橫向構通以利決策，借鏡
要挑戰為，電信事業資料一旦涉
建立網路公眾
強化當事人權利行使（ 動態同意 ）、
金管會開放銀行、國發會，未
意見諮詢平臺
隱私衝擊評估、透明化要求、去
來數發部資料治理權責
及個人資料，勢必要以建構民眾
識別化標準（ CNS29100-2 ）
・資料沙盒模式
（ 借鏡英國ICO ）
、
可信賴的環境為基礎，並考量整
・定型化契約明文取得當事人同意
發展電信領域資料中介機制
體技術面、治理面的議題。觀諸
（ 歐盟資料治理規則草案 ）、
資料銀行……
前揭觀測國外促進電信事業資料
應用的作法及相關法制政策環
境，本文提出於我國可行的短中
短中長期解決方案規劃建議
圖1
長期解決方案相關規劃建議，如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圖1所示。短期目標為建立網路公
眾意見諮詢平臺，透過平臺回應
民眾關注資料創新應用涉及的個人資料保障或隱私保護議題；中期目標為主管機關或產業自律訂定指引作為電信事
業應用資料的參考，主要包含如何強化當事人權利行使的作法（ 如：動態同意的規劃 ），在規劃資料創新服務過程要
求應予進行隱私衝擊評估，充分對消費者揭露資訊等透明化作法，以及在資料過程中如何適用我國的去識別化國家

標準（ CNS29100-2 ）等；長期目標則著重於政策面思考，電信事業主管機關、個人資料主政機關及推動數位發展等
有關部會可以共同規劃發展資料中介機制，促成資料的跨域應用。

現階段我國已有推動開放銀行的經驗可資對照，國外Open Banking的機制亦已行之有年，以當事人同意為前

提，讓不同機構間屬同一當事人的資料可以流通之運作，已具相當成熟度，能夠促成不同類型資料混搭，且具有發
展異業結合服務的潛力。另外，亦有探討可利用沙盒機制，讓各種有助於資料應用的創新機制（ 如資料中介機制 ）獲
得試行機會，此亦呼應國外倡議資料沙盒的趨勢。

六、結論

茲將電信事業資料於不同領域應用之不同關注點，整理如圖2。當電信事業之資料利用涉及公權力高度介入，其

資料具針對性（ 指向特定個人 ），應有法律依據且依正當法律程序提供或揭露之。在公權力行使範疇外之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目的之電信事業資料利用，以MPD為代表，係追求資料來源的普及性及群體性，以達到訂定施政方向的參

考基礎，通常以電信事業配合提供匿名化資料，或透過鼓勵方法由當事人同意自主提供資料。在商業領域服務創新
之資料利用，若以提供個人化服務、協助個人滿足生活需求為主，則電信事業所蒐集、利用之資料，須由當事人充
分知悉同意後自主提供。

圖2

電信事業資料於不同領域應用之核心關注點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編製（ 2022 ）
。

2022．JUN

21

通傳展望

COMMUNICATION PROSPECTS

觀諸前述國外以防疫為目的之各項電信資料應用，如位置資料蒐集，具有公共利益，也與廣泛的國家安全意義

相通，但未見有任何實際案例以此為由，「 強制 」民眾加入特定電信服務，亦未發生無法源依據而強令調取特定民
眾電信資料之情事。絕大多數例子，係以不指向特定個人的資料蒐集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及利用，以愛沙尼亞利
用MPD為例，係電信事業提供群集化資料供政府掌握人流動向、擬定防災對策；再以歐盟利用民眾位置資料擬定

疫情控制政策為例，係電信事業提供匿名化位置資料供主政機關參考。倘若特定服務涉及蒐集或利用民眾個人資料
時，須向民眾告知完整的服務資訊供民眾自由選擇加入，給予選擇退出權利，且由民眾自主決定是否允許該服務存
取位置資料等電信資料，以獲取民眾自主信任及利用。

電信事業之資料應用實務亦遵行「 資料最少蒐集原則 」，係指限於資料利用目的而蒐集必要的資料，此原則是

個資保護的普世價值，如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所規定「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等語，即揭示此一原則。對照國外
將電信資料運用於防疫防災目的之實例，確實體現了資料最少蒐集原則，即便是在充分給予當事人自由選擇是否加
入該服務的狀況下，其服務設計及提供，也是儘可能以不觸及當事人其他資料為原則，避免蒐集多餘資料。

當前全球主流趨勢以構築當事人信賴環境作為活用資料的基礎，電信事業從事資料創新應用服務時，尤需重視

內部資料治理議題，需盤點內部所保管具有廣泛創新應用可能性的電信資料類別，此些資料型態各異，所對應的業
法規定可能涉及不同的保管規則及期間等內容。於涉及個人屬性等資料時，皆需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要求，須於
特定目的下進行處理、利用且不得逾越必要範圍（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 ），若欲進行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則必須符
合法定條件。

另一方面，政府也肩負整備資料創新應用環境的任務，在電信產業領域，本文建議政府端可訂定指引作為電信

事業發展創新服務運用數據資料的具體依循，由於我國現行規範架構對於資料如何應用尚缺乏細部依循，且電信資
料實際具有配搭其他產業領域資料、合為利用的需求，如何與其他產業部門分工負責，確保資料利用過程中符合個
人資料保障及資料安全等要求，亦無細部依循，爰建議可透過訂定指引，做為業者於設計資料創新服務時的依循。
本文亦建議政府端可訂立定型化契約範本確保資訊透明化，依據電信管理法第17條：「 …電信事業應訂定定型化服

務契約條款，載明與用戶之權利義務關係。前項定型化服務契約條款，應包含下列事項：…用戶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與利用之限制及條件。… 」據此，主管機關可考量擬訂定型化契約範本，引導業者於契約中完整揭示如何使用資
料、使用資料條件、在何種情況下將使用何種方法重行獲得當事人知悉同意，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將配合公權力揭露
資料，並清楚使消費者知悉可以行使權利的管道，賦予消費者充分的選擇權（ 選擇進入、選擇退出 ），以及明瞭退出

後效果等，藉以強化消費者對於業者利用資料的信賴，避免因不了解而產生抗拒情形。此外，亦建議政府可評估針
對群集化及去識別（ 匿名 ）資料之利用給予法源基礎，特別就資料群集化或匿名化利用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或無其他
不利益之情境，於電信相關法律（ 電信法或電信管理法 ）中予以明訂，使之成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特別規定，讓電信
事業運用群集化或去識別化資料獲致穩固的法源基礎。

（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所長、副主任及專案經理 ）
1 https://positium.com/blog/resilience-mobile-phone-data-estonia-indonesia（ last visited at 2022/01/01 ）
.

2 S.M. Iacus et al, Human mobility and COVID-19 initial dynamic,p1-2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1071-020-05854-6.pdf（ last
visited at 2022/01/01 ）
.
3 The NHS COVID-19 app（ Early October 2021 release ）p2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ﬁle/1028998/NHS_COVID_19_App_DPIA.pdf（ last visited at 2022/01/01 ）.

4 位置資料之另一主要來源，則是應用程式服務提供者如導航、交通服務應用程式運作過程中所蒐集。EDPB, Guidelines 04/2020 on the use of
location data and contact tracing too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P5, https://edpb.europa.eu/sites/default/ﬁles/ﬁles/ﬁle1/edpb_
guidelines_20200420_contact_tracing_covid_with_annex_en.pdf（ last visited at 2022/02/01 ）
5 ePrivacy Directive, Article 6, Article 9.

6 NTTドコモ パーソナルデータ憲章 -イノベーション創出に向けた行動原則- ，https://www.nttdocomo.co.jp/info/news_release/2019/08/27_00.html
（ 最後瀏覽日：2022/01/01 ）

7 Centre for Data Ethics and Innovation, Independent report Unlocking the value of data: Exploring the role of data intermediaries, https://www.gov.
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nlocking-the-value-of-data-exploring-the-role-of-data-intermediaries/unlocking-the-value-of-data-exploring-therole-of-data-intermediaries#fn:17（ last visited Oct. 31, 20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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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11.03.01-111.05.31

111年3月2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27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3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7件。

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 歡樂生活台 」頻道案，經審查申請書及營運計畫，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6條
第3項規定，不予許可，理由如下：

節目多來自國內既有頻道，無明顯特色，且重播率過高，顯見其節目來源不足以支應申設頻道營運所需，與所屬既
有境內頻道亦較無區隔，無助於我國電視節目品質之提升。
111年3月9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230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3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2件。

審議通過本會110年度個案計畫評核結果案依初審結果，並依規定於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GPMnet ）辦理評
核結果公告等事宜。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中天亞洲台」頻道案，依衛星廣播電視法（ 以下簡稱衛廣法 ）第6條第1項、第4
項、第10條第1項第3款，以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 以下簡稱申設辦法 ）第13
條等規定，不予許可、駁回申請，理由如下：

（ 一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 構 ）、團體或涉及對臺政治工
作、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 構 ）、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查該公司之營運計畫，預計播出與大
陸地區廣電媒體合作之節目，未具體說明合作方式，其營運計畫有衛廣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 違反法律強制
或禁止規定之虞 」之情形。
（ 二 ）依申設辦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該公司申請經營之衛星頻道為綜合頻道，查其營運計畫規劃主要節目類
型為綜藝節目、次要節目類型為新聞節目，惟擬製播新聞性節目超過50%（ 新聞報導占29%、時事評論占29%
等 ），頻道定位與綜合頻道之申設意旨不符。

（ 三 ）依申設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該公司前經營「 中天新聞台 」頻道，業經本會作成不予換照、駁回申請
之處分，其主因係該頻道自律與內控機制失靈致屢次違規且未能有效防免大股東介入新聞製播。經審視旨揭
頻道規劃之經營團隊、內部控管及自律機制與所籌組倫理委員會與前「 中天新聞台 」組織多數雷同，難以確
信其能有效落實新聞製播之專業自主。
一、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era news年代新聞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
定，評鑑結果「 合格 」，該公司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將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 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 」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應至少配置不擔任其
他職務之專職編審2至3位（ 不得與同集團「 壹電視新聞台 」共用 ），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並應於文
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旨揭頻道配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子法規定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程，定期
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提
出改善措施、追蹤改善結果；並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情形及回覆報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1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該公司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
能素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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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壹電視新聞台」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
定，評鑑結果「 合格 」，該公司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將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 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 」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應至少配置不擔任其
他職務之專職編審2至3位（ 不得與同集團「 era news年代新聞 」共用 ），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並應
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旨揭頻道配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子法規定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程，定期
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提
出改善措施、追蹤改善結果；並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情形及回覆報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1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該公司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
能素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111年3月16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82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3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0件。
許可世新、國聲及天外天數位共3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中「 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 」之基本頻道變更。

一、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民視新聞台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評
鑑結果「 合格 」，該公司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 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 」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應至少配置不擔任其
他職務之專職編審2至3位，並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該公司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旨揭頻道配
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子法規定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程，定期
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並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
俾提出改善措施、追蹤改善結果；並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情形及回覆報
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4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該公司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
能素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一、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廣播電視法第12條第6項規定，評鑑結果「 合格 」，該公司
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列為下次評鑑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 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 」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應至少配置不擔任其
他職務之專職編審2至3位，並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該公司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旨揭頻道配
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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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該公司應依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
與；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程，定期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事業之內容申訴，並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
提出改善措施、追蹤改善結果；並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情形及回覆報告。

（ 五 ）評鑑期間該公司計有11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其中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區分6件、違反電視置入行銷及贊
助管理辦法2件，違法情形嚴重，請確實改善，並應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能素
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 六 ）該公司應於下次換照前（ 115年6月10日 ）改正違反受外國人投資情事。

一、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負擔履行情形部分，併同110年執行情形追蹤並持續予以行政指導。

二、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申請變更負擔履行期限部分，查其所據理由及佐證資料
難證有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之情形，與行政程序法中程序再開之規定不符，爰依同法第129條規定，駁回
該公司之申請。
審議通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 」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預告事宜。
111年3月2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8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3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0件。

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報111年光世代電路業務及國內數據電路、網際網路雙方互連批發價業務X值資費調
整案，並自同年4月1日起實施。

審議通過「 電信事業申請衛星固定通信用無線電頻率核配有關事項 」公告（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草
案預告（ 期間為60日 ），及召開公開說明會徵詢外界意見。

審議通過特定電信服務市場界定草案預告公開說明會意見研析及公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公告
發布事宜。
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 康森嚴選 」頻道案，經審查申請書及營運計畫，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64條第
1項準用第6條第1項規定，不予許可，理由如下：
一、頻道經營規劃及市場定位無促進整體產業發展及增加消費者選擇多樣性。

二、該公司經營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其內控機制已有重大缺失，且查其申設購物頻道所陳報之營運計畫，有關商品品
質、貨款收取金流控管及消費者保護等內控機制規劃均有欠完備，難謂具備實現營運計畫之執行能力。
三、該公司整體財務狀況不佳，欠缺對於購物頻道明確之財務規劃，財務能力顯有疑慮，難謂可實現其營運計畫。

四、雖有規劃取得ISO27001資安認證，惟未提出導入消費者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認證機制之規劃，對於保護消費
者之隱私及個人資料能力顯有欠缺，難以有效維護消費者權益。
一、「 補助業者於偏鄉地區建置行動寬頻基地臺作業要點 」- 111年定額補助金額調整建議案，決議不予調整。

二、關於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處依「 補助第五代行動通信網路建設作業要點 」第16點規定檢視定額補助金額部分，
比照前項決議不予調整，並另依行政流程簽辦。
111年3月30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66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3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7件。

許可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換發「 壹電視電影台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其相關補正資料及到會陳述承諾事
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請該公司依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列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本案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5條規定，許可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緯來電影台 」、「 緯來日本台 」、「 緯來
體育台 」、「 緯來綜合台 」、「 緯來精采台 」、「 緯來育樂台 」及「 緯來戲劇台 」等7頻道營運計畫中節目訊號傳輸
方式自111年5月1日起變更為光纖傳輸，公司章程第2條併予變更，並因執照所載內容變更，依同法第16條規定准
予換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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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leven Sports 1 」110年3月11日播出「 灌籃高手Play One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 一 ）電競比賽節目雖會出現該款遊戲畫面，但為避免構成節目與廣告未區隔，應避免在遊戲畫面之後或之
間，不斷插入具有遊戲商標的動態圖卡。
（ 二 ）電視節目接受贊助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2條及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規定，
於該節目播送前、後揭露贊助者訊息，且不得有介入節目內容編輯或影響視聽眾權益之情形。

二、「 TVBS新聞台 」110年5月30日播出「 午間12.13新聞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節目應能明顯
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之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予以警告。
三、「 TVBS新聞台 」110年4月13日播出「 上午11點新聞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4條不得使用插播式
字幕之規定，依同法第59條第2款予以警告。
四、「 Cartoon Network 」110年4月18日播出「 少年悍將GO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 一 ）播放外國卡通節目仍應視播出內容，依據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將節目適當分級，若播出情節含
有暴力、色情或不當言語行為等內容，亦應加註警語，提醒兒少觀眾或家長注意。
（ 二 ）應辦理內部教育訓練，將本案列為教材，並制定兒童節目製播準則，以強化編審把關之責。

五、「 東森新聞台 」110年5月19日及6月17日播出「 關鍵時刻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4
款製播新聞不得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之規定，依同法第53條第2款分別核處新臺幣40萬元及80
萬元。
六、「 TVBS」110年6月18日播出「新聞大白話」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 一 ）政論節目對於討論主題所涉事件之事實基礎，應向當事人查證，並力求完善，以善盡法定義務。

（ 二 ）對於主題事件所涉之不同利害關係人說法，其呈現比例應符合衡平原則，不應有過於偏向特定方說法之
情形，以免降低事實基礎之客觀性。
（ 三 ）節目參與者之評論，不應明顯偏離所查資料涵蓋之事實範圍，造成意見表達有過度推論或影射暗示之情
形，以免有誤導認知之虞。
（ 四 ）節目主持人應注意平衡原則及發言分際，不應有刻意引導來賓談話，以免有誤導閱聽大眾認知之情形。
（ 五 ）提出具體改善計畫，並將本案列入教育訓練教材。

111年4月6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3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3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2件。

一、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東森新聞台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評
鑑結果「 合格 」，該公司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依該公司規劃及承諾
應至少配置不擔任其他職務之專職編審6位（不得與同公司東森財經新聞台共用；新聞評論性節目至少配
置不擔任其他職務之專職編審2人），並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該公司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
旨揭頻道配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子法規定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程，定期
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並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
提出改善措施確實執行及追蹤改善結果；並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情形及
回覆報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3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該公司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
能素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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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179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0件。

許可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
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洄瀾及北都數位等共10家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中基本頻道變更涉第52頻道替補之申請案件，由該等公司自行撤回。

審議通過「 電信事業申請衛星固定通信用無線電頻率審查作業要點 」
（ 草案 ），並辦理公開說明會蒐集各界意見
後，再循程序辦理公告事宜。
111年4月20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435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件。

一、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TVBS新聞台 」及「 TVBS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
定，評鑑結果「 合格 」，該公司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 TVBS新聞台 」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 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 」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節目，應至少配置不擔任其他職務之專職
編審2至3位（ 不得與TVBS共用 ），並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該公司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旨揭
頻道配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子法規定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該公司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
程，定期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並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
提出改善措施、確實執行、追蹤改善結果；該公司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
情形及回覆報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5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能素
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三、本案「 TVBS 」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修正編輯室公約，並納入「 本公約為本公司製播新聞同仁基本勞動條件之
一，並應視為勞動契約之基本構成要件，本公司不得因製播新聞同仁主張本公約之權利而給予不利之處
分 」之規定；公約完成修正並簽署，應於公司官網公開，並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報送本會。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應配置不擔任其他職
務之專職編審2至3位（ 不得與TVBS新聞台共用 ），並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立；該公司應於文到之次日
起3個月內就旨揭頻道配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子法規定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該公司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
程，定期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並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
提出改善措施、確實執行、追蹤改善結果；該公司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
情形及回覆報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9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能素
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112年度概算案，並請主計室辦理後續函送行政院主計總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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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 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 」第二條、第五條、第八條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111年4月27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277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0件。

核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110年度決算書，並依規定函送立法院審查及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其110年度「 工
作報告書 」
（ 含財務報表、工作績效評估 ）予以備查；另核定TWNIC 110年度工作成果達成年度工作目標，視工作
表現得另提撥平均每人1.85個月薪資之績效獎金。
審議通過本會112年度單位預算及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預算籌編情形案，請主計室彙整各單位之預算書表，依行
政流程辦理函送行政院主計總處等事宜。

審議通過本會委託TTC辦理110年度行動寬頻網路效能速率量測結果暨公布內容案，並循行政流程辦理110年行動上
網速率量測結果公布事宜。

審議通過「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撥付直轄市、縣（ 市 ）政府款項分配作業要點 」
（ 草案 ）公開說明結果及發布
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111年5月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30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3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6件。

核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110年度決算書，並依規定函送立法院審查及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其110年度「 工作報
告書 」
（ 含財務報表、工作績效評估 ）予以備查；另核定TTC 110年度工作成果達成年度工作目標，得另提撥平均
每人1.31個月薪資之績效獎金。
一、本案以附負擔許可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負擔內容如下：

（ 一 ）應於111年8月30日前解除董事長李錫欽其董事長及董事之職務，並解除監察人楊德忠及陳浩發之職務，
重新選任董事長及監察人，新任監察人應具有財務會計或法律專業背景。
（ 二 ）應於三年內逐年降低負債比率至50%以下。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
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110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及「111年立法計畫及法規整理計畫」，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於本會
全球中、英文資訊網站公告。
111年5月11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273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5件。
審議通過「 電信消費爭議處理中心組織章程 」
（ 草案 ）。

一、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三立新聞台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評鑑結
果「 合格 」，該公司應依負擔、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將列為下次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本案負擔如下：

（ 一 ）為落實新聞自主，該公司應落實所簽訂之編輯室公約，並確保旨揭頻道新聞（ 含談話性節目 ）製播不受政
府、政黨、企業、廣告商、股東或經營團隊等任何人不當干預；所簽署之編輯室公約應於公司官網公開。

（ 二 ）為補強既有採、編、播體系缺失，該公司就旨揭頻道製播新聞及其他新聞性節目，依該公司規劃及承諾應
至少配置不擔任其他職務之專職編審5位（ 不得與同公司三立財經新聞台共用 ），並應確保其職務行使之獨
立；該公司應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就旨揭頻道配置專職編審暨確保其行使職務獨立性之方式報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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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該公司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申設相關法規及內部自律組織章程設置並運作內部自律規範機制，
討論案件時，應有合於背景之專家學者參與；該公司並應逐字或詳細記載會議個別委員發言及討論過
程，定期於官網公開。
（ 四 ）該公司應適切處理觀眾對旨揭頻道之內容申訴，並將申訴及處理情形統計整理後提交內部自律組織，俾
提出改善措施、追蹤改善結果；該公司應每季於公司官網公布旨揭頻道受理公眾申訴之處理情形及回覆
報告。

（ 五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12次違反廣電法令紀錄，請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能素
養，如出現違規應立即召集相關人員檢討，並將案件提交內部自律規範機制討論。

（ 六 ）評鑑期間旨揭頻道計有12次違反本會法令紀錄，顯見既有採、編、播指揮監督體制存有缺失，自律內控
機制亦未能適切糾錯。為促旨揭頻道自律，請該公司於文到之次日起6個月內，建立公眾問責機制（ 例如
公評人制度 ），邀聘熟悉新聞產學實務且具公信力之外部人士，專職協助該公司公眾問責，俾於本次執
照效期間代公眾就近、密切關注該公司新聞及其他新聞性或評論性節目產製流程與內容表現。為向公眾
問責，該公司公眾問責機制應自行受理閱聽眾申訴，定期就其機制執行成效對外說明暨報送本會；為使
該公司公眾問責機制順利運作，該機制應有隨時調查之權限，該公司並應給予其必要資源與協助。
（ 七 ）為促使該公司就旨揭頻道對公眾問責，請其於本次執照效期間建立收視聽眾會制度，制定相關辦法，並
於文到之次日起3個月內運作，定期辦理，每季並將前一季運作情形於公司官網對外說明暨報送本會。

111年5月18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23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8件。

審議通過「數位有線電視頻位區塊化及編碼機制」座談會意見徵詢結果案，並循行政流程辦理公聽會事宜，進行對
外意見徵詢。
一、核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無線電頻率共用、改配及網路設置計畫變更。

二、核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報營運計畫變更，案內申請人歷次補件資料均列為營運
計畫之一部。
三、核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依電信管理法第37條所報網路漫遊協議，同意亞太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用戶於偏遠地區漫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寬頻網路。
一、核准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無線電頻率改配及網路設置計畫變更。

二、核准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報營運計畫變更，案內申請人歷次補件資料均列為營運
計畫之一部。
111年5月25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9件及第4點、
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84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6件。
許可大大寬頻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5條變更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公司章程。

友量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境外「 Fun 探索娛樂台 」頻道，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駁
回申請，理由如下：
申請人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未於經許可展期之期間開播，前經本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4條規定，於111年2月9
日廢止申設許可並註銷衛廣事業執照，構成同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情形，爰應駁回其申請。
審議通過「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置地球電臺管理辦法 」第5條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
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 」草案架構，並即辦理產業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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