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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5G 生態系概述 

商業生態系（business ecosystem）理論最早是由商業策略學家 James 

Moore 於 1993 年所提出。商業生態系是指由各種不同組織，透過競爭與合

作，傳遞某種特別產品或服務所形成之網絡，包含供應商、分銷商、顧客、

競爭者與政府單位等。生態系中的每個角色會影響他人，也會受他人影響，

創造出一種持續演進的關係，因此生態系中的參與者的生存條件是必須保

持彈性與適應性。 

一、 5G 生態系定義與主要角色 

5G 指的是第五代行動網路，為 4G LTE 之後的新一代行動網路簡稱，

2015 年聯合國旗下國際電信聯盟（ITU）將 5G 正式命名為 IMT-2020 5G，

因此 5G 生態系與通訊產業息息相關。由於 5G 科技被預期能夠為通訊產

業價值鏈業者帶來許多機會，帶動許多相關業者擴大投資在相關基礎建

設上，以便於符合未來各式 5G 應用案例的需求。 

整體而言，5G 生態系之主要角色包含五大類：零組件製造商、設備

製造商、基礎建設提供者、通訊運營商、應用／軟體服務商。 

 

資料來源：MIC，2021 年 10 月 

圖 1-1、5G 生態系主要角色 

 

（一） 零組件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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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球行動供應商協會（Global mobile Suppliers Association, 

GSA）報告，一個行動裝置生態系應該包含手機、熱點（Hotspot）、

室內用戶終端設備（indoor CPE）、室外用戶終端設備（outdoor 

CPE）、通訊模組、配適器（dongles/adapters）、USB 終端，以上

統稱為行動裝置的規格（form factors），而製造上述規格產品者即

為零組件供應商，相關業者如 Samsung、LG、Huawei、Oppo、

Nokia、宏達電、Motorola 等。隨著 5G 技術的發展，行動裝置生

態系業者也加速朝 5G 布局，形成 5G 生態系。 

（二） 設備製造商 

電信設備製造商是指研發、生產、維護電信設備的企業，目前全

球前五大電信設備製造商包含：Huawei、Nokia、Ericsson、ZTE

與 Cisco。隨著 5G 的發展，電信設備製造商開始關注雲端解決方

案，例如雲端存取網路（Cloud RAN, CRAN）及虛擬存取網路

（Virtual-RAN）等。另外，5G 的價值主張在於快速資料的蒐集

以及其所延伸之新的商業機會。為了實現新的商業機會，通訊產

業價值鏈開始進行跨界合作，例如通訊設備製造商 Ericsson 與解

決方案提供商 Cisco 合作，加速創新與數位轉型；電信服務提供

商或設備製造商如 AT&T、Nokia 與雲端解決方案商 Microsoft 與

AWS 合作，提供 5G 可擴充解決方案的雲端運算服務。 

（三） 基礎建設提供者 

有別於過去 LTE 技術的大型、區域分散的基地塔形式，5G 網路

需要在城市中布建許多 5G 小型基地台。另外，類似 5G、IoT 與

智慧城市等的新興技術會驅動資料交易大量成長，因此會需要堅

固的基礎建設，透過不間斷的電源提供來維持系統運作。因此在

5G 生態系中，基礎建設提供者包含基地台業者、電源服務提供

業者等，如 AT&T、Nokia、NEC、聯發科、南電等國內外廠商。 

（四） 通訊營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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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營運商主要為提供固網與行動網路設備與服務的電信業者，

例如 AT&T、Verizon 等。為了順利推展 5G，電信業者也開始進

行許多新技術投資，在無線電方面包含雲端存取網路（Cloud RAN, 

CRAN）、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巨量天線（Massive MIMO）；

在傳輸方面包含軟體定義的網路（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網路切片（Network Slicing）；在核心技術方面包含網路

功能虛擬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與行動邊緣

運算（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另外，5G 商業化也是一個關鍵議題，5G 商業模式會牽涉跨產業

的合作夥伴關係，電信業者開始與內容數據網路（content data 

network, CDN）與 OTT業者合作，例如韓國 SK電信商與 Samsung

及 Cisco 合作，提供 5G 智慧辦公室解決方案，提供客製化行動

企業手機、協作解決方案與行動商務環境；英國 BT 電信與

Amazon 簽訂合約，讓 Amazon Prime Video App 能夠在英國電信

的電視機上盒上架；Telefonica 與 Netflix 成為全球夥伴，將 Netflix

的服務整合進 Telefonica 在歐洲與拉丁美洲的電視與影音平台。 

（五） 應用／軟體服務商 

5G 在電信通訊基礎建設中加速許多重大的改變，包含開源軟體

採用的增加、非專有硬體（non-proprietary）、鼓勵不同供應商合

作建構軟體定義、提供關鍵服務的基礎建設等。這些服務可以運

用最少的硬體與軟體，在 5G 基礎建設之上被傳遞。未來的網路

會越來越依賴軟體，也預期會加速創新的腳步與降低新進者的進

入障礙，因此 5G 創新不會僅限在通訊產業當中發生，會有更多

5G 技術應用到各垂直產業領域中，例如：Panasonic 的 5G VR 眼

鏡技術、高通 Flight RB5 無人機 5G 平台等，透過創造新的使用

情境，驅動各產業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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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G 垂直應用發展趨勢 

由於 5G 在頻寬、資料速度、延遲性與能夠支援大量且不同類型裝置

的網路能力皆有所改善，因此 5G 的發展將會對通訊服務提供業者

（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CSP）造成結構性的改變，而 5G 架構

加速網路虛擬化、AI 與自動化的發展，也帶動新技術的產生，例如邊緣

運算（Edge computing）與網路切片（Network Slicing）等，促使沉浸式解

決方案的發展。 

上述 5G 技術能力都能夠為不同垂直產業領域提供發展創新模式與

應用的潛力。根據通訊產業解決方案聯盟（Allianc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Solutions, ATIS）於 2021 年 3 月發表之報告指出，5G 技術可優先

應用之垂直產業包含以下七大領域：工業與製造（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車聯網（Connected vehicle）、智慧城市（Smart cities）、

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健康照護（Health care）、文化科技/媒體及娛樂

（Media and entertainment）與教育（Education）。 

 

表 1-1、5G 垂直應用領域 

 垂直產業領域 5G 創新應用 

1 文化科技/媒體及娛樂 

 廣播虛擬網路業者 

 行動與社群新聞匯集 

 場外大型活動沉浸式體驗 

 場內現場展演體驗 

 免訂閱 5G 贊助服務 

2 工業與製造 

 非公用網路 

 廠區安全偵測 

 AR 輔助工廠維護 

3 車聯網  車聯網數據共享 

4 智慧城市 
 智慧車流管理 

 市民移動 

5 公共安全 

 即時影像監測 

 消防 AR 頭戴式顯示器 

 穿戴與車聯感應器 

6 健康照護  通訊診療與遠距病患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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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產業領域 5G 創新應用 

 聯網救護車 

7 教育 

 AR/VR 沉浸式課程 

 觸覺互動虛擬教室 

 個人輔助學習 

 智慧教室 

資料來源：ATIS，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一） 文化科技／媒體及娛樂（Media and entertainment） 

5G 在文化科技／媒體娛樂領域的應用上，可分為兩個面向，一

個是內容生產端，一個內容消費端。在生產端的應用主要包含廣

播虛擬網路業者、行動與社群新聞匯集，在消費端的應用則包含：

場外大型活動沉浸式體驗、場內現場展演體驗、免訂閱 5G 贊助

服務。 

1. 廣播虛擬網路業者（Broadcast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未來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將會朝廣播虛擬網路營運者

（Broadcast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BVNO）發展，業者可以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透過 5G 網路獲取電視製作所需的所有資

源，亦即一套完整的雲端工具與媒體應用服務，從觀眾管理到

現場影音製作，包含資產管理、混音到應用與網路串流與傳

輸。BVNO 模式很適合 COVID-19 疫情期間與疫後的混合工

作模式，許多製作人可以透過 5G 低延遲的網路進行遠距工

作。各種廣播電視製作業者可以按其所需、用來製作媒體服務

的功能需求會逐漸提升，例如不同等級的服務品質（QoS）、

區域化、頻寬共享、即時回饋（Live Feed）、雲端編輯、雲端

製作等，都會是內容服務提供者（CSP）的新機會。 

2. 行動與社群新聞匯集（Mobile and Social Gathering） 

隨著社群媒體鼓勵大眾分享自己的內容，觀眾也成為資訊與

娛樂鏈的一環，擁有報導與傳播能力的自媒體（類記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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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此外，編輯與廣播電視業者也開始尋找

有別於以往與觀眾互動的方式，在這兩股動態驅動之下，一種

新型態的新聞製作方式逐漸產生，例如多數是在雲端服務系

統上運作、大量運用創新科技如社群媒體、數據分析、自動化

的詮釋資料（metadata）等，讓記者與電視節目製作人能夠以

虛擬、直播的方式觸及觀眾、與觀眾互動，同時也可以讓編輯

快速找到正確的新聞源頭、訪談專家等。 

3. 場外大型活動沉浸式體驗（Off-Site Major Event Immersive 

Experience） 

未來 5G 網路可以大規模與數百萬名觀眾同步進行傳播，透過

行動裝置、4K 電視或 AR/VR 頭戴式顯示器，讓觀眾從遠距

觀賞宛如現場的沉浸式互動體驗。這些現場、互動的媒體串流

需要可以動態地部署，也需要有支援媒體互動的能耐，確保在

數百萬觀眾間傳播與互動時，5G 基礎建設不會被壓垮。 

4. 場內現場展演體驗（On-site Live Event Experience） 

大型活動場館例如劇院、體育館與棒球場逐漸開始能夠聯網，

為顧客提供各種選擇，例如即時回放、選擇視角等功能或 AR

展演內容會透過邊緣運算技術傳送到各地，讓展演活動與觀

眾之間的沉浸式內容互動可以更加在地化。 

5. 免訂閱 5G之贊助服務（5G Subscription-Less Sponsored Service 

Bundles） 

沒有訂閱 5G 方案的消費者在連結到贊助服務內容（例如廣告

內容）後，就可以透過內容服務供應商進行 5G 網路連線，在

同意的條件之下，內容擁有者會藉此換取關於消費者的資訊

以及偏好，以拼湊消費傾向作為未來進一步互動的依據。 

（二） 工業與製造（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5G 在工業與製造領域的應用上，主要包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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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公用網路（Non-public Network, NPN） 

有別於提供給公共使用的 5G 網路服務，非公用 5G 網路（亦

稱作私網）是提供 5G 網路服務給一個有明確定義的用戶組織

或群體組織。非公用 5G 網路會根據組織定義的需求進行布

署，例如校園或工廠。 

2. 廠區安全偵測（Site Safety Monitoring） 

無人機智慧（Aerial Intelligence）為實體資產管理提供一個即

時建模的平台，該平台運用雲端運算能力可將航空和地面的

圖像數據轉化可操作的企業營運建議。無人機智慧最常見的

應用是透過無人機進行即時影像監測與自動危險偵測，在製

造廠域中保護身處在偏遠或危險地區的員工安全。 

3. AR 輔助工廠維護（AR-Assisted Factory Maintenance） 

5G 可連結原先各自獨立的工廠設備與系統，以便蒐集數據與

特殊洞察，縮小數據蒐集與決策之間的時間落差。另外，5G

也能夠從遠端為工作者提供協助，例如遠距維護或維修指導，

以減少故障時間、增加投入、改善安全，長期而言可以形成一

個更永續製造的流程。 

（三） 車聯網（Connected vehicle） 

5G 在汽車領域的應用主要是在車聯網數據共享（Connected 

Vehicle Data Sharing）。5G 通訊可以改善安全、車流管理與車內

娛樂，包含 4K 影音、為駕駛與乘客即時導航與 AR 應用。為了

充分開發沉浸式體驗，在車聯網應用案例中，所有數據包含與車

輛有關、周圍基礎建設、周圍環境與乘客等皆會進一步增強，以

提供個人化服務。相關的應用情境包含：在駕駛與乘客上車前、

行程中、或抵達目的地時都可以將偏好置入車內，最簡單的程度

例如決定何時啟程，選擇哪一條路徑或哪裡可以停車等，更複雜

一點的程度例如在開車過程中自動安排視訊會議，或自動預約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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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訂位。 

（四） 智慧城市（Smart cities） 

5G 在智慧城市的應用上，主要包含以下： 

1. 智慧車流管理（Smart Traffic Management） 

5G 網路、RFID 接收器、雲端基礎建設的整合可以創造出一

套城市車流監測系統，協助駕駛在最佳的時間抵達目的地。該

系統會不斷指導駕駛避開塞車與減少汽油消耗，也會監測與

分析車流，據以調整優化街燈用量或避免在尖峰時刻的道路

過度壅塞情形。 

2. 市民移動（Citizen Movement） 

隨著更多數據可以被即時共享，5G 能夠讓地方政府更了解市

民，並且針對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例如透過市民人流的數據蒐

集與分析，相關主管機關可以據以提供各種服務，包含車流控

制、公共運輸、零售與商業規劃、照明、公共安全與公共事業

運輸車輛。 

（五） 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 

5G 在公共安全的應用上，主要包含以下： 

1. 即時影像監測（Real-time Video Surveillance） 

5G 可以支援更多即時影像，並且確保只有有用的訊息可以即

時傳輸，因此為 CCTV 網路創造出許多新的應用機會。即時

影像監測可以讓情報接收者做更好的準備，以及更有效地因

應情境，例如讓緊急車輛擁有優先行使的權力，可以在城市中

移動地更迅速、拯救更多生命。 

2. 消防AR頭戴式顯示器（Firefighter Augmented Reality Headset） 

熱影像 AR 頭戴式顯示器能夠讓消防隊員看穿濃煙、毒氣瓦

斯與黑暗，以便找到受難者與同事，也可以辨識原先可能看不

見的墜落物體與樓面坑洞。未來 AI 助理甚至可以從警報器的



 
 

 

本文件智慧財產權屬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所有，未經許可不准引用或翻印。 

191 

聲響及火焰爆裂聲中分辨受難者的聲音，也可以投射建築平

面圖資訊，指引消防隊員前往水管地點、樓梯與電梯井。 

3. 穿戴與車聯感應器（Wearables and Connected Vehicle Sensors） 

穿戴與車聯網感應器可以強化需要看管犯罪與照顧病患照顧

的單位，例如警察可透過穿戴裝置的影像回饋進行臉部辨識，

獲取身分識別與潛在犯罪紀錄的資訊，藉此更有效地了解情

況並做出正確的判斷；在救護車上與病人有關的即時影音串

流可以提供給急診室人員，讓急診室人員可以在充分的資訊

之下為病患提供遠距急救或照護協助。 

（六） 健康照護（Health care） 

5G 在健康照護的應用上，可包含以下： 

1. 通訊診療與遠距病患監控（Telemedicine and 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 

未來 5G 技術的應用將有機會減少醫生親自診療的次數，使

虛擬照護更有效率與更擬真。通訊診療對於無法輕易移動到

醫院看病的病人來說更具價值，醫療照護提供者可透過 5G 裝

置進行遠距監控、蒐集即時數據，用來提供預防性治療以及打

造個人治療計畫。另外，醫療器材技術的創新也能夠使更多病

人透過裝置，在家測量與監測自己的健康狀況。這些感應器與

裝置將會產生許多數據，透過傳輸給醫療與照護專業人士進

行分析後，可以協助辨識潛在風險，以便及早治療，降低住院

需求。 

2. 聯網救護車（Connected Ambulances） 

5G 聯網救護車的聯網系統可以讓救護車團隊與提供醫療照

護指示的醫生彼此進行溝通，車內安裝之攝影機可以即時傳

送病人本人及病人的重要生理數值與心電圖畫面，讓緊急醫

療技術人員、醫師或護理師在必要時刻進行遠距操控，而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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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攝影機也可以紀錄外部影像，尤其是重要情況如恐怖攻

擊或車禍現場等。 

（七） 教育（Education） 

5G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上，隨著 5G 技術發展，基於行動寬頻增

強、高可靠、低延遲通信、大規模物聯網三大應用場景，能使過

去單靠 4G 難以實現課堂場景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尤其是在疫情

過後，遠距教學將成為新常態，未來師生異地上課的機會提高，

5G 的高頻寬、低延遲、即時傳輸特性，將能夠提供更好的學習環

境，設計遠距即時互動教學；此外，舉凡創造災害場景提供演習

模擬，進行高風險與成本之機械拆裝、飛行駕駛、手術進行、海

事維修等培訓，更能展開跨時空還原歷史場景、太空科普教育等，

讓學習者與教育訓練者，透過虛擬與擴增實境展開不同領域之學

習應用。主要包含以下： 

1. AR/VR 沉浸式課程（Immersive Lessons with AR and VR） 

5G 驅動的 AR/VR 服務可包含教育應用情境，例如人體的虛

擬導覽，學生可以操作解剖模型或移動身體不同部位。這些服

務可以讓學習過程充滿更多樂趣，也可以讓學生有虛擬出席

上課的感覺，為遠距學習帶來新的體驗。此外，沉浸式 AR 可

以透過虛擬教室與虛擬簡報的服務，在教育情境中為老師與

學生創造出新的學習與團隊合作方法。AR 應用案例不僅可強

化學習體驗，也可以協助老師獲得教學的必要資訊，以及留意

學生的學習需求與程度。  

2. 觸覺互動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 with Tactile Interaction） 

觸覺網路與技能交流將會創出一種新的通訊教學與輔導方式，

特別是需要手作培訓和技能發展。教育現場可運用觸覺互聯

網為遠距學習與遠距合作（如自然觸覺互動）帶來新的定義與

體驗。另外，觸覺網路與 AR/VR 可以移除實體地點的限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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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驗練習，特別是虛擬操作遠端設備或昂貴儀器的情境，此

外也會促進任何身處各地的學生都可以進行資源共享。 

3. 個人輔助學習（Personalized Assisted Learning） 

個人行動裝置讓每位學習者都可以進入智慧化與個人化的學

習系統。未來的學習系統會建議學習路徑、進行整合分析，並

且透過蒐集學習者經驗的數據，根據學生的各個學習面向提

供較佳的決策建議。此外，行動科技與機器人的進步也會為特

教學生提供新的協助方式，讓他們的學習變得更簡易。雲端機

器人可以成為殘障學生的全天候助教，協助他們因應學習環

境與同儕間的問題，改變過去需要呼叫老師提供協助的情形。 

4. 智慧教室（Smart Classroom） 

透過 5G 物聯網，學生可以透過裝置連結到教學設備，例如白

板、印表機與置物櫃。不過在眾多連網裝置的情境下，即使每

個環節都順利運作，設定裝置與蒐集教室內的回饋也會需要

花費很多時間。因此，為讓各裝置能夠無縫地連結，以及老師

之間能夠共享資訊，學生與教學基礎建設將會是促成智慧教

室很關鍵的一環。 

 

三、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 

（一） 5G 垂直應用發展進程 

由上述可知，未來 5G 創新應用將會在各垂直產業領域中遍地開

花，創造出許多應用情境。不過根據每個情境的導入技術難度，

以及所創造的經濟效益，5G 垂直應用發展進程將有快慢之別。

成熟技術（導入技術難度較低）與高經濟價值的下游應用情境將

會是 5G 網路優先落實的項目。 

從下圖來看，文化科技相關領域之情境應用如 4K/8K 高清影音、

AR/VR 教育與購物、AR/VR 沉浸娛樂、高鐵通訊及娛樂多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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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與中期之間，經濟效益則是在中低之間。儘管與其他垂直

應用領域如製造、醫療等相比，5G 文化科技之經濟效益相對較

為有限，不過所需之技術難度較低，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看見具

體成果。尤其是 AR/VR 沉浸式娛樂在圖上的位置更高於其他文

化科技相關領域之應用，顯示「沉浸式娛樂」擁有較高之經濟效

益，再加上其所應用場景由大到小可涵蓋娛樂展演、節慶活動、

商業會展、商圈活動等，關聯產業與廠商較多，包含硬體業者（如

電信業者、VR 設備、大屏業者等）、軟體解決方案（如 AR/VR

解決方案等）、內容業者（如視覺設計、流行音樂等）及場域業

者，因此可作為優先推動之領域。此外，以 5G 文化科技成果作

為示範，不僅作為短、中期基礎技術應用發展，亦能促使相關沉

浸式技術擴散到更高階之應用，如下圖工廠遠距維運、複雜遠距

手術、生產情境模擬等高技術難度之應用，以沉浸式技術模擬、

輔助要求精確、危險性高之作業環境，漸進式的讓各種使用者適

應 5G 應用情境。 

 

資料來源：Deloitte，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1-2、5G 垂直應用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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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樣貌 

各國對文化科技未有明確定義，綜合國外標竿國家討論文化科技

範疇，可知文化科技（Cultural Technology）是針對文化產業內容

（包括廣播、影音、遊戲、音樂和表演等）進行加值的相關技術，

而「5G 文化科技」則是從文化科技為核心，進一步利用 5G 高頻

寬、低延遲特性，以配合場館、內容創作之不同需求，融合影視

音樂、展演藝術、建築工藝、遊戲體育、文物遺產、旅遊生活等

文化內容，強化文化內容產業之展示與演出、模擬與佈建、維護

與保存、欣賞與體驗，以提升文化產業在國際上競爭力之相關技

術。 

根據前述 5G 生態系主要角色與垂直應用領域，5G 文化科技生

態系由文化與科技兩大產業組成，共同推動 5G 文化科技技術面

與應用面之發展。在科技產業部分，除了前述零組件、設備製造

商以及基礎建設等 5G 發展共通業者，5G 文化科技發展主要牽

涉角色包括通訊營運商、雲端供應商等通訊網路業者提供技術測

試、執行 5G 應用之驗證，以及系統整合商、創新開發商等提供

解決方案之應用／軟體服務業者。 

文化產業部分則包括文化場域展演空間，包含博物館、流行音樂

中心、體育館等場域；內容 IP 擁有者／機構，包含負責管理文

化內容與典藏之單位；內容創作/製作團隊，包含提供各式音樂、

影像、藝術、歷史文物、舞蹈、劇團等有形、無形之影音展演作

品創作，旅遊、遊戲等互動性體驗內容設計，以及文化內容呈現

在終端觀賞者前，所需的內容後期製作、VR 設計、新媒體製作、

展示處理團隊。此外，亦包含其他關聯服務業者，如旅遊業者（文

化旅遊）、展演活動／會展公司、影視平台等業者，以及致力於

文化產品／服務結構轉型，或促成數位內容發展與跨界合作之研

究單位或相關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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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當中，科技業者與文化業者之互動關係主

要可分為四種。第一為「5G 科技場域建置」，電信業者或系統整

合商將協助傳統場館進行改造，建置更多為 5G 內容服務所需之

基礎環境，如 5G 通訊環境等；第二為「典藏內容加值」，雲端業

者或創新開發商協助博物館或內容典藏業者將既有館藏進一步

數位化（如建置雲端平台），以因應數位觀展趨勢；第三為「未

來內容跨域共創」，例如 VR 導演或新媒體藝術團隊運用 VR 技

術與設備進行內容創作；最後則是「內容應用多元擴散」，例如

新型態之文化內容可結合觀光產業，包裝出新的文化旅遊產品

（路線），或者結合電信業者之串流平台，以 5G 傳輸播送文化

影視內容。透過以上四種互動模式，科技業者與文化內容業者將

彼此相輔相成，形成自主之產業生態系。 

 

 

資料來源：MIC，2021 年 10 月 

圖 1-3、5G 文化科技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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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 5G 產業生態系現況 

此章節旨在探討國際 5G 生態系發展構成要素、推動策略與發展關鍵

因素，以下內容將從 5G 場域試點案例豐富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德國、義

大利），以及與臺灣發展情境類似的亞洲國家（韓國、新加坡）作為標竿案

例，探討國際 5G 生態系發展模式。 

一、 歐洲 5G 產業生態系現況 

第五代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公私合作聯盟協會（5G Infrastructur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5G-PPP）是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歐

洲 ICT 產業（包含 ICT 相關製造商、電信營運商、資訊服務業者等相關

業者與研究機構）之間的一項合作活動，是歐洲國際通訊標準化機構之

一。歐洲計畫從 2020 年開始部署 5G，因此在 2020 年之前須開發一系列

突破性技術、全球標準，為 5G 商用化作準備。5G PPP 計畫分三個階段，

包括研究（2014-2016 年）、優化（2016-2017 年）和試驗（2018-2021 年）。 

2015 年歐盟在法國巴黎召開 5G PPP 第一階段項目聯合會議，共徵

集了 19個專案項目，以解決通訊基礎設施的需求與挑戰，如專案 SONATA

解決了 5G 開發部署相關重大挑戰，旨在提供虛擬化服務的商業模式、方

法和工具等資源的支持；SELFNET 計畫則以協助規劃自我監控與檢測設

施為目標，制定指標以即時了解 5G 基礎設施的狀態，並以人工智慧（AI）

與相關技術建立自主管理引擎等。 

第二階段項目著重在 5G 技術與元件（基礎設施與相關服務等）的原

型設計以及試驗，參與的計畫團隊分為兩大類，其一是由 5GPPP 本身組

織擔任的「技術組」，用以引導項目之間的合作，另一類別則是「政策組」，

由 5G 基礎設施協會發起，以確立歐洲 5G 產業在發展策略上的立場，

如頻譜訂定、發展願景與挑戰等。如 5G Architecture 工作組的目標是作為

5GPPP 項目之間討論開發架構概念與元件的通用平台，以促進 5G 架構

共識；而 Vision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工作組則著重將歐洲 5G 系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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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服務、垂直應用領域的發展保持一致，探討社會、經濟、環境、

商業和技術利益的共同點、瓶頸與差異。 

2018 年 7 月開始為期三年的試驗階段，試驗階段進一步又分成基礎

設施、汽車交通、垂直產業試點、長期願景，共 4 個執行項目，其中垂直

產業涵蓋汽車、能源、健康、工業、媒體／娛樂（文化科技）、公共安全、

智慧城市、運輸／物流等領域。截至 2021 年 3 月歐洲主要 5G 試點共計

有 258 項，試驗最多的垂直領域是媒體娛樂（39 次試驗），如西班牙電信

Telefónica 與 Erricson、西班牙馬德里國際旅展（FITUR）合作試驗 5G 雲

端運算與邊緣技術，推動 5G 智慧觀光發展；義大利電信業者 TIM 與高

通合作，運用 VR 虛擬實境打造遠距博物館與藝術品參觀、遠程控制工業

機器人、觸控系統、多人互動遊戲等互動科技應用。其次的垂直領域則包

括運輸物流（34 次試驗）與交通汽車（24 次試驗），而試驗地點則以西班

牙（33 次試驗）、德國（24 次試驗）、義大利（22 次試驗）數量最多。 

 

 

資料來源：5GPPP，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歐洲垂直應用主要領域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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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例一：西班牙加泰羅尼亞 Piloto 5G Catalunya 試點計畫 

1. 計畫政策與發展背景 

5G Catalunya 計畫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以西班牙加

泰羅尼亞最大城市巴塞隆納為試驗地點，由歐洲區域發展基金

（ERDF）與西班牙公共事業總司（RED.ES）共同資助，總預

算約 540 萬歐元，旨在為巴塞隆納與加泰羅尼亞地區塑造開放

與創新的產業環境，透過串聯 5G 技術、互動科技應用、各單

位之間的協同效應、基礎設施等資源，來測試 5G 應用與解決

方案，刺激既有業者創新亦吸引外資進駐。 

2. 策略目標與重點推動工作 

計畫共包含七大重點，期望透過七個應用案例促進民眾不同生

活領域的數位轉型，亦有助於技術與資訊系統發展，更能以生

態系作為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槓桿。 

(1) 教育：測試開發與實施專為教育部門與遠程學習設計的解

決方案。 

(2) 交通：使用自動與車聯網計畫優化工業 4.0 的物流系統。 

(3) 展演：提升用於大型場館（如展覽場地）車輛的自動、互聯

與機動性。 

(4) 零售：為市場遠距購物設計的沉浸式體驗全新採購解決方

案。 

(5) 觀光：強化高人流區域的控制與管理。 

(6) 媒體：發展遠程電視廣播的新技術與移動設備應用。 

(7) 公共安全：與巴塞隆納市議會、Guardia Urbana 當地警察部

隊合作，開發公共安全與緊急情況專用的行動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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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5GCAT，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2、5G Catalunya 七大應用案例 

 

3. 參與角色 

計畫參與包含政府與企業單位，政府部分由負責經濟事務與數

位轉型的西班牙 RED.ES 公共事業總司領頭，企業單位則包含

計畫主要製造商 Cellnex Telecom （負責電信基礎建設），計畫

主要營運商、MasMóvil（西班牙電信營運商）、Parlem Telecom

（加泰羅尼亞電信業者）、Aumenta Solutions（擴增實境技術公

司）、Atos（雲端、大數據等數位轉型方案）、Nae（企業創新與

變革發展諮詢公司）、Lenovo（技術公司）、Nearby Computing

（物聯網部署與邊緣運算，巴塞隆納計算中心分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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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5G Catalunya，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3、5G Catalunya 計畫 

 

4. 應用範疇與合作模式 

5G Catalunya 期望藉由計畫，推動 5G 產業發展，加速導入 5G

技術，支持使用 5G 創新應用和服務，提供企業創新環境，為

社會發展帶來正向影響。計畫著重在教育、工業、商業、旅遊

或運輸等領域之新技術的創新解決方案，以下以娛樂媒體類別

的互動科技應用為例： 

(1) 5G 海灘網路計畫（專案進行中） 

由於 5G 能使影音與圖像傳輸品質與速度的大幅提升，在數

據傳輸上優於 4G 網路 10 至 100 倍，傳遞延遲時間僅 1 毫

秒，每單位面積更能連接 100 個以上的設備，因此計畫目

標是在旅遊區建立一個高效、動態的 5G 網路系統，用於辨

識該區域用戶數量變化與峰值差異，該計畫與 5G Catalunya

（加泰羅尼亞 5G 公司）、5G Barcelona（巴塞隆納 5G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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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MWCapital（資本管理公司）、SEAT SA（西班牙旅行

汽車公司）等夥伴合作，計畫在 El Barcelonés 地區的海灘

上部署一個網路系統，以便不同營運商之間共享資源，為網

路資源存在季節性需求的區域（如夏季的海灘）拓展網路連

線與資訊傳遞覆蓋範圍。 

(2) 5G Cruïlla 音樂藝術節（專案已完成） 

由 ACCIONA 公司提供 360°圖像技術，並在舞台上安裝了

360°立體攝影機，打造與藝術家一起在舞台上的體驗；

Cellnex Telecom 公司則安裝接收與傳播訊號的小型基站，

優化與處理數據傳輸，以建構即時、降低延遲的虛擬體驗；

而 Qwilt 公司則負責打造 Open Edge Cloud 確保影響與聲音

能以高品質、低延遲的水準輸出在 360°影像。5GCruïla 為

歐洲第一個 5G 節慶活動，除了為與會者打造身臨其境的

體驗，亦促進了文化娛樂主題的技術應用發展。 

(3) 5G Interactive City 智慧文旅計畫（專案已完成） 

該計畫與 Grup MEDIAPRO（媒體公司）、Visyon（VR 技術

廠商）、Orange（5G 營運商）、Ericsson（5G 製造商）、及 5G 

Barcelona（巴塞隆納 5G 公司）藉由 5G 通訊網路技術，透

過頭戴式半透明的 Magic Leap 眼鏡，民眾能在現實世界與

虛擬數位內容中交互瀏覽，參觀巴塞隆納格拉西亞大道

（Passeig de Gràcia）、巴特婁之家（Casa Batlló）等城市景

觀，與 Rabat（鐘錶與珠寶店）、Mango（服飾品牌）等實體

商店互動，計畫也與加泰羅尼亞旅行社（Agència Catalana 

de Turisme）、巴塞隆納旅館協會（Gremi d'Hotels de 

Barcelona）等產業單位合作，一同打造沉浸式的購物與觀

光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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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二：德國、義大利 5G-MoNArch 行動網路架構計畫 

1. 計畫政策與發展背景 

5G-MoNArch 計畫自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以德國漢堡

以及義大利都靈為5G部署地點，並由歐盟委員會根據 Horizon 

2020 框架計畫提供資金 768 萬歐元，場域部分由漢堡港務局

（HPA），提供約 8,000 公頃的場地作為智慧海港試驗台，以證

明 5G 可以滿足工業需求，而義大利 Palazzo Madama 夫人宮

亦參與合作，期望改善旅客參觀體驗。 

2. 策略目標與重點推動工作 

5G-MoNArch 的目標在訂定 5G 發展的詳細架構設計（網路切

片技術、5G RAN 架構彈性與安全性、雲端資源管理等），期望

在同一個公共基礎設施上同時運行多個虛擬網路，並透過海港

與旅遊城市示範案例的部署來評估與驗證架構的性能。 

(1) 智慧海港測試平台 

隨著官方與民間管理者與使用者對於交通流量、使用效率

的要求越來越高，以資通訊科技（ICT）優化交通訊運輸、

發展智慧城市、智慧港埠等交通場景智慧化的需求隨之攀

升。漢堡港負責了貨物吞吐與物流管理工作，對於中歐地

區的貨物運輸扮演關鍵的角色，為了促成更有效的航運與

貿易管理，但礙於腹地空間無法無限擴展的限制，於是以

ICT 技術與相關基礎設施設計解決方案，變成了海港智慧

化的切入點。 

(2) 旅遊城市測試平台 

義大利都靈 Palazzo Madama夫人宮收藏中世紀到巴洛克時

期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每年都有穩定遊客造訪，看中

其結合媒體服務與遊樂景點的要素，5G-MoNArch 計畫選

定 Palazzo Madama 作為智慧旅遊城市的測試平台，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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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互動內容為來訪旅客身歷其境的用戶體驗，以科技互動

方式獲得建築物與歷史文物相關資訊，再搭配 5G 高速傳

輸與低延遲的特性建立互動式博物館。 

3. 參與角色 

計畫參與包含政府與企業單位，政府部分由漢堡港務局提供應

用場地，企業單位則包含 Nokia Solutions and Networks 等網路

與解決方案供應商、Huawei Technologies等公司提供技術協助、

Deutsche Telekom 等公司提供電信服務，並由 Mobics 

Tele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ing Services、Nokia Bell Labs 

France 等諮詢公司與實驗室提供研究資源。計畫執行過程由電

信業者、垂直應用場域、政府部門等利害關係人共同討論 5G-

MoNArch 架構方法在技術、經濟、終端用戶層面的發展性與

效益。 

 

資料來源：5G-MoNArch，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4、5G-MoNArch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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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範疇與合作模式 

在 5G-MoNArch 計畫下，德國漢堡智慧海港（專案已完成）建

立了三個共用行動網路基礎設施的應用，相關數據除了透過當

地的數據中心進行管控，透過 5G 基地台與天線，能進一步將

各應用場域的數據傳遞到中央的數據中心（如下圖）： 

(1) 以智慧交通系統優化交通設施管理 

透過 5G 專網與切片技術，紅綠燈設施能連線到中央控制

台上進行管理，確保燈號切換的流暢性與可靠性。如今，

港區的新交通燈號皆以光纖連接，若測試平台能彰顯 5G連

接的可靠性，未來將持續安裝與汰換交通信號裝置，以實

現更廣大的經濟效益。 

(2) 透過 5G 技術以及擴增／虛擬實境（AR/VR）改善港口營

運 

港口工程人員透過AR/VR行動裝置、平板、護目鏡等設備，

不僅能接收港區建築與設施的施工計畫與工程訊息，更能

夠過 5G 行動網路連結到中央控制器，更有效地取得與傳

輸數據資料，此應用的亮點在於，過去 AR/VR 技術較強調

在室內設施使用，但以案例中港埠區域對建設、基礎設施

管理資訊傳遞的需求，5G-MoNArch 計畫亦透過 AR/VR 設

備為場景打造 5G 解決方案，以戶外場景之使用以及工作

效率之提升。 

(3) 以船舶設計行動式環境感測裝置，蒐集海上空氣品質數據 

5G-MoNArch 計畫團隊在 Flotte Hamburg 的三艘船上安裝

環境感測裝置，測量港區空氣品質，並搭配 5G 行動網路技

術將數據回傳至漢堡港務局數據中心，此應用的技術難度

在於，數據需要行動中的感測裝置上進行蒐集與傳輸，過

程中須確保數據傳遞的可靠性與即時性，若 5G 網路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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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連接的效率，可望帶動往後環境測量感應裝置的安裝與

應用。 

 

資料來源：5G-MoNArch，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5、漢堡智慧海港應用規劃 

 

都靈智慧城市（專案已完成）的應用著重在以 VR 互動科

技優化博物館參觀體驗（如下圖），5G-MoNArch 團隊在

Palazzo Madama 中的幾個展示空間架設 360°攝影機，作為

即時影像的播放，並從博物館公共區域另選一處空間架設

互動裝置，訪客透過 Oculus Rift VR 耳機和 Oculus 控制器

來控制虛擬化身，與同樣為虛擬化身的導覽者進行互動，

過程中雙方的互動數據皆透過攝影機進行捕捉，並同步以

VR 形式出現在展示房間中。5G 網路服務除了支援即時影

音傳輸，透過切片技術能讓部分網路資源處理 5G 無線

360°VR 影音裝置所需數據，另一部分進行用戶端 3D 模型

移動之控制，搭配互動科技讓行動受限的參觀者透過遠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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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參觀博物館，另外，5G-MoNArch 團隊亦協助針對展

示文物進行 3D 掃描，提升文物影像呈現的視覺立體感，打

造出沉浸式參觀體驗。 

 

資料來源：5G-MoNArch，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6、都靈智慧城市應用規劃 

 

二、 亞洲 5G 產業生態系現況 

根據 itnews 報導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對 16 個亞

太國家／地區的 5G 研究調查，截至 2021 年 3 月，亞太地區 5G 發展

較快速的分別為韓國、中國大陸、臺灣、日本、新加坡，在 5G 商業

環境、頻譜可用性、網路覆蓋率與傳輸速度上具備一定基礎部署。以

下以發展條件較完備的南韓，借鏡其在 5G 試點上的發展，以及參考

跟臺灣產業環境較相似的新加坡，如何展開 5G 試點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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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tnews，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7、亞太地區 5G 發展狀況 

 

（一） 案例一：韓國釜山 AR/VR 應用計畫 

1. 計畫政策與發展背景 

韓國在 2013 年發布國家願景與 5G 行動通訊戰略，成立 5G 論

壇（5G forum）為推動 5G 發展的智庫單位，其中規劃了韓國

5G 發展的主要路徑，第一階段為關鍵設備與核心技術的研發，

第二階段為 5G 技術的測試，在 2018 年於平昌冬奧會上進行演

示，階段三則為 5G 商業化的推動，另外，計畫亦訂定了服務、

科技、生態系、技術標準、頻譜等層面的發展規劃。隨著各國

基礎設施的布建，各國有意合作推動 5G 生態發展，2019 年起

韓國 5G Forum 與 IMT-2020（5G）、歐洲 5G-IA、日本 5G-MF、

臺灣 5G 聯盟等單位建立合作關係，推動全球 5G 發展進程。 

隨著 5G 商業服務的發展，5G Forum 與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

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以及 Giga KOREA 

Foundation 於 2016 年 12 月成立了六個工作小組，致力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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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前開發 5G 應用服務場域。自聯合國於 2017 年發布的

重點領域領域中，韓國選擇了自動駕駛、智慧製造、智慧城市、

公共安全、互動科技 5 大應用展開為期 2 年半的測試專案，以

首爾、釜山、大邱等韓國前幾大城市為測試基地，總計投入約

8,000 萬美元。 

 

資料來源：Acm.org，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8、韓國 5G 試點與發展領域 

 

2. 策略目標與重點推動工作 

以 SK Telecom 與釜山市合作的 5G 互動沉浸式媒體技術開發

專案為例，從 2018 年 4 月到 2020 年 12 月為期約兩年半的時

間，合作計畫期望透過 AR/VR、影視傳播、數據分析等技術，

透過 5G 通訊技術的特性，發展智慧影視服務，具體研究內容

包含多人遊戲轉播系統、沉浸式直播平台、動作識別系統等硬

體的開發，以及建立 5G 網路驅動的沉浸式媒體示範案例。此

合作的效益，除了強化 5G 技術的應用與商用化，以 5G 技術

促進智慧影視、娛樂、媒體等服務發展，透過地方政府與產業

的合作，創造出能符合市場需求的服務生態系與共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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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角色 

合作計畫除了電信業者 SK Telecom，具備虛擬實境技術、遊戲

開發能力的 AR/VR 與互動科技供應商，專案進行亦受到中央

與地方政府的支持與推動。 

(1) 中央政府 

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是韓國中央行政機關之一，

經歷國家傳播委員會與知識經濟部的整併而成，主要職責

為領導韓國通信科技之創新技術政策發展。韓國資訊通信

技術規劃與評估研究所（IITP）是韓國研究中長期 ICT 技

術發展、成果傳播、商業化的單位，亦包含虛擬數位內容

開發，將虛擬實境技術融入廣播、通訊、文化與藝術等領

域，支援 ICT 生態發展所需的內容（C）、平台（P）、網路

（N）、設備（D）四大要素。GIGA Korea 則是負責推動韓

國科技資訊通信相關的專案小組，為 5G 技術與軟體開發、

沉浸式媒體等計畫設計執行、驗證、商業化的流程、推廣

示範案例、建立技術標準與模型等。 

(2) 地方政府—釜山廣域市 

韓國 5G測試所選地點除了以前幾大城市為選擇參考因素，

亦以當地產業條件作為參考，如安山半月就是一個中小企

業相當集中的新興工業園區，以此作為智慧製造發展的基

礎資源；而釜山作為韓國第二大城市，吸引許多影視產業

匯集、支持觀光與電影活動舉辦，舉凡釜山文化內容中心、

影像後期製作中心、遊戲作品管理委員會等業者與基礎設

施皆群聚於此，有「電影之都」的美譽。另外 2011 年開館

的釜山電影殿堂，舉辦了一系列的國際電影節、廣告節、

遊戲展會，成功吸引的影視產業的投資與製作，成為韓國

影視產業一大群聚，因此在 5G 互動科技的測試專案中，選



 
 

 

本文件智慧財產權屬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所有，未經許可不准引用或翻印。 

211 

擇釜山作為 5G 互動與沉浸式媒體開發試點。 

 

 

資料來源：GIGA Korea Foundation，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9、5G 互動沉浸式媒體技術開發專案 

 

4. 應用範疇與合作模式 

透過計畫釜山廣域市與 SK Telecom、SK Broadband 等合作夥

伴共同建立了三個示範項目，包括 5G VR 旅遊推廣中心、VR

體感劇院、VR 健康服務，不僅藉由 5G 促進觀光、影視發展，

亦為健康醫療帶來變革性的發展。 

(1) 5G VR 旅遊推廣中心 

2019 年 11 月，計畫合作夥伴宣布在釜山五六島海波朗路旅

遊諮詢處開設了「5GVR 旅遊推廣中心」，旅客透過 5G 技

術與 360 度 VR 即時影像，即可享受釜山旅遊之沉浸式體

驗，包含在 4D 模擬船舶上欣賞海景、參觀燈塔，以 VR 模

式遊覽旅遊景點、體驗節日，拍攝旅遊景點的虛擬紀念照片、

體驗 5G 技術打造的 VR 景點影像，以及旅遊社群網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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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留言板等的支援服務。 

(2) VR 體感劇院 

由 SK Telecom 和 SK Broadband 使用 4K 投影儀技術，搭配

3 層樓高的場地設計，打造讓遠端的觀眾感受親臨現場體驗

的表演廳。 

(3) VR 健康服務 

VR 健康服務體驗館設置在釜山市政府辦公室與保健所共

三處，免費提供給民眾檢測心理健康，融合 VR 與 AI 技術，

將頭戴式顯示裝置與 VR 影像內容連結，透過腦電波與心

跳監測進行壓力分析，協助使用者提高注意力以及預防失

智症狀。 

 

資料來源：GIGA Korea Foundation，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0、韓國釜山 5G 沉浸式媒體應用場域 

 

（二） 案例二：新加坡 IMDA 推動 5G 發展規劃 

1. 計畫政策與發展背景 

新加坡資通訊媒體發展局（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是新加坡資通訊與媒體產業重要的發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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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致力於為影視、互動媒體、遊戲等產業創造優質內容開發

環境，並為網路與通訊發展奠定基礎設施，以建立在地企業、

跨國公司、新創團隊合作的產業生態。 

IMDA 在 2019 年 6 月宣布，將投入 4,000 萬新幣（約新臺幣

8.8 億元）發展 5G 產業生態系，根據新加坡產業特性，IMDA

以智慧物業管理、工業 4.0、城市交通、海事運作、政府與消費

者應用這六大主題，作為 5G 應用發展的第一批測試領域。 

 

資料來源：MIC，2021 年 10 月 

圖 2-11、新加坡 5G 發展六大領域 

 

2. 策略目標與重點推動工作 

針對新加坡 5G 產業生態系的發展，IMDA 著重在 5G 創新應

用、測試平台與網路安全、政策架構以及 5G 人才四大主題。 

(1) 政策方面 

2017 年 5 月 IMDA 為了推動 5G 創新與先進技術，期望與

產業共同打造 5G 技術開發頻譜等環境條件，向產業徵求意

見，具體涵蓋促進 5G 技術與應用的管控措施、行動網路如

何支持物聯網發展、頻譜分配與部署建議等 19 個問項，在

為期兩個月的意見徵集時間裡，包括新加坡在地通訊營運



 
 

 

本文件智慧財產權屬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所有，未經許可不准引用或翻印。 

214 

商 Singtel、StarHub，以及國際公司 Microsoft、Ericsson、

Nokia、Qualcomm、Samsung 等皆提供了建議與看法，綜合

業界提供的建議，2019 年 5 月 IMDA 進一步展開了第二次

公眾諮詢，並根據蒐集意見發布 5G 行動網路與服務相關政

策。2019 年 10 月 IMDA 展開了 5G 提案徵集（CFP），在

評估回收到的三份提案中，最終選擇 Singtel 以及 StarHub 

Mobile 與 M1 的企業聯盟 JVCo 所提交的方案，並在 2020

年 7 月發表長期科技演進下頻譜免執照使用的最終決策。 

(2) 創新方面 

針對上述海事、工業製造等六大主題的 5G 應用，IMDA 與

新加坡港務局（MPA）以及國際港務集團（PSA）一同商討

5G 在海事領域的應用與可能性，工業部分，IMDA 則與新

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以及新加坡電信（JTC）密切

合作，在 A*STAR 的先進製造和技術中心（ARTC）部署 

5G，並透過與產業領導者、電信商、技術公司的合作以及

資金資源，支持 5G 應用與服務的發展。 

(3) 人才方面 

IMDA 透過技術加速器計畫（TeSA）與各企業合作展開培

訓工作，提供員工在 5G 相關技能學習的資源。針對企業在

5G 解決方案發展上的支援，IMDA 亦提供補助申請方案，

2021 年 1 月起，針對企業提出提升產業價值、能以優化企

業營運、打造新創商業模式等 5G 解決方案，最高可獲得來

自 IMDA 的 70%計畫成本補助。 

(4) 測試平台與網路安全 

為了促進政府單位與產業開發 5G 應用與服務，IMDA 與

One-North（新加坡緯壹科技城，由裕廊集團開發之商業園

區，有許多科技、生醫、資通訊、媒體產業公司進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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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開放測試平台—PIXEL，為資通訊媒體產業或個人工

作者之創新構想，提供設備、知識與計畫測試空間與資源。

針對 5G 網路安全議題，IMDA 持續與新加坡網路安全局

（CSA）以及國家研究基金會（NRF）合作支持網路安全開

發。 

3. 參與角色與合作模式 

如前所述，IMDA 根據新加坡產業特性，以智慧物業管理、工

業 4.0 等六大主題，作為 5G 應用發展的第一批測試領域，下

圖為 2019 年以來新加坡 5G 產業生態系已完成以及正在在進

行的測試專案。除了六大領域試點之外，5G Pixel Living Lab 測

試平台針對 AR/VR 互動科技應用亦提供許多資源，協助新創

公司開發沉浸式體驗方案，如 PIXEL 孵化的新創公司 Serl.io，

致力於開發 5G 網路下的混合實境協作平台；而技術創新與 VR

內容製作公司 Hiverlab 則在 PIXEL 的支援下推出 Storyhive 解

決方案，打造 VR 沉浸式展示交流平台。新加坡 5G 測試專案

涵蓋不同領域發展項目，以下針對 5G 智慧物業管理（Smart 

Estate）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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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DA，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2、新加坡 5G 應用試點 

 

(1) 政府單位引導發展 

5G 智慧物業管理專案由政府單位資通訊媒體發展局

（IMDA）與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引領

發展，新加坡企業發展局致力於協助新加坡拓展國際貿易、

支援新創公司發展，計畫選定的 2 大試驗場與所屬開發商

分別為 CapitaLand 的新加坡科學園區（Singapore Science 

Park, SSP）以及 JTC 的榜鵝數位園區（Punggol Digital 

District, PDD），SSP 著重在創新技術開發，擁有超過 350 個

實驗室、跨國企業與領先的科技公司進駐，作為 Brown Field

測試場域（需重新開發商業土地），而 PDD 則是 JTC 公司

開發的數位經濟創新園區，為企業數位發展提供相關基礎

設施與交流資源，作為 Green Field 測試場域（從無到有的

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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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 4.0—裕廊創新區案例 

2019 年 6 月新加坡電信（Singtel）、A*STAR 與裕廊集團

（JTC）簽署合作備忘錄，在裕廊創新區的先進製造研究中

心（ARTC）部屬 5G 網路，支持區域內企業在物聯網、人

工智慧、機器人等數位解決方案發展，協助企業更準確地追

踪廠區內自動搬運車（AGV）的位置，以提高生產效率與

安全監控，或是藉由 5G 結合虛擬實境，進行遠距、即時的

設備維護作業。Singtel 運用 5G 技術，提升工業 4.0 在遠距

虛擬維修、物聯網即時偵測、工廠智慧連接、裝卸物流管理、

無人機緊急狀況處理等應用的發展；裕廊創新區具備先進

技術與解決方案的研發與試驗能量，是試驗 5G 技術的理想

場域；而 ARTC 研究中心鄰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以協

作平台提供產、官、學單位共同開發先進技術，參與者期望

藉由此次合作，協助製造業者探索 5G 在智慧工業的應用。 

(3) 消費應用—5G 雲端遊戲案例 

IMDA、雷蛇（Razer 遊戲周邊裝置公司）與新加坡電信

（Singtel）於 2019 年 10 月展開 5G 雲端遊戲試驗，期望透

過 5G 網路低延遲、高頻寬特性，提供更優質的遊戲體驗，

雲端遊戲主要讓玩家減少購買電腦與遊戲機等設備，或是

運用較低規格的硬體，即可透過雲端傳輸數據的方式，享受

高畫質的遊戲內容。在試驗案例中，雷蛇主要運用自身技術

與硬體支援 5G 雲端遊戲測試，而新加坡電信則提供 5G 通

訊技術平台，團隊選定 Razer 位於 one-north 科技城的東南

亞總部，以及 Orchard Road 上的 Shaw Centre 和 Ngee Ann 

City 三處作為試驗地點，截至 2021 年 9 月試驗仍在進行當

中。 

(4) 新加坡科學園區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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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CapitaLand與 NavInfo DataTech、TPG Telecom

合作在新加坡科學園區建立 5G 物業管理的第一個試點，得

到 IMDA 與國家研究基金會的  4,000 萬新幣的支持。

CapitaLand 是亞洲大型房地產集團之一，擁有工商業園區、

城市綜合發展與住宅的物業資源，業務遍布超過30個國家、

200 多座城市，在計畫中主要與 IMDA 合作建立新加坡科

學園區，提供 5G 試點應用場地；NavInfo DataTech 是專注

於運輸與物流規劃科技公司，在計畫中支援 5G 移動資產的

測試，如汽車的自動駕駛、基礎設施的行動網路技術、車內

智慧解決方案等；TPG Telecom 則是協助在新加坡科學 1 號

與 2 號園區部署 5G 試驗網路，提供區域內高速、大數據容

量的資料傳輸。 

 

資料來源：CapitaLand、SSP，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3、新加坡科學園區 

 

(5) 榜鵝數位園區試點（PDD） 

榜鵝數位園區是由新加坡工商業區開發商 JTC 所規劃，過

去開發的實績包括新加坡第一個工業城裕廊工業區、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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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機場物流園區、啟奧生醫研究園區（Biopolis）等。榜鵝

數位園區預計在 2023 年完工，包含商業園區、新加坡理工

學院校區以及社區建設等區域規劃，占地 50 公頃，進駐的

科技公司將創造 28,000 個就業機會，園區內的數位基礎設

施將整合在開放數位平台上（ODP），平台由 JTC、政府技

術局、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ST Engineering）共同設

計開發，連接到園區內的感測器，進一步蒐集如降雨量、碳

排放、能源使用、運輸情況等即時數據，預計 2022 年底完

成開發。 

PDD 作為新加坡首個智慧商業園區，2021 年 7 月起，跨國

企業夥伴陸續進駐，如萬向區塊鏈（Wanxiang Blockchain）

與 JTC 合作，為智慧城市設計提供隱私運算、物聯網、人

工智慧、5G 等數位化技術，協助建立資安基礎架構，而萬

象區塊鏈也率先與 IMDA發布的 TradeTrust框架進行整合，

發展跨境金融貿易與區塊鏈技術的深度合作。Group-IB 以

自身檢測網路攻擊、進行智慧財產保護的解決方案與能力

加入 PDD，期望與資安、機器人、智慧生活解決方案等領

域的業者一同促進新加坡數位經濟發展。臺灣企業台達電

亦在 2021 年 8 月宣布與 PDD 合作打造貨櫃型植物工廠，

整合工業自動化、散熱解決方案、照明系統等產品服務，並

於展示中心導入樓與自動化方案等智慧城市新科技。波士

頓動力（Boston Dynamics）則是與當地新創公司 dConstruct 

Technologies 和新加坡理工大學（SIT）合作，進行機器人

系統的學習和與應用研究。總結而言，新加坡期望透過 5G

基礎設施累積數位經濟發展基礎，拓展新加坡 5G 覆蓋率，

透過 5G 高速傳遞的特性發展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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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pitaLand、PDD，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4、新加坡榜鵝數位園區 

 

三、 國際 5G 生態系重點觀察 

（一） Why：建構 5G 生態系兼具技術、商業、產業效益 

1. 技術發展效益 

5G 生態系的形成，對通訊標準的訂定、新技術的發展產生顯著

貢獻，以歐洲 5G-MoNArch 為例，計畫執行過程中貢獻了 100

份技術標準相關內容，對於後續市場採用以及創新發展影響甚

遠，合作夥伴共計在國際會研討與期刊雜誌刊載超過 80 篇出

版物，引發研究領域廣泛討論，計畫亦貢獻超過 100 份對 3GPP 

和 ETSI 相關標準之內容，另外 5G-MoNArch 計畫在 2018 與

2019 年世界通訊大會（MWC）成果展示，以及獲得 GSMA 2019

年全球行動大獎（GLOMO）之 5G 產業合作獎項，皆是歐洲在

5G 發展進程上的重要里程碑。 

2. 商業發展效益 

總結前述國際案例， 5G 生態系囊括了許多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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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s），藉由各自擁有的資源與能力，共同在 5G 通訊

技術的框架下拓展產品、服務以及應用。5G 作為新一代網路通

訊技術，多數國家處於推動商業化發展階段，透過生態系各角

色合作，創造出提升營運效率、降低成本、改善用戶體驗的產

品服務，不僅解決當前市場困境，未來延伸的商業趨勢亦是生

態系中利害關係人願意投入資源、共同發展的誘因之一。 

3. 產業發展效益 

以新加坡科學園區試點為例，2020 年 10 月計畫階段性成果──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開發實驗室（5G-enabled Smart Urban Co-

Innovation Lab），透過 5G 網路技術，預估未來 3 年將使新加坡

約 200 家公司受惠，由於 5G 生態系的建構，將吸引新創公司、

系統整合商、跨國企業資源匯集，透過創新合作開發，共同構

思、測試 5G 智慧解決方案，目前該創新實驗室已與超過 30 個

企業夥伴合作，包括 Amazon、Cisco、Mircrosoft 等公司，合力

拓展先進製造、數位健康、智慧物業、智慧移動、可持續發展

與都市農業六個關鍵垂直領域的應用，因此 5G 生態系不僅促

成國內外公司、科技人才之合作，共同開發產業創新應用，亦

帶動廠區製造、物業管理、交通物流、互動科技等關聯產業的

發展，擴大 5G 應用的範疇。 

（二） When：5G 計畫三大推動進程：研究規劃、測試與驗證、標準化

與傳播 

歐洲部分，以歐洲為範疇的 5G PPP 計畫，共分為 8 年三個階段，

包括研究（2014-2016 年）、優化（2016-2017 年）和試驗（2018-

2021 年）。從研究階段解決通訊基礎設施的需求與挑戰，到進行

5G 技術與元件（基礎設施與相關服務等）的原型設計以及試驗，

再到 2018 年 7 月開始，為期三年的試驗階段；特定地區的計畫，

如西班牙加泰羅尼亞 5G Catalunya 計畫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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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以及德國與義大利的 5G-MoNArch 計畫自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各進行 2 年。 

以 5G-MoNArch 為例，計畫團隊在執行期間陸續提供關於 5G 架

構規劃、安全性評估、資源評估、測試與實驗評估、架構驗證、

傳播與標準化六大項目之階段性與最終報告。在 5G-MoNArch 的

傳播、標準化、開發階段，計畫團隊規劃了官方網站、社群媒體

（Linkedin、YouTube、Twitter 等）、新聞稿與大眾媒體、專案影

片紀錄、2019MWC（世界通訊大會）等成果發布與展示管道。 

 

表 2-1、5G-MoNArch 階段成果交付 

類別 項目 交付時程 

總體架構 

5G-PPP 第一階段結果差距分析 2017/10 

總體架構與概念初版 2018/6 

整體架構最終版 2019/4 

安全彈性 
安全性報告初版 2018/5 

安全性報告最終版 2019/3 

資源彈性 
資源供應彈性架構與機制 2018/5 

資源供應彈性最終設計與評估 2019/3 

測試平台 
測試平台與 5G-MoNArch 技術 2018/8 

測試平台與實驗評估最終報告 2019/6 

驗證與確認 

KPI 與評估標準定義 2017/9 

驗證與確認 5G-MoNArch 架構創新方法 2018/6 

架構驗證報告最終版 2019/6 

傳播、標準化、

開發 

傳播、標準化、深化開發計畫初版 2018/6 

傳播、標準化、深化開發計畫最終版 2019/6 

資料來源：5G-MoNArch，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亞洲部分，韓國在 2013 年發布國家願景與 5G 行動通訊戰略，成

立 5G 論壇（5G forum）為推動 5G 發展的智庫單位，規劃韓國

5G 發展的主要路徑，在為期 3 年（2013-2015）的願景建立後，

第一階段（2015-2017）為關鍵設備與核心技術「研發」，第二階

段（2017-2019）為 5G 技術的「測試」，階段三（2019~）則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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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G 商業化與標準化建立。新加坡 IMDA 自 2017 年起就鼓勵

各界展開 5G 路徑的探索與試驗場域的布署，並訂定頻譜相關法

規，2018 年陸續展開頻譜發展路徑規劃，2019 除了確認 5G 法規

與框架，也展開研究 5G 基礎設施需求，讓新加坡在 2020 前完成

5G 商業化之準備。2019 年 6 月宣布發展 5G 產業生態系，以智

慧物業管理、工業 4.0、城市交通、海事運作、政府與消費者應用

這六大主題，作為 5G 應用發展的第一批測試領域，目前持續進

行細部項目中。 

（三） What：媒體與互動科技最能展現 5G 網路架構特色 

前述案例中，5GPPP 優先發展汽車、能源、健康、工業、媒體/娛

樂（文化科技）、公共安全、智慧城市、運輸/物流等領域，試驗

最多的前三大垂直領域分別為媒體娛樂與文化科技、運輸物流、

交通汽車。韓國以自動駕駛、智慧製造、智慧城市、公共安全、

互動科技 5 大應用展開測試專案；新加坡則以智慧物業管理、工

業 4.0、城市交通、海事運作、政府與消費者應用六大主題，作為

5G 應用發展的第一批測試領域。 

根據 5GPPP 評估各垂直領域與 5G 特色展現之對照，在 5G 特色

技術中則以網路切片以及 5G NR 無線接入能力應用範圍最為廣

泛；而垂直領域中則以「媒體與互動科技領域」最能展現 5G 網

路特色，其次則為智慧汽車、交通以及健康醫療等領域，再加上

考量測試領域對於終端用戶需求的評估，以及成果的推廣與標準

建構，媒體與互動科技普遍為各國規劃 5G測試領域之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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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5GPPP，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5、5G 特色與垂直領域應用對照 

 

（四） Who：5G 生態系由產業、場域、政府建構而成 

1. 科技產業之硬體業者 

如同第一章 5G 生態系主要角色段落所述，5G 生態系的建構不

僅囊括地方與國際的產業參與者，依照業務內容又可細分為通

訊運營商（提供 5G 通訊服務，如：Orange、Telefonica、AT&T、

verizon、中華電信、遠傳電信…等）、基礎建設提供者（提供 5G

基礎建設與資訊系統等設備，如 Ericsson、Huawei、Nokia…等），

以及零組件製造商、設備製造商等，在 5G 高傳輸速度、高數

據流量之環境下，共同為應用場域建構網路通訊環境。 

2. 科技產業之軟體業者 

在 5G 網路通訊環境下，越來越多 5G 技術應用到垂直產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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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創造出新的使用情境，牽涉到對應的軟體與應用發展，許

多主打互動科技、即時管理的資訊服務者亦扮演關鍵角色（如

互動遊戲開發商、VR 串流媒體、圖像辨識技術、擴增實境技

術公司、雲端與大數據數位轉型公司等），為應用場域設計專屬

的應用／服務商，展現 5G 高速度、低延遲、多連結的特色。 

3. 垂直應用場域 

5G 垂直應用發展如第一章所述涵蓋工業與製造、車聯網、智慧

城市、公共安全、健康照護、文化科技／媒體及娛樂與教育等，

5G 生態系所選擇之應用場域，包含製造、消費、文旅等場景與

空間的擁有者（如：工商業園區之開發商、博物館主等），以及

衍生的關聯業者（如：旅遊業者、觀光產業協會、推動創新發

展之產業協會等）。 

4. 政府相關機構 

從前述國際應用案例可發現，參與 5G 生態系之政府單位，依

照權責範疇可細分為中央／地方參與者，依照參與型態可細分

為引領資通訊發展的策略角色（如：資通訊發展局等單位）、協

助技術研發者（如：創新技術研究等單位）以及資金支持者（如：

開發基金等單位）。 

（五） Where：應用場域選擇須兼顧需求痛點、資源條件 

從前述案例觀察，多數 5G 應用建立在既有場域上，少部分則根

據科技園區的新建規劃，將 5G 基礎建設納入，在示範場域或初

期導入測試地點的選擇上，需評估場域需求與資源條件。 

1. 龐大的網路通訊需求 

從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海灘網路應用、德國漢堡港以及義大利都

靈博物館的案例中可以發現，海灘、港口、博物館皆存在著大

量的用戶網路資源需求，甚至是因旺季與淡季，貨物吞吐與旅

客在網路使用上產生懸殊的需求情境落差，因此網路通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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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成為 5G 技術導入場域的關鍵因素。 

2. 完善的內容資源條件 

從韓國釜山 AR/VR 應用計畫可以發現，韓國 5G 測試地點除

了以基礎建設較完善的前幾大城市為參考因素外，釜山作為影

視群聚，具備影視業者、影像製作中心等產業能力、國際電影

節等內容資源、以及吸引國際參與者投資的條件，成為 5G 互

動科技與沉浸式媒體開發試點首選，更關係到 5G 設備建置後

的擴散效益，因此場域擁有的資源條件亦是 5G 應用的重要參

考因素。 

應用場域透過與產業合作導入 5G 技術到試驗場域，對垂直應

用場域而言，藉由 5G 技術的發展，能優化營運效率、強化終

端用戶的體驗；對技術提供者而言，除了能實際測試 5G 技術

在真實環境應用情形，藉由與垂直參與者以及終端使用者密切

互動，亦能配合用戶反饋驗證、調整設計，更貼近市場之實際

需求。 

3. 從區域測試與應用擴散到大範圍重點發展 

西班牙自 2015年至今推行的 33個 5G測試案例，可以觀察到，

5G 測試發展初期有較多專案集中在小範圍的場域，藉此了解

5G 應用所需導入的技術架構與資源，並根據實際需求進行可

行性評估與對應之調整；發展中期則展開中型的區域應用，適

度擴大應用範圍，以滿足區域對網路通訊的需求；隨著測試累

積一定基礎，第三階段則為重點發展測試，計畫團隊選定特定

地點，進行更廣泛領域的 5G 應用。 

以工業 4.0 類別測試為例，2017 年西班牙電信商 Telefónica 與

5G創新實驗室 5TONIC合作，測試 5G在 ASTI Mobile Robotics

（開發自主移動機器人之工程公司）的 AGV（自動搬運車）

當中的適用性；2018 年電信商 Orange 在巴塞隆納等七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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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署 5G 測試，針對 5G 網路在車聯網、工業自動化等應用進

行試驗；2020 年由兩家電信商 Cellnex Telecom 與  Grupo 

MASMOVIL 領頭的八家公司，共同展開 5G 試點計畫 Piloto 

5G Catalunya（本報告第貳章之歐洲 5G 應用案例），到 2022 年

12 月止將持續開發適用於教育、工商業、運輸旅遊、安全與緊

急管理等領域的 5G 應用。因此西班牙從 AGV 自動搬運車，

發展到車聯網、工業自動化，再拓展到工商業領域之 5G 應用，

逐步擴大測試與應用範疇，不僅隨著發展過程分配資源，亦擴

散基礎成果至進階 5G 應用需求。 

 

資料來源：5GPPP，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2-16、西班牙 5G 應用測試案例 

 

（六） How：政府扮演策略規劃、創新推動、成果擴散角色 

1. 整合產、學、研各界發展意見，廣納策略夥伴 

以新加坡 IMDA 為例，IMDA 為了推動 5G 發展，先後招開兩

次公眾諮詢向各方徵求意見，期望與利害關係人共同打造 5G

發展環境條件，並根據蒐集意見訂定 5G 行動網路與服務相關

政策；韓國 5G Forum 則開展了多項 5G 推廣活動，如發布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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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舉辦與參與國內外 5G 活動，與各方進行意見交流，

並由國土交通省、中小企業部相關協會擔任 5G推廣窗口與美、

歐、日、中國家之 5G 組織建立合作關係。 

2. 匯集 5G 發展內容、平台、網路、設備之資源與資金 

以韓國 AR/VR 應用案例為例，政府單位將 5G 生態發展所需

的資源分為：內容（C）、平台（P）、網路（N）、設備（D）四

大要素，為 5G 發展各個構面設計執行、驗證、商業化等一系

列流程，並尋找對應的資源與策略夥伴，因此政府除了具備策

略功能，規劃整體計畫、引領各角色發展、凝聚共識，亦扮演

資源彙整角色，提供資金補助與試驗場地、協助技術研發等，

塑造 5G 生態系發展所需的環境，並擴散應用成果。除了整合

資源之外，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RDF）、西班牙公共事業總司

（RED.ES）、新加坡 IMDA 等單位分別提供了 5G 資助預算、

解決方案申請補助等資金補助，支持 5G 技術、互動科技應用、

各單位之間的協同效應、基礎設施等資源，亦刺激既有業者創

新亦吸引外資進駐。 

3. 打造策略夥伴共創空間 

借鏡新加坡 IMDA 推動案例，5G 應用除了技術、場域等資源，

在創新測試上亦需要相關的配套，IMDA 除了以技術加速器計

畫與產業合作 5G 人才培訓，亦與 One-North 合作打造 PIXEL

開放平台，提供產業與個人工作者之創新構想測試資源；新加

坡科學園區內更規劃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開發實驗室，作為新創

公司、系統整合商、跨國企業共同構思解決方案的空間，促進

企業間的共創合作；榜鵝數位園區甚至直接結合商業園區與理

工學院校區，透過企業吸引人才，亦將人才帶入企業，發揮生

態系之群聚效益，因此政府除了協助集結生態系各角色與資

源，亦須協助打造創新環境，以推動 5G 發展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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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內 5G 文化科技推動政策與案例 

一、 中央政策與 5G 文化科技相關計畫 

（一） 行政院「臺灣 5G 行動計畫」 

1. 計畫背景 

因應「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方案）」以及國際第

五代行動通訊（5G）即將於 2020 年進入商用階段，行政院科

技會報辦公室徵求產、官、學各界意見，於 2018 年 10 月召開

「5G 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SRB）會議」，廣邀 450 位代表凝

聚 5G 發展共識，以此為基礎規劃 5G 整體發展政策，引導各

項創新服務與產業應用之升級。計畫自 2019 年起，由行政院

科技會報辦公室負責整體政策的盤點、分工、推動、與協調，

統合科發基金計畫、新興科技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部

會計畫等資源，預期投入新臺幣 204.66 億元，以建構 5G 應用

與產業創新環境，加速推動我國的 5G 技術與產業發展，精進

我國在全球 5G 產業鏈之關鍵價值。 

2. 兩大願景 

根據會議結論，行政院規劃「臺灣 5G 行動計畫（2019-2022）」，

協調各部會研議 5G 發展相關目標與具體推動措施。計畫之兩

大願景為「以 5G 領頭觸發跨界融合」以及「以虛實並進塑造

產業新貌」。透過各政策項目之推動，達成以下總體目標：打造

智慧醫療、智慧製造、智慧交通等 5G 應用國際標竿場域；建

構 5G 技術自主與資安能力，打造全球信賴的 5G 產業供應鏈；

以 5G 企業網路深化產業創新，驅動數位轉型；實現隨手可得 

5G 智慧好生活，均衡發展幸福城鄉。  

根據 DIGI+臺灣 5G 行動計畫所規劃之五大主軸，涵蓋廣設實

驗場域、扶植創新應用、厚植技術能量、釋出頻譜、及完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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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五大議題，各行動計畫及其摘要內容如下： 

 

 

資料來源：臺灣 5G 行動計畫，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3-1、五大主軸與部會分工 

 

（二） 5G 文化科技相關計畫 

綜合前述臺灣 5G 行動計畫五大主軸，以下選出與「文化科技」

較為相關之計畫內容，探討中央政策下 5G 文化科技發展情形： 

表 3-1、5G 文化科技相關中央計畫 

計畫名稱 
主導 

部會 

其他 

參與單位 
5G 應用主題 

影音場域之 5G 創

新應用領航計畫 

（110/1~114/8） 

文化部 

原住民族委

員會、財團

法人公共電

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 

 多屏跨螢串流影音平台應用服

務  

 製播各類超高畫質與VR等創新

應用節目 

 推動音樂與影視融合之5G展演

場域 

 推動5G互動或新型態展示服務

模組／模式 

5G 內容力技術力

跨域創新生態系
文化部 

文化內容 

策進院 

 輔導企業投入未來內容應用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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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主導 

部會 

其他 

參與單位 
5G 應用主題 

計畫 

（110/1~114/8） 

 建立未來內容場域示範案（策展

產業） 

 拓展國際合作案 

亞洲矽谷 5G 創新

應用計畫 

（110/1~114/8） 

國發會 

桃園青埔之

亞洲．矽谷

創新研發 

中心 

 建置亞洲．矽谷智慧運籌管理中

心、智慧資料中心 

 發展5G智慧化創新產品或服務 

 促成智慧城市應用示範案例 

 促成國際大廠與2家國內廠商合

作推動5G國產自主產業鏈 

 完成5G開放網路實證場域及智

慧化創新服務 

擴大中小企業 5G 

創新服務應用計

畫 

（109/9） 

經濟部

中企處 

在地實驗場

域（如台中

中友百貨與

一中商圈店

家、宜蘭市

公所等） 

 建立5G智慧服務示範標竿 

 推動5G應用服務，帶動中小企業

參與，創造服務體驗 

 提出「中小企業5G服務應用推

動」之藍圖及運作指南 

文化科技 5G 創

新垂直應用場域

建構及營運計畫 

（110/1~113/12） 

經濟部

技術處 

文化部資訊

處（及文化

部所屬兩廳

院場域）、

經濟部 

工業局 

 開發5G文化科技新型態在地IP 

 於國家級指標場域（兩廳院）進

行建置5G應用，並進行國際組織

或展會 

 建置符合展演廳、展覽館等場域

之5G專網服務系統 

 建構智慧展演5G通訊方案，連結

國際展會 

 結合地方文化特色，以 VR/AR/ 

MR、5GMEC、Digital Twin 等技

術，運用於地方場域、場館進行

實證 

資料來源：各計畫營運架構，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1. 影音場域之 5G 創新應用領航計畫 

(1) 計畫總目標 

計畫由文化部主導，配合臺灣 5G 行動計畫之主軸一「推動

5G 垂直應用場域實證」，以及主軸二「建構 5G 創新應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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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環境」，本計畫針對電視產業及流行音樂產業，挖掘產業、

技術、內容之創新機會。垂直場域的整合（如演唱會、Live 

House）將把超高畫質影視音樂擴延到觀眾可觸及的位置，

而多屏跨螢的特質讓觀眾擺脫空間地域及時間的藩籬，在

後疫情時代可以順應「0 接觸經濟、0 距離創新」創新模式

架構，藉由 5G 通訊大容量、超高速、低延遲的特性，強化

超高畫質 4K/8K、AR/VR/MR 以及智慧互動展演與推廣應

用，並推動多元文史之超高畫質創新內容產製。 

(2) 細部計畫展開—5G 時代超高畫質內容創新應用計畫 

本工作項目包含建置 IP 製作與傳輸環境，進行遠端遙控作

業；強化超高畫質內容製作，如連續劇、大型互動節目等，

提升轉播節目畫質與多角度轉播，結合原住民重大歷史事

件紀錄片等文化內容；升級數位片庫暨串流影音平台，打造

AR/VR/MR 等新媒體創新應用。 

(3) 細部計畫展開—5G 時代影音場域建置與推廣計畫 

本工作項目以 BEST 策略作為核心架構，透過「Business—

推動新型態商業展演場域」、「Ecosystem—建立跨部會合作

機制建構生態體系 」、「Service—創造 5G 互動科技導入的

新興服務模式」、「Talent—帶動人才與新創投入科技展演活

動」四大主軸，鼓勵國內業者跨領域合作進行 5G 科技展示

場域的建置與推廣，並利用 5G 特性與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IP（Internet Protocol）技術，強化超高畫質；

多屏跨螢內容傳輸，活化影音資產；提升我國超高畫質電視

內容與技術，加速推進 5G 跨螢幕應用；推動影視及流行音

樂展演環境升級，帶動虛實融合產製與展演創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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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 5G 行動計畫，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3-2、影音場域之 5G 創新應用領航計畫 

 

2. 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1) 計畫總目標 

臺灣在 2019 年成立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希望透過文

策院中介組織的努力，架構出跨部會、跨領域、跨平台的協

力合作機制，整合文化、科技及經濟的能量，催生臺灣文化

內容產業生態系，帶動產業投資與創新的動能，形塑臺灣的

國家文化品牌。本計畫由文化部與文策院共同規劃執行，協

助臺灣文化內容業者應用 5G、AVMR、AI 等新興科技，進

行產業創新升級、前瞻布局國際未來內容市場。文化部將與

文策院投融資協力、產業諮詢輔導、文化內容開發、產業前

瞻調查與全球市場行銷等既有業務相結合，以整相關單位

之資源，協力推動各項工作之推展。 

(2) 細部計畫展開—推動內容跨域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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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結合文化部、科技部、經濟部、外交部、交通部觀光

局、NCC、國發會等部會，鏈結中介組織、法人、學界，串

接內容業者、策展產業，電信商、系統整合商、平台與雲端

服務商、場域 業者、服務商、終端設備商等（例如：NMEA、

出版／影視／動畫協會、電信協會、電腦公會、電電公會…

等），協力整合並加速 5G 內容創新應用與開發。 

(3) 細部計畫展開—構建跨域創新生態系 

計畫號召跨領域業者，鼓勵業界上中下游整合跨域組成團

隊，包含文化內容故事力、整合技術設備、系統開發、策展

創意、故事轉譯、動畫製作等，透過系統化、常態化與加值

化等方式進行整備，輔導、轉化建立成為旗艦型示範案例，

並建立亮點示範展演機制，滾動實證測試建立異業合作，鼓

勵跨產界、跨領域的新展演示範計畫。 

(4) 細部計畫展開—國際共創合製 

計畫致力於建構一套文化內容創新商業模式的初步驗證機

制，針對各階段驗證提出關鍵績效指標研析，並持續滾動修

正，並透過示範展演機制，促進音樂、表演、影視、動畫、

漫畫、遊戲、出版等內容，投入數位轉型，運用 5G 通訊、

裝置、與 AI 等技術，開創新商業模式。計畫亦支持產業結

合硬體技術與軟體內容，再透過國際展會、中介組織、場域、

通路網路，吸引國際買家與投資者。另外，計畫將以數位科

技新媒體型態，將臺灣文化內容結合流行音樂表演藝術進

行全球巡迴展演，並建立內容／內容、內容／技術與技術／

內容的相關媒合平台與管道，透過建構文化內容創投生態

圈，布建內容商模機制，加速全球投資導入，增加本國技術

與內容的海外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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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 5G 行動計畫，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3-3、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3. 亞洲矽谷 5G 創新應用計畫 

(1) 計畫總目標 

本計畫由國發會推動執行，為協助「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願

景，以及落實「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政策目標，並配合推

動「臺灣 5G 行動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

擬透過公私協力合作方式（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 

PPPP），運用 5G 技術、鏈結在地需求及場域示範，發展前

瞻創新服務，並加強鏈結國際研發資源，及強化亞矽創新研

發中心之智慧運籌管理功能，期加速 5G 應用的普及化發

展，建構數位創新智慧城市新典範。 

(2) 細部計畫展開—建置智慧運籌管理中心（IOC）及智慧資料

中心（IDC） 

由於智慧城市各項應用逐漸發展，將帶動資料傳輸需求擴

增，藉由 IOC+IDC 智慧運籌管理平台，將能有效串接智慧

城市各項應用服務。 

(3) 細部計畫展開—推動 5G 智慧城市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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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亞洲‧矽谷計畫的跨部會協調平台，整合 5G 智慧城市

發展之相關需求，於國內場域導入 5G 技術與解決方案，並

帶動國內相關領域廠商、科技新創共同參與，加速 5G 應用

服務落地。 

(4) 細部計畫展開—打造 5G 開放網路應用： 

計畫經由建置 5G 開放網路應用，促成國際大廠與國內廠商

合作，發展符合開放式網路架構（ORAN）的 5G 產品，將

有助於建構 5G 國產化自主產業鏈，並促進智慧化創新應用

服務之發展。 

 

資料來源：臺灣 5G 行動計畫，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3-4、亞洲矽谷 5G 創新應用計畫 

 

4. 擴大中小企業 5G 創新服務應用計畫 

(1) 計畫總目標 

本計畫由經濟部中企處規劃執行，延續「推動中小企業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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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應用服務計畫」，計畫團隊針對 5G 技術與中小企業需

求缺口，建立 5G 協作平台與跨領域輔導機制，加速中小企

業發展 5G 創新服務應用，鼓勵業者以大帶小的方式，引導

中小企業共同發展在地 5G 多元應用服務。另外，透過開放

式創新應用場域的整體營造，鼓勵業者建構 5G 創新應用，

帶動中小企業商家接軌 5G 應用服務，打造創新應用場域

5G 示範標竿。最後，計畫團隊致力於推動中小企業 5G 創

新應用場域發展，搭配國內外創新應用服務交流，強化計畫

整體推動與擴散效果，帶動國內 5G 創新服務相關產業進行

國際擴散，擴大中小企業 5G 創新服務模式的普及。 

(2) 細部計畫展開—中小企業 5G 應用協作共構 

計畫團隊從 5G 應用服務的設計規劃輔導、5G Lab 環境的

模擬、服務開發與測試、媒合中小企業與有志一同的軟硬體

企業協作共構，到 5G 應用的實地驗測與評估等項目，解決

中小企業缺想法、缺服務、缺夥伴、缺人才等議題，輔導中

小企業加速接軌 5G 應用，擴大發展適切的中小企業 5G 應

用服務。 

(3) 細部計畫展開—創新應用方案淬鍊 

計畫以中小企業 5G 創新應用服務及營運模式為主要之推

動引擎，於服務端、場域端、中小企業端等三方面進行區隔，

由中小企業發展 5G 創新應用、營運模式及解決方案、促成

業者形成垂直領域之價值鏈團隊、場域服務之驗證等。 

(4) 細部計畫展開—應用服務推廣與擴散 

計畫透過 5G 創新服務應用的推廣與典範案例豎立，累積示

範性應用成功經驗，以國內擴散、國際接軌兩大方向為主軸，

擴大國內 5G 市場應用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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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 5G 行動計畫，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3-5、擴大中小企業 5G 創新服務應用計畫 

 

5. 文化科技 5G 創新垂直應用場域建構及營運計畫 

(1) 計畫總目標 

本計畫由經濟部技術處、工業局與文化部共同規劃執行，擬

運用國產自主開發及投入之 5G 專網與系統，加速展演方案

研發轉型與營運示範，透過 5G 科技促進文化近用與平權、

臺灣原創文化意象之國際擴散性及國力展現。 

(2) 本計畫為落實上述目標與預期關鍵成果，訂定三大執行策

略 

策略一（Content），透過國際展會連結，推廣臺灣原創 5G 

新文化科技文本／劇目／服務與服務方案的一源多用；策

略二（Communication + Cooperation）導入國產 5G、AI、顯

示等科技，帶動內容、系統、服務軟硬整合，並將各類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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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如 AR/VR/MR/4K/360/多視角等導入建置，加速文化

科技應用整合讓科技結合文化；策略三（Community）旨在

加速文化數位傳播及地方落地轉型，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創

造地方文化科技示範應用，帶動地方 5G 相關資源投入。 

(3) 細部計畫展開—5G文化科技創新應用內容開發與營運擴展 

此分項鼓勵使用 5G數位科技進行在地文本及內容的開發。

3 大重點工作包括，臺灣原創科技原生 IP 盤點／共創；5G

文化科技展演服務體驗設計與營運服務規劃；5G 創新文化

科技內容擴散與國際連結。 

(4) 細部計畫展開—5G 場域專網建置與展演應用服務整合 

此分項旨在整合國產自主可商用 5G 專網系統，發展文化展

演型系統平台。3 項重點工作包括 5G 專網商用系統建置與

驗證；文化科技場域 5G 展演應用服務整合與系統試煉；5G

場域建置與展演應用服務系統擴散。 

(5) 細部計畫展開—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5G 應用與落地 

此分項藉由中央、地方合作，以地方文化特色結合創新科技，

協助建構地方跨領域生態系，進而帶動民間投資及衍生相

關產值。3 項重點工作包括 提供推動輔導措施，建構地方

產業協作溝通機制；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創造示範案例；擘

劃、打造具地方特色之文化科技城市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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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 5G 行動計畫，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圖 3-6、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二、 六都 5G 文化科技推動情形 

（一） 整體總覽 

為探討六都在 5G 文化科技推動現況，本團隊自六都市政府之資

訊局、資訊中心、市政新聞等管道蒐集與摘錄近年 5G 發展事蹟，

藉此分析各地方政府在 5G 發展的方向與行動，以下將六都市政

府於 5G 之發展分為「應用面」與「技術面」，前者包含建置智慧

城市、文化科技、智慧交通等應用之活動，後者則包含推動 5G 產

業園區與技術實驗室之建立。 

 

表 3-2、六都市政府 5G 應用發展 

六都 5G 發展 作法 時間 

台北市 

應用面 簽訂智慧城市實證場域合作備忘錄 2018/7 

技術面 建置台北智慧城市物聯網創新實驗室 2019/10 

應用面 建置信義區 5G 智慧公車應用實驗場域 2020/6 

應用面 建置 5G 專網智慧醫療實驗場域 2021/2 

應用面 簽署數位內容創新中心 BOT 案 2021/9 

新北市 應用面 建置新莊 5G 棒球實驗場 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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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 5G 發展 作法 時間 

應用面 推動智駕電動巴士運輸接駁測試 2020/4 

應用面 參與 5G 推動聯盟，規劃市政府周邊、新店碧潭實證 2021/3 

桃園市 

應用面 參與 5G 智慧杆推動聯盟、規劃青埔高鐵特定區實證 2021/3 

技術面 全台首座 5G 開放式架構網路實驗平台 2020/8 

技術面 揭牌亞洲第一座 O-RAN 聯盟合格 OTIC 耀睿實驗室 2021/8 

台中市 

應用面 推動台中購物節 5G 連線互動 2020/8 

技術面 規劃豐洲二期發展 5G 台中機械產業國際研發園區 2020/8 

技術面 建置 5G 雲端虛擬實境 XR 線上展會互動平台 2020/11 

技術面 啟用華碩電腦雲端暨 AI 台南研發中心 2021/4 

台南市 

技術面 
邀請設備、零組件供應商與研發中心共組「5G 台南

隊」 
2019/12 

技術面 於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及南科園區展開 5G 實證 2020/7 

應用面 關子嶺溫泉美食節無人機拍攝與 5G 轉播 2020/9 

技術面 5G 台南隊聯手桃園 5G 專網實驗室 2020/9 

應用面 全大運 5G 運動賽事串流 2021/3 

應用面 5G 人群聚集防疫警示 2021/5 

應用面 舞鈴劇場 5G 多視角線上展演 2021/5 

高雄市 

技術面 中華電偕 31 大廠進駐亞灣 5G AIoT 共創基地 2021/9 

技術面 
大魯閣草衙道「5G 獨立組網專網暨邊緣雲 VR 場

域」啟用 
2021/4 

應用面 建置 5G 輕軌防碰撞智慧系統 2021/4 

應用面 打造 5G 專網推動 2022 燈會展演 2021/5 

技術面 亞灣 5G AIoT-高軟二期台北招商湧入逾 200 業者 2021/5 

技術面 簽訂智慧城市實證場域合作備忘錄 2021/8 

資料來源：各市政府資訊中心，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二） 地方政府推動重點觀察 

1. 應用面 

(1) 5G 智慧城市應用（城市公共服務） 

針對 5G 智慧城市發展，臺北市早在 2018 年就與中華電信

簽署「5G 及智慧城市創新應用服務」合作備忘錄，預計未

來合作方向包含行動通信網路整合智慧路燈相關應用之概

念驗證、智慧城市創新應用展示體驗及場域驗證，以及 5G

創新應用展示體驗及場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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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與桃園市則在 2021 年 3 月參與 5G 智慧杆標準推動

聯盟，在經濟部、國發會、經濟部技術處新世代通訊技術推

進辦公室之協助下，臺北市電腦公會邀集和碩、仁寶電腦、

中華電信、華碩、遠傳、華電聯網等 25 家廠商，共同籌組

「5G 智慧杆標準推動聯盟」，希冀透過聯盟，搭建政府部門

與產業溝通討論的平台，彙整產業的共識、接軌國際、形成

產業標準；針對 5G 智慧城市發展，新北市部分，已規劃透

過「點、線、面」方式進行場域驗證，「點」的部分規劃「新

北市政府周邊」及「新店碧潭」2 處，以驗證「行政區」及

「觀光區」的數據供大數據中心分析；「線」的部分，將規

劃於市地重劃區之特定路段進行擴大應用驗證；最後以「面」

的方式進一步擴大，並逐步擴展至新北市全區。 

桃園市部分，由於桃園智慧路燈的布建已是全台第一，目前

於青埔高鐵特定區已建置 1,800 盞智慧路燈，為全台智慧路

燈最大的示範場域，建構物聯網環境以進行大數據蒐集以及

發展創新應用，而智慧杆能加速 5G 小基站布建，也是物聯

網感測器的重要載體，為建構智慧城市關鍵基礎設施之一。 

(2) 5G 文化科技應用 

臺中市在 2020 年 8 月臺中購物節開跑至今，登錄消費金額

已破 38 億元、App 下載數超過 27 萬次，雙雙打破去年紀

錄，這次展售活動特別與中華電信合作，透過 5G 高速率、

低延遲、大連結特性，打造市長與臺中火車站民眾立即現場

連線，感受 5G 連線速度。 

2021 年 9 月，臺南市則由臺南市政府支持提供展演場地，

舞鈴劇場（內容 IP 擁有者）與華碩雲端（雲端供應商）共

同製作的《VALO 首部曲－阿米巴 Online 限定 5G 多視角全

球首演》，於 9 月 18 日從臺南面對全球線上直播演出，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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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藝文團隊首次以「國內頂尖、全球領先」5G 多視角技術

演出，將提供前所未有 5G 多視角技術呈現的影音視界。 

(3) 5G 智慧交通應用 

除了影音展演與觀光互動相關之文化科技應用，5G 智慧交

通亦是六都政府測試 5G 的重要領域之一。臺北市於 2020

年 6 月，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與中華電信首次合作「5G 智慧

公車信義計畫區示範服務計畫」，中華電信於信義計畫區建

置 5G 垂直應用實驗場域，推出臺北首發的 5G 體驗公車，

透過 5G 技術結合寬頻影音串流服務，讓民眾於實際場域體

驗 5G 的高速傳輸，試驗 5G 與公共服務的結合。 

新北市則在 2020 年 4 月公布，市政府向交通部爭取到 2 年

期 5,000 萬元智駕電動巴士測試運行計畫，於 24 日開始在

淡海新市鎮進行無載客測試運行，也宣告全國第一個將智駕

電動巴士導入公共運輸系統接駁的測試運行計畫啟動。 

2020 年 9 月，臺南市政府與 5G 設備、技術、終端應用業者

與網路骨幹布建等 11 個單位攜手合作成立 5G 台南隊，並

積極展開「5G 垂直場域」應用技術測試，未來將分別在台

南兩大產業重鎮（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及南科園區）投入超

過 60 億相關計畫經費，除了在製造工廠、文化場域、交通

場域等陸續開啟驗證測試外，亦將持續與科技部「高速網路

資源」合作，將臺南各 5G 垂直應用示範場域串聯起來；智

駕漫遊部分，透過與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 AI 技術及即將

落成之沙崙研發大樓科研能量合作，也正積極著手智駕車示

範路線之規劃。 

高雄市政府則在 2021 年 5 月公告，正與電信業者合作在輕

軌沿線建置 5G 開放網路之垂直應用示範場域，並以車聯網

的安全防碰撞應用，降低用路人與輕軌碰撞的事故。先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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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路與凱旋路口，介於輕軌夢時代站及凱旋中華站之間

來進行示範場域，利用 5G 增強型行動寬頻與超可靠低延遲

通信等特性，即時以視覺影像的吿示通知用路人小心停駛。 

2. 技術面 

(1) 規劃 5G 產業園區 

除了智慧城市發展，地方政府亦積極規劃 5G 產業園區，整

合地方產業資源，共同發展 5G 應用。臺中市由市政府經發

局積極向中央爭取重大建設經費，其中攸關產業 5G 智慧化

發展的「臺中機械產業國際研發園區」，初步以豐洲二期土

地為規劃場域；「產業園區智慧化」計畫案則藉由資通技術

及感應設施延伸智慧城市概念，兩案均獲中央資源支持，透

過導入 5G、AI 等關鍵技術協助在地產業發展。 

臺南市則在經發局的長期輔導下，整合中小企業能量，加上

南科園區業迎來台積電 5 奈米及 3 奈米製程工廠，許多 5G

技術所需的感測器或處理器都來自台積電的晶片，有望透過

5G 技術帶動傳產生級的需求，台南以「TEAM WORK」方

式組成「5G 台南隊」，從設備提供業者（雲達）、技術提供

業者（思銳科技、亞旭科技、巨曜、安勤科技、日本 NTT、

SOCIONEXT 等）到終端應用業者（龍鋒企業、亞弘電、航

見科技等）及協助場域光纖網路串聯的國家實驗研究院轄下

的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提供服務端到應用端全方位的

服務，從通訊、晶片、硬體到應用情境，準備迎接 5G 新世

代，另外，為加強與國際接軌能量，特邀日本 5G 最強技術

團隊 NTT 集團及 SOCIONEXT 加入，期待在雙方關鍵技術

結合下，使臺灣在全球發展 5G 的版圖中佔有一席之地，更

展現臺日友好的合作關係。 

高雄市則以亞灣 5G AIoT 創新基地發展為主，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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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信龍頭、「高雄 5G AIoT 國際大聯盟」創始成員之一

的中華電信，在高雄成功大樓舉辦啟用儀式暨「5G AR 智

慧應用合作暨 XR 智慧空間共創基地簽約儀式」，宣布將與

Microsoft、Cisco、Epson 等 31 家國內外 5G AIoT 垂直應用

領域大廠、法人合作進駐亞洲新灣區，打造 5G AIoT 應用研

發及共創基地，對此，高雄市政府釋出多項優惠及促產方案，

針對投資 4 億元以上設備的企業，利息將由市府補貼，另外

推出「006688」的 6 年期租金補貼，前 2 年由市府補貼免租

金、第 3-4 年租金 6 折、第 5-6 年租金 8 折，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下，薪資補貼 25%，全力與廠商合作，將亞灣區打造為

最大的 5G AIoT 產業聚落。2021 年 8 月，由經濟部與高雄

市政府經發局聯手，在臺北 digiBlock C 數位創新基地舉辦

亞灣 5G AIoT-高軟二期招商說明會，亦吸引 Microsoft、鴻

海、日月光、中華電信、宏達電、仁寶電腦、緯創、中興保

全等逾 200 家業者嗅到商機，線上線下同步湧入參與，共創

新商機。 

(2) 建立 5G 技術實驗中心 

除了規劃 5G 產業園區集結各方資源，各市政府亦協助建構

5G 技術實驗室推動 5G 技術發展。2019 年 10 月臺北市政府

攜手遠傳電信、臺灣雲端物聯網產業協會，在內湖區「臺北

智慧城市物聯網創新實驗室」建置全臺第一個 5G 開放試驗

場域，預計提供 100 家團隊、免費試用 3 個月的合作方案，

深入了解 5G 技術應用。 

桃園市政府近兩年陸續建置試驗平台與實驗室，推動 5G 應

用發展。2020 年 8 月，桃園市政府與經濟部工業局，攜手

Cisco 系統公司、工研院，以「Open Networking Taiwan 

Amazing」為發展核心，在桃園青埔打造全台首座「5G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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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架構網路實驗平台」，協同華電聯網、臺灣網通設備大廠

合作，共同合作打造臺灣 5G 國際隊。此外，桃園為「亞洲‧

矽谷計畫」的重點發展城市之一，市府已在青埔規劃設立「亞

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未來完工後將邀請 Cisco 系統公

司等企業進駐，讓 5G 產業獲得更大的支持。 

此外，耀登集團所屬耀睿實驗室於 2021 年 8 月在桃園市成

立，該實驗室為亞洲第一間、世界第五間榮獲國際 O-RAN

聯盟認證的 OTIC（Open Testing and Integration Centre）實

驗室，由於桃園是臺灣 ICT 產業的重鎮，許多資通訊大廠都

有投入 5G 相關的元件製造，而 5G 驗證標準、資安標準皆

需要建立互通性，實驗室對於將來建立 5G 產業上下游供應

鏈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臺南市政府與華碩電腦於 2019 年 12 月共同舉辦「華碩電

腦雲端暨 AI 台南研發中心啟用儀式」，展開智慧城市，預計

開發智慧停車、智慧校園、智慧醫療與 5G 智慧路燈等應用

領域之技術，此外，台南市政府於 2021 年 3 月與桃園市政

府合作，期望結合 5G 台南隊、台南友愛市場 AI 技術中心、

桃園安東青創 AVR 基地、桃園 5G 專網實驗室，共同展開

跨縣市之資源整合與創新技術開發。 

高雄部分在 2021 年 4 月高雄市政府與宏達電共同啟用位於

大魯閣草衙道的全台首座「5G 獨立組網專網暨邊緣雲 VR

場域」，未來在宏達電的系統整合之下，至少有超過 20 家的

新創公司，以前店後廠的方式，整合觀念、服務、商業模式

的驗證，推動 5G 應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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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者投入文化科技動態 

（一） 整體總覽 

為探討臺灣產業在 5G 文化科技推動現況，本團隊盤點 2021 年至

今 5G 文化科技相關產業動態，藉此分析通訊運營商、零組件與

設備製造商、應用/軟體服務商、文化內容提供者等，相關產業在

5G 發展的方向與行動。 

 

表 3-3、臺灣產業 5G 文化科技發展活動 

類別 5G 應用主題 應用場域 參與角色 時間 

智慧 

製造 
5G 智慧工廠 台達桃園一廠 

遠傳電信（通訊運營商）、台達電

子（零組件與設備製造商）、

Microsoft（應用/軟體服務商） 

2021/3 

智慧 

製造 
5G 智慧工廠 中華精測工廠 

中華電信（通訊運營商）、中華精

測、啟碁、友訊、仁寶電腦、廣達

（零組件與設備製造商） 

2021/4 

影音 

展演 
3D 博物館 嘉義故宮南院 

Acoustiguide 雅凱、方舟智慧（應

用/軟體服務商） 
2021/7 

互動 

娛樂 
虛擬實境觀光 

國立故宮博物

院、臺北 101、

國父紀念館、

國立臺灣美術

館、蘭陽博物

館、朱銘美術

館等 

臺灣之星（通訊運營商）、愛點科

技（應用/軟體服務商） 
2021/8 

影音 

展演 

VR 沉浸式音

樂劇 

華文音樂劇孵

化平台 

華文音樂劇（文化內容提供者）、

華碩雲端（應用/軟體服務商） 
2021/8 

影音 

展演 
數位音樂廳 

臺中霧峰 NTSO

數位音樂廳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文化內容提

供者） 
2021/8 

智慧 

製造 

5G+AR 擴增實

境遠距協作 

新竹科學園區

緯創工廠 

中華電信（通訊運營商）、緯創資

通（零組件與設備製造商）、緯謙

科技（應用/軟體服務商） 

2021/8 

影音 

展演 

5G 虛擬沉浸

劇院 
臺南文化中心 舞鈴劇場（文化內容提供者）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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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5G 應用主題 應用場域 參與角色 時間 

影音 

展演 

開放式、沉浸

體驗展演空間 

臺北捷運西門

地下街 

中光電（應用/軟體服務商）、中華

電信（通訊運營商）、群創光電（零

組件與設備製造商） 

2021/9 

互動 

娛樂 
5G 智慧觀光 宜蘭市 

臺灣大哥大（通訊運營商）、國眾

電腦、宏昌電腦、英特拉金融科技

（應用/軟體服務商） 

2021/9 

互動 

娛樂 
科技棒球體驗 

新營文化中心

演藝廳廣場 

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文化內

容提供者）、工研院（應用/軟體服

務商） 

2021/9 

互動 

娛樂 

沉浸式體驗展

演場域 

臺北 101 双融

域 

中華電信（通訊運營商）、科文双

融公司（應用/軟體服務商） 
2021/9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MIC 整理，2021 年 10 月 

 

（二） 產業發展趨勢觀察  

綜合上表相關產業業者在 5G 文化科技的活動，可以觀察目前產

業業者在文化科技投入以「智慧製造」、「影音展演」、「互動娛樂」

三大領域為主。 

1. 智慧製造 

(1) 中華電信 5G 智慧製造專網 

2021 年 4 月臺灣信業龍頭中華電信宣布與旗下中華精測合

作，推動 5G 智慧製造落地工作，成功在半導體晶圓測試介

面領域打造獨步全球 All In House 完整的 5G+ AI 智慧製造

生態系，更串聯啟碁、友訊、仁寶電腦、廣達等打造企業專

網國產解決方案，未來期望進軍東協市場。中華電信除了展

開 5G 基礎建設，亦結合企業合作夥伴推廣企業專網，協助

企業接軌 5G。中華精測擁有整體 AI 跟半導體製造解決方

案，雙方攜手將 5G 大量連結 AIoT 感測器，大量蒐集數據，

透過 AI 分析，可提升良率，減少人員疏失並進行遠端監控

等，雙方合作打造之解決方案包括：AIoT 感測器、邊緣運

算系統內嵌人工智慧演算法、RFID、AGV 智慧物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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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3DSCADA、智慧管理平台及八大應用系統（生管、

製造、機台、物流、品質、環境、人員、設施）。 

(2) 中華電信結盟緯創、緯謙攻 5G 智慧工廠 

2021 年 8 月中華電信宣布，結盟緯創、緯謙科技打造 5G 企

業專網智慧工廠，率先實證「5G+AR 擴增實境」遠距協作，

在新竹科學園區緯創工廠導入 5G 企業專網建立智慧工廠，

同時搭配 AR 智慧眼鏡服務，透過 AR 遠距協作應用，協助

把關製程與生產效能。在合作關係中，緯謙科技在 5G、雲

端、製造應用的系統整合服務專業，而緯創已利用企業專網

應用在智慧工廠多項重點項目，例如 AGV 無人搬運車、

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AI 瑕疵檢測、AI 人因工程、AIoT

產線智慧調參、MR 混合實境等技術。 

(3) 遠傳攜手台達電子、Microsoft，打造全國第一座 5G 智慧工

廠 

2021 年 3 月遠傳於台達桃園一廠內建置 5G 專網，共同導

入多項創新應用，該 5G 商用生產線於 30 日正式對外公開

展示，以 5G 作為生產線核心，讓 AGV 無人搬運車、AMR

自主移動機器人、AI 瑕疵檢測數據分析、AI 產線平衡、AIoT

製程稽核、MR 混合實境等技術得以在工廠內實現，達到隨

時替換各式治具、產線快速配置、遠程協同合作的效益。本

次，電信業者遠傳除了與台達電、Microsoft 全球性策略夥伴

緊密合作，遠傳更協助台達打造虛實整合 MR 工作說明書、

路徑指引與遠程協同作業等應用，可望開創 CT+OT+IT（通

訊科技+操作科技+資訊科技）新藍海，帶動臺灣製造產業轉

型，加速邁進工業 4.0 進程。 

2. 影音展演 

(1) 方舟智慧攜手雅凱藝術打造 3D 世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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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國內首家聚焦於 3D 實物建模、演算法之技術

開發及 VR+3D 技術整合的方舟智慧，日前與全世界最大的

博物館語音導覽公司 Acoustiguide 雅凱完成戰略聯盟合約

的簽訂，未來將結合方舟的 ARK MESEUM SOLUTION 的

技術、以及雅凱原有的數位語音導覽服務轉型成 3D 擬真視

覺並能收藏的 3D 影音導覽模式、未來民眾在看到博物館館

藏的同時，用自己的手機掃描 QR code 即能看到 3D 文物以

及每個文物的故事，亦可付費收藏 3D 數位分身在自己的手

機當中。 

(2) 華文音樂劇公司打造 VR 沉浸式音樂劇 

2021 年 8 月，國內以音樂劇為發展核心的華文音樂劇公司，

創立以來以文化為主、科技為輔，透過系統化培植發展音樂

劇產業鏈，串接行銷管道和國際資源，推動音樂劇產業化並

邁向國際化。華文音樂劇期望整合音樂、表演、娛樂、科技

相關領域專業，在疫情衝擊後華文音樂劇以「虛擬實境 VR」

結合音樂劇作品作為創作推展亮點，首創結盟影視公司和

VR 尖端技術，進行虛擬實境 VR 音樂劇體驗作品製作；在

攜手跨領域製作資源的同時，運用 5G+8K VR 技術，以

「O2O」的型態突破傳統線下演出和地域限制。 

(3) 北捷與群創合作，於西門打造首座開放式沉浸展演空間 

2021 年 9 月，全台首座 5G、AIOT、開放式沉浸展演空間，

為台北捷運公司與面板大廠-群創光電重磅合作之「Metro 

Lab」科技創新實驗案，在台北捷運西門地下街，勾勒「車

站-地下街-百貨共構」新商業生活圈目標，群創光電大型商

用影音牆與中光電智能雲服（CiCS） 攜手打造「Beyond Time 

跨越時空」沉浸互動裝置藝術展演，不只整合系統、AIOT、

軟體，更跨足展場與廣告營運之「場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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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動娛樂 

(1) 臺灣之星攜手愛點科技 iClick 布局臺灣智慧觀光 

2021 年 8 月，臺灣之星 30 日宣布，攜手「愛點科技 iClick」

展開合作，結合其 720°VR 技術，共同打造 5G 沉浸體驗解

決方案，布局臺灣智慧觀光新藍海，透過雙方合作，臺灣之

星 5G 將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101、國父紀念館、國立臺

灣美術館、蘭陽博物館、朱銘美術館等全台 300 大國內代表

性地標及特色人文景點，透過虛擬實境技術打造身歷其境的

沉浸體驗，讓全球可以在線上零時差看見臺灣之美的同事，

也帶動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及混合實境（MR）

等沉浸式體驗科技蓬勃發展。 

(2) 臺灣大運用 5G 創新技術推動宜蘭智慧觀光 

2021 年 9 月，宜蘭市公所與國眾電腦、宏昌電腦、臺灣大

哥大、葛瑪蘭客運及英特拉金融科技等業者共同合作，以推

動宜蘭智慧觀光為目標，發展六項在地 5G 智慧創新應用服

務，協助宜蘭市在地店家數位能力提升，提供來訪宜蘭民眾

使用 5G 智慧導遊與智慧導購等服務，結合 5G WiFi 熱點、

AI 虛擬店員、線上直播、VR 導覽、宜蘭好物集點商城等創

新應用，讓民眾最佳的觀光體驗。臺灣大哥大此次與國眾電

腦合作，在宜蘭市設置 6 處 5G WiFi 熱點，2 處行動熱點，

提供來訪宜蘭遊客充分運用，遊客可以透過臺灣大 5G通訊，

體驗沉浸式 VR 實境、4K 即時影音直播，直播影片即時回

放等應用，享受客製化即時導遊、導覽、導客、導購一站式

多元互動整合服務。 

(3) 台北 101 WM 珠寶腕錶盛會，以 5G 技術獻上沉浸式體驗內

容 

2021 年 9 月，台北 101 推出「WORLD MASTERPIECE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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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作」珠寶腕錶大賞活動，首次跨足數位展演形式、以 5G

技術獻上沉浸式體驗內容，與 20 多個國際珠寶腕錶品牌、

以及瑞士 FHH 高級製表基金會合作。本次活動以「環遊世

界 Around the World」為主題，在 150 坪的台北 101 Ambi 

Space One 高科技數位展演空間，運用全球最高規格的 5G 

18K 投影技術，帶領參觀者體驗「微出國」旅行，宛如親身

造訪巴黎芳登廣場、搭上瑞士小火車、或遠眺東京高山。 

 

四、 國內 5G 文化科技推動現況 

（一） 臺灣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 

1. 臺灣 5G 科技產業，包含零組件製造商、設備製造商、基礎建

設提供者、通訊運營商、應用／軟體服務商五大角色（如圖 1-

1），相關的網通與軟、硬體製造商由 5G 產業鏈各個環節業者

組成，包含聯發科、啟碁等零組件與設備製造商，提供手機晶

片、IC 等網路與通訊相關硬體；中磊、緯創等基礎建設提供者，

提供基地台與伺服器等通訊傳輸硬體；通訊運營商包含中華電

信、台哥大、遠傳等電信業者，以及智邦科技、研華科技行動

邊緣運算等通訊、資安相關業者；應用／軟體服務商則涵蓋宏

達電等 AR/VR 應用業者、智邦科技等通訊科技（CT）業者、

仁寶電腦、華碩等資訊科技（IT）／操作科技（OT）業者。而

與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較相關的科技產業業者（圖 1-3），包括

通訊營運商、雲端供應商、系統整合商、創新開發商，各角色

敘述如下： 

(1) 通訊營運商 

以中華電信、遠傳電信、臺灣大哥大、亞太電信、臺灣之星

為主，目前臺灣有兩大由電信業者為首的 5G 產業聯盟，分

別為 2018 年由中華電信成立的「5G 領航隊」，旨在加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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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G 服務與建構 5G 商用網路，包含經濟部與資策會等政

府與研究單位、Erricson 與 Nokia 等國際基地台大廠、聯發

科等晶片廠、華碩等終端應域業者、中磊、合勤控等小型基

地台業者、研華等工業電腦業者，以及臺灣世曦等應用與資

安。另一部分則是由遠傳電信為主的「5G 先鋒隊」，聚焦在

自駕車及車聯網應用，招募包含華碩、宏達電、OPPO、

Samsung、Sony、Huawei 6家手機廠商，以及 Ericsson、Nokia、

韋勝營造、國楓工程行、博采科技及麥瑟創意等 26 家供應

商。 

(2) 雲端供應商 

包含 Microsoft、AWS、Oracle 等雲端軟體與資料倉儲國際

企業，精誠資訊等雲端資訊服務供應商；元山科技工業等 5G

雲端數據資料中心供應商，鴻海、雲達科技等核心網路業者；

凌華科技、智邦科技等行動邊緣運算業者等。 

(3) 系統整合商 

包含宏達電（HTC 5G）等系統整合公司、中光電等顯示系

統整合公司、神通資科等雲端系統整合公司、品臻等智慧穿

戴裝置的系統整合應用業者等。 

(4) 創新開發商 

包含智崴資訊科技等 VR 雲端體感電競軟硬體設備開發業

者、愛實境等 VR 虛擬展間、動態展示公司、雲鼎數位科技

等實景結合 3D 模型與 IoT 資訊可視化公司、紅然 RYB 

Studio 等 2D、3D 多媒體動畫設計製作公司、方兔工作室等

新創 VR/AR 遊戲公司等。 

2. 文化產業主要包含文化場域展演空間、內容 IP 擁有者／機構、

內容／創作製作團隊、關聯服務業者，各角色敘述如下： 

(1) 文化場域展演空間包含提供影像、音樂、展覽、表演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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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場域空間，如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松山文

創園區、國立故宮博物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等影音

展演與互動娛樂空間，智慧製造相關主題則以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亞灣新創園等產業園區為製造場域。 

(2) 內容 IP 擁有者/機構含音樂、影像、藝術、歷史文物、舞蹈、

劇團等有形、無形作品之提供，如雲門舞集、相信音樂、台

北愛樂合唱團、舞鈴劇場等單位。 

(3) 除了創作與設計，內容創作與製作包含一系列在呈現到終

端觀賞者前，需經過製作與展示等處理工作，包含電視台、

網路媒體、書刊編制等業者，如華研國際、相信音樂等音樂

公司、睿至（Funique vr studio）等 VR 拍攝與後製公司、雷

米多媒體科技等展演活動、形象規劃公司，以及紅然 RYB 

Studio 等 2D、3D 多媒體動畫設計製作公司。 

(4) 其他關聯服務業者，包含旅遊業者雄獅、KKDay、臺灣智慧

眼鏡產業協會（Taiwan Smart Glasses Industry Association, 

TSGIA）、社團法人臺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Taiwan 

Assoiciation for Virtual and Augmented Reality, TAVAR）、文

化科技發展聯盟（Cultural Tech Alliance）等公協會；公視、

LiTV 立視線上影視、Catch Play 威望國際等影視發行與平

台公司，以及上聯國際等會展公司等業者。 

（二） 政府推動 5G 發展重點觀察 

1. 政府扮演資源整合與發展環境建構角色： 

隨著中央政府展開臺灣 5G 行動計畫，自 2019 年至 2022 年，

相關政府部門將以廣設實驗場域、扶植創新應用、厚植技術能

量、釋出頻譜、及完備法規五大議題，持續推動臺灣 5G 商用

化之發展，中央與地方政府在 5G 生態系中，主要扮演各界資

源整合以及建構有利 5G 發展環境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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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 創新應用從發想、測試到擴散之資源整合 

由於 5G 創新應用尚未成熟，政府單位除了與公私單位協力

建置各垂直應用場域所需 5G 實驗，協助實驗頻譜與場域之

申請規範、實驗管理規範、應用領域實驗管制規範等，以加

速、擴大 5G 可驗證的功能與範圍；此外，為了鼓勵各界發

想 5G 創新應用，政府亦降低 5G 新創業者在技術、系統平

台、資金、法規等門檻，甚至透過學校課程、研究計畫、人

才培植、在職訓練等管道，培育高品質的 5G 技術與應用人

才，創造更有利於 5G 發展之環境條件，逐步建構 5G 核心

技術優勢，開發系統整合方案。針對 5G 生態系各角色之間

的關聯性，政府推動 5G 民生公共物聯網、 5G 文化科技、

5G 智慧醫療等可長期營運標竿應用實例之建構，並邀請 

5G 電信業者、設備商、新創業者等參與，帶動整體生態系

發展。 

(2) 5G 新技術架構的轉換評估與環境建構 

為了協助產業適應 5G 新技術架構，政府除了完備 5G 頻譜

相關政策、釋照作業，更持續調整與精進電信、資安相關法

規，打造完善防護能量與發展規範，以利 5G 系統性發展。

此外，由於網路架構從 4G轉換到 5G會經歷一段共存階段，

政府除了與各界共同研討未來 5G 應用情境與商轉營運模

式之可行性，亦協助相關單位分析 5G 導入各階段所面臨的

資安議題。 

2. 政府對 5G 文化科技發展聚焦在文化特色加值與文化科技共

創： 

由前述內容可以發現，與文化科技較為相關之政府活動主要與

主軸一推動 5G 垂直應用場域實證，以及主軸二建構 5G 創新

應用發展環境涵蓋範疇相關，而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國內 5G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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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技的發展上，聚焦在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協助「文化特色

加值」；鼓勵文化創新應用內容之開發，促進「文化科技共創」；

建構文化內容創新商業模式，推動「文化科技擴散與接軌國

際」。 

(1) 文化特色加值—結合地方特色與需求，發展 5G 文化科技 

在影音展演部分，經濟部工業局在文化科技 5G 創新垂直

應用場域建構及營運計畫中，主要負責結合地方文化特色，

以 VR/AR/MR、5G MEC、Digital Twin 等技術，運用於地方

場域、場館進行實證，結合地方政府資源，提供各類輔導措

施。而文化部則在影音場域之 5G 創新應用領航計畫，結合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紀錄片等聞畫內容；升級數位片庫暨

串流影音平台，打造 AR/VR/MR 等新媒體創新應用。 

針對智慧城市發展，國發會在亞洲矽谷5G創新應用計畫中，

也透過亞洲‧矽谷計畫的跨部會協調平台，整合 5G 智慧城

市發展之相關需求，於國內場域導入 5G 技術與解決方案，

如選定桃園發展智慧城市，為桃園棒球場設計多視角轉播

等服務，針對桃園高鐵站周邊的青埔特區規劃5G智慧路燈、

CCTV 攝影機、無人公車等建設，帶動相關領域廠商共同參

與，加速 5G 應用服務落地。 

在互動娛樂部分，經濟部技術處在文化科技 5G 創新垂直應

用場域建構及營運計畫中，強調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5G 應用

與落地工作，期望以地方文化特色結合創新科技，帶動民間

投資，具體工作包括結打造 5G 文化科技場域基地、結合原

創 IP 與地方特色場景應用，推動觀光美食與地方創生，甚

至強化 5G 應用的互動性與娛樂性，結合行銷科技設計特色

城市，向國際推廣。 

(2) 文化科技共創—推動 5G 文化科技創新應用之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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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在影音場域之 5G 創新應用領航計畫中，以 BEST 策

略作為核心架構，鼓勵國內業者跨領域合作進行 5G 科技展

示場域的建置與推廣，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建構生態體系。

除此之外，文化部也與文策院在 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

生態系計畫中，積極推動內容例跨域共創，結合科技部、交

通部觀光局、NCC 等部會，鏈結中介組織、法人、學界，

串接內容業者、策展產業，電信商、系統整合商、平台與雲

端服務商、場域業者、服務商、終端設備商等，協力整合並

加速 5G 內容創新應用與開發。 

除了國內跨部門、跨領域之合作，文化部與文策院也致力於

建構跨域合作共創平台，不僅將臺灣文化內容結合流行音

樂和表演藝術進行全球巡迴展演（美國 SXSW、西班牙

MWC、德國 CEBIT 等），亦建構文化內容創投生態圈，加

速國內外資金投入，與國際電信業者建立內容展示平台等，

引導海外內容採用本國技術，拓展跨國之 5G 文化科技合作

與發展。 

(3) 文化科技擴散與接軌國際—建構 5G 文化內容創新商業模

式 

文化部與文策院在 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中，致力於建構一套文化內容創新商業模式，針對各個階段

的驗證設計關鍵績效指標，規劃音樂、表演、影視、遊戲等

內容之示範展演機制，支持產業整合軟、硬體發展，並透過

國際展會、組織、媒合平台，吸引國際投資導入，增加臺灣

文化科技的發展與能見度。 

除此之外，經濟部中企處在擴大中小企業 5G 創新服務應

用計畫中，亦設計中小企業 5G 應用協作共構機制，從 5G

應用服務的設計規劃輔導、服務開發與測試、媒合軟硬體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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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作、到 5G 應用的實地驗測與評估，提供一系列輔導措

施，緩解中小企業在 5G 創新發展上的資源困境，甚至為 5G

創新服務設計推廣機制與示範案例，為 5G 應用累積成功經

驗，推動服務國內擴散以及國際接軌。 

（三） 地方產業發展 5G 文化科技重點 

在中央臺灣 5G 行動計畫框架下，地方政府與業者紛紛展開 5G

相關布局，在政府以各地文化特色加值、推動文化科技共創、鼓

勵文化科技在國內擴散並與國際接軌的發展趨勢下，綜合第三節

業者投入文化科技動態，以下歸納 5G 智慧製造、影音展演、互

動娛樂三大文化科技應用之重點。 

1. 5G 智慧製造以「電信商攜手設備製造商」形式發展 

前國內電信三大、兩小業者皆展開 5G 應用布局，中華電信與

遠傳電信對於智慧製造投入相對較活躍，而臺灣大哥大、亞太

電信、臺灣之星，亦積極發展智慧城市、路燈號誌、智慧零售

等領域之應用。以台達電、Microsoft、遠傳合作之桃園龜山 5G

智慧工廠，2021 年 3 月展示導入使用 3.5GHz 頻段的 5G 示範

產線，經三個月上線實測後，產線提升人均產值近 7 成，產值

也較初期提升 75%，預估一年內可回收投資。由於 5G 智慧製

造的發展需要電信商的在網路通訊的布局，以及設備製造商導

入資源到製造工廠內，因此 5G 智慧製造的應用場域多半優先

選擇製造廠區與科學園區。 

2. 5G 影音展演須結合「文化內容」之數位化發展 

前述臺灣產業 5G 文化科技發展活動案例盤點可知，5G 影音展

演的發展除了由電信業者提供通訊網路，設備製造商建置相關

基礎建設，亦需要 VR、雲端、物聯網、金融科技等應用/服務

商的參與，更關鍵的是，影音展演「內容的數位化」，方能結合

軟硬體，打造沉浸式展演內容。以中華電信於 2021 年 10 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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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双融公司合作台北時裝周 SS22 為例，中華電信透過 5G 網

路與 8K/4K 高畫質投影技術，在台北 101 双融域建置沉浸式投

影空間，展現新型態秀場，同時於松山文創園區舉辦音樂藝術

表演，並透過 5G 傳輸技術於秀場連線直播，打造異地共演時

裝秀，突破影音展演框架，直播影像上傳 Facebook 亦吸引超過

7,000 名網友觀看互動。因此各地在 5G 影音展演之文化科技發

展上，需要將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中的文化產業相關業者，納

入發展計畫構思的一員。 

3. 5G 互動娛樂發展牽涉到室外場域的網路通訊布建 

有別於影音展演在博物館、美術館、展覽會場等場館布建 5G 應

用，5G 互動娛樂除了以科技「加值」娛樂內容，為室內展館打

造動態娛樂體驗，亦涵蓋如觀光旅遊等戶外場域之 5G 應用，

甚至是以 5G 科技創造虛擬感受體驗，藉由科技推動「跨領域」

體驗發展。以中友百貨串聯設櫃廠商與一中商圈店家，應用 5G

技術強化 Live House 直播屋、LED 沉浸體驗、全通路購物平台

為例，中友百貨自 5 月份疫情升溫至同年 8 月，透過每日安排

的臉書直播，至今已執行超過 100 場，商品銷售超過 3,000 組，

購物網於 5 至 8 月業績更較同期成長 8 倍。因此，5G 室外場

域的網路通訊布建，能促進更廣泛互動娛樂應用發展，而針對

5G 科技打造虛擬感受與體驗，5G 文化科技生態系中的應用/軟

體服務商，包含 AR/VR 廠商、系統整合商等，扮演科技體驗的

關鍵角色。 

  



 
 

 

本文件智慧財產權屬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所有，未經許可不准引用或翻印。 

260 

肆、 高雄 5G 文化科技之推動建議 

一、 5G 文化科技發展推動邏輯—點、線、面 

在第貳章國際 5G 生態系現況部分，透過 5W1H 架構可以了解到國

際上在推動 5G 文化科技的發展，是由兼顧需求痛點、資源條件的應用場

域為核心出發（Where），透過研究規劃、測試與驗證、標準化與傳播等一

系列發展計畫（When），整合產業、場域、政府等資源（Who），鎖定媒

體與互動科技展現 5G 網路架構特色（What），藉由政府單位規劃策略、

推動創新發展，並擴散相關成果（How）以實現 5G 生態系在技術、商業、

產業上的效益（Why）。 

 

資料來源： MIC，2021 年 10 月 

圖 4-1、5G 生態系發展邏輯 

 

因此，借鏡國際案例，可發現 5G 文化科技發展主要是依「點、線、

面」邏輯進行推動：選定核心場域進行驗證（點），串聯相關戰線、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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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應用（線），最後串聯相關產、官、學、研資源，擴散應用成果，發

展成完整 5G 生態系（面）。 

（一） 點：5G 文化科技發展核心 

在西班牙 5G Catalunya 計畫中，以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巴塞隆納為

試驗地點，針對零售類別的應用，該計畫特別選定了舊城區

（Ciutat Vella），一個濃縮了加泰隆尼亞文化的古城，運用其豐富

的建築資源，拓展 5G Interactive City 智慧文旅計畫。從義大利都

靈 Palazzo Madama 夫人宮的 5G 展演實驗中亦可觀察到，義大利

都靈作為義大利第三大城市，因擁有眾多巴洛克、新古典主義之

法式建築與名勝而聞名，藉由其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每年都

有穩定遊客造訪，因此具備 5G-MoNArch 結合展演資源、VR 媒

體服務、遊樂景點，發展 5G 文旅觀光、建立互動式博物館的要

素。 

由於應用場域的選擇，關係到 5G 技術實驗的真實應用情境，是

否能與終端使用者或網路通訊需求者密切互動，配合實際需求調

整設計，從前述案例可以發現，文化科技發展通常會規劃一個符

合特定區位條件的場域作為 5G 文化科技試驗核心，因此高雄 5G

文化科技在「點」的發展層次上，應優先思考高雄應選擇「何處」

作為 5G 文化科技發展核心。 

（二） 線：5G 文化科技擴散模式 

除了應用場域的區位選擇，從前述章節案例亦可觀察到，許多國

家在推行文化科技應用時，會串聯周邊場域、帶動關聯業者發展，

以下整理三種擴散核心場域應用之型態，協助高雄在「線」的發

展層次上，思考高雄適合用什麼「模式擴散」5G 文化科技發展核

心。 

1. 結合「住商、生活、交通」之 5G 應用 

新加坡榜鵝數位園區（PDD）為例，計畫團隊在園區的規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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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商業園區、校區（新加坡理工學院）、住宅區、市集等，

除了吸引科技公司進駐，亦期望促進人才交流與提升周邊住戶

生活條件。園區內除了有新加坡科技局、網路安全局等單位進

駐，PDD 園區更臨近樟宜、實里達機場，在智慧城市、交通等

應用上皆具備龐大發展潛力與擴展空間。 

在國內部分，桃園青埔亦有類似的 5G 關聯產業園區概念，如

桃園市府攜手經濟部工業局、Cisco 系統公司、工研院、華電聯

網、臺灣網通等設備大廠，在桃園青埔打造全台首座「5G 開放

式架構網路實驗平台」，除了整合先前規劃的亞洲矽谷創新研

發中心，推動 5G 智慧城市發展，更串聯周邊桃園國際智慧棒

球場、青埔智慧路燈示範計畫、虎頭山創新園區自動駕駛電動

巴士、虎頭山創新園區二期 5G 試驗場域等資源，擴大 5G 發

展效益。 

2. 整合「交通－商圈－百貨」模式 

從國內案例中亦可觀察到文化科技發展上的複合模式，以台北

捷運西門地下街的沉浸體驗展演空間 Metro Lab 為例，該應用

除了透過微間距延伸拼接的 8K影音牆、影音方柱、5G高頻寬、

互動投影等科技應用，打造北捷第一個開放式、沉浸體驗展演

空間，藉由群創光電的面板技術，Metro Lab 顯示科技創新實

驗室整合「車站交通－地下街商店－百貨商場」，配合西門町休

閒娛樂、街頭表演等資源聚集，該場域在未來將結合 YouTuber

影音直播、互動手遊競賽、動漫基地科技展演延伸發展。 

3. 串聯「線下 5G 體驗、線上社群互動」 

類似的複合模式，也應用在台中中友商圈以及宜蘭觀光商圈，

前者以「網路－社群－體驗」的模式，利用 5G 技術提供穩定

網路來源與數據傳輸，搭配線上社群直播行銷，以及鄰近的中

友百貨設櫃廠商、一中商圈中小型店家，合力打造 5G 應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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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商圈；後者則是結合「網紅－社群－直播－電商平台」的商

業模式，透過 5G 應用服務，實現即時導覽、線上導購，宣傳

宜蘭精選出的美食、旅遊、文創等在地商家，更整合葛瑪蘭客

運應用程式與 VR 實境應用，從遊程規劃、交通路線到觀光旅

遊，提供完整體驗服務。 

（三） 面：5G 文化科技策略夥伴 

以韓國 5G 發展計畫為例，自韓國選定了自動駕駛、智慧製造、

智慧城市、公共安全、互動科技 5 大應用展開測試專案，便結合

首爾發展蓬勃的交通網資源發展自動駕駛，以安山半月工業區條

件發展智慧製造，從釜山 AR/VR 應用計畫亦可發現，該計畫除

了獲得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國資訊通信技術規劃與評

估研究所（IITP）等中央政府單位的支持，釜山市政府也積極運

用自有資源，發揮釜山影視產業群聚優勢，整合釜山影視技術、

國際電影節等產業與內容資源，透過其電影之都的資源基礎，讓

釜山成為 5G 互動科技與沉浸式媒體開發試點首選，建構完整的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 

觀察前述國內外 5G 發展，部分案例規劃 5G 產業園區，透過計

畫資金或租金補貼方式吸引企業進駐，若當中有領頭的代表企

業，自然也會吸引相關協力廠商、合作夥伴進駐；部分案例建立

在既有資源基礎上，導入 5G 網路通訊架構，除了可以利用該場

域既有的硬體設施，亦能結合鄰近業者所擁有的軟體、技術資源，

不論是透過何種方式推動 5G 文化科技的應用測試與發展，無非

是透過地理區上的群聚效益，結合 5G 大頻寬、低延遲、高速率、

媒體串流等特性，帶動相關產業正向循環發展，因此高雄在「面」

的發展層次上，應思考高雄在 5G 文化科技發展上有哪些「夥伴」

資源，得以完善整體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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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 5G 文化科技推動建議 

根據前述「點、線、面」三個層次，以下針對「智慧製造」、「影音展

演」、「互動娛樂」三個類別，提出高雄 5G 文化科技推動輔導措施建議。 

 

 

資料來源： MIC，2021 年 10 月 

圖 4-2、高雄 5G 文化科技發展點、線、面 

 

（一） 高雄 5G 智慧製造 

1. 點—發展核心 

以地理區來區分，北高雄以南科高雄園區為中心，有望結合周

邊楠梓科技產業園區等資源，發展成精密機械、航太生醫、半

導體、金屬扣件領域的產業聚落。中段高雄，由於過去煉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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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石化產業結構，正積極布局轉型，發展無污染工業；此外，

在靠近都市密集的地區，發展重心較偏重工商服務業、工業區

機能日漸式微。南高雄的部分則匯聚了造船、鋼鐵、石化等重

工業，目前因應貿易開放需求，採前店後廠的發展策略，期望

整合鄰近經貿園區、交通建設，帶動高雄產業發展。相較之下，

北高雄的南科高雄園區與周邊資源，已具備高科技產業聚落的

雛形條件，適合以此為核心發展 5G 智慧製造。 

2. 線—擴散模式 

高雄擁有豐富製造資源，除了南科高雄園區，具備光電、積體

電路技術資源外，亦包含 5 大科技產業園區、9 大工業區等製

造業者進駐，在新創資源部分，除了有 KO-IN 智高點等新創園

區與基地，透過新創活動如創業競賽、媒合活動等挖掘產業痛

點，不僅可促進南臺灣新創產業群聚，亦支持智慧科技產業發

展；另外亦有 DAKUO 數創中心等共同工作空間，專注遊戲、

新媒體等數位內容產業，以「HUB」概念整合產業資源，串接

中小型企業、個人創業者、城市自由工作者，使得產、學、研

多方得以互動連結。 

針對高雄 5G 智慧製造，在擴散模式上，建議結合都市與工業

發展規劃策略，進行「159 串聯」，整合 1 科學園區、5 大科技

產業園區、9 大工業區等產業資源，並結合在地新創能量，配

合北高雄綠色能源科技轉型，以及南高雄以傳統工業升級高附

加價值產業的主軸，協助透過 5G 技術資源推動製造產業與工

業轉型發展。 

(1) 徵求產業意見 

參考新加坡規劃 5G 發展方向作法，IMDA 針對 5G 行動網

路與服務政策規劃、技術與應用之管控、5G 行動網路支持

產業發展等議題，設計了調查問卷徵集產業意見，獲得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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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國際業者的看法回饋。因此，針對高雄 5G 智慧製造，

建議高雄市政府可設計產業調查問券，徵集在地產業對 5G

之發展動機、業務連結性、資源現況與缺口，以掌握製造資

源發展階段與能量，進行資源調配與布署。 

(2) 打造開放測試平台 

新加坡為了促進各界發展 5G 應用與服務，IMDA 與 One-

North 產業園區合作打造開放測試平台—PIXEL，為科技領

域之產業、個人工作者，匯聚與提供設備、知識、測試空間

與資源（類似桃園 5G 開放式架構網路實驗平台與耀睿實驗

室，提供 5G 技術標準驗證與應用發展），因此，針對高雄

5G 製造，建議高雄市政府也可思考規劃 5G 開放測試平台，

整合各種 5G 發展所需知識人才、業者資源、成果案例、技

術媒合等內容，並提供各界共同創新發展之空間。 

3. 面—策略夥伴 

除了前述科學園區外，高雄 5 大科技產業園區，包含成功物流、

高雄軟體園區、高雄、楠梓、臨廣等園區，分布於前鎮及楠梓

地區，涵蓋物流、數位科技、電子零組件與半導體封裝測試等

產業資源；另外 9 大工業區，包含永安、大社、仁武、鳳山、

林園、大發、岡山本洲、臨海、和發工業區與產業園區，涵蓋

金屬、石化、機械、汽修、廢五金、電子、運輸等產業資源。

受到群聚效益之吸引，除了有 Samsung、Verizon 等國際企業之

分公司在高雄設點，亦有光寶科技、仁寶電腦等提供 5G 零組

件與設備的製造商，以及提供基礎建設資源的中油、中鋼、港

務公司等國營資源，甚至是緯謙科技、達明機器人等積極投入

雲端服務、智慧製造解決方案之應用／軟體服務商，共同推動

高雄 5G 智慧製造發展。 

(1) 穩固既有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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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雄 5G 智慧製造，政府在扮演資源整合與發展環境建

構角色，首要工作是串連高雄既有製造資源，建議高雄市政

府以補助政策與鏈結中央計畫資源之誘因，如科技園區進

駐優惠措施（租金等）、國發會（如 XR express 計畫）與技

術處（A+淬鍊計畫）補助計畫等，吸引廠商投資 5G 發展與

進駐 5G 產業園區，將高雄既有製造資源整合；另外亦鼓勵

大型企業與中小型廠商、新創資源組隊合作開發 5G 技術與

應用，借鏡新加坡 IMDA 提供企業補助申請方式，針對提

出提升產業價值、優化企業營運、打造新創商業模式等 5G

解決方案，提供計畫執行補助。 

(2) 吸引新夥伴加入 

新加坡電信在裕廊創新園區中的先進製造研究中心

（ARTC）部署 5G 網路，支持園區內企業在物聯網、人工

智慧、機器人等數位解決方案發展，推動自動搬運車監控、

遠距作業發展，是試驗 5G 技術的理想場域，而 ARTC 研究

中心鄰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 IMDA 以協作平台

提供產、官、學、研單位共同開發先進技術，協助製造業者

探索 5G 在智慧工業的應用。 

針對高雄 5G 智慧製造發展，在 5G 人才培養與投入的機制

方面可借鏡 IMDA 透過技術加速器計畫（TeSA）與各企業

合作展開培訓工作，建議高雄市政府支援企業員工在 5G 技

能學習的資源，結合高雄在地校系、研究機構等 5G 人力資

源，深化高雄 5G 發展的群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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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IC，2021 年 10 月 

圖 4-3、高雄 5G 智慧製造  

 

（二） 高雄 5G 影音展演 

1. 點—發展核心 

高雄音樂相關資源包括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LIVE 

WAREHOUSE、高雄市音樂館等；影像部分如高雄電影館、VR

體感劇院等；另外也包含其他展演場域，如衛武營國家藝術文

化中心、駁二藝術特區、台鋁生活商場、高雄展覽館、大東文

化藝術中心、哈瑪星臺灣鐵道館等，具備影音展演發展基礎。

就地理位置分布來看，大部分場域集中在愛河與高雄港灣一

帶，並向東沿捷運橘線擴散，由於 5G 影音展演實證強調場域

軟、硬體之應用以及成果之展示，因此建議以愛河、高雄港灣

區域作為 5G 影音展演發展的核心場域，運用這些影音展演資

源作為示範場域，逐步擴散 5G 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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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擴散模式 

在影音展演應用戰線部分，高雄影音展演資源分布與亞洲新灣

區五大建設發展相近（高雄展覽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第

一階段輕軌路線、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以及港埠旅運中心）。因

此在 5G 影音展演部分，建議結合亞灣招商、建設活動，配合

亞洲新灣區 5G AIoT 驗證場域的規劃，串聯 5G 影音串流、會

展、軟體科技應用場域，結合影音展演資源拓展複合模式，更

能發揮綜效。 

(1) 以數位加值文化內容 

借鏡韓國釜山 AR/VR 發展案例，釜山不僅擁有許多文化內

容中心、影像後期製作等影視產業技術、亦匯集觀光活動與

國際電影節等資源，成為韓國影視產業一大群聚。針對高雄

5G 影音展演發展，除了前述影像、音樂、展覽、表演等文

化場域產演空間，每年 3 月舉辦的大港開唱  Megaport 

Festival，在 2018 年與 2019 年分別有 6 萬與 8 萬人次參與，

2021 年因疫情停辦一屆後，據主辦單位表示，估計吸引超

過 9 萬人次參與，創造龐大人流與商圈、旅遊消費力，其他

如即將以愛河灣與衛武營雙主場形式展開的「2022 高雄燈

會」、每年 10 月份舉辦的高雄電影節等，皆為影音展演內

容潛在合作資源。因此，針對高雄 5G 影音展演，建議高雄

市政府將 5G 發展融入文化內容活動，不僅利用人流進行應

用的實證測試，也藉此打造民眾有感的示範應用。 

(2) 為沉浸式媒體建立發展模型 

借鏡 IITP（韓國研究中長期 ICT 技術發展、成果傳播、商

業化的單位）針對數位內容開發，為 AR/VR 技術融入文化

領域，規劃了支援發展所需內容（C）、平台（P）、網路（N）、

設備（D）四大要素，GIGA Korea（負責推動韓國科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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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相關的專案小組）亦為 5G 技術與軟體開發、沉浸式媒

體等計畫設計執行、驗證、商業化的流程、推廣示範案例、

建立技術標準與模型等。呼應本研究第壹章在 5G 垂直應用

發展進程之內容，AR/VR 等沉浸式娛樂科技在 5G 影音展

演上應用廣泛，經濟效益甚至高於 4K/8K 高清影音與

AR/VR 教育與購物發展，相關軟、硬體、內容業者、場域

業者等廠商的串聯亦互動頻繁，甚至以 5G 影音展演成果作

為示範，能作為短、中期應用基礎，亦能促使相關沉浸式技

術擴散到更高階之應用，是 5G 文化科技應優先推動之領

域，因此建議高雄市政府在 5G 影音展演上，建立沉浸式媒

體發展模式，設計測試、實證、應用擴散的架構，不僅於高

雄在地發展，亦能延伸到其他應用領域，更作為其他縣市應

用、海外輸出的基礎。 

3. 面—策略夥伴 

針對高雄 5G 影音展演，建議政府聚焦在文化內容加值、擴散

等重點工作上，串聯既有場域硬體、影音展演內容，搭配應用

與軟體業者之解決方案，設計擁有高雄特色之 5G 影音展演活

動，並借助人流用戶測試驗證，亦 5G 擴大應用效益。 

(1) 穩固既有夥伴關係 

呼應第壹章 5G 文化科技生態系中，科技產業與文化產業互

動關係，應用服務創新開發商如方陣聯合，提供 5G 科技視

覺化解決方案；睿至股份有限公司，專注於 VR 拍攝與後製

製作，此類針對 5G 影音展演提供解決方案的軟、硬體公司，

在「未來內容跨域共創」項目上，透過 VR 導演或新媒體藝

術團隊運用 VR 技術與設備進行內容創作，方能提升文化

內容展出的形式與豐富性，是高雄發展 5G 影音展演需重點

締結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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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引新夥伴加入 

從韓國 AR/VR 發展案例觀察，釜山之所以能發展成影視產

業群聚，除了前述軟、硬體資源的累積之外，釜山透過舉辦

了一系列的國際電影節、廣告節、遊戲展會，不僅吸引民眾

參與帶動人流，亦成功吸引各界對影視產業的投資與製作，

促成釜山甚至韓國發展影視產業的正向循環。2021 年 8 月

臺灣七部 VR 作品入選威尼斯影展，從中可觀察到，5G 文

化內容生態的建構有賴多方投入，藉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

公室（中央）、文策院（法人）、高雄市電影館（地方場域）、

VR 影像團隊（內容業者）的合作，得以建構沉浸式內容產

業發展環境，將臺灣影視創作能量推向國際。針對高雄 5G

影音展演發展，目前相對欠缺的是影音展演等文化內容螺

旋向上的發展動能，建議高雄善用文化內容，以及前述 5G

沉浸式媒體發展模型，不僅推動 5G 技術商用化，亦利用示

範實證吸引外界投資高雄甚至臺灣的影音展演內容創作，

提升各界對文化內容的關注與重視。 

 

資料來源： MIC，2021 年 10 月 

圖 4-4、高雄 5G 娛樂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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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雄 5G 互動娛樂 

1. 點—發展核心 

在互動娛樂之區位選擇部分，呼應前述中段區域之高雄，在靠

近都市密集的地區（如左營、鼓山、三民、鳳山等），工業機能

日漸式微，轉而發展商業服務，盤點高雄商圈資源，可發現高

雄多數商圈遍布於此，包含新崛江、中央公園、南華、後驛、

三多、巨蛋等，甚至是大型購物商場，如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大魯閣草衙道等，一路從左營、通過高雄高鐵站與火車站，沿

著捷運紅線，向南延伸到小港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建議高

雄在互動娛樂區位選擇上以消費場域為核心，串聯捷運交通、

商圈店家、百貨設櫃廠商，共同營造 5G 互動娛樂體驗。 

2. 線—擴散模式 

高雄擁有豐富遊戲與觀光等互動科技資源，如 TESL 高雄電競

館、十鼓橋糖文創園區等，以及高雄 10 大觀光景點—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蓮池潭風景區、白色戀人貨櫃屋、駁二藝術特區、

愛河、西子灣風景區、田寮月世界、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岡山之眼、旗津等，部分地點，除了以自然與人文特色吸引遊

客觀光，也與前述影音展演場域重疊，能進一步串聯發展成 5G

文化科技重點場域。 

借鏡前述國內案例臺中整合「交通－商圈－百貨」以及宜蘭串

聯「網路－社群－觀光」模式，高雄在互動娛樂上有望結合捷

運沿線與商圈店家、百貨設櫃廠商、觀光休閒場域，以「交通

+商圈+觀光」模式共同發展高雄 5G 互動娛樂。 

(1) 善用人流建製 5G 互動娛樂試驗 

借鏡義大利都靈智慧城市之 VR 互動博物館案例，Palazzo 

Madama 夫人宮不僅擁有豐富文化藝術作品，每年都有「穩

定遊客造訪」，兼具內容與人流，是被選定成為旅遊測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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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主因。因此，在高雄「交通+商圈+觀光」模式中，「人

流」對於互動娛樂驗證與成果擴散至關重要，不僅是龐大終

端使用者在線下的體驗，促成與帶動的消費更是業者投入

5G 發展的主要動機。 

根據 2019 年（疫情前）臺灣觀光遊憩地點人數統計，佛光

山、旗津、蓮池潭、駁二藝術特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

累計遊客人次接突破一百萬，具備大量人流活動所衍生之

5G 應用潛在需求，是高雄市政府盤點文化內容、規劃交通、

串聯觀光、整合商圈、鼓勵業者共創設計體驗活動之關鍵。 

(2) 開發戶外場域體感應用 

從德國漢堡透過 5G 技術以及擴增／虛擬實境（AR/VR）改

善港口營運案例中可以觀察，港口工程人員透過 AR/VR 行

動裝置、平板、護目鏡等貼近使用者的終端裝置，透過 5G

行動網路連結到中央控制器，取得相關數據資料，提升了

AR/VR 在戶外場景之使用。因此在高雄互動娛樂發展上，

不僅要選定場域、部屬 5G 終端體驗裝置、數據傳輸設備、

在地應用程式控制設備、中央數據統合中心，以完整串聯交

通、商圈、觀光三大場域的體感應用。 

此外，借鏡從義大利都靈案例，技術團隊在展示空間架設

360°攝影機，作為即時影像的播放，並架設互動裝置、VR

耳機、控制器打造虛擬化身，以此進行導覽互動，透過 5G

切片技術將影音與互動資料分層傳輸，更將體驗內容3D化，

增添互動體驗的立體感與沉浸感。因此高雄在 5G 互動娛樂

上，不論是在既有場域導入互動體驗，或是結合文化內容、

場域、科技業者打造虛擬空間，皆須部署 5G 網路服務，支

援體驗數據傳輸，並透過 5G 切片技術處理互動娛樂所需的

影音媒體以及體驗活動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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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策略夥伴 

除了前述消費商圈與觀光景點等互動娛樂場域資源，目前高雄

在地業者如兔將創意影業具備數位視覺特效與動畫技術；智崴

資訊科技擁有 VR 雲端體感電競軟硬體設備與技術；繪聖視效

動畫擅長製作虛擬與擴增實境作品，此類提供數位互動、體感

娛樂解決方案之軟、硬體公司亦是高雄發展 5G 互動娛樂的關

鍵策略夥伴。 

(1) 穩固既有夥伴關係 

西班牙 5G Catalunya Interactive City 智慧文旅計畫是加泰羅

尼亞政府單位與產業積極投入、推動的合作項目，除了與媒

體公司、VR 技術廠商、5G 營運商、製造商、通訊營運商等

單位合作，結合當地著名城市景觀與實體商店，打造現實世

界與虛擬數位內容的互動體驗，更串聯旅行社、旅館協會等

相關產業機構。業者之所以願意參與合作，主要動機在於終

端消費者可藉由 VR 裝置展開虛擬購物，包含查看商店介

紹影片與品牌商品型錄等內容、探索觀光紀念碑等景點，因

此，業者便能透過 5G 技術，為終端消費者打造身歷其境的

參觀與購物體驗，以此刺激互動與消費購買，甚至藉由 5G

技術串聯景點、飯店與商家等觀光與消費旅程，觸及更廣泛

的潛在客群。 

穩固高雄 5G 互動娛樂之既有夥伴，重點在於輔導互動與體

感科技業者建立實證應用，不僅協助科技業者與在地商圈、

觀光景點共同開發 5G 互動體驗，相關會展單位、產業機構

亦是打造沉浸式的購物與觀光體驗的關鍵合作夥伴，因此

建議高雄市政府以「布局虛實互動體驗、共創未來消費情

境」為誘因，吸引業者合作打造簡單直觀的數位購物體驗，

甚至用戶無須移動，即可藉由 5G 技術串聯觀光景點門票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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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飯店預訂、商家購物等功能，帶動地方業者成長。 

借鏡西班牙試驗強調的應用概念—2025 年網路與行動裝置

會更先進、普及，此項試驗做為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一部

分，旨在為用戶打造虛實場景互動，因此建議高雄市政府擔

任領頭角色，在各界關注虛實整合內容與應用，但仍處於具

體應用概念模糊、相關資源缺乏的理解與摸索階段，藉由數

位體驗作為技術導入的第一步，與相關業者共創、延伸應用

成果，為城市居民與外地遊客打造融入生活的 5G 應用。 

(2) 吸引新夥伴加入 

德國與義大利 5G-MoNArch 的核心目標是期望在同一個公

共基礎設施上同時運行多個虛擬網路，因此在智慧海港測

試平台上，中央的數據中心匯集了來自交通設施管理系統、

港口營運系統、船舶感測系統的資料，以滿足官方與民間經

營者對於交通流量、使用效率的需求。同樣的數據需求亦存

在交通、觀光、商圈等消費場域中，隨著民眾擁有行動裝置

日漸普及，以定位科技分析人群分布與人流動向，以應用程

式追蹤瀏覽偏好與消費行為，皆是這些場域經營者所需的

參考數據。 

高雄互動娛樂發展模式中，吸引新策略夥伴的重點在於，利

用高雄 5G 網路布建與應用過程中所蒐集之人流與消費數

據，吸引中央交通部會、高雄捷運等交通業者、巨蛋與草衙

道等周邊商圈、佛光山、駁二藝術特區等觀光景點業者做為

策略夥伴，以數據做為這些場域互動規劃之用，能進一步優

化這些場域在互動娛樂之體驗、管理交通與人潮流量。 

此外，借鏡經濟部中企處擴大中小企業 5G 創新服務應用

的內容，臺中中友百貨以 5G 技術提供穩定網路來源與數據

傳輸，搭配線上社群直播行銷，以及宜蘭藉由 5G 整合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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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線上導購、客運 VR 實境等應用，皆是串聯交通、商

圈、觀光互動娛樂值得參考的作法。 

 

資料來源： MIC，2021 年 10 月 

圖 4-5、高雄 5G 互動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