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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尺寸的束縛 換機從此不卡卡

eSIM技術與臺灣電信商用服務新契機

一、前言

隨著eSIM技術發展日漸成熟，國際手機業者

Samsung及Apple公司分別在2016年及2017年發表可搭

載eSIM的智慧型手機及智慧型手錶裝置後，各國電信

業者陸續推出該裝置的商用服務方案，而設備製造商也

開始研發eSIM產品設備，使eSIM技術應用面向日漸多

元，對消費者、設備製造商及物聯網業者提供了許多優

勢，但該技術發展下，有關安全議題、公平競爭、消費

者權益等問題也開始浮現。

有鑑於此，今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

人電信技術中心研究「IoT設備與eSIM管理機制及規

範」，希冀從國際eSIM市場趨勢、國際eSIM應用、技

術標準規範，與主要國家相關監理機制與監理政策研

析，作為我國eSIM監理機制或法規調適之參考，期能

提供健全且公平競爭的通訊市場。

本文將摘錄該研究中所說明的eSIM技術特性，以

及eSIM在國際物聯網與消費性電子產品應用，提供國

內消費者及電信業者能瞭解eSIM實際運作之概念及情

境，並思考國內市場推出更多樣化的eSIM技術相關應

用服務之可能性，以促進行動通信產業創新及健全發

展，打造電信服務及通訊設備之技術升級。

二、eSIM的發展
傳統SIM卡主要是儲存用戶身分識別碼的模組，

以作為電信業者用來認證使用者，並使用戶可取得

電信服務及數據計算之重要裝置。1989 年德國製卡

商捷德（Giesecke &Devrient，簡稱G&D）所研發的

SIM plug-in，被採用作為全球SIM卡的標準規格後，在

1991年首度將正式商用的SIM卡提供給芬蘭電信業者，

並開啟行動通訊設備透過SIM連接網路之歷史。

隨著行動通訊的演進，通訊技術從人與人的語

音與訊息傳遞，逐漸發展為機器與機器（Machine to 

Machine，簡稱M2M）間的通訊傳輸，透過數據通

訊技術，其使用諸如感測器（Sensors）或電錶等設

備，可在無人為干預下，藉由網路執行及傳輸指令，

以達到訊息自動接收及分享。然而，M2M設備會因

溫度、濕度等外在環境影響，導致網路傳輸受到中斷

或干擾，限制設備的應用。為解決不易接觸的物聯網

設備，全球行動通訊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射頻與資源管理處、莊惠婷、簡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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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簡稱GSMA） 於2011年開始發起「嵌入式SIM』（embedded SIM, eSIM）工作計畫，提供的行動網

路解決方案，嵌入於設備中的eSIM技術逐漸受到重視，該技術可透過遠端空中傳輸（Oaver-The-Air, OTA）下載電

信業者配置檔（Profile）至eSIM中，不需人工置換實體SIM卡，就可以更換網路業者，藉由該技術讓服務提供業者

透過遠端管理即可啟用或更換行動業者網路，提高可用性之網路服務即時開通啟用。

GSMA所制定的eSIM技術架構其遠端空中傳輸是整個技術的核心，也是實體SIM卡與eSIM的主要區別，電信

業者配置檔（Profile）是透過遠端進行下載、停用、刪除管理，在技術標準架構陸續發布後，物聯網業者及消費性

電子產品製造商也陸續推出搭載eSIM之產品，如智慧型手機、智慧手錶、智慧手環、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等。

三、eSIM技術架構
eSIM技術和傳統SIM卡的功能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其功能是透過電信商配置檔案（簡稱Profile），辨識用

戶身分並記錄其電信收費方式等，但兩者的差異在於封裝方式及Profile傳輸方式不同。

1. 封裝方式：eSIM直接嵌入設備，用戶不需要插拔或物理更換SIM卡，換言之，購買設備時eSIM已安裝至設備

中。

2. Profile傳輸方式：Profile從電信業者燒入至SIM卡後，再提供給消費者的方式，改變為將Profile儲存在訂閱預備

資料管理平臺（Subscription Manager Data Preparation，簡稱SM-DP）1，再透過遠端空中傳輸（OTA）方式，

把原儲存在訂閱管理平臺的數據下載到eSIM上，此外，Profile也可透過遠端空中傳輸方式更新或刪除，換言

之，倘若消費者要更換電信業者時，未來將不需置換SIM卡即可切換行動通信業者。GSMA的eSIM遠端配置架

構區分為消費性電子產品及物聯網架構，兩者差異如下圖1，物聯網的遠端配置架構是由電信業者或是設備商，

透過伺服器驅動方式，將識別用戶的資料自動下載到物聯網設備，用戶不需要自行啟動。而消費性電子裝置則

是需要消費者透過設備介面設定及選擇，將用戶識別資料下載到設備上的eSIM。

遠端空中傳輸示意圖圖1

由於eSIM是封裝在設備中，因此具備抗高溫、耐高壓、潮濕、噪音及灰塵等特性，以及解決某些設備安裝

SIM卡及更換業者時插拔SIM卡的困難，因此，eSIM的使用面向也越來越多元，GSMA預測此項技術可望促進行動

通訊物聯網的發展，創造更多新的商機，讓物聯網設備製造商不再因電信業者的不同，而須依不同電信業者分批製

造裝置SIM卡的設備，在物聯網應用上，市場上已有車聯網、智慧電錶、物流追蹤與管控、農業等之應用。

四、eSIM在國際物聯網設備
的應用與發展

目前eSIM在全球物聯網設備最主要應

用在汽車、製造業、能源與公共事業及運輸

與物流等。

（一）汽車（Automotive）之車聯
網應用

在全球eSIM應用發展中，汽車為物聯

網應用之領導性產業，尤其在2018年4月1 eSIM在物聯網設備應用圖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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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歐盟強制所有新車皆須配備自動緊急呼叫（eCall）功能，倘若車輛行駛過程，發生緊急事故觸發氣囊或安全

帶啟動的牽引器時，車上感應器會自動偵測到撞擊2，而車上的通訊模組會自動連接至緊急求助電話服務中心3，

透過全球定位系統（GPS）定位傳送事故發生地點，以及經由車上感應器偵測車輛上的人數等資料4、5，以提供事

故救援功能並縮短事故救援時間。

此外，eCall也可以手動呼叫緊急求助電話，每輛汽車上會有一個「SOS」的呼叫按鈕，當駕駛遇到緊急事件

時，亦可透過車內「SOS」按鈕手動連接緊急求助電話服務中心通報，該中心接獲通報後會儘快提供必要的救援

措施6。

對於非常重視個人資料保護的歐洲，也在規範中特別說明，當車輛發生嚴重事故時才會啟動這項服務，在正常

駕駛車輛時並不會被紀錄車輛位置及監控駕駛，或進行數據傳輸。駕駛透過eCall緊急電話（112）聯繫時，個人資料

將受歐盟資料保護及隱私的規範保護，此緊急服務僅能接收處理事故情況所需的有限數據（Minimum Set of Data，

簡稱MSD），駕駛人的數據不會儲存超過必要的時間，並在服務結束後予以刪除7。

eCall的啟動，使目前許多車款已開始裝置eSIM提供eCall功能，同時附加其他車聯網的服務，促使eSIM於車

聯網應用更加普遍。Counterpoint Research 預測到2020年，歐洲主要國家如德國、法國和英國等，車聯網汽車

的普及率將達到100%，預計在2018年至2022年間，採用eSIM的車聯網汽車將超過1.25億輛，該研究公司分析師

認為，其主要原因之一為歐盟eCall的推動，且歐洲在eCall的採用也將影響到其他國家，進而促使全球車聯網服務

的推動8。

目前全球已有9家汽車製造商連同22家全球主要電信業者實施裝載eSIM的車聯網服務，車聯網的應用也開始

延伸應用至卡車追蹤管理應用及賽車之相關車況資料監控，使維修及管理更有效率。

另外，除了eCall功能外，德國車廠新車採用eSIM技術提供其車聯網服務（Audi Connect），包含智慧救援、

遠端售後服務（車輛狀況報告，售後服務預約）、遠端智聯（遠端遙控喇叭及車燈、上鎖／解鎖、尋找愛車及防盜

服務等）9。

除此之外，日本車廠今年在台灣上市的新車款，採用eSIM實現車聯網服務，功能包含智慧導航／即時路況，智

慧停車（結合智慧導航的停車位資訊指引）、一鍵救援等，在一鍵救援服務上，以傳送車子故障須道路救援的求救

訊息予車廠之客服中心，客服中心再回撥電話至車主或駕駛人員的行動電話提供救援服務。

eCall之概念圖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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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eSIM在車聯網應用在汽車的主要功能綜整如

表1。

各車廠車聯網應用的功能表表1

功能項目 功能說明

緊急救援

道路救援

救難服務（eCall）

遠端智能服務

啟動車子

車門／車燈／喇叭控制

空調控制

汽車位置搜尋

防盜（異常移位通知）

汽車狀態

聯網汽車

線上服務：新聞、氣象、搜尋等

即時交通資訊

智慧停車

地圖導航

車內數據分享

娛樂服務 線上音樂

遠端維護服務
汽車資訊（如胎壓、油箱、行駛公里數等資

訊連結維護服務）

（二）運輸與物流（Transportation & Logi-
stics） 

運輸和物流業者，在運輸過程中，即時了解貨物

的確切位置與管理為營運效率的重點，eSIM解決方

案在物流業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別適用於高價值、高

流動性的資產。目前主要看到的實例應用是在車隊管

理。 

歐洲卡車製造商在2016年發布未來卡車將規劃配

置嵌入式SIM卡追蹤管理該車廠全球的卡車資訊10，該

公司產品包含大型卡車、巴士及大型卡車出租服務，

2018年12月正式宣布與技術平臺公司Transatel及eSIM

平臺商G+D Mobile Security合作，提供出廠的卡車配

置eSIM，使車廠在全球可持續提供車隊管理、遠端控

制及預約保養等服務，目的希望有效管理車隊租借及

營運。該公司合作的Transatel已經與全球超過140家電

信業者達成協議，可使其銷售的卡車都可以享有優惠

的數據價格，使該車廠可將此服務於銷售時即可附加

在方案中，並於全球部署11。此為將eSIM之車聯網服

務運用在大型運輸車輛管理的首例。

（三）能源與公用事業

Machina Research預測到2026年歐洲智慧互聯能

源市場規模將達260億美元，該研究公司指出，其中在

歐洲使用低功耗廣域網路（Low Power Wide Area，

簡稱LPWA）連接的智慧電錶將達1.58億個，有巨量成

長的機會，預估其中6,000萬個將以行動網路物聯網連

接。智能設施在能源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傳

感器可以實現更好的能源分配和保護，可見能源與公

用事業將可從無線連接的eSIM解決方案中達成更有效

率的管理。

在公用事業智慧能源的推動上，以歐洲最為積極

與領先，歐盟在2017年即宣告將在2020年前布建2億個

智慧電錶及4,500萬個瓦斯電錶，歐盟與歐洲當地政府

正積極大規模推動，訂定了至2020年使用智慧電錶的

滲透率達72%，及約40%使用智慧瓦斯錶12的目標。英

國政府則要求所有能源供應商在2020年提供每個家戶

智慧電錶（預計總數量約2,600萬個）。GlobalData的

研究指出，預計到2022年，全球安裝的智慧電錶將超

過5.88億台，為相當大的市場。

因公用事業提供者需要一個安全、彈性且可靠

的互聯及通信的架構。行動通信技術可提供物聯網安

全且穩定的連接網路，使公用事業服務的公司以簡易

且低成本即可達成智慧電錶的連接。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窄頻物聯網）和LTE-M（Long 

Term Evolution for Machines，長期演進物聯網通訊技

術）技術對智慧電錶使用行動網路連接的應用已開始增

長，該技術特性除可易於廣域的部署，同時適合為大

量遠端設備提供可靠的網路連接，且結合改進功耗、

電池耗損等功能，提供電信等級的通訊安全，在智慧

電錶發展的成本上、技術上與安全上皆是具吸引力的

解決方案。

布建智慧電錶通常是廣域的、不易接取，且裝置

在一個地方10至15年，以往電錶皆須花費昂貴的人力

成本至現場進行維運，透過行動物聯網技術與eSIM的

遠端配置 （Remote SIM Provisioning，簡稱RSP）功

能結合，可以空中傳輸方式配置大量智慧電錶的行動

網路連線，對公用事業來說，除可不用擔心SIM卡的

耐用性外，也可不再被一家電信業者綁定 13，且透過

智能的聯接，可大大降低維運成本，eSIM對智慧能源

發展可說是一大助力。

另外在智慧路燈上也已開始結合eSIM連結行動網

路，除可智慧控制與維運路燈（如動態調整照明、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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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使能源有效利用外，目前許多智慧路燈皆已加

載傳感器可額外進行天氣、空氣、溫度、車流量的資訊

蒐集等，另外也可做為Wi-Fi熱點的分享。飛利浦城市

照明服務（Phil ip City Touch）已採用eSIM廠商

SierraWireless的解決方案，以載入eSIM的行動網路提

供智慧路燈的服務，並連接至飛利浦的後端管理平臺進

行遠端控制與維運，該應用已成功應用至波蘭Szczecin

城市中，Szczecin市長表示，智慧路燈系統的實施，節

省了70%裝置及維運成本，後端管理人員可依照季節、

時間、路段提供不同的照明，更增添市容特色14。根據

Northeast Group的分析，預測至2027年全球29%的路

燈將會具備智慧連接功能，並可利用智慧路燈提供更多

的附加服務，如天氣或空氣品質監測等15，eSIM的物

理特性可讓路燈在偏遠、高山或潮濕的環境下運作，使

智慧路燈提供多功能的加值服務。

（四）製造

在工業4.0的發展下，現在製造業已經朝高度自動

化且依賴快速數據共享與即時反應。 在製造環境中，

工業機器人、輸送和轉運需要的設備，相互發送信號

和數據以實現同步運作。eSIM技術可以提供這些基於

傳感器的設備嵌入式網絡解決方案，允許企業配置及

遠端管理網絡，而無需更換傳統的SIM卡。

因eSIM相較於SIM的物理特性優勢及耐用性，於

工業上已有載入自動採礦工具機的應用，瑞典採礦業

技術領導者之一的Boliden，早在2013年在礦區部署

Wi-Fi網路，希望透過遠端控制及機器與機器間的通

信，開發自動採礦功能，2016年該公司在一個的下礦

井中安裝了第一個小型4G網路，近幾年也不斷的升

級，並一直在北歐地區的礦山區測試4G及5G網路，該

專案也與愛立信及電信業者Telia合作，因礦區的特殊

環境且機具須高速震動，eSIM裝置非常適合應用在此

場景中，甚至可應用在員工的穿戴設備中，目的為改

善員工的安全性 16，該公司希望藉由行動網路及自動

化服務，提供全世界最安全的礦場，提供員工安全的

工作場所。

五、eSIM在國際消費性電子設備的
應用與發展

eSIM在消費者端裝置的應用已逐漸成熟，目前

eSIM的裝置，大致上分為兩類，一是屬於智慧型穿戴

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智慧型眼鏡等），

另一為智慧型設備（如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平板電腦、

筆記型電腦等），智慧型穿戴裝置須搭配智慧型手機使

用，作為智慧型手機的配套裝置，共同使用同一門號；

而智慧型設備可以單獨使用eSIM。目前市場上消費者

端已商用化的終端裝置及設備包括智慧型手錶、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等。

eSIM於消費者端裝置已上市的產品表2

產品類別 已上市產品

智慧型手機
．Google's Pixel 2、Pixel 3
．Nuu Mobile X5
．iPhone XR、XS and XS Max

智慧型手錶

．Apple Watch Series3、Series4
．Samsung Gear S2 、Gear S3及Galaxy Watch
．HUAWEI WATCH 2 Pro
．Mobvoi TicWatch Pro（中國銷售版）

平板電腦及
筆記型電腦

．APPLE iPad Pro、iPad Air （3rd gen.）、iPad 
mini （5th gen.）

．Microsoft Surface Pro
．HP Spectre Folio
．HP Spectre x360 4G LTE
．Huawei MediaPad M5 WP
．ASUS Transformer Mini T103
．Lenovo Miix 630

資料來源：整理自GSMA17、Globle Telecom18及各設備商官網

（一）智慧型手錶

eSIM的應用最早是從智慧型手錶開始，也是目

前最主要的應用，因其體積小，使穿戴裝置可有更彈

性的設計。市場上已有多家終端設備商包括Apple、

Garmin、Huawei、Mobvoi及Samsung等，為促進智慧

型手錶的銷售，於智慧手錶中新增許多加值功能如健

身、健康關懷及行動支付等。

（二）智慧型手機

2017年10月底Google發表全球首款搭載eSIM的智

慧型手機，並由虛擬電信服務（MVNO）Project Fi（現

已更名為Google Fi）提供eSIM連網服務及通話，該款

手機同時保有實體SIM卡插槽19。

2018年1月，ASUS發表了搭載eSIM智慧型手機，

2018年底Apple也發表eSIM／SIM雙卡雙待的智慧型手

機，開始引起消費者對智慧型手機使用eSIM的關注；

另外Google分別在2018年10月以及2019年5月底推出一

樣有配置eSIM及SIM的雙卡雙待智慧型手機。因應市場

的需求，國內五大電信業者也分別在2018年10月底及11

月初宣布推出提供智慧型手機的eSIM服務。

目前有搭配eSIM的智慧型手機，仍保有實體卡片

的插槽，與eSIM並存，但在穿戴型裝置上，因空間有

限，則以搭配eSIM為主。所以對於智慧型手機而言，

還可以使用“雙”卡片，採用實體SIM卡與eSIM雙卡雙

待機，選擇SIM/eSIM其中之一進行單門號通話，當單

門號通話時，另一門號來電，將會自動轉入語音信箱。

Apple發表載入eSIM的消費者產品，對於eSIM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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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發展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個

國家及近50個電信業者支援此項服務。其他智慧型手機

製造商也開始有興趣引進eSIM的產品。

六、結論

全球行動通訊協會於2011年開始發起eSIM工作

計畫，2013年發布eSIM M2M的遠端配置系統架構，

2014年在Mobile 360 Series-中東大會正式提出新一代

eSIM規格；2015年發布eSIM於消費者端之系統架構，

2016年2月發布針對智慧手錶、健身追蹤器及平板電腦

等裝置的eSIM遠端配置規範，2016年6月則發布用於

智慧型手機的eSIM規範。於2016年9月完成『遠端啟

用SIM卡』計畫，訂定出完整的eSIM技術規格。

GSMA推展eSIM標準規範進程漫長，其規範涉及

物聯網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之遠端啟動、下載、停用及

刪除，並制訂操作流程，以及物聯網商用程序，主要

目的是提供全球eSIM技術的共通性標準，以促進行動

物聯網的發展及安全性。截至目前為止GSMA已有超

過90家行動產業相關企業，支持GSMA物聯網及消費

性端設備的遠端下載eSIM規範，其中包括全球市占率

大的電信業者、主要設備商及eSIM供應商、基礎設施

供應商、晶片廠商及全球性的技術公司等，可見行動

產業將尋求一個統一的共通標準，以克服行動物聯網

於全球銷售與各平臺互通性的問題，並將選擇使用電

信網路服務的權利交由設備服務商或消費者掌控。 

GSMA eSIM技術標準的推動，將可使較小的電信

業者、製造商及物聯網服務供應商有相同進入全球市

場的機會 20，對行動物聯網發展為一大助力。隨著

eSIM技術的逐漸成熟、標準規範完整及健全、國際商

業應用服務模式的推出，以及我國政府長期致力打造

市場開放及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希冀創造電信業者

或服務提供商能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推出多樣化的創

新服務方案及設備應用模式，藉由上述eSIM在國際

M2M以及消費性電子設備的應用案例，國內也可思考

該技術的商業應用及服務模式，加速電信產業服務模

式多元化，提升產品競爭力，找出適合台灣消費者使

用的應用場景，拓展電信市場的新亮點。

（作者分別為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應用服務組副理及

助理管理師）

1 訂閱預備資料管理平臺（Subscription Manager Data Preparation，簡稱SM-DP）是M2M設備在開通網路服務時，電信業者儲存Profile的平臺。
當M2M設備開啟設備時，設備會自行啟動空中傳輸方式，將儲存在平臺上的Profile下載到設備上的SIM卡中。倘若是消費性電子產品的Profile，
則是儲存在SM-DP+中，與M2M設備不同，但其平臺功能及下載方式均相同。

2 TVBS新聞，「4月起所有歐洲新車 皆配：自動緊急通報」，2018.4.9，網址：https://news.tvbs.com.tw/life/898099。

3 Mercedes-Benz官網，網址：https://www.mercedes-benz.com.tw/passengercars/the-brand/news-and-events.pi.html/the-brand/news-and-
events/mb-event/20180910

4 infineon,"eCall - Emergency call"

5 Arm, "7 Top eSIM use cases Whitepapers" （February, 2019）, < https://pages.arm.com/rs/312-SAX-488/images/7%20eSIM%20use%20cases.
pdf>.

6 Mercedes-Benz官網，網址：https://www.mercedes-benz.com.tw/passengercars/the-brand/news-and-events.pi.html/the-brand/news-and-
events/mb-event/20180910

7 European Union, "eCall 112-based emergency assistance from your vehicle", 2019/3/26.

8 IoB, "Connected cars report: 125 million vehicles by 2022, 5G coming".

9 Audi官網 

10 slideshare, "Scania on the benefits of esim"

11 Transatel, "Transatel and G+D sign with Scania to provide trucks with machine-to-machine connectivity worldwide".

12 GSMA, "GSMA Mobile IoT Initiative Helping Operators Target European Connected Energy Market Worth USD$26 Billion"

13 Jean-Philippe Betoin, "Unlocking new smart metering opportunities with eSIM", ARM Community, 2019/5/21. https://community.arm.com/iot/
b/blog/posts/unlocking-the-smart-metering-market

14 Philip, "Case Study Floating Garden connects life with light".

15 SmartCitiesWorld, "Smart street lighting is driving smart city projects, says Will Gibson, Telensa", 2018/2/2. 

16 IM, "Aitik gets connected to LTE network as Boliden looks at 5G future", 2018/12/14. 

17 GSMA, "eSIM in China: the road ahead", 2019/2/27

18 Globe,"5 Devices Other Than the iPhone that Support the all-new eSIM".

19 每日頭條，〈谷歌Pixel 2/2 XL支持eSIM：暫僅對Project Fi用戶開放〉，2017/10/05。

20 GSMA, "eSIM in China： the road ahead", 201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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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透地雷達 （Ground-penetrating radar, GPR） 是
一種運用超寬頻（Ultra-Wideband, UWB） 脈衝波訊
號之射頻設備，在貼近或緊靠目標待測物下，透地雷

達可將超寬頻脈衝波訊號垂直射入待測物，因待測物

內部介質不均勻或含有鐵磁性之物質，將導致入射波

以各種不同的參數而反射（如圖1中所示），透地雷達
則會依據其反射波計算出各種待測物之資訊，並以圖

像顯示於電腦螢幕以供專業人員判讀。

資料來源：智統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透地雷達作用原理圖1

由於透地雷達具備非破壞性檢測之特性，以相當

精簡的人力與時間，就能獲知待測物內部之結構破損或

瑕疵，因而在世界上廣泛流通使用，於西元1975年開
始透地雷達逐漸應用在商業用途上，開始發展成為非破

壞檢測方式中相當有力之工具，透地雷達經常作為軍事

偵察及淺層礦脈探勘方面（諸如地下掩體、礦床等）之

用途，如圖2（a）中所示，為透地雷達設備在伊拉克進
行掃雷與戰後調查；如圖2（b）中所示，透地雷達設備
在南非進行岩層結構調查。

資料來源：智統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透地雷達設備普及於國際上之各種應用圖2

（a）伊拉克掃雷與戰後調查

探測管線 第一時間成像救災的最佳利器

超寬頻透地雷達設備國際動態與我國法規調適
蔡奇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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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智統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透地雷達設備普及於國際上之各種應用圖2

（b）南非進行岩層結構調查

二、我國目前透地雷達的法規適用

自2002年2月美國通信聯邦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其 Part 15 修訂

委員會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因應政府的利益、公眾安全、商業市場的

龐大性，在 FIRST REPORT AND ORDER 的技術文件

中 [ 1]，首次針對超寬頻系統制定了統一的技術規範，

至此超寬頻系統有了可依循的準則，各式各樣應用於

超寬頻技術的新興產品不斷推出，而我國也在民國105

年的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中制定了超寬頻系統相

關的技術法規 [ 2 ]。

超寬頻系統主要使用極短脈衝進行傳輸，其脈衝

期約為奈秒（nano second）量級或甚至更低，透過傅

立葉轉換後其頻寬可達千兆赫（gigahertz）量級的超

寬頻段，FCC Part 15修訂委員會所制定超寬頻系統的

操作頻帶可由低頻3.1 GHz拓展至高頻10.6 GHz（室內

通信系統、室外手持通信系統與醫學成像系統），而透

地雷達的操作頻段更允許只需低於10.6 GHz即可，實務

上透地雷達則大多操作於1 GHz 以下以及1 ~ 2 GHz的

超寬頻段進行檢測，根據ETSI EG 202 730 [ 3 ]技術規

範，其透地雷達設備操作頻段和詳細性能參數如表1中

所示。 

如此巨量的超寬頻操作頻段，覆蓋了各種射頻設備

的操作頻段，如美國國家電信與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所製作的美國電信頻譜分布圖3中 [ 4 ]所示；目前

我國低功率射頻技術規範中的超寬頻設備法規，其主要

法源依據雖然參考FCC Part 15修訂委員會所制定超寬頻

相關技術規範，但允許使用的頻帶（LP0002 4.12節）只

開放了4.224 GHz∼4.752 GHz、6.336 GHz∼7.920 

GHz、7.932 GHz∼8.976 GHz三段操作頻帶，未來我國

勢必得面臨市場的需求和跟上國際的腳步而逐步開放超

寬頻系統的操作頻段，除此之外，如先前所述，超寬頻

系統的操作頻帶覆蓋了許多現行的窄頻射頻系統，如何

制定適當的管理規則和技術規範是我國電信監理機關的

一大挑戰。

上述提及操作頻段過少的問題，將導致現有許多超

寬頻設備無法在國內使用，我國目前的低功率射頻電機

技術規範4.12節中，只開放了3種超寬頻應用設備（醫

療顯像系統、室內超寬頻系統、手持超寬頻系統），這

3種應用設備仍遠不及涵蓋超寬頻設備的各類應用，根

據美國FCC 47 CFR Subpart F - Ultra-Wideband 所制定

透地雷達設備性能參數和操作頻段關係表 [ 3 ]表1

操作頻段
VHF

30 to 300 MHz
Lower UHF

300 to 600 MHz
Upper UHF

600 to 1000 MHz Microwave > 1000 MHz

脈衝重複頻率
（PRF / Range）

50 kHz
（50 MHz to 100 kHz）

100 kHz
（50 MHz to 500 kHz）

100 kHz
（50 kHz to 2 MHz）

1 MHz
（50 kHz to 10 MHz）

脈衝寬度 5 s 2 ns ~1 ns <1 ns

量測頻寬與中頻脈衝
寬度（τ） 

100 kHz, 10 µS 100 kHz, 10 µS 100 kHz, 10 µS 1 MHz, 1 µS

不同操作頻率於土壤中
衰減特性

100 MHz
10 to 30 dB/m

300 MHz
20 to 40 dB/m

500 MHz
30 to 60 dB/m

1000 MHz（大於等於）
40 to 80 dB/m

應用類型

主要用於開放場域中並可達最大化探測深度，可探
測兩層介質間之接合面，應用方面有地球探勘物
理、地質學、採礦、地基、土地管理和農業等。

主要使用於探測管線或纜線，無過多土壤衰減之應
用，如：土木工程之檢驗、考古學、設施繪圖等。

主要用於短距離內尋找較小的物體，如道路或跑
道檢查、建築結構檢查、地雷探測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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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規所示，我國的低功率射頻技術規範尚缺數種超寬頻應用，其中包含最重要且急需的透地雷達和穿透牆壁的成

像系統。近年來我國使用透地雷達設備探測管線、搜救生命、考古以及地層研究等已經越來越廣泛，尤其是在國內

發生重大災難時的使用，如圖4（a）中所示，在2014年高雄發生氣爆事故後，檢方與專業人員重新回到氣爆現場，使

用透地雷達設備探測該區域的管線狀態 [ 5 ]；如圖4（b）中所示，在2018年花蓮6.0強震中搜救所用的生命探測儀亦是

透地雷達其中一種應用，利用超寬頻脈衝波穿透更深的瓦礫堆，回傳生命跡象之訊號，並即時成像以供專業搜救人

員判別 [ 6 ]。

其他各項土木工程、建築結構、材質分析、考古學、地質學、礦業探勘等應用不勝枚舉，目前透地雷達的使

用仍需向主管機關以專案申請使用，但若能考量國際上透地雷達的各項技術規範，在不干擾現有各操作頻段射頻

設備下，適度的管理與開放，將非常有助帶動我國各項相關的產業蓬勃發展。

超寬頻系統操作頻段3.1 GHz ~ 10.6 GHz所覆蓋之射頻電機頻譜 [ 4 ]圖3

近年透地雷達所應用於台灣各大重要災害圖4

（a）2014年臺灣高雄氣爆事故 [ 5 ] （b）2018年花蓮6.0強震 [ 6 ]

三、透地雷達的防干擾機制與量測方式

先前我們曾提到透地雷達在美國主要應遵循FCC 47 CFR§15.509，而在歐盟則必須遵守ETSI EN 302 066 [ 7 ]，

其詳細技術規範與各項限制如本文整理於表2中所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一般的防干擾機制使用先聽後送

（Listen Before Talk, LBT）、探測回避（Detect and Avoid, DAA）、總功率控制（Total Power Control, TPC）等，無

論是美國與歐盟，透地雷達的防干擾機制必須具備手動的操作開關，在操作者釋放該開關後的10秒內，必須使發

射機停止運作。制定該防干擾機制的主要原因如先前所提，透地雷達並不是任意的將訊號輻射至自由空間中，與一

般我們所認知的通信裝置不同，透地雷達必須緊貼待測物後將超寬頻脈衝波射入，且透地雷達的輻射體側邊由金屬

包覆，更可有效抑制側向的輻射洩漏波，是以透地雷達對現有的射頻設備干擾影響程度非常小。除此之外，我國所

有的低功率射頻設備不必要發射都必須遵守LP0002 2.8節，以避免干擾其他操作頻段的射頻設備，而根據表3中所

示，本文將透地雷達的發射限制值（dBm）轉換成電場強度（dBuV/m）後，其發射限制值要比LP0002 2.8節不必要

發射限制值更為嚴格（LP0002 2.8節中大於1 GHz的平均發射電場強度限制值為54 dBuV/m），這意味著對現存的射

頻設備來說，透地雷達的全操作頻段所發射之功率會低於一般設備可容忍之干擾值，而不會對其他頻段的射頻設備

造成干擾影響。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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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盟之透地雷達、牆體顯像系統與穿牆顯像技術規範彙整表表2

美國 歐盟

技術文件

1.47 CFR § 15.509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s and wall imaging systems.)

2.47 CFR § 15.510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rough D-wall 
imaging systems)

ETSI EN 302 066 - Short Range Devices (SRD); 
Ground- and Wall- Probing Radar applications 
(GPR/WPR) imaging systems; Harmonised Standard 
covering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3.2 of 
the Directive 2014/53/EU

應用種類
透地雷達和牆體顯
像系統

穿牆顯像系統（1） 穿牆顯像系統（2） 透地雷達與穿牆探測雷達

工作頻帶
成像系統的UWB
操作頻帶必須低於
10.6 GHz

操作頻帶低於960 
MHz的穿透牆壁的
UWB成像系統

中心頻率fc.和最高
發射頻率fm在1990 
MHz至10600 MHz
之間的設備

發射機和接收機被允許操作於30 MHz至12.4 GHz

業務限制

操作限於執法、消
防、緊急救援、科
學救援、商業採擴
或建築相關目的

操作限於本地或洲
政府授權的執法、
緊急救援或消防組
織所操作的穿透牆
壁的成像系統

操作只可用於執法
應用、提供緊急業
務和必要的培訓操
作

因國家、地區、使用限制等不同，有可能需要申請
專屬的臨時許可證，該許可證會限制使用地點、時
間等因素。
（如英國的通訊管理局規定透地雷達必須申請執照，
執照的使用期限須於三年內更新，且於電波天文台

七公里內不得使用透地雷達設備）

降低干擾
方式

須具備手動操作開關，在操作者釋放該開關後的10秒內，可使
發射機停止運作。顯像系統可以遙控方式替代系統上的開關，
但該顯像系統要在操作者釋放遙控開關後的10秒內停止傳輸。

1.手持設備、手動操作：必須具有一個手動操作且
非鎖定的開關，其作用可以確保操作員釋放開關
後，在10秒內停用設備。

2.遠端控制、電腦控制：只要控制系統被操作員關
閉或是釋放控制後，則在10秒內必須停用設備。

3.必須與地面或牆壁接觸，或在一公尺之內的近距
離下操作該設備才能運行。

平均等效全向輻射功率限制值（EIRP, dBm/MHz）

Below 960 47 CFR § 15.209（我國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2.8節） Below 230 -65

960-1610
-65.3 -65.3 -46.3

230-1000 -60
RNSS bands: 1164-1240：-75.3, 1559-1610：-75.3

1610-1990 -53.3 -53.3 -41.3 1000-1600 -65 RNSS bands: 
1164 to 1215：-75  
1559 to 1610：-751990-3100 -51.3 -53.3 -51.3 1600- 3400 -51.3

310-10600 -41.3 -53.3 -51.3

3400- 5000 -41.3

5000- 6000 -51.3

Above 6000 -65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

透地雷達之電場強度限制值表3

Frequency in MHz EIRP in dBm 3M dBuV/m 1M dBuV/m

Below 960 LP0002 2.8節

960-1610 -65.3 29.9 39.47

1610-1990 -53.3 41.9 51.47

1990-3100 -51.3 43.9 53.47

3100-10600 -41.3 53.9 63.47

Above 10600 -51.3 43.9 53.47

E[dBuV/m] = EIRP[dBm] - 20 log(d[meters]) + 104.77
where E = field strength and d = distance at which field strength limit is specified in the rules; 
E[dBuV/m] = EIRP[dBm] + 104.77, for d = 1 meters.
E[dBuV/m] = EIRP[dBm] + 95.2, for d = 3 meters.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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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地雷達的量測方式亦是相當特殊的，根據IEEE 
C63.10-2013（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of 
Procedures for Compliance Testing of Unlicensed 
Wireless Devices）[ 8 ]中所述，透地雷達量測時必須

放置在深度達50cm深的乾沙上，其乾沙的面積則必須
可以容納透地雷達的設備，用以模擬透地雷達於實際

場域使用之狀況，而乾沙亦有吸收透地雷達所發射垂

直入射電場之作用，抑制來自無反射室中來自金屬地

面之反射，此時所量測到的電場強度主要應為不必要

發射的水平洩漏波，以及各種來自設備之反射、穿透

於自由空間的洩漏波，其各頻段所須符合的輻射限制

值如前章節中所述；在歐盟ETSI EN 302 066中亦有類
似的量測方法，不同的是使用吸波材料來取代乾沙，

吸波材料的高度則同樣為50cm，此量測方法可建置於
室內無反射室中，或是在郊外的開放場域建置沙坑亦

可，其量測設置圖如圖6（a）中所示，該設備為手持式
牆體顯像發射器，以及圖6（b）中所示為透地雷達全
罩式天線發射器。

歐盟ETSI EN 302 066使用吸波材料之透地雷達量測
設置

圖5

透地雷達設備於電信技術中心之輻射量測圖6

（b）透地雷達全罩式天線發射器

（a）手持式牆體顯像發射器

四、結論

透地雷達作為非破壞性檢測方式中相當有力的工

具之一，在各項相關產業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電信技術中心會繼續致力於透地雷達設備之國際上相

關技術規範與法規之研究，並持續與業界、學界與專

業人士進行溝通並傳達各項建議於主管機關，作為政

府主管機關的重要智庫，持續協助主管機關推動我國

射頻通信產業市場蓬勃發展。

（作者為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工程師）

註：感謝智統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圖1的透地雷
達原理說明，以及圖2國際上使用透地雷達設備
應用於各領域之照片。

[1] FCC 02-48-A1: Revision of Part 15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Regarding Ultra-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First Report and 
Order. February 14. 2002.

[2] 中華民國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第4.12節

[3] ETSI EG 202 730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Radio spectrum 
Matters （ERM）; Code of Practice in respect of the control, use 
and application of Ground Probing Radar （GPR） and Wall Probing 
Radar （WPR） systems and equipment

[4] NTIA-US Frequency Allocation Chart October 2003

[5]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072058

[6] https://news.tvbs.com.tw/life/867693

[7] EN 302 066 （Short Range Devices （SRD）; Ground- and Wall- 
Probing Radar applications （GPR/WPR） imaging systems）

[8] IEEE C63.10-2013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of Procedures for 
Compliance Testing of Unlicensed Wireless Device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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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卡時代撼動電信市場 模糊了監理界線

方興未艾的eSIM國際監理現況

一、eSIM的監理背景
2019年8月，Gartner公布其2019年的「技術成熟度

曲線」（Hype Cycle）與對於通訊服務業中的無線網路
基礎設施之未來展望，其中關於eSIM的預測，Hype 
Cycle已進入曲線的幻滅低谷期（Trough of Disillusion-
ment），亦即該技術或產品開始要正視其真實的運用情
境與產業運作，例如在消費端要讓消費者了解eSIM的
優勢與傳統SIM之差異性才能轉換、eSIM要能相容於各
式各樣的設備來確保下載與啟動的狀態；在企業端要能

正視eSIM對於消費者轉換電信商的便利性所造成產業
上的衝擊，以及是否能比傳統SIM便宜而讓成本降低，
並且要能正視其對於IoT市場的未來成長性1。

換句話說，雖然eSIM已進入到技術成熟期，但是
現行eSIM在各國市場面的實際運用上，仍非普遍，例
如目前的eSIM一機多號的智慧型手機，其他智慧型手
機仍以使用傳統SIM卡（Nano SIM）為主；eSIM的一
號多機的應用集中在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表。由

此來看， eSIM至今在市場上尚未完全的發燒。

另一方面，各國政府機關也在留意eSIM是否單純
為SIM的另一種形式，抑或是其有監理上的特殊性。

傳統上的監理具有限制產業發展的意味，因此eSIM是

否需要監理機關的強制介入，成為政策法制與產業的

重要關注焦點。

國際的顧問機構（如Gartner、Analysys Mason）

曾從 IoT的監管議題上指出數項議題，其中歸納為

eSIM較為專屬的為主題為「網路切換」（Network 

Switching）、「漫遊型態」（Roaming）、「資料主

權」（Data Sovereignty）等。以下即介紹各國針對這3

項監理議題的監理現況。

二、eSIM的監理議題

（一）網路切換

「網路切換」係指用戶的手機／IoT裝置可從甲

業者之網路切換到乙業者網路使用。其中一種常見在

手機／IoT裝置上限制網路切換之方式，稱為SIM鎖定

（SIM Lock）。

傳統的SIM鎖定係指手機裝置只能使用單一電信

業者的通訊服務，以日本總務省於2010年公布之《解

除SIM鎖定之相關指導方針》，「電信業者販售之終

余曜成

國際瞭望

   2019 O
C

T

．N
C

C
 N

E
W

S

12



余曜成

端設備若插入其他電信業者之SIM卡而無法使用之情

形」即為SIM鎖定；反之，若手機裝置不受限制可使

用多家電信業者的通訊服務，則稱為SIM無鎖定（SIM 

Unlock）、No SIM Lock或SIM Free等同義複詞。

SIM鎖定有兩項目的，一為政體的高壓管制；另

一為限制電信產業自由化的作為，例如用戶無法自

行更換SIM卡、資費綁定、門號綁定等，最主要目的

是讓用戶鎖定在該業者之中無法轉移，產生「閉鎖效

應」（lock-in effect），使業者持續獲益。這個措施的

發起者，可能是國家、可能是電信業與手機商，也可

能是終端設備的設計限制，端看各國狀況而定。

綜觀各國的SIM鎖定狀況，大致皆往解除管制的

路走。例如新加坡從1997年即推出「SIM無鎖定政策」

（No SIM Lock Policy），至今仍持續此項措施。

另如美國與日本的電信產業是長期採取手機與電

信公司綑綁（Bundle）服務的指標性國家，兩國政府均

在2010年間採取SIM無鎖定的措施。美國先是在2013年

由白宮與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表示應由消費者主動

切換電信業者的政策宣示後，2014年參眾議院同意通

過《解除消費者選擇障礙與無線競爭法》（Unlocking 

Consumer Choice and Wireless Competition Act），之

後消費者有權解鎖自己所購買的手機，亦可在國外時更

換其他國家的SIM使用（只要在相同通信技術規格下）
2。2019年6月FCC更聲明如Verizon的手機需在60天後

自動解鎖3。

日本總務省自2010年提出《解除SIM鎖定之相關

指導方針》，軟性地讓電信業者與行動電話製造商同

意解除SIM鎖定；2014年總務省修訂方針，明白指出

2015年5月1日以後販售的新手機，在購買後180天後

業者可免費進行解除SIM鎖定，此為決定電信業者須

義務解決SIM鎖定。2017年總務省制定《有關行動服

務的提供條件‧終端的指導方針》，放寬購買天數在

100天後可免費解除SIM鎖定4。

由於eSIM在操作的時候，會受到SIM鎖定而造成

無法使用的情形，因此國際上SIM無鎖定政策的逐步

推展，對於eSIM的推動有加乘的效果。此外，SIM無

鎖定通常不會走回頭路，既然開放後就會持續開放下

去，以確保電信產業的自由化與活絡。

（二）漫遊型態

「漫遊」係指一種「行動基礎設施共享的形式，

但不需要任何共用的網路元件，使用戶可在不屬於原

行動業者的服務區域內使用行動服務」5，在我國過往

的《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中係指「經營者提供其

使用者於其他經營者或國外電信事業之行動通信網路

內通信之服務」。

過去漫遊單指在消費端使用行動電話／行動裝置

時，使用非本地行動網路服務，但隨著IoT設備日益普

及，M2M通訊的連線問題成為重要課題，因而開始將

漫遊區分為「限提供當地連線 」（L o c a l  S I M 

Provisioning）與永久性漫遊（Permanent Roaming）

兩種6。

「限提供當地連線」顧名思義，即用戶須使用當地

電信業者之SIM卡後才能在當地使用電話或網路服務，

此時通常指的是限於國境內之漫遊（N a t i o n a l 

Roaming），或是非一直開啟漫遊功能的一種措施。

「永久性漫遊」則是設備隨時開啟漫遊功能，無論到其

他國家／區域都能使用或取得當地行動電信業者的網

路，代表性的使用案例如汽車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跨國

漫遊，被認為是促進IoT流通與國際化的一種模式7，其

又被稱為一種「國際漫遊」（International Roaming）。

漫遊在我國過往的《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2條中係指「經營者提供其使用者於其他經營者或國

外電信事業之行動通信網路內通信之服務」，亦即管

制的其中一項是國際漫遊，且漫遊（尤其是指國際漫

遊）是當地電信業者與國外電信業者所簽署的民間商

業協議《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63條，亦即既然

為民間協議，要不要國際漫遊或永久性漫遊，均由業

者端發動，尚無絕對的要求限制，而以輕度管制方式

管束。

國際上對於eSIM的永久性漫遊確實爭論不已，以

新加坡來說，監管機關IMDA對於人對人（Person to 

Person, P2P）的eSIM電信服務並未有相關的管制，但是

對於機器對機器（Machine to Machine, M2M）的設備則

有限制，根據新加坡《電信設備的註冊指引》（Guide 

for Regist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第

5.1條、第5.2條所述「僅得讓嵌有本國SIM卡的M2M設

備予以註冊；若M2M設備嵌有國外的SIM卡（永久漫

遊），則不得註冊」。

以歐盟來說，原先漫遊也是沒有強制的規管，至

2017才訂定《彷若國內漫遊規則》（Roam Like at 

Home, RLAH）之漫遊價格管制上限，讓民眾得以在歐

盟境內享有在地費率，但此規定並未特別明訂人對人或

機器對機器通訊之漫遊。歐洲電子通信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於2016年發布《實現物聯網》（Enabl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報告表示，大約僅有五分之一的行

動電信業者在M2M上制定獨立協定，因為大多數電信

業者認為M2M的訊務量太小，不應用特定價格或條件

來對待，而且也難以收回為IoT設備提供資料服務的主

要信令（Signalling）成本，許多電信業者亦發現很難監

控M2M漫遊訊務量的程度，因此電信業者在實務上普

遍不想多與M2M業者達成永久性漫遊之協議8。這個產

業未解的問題延續到2019年7月歐盟委員會發表的《技

術發展與漫遊》（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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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ming）報告，指出不同歐盟國家和電信業者的做法

不同，導致監管支離破碎，因此建議為了支援物聯網在

歐洲的擴展，似乎得有更明確的規則來永久漫遊或是明

確拒絕永久漫遊9。

若從跨國研究來觀察，2015年Machina Research在

關於永久性漫遊的報告中指出，當時研究68個國家中，

有55個國家不明確是否規管，另有11個國家允許使用

（但並未說明允許開放的範圍），有2國明確禁止 10。

2018年Cullen International針對歐美中東等38國的永久

性漫遊之監理做出調查，在歐洲的部分，僅德國、義

大利、比利時等3國是明確允許或傾向允許，土耳其是

禁止，其餘18國家皆未規管；美洲的部分，僅巴西不

允許，其餘10國皆未規管；中東、北非、印度等國家

中，也僅印度提出尚不明確的規管意見，其他4國皆未

規管11。顯見即使有3年差的跨國監理研究，永久性漫

遊的監管體制仍然晦暗不明。

2018年Cullen International的永久性漫遊統計表1

區域
明確允許／
傾向允許

不允許／
不明確

未規管 合計

歐洲 3 1 18 22

美洲 0 1 10 11

中東、北非、

印度
0 1 4 5

總計 3 3 32 3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而言之，永久性漫遊為IoT設備在M2M上的普

遍情形，但對於過往的漫遊來說卻是不常見的，因此

各國針對此議題仍在持續發展當中。

（三）資料主權

「資料主權」係指各國政府可以利用法規與治理結

構，對於在國境內產生的資料擁有蒐集和管轄權12。各

國政府為了國家安全、資訊安全及人民安全，開始管制

與掌握各種資料，以維資料主權，其中「資料在地化」

（Data Localization）、「資料跨境傳輸」（Cross-border 

Data Flows /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 Transborder 

Data Flow）兩者脣齒相依之議題極為重要。

資料在地化係指「政府以法令、行政手段等公權

力措施，要求企業所蒐集、處理或利用的該國公民或

居民相關資料，皆僅得存放於該國境內（無論是實體

地理環境或資料庫伺服器）」13資料跨境傳輸係指

「對於電腦化、機器可讀式資料，採取跨國界的處

理、儲存或取回等移動方式」 14。兩個概念產生關係

主要是政府可藉由要求業者在該國境內設立伺服器

（即資料在地化）後，並限制該等資料跨境傳輸的資格

及程序，提高其跨境傳輸的成本。

國際上關於資料在地化監理上最顯見的例子為中

國於2017年實施之《網絡安全法》，其第37條指出：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

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

儲。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按照國家網

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的辦法進行安全評估；

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其附帶的

資料跨境傳輸規定，規範在同年發布之《個人信息和重

要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第2條：「網

絡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

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因業務需要，確

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按照本辦法進行安全評估。」

資料在地化的管制對於eSIM業者而言，最麻煩

的是其若要進行eSIM的服務，必須在當地國建置完

善規格的資料中心，但此資料中心僅能服務當地國，

因為跨境傳輸恐怕也有違當地國法令之虞。如eSIM的

著名業者Gemalto是將eSIM的資料中心設在法國土爾

（Tours），但是其在中國就必須按照法令於建置只服

務當地的資料中心。  

其他亦有資料在地化管制的指標性國家如韓國，

規範在《有關促進雲端計算及使用者保護法》（클라우
드컴퓨팅 발전및 이용자 보호에 관한 법률），第21條揭示

「雲端服務廠商應在境內設有資料中心並將個人資料

在設備上進行物理性隔離，禁止未經使用者同意或法

院命令向第三方傳輸資料。」

歐盟則是在《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中規定跨境傳輸相關條

文，採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模式。所謂的例外允許

則是要求輸入國須為具備歐盟認定個人資料適足性

（Adequate Level of Protection）的國家15，或是企業

自主採行符合規範之適當保護措施。跨境傳輸應優先

採行上述兩種例外允許之方式，於少量、偶發性之傳

輸時，可採個資當事人明確同意，及其他基於公共利

益等必要措施。另外由於GDPR適用於控管者或處理者

在歐盟境內之分支機構所為之個人資料處理活動，不

問該處理是否發生於歐盟境內，因此一般而言無須資

料在地化，依然能有管轄權。除上述個人資料的規定

外，歐盟又在2018年11月公布《歐盟非個人資料自由

流通框架》（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

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針對非個人

資料採取解除管制，開放跨境傳輸。亦即，eSIM在歐

盟境內受到GDPR與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框架管制。

除了上述管制較高的國家外，也有管制稍低的，如

新加坡在資料跨境傳輸的議題上，原則上是以《個人資

料保護條例》（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PDPR）為主，對於跨境傳輸個人資料採原則禁止、例

外允許模式，但新加坡資通訊媒體發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在eSIM諮詢文件

國際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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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針對eSIM人對人通訊設備資料跨境傳輸，則允許
以促進商業模式的發展，亦無資料在地化的規定；但在

機器對機器通訊上，由於新加坡禁止設備永久性漫遊，

並僅能使用當地的SIM，因此咸認為M2M通訊禁止跨境
傳輸與資料在地。

此外，亦有關於資料在地化管制相當寬鬆的國家，

如美國對於資料在地化與跨境傳輸幾乎沒有規管，僅有

業者因為eSIM傳輸的表現（Performance）希望可以達
到更好，而在地化設立資料中心，但與管制較無關係。

三、小結

綜覽各國的eSIM監理政策後，不是仍在觀望，等
待eSIM較為突破性的一般消費應用，或是產業的大幅
運用後再做後續管制；就是大部分以舊有的監理政策

出發，視eSIM為SIM的改版，並不需要大幅改動，甚
至最多是採分散式立法，較無專法的立法方式。

其實eSIM三項監理的議題，皆與產業的動向有密
切關係，例如若政府採取SIM鎖定政策，eSIM其實猶
如作繭自縛、無法運行其方便轉換業者或資費方案的

訴求，對於電信產業的自由化與活絡化將產生負面影

響；若政策上採取永久性漫遊，對於eSIM在M2M上的
應用將有大幅度的變化；若資料採取在地化政策與對

跨境傳輸有所限制，也會對於產業得因應產生若干成

本而造成影響。

目前eSIM在國際的監理面上有停滯的現象，但在
產業面上仍逐漸活躍，此時不妨讓子彈再飛一下，靜

觀國際與國內整體趨勢的變化後，主管機關再進一步

地完備監理與產業政策，更能在eSIM監理上保有最大

的彈性。

（作者為財團法人電信中心技術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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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應用推陳出新 無線產品百家爭鳴

淺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制度

一、本文源起

隨著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無線通信應用蓬勃發展，通訊產業技術發展逐漸聚焦於物聯網、感知學習、工業4.0與

行動運算等領域，而這些新興應用領域，發展又倚賴於無線技術的支持；因此，使用具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時，如何兼顧「維持電波秩序」及「射頻器材和諧共用」兩項目標，已是目前重要的議題，唯有在避免電波使用

相互干擾的前提下，多元的無線通信應用方能發揮最大的使用效益。目前各國針對無線射頻器材及相關消費商品，

主要採行兩項產品安全管理機制：「前市場

管理（Pre-market Approval）」與「後市場

稽查（Post-market Surveillance）」，如圖

1所示。其中，「前市場管理」著重產品上

市前，由政府對境外輸入或國內產製之射

頻器材進行強制性檢驗，而「後市場監督」

則賦予商品製造業者較高自主性，由製造業

者依政府法令規定執行符合性評鑑，再自我

宣告其產品符合標準，以加速產品之上市速

度；而政府則聚焦於產品上市後階段，以加

強監督市場上銷售射頻器材合規性，降低射

頻器材不合規而造成危害。一般而言，國際

對於運用新技術及具有健康安全問題之無線

射頻器材產品，通常採較嚴格的驗證形式

（Certification）；對於製造技術趨於穩定、

殷其光

無線射頻器材管理體系圖1

通傳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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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其光

安全顧慮較低之無線射頻器材產品，則逐步採符合性聲

明方式（Supplier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SDoC）

辦理。本文將藉由比較各先進國家射頻器材管制制度，

比對我國執行現況，據此提出具體建言。

二、先進國家射頻器材管制介紹及比
較

由於不良的無線產品可能帶來有害干擾，進而影

響電波秩序，故各國監理機關實施符合性評鑑制度中，

通常會考量射頻產品的類型（如：基地臺、路由器、閘

道、無線終端、感應器等）、用途（如：室內、戶外、

長短距離等）、屬性（如：頻率範圍、發射功率高低）

以及可能造成干擾風險的程度，作為射頻器材分類監理

的依據，如表1所示。對於愈有潛在干擾可能的設備，

會有較嚴格的授權要求。為利了解國際間射頻器材管制

情形，本文針對歐盟、美國、澳洲、新加坡、日本、韓

國及香港（以下簡稱各國），分就實體通路及網路通路

管理，非供商用器材之管理，稽查制度與執行措施，矯

正措施及相關罰則制度等4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實體通路及網路通路管理

各國針對無線電信設備和產品均要求進行符合性

審驗或自我符合聲明，且多數國家另要求在合規產品貼

上標籤後，方能於實體或網路通路上販售。然後，有部

分國家將黏標籤規範為自願性質，例如，香港通訊事務

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鼓勵獲驗證的設備貼上指定標籤，作為消費者

指引，美國對於採取SDoC授權的無線產品，亦採取自

願性的標記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標誌。

各國均未特別針對射頻器材於網路販售單獨立法

管理，相關管理及監督機制仍應回歸既有的法令。例

如，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依據《消費商品安全法》及《消

費品安全改善法案》，對於產品市場進行相關的監督

及通報；日本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依據《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

管理各項商品與商品安全；韓國電子商務相關事務則依

《商品責任法》要求製造業者加強關注商品安全性。

另在射頻器材項目及數量管理方面，歐盟第

676 / 2002號決議經充分考量無線頻譜可用性和有效

使用後，針對可投入使用無線設備的項目總數、使用

期限、最大滲透率或設備項目總數上限等項目訂出建

議標準，但目前會員國多未於其國內法中特別設定項

各國符合性評鑑制度比較表1

案例國家 驗證
SDoC

備註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歐盟
V

（Annex III & Annex IV）
V

（Annex II）

其中Annex IV，驗證機關將進
行廠商全面品質保證管理體系
審查。

美國
V

（Cer-fica-on）

V
（DoC）
（過渡期)

V
（SDoC）
（過渡期）

V
（Verifica-on）
（過渡期）

其中SDoC用於TTE設備；2017
年11月1日公布之新SDoC將取
代原先DOC和Verifica-on驗證
方式。過渡期一年。

澳洲
V

（Compliance level 3）

V
（Compliance 

level 2）

V
（Compliance 

level 1）

新加坡
V

（GER Route A）
V

(GER Route B）
V

（ESER & SER）

使用GER的供應商必須提交設
備認證的證明（A），或是提供
該型號設備的相關測試報告和
輔助文件（B）。

日本
V

（技術法規符合性驗證&
工事設計驗證）

V
（技術法規符合
性自我確認）

符合極低功率無線電台「電場
強度容許值」之「極低功率無
線電台設備」，不需取得總務
省大臣執照即可販售使用。

韓國
V

（Conformity Cer-fica-
on）

V
（Conformity 
Registra-on I）

V
（Conformity 
Registra-on II）

另訂「暫時性驗證（I n t e r i m 
Cer-fica-on）」，適用尚未有技
術標準的創新產品。

香港
V

（CCS）
自願驗證計劃（VCS）設備。強
制驗證計劃（CCS）設備。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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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數量的限制。本文關注之其他國家也未特別制訂無線設備項目數量限制的規範。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數量管理方面，雖未明文限制項目數量的要求，但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部長有權限制無線電台使用執照發照數量，以避免干擾風險。

各國其他值得注意的市場管理措施包括，歐盟及韓國對於嚴重不合規產品設有「通報系統」，以快速對不安全

商品採取應變措施；美國「知識資料庫」（Knowledge DataBase, KDB）、澳洲「電器設備安全系統」（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Safety System, EESS）及新加坡則設立「資料庫」網站，提供無線電信設備相關規則及更新技術規範文件

查詢，以及廠商合規產品的註冊登錄。日本則設立「無線終端設備檢修業者登錄制度」確保業者維修符合無線設備

的技術標準，並推動業者自願性設立「微弱無線設備（ELP）登錄制度」登錄合規ELP產品。香港OFCA則透過官網宣

導，提醒消費者應選購貼有標籤的合規電信通訊器材，同時消費者可瀏覽OFCA網站，查閱驗證合規的設備清單。

各國射頻器材通路管理比較表2

國別 相關規範要求 項目數量管理 其他管理措施

歐盟

無論實體／線上／進口商或產品產地

（歐盟／非歐盟），當RED產品「投入
市場」銷售時，都必須遵守歐盟的統

一立法，確保貼有CE標誌的產品才可
投入市場。

歐盟決議考量頻譜可用性和有效使用，

可能限制投入使用無線設備的項目總數

或期限等使用條件，惟各會員國並未於

國內法中特別設定項目數量限制。

．設立「非食品之危險產品設置快速

預警系統（RAPEX）」
．成立「市場稽核資訊通報系統

（ICSMS）」

美國

美國射頻產品均須符合聯邦規則（CFR 
47）及FCC技術要求。取得合法授權
和標示的無線產品，方能進口或銷

售。美國未特別針對網路購物安全單

獨立法管理，相關管理及監督機制仍

回歸既有的法令。

X
．設立「知識資料庫KDB」網站。
．線上交易安全措施

．與平台業者合作

澳洲

澳洲ACMA《電信法》及《無線電通
訊法》，要求所有製造商及進口商的

電信及無線電管制設備都須取得RCM
審驗標籤，才能在市場實體或網路通

路進行販售及使用。

X ．設立「電器設備安全系統（EESS）」。

新加坡

新加坡《電信法》規定，任何連接至合

法電信系統或設備之設備須經IMDA認
可後方可使用，部分無線產品和電信產

品必須在進入市場前取得IMDA許可。

X ．制訂「產品註冊制度」

日本

日本射頻器材依「電波法」及「電信通

信事業法」進行管制；合格無線設備

須貼黏標籤才可販售。另發射電波的

無線設備，須取得總務大臣無線電台

執照，方可設立使用。

日本未特別限制項目數量，但對於無

線電台使用執照的取得，MIC部長有
權限制發照數量，以避免風險存在。

．設立「無線終端設備檢修業者登錄

制度」

．推動業者自願性設立「微弱無線設

備（ELP）登錄制度」

韓國

韓國《電信基本法 》和《無線電波

法》要求無線電信設備和產品進行強

制性認證，符合技術標準後方可貼標

上市販售。

X ．設立「產品安全即時通報系統」

香港

持有及使用無線電儀器受香港《電訊

條例》（第106章）規範；設備驗證分
為「強制驗證計劃（CCS）」及「自願
驗證計劃（VCS）」。設備張貼標籤屬
自願性質。

X
．消費者可瀏覽OFCA網站，查閱驗
證設備的清單。

臺灣

《電信法》第49條要求，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非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不

得製造、輸入、販賣或公 開陳列（審
驗辦法第18條要求貼黏合格標籤，始
得公開陳列或販賣）。

X
．授權他人使用合格標籤。

．要求網路標示合格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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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供商用器材之管理

澳洲、新加坡及香港未特別制訂自用及非商用設備進口規定，但強調持有或使用非符合標準之無線電通信設

備屬違法行為；而日本為因應2020年東京奧運會國外遊客連網需求，允許訪客入境日起90天內，可合法使用標示

有美國FCC認證、歐盟CE標誌以及標示已取得Wi-Fi Alliance認證的Wi-Fi終端設備，或是標示取得Bluetooth SIG

認證的藍牙終端設備。其餘國家鑒於自用或自行輸入的無線設備可能造成有害的干擾，均有條件限制非銷售用途

的設備進口。例如，美國只有符合47 CFR §2.1204進口條件的射頻設備，得以進口至美國使用，用於測試和評估

的進口數量至多4,000件；用於工業貿易商展會展示的進口數量至多400件；個人使用且非意圖銷售的射頻設備，

至多進口3件；同時上述設備均不得出售或銷售。韓國對於進口供私人使用而非出售的設備，進口數量管制更為嚴

格，概以每次1件為限。

各國非供商用器材管理比較表3

國別 自用及非商用設備相關規定

歐盟
當無線電設備建造是供自己使用或由第三國的消費者購買時，以及在該國境內實際存在並由消費者帶進歐盟供其個人使

用時，則不被視為投放市場，但其投入服務使用的設備仍須符合RED基本要求。

美國

符合47 CFR §2.1204進口條件的射頻設備，得以進口美國使用。其中，用於測試和評估的進口數量至多4,000件；用於
工業貿易商展會展示的進口數量至多400件；個人使用且非意圖銷售的射頻設備，至多僅能進口3件；同時這些設備不得
出售或銷售。

澳洲 未特別規定，但強調使用非符合標準之無線電通信設備或擁有屬違法行為。

新加坡 未特別規定，但強調使用非符合標準之無線電通信設備或擁有屬違法行為。

日本
因應2020年東京奧運會國外遊客連網需求，允許訪客入境日起90天內，可合法使用標示有美國FCC認證、歐盟CE標誌及
標示已取得Wi-Fi Alliance認證的Wi-Fi終端設備，或是標示取得Bluetooth SIG認證的藍牙終端設備。

韓國 韓國對於進口供私人使用而非出售的設備，以每次1件為限，未特別規定每年可輸入等限制。

香港 未特別規定，但強調使用非符合標準之無線電通信設備或擁有屬違法行為。

臺灣
管理辦法§18、§19對於輸入供自用設備有輸入數量限制；但§19對於(進口執照)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不須電臺執照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無輸入數量限制。

（三）稽查制度與執行措施

產品市場稽查的目的是確保射頻產品符合相關規範，使射頻器材不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天空電波秩序得以

維持，而採取的必要措施。主管機關執行市場稽查時，可採取「主動性市場稽查」或「回應式的市場稽查」兩方

式。其中，主動性市場稽查係指國家稽查機關根據其自身的執法權力，計劃性、組織性的針對目標業者或責任方

（稽查機關基於過去違規歷史、稽查結果、市場占有率、產品和或用戶分佈情形等條件，歸納出責任方）實施稽

查。而回應性市場稽查通常是起因於意外事件或外部通知（例如：消費者投訴、業者投訴、驗證機構回報、媒體

新聞發布、消費者團體回報等）所實施的稽查作為。

在稽查管理制度方面，以歐盟為例，於制度面明確定義「經濟營運商」相關權責義務，以確保射頻產品在法律

上的責任歸屬，歐盟並要求各會員國應設置「單一市場稽查專責機關」（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MSA），由

其監督上市流通的產品，各會員國並可透過「行政合作小組」（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groups, AdCo）交流稽查

所得之相關資訊，並可根據市場產品之風險，設定每年年度之市場稽查目標、射頻器材種類、抽查數量，再交由各

會員國MSA續行執行。對於不符合規範之射頻產品，MSA也要求責任方應採取適當之矯正措施，歐盟另設置「快速

預警系統（Rapi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RAPEX）」，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能藉由RAPEX迅速獲得危險產品

之通知訊息。此外，美國與韓國對於市場上銷售的驗證設備，例行性進行調查、確認和測試等工作，以查驗該設備

是否符合測試樣本，且符合宣稱之技術參數。澳洲、新加坡及香港雖沒有特別針對電信設備設定稽查計畫，但主管

機關仍保有開展市場稽查行動的權力，當主管機關發現市場有不合規設備時，得即時發動稽查及取締作業。日本則

是委託民間機構查驗市場銷售的特定無線設備，以確保各項設備均符合相關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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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稽查執行方面，如前述，除日本考量稽查有迅即性和效率性之必要，逕委由民間機構執行外，其他

國家均由主管機關及驗證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執行稽查。稽查所需射頻產品可能由市場直接購買，或由責任方直接

提供，測試查驗設備亦持續維持符合技術標準和認證標誌之可適用性。稽查主要項目包括：設備是否取得驗證標

籤、標籤是否正確黏貼於設備、設備是否符合技術規範等。此外，澳洲、日本、新加坡及歐盟的市場稽查機關，

也可要求直接進行工廠或營業場所檢查。

各國稽查制度及稽查方式比較表4

國別 稽查制度 稽查方式 稽查單位 稽查週期

歐盟

GPSD要求各會員國設置MSA，監督流
通產品，對不合規產品要求採取矯正措

施，並設置ICSMS及RAPEX通報系統。
AdCo依產品風險設定稽查目標、種類、
數量由MSA執行。

MSA依風險評估和用戶申訴等，透過文
件檢查和樣品抽查，驗證產品的符合性。

另MSA可要求經營者提供文件、工廠抽
查、神秘購物、扣押和扣留產品、要求免

費提供樣品等。

官方；各國MSA 定期

美國

FCC及TCB進行市場稽查以確保市售RF
設備符合測試樣本或宣稱符合之技術參

數。

TCB按ISO／IEC17065進行後市場稽核。
FCC除可要求責任方提交授權設備樣品
稽查外，並針對TCB的授權及稽查測試
結果進行檢視。

官方及驗證機構 定期

澳洲

澳洲電子設備市場稽查由ERAC負責，
ERAC透過對供應商和設備的稽核和檢
查，以維護符合性的架構。

RAC稽查人員將就廠商授權資料、公司
資訊、設備在澳洲合法銷售的符合性證

據、設備標識等進行查驗。

官方及驗證機構 不定期

新加坡

新加坡電信設備市場稽查由IMDA負責，
要求供應商提交設備認證的測試結果或

證據。

IMDA稽查設備是否符合適用的標準與規
範；若IMDA要求時，供應商必須確保其
能提供證明文件。

官方及驗證機構 不定期

日本
日本《電波法》授予MIC相關（報告／檢
查／命令）職權，稽查市場無線設備。

直接從市場（實體或網路）購買無線設

備；違規設備將命令供應商（販售商或

經銷商）修正改善：測試結果公布於MIC
官網供民眾查閱。

官方及委外辦理 定期

韓國

韓國依《無線電波法》對於市場供應和

銷售驗證設備，進行調查、確認和測

試，查驗是否符合認證和技術標準。

測試查驗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和認證

標誌的適用性，包括：設備是否取得驗

證標籤、是否正確黏貼設備、是否符合

技術規範。

官方及驗證機構 定期

香港

OFCA沒特別針對電信設備設定稽查計
畫，但主管機關有權開展市場稽查活

動。

OFCA可要求本地認可驗證機構就有關
驗證產品的投訴及可能造成干擾或不符

合相關標準的驗證產品，採取行動並進

行測試。

官方及驗證機構 不定期

臺灣

審驗辦法§21，RCB得隨時抽驗取得審
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

組；RCB管理辦法§11，NCC得不定期
查核RCB；管理辦法§23，NCC得現場
檢查。

抽驗樣品應至少一件為其他驗證機構二

年內審驗合格之產品（交叉驗證）；另

主管機關得於設備陳列等地點，查核器

材之型式認證等。

官方及驗證機構 定期

（四）矯正措施及相關罰則制度

在矯正措施方面，歐盟MSA有責任向經濟營運商傳達不合規產品的各項違規資訊，並確保其所採取的行動

是有正當性的。製造商、進口商及經銷商均負有不合規產品矯正義務，矯正義務包括：召回、下架、停止販售或

限制販售等。在美國，FCC有權對不合規設備執行之矯正措施包括：要求責任方解釋、逕對責任方罰款、要求責

任方改正設備或直接沒收設備等，而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澳洲對不合規產品，有權執行命責任方更正、暫停製

造、暫停進口、暫停銷售、取消認證等措施。而香港則可對設備不合規的製造商或供應商，發出警告勸戒令並要

求解決合規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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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罰則方面，歐盟MSA或法院有權對經濟營運商違規犯罪行為，視其嚴重程度施加行政罰（銷售限制或金錢

裁罰）與刑事罰（人身監禁）。同時，MSA也可執行銷毀違規產品、命責任方對消費者進行賠償、關閉責任方零

售網站等懲罰措施；美國則對於違反聯邦通信法或FCC規則，於市場銷售或經營RF設備的責任方，得持續處以巨

額罰款。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的主管機關，也可綜合考量不合規產品於市場銷售時，不合規影響程

度、不合規原因、廠商改善情形等各項因素，課以不同程度之裁罰。

各國矯正措施及相關罰則比較表5

國別 矯正措施 相關罰則制度

歐盟

經濟經營者有義務與MSA進行合作，並採取矯正措施
（召回、下架、停止或限制等）。MSA對不合規產品可
採執法行動。若經營者不自願改善或不足，MSA有權採
取處分措施。

MSA或法院有權對經濟營運商違規犯罪行為（視嚴重
程度）施加行政（限制／金錢裁罰）或刑事（監禁）處

罰。MSA對產品違規行為也可能採取懲罰措施。

美國
FCC有權對不合規設備要求說明解釋、罰款、要求改正
設備或沒收設備等措施。

FCC 47 CFR § 1.80（b）詳細明訂相關違規情狀裁罰金
額規定，並根據業者相關因素向上（如嚴重不當行為、

故意違規、反覆或連續違規等）或向下（如輕度違規、

過去有良好紀錄等）調整裁罰標準。

澳洲

當供應商或電子設備未達符合性要求時，ERAC將要求
採取補救行動，並可進行警告、改善通知、侵權通知、

禁止銷售、召回或進行起訴。

不合規情事ERAC根據具體情況考量後，可直接採取起
訴行動。裁罰金額及刑事責任將依嚴重程度和起訴相關

權限而有所不同。

新加坡
IMDA可對不合規設備，採取作廢登記、暫停、進一步
評估、不允許銷售及罰款等相關措施。

IMDA將考量不合規影響程度、原因、供應商為符合標
準所作的努力等相關因素進行裁罰。對於嚴重違規和持

續或反覆錯誤的情形，將處以較高罰金。

日本

MIC對於為不合規設備，可要求經銷商，提交報告、現
場檢查及發出相關改善命令，以及禁止產品貼標、撤銷

證書等。

考量不合規影響程度、原因、廠商改善情形等相關因

素，而有不同程度（包含刑事）的裁罰量度。

韓國

不合規產品可要求更正、暫停製造／進口／銷售、取消

認證等措施；實施召回、市場檢查、商品事故調查、強

制通報等。

考量不合規影響程度、原因、廠商改善情形等相關因

素，而有不同程度（包含刑事）的裁罰量度。

香港
針對設備不合規，製造商或供應商將被警告勸戒及要求

解決合規性問題，並可能召回產品。

對於持有或使用不符合技術規格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屬違

法，可能遭受檢控，有關設備亦可能被充公，並可能面

臨最高刑罰：高額罰款及監禁兩年的處分。

臺灣

審驗辦法§22，資料偽造或不符合規範設備，RCB有權
撤銷、廢止審驗證明。審驗辦法§23，審驗證明經撤銷
或廢止者，應回收已販賣之器材。若他人權益受損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電信管理法第80條及第81條訂有相關處罰機制，可連續
處罰、沒入器材等措施。主管機關依違規情狀要求製造

商、輸入商處以10萬至100萬元罰鍰並限期改善。對零
售商處以警告或1萬至20萬罰鍰並限期改善。

三、結論與建議

目前國內對於無線電射頻器材產品主要採取「事前檢驗」管制措施，無論本國或外國產品在本國市場銷售，

均須依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制定的強制性審驗要求，完成相關符合性評鑑程序後，方能在國內市場販售。考量

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物聯網應用崛起，各種射頻器材及其新興應用不斷的推陳出新，建議參酌國際間逐步擴大採

SDoC制度，作為產品符合強制性檢驗標準評估方式之趨勢，以及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強化後市場稽查制度之運

作，本文茲建議如次：

（一）檢討放寬低功率射頻器材管制項目，以加速產品上市促進產業發展

隨著科技進步各項射頻器材已成為民生物品，審視現行市場上低功率射頻器材，尚有甚多產品功率低於已開放

低度管制的藍芽產品，可預見未來萬物聯網的時代，將有更多形形色色的低功率射頻器材上市，是否要以產品項目

別為管制標的，值得進一步思考。美國為簡化設備驗證程序降低業者負擔，驗證方式已由四類簡化二類；日本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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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低功率無線設備（ELP）應用日漸廣泛且功率極低不易造成干擾，有條件開放ELP設備免驗免照販售使用。國內雖

無類似日本開放「極低功率無線設備」使用機制，本文建議可參酌國內開放六類藍芽功能 品經驗，持續檢討放寬

低功率射頻器材管制項目，相關ELP設備經技術干擾風險評估後，採行SDoC方式辦理，以加速產品上市促進產業發

展。

（二）適度強化監管密度，考量訂定審驗合格證明的使用效期，及適度管制「研發、測試
或展示用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參酌歐盟RED指令規定EU類型檢驗證書效期由符合性驗證機構（NB）核定；韓國對SDoC產品採符合性註冊

制度（Registered Certification），授權產品標籤註冊5年效期；新加坡則將已註冊之GER和SER類產品，核定5年

有效期，供應商須在到期前進行更新註冊。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可參考前述國家立法例，考量訂定審驗合格證明的

使用效期，以促進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時俱進，使其符合國際間最新規範。

此外，美國FCC要求業者輸入之射頻器材，均須符合47 CFR §2.1204進口條件的，且用於測試和評估的輸入

數量上限為4,000件；用於工業貿易商展會展示的輸入數量上限為400件。因國內對於輸入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

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並無輸入數量限制措施。為維持國內天空秩序避免干擾風險，且杜絕廠商取

巧心態，並鼓勵長期合規的優良廠商，主管機關實有適度管制射頻器材數量之必要，且宜進一步研議簡化長期合

規優良廠商之申請行政措施。

（三）未來物聯網時代，為確保市場上無線產品之合規性，宜委託第三公正單位加強產品
市場稽查

隨著技術蓬勃發展，各類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如僅仰賴檢舉干擾及違法設備，實難進行有效管控。鑒於監理

機關現有人力遠不足以因應數量龐大的審驗案件與稽查商品，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可借鏡日本模式，委由公正第三

機構執行後市場稽查，特別是在未來物聯網時代，配合市場上形形色色的無線產品合規性要求，就各類產品執行

資訊蒐集、市場檢查、樣品檢測等事項，藉由常態性執行市場稽查工作，可確保消費者權益得以維持，本文相信

堅實的後市場稽查，將能確保前市場SDoC制度得以成熟且順利地推展。  

（作者為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析日本「簡化技術規則之適用以促進ICT產品國際貿易」倡議， 2016-06。

．中華經濟研究院，從歐盟新公布之低電壓指令觀察企業經營者義務之明確化，2014-12。

．王辰丰，論低功率射頻器材之管制革新，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英國通訊傳播法之研訂及推動為典範，研究我國匯流法制定與推動之可行方向，廖雪君， 2015-1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日本總務省電信設備相互承認協議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楊子毅、吳胤賢， 2017-03。

．經濟部，因應國際趨勢推動SDoC之國內制度研析研究報告，2014-12。

．經濟部，擴大SDoC適用範圍對後市場監督機制之影響及因應：以韓國經驗為例研究報告，2013-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市場管理與監督」專案報告，2015-0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標準與檢驗雙月刊195期，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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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08.8.1-108.9.30

108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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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3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9件。

許可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變更。

審議通過5G得標者設置網路及共用頻率原則，並辦理公開說明會事宜。

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案，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1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審查辦法及行政程序法第102條等規定辦
理公聽會。

108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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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4件。

同意指定補助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執行「推動5G垂直應用場域實證規劃、法規調適暨資安法規整備計畫」之
細部計畫二「5G釋照之先期資安法規整備計畫」。

核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109年度預算書，並依規定將上揭核定文件函送立法院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
處；另該中心109年度工作計畫書予以備查。

核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109年度預算書，並依規定將上揭核定文件函送立法院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另
該中心109年度工作計畫書予以備查。

108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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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3件。

准予核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寬頻業務用戶號碼5個單位（即本會前收回該公司行動電話2G門號0937-
0~0937-9及0972-0~0972-6之零散號碼共50萬門）。

不予許可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東森購物6台」、「東森購物7台」、「東森購物8台」，理由如下：

一、頻道定位與該公司既有購物頻道之區隔不明顯。

二、該公司既有購物頻道違法裁罰件數偏高，顯示法令遵循能力有待提升。

三、消費者個資與資料保護機制未臻完善，執行能力尚有疑慮。

審議通過「固定通信業務服務品質規範」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108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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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4件。

有關民眾申訴壹電視新聞台與年代新聞內容相似案，本會發函業者持續落實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

受讓交易案中有關「壹電視新聞台、era news年代新聞等頻道之經營區隔」及「維持壹電視新聞台、era news
年代新聞等新聞頻道之編採獨立自主」之承諾事項，相關執行情形並將列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許可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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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通知該公司就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4條、第25條之法定義務具文切結，並依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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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發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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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案審查作業要點」、「受理申請經營行動寬頻業務有關事項」及「申請行動寬頻

業務書表應記載事項、格式及其他注意事項」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108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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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6件。

一、附附款許可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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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款如下：

（一）該公司應自核准換照之日起3年內改正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第1項之黨政軍條款情事。

（二）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2項第4款規定，保留本行政處分之廢止權，如該公司未於期限內改正完
成，本會得依同法第123條第2款規定，廢止該公司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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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通知該公司就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4條、第25
條之法定義務具文切結，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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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由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而受臺北市政府及其他政府機構間接投資，涉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一
事，依同法第58條第2項規定核處新臺幣20萬元，並自核准換照之日起3年內改正違反黨政軍條款情事。

同意將108年度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連江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建置費」之
申請補助條件，由數位化普及率100%調整為80%。

審議通過「無線電視及衛星頻道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發布

事宜。

一、三立台灣台108年3月9日播出「姐姐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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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核處新臺幣80萬元。

二、中天娛樂台108年2月6日及2月24日播出「健康E世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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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各核處新臺幣60萬元。

三、TVBS歡樂台108年2月16日播出「FUN心過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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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核處新臺幣60萬元。

四、MUCH TV 108年2月24日及4月14日播出「健康好自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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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各核處新臺幣60萬元。

五、TVBS 108年2月24日播出「樂活全家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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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核處新臺幣100萬元。

六、衛視中文台108年3月10日播出「幸福方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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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核處新臺幣80萬元。

七、高點電視台108年3月30日、4月14日及5月4日播出「健康探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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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各核處新臺幣80萬元。

八、好萊塢電影台108年4月14日播出「樂活新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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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核處新臺幣80萬元。

九、台視108年5月11日播出「綜藝3國智」節目，其內容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之3第2項所訂定本會電視節目
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規定，依同法第43條第1項核處新臺幣20萬元。

十、東森新聞台108年2月26日播出「1700 東森晚間新聞」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2項不得
於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之規定，依同法第48條第1項第3款核處新臺幣40萬元。

十一、中廣流行網108年6月18日播出「媒事來哈拉」節目所插播「中廣兒童青少年廣播夏令營」廣告案，不予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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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民視新聞台108年3月27日、3月28日、3月30日、4月18日及6月1日播出「民視三點台語新聞」節目，函
請民視新聞台將該案提報該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

108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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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2件。

許可大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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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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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通過訂定「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及評論違反公平原則處理要點」(草案)，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並辦理公開說明會。

審議通過訂定「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處理要點」(草案)，續依法制作
業程序辦理，並辦理公開說明會。

108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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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0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4件。

許可大屯、中投、佳聯有線電視及台灣佳光電訊等股份有限公司間接投資新永安及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該等公司到會陳述之承諾及相關補正資料均納為營運計畫內容之一部分，並應確實辦理，執行情形將納為

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吉隆等12家有線電視公司申請營運計畫中「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基本頻道變更案，經該等公司及英商壹拾壹
體育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到本會陳述意見，雙方陳述代表於會中表示已達成「ELEVEN SPORTS 1」頻道之授
權協議，將撤回本申請案，本會平臺事業管理處續辦理相關行政事宜。

審議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補（捐）助預算執行作業規範」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下達事

宜。

許可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經營「LOVE NATURE」及「DW（Deutsch）」頻道，該公司到會陳述之
承諾及相關補正資料均納為營運計畫內容之一部分，並應確實辦理，執行情形將列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

查項目。

108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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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1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4件。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及「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設置地球電臺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草案預告事宜。

許可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營運計畫中「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基本頻道變更如下：

一、基本頻道共129個頻道。

二、A組：共21個頻道。

三、B組：（一）套餐一：基本頻道+親子套餐共132個頻道。

（二）套餐二：基本頻道+娛樂套餐共132個頻道。

四、C組：基本頻道共129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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