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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符合性評估、市場稽查、標籤管理、通路管理、抽驗管理、

矯正措施 

一、 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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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趨勢逐漸聚焦物聯網、感知學習、工業 4.0 與行動運算等，這些新興

應用發展都將倚賴無線技術。國內在這波技術發展的洪流中已無法置

身事外，對於新技術、新產品與新服務的開發也將呈現爆炸性的發展。

由於無線技術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在維持電波秩序及和諧

共用等前提下使用，方能避免電波使用相互干擾，讓多元的無線通信應

用技術能達最大使用效益。同時對於創新技術發展的產業趨勢，在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管理制度上亦應與時俱進，亦應有相對合理管理法規及

配套措施，才能兼顧維持電波秩序及促進相關產業發展。爰此，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為進一步確保維持電波秩序及保障國

民權益，秉持與時俱進檢討規管作為原則，藉由瞭解先進國家對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制度等相關規定及措施，據以檢討修正相關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管理法規，以期合理管理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同時兼

顧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並與國際接軌。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依據各委託辦理工作項目，採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

比較分析法，並規劃專家座談會之舉辦，最終整合各研究方法與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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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產出，提出適用我國現階段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國際接軌之合

理市場管理法規及配套措施。相關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針對本研究涉及無線射頻器材管理議題，研究團隊需蒐集各國之政

策、法規、市場與產業發展之相關資訊，以期對於研究議題有初步瞭解

並有助於進行我國法制政策分析及座談會之舉辦，廣邀產官學研各界

意見，最後綜整提出適用國內之合理市場管理法規及配套措施。 

(二)  個案研究與比較分析法 

由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各國均有不同之需求發展，故需先行瞭

解各國通訊產業以及其他領域重點產業狀況，將每個國家定義成個案，

進行資料準備、蒐集及分析，並找出各指標的關聯性，並區別各國法制、

市場環境與我國之異同，而後將前述所得之資料與我國現行法制以及

修正中之法制架構進行綜合分析，並考量我國產業現況與基礎環境，將

各國彙整後提出具體建議及因應措施，以擬定適用我國現階段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所需之法制修訂或革新之建議。 

三、 重要發現 

觀察各國主管機關人員總數及資源配置比例情形，其中以美國 FCC

每位員工對應約人口數 19.16 萬人最高，而新加坡 IMDA 每位員工對

應 0.66 萬人口數最低；顯見新加坡 IMDA 監理人員配置相較於其他案

例國家之電信管理資源較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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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籤授權他人使用方面，先進國家除澳洲外，未特別制訂「審驗

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規範，但多數國家允許設備驗證碼或證照的變

更與轉讓（如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同時合規產品投入

市場前，也會先將產品責任方進行界定（如歐、美），要求責任方承擔

產品符合性及標籤等權責義務，以確認相關法律責任歸屬。 

在實體網路通路管理方面，案例國家針對無線電信設備和產品多要

求進行符合性審驗或自我符合聲明，並在合規產品貼上標籤後，方能於

實體或網路通路販售。部分國家貼黏標籤則屬自願性質，例如香港。但

香港 OFCA 仍鼓勵獲驗證的設備貼上指定標籤，作為消費者指引；另

美國對於採取 SDoC 授權的無線產品，可自願性的標記 FCC 標誌。但

值得注意的是，業者產品若須貼黏 FCC 標誌，則該產品仍須經過測試、

評估，並且完全符合 SDoC 程序要求的方能貼上 FCC 標誌。 

澳洲、新加坡及香港等均未特別制訂自用及非商用設備進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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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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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稽查執行方面，除日本鑑於稽查之迅速性和效率性委由民間

機構辦理外，其他案例國家均由官方及驗證機構定期或不定期辦理。稽

查的設備產品可能從市場直接購買或由責任方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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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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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確黏貼設備、是否符合技術規範等。另外，市場稽查機關也可要求

進行工廠或營業場所檢查，例如澳洲、日本、新加坡及歐盟 MSA 等。 

 

四、 主要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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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現行低功率

射頻器材，尚有甚多產品功率低於已開放低度管制的藍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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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團隊建議可參酌國內開放六類藍牙功能産品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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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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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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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U 類型檢驗證書效期由符合性驗證機構（NB）

確定；韓國對於採符合性註冊制度（Registered Certification）授

權產品標籤註冊效期為 5 年；新加坡屬 GER 和 SER 產品註冊

記錄之有效期限為 5 年，供應商須在 5 年到期之前進行註冊更

新。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可參考韓國與新加坡訂定標籤

註冊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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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新規範要求。 

 FCC 規定符合 47 CFR §2.1204 進口條件的射頻設備得進口美

國使用；另用於測試和評估的進口數量為 4,000 件；用於工業

貿易商展會展示的進口數量為 400 件。因國內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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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數量限制措施。為避免干擾風險、廠商取巧或鼓勵長期合

規的優良廠商，主管機關宜具適度管制射頻器材數量之必要。 

3. 因應未來物聯網市場無線產品合規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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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難有效管控干擾及違法設備。由於監理機關人力遠不足以因

應數量龐大的審驗案件與稽查商品的狀況下，強化驗證機構後

市場稽查義務，實為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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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未來物聯網市場無線產品合規性要求，以及常態性市場稽

查工作需足夠資源與設備，例如：查核對象及產品類別、資訊

蒐集、市場檢查、樣品檢測等。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

可借鏡日本模式，委託國內具有知識能力的第三公正機關辦理

市場稽查作業，以確保消費者健康與安全及市售無線產品的合

規性。 

(二)  中長期性建議 

1. 逐步簡化審驗方式，以利國際接軌。 

 觀察美國為因應技術發展及市場趨勢，驗證制度由現行四種整

合成二種類型(Certification、SDoC)，藉以簡化設備授權程序，

減輕設備業者監理負擔。參酌美國立法例，我國或可考慮依使

用頻率、功率大小、可能適用環境等因素，依風險別重新進行

分類，以「逐部審驗的型式認證」、「簡化後的符合性聲明」

及「自用審驗」三種方式進行規管。同時配合上開分類調整，

本研究建議針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及低功率射頻電

機技術規範進行修正與調整，建立一套完備的符合性評鑑程序。 

2. 依據國內不同違規樣態及比例原則，補充細項裁罰準則。 

 FCC 明定相關違規樣態裁罰金額規定，例如:違規進口、銷售未

授權設備或造成干擾的基本罰金為 7,000 美元。違規使用未授

權設備之基本罰金為 5,000 美元。未能保留必要文件記錄之基

本罰金為 1,000 美元。同時，FCC 根據業者違規情節因素向上

（如嚴重不當行為、故意違規、反覆或連續違規等）或向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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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違規、過去有良好紀錄等）調整裁罰標準。另歐盟要求會

員國應制定經濟營運商的處罰規則，包括對違反條例規定的嚴

重違法行為的行政或刑事處罰。英國對於未經許可或違反許可

條件的違規業者除將面臨最高刑罰三個月的監禁和/或無限額

的罰款外，法院除可下令沒收設備庫存，並要求支付 Ofcom 的

訴訟費用。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可參酌 FCC 裁罰制度，依據國內

各種違規樣態，分類違規細項並依違規（害）程度設定不同裁

罰金額，以求裁量更能符合公平性及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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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conformity assessment, market surveillance, label management, 

channel management, sampling inspection management, corrective measure 

I. Origin of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y has been gradually focused on IoT, perceptual 

learning, Industry 4.0, and mobile compu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emerging applications will rely on wireless technology. Taiwan has no 

choice but to embrace this trend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re will 

be explosive development for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and new 

services. The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should be used under the premises of maintaining wave order and 

harmonious sharing such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interference, and the 

diversifi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 technologies can achieve the 

maximum benefits. Meanwhil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should be 

advancing in response to the industrial trend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re should be relatively reasonable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in order to take care of both 

maintenance of wave order and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thi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C) will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nstant review and regul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nsure the maintenance of wave order and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ur citizens. It will review and revise tele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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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and market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rules and measures of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and market management system in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reasonably manage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y 

to be synchronized wit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I. Research Method and Process 

In this study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ase study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have been adopted according to each 

commissioned work, and expert symposiums have be organized. In the end 

the outputs of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and works will be integrated to 

propose the reasonable market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suitable for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in Taiwan which can be synchronized wit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as described below:  

i.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s for the subjects of wireless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team must collec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marke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facilitating the analysi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our country and organization of symposiums 

for collecting opinions of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a sectors. In the end 

the reasonable market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suitable for Taiwan can b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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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ase Study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re can b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respect to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Thus the 

situations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key industries of other fields in 

various countries must be investigated. Each country should be defined as an 

individual case for data preparatio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correlation among all indicators.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laws and market environ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should be identifi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respect to the aforementioned data and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system and the regulatory architecture being revised in our 

countr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ndamental environment of industry in 

Taiwa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 situa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should b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respons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formulate the law amendment or proposal 

for innovation required by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at curr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III. Important Discoveries 

We have observed the total number of staff of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ratio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every employee of FCC in US is the highest at 191,600 

people, while the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every employee of IMDA in 

Singapore is the lowest at 6,600 people; this is an indication of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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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resources and supervising staff in IMDA of 

Singapore than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zed use of label, except for Australia,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did not formulate the regulation of “Review of Qualified Label to 

be Authorized for Use by Others”. However, most countries have permitted 

the change or transfer of equipment authentication code or license (such as 

US,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eanwhile, the product 

responsible parties will be defined before the qualified products are launched 

to the market (such as EU and US).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will be required 

to bear the obligation of product conformance and labeling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In terms of management of physical network, most countries in the case 

have requested certification or SDoC compliance statement with respect to 

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products, and the qualified 

products must be labeled before being sold in physical or online channels. In 

some countries the labeling is based on volunteering basis, such as Hong 

Kong. However, OFCA of Hong Kong still encourages the certified 

equipment to be labeled as a guidance for consumers; in addition, in US the 

wireless products based on SDoC authorization can be labeled by FCC mark 

voluntaril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products still need to be tested and 

evaluated to be completel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DoC 

procedure before FCC mark can be labeled.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did not have any rule for self-

contained and non-commercial equipment, yet it was emphasized that the 

use or ownership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tandard was illegal; in response to the networking dema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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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ourists of 2020 Tokyo Olympics, Japan has allowed visitors to 

legally use Wi-Fi terminal equipment labeled with US FCC certificate, EU 

CE mark, and Wi-Fi Alliance certificate, or the Bluetooth terminal 

equipment labeled with Bluetooth SIG certificate within 90 days after 

entering Japan. 

In terms of execution of market surveillance, except for Japan where it 

is organized by private institutions due to quickness and efficiency,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case it is organiz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certification 

institutions regularly or irregularly. The equipment and products to be 

audited could be directly purchased from the market or provided by 

responsible parties in order to test whether or not the inspection equipmen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echnical standard and certification mark (for example, 

if the equipment is granted the certification label? Is it correctly attached to 

the equipment? Is i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n 

addition, the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y can also request for inspections 

of factory or business venue, such as Australia, Japan, Singapore, and EU 

MSA.  

IV. Main Suggestions 

i. Immediately Feasible Suggestions 

1. Review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control items of low power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product launching and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technology advancement, various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has become livelihood product; considering the power of 

most existing low power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is low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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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uetooth equipment under low level control, we can forese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low power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being launched to the market in the future with Internet of 

Everything. So it is worth of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at whether or 

not we want to set product item as the control target. For 

simplification of equipment verification procedure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equipment vendors, in US the verification approaches 

have been simplified from four types into two types; due to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application of ultra-low power (ELP) wireless 

equipment and the extremely low power which will not cause any 

interference, Japan has conditionally allow ELP equipment to be 

sold without the need for certificate and license.  

 Even though in Taiwan there is not any mechanism of allowing 

“Ultra-Low Power Wireless Equipment” as in Japan, the research 

team has suggested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review the liberalization 

of low power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control items 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permitting six types of Bluetooth products in 

Taiwan. After risk assessment of technical interference, the ELP 

equipment can be subject to SDoC approach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product launching and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 Proper enhancement of supervision density, consideration of 

determination of validation period of review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and proper control over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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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Equipment for R&D, Test, or Exhibition Which Does Not 

Require Radio Station License”.  

 The EU type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EU RED is confirmed by 

Notified Body (NB); in Korea the validation period of registration 

of product label of “Registered Certification” is five years; in 

Singapore the validation period of GER and SER product 

registration records is five years, so the supplier must renew the 

registration before this deadlin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team 

suggests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use the validation periods of 

label registration in Korea and Singapore as the reference to 

determine the validation period of review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n 

order to keep the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updated and in compliance with requirements of new 

regulations. 

 Based on FCC rule, the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meeting the 47 

CFR §2.1204 import conditions can be imported to US; the quant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for test and assessment is 4000 units; the 

quant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for Industry Trader Exhibition is 400 

units. As for the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for R&D, test, or exhibition (with import license), there 

is not any import quantity limit in Taiwan. To avoid the risk of 

interference, vendor taking advantage, or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vendors which have been qualifi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apply proper control over the quantity 

of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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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iance of wireless products on future IoT 

market, a third party impartial unit should be commissioned to enhance 

the product market surveillance.  

 Along with the prosperou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various new 

applications have been constantly introduced, and it can be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interfering and illegal equipment simply 

relying on reporting.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manpower of 

supervisory agency to deal with the huge amount of review cases 

and merchandise audi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verification 

institution for market surveillance obligation.  

 In light of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of wireless products on future 

IoT market, and the fact that normal market surveillance will require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equipment such as surveillance target and 

product variety, data collection, market inspection, and sample 

detection, the research team has suggested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an learn from the model in Japan, which is to delegate third party 

impartial agency with knowledge capability in Taiwan to conduct 

market surveillance oper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consumers and to confirm the compliance of commercial 

wireless products. 

ii. Mid-to-Long Term Suggestions 

1. Gradual simplification of review approach to facilitate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US the verification system has been integrated from the four types 

into the two types (Certification and SDoC) in respons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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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trend in order to simplify 

equipment authorization procedure and to reduce the supervision 

burden of equipment vendors. Based on this example of legislation 

in US, we can consider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risks according to 

factors such as frequency of use, power, and possible suitabl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trol can be conducted by the three 

approaches of “Type certification based on review by part”, 

“Simplified compliance statement”, and “Self-review”.  In 

coordination with aforementioned classification adjustment, in this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a set of complete compliance evalu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correction and adjustment of 

rules for review of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and low power radio frequenc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fications.  

2. Supplement of detailed penalty criteria according to different violation 

situations and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he rule of penalty fines for respective violation situations has been 

specified in FCC. For example: the basic fine for illegal import, sales 

of unauthorized equipment, or causing interference is USD 7,000. 

The basic fine for the use of unauthorized equipment is USD 5,000. 

The basic fine for failure of keeping necessary document is USD 

1,000. Meanwhile, FCC will enhance the penalty (such as severe 

misconduct, intentional violation, or repeated or continuous 

violations) or reduce the penalty (minor violation, or with good prior 

recor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violation. In addition, EU has 

requested its members to formulate the penalty rules for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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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penalties for severe 

violation of regulations. In Britain, the vendors which violate the 

conditions of permission will face up to three months of 

imprisonment and/or fine without the upper limit, and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confiscate the equipment stock and request for payment 

of legal expenses of Ofcom.  

 Therefore, the research team suggests that competent authorities can 

take FCC penalty system as a reference to classify the detailed rules 

of violat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violation situations in Taiwan 

and to set different amounts of fines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violation such that the judgment can better meet the fairness and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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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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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趨勢逐漸聚焦物聯網、感知學習、工業 4.0 與行動運算等，這些新興

應用發展都將倚賴無線技術，才能提供完整性的應用。根據國際數據資

訊（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預測，2020 年智慧手機出貨量

將達 19 億支，穿戴式裝置在 2019 年將超過 2 億台。另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應用的快速發展，國內在這波技術發展的洪流中已無

法置身事外，對於新技術、新產品與新服務的開發也將呈現爆炸性的發

展。 

由於無線技術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在維持電波秩序及

和諧共用等前提下使用，方能避免電波使用相互干擾，讓多元的無線通

信應用技術能達最大使用效益。同時對於創新技術發展的產業趨勢，在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制度上亦應與時俱進，亦應有相對合理管理法

規及配套措施，才能兼顧維持電波秩序及促進相關產業發展。爰此，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為進一步確保維持電波秩序及保

障國民權益，秉持與時俱進檢討規管作為原則，藉由瞭解先進國家對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制度等相關規定及措施，據以檢討修正相關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法規，以期合理管理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同

時兼顧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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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分析 

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隨著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無線通信應用蓬勃發展，根據 Cisco 視覺

化網路指數（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VNI）預測 ，2021 年全

球 IP 年流量將突破 3 ZettaByte（ZB），未來五年（2016 ~ 2021）全球

數位化轉型將繼續對 IP 互聯網需求產生重要影響。除互聯網使用者將

從 2016 年的 33 億成長至 2021 年的 46 億，聯網設備數量也將從 171

億增加到 271 億，如圖 1 所示。 

 

圖 1、2021 年全球互聯網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Cisco VNI Global IP Traffic Forecast, 2016–2021 

未來行動寬頻流量、連網裝置、機器對機器（M2M）通訊的需求均

將快速且持續成長。在各國產業發展趨勢聚焦於萬物聯網、機器學習與

全方位智慧生活之際，可期許多需求都將倚賴無線技術，才能提供完整



3 

  

性的應用。另根據「2017 愛立信行動趨勢報告」預測1，2023 年全球聯

網設備數量有望超過 300 億台，其中約 200 億台將與物聯網相關，如

圖 2 所示。聯網物聯網終端包括：聯網汽車、機器、儀錶、感測器、

POS 機、消費類電子產品及可穿戴設備。2017 年至 2023 年間新的用例

將推陳出新，終端價格日益降低，聯網物聯網終端將實現 19 %的複合

年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圖 2、預估 2023 年聯網設備數量將達 300 億台 

資料來源： 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2017-11 

當各國產業發展趨勢聚焦於萬物聯網、機器學習與全方位智慧生活

之際，許多新興終端產品皆倚賴無線技術進行傳輸。由於無線輻射特性

十分容易干擾到電子設備或影響飛航安全，因此各國監理機關針對無

線產品進行安全管理機制，以確保消費者持有電信終端設備之通訊品

質及保障國家安全與維持電波秩序。 

                                                 

1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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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國針對無線射頻器材及消費商品，所採行的產品安全管理機

制主要可分為「前市場管理（Pre-market Approval）」與「後市場稽查

（Post-market Surveillance）」兩種，如圖 3 所示。其中，「前市場管

理」著重「產品上市前，由政府對輸入或國內產製運出廠場之列檢商品

進行強制性檢驗」；而「後市場監督」則著重「課以商品製造人較高自

主性義務，由製造業者等依政府法令規定執行符合性評鑑，並自我宣告

產品符合標準，以此加速產品之上市與流通，而政府則聚焦於產品上市

後之階段，加強監督市場商品，降低其可能因不符合標準而造成危害的

風險」。 

 

圖 3、無線射頻器材管理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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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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顧慮較低之無線射頻器材產品，則已逐步採符合性聲明方式

（SDoC）辦理，並強化後市場稽核監理，以簡化符合性評鑑作業程序，

加速產品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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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愈有

潛在干擾可能的設備，會有較嚴格的授權要求。例如，美國對於無線射

頻產品分為四類（偶發輻射、非意圖性輻射、意圖性輻射、電話終端設

備），每一類設備具有特定防干擾及監理機關核准要求。澳洲對於電信

管制設備類型，則依干擾程度由低至高劃分為三個級別（Compliance 

Level 1、2、3）分類管理；新加坡亦將無線產品區分為三種群組：一般

產品登記程序（GER Scheme）、產品簡化登記程序（SER Scheme）、

產品精簡登記程序（ESER Scheme）作為適用登記制度的分類，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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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各國符合性評鑑制度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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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依照通傳會所制定的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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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隨著通訊科技日新月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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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已逐步擴大採 SDoC 制度，作為產品符合強制

性檢驗標準評估方式之趨勢，藉由簡化檢驗制度，減輕廠商出口成本，

加速新興產品的上市，讓民眾生活更加便利。然而，擴大實施 SDoC 制

度之際，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管理制度上亦應與時俱進，有相對應合理

管理法規及配套措施，以兼顧維持電波秩序及促進產業發展。同時，對

於消費安全之確保，應由後市場稽查制度之運作。例如，歐盟從監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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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面及查核面建構完善市場稽查機制，並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種類

進入市場有總量限制規定，以減少過度干擾的風險；日本對於無線設備

實施「試買測試」制度確保消費安全，韓國則建立不良產品即時通報系

統，使主管機關能在產品有危害疑慮或發生事故時，充分掌握 SDoC 廠

商相關產品資訊，有效落實消費安全的保障。 

綜此，本研究團隊繼完成國際標準規範觀測與國外實行無線射頻器

材符合性評估程序研究及國際間推動 SDoC 制度整體趨勢後，將進一

步研析國外射頻產品後市場管理相關議題與制度，同時檢視先進國家

對網路販賣之管理規定，分析其對於網路平臺及實體通路之違規處理

方式差異，以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密度及監理實務運作情形，並辦

理國內座談會議匯集產業專家意見，最後提出適用國內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後市場管理之監理方向與實務對策，以健全國內市場管理制度合

理性，並促進產業發展。 

二、 研究計畫架構 

為健全無線射頻器材管理制度，本研究將先針對主要國家無線射頻

器材市場管理機制，包含無線產品標籤、流通、抽驗及非商用或自行攜

入等相關管理規定進行研析，比較各國規定及處理方式之異同，同時並

蒐集研析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罰機制，以及各國監理主管機關人員總數

及各項業務配置資源比例等資訊。接著，在相關無線射頻器材管理機制

初步比較分析後，將邀請 10 家以上射頻器材製造、進口及其他利害相

關國內上市櫃公司或機構單位召開 1 場座談會議，就我國無線射頻器

材管理制度及發展政策提出建議，提供主管機關規劃施政參考。最後，

本研究將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及管理辦法為基礎，研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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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與技術規範之修訂草案及相關配套措施建議，並配合通傳會辦理

「研究成果發表會議」1 場次。 

有鑑於各國採行之電信射頻器材產品安全管制體系可能不一，例如

日本採較嚴格驗證形式（Certification）對於「產品上市前，由政府對輸

入或國內產製運出廠場之列檢商品進行強制性檢驗」；而歐盟則著重

「課以商品製造人較高自主性義務，由製造業者等依政府法令規定執

行符合性評鑑，並自我宣告（SDoC）產品符合標準，以加速產品之上

市與流通，會員國則聚焦於產品上市後之階段，加強稽查市場商品，降

低其可能因不符合標準而造成危害的風險」。另外因各國監理稽查機關

對於違反規定產品採取之矯正改善機制與管理思維不一，因此各國相

關違規案例及實務處罰結果或判例資料可能出現資料量不足的情形，

但研究團隊當盡最大努力，蒐研各國違反規定產品之處罰規定、實際案

例之處罰結果或判決，供主管機關未來施政之借鑑參考。另在先進國家

監理主管機關人員總數及各項業務配置資源比例，亦因牽涉各國監理

機關細部資訊，也可能出現相關資料不足情形，研究團隊亦將盡最大努

力，蒐整相關資訊以接軌國際發展健全合理之市場管理制度，增進優化

國內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監理單位行政效能，降低相關產業廠商法遵成

本，提供國人良好無線通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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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各委託辦理工作項目，採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

比較分析法，並規劃專家座談會之舉辦，最終整合各研究方法與工作項

目的產出，提出適用我國現階段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國際接軌之合

理市場管理法規及配套措施。相關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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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分析法 

在主要國家無線射頻器材管理之法制、政策、產業與技術之資料蒐

集上，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根據本研究所需之

研究目的及各項議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

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

富及廣博，再將所蒐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

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包含政府單位的報告、政

策文件、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

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包括﹕閱覽與整理

（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

及詮釋（Interpretation）。 

針對本研究涉及無線射頻器材管理議題，研究團隊需蒐集各國之政

策、法規、市場與產業發展之相關資訊，以期對於研究議題有初步瞭解

並有助於進行我國法制政策分析及座談會之舉辦，廣邀產官學研各界

意見，最後綜整提出適用國內之合理市場管理法規及配套措施。 

(二)  個案研究與比較分析法 

在研究過程中，各國在基礎環境上有一定之差異，故每個國家可能

有其特殊或專有之規劃，此時便需進行特別個案研究，以釐清各國差異

因素所造成之關連及影響。透過廣泛地蒐集個案國家資料，進行深入探

究與分析，以解釋現狀，或描述探索足以影響變遷及成長諸因素的互動

情形，確定問題癥結，進而提出矯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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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各國均有不同之需求發展，故需先行瞭

解各國通訊產業以及其他領域重點產業狀況，將每個國家定義成個案，

進行資料準備、蒐集及分析，並找出各指標的關聯性，並區別各國法制、

市場環境與我國之異同，從中尋找可資參考之重點，並研析可供我國參

酌之概念或原則。 

在瞭解主要國家無線射頻器材管理及發展策略後，則需綜合比較分

析各國政策之考量與規範架構，方能實質理解各國無線射頻器材管制

政策焦點。而後，將前述所得之資料與我國現行法制以及修正中之法制

架構進行綜合分析，並考量我國產業現況與基礎環境，將各國彙整後提

出具體建議及因應措施，以擬定適用我國現階段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所

需之法制修訂或革新之建議。 

(三)  辦理專家座談會 

本研究規劃舉辦專家座談會，預計邀集射頻器材製造、進口及其他

利害相關國內上市櫃公司或機構，依據研究團隊蒐集之主要國家射頻

器材管理及發展政策、技術、產業發展趨勢，併同我國法制與產業架構

等資訊，設計相關議題於會議中提供與會專家進行討論，以了解各界於

我國規劃數位經發展策略之想法與建議，以完善本研究之相關工作項

目。專家座談會之成果亦將加以整理、分析，以產出更具象的概念與主

題，進而針對我國發展數位經濟所需之政策與法制調整，提出具體建議

及產出相關管理機制規範草案。 

二、 研究進度規劃與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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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進度規劃 

依據委辦單位提出之要求，本研究將於契約生效次工作日 100 日內

提出期中報告，契約生效次工作日 180 日內提出期末報告，經委辦機

關審查後，將於指定期限內修正完畢送交完整之期末報告相關資料，裨

符合委辦機關之業務時程需求。為配合前述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之落

實推動，本研究具體研擬計畫執行甘特圖，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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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進度甘特圖 

工作項目               日期 4/27 6/15 7/20 8/10 9/7 10/9 

一、研析先進國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市場管理相關規定及處理方式。 

      

      

      

二、蒐集先進國家主管機關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進入市場之數量管理規

定。 

      

      

      

三、研析先進國家對進口供非商用或

自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管理

機制。 

      

      

      

四、辦理專家座談會議 

      

      

      

五、研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法規

與技術規範修訂草案及配套措

施建議。 

      

     

     

六、辦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議 

      

      

      

工作進度估計百分比（累積數） 15 35 55 70 85 100 

預定查核點 

1.自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 100 日內交付期中成果報告。 

2.自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 180 日內交付期末成果報告初稿。 

3.期末審查完成後，依通傳會指定期限內提出完整期末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研究進度及執行成果 

本研究依據招標文件要求之工作項目及時程，已完成期中與期末工

作項目如表 2 所示，研究團隊後續將辦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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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案工作項目時程規劃、章節安排及進度現況 

工作項目 章節安排 時程規劃 進度現況 

一、蒐集、彙整、歸納並分析至少

但不限於歐、美、日、韓、澳洲、

香港及新加坡等先進國家之主管

機關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市

場管理相關規定及處理方式：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一）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先進國家（含其委託之機關

與機構）於市場對前揭器材進行抽

驗之比例及辦理抽驗（由市場購買

或請廠商無償提供，器材購買、檢

驗費用由誰支付，及抽驗所需測試

軟體、治具、檢驗報告、審驗相關

資料等提供，抽驗測試之項目）之

規定，抽驗結果不合格之處罰規定

（含裁量基準）、實際案例之處罰結

果或判決。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二）先進國家對實體通路及網路

（含境內與跨境之代購或網路平

臺）販賣或公開陳列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之法規規定，其是否有勸導等

機制。實體通路及網路販賣或公開

陳列未經審驗合格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之違規處理規定，實際案例之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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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結果或判決，並分析前揭先進

國家對於網路平臺及實體通路之

違規處理規定、實際處理方式、實

際案例之處罰結果或判決等差異

資訊；另於網路販賣或公開陳列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應揭露審驗合格

標籤資訊等規定，及不符合前揭規

定之處罰規定、實際案例之處罰結

果或判決。 

（三）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先進國家對前揭器材之審驗

合格標籤黏貼或印鑄於器材本體、

說明書或外箱等相關規定，及不符

合前揭規定之處罰規定、實際案例

之處罰結果或判決。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四）有關授權他人使用經審驗合

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合格

標籤規定及辦理前述授權之作業

流程。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五）電信監理主管機關之人員總

數及各項業務配置資源比例（如每

百萬人民之該等人員人數），並分

析各國於不同配置下，其監理強度

與人員總數之關係。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二、蒐集主管機關為避免發生干擾

或其他造成通訊障礙情況，限制電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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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之數量

管理規定，及違反該等規定之處罰

規定、實際案例之處罰結果或判

決。 

三、蒐集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於免經

符合國際標準實驗室檢驗或其他

特定條件下，供自用而非商業用途

郵寄或自行攜帶輸入進口相關規

定，及其他免經審驗合格之規定。 

如第二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完成 

四、邀集 10 家以上射頻器材製造、

進口及其他利害相關國內上市櫃

公司或機構辦理座談會議至少 1 場

次，必要時通傳會得要求加開前述

座談會。 
如第三章 

期中報告 

完成 

已於 6 月 26

日辦理「電信

管制射頻器

材市場管理」

座談會，邀請

產業先進與

會，蒐集產業

對相關議題

看法，並提出

回應說明。 

五、研提通傳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審驗辦法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與技術規範之修訂草案及相關配

套措施建議。 

如第五章 

期末報告 

完成 
已初步完成 

六、辦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議」至

少 1 場次，以簡報投影片方式，配

將依 鈞會指

定時間地點

辦理。 

 

將依 鈞會指

定時間地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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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通傳會於指定時間地點報告，供

通傳會長官同仁參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效益及成果 

本研究依執行內容規劃，達成以下成果： 

一、 掌握先進國家無線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制度與政策發展趨勢 

隨著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無線通信應用蓬勃發展，未來行動寬頻流

量、連網裝置、機器對機器（M2M）通訊的需求將快速且持續成長。

由於這些新興需求都將倚賴無線技術，才能提供完整性的應用。本研究

廣泛蒐集先進國家無線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制度與政策發展趨勢，將可

作為比較分析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

架構下，無線射頻器材管理所需政策與法規整備之基礎，並有助於主管

機關在未來創新技術發展產業趨勢下，與時俱進掌握先進國家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管理制度與發展脈絡，健全國內合理市場管理制度，促進相

關產業發展。 

二、 降低電信射頻器材造成干擾風險，提供國人良好無線通信環

境。  

為因應新興技術發展所衍生之各種電信射頻器材組合應用，各國已

逐步擴大採以 SDoC 制度，作為產品符合性檢驗標準評估之趨勢，並達

到簡化檢測制度、減輕廠商營運成本，加速科技產品推陳出新的目的。

然而，擴大實施 SDoC 制度之際，仍應藉由市場管理機制維護電波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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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確保消費安全。借鏡先進國家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之項目

數量限制規定與實施情形，有助降低干擾與市場管理所造成之衝擊，提

供國人良好無線通信環境。 

三、 提出國內無線射頻器材管制相關修法及配套措施之建議  

藉由本研究瞭解先進國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含網路商品、自用申

請等）、標籤管理、產品抽測比例、不合格處理機制、法規罰則、委託

驗證機構抽驗等制度通盤檢討研究後，據以檢討修正國內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管理法規，研提與國際接軌之無線射頻器材市場管理相關修法

及配套措施之建議措施，將有助於合理管理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兼

顧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並對未來監理可能面臨之法制規範議題及早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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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進國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市場管理方式 

第一節 歐洲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歐盟為確保市場上產品符合基本健康、安全以及公共利益，對於進

入市場的無線產品進行市場管理與稽查，以確保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

健康和安全，並提高無線頻譜的使用效率。以英國為例：英國通訊傳播

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是英國的通信監理機關，負

責規管電視和無線、固定線路電信、行動電信、郵政服務以及無線設備

運行的無線電波。根據英國2017年國家市場稽查計劃報告統計2，Ofcom 

2016/17 年度營運預算為 1.143 億英鎊，目前約有 780 名員工；其相關

執掌與組織架構，如圖 6 所示。另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

計，英國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6,560 萬人3，因此 Ofcom 每位員工須對應

大約 8.41 萬個人口數。 

                                                 

2 Ofcom, UK National Market Surveillance Programme: January 2017 – January 201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52476/

uk-market-surveillance-report-2017.pdf 
3 World Bank, united-kingdom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nited-

kingdom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nited-kingdom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nited-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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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Ofcom 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Ofcom、NCC 出國報告，本研究整理。 

《2006 年無線電報法（Wireless Telegraphy Act 2006）》4是英國無

線電頻譜監理的主要立法和 Ofcom 賦權法規。其中，Ofcom 負責民用

無線電頻譜的授權，並根據該法案授予無線電執照；Ofcom 也能針對

特定設備用戶制定執照豁免的法規要求。由於在英國製造、進口或供應

任何無線電或電氣設備的人員，有責確保其投入市場或投入使用的設

                                                 

4 Ofcom, https：//www.ofcom.org.uk/spectrum/interference-enforcement/spectrum-enforcement, 

Wireless Telegraphy Ac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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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符合相關立法要求5。Ofcom 也是《2017 年無線電設備規則（Radio 

Equipment Regulations 2017）》和《2016 年電磁相容性（EMC）規則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Regulations 2016）》關於無線電和電氣

設備（包括固定設備）的可用和投入使用規定的執行主管機關。 

為保護及管理無線頻譜，Ofcom 對於民眾投訴或干擾報告進行調查

時，將考慮以下事項： 

  任何潛在或實際傷害的嚴重性和規模; 

  任何可能違反法律的嚴重性; 

  結果取得的實用性; 

  事件的廣泛影響性及是否有嚴重的公眾關注。 

對於未經許可或違反許可條件情事，Ofcom 將採取一系列執法措施，

包括:提供資訊和建議、發出警告（issue warnings）、發出通知（serve 

notices）、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issue fixed penalty notices）以及暫停

（suspend）業者銷售等措施；同時，在必要或適當的情況下，Ofcom 可

根據無線電報法起訴（prosecute）業者，違規業者將面臨最高刑罰三個

月的監禁和/或無限額的罰款（unlimited fine）。此外，法院除可下令沒

收（forfeiture）設備庫存，並要求支付 Ofcom 的訴訟費用6。 

                                                 

5 Ofcom, https：//www.ofcom.org.uk/spectrum/interference-enforcement/manufacturers-importers-

suppliers. 
6 Ofcom, https://www.ofcom.org.uk/spectrum/interference-enforcement/spectrum-enforcement, The 

principles of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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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Ofcom 對歐盟無線電設備指令（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RED）及電磁相容性指令（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irective, EMC）

亦負有執行責任，並在議會立法規定的權力和義務範圍內行事。Ofcom

內部擁有「英國認證服務局（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UKAS）」認證的測試實驗室，可測試歐盟無線電和通信設備（Radio 

equip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erminal Equipment Directive, 

R&TTE）和 EMC 指令下的產品。當 Ofcom 針對無線和非無線電設備

對頻譜干擾投訴進行調查，頻譜保證（assurance）工程師將利用調查技

術尋找干擾原因。一旦發現不合規情形，Ofcom 將聯繫產品所有者和

製造商，按照符合性聲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列出的協調標準

對產品進行測試並要求改善。 

Ofcom 每年都會與其他歐盟會員國合作開展 R＆TTE 和 EMC 市場

稽查活動，並積極參與目標產品的選擇，建立實踐準則和制訂最終報告。

Ofcom 也採取積極主動（pro-active）做法與 eBay 和亞馬遜等線上網站

合作，將每日檢查不合規產品作為市場稽查活動一部分。Ofcom 和在

線商店的聯合方法允許從網站上刪除不合規產品。 

1. 歐盟產品安全法規體 

歐盟為強化單一市場架構下商品流通之有效性、便利性與一致性，

降低歐盟各成員國與其他成員國進行貿易時之障礙及風險，於 2008 年

7 月 9 日通過「新立法架構（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NLF）」。新

立法架構是由「新立法架構規範（Regulation（EC）No 765/2008）」

及「新立法架構決議（Decision No 768/2008/EC）」匯集而成的一個全

面監理框架，框架所有內容是為確保歐盟能在有效安全運行和工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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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符合要求，以保護各種公共利益及單一市場的正常運作7。同時，輔

以一般產品安全指令（GPSD），構成目前歐盟產品規範制度。 

(1) 新法律架構規範（Regulation ec No.765/2008） 

「新立法架構規範（Regulation（EC）No. 765/2008）」確立認證和

市場稽核的法律基礎，並鞏固 CE 標誌含義填補現有的空白。新法律架

構規範共有 44 項條文，一個附件及 CE 標識之相關規定。條文的部分

共分為六章，分別是一般性規定、認證、歐盟市場稽查與進入市場之管

制、CE 標識、符合歐盟財政安排之活動與最後規定。 

由於歐盟法律架構規範對成員國課予之義務內容相當明確，無須待

成員國將相關規定再另行轉換為國內法（但仍有許多成員國採取國內

措施以調整其國內法律架構）。因此本規範對於成員、企業（包括製造

商、配銷商與進口商）與符合性評鑑機構及認證機構而言，皆能直接適

用其規範內容。不僅如此，根據歐盟法律架構規範之內容，企業不只是

單純負擔義務與責任，更享有直接權利，因此當國家主管機關或其他企

業不遵守新法律架構規範之規定時，企業得透過國際法院主張其權利。 

(2) 新立法架構決議（Decision No 768/2008/EC） 

「新立法架構決議（Decision No 768/2008/EC）」則統一和合併現

有歐盟統一立法（Union harmonisation legislation）中已經使用的各種技

術手段，如：設備範圍與定義、符合性評鑑程序及通知用規則，以及經

濟經營者義務和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等要求。在 2008 年決議採行的

                                                 

7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Blue Guid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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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立法架構下，經營者（製造商、授權代表、進口商和經銷商）法律義

務明確劃分，確保產品符合性之責任歸屬。包括：  

A. 製造商（manufacturer）  

製造商係指生產、製造、設計無線產品，並將產品標示自己

名稱或商標於市場之自然人或法人。  

製造商應使其產品設計生產符合技術規範，並應備妥技術文

件及對產品施以符合性評鑑程序。  

製造商對產品安全性負有注意義務，於合理懷疑產品存在安

全性風險時應進行取樣檢測，以確認產品之安全性；不符合產品

須予以矯正，通報主管機關，實施召回。  

B. 授權代表（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授權代表係指在共同體內設立，已收到製造商書面委任書，

代表製造商行使特定任務的自然人或法人。  

與主管機關協力義務，將不符合產品予以矯正，通報主管機

關，實施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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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管機關的合理要求向其提供證明產品合格的所有必要資

訊和文件 

C. 進口商（importer）  

進口商係指在共同體內設立，將第三國產品投入共同體市場

的自然人或法人。  

進口商須負責檢視製造商是否已完成其責任。  

D. 經銷商（distributor）  

經銷商係指在供應鏈內除製造商和進口商外，能將RED產品

投入市場的自然人或法人。  

經銷商須負責檢視產品有CE標記及相關資訊。  

在無線電設備指令下，經營者均有責任確保商品符合相關技術規範，

並對產品賦有注意義務、通報義務、協力義務與可追溯性等義務，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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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RED 之經營者義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GPSD）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Directive 2001/95/EC, GPSD）旨在確保消費產

品之高度安全標準，並要求各會員國應設置「市場稽查機關（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MSA）」，稽查上市流通的產品，並且對於不

符合相關規範的產品，足以採取適當的矯正措施，以確保消費者健康與

安全。GPSD 共有 24 項條文與四個附件，附件內容分別為不符合規定

之產品的生產者與配銷者應向主管機關提供之特定資訊、快速預警系

統之申請程序與通知指南、廢止指令之適用與過渡期間以及新舊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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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文對照表。條文本文方面，共分為七章，其規範議題包括定義與範

圍、一般安全要求及符合性評鑑標準與歐盟標準、生產者之其他義務與

配銷者之義務、特定義務與成員國之權力、資訊交流與快速介入情形、

執委會程序及最後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GPSD 在成員國與執委會之間，針對非食品之危險

產品設置快速預警系統（Rapid Alert System, RAPEX）。該預警系統確

保相關主管機關能迅速獲得有關危險產品之通知。在特定情況下，預警

系統通知也會與非歐盟國家進行交流。另外，當危險產品對消費者健康

與安全產生嚴重影響時，GPSD 規定執委會得採取臨時決定作成歐盟

規模之措施，稱之為緊急措施（emergency measures）。而在特殊情況

下，執委會亦得通過正式決議，要求歐盟成員國限制或防止那些對消費

者健康或安全造成嚴重風險之產品上市銷售。此預警系統於新法律架

構規範實施後，擴大適用到所有調和法規所涵蓋之工業產品，以及適用

在健康與安全以外之危險產品上，例如對環境造成風險之產品8。 

(4) 無線電設備指令（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RED） 

鑑於適當的技術和管理措施有助於確保無線服務能在不受干擾基

礎上運行，歐盟委員會官方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EU）於 2014 年 5 月 22 日發布新的《無線電設備指令（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RED）2014/53/EU》，RED 取代原有的歐盟無線設

備指令 R&TTE-D 1999/5/EC，以明確頻譜使用範圍與提高有效性，便

                                                 

8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Blue Guid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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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員國法規執行和市場稽查（Market Surveillance）。新指令旨在確保

更為簡便的市場投入以及對消費者健康安全和財產更高程度的保護。 

2. 歐盟產品認證體系 

隨著全球行動寬頻、物聯網、藍牙、低功耗無線廣域網路等新興無

線通訊技術的蓬勃發展，無線通訊已成為歐盟國家電信基礎設施和經

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防止有害干擾，歐盟市場販售之 ICT 產品必須

遵守相關法規指令及決議，包括：電磁相容性指令（EMC , 2014/30/EU）、

低電壓指令（LVD, 2014/35/EU）、無線電設備指令（RED, 2014/53/EU）

以及無線頻譜決議（676/2002/EC）等，以確保產品安全性、頻譜有效

使用及避免干擾。符合上述指令規範的設備產品，方可印上代表該產品

符合相關技術規範之 CE 標籤（CE marking）於歐盟市場上販售。 

(1) 無線設備分類  

為對無線電設備進行管理，歐盟 2000 年「Commission Decision 

2000/299/EC of 6 April 2000」決議將 R&TTE 設備，根據其如何使用無

線頻譜分為 Class I 類和 Class II 類： 

 Class I 類設備： 

Class I 類的無線及電信終端設備可在市場上架並投入服務，各會員

國對其投入市場沒有任何限制。I 類設備有：ISDN、僅用於接收無線電

設備、Wideb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公共安全與救難應變專屬

無線通訊系統（ Public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PPDR ）、

GSM/UMTS/LTE/Wimax 行動終端、僅在特定網路控制下的其它無線電

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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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II類設備： 

Class II 類的設備則在投入市場使用時可能會受到會員國的限制，

並且必須施加特別的警告（Alert）標誌，新版 RED 指令已取消此要求。

II 類設備有：WLAN、UWB 設備、無線測定設備（Radio determination 

devices）等。當 II 類設備使用協調頻段（harmonised spectrum）時，不

需通報會員國頻率主管機關。  

(2) RED 設備符合性評鑑程序 

在將產品投放歐洲市場之前，製造商或進口商必須確保產品符合歐

盟法規的基本安全要求。一般來說，指令規範的符合性評鑑程序取決於

特定產品危害風險的程度，具高風險危害之產品將有較嚴格的要求。對

於無線設備而言，投入置放歐洲市場的 RED 範圍設備，即須遵循 RED

符合性評鑑程序，並符合指令的「基本要求（Essential Requirements）」，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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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RED 之法定基本要求 

 

資料來源：RED，本研究整理 

RED 設備符合性評鑑程序有三種選項。製造商應履行其中一種符

合評鑑程序，以確保滿足指令法定基本要求，如圖 7 所示。 

 

圖 7、RED 設備符合性評鑑選項  

資料來源：RED，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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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採用「協調標準（Harmonised Standard）」的設備，提供一個

預設符合（presumption of conformity）指令基本要求，能以 AnnexII、

Annex III 或 Annex IV 模式進行評鑑。對於沒有相關協調標準的設備，

須採 Annex III 或 Annex IV 模式進行評鑑。如果製造商申請援用協調

標準，並充分的證明符合基本要求，即可使用 Annex II（內部生產控制）

的符合性評鑑程序（即為 SDoC 方式），該程序可不涉及符合性驗證機

構（Notified Body, NB）。RED 允許符合性驗證機構（NB）頒發 EU 類

型檢驗證書（EU-Type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EU TEC）。當製造商向

NB 提交 EU TEC 申請時，NB 驗證機構將評估是否符合 RED 的申請，

以及評估產品相關的技術文件，並將測試結果與可用的協調和非協調

標準進行比對，當驗證機構確定並證明代表性生產樣品符合指令的基

本要求後，將頒授 EU TEC 證書確認設備合規性。EU 類型檢驗證書的

效期將由 NB 確定910。例如，歐盟認可之 CE 符合性驗證機構「英國電

訊審核局（British Approvals Board of Telecommunications,BABT）」

經檢測評估華為送審之基站設備後，於 2018年 04月 10日核發歐盟首

張 5G產品 CE-TEC 合格證書，證書效期為 5年11，如圖 8 所示。 

                                                 

9 ACB,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RED）, 

https://acbcert.com/FAQ/Radio-Equipment-Directive-FAQs-of-Life.html 
10 EU, The ‘Blue Guid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http://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18027/ 
11 Huawei, Huawei Obtains the World's First CE-TEC for 5G Products, 20180416, 

https://www.huawei.com/en/press-events/news/2018/4/World-First-CE-TEC-5G-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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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華為取得歐盟首張 5G 產品 CE-TEC 合格證書  

資料來源：Huawei. 

RED相關符合性評鑑選項說明，如表 5 所示。 

表 5、RED 之符合性評鑑選項說明 

 

資料來源：RED，本研究整理 



33 

  

此外，RED Article 1.3 的 Annex I 附件中，也將下列無線設備排除

其範圍，包括：  

 專門用於國防、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活動的無線電設備。  

 未在市場上銷售之業餘自用無線電設備。  

 海事設備。  

 特定機載設備（Airborne equipment）。  

 研究和開發設施專業人員專用的客製評估套件（Custom-built 

evaluation kits）。  

(二)  標籤管理 

根據 Regulation（EC）No 765/2008，CE 標誌係代表製造商產品符

合歐盟統一法規中規定的適用要求的標誌。歐盟市場「CE」標誌屬強

制性認證標誌，不論是歐盟內部企業生產的產品，還是其它國家生產的

產品，要在歐盟市場上自由流通，就必須加貼「CE」標誌，以表明產

品符合歐盟《技術協調與標準化新方法》指令基本要求及標準要求，如

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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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歐盟 CE 產品認證標誌  

資料來源：CEMarking，本研究整理  

CE 標誌應遵守「藍色指南（Blue Guide）」第 4.5.1 章節中的一般

原則規定。RED 第 10.3 條要求製造商在其合規產品上貼 CE 標誌，CE

標誌的高度至少為 5mm，若產品非常小可以允許小於 5mm，但要能保

證足夠清晰及牢固的黏貼在包裝上。 

RED 的 EU 類型檢驗證書效期是由符合性驗證機構（NB）確定12。

RED 對產品的標籤要求，也有別於先前的 R&TTE Directive，包括：  

 CE 標誌後，不再需要印 NB 號碼，除非廠商有進行 RED Annex IV 

整廠認證。 

 製造商的名稱及地址，若標誌空間不夠則可印在用戶手冊和包裝上。 

                                                 

12 EU, The ‘Blue Guid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http://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1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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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II 設備，不再需要印感嘆號“！”（Alert Sign）。 

對於規劃採取 SDoC 的製造商或進口商，必須通過評估產品是否符

合適用的指令，提出所需的符合性聲明後，才可在該產品貼上CE標誌，

並將該產品投放市場，不需要獨立的第三方驗證。但由於符合性聲明很

容易被偽造，CE 標識可能會被非法黏貼，無法僅依據文件檢查來評估

允許自我認證的產品的安全性，故透過 GPSD 強制市場稽查義務，包

括:抽樣和安全測試，增強市場監督力度。 

此外，在「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規定方面，歐盟國家雖未

特別制定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的使用規範，但在合規產品投入市場

前，會先界定經濟營運商（製造商、授權代表、進口商和經銷商）及確

認相關法律責任歸屬，並要求責任方承擔產品符合性及標籤等權責義

務，包括: 

 當產品投放市場時，製造商（授權代表）有責任確保產品符合

性並黏貼 CE 標誌，進口商和經銷商也須確保（Ensure）及確認

（Verify），只有符合法規並帶有 CE 標誌的產品，才可投入歐

盟市場。 

 當第三國製造產品進入歐盟時，符合性評估/制定符合性聲明和

技術文件是製造商和/或進口商的責任。若產品在歐洲經濟區沒

有代表時，進口商必須確保（ensure）他們在市場上銷售的產品

符合適用的要求；經銷商則有義務檢查已投放市場的產品，是

否符合現行適用的法律義務，經銷商亦需具備法律要求基本知

識，並有注意義務（act with due care）必須知道哪些產品需具

CE 標誌及查證產品是否帶有所需符合性標誌，經銷商也須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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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管機關證明（demonstrate）他們已採取應有的謹慎行動，

並得到製造商或進口商的證實（affirmation）; 

 製造商對產品符合性負有最終責任，無論是自己設計製造生產

皆被視為製造商，因產品是以其名稱或商標投放市場。如果進

口商、經銷商或其他經營者以自己名稱（own name）或商標，

將產品投放市場或進行修改（modifies），將接替（takes over）

製造商職責，包括:對產品符合性和 CE 標誌黏貼等法律責任。 

 主管機關有權對欺騙性（deceptive）使用 CE 標誌以及貼有 CE

標誌不合規產品的負責人採取法律行動。對於假冒偽造 CE 標

誌，會員國將根據犯罪嚴重程度與勸誡（dissuasive）相稱裁量，

經濟經營商可被要求將產品召回、下架以及面臨行政和刑事（含

監禁）處罰。但若產品不被視為立即性（imminent）安全風險，

製造商可能有第二次機會確保其產品符合適用法規。 

 當海關懷疑進口產品對健康、安全、環境或其他公共利益構成

嚴重風險、和/或不符合文件和標誌要求、和/或 CE 標誌貼有虛

假標籤或誤導時，可根據（EC）765/2008 號規則（第 27（3）

條）13，暫停產品的釋出流通。 

                                                 

13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27 （3） The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external border 

controls shall suspend release of a product for free circulation on the Community market when any of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re made in the course of the check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 the product displays characteristics which giv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product, when properly 

installed, maintained and used, presents a serious risk to health, safety, the environment or any other 

public interest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 

（b） the product is not accompanied by the written or electronic documentation required by the 

relevant Community harmonisation legislation or is not marked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legislation; 

（c） the CE marking has been affixed to the product in a false or misleading manner. 

The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external border controls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of any such 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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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歐盟對於產品基本原則是，無論實體/線上/進口商或產品產地（歐

盟/非歐盟），當產品「投入市場（Placing on the market）」銷售時，都

必須遵守適用的歐盟統一立法。歐盟統一立法（Union harmonisation 

legislation）旨在要求產品首次投放歐盟市場上銷售時能符合歐盟產品

安全規定。製造商和進口商是唯一將產品投放市場（place products on 

the market）的經濟營運商（economic operators）。當製造商或進口商首

次向供應商（distributor）或最終用戶提供產品時，稱之為「投入市場」；

而當經銷商到經銷商或經銷商到最終用戶的任何後續操作則被定義為

可用性（available）。 

歐盟統一立法適用於所有形式銷售的產品，包括：新製造的產品、

首次進入歐盟市場的第三國進口產品或二手產品、經重大更改變動原

始性能用途或類型被視為新成品的產品等。執行更改的人將成為具有

相應義務的製造商。另透過目錄或通過電子商務提供的產品必須符合

歐盟協調立法。CE 標誌表示產品符合歐盟統一立法規定，應清晰黏貼

在產品或包裝上。簡單而言，投放市場是歐盟統一立法應用最具決定性

的時間點14。在市場上銷售時，產品必須符合投放市場時適用的歐盟統

一法規。因此，歐盟製造的新產品以及從第三國進口的所有產品，無論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27（3）條規定，在第 1 款所述檢查過程若發現下列任何調查

結果時，負責外部的邊境管制機關應暫停釋出產品在共同體市場上自由流通： 

（a）產品顯示出的特性，讓人相信該產品在正確安裝、維護和使用時，對第 1 條所述的健康、安

全、環境或任何其他公共利益構成嚴重風險; 

（b）產品未附有相關共同體協調法規要求的書面或電子文件，或未按照該法規標示; 

（c）CE 標誌以虛假或誤導的方式貼在產品上。 

外部邊境管制機關應立即通知市場稽查機關。 

14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Blue Guid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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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產品或舊產品，必須符合適用的歐盟統一立法在投放市場時，所要

求首次在歐盟市場上銷售的規定。而成員國亦有義務在市場稽查框架

內，確保只有安全和合規的產品投放市場15。  

而設備投入服務使用（putting into service and/or use）與歐盟統一立

法有關。投入服務使用係指最終用戶設備依其預期目的首次在歐盟投

入使用。投入服務使用的設備須符合 RED 基本要求。一旦無線設備符

合 RED 規範並正確安裝、維護和用於其預期目的時，成員國應允許無

線設備的投入使用和使用。另外，成員國可以出於為有效和高效使用無

線電頻譜，避免有害干擾、電磁干擾及相關原因，對無線電設備的投入

使用和/或使用施加限制。 

對於網路銷售而言，凡於歐盟線上營運商提供的供歐盟市場銷售的

產品被認為已投放歐盟市場16。如果銷售專門針對歐盟消費者或其他最

終用戶，則歐盟境外的銷售商在網上銷售的產品，也將被視為置放在歐

盟市場上。對於歐盟內部或歐盟境外網站是否針對歐盟消費者的評估，

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並考慮到相關因素，如地理區域、可用於

報價或訂購的語言，付款的可能性等。當線上營運商在歐盟提供服務時，

接受歐盟消費者/最終用戶的付款並使用歐盟語言，則可以認為營運商

明確選擇向歐盟消費者或其他最終用戶提供產品。當網路營運商出售

的產品在投放市場時需要遵守所有適用的歐盟規則。若產品在其管轄

範圍內時，主管機關可以通過海關即時查核產品合規情況。 

                                                 

15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Blue Guid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P.21. 
16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Blue Guid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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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網上營運商提供的產品通常存儲在位於歐盟的海外倉儲

（Fulfilment Houses）公司，以保證其快速交付給歐盟消費者。因此，

儲存在這些海外倉儲公司的產品，被認為是已經供應給歐盟市場的經

銷、消費或使用，視為已被放置歐盟市場上。當線上營運商使用海外倉

儲公司，將產品運送到歐盟的海外倉儲時，產品將視為處於供應鏈上的

經銷階段。 

另外，對於限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數量管理規定方面，歐

盟委員會為維護無線電頻譜的可用性和有效使用，在第 676/2002/EC 號

決議通過的決定包含無線電頻譜的可用性和有效使用的條件，可能使

投入使用的無線電設備項目總數（ total number of items of radio 

equipment）受到限制，以減少有害干擾的風險。因此，成員國或歐盟

可對無線產品設定落日日期（sunset date）、最大滲透率（a maximum 

penetration rate）或無線電設備項目的最大數量（a maximum number of 

items of radio equipment）等條件，讓市場能夠開放新的無線電設備，同

時避免過多數量無線電設備投入使用產生有害干擾的風險。值得注意

的是，目前歐盟成員國對於 RED 設備雖未特別制訂項目數量限制，但

主管機關在技術上皆要求無線設備均須符合基本要求，在行政管理上

則有權對無線設備投入使用和/或使用施加限制，同時實施市場稽查等

措施，以高效使用無線電頻譜，避免有害干擾。 

(四)  非商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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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brought）歐盟供其個人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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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被視為投放市場（placed on the market）。如果產品是以下情況，

也認為不會在市場上投放17，包括： 

  為自己使用而製造。一些歐盟統一立法涵蓋在其範圍內為自用

生產的產品。 

 當歐盟統一立法涵蓋自己使用（own use）時，這並不是指私人

在非商業環境下偶爾為自己使用而製造的產品。 

  由第三國的消費者購買，同時在該國實際存在，並由消費者帶

入歐盟供其個人使用。 

  從第三國的製造商轉移到製造商參與的歐盟的授權代表，以確

保產品符合歐盟統一法規。 

  從歐盟境內過境的第三國引入，置於免稅區，倉庫，臨時倉庫

或其他特殊海關手續（臨時入境或內部處理）。 

  在成員國製造，以便將其出口到第三國，包括提供給製造商的

組件，以便將其納入最終產品並出口到第三國; 

  轉移用於測試或驗證仍然處於製造階段的預生產單元。 

  在交易會，展覽或示範或受控條件下展示或操作。 

  在製造商或在歐盟中設立的授權代表或進口商的庫存中，產品

尚未供應時，亦即當它不用於分配，消費或使用時，除非適用

的歐盟統一法規另有規定。 

                                                 

17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Blue Guid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s rules 2016,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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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最終用戶設備依其預期目的首次在歐盟投入使用時，

其投入服務使用的設備亦須符合 RED 基本要求。而成員國可以出於為

有效和高效使用無線電頻譜，避免有害干擾、電磁干擾及相關原因，對

無線電設備的投入使用和/或使用施加限制。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EU 稽查制度 

歐盟商品安全機制係採「後市場稽查」（post-market surveillance）

原則，對於本國及進口消費性商品時之事前檢驗及邊境查驗制度較為

簡便，而將監理重點置於進入市場後之監督、通報與查核。為此，歐盟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GPSD）要求

各會員國應設置市場稽查機關（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MSA），

稽查上市流通的產品，並對不符合相關規範的產品，採取適當的矯正措

施。 

歐盟市場稽查主要是根據（EC）765/2008 號（Regulation （EC） 

No 765/2008）規則，即公共當局為確保產品符合適用要求並且不危害

健康，安全或公共利益保護的任何其他方面而採取的措施。市場稽查主

管機關進行的市場監督動作，可以主動發起或是在發生事故、檢舉投訴

或其他情報需要調查時進行。正式的市場稽查措施只有在產品投入市

場、投入使用或海關檢視放行自由流通後才進行18。然而，市場稽查機

關也可在設計和生產過程的任何階段提供有關適用法律的資訊（例如

                                                 

18 These concepts are defined in the Glossary. See Chapter 2 of the Blue Guide for further clarifications 

of these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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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新聞稿、專門網站或活動訊息）來鼓勵合規，並在貿易展銷會和展

覽會上進行檢查19（checks）。 

3. 歐盟市場稽查原則 

歐盟認為有效的市場稽查應將幾項關鍵原則納入考量，包括：  

(1) 市場稽查策略  

市場稽查並不是要檢查市場上的每一件產品，而是要檢視其是否能

效率和智慧地進行工作，以便能利用現有資源來監控各種產品。  

(2) 比例性  

歐盟第 765/2008 號法規（Regulation（EC）765/2008）第 18（4）條

20要求會員國確保市場稽查活動是按比例原則進行。當決定採取矯正措

施時，市場稽查機關應考慮不合規的程度及其可能的影響，例如：傷害

的嚴重程度與發生的機率。  

(3) 跨境合作  

來自不同會員國市場稽查機關之間的合作，對於有效的市場監督是

至關重要。根據 765/2008 號法規第 18（5）條21，合作將始於及時地交

                                                 

19 See Chapter 7.2 of the Blue Guide . 
20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18（4）,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exercise their pow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18（4）條規定，會員國應確保市場稽查機關按比例原則行使其

權力。 
21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18（5）, Member States shall establish, implement and 

periodically update their market surveillance programmes. Member States shall draw up either a general 

market surveillance programme or sector specific programmes, covering the sectors in which they 

conduct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unicate those programmes to the other Member States and the 

Commission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wa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where 

appropriate, by other means. The first such communication shall be effected by 1 January 2010. 

Subsequent updates of the programmes shall be made public in the same manner. Member States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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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所需檢查計劃的資訊；在第 24（1）條22也強制市場稽查機關，根據

要求提供協助並交換資訊和文件；而第 23（1）條23則建立「市場稽核

資訊通報系統（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n Market 

Surveillance, ICSMS）」以共享市場稽查資訊。此外，市場稽查機關應

跟進其他市場稽查機關所採取的限制性措施，以確保在單一市場上能

有效執法。市場稽查機關亦應積極出席參加「行政合作小組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groups, AdCo）」會議，參與共同專案和聯

合市場稽查活動。  

(4) 目標經濟營運商  

為能最大程度發揮歐盟市場稽查的有效性，MSA 應隨時要求將不

合規產品投入歐盟市場的經濟營運商，採取適當的矯正措施。 

                                                 

cooperate with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those ends.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18（5）條規定，會員國應建立、實施和定期更新其市場稽查計

劃。會員國亦應制訂通用的市場稽查計劃或產業特定計劃，涵蓋其進行市場稽查的產業，將這些

計劃傳達給其他會員國和委員會，並通過電子通信和適當的其他方式向公眾提供。此類的通信應

於 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會員國可與所有相關利益攸關方合作實現這些目的。 
22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24（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efficien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ir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and those of the other Member 

States and between their own authorities and the Commission and the relevant Community agencies 

regarding their market surveillance programmes and all issues relating to products presenting risks.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24（1）條規定，會員國應確保其市場稽查機關與其他會員國之

間，以及本國與委員會和相關共同體機構之間，就其市場稽查計劃和與產品風險有關的所有問題

進行有效合作和資訊交流。 
23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23（1）, The Commission shall develop and maintain a 

general archiving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using electronic means, on issues relating to 

market surveillance activities, programme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on non-compliance with 

Community harmonisation legislation.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23（1）條規定，委員會應利用電子手段，就未符合共同體協調

立法有關的市場監督活動、方案和相關資訊議題等，制訂和維護一通用的文件檔案和資訊交換系

統。該系統應適當反映第 22 條規定的通知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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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SA 的檢查權力 

根據（EC）No 765/2008 號法規第 19（1）條24，MSA 應“適當檢

查產品的特性，並透過文件檢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根據足夠的樣本進

行實體和實驗室檢查“。一般而言，所有成員國都有權執行，如下事項： 

 文件和視覺檢查（visual checks），例如，檢查關於 CE 標誌及

其黏貼、歐盟符合性聲明的可用性，產品附帶的訊息以及是否

正確的選擇符合性評鑑程序。但是，為驗證產品是否符合要求，

可能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檢查，例如關於符合性評鑑程序是否正

確應用，是否符合適用的基本要求以及歐盟符合性聲明的內容。 

 對產品進行實體檢查，目的是在原處（in situ）或在商業、工業

和倉儲場所、工作場所或使用產品的其他場所確認（verifying）

產品的基本特徵。 

                                                 

24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19（1）,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shall perform 

appropriate check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on an adequate scale, by means of documentary 

checks and, where appropriate, physical and laboratory checks on the basis of adequate samples. When 

doing so they shall take account of 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risk assessment, complai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may require economic operators to make such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available as appear to them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their activities, 

and, where it is necessary and justified, enter the premises of economic operators and take the necessary 

samples of products. They may destroy or otherwise render inoperable products presenting a serious risk 

where they deem it necessary. Where economic operators present test reports or certificates attesting 

conformity issued by an accredited conformity assessment body,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shall take 

due account of such reports or certificates.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19（1）條規定，市場稽查機關應通過文件檢查對適當規模的產

品特性進行適當檢查，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根據適當的樣本進行實體和實驗室檢查。同時，亦應

考慮風險評估、申訴和其他資訊的既定原則。市場稽查機關為展開相關稽查活動，可能要求經濟

營運商提供他們認為必要的文件和資訊，並且在必要和合理的情況下進入經濟營運商的場所，取

得必要的產品樣本。必要時，他們可能會破壞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可能產生嚴重風險的不良產品。

經濟營運商提供測試報告或合格驗證機構核發的符合性審驗證明，市場稽查機關應適當考慮該等

報告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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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營業場所以及通過實驗室進行產品測試，旨在驗證產品是

否符合基本健康和安全要求。 

此外，基於不同的國家立法框架，不同國家 MSA 還有其他權力的

檢查，例如：開展產業調查、採神秘購物、請求任何可能的自然人或法

人的訊息/合作、扣押和扣留產品、沒收文件、要求免費提供樣品、使

用其他歐盟國家 MSA 的測試報告。 

5. 歐盟市場稽查程序 

(1) 市場稽查程序 

歐盟進行市場稽查時，市場稽查機關首先必須確定哪些產品和/或

經濟營運商將成為目標，以實現對市場的最大影響。然後，市場稽查機

關必須應用該策略於相關領域範圍，並將相關產品進行抽樣。其中，在

採樣階段，市場稽查機關需確定適當的樣本數量和採樣地點。市場稽查

機關的抽樣方法也將根據該國立法情況、產品類型、不合規類型以及市

場上的產品數量，逐案進行。接著，市場稽查機關必須評估產品合規性，

並可能要求經濟營運商提供更多資訊，例如：要求取得技術文件。評估

結束後，市場稽查機關能夠得出關於產品類型是否合規的資訊結論。最

後，在作出明確的決定之前，需要與有關的經濟營運商進行討論。整個

市場稽查過程所收集的資訊是有價值的，亦應在未來市場稽查活動上

通報成員國組織。歐盟市場稽查流程25，如圖 10 所示。 

                                                 

25 EU, GOOD PRACTICE FOR MARKET SURVEILLANCE,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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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歐盟市場稽查程序 

資料來源：EU ADCO，本研究整理 

A. 目標階段 

高效的市場稽查可以強化評估產品或進入市場的合規性。市場稽查

機關應優先考慮資源，確保採取的行動有效地為保護公共利益和公平

市場作出貢獻。歐盟市場稽查可分為兩種不同類型： 

 主動性（Proactive）的市場稽查 - 計劃性的市場稽查活動。 

 反應性（Reactive）市場稽查 - 針對外部事件的回應。 

主動性的市場稽查是指由國家稽查機關根據其自身的執法權力，計

劃性、組織性的針對目標經濟營運商（基於過去違規歷史、稽查結果、

市場占有率以及產品和/或用戶分佈等條件）或產品實施稽查。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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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EC）No 765/2008 規則第 18（5）條，主動性的市場稽查規

劃將透由國家計劃（national programmes）方式與歐盟和其他國家監管

機關分享，藉以訊息交流及促進不同會員國的管理協議合作和共享資

源，同時避免稽查活動的重複性。然而，被動性市場稽查則通常由外部

事件引起，並涉及特定的可疑犯罪。會員國對於稽查方式的選擇也將酌

情參照不同條件作為優先事項26，如表 6 所示。 

表 6、主動式和反應式的市場稽查活動 

主動方式 反應式方法 

風險評估以確定產品/市場稽查的產業

優先選項 

透過 RAPEX 和 ICSMS 收到的警示通

知 

計劃性施行的稽查活動 海關檢查或通知 

產業市場稽查計劃與具體策略 從消費者/用戶、經濟營運商和公共組

織收到的檢舉投訴。 

稽查來自消費者/用戶、經濟營運商和

公共組織的檢舉投訴。 

意外事故報告 

監測 RAPEX 和 ICSMS 新聞媒體 

從以前的市場稽查活動中獲得的經驗 其他國家或國際機關的通知 

立法變更 來自消費者協會的競爭企業的報告 

之前的實驗室測試結果 透過協調會議獲得的知識 

歐盟市場稽查活動 對於可疑或危險不合格產品進行調查

的要求 

市場研究調查  

資料來源：EU Ref. Ares（2017）6223236 - 19/12/2017 

                                                 

26 European Commission, Ex-post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ket 

surveillance provisions of Regulation（EC） No 765/2008,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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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根據第 19（1）條的規定，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是

幾個成員國主動式稽查的核心，鑑於缺乏資源，風險評估有助於管理層

優先考慮各產業和控制的舉措。例如，一些會員國定期對大宗產品或針

對敏感類消費者的產品進行稽查活動。 

主動性的市場稽查中，MSA 應對市場進行了解與篩選，以確定經

濟營運商或產品在某特定行業的活躍狀態。當鎖定特定領域的經營者

時，應優先考慮哪些是最有可能違反規定、不遵守規則或過去是否有不

遵守規定的記錄，而非以隨機方式選擇目標經營者。當鎖定產業中的特

定產品時，應優先考慮市場上發現不合規產品的數量和嚴重程度。為盡

可能提高市場干預的有效性和效率，市場稽查機關（MSA）應將重點

放在大量生產而不是單一產品上，或針對可能對消費者、用戶或環境的

健康和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產品。此外，對於港口貨物的管理也是有效

利用資源，因為它可以防止不符合要求的產品進入歐盟市場，並可避免

產品進入供應鏈後採取更昂貴的行政成本。如果產品是在歐盟生產並

投入歐盟市場銷售，對供應商端特別是批發商的產品進行抽樣檢查也

是一種高效和有效的稽查方法。 

反應性的市場稽查通常由外部事件引起，並涉及特定的可疑犯罪。

這可能包括事件和事故、其他市場稽查機關透過非食品類消費產品快

速警示系統（RAPEX）和市場稽核資訊通報系統（ICSMS）發出的通

知、其他主管機關（例如:海關、勞動檢查機關、警察等）的通知或來

自外部來源的通知（例如:消費者投訴、經濟營運商、驗證機構、媒體

新聞稿、消費者報導）。當市場稽查機關收到可能不合規產品或存在風

險的產品有關的訊息時，必須按照比例原則進行追踪。同時為避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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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稽查機關應檢查 ICSMS 和任何其他平台資料庫，查看是否已對相

同產品進行過評估。 

B. 採樣階段 

由於評估產品合規性市場稽查機關經常需要抽取產品樣本，（EC）

No 765/2008 規則第 19（1）條規定確立市場稽查機關可採取樣品、要

求所需文件和資訊，以及展開活動等法律基礎。在採樣階段，市場稽查

機關需要確定適當的樣本數量和取樣地點。市場稽查機關的抽樣方法

將根據立法情況、產品類型、不合規類型以及市場上的產品數量，逐案

進行。樣品通常在未事先通知相關經濟營運商的情況下被採用。MSA

藉由抽樣減輕市場產品供應的風險，並確保樣品與市場上隨意取得產

品具有一致性。 

市場稽查機關是否必須為採集的樣品付費將視各成員國立法規定。

如果國家立法要求市場稽查機關支付，經濟營運商必須開立產品購買

收據。如果國家立法不要求市場稽查機關支付，樣品仍然是經濟營運商

的財產，市場稽查機關將核發抽樣表格。市場稽查機關有責任證明所採

樣品不符合要求。經濟營運商有責任向市場稽查機關證明是否只有特

定樣品而不是整個生產系列不符合標準。 

C. 合規評估 

經濟營運商有責任依其在供應鏈中的角色，確保遵守所有相關立法

並履行所有適當的符合性評估義務。而市場稽查機關的任務是查證

（verify）產品是否符合適用法規的要求。在評估產品合規性時，市場

稽查機關可以選擇考慮所有相關的法律要求，例如：採全面合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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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compliance assessment）或部分合規評估（a partial compliance 

assessment）方式。合規評估可分為「正式（Formal）」合規性行政管

理要求，如提交文件、貼黏標誌等，以及「技術（Technical）」合規性

要求，即符合指令基本要求。市場稽查機關應就如何評估各種要求交換

意見，以確保一致性，無論市場稽查機關對哪種產品進行評估。成員國

可透過「行政合作小組（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groups, AdCo）」交

流，提供各國評估相同產品的比較結果。AdCos 將制定常見檢查清單，

用於促進特定產品群組的合規性評估。同時，為使合規性評估和風險管

理有效，市場稽查機關亦須取得相關資訊，例如:樣本投入市場的日期，

以確定經濟營運商合格評估的準確性，以及產品銷售數量和經銷供應

鏈等資訊。 

D. 後續行動和措施 

一旦發現設備不合規後，市場稽查機關將要求製造商或首次負責將

產品投入市場的進口商，在合理的時限內按照其義務採取適當的糾正

措施，並應在解決經銷商之前或同時進行，以便能在單一市場中採取最

高等級的糾正措施。另外市場稽查機關亦應要求經濟營運商自願

（voluntarily）採取糾正措施以解決問題，糾正措施應與所涉及的風險

成比例，並旨在解決供應給歐盟所有成員國的產品不合規問題，而不是

僅僅解決首次發現不合規情況的成員國。 

(2) EU 網路銷售商品之市場稽查 

由於多項技術和消費者信心提高、產品和服務更廣泛範圍，競爭力

價格和更完善的內部市場，使得歐盟網上銷售在第 765/2008 號法規框

架內電子商務得以發展壯大，但也帶來巨大的挑戰，因為很難追踪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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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國家進口的產品，或從負責該產品的經濟營運商處獲得所需的資

訊。由於線上銷售具有一些特性，包括： 

 線上銷售多是屬大量小貨物，大部分商品是直接交付給消費者; 

 現行以網路方式銷售的數量是龐大的; 

 即使網站被關閉，還是很容易在短時間內更改名稱建立新的網

站; 因此，從歐盟市場下架/禁止的不安全產品，可能通過不同

的網站或不同的法定名稱返回 EU 市場; 

  在許多情況下，利益相關者和中介機構的數量決定了一個複雜

的供應鏈，特別是商業平台的規則並不明確; 

 經濟營運商通常位於第三國，並且未事先通知主管部門正在進

口產品; 

 線上通路可能讓原本不安全的、撤回的產品返回市場; 

 消費者並不完全了解在線購買產品所帶來的風險。 

針對這些特點，大多數利益相關者都面臨線上銷售相關問題，並且

由於下列各種原因，致使目前歐洲的市場監控似乎對線上銷售並不完

全有效。首先，線上銷售相關的檢查和制裁權力僅存在於少數成員國：

大多數 MSA 沒有足夠的權力來處理線上銷售的產品，制裁權（powers 

of sanction）通常不會擴展到這些類型的產品。其次，無論是否存在明

確線上銷售的公權力、組織機構或程序，執法活動都不是簡單容易的。

因為線上銷售涉及大量產品和網站，有許多重要資源無法獲得，同時產

品大部分是直接交付給消費者，因此對於大多數成員國而言，要求檢查

和制裁應負責任的經濟營運商是困難的。再者，由於複雜的供應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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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辨別應負責任的經濟營營商具有挑戰性，即使主管機關有權關閉

網站，也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且也是無效的行動，因為賣家可以在

短時間內更改名稱和網域名稱銷售。此外，若在跨國線上銷售的情形下，

由於管轄權的限制（jurisdictional constraints），要解決歐盟以外的網站

難度更高並更浪費資源，因為經濟營運商的回應非常有限，同時與來自

不同國家的主管機關合作（特別是非歐盟國家）也無法快速有效。另外，

網路貨物的進口，由於以前沒有相關產品的資訊，主管機關無從事先通

知產品正在進口，而且通常沒有電子申報，因此，線上銷售商品的邊境

管制也是特別困難27。儘管一些成員國（例如愛沙尼亞，荷蘭，羅馬尼

亞和斯洛文尼亞）制定了解決線上銷售產品的客製策略，例如對線上銷

售具制裁權，允許關閉網站和刪除非法內容，並對不合規產品的消費者

/用戶進行賠償等。但目前歐盟線上銷售市場稽查方法仍是分散

（fragmented）和不協調（uncoordinated）的方式進行。 

(二)  抽測比例 

歐盟為評估產品合規性市場稽查機關可根據各國立法情況決定抽

測產品類型、抽測比例、不合規類型以及市場上產品數量，逐案進行稽

查。決定抽樣策略的主要因素是考慮違規類型。如果產品是設計或生產

問題，例如:安全設備安裝的缺少或錯誤類型，則需抽樣一種型號即可。

如果市場稽查機關希望評估具有統計代表性產品類別的合規性，那麼

設定抽樣策略將需要知道產品群體的大小，其抽樣範圍可以從一種項

目到數千個種項目。例如，對於大規模生產的消費電子產品，可以取 3

                                                 

27 EU, Ex-post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ket surveillance provisions of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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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 個樣品視為統計分析的最小值，但只能對一個樣品進行測試，作

為向製造商通報問題的依據以及要求廠商提供更多符合性聲明的資訊。

在選擇樣品時，MSA 應嘗試從不同的生產批次中選擇相同設備類型的

樣品28。 

1. 何時何地採樣 

如果市場稽查機關在市場稽查活動期間，對產品的合規性產生懷疑

時，通常會從經濟營運商處獲取樣品，但也可以從不同通路例如:網路

或直接從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取得。市場稽查機關也可根據產品的

特性，在終端用戶（end-users）場所檢查特定樣品，例如大型工業產品。 

MSA 由負責將產品投入市場的經濟營運商取得樣品，以及所有相

關有效的必要文件例如:歐盟符合性聲明、使用說明書等，以能更快和

更全面的措施來處理違規案件。市場稽查機關也將決定從哪些可用產

品中獲取樣品。樣品通常在未事先通知相關經濟營運商的情況下被採

用。MSA 藉由抽測減輕市場產品供應的風險，並確保樣品與市場上隨

意取得產品具有一致性。 

市場稽查機關是否必須為採集的樣品付費將視國家立法規定。如果

國家立法要求市場稽查機關支付，經濟營運商必須開立產品購買收據。

如果國家立法不要求市場稽查機關支付，樣品仍是經濟營運商的財產。 

                                                 

28 EU, ECC Report 15, Market surveillance, radio equipment inspection, spectrum monitoring, 

interference investiga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aspects of these activities.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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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樣品數量 

市場稽查活動範圍內定義的樣本數量必須足夠用於計劃的評估和

測試。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稽查機關的檢查和測試（inspection and testing）

目的是檢查產品是否合規。當市場稽查機關根據相關指令或法規中的

“基本要求”對產品進行檢查時，市場稽查機關所要求的樣品數量，取

決於產品的複雜程度和測試產品所需的步驟。因為一些測試可能會破

壞產品，如果需要進一步測試，則需要更多樣品。另可能基於法律方面

原因（取決於國家立法），可能需要有一個密封且可用的進一步樣本，

當需要進行獨立的附加測試時，應先與負責測試的實驗室技術人員交

流訊息以澄清問題。市場稽查機關有責任證明所採樣品不符合要求，而

經濟營運商有責任向市場稽查機關證明是否只有特定樣品而不是整個

生產系列不符合標準。 

3. 處理樣品 

當在處理樣本時，考慮證據（evidence）的連續性至關重要，市場稽

查機關必須確保： 

 採集的樣品以某種包裝和存儲方式，以防止篡改和損壞。 

 樣本是明確可識別和可稽核的，例如透過清晰的標籤和記錄系

統。 

 所有樣品的必要資訊都必須收集並正確記錄。採樣的表格應包

含樣品的詳細標識，如標籤上的資料、所採樣品數量、基於的

技術規格標準、樣品照片、檢測位置、樣品採集日期、名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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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員的簽名、經營者代表的姓名和簽名以及任何其他的意見，

並將相關資訊上傳到國家資料庫，例如 ICSMS 或相關資料庫。 

此外，從取樣到測試樣品的每個階段：正確處理樣品、適當密封、

固定樣品和完全可追溯（traceable）等至為重要。只有在開始測試時，

才能取下任何用於樣品的安全封條並隨後記錄下來。另亦應考慮受監

管樣品的運輸和儲存（例如危險化學品、煙火）等需求，並應提前進行

規劃。 

(三)  矯正措施 

由於產品於歐盟上市前，產品製造商或進口商必須確保產品符合歐

盟法規的要求。同時經銷商等經營者均有責任確保商品符合相關技術

規範。根據 RED Article 10-6、Article 12-6 有關製造商及進口商的義務

中，對於無線電設備可能對健康安全產生的風險，要求製造商及進口商

應對市面上無線電設備進行樣品測試（ sample testing）與調查

（investigate），若有不合規的無線設備應召回設備，並告知經銷商相

關的訊息。同時，經營者也有與國家市場稽核機關進行合作的義務，在

必要時採取矯正措施（例如:召回、下架、停止或限制）。國家市場稽

查機關有權採取處分措施，如罰金、嚴重違規之刑事處罰等。  

同時經營者對產品賦有注意義務、通報義務、協力義務與可追溯性

義務。歐盟委員會有責任推動各國稽查機關間的資訊交流（如國家市場

稽查計劃、風險評估方法等），以確保歐盟境內市場稽查的有效性，各

會員國並可共享各國之管理措施，例如：市場稽查資訊通報系統

（ICSMS）、非食品類消費產品快速警示系統（RAPEX）。同時，各

國市場稽查機關有明確義務，主動控管市場上供應的產品，並組織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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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以確保國家層級之間的協調，與歐盟層面的行政合作，例如：成立

RED 行政合作小組（ADCO RED）、歐盟產品安全論壇（Product Safety 

Forum of Europe, PROSAFE）等組織。對於來自歐盟外的產品，則由邊

境海關負責檢查。當發現產品具有嚴重風險、缺少相關證書和文件、CE

標誌未正確加貼等情況時，邊境海關可以暫時對其扣押，並告知市場稽

核機關。  

1. 處理不合規的產品 

市場稽查機關有責向經濟營運商傳達（communicate）不合規的性質，

並確保所採取的行動是適當且全面執行的。對於不合規產品 MSA 可根

據業者違規的性質、涉及風險和經營者行為，採取正式且適度的執法行

動。如果經營者不採取自願改善行動（勸導機制），或 MSA 認為自願

行動不適合解決問題或確定嚴重風險，市場稽查機關應採取一切適當

臨時措施，並通知歐盟委員會和其他市場稽查機關。通知的目的是向所

有國家市場稽查機關公告市場存在具風險的不合規產品，並向所有會

員國提供必要的限制措施，以確保整個歐盟的同等保護水平。歐盟處理

不合規產品採取的步驟：首先市場稽查機關將視風險嚴重程度決定適

當的後續措施；如果產品存在需要快速干預的嚴重風險，市場稽查機關

應確保此類產品被召回、撤出、禁止或限制在市場上的供應，經濟營運

商亦應採取適當的糾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如果經濟營運商不能

及時同意並立即採取自願措施，則 MSA 需要採取正式的強制措施。針

對具有嚴重風險產品將透過歐盟快速預警系統（RAPEX）通知各會員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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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保障條款程序 

歐盟第 768/2008/EC 號決議亦規定歐盟保障條款程序（Union 

Safeguard Clause Procedure），當對市場稽查機關通知的限制性措施，

提出異議時適用。保障條款程序旨在允許歐盟委員會對限制產品自由

流通的國家措施採取立場，以確保內部市場的運作。 

3. 與邊境管制機構（海關）合作 

歐盟有關認證和市場稽查的（EC）765/2008 號規則第 27 至 29 條，

規定了對進入歐盟市場產品實施控制的義務，並為負責邊境管制的部

門（海關）和市場稽查機關之間的合作奠定法律基礎。邊境管制是進入

單一市場之前對產品進行市場監督的有效工具。海關與市場稽查機關

合作，可以根據歐盟海關資料庫（TARIC）使用的組合術語代碼設置過

濾器（例如:製造商名稱、產品類型、進口商名稱等）檢核進口產品。 

4. MSA 相關的裁罰權（powers of sanction） 

根據（EC）765/2008 號規則第 41 條29，會員國應制定經濟營運商

的處罰規則，包括對違反條例規定的嚴重違法行為的刑事處罰（criminal 

                                                 

29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 Article 41 Penalties,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lay down rules on 

penalties for economic operators, which may include criminal sanctions for serious infringements, 

applicable to infringements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egulation and shall take all measure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implemented. The penalties provided for shall be effective, proportionate and 

dissuasive and may be increased if the relevant economic operator has previously committed a similar 

infringement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egulation.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notify the Commission of 

those provisions by 1 January 2010 and shall notify it without delay of any subsequent amendment 

affecting them. 

歐盟（EC） 765/2008 號規則，第 41 條 罰則, 會員國應制訂對經濟營運商的處罰規則，其中可

能包括對嚴重侵權行為的刑事制裁，適用於違反本法規規定的行為，並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

其得以執行。所規定的處罰應是有效的、相稱的和具有勸誡性的，如果相關經濟營運商以前曾犯

下類似違反本法規的規定，則可加重處罰。會員國應在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前將這些規定通知委員

會，並對後續任何影響的修訂應立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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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並應採取一切措施必須確保它們得以實施。規定的處罰應

當是有效的（effective）、相稱的（proportionate）和勸誡的（dissuasive）。

MSA 或法院有權對經濟營運商實施處罰，並應對違規行為（non-

compliance）具強而有力的威懾作用。裁罰措施將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

可能是行政或刑事犯罪。對違反行政法的行為將被施以行政處罰，包括

限制和金錢裁罰等措施。對於嚴重侵權案件通常會透過司法程序實施

刑事裁罰（如監禁）等。根據該法規第 41 條規定，所有成員國都可預

見對產品違規行為採取懲罰措施。另有些國家 MSA 具有特定的制裁權

力，包括： 

 銷毀產品； 

 實施行政經濟制裁（不訴諸國家法院）； 

 對不合規產品的消費者/用戶進行賠償； 

 在調查前採取臨時措施； 

 發布關於限制性措施的決定； 

 從經濟營運營收取檢測不合格產品的費用； 

 制裁不合作的經濟營運商（這是 MSA 最常見的制裁權力）； 

 關閉網站； 

 刪除或要求從網站中刪除非法內容； 

此外，並非所有國家稽查機關都可以在不訴諸法院的情況下（例如

在馬耳他、愛爾蘭和芬蘭）施加行政罰款。而在奧地利，行政法庭介入

的情況是，當不符合規定的經濟營運商不同意 MSA 實施制裁時，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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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上訴。另在馬耳他和芬蘭，只有法院才有權處以罰款，因此 MSA

只能採取限制性措施，不能再次實施行政性的裁罰。 

 

第二節 美國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係 1934 年依聯邦通信法（Communication Act）規定而建置的獨立機構，

FCC 直接對國會負責，職司管理美國境內使用的射頻頻譜，執行廣播

淨化標準，並規管電磁噪音來源，務求保障國民免受“射頻和廣播污

染”。美國 50 多個州、哥倫比亞以及美國所屬地區之無線電廣播、電

視、電信、衛星和電纜，皆透過 FCC 協調及管控國內和國際的通信。

FCC 是美國無線電發射設備的監管機構，根據 FCC 官網公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FCC 員工人數約為 1,688 人30，其中，FCC 內的工程與技術辦

公室（Offic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OET）主要負責所有無線電

發射設備技術支援和設備認可方面的事務。另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美國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3 億 2,341 萬人31，因此 FCC 每

位員工須對應大約 19.16 萬個人口數。 

                                                 

30 FCC, Employee Profile at the FCC, https://www.fcc.gov/general/employee-profile-fcc#block-menu-

block-4 
31 World Bank, united-states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nited-states  

https://www.fcc.gov/general/employee-profile-fcc#block-menu-block-4
https://www.fcc.gov/general/employee-profile-fcc#block-menu-block-4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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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 下分政策與法規司（Policy and Rules Division）、電磁相容司

及實驗室三單位，組織架構如圖 11 所示32 

 

圖 11、美國 FCC 工程與技術辦公室組織圖 

資料來源：美國 FCC 網站，本研究整理 

1. FCC OET 組織架構 

(1) 政策與法規司 

負責督導與制定頻譜分配、頻譜使用、射頻器材認證授權、免執照

射頻器材管理等項目之政策與規則。目前業務執行重點為重新設計藉

由頻譜拍賣而採用新的許可服務, 如醫療通訊服務、商業業務、無線服

                                                 

32 FCC, https：//www.fcc.gov/general/office-engineering-and-technology-oet-organizat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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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新的 600 MHz 無線服務等，並職司維護頻率分配表。政策與法規

司另分為 3 處執行業務。 

A. 技術法規處 

根據委員會規則 Part 15 及 Part18 所規範之工業/科學/醫療設備，制

定免執照設備的技術規則和標準。 

B. 頻譜和諧處 

代表 FCC 透過 IRAC 及其小組委員會的定期會議，協調並分配聯

邦和非聯邦的共用頻段頻率並解決無線電干擾的情況。並保持對聯邦

機構技術發展和頻譜活動的認識及對頻譜資源和利用進行研究，以協

助頻譜規劃工作。 

C. 頻譜政策處 

制定頻譜分配和使用的政策、條例和程式，包括修改 FCC 規則 Part 

2 的頻率分配表。 

(2) 電磁相容司 

電磁相容司執掌計畫和進行電波傳播和通信系統特性的研究，並開

發分析技術和模型來提高頻譜利用率。該司對各種以無線電為基礎的

服務進行分析研究，包括發展廣播服務的預測模型、規劃在 600Mhz 重

新分配頻段拍賣中所使用的軟體、分析廣播和其他無線服務之間的潛

在干擾，並制定了暴露在射頻電磁場是否影響健康的評估規則和測量

方法。該司還就寬頻和網際網路技術進行研究，以衡量網際網路服務提

供者在各種平臺上提供的寬頻服務的速度，包括有線、無線、衛星。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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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負責召集技術諮詢理事會，向委員會提供技術專家對與電信有關的

創新和技術政策領域的諮詢意見，同時還負責管理無線電頻率技術和

服務創新的實驗性許可計畫。 

A. 技術分析部門 

計畫和進行電波傳播和通信系統特性相關研究，並開發分析技術和

模型以提高頻譜利用率，同時制定評估人體在射頻電磁場中暴露所受

影響的測量規則與測量方法。 

B. 實驗許可處 

根據委員會規則 Part 5 評估和授予無線電頻率試驗許可證。 

(3) 實驗室 

實驗室負責確定和評估射頻（RF）裝置和相關技術，以確定其干擾

風險和技術參數、須符合的技術標準，或在新的射頻技術，制定技術標

準，並提出適當行動的建議。實驗室還為受 FCC 管制的射頻器材設計

測試程式，並進行測試以確定其符合應適用的技術規則、程式和標準。 

實驗室規管射頻器材授權計畫，確保在美國市場銷售的射頻器材符

合 FCC 的規定，以儘量減少產生有害干擾的可能性，並參與國際相互

承認協定，使射頻器材授權得以制度化。實驗室同時也負責回應公眾的

詢問，解釋 FCC 關於射頻器材授權的相關規定，並通過知識資料庫

（Knowledge Database, KDB）發佈各項關於測試、測量程式和規範的

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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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無線產品認證體系 

根據美國聯邦規則（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47, CFR 47），

凡於美國上市的電信管制設備均須符合審驗規範之要求，設備經合法

授權和標示後，方能銷售。 

(1) 設備分類 

FCC 將 RF 設備分為四類33，如圖 12 所示，每一類設備具有特定和

防干擾及監理機關核准要求： 

 

圖 12、美國無線設備的類別 

資料來源：FCC，本研究整理 

                                                 

33參見 FCC, 47 CFR. §§15.3（n）,（o）,（z）;6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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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偶發輻射 

 偶發輻射（incidental radiators）是 RF 設備在運作過程中產生的一

些射頻能量，但不會發射或利用 RF 能量用於任何目的34。偶發輻射所

包括的設備，如機械式電燈開關和直流馬達，這些設備通常採取非常輕

度的監管。FCC 只要求製造商偶發輻射之設備在上市前採用「良好工

程實務（good engineering practices）」，以減少有害干擾的風險35。 

B. 非意圖性輻射 

非意圖性輻射（unintentional radiators）是設備內部使用產生的 RF

能量或因有線傳送 RF 信號到相關設備所生，但不為任何目的而發射

RF 能量36。在一般情況下，對於不會發射 RF 能量的任何 RF 設備（除

了偶發輻射）都被歸類為非意圖性輻射。非意圖性輻射的設備，包括：

電視和無線電接收機、個人電腦和周邊設備、主機板及電源供應器、無

線介面設備、電池充電器、雷達探測器等不具發射機功能的 RF 設備。

對於使用數位技術（digital techniques）的非意圖性輻射，可再細分為：

A 類數位設備（銷售於商業和工業環境使用的射頻設備37）及 B 類數位

設備（銷售於一般居家環境使用的射頻設備）。 

美國 FCC 不允許 A 類數位設備以任何方式銷售於一般公眾。由於

B 類數位設備的目的是出售給一般民眾，故將受到比 A 類數位設備更

嚴格射頻干擾保護標準的管制38。若數位設備是將銷售於一般民眾，責

                                                 

34參見 FCC, 47 C.F.R. §15.3（n）. 
35參見 FCC, 47 C.F.R. §15.13. 
36參見 FCC, 47 C.F.R. §15.3（z）. 
37參見 FCC, 47 C.F.R. §15.3（h）、（i）. 
38參見 FCC, 47 C.F.R. §1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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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方（responsible party）在提交設備於實驗室進行符合性測試和認證時，

應先確保這些設備是被歸類在 B 類數位設備。 

「非意圖性輻射」設備可採自行審查（Verification）或符合性聲明

（DoC）方式取得上市前的授權39。其中，若採以自行審查時，必須確

保設備能以正確授權程序進行，因為不正確的授權程序可能面臨 FCC

巨額財務處罰或其他的處分。 

C. 意圖性輻射 

FCC 所定義的意圖性輻射（intentional radiators）係指「設備方式有

意產生並透過輻射或感應發射射頻能量」40。基本上，任何發射 RF 能

量的設備即為意圖性輻射。這類設備包括：行動電話、無線對講機、無

線連線、藍牙連線、短距廣播設備、無線鍵址系統（wireless key-access 

systems）、CB 無線電（CB radios），和高功率發射機，如商業行動無

線發射機。 

意圖性輻射的授權須依驗證（Certification）程序取得41。並由 FCC

授權電信驗證機構（Telecommunications Certification Body, TCB）根據

申請人提交的聲明及測試報告核發證書。 

D. 電話終端設備 

電話終端設備（Telephone Terminal Equipment,TTE）是連接到公眾

交換電話網路（PSTN）或連接到用於提供專線服務的 RF 設備42。TTE

                                                 

39參見 FCC, 47 C.F.R. §15.101（a）. 
40參見 FCC, 47 C.F.R. §15.3（o）. 
41參見 FCC, 47 C.F.R. §2.907（a）. 
42參見 FCC, 47 C.F.R. §6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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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包括：電話機、電腦數據機、傳真機、自動撥號器，ADSL Modem、

ATM 自動提款機、專用交換機（PBX）以及 LAN 閘道等。TTE 設備

的授權可採取驗證（Certification）或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方式

43。但由於採取驗證方式的過程複雜繁瑣，不僅需要測試符合適用的測

試標準，同時也受到 FCC 關於 TCB 程序規則的管制。因此，大多數責

任方選擇採以 SDoC 方式授權。 

(2) FCC 符合性驗證制度 

FCC 對於無線設備的授權方式，不同類型 RF 設備的測試和授權要

求各有不同，對於愈有潛在干擾可能的設備，會有較嚴格的授權要求，

依管制強度可分為：驗證（Certification）、符合性聲明（DoC）、供應

商符合性聲明（SDoC）及自行審查（Verification）。隨著無線產品設

備新月異 FCC 為簡化降低設備授權過程相關負擔，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發佈 SDoC 認證流程變更通告，更新無線設備管制法規，將原有的

符合性聲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和自行審查（Verification）合

併成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upplier’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SDoC），

並自 2017 年 11 月 2 日起生效，過渡期一年，截止日為 2018 年 11 月

2 日。過渡期後 Verification 與 DoC 也將正式廢止。在此之前，時常有

設備不確定應適用 DoC 還是適用 Verification 的情況，在上述認證方

式合併後，就不會再有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這項通告同時也簡化驗證

（Certification）以外的產品認證模式。其中一個最大的改變就是 SDoC

不再強調報告需由 FCC 認可的實驗室（Accredited Lab）出具，SDoC

                                                 

43參見 FCC, 47 C.F.R. §§68.102, 6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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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產品包裝內需包含一份符合性聲明。同時原有 DoC 要求標在產品

上的 FCC logo 的規定，已列為業者自願標示，不再強制要求標示。美

國射頻器材驗證類型異動比較，如圖 13 所示。 

 

圖 13、美國射頻器材驗證類型異動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 驗證（Certification） 

驗證是 RF 設備最嚴格的審驗流程，因設備最有可能對無線電服務

造成有害干擾，驗證程序定義在 47 CFR Section 2.907 規範。設備責任

方備妥產品送到 FCC 認可之實驗室進行測試，測試結果和驗證申請提

交到驗證機構（TCB）進行審查和授予證書後，產品即可標貼 FCC 標

誌，銷售美國市場。主要針對產品包括：RF＆TTE 產品，PC 及 PC 周

邊設備。認證方式為通過 FCC 認可的測試室測試，取得測試報告後，

整理產品的技術資料，包括：產品細節照片、方塊圖、使用手冊等，再

同測試報告一起送到 FCC TCB 測試實驗室。FCC TCB 確認所有資料

無誤，頒發證書。對於第一次申請 FCC Certification 認證的業者，須首



68 

  

先向FCC申請到一個編號-GRANTEE CODE。產品通過測試和認證後，

在產品上標註 FCC ID 號碼。 

B. 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 

 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是一個程序，它要求負責方應確保設

備符合相應的技術標準。責任方無需向委員會或 TCB 提交設備授權申

請，但責任方必須位於美國。SDoC 程序授權的設備雖不列入委員會的

資料庫中，但設備責任方或行銷方，必須根據委員會的要求提供測試報

告和其他證明符合規則的資訊。責任方可以選擇使用驗證程序來取代

SDoC 程序。雖然 SDoC 不強調報告須由 FCC 認可實驗室（Accredited 

Lab）出具，但 SDoC 要求產品包裝內需包含一份符合性聲明。另原有

DoC 要求標在產品上的 FCC 標誌的規定，已列為業者自願標示，不

再強制要求標示。 

(二)  標籤管理 

美國對於通過驗證（certification）的合規無線產品，將授予永久性

的 FCC 標識驗證碼（FCC ID），FCC ID 將用以識別根據驗證程序授

權的射頻設備44。取得 FCC ID 的無線產品之標籤效期是永久性的。同

時，授權設備的名牌（nameplate）或標籤（label）應永久性地黏貼在設

備上，並且在購買時應便於消費者看到。除非使用電子標籤，否則 FCC 

ID 必須放置在產品的實體標籤上。實體的 FCC ID 標籤亦須位於產品

表面，或者位於用戶可取得的不可拆卸隔間（例如電池盒）內。同時標

                                                 

44 FCC, 47 CFR §2.925 Identification of equipment,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601648c0712ec8ad4fad7d7f79fefe08&mc=true&node=se47.1.2_1925&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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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應永久固定，以便能夠正確識別設備。字體需要易於辨認，設備的尺

寸及其標籤區域一致。 

對於採取 SDoC 授權的無線產品，可自願性（voluntary basis）的標

記 FCC 標誌。FCC 的標誌只能用於經過測試、評估，並且完全符合

SDoC 程序要求的產品。除非 SDoC 程序已完全適用於產品，否則 FCC

標誌不能用於免授權的產品。由於按 SDoC 程序授權的設備未列入委

員會資料庫且貼標屬自願性質，故其標籤並無效期要求。FCC 標誌，

如圖 14 所示。 

圖 14、FCC 認證標籤圖 

資料來源：美國 FCC 網站 

2017 年 6 月 22 日，美國發佈 FCC SDoC 認證流程變更通告還包括

對產品標籤的要求，修正前原居家環境使用的設備歸類為 Class B 設

備，非居家環境使用的設備則歸類為 Class A，修正後對此分類仍保持

不變，但已調整適用的限值。以上這些規範的變更已經生效。 

FCC 同時規範了電子標籤的使用，依據 2014 年的電子標籤法

（Enhanced Labelling, Accessing, and Branding of Electronics Licenses 

Act , E-LABEL Act），電子裝置製造商得將 FCC 的標章、產品序號、

型號、產地等資訊，從裝置背面移至內建程式中，使業者在商品標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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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更多彈性空間，並可降低業者的成本。FCC 於 2014 年 7 月 11 

日發布的電子標示使用指南（Electronic Labeling Guidance）另敘明，所

謂電子標示（electronic labeling），係指「以電子方式顯示所需的標籤

和監管資訊」，資訊包括 FCC ID 號碼及/或符合性聲明標識（DoC logo）

或其他特殊法規要求標示於商品本體之訊息等。同時，業者必須確保標

籤資訊不能被第三方任意更改，且所有管制相關的訊息均應標示於包

裝上或使用手冊中，不能因使用電子標示就省略。消費者透過 e-label 

所取得之資訊，必須符合下列幾項要求：  

1. 使用者不需要任何工具或通行碼即可進入電子標示；或由主目錄

最多三級即要能進入電子標示之目錄。  

2. 裝置不能要求要有特殊配件或補充插件（例如安裝 SIM/USIM

卡）才能取得標籤資訊。  

3. 必須向用戶提供有關如何讀取電子標示的特定說明。此說明必須

包含在用戶手冊、操作說明書、包裝材料或其他類似手段中。另外，電

子標示訊息可以在產品相關網站上獲得，包括在包裝材料中提供可讀

取標籤訊息的網站說明 。  

4. 設備授權應用程序必須明確地包含讀取信息的說明，作為標籤產

品在使用電子標示時，仍須在進口及銷售時具有實體標籤，但可以是

「可移除的」標籤，例如貼在包裝或者是保護袋上。此標籤只能在被購

買後由消費者移除。 

此外，為確保責任方承擔產品符合性及標籤等權責義務，FCC 要求

製造商或進口商有責任在銷售設備時，應將永久性標籤黏貼於合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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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產品上。當設備進口時（若有需求），進口商或最終收貨人（ultimate 

consignee）須向海關和/或 FCC 提供相關設備的授權文件45，包括: 

 適用 SDoC 授權的設備：當註冊的進口商是責任方時，進口商

須位於美國境內，並應提供名稱、地址和電話或網路聯絡資訊，

作為產品文件合規的一部分。 FCC 有權要求提交樣品檢驗、測

試以及保留的測試記錄。 

 適用驗證授權的設備：責任方是被授予證書的一方。進口商可

以依外國製造商取得證書。FCC 可請求樣品檢查。如果產品出

現合規問題，受讓人將被要求解決問題，或可能面臨撤銷或回

收設備授權。授權撤銷將導致商品無法在美國進口、上市或銷

售。 

此外，美國對於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並無特別規定，但允許

責任方協議變讓、FCC_ID 標識認證碼變更及控制權轉讓，如下說明: 

 責任方協議變讓46: 

  47 CFR §2.909（3）規定零售商（Retailers）或原始設備製

造商，可與§2.929（b）（1）製造商]或§2.929（b）（2）進

口商等責任方簽訂協議（agreement），承擔責任確保設備

符合性，並成為新的責任方。 

                                                 

45 FCC, Equipment Authorization – Importation, https://www.fcc.gov/oet/ea/importation#block-menu-

block-4 
46 FCC, 47 CFR§2.909（3） Responsible party,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601648c0712ec8ad4fad7d7f79fefe08&mc=true&node=se47.1.2_1909&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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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_ID 標識碼變更（Changes）47及控制權轉讓（transfer）48:  

 47 CFR §2.929 允許受讓人（grantee）的名稱、地址，所有

權或控制權的變更。若此類因生產或銷售協議（agreement）

而需對 FCC ID 進行的任何更改，將須依§2.933 的設備授權

規定，提交新的申請。若在同一 FCC ID 標識下銷售具有多

個商標名稱和型號（Model or Type）的相同設備（例如:設

計、電路或結構無變化）。將不被視為 FC ID 標識更改，不

需要額外的授權（§2.924）。 

 47 CFR §2.929（d）規定如果交易影響受讓人，例如: 轉讓

控制權或出售給另一家公司、合併或轉讓製造權，必須在交

易完成後 60 天內，通過網路向 FCC 委員會發出通知，FCC

將根據每種情況，評估是否須重新進行認證申請。 

 

(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對射頻器材的管制係依 CFR 47 之規定辦

理，茲整理如下表： 

                                                 

47 FCC, 47 CFR§2.933   Change in identification of equipment,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601648c0712ec8ad4fad7d7f79fefe08&mc=true&node=se47.1.2_1933&rgn=div8 
48 FCC, 47 CFR§2.929 Changes in name, address, ownership or control of grantee,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601648c0712ec8ad4fad7d7f79fefe08&mc=true&node=se47.1.2_1929&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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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CFR47 規管內容及適用設備 

技術法規 內容 適用設備 

CFR 47 Part 2 FCC 法規中的通用基礎

篇，主要內容有頻率劃分

表、產品授權程式、FCC 

抽樣監督、符合性資訊等 

無線電設備、低功率無

線電設備、數位設備， 

CFR 47 Part 15 射頻裝置 其中 FCC Part 15 

Subpart D 適用無需執

照的 PCS 通信設備 

CFR 47 Part 22 公共移動通信服務 移動通信設備（包括 

GSM 蜂窩系統和基

站） 

CFR 47 Part 24 個人通信服務（PCS） PCS（含 GSM 和 

CDMA 通信）系統和

基站 

CFR 47 Part 25 衛星通信 衛星通信設備 

CFR 47 Part 27 其他無線通訊服務 其他無線通訊設備 

CFR 47 Part 68 終端設備 與電話網的連接電信終

端設備 

CFR 47 Part 80 海上通信服務 海上通信服務無線電系

統和基站 

CFR 47 Part 90 陸地專用移動無線電服務 無線電專網系統設備 

CFR 47 Part 95 個人無線電服務 短距離移動無線電設

備、無線電控制設備 

CFR 47 Part 101 固定微波通信服務 微波通信設備 

資料來源：FCC 網站，本研究整理 

FCC 於 2014 年以前，將執行前揭表列之驗證工作的指定電信認證

機構（TCB）劃分為授權實驗室（Accredited-lab）和 2.948 實驗室（2.948-

listedlab）兩類。其中，授權實驗室由 OET 指定的認可機構認可，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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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或與美國簽署多邊互認協議（MRA）的國家或地區（簡稱 MRA 

國家）的實驗室可申請，且每 2 年需再評一次，對於 MRA 國家內的

指定實驗室，由於該國有與 FCC 監管職能相當的政府機構，檢測實驗

室需要同時獲得 FCC 授權和該國政府指定認可機構的認可，FCC 並禁

止授權實驗室將檢測工作分包給未取得 FCC 授權的實驗室。 

而 2.948 實驗室則只需符合 CFR 47 第 2.948 節所規定的資格，並

提交相關證明資料即可成為 2.948 實驗室。但上開分類於 2014 年 12 

月 30 日 FCC 所發佈的 FCC14-208 指令後已有調整，FCC14-208 指令

將無線電發射設備驗證全面移交至 TCB，並且僅授權授權實驗室，FCC

不再授權 2.948 實驗室執行驗證，指令自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生效，

惟法令生效後尚有 1 年過渡期，於過渡期間既有 2.948 實驗室仍可進

行檢測工作。 

在美國國家環境法案的規範下，FCC 須對對其批准的裝置和設備是

否對環境有害負起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射頻器材產生的射頻 EMF 對

人體的影響， FCC 於 1996 年 8 月 1 日之前所採行的評估射頻場暴露

規範，係依據美國國家標準組織（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1992 年修訂的 ANSI/IEEE C95.1-1992 標，這個標準是由 IEEE

的一個委員會所制定，規範的建立也採納了國家放射保護和測量諮詢

機構在 1986 年推薦的暴露標準。FCC 採納了關於電磁場、功率密度和

時間平均值的 NCRP 標準。除了功率密度超過 1500MHz，以及某些磁

場低頻段和時間平均值外，NCRP 和 ANSI/IEEE C95.1-1992 的標準是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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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通路管理方面，美國商品管理的主管機關是美國消費品安全

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主要管理依據

為《消費商品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CPSA）及《消費

品安全改善法案》（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CPSIA），

深入探究美國的網路通路商品管理制度可以發現，前市場的管理有三

種監督機制：進口監督、銷售監督及網路監督。而後市場管理則主要是

經由通報制度，可分為以下兩個方式： 

 線上交易安全措施（Safe Online Shopping ） 

美國並未特別針對網路購物安全單獨立法管理，也未針對射頻器材

於網路販售做特別的規定，相關管理及監督機制仍應回歸既有的法令。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CPSC 在 1999 年成立專責監看於網路上可能產生

危險及非法消費品的單位，負責監看的調查員事先接受一年半的訓練，

然後以類似神秘客的方式進行購買樣本與查驗的工作，此種監控管理

措施之管理範圍以 B2C 之交易模式為主，C2C 的交易模式為輔，對於

規模較小的違規業者，則採取勸導或導正的方式。其主要監看的產品除

了射頻器材外，也包括其他可能對社會大眾有威脅的產品。 

 與平台業者合作 

美國 CPSC 亦與 eBay 及 Amazon 二大電商平台，進行預防具危害

性商品於電商平台銷售之合作，倡議能使消費者於線上購物時避免購

買到不合規的射頻器材及具危害性商品。該二大電商平台並與 CPSC 

網站連結，提供有關宣布回收產品的相關訊息給消費者參考，CPSC 同

時還要求銷售者及消費者於電商平台交易時進行「召回雙重檢查

（Recall Double Check）」、「進貨前檢查、購買前檢查（check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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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ell, check before you buy）」。該合作方式將可使消費者藉由二大

電商平台提供更容易取得之 CPSC 所公布回收資訊，提高網購商品的

安全性。此一網路管控作業，除美國本土外，CPSC 尚於 2015 中國的

阿里巴巴公司達成協議納入管控機制。 

另在限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數量管理規定方面，FCC 並未

特別設定無線設備項目數量限制的要求，但對於愈有潛在干擾可能的

設備，會有較嚴格的授權要求。例如，對於需電臺執照及具意圖性發射

等具風險的 RF 設備仍須採取驗證方式審驗，而 FCC Part 15B 及 Part 

18 的非意圖性發射設備與工科醫用電機則可使用 SDoC。FCC 除在技

術上要求無線設備均須符合適用的審驗規範外，在行政管理上通過知

識資料庫（KDB）發佈各項關於測試、測量程式和規範的行政指導，並

要求 TCB 就其已驗證（Certified）之 RF 射頻設備產品進行市場稽查，

確保市售 RF 射頻設備符合宣稱之技術參數，減少有害干擾的風險。 

(四)  非商用管理 

由於自用或自行輸入的無線設備可能造成有害的干擾，因此只有滿

足 47 CFR §2.1204 進口條件的射頻設備，得以進口美國使用，包括: 

  用於測試和評估且進口數量為 4,000 件或更少的射頻設備，該

設備主要用來確認是否符合 FCC 規則和條例、產品開發或營銷

的適用性，同時這些設備不會出售或銷售。 

  進口數量有限的射頻設備（低於 400 件或更少），用於工業貿

易商展會的展示，設備不會出售或上市銷售。 

  射頻設備僅轉港過境，不會在美國上市銷售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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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的射頻設備，僅供美國政府使用。 

 進口三件或更少的射頻設備僅供個人使用且非意圖銷售。包括：

屬 FCC Part 15 定義之無意輻射設備（如無線接收器、電腦或其

他 B 類數位設備）、Part 18 定義的消費性 ISM 設備、Section 

15.202 以及 Section 1.903 等射頻設備。 

值得注意的是，FCC 雖無特別限制用於測試和評估，以及用於工業

貿易商展會的展示等設備每年進口的數量，但若業者欲進口比規定數

量更多數量時，必須獲得 FCC 工程技術辦公室（OET）主任的書面核

准49。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稽查制度 

電信認證機構（TCB）的職責之一是根據 ISO/IEC Guide 65 或 

ISO/IEC 17065 執行適當的後市場稽查活動5051，這些活動主要是基於

47 CFR 2.962（g）要求 TCB 就其已認證的產品進行後市場稽查52，以

確保市售 RF 射頻設備符合測試樣本。以下是具體履行此項義務的項

目。 

                                                 

49 FCC, 47 CFR §2.1204 Import conditions,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e179e9a15f336ad18c473edde257c29c&mc=true&node=se47.1.2_11204&rgn=div8 
50 FCC, 47 CFR §2.962 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Certification Bodies,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946d76a4d64bf2759e78bcdc801d9d73&mc=true&node=se47.1.2_1962&rgn=div8 
51 FCC, TCB POST-MARKET SURVEILLANCE, 2015-06, 

https://apps.fcc.gov/kdb/GetAttachment.html?id=AWhYotapku%2FSkvVA1wkMAw%3D%3D&desc=61

0077%20D01%20TCB%20Post%20Market%20Surveillance%20v06r01&tracking_number=20540 
52 FCC, 47 CFR §2.9629（g） Post-market surveillance requirements, https://www.ecfr.gov/cgi-

bin/text-idx?SID=946d76a4d64bf2759e78bcdc801d9d73&mc=true&node=se47.1.2_1962&rgn=div8 



78 

  

1. 樣品測試計劃 

TCBs 應向 FCC 提出計畫, 說明他們打算如何確保適當數量的樣

品將被測試。計畫中尚應包括，TCBs 將以書面通知業者有關抽樣要

求的規定, 並建議他們必須在產品最後生產日期後至少一年內保留"生

產"樣品，TCB 或 FCC 會隨時要求廠商提供樣品，廠商也有可能被要

求提交測試設備供後市場稽查之用。  

2. 驗證程序 

TCB 應依 FCC 頒布的規定來執行廠商提供產品樣品的驗證程序，

具體內容如下： 

(1) 樣品應以符合 FCC 後市場監測規定的方式來進行測試。 

TCB 不需要針對 FCC 所有的要求進行全面的檢測，但 TCB 應評估

廠商最有可能不遵守約定的部分，就此部分進行充份測試，並提供了該

樣本符合 FCC 規則的信心水準。 

(2) 測試可以在 TCB 自有的測試設施或外包測試設施中進行。 

使用外包的判測試設施，該測試設施須符合 ISO/IEC Guide 65：

1996 4.4 或 ISO/IEC 17065：2012 6.2.2 的規範。TCB 應確保外包機構

有能力執行測試和符合所有適用要求，並應負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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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資料及樣本應與認證時提交的資訊進行比較，所有資料應一

致。 

樣品的內部照片也應進行檢查，以確保廠商未對測試樣本進行任何

修改。所有無線電參數（如電壓、頻率和操作模式）應保持一致。廠商

如有任何實質性變更，TCB 均應向 FCC 報告。 

(4) TCB 應審查產品樣品, 以確認廠商是否遵守 FCC 對認證標籤及使

用者指令的要求。 

(5) 稽查商品樣本的測試報告應記載 TCB 指定的關鍵技術參數。 

如測試時所使用的測試儀器是否有定期校正、使用何種試驗方法、

測試環境為何、執行測試並出具報告的人員為何。 

(6) 在完成評估樣品後，認證機構人員應具體作成商品樣本是否符合適

用的 FCC 要求的審查決定。 

3. 稽查執行 

(1) 例行稽查 

稽查商品樣本的測試報告應記載 TCB 指定的關鍵技術參數, 如測

試時所使用的測試儀器是否有定期校正、使用何種試驗方法、測試環境

為何、執行測試並出具報告的人員為何。 

TCB 須就其已驗證（Certified）之 RF 射頻設備進行後市場稽核，

於業者通過認證產品 5 %比例，取得其實售產品與已通過驗證樣本相

較。TCB 必須在次年 1 月 31 日前繳交一份當年年度報告, 彙報其當年

在市場上的監測活動。年度報告應針對 TCB 驗證範圍的 A 類（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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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頻率設備）、B 類（需執照無線電服務設備）、C 類（電話終端

設備）等產品分別提供詳細的稽查資料，同時亦應記載稽查後續處理情

形。年度報告至少應包括以下： 

（1）監測日期 

（2）監測期間 EMC 的增長值 

（3）監測期間 SAR 的增長值 

（4）監測期間 EMC 的實際測值 

（5）監測期間 SAR 的實際測值 

（6）每份 FCC ID/731 表格檢核清單，應填具被稽查設備被驗證的

次數及執行的測試項目，並包括每次驗證的日期。如果驗證結果顯示不

符合規定，還要摘要發現的概況。 

(2) 非例行稽查 

非例行的稽查可能來自於一般公眾或競爭對手的投訴/測試。FCC

有權就不合規設備要求責任方說明解釋、罰款、要求改正設備或沒收設

備等措施。如果 TCB 或 FCC 確定檢測的 RF 設備樣品不符合標準，例

如:製造商或經銷商可能因更換零件或以其他方式修改過去被驗證的

RF 射頻設備，導致產品不合規的情形。TCB 將立即通知 FCC 和責任

方，FCC 也將同樣通知責任方。責任方將有 30 天的時間詳細告知 TCB

其將如何解決不符合的問題53。如果 TCB 不滿意其所提供的資訊，FCC

將在 TCB 與責任方之間進行仲裁以解決此事。如果 FCC 認定有不符

                                                 

53參見 FCC, 47 C.F.R. §2.962（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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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標準的 RF 設備被銷售或設備運作違反規則，將開展強制執行程序

（Enforcement Proceeding）。對於違反電信法或委員會規則可能導致責

任方受到巨額的罰款，違規設備亦須從市場下架。FCC 強制執法程序，

如圖 15 所示。 

 

圖 15、FCC 強制執法程序 

資料來源：FCC，本研究整理 

(二)  抽測比例 

TCB 從已通過認證的產品中選擇要審核的樣品，在選擇審核樣品

時，TCB 應考慮以下事項： 

 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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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申請人。 

 新的檢測實驗室。 

 具有不合格歷史的產品。 

 測試報告雖足以獲准，但可能會引發持續符合性問題的產品。 

 FCC 要求對特定產品或一組產品進行審核的請求54 

 可能對需執照無線電服務，如公眾交換電話網路（PSTN）或用

戶具潛在影響的設備。 

此外，TCB 辦理稽查時樣本數量應符合下列規定： 

 由 TCB 稽查的產品總數至少達日曆年銷售總數的 5 %，包括免

執照無線電頻率設備（A 類產品）及需執照無線電服務設備（B

類產品）。稽查時將考量 A 類和 B 類所授權的產品數量比例。 

 TCB 稽查電話終端設備（C 類）總數至少為年銷售總數的 2 %。 

 TCB 在次年 1 月 31 日前，需向 FCC 提交當年度後市場監測活

動年度報告。 

 如果TCB已驗證的產品是因為產品可能發射射頻頻率, 則此類

產品應納入稽核的樣品總數中，且至少 1 %的受 SAR 測量並經

TCB 認證的產品，如果 TCB 還測試 EMC，前述 1 % SAR 監測

測試樣本，也可以計入 5 % EMC 稽查要求中。 

                                                 

54 FCC 可要求 TCB 以前批准的產品直接提交給 TCB 後市場監測。此類樣品請求可列入年度抽

樣計數中, TCB 為樣本進行了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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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算要審核的樣本數時，應將小數點以下位數，四捨五入至

下一個整數。 

 在前一年的監控年度內認證的產品, 如於今年年內進行測試, 

則應計入今年的稽查將在本監測年中被記為監視。 

在產品樣品取得方面，TCB 應透過下列方法之一獲得樣本： 

 要求廠商提交經認證的產品樣本，如廠商拒絕或未能遵從該項

要求時，TCB 須通知 FCC。  

 要求廠商提供兌換劵（voucher），TCB 可以持憑證自市場取得

產品樣本。 

 TCB 自行從市場購買產品樣本。 

(三)  矯正措施 

TCB 應依稽查的結果將採行以下的作為，包括： 

 在稽查的過程中，TCB 如發現商品樣品未能符合 FCC 的規定，

應立即通知廠商和 FCC。TCB 應透過 www.fcc.gov/labhelp 網

頁，提供產品的詳細資訊和不遵守情況進行回報。在前述網頁

中，TCB 應點選第一個類別的"TCB Market Surveillance”，以

及第二類的 "non-compliant device"。在通知後 30 天內，TCB 應

就前述商品樣品不遵守 FCC 規定的情形，提交採取行動的後續

報告，或由廠商提出改正報告。廠商的改正報告須由 TCB 提交

給 FCC，如果該問題未在提交 FCC 的後續報告之前解決，TCB

應繼續與廠商合作，直到問題得到解決或直到確定這些問題是

不可解決的。TCB 應向 FCC 表示最終決議或問題無法解決，並

http://www.fcc.gov/lab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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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最初創建的知識資料庫（Knowledge Database, KDB）進行

調查，並由 KDB 提交調查後報告給 FCC。後續報告應提交給 

FCC 通過回應。 

 在完成評估樣品後，認證機構人員應具體作成商品樣本是否符

合適用的 FCC 要求的審查決定。 

 如果 TCB 發現稽查的樣本與廠商申請認證時提出的產品樣本

不同，TCB 應立即通知廠商及 FCC。 

 如果廠商未答覆或未能向 TCB 提交供稽查的樣品，TCB 應向 

FCC 提供細節。 

 TCB 在執行稽查後，依 FCC 要求應在 30 天內向 FCC 繳交稽

查活動報告。同時為了支援法規遵從性，TCB 可能還需要測試

TCB 認證的產品樣本，並在 30 天內向 FCC 報告驗證結果。 

當 TCB 或 FCC 確定取得市售產品與通過驗證的樣品不符，應處理

流程，如圖 16 所示： 

 

圖 16、TCB 抽驗不合格處理程序 

資料來源：FCC，本研究整理 

FCC 有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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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CC 察覺有不符合標準的 RF 設頻設備被銷售或是

市場抽測發
現市售產品
與樣品不符

TCB通知業
者及FCC

業者於30日
內回覆TCB

如TCB不滿意
業者回覆，

FCC介入進行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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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運作違反規則，將展開強制執行程序，對於違反電信法或委員會規

則責任方可能受到巨額的罰款，違規設備亦須從市場下架。 

美國 FCC 47 CFR § 1.80（b）55詳細明訂相關違規情狀裁罰金額規

定，例如:對於違規進口、銷售未授權設備或造成干擾的基本罰金為

7,000 美元。違規使用未授權設備之基本罰金為 5,000 美元。未能保留

必要文件記錄之基本罰金為 1,000 美元，如表 8 所示。 

                                                 

55 FCC e-CFR data,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SID=05015f8ae8fb888611bee8146d8b538e&mc=true&node=se47.1.1_180&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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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FCC 47 CFR § 1.80（b） 不同違規事項裁罰金額規定 

 

資料來源：FCC 

FCC 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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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於任何違規行為，每次違規行為或每次持續違規行為的

罰款金額不得超過 19,639 美元，最高可達 147,290 美元。FCC 並與違

反者簽訂同意判決（consent decrees），要求支付民事處罰和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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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日本資通訊政策、頻譜資源與無線設備是由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負責規劃與管理，根據日本

內閣人事統計報告，截至 2018 年 7 月總務省員工總數為 4,529 人56，

另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日本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1 億

2,699 萬人57，因此 MIC 每位員工須對應大約 2.8 萬個人口數。其中有

關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無線設備技術基準與認證制度、頻譜資源規劃與

各種應用情境是由總務省轄下綜合通信基盤局的無線電波部主導。該

部基於電波法進行整體無線電頻率分配與監管、無線設施之設置與使

用規範以及緊急狀況之通信管理。無線電波部旗下又分為負責無線設

備技術基準與認證制度之電波環境課，以及負責頻譜規劃、分配、監管

與國際組織溝通的電波政策課，以及依據性質不同（固定或移動）以及

應用區域不同，所區分的基幹通信課、移動通信課以及衛星移動通信

課。各部門與組織的關係與主要負責內容，如圖 17 所示。 

                                                 

56 日本內閣官房人事統計報告 2018-07, 

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jinjikyoku/files/joukin_toukei.pdf 
57 World Bank, Japan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apan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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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總務省各部門與組織關係圖 

資料來源：MIC 

由於無線資源的有限性、空間占用性、國際使用性及安全性，日本

為確保無線電頻率的公平和有效利用，以達到促進社會公益之效果，訂

定電波法進行無線電波應用、資源分配之監管。內容包含對於所有的電

台（包含基站與手機、電視與廣播之放送電台）相關的執照、設備、從

業人員、運營、監督、罰則等規定。其中，日本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與終端設備等無線通信設備的管制，主要根據「電波法」及「電信通信

事業法」，實施電氣通信機器基準認證制度，凡在日本生產、銷售、運

行無線設備必須遵循總務省（MIC）第 88 號公告（Notification No.88）

的審驗技術規範。58 

                                                 

58總務省 No.88 公告技術規範，http：//www.tele.soumu.go.jp/j/ref/material/tes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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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省從電波公平有效利用及防止電波干擾造成無法通信的觀點，

藉由基準認證制度來保障通信產品與符合技術基準，防止電波的混附

發射及電信通信網路的損害，確保電氣通信機器的安全性、可靠性、終

端設備接取網路的平滑性，同時也簡化無線電台執照申請的手續。2004

年日本進一步修法導入「終端設備技術基準自行認證」及「無線設備技

術基準自行認證」制度，使設備業者得以自行認證，加速無線設備投入

市場。 

1. 日本無線產品認證體系 

(1) 設備分類 

為了讓公共資源的電波能夠正確並有效的利用，防止相同電波干擾

造成無法通信情形，在日本使用發射電波的無線設備，可區分為「免執

照無線電台設備」及「需執照無線電台設備」等類別，如圖 18 所示。 

 

圖 18、日本無線設備使用類別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其中，「極低功率無線電台設備（Extremely low power radio stations）」

的示例，如：FM 發射器、無線遙控器、無線門禁等，因發射功率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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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造成干擾情形，因此 MIC 省令（ordinance）對於這種極低功率無

線設備，在距離無線電設備 3 公尺處的電場強度若低於規範之容許值，

即小於 322MHz 及大於 150GHz 頻段之電場強度需低於 500μV/m（~5

毫微（nW）），322MHz 至 10GHz 間之電場強度需低於 35μV/m（~24.5

微微（pW）），10GHz 至 150GHz 間電場強度按線性計算，不需驗證

或取得總務省大臣執照即可販售使用，但製造商（進口商）有必要檢查

產品是否符合容許值要求，如圖 19 所示。 

 

圖 19、極低功率無線電台之電場強度容許值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對於需檢測驗證的「特定無線設備（Specified Radio Equipment）」，

根據其法律效力及設備干擾風險可區分為下列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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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I 免執照電台：計有 24 種59 ，如 WLAN、藍牙等（電波

法第 38 條第 2 款第 1 項之 1 號規定） 

  類別 II 概括許可（Blanket License）電台：計有 46 種，如： 

WiMAX、LTE 手機等（電波法第 38 條第 2 款第 1 項之 2 號規

定） 

  類別 III 其他執照電台：計有 106 種，如行動基地台、用於 5GHz

頻段無線接取系統的陸地行動站等。（電波法第 38 條第 2 款第

1 項之 3 號規定） 

其中，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特定無線設備（Specified Radio 

Equipment）」需完成檢測驗證取得「技術基準適合證明」後，即能以

「簡化方式」申請電台執照使用；而其他類無線電台設備（如：廣播電

台、人造衛星電台），則須依一般電台執照程序申請使用。 

(2) 基準認證制度（Certification System） 

為防止有害電波干擾與電波有效利用，日本技術標準合格證明制度

要求特定無線設備安裝在無線電台之前，以及在生產工廠或流通階段，

必須先對無線設備進行測試，判斷其是否符合技術標準。日本電波法對

於無線設備的基準認證方式主要包括： 

                                                 

59 MIC, The Radio Use Web Site：http：//www.tele.soumu.go.jp/j/sys/equ/tech/typ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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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技術法規符合性驗證（Technical Regulations Conformity 

Certification）（電波法第 38 條之 6） 

技術法規符合性驗證（Technical Regulations Conformity Certification） 

方案適用於小批量（batches）生產的無線設備（通常少於 100 個）。由

總務省大臣取得註冊的註冊驗證機構（Registered Certification Bodies, 

RCB），將就個別特定無線設備是否符合電波法規定的技術法規，執行

測試和驗證。如果產品符合電波法第 38 條第 6 款規定的技術標準，每

個設備將被分配不同的認證號碼，並允許貼上認證標誌表示符合標準，

如圖 20 所示。 

 

圖 20、技術法規符合性驗證流程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B. 工事設計驗證（Cert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Type）（電波法第 38

條之 24） 

工事設計驗證（Cert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Type）方案，適用於大

量生產無線電設備的審驗方式。註冊驗證機構（RCB）藉由代表性樣本

（通常取 1 或 2 個單位樣本），進行特定無線設備產品結構與設計類



93 

  

型的驗證，以確認其是否符合技術法規。同時也透過「品質管理體系聲

明（Declar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確認用於製造產品的

品質管理體系。如果產品符合電波法第 38 條第 24 款規定的技術標準

將授予證書，每個無線設備型號上將具有相同的認證編號。對於取得工

事設計驗證的廠商，除須依電波法履行設計一致性的義務，也須將認證

標誌貼在所生產出來的特定無線設備；但若日後更改該無線設備內部

電路設計或製造方法/程序，設備需要以新的型式重新申請認證，如圖

21 所示。 

 

圖 21、工事設計驗證流程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C. 技術法規符合性自我確認（Self-confirmation of Technical 

Regulation Conformity）（電波法第 38 條之 33） 

「技術法規符合性自我確認（ Self-confirmation of Technical 

Regulation Conformity）」係指製造商或進口商針對使用者妨害較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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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務省令規定「特別特定無線設備」產品，自行實施無線設備測試檢

驗（verification），並確定該無線設備的設計與技術基準一致。製造商

及進口商規劃進行技術基準適合自我確認時，須依技術基準適合自我

確認申報書所要求需記載之事項，向總務大臣申報，並將自我確認的記

錄進行保存，如圖 22 所示。「技術法規符合性自我確認」僅適用於電

波法第 38 條之 33 第 1 項認證分類中，被劃分為「特別特定無線設備」

的分類，例如：有線電話無線主副機、PHS 陸地行動電台等設備。 

 

圖 22、技術法規符合性自我確認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日本無線設備的驗證程序進行，廠商需先提出向 RCB 提出申請，

並將生產或進口之無線設備送至註冊驗證機構進行符合性評估審驗。

若送驗設備符合總務省規定之技術規範，則註冊驗證機構核發符合性

證書並將相關報告檢送總務省備查，驗證機構及申報者均有義務保留

檢查記錄。完成相關程序後，合格產品即可公告上市。日本無線設備驗

證程序，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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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日本無線設備驗證程序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a. 評估階段 

  工事設計的評估：評估工事設計的內容，是否符合相關技術要

求。 

  設備與工事設計的校準：評估提交的無線設備，是否符合其工

事設計。 

  確認方法評估：評估每件設備構造是否符合確認方法聲明查驗

型式和提交無線設備。確認方法應包含下列項目內容： 

  組織架構、管理者的職責和權限。 

  行政方法滿足型式符合的義務。 

  特定無線設備的檢查。 

  測量儀器及其他設備的管理。 

  其他。 



96 

  

b. 記錄的保存 

  驗證機構/申報者有義務保留檢查記錄。 

  備置記錄的保存期限：10 年。 

  記錄項目，包括： 

  特性檢驗的測試方法 

  相關測量訊息，如測量儀器的名稱，測量儀等資訊。 

  轉換與檢驗結果等。 

c. 報告及通知總務省（MIC） 

  報告（適用認證）：來自認證機構，內容包括： 

  名稱和申請人的地址 

  特定無線設備的類別 

  特定無線設備型號類型或名稱 

  驗證編號 

  類型和無線電波頻率和天線功率 

  驗證日期 

  通知（適用 SDoC）：來自申報人，內容包括： 

  名稱和申報人的地址 

  特別特定無線設備類別和型式 

  檢驗（Verification）結果的概要 

  確認方法 

  特別特定無線設備型號類型或名稱 

  工廠或營業場所的名稱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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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使用的測量儀器相關資訊 

(二)  標籤管理 

日本針對特定無線設備技術法規符合性認證的合格標籤及標籤方

式，係由郵政省 1981 年第 7 號和第 14 號等條例規定。對於符合技術

法規取得「技術基準適合證明」合格無線設備，註冊驗證機構（RCB）

將對審驗之無線設備授予證明編號，並標籤貼黏在產品上才可開始販

售，同時授權的特定無線設備標籤證書無效期限制60。沒有標籤的無線

設備或不符合要求的標籤將被視為不合格的無線設備。其中，特定無線

設備的標籤必須黏貼在用戶容易看到的顯著位置。標籤的大小應為

3mm 或更大的直徑。材料不應該容易損壞。顏色應該適當，顯示可以

很容易識別。對於包含多種無線電設備的產品，可以獲得一個統一的類

型認證號碼，以避免在標籤上放置多個認證號碼。同時證明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也規定，標籤的表示方式可使用一般性標籤或使用電子手段

如在電子顯示器（E-Labeling）上來顯示標籤。通過電磁方式顯示情況

下，須能清晰狀態立即顯示在圖像平面外，亦須附加文件（使用說明書

等）明確指示如何操作顯示。此外，對於植入體內或暫時扣留狀態下使

用的特定無線電設備，或其他難以附加指示（如在區域極狹窄等情況

下），可以附在特定無線電設備和包裝或容器的使用說明書上。另對於

適用電波法規管之設備，標籤上必須記載有加 R 的認證號碼；而適用

電信通信事業法規管之設備，標籤上則須記載有加 T 的認證號碼，如

圖 24 所示。 

                                                 

60 JQA, Japan Radio Law: Specified Radio Equipment, 2017-07, 

https://www.jqa.jp/english/safety/file/radio_specifi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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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日本無線設備符合性標籤圖示 

資料來源：MIC 

此外，日本總務省有鑑於市場稽查活動發現市場上許多「極低功率

無線設備（Extremely low power devices, ELPs）」產品不符合相關要求，

為此總務省積極敦促（urged）企業集團自願性設立「微弱無線設備登

錄制度」，日本全國汽車用品工業會（JAAMA）及電波環境協議會

（EMCC），也於 2015 年 6 月開始實施 ELP 合規標誌計劃。製造商或

販售商可將極低功率無線設備送至團體指定之測試實驗室進行測試驗

證，凡符合標準之產品可將“微弱無線設備標誌（ELP Mark）”貼在

註冊產品上，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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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日本自願性之弱無線設備合規標誌 

資料來源：MIC 

值得注意的是，當技術法規被修訂，致使工事設計不符合修訂後之

技術法規時，總務大臣可以禁止「授權經銷商（Certified Dealer）」黏

貼標誌到特定無線設備。另在下列情況下，總務大臣也可以禁止國外經

銷商黏貼標誌到特定無線設備，包括： 

  當報告未提交或提交虛假不實報告；總務大臣可依電波法要求

國外經銷商提交報告。 

  當大臣代理工作人員依電波法檢查國外經銷商的營業場所，遭

國外經銷商拒絕、妨礙或逃避檢查時。 

此外，在「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規定方面，日本未特別制

定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的使用規範，但允許設備證書持有人的轉讓

（transferable）。值得注意的是，設備核准證書上制訂的持有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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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 RCB 審驗處理（intervention）不得轉讓變更。當設備證書持有人

名稱變更轉讓時，新持有人自動承擔所發布的聲明或證書中適用的所

有責任和義務。其中，證書的原始持有人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 RCB 哪

些產品將轉移到新持有人的名下，並應列出轉移適用的所有指定類型

和註冊號。而證書的新持有人亦應以書面形式通知 RCB 他們將接管

（taking over）的相關證書，並應列出所有類型和註冊號。同時新持有

人亦應聲明在必要時證明（demonstrate），他們將履行原始證書下適用

的所有責任和義務。如果新持有人證明他符合所有相關要求，RCB 將

重新簽發新的核准證書，並說明新持有人的詳細訊息。 

(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日本對於電氣通信機器（含特定無線設備及終端機器）依據基準認

證制度來確保無線通信產品符合技術基準。取得「技術基準適合證明」

合格無線設備，RCB 將授予證明編號，標籤貼黏在產品上才可開始販

售。沒有標籤的無線設備或不符合要求的標籤，將被視為不合格無線設

備。同時，為讓公共資源的無線電波能夠正確並有效的被使用，並防止

相同電波干擾造成無法通信的情形，在日本使用發射電波的無線設備，

必須根據規定程序和檢查，從總務大臣獲得無線電台執照，方可設立使

用。對於已取得驗證的特定無線設備也可簡化發照程序，取得無線電台

授權。日本無線設備電台執照申請程序，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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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日本無線設備電台執照申請程序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此外，對於發射電波極微弱的無線電台或特定合規無線設備電台，

根據電波法第 4 條規定，可以不須無線電台許可證和登記，這些設備

包括： 

  發射電波極微弱的無線電台（微弱無線局） 

  頻率在 26.9 MHz 至 27.2 MHz，天線功率為 0.5 W 以下，並取

得符合技術標準認證的市民無線電台。 

  特定用途的低功率無線電台（小電力無線局） 

  註冊登記後開放的無線電台（登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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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微弱無線電台係指：在距離無線電設備 3 公尺處的電場強度

應低於規範的電場強度，例如：FM 發射器、無線遙控器、無線門禁、

玩具遊樂無線設備等。其頻率和用途不受限制。在“電波法施行細則”

第 6-1-1 條規定限制範圍內運行的「極低功率無線設備（Extremely low 

power devices, ELPs）」，雖不受強制性第三方核准要求的限制，但這

些設備仍有義務遵守電波法及其條例中的干擾限制。不遵守這些限制

可能導致法律處罰，具體處罰將取決於造成的干擾程度。同時，製造商

（進口商）有必要檢查產品是否符合標準規範要求。 

1. 網路購物管理 

在日本於網路販售商品（含無線設備）是由主管商品安全與管理的

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負責，產

經省依據《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管理各項商品，管理方式分為兩階

段：商品上市前由民間負起大部分責任；商品上市後由政府加強稽查，

並透過重罰來提升管控的效果。 

於網路購買無線設備在日本被劃入“通信販賣”（即通過電話、傳

真、電視購物、互聯網等手段展開銷售）的範疇，因此主要適用《特定

商務交易法》中有關“通信販賣”的法律條文。除上述法律外，日本涉

及電子商務的法律和法規還包括《電子消費者契約及電子承諾通知相

關民法特例法》、《消費者簽約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範廣告

行為的《不當景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規範結算行為的《分期付款

販賣法》等。 

此外，根據日本通信販賣協會所公告之網路平台認證標章（Online 

Shopping Trust），販售無線設備的業者亦可經由該協會的認定，取得



103 

  

此一標章與認證字號，協會在認定的過程，也會將設備合規情形納入考

量。行業自律也是日本規範網路購物環境的重要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雖未特別規定網路販賣的無線設備須標示審驗

合格標籤，但 MIC 要求取得驗證的產品，應將標籤貼黏在產品上才可

開始販售，對於沒有標籤的無線設備或不符合要求的標籤，將被視為違

規的無線設備。 

2. 無線終端設備檢修業者登錄制度 

隨著智慧手機的迅速普及，無線終端設備的檢修可能是由製造商以

外的第三方維修代理人進行維修或更換。為確保修理方法是適當可靠

並符合無線設備的技術標準，日本針對電信設備之維修業者追加新規

定（電氣事業通信法第 68 條），建立電信終端設備檢修業者（repairers）

登錄制度。無線終端設備檢修業者登錄制度，能規範檢修業者遵守相關

義務（如：檢查紀錄保存、要求改善、現場檢查及取消註冊）外，檢修

完成後並須登錄維修編號，以確保消費者售後服務與權益，以及無線設

備符合的技術標準。 

3.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數量管理 

日本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數量管理方面，雖未特別限制項

目數量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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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電波法第 76-2 條及第 76-2-2 條規定，若註冊電台

的增加可能對其他無線電台的運行造成嚴重影響，MIC 部長可在充分

理由下，減少指定無線電台（designated radio stations）的發照數量，確

定同時運作指定無線電台的最大數量，以避免風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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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鑑於極低功率電台應用的普及，日本對於此類 ELP 設備可

不需驗證或取得總務省大臣執照即可販售使用，但這些設備仍有義務

遵守電波法及其條例中的干擾限制。同時，MIC 也推動廠商自願性貼

標並施行「無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以能公平有效利用電波及防止電

波干擾通信。 

(四)  非商用管理 

日本對於海外自行攜進無線終端設備管理，根據電波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自行攜入視為符合標準的無線電設備，包括： 

  發射功率 1W 以下的無線電台， 

  與 Wi-Fi、藍牙等低功耗數據通信系統相當的無線電台。 

但這些終端設備在日本國內使用時亦須取得日本技術基準適合證

明並標示有技適標誌，然隨 2020 年東京奧運會的到來，國外遊客因連

網需求而自行攜入之無線設備可能並不完全符合日本的技術標準，故

電波法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凡入境日本訪客攜入之 Wi-Fi、藍

牙等低功率無線設備的使用，不得超過入境日起 90 天的範圍；同時，

Wi-Fi 終端設備亦須標示有美國 FCC 認證或歐盟 CE 標誌以及標示已

取得 Wi-Fi Alliance 認證。而藍牙終端設備，則須標示取得 Bluetooth 

SIG 認證；值得注意的是，若超過 90 日後使用未取得日本技術基準適

合證明並標示技適標誌者，可能會因違反電波法而受罰61。 

                                                 

61 MIC, To people entering Japan Okinawa, http://www.soumu.go.jp/soutsu/okinawa/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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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MIC 稽查制度 

對於無線設備的市場稽查，無論是非法電台取締、製造商及經銷商

不合規設備公告、無線設備市場監測與試用測試，在電波法中訂有完善

管理規則及違規罰則。同時對於設備取得驗證之「授權經銷商（Certified 

Dealer）」的管理，電波法更授予總務省相當職權，包括： 

  要求供應商提供設備審證報告（電波法第 38-21 條） 

  檢查驗證設備等供應商的營業場所（電波法第 38-20-1 條） 

  禁止供應商張貼合格標誌（電波法第 38-28 條） 

  撤銷證書（電波法第 38-17-2 條） 

  對不符合標準設備引發的干擾或傷害，要求改善措施（電波法

第 38-22 條） 

  對於不符合上述命令之處分，罰金可達一百萬日圓或至多一年

的監禁 

對於不符合規範無線設備之管理，總務省可要求提交報告、現場檢

查（on-site Inspection）及干擾防止等因應措施，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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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日本不合規無線設備之因應措施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1. 檢驗紀錄與報告 

經由註冊驗證機構（RCB）取得工事設計驗證的「授權經銷商

（certified dealer）」，在處理其基於工事設計驗證之特定無線設備時，

應符合工事設計的義務（電波法第 38 條之 25 項，第 1 款），確保所

述特定無線設備符合已認證的工事設計。同時，授權經銷商根據工事設

計驗證的檢驗方法，處理特定無線設備檢查，須依照適用之 MIC 省令

規定，準備和留存檢查記錄的義務（電波法第 38 條之 25 項，第 2 款）。

同時，總務省有權要求供應商報告經認證的設備（電波法第 38 條之 21

項），違反此命令時，可能會被處以最高 30 萬日圓的罰款。 

另依省令「第 19 條有關特定無線設備技術法規符合性驗證」規定，

下列提及之檢驗記錄，必須自檢查之日起保留十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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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檢查之工事設計驗證的數量 

  檢查的日期和地點 

  負責進行檢查人的姓名 

  進行檢查之特定無線設備的數量 

  檢查的方法 

  檢查結果 

2. 現場檢查 

當總務省大臣認為有必要強制執行「現場檢查（電波法第 38 條之

20 項）」時，可責令授權經銷商對特定無線設備提出報告；或總務省

授予部會人員進入授權經銷商的營業場所，就所述特定無線設備和其

他物品的檢查。當總務省大臣下令授予部會人員進行現場檢查時，除依

照前條第（1）款的規定，若特定無線設備現場檢查被確定是非常困難，

或是該特定無線設備的某些物件有必要用於查驗。大臣可依電波法第

38 條 21 項授權，責令授權經銷商提交所述的特定無線設備或物件，在

大臣指定的期限內。若違反命令的情況下，授權經銷商可能被判處 30

萬日圓以下的罰款。 

3. 要求干擾防止 

總務省大臣決定對特定無線設備核發工事設計認證並加貼標誌，若

該設備不符合技術法規和使用上述特定無線設備可能誘使干擾和其他

的妨害，將損害其他無線電台的運行或造成傷害人體，大臣認為有其必

要防止所述干擾或傷害的擴大，可依電波法第 38 條 22 項，責令授權



108 

  

經銷商採取防止造成擾動或傷害的必要措施在該特定無線設備。如有

違反命令情形，授權經銷商可能被判處 100 萬日元以下的罰款。任何

的法人代表等違反命令，將處以 1 億日元以下的罰款。 

4. 防止檢測數據偽造防範措施 

由於市場上不合規產品數量的增加，MIC 擔心日本的 RCB 可能會

接受假數據（fake data），以快速/便宜行事地頒發認證證書。為此，MIC

發布法規草案，要求公佈測試報告。 

為防止技術基準合格證明之特性測試，出現測試數據被篡改或轉移

的假數據情事，破壞技術標準合格認證制度的可靠性。總務省修訂省令，

對於技術基準測試除公告一般事項外，將公告和發布測試數據等，以降

低風險並產生阻嚇作用。修改之省令的目標設備，主要針對採取工事設

計認證的免執照無線設備，其報告及公告內容將追加特性測試結果、設

備外觀圖、證明書的副本等，以防止檢測數據偽造的情形發生。 

5. 特定無線設備市場監測 

為確認市場上銷售的特定無線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總務省從

2003 年起從市場上購買無線通信設備等，並根據法令規定進行特性測

試等，調查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同時，相關設備的調查及特定試驗

等，委託民間機構實施辦理，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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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日本特定無線設備市場調查 

資料來源：MIC 

6. 實施「無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 

隨著極低功率無線設備應用日漸廣泛，不合規「微弱無線設備」可

能對消防廣播、航空通信或電信服務等重大無線通信造成干擾情形。如

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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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微弱無線設備干擾重要無線電通信案例 

資料來源：MIC 

為此，總務省自 2013 年起開始實施「無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

針對市場上廣泛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照無線設備進行合規性調查，無

線設備試買執行程序，如圖 30 所示。 

 

圖 30、日本無線設備試買執行程序 

資料來源：MIC，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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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 在大型家電量販店、汽車用品量販店、生活購物中心或網路上，

購買多數消費者為對象銷售的無線設備進行測試，檢定該設備發射的

無線電波強度是否符合標準範圍內，並將各種抽測的產品設備、購買時

間、廠商名稱、設備型號用途及檢測結果等資訊，精簡列表公布於總務

省官網供民眾查閱62，如圖 31 所示。對於不合規產品將要求廠商改善。 

 

圖 31、日本無線電設備試買檢驗結果 

資料來源：MIC 

此外，總務省為提高試買制度規劃執行的迅速性和效率性，對於目

標設備的選定和購買、測量和評估，編列預算委託具有知識能力的民間

機關辦理。另總務省亦積極推動業者自願性設立「微弱無線設備登錄制

                                                 

62 MIC, 無線電設備試買檢驗結果公告,2018-06, 

http://www.tele.soumu.go.jp/j/adm/monitoring/illegal/result/ 



112 

  

度」促進設備的合規性。日本全國汽車用品工業會（JAAMA）及電波

環境協議會（EMCC）兩團體，於 2015 年 6 月自願性成立「微弱無線

設備登錄制度」，設備製造商可將極低功率無線設備送至外部指定試驗

機構實施公正審驗後，合規產品可取得該協會之產品登錄編號貼標產

品上，藉以確認產品符合極低功率無線設備標準。 

隨著各式各樣新興的極低功率無線產品推陳出新，總務省認為「無

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不僅能提供消費者相關產品訊息，避免購買到

不合格的無線設備，更能防止非法電台出現，防止干擾的產生。同時，

透過「無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的實施，對於極低功率無線設備在政府、

製造商、零售商、進口商及驗證機構之間亦能建立一個新的協商合作夥

伴關係，將有助於電波有效利用，提高民眾生活的便利及安全。因此，

總務省期待未來各方能充分協調合作，擴大極低功率無線領域的發展，

共同創建一個嶄新的電信領域。 

(二)  抽測比例 

為確認市場上銷售的特定無線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總務省根據

法令規定進行特性測試，調查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同時為提高市場

稽查執行的迅速性和效率性，對於目標設備的選定和購買、測量和評估，

總務省委託具有知識能力的民間機關辦理。 

無線設備市場稽查的抽測比例，取全年設備認證數量的 1 ％。 

 主要調查無線產品種類包括：行動電話終端、PHS 終端、無線

LAN、藍牙及特定低功率無線電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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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項目包括：頻率、雜散信號（spurious）、所占頻寬（Occupied 

Bandwidth）及天線功率（Antenna electric power）等設備特性檢

驗，以及是否貼附有符合性標誌等。 

稽查單位不事先通知，直接從市場購買已審驗的設備，檢查該設備

技術法規的合規性，一旦調查檢測到違反規定的設備，MIC 將命令的

供應商（販售商或經銷商）修正改善。 

(三)  矯正措施 

為防止不合格設備的流通，如果無線電台（不合規設備）干擾和顯

著妨害其它無線電台的運作，MIC 可對該設備製造商和販售供應商等，

要求提交報告、建議公告及改善等，作為事後措施因應方式。對於生產

販售不合規無線設備的製造商及經銷商，總務省有權規管並對不同違

規事項施以罰則，包括： 

  要求供應商提供設備審證報告（電波法第 38-21 條） 

 違反規定者，可能會被處以最高 30 萬日圓的罰款。 

  檢查驗證設備等供應商的營業場所（電波法第 38-20-1 條） 

 報告被拒絕或偽造時，可能會被處以最高 30萬日圓的罰款。 

  禁止供應商張貼合格標誌（電波法第 38-28 條） 

 禁止廠商張貼標籤前部長將先發佈公告。違反此命令者，最

高可判處 1 年徒刑或最高罰款 100 萬日圓。同時，公司也

可能面臨最高 1 億日圓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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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符合標準設備引發的干擾或傷害，要求改善措施（電波法

第 38-22 條） 

 違反此命令者，最高可判處 1 年徒刑或最高罰款 100 萬日

圓。同時，公司也可能面臨最高 1 億日圓的罰款。 

  撤銷證書（電波法第 38-17-2 條） 

 

第四節 韓國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韓國電信管制器材驗證主要係根據《電信基本法》和《無線電波法》，

針對無線電信設備和產品進行強制性認證。韓國於 2013 年 4 月，基於

政府改造將「韓國國家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所掌理的電磁相容性（EMC）、無線射頻（RF）與電子通訊，

改由新成立之「未來創造科學部」（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 Future 

Planning, MSIP）掌管，人員編制約 800 名63，同時將原隸屬於 KCC 負

責執行驗證工作之國家電波研究院（Radio Research Agency, RRA）亦

隨之移轉為 MSIP 之附屬機構。另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

韓國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5,125 萬人64，因此 MSIP 每位員工須對應大約

8.4 萬個人口數。RRA 移交 MSIP 後，MSIP 主要負責電信設備和通訊

                                                 

63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3-06, 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将成创造经济核心动力, 

http://www.chinainfo.org.cn/filesystem?targetid=21332&type=article_zhengwen 
64 World Bank, Korea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korea-rep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korea-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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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安全認證管理，MSIP 並授權國家電波研究所（RRA）為其驗證

機構，針對產品實施相關的驗證工作。 

RRA 的建置，可追溯於 1966 年 2 月 5 日 2397 號總統法令，其主

要工作為針對無線電資源、無線電波環境、廣播的品質認證和技術標準

進行研究，同時負責制定廣播和通信設備的技術標準，並管理通信設備, 

從而促進韓國廣播和通信業的發展。RRA 是根據 MSIP 及其附屬機構

的組織系統建立的國營研究所。RRA 的組織架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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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韓國國家電波研究院（RRA）組織圖 

資料來源：韓國國家電波研究院（RRA）網站，本研究整理 

 

1. 韓國無線產品認證體系 

韓國針對部分高風險通訊產品（例如：無線基地台發射器與接收器、

行動通訊設備、終端機設備、無線電話等）實施「符合性驗證（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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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程序，其餘產品類別則實施「符合性註冊制度（Registered 

Certification）」。其中，前者為第三方強制驗證方式，而後者再依據產

品電磁干擾風險等級劃又分為「經指定實驗室測試符合性」，以及「自

主測試符合性」兩種類別，均屬於 SDoC 驗證方式。另對於尚未有技術

標準可依循的創新產品，則施以暫時性的授權。韓國電信管制器材分類

原則，按產品設備干擾風險程度，分為三種認證類型，如圖 33 所示。 

 

圖 33、韓國電信管制器材分類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符合性驗證（Conformity Certification），主要針對存在電波干

擾危害、對人身安全和人體等產生有害影響或對通訊網路的安

全及服務產生影響的 RF 與 Telecom 產品器材（如有線、無線

通訊設備、WirelessLAN、Bluetooth、RFID 等），製造商必須

附具指定實驗室測試報告向驗證機構 RRA 申請產品符合性驗

證，取得驗證證明後，始可發行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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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性註冊（Conformity Registration），將再依據產品電磁干

擾風險等級劃分為「經指定實驗室測試符合性註冊」以及「自

主測試符合性註冊」兩種類別，均屬於 SDoC 驗證方式。 

 「經指定實驗室測試符合性註冊」，適用於與符合性驗證

設備相較下，其電波干擾危害、對人身安全和人體等產生

影響小的器材（如家電製品、電腦、極低功率電波設備等），

經由指定測試實驗室測試，及向 RRA 進行登錄並取得註冊

證明後，始可發行販售。 

 「自主測試符合性註冊」，在符合性註冊對象器材中限定

使用範圍、僅在特定領域中使用的器材（工業設備、量測設

備設備等），經自行測試並向 RRA 登錄取得註冊證明後，

始可發行販售。 

 暫時性驗證（Interim Certification），針對尚未有技術標準可依

循的創新產品，在對電波環境沒有危害、安全性得到保障的範

圍內可取得臨時性有效限期的證書。 

根據韓國通訊產品「驗證程序執行規定」，公告適用「符合性驗證」

之產品，製造商必須附具指定實驗室測試報告向 RRA 申請產品符合性

驗證。而公告適用「經指定實驗室測試符合性註冊」程序之產品，製造

商必須將產品送交第三方實驗室進行測試，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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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韓國符合性評估程序 

資料來源：KTI，本研究整理 

經測試取得測試報告後，製造商必須將測試報告與委任書等相關文

件透過線上登記方式提交到指定驗證機構-國家電波研究院（RRA）官

網（http：//ekcc.go.kr/）。RRA 將會在五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核發註

冊證明書（Registered Certification），可供產品通關查驗之用。同時，

現階段韓國係以實施經指定實驗室測試符合性登記程序作為履行歐韓

FTA 電機電子附件第 3（b）條（iii）所規範之 SDoC 實施登記與審查

程序，包括要求所設置之登記程序不得妨礙或延遲產品進入市場。因此，

韓國電波研究院（RRA）所訂定之執行規定採取簡化審查程序、接受電

子形式申請以及設定審查時限之規定，以期符合歐韓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義務。 

對於適用自主測試之產品製造商於執行自主測試時，應確保其產製

品符合韓國相關技術法規。廠商依法應備置各項產品之測試文件，將申

請表、符合性聲明、以及委任書等相關文件透過線上登記方式提交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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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驗證機構-國家電波研究院（RRA）官網（http：//ekcc.go.kr/），完成

自動化登記作業。完成符合性登記程序後將線上作業系統會立即、自動

核發註冊證明書（Registered Certification），可供產品通關查驗之用。 

此外，韓國針對尚未有技術標準可依循的創新產品，在對電波環境

沒有危害以及安全性得到保障的範圍的前提下，可以專案形式取得臨

時性有效限期的證書。根據韓國電波法（Radio Waves Act）第 58-2 條

第 7 項規定，對於仍尚未建立廣播通信設備適宜性評估標準，或基於

任何其他原因很難根據 58-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進行適宜性評估，並且

在以下任何情況下： 

  如果相關設備不會對網路的使用造成危害; 例如，如果不會干

擾廣播通信網路; 

  如果相關設備不會對無線電波使用環境造成危害; 例如，如果

不會對無線電波引起干擾; 

  如果在使用相關設備沒有危害; 例如，對用戶的生命或財產沒

有危害。 

MSIP 可以根據國內或國際相關標準、規範和技術標準進行適當性

評估後附加條件（例如：區域或有效期），允許製造、進口和銷售的相

關設備取得「臨時認證（provisional certification）」。對於請求「臨時

認證」的當事方，應提交內部（In-house）測試報告和用戶手冊等文件，

惟該測試結果必須得 RRA 或指定測試機構之確認，相關申請文件經

RRA 審查核准後，將向申請人發出「臨時合格證書（interim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並對外公告。申請所需文件及法規依據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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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韓國射頻器材認證申請的類型及適用設備 

類別 申請所需文件 設備例示 法律依據 

符合性驗證 

1.用戶手冊 

2.測試報告（由授權

測試機構或 MRA 國

家的測試機構頒發） 

3.外觀圖 

4.元件佈置圖或圖片

電路圖 

5.申請函 

無線電話報警自

動接收器，船

舶，電話，調製

解調器等雷達設

備 

1.無線電波法第 58-2 條 

2.評估合格表第 3-1 條

附件所列設備 

符合性註冊 
與符合性註冊評估標

準一致的確認書 

計算機設備和周

邊設備，以及廣

播機上盒 

1.無線電波法第 58-2 條 

2.合格評定和設備評估

公告第 3-2 條附表 2 所

列設備 

測量儀器，工業

設備，連接器等 

1.無線電波法第 58-2 條 

2.評估符合性公告附表

3 所列設備 

暫時性驗證 

1.技術手冊 

2.內部測試報告 

3.用戶手冊 

4.外觀繪製 

5.電路圖、元件佈置

圖或圖片 

6.代表性信函 

新開發的設備，

其合格評定標準

目前尚未提供 

1.無線電波法第 58-2 條 

2.合格評定公告第 11 條 

資料來源：RRA 網站，本研究整理 

(二)  標籤管理 

韓國認證標誌的水平和垂直比例應遵循網格尺度。雖然韓國認證標

誌的尺寸可以根據產品的尺寸進行調整，但認證標誌的垂直高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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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5 ㎜，如圖 35 所示。若極小型產品，如存儲設備或使用認證密封

的產品可根據產品尺寸調整韓國認證標誌的垂直高度。 

 

圖 35、韓國符合性標誌 

資料來源：RRA 

韓國對於採取符合性驗證（Conformity certification）程序授權的無

線產品，其標籤沒有效期限制。但對於採符合性註冊制度（Registered 

Certification）授權的產品，其標籤註冊效則為 5 年65。 

此外，在「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規定方面，韓國未特別制

定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的使用規範，但無線電波法 58-2.5 允許通過

符合性評估測試設備因維護及管理的變更（Changes fo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其中，管理變更因素可能包括:轉移（Transfer）、歸屬

                                                 

65 TÜ V Rheinland of N.A. Inc., http://cdn2.hubspot.net/hub/142883/file-353131586-pdf/kore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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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ion）、繼承（inheritance）或公司分割（partitioning of corporation）

等，相關責任方將承擔產品符合性的權責義務。 

(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在實體通路上，韓國對所有經過認證的設備，都將進行調查、確認

和測試活動，以確認是否按照認證標誌和技術標準在市場上供應和銷

售。檢查的目標設備將根據，如： 

 過去有缺失經驗的設備 

 有可疑測試結果的設備 

 過去有違規記錄申請人進行認證的設備 

 有民事索賠或投訴記錄的設備 

 廣泛供應和/或使用的設備 

 包含許多模組更改應用程序的設備 

樣品的取得是從市場直接購買或請求製造商/當地代理商/進口商提

供樣品；稽查驗證內容清單包括： 

 檢查認證標誌是否已正確標記 

 檢查是否符合相關技術標準 

 檢查與申請/認證時測試的樣品（電路，外殼等）相比，它是否

是相同的設備 

另在透過網路購買射頻產品的規管方面，韓國商品管理主管機關為

知識經濟部技術標準院（Korean A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KATS），KATS 係以《消費品安全基本法》（Product Safety Act）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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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依據，韓國雖未特別規定網路販賣無線設備須標示審驗合格標籤，

但以 KC 標章 （Korean Certification）作為強制性檢驗標識，要求合規

產品應正確貼黏標籤。在韓國將強制性安全驗證，依產品範圍分為紡織

品、化學品、機械、與家用休閒用品四大類，射頻器材亦依其用途散布

於此四大類商品中規管。 

韓國有關電子商務相關事務係依《商品責任法》（Product Liability 

Act, PLA）執行規管，該法明訂對受害消費者的保護，同時要求製造業

者加強關注商品安全性，該部法律亦賦予監理機關對使商品缺陷的責

任歸屬得進行嚴謹的調查。值得一提的是，韓國於 2010 年制定《消費

品安全基本法》，明訂包括射頻器材在內的商品，應遵循之安全管理規

範及罰責，同時，也要求主管機關應適時向廠商與民眾宣導相關資訊。 

目前韓國針對海外消費者網路購買射頻器材的限制十分繁瑣，依

1999 年制定《電子金融監督規定實施細則》，消費者欲於韓國進行網

路購物都必須下載 Active X 控制項或公共證書，要求消費者需進行包

括手機簡訊認證、身分證號碼認證、IPIN （Internet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認證和外國人登錄證認證等，外國消費者甚難透過網路取得

電子證書進行網路交易。 

另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項目數量管理規定方面，韓國並未

特別設定無線設備項目數量限制的要求。MSIP 主要針對無線電信設備

和產品進行強制性認證，同時授權國家電波研究所（RRA）就市場供應

和銷售的驗證設備，將進行調查、確認和測試，查驗設備是否符合認證

和技術標準，以確保產品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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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商用管理 

射頻管制器材如符合下列自用或自行輸入之條件，則可不受前揭驗

證規定66： 

 用於技術開發或測試研究目的的設備。 

 用於非銷售用途的設備（如用於展覽和國際比賽的設備）。 

 設備係由國外技術人員進口，用於國內工業，並在一定使用期

限後送回國外的設備。 

 因執行符合性驗證之設備有維修需要，而進口或製造的設備或

元件。 

 為軍事目的進口或製造的設備。 

 進口或製造於海外市場使用的設備，該設備並未於韓國境內使

用。 

 已出口到海外的設備，有運回韓國進行維修之需要。 

 設備安裝於自海外訂製的船舶或飛機（包括供替換之相同類型

設備），且該船舶或飛機為交付給海外客戶。 

 通過國際互認安排或類似協議，輸入擬進行符合性驗證的設備 

 業餘無線電建造，組裝或進口供個人使用的設備，而非供境內

銷售。 

 為研究國內市場而進口少於 3 件之樣品，且該樣品不得銷售。 

                                                 

66 RRA, Equipment exempted from conformity assessment, https://rra.go.kr/en/cas/intr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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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供私人使用而非出售的設備，且該設備以 1 件為限。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稽查制度 

韓國市場稽查主要係根據《無線電波法》58-11 條及 71-2 條規定，

對於市場供應和銷售的驗證設備，將進行調查、確認和測試，查驗設備

是否符合認證和技術標準。韓國對於無線產品的市場稽查，採取包括：

產品抽樣稽查、立法實施《消費品安全基本法》、強化製造商/進口商

之跨境通報義務以及創建通路業者快速反應機制等相關措施。對於不

合規產品製造販售等，也將施以刑事及罰金處分。 

(二)  抽測比例 

在產品抽樣稽查方面，韓國國家電波研究院（RRA）每年會抽樣 3 

% ~ 5 %的註冊產品進行市場稽查。稽查設備機種的選擇，是以市場上

容易獲得的平價產品為原則，並從市場直接購買或請求製造商/當地代

理商/進口商提供等。從 2013 年起，RRA 並指示在各指定實驗室的符

合註冊產品中，須抽樣 3 %的產品執行測試義務。鑑於市場稽查工作需

要相當的人力和時間，故 RRA 已正檢討如何在預算下能有效的進行稽

查業務，以及公布市場稽查的報告。同時，對於違規廣播通信設備，根

據「無線電法建設條例第 124 條之 1，附錄 28」，可處以 20 萬〜1,000

萬韓圜的行政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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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矯正措施 

為確保產品製造、使用之安全性，韓國科技標準局（KATS）負責

管理產品上市前的強制性驗證制度以及後市場稽查工作。根據《質量經

營及工業品安全管理法》與《電氣用品安全管理法》之授權，KATS 主

要負責管理工業產品與電機電子產品（包括家用電器與資通訊產品）的

強制性安全驗證體系之監管。另一方面，2011 年開始實施的《消費品

安全基本法》為現階段韓國後市場監督的主要法源。KATS 作為該法授

權之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執行產品後市場稽查工作，包括：召回瑕疵產

品、市場檢查、商品事故調查、強制通報等。韓國商品安全通報體系，

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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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韓國商品安全通報體系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計畫（2013） 

韓國政府為在《消費品安全基本法》規範架構下進一步強化通報義

務，於 2012 年 8 月 24 日開始實施跨境通報義務，要求製造商或進口

商針對境外實施召回的情況，亦負有通報義務。例如，韓國電視製造商

所製造的電視產品除了在國內銷售亦出口到美國，若是電視產品於美

國境內發生問題，而由進口商實施召回的時候，為了加強與美國的跨境

通報義務，韓國政府將進一步要求韓國製造商必須將召回相關資訊向

韓國政府進行通報。 

此外，鑑於不良產品安全事件對公眾的影響，韓國對不安全商品採

取積極的應變措施，由大韓商工會議主導在主管機關、大韓商工會議所

以及大型銷售通路業者之間建立即時通報系統，將不安全商品直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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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給銷售端，促使不安全商品能快速地下架停止銷售。其建立的不安全

產品監控系統（Unsafe Product Screening System , UPSS），如圖 37 所

示。 

 

圖 37、韓國通路業者快速反應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計畫（2013） 

此外，在韓國後市場稽查行動中，若產品有各種不合規情事，將施

以刑事及罰金處分，包括： 

 對於生產/銷售/進口無認證產品的廠商將處以最多 3 年監禁或

3000 萬韓元的罰款 

 對於不符合技術標準的產品，將要求修正或暫停生產/進口 

 以欺騙性方式取得認證者，將禁止生產/進口，並取消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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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沒有標誌/錯誤標誌的產品，將要求更正，若無改善則將取

消和撤回，罰鍰最高可達 300 萬韓元。 

 

第五節 澳洲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澳洲通信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ACA）和澳

洲廣播管理局（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 ABA）於 2005 年 7 月

1 日進行合併，並成立主管澳洲電信及傳播的澳洲通訊與媒體管理局

（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ACMA

在 Canberra，Melbourne，以及 Sydney 設有辦事處，直至 2018 年 2 月，

員工人數約為 380 人67，另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澳洲

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2,421 萬人68，因此 ACMA 每位員工須對應大約 6.37

萬個人口數。 

ACMA 的日常活動是由主席、副主席、兩名兼職成員、四名總經理

和十名行政管理人員所組成的管理團隊進行管理。總經理負責四大領

域，包括通訊基礎設施；內容，消費者和公民；企業和研究；以及法律

服務等領域，這些領域會進一步分為具有特定業務功能的分部。 

                                                 

67 ACMA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vailable at： https：

//www.acma.gov.au/theACMA/About/Corporate/Structure-and-contacts/organisational-structure-acma  
68 World Bank, Australia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australia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About/Corporate/Structure-and-contacts/organisational-structure-acma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About/Corporate/Structure-and-contacts/organisational-structure-acma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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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洲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及無線電通訊法

（Radiocommunications Act 1992）的規定，ACMA 要求所有製造商及

進口商的電信及無線電管制設備都必須得到審驗標籤，才能在市場上

販售使用。ACMA 同時負責制定符合性標籤的審驗法規，包括無線電

通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 Radio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tice 2017）69，以及用戶電信設備

和佈線的標籤注意事項（Tele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Notice for 

Customer Equipment and Customer Cabling） Instrument 2015）70。 

從 2013年 3月 1日開始，澳洲實施新的電器設備安全系統（Electrical 

Equipment Safety System, EESS），並實施法規符合性標誌（Regulatory 

Compliance Mark, RCM）的審驗標籤，以涵蓋全國的電器設備安全要

求。製造商及進口商安全級別較高的電信及無線電管制設備為了使用

RCM 標籤，供應商必須使用在電子監管機構委員會（Electric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Council, ERAC）管理的 EESS 國家註冊資料庫進

行在線註冊，並支付每年的註冊費。負責的供應商必須確保其提供的電

器設備符合相關的標準，而且這些設備在資料庫上的資訊細節是目前

最新的，如果供應商沒有達成，將會有相關的處罰。這一全國性的資料

庫是由 ACMA 和 ERAC 共同使用。 

                                                 

69 ACMA, Radio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t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70 ACMA, Labelling Notice for Customer Equipment and Customer Cabling） Instrument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5L00190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5L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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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ESS 具備的功能 

EESS 具備的功能如下：71 

 使澳洲統一全國電器設備安全法規，如此將大量增加消費者的

安全性。 

 所有供應商和特定型式的電器設備在銷售前，必須先行於國家

資料庫進行註冊，如此將允許設備可以更容易地追查到它的供

應商，並可作為電器設備法規規範的關口。 

 根據風險的高低，相關設備被劃分為三個級別（compliance level 

1、2、3）。將於下一段進一步說明。 

 是一個用戶付費的系統，註冊費的基金可以增加符合性、監控

效率，以及後市場的執法活動。 

 註冊的供應商，例如製造商或設備的進口商，其在澳洲是一個

合法的實體，其對銷售電器設備的安全性，具有舉證的責任。 

 EESS 技術安全的要求在沒有改變的情形下，某些項目仍須提

供更嚴格的符合性證據。 

2. 電器設備分類 

根據澳洲電信法及無線電通訊法的規定，電器管制設備的種類可依

符合性（compliance）的要求劃分為三個級別（compliance level 1、2、

3），如圖 38 所示。 

                                                 

71 ERAC, EESS, available at： http：

//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2&Itemid=551  

http://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2&Itemid=551
http://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2&Itemid=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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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澳洲電器設備分類 

資料來源：ERAC，本研究整理 

設備廠商在進口或販售電器管制設備前，必須先完成向 ACMA 註

冊及取得使用 RCM 標籤的授權。三個級別電器管制設備的分類標準如

下：72 

(1) 符合性級別一的電器管制設備 

係指對無線電設備干擾較低的產品，例如家用無線電話、SRD、手

動開關、簡單的繼電器、單向電感及電阻等。針對級別一的產品，ACMA 

要求設備廠商必須簽署符合性聲明（Declaration of Compliance, DoC）

及提供描述該產品的書面文件。級別一的產品必須申請 RCM 的標章，

                                                 

72 ERAC, Levels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

//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9&Itemid=559  

http://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9&Itemid=559
http://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9&Itemid=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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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提供該項產品的符合性記錄文件，以證明符合性聲明中所描述

的產品已符合 ACMA 所發布的相關技術標準，紀錄文件必須保存五年。 

級別一的產品不須於國家資料庫中進行註冊，但設備的品牌與型式

必須可以連結到負責的供應商。ACMA 並不強制要求設備廠商對於級

別一的產品必須提供測試報告，但是當 ACMA 要求調閱測試報告時，

設備廠商必須提供。而且 ACMA 允許設備廠商於廠內自行測試，但是

設備廠商必須證明廠內有足夠的檢測儀器。 

(2) 符合性級別二的電器管制設備 

係指對使用無線電設備的干擾中度的產品，例如行動電話、DECT、

PHS、開關電源、電焊機、調光器、大部分的家用電器等。針對級別二

的產品，ACMA 要求設備廠商除了必須簽署符合性聲明和提供描述該

產品的書面文件外，還要提供依據 ACMA 所發布的相應技術標準所執

行的測試合格報告，或者是由 ACMA 的指定驗證機構（Certification 

Body, CB）根據該產品所必須符合的技術標準，所簽署的證明文件，若

該產品曾獲得由外國主管機關所核發的型式認證（Type Approval）證

書，則設備廠商可提供國外的型式認證證書及檢附由 ACMA 指定的

CB 所簽署的符合證明文件。ACMA 並不強制要求設備廠商對於級別

二的產品必須交由檢測機構（Recognised Testing Authority, RTA） 測

試，而且 ACMA 允許設備廠商於廠內自行測試，但是設備廠商必須證

明廠內有足夠的檢測儀器。 

級別二的產品必須申請 RCM 的標章，也必須於國家資料庫中進行

註冊，並須提供一個可接取的符合性文件夾（Compliance Folder），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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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設備符合相關標準的證明文件，該符合性文件夾也可置於國家資

料庫中，相關資料必須保存十年，以因應 ACMA 的查詢。 

(3) 符合性級別三的電器管制設備 

係指對使用無線電設備的干擾極高的產品，例如公告之有意產生射

頻能量的 ISM 設備，或以電磁輻射形式使用的加工焊接設備。電信終

端設備之前是包含在級別三的類別範圍內，但是從 2003 年 11 月 7 日

起，ACMA 宣布將電信終端設備劃分到級別二的產品範圍。 

針對級別三的產品類別，ACMA 要求設備廠商除了必須簽署符合

性聲明和提供描述該產品的書面文件外，還必須提供由 ACMA 認可的

RTA 所出具的測試報告及由 ACMA 所指定的 CB 根據該產品所必須

符合的技術標準，所簽署的證明文件。若該產品曾獲得由外國主管機關

所核發的型式認證（Type Approval）證書，設備廠商仍然必須提供由

ACMA 認可的 RTA 所出具的測試報告及檢附由 ACMA 指定的 CB 

所簽署的符合證明文件。級別三的產品必須申請 RCM 的標章，也必須

於國家資料庫中進行註冊。 

(二)  標籤管理 

從 2013 年 3 月 1 日開始，澳洲實施新的電器設備安全系統 EESS，

並實施法規符合性標誌 RCM 的審驗標籤，RCM 的審驗主要是適用於

電器安全、電信管制設備和電子類產品，因此 RCM 成為 EESS 系統內

的單一法規符合性標籤73。EESS 系統取代過去要求所有製造商及進口

                                                 

73 ACMA, Radiocommunications（Compliance Labelling–Devices）Notice 2014，EXPLANATORY 

STATE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4L01236/Explanatory%20Statemen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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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電信及無線電管制設備，都必須取得 A-tick 和 C-tick 審驗標籤始

能在市場上販售使用的規定，2013 年 3 月之前取得 A-tick 和 C-tick 審

驗標籤的供應商，可在 3 年過渡期內完成資料庫的登記，以採用新的

RCM 標籤，2016 年 3 月 1 日起，供應商僅可使用 RCM 標籤。 

1. 設備合規標籤申請的規定74 

如果要求黏貼合規標籤的設備是在澳洲國內製造，則合規標籤必須

由下列人員或廠商進行申請： 

 製造商 

 製造商的代理商 

 製造商或代理商授權的代表人 

如果要求黏貼合規標籤的設備是在澳洲境外製造，則合規標籤必須

由下列人員或廠商進行申請： 

 進口商 

 進口商的代理商 

 進口商或代理商授權的代表人 

2. 合規標籤的黏貼規定 

 合規標籤必須具備耐久性，黏貼在設備上必須是可永久的，或

是拆除或消除困難的。 

                                                 

74 ACMA, Product labell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Suppliers/Product-

supply-and-compliance/Steps-to-compliance/product-labelling  

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Suppliers/Product-supply-and-compliance/Steps-to-compliance/product-labelling
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Suppliers/Product-supply-and-compliance/Steps-to-compliance/product-lab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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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規標籤的外觀至少要有 3mm 的高度。 

 如果因設備尺寸或物理特性，以致無法在設備表面黏貼合規標

籤，或是將合規標籤黏貼在設備表面是不切實際的，則合規標

籤必須置放於該設備外包裝的表面，並且當設備提供給用戶時，

需隨附相關文件，包括有關的保修書或保證書。 

 合規標籤置放於設備外包裝表面時，必須佔據大於該外表面面

積的 1％，並且需清晰可見。 

 供應商必須製作並保存合規標籤置放於設備外包裝表面的原因

紀錄，並標明黏貼的位置。 

3. 標籤效期 

澳洲沒有針對標籤效期進行規定，但根據澳洲電信法及無線電通訊

法，設備廠商在進口或販售電器管制設備前，必須先完成向 ACMA 註

冊及取得使用 RCM 標籤的授權。 

所有級別的產品均必須申請 RCM 的標章，也必須提供該項產品的

符合性記錄文件，級別一產品的紀錄文件必須保存五年，級別二和級別

三產品的相關紀錄資料必須保存十年，以因應 ACMA 的查詢。 

4. 電子標籤 

 供應商可以使用設備的內置顯示器提供設備的合規標籤。 

 供應商必須確保設備提供給用戶時，隨附文件說明顯示合規標

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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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備隨附的解釋性文件 

如果適用合規標籤的設備有可能因錯誤安裝或操作，以致設備的使

用方式不符合設備的適用標準，設備的供應商必須提供設備隨附的解

釋性文件，其中清楚說明正確安裝和操作的規格，以盡量減少錯誤的可

能性。 

6. 標籤授權轉移作業流程 

依據 ACMA 有關標籤和記錄保存資訊75的相關規定，授權他人使用

審驗合格標籤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 設備在國內製造 

澳洲製造商（manufacturer）或其在澳洲的授權代理商（agent）必須

根據電信標籤通知76對電信設備黏貼標籤。任何將合規標籤應用於設備

的人都必須獲得供應商（supplier）的授權。 

合規標籤的授權副本必須由授權供應商進行保存，並作為合規記錄

的一部分。被授權的人也應保留一份被授權標籤的副本，以代表供應商

的授權。 

任何未經授權使用標籤的人，可能會因為濫用受保護標籤進而被起

訴。 

                                                 

75 ACMA （2014）, Information on labelling and record-keeping, available at: 

http://www.ausrcm.com.au/upfile/2014/08/20140807160154_644.pdf  
76 Legislation - labelling notices,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Suppliers/Product-

supply-and-compliance/Steps-to-compliance/legislation---labelling-notices  

http://www.ausrcm.com.au/upfile/2014/08/20140807160154_644.pdf
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Suppliers/Product-supply-and-compliance/Steps-to-compliance/legislation---labelling-notices
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Suppliers/Product-supply-and-compliance/Steps-to-compliance/legislation---labelling-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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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在國外製造 

澳洲進口商（importer）或進口商授權的澳洲代理商（agent）必須

確保在海外生產的電信設備將依照電信標籤通知對電信設備黏貼標籤。 

ACMA 意識到許多進口設備在製造時黏貼標籤，比在進口時黏貼

標籤可以更具成本效益，因此規定如果設備在海外黏貼標籤，則註冊的

供應商或其在澳洲的代理商必須提供書面授權給設備的原始製造商，

以申請標籤。 

合規標籤的授權副本必須由註冊的供應商或其在澳洲的代理商進

行保存，並作為合規記錄的一部分。註冊供應商必須對此流程負責。供

應商應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其合規標籤不會被海外製造商濫用。 

 

(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1. 電子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 

澳洲政府於 1999 年頒佈的電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77，主要目的在肯定電子交易資訊經濟的重要性，促進電子通訊

的使用，以及強化大眾對電子通訊的信心。依據澳洲消費者保護法

（Australia Consumer Law, ACL）78，澳洲之商品管理主管機關為澳洲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ACCC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依據電子交易法可以定期進行廣

                                                 

77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 available at： https：

//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1C00445  
78 The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available at： http：//consumerlaw.gov.au/the-australian-consumer-

law/legislation/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1C00445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1C00445
http://consumerlaw.gov.au/the-australian-consumer-law/legislation/
http://consumerlaw.gov.au/the-australian-consumer-law/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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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市場監督與不定期監測。除規定個人或法人在申請網路交易時，需

提供個人或法人的真實資訊與電子簽名外，在澳洲申請網路交易時，需

要在商業部註冊商業登記號碼（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ABN），

以利政府藉此追溯經營者的相關資訊。79 

依據 2014 年 ACCC 公布之網路消費性商品安全指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Online）80，所有商品在網路平台進行販售，皆必須符合 

ACCC 頒發之強制性安全標準，ACCC 並可進行抽查網路平台所購買

之商品，以確保符合澳洲之法律規範。 

2. 電信法與無線電通訊法 

依據澳洲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及無線電通訊法

（Radiocommunications Act 1992）的規定，ACMA 要求所有製造商及

進口商的電信及無線電管制設備都必須取得 RCM 審驗標籤，才能在市

場上的實體或網路通路進行販售及使用。 

EESS 規範範圍內（In-scope）的電器設備，其額定低電壓的電器設

備，包括：81 

 超低電壓需大於 50 V AC RMS 或 120V ripple-free DC 

 高壓需少於 1000V AC RMS 或 120V ripple-free DC 

規範範圍內的電器設備必須被設計為適合家用、個人使用或類似的

用途。如果監管機關聲明將取消某項規範範圍內的電器設備，除非供應

                                                 

79 經濟部標準與檢驗雙月刊第 195 期，參見：https：//www.bsmi.gov.tw/wSite/ePaper/195.pdf  
80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nsumer-

product-safety-online  
81 ERAC, In-Scope Electrical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

//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2&Itemid=583  

https://www.bsmi.gov.tw/wSite/ePaper/195.pdf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nsumer-product-safety-online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nsumer-product-safety-online
http://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2&Itemid=583
http://www.erac.gov.a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2&Itemid=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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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或製造商能夠證明相反的論證，否則該電器設備將無法於 EESS 中

進行註冊。 

3. 無線電通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 

依據無線電通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82的規定，如果製造商或

進口商授權代理商保存製造商或進口商的合規紀錄，代理商保有合規

紀錄的同時，也需保存與製造商或進口商之代理合約。因此製造商或進

口商授權實體通路或網路通路之代理商進行通訊設備陳列或銷售，實

體通路或網路通路之代理商必須保有商品的合規紀錄，也需保存與製

造商或進口商之代理合約。 

4. 進入市場數量限制 

限制進入市場數量的本質與原則是為維護無線電頻譜的可用性和

有效使用，在減少有害干擾風險的前提下，使市場能夠開放更多的無線

電設備。 

澳洲雖未特別制定項目數量之限制，但在技術上要求設備必須符合

基本要求，在行政上施加使用限制，並進行市場稽查等措施，以避免有

害設備干擾，進而維護無線電頻譜的可用性。 

 

                                                 

82 ACMA, Radio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t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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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商用管理 

澳洲有關郵寄或自行攜帶輸入之免審驗自用的相關規定，依據

ACMA 輸入通訊設備規定83的說明如下： 

1. 電信設備 

在另一個國家購買的電信設備在澳洲使用是不適合或不安全的。電

信設備，例如電話、數據機、答錄機及傳真機等，只能在貼有 RCM 合

規標籤的情況下，才能連接到澳洲的電信網路。如果電信設備不具有

RCM 合規標籤，則不適合在澳洲使用，將該設備連接到電信網路是非

法的，將會受到相對應的處罰。 

如果是進入澳洲的國際遊客，應該與其行動業者聯繫，以確定該業

者已與澳洲行動業者簽署漫遊協議。許多國家的手機提供商已與澳洲

的行動業者建立了國際漫遊協議，允許其客戶在澳洲繼續使用其手機。 

2. 無線電通訊設備 

在澳洲使用非標準的無線電通信設備可能會造成相關干擾， 這些

設備包括無線電話、陸地移動收發器（land mobile transceivers），以及

使用射頻能量作為其運作的低功率設備。非標準的無線電通信設備可

能會干擾行動電話服務、廣播電台、廣播電視，以及無線電緊急救難服

務。 

                                                 

83 ACMA, Bringing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to Australia：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bringing-communications-equipment-into-australia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bringing-communications-equipment-into-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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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使用非標準的無線電通信設備的使用或擁有可能是違法的，

會有相關的處罰。 

對某些無線電通信設備，在澳洲使用之前需從 ACMA 獲得許可證。

在澳洲運作任何無線電發射機是非法的，除非該發射機的運作獲得許

可授權。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稽查制度 

有關電子設備的市場稽查，主要由官方成立之 ERAC 負責。ERAC

的積極主動作法是透過對供應商和設備的稽核和檢查，以維護符合性

的架構，並促進遵守符合性的適當步驟。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安

全設備進入消費者的可能性，並降低電器傷害和財產損失相關的成本。 

1. 市場稽查的作法 

ERAC 的市場稽查的作法整理如下：84 

 確保電子設備符合相關規定 

 透過教育，強化與電子產業之間的的關係 

 提高 ERAC 對市場的了解 

 保持 EESS 的完整性 

 為供應商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鎖定未達符合性的供應商與設備。 

                                                 

84EESS, A GUIDE TO SUPPLYING SAFE ELECTRICAL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

//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http://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http://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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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的準則 

ERAC 選擇使用的準則主要基於： 

 ; 

  

  

  

  

  

3. 稽查的程序 

如果供應商被選擇須進行電子設備的稽查計畫，ERAC 成員通常會

通知該供應商。但如果是屬於現場稽查部分，則無需提前通知，但通常

是在營業時間內。當電子設備安全檢查員進行檢查時，供應商須視情況

提供： 

 代表公司，並被適當授權作為聯絡人的相關詳細資料 

 公司的相關詳細資料，例如註冊公司或是合夥公司 

 相關設備在澳洲合法銷售的依據，例如符合性證據 

 設備標識的確認證據 

 市場普遍適用的證據，包括正確的插頭、警告標籤，以及使用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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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稽查的結果 

當所有稽查的要素都考量完成後，ERAC 成員將會提出最後結果，

而且在稽查時，也會提出口頭說明，包括停止銷售的建議。 

如果稽核被認為屬於不合格，稽查員將提出需要補救問題的建議。

符合性的行動可能包括發出改善或侵權的通知，或甚至是開始進行起

訴。 

(二)  抽測比例 

依據無線電通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85第五節的規定，設備供

應商必須確保在收到授權官員（authorised officer）通知稽查的 10 個工

作日內，提供可供稽查的設備合規資料。向授權官員提供設備合規資料

的情形如下： 

 授權官員可以書面方式要求設備供應商依照規定提供該設備指

定的合規記錄。 

 如果要求是針對特定記錄，供應商必須在要求日期後的 10 個工

作日內提交記錄。 

 如果要求是針對設備的特定電路圖或手冊，供應商必須在要求

日期後的 30 個工作日內提供相關文件。 

 授權官員收到供應商的資料後，必須向供應商提供相關收據。 

                                                 

85 ACMA, Radio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t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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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官員必須在確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取得的正本文件退回

給供應商。在任何情況下，取得該文件後，必須在 60 天內退回。 

如果授權官員認為供應商保存的記錄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設備符合

適用的規定，授權官員可以書面要求供應商提供認可測試機構所提供

的測試報告，情形如下： 

 由認可測試機構取得 3 個以上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並依據

適用標準或標準中的特定部分進行測試，測試的費用需由供應

商支付。 

 在通知書指定的期限內，必須提供授權官員所有相關設備樣本

的測試報告，以證明該樣本符合適用的標準，或適用標準的特

定部分。 

授權官員提出上述相關設備和適用標準的要求，如果可以符合下列

的情況，該設備將被視為符合適用標準。 

 由認可測試機構取得 3 個或 4 個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並依

據適用標準或標準中的特定部分進行測試，結果所有樣本均符

合適用標準。 

 由認可測試機構取得超過 4 個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並依據

適用標準或標準中的特定部分進行測試，結果至少有 80 ％的

測試樣本符合適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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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矯正措施 

1. 評估的程序 

當供應商或電子設備未達符合性時，主要依據相關證據與情況來決

定所需的適當行動，該行動可能是警告、改善通知、侵權通知

（infringement notice）、其他必要的通知、禁止銷售，或進行起訴，以

保護公眾。考量對公共安全和照護的影響，相關的考慮因素包括：86 

 違規的嚴重性 

 違規的影響; 

 相關的配合意願、態度和行為 

 運作的影響 

 消費者和公眾的風險性 

如果影響評估顯示違規情況嚴重，或者先前有違規的記錄，則可在

調查或稽核期間或結束時發出侵權通知。禁止設備的出售或供貨銷售

通常會收到侵權通知。 

ERAC 成員還會考量可能需採取何種行動來糾正違規，其中可能包

括禁止（prohibition）。沒有遵守禁止通知通常會受到起訴。 

電子設備也可能依據統一的 EESS 規範進行強制召回，以清除社區

中的危害。 

                                                 

86EESS, A GUIDE TO SUPPLYING SAFE ELECTRICAL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

//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http://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http://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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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告與建議 

警告或改善通知主要將會概述： 

 觀察到的違法行為 

 該採取的補救行動 

警告或侵權通知可能會同時附帶建議停止銷售，並通知已購買該設

備的消費者。 

可能也會進行後續的稽核，以監督其遵守情況，以及所需的任何補

救行動。如果在指定的時間架構內未能採取補救行動，可能會提升強制

執行的行動，以確保能保護公眾及其財產。 

3. 侵權通知 

侵權通知將以法規規定的形式發布，並將概述： 

 相關侵權罪行 

 權利與義務 

 侵權罰金 

 支付罰款的地址 

支付侵權罰金不會免除應採取的任何補救措施，持續犯罪可能會導

致進一步的通知或起訴。 

侵權通知包括對收件人責任與權利的說明，因此應仔細閱讀，並在

必要時尋求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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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罪行與起訴 

ERAC 成員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考量後，可以直接採取起訴行動，而

不單僅是發出侵權通知。 

罰金依據罪行的嚴重程度和起訴的相關權限而有所不同。個人違反

相關法規的最高罰金是 4,000 澳幣，公司違反相關法規的最高罰金是

8,000 澳幣。個人違反電器安全義務或應負導致死亡責任的最高罰金是

30 萬澳幣，公司違反電器安全義務或應負導致死亡責任的最高罰金是

150 萬澳幣。個人違反電器安全責任或應負導致多人死亡責任的最高罰

金是 60 萬澳幣或 5 年徒刑，公司違反電器安全責任或應負導致多人死

亡責任的最高罰金是 300 萬澳幣。87 

5. 禁止通知 

如果確定將發生，或可能發生嚴重的安全風險，則 EARC 可以發出

禁止通知。禁止通知可能是： 

 要求停止設備的進口、使用、銷售或製造 

 警示公眾或購買具有安全風險設備的人 

 以指定的方式指示執行的指令 

未能遵守禁止通知可能會遭受起訴。 

                                                 

87EESS, A GUIDE TO SUPPLYING SAFE ELECTRICAL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

//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http://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http://www.doesitcomply.com.au/website/assets/files/EESS%20Guide(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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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召回 

如果認為適當，ERAC 將根據 EESS 的規定實施召回行動，以保護

社會免受具有電器安全風險的設備影響。 

通常召回行動會包括在報紙刊登廣告，以向公眾通報受召回電器設

備的品牌和型號，並會由供應商說明如何退回或修理設備。 

召回行動是由 ERAC 和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進行協

調，澳洲消費者事務部也有權召回任何不安全的產品。 

 

第六節 新加坡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2016 年 4 月之前，新加坡資通訊監理主管機關為資訊通信發展管

理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其主管新加坡資通訊

發展、監理業務，訂定資費及通訊設備標準。依據新加坡電信法第二部

份第九條第一項，任何連接至合法電信系統或設備之設備須經 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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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

許可。 

2016 年 4 月起，新加坡政府合併 IDA 與媒體發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MDA）為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

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MDA）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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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科技局（Government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GTO），兩個新部門同

時隸屬於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88  

GTO 除接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 IDA）屬下之政府資訊處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並負責服務新加坡政府機構

的資訊科技。IMDA 負責接管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並負責推動 2025

年資訊科技媒體發展藍圖，將著重發展與監管資訊通信業與媒體業，服

務的對象是公眾及企業。 

依據資通訊部長（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辦公

室的資料，IMDA 於 2016 年時，員工數大約為 850 人89，另依據世界

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新加坡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560 萬人90，因

此 IMDA 每位員工須對應大約 6,600 個人口數。 

新加坡電子通訊產品檢測驗證適用於《電信法》以及電信標準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相關規定，例如有線終端設備標準

（Line Terminal Equipment Standards）及無線通訊設備標準（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Standards）等。91凡屬提供電子通訊使用之任

何產品、組件或配件，均屬《電信法》適用之範圍，包括提供廣播通訊

使用之產品亦屬之。《電信法》之主管機關為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

局（IMDA）依據電信標準之規定，針對電子通訊產品全面實施 SDoC

制度。 

                                                 

88 新加坡駐台代表處新聞稿，http：//www.roc-taiwan.org/sg/post/11601.html  
89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mci.gov.sg/workplan-seminar-

2016/opportunity  
90 World Bank, Singapore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singapore  
91 IMDA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 available at： https：//www.imda.gov.sg/Standards  

http://www.roc-taiwan.org/sg/post/11601.html
https://www.mci.gov.sg/workplan-seminar-2016/opportunity
https://www.mci.gov.sg/workplan-seminar-2016/opportunity
https://www.imda.gov.s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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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架構 

IMDA 的組織架構是由董事會、資深管理人員和附屬機構所組成。

董事會成員指導 IMDA 的工作，並協助勾勒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產業

的發展。資深管理人員力求 IMDA 在資訊通信媒體領域的工作能有助

於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產業目標的發展，以及促進社會的凝聚力和包容

性。另外為了履行多方面的職責，IMDA 百分之百投資擁有新加坡網路

資訊中心（Singapore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SGNIC），以管理新

加坡網際網路域名空間。 

IMDA 要求電信設備供應商在銷售和使用設備之前，必須遵守註冊

架構的要求，並依據架構程序進行設備註冊，相關執行細節可依循電信

設備註冊指南（Guide for Regist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規定。92 

2. 電信設備分類 

IMDA 公告適用註冊制度之產品分類，依據產品所適用之註冊程序

區分為三種群組，如圖 39 所示：93 

                                                 

92 Guide for Regist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guide.pdf?la=en  
93 Guide for Regist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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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IMDA 註冊程序分類 

資料來源：IMDA，本研究整理 

以下就三個群組的電信管制設備，加以說明其分類標準。 

(1) 適用「產品精簡註冊程序」之產品 

允許適用「產品精簡註冊程序（Enhanced Simplified Equipment 

Registration Scheme, ESER Scheme）」之產品類別，主要為複合式集線

設備、各式短距離/低電壓裝置以及數位電視接收解碼裝置，包括 ISDN

原級速率接取設備、ISDN 基本速率接取設備、數位電視接收解碼器、

無線麥克風、藍牙發射裝置、影像無線傳輸裝置、無線電話等產品。此

一類別產品被 IMDA 認定屬於低風險通訊產品，屬於管制強度較低之

產品類別。 

使用 ESER 的供應商須依據適用的 IMDA 技術規範進行在線 DoC

聲明。供應商必須根據製造商或認可機構所提供的設備認證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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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明，對該型號設備進行自己的符合性評估，因此供應商可以表明該

設備可以符合 IMDA 技術規範的相關要求。 

ESER 產品應隨附銷售手冊，內容應包含技術數據，並在在線申請

的文件中提供設備的圖片，以及相關的技術數據，例如 SRD 的工作頻

段和輸出功率等。ESER 產品在註冊時無須支付註冊費，註冊記錄的有

效期限為 5 年。 

(2) 適用「產品簡化註冊程序」之產品 

強制適用「產品簡化註冊程序（Simplified Equipment Registration 

Scheme, SER Scheme）」之產品類別，限於手持式無線通訊裝置

（2G/3G/LTE/GMPCS）以及寬頻接取設備（如：ADSL 家用有線寬頻

裝置）兩種產品類別。此一類別產品被 IMDA 認定屬於中風險通訊產

品，屬於管制強度中等的產品類別。 

使用 SER 的供應商須依據適用的 IMDA 技術規範進行 DoC 聲明。

供應商必須根據製造商或認可機構所提供的設備認證測試報告或證明，

對該型號設備進行自己的符合性評估，因此供應商可以表明該設備可

以符合 IMDA 技術規範的相關要求。 

進行 SER 註冊時應隨附下列的註冊文件，相關文件必須隨附於在

線申請和電子支付中，註冊記錄的有效期限為 5 年： 

 SDoC 文件 

 設備照片，包括前、後，以及側視圖，並須顯示包含貿易和產

品名稱的產品標籤 

 包含技術數據的銷售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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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費 

(3) 適用「一般產品註冊程序」之產品 

強制適用「一般產品註冊程序（General Equipment Registration 

Scheme, GER Scheme）」之產品類別，包括：陸地移動通訊設備、行動

基地台、無線寬頻接取設備、超寬頻（Ultra-Wideband）設備以及須經

IMDA 核准使用之短距離裝置等。此一類別產品被 IMDA 認定屬於極

可能造成嚴重電磁干擾，或是技術仍未成熟，屬於管制強度較高的產品

類別。 

使用 GER 的供應商必須提交設備認證的證明，即 IMDA 認可機構

的認證聲明，或是提供該型號設備的相關測試報告和輔助文件，即

IMDA 的評估聲明。 

除了註冊ESER Scheme之產品外，註冊GER Scheme和 SER Scheme

之產品均須支付註冊費。註冊一次可以持續五年期間，更新一次也可持

續五年。 

(二)  標籤管理 

1. 合規標籤的黏貼規定 

在電信設備於新加坡進行展示或銷售之前，IMDA 可以規定或指示

該設備應符合的標準或規格，另根據電信設備標籤與廣告要點

（ 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Labels and 

Advertisement）94，經銷商需要在所有用於新加坡的註冊設備、設備使

                                                 

94 IMDA, 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Labels and Advertisement,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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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明書或包裝上附加或確保黏貼合規的標籤，之後該設備才可進行

展示或銷售。 

執照持有者不得將標籤黏貼於下列物品上，以標明或指明電信設備

符合 IMDA 公佈的標準和規範： 

 任何非經註冊的電信設備 

 與非經註冊電信設備有關的廣告、說明書或簡介 

 任非經註冊電信設備的指引手冊或包裝 

合規標籤應標明符合 IMDA 的標準，並登載經銷商的執照號碼，其

大小是 17mm 長，9mm 寬。未經 IMDA 事先書面批准，經銷商不得黏

貼不同上述尺寸的標籤。 

2. 標籤效期 

電信設備向 IMDA 登記註冊之後，從指配註冊號碼的日期開始，註

冊記錄的有效期限為 5 年，因此合規標籤依註冊記錄的有效期限，其

效期同為 5 年。如須要保有註冊記錄，供應商須在 5 年到期之前進行

註冊更新。註冊的有效期限可能會因為修改註冊的電信設備而受到影

響，供應商必須知會 IMDA 電信設備相關的任何修訂。 

3. 電子合規標籤 

電子合規標籤可以透過在設備內置的顯示螢幕上顯示該標籤，或將

合規標籤置入設備指引手冊的電子檔中。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licensing-and-

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telecomequplabel_adv.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telecomequplabel_adv.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telecomequplabel_adv.pdf?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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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規標籤選擇使用以電子合規標籤的作法，應在隨附註冊設備

的包裝中提供說明指南或說明書，說明其採用何種方法顯示合規標籤，

並明確提供消費者相關說明，以顯示電子合規標籤用於消費者自己的

驗證上。 

4. 標籤授權轉移作業流程 

另依據經銷商電信法規（Telecommunications （Dealers） Regulations 

（Cap 323, Rg））95，新加坡沒有相關的標籤授權轉移作業，但執照持

有者的電信設備註冊，可在主管機關的核准下，轉讓予另一個執照持有

者。 

執照持有者電信設備註冊申請轉讓至另一個執照持有者，僅可向主

管機關進行申請，並由該主管機關決定的形式或方式進行該註冊轉讓

另一個執照持有者。 

在收到執照持有者電信設備註冊轉移的申請後，主管機關可以核准

轉讓，並附加主管機關認為適合施加的條件，或拒絕申請。 

新加坡雖未特別制定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規範，但允許電信

設備註冊，可在主管機關的核准下，轉讓予另一個執照持有者。同時合

規產品投入市場前，也會先將產品責任方進行界定，要求責任方承擔產

品符合性及標籤等權責義務，確認相關法律責任歸屬。 

                                                 

95 IMDA, Telecommunications （Dealers）Regulations （Cap 323, Rg）,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

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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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1. 消費者保護計畫與條例 

依據消費者保護（安全規定）註冊計畫（Consumer Protection （Safety 

Requirements）Registration Scheme, CPS Scheme）96，以及消費者保護

（消費品安全要求）條例（Consumer Protection （Consumer Goods Safety 

Requirements）Regulations, CGSR）97，新加坡之商品管理主管機關為新

加坡標準生產力暨創新局（Standar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 

SPRING）。 

CPS 管理之電子商品，須由新加坡指定之 CAB 依商品安全標準及

主管機關要求進行測試，再經指定之 CAB 完成驗證與發證作業。而

CGSR 則主要管理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歐洲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等機構所制定、批准及公布安全標準的消費商品，

或由地區或國家標準機構制定、批准及公布商品安全標準的消費商品。

98 

                                                 

96 Singapore Consumer Protection （Safety Requirements） Registration Scheme, available at： 

https：//spring.enterprisesg.gov.sg/Building-Trust/Raising-Confidence/FOR-

SUPPLIERS/CPSR/DoCuments/CAB_Overseas.pdf  
97 Consumer Protection （Consumer Goods Safety Requirements） Regulations 2011, available at：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texts/sin109405.DoC  
98 經濟部標準與檢驗雙月刊第 195 期，參見：https：//www.bsmi.gov.tw/wSite/ePaper/195.pdf 

https://spring.enterprisesg.gov.sg/Building-Trust/Raising-Confidence/FOR-SUPPLIERS/CPSR/Documents/CAB_Overseas.pdf
https://spring.enterprisesg.gov.sg/Building-Trust/Raising-Confidence/FOR-SUPPLIERS/CPSR/Documents/CAB_Overseas.pdf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texts/sin109405.doc
https://www.bsmi.gov.tw/wSite/ePaper/1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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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交易法與經銷商電信法規 

IMDA 合併前之新加坡資通訊監理主管機關 IDA 於 1998 年通過新

加坡電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ETA），該法案提供數位

服務管理的法律架構，例如電子商務、電子記錄、電子合約等。ETA 於

2010 年進行了修訂，以使法律符合聯合國在國際合約中使用的電子通

信公約。99新加坡政府鼓勵企業進行電子交易，並保存電子記錄。 

如果供應商沒有向 IMDA註冊電信設備即開始向公眾銷售該設備，

供應商實際上是出售未經批准的設備供地方使用，在這種情況下，供應

商可能違反其執照條件，IMDA 可以相應地對其採取執法行動。根據電

信法第 8 條，IMDA 可能會施加罰款、暫停或取消其執照。100 

無論是透過實體通路或網路通路，消費者不應購買或使用尚未在

IMDA 註冊的無線電通信設備。購買通信設備時，消費者應檢查供應商

是否在電信設備上貼有合規標籤。如果消費者購買並使用未在 IMDA

註冊的通信設備，消費者將被警告，因為這些設備可能不符合 IMDA 標

準。 

使用未在 IMDA 註冊的通信設備的消費者，當在 IMDA 允許的頻

段和發射功率限制內運作該設備，將沒有受到供應商的保證。使用未註

冊的通信設備可能對通信安全和電信業務造成干擾，消費者可能會違

反電信相關法規。 

                                                 

99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available at： http：

//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0992.pdf  
100 IMDA, 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Registration - Q&A,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qna.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0992.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0992.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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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市場數量限制 

限制進入市場數量的本質與原則是為維護無線電頻譜的可用性和

有效使用，在減少有害干擾風險的前提下，使市場能夠開放更多的無線

電設備。 

新加坡雖未特別制定項目數量之限制，但在技術上要求設備必須符

合基本要求，在行政上施加使用限制，並進行市場稽查等措施，以避免

有害設備干擾，進而維護無線電頻譜的可用性。 

 

(四)  非商用管理 

根據電信設備註冊要求說明（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Registration - Q&A）101，如果使用的電信設備是屬個人使用，

而且沒有在新加坡市場出售或出租，則無需向 IMDA 註冊，也不需要

獲得 IMDA 的批准。但是必須確保設備符合 IMDA 規定的標準，並且

不會對公共電信網路造成干擾。 

IMDA 不接受從海外購買供個人使用之設備的個人註冊。但是如果

不從新加坡供應商那裡購買設備，IMDA 會要求這些使用者負責檢查

設備的網路相容性、安全性和電磁相容性。 

從海外購買供個人使用之設備應與製造商的規格和 IMDA 相關的

技術規格進行比較，並且應尋求測試實驗室的協助。如果無法確定上述

                                                 

101 IMDA, 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Registration - Q&A,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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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不可使用或打開該電信設備。個人不得使用不符合規定的電信

設備，使用這樣的電信設備類似於使用未經 IMDA 批准的設備。 

如果從海外購買的電信設備被發現對公共電信服務造成干擾或中

斷，將會被警告，並被要求立即斷開和停止操作設備。如果該電信設備

對安全通信和其他電信業務造成干擾，可能已違反無線電通信的相關

規定，將會依法論處。 

IMDA 並沒有對個人從海外進口電信設備供個人使用的數量設定

限制，但這些從海外購買的電信設備不可在新加坡市場出售和出租。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稽查制度 

IMDA 制定電信設備於新加坡使用的標準，其訂定電信設備的最低

技術要求，IMDA 並制定和監控業者提供的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以規範關鍵服務的執行功效，規範的範圍從基本的電信至行動

服務，以至於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對於電信設備的市場稽查，主要由官方 IMDA 負責。對於上市後的

稽查機制，IMDA 可以要求供應商提交設備認證的測試結果或證據，以

作為 IMDA 技術標準適用的符合性證明。IMDA 技術標準包含有線終

端設備技術標準，以及無線通訊設備技術標準。 

電信設備向 IMDA 登記註冊之後，從指配註冊號碼的日期開始，註

冊記錄的有效期限為 5 年，如須要保有註冊記錄，供應商須在 5 年到

期之前進行註冊更新。註冊的有效期限可能會因為修改註冊的電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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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而受到影響，供應商必須知會 IMDA 電信設備相關的任何修訂。銷

售的電信設備形式必須與註冊 IMDA 的模式是相同的，註冊的設備不

得在沒有重新註冊之前進行修改。 

電信設備上市後的稽查重點如下： 

1. 符合登記要求 

供應商在完成在線 SDoC 程序和向 IMDA 註冊設備之前，不得銷售

相關設備，如果未能遵守電信設備註冊指南102的條款與規定，或者如果

IMDA 確認設備不再符合該規定的要求，IMDA 可隨時作廢設備的登

記。 

2. 技術符合性 

與已註冊的設備進行連結時，如果出現相容性或其他技術性問題時，

供應商應在 IMDA 通知後一個月內解決所有問題，如果需要的話，供

應商應對已安裝或正在安裝的設備，進行必要的修改、更新或替換。如

果出現的問題本質不容易被確認的情況下，供應商應提供 IMDA 必要

的協助，以確定問題的根源。 

當 IMDA 核准的網路業者升級其網路或改變網路介面規格，造成已

註冊的網路設備不再相容於該網路，IMDA 可能會以書面通知方式暫

停其註冊效期六個月。 

                                                 

102 IMDA, Guide for Regist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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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信設備註冊之後，如果有需要，IMDA 可以不需任何理由的情

況下，對電信設備執行進一步的評估。 

3. 設備註冊效期更新 

電信設備有效期限屆期前一個月，設備供應商將會收到系統發出的

提示電子郵件，如果可適用，供應商可透過線上更新服務（eService）

103，更新其設備的註冊效期。 

如果供應商不希望更新其設備的註冊效期，或沒有完成更新效期，

將被取消設備註冊，供應商將不被允許在新加坡進口或銷售該設備。如

果更新註冊的請求被 IMDA 接受，其有效期限將延長 5 年。 

4. 設備修改 

如果已註冊的設備或具有 COFC 的設備進行修改，供應商應通知

IMDA 該設備所有相關的修改。供應商並應提出新的註冊請求，當

IMDA 確認設備的相關修改已符合規定的要求，IMDA 將更新設備註冊

的相關紀錄。 

5. 使用，安裝與維護 

供應商應告知用戶，供應商對設備銷售後的使用、安裝和維修負有

相關責任，除此之外，供應商應告知用戶，IMDA 對設備銷售後的使用、

安裝和維修不負相關責任。 

                                                 

103 IMDA, eService, Renewal of Equipment Regist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

//eservice.imda.gov.sg/tls/login.action  

https://eservice.imda.gov.sg/tls/login.action
https://eservice.imda.gov.sg/tls/lo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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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應確保安裝的正確性和售後的維修服務可以滿足用戶的需

求。 

如果 IMDA 有需要，供應商應負責告知 IMDA 購買或租用該設備

的用戶名稱和住址。 

供應商應建議其註冊設備的使用用戶在接取任一個網路業者的服

務時，用戶應遵守現行的關稅和各種服務計畫的條款。 

如果依據法規使用註冊的設備須先取得相關執照，供應商應告知用

戶須向 IMDA 取得相關執照。 

 

(二)  抽測比例 

根據經銷商電信法規（Telecommunications （Dealers） Regulations 

（Cap 323, Rg））104，供應商或經銷商如希望生產、進口、出租或銷售

任何電信設備，必須先取得執照，此後供應商或經銷商也必須符合執照

的相關要求。 

供應商必須確保電信設備標示供應商或製造商的品牌、標識，以及

供應商或製造商的型號或參考類型。標示應清晰、不易消失，而且顯而

易見。 

供應商在銷售電信設備之前，必須確保以下事項： 

 設備必須符合適用的標準與規範 

                                                 

104 IMDA, Telecommunications （Dealers）Regulations （Cap 323, Rg）,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

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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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必須與其相連結的其他相關電信系統或電信系統許可的設

備正常的運作 

 如果收到 IMDA 不得銷售的命令，供應商將不可販賣相關設備 

當 IMDA 要求時，供應商必須確保其能提供證明的文件，以顯示該

設備可以符合 IMDA 的標準和規範，所需的證明文件如下： 

 設備說明 

 包括技術資料的銷售手冊 

 檢驗報告 

 支援的設施 

 用戶指南 

供應商應保留證明文件至少 5 年（註冊的有效期），或可依據其消

費者的特殊需求，自行決定延長保留期限。 

經銷商個人執照之持有人，應允許稽查授權官員（authorised officer）

或警官（police officer）在出示身份證明時，接受檢查其執照。如果該

執照無法立即出示，經銷商個人執照持有人應在合理的時間內，於主管

機關辦公室或警官指定的警察局出示執照。 

主管機關可以授權官員擔任稽查官員，以負責視察及檢驗根據規定

批准的任何設備，任何製造、進口、出租、出售或持有設備之經銷商租

用或擁有的處所，以及其中的任何電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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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各種法令、法規及執照條件能被遵守，稽查官員有權在任何

時間及在出示身份證明時，進入任何電信設備被存放的土地、建築物、

船隻、飛機或車輛，並檢查或測試該設備。 

任何人不得拒絕稽查官員進入電信設備被存放的土地、建築物、船

隻、飛機或車輛，並檢查或測試該設備。任何人也不得以各種方式妨礙

或阻礙稽查官員執行法令或法規賦予其的職責與權力。 

主管機關可指示進口任何電信設備的人出示相關產品以供主管機

關進行測試或檢查，而進口電信設備的人須自負遵從該指示的費用。 

因為稽查程序主要依據相關的投訴和隨機的檢查，因此稽查程序沒

有指定測試的設備數量或相關的抽測比例。稽查是隨機進行的，所以沒

有固定的頻率與時間。105 

 

(三)  矯正措施 

依據 IMDA 電信設備註冊指南106之規定，IMDA 可以依據各種情

況，對電信設備的供應商或其設備，處以進一步評估、暫停、作廢登記、

不得銷售等矯正措施，各種情況說明如下： 

                                                 

105 APEC, Market Surveillance Guideline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

for-TEL-endorsement.pdf  
106 IMDA, Guide for Regist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for-TEL-endorsement.pdf
https://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for-TEL-endorsement.pdf
https://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for-TEL-endorsement.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guide.pdf?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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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廢登記 

供應商在完成在線 SDoC 程序，並向 IMDA 註冊設備之前，不得銷

售相關設備，如果未能遵守的條款與規定，或者如果 IMDA 確認設備

不再符合該規定的要求，IMDA 可隨時作廢設備的登記。 

2. 暫停 

當核准的網路業者之網路造成已註冊網路設備不再相容於該網路，

IMDA 可以書面通知方式暫停其註冊效期六個月。 

3. 進一步評估 

電信設備註冊之後，如果有需要，IMDA 可以在不需任何理由的情

況下，對電信設備執行進一步的評估。 

4. 不允許銷售 

如果供應商沒有更新其設備的註冊效期，將被取消設備註冊，供應

商將不被允許在新加坡進口或銷售該設備。 

5. 罰款 

IMDA 可以透過制定服務品質規範，要求業者提交其服務品質的定

期報告來規管關鍵服務的成效。業者如果無法符合電信 QoS 的標準，

必須支付罰款，金額從 5,000 新幣（S$5,000）至最大 50,000 新幣。IMDA

將會考量所有相關因素，例如不符合的影響程度、不符合的原因、服務

提供商為了符合 QoS 標準所作的努力和為了符合 QoS 標準所面臨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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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等。部分的情況會處以較高的罰金，例如嚴重的違規和持續或反覆的

錯誤等。107 

 

第七節 香港 

一、 市場管理制度 

(一)  主管機關 

香港的通訊傳播主管機關為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依據 2012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616 章通訊局為獨立的法定

機構，接替前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成為廣播及電訊業的單一

規管機構，其所擔當的角色是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電訊條例第 106

章、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和廣播條例第 391 章規管香港的廣播業和電

訊業。就電訊業和廣播業的行為通訊局與香港海關共同執行商品說明

條例第 362 章的公平營商條文，以及與競爭事務委員會共同執行競爭

條例第 616 章。通訊局亦負責執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 593 章。依

據整理通訊局職能整理如次： 

 就關乎電訊、廣播、反濫發電子訊息或與電訊界或廣播界有關

連的活動的任何法例、立法建議及規管政策，向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提供意見 

                                                 

107 IMDA, Quality of Service, available at：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

consultations/ict-standards-and-quality-of-service/quality-of-service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ict-standards-and-quality-of-service/quality-of-service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ict-standards-and-quality-of-service/quality-of-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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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和

聲音廣播牌照的申請及續期事宜，向香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作出建議 

 核發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及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並為該等牌照續期 

 核發電訊牌照，並為該等牌照續期 

 擬備和修訂業務守則，為電視及電台制定節目、廣告和技術標

準 

 處理有關廣播和電訊服務的投訴，並懲處違反各項條文及規定

的廣播機構和電訊營辦商 

 處理香港的電訊和廣播牌照持有人的牌照、財務監察和規管事

宜 

 管理和編配無線電頻譜及電訊號碼 

 制訂技術標準和進行設備測試以符合國際最佳做法，並確保認

證機構表現令人滿意，能按照訂明的技術標準進行驗證和測試 

 利便固網營辦商進入樓宇以安裝樓宇內置電訊設施，以傳送電

訊和廣播服務 

 為無線電通訊系統的操作人員進行考試，並簽發證書 

 就在電訊業和廣播業營運的業務實體的行為執行競爭條例第

619 章的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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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電訊條例第 106 章或廣播條例第 562 章的持牌人根據該兩條

條例提供電訊服務或廣播服務的相關營業行為，按商品說明條

例第 362 章的公平營商條文執法；以及執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

例第 593 章。 

依照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通訊局關於市場管理及稽查業務是由通

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

執行，截至 2017 年 3 月 OFCA 員工總數為 448 人108，另依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的統計，香港的人口總數大約為 734 萬人109，因此 OFCA

每位員工須對應大約 1.64 萬個人口數。OFCA 組織架構如下圖： 

                                                 

108 OFCA 2016/17 營運基金報告書, https://www.ofca.gov.hk/tc/pub_report/trading_fund/index.html 
109 World Bank, Hong Kong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h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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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香港 OFCA 組織圖 

資料來源：OFCA 網站，本研究整理 

其中主管電訊的通訊事務副總監，直接管轄「規管事務部」「執行

部」「市場及競爭部」3 個部。而「規管事務部」下分 3 科，其中第 1

科及第 2 科其下又分別設有 3 個小組。「執行部」下分「諮詢及頻譜管

理科」與「條例執行科」2 科，2 科分別各設有 5 個小組及 4 個小組。

「市場及競爭部」下分 3 科，其中第 1 科及第 2 科各共設 5 個小組。

以上電訊部門 3 部共計設有 20 個小組，每個小組皆設有若干成員執行

業務。而主管廣播的通訊事務副總監，直接管轄「廣播事務部」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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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部」2 個部。「廣播事務部」設通訊局秘書處、牌照管理 1 科、牌照

管理 2 科、專責事務科及內容規管科。以上廣播部門 2 部共計下設有 9

個小組，每個小組皆設有若干成員執行業務。 

(二)  標籤管理 

在香港電訊設備鑑定及驗證計劃下，製造商、供應商或經銷商可以

申請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技術規格驗證其產品。經驗證後，業者便可

選擇在產品貼上認可標籤，只有經驗證的產品方可貼上通訊事務管理

局的標籤。製造商、供應商或經銷商可以自願形式遵守標準化指引「電

訊設備標籤的標準化指引」（HKCA 3211）110內的要求，並在已獲驗證

的電訊設備或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上貼上 OFCA 指定的標籤，助於

公眾識別這些設備已符合有關的技術規格，如圖 41 所示。 

                                                 

110 OFCA, HKCA 3211 Guideline,available at： https：

//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en/content_406/hkca32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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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香港符合性標誌（自願性） 

資料來源：OFCA 

前述標籤適用於自願驗證計劃或強制驗證計劃下的電訊設備和工

業、科學及醫學設備。雖然張貼標籤屬自願性質，但 OFCA 鼓勵製造

商、供應商和經銷商在驗證設備貼上的標籤，以確定合規性並作為消費

者指引。貼有符合標準化指引 HKCA 3211 的標籤，代表有關電訊設備

或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已獲驗證，符合相關的技術規格，同時標籤沒

有效期的限制111。另外，消費者亦可瀏覽通訊辦 OFCA 網站112，查閱

已驗證設備的清單。根據電訊設備或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的類別、品

牌名稱和型號等資料，消費者可從清單中查核有關設備是否已獲驗證。 

                                                 

111 UL 全球無線電類型認可, https://www.ul.com/consumer-technology/zh-

hant/services/%E5%85%A8%E7%90%83%E5%B8%82%E5%A0%B4%E5%87%86%E5%85%A5/%E5

%85%A8%E7%90%83%E7%84%A1%E7%B7%9A%E9%9B%BB%E9%A1%9E%E5%9E%8B%E8%

AA%8D%E5%8F%AF/ 
112 OFCA, http：//app1.ofca.gov.hk/apps/cte/content/listEquip.asp?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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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使用」規定方面，香港未特別制

定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的使用規範，但對於設備的型號/品牌名稱或

其他資料有任何更改，均須取得認證機構的事先批准113。同時，製造商、

供應商或經銷商須提交證明文件，表明擬更改的無線電設備會繼續符

合所需的技術效能114。 

 

(三)  實體及網路通路管理 

在香港，通訊局一般在諮詢過業界後，便以香港電訊設備鑑定及驗

證計劃（HKCA）的形式明訂意圖發出射頻能量供工業、科學及醫學用

的電訊設備的技術規格，以確保電氣安全、防止干擾、網路兼容和網路

交互操作性。製造商、供應商或經銷商可向 OFCA 認可的認證機構申

請依 HKCA 技術規格驗證其電訊設備和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115。根

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E 條，制定此一技術規格主要是為了施行電

氣安全、防止干擾、 網路兼容和網路交互操作，凡是獲認可的本地認

證機構，或根據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認可的海外認證機構均得經過鑑定

後，就符合相關技術規格的電訊設備或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核發合格

證書。 

                                                 

113 OFCA, I 421（12） 香港電訊設備鑑定及驗證計劃 第六版,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common/Industry/telecom/standard/i421c.pdf 
114 OFCA I 401（18）, 

https://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common/Industry/telecom/standard/i401c.pdf 
115 https：

//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telecommunications/standards/telecom/list_of_certification_bodies/i

ndex.html 



175 

  

HKCA 規管的電訊設備包括供本港使用的無線電通訊設備，以及與

公共電訊網絡接駁的有線用戶室內設備，主要包括下列幾個部分： 

 驗證要求的分類 

 認證機關 

 認可測試 / 認證代理商 

 授予證書 

 標籤安排 

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E 條（g）段，通訊局可評審其他組織

或機構以履行電訊條例同條（a）及（c）段所列出的責任，亦即可分別

為測試和發出證書，且前述評審後認可，是以非獨家形式授予有關的組

織或機構。另外，海外認證機構亦可依「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有關電訊 設

備合格評定的互認安排」（APEC Tel MRA）訂明的程序、準則和要求，

核發證書給製造商、供應商或經銷商。 

HKCA 主要分為「自願驗證計劃」（VCS）與「強制驗證計劃」（CCS）

兩部分： 

(1) 自願驗證計劃（VCS） 

在自願驗證計劃下，為電訊設備和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申請驗證

屬自願性質，既使該等設備沒有經過驗證為符合有關的技術規格，仍然

也可以在香港銷售或使用。然而，製造商、供應商和經銷商即使沒有申

請驗證，也須確保本身的電訊設備和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符合有關的

技術規格。公共電訊網路營辦商可拒絕不符合指定規格的用戶室內設

備接駁至其網路。此外，任何人使用或銷售不符合有關 HKCA 規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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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通訊設備或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即違反電訊條例第 106 章，

而應負起相應之責任。 

(2) 強制驗證計劃（CCS） 

在強制驗證計劃下，為電訊設備和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申請驗證

則屬強制性。該等設備在香港使用或銷售前，必須先行驗證為符合 H K 

C A 規格或由通訊局訂明或認可的技術標準，或前兩者等同規格。 

執行 HKCA 檢測時，如射頻器材係供與用戶室內設備連接使用，如

話音郵件伺服器、不斷電電源供應器、充電器、數位電話、功能電話、

警報裝置等，則應與該用戶室內設備合併測試和驗證。 

公共電訊網路業者可以提供 HKCA 規格以外的附加電訊服務，也

可以根據附加電訊服務的技術規格提供電訊設備鑑定服務，認證機構

不會額外針對此一附加電訊服務的技術規定，對射頻器材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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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香港射頻器材驗證及上市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香港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項目數量管理規定方面，

並未特別設定無線設備項目數量限制的要求。但對於規管在香港使用

或出售的電訊設備與蓄意發出射頻能量的工業、科學和醫療設備的有

關技術規例，OFCA 依法保留所有解釋、實施和執行的權力。 

(四)  非商用管理 

在香港擁有及使用無線電儀器均受香港《電訊條例》（第 106 章）

規定限制。根據《電訊條例》第 9 條規定，任何人士如欲將任何無線電

發射設備輸入香港，須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申領入口許可證，除非該人

持有無線電商（放寬限制）牌照，否則該等設備或會被海關人員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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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許可證的申請書時，申請人應提供有關該等設備的製造商、型號和

操作頻帶的詳細資料。 

對於民眾自國外購買無線電通訊器材並帶回香港使用的情形，

OFCA 發布新聞稿116，說明使用未符合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技術規格

的無線電通訊器材，例如對講機、無線遙控、無線電對講機及室內無線

電話等器材，可能會引起電波干擾，以及影響其他合法的無線電通訊器

材的使用者。同時，香港對於持有或使用未符合通訊局制定的技術規格

的無線電通訊器材即屬違法，有關設備可能會被充公，而違法者亦可能

會遭受檢控。因此，OFCA 呼籲民眾在購買無線電通訊器材的時候，應

注意以下事項： 

 當市民於香港以外地方旅遊時，除非他們能確定其所購買的無

線電通訊器材符合通訊局制定的技術規格，否則應避免購買有

關器材並帶回香港使用，例如在北美洲通用的室內無線電話可

能不符合本港的技術規格，有可能會造成有害的干擾。 

 如在香港購買無線電通訊器材，消費者應盡量購買貼上通訊局

認可標籤的器材。只有符合通訊局制定的規格而已獲驗證的產

品，方可貼上通訊局的標籤。不過，在無線電通訊器材上貼上

標籤並非強制性措施，故有些符合技術規格的無線電通訊器材

可能未貼上認可標籖。為安全起見，消費者應選購貼有通訊局

標籤的產品，並可從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網頁查閱已獲驗證

的電訊設備清單。 

                                                 

116 OFCA,消費者焦點 提防購買不合規格的無線電通訊器材,2016-09,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education_corner/alerts/radiocomm/beware/index.html 



179 

  

 如果產品未有貼上通訊局認可的標籤，消費者應向無線電商查

詢所欲購買的無線電通訊器材是否符合通訊局制定的技術規

格，並可在香港合法使用。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一)  OFCA 稽查制度 

在香港市場稽查並非強制性，OFCA 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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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不符合標準的設

備時，OFCA 仍有法定權力採取行動。同時，公共電訊網路營運商可拒

絕讓不符合指定規格的用戶室內設備接駁至其網路。同時，如前述，任

何人使用或銷售不符合有關 HKCA 規格的無線電通訊設備或工業、科

學及醫學設備，即違反《電訊條例》（第 106 章）。 

雖然目前香港沒有任何市場稽查計劃在執行，但 OFCA 尚要求獲認

可之本地驗證機構，應就有關驗證產品的投訴及可能會對授權服務

（licensed servi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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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A 亦會聘請第三方提供測試服務，要求其根據相關標

準，突發性針對某些電信設備或設備模組樣品進行合規測試。同時，

OFCA 也會依測試結果來協助未來監理施政的考慮，例如確定有關設

備是否應採豁免發照或以全新執照制度來管制。 

(二)  抽測比例 

OFCA 沒有特別針對電信設備設定稽查計畫，但主管機關仍有權開

展市場稽查活動。稽查行動是採不定時方式進行，OFCA 雖無指定設備



180 

  

稽查抽測比例，一旦發現不符合標準的設備時，OFCA 仍有法定權力採

取矯正措施或查封非法電信設備。 

(三)  矯正措施 

香港採不定時方式進行突擊查稽非法電信設備，特別是不符合技術

規格的射頻器材、違反香港頻段規劃或沒有取得有效執照的射頻器材。

對於製造符合 OFCA 規定標準的設備，如後來發現上市的射頻器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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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能要

求其採取補救行動或回收產品。如果不合規的設備是經過驗證的設備，

則負責驗證產品的驗證機構也需要比照製造商或供應商辦理。但 OFCA

在發現不合規情形時，會先限期要求改善，如期限屆至仍未改善，OFCA

才會考慮對前揭製造商或供應商進行裁罰。對於保有或使用不符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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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可能面臨最高刑罰：罰款 50,000 港幣及監禁兩年的處分。 

 

第八節 研究國家綜合比較分析 

經研析七個國家區域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制度，本研究從市場

管理面，檢視各國主管機關監理資源配置情形、標籤授權管理要求、實

體網路通路與項目數量管理方式，以及非商用管理等規定；另在市場稽

查面中，研析各國進行市場稽查的原則程序與措施、產品抽驗比例與運

作方式、不合規產品矯正措施以及勸導裁罰制度等項目，綜合分析比較

如下。 

一、 市場管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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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管機關資源分配情形 

整體各國主管機關監理資源分配情形，如表 10 所示。觀察各國主

管機關人員總數及資源配置比例情形，其中以美國 FCC 每位員工對應

約人口數 19.16 萬人最高，而新加坡 IMDA 每位員工對應 0.66 萬人口

數最低；顯見新加坡 IMDA 監理人員配置相較於其他案例國家之電信

管理資源較為充分。 

表 10、案例國家監理資源配置比例 

國別 主管機關 機關人數 國家人口數 資源比例 

（員工對應人口

數） 

歐盟（以英國為例） OFCOM 780 人 6,560 萬人 8.41 萬人 

美國 FCC 1,688 人 32,341 萬人 19.16 萬人 

日本 MIC 4,529 人 12,699 萬人 2.8 萬人 

韓國 MSIP 800 人 5,125 萬人 8.4 萬人 

澳洲 ACMA 380 人 2,421 萬人 6.37 萬人 

新加坡 IMDA 850 人 560 萬人 0.66 萬人 

香港 OFCA 448 人 734 萬人 1.64 萬人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標籤授權管理 

案例國家標籤授權管理情形，如表 11 所示。其中，在標籤授權他

人使用方面，先進國家除澳洲外，未特別制訂「審驗合格標籤授權他人

使用」規範，但多數國家允許設備驗證碼或證照的變更與轉讓（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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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同時合規產品投入市場前，也會先將產

品責任方進行界定（如歐、美），要求責任方承擔產品符合性及標籤等

權責義務，以確認相關法律責任歸屬。 

另在標籤證照效期規定方面，歐盟 RED 的 EU 型式證書效期係由

驗證機構（NB）依據內部生產控制審查評估後確定證書效期。多數國

家（美、日、韓、香港）對於採驗證方式的無線設備之標籤證照沒有效

期的限制，而新加坡對除了註冊 ESER Scheme 之產品外，註冊 GER 

Scheme 和 SER Scheme 之產品均須支付註冊費，註冊一次可以持續五

年期間，更新一次也可持續五年。韓國則對於採 SDoC 方式的無線設

備，有 5 年效期的限制。另澳洲沒有針對標籤效期進行規定，但根據澳

洲電信法及無線電通訊法，設備廠商在進口或販售電器管制設備前，必

須先完成向 ACMA 註冊及取得使用 RCM 標籤的授權。 

表 11、案例國家標籤授權管理模式 

國別 標籤授權他

人使用 

標籤變更轉讓 標籤證照效期 

歐盟 無規定 無特別規定，但明確定義

「經濟營運商」相關權責義

務，以確保產品法律責任

歸屬。若進口商、經銷商或

其他經營者以自有名稱

（own name）或商標，將產

品投放歐盟市場或修改，

則將取代製造商職責，負

有產品符合性和 CE 標誌

粘貼等法律責任。 

EU 型式證書效期由驗證

機構（NB）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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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無規定 允許 驗證類設備:永久性 

SDoC 類設備:無效期要求 

日本 無規定 允許 無效期限制 

韓國 無規定 允許 驗證類設備:無效期限制 

SDoC 類設備: 5 年 

澳洲 對於國內外

製 造 的 設

備，任何將

合規標籤應

用於設備的

人都必須獲

得 供 應 商

（supplier）的

授權。 

允許 無效期要求 

新加坡 無規定 允許 驗證類與 SDoC 類設備: 5

年 

香港 無規定 允許 無效期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  實體網路通路管理 

案例國家實體網路通路管理情形，如表 12 所示。案例國家針對無

線電信設備和產品多要求進行符合性審驗或自我符合聲明，並在合規

產品貼上標籤後，方能於實體或網路通路販售。部分國家貼黏標籤則屬

自願性質，例如香港。但香港 OFCA 仍鼓勵獲驗證的設備貼上指定標

籤，作為消費者指引；另美國對於採取 SDoC 授權的無線產品，可自願

性的標記 FCC 標誌。但值得注意的是，業者產品若須貼黏 FCC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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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產品仍須經過測試、評估，並且完全符合 SDoC 程序要求的方能貼

上 FCC 標誌。 

案例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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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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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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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在項目數量管理規定方面，歐盟第 676/2002 號決議考量無線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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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

限、最大滲透率或設備項目總數上限等使用條件，但目前各會員國並未

於國內法中特別設定項目數量的限制。其他案例國家也未特別制訂無

線設備項目數量限制的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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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特別限制項目數量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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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風險的存在。 

在其他市場管理措施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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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B）、澳

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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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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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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案例國家產品通路管理相關規定與措施 

國別 相關管理法規 項目數量管理規定 其他管理措施 

歐盟  歐盟對於產品管

理基本原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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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投入市場時，

製造商（授權代

表）有責確保產品

符合性並貼粘 CE

標誌，進口商和經

銷商亦須確保及

查證惟合規貼有

CE 標誌的產品才

可投入市場。 

歐盟第 676/2002 號

決議考量無線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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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

最大滲透率或設備

項目總數上限等使

用條件，但目前各

會員國並未於國內

法中特別設定項目

數量的限制。 

 歐盟在技術管理

措施要求設備須

符合基本要求。在

行政管理措施上，

主管機關有權施

加使用限制、進行

市場稽查等，以避

免有害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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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美國聯邦規則（CFR 

FCC 未特別設定無

線設備項目數量限

 設立「知識資料庫

（KDB）」網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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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及 FCC 技術要求。

驗證的合規無線產品，

將授予永久性 FCC ID，

授權產品亦須貼上標

籤；採 SDoC 授權的無

線產品，貼標則屬自願

性。取得合法授權和標

示的無線產品，方能進

口或銷售。 

商品管理主管機關是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

會（CPSC）， 依據《消

費 商 品 安 全 法 》

（CPSA）及《消費品安

全改善法案》（CPSIA），

對於產品市場進行相

關的監督及通報。 

美國未特別針對網路

購物安全單獨立法管

理，也未針對射頻器材

於網路販售做特別的

規定，相關管理及監督

機制仍應回歸既有的

法令。 

制的要求，但對於

愈有潛在干擾可能

的設備，會有較嚴

格的授權要求。 

供 FCC 無線電信

設備相關規則及

更新技術規範文

件，用於指導認證

測試。 

 線上交易安全措

施 （ Safe Online 

Shopping ）: 以神

秘客方式進行線

上購買樣本與查

驗的工作。 

 與平台業者合作:

提供回收產品訊

息給消費者參考，

提高網購商品安

全性，避免購買到

不合規射頻器材

及具危害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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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射頻器材及無線

通信設備管制，主要根

據「電波法」及「電信

通信事業法」；凡在日

本生產、銷售、運行之

無線設備必須符合總

務省（MIC）第 88 號公

告的技術規範。 

取得「技術基準適合證

明」合格無線設備，標

籤須貼黏在產品上才

可開始販售。同時使用

發射電波的無線設備，

必須根據規定程序和

檢查，從總務大臣獲得

無線電台執照，方可設

立使用。 

「極低功率無線電台設

備（ELP）」因發射功率

極低，不至造成干擾，

故該類設備無須驗證

及取得總務省大臣電

台執照即可販售使用。 

日本對於網路販售商

品 是 由 經 濟 產 業 省

（METI）負責，依據《消

日本在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進入市場數

量管理方面，雖未

特別限制項目數量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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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避免風險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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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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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

管理各項商品與商品

安全。網路購買無線設

備屬「通信販賣」範疇，

故另適用《特定商務交

易法》。 

韓國 韓國電信管制器材主

要根據《電信基本法》

和《無線電波法》，針

對無線電信設備和產

品進行強制性認證，符

合技術標準後，方可貼

標上市販售。 

韓國電子商務相關事

務係依《商品責任法》

執行規管，該法明訂對

受害消費者的保護，同

時要求製造業者加強

關注商品安全性。另

外，韓國《消費品安全

基本法》，明訂包括射

頻器材在內的商品，應

遵循之安全管理規範

及罰責，同時，也要求

主管機關應適時向廠

韓國未特別設定無

線設備項目數量限

制的要求。MSIP 主

要針對無線電信設

備和產品進行強制

性認證，同時授權

國家電波研究所

（RRA）就市場供應

和銷售的驗證設

備，將進行調查、確

認和測試，查驗設

備是否符合認證和

技術標準，以確保

產品符合法規要

求。 

設立「產品安全即時通

報系統」:為快速對不

安全商品採取應變措

施，由大韓商工會議

（KCCI）主導在主管機

關、KCCI 以及大型銷

售通路業者之間建立

即時通報系統，將不安

全商品資訊直接傳遞

給銷售店面，促其即時

停止銷售。系統資訊平

台並允許一般消費者

透過QR碼直接在手機

上取得產品的安全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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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民眾宣導相關資

訊。 

澳洲 澳洲 ACMA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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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無線電通信電

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

項的相關規定。代理商

保有合規紀錄的同時，

也需保存與製造商或

進口商之代理合約。 

另澳洲 ACCC 於 2014

年公布網路消費性商

品安全指引，所有商品

在網路平台進行販售，

皆必須符合 ACCC 頒

發之強制性安全標準。 

澳洲未特別制定項

目數量之限制。 

設立「電器設備安全系

統（EESS）」，提供全

國最新電器設備相關

安全規範查詢，並提供

廠商合規產品註冊登

錄，確保其電器設備符

合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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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未特別制定

項目數量之限制。 

制訂「產品註冊制度」，

管理電信管制設備的

銷售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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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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DA 要求電信設備供

應商在銷售和使用設

備之前，必須依據架構

程序進行設備註冊。若

供應商沒有向 IMDA註

冊電信設備即開始向

公眾銷售該設備，可能

會被施加罰款、暫停或

取消其執照。 

無論是透過實體通路

或網路通路，消費者不

應 購 買 或 使 用 未 在

IMDA 註冊的無線電通

信設備。使用未註冊的

通信設備可能對通信

安全和電信業務造成

干擾，消費者可能會違

反電信相關法規。 

設立《電子交易法》專

法，提供電子商務、電

子交易等數位服務管

理的法律架構。 

香港 在香港持有及使用無

線電儀器均受香港《電

訊條例》（第 106 章）

規定限制。適用「強制

驗證計劃（CCS）」設

香港未特別設定無

線設備項目數量限

制的要求。但在香

港使用或出售的電

訊設備與蓄意發出

O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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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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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 須 先 驗 證 符 合

HKCA 規格，方可在香

港使用或銷售。屬「自

願驗證計劃（VCS）」

設備，免經驗證即可在

香港銷售或使用，但廠

商須確保設備符合規

格。 

設備張貼標籤屬自願

性質，但 OFCA 鼓勵獲

驗證的設備貼上指定

標籤，作為消費者指

引。在香港持有或使用

未符合OFCA制定的技

術規格之無線電通訊

器材即屬違法，有關設

備可能會被充公，而違

法者亦可能會遭受檢

控。 

射頻能量的 ISM 設

備，OFCA 依法保

留所有的解釋、實

施和執行權力。 

OFCA 網站，查閱驗證

設備的清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  非商用管理 

案例國家對於自用及非商用設備相關規定，如表 13 所示。其中，

澳洲、新加坡及香港等均未特別制訂自用及非商用設備進口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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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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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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國家則鑒於自用或自行輸入的無線設備可能造成有害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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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進口美國使用。其中，用於測試和評

估的進口數量為 4,000 件或更少；用於工業貿易商展會展示的進口數量

為 400 件或更少；個人使用且非意圖銷售的射頻設備，僅能進口 3 件

或更少；同時這些設備不得出售或銷售。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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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特別規定每次的時限。 

表 13、案例國家自用及非商用設備相關規定 

國別 自用及非商用設備相關規定 

歐盟 由於產品投入歐盟市場銷售時，須符合歐盟統一法規。但當無線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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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為自己使用而製造。 

 由第三國的消費者購買，同時在該國實際存在，並由消費者帶入

歐盟供其個人使用。 

 從第三國的製造商轉移到製造商參與的歐盟的授權代表，以確保

產品符合歐盟統一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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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歐盟境內過境的第三國引入，置於免稅區、倉庫、臨時倉庫或

其他特殊海關手續（臨時入境或內部處理）。 

 在成員國製造，以便將其出口到第三國，包括提供給製造商的組

件，以便將其納入最終產品並出口到第三國; 

 轉移用於測試或驗證仍然處於製造階段的預生產單元。 

 在交易會，展覽或示範或受控條件下展示或操作。 

 在製造商或在歐盟中設立的授權代表或進口商的庫存中，產品尚

未供應時，亦即當它不用於供應、消費或使用時，除非適用的歐

盟統一法規另有規定。 

美國 美國鑒於自用或自行輸入的無線設備可能造成有害的干擾，因此只有

符合 47 CFR §2.1204 進口條件的射頻設備，得以進口美國使用，包

括: 

 用於測試和評估且進口數量為 4,000 件或更少的射頻設備，該設

備主要用來確認是否符合 FCC 規則和條例、產品開發或營銷的

適用性，同時這些設備不會出售或銷售。 

 進口數量有限的射頻設備（低於 400 件或更少），用於工業貿易

商展會的展示，設備不會出售或上市銷售。 

 射頻設備僅轉港過境，不會在美國上市銷售或出售。 

 進口的射頻設備，僅供美國政府使用。 

 進口 3 件或更少的射頻設備僅供個人使用且非意圖銷售。包括：

屬 FCC Part 15 定義之無意輻射設備（如無線接收器、電腦或其

他 B 類數位設備）、Part 18 定義的消費性 ISM 設備、Section 

15.202 以及 Section 1.903 等射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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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電波法第 4 條第 2 項有關海外自行攜進無線終端設備的規定，自

行攜入視為符合標準的無線電設備，包括：發射功率 1W 以下的無線

電台，以及 Wi-Fi、藍牙等低功率數據通信系統相當的無線電台，但

這些終端設備在日本國內使用時須取得日本技術基準適合證明並標

示有技適標誌。 

同時日本為因應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國外遊客之連網需求，依電波法

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凡入境日本訪客攜入之 Wi-Fi、藍牙等

低功率無線設備的使用，不得超過入境日起 90 天的範圍規定，允許

訪客使用 Wi-Fi 終端設備須標示有美國 FCC 認證、歐盟 CE 標誌以

及標示已取得 Wi-Fi Alliance 認證設備。而藍牙終端設備，則須標示

取得 Bluetooth SIG 認證；若超過 90 日後使用未取得日本技術基準適

合證明並標示技適標誌者，可能會因違反電波法而受罰。 

韓國 韓國射頻管制器材如符合下列自用或自行輸入之條件，則可不受相關

驗證規定 ： 

 用於技術開發或測試研究目的之設備。 

 用於非銷售用途的設備（如用於展覽和國際比賽的設備）。 

 設備係由國外技術人員進口，用於國內工業，並在一定使用期限

後送回國外的設備。 

 因執行符合性驗證之設備有維修需要，而進口或製造的設備或元

件。 

 為軍事目的進口或製造的設備。 

 進口或製造於海外市場使用的設備，該設備並未於韓國境內使

用。 

 已出口到海外的設備，有運回韓國進行維修之需要。 



195 

  

 設備安裝於自海外訂製的船舶或飛機（包括供替換之相同類型設

備），且該船舶或飛機為交付給海外客戶。 

 通過國際互認安排或類似協議，輸入擬進行符合性驗證的設備 

 業餘無線電建造，組裝或進口供個人使用的設備，而非供境內銷

售。 

 為研究國內市場而進口少於 3 件之樣品，且該樣品不得銷售。 

 進口供私人使用而非出售的設備，且該設備以 1 件為限。 

澳洲 澳洲未特別制訂自用及非商用設備進口規定。在澳洲使用非符合標準

之無線電通信設備的使用或擁有可能是違法的，會有相關的處罰。 

新加坡 IMDA 未對個人從海外進口電信設備供個人使用的數量設定限制，但

這些從海外購買的電信設備不可在新加坡市場出售和出租。 

根據新加坡電信設備註冊要求規定，如果電信設備是屬個人使用，而

且沒有在新加坡市場出售或出租，則無需向 IMDA 註冊，也不需要獲

得 IMDA 的批准。但是必須確保設備符合 IMDA 規定的標準，並且

不會對公共電信網路造成干擾。 

香港 香港未特別制訂自用及非商用設備進口規定。根據香港《電訊條例》

第 9 條規定，任何人士如欲將任何無線電發射設備輸入香港，須先向

電訊管理局局長申領入口許可證，除非該人持有無線電商牌照，否則

該等設備或會被海關人員扣管。OFCA 並呼籲在香港持有或使用未符

合 OFCA 制定的技術規格之無線電通訊器材屬違法行為，有關設備

可能會被充公，而違法者亦可能會遭受檢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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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稽查面 

(一)  稽查制度與措施 

產品市場稽查的目的是確保產品符合規範並在不危害健康、安全或

公共利益保護的任何其他方面而採取的措施。市場稽查主管機關可能

採取主動性或回應式的市場稽查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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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性的針對目標營運商或

責任方（基於過去違規歷史、稽查結果、市場占有率以及產品和/或用

戶分佈等條件）或產品實施稽查。而回應性市場稽查則通常由外部意外

事件或外部的通知（例如:消費者投訴、營運商、驗證機構、媒體新聞

稿、消費者報導）所實施的稽查。案例國家實施市場稽查比較，如表 14

所示。 

在稽查管理制度方面，歐盟制度完善除明確定義「經濟營運商」相

關權責義務確保產品法律責任歸屬外，並要求會員國設置「單一市場稽

查專責機關（MSA）」監督上市流通的產品，會員國透過「行政合作小

組（AdCo）」交流稽查相關資訊，並根據市場產品風險設定年度市場

稽查目標、種類、數量後由會員國 MSA 執行。對於不符合規範產品，

也要求採取適當矯正措施；針對非食品之危險產品設置快速預警系統

（RAPEX），確保相關主管機關能迅速獲得相關危險產品通知。而美

國及韓國則對於市場供應和銷售的驗證設備，進行調查、確認和測試，

查驗設備是否符合測試樣本或宣稱符合之技術參數。另澳洲、新加坡及

香港雖沒有特別針對電信設備設定稽查計畫，但主管機關有權開展市

場稽查活動。當發現不合規設備時，有法定權力採取行動。日本則委託

民間機構查驗市場上銷售的特定無線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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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稽查執行方面，除日本鑑於稽查之迅速性和效率性委由民間

機構辦理外，其他案例國家均由官方及驗證機構定期或不定期辦理。稽

查的設備產品可能從市場直接購買或由責任方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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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技術規範等。另外，市場稽查機關也可要

求進行工廠或營業場所檢查，例如:澳洲、日本、新加坡及歐盟 MSA 等。 

表 14、案例國家實施市場稽查比較 

國別 稽查制度 稽查方式/重點 稽查 

單位 

稽查 

週期 

歐盟 一 般 產 品 安 全 指 令

（GPSD）要求各會員國

應設置市場稽查主管機

關（MSA），監督上市

流通產品，對不符合規

範產品，採取適當矯正

措施，確保消費者健康

與安全，並設置歐盟快

速預警系統（RAPEX）

確保相關主管機關能迅

速獲得相關危險產品通

知。 

（EC）765/2008 號規則

要求各國 MSA 制訂國

MSA 根據風險評估和

用戶申訴等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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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網路商店市場稽查

的資源有限，歐盟建議

各國應相互學習並重視

MSA 合作，除透過

官方；

各國

MSA 

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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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型稽查計畫，並建置

歐盟市場稽核資訊通報

系統（ICSMS），MSA

參與（AdCo_RED）共同

專案和聯合市場稽查活

動。 

 

RAPEX 和 ICSMS 系統

共享資訊外，亦可與電

子商務網站建立合作協

議，以確保對所提供產

品的額外控制。 

美國 為確保市售 RF 射頻設

備符合測試樣本或宣稱

符合之技術參數，FCC

及 TCB 進行市場稽查。 

FCC 可要求責任方提交

市售授權設備樣品稽查

外，並針對 TCB 授權及

稽查測試結果進行檢

視，也可要求 TCB 針對

特定樣品進行測試。 

TCB 按 ISO/IEC17065

進行後市場稽核，並就

其已驗證之 RF 射頻設

備，進行實售產品與已

通過驗證樣本相較。

TCB每年提交市場稽查

年度報告供 FCC 備查。 

官方及

驗證機

構 

定期 

日本 日本《電波法》對於無

線設備上市後之市場稽

查機制，賦予總務省相

當職權，包括:要求供應

商提交報告、檢查驗證

設備供應商的營業場

總務省以不事先通知方

式，直接從市場（實體

或網路）購買無線設備，

經檢測之違規設備將命

令供應商（販售商或經

銷商）修正改善，並將

官方委

外機構

辦理。 

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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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禁止產品貼標、撤

銷證書、要求干擾防制、

裁罰、監禁等。 

測試結果公布於 MIC

官網供民眾查閱。 

韓國 韓國市場稽查主要係根

據《無線電波法》58-11

條及 71-2 條規定，對於

市場供應和銷售的驗證

設備，進行調查、確認

和測試，查驗設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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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澳洲電子設備市場稽

查，是由電子監管機構

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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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促進遵守符合性的適當

步驟，以最大限度地減

少不安全設備進入消費

者的可能性，並降低電

器傷害和財產損失相關

的成本。 

如果供應商被選擇進行

電子設備稽查計畫，

ERAC 成員將通知供應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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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稽查

是屬於現場稽查部分，

則不提前通知。 

官方及

驗證機

構 

不定期 

新加坡 新加坡對於電信設備的

市場稽查，主要是由

IMDA負責。對於上市後

的稽查機制，IMDA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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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及

驗證機

構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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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供應商提交設備認

證的測試結果或證據，

以作為 IMDA 技術標準

適用的符合性證明。 

的文件，包括:設備說

明、技術手冊、檢驗報

告及用戶指南等。另外，

IMDA 可授權官員擔任

稽查官員，以負責視察

及檢驗根據規定批准的

任何設備，任何製造、

進口、出租、出售或持

有設備之經銷商租用或

擁有的處所，以及其中

的任何電信設備。 

香港 OFCA 沒有特別針對電

信設備設定稽查計畫，

但主管機關有權開展市

場稽查活動。當發現不

符合標準的設備時，

OFCA 仍有法定權力採

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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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產品抽測目標與比例 

為評估產品合規性，市場稽查機關需要抽取產品樣本以確保產品的

符合性。案例國家產品抽測目標與抽測比例比較，如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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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測產品目標選擇方面，歐盟 ADCO RED 將考量市場不合規產

品類型、數量和嚴重程度，設定年度稽查目標、種類、數量等，由會員

國 MSA 執行。美國及韓國則以新技術、新申請人、新檢測實驗室、產

品有不合規的歷史等情形為優先稽查對象。澳洲、新加坡及香港基於供

應商、設備產品的風險程度及相關投訴進行產品的抽樣檢查。日本則針

對已審驗特定無線設備，以及市場廣泛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照設備，進

行市場稽查。 

在產品抽測比例方面，歐盟對於大規模生產的消費電子產品，可取

3 到 5 個樣品為統計分析的最小值；美國、韓國及日本則抽樣 1 % ~ 5 

%的驗證產品進行稽查。澳洲的認可機構取 3~4 件同類設備樣本進行

測試，每件樣本均應符合標準才合格。若取超過 4 件同類設備樣本，至

少應 80％樣本符合標準才合格。新加坡及香港則依據相關投訴及隨機

抽樣檢查，無特定測試的設備和數量 

在抽測樣品取得途徑，歐盟 MSA 可從網路或直接從經濟營運商取

得，樣品費用將視國家立法規定；美國 TCB 可要求廠商提交經認證的

產品樣本、要求廠商提供兌換券、自行市場購買產品樣本等。韓國、日

本、新加坡及澳洲可從市場直接購買或請求製造商/當地代理商/進口商

提供等。香港未特別指定。同時，樣品檢測費多內含於檢測機關授權義

務或廠商送件設備之檢測費中，審驗機關依各國主管機關規定之測項

辦理驗證，以確保產品安全性、頻譜有效使用及避免干擾。 

表 15、案例國家產品抽測目標與抽測比例 

國別 產品抽測目標 產品抽測比例 樣品取得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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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歐盟ADCO RED將考

量市場不合規產品類

型、數量和嚴重程度，

設定年度稽查目標、

種類、數量等，由會員

國 MSA 執行。 

 

對於大規模生產的消費

電子產品，可取 3 到 5

個樣品為統計分析的最

小值，但只能對一個樣

品進行測試，並作為向

製造商通報問題的依

據。 

MSA可從經濟營運

商獲取樣品，或從

不同通路如:網路或

直接從製造商、進

口商或經銷商取

得。樣品費用將視

國家立法規定。 

美國 TCB 以新技術、新申

請人、新檢測實驗室、

產品有不合規的歷史

等情形為優先稽查對

象。 

TCB 就其已驗證之 RF

射頻設備，抽取 5%進行

產品驗證。 

TCB 可要求廠商提

交經認證的產品樣

本、要求廠商提供

兌換券、自行市場

購買產品樣本等。 

日本 針對已審驗特定無線

設備，以及市場廣泛

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

照設備，進行市場稽

查。 

特定無線設備市場稽查

抽測比例，取全年設備

認證數量的 1％。 

直接從市場（實體

或網路）購買無線

設備。 

韓國  過去有違規的申

請人/設備 

 可疑測試結果的

設備 

 民事索賠或投訴

記錄的設備 

 RRA抽測 3%~5% 註

冊產品 

 指定實驗室抽測 3% 

驗證產品 

 市場直接購買 

 請求製造商 /

當地代理商 /

進 口 商 提 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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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廣泛供應和

使用的設備 

澳洲 基於供應商、設備產

品的風險程度、相關

投訴及其他監理機關

意見抽樣檢查。 

 由認可測試機構取

得 3 個或 4 個同種

類的相關設備樣本

進行測試，結果所

有樣本均須符合適

用標準。 

 由認可測試機構取

得超過 4 個同種類

的相關設備樣本進

行測試，結果至少

有 80％的測試樣本

符合適用標準。 

設備供應商提供 

新加坡 依據相關投訴及隨機

抽樣檢查，無特定測

試的設備和數量。 

依據相關投訴及隨機抽

樣檢查，無特定測試的

設備和數量。 

設備供應商提供 

香港 依據相關投訴及隨機

抽樣檢查，無特定測

試的設備和數量。 

依據相關投訴及隨機抽

樣檢查，無特定測試的

設備和數量。 

不特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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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矯正措施及相關罰則制度 

案例國家產品不合規的矯正措施及相關罰則制度比較，如表 16 所

示。在矯正措施方面，歐盟 MSA 有責向經濟營運商傳達不合規的性質，

並確保所採取的行動是適當且全面執行的。製造商、進口商及經銷商亦

負有不合規產品的矯正義務（如:召回、下架、停止或限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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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澳洲有權對不合規產品，要求更正、

暫停製造/進口/銷售、取消認證等措施；香港對於設備不合規的製造商

或供應商，將發出警告勸戒並要求解決合規性問題。 

在相關罰則方面，歐盟 MSA 或法院有權對經濟營運商違規犯罪行

為（視嚴重程度）施加行政（限制/金錢裁罰）或刑事（監禁）處罰。

同時，MSA 對產品違規行為也可能採取如:銷毀產品、用戶賠償或關閉

網站等懲罰措施；美國對於違反聯邦通信法和/或委員會規則之市場銷

售或經營的 RF 設備，FCC 將持續處以巨額罰款或其他制裁措施。澳

洲、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對於不合規產品市場銷售之情事，也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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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裁罰量度。 

表 16、案例國家不合規產品的矯正措施及相關罰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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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必要時採取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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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如:召回、下架、停止或限制等）。

MSA 可根據業者違規的性質、涉

及風險和經營者行為，對於不合

規產品採取正式且適度的執法行

動。如果經營者不採取自願改善

行動，或 MSA 認為自願行動不適

合解決問題或確定嚴重風險，則

MSA 有權採取處分措施，如罰

金、嚴重違規之刑事處罰等。 

政（限制/金錢裁罰）或刑事（監禁）

處罰。同時，MSA 對產品違規行

為也可能採取懲罰措施，包括: 

 銷毀產品； 

 實施行政經濟制裁； 

 對不合規產品的消費者/用戶

進行賠償； 

 在調查前採取臨時措施； 

 發布關於限制性措施的決定； 

 從經濟營運營收取檢測不合

格產品的費用； 

 制裁不合作的經濟營運商； 

 關閉網站； 

 刪除或要求從網站中刪除非

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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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方負有不合規設備及相關事

項的承擔責任，若有任何潛在違規

的事件被發現，責任方將受到 FCC

的執法管制。對於違反聯邦通信法

和/或委員會規則之市場銷售或經

營的 RF 設備，FCC 將持續處以巨

額罰款和其他的制裁措施。 

美國 FCC 47 CFR § 1.80（b）詳

細明訂相關違規情狀裁罰金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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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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對於為不合規設備，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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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無「認證標誌」的無線設

備，將視為未獲許可設立的違

法無線電台，可能面臨 1年以

下徒刑或 100 萬日圓以下罰

款。 

 干擾妨害重要通信（如航空/

消防/急救/廣播等），將面臨

5年以下徒刑或 250萬日圓以

下的罰款。 

 要求供應商提供設備審證報

告，違反規定者，可能面臨最

高 30萬日圓的罰款。 

 當檢查驗證設備等供應商的

營業場所，要求之報告被拒絕

或偽造時，面臨最高 30 萬日

圓的罰款。 

 供應商被禁止張貼合格標誌

時，違反命令者，最高可判處

1年徒刑或最高罰款 100萬日

圓。公司也可能面臨最高 1億

日圓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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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規設備引發干擾或傷害，

最高可判處 1 年徒刑或最高

罰款 100萬日圓。公司也可能

面臨最高 1億日圓罰款。 

韓國 有權對不合規產品，要求更正、暫

停製造/進口/銷售、取消認證等措

施；並可實施：召回、市場檢查、

商品事故調查、強制通報等。 

 對於生產/銷售/進口無認證產

品廠商，可處最多 3 年或

3,000 萬韓圜罰鍰。 

 不符合技術標準的產品，將要

求修正或暫停生產/進口。 

 以欺騙性方式取得認證者，將

禁止生產/進口，並取消認證。 

 無標誌/錯誤標誌產品，將要

求更正，若無改善則取消和撤

回，罰鍰最高可達 300 萬韓

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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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不合規情事，ERAC 成員

將根據具體情況考量後，可直

接採取起訴行動。裁罰金額將

依嚴重程度和起訴相關權限

而有所不同。 

 個人違反相關法規的最高罰

金是 4,000 澳幣，公司違反相

關法規的最高罰金是 8,000澳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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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違反電器安全責任或應

負導致多人死亡責任的最高

罰金是60萬澳幣或5年徒刑，

公司違反電器安全責任或應

負導致多人死亡責任的最高

罰金是 300 萬澳幣。 

新加坡 對於不合規設備，IMDA 可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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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 5,000 至 50,000

新幣的裁罰。對於嚴重違規和持續

或反覆錯誤的情形，將處以較高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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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A

在發現不合規情形時，會先限期

要求改善，如期限屆至仍未改善，

OFCA 才會考慮對前揭製造商或

供應商進行裁罰。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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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可能面臨最高刑罰：罰款

50,000 港幣及監禁兩年的處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九節 實際判決案例研析 

綜觀先進國家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入市場前，在維護電波秩序

及保障國民前提下，對於運用新技術及具有健康安全問題之無線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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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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顧慮較低之無線射頻器材產品，則逐步採自我符合性聲明

及強化市場稽核監理方式，加速產品上市。有鑑於不良無線產品可能帶

來有害干擾進而影響電波秩序，故各國監理機關對於投入市場之上市

無線產品，可能直接或委外以不定時不定期方式，抽測市場購買經審驗

設備之技術法規合規性外，同時也會要求驗證機構就驗證合格設備進

行查驗，監理機關也有權對於不合規產品，要求廠商改善採取矯正或處

分措施，如：勸導改善、罰金、嚴重違規之刑事處罰等，例如日本對於

妨礙重要無線通信者，違規者將依電波法第 108 條之 2 規定，處以 5 年

以下徒刑或者 250 萬日圆以下的罰款。英國對違規者發出口頭或書面

警告外，對於違規者也可施以嚴重的罰款或三個月的監禁；而美國 FCC

若察覺有不符合標準的 RF 設備被銷售或設備運作違反規則，將開展強

制執行程序（Enforcement Proceeding）。對於違反電信法或委員會規則

也可能導致責任方受到巨額的罰款，違規設備亦須從市場下架。相關實

際判決案例，如下： 

一、 標籤裁罰案例 

FCC 於 2017 年 11 月 21 日對 Acuity Brands, Inc.銷售的螢光燈整流

器未貼 FCC 審驗標籤裁罰 2 萬 5,000 美元。 

2016 年 1 月 FCC 收到告發，Acuity Brands, Inc. 所銷售的螢光燈整

流器干擾其正常使用。受告發之螢光燈整流器屬 FCC 規範之消費者（住

宅用）級整流器，依規定須遵守自我宣告合格聲明，FCC 收到告發後，

已針對該公司 AccuPro 模型 AP-RC-432IP-120-1 螢光燈整流器進行

測試，測試結果確認其銷售產品符合委員會的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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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cuity Brands, Inc.銷售了三種型號的消費者級電子螢光燈整流

器，其中兩種型號整流器自 2006 年起未貼上 FCC 審驗標籤，另一種型

號的整流器自 2009 年起未貼上 FCC 審驗標籤。經 FCC 2016 年 1 月告

知改正，該公司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仍繼續將 "主題整流器" 的

兩種型號布放在市場上，且未貼上審驗標籤，考量 Acuity Brands, Inc. 

已經至少八年在市場上銷售了這些型號，且從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售出了成千上萬台，顯然違反了該法的 302（b）條和委員會規則 

2.803（b）（2）和 18.209（b）節。 

FCC 以往的案例，如該設備雖標籤不正確或不符適當的資訊披露之

要求，但在其他方面符合技術規則時，大多會降低罰鍰額度。FCC 合

理地認為，行銷一個黏貼不正確標籤的設備與行銷未經授權的設備，其

違規嚴重程度是不一樣的，因此本案有必要進行向下調整，針對販售未

貼審驗合格標籤，依委員會規則 1.80 節基本罰款為每型號 7,000 元，

故 FCC 就此部分課以基本罰款每型號 7,000 元，兩型號合計 1 萬 4,000

元。 

委員會規則 503 （b） 條授權委員會對 "蓄意或屢次不遵守該法的

任何規定或委員會發出的任何規則、條例或命令" ，得另予以裁罰。因

此，FCC 尚需考慮 "侵犯行為的性質、情況、程度和嚴重性"，並就違

反者的違反的程度、以往違規的歷史、支付能力以及其他事項進行審議，

本案另有下列三項情節，須進行考量： 

 該公司在意識到並承認違反行為後約六月內沒有適當的標籤，

決定繼續推銷兩種型號的主題整流器，明顯故意違反規定。 

 違規期間長達 8 年，販售數量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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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規產品於 2016 年的淨銷售額大約 32 億美元毛利大約為 14

億美元，FCC 針對大量或高利潤的型號，提高其罰鍰。 

綜合考量後，FCC 就此部分另裁罰 1.1 萬元，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並期望對日後可能的違反行為產生阻嚇作用。 

以上基本罰款 1 萬 4,000 美元併計加重罰款 1 萬 1,000 美元，共計

2 萬 5,000 美元。 

二、 干擾警告案例 

(一)  RF 照明設備對 700 Mhz LTE 感應器造成的干擾 

FCC 於 2018 年 1 月 9 日通知 Lithia Toyota 排除其 RF 照明設備對

Verizon 的 700 Mhz LTE 感應器造成的干擾，如未履行將按日罰款 1 萬

6,000 美元。 

Verizon 在 2016 年 4 月 27 日向 FCC 投訴 Lithia Toyota 表明，在

北達科他州的 Lithia Toyota 門戶照明設備發射的無線電波，對 Verizon

的 700 Mhz LTE 感應器造成干擾。據 Verizon 表示 "干擾出現在傍晚

時分"，並在白天消失。這種干擾模式似乎與附近的 Lithia Toyota 轉銷

商的戶外門戶照明設備運作時間一致，Verizon 便與一位 Lithia Toyota

代表約定，藉由操作 Lithia Toyota 轉銷商的門戶照明設備，測試干擾

源是否確來自 Lithia Toyota，那天晚上 Lithia Toyota 切斷開門戶照明設

備，果然使得干擾相當大程度地降低，但後續 Lithia Toyota 並未採取

任何停止干擾的改善措施。直至 Verizon 與 FCC 聯繫時 Lithia Toyota

仍未採取任何糾正措施。2017 年 3 月 22 日，由於 Verizon 繼續抱怨

干擾尚未解決，FCC 派員進行現場調查，在 Lithia Toyota 及 Verizon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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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實地進行測試，確認 Lithia Toyota 照明設備中飛利浦型號 

QL55W/840 的感應照明器是干擾源，該裝置產生的射頻能量可在 776-

787 Mhz 之間被檢測到。 

此處的 RF 照明設備是根據委員會規則 18 部分規定，屬於工業、科

學及醫療類設備，依委員會規則 18.111（b）條規定，此設備如對任何

授權無線電服務造成有害干擾，業者應立即採取任何必要步驟，消除有

害干擾。FCC 據此通知 Lithia Toyota 停止操作設備干擾對執照的無線

電操作，如不採取行動解決干擾，可能會造成嚴厲的懲罰，包括每天罰

款 1 萬 6,000 美元。 

(二)  半導體材料的供電會對行動網路等無線電通信造成有害干擾 

在調查 LED 標誌（sign）製造商和經銷商是否違反其設備授權規則

後，FCC 與這些製造商和經銷商簽訂了四項單獨的同意法令（consent 

decrees）。 

通信法第 302（b）條針對可能造成有害干擾之無線電通信設備的製

造、進口、銷售或運輸進行限制，因此 FCC 規範這些射頻設備的射頻

能量，包括無意產生可能干擾之其他頻譜用戶的信號裝置。射頻設備必

須遵守嚴格的技術標準，以及各種標籤和經銷的要求。 

根據 FCC 規範第 2.803 條，射頻設備必須通過設備授權程序，以證

明其符合 FCC 的技術標準，第 2.955 條要求設備的責任方（通常是製

造商或經銷商）保留該測試和檢查的記錄。另 FCC 規範的第 15 節規定

了技術標準，並要求責任方必須正確標記和識別每個設備，並包含用戶

的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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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調查都非常相似，為響應公眾的訴求，FCC 於 2017 年 7 月向

所有相關的公司發出了一份調查信（Letter of Inquiry, LOI），尋求有關

美國 LED 標誌和廣告招牌的經銷資訊。LED 標誌被認為是無意的輻射

發射器，因為其半導體材料的供電會對行動網路等無線電通信造成有

害干擾。 

收到調查信後，每家公司都開始將其 LED 標誌納入合規的程序。 

截至 2017 年 9 月為止，除了一家標誌公司之外，其他所有公司均達到

合規標準，最後一家公司也於 2018 年 6 月達成合規規範。 

四家簽約的公司中有三家承認： 

 未能在銷售其標誌之前獲得設備的授權 

 未能保留測試記錄 

 未能正確標記設備，並提供用戶使用說明 

第四家公司承認違反了設備標籤，以及用戶使用說明的規範。 

根據同意法令的條款，除了承認的責任外，各方同意制訂合規的程

序計畫，其中包括合規的官員和定期的報告，另外並向美國財政部支付

民事罰款，每家公司的罰款範圍從 14,000 美元至 43,000 美元。 

三、 違反執照條件及提供不實資訊 

FCC 的媒體局（Media Bureau）向一家密歇根州的無線電執照業者

發出一份 18,000 美元的沒收通知（Notice of Apparent Liability for 

Forfeiture, NAL），該被告人被指控從 FCC 申請中刪除了重要事實，並

且未依執照規定運作其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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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34 年通信法第 312（g）條，廣播電台執照的業者，如果其

電台連續 12 個月無法進行播出，該執照將自動失效。FCC 規範第

73.1745（a）條要求電台業者根據其執照規定的模式與功率進行廣播，

第 73.1765 條允許執照業者可申請特殊臨時授權（special temporary 

authority, STA），以臨時改變其執照限定的運作時間。 

執照業者最初於 2012 年 5 月申請執照續期，依據電信法第 309（k）

條規定，FCC 在審查執照續期申請時必須考慮的幾個標準，如果符合

以下條件，FCC 將批准申請： 

 該站台的服務具有公益性、便利性和必要性 

 執照業者未嚴重違反電信法或 FCC 規範 

 執照業者未發生任何其他違反電信法或 FCC 規範的行為，這些

行為的整合將顯示濫用的態樣 

2015 年 2 月（續期申請仍在審理中），執照業者聲稱其設備因水管

破損致水淹工作室，需要進行大量維修，因此申請 STA 以停止電台播

送。但接下來的一個月，該公司遭控訴對洪水的情況不誠實，並違反與

其他廣播公司的相關合約。 

2016 年 5 月，媒體局查詢該執照業者電台停止播送的時間，執照業

者聲稱在提交 STA 後不久，該電台已恢復播出，但文書錯誤以致沒有

通知 FCC。媒體局之後向該業者要求提供有關該電台營運的更多資訊，

證實該業者雖獲得 50KW 的營運執照，但其運作功率僅為 1.4KW。執

照業者立即申請 STA，以降低其運作的功率，請求的 STA 直到一年後

才被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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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媒體局最終得出結論，該電台使用的是不合格的發射機，與其

50KW 的授權有很大的差異。無線電通信局還發現，執照業者未能及時

申請 STA 以降低其運作功率，並且未能在其第二個 STA 申請中披露重

要事實。 

因此媒體局建議處罰如下： 

 在沒有適當授權服務的情況下，可處罰款 10,000 美元 

 未提交所需表格的額外罰款 3,000 美元 

 因未能在 STA 申請中披露重大事實而罰款 5,000 美元 

由於媒體局並未發現這些行為是屬於嚴重違規行為或濫用行為，因

此仍同意電台執照的續期申請。 

四、 網路銷售裁罰案例 

(一)  透過網站對美國消費者銷售不允許販售之干擾設備 

FCC 於 2016 年 5 月 24 日對中國廣東的 C.T.S.科技有限公司透過

Aiswa.com 網站對美國消費者銷售不允許販售之干擾設備，裁罰 3,491

萬 2,500 美元。 

偽裝成消費者的 FCC 人員透過 Aiswa.com 網站向位於中國廣東的

C.T.S.科技有限公司，購買了高功率干擾設備。Aiswa.com 網站為C.T.S.

科技有限公司向美國消費者推銷 285 種信號干擾裝置所建置。這些設

備旨在擾亂各種通信系統，包括所有主要的手機網路、wi-fi 系統，甚

至全球定位系統（GPS）頻道。其中有些設備更宣稱有能力阻斷半英里

內的通信。此項設備除有能力阻斷特定人發出之 911 緊急呼叫、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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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和消防員等急救人員的通信，亦可阻擋消費者與企業間從簡單的

一對一電話對話、使用基於 GPS 的地圖應用以及社交媒體等許多日常

合法的通信形式，從而危及受干擾人之生命和財產，以及公眾航空和海

上安全。 

由於信號干擾是非法的，這些設備是不允許販售，在美國也沒有消

費者可合法使用。 

在 2014 年 6 月 18 日，FCC 發出了一份通知書表明 C.T.S.科技有

限公司非法將無線電頻率設備銷售給美國消費者，蓄意和重複違反

1934 年《通訊法》302（b）節以及委員會規則 2.803 和 15.201（b）款，

處以提出了 3,491 萬 2,500 美元的罰款，通知書分別以英文和簡體中文

敘明，其中中文的副本已按照國際法規定的方法轉交中國政府。雖然

C.T.S.科技有限公司並沒有對此回覆 FCC，且中國司法部國際法律合作

中心也一直沒有正式確認 C.T.S.科技有限公司有任何回應，C.T.S.科技

有限公司也沒有繳款，但是據新聞媒體報導，C.T.S.科技有限公司的負

責人已表示收到通知書，且已經進行改正措施以符合美國的法律，並且

保證不再向美國消費者非法銷售信號干擾設備。 

儘管沒有正式確認服務，但《海牙服務公約》明確規定，在不少於

6 個月的合理期限內如無法確認已送達 C.T.S.科技有限公司，即可作成

缺席判決。因此，在通過《海牙服務公約》所規定的方法持續公告一年

多之後，FCC 認為對 C.T.S.科技有限公司的裁罰已無異議，因此，FCC

確認 C.T.S.科技有限公司故意和反覆違反 1934 年《通訊法》302（b） 

節以及委員會規則 2.803 和 15.201（b）款處以 3,491 萬 2,500 美元的罰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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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網站銷售未經授權的無人機設備 

FCC 提議對一些美國和香港的合資公司進行 2,861,128 美元的罰款，

因為其銷售未經授權的無人機設備。 

通信法第 302 條針對可能造成有害干擾之無線電通信設備的製造、

進口、銷售或運輸進行限制，因此 FCC 規範這些射頻設備的射頻能量，

包括無意產生可能干擾之其他頻譜用戶的信號裝置。射頻設備必須遵

守嚴格的技術標準，以及各種標籤和經銷的要求。FCC 也針對雜散發

射（spurious emissions）、發射功率以及可能工作的頻段設置了限制。 

雖然業餘設備無需經過認證，但只適用於業餘執照持有人在業餘頻

段中進行操作。在這些業餘頻段外運作的設備，不能廣告作為業餘設備，

並且必須在經銷和使用之前，通過 FCC 認證。 

FCC 指稱，銷售公司的網站提供用於無人機的音頻和視頻發射器。

2015 年，FCC 執法局（Enforcement Bureau）針對銷售公司發布引用命

令（Citation and Order），以回應有關出售不合規設備的投訴。但該公

司持續銷售這些設備，因此執法局對其發布調查信（Letter of Inquiry, 

LOI）以尋求更多諮詢，但該公司未能回覆所有 LOI 的問題，執法局對

其發布進一步的引用命令，而該公司完全忽略。 

銷售公司的網站持續銷售其設備，FCC 指稱，這些設備均未通過認

證。該公司也從不對其設備的技術參數提出異議，但認為它不受 FCC

的規範約束，因為它不在美國銷售其設備。FCC 不接受這種回應，指

控該公司： 

 在美國設有辦事處和客戶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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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訴訟中，承認透過其網站在美國銷售產品 

 直接向美國客戶銷售和運輸產品 

 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上發布，“祝美國客戶獨立日快樂！” 

FCC 指出，該公司故意和反覆地違反其命令，未能完全回應調查信，

未能完全回應進一步的引用命令。對於該公司 50 個不合規的型號，FCC

向上調整了基本罰款，每個型號的罰款總額為 12,250 美元。針對能夠

在限制頻率或過高功率下運作的 15 種設備型號，FCC 建議每台設備最

高罰款 147,290 美元。FCC 還提出每次未能回應調查信和引用命令的

罰款為 19,639 美元。 

除了建議的總罰款 2,861,128 美元之外，FCC 還要求該公司須提交

一份簽署的宣誓書（affidavit），以說明其未來將會確實遵守 FCC 的相

關規範。 

五、 歐盟網路銷售產品市場稽查與案例 

(一)  會員國網路銷售產品處理機制 

1. 芬蘭處理機制 

芬蘭安全與化學品管理局（Tukes）負責約 30 項產品指令（包括化

妝品）的市場稽查。 

(1) 公權力 

Tukes 沒有任何與線上銷售（online sales）有關的特殊權力。例如，

芬蘭立法沒有明確要求 MSA 進行「神秘購物（mystery shopping）」，

但這種做法並不被禁止，實務上 MSA 也會對這類網路產品和賣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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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抽驗。同樣，MSA 不允許關閉銷售不合規產品的網站，儘管 Tukes

報告認為這是一個有效的工具，並可能實施罰款或刑事制裁。目前芬蘭

針對不合規產品採取的可能行動，包括召回、撤銷、禁售或通知函，具

體措施將取決於風險程度。 

(2) 海關 

Tukes 和芬蘭海關（Tulli）之間的合作是根據雙方同意的正式程序

進行，但沒有針對電子商務產品的具體程序或權力。鑑於網上銷售的大

部分產品都是個人電子消費者的小批量（small consignments），控制單

一產品既不實際也無效。任何情況下，一般的郵務和空運服務也會將收

到包裹作例行性的檢查（不論是否線上銷售）。其檢查控制強度將取決

於： 

 包裝尺寸：小包裝通常被認為價值較低，因此控制重點放在較

大的包裝上，這些也必須申報; 

 發件人的身份，例如：已知或未知；原產國; 

 收件人的身份：私人或公司。 

(3) 溝通 

Tukes 透過市場稽查註冊資料庫（稱為 Marek）機制，將網路銷售

不合規的產品訊息輸進登記資料庫，並通過官方網站向公眾公佈，包括： 

市場稽查計劃、報告和不合規產品的圖片。它還經常使用社交媒體網路

（如 Facebook 和 Twitter）向公眾宣傳最近禁用的產品。Tukes 和 Tulli

並合作展開線上購物認知的宣傳活動。特定專案計劃的成果也常在報

紙媒體上發表，並運用 RAPEX 和 ICSMS 通知其他會員國。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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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芬蘭並發起“這個城鎮沒有警長（There is no sheriff in this town）”

運動，透過強調'買方當心（buyer beware）'原則，提高民眾網路購物的

風險意識。 

(4) 理論案例（Theoretical case） 

一旦 MSA 發現網路平台上提供的化妝品產品在形式上不符合標準。 

首先，Tukes 將檢查網站上提供的資訊，並命令產品標識的經濟營運商

確認（verify）其產品的合規性。在這種背景下，有三種可能的情況： 

A. 若網頁和經濟營運商都位於芬蘭，Tukes 將發信通知經濟營運商該

產品不符合規定。 

  若經濟營運商回答並自願遵守，則確定。 

  若經濟營運商不回答和/或不遵守，則 Tukes 將決定採取措施

（例如禁止銷售） 

B. 若網頁和經濟營運商都位於另一個歐盟會員國，Tukes 將發信通知

經濟營運商該產品不符合規定。 

  若經濟營運商回答並自願遵守，則確定。 

  若經濟營運商不回答和/或不遵守，則 Tukes 將通知企業所在歐

盟會員國的主管 MSA，要求採取強制措施。 

C. 若網頁位於另一個歐盟成員國，而經濟營運商位於第三國，或者網

頁和經濟營運商都位於第三國，則 Tukes 將發信通知經濟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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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問題的產品不符合規定，並強調歐盟委員會針對歐盟消費

者網上銷售（無法律約束力）解釋性說明。 

  若經濟營運商自願遵守，則確定。 

  若經濟營運商不回答和/或不符合，根據具體情況，芬蘭 MSA

將聯繫外國主管 MSA 或歐盟/歐洲經濟區地區（EU/EEA）可能

的執法負責人員。 

  如果產品在消費者安全方面存在高風險，Tukes 認為其速度不

夠快與其管轄範圍外的經濟營運商聯繫，Tukes 將會通過新聞

稿方式警告消費者。 

2. 西班牙處理機制 

西班牙消費品市場稽查是由不同的聯邦區域負責，稱為

“Comunidades Autonomas”（自治區）。中央政府（特別是衛生部）

負責協調相關活動事務，以確保不同自治區採取統一行動。 

西班牙衛生部運作的西班牙消費與食品安全局（ECOSAN），該機

關有一個特別的三人電子商務監測小組，負責調查網路供應商（online 

suppliers）及出現問題時通知地方政府。自治區並基於中央機關提供的

資訊籌組安排自己的回應。 

(1) 公權力 

西班牙沒有規範專門用於線上銷售的相關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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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關 

MSA 管理局和海關之間的合作是經常性的，但並不特別關注線上

銷售。海關扮演產品過濾的角色，並根據風險等級標註產品的顏色（綠

色、黃色和紅色）。不論銷售管道為何，MSA 根據這些指標規劃安排

相關的活動與控管。 

(3) 溝通 

自治區代表每月會面一次，協調彼此的行動並分享面臨的主要問題。

衛生部和地方機關則透過官方網站發布宣傳活動，特別是在聖誕節等

特定時期。但是溝通並不頻繁廣泛，通常也不會透過主要媒體進行。 

(4) 理論案例。 

一旦 MSA 發現網路平台（online platform）上供應的化妝品不符合

標準。西班牙衛生部將從線上開始執行調查，查看銷售化妝品商品的網

站。一旦找到它們，衛生部會進行正式檢查（formal check），核實其

是否提供所有必要和強制性的資訊，例如標籤、經濟營運商的名稱、成

分和原料。合規性初步正式檢查後的後續行動，涵蓋如下： 

 若網頁和經濟營運商都位於西班牙，衛生部門將聯繫經濟營運

商所在的自治區，敦促其遵守。隨後的行動取決於違規行為的

嚴重性，其範圍可能從發信要求檢查（inspection），到產品有

義務退出市場。 

 若網頁和經濟營運商均位於另一個歐盟成員國，則衛生部將要

求其他歐盟會員國主管 MSA 支援聯繫經濟營運商。然而實務

上，這往往是相當無效的，因為經濟營運商根本不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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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該網頁位於另一個歐盟成員國，經濟營運商位於第三國，或

者網頁和經濟營運商都位於第三國，則衛生部將致函該經濟營

運商，該國 MSA 亦通知他們有關的議題。經過一段合理的期

間後，衛生部將再次檢查（checks）網站。 

 若經濟營運商改變行為並遵守規範，則結案。 

  若問題依然存在，則衛生部門將根據具體情況提高行動

層級，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 

3. 荷蘭處理機制 

荷蘭食品和消費品安全管理局根據消費者行為研究規劃市場稽查

活動，並站在消費者方面行事，因此投入資源來核實電子商店（e-shops），

尤其是在教育電子購物者的方面。從長遠來看，教育消費者的成本較低，

並鼓勵公司遵守 -“積極槓桿（positive leverage）”方法。荷蘭的執法

行動主要以預防為主。只有 25 ％的活動是基於投訴的 - 因此市場稽

查是採回應（reactive）的方式。主管機關通過檢視民眾投訴、RAPEX

通報、國際研究、之前查驗結果或可能受影響的消費者數量等來源，確

定市場稽查的優先事項。並將若干標準納入決策模型，在通過對產品風

險狀況的驗證（final validation）進行評估，從而確定即將進行檢查

（inspections）的優先順序。 

具體而言，由於現有的網路商店數量龐大，單一機關無法處理這些

議題。因此，荷蘭食品和消費品安全管理局決意不針對線上平台，而是

針對消費者方面的保護。為此，MSA 通過專門研究調查荷蘭電子消費

者的購物行為。這項研究表明，絕大多數電子購物者從位於荷蘭的網路

商店（已知有實體店），以及知名和值得信賴的經濟營運商購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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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荷蘭電子購物者通常購買他們在正常商店購買的相同品牌和相

同產品。由於荷蘭 MSA 也核實擁有線上網頁的商店，因此荷蘭公民購

買的線上銷售產品不被視為在產品安全方面增加風險。 

儘管如此，荷蘭的電子購物者越來越多地從中國的網路商店購買產

品。大多是購買小件物品，例如 USB 設備、充電器、紡織品、廉價化

妝品和珠寶。但荷蘭主管機關無公權力對中國的網路商店。因此，荷蘭

食品和消費品安全管理局決定從中國最大的網路商店（如 Deal Extreme、

China Buys 和 Lightinthebox）採集各種樣本。這也導致發現幾乎 80％

的產品不安全並且不符合歐盟立法：例如，珠寶的鎳含量遠高於允許的

標準值，或充電器和 USB 設備帶來火災的風險。 

但由於這些中國網路商店是全球範圍內運營，但它們並不一定針對

歐洲消費者，因此其產品並非專門針對歐盟市場設計的。在這種情況下，

荷蘭的方法認為消費者，是處理過程的主要驅動力。荷蘭 MSA 認為自

己只負責位於荷蘭的線上銷售商，因為歐盟以外的人無法處理，並且會

浪費資源。因此，荷蘭 MSA 試圖以最有效的方式告知消費者並提醒他

們，以便他們意識到與產品違規有關的可能風險。由於這些產品中的大

多數都是非品牌產品，在這些情況下，網路商店的名稱將與該產品的照

片一起發布。但是，檢查和測試（inspecting and testing）這些產品在金

錢和時間方面花費仍高，因此荷蘭主關機關正在考慮是否停止這些產

品檢查，除非產品存在嚴重風險。 

(1) 公權力 

荷蘭 MSA 可以聯絡網路商店、要求（force）宣導產品風險來提醒

公眾、進行“神秘購物（mystery shopping）”，以及施以罰款。M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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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關閉網站，雖然它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但這種方式也被認為是無

效的，因為賣家可以快速更改名稱和網域名稱。出於同樣的原因，荷蘭

MSA 不會頻繁採取措施應對位於歐盟以外的經濟營運商，因為需要數

週時間才能有效接觸到經濟營運商，同時並在此期間的網路商店將繼

續提供不符合標準的產品。 

(2) 海關 

荷蘭沒有特別海關手續與網路銷售相關。MSA 管理局與海關合作

非常緊密且資訊流通暢，每年都會討論具體問題，但不一定與線上銷售

有關。例如，最近荷蘭海關向荷蘭食品和消費品安全管理局通報來自中

國網路銷售商的小批量貨物的結構流（structural stream），這些貨物全

部送到同一經濟營運商的地址。這種訊息也觸發 MSA 的檢查

（inspections）計劃。 

(3) 溝通 

主要資訊管道是透過相關機關的網站宣導。隨著荷蘭食品和消費品

安全管理局已註冊的消費者興趣有所增加，越來越多的購物者訪問

MSA 管理局網站，詢問有關不安全產品的問題。不過，訪問網站頁面

的消費者數量仍然相對較低（每月約 10,000 位）。訪問人數少的原因

可能是由於消費者對產品安全問題意識持續缺乏。研究表明，假設市場

上沒有危險產品，或者個人的風險很低，消費者容易低估不安全產品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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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論案例。 

若 MSA 發現網路平台上提供的化妝品不符合標準。基於荷蘭的線

上銷售市場稽查方法，處理過程可以總結如下： 

 若網頁和經濟營運商都設在荷蘭，則 MSA 將試圖以最有效的

方式告知和警告（inform and warn）消費者與產品違規相關的風

險。此外，當有實體店可供參考時，荷蘭 MSA 也將聯繫賣方進

行檢查或測試（inspection or testing），並決定具體措施。 

 若網頁和經濟營運商均位於另一個歐盟成員國，則荷蘭MSA也

將試圖以最有效的方式告知和警告消費者與產品違規相關的風

險。此外，荷蘭 MSA 依賴其他歐盟 MSA 的作業，決定是否根

據具體情況與他們聯繫。 

 若該網頁位於另一個歐盟會員國，經濟營運商位於第三國，或

者網頁和經濟營運商都位於第三國，則荷蘭 MSA 試圖以最有

效的方式告知和警告消費者與產品違規相關的風險。 

(二)  歐盟網路販售實際案例：芬蘭的 LED 燈具 

在聯合行動 2014（Joint Action 2014）（WP8- LED 燈/緊湊型螢光

燈）的背景下， Tukes 從線上批發商（online wholesalers）購買幾款 LED

燈和緊湊型螢光燈（CFL），這些批發商大多是芬蘭線上銷售照明設備

的公司。該案例的燈是從一家網路商店（e-ville.com）獲得的，該網店

（web-shop）為芬蘭消費者提供電器產品。電子城（e-ville.com）是一

個平台，不同的經濟營運商可以藉由平台出售其產品，網站的所有者是

芬蘭人，但位於香港。該網頁提到，供應商（distributors）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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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 Mäntsälä（FI），而在賣家名字背後，似乎至少有兩家公司，一

家芬蘭公司和一家香港公司。網頁確實顯示產品來自哪個供應商（或公

司），並且可以從不同供應商以不同的價格獲得同一產品。該案例的燈

是由香港一家經濟營運商出售。 

這些 LED 燈由 Tukes 購買和測試（acquired and tested），結果有許

多缺陷可能危及用戶的安全，導致其退出（withdrawn）市場。後芬蘭

MSA 通知（informed）香港賣家這件事並要求回應。同時，還向賣方發

送第二封信，以澄清情況並明確說明該燈不符合歐盟的安全要求，因此

不能置於歐盟市場。隨後經營者回應承諾停止銷售該燈具。但由於可能

涉及困難，Tukes 沒有聯繫香港主管當局。如果經濟營運商沒有回應，

Tukes 就會起草一份新聞稿，通知公眾有關不合規的產品，並警告不要

購買，並建議將已經購買的產品退還給賣家。 

(三)  歐盟網路銷售面臨之問題和解決方式 

1. 歐盟網路銷售主要問題和挑戰 

綜合言之，上述案例研究顯示網路銷售（online sales）的主要問題

是： 

 從歐盟市場撤回/禁止（withdrawn/banned）的不安全產品，可透

過不同的網站或以不同的合法名稱重返市場。 

 MSA 沒有法律授權（legal mandate）在其管轄範圍之外執行該

法規，且不同國家主管機關之間的合作並非總是快速有效。 

 如果經濟營運商不回應或與外國主管機關合作，將耗費大量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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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銷售的產品難以確認（verifying）其合規性，因為大多數商

品都直接交付給消費者。 

 由於通過電子商務管道和複雜的供應鏈銷售產品數量龐大，因

此 MSA 通常缺乏資源來檢查所有進入該國的消費品。進行的

控管遠小於認為必要的控制。 

 消費者對線上購買產品的風險意識較低。 

2. 歐盟建議的解決方案 

觀察前述三個國家所描述的網上銷售市場稽查方法類似。如果經濟

營運商和網頁位於相關國家，則 MSA 面臨的阻礙並不是特別的障礙，

但如果它們位於另一個歐盟成員國或第三國，則處理過程將更加複雜。 

有鑑用於大量網路商店之市場稽查的資源有限，故歐盟強烈建議相

互學習和更加重視會員國與 MSA 之間的合作。而就通知（notifications）

數量和回應（responses）數量而言，亦需要增加訊息共享工具的使用，

如 RAPEX 和 ICSMS 系統。2014 年 RAPEX 也首次針對有關線上銷售

產品採取措施發出通知。 

另外，儘管網路商店的數量和建立的速度性使網路銷售無法完全的

控制，但還是有些辦法可解決線上銷售不合規產品的負面影響。例如，

進行“神秘購物（mystery shopping）”測試以確認（tests to verify）產

品合規性，加上在嚴重違規情況下關閉網站的公權力；一旦完成初始投

資（軟體和技能），將是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另一種可能是指定

歐盟的負責人/實體（例如授權代表、進口商），對不合規產品承擔責

任。這將有助於 MSA 解決位於第三國（線上）經濟營運商回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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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以及 MSA 與第三國主管機關的有限合作。此外，如果經濟營運商

不積極回應，主管機關可以授權停止這些不合規產品進入內部市場最

終並銷毀（destroy）產品，這可能比追踪外國貿易商的冗長程序或要求

外國 MSA 採取執法措施，更具成本效益。 

歐盟案例研究表明，線上商業模式發展迅速，並且日益複雜，有許

多不同的團體和中介機構。'數字化未來（digital future）'的理想工具箱

應該讓 MSA 能夠迅速識別複雜的線上供應鏈中的交易商及其中介機

構。MSA 單獨採取強制執法行動只會是部分緩解。還需要進一步採取

措施來提高最終用戶對告警產品的意識和可見性，包括公佈廠商名稱

等。 

如果需要採取更加結構化的方法，特別是對於位於第三國的網路商

店，荷蘭策略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因為它大大降低了成本，並且從

長遠來看預期會增加合規性。如 COM（2013）76 最終報告說明，消費

者意識可以得到提高，相關各方（主管機關、經濟營運商和消費者）的

角色和責任可以通過“簡單、明瞭的公共資訊陳述”得到進一步定義。

同樣，消費者的認知意識可以透過增加對 CE 標示重要性的認識來提

高，或透過澄清線上購買產品的“買家留意（buyer beware）”原則。

芬蘭發起“這個城鎮沒有警長”的公眾意識宣傳活動，則是極佳案例。

此外，一些有趣的解決方案可以基於與電子賣家（e-sellers）的關係管

理。例如，將涉及在銷售不合規產品時懲罰線上平台的可能性，以及與

電子商務網站（e-commerce websites）建立合作協議的可能性，以確保

對所提供產品的額外控制。另外，向希望線上銷售的人，提供準確的資

訊可能是進一步改進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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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家座談會及研究成果 

第一節 座談會緣起 

鑒於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無線通信應用蓬勃發展，在通訊產業技術

發展趨勢已聚焦物聯網、感知學習、工業 4.0 與行動運算等，都將倚賴

無線技術，才能提供完整性的應用，惟具無線技術射頻功能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應在維持電波秩序及和諧共用等前提下使用，以避免電波使

用相互干擾，讓無線通信應用技術能達最大使用效益。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在維持電波秩序及保障國民權益前提之下，秉持與時俱進原則，參

考先進國家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制度等相關規定及措施，據

以檢討修正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法規，以期合理管理我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並兼顧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另根據國際數據資訊（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預測，

2020 年智慧手機出貨量將達 19 億支，穿戴式裝置在 2019 年將超過 2

億台，另一方面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應用的快速發

展，我國在這波技術發展的洪流中已無法置身事外，對於新技術、新產

品與新服務的開發也將呈現爆炸性的發展。通傳會對於創新技術發展

的產業趨勢，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管理制度上亦應與時俱進，有相對

應之合理管理法規及配套措施，以兼顧維持電波秩序及促進相關產業

發展。 

為因應無線通訊等技術發展，國人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使用需求

持續增加，為協助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維持電波秩序、保障國民權益、

公共利益及產業發展，本研究爰辦理本次座談會，說明先進國家對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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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及監理制度，並聽取國內業者意見，以減少過度

干擾之風險，俾降低市場管理所造成之衝擊。 

第二節 座談會辦理時間、地點、議程及出席代表 

本次座談會業於 107 年 06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至中

午 12 時，假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5 樓（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

辦理完畢，會議議程如後。 

表 17、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座談會議程 

時  間 議  程 

09：30-09：50 報      到 

09：50-10：00 引言 
引言人：殷其光研究員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0：00-10：20 國內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政策方向 
報告人：謝志昌科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20-11：10 
˙先進國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現況介紹 

˙先進國家射頻器材市場稽查制度介紹 

報告人：周傳凱副理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1：10-11：20 休    息    時    間 

11：20-12：00 
綜合討論 

（與會廠商代表分享面臨挑戰及提供建議） 

主持人：周傳凱副理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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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廠商出席代表 

表 18、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座談會出席代表 

單位 姓名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謝志昌、楊子毅、張鈺筠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王耀彬、黃建連、薛柔萍、周

榆凱 

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蘇俊翰 

台灣愛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何肇輝 

宇崴股份有限公司 王素惠、汪諭謙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謝宗憲 

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 郭吉安 

倍科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郭俊鴻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周傳凱、殷其光、張簡耀暉、

李佳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團隊邀集 20 家以上射頻器材製造、進口及其他利害相關國

內上市櫃公司或機構辦理座談會（如座談會簽到表），然礙於廠商工作

業務因素部分公司無法出席，故計有 7家與會廠商代表出席。 

 與會人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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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座談會與會人員簽到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座談會過程 

一、 會議引言 

本次座談會首先由本研究團隊殷其光研究員引言，藉由提綱挈領地

點出本次座談會的目的及希望達成目標，促與會各業者能迅速了解座

談會的走向，並期望藉此，讓各業者能在了解通傳會未來政策方向及先

進國家管制射頻器材的情形後，能更深入地進行交流，殷其光研究員引

言摘要如下： 

最近通訊傳播產業界針對如何在 5G 時代創造新的商業契機，有著

相當深入的探討，然而所有的 5G 服務還是得靠射頻器材才能執行。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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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萬物聯網的時代，業者的頭端設備及消費者的終端設備，能穩定不

受干擾地提供通訊服務，也都得仰賴有效的射頻器材管理機制，才能使

業者的服務獲得完整的保障。本次座談會將先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謝志昌科長說明射頻管制器材管理政策面，以及為因應 5G 應用面的需

求及未來時代的潮流，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的預估修法方向。然後由

電信技術中心周傳凱副理介紹國際間對管理射頻管制器材的機制及市

場稽查的方法。最後我們會希望能夠有一個時間可以跟各位先進能夠

直接面對面地溝通討論，可以了解一下現階段大家在實際執行電信管

制器材的政策時有遇到了什麼困難，以及對於未來的一些的制度有什

麼建議。 

 

圖 44、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殷其光研究員報告 

資料來源：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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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政策方向 

座談會第一個主題是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謝志昌科長主講，本場

次重點在向各業者宣導我國未來市場管理政策方向，茲摘要如次： 

射頻管制器材按照電信法，是必須要被管制，如果沒有經過審核及

批准，射頻器材進入市場的數量變多後可能會有干擾情形，因此國內在

建立制度時就採行上市前較嚴格的作法，射頻器材要經過認證才能進

來。在目前管理辦法中，針對研發、測試、展示、加工維修輸入的射頻

器材，已公告可免驗許可的引進，其專用代碼是 CC 加 12 個 9，惟此

類商品需要焊接且是 B2B 型態，也就是這類器材是直接賣給廠商，不

可能在市場流通直接賣給消費者。如果進口的是成品，則需申請進口許

可證，如果符合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和第 4 款的研發測試，這樣就不

需要執照。另外進口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的射頻器材，必要

時原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

最長為一年並以二次為限。設備輸入都要事先申報，自然人一年至多 10

部可以不辦進口許可證。如果辦進口許可證部分自然人一年至多可以

辦 10 部進口，法人可以辦 20 部進口。以上辦許可證及不辦許可證加

總後，自然人一年可以進口 20 部，法人則可以進 30 部。 

NCC 去年修法，要求驗證機構直接至市場購買，並將付款證明提供

被抽驗廠商，由其支付樣品購買費用。如果無法在市場買到樣品，驗證

機構可發函請廠商提供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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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謝志昌科長報告 

資料來源：TTC 

三、 先進國家射頻器材市場管理及稽核現況介紹 

第二個場次由本研究團隊計畫主持人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周傳

凱副理主講，本場次主要介紹各先進國家射頻器材的市場管理及稽核

現況，茲摘要如次： 

隨著 IOT 互聯設備越來越多，為避免設備間產生干擾情形，大部份

國家射頻管制體系，都會要求進行符合性驗證。同時國際上對於運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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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顧慮較低之無線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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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器材產品，則逐步採符合性聲明（SDoC）方式辦理。一旦產品驗證

合格後即可貼標上市銷售，並透過市場稽查機制，確認設備品質符合驗

證時的品質。市場稽查機制一般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主動性的稽查，

另一種是回應式的稽查。其中主動式的稽查係指，主管機關例行性編列

稽查經費與計畫，並考量市場上設備種類及數量，以最適切的比例進行

例行稽查。而回應式的稽查，則可能來自於廠商檢舉，或特定的突發事

件所進行的稽查。通過稽查後的合格設備，自然可在市場繼續銷售，若

是不合格設備，則須採取矯正措施，例如:召回、下架或撤照等。基本

上對於干擾程度越高的設備，通常會有較高的授權要求。 

隨著現在的設備越來越多，很多國家已逐漸採取SDoC的方式認證，

例如美國對於風險較低的設備可採行 SDoC 方式授權。但對於風險較

高的射頻器材，仍須由主管機關認證的第三方進行驗證。研究團隊整理

研析國外目前現況及如何在有效的管制下，開放更多的設備上市。 

(一)  歐盟 

2016 年歐盟頒布新的 RED 指令，要求所有投入歐盟市場的無線設

備，都必須符合 RED 指令。RED 符合性評估有三種選項，第一類屬於

SDoC 方式；第二類相當於驗證，必須要從產品的設計端跟生產端取得

驗證；第三類是最嚴格的，須做到全面品質管控。同時歐盟也明確界定

經濟營運商的責任跟義務，其中經濟營運商包含製造商或其授權代表、

進口商跟經銷商。經營者具有注意、通報、可追溯等義務。值得注意的

是，歐盟設備上市使用有兩種型態，一種是投入市場販賣，另一種是投

入服務使用。其中，當設備投入歐盟市場販賣時，設備除須符合 RED

指令外，設備亦須貼上標籤，代表產品符合歐盟統一立法規定。如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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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是投入服務使用時，設備也必須符合 RED 指令，各會員國也有權來

限制設備的使用，這意味者如果是自行攜入的設備，也須要符合 RED

的指令。 

另歐盟決議也要求各會員國制定國家稽查計畫，以確保進入市場的

產品符合規範，同時強調跨境合作，當某個國家驗證過的設備，可登錄

到 ICSMS 系統與他國共享，因此設備可不用重複再做驗證。此外，各

國市場稽查機關將設定稽查的產品和對象，並決定抽樣的數量、地點、

策略。對於嚴重違規可能產生危險的產品，將立即發布到快速預警

RAPEX 系統，讓資訊快速傳達各會員國並限制產品的流通。在查核面

向，MSA 會根據經營者的風險進行評估，也會因應用戶的申訴進行查

核，查核方式可能包括工廠檢查、違紀檢查等，同時能以秘密購物的方

式，或者直接要求業者提供免費樣品，再針對取得的樣品進行查驗。此

外，MSA 將根據實際查核的結果，視嚴重程度處以不同的行政處罰或

是移送司法機構處以刑事處罰。 

(二)  美國 

FCC 的射頻器材管理主要依據美國聯邦規則 CFR47，美國射頻器

材主要分為四類：偶發輻射，非意圖性輻射、意圖性輻射以及 TTE（電

話終端設備）。對於愈有干擾可能的器材，會施以較嚴格的授權要求。

FCC 符合性驗證制度依管制強度分為：驗證（Certification）、符合性

聲明（DoC）、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及自行審查（Verification）。

為簡化設備授權程序減輕負擔，FCC 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公告將以供

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取代原 DOC 和 Verification 驗證方式，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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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 日起生效。過渡期 1 年，截止為 2018 年 11 月 2 日。過

渡期後，Verification 與 DoC 將正式廢止，必須執行 SDoC。 

新 SDoC 要求申請者，須提供美國境內責任方名稱、地址、電話等

資訊，且該資訊用戶可輕易取得。新的 SDoC 驗證方式，產品上標籤

FCC Logo 不再是強制性要求。採 SDoC 程序的設備，也不強制需在 FCC 

Recognized Accredited 實驗室測試，但使用的測試實驗室，需保留第

2.948 節規定的測量設備記錄及第 2.938 節規定測量記錄。但採驗證程

序的設備，需在 FCC 認可測試實驗室進行測試。 

另在美國例行性稽查方面，TCB 會要求業者必須提供樣品，供驗證

機構查驗。TCB 抽取 5 %驗證產品進行查驗，同時提交給 FCC 年度查

驗報告。如果發現有不合規產品，TCB 會通知業者與 FCC，同時給業

者解釋跟回覆的時間，如果 TCB 不滿意業者的回覆，FCC 就必須要介

入做仲裁的角色。FCC 非例行性的稽查，可能來自一般的投訴或是競

爭對手的投訴，如果有發現不合規的情形，FCC 會啟動稽查機制，進

行實地調查。FCC 對不合規設備有權要求說明解釋、罰款、要求改正

設備或沒收設備等措施。如果 FCC 察覺有不符合標準的 RF 設頻設備

被銷售或是設備運作違反規則，將展開強制執行程序，對於違反電信法

或委員會規則責任方可能受到巨額的罰款，違規設備亦須從市場下

架。  

(三)  澳洲 

澳洲主要把設備分為三類，其中類別一是干擾度比較低的設備，類

別二是干擾度中等設備，但尚未強制要測試實驗室認證，類別三是干擾

度較高，強制性要 ACMA 認可的 RTA 出具測報。澳洲除強制要求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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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外，在網路實體通路管理方面，一是透過”網路消費性安全指引”規

範，使消費者透過網路採購時有所保障。二是 RCM 審驗，依據澳洲”

電信法”及”無線電通訊法”，要求所有的製造商與進口商都必須取

得 RCM 審驗標籤，才能在網路或實體通路販售。第三個是”無線電通

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業者應保存所有合規紀錄及相關合約。

在非商用部分，同樣一定要有 RCM 標籤的設備才能連線至電信網路。 

澳洲較特別的是有關抽測要求，澳洲非以取樣比例作依據，而是參

考數量來作判別。即認可測試機構取得 3 個或 4 個同種類的相關設備

樣本進行測試，結果所有樣本均須符合適用標準才算合格。如果抽驗超

過 4 個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須 80 %符合測試合格就合格。澳洲在

稽查部分會做評估，回歸產品干擾的嚴重性，然後要求改善通知。主管

機關可停止設備的進口、使用以及製造，或要求召回不合規產品。對於

不合規產品除罰款外，也將面臨刑事責任。 

(四)  新加坡 

在新加坡也將設備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屬於干擾性比較低的設備，

可線上 DoC 聲明，不需要註冊費。第二類屬於中度風險類型的設備，

亦可線上進行 DoC，但要支付註冊費用。最後是較高風險的類型設備，

須經過 IMDA 認可的實驗室驗證。在市場管理的部分，新加坡採用電

子標籤，並透過電子交易法提供數位服務管理的法律架構，同時經銷商

電信法規對於執照持有者的電信設備註冊，可在主管機關的核准下，轉

移至另一個執照持有者。而主管機關可以附加其認為適合施加的條件，

或拒絕申請。在商品的管理方面，IMDA 不接受海外自行帶進來供個人

使用的射頻器材。在市場稽查方面，IMDA 除了做電信設備稽查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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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服務品質稽查。比較特別的是，射頻器材註冊時，將給予 5 年的有效

期限，亦即 5 年後廠商若無更新執照，執照就等於直接失效。另 IMDA

稽查的啟動可能來自於投訴或是隨機性的稽查，沒有指定數量，也沒有

固定的頻率跟時間。IMDA 矯正措施，含取消登記不准銷售或罰款等，

無刑事的罰則。 

(五)  日本 

日本射頻設備的檢驗及使用主要有兩道程序，第一道是所有設備都

要取得”基準認證”。第二道是必須要取得電台執照才可以使用。日本

將無線產品區分為”需要執照設備”及”免執照設備”。另對於「極低

功率無線電台設備（ELP）」因發射功率極低，不至造成干擾，故該類

設備無須驗證及取得總務省大臣電台執照即可販售使用，例如: FM 發

射器、門禁、無線遙控器等。同時 MIC 也針對 ELP 設備推動業者自願

性設立「微弱無線設備登錄制度」確保設備的合規性。 

日本的無線設備基準認證制度分為三類，一是”技術法規符合性驗

證”，這種方式適用於小量，每一台有不同認證號碼。二是”工事設計

驗證”屬於大量且驗證方式相同，具相同認證號碼，三是屬 TTE 設備

適用的”符合性自我確認”。日本透過註冊驗證實驗室（RCB）進行驗

證，設備合規 RCB 授予認證編號，標籤貼黏在產品上才可開始販售。

沒有標籤的無線設備或不符合要求的標籤，被視為不合格無線設備。在

日本沒貼上認證標籤的無線設備在市場上販售，將被視為未獲許可設

立的無線電台，可能要面臨一年以下徒刑或一百萬日元以下的罰款。如

這項無線設備干擾到重要的設備，如:消防設備、航空設備等，另將面

臨五年以下徒刑跟 250 萬日元以下的罰款。自用從國外帶進來的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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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必須要貼上認證標籤才可以使用，亦即需認證實驗室做認證。為

因應短期停留日本的境外 Wifi 或藍牙設備，MIC 規定若設備如符合

FCC、CE 規範，且取得 Wi-Fi Alliance認證之設備；藍牙終端設備，

則須標示取得 Bluetooth SIG 認證，90 天內可暫時使用。 

日本電波法對於無線設備上市後之市場稽查機制，訂有完善管理規

則及違規罰則，同時也賦予總務省相當職權，包括:要求供應商提交報

告、檢查驗證設備供應商的營業場所、禁止產品貼標、撤銷證書、要求

干擾防制、裁罰、監禁等。不同違規情境會有不一樣的處分，例如 MIC

若要求提交報告而沒有提交報告，可能會面臨 30 萬日元罰款。違反貼

標的規定可能會處以一年的徒刑，公司也可能會面臨到一億日元的罰

款。另日本在市場稽查的方面，2003 年已開始針對特定無線電設備進

行稽查，同時也針對市場廣泛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照設備實施「無線設

備試買測試」制度。其中，特定無線設備市場稽查的抽測比例，取全年

設備認證數量的 1％，稽查項目包括:設備種類、天線功率、是否貼標

等。抽測以不事先通知，直接從市場上實體通路或網路通路購買，然後

開始測試，如果測試不合格，會要求業者修正改善，並且把查測結果公

佈在 MIC 網站。日本並將相關稽查事項委給第三方機構執行，以加速

他們查驗的動作。 

(六)  韓國 

韓國無線設備依干擾風險分為三種認證類型，包括:符合性驗證、符

合性註冊，以及暫時性驗證，並由其認證機構（RRA）實施相關驗證工

作。其中，「符合性驗證」製造商須附指定實驗室測試報告向驗證機構

RRA 申請產品符合性驗證，取得驗證證明後，始可上市販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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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註冊」將依據產品電磁干擾風險等級再劃分為「經指定實驗室測試符

合性註冊」以及「自主測試符合性註冊」兩種類別均屬於 SDoC 驗證

方式。而「暫時性驗證」則是針對尚未有技術標準可依循的創新產品，

在對電波環境沒有危害、安全性得到保障的範圍內可取得臨時性有效

限期的證書。 

韓國在市場管理的方面，免驗證的設備包含:用於技術開發、測試研

究、展示的設備，或是從國外運進維修並將運出國外的設備，以及軍事

用途的設備，都不屬於驗證的範疇。如果是為研究國內市場而進口的樣

品非供銷售用可以進來三件。如果是僅供個人使用非供銷售用的，只能

進來一件。此外，韓國的市場稽查制度主要係根據《無線電波法》58-

11 條及 71-2 條規定，對於市場供應和銷售的驗證設備，將進行調查、

確認和測試，查驗設備是否符合認證和技術標準。同時為快速對不安全

商品採取應變措施，由大韓商工會議（KCCI）主導建立即時通報系統，

可將不安全商品資訊直接傳遞給銷售店面，促其即時停止銷售。系統資

訊平台並允許一般消費者透過 QR 碼直接在手機上取得產品的安全資

訊。 

(七)  香港 

香港驗證方式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強制性驗證，一種是自願性驗

證。強制性驗證包含行動基地台、固定鏈路設備等類型無線電設備;自

願性驗證，包含低功率基地台、藍牙等設備。強制性的設備必須要送到

OFCA 認可的實驗室驗證通過後即可貼標上市；但香港貼標是自願性

的，OFCA 鼓勵獲驗證的設備貼上指定標籤，作為消費者指引。同時消

費者可瀏覽 OFCA 網站，查閱已驗證的設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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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驗證的設備如未經驗證，仍可以在香港銷售使用的，但廠商

必須確保設備是符合香港的法規。而強制性的驗證，在銷售前一定要經

過驗證才可以上市。另外在市場稽查方面，OFCA 沒有特別針對電信設

備設定稽查計畫，但主管機關有權開展市場稽查活動。當發現不符合標

準的設備時，OFCA 仍有法定權力採取行動。任何人使用不符合規範的

設備，可能會被起訴。如果發現有不合規的設備，製造商或供應商將被

警告勸戒（warn）及要求解決合規性問題，並可能召回產品或吊銷證書。 

 

圖 46、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周傳凱副理報告 

資料來源：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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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場交流 

在通傳會謝科長及電信技術中心周副理報告完後，經過短暫休息及

私下交換意見，座談會開始進行業者交流，以下謹摘要重要討論過程： 

(一)  華碩電腦分享歐盟及美國的經驗 

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好！這邊是華碩電腦。對於市場稽查的部分，

我們公司站在廠商的立場，當然希望說包括整個認證的成本費用會比

較少一點，剛剛有講過罰鍰的部分，之前聽過美國 FCC 某家公司的網

通類產品被對手糾舉違規，就是最後市場抽測的那個天線跟當初做報

告的天線是會有一些差異的，後來 FCC 有對那間公司進行裁罰，當然

還有一些協商，最後罰款是好幾百萬台幣，同時還要提改善的制度，並

且導入三年工廠抽測產品的一個計畫。受罰廠商好像有解釋，送工廠在

做組裝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環節 miss。後續這個廠商會讓主管機關

不定期地去做檢查。建議可以導入這個制度，如果廠商在抽測產品發現

跟產品不符合，通傳會可以視產量有個裁量權。還有，像歐盟會要求廠

商去填一些風險評估報告，不論產品是否要審驗。 

就我們公司而言，我們當然會找合格的實驗室出具測試報告。如果

是屬 DoC 的產品，一旦進到歐盟市場就要提供 DoC 聲明，歐盟不一定

要求你提供測試報告，測試報告是我們公司內部會有要求，至少要留存

十年。我們公司之前有遇到幾次歐盟的一些要求，但他們一定都是先從

標準及產品手冊的部分去做要求，如果被測到不合規，再針對產品再去

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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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倍科檢驗反應更改電路圖即需重新送測的困難 

廠商的立場當然是希望能夠更簡化，就廠商而言，送的測件可能一

個電路板上有很多元件，我們會先出一版測報，而廠商後來可能發現很

多電路產品有一些不需要放上去的元件，然後再把它移除掉。如果按照

法規上面來講的話，這些產品都要先送到檢驗機構再次評估。但是這種

小改版或是軟體去更新的部分，真的是還蠻頻繁的。因此廠商可能會累

積個兩、三個部分，或兩、三版之後再一起送測做更改。當然，如果電

路圖整個版本改走線，就要送測做測試報告，但是如果是事先預留的東

西，後來發現這個東西用不上，直接拉線跳過去，這種狀況還要再去送

實驗室做評估，成本就有點高了。 

(三)  台灣索尼反應希望通傳會加強稽查非法射頻器材 

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台灣 SONY 第一次發言，因為我們公司是日

系廠商也是進口商。其實我們公司的標準一向都很高的。但是相對於水

貨商、貿易商他們標準也許沒有那麼高，就會變成我們在市場上的競爭

成本就比其它廠商付出得更多。因此政府應該把市場稽查力度加高，而

不是把市場管理的義務跟責任皆放在審驗單位，請審驗單位加強每一

個型式認證案件的力道層次，然後廠商就是要自我管理自我檢討，每一

個都要符合規範，當然我也體諒說現在政府的確有艱難處，但是我覺得

這應該要取得一個平衡，就是廠商的自我管理、審驗單位檢查的力道，

還有政府管理的機制，應該要取得一個平衡。 

我們公司當然希望政府能夠管理整個市場集合抽查，不要讓劣弊驅

逐良弊，造成外商投資台灣的意願變得越來越低。例如我們想導入一些

比較新的科技產品到台灣或國外有些很好 idea 的產品，可是礙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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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太多太複雜，可能就放棄不賣。我覺得對台灣民眾而言也很可惜，

因為網路上一大堆很新奇的產品，可是台灣礙於法規無法輸入。我這邊

代表公司的訴求還是盡量希望說政府的管理跟市場手法的機制能夠把

它做得更強化健全一點，讓我們進口商在跟這些水貨商、貿易商的競爭

時，可以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四)  台灣愛立信建議產品可提供國外實驗室測試報告簡化國內驗

證時程 

現在的 4G LTE 以基地台為主，技術角度上都不斷在演進，基地台

從以前的單天線、雙天線，現在慢慢漸進到多天線的系統，從 LTE 發

展到 64 鍵的系統，我們總部也思考這些產品要不要導入台灣。但是當

我們與 RCB 溝通測試產品時程，得到的答覆是可以測但要一個月的時

間，我們可能就會考慮是否要引進，畢竟導入一個系統，測試就要花一

個月的時間，那個競爭力何在呢？這類的產品就是在市場上搶快。我建

議台灣能不能在導入之前，由製造廠商提供測試報告給主管單位做審

核，然後轉成台灣的型式認證，這樣可以省掉我們很多的時間，我們很

願意配合提供國際認證過的報告，轉成台灣的形式認證，通過台灣的法

規。 

(五)  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反映查獲不合規只能廢

證，罰鍰無法罰到國外製造商 

就市場管理的部分，其實目前 NCC 或是 RCB 可以做到的就是廢證

而已，NCC 的罰款其實外國製造商可以不用理會，縱使提高金額提高

到一百萬好了，你罰不到中國大陸的廠商，它只要不來繳錢你拿他沒轍，

這個東西變成有一點在懲罰台灣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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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座談會現場交流剪影 

資料來源：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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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綜合整理 

第一節 案例國家研究發現 

一、 歐洲 

(一)  市場管理制度 

歐盟為強化單一市場架構下商品流通之有效性、便利性與一致性， 

2008 年 7 月 9 日通過「新立法架構（NLF）」是由「新立法架構規範

（Regulation （EC） No 765/2008）」及「新立法架構決議（Decision 

No 768/2008/EC）」匯集的監理框架。其中，「新立法架構規範」確立

認證和市場稽核的法律基礎，並鞏固 CE 標誌含義。「新立法架構決議

（Decision No 768/2008/EC）」則統一和合併現有歐盟統一立法（Union 

harmonisation legislation），包括：設備範圍與定義、符合性評鑑程序及

通知規則和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等，並將經營者（製造商、授權代

表、進口商和經銷商）法律義務明確劃分，確保產品符合性之責任歸屬。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Directive 2001/95/EC, GPSD）要求各會員國應設置

市場稽查主管機關（MSA），監督上市流通的產品，並且對於不符合相

關規範的產品，足以採取適當的矯正措施，以確保消費者健康與安全。

2016 年 6 月歐盟發布新《無線電設備指令（RED）》，投入歐洲市場

的無線設備，須遵循 RED 符合性評鑑程序及符合「基本要求」並貼上

CE 標誌後，方可投入歐盟市場販售使用。 

歐盟對於產品基本原則是，無論是誰（實體/線上/進口商）或產品

產地（歐盟/非歐盟），當產品「投入市場（Placing on the market）」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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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時，都必須遵守適用的歐盟統一立法。CE 標誌表示產品符合歐盟統

一立法規定，應清晰黏貼在產品或包裝上。會員國有義務在市場監督框

架內，確保只有安全和合規的產品投放市場。同時，當設備「投入服務

使用（Putting into service and/or use）」時，亦須符合 RED 基本要求。

為頻譜使用效率，會員國亦有權限制設備使用以避免有害干擾，維護公

眾健康。另外，RED 指令也排除適用的無線設備，包括：國防/公共安

全、海事/航空、業餘無線電及專用研究開發設備等。 

此外，由於線上銷售涉及大量產品和網站與復雜的供應鏈，產品大

部分時間是直接交付給消費者，因此，對於大多數成員國而言，檢查和

制裁應負責任的經濟營運商是困難的。儘管一些成員國（例如愛沙尼

亞，荷蘭，羅馬尼亞和斯洛文尼亞）制定解決線上銷售產品的客製策略，

例如關閉網站和刪除/要求從網站上刪除非法內容），並對不合規產品

的消費者/用戶進行賠償。但目前歐盟線上銷售市場稽查方法仍然是以

分散（fragmented）和不協調（uncoordinated）的方式進行。 

(二)  市場稽查制度 

歐盟市場稽查係根據（EC）765/2008 號規則進行；主管機關（MSA）

為確保產品符合適用要求並且不危害健康、安全或公共利益等，有權採

取適當的保護措施。歐盟市場稽查主要原則包括： 

 稽查策略：考量產品定位有效運用現有資源廣泛監督各種產品。 

 比例性：稽查按比例原則行使。依影響程度決定適當矯正措施。 

 跨境合作：強制 MSA 合作協助，並建立 ICSMS 共享交換資訊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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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者監理：要求經濟者就不合規設備採取矯正措施。 

 歐盟市場稽查的程序：首先，MSA 確立目標稽查之產品/業者，

實現對市場最大影響；MSA 並考量違規類型，決定抽樣數量/

地點/策略，逐案進行；接著 MSA 將進行產品合規性評估，要

求業者提供技術文件等；最後 MSA 將依違規性質/風險/程度，

有權召回/撤出/禁止或限制設備，並要求業者採取適當矯正措

施。如果產品出現嚴重風險，MSA 應立即向歐盟快速預警系統

（RAPEX）發布通知。 

歐盟產品安全機制的監理重點，主要聚焦產品進入市場後的監督、

通報與查核。在監督方面，各國市場稽核機關（MSA）有義務監理市場

供應的產品，並確保國家層級間協調及歐盟層面合作。（如 ADCO RED、 

PROSAFE 組織等），同時經營者有責任確保商品符合相關技術規範，

並有義務與 MSA 合作，必要時採取矯正措施（召回、下架、停止或限

制）。MSA 有權採取處分措施，如罰金、嚴重違規之刑事處罰等。在

通報方面，經營者有注意義務、通報義務、協力義務與可追溯性義務。

歐盟有責任促進各國 MSA 之間資訊交流（如國家市場稽核計劃），會

員國可共享各國之管理措施。例如，ICSMS 市場稽核資訊通報系統、

RAPEX 快速預警系統等。在查核方面，MSA 可根據風險評估和用戶申

訴等訊息，透過文件檢查和樣品抽查，驗證產品的符合性。另可要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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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各國 MSA 負責檢查本國或來自其他會員國的產品；對來

自歐盟外產品，則由邊境海關負責檢查。當有嚴重風險、缺少相關證書

和文件、CE 標誌未正確加貼等，海關對其扣押，並告知 MSA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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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稽查機關可根據指令或法規基本要求對產品進行檢測。MSA

需要確定適當的樣本數量和取樣地點，並根據立法情況、產品類型、不

合規類型以及市場上的產品數量，逐案進行。市場稽查機關有責任證明

所採樣品不符合要求。 經濟營運商有責任向市場稽查機關證明是否只

有特定樣品而不是整個生產系列不符合標準。同時，市場稽查機關是否

須為採集的樣品付費將視國家立法規定。如果國家立法要求市場稽查

機關支付，經濟營運商必須開立產品購買收據。如果國家立法不要求市

場稽查機關支付，樣品仍然是經濟營運商的財產，市場稽查機關將核發

抽樣表格。因此，歐盟對於樣品費用問題並未硬性規定，端看各國立法

而定。 

市場稽查機關有責向經濟營運商傳達（communicate）不合規的性質，

並確保所採取的行動是適當且全面執行的。MSA 將根據業者違規的性

質、涉及的風險和經營者的行為，可能採取正式的適度執法行動。如果

經營者不採取自願改善行動（勸導機制），或 MSA 認為自願行動不適

合解決問題或確定嚴重風險，市場稽查機關應採取一切適當的臨時措

施，並將其通知歐盟委員會和其他市場稽查機關。歐盟對於不合規產品

採取的步驟：首先市場稽查機關將視風險嚴重程度決定適當的後續措

施；如果產品存在需要快速干預的嚴重風險，包括風險影響不是即時的

情況，市場稽查機關應確保此類產品被召回、撤出、禁止或限制在市場

上的供應，經濟營運商亦應採取適當的糾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

如果經濟營運商不能及時同意並立即採取自願措施，則 MSA 需要採取

正式的強制措施。針對具有嚴重風險產品將透過歐盟快速預警系統

（RAPEX）通知各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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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歐盟 MSA 或法院有權對經濟營運商實施處罰，並將根據犯

罪的嚴重程度，採取行政或刑事處分。對違反行政法的行為將被施以行

政處罰，包括限制和金錢裁罰等措施。對於嚴重侵權案件通常會透過司

法程序實施刑事裁罰（如監禁）等。會員國 MSA 對產品違規行為採取

的懲罰措施，可能包括：銷毀產品、實施行政經濟制裁、對不合規產品

的消費者/用戶進行賠償、在調查前採取臨時措施、發布關於限制性措

施決定、從經濟營運商收取檢測不合格產品的費用、制裁不合作的經濟

營運商、關閉網站、刪除或要求從網站中刪除非法內容等。 

 

二、 美國 

(一)  市場管理制度 

FCC 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發布 SDoC 認證流程變更通告，簡

化驗證流程。考量無線射頻器材日趨多樣，為減輕業者負擔以促使產業

發展，併考量 SDoC 所檢附的測報多為設備自動產出，可信度甚高，

FCC 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發布 SDoC 認證流程變更通告，更新了無

線設備管制法規，將原有的符合性聲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和

自行審查（Verification）合併成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upplier’ 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SDoC），自 2018 年 11 月起，美國的驗證模

式僅有 Certification 及 SDoC 兩種。同時，SDoC 不再強調報告必須由

認可的實驗室（Accredited Lab）出具，SDoC 要求產品包裝內需包含一

份符合性聲明。同時原 DoC 要求標在產品上的 FCC logo 的規定，已

列為業者自願標示，不再強制要求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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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稽查制度 

射頻器材得使用電子標籤。依據 2014 年的「電子標籤法」及「電

子標示使用指南」，產品相關資料得從裝置背面移至內建程式中，使業

者在商品標示上享有更多彈性空間。但使用電子標籤有數項前提： 

1. 消費者不需要任何工具或通行碼即可進入電子標示，且開啟應用

程式後，最多三級即要能進入電子標示目錄。  

2. 讀取電子標籤的裝置不能要求要有特殊配件或補充插件  

3. 必須向用戶提供有關如何讀取電子標示的特定說明。 

4. 設備授權應用程序必須明確地包含讀取信息的說明。 

 

三、 日本 

(一)  市場管理制度 

日本對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終端設備等無線通信設備的管制，主

要根據「電波法」及「電信通信事業法」，實施電氣通信機器基準認證

制度，凡在日本生產、銷售、運行無線設備必須遵循總務省（MIC）第

88 號公告（Notification No.88）的審驗技術規範。而使用發射電波的無

線設備，也必須根據規定程序和檢查，從總務大臣獲得無線電台執照，

方可設立使用。對於完成驗證之特定無線設備，能以「簡化方式」取得

電台執照啟用；而「極低功率無線電台設備」因發射功率極低，不至造

成干擾，故該類設備無須驗證及取得總務省大臣電台執照即可販售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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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標籤管理方面，凡符合技術法規取得「技術基準適合証明」合

格無線設備，註冊驗證機構（RCB）將對審驗之無線設備授予證明編號，

標籤貼黏在產品上才可開始販售。沒有標籤的無線設備或不符合要求

的標籤將被視為不合格的無線設備。標籤表示方式可使用一般性標籤

或使用電子手段如電子顯示器（E-Labeling）來顯示。總務省亦推動業

者自願性設立「微弱無線設備登錄制度」，設備製造商可將極低功率無

線設備送至外部指定試驗機構實施公正審驗後，合規產品可取得該協

會之產品登錄編號貼標產品上，藉以確認產品符合極低功率無線設備

標準。 

由於市場上不合規產品數量的增加，MIC 擔心日本的 RCB 可能會

接受假數據（fake data），以快速/便宜行事地頒發認證證書。為此，MIC

發布法規草案，要求公佈測試報告，防止檢測數據偽造情形。另外，日

本為確保修理方法是適當可靠並符合無線設備的技術標準，針對電信

設備之維修業者建立電信終端設備檢修業者登錄制度。規範檢修業者

遵守相關義務外，檢修完成後並須登錄維修編號，以確保消費者售後服

務與權益，以及無線設備符合的技術標準。 

此外，日本對於海外自行攜進無線終端設備管理，主要根據電波法

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自行攜入視為符合標準的無線電設備，包括：發

射功率 1W 以下的無線電台、Wi-Fi、藍牙等低功耗數據通信系統相當

的無線電台。惟這些終端設備在日本國內使用時亦須取得日本技術基

準適合證明並標示有技適標誌，方可合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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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稽查制度 

對於無線設備的市場稽查，無論是非法電台取締、製造商及經銷商

不合規設備公告、無線設備市場監測與試用測試，在電波法中訂有完善

管理規則及違規罰則。對於不符合規範無線設備，總務省可要求提交報

告、現場檢查（on-site Inspection）及干擾防止等因應措施。同時，日本

無線設備市場稽查的抽測比例，取全年設備認證數量的 1％。主要調查

無線產品種類包括：行動電話終端、PHS 終端、無線 LAN、藍牙及特

定低功率無線電台等。測試項目包括：頻率、雜散信號（spurious）、

所占頻寬（Occupied Bandwidth）及天線功率（Antenna electric power）

等設備特性檢驗，及是否貼附有符合性標誌等。稽查單位不事先通知，

直接從市場購買已審驗的設備，檢查該設備技術法規的合規性，一旦調

查檢測到違反規定的設備，MIC 將命令的供應商（販售商或經銷商）

修正改善。 

為防止不合格設備的流通，如果無線電台（不合規設備）干擾和顯

著妨害其它無線電台的運作，MIC 可對該設備製造商和販售供應商等，

要求供應商提交報告、檢查驗證設備供應商的營業場所、禁止產品貼標、

撤銷證書、要求干擾防制、裁罰、監禁等矯正措施。對於生產販售不合

規無線設備的製造商及經銷商，總務省有權依不同違規事項施以罰則，

包括： 

 要求供應商提供設備審證報告，違反規定者可能面臨最高 30 萬

日圓的罰款。 

 檢查驗證設備等供應商的營業場所，當業者提交之報告被拒絕

或偽造時，面臨最高 30 萬日圓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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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供應商張貼合格標誌，MIC 在禁止廠商張貼標籤前，MIC

部長將先發佈公告。違反命令者，最高可判處 1 年徒刑或最高

罰款 100 萬日圓。同時，公司也可能面臨最高 1 億日圓的罰款。 

 不合規設備引發干擾或傷害，要求改善措施，違反命令者最高

可判處 1 年徒刑或最高罰款 100 萬日圓。公司也可能面臨最高

1 億日圓罰款。 

日本總務省為確認市場銷售的無線設備是否符合技術標準，自 2003

年針對已審驗特定無線設備，進行「特定無線設備市場稽查」；並就市

場廣泛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照設備實施「無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針

對市場上廣泛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照無線設備進行合規性調查，並在

大型家電量販店、汽車用品量販店、生活購物中心或網路上，購買以多

數消費者為對象銷售的無線設備進行測試，檢定該設備發射的無線電

波強度是否符合標準範圍內，並將測試結果公布於總務省官網供民眾

查閱，對於不合規產品將要求廠商改善。此外，總務省為提高試買制度

規劃執行的迅速性和效率性，對於目標設備的選定和購買、測量和評估，

編列預算委託具有知識能力的民間機關辦理。 

 

四、 韓國 

(一)  市場管理制度 

執行產品驗證監理業務為政府成立之第三公正機構。韓國電信管制

器材驗證主要係根據《電信基本法》和《無線電波法》，針對無線電信

設備和產品進行強制性認證，MSIP 主要負責電信設備和通訊產品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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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認證管理，但 MSIP 再授權國家電波研究所（RRA）為其驗證機構，

針對產品實施相關的驗證工作。 

設有臨時性驗證制度。針對尚未有技術標準可依循的創新產品，或

者出於任何原因難以評估符合性，根據韓國電波法（Radio Waves Act）

第 58-2 條第 7 項規定，對於仍尚未建立廣播通信設備適宜性評估標準，

或基於任何其他原因很難根據58-2條第2項及第3項進行適宜性評估，

並且在「相關設備不會對網路的使用造成危害」（如不會干擾廣播通信

網路）且「相關設備不會對無線電波使用環境造成危害」（如不會對無

線電波引起干擾）則可以使用韓國或其他國家的標準，規格或技術標準

評估符合性，然後附加該區域，有效期和製造，銷售或進口設備的認證

條件，核發臨時性有效限期的證書（interim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不合規產品得即時下架。韓國後市場稽查工作係由韓國科技標準局

（KATS）負責，自 2011 年開始實施《消費品安全基本法》後，韓國建

立了商品安全通報體系，針對不合規產品的召回及下架，建立”不安全

的監控系統”執行管控，也就是說在做市場稽查之後，他們會把結果登

錄在資料庫中，資料庫與賣場銷售端機台連結，不合規產品即無法刷進

產品條碼，直接且迅速地達到下架的效果。 

 

五、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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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場管理制度 

澳洲政府於 1999 年頒佈的電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117，主要目的在肯定電子交易資訊經濟的重要性，促進電子通訊

的使用，以及強化大眾對電子通訊的信心。依據澳洲消費者保護法

（Australia Consumer Law, ACL）118，澳洲之商品管理主管機關為澳洲

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ACCC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依據電子交易法可以定期進行廣

泛的市場稽查與不定期監測。除規定個人或法人在申請網路交易時，需

提供個人或法人的真實資訊與電子簽名外，在澳洲申請網路交易時，需

要在商業部註冊商業登記號碼（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ABN），

以利政府藉此追溯經營者的相關資訊。119 

依據 2014 年 ACCC 公布之網路消費性商品安全指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Online）120，所有商品在網路平台進行販售，皆必須符合 

ACCC 頒發之強制性安全標準，ACCC 並可進行抽查網路平台所購買

之 商 品 ， 以 確 保 符 合 澳 洲 之 法 律 規 範 。 依 據 澳 洲 電 信 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及無線電通訊法（Radiocommunications 

Act 1992）的規定，ACMA 要求所有製造商及進口商的電信及無線電管

制設備都必須取得 RCM 審驗標籤，才能在市場上的實體或網路通路進

                                                 

117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 available at： https：

//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1C00445  
118 The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available at： http：//consumerlaw.gov.au/the-australian-consumer-

law/legislation/  
119 經濟部標準與檢驗雙月刊第 195 期，參見：https：//www.bsmi.gov.tw/wSite/ePaper/195.pdf  
120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nsumer-

product-safety-online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1C00445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1C00445
http://consumerlaw.gov.au/the-australian-consumer-law/legislation/
http://consumerlaw.gov.au/the-australian-consumer-law/legislation/
https://www.bsmi.gov.tw/wSite/ePaper/195.pdf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nsumer-product-safety-online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nsumer-product-safety-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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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販售及使用。依據無線電通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121的規定，如

果製造商或進口商授權代理商保存製造商或進口商的合規紀錄，代理

商保有合規紀錄的同時，也需保存與製造商或進口商之代理合約。因此

製造商或進口商授權實體通路或網路通路之代理商進行通訊設備陳列

或銷售，實體通路或網路通路之代理商必須保有商品的合規紀錄，也需

保存與製造商或進口商之代理合約。 

(二)  市場稽查制度 

依據無線電通信電磁兼容性標籤注意事項122第五節的規定，設備供

應商必須確保在收到授權官員（authorised officer）通知稽查的 10 個工

作日內，提供可供稽查的設備合規資料。授權官員可以書面方式要求設

備供應商依照規定提供該設備指定的合規記錄。如果要求是針對特定

記錄，供應商必須在要求日期後的 10 個工作日內提交記錄。如果要求

是針對設備的特定電路圖或手冊，供應商必須在要求日期後的 30 個工

作日內提供相關文件。授權官員收到供應商的資料後，必須向供應商提

供相關收據。授權官員必須在確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取得的正本文

件退回給供應商。在任何情況下，取得該文件後，必須在 60 天內退回。 

如果授權官員認為供應商保存的記錄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設備符合

適用的規定，授權官員可以書面要求供應商提供認可測試機構所提供

的測試報告，由認可測試機構取得 3 個以上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

並依據適用標準或標準中的特定部分進行測試，測試的費用需由供應

                                                 

121 ACMA, Radio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t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122 ACMA, Radiocommunications Labell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t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https://www.acma.gov.au/theACMA/-/media/54549461C74343FD8D89B140D2F3912D.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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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支付。在通知書指定的期限內，必須提供授權官員所有相關設備樣本

的測試報告，以證明該樣本符合適用的標準，或適用標準的特定部分。 

授權官員提出上述相關設備和適用標準的要求，如果由認可測試機

構取得 3 個或 4 個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並依據適用標準或標準中

的特定部分進行測試，結果所有樣本均符合適用標準，或由認可測試機

構取得超過 4 個同種類的相關設備樣本，並依據適用標準或標準中的

特定部分進行測試，結果至少有 80％的測試樣本符合適用標準，則該

設備將被視為符合適用標準。 

 

六、 新加坡 

(一)  市場管理制度 

IMDA 合併前之新加坡資通訊監理主管機關 IDA 於 1998 年通過新

加坡電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ETA），該法案提供數位

服務管理的法律架構，例如電子商務、電子記錄、電子合約等。ETA 於

2010 年進行了修訂，以使法律符合聯合國在國際合約中使用的電子通

信公約。123新加坡政府鼓勵企業進行電子交易，並保存電子記錄。 

如果供應商沒有向 IMDA註冊電信設備即開始向公眾銷售該設備，

供應商實際上是出售未經批准的設備供公眾使用，在這種情況下，供應

                                                 

123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available at： http：

//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0992.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0992.pdf
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09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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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可能違反其執照條件，IMDA 可以相應地對其採取執法行動。根據電

信法第 8 條，IMDA 可能會施加罰款、暫停或取消其執照。124 

無論是透過實體通路或網路通路，消費者不應購買或使用尚未在

IMDA 註冊的無線電通信設備。購買通信設備時，消費者應檢查供應商

是否在電信設備上貼有合規標籤。如果消費者購買並使用未在 IMDA

註冊的通信設備，消費者將被警告，因為這些設備可能不符合 IMDA 標

準。使用未在 IMDA 註冊的通信設備的消費者，當在 IMDA 允許的頻

段和發射功率限制內運作該設備，將沒有受到供應商的保證。使用未註

冊的通信設備可能對通信安全和電信業務造成干擾，消費者可能會違

反電信相關法規。 

(二)  市場稽查制度 

根據經銷商電信法規（Telecommunications （Dealers） Regulations 

（Cap 323, Rg））125，供應商或經銷商如希望生產、進口、出租或銷售

任何電信設備，必須先取得執照，此後供應商或經銷商也必須符合執照

的相關要求。當 IMDA 要求時，供應商必須確保其能提供證明的文件，

以顯示該設備可以符合 IMDA 的標準和規範。供應商應保留證明文件

至少 5 年（註冊的有效期），或可依據其消費者的特殊需求，自行決定

延長保留期限。 

                                                 

124 IMDA, Requiremen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Registration - Q&A,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

es/eqrqna.pdf 
125 IMDA, Telecommunications （Dealers）Regulations （Cap 323, Rg）, available at： https：

//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

cap-323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regulation%20licensing%20and%20consultations/licensing/licenses/eqrqna.pdf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licensing-and-consultations/acts-and-regulations/telecommunications-act-ca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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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個人執照之持有人，應允許稽查授權官員（authorised officer）

或警官（police officer）在出示身份證明時，接受檢查其執照。如果該

執照無法立即出示，經銷商個人執照持有人應在合理的時間內，於主管

機關辦公室或警官指定的警察局出示執照。主管機關可以授權官員擔

任稽查官員，以負責視察及檢驗根據規定批准的任何設備，任何製造、

進口、出租、出售或持有設備之經銷商租用或擁有的處所，以及其中的

任何電信設備。 

為確保各種法令、法規及執照條件能被遵守，稽查官員有權在任何

時間及在出示身份證明時，進入任何電信設備被存放的土地、建築物、

船隻、飛機或車輛，並檢查或測試該設備。任何人不得拒絕稽查官員進

入電信設備被存放的土地、建築物、船隻、飛機或車輛，並檢查或測試

該設備。任何人也不得以各種方式妨礙或阻礙稽查官員執行法令或法

規賦予其的職責與權力。因為稽查程序主要依據相關的投訴和隨機的

檢查，因此稽查程序沒有指定測試的設備數量。稽查是隨機進行的，所

以沒有固定的頻率與時間。126 

 

七、 香港 

(一)  市場管理制度 

香港設備驗證分為「強制驗證計劃（CCS）」及「自願驗證計劃

（VCS）」。CCS 設備包括陸地行動無線設備等；VCS 設備包括低功

                                                 

126 APEC, Market Surveillance Guideline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vailable at： https：

//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

for-TEL-endorsement.pdf  

https://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for-TEL-endorsement.pdf
https://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for-TEL-endorsement.pdf
https://www.apec.org/-/media/Files/Groups/TEL/15_tel52_plen_049_zagn10_Market-Surveillance-Guidelines-for-TEL-endors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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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設備、藍芽、RFID 設備、WLAN 設備等。張貼標籤屬自願性，OFCA

鼓勵取得驗證設備貼上標籤，作為消費者指引。香港基於貿易自由化並

未強制製造商、供應商或經銷商驗證射頻器材，製造商、供應商或經銷

商以自願形式遵守「電訊設備標籤的標準化指引」，OFCA 鼓勵製造商、

供應商和經銷商在已獲驗證的設備上貼上通訊局指定的標籤，作為消

費者指引，消費者亦可瀏覽通訊辦 OFCA 網站，查閱已驗證設備的清

單。根據電訊設備或工業、科學及醫學設備的類別、品牌名稱和型號等

資料，消費者可從清單中查核有關設備是否已獲驗證。 

(二)  市場稽查制度 

公共電訊網路業者可拒絕不符合其指定規格的用戶設備接駁至其

網路。執行電訊設備標籤的標準化指引檢測時，如射頻器材係供與用戶

室內設備連接使用，如話音郵件伺服器、不斷電電源供應器、充電器、

數位電話、功能電話、警報裝置等，驗證實驗室則應與該用戶室內設備

合併測試和驗證。公共電訊網路業者將依據此一驗證結果，確認設備是

否符合其指定規格，並可拒絕不合規設備接駁其網路。 

OFCA 執法行動將採不定時方式進行突擊檢查，得查封非法電信設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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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A 亦加強宣導提醒消費者之注意義務。消

費者可瀏覽 OFCA 網站，查閱已驗證設備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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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案例國家綜合彙整 

綜整本章研析之歐盟、美國、日本、韓國、澳洲、新加坡及香港等，

無線設備之市場管理制度及市場稽查制度之比較，如表 19 所示。 

表 19、研究國家綜合彙整表 

  

國

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香港 

市

場

管

理

制

度 

法規 

歐盟 無線

電設 備指

令（RED） 

通信法、聯

邦 規 則

（CFR 47） 

電信法、無線

電通訊法 

電信法、電

信標 準相

關規定 

電波法、電

信 通信 事

業法 

電 信基 本

法、無線電

波法 

電訊條例，

HKCA技術

規格 

主管

機關 

各會 員國

監理機關 ,

如 英 國

OFCOM。 

美國聯邦

通信委員

會（FCC） 

澳洲通訊與

媒體管理局

（ACMA） 

新加坡資

訊通信媒

體發展局

（IMDA） 

日本總務

省（MIC） 

韓國未來

創造科學

部

（MSIP） 

香港通訊

事務管理

局

（OFCA） 

設備

類型 

Class I 類偶發輻射
Compliance 

level 1

GER 

Scheme

第一類特

定 無線 設

備

指定適用

「 符合 性

驗證」設備

強制驗證

計 劃

（CCS）

ClassII 類
非意圖性

輻射

Compliance 

level 2

SER 

Scheme

第二類特

定 無線 設

備

指定適用

「 符合 性

註冊」設備

自願驗證

計 劃

（VCS）

  
意圖性輻

射

Compliance 

level 3

ESER 

Scheme

第三類特

定 無線 設

備

指定適用

「 暫時 性

驗證」設備

  

  
電話終端

設備（TTE）
    

「極低功

率 無線 電

台設備」

    

驗證

類別 
Annex II驗證 驗證 驗證

技術法規

符 合性 驗

證

符合性驗

證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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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香港 

Annex III
DoC （過

渡期）
DoC DoC

工事設計

驗證

符合性註

冊
自願驗證

Annex IV
SDoC（過

渡期）
    

技術法規

符 合性 自

我確認（適

特 別特 定

無線設備）

暫時性驗

證
  

  
自行審查

（過渡期）
          

設備

登錄 
否 

TTE 設備

需向 ACTA

登錄。

Compliance 

level 2和 3的

設 備 須 於

EESS 系統的

資料庫進行

註冊登記。

GER、SER

和 ESER 

Scheme 之

產品 須進

行註冊。

採自我確

認設備，製

造 商須 向

MIC 申報並

由MIC核發

通 知編 號

予 製造 商

標示設備。

適用「符

合性註冊」

設備，須向

RRA 申請註

冊，以取得

註冊證書。

經驗證的

設 備 和 認

證 機 構 指

配 的 證 書

編號，會刊

登在OFCA

網 站 的 經

驗 證 設 備

清單上。

市

場

稽

查

制

度  

稽查

執行

單位 

各會 員國

市場 稽查

機關（MSA） 

TCB 負責稽

查驗 證設

備；FCC 則

負責 稽查

自行審查、

DoC 或

SDoC 設備 

電子監管機

構 委 員 會

（ERAC） 

新加 坡資

訊通 信媒

體發 展局

（IMDA） 

MIC 委託民

間 機關 執

行 特定 無

線 設備 稽

查 

由RRA執行 

香 港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OFCA） 

設備

稽查

種類/

數量 

歐盟 ADCO 

RED 組 織

年度 設定

稽查 目標

之種 類數

量等，由會

TCB 就已取

證書 之設

備，抽樣至

少 5%。 

取得 3個或 4

個同種類的

相關設備樣

本進行測試，

或取得超過

4 個同種類

稽查 程序

主要 依據

相關 的投

訴和 隨機

的檢查，因

此稽 查程

「 特定 無

線 設備 市

場稽查」抽

測 全年 設

備 認證 數

量的 1％。

RRA 每年抽

樣 3% -5%

的 註冊 產

品 進行 市

場稽查。 

OFCA 除要

求 驗 證 機

構 就 不 符

合 相 關 標

準 的 驗 證

產品，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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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香港 

員國 MSA

執行。 

的相關設備

樣本進行測

試，兩種符合

標準不同。 

序沒 有指

定測 試的

設備數量。 

測 項 ： 頻

率、雜散信

號、所占頻

寬、天線功

率 及是 否

貼標。另對

免 照免 驗

極 低功 率

設 備施 行

「 試買 稽

查制度 

行 動 並 進

行測試，亦

會 聘 請 第

三 方 進 行

合規測試。 

設備

取得

方式 

各會 員國

編列 預算

於市 場上

購買。 

責任 方須

提供 設備

樣品 或兌

換券 可於

市場取得。 

ERAC 成員通

常會通知供

應商。但如果

是屬於現場

稽查部分，則

無需提前通

知，但通常是

在營業時間

內。 

IMDA 可要

求供 應商

提交 設備

認證 測試

結果 或證

據， 作為

IMDA 技術

標準 適用

的符 合性

證明。 

直 接從 市

場 上購 買

特 定無 線

設 備及 極

低 功率 設

備。 

直 接從 市

場 上容 易

購 買註 冊

產品設備。 

對 於 不 符

合 技 術 規

格，執法行

動 將 採 不

定 時 方 式

進 行 突 擊

檢查。 

矯正

措施

（召

回/下

架/通

報/禁

止） 

製造商、進

口商 及經

銷商 均負

有不 合規

產品 矯正

之義務。 

若 FCC發現

有不 合規

RF 設備被

銷售 或設

備運 作違

反規則，將

開展 強制

執法程序。

解 釋 、 罰

款、改正或

沒收設備。 

當供應商或

電子設備未

達符合性要

求時，ERAC

可以進行警

告、改善通

知、侵權通

知、其他必要

的通知、禁止

銷售，或進行

起訴。 

對於 不合

規設 備，

IMDA 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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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於不 合

規 設備 ，

MIC 可要求

權經銷商，

提交報告、

現 場 檢 查

及 發 出 相

關 改 善 命

令，以及禁

止 產 品 貼

依「消費品

安 全基 本

法」，對不

合 規產 品

實 施： 召

回、市場檢

查、商品事

故調查、強

制通報等。 

對 於 設 備

不合規，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將 被

警 告 勸 戒

（warn）及

要 求 解 決

合 規 性 問

題，並可能

召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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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歐盟 美國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香港 

標、撤銷證

書等。 

罰則 
罰金、刑

事。 

巨額罰

款。 
罰金或徒刑 罰金 

罰金或監

禁 

罰金或監

禁 

罰金及監

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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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提修訂草案及相關配套措施建議 

第一節 我國法制現況 

在國際專業化的分工下，除本土自行製造的射頻器材外，來自世界

各國的產品都有機會輸入我國境內，依我國電信法與相關子法之規定，

射頻器材在我國境內進行製造、輸入、設置、持有、販售或公開陳列，

原則上須依法辦理型式認證審驗。部分全球矚目之資訊科技產品，由於

市場策略或廠商因素，並不一定率先在我國境內上市，然國內消費者有

可能先行至首售國家購買後攜回，甚至透過代購或平行輸入進口商購

得商品。這些平行輸入產品如未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之審驗，即有可能對既有頻率造成干擾，甚至是商品安全都可

能存有疑慮。以 2.4GHz 頻段的 Wi-Fi 為例，目前國際在此頻段上共有

14 個頻道可供使用，大部分國家開放其中 13 個頻道，日本則是 14 個

頻道全部開放。而我國參照美國與加拿大的實施案例，僅開放 2400MHz

至 2483.5MHz 共計 13 個頻道，換言之，消費者或平行輸入商如自日本

輸入 Wi-Fi 設備，在超過 13 個頻道的部分即有可能無法正常使用，更

有可能會提高干擾其他設備的風險。 

由於無線電頻率普遍被認為是稀有資源，政府有確保合理與有效利

用的責任，現行我國電信法架構下，對使用頻率的器材主要有「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低功率電

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工業科學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等 4 部法規命令，再配合相關技術規範進行管制，法規架構如圖 4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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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我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法規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一、 電信法 

我國電信法於 1958 年立法，期間經歷十次修正，在戒嚴時間射頻

器材的管制，長年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動員時期電信（子）器

材管制辦法等特別法辦理，條文出發點多為鞏固政權及箝制言論自由，

在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後，電信業務始回歸常態管理。惟電信自由化之前

的時期，囿於科學技術有限，民用射頻器材不多見，射頻器材管制的合

法性未受重視。 

1996 年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電信法後，電信射頻管制器材首度於

法律位階明文規制，其中有關射頻管制器材相關規制，明訂於修正後電

信法第 49 條，該條自此成為我國射頻管制器材的管制法源。依現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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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之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設置或

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須經交通部許可127；其所製造、輸入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須報請交通部備查。且同條第 2 項明定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經營許可、經營許可執照之核發、換發與

補發、許可之廢止、製造、輸入、設置與持有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第 49 條第 3 項更敘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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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射頻器材

係專供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試）驗所為之製造、專供輸出、輸出

後復運進口，則可不受前開規定之約束。交通部亦得因應市場及科技發

展，公告應經許可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項目。 

此外，針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方式與程序、審驗或型式認證

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與廢止、審驗合格標籤之標貼、印鑄與使用，

及審驗業務之監督與管理等事項，電信法第 50 條亦授權由交通部電信

總局訂定相應之法規命令，最主要的法規命令如前述，分別為「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電信終端

設備審驗辦法」、「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工業科學醫

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等 5 部法規命令。 

二、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係於 1997年依據當時電信法第 49條第

2 項所訂定，並在 2017 年 3 月 14 日進行過修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

製造、輸入、設置、持有、販賣或公開陳列，均應依其規定辦理。依該

                                                 

127 1997 年以後，電信法主管機關由交通部調整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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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分「須電臺執照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及「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二大類，此外，

如以製造或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為營業項目，須向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申請經營許可執照，方得營業。 

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製造或輸入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業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後，應將其上一年度所製造或輸入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列表，並自行或委託其隸屬公會送請主管機

關備查。且依同法第 10 條規定，製造、輸入、販賣或公開陳列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均須經過型式認證或審驗合格。其中，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應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並應領有電臺架設許可證、電臺

執照或專案核准文件，始得設置。前揭許可文件與效期屆期後，如需繼

續使用者，應重新取得電臺架設許可，並指派專人列冊管理器材數量及

放置地點，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檢查。屆期如

未許可展延者，執照之所有人應辦理封存或監毀。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且屬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者，得

免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或專案核准，但該射頻器材如影響飛航安全或

干擾合法通信，應停止使用，或改善至無干擾始得使用。 

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須獲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進口許可證，如射頻器材係以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進口者，未於規定

之期間內取得電臺執照，或其他電臺許可文件失效者，應即復運出口或

銷毀。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輸入，如

未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其汰換、暫停使用或讓與第三

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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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請領進口許可證： 

（一）經主管機關或其認可委託之驗證機構型式認證合格或完成符

合性聲明登錄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 

（二）輸入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不包括衛星行動地球電臺

及衛星小型地球電臺）或低功率射頻電機，且切結僅供自用，不作為販

賣或其他商業用途。但前揭無線電信終端設備輸入數量限制如下： 

1.自行攜帶輸入者，一次至多不得逾 5 部。 

2.郵寄輸入或其他非自行攜帶方式輸入，一次至多不得逾 2 部。 

3.同一人（含自然人及法人）輸入同廠牌型號，一年內以 10 部為

限。 

（三）國內製造經輸出後復 （退）運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四）船舶或航空器自國外輸入時，其已裝置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免請領進口許可證，但仍應依相關法令請領電臺執照。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必要時得派員查核取得經營許可執照之經

營者，其登記或報備事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販賣及公開

陳列情形，亦得派員至販賣、公開陳列、設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之地點，查核其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型式認證、技術特性、數量或電臺

執照。 

三、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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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自 1997 年 1 月 12 日訂定發布，迄今已

逾二十載，其中歷經 8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 2017 年 6 月 7 日。128

為因應新創科技應用的快速發展，各類射頻器材推陳出新，為使國內射

頻器材管制能與國際接軌，能滿足消費市場的變化，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審驗辦法爰依射頻器材之干擾風險程度分流管制，風險高的射頻器材

與風險低的射頻器材分以不同管制強度進行審驗，期使審驗程序更為

迅速及簡化，使各類新興射頻器材得以縮短上市前準備程序，業者更能

掌握市場脈動下的商機。 

我國射頻器材審驗流程分別有「型式認證」、「符合性聲明」、「簡

易符合性聲明」、「逐部審驗」及「自用射頻器材審驗」等 5 種程序，

其審驗流程分別詳如圖 49 至圖 53 所示： 

                                                 

12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參見：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60/538_37486_170606_2.pdf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60/538_37486_170606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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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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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性聲明申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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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簡易符合性聲明申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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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逐部審驗申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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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申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附件五 

 

四、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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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體系中，特別區分出低功率射頻器材，係

考量這類器材數量及種類龐大，且普遍應用於民眾的生活中，有單獨立

法規範之必要，此辦法於 1993 年發布，歷經 5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

為 2007 年 7 月，迄今已逾 11 年未再調整修正，但隨著技術蓬勃發展，

各類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各種消費性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此辦法已有檢

討修正之必要，參酌未來物聯網產品逐步上市，政府的管制步伐實有加

速跟上之必要。 

低功率射頻器材仍為射頻器材的一種，耑此，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

機管理辦法第 5 條明訂，低功率射頻電機之審驗或認證仍應依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之規定辦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低功率射頻

器材時，有相當程度的侷限性，依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亦不得干擾依電信

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之合法通信，且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

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如發現低功率

射頻器材有干擾前述設備之使用者，應立即停用該低功率射頻器材，直

至該干擾已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此外，另依電信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的授權，主管機關又制訂了

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LP0002），內容包括條列低功率射頻電機

之使用頻率、輻射電場強度、性能及製造、裝設、持有、輸入、販賣等

一般限制規定，包括依頻率及器材型式規範其輻射電場強度及其頻率

使用之限制值。此外，另針對檢驗的方式進行規範，使各檢驗機構進行

低功率射頻電機的型式驗證時，有一致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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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判決及射頻器材市場現況 

一、 射頻管制器材法院實務判決 

我國目前實務判決多為未經許可進口或持有未經審驗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獲後課予裁罰，當事人不服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裁罰與行政院訴願決定後，所提起之行政訴訟 

(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簡上字第 75 號判決 

1. 案件事實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隊分別於民國 98 年 3 月

23 日及 98 年 9 月 23 日在 A 公司位於新北市之營業所內，扣得 VHF 

收信機 35 台、耳機 27 個、無線式電話發信機 24 台、汽車追蹤監聽器

1 台、手機遮斷器 52 台、無線針孔發信及接收機 11 台、FM 電話發信

及接收機 4 台、VHF 電話發信及接收機 2 台、電話現場兩用信號傳

送器 4 台、UHF 電話發信及接收機 280 台及手持對講機 6 台。案經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以 98 年度偵字第 9144 號及第 26508 

號為不起訴之處分，並以 100 年 11 月 21 日板檢玉昃 98 偵 26508 字

第 147684 號函檢附 VHF 收信機 35 台、耳機 27 個及無線式電話發信

機 24 台（餘均由檢察署發還上訴人）移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

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檢測後，VHF 收信機 35 台及無線式電話發信

機 8 台均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餘 16 台為一般電話轉接盒），認 A 公

司未經許可，自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違反電信

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2 項規定，

以 101 年 3 月 21 日通傳北字第 10150012070 號裁處書裁處罰鍰新臺



283 

  

幣（下同）10 萬元，並沒入 VHF 收信機 35 台及無線式電話發信機 8 

台。 

2. 實務判決認定 

經查，A 公司已於 98 年 3 月 23 日警詢時自承扣案物係自大陸或

其他國家進口，且於是日偵查中亦供稱無線針孔發信及接收機是 97 年

時從大陸，以每組美金 50、60 元左右，直接以快遞送到公司，是用 skype 

或 email 下單，FM電話發信及接收機與VHF 電話發信及接收機是 6 、

7 年前從大陸買入等語，且因 A 公司提出之單據品名或數量與扣案物

不符，又未能提出其他足證扣案物係購自國內廠商之證明，故認 A 公

司所持有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中，確有部份係自國外輸入。 

又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曾檢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

物照片函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判別是否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經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覆認均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另 A 公司於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 1 月 25 日開庭審理時，亦坦認扣案之手機遮斷器

52 台、無線針孔發信及接收機 11 台、FM 電話發信及接收機 4 台、

VHF 電話發信及接收機 2 台及電話現場兩用信號傳送器 4 台均有發

射無線電頻率之功能，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且其中 8 台經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以計頻器測試後，發現有發射無線電頻率之功能，再參酌 A

公司前即有自中國大陸進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情形，且其未能提出

任何購自國內廠商之證明，故認定 A 公司確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無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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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與建議 

本案 A 公司對未經許可自行自境外輸入並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乙節坦承不諱，由判決可知，未經許可自行輸入具發射無線電頻率功能

之器材已備可責性。除此之外，以本件案例而觀之，廠商未能提出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係購自國內廠商之文件，亦佐證該射頻器材係未經許可

自境外輸入。 

(二)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裁字第 207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0 年度簡字第 89 號判決 

1. 案件事實 

B 君於自家住宅架設頂樓天線，經民眾檢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於民國 99 年 3 月 7 日派員會同內政部警政署電信警察隊第 2 中隊人

員至 B 君住所實施行政檢查，惟 B 君拒絕配合受檢，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爰以其違反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以 99 年 6 月 14 日通傳中字第 09951026530 號裁處書處原

告罰鍰 3 萬元。 

B 君主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未能出示法院開出之搜索文件，即要

求其住居所任其侵入檢查，B 君有權拒絕檢查。B 君主張並未持有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及干擾合法電波通信，而係將天線用於收音機及電視接

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僅以 B 君於系爭住所架設天線，便論斷 B 君

可能有射頻器材，即不經搜證逕予處罰，有違罪刑法定主義，並擴張法

令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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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張系爭天線纜線確係連接至原告住所，而 B

君並未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且所架

設之天線非一般收音機電視機之接收天線，係業餘無線電人員常使用

的發射接收天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理由懷疑 B 君涉嫌違反電信

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而認定原告住所為違

反電信法之場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查明系爭住所是否違法設置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派員攜帶證明文件至系爭住所執行行政檢查，B 君

拒絕受檢已違反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權

依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予以裁罰。 

2. 第一審判決認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簡字第 89 號判決） 

按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

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又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

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

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改制前行政法院 39 年度判字第 2 號判例可供

參照。是行政機關固得依職權逕行認定事實而為行政處罰，惟仍應依職

權調查證據以證明行為人違法事實之存在，始能據以對之作成處罰。 

經查，B 君於其住所私自架設頂樓天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查

明 B 君住所是否有未經許可擅自設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情事，於 99

年 3 月 7 日派員持相關證明文件會同內政部警政署電信警察隊第 2 中

隊人員至系爭住所實施檢查。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 B 君住所實施

行政檢查，係為查明 B 君住所有無違反上開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

定，未經許可擅自設置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情事，據此論斷，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顯然尚無法確認 B 君住所有違反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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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事實存在。要可認定，是 B 君住所應非為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

所稱「違反本法之場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自無實施行政檢查之權。 

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非不得以其他方式調查原告住所有無違反

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核諸上開說明，被告在未證明原告有違規

事實存在，原告住所為違反電信法之場所，即以原告拒絕被告進入原告

住所實施行政檢查，認原告違反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遽以同法

第 6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課予原告罰鍰，於法尚未合，應予撤銷。 

3. 第二審判決認定（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裁字第 2075 號判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為之判決提起上訴，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張為達成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檢查取

證之目的，主管機關固應負責人民違法之舉證，惟僅須有「合理懷疑」

即得依該條規定進行行政檢查，而無須至確信違法之程度。況且，具直

接強制力之刑事搜索，都僅須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即可發

動，遑論不具有直接強制力之行政檢查。 

但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表明，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條文明定實施檢

查之前置構成要件要素包括「違反本法之場所」（意即要對實施檢查，

需先被檢查場所有違反電信法之行為存在），而「檢查場所是否有違反

電信法行為存在」，其判斷標準固然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言，是以

「相當理由」為斷，不過原判決已清楚指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非

無法以其他方式調查 B 君處所有無違反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

顯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顯然是從科技發展之角度，質疑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實施場所檢驗之必要性（意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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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低廉之查證方式，或應經過成本較廉之初步查證，使其對「有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在檢查場所」形成更為具體之合理理由）。 

   是以本案爭點純屬個案法律涵攝過程中，如何踐行比例原則   

之議題（即檢查手段對檢查目的之有效性、必要性及相當性判斷），而

非電信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本身有何重大分歧疑義，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所提上訴難謂合法，應予駁回。 

4. 小結與建議 

由本件判決觀之，以行政檢查進入住所查緝違法使用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實為最後不得已之查緝手段，應優先依科技發展所開發的技術手

段執行查緝，縱該住所外觀有可疑射頻天線亦然。另外，由本件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可窺知，法院並未反對無須至確信違法之程度，僅須有「合

理懷疑」即得依該條規定進行行政檢查。只是須注意比例原則，如有其

他可達成目的且侵害人民權利較輕之方式，應優先使用之。 

二、 低干擾射頻器材管制現況 

司法院大法官前於 99 年 7 月 2 日作成釋字第 678 號解釋，其中陳

新民大法官針對此號解釋出具了協同意見書，意見書中有段生動的敘

述：1912 年 4 月 15 日鐵達尼號郵輪撞擊冰山後，本有近 3 小時的時間

搶救乘客，但因公海上無線電頻譜相互干擾，造成求救通訊無功，而使

超過一千五百名乘客溺斃的慘劇海難，美國國會即刻於海難發生後四

個月立法制定「一九一二年無線電法案」（The Radio Act of 1912）。

電波只有一定數量的頻率，不像空氣般的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同時，

同頻率即會造成干擾，甚至造成「玉石俱焚」的後果。大法官釋字第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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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即以管制頻率防止干擾，是保障頻率稀有財的必然手段，且符合

憲法位階的比例原則。 

然而頻率使用的管制，最具體有效的方法，就是管制利用頻率的無

線電設備，故各國均針對射頻器材進行規管，以達到防止干擾保證合法

用戶的目標。然而在國際貿易往來頻繁的現今，工業產品佔世界貨品比

例甚高，甚多射頻器材雖有發射電波，但發射功率低，甚或是非意圖發

射，為配合時代及科技的演進，實有對此類低干擾射頻器材按風險別分

類管制之必要。有鑑於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15 年預告修正「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應許可項目」、「電臺免設置許可項目」及「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草案129同時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釋出「應如何適當降低藍牙滑鼠、藍牙鍵盤、藍牙喇叭、

藍牙耳機、藍牙自拍器、藍牙尋物器、藍牙觸控筆、藍牙群組通話器等

8 項藍牙器材（射頻器材）的管制程度」之討論議題130，以徵詢大眾意

見，討論議題中針對前述 8 項藍牙器材的管制程度由嚴至鬆提出了三

個方案：  

方案一：NCC 維持現行管制強度：認定此 8 項器材仍屬電信管制

器材，須領有 NCC 的認證標籤。（說明：需先由 NCC 認可之實驗室

出具檢驗報告，再經過由 NCC 認可之驗證機構確認報告內容及測試結

果都已符合技術規範，才發給認證標籤。） 

                                                 

129 參見行政院公報第 021 卷，第 168 期，頁 39097 
130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1ded6b47-d2f9-45bb-8a4b-ba069856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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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自我宣告器材符合標準（技術規範）：設備製造或供應者

（廠商）檢附自我宣告器材符合 NCC 技術標準，並取得 NCC 給的符

合性聲明證明文件。 

方案三：NCC 予完全解除管制：使此 8 項藍牙器材不再屬於電信

管制器材。（說明：未來這類商品不屬 NCC 管制品，無需 NCC 認可

之實驗室出具測試報告，設備製造或供應者也不需自我宣稱器材符合

技術規範，所以也無需取得 NCC 認證號碼。但 NCC 鼓勵優良設備廠

商仍可自願性選擇方案 1 或方案 2（宣稱符合技術規範）。）並提供了

上述 8 項藍牙設備的風險分析圖，如圖 54 所示。 

 

圖 54、八項藍牙設備電波干擾風險分析圖 

資料來源：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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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放寬藍牙商品管制引發學界、業界正反意見熱烈討論，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再以新聞稿回應當時規劃開放的 8項藍牙產品功率甚低，

難對其他產品造成干擾，且如確有干擾，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接獲檢舉

後，仍會進行裁處。擬開放的藍牙商品數量龐大，生命週期短，如續依

現行規定送驗，對中小企業成本負擔甚重，開放後將有助於產業正向發

展。惟後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仍參酌公眾討論意見，2016 年 6 月針

對原先規劃開放項目進行調整，僅針對藍牙滑鼠、藍牙鍵盤、藍牙耳機、

藍牙自拍器、藍牙觸控筆及僅供直流電源之藍牙喇叭等六項設備進行

低度管制，適用簡易符合性聲明，至於藍牙尋物器與藍牙群組通話器依

其產品特性及使用情境，仍列為型式認證的規管項目。 

 

第三節 相關配套措施及草案修訂建議 

一、 配套措施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檢討放寬低功率射頻器材管制項目，促進產業發展 

隨著時代演進、科技進步，民間逐漸有各種無線電設備的需求，各

項射頻器材已成為民生物品充斥於每個家庭中，依現行我國管制措施，

除上開六項藍牙設備外，所有射頻設備皆須經過型式認證方能販賣及

使用。審酌現行低功率射頻器材，尚有甚多產品功率低於已開放低度管

制的藍牙產品，且符合我國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之規定，（如：鐵

捲門遙控器發射功率為 83.71 dBuV/m，低於已公告低度管制的藍牙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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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92.15dBuV/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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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值得進一步

思考。 

日本有鑑於極低功率無線設備應用日漸廣泛，且其發射功率極低不

易造成干擾情形，故日本總務省對於「極低功率無線設備（ELP）」在

距離無線電設備 3 公尺處的電場強度若低於規範容許值的 ELP 設備，

可不需驗證或取得總務省大臣執照即可販售使用。同時總務省也敦促

業者自願性設立「微弱無線設備登錄制度」及實施「無線設備試買測試

制度」，以能公平有效利用電波及防止電波干擾通信。 

目前國內雖無類似日本針對「極低功率無線設備」免審免驗開放使

用，但仍可參酌國內開放六類藍牙功能産品經驗，即經使用情境、影響

區域範圍、技術干擾風險等專業評估後，六類藍牙功能産品得申請簡易

符合性聲明方式辦理。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可討論放寬低功率

射頻器材管制項目，同時該類設備應先從技術面干擾風險評估後，再依

器材之干擾風險程度，適度開放部分產品採行 SDoC 方式辦理，以加速

產品上市促進產業發展。 

2. 適度強化監管密度，考量訂定審驗合格標籤的使用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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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第 13 條第 8 項規定；「經取得審

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頻模組（組件），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相關技術規範修訂審驗相關章節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修訂後之

技術規範明定實施期限者，依實施期限，申請重新審驗。二、修訂後之

技術規範未明定實施期限者，應於技術規範修訂後二年內，申請重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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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依上開規定，在我國技術規範並未變更下，核發之審驗合格似為

永久有效。本研究建議，審驗合格實有於核發時即明訂有效效期限之必

要，以與時俱進因應市場環境及技術發展變革。 

參酌歐盟RED的EU類型檢驗證書效期是由符合性驗證機構（NB）

確定；韓國對於採符合性註冊制度（Registered Certification）授權的產

品，其標籤註冊效期為 5 年；新加坡電信設備向 IMDA 登記註冊之後，

從指配註冊號碼的日期開始，註冊記錄的有效期限為 5 年，因此合規

標籤依註冊記錄的有效期限，其效期同為 5 年，如須要保有註冊記錄，

供應商須在 5 年到期之前進行註冊更新。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

可參考韓國與新加坡訂定標籤註冊效期，考量訂定審驗合格標籤的使

用效期，以促進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依相關規範與時俱進。 

現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供

研發、測試或展示用不須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惟查其他

國家立法例，美國只有符合 47 CFR §2.1204 進口條件的射頻設備，得

以進口美國使用，且用於測試和評估的進口數量為 4,000 件；用於工業

貿易商展會展示的進口數量為 400 件。國土廣大的美國基於管制天空

無線電波之需要，對進口射頻器材有數量限制，地狹人稠的台灣卻完全

開放天空，前述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似

有授權主管機關適度管制射頻器材數量之必要。 

 



293 

  

3. 因應未來物聯網市場無線產品合規性，宜委託第三公正單位加強

產品市場稽查 

目前國內稽查主要透過驗證機構每年抽驗 5%之驗證產品進行市場

稽查。然而隨著技術蓬勃發展，各類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如僅仰賴檢舉，

實難有效管控干擾及違法設備。另在監理機關人力遠不足以因應數量

龐大的審驗案件與稽查商品的狀況下，強化驗證機構後市場稽查義務，

實為必然的選擇。 

日本總務省自 2013 年起開始實施「無線設備試買測試」制度，針

對市場上廣泛販售之極低功率免執照無線設備進行合規性調查，將各

種抽測產品檢測結果資訊公布於官網供民眾查閱，並要求廠商改善不

合規產品。總務省為提高試買制度規劃執行的迅速性和效率性，對於目

標設備的選定和購買、測量和評估，編列預算委託具有知識能力的民間

機關辦理。 

鑑於未來物聯網市場無線產品合規性要求，以及常態性市場稽查工

作需足夠資源與設備，例如：查核對象及產品類別、資訊蒐集、市場檢

查、樣品檢測等。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可借鏡日本模式，委託

國內具有知識能力的第三公正機關辦理市場稽查作業，以確保消費者

健康與安全及市售無線產品的合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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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長期建議 

1. 逐步簡化審驗方式，以利國際接軌 

我國現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規範，將審驗分為銷售及自用兩大類，

依審驗辦法辦理型式認證、符合性聲明、簡易符合性聲明、逐部審驗，

以及自用審驗，共計五種審驗方式。其中，若排除逐部審驗及自用審驗

不論，射頻器材以型式認證方式進行審驗為大宗，其餘為符合性聲明。

而符合性聲明又再針對六項藍牙產品開放適用簡易符合性聲明，體系

似互有重疊及區分不清之處。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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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顧慮較低之無線射頻器材產品，則採符合性聲明方式（SDoC）辦

理，並強化後市場稽核監理，以簡化符合性評鑑作業程序。隨著通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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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間已逐步擴大採 SDoC 制度，作為產品符合強制性檢驗

標準評估方式之趨勢，藉由簡化檢驗制度，減輕廠商出口成本，加速新

興產品的上市，讓民眾生活更加便利。 

例如，美國 FCC 將無線射頻產品主要分為四類（偶發輻射、非意圖

性輻射、意圖性輻射、電話終端設備），各類設備依干擾風險適用不同

符合性驗證制度（驗證、符合性聲明、供應商符合性聲明及自行審查），

隨著無線產品設備新月異 FCC 為簡化降低設備授權過程相關負擔，遂

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發布 SDoC 認證流程變更通告並更新無線設備

管制法規，將原有的符合性聲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和自行審

查（Verification）簡化合併成供應商符合性聲明（SDoC）。其中，申



295 

  

請適用 SDoC 的負責方應確保設備符合相應的技術標準。責任方無需

向委員會或 TCB 提交設備授權申請，但責任方必須位於美國。SDoC

不再強調測試報告需由 FCC 認可的實驗室（Accredited Lab）出具，但

要求產品包裝內需包含一份符合性聲明；SDoC 程序授權的設備雖不列

入委員會的資料庫中，但設備責任方或行銷方，必須根據委員會的要求

提供測試報告和其他證明符合規則的資訊。同時適用 SDoC 授權的設

備標籤也屬自願性，不再強制要求標示；因此，目前美國除意圖性輻射

及部分非意圖性輻射（如 Scanning Receiver、Radar Detector）等設備適

用驗證方式授權外，其餘偶發輻射、多數非意圖性輻射、電話終端設備，

皆適用 SDoC 方式授權。 

此外，澳洲及新加坡也對干擾較低的無線設備公告適用 SDoC 方式

授權，並要求保留產品的符合性記錄文件，以及證明符合性聲明中所描

述的產品已符合主管機關所發布的技術標準。本研究綜整案例國家適

用 SDoC 的設備，如表 20 所示。 

表 20、案例國家適用 SDoC 的設備 

國家 適用 SDoC 的設備 

歐盟  所有 RED 設備 

美國 

 TV 廣播接收器 TV Broadcast Receiver 

 FM 廣播接收器 FM Broadcast Receiver 

 CB（Citizens Band） 接收器 CB Rece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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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再生接收器 Superregenerative Receiver 

 All other receivers subject to Part 15 

 電視界面裝置（TV Interface Device） 

 電纜系統終端設備（Cable System Terminal Device） 

 獨立式電纜輸入選擇轉換器（Stand-alone Cable input 

selector switch） 

 B 類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 Class B personal 

computers and peripherals） 

 B 類個人電腦使用的 CPU 板及內部電源供應器 

CPU boards and internal power supplies used with 

Class B personal computers 

 B 類個人電腦組裝使用已授權的 CPU 板及電源供

應器 Class B personal computers assembled using 

authorized CPU boards or power supplies 

 B 類外部轉換電源供應器 Class B external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B 類其他的數位設備及周邊 Other Class B digital 

devices & peripherals 

 A 類數位裝置、周邊及外部轉換電源供應器 Class A 

digital devices, peripherals & external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所有其他設備 All other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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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Level 1 設備: 家用無線、SRD、手動開關、簡單繼

電器、單向電感及電阻等產品 

 Level 2 設備: 行動電話、DECT、PHS、開關電源、

電焊機、調光器、家用電器等。 

新加坡 

 SER&ESER 類設備: 2G/3G/LTE 行動終端、GMPCS

設備、ADSLmodem、Cablemodem 等，以及 PABX、

ISDN、PCL 、RFID、WirelessLAN、Bluetooth 及無

線麥克風等設備。 

日本  電話終端設備（TTE） 

韓國 

 Conformity Registration I:個人電腦、列印機、ISM 及

家電製品 

 Conformity Registration II:工業設備、量測設備等 

香港 

 低功率設備、無線電話機、行動電話機、藍牙、RFID、

WLA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察美國為因應不斷發展的技術及市場趨勢，FCC 將驗證制度由現

行的 4 種整合成 2 種類型（Certification、SDoC），藉以簡化設備授權

程序，減輕設備業者監理負擔。參酌美國立法例，我國或可對於製造技

術穩定、安全顧慮較低及電波秩序影響較小的無線射頻產品，適度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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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降低管制，依設備干擾風險別重新進行分類，並以「逐部審驗的型式

認證」、「簡化後的符合性聲明」及「自用審驗」三種方式進行規管。 

 「逐部審驗的型式認證」方式，主要合併現有「型式認證」及

「逐部審驗」，並針對屬高度管制類型設備，採較嚴格的驗證

形式（Certification）。即廠商備妥產品送交通傳會認可之實驗

室進行測試，並將測試報告和驗證申請提交驗證機構（CB）進

行審查和授予設備證書，確認設備產品符合法定規範後，產品

即可標貼上市。因適用之產品類型，屬高度風險干擾之無線產

品，建議通傳會原管制之基地台等特定無線射頻產品採此類方

式授權。 

 「簡化後的符合性聲明」方式，屬中低度管制類型。主管機關

對於開放此類無線射頻器材品項之選定，應先考量該產品之技

術成熟度、類型、用途屬性及評估開放該產品歸類 SDoC 後可

能帶來技術上產生干擾的風險（如:成本因素：即製造商因成本

考量使用廉價零組件導致干擾），並在不得產生干擾及安全性

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經指定實驗室進行國內市調及測試該產品

之合格率後，審酌分類進行管制。 

 適用之產品類型，若屬中度風險干擾之無線產品，產品測試

必須由主管機關指定實驗室執行，且廠商必須向主管機關

辦理該產品之登記，並聲明其產品符合技術性法規之要求。 

 適用之產品類型，若屬低度風險干擾之無線產品，產品之製

造商或供應者須聲明其產品符合技術性法規之要求，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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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向主管機關辦理該產品之登記，但不強制由主管機關

指定實驗室執行產品測試。 

 「自用審驗」方式，即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由自用

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驗，經主管機關確認符合相關規定後，核發審驗證明。 

同時配合上開分類調整，本研究建議針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

法，及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進行修正與調整，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審驗辦法訂定審驗方式，於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訂定審驗方式之

適用頻率範圍與功率大小，建立一套完備的符合性評鑑程序。 

2. 依據國內不同違規樣態及比例原則，補充細項裁罰準則 

目前國內對於違反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情事，於電信法第 65 條

及第 66 條訂有相關處罰機制，可連續處罰、沒收器材或廢止證照等措

施。主管機關並依「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評估違

規情狀等級（非常嚴重、很嚴重、嚴重、普通），要求限期改善或處以

10 至 50 萬元罰鍰。 

參酌美國 FCC 47 CFR § 1.80（b）詳細明訂相關違規情狀裁罰金額

規定，例如:對於違規進口、銷售未授權設備或造成干擾的基本罰金為

7,000 美元。違規使用未授權設備之基本罰金為 5,000 美元。未能保留

必要文件記錄之基本罰金為 1,000 美元。同時 FCC 可根據業者違規若

干因素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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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違規行為，

每次違規行為或每次持續違規行為的罰款金額不得超過 19,63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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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可達 147,290 美元。FCC 並與違反者簽訂同意判決（consent decrees），

要求支付民事處罰和承擔責任。 

此外，歐盟（EC）765/2008 號規則第 41 條要求會員國應制定經濟

營運商的處罰規則，包括對違反條例規定的嚴重違法行為的行政或刑

事處罰，同時處罰應當具有效性（effective）、相稱性（proportionate）

和勸誡性（dissuasive）。另英國對於未經許可或違反許可條件的違規業

者除將面臨最高刑罰三個月的監禁和/或無限額的罰款（unlimited fine）

外，法院除可下令沒收設備庫存，並要求支付 Ofcom 的訴訟費用。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可參酌 FCC 裁罰制度，依據國內各

種違規樣態，分類違規細項並依違規（害）程度設定不同裁罰金額，以

求裁量更能符合公平性及比例原則。 

二、 草案修訂建議 

審酌前述建議措施，其中「立即可行建議」共計三項，第一項放寬

低功率射頻器材管制項目得由監理機關視實際情形，斟酌放寬得適用

簡易自我宣告符合的設備，尚未涉及修法。第二項關於增訂標籤有效期

限及輸入射頻器材管制數量，建議修正現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

法第 19 條暨電信管制器材審驗辦法第 13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次： 

表 21、電信管制器材管理辦法第十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申請下列各款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

進口許可證者，應檢附

第十九條 申請下列各款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

進口許可證者，應檢附

一、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第四款至第六款均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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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

口許可證申請書及相

關文件，向主管機關辦

理： 

一、非國內製造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輸出

後復（退）運進口者。 

二、供型式認證用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每

次進口同廠牌型號

十部以內者。 

三、供研發、測試或展

示用不須電臺執照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進口數量在主管

機關公告許可範圍

內者。 

四、進口加工、維修或

組裝後專供輸出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五、除衛星行動地球電

臺及衛星小型地球

電臺外，供自用之無

線電信終端設備或

低功率射頻電機。 

六、業餘無線電人員供

自用進口之行動式

業餘無線電臺二部

以內。 

前項第五款供自用之

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

低功率射頻電機；其輸

入數量限制如下： 

一、自行攜帶輸入者，

六部以上，十部以

內。 

二、郵寄輸入者，三部

以上，十部以內。 

三、輸入同廠牌型號，

自然人一年內以十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

口許可證申請書及相

關文件，向主管機關辦

理： 

一、非國內製造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輸出

後復（退）運進口者。 

二、供型式認證用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每

次進口同廠牌型號

十部以內者。 

三、供研發、測試或展

示用不須電臺執照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 

四、進口加工、維修或

組裝後專供輸出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五、除衛星行動地球電

臺及衛星小型地球

電臺外，供自用之無

線電信終端設備或

低功率射頻電機。 

六、業餘無線電人員供

自用進口之行動式

業餘無線電臺二部

以內。 

前項第五款供自用之

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

低功率射頻電機；其輸

入數量限制如下： 

一、自行攜帶輸入者，

六部以上，十部以

內。 

二、郵寄輸入者，三部

以上，十部以內。 

三、輸入同廠牌型號，

自然人一年內以十

部為限；法人一年內

以二十部為限。 

二、參酌美國立法例，用

於測試和評估且符合

47 CFR §2.1204 進口

條件的射頻設備，其進

口數量限額為 4,000

件，另用於工業貿易商

展會展示之進口限額

為 400 件，爰修正第一

項第三款，增定進口限

額之規定，並賦予主管

機關得視市場流通之

射頻器材數量，公告進

行輸入射頻器材總量

管制。 

三、其餘各項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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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限；法人一年內

以二十部為限。 

申請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進口許可證時，

申請人應填具切結書，

切結於進口許可證核

發日起一年內，將輸入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

機關監毀；必要時，原

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

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

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

最長為一年並以二次

為限；逾期辦理復運出

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

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

期限，辦理復運出口或

監毀。但有下列情形

者，得免復運出口或報

請主管機關監毀： 

一、須電臺執照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取得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

電臺執照、不須電臺

執照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取得型式認

證證明或符合性聲

明證明，經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者。 

二、須留置作為靜態展

示或其他特殊用途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經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者。 

申請第一項第六款進

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

填具切結書，切結於進

口許可證核發日起三

個月內取得行動式業

申請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進口許可證時，

申請人應填具切結書，

切結於進口許可證核

發日起一年內，將輸入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

機關監毀；必要時，原

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

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

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

最長為一年並以二次

為限；逾期辦理復運出

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

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

期限，辦理復運出口或

監毀。但有下列情形

者，得免復運出口或報

請主管機關監毀： 

一、須電臺執照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取得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

電臺執照、不須電臺

執照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取得型式認

證證明或符合性聲

明證明，經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者。 

二、須留置作為靜態展

示或其他特殊用途

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經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者。 

申請第一項第六款進

口許可證時，申請人應

填具切結書，切結於進

口許可證核發日起三

個月內取得行動式業

餘無線電臺執照，未取

得執照者，應將輸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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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無線電臺執照，未取

得執照者，應將輸入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

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

關監毀；必要時，原申

請人得於期間屆滿前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

長三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辦理復運出口

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

者，經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

期限，辦理復運出口或

監毀。 

依前二項規定將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

口者，應依第十七條第

六項規定辦理。 

申請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六款進口許可證時，

申請人應填寫自用切

結書，切結僅供自用，

不作為販賣或其他商

業上之用途，並檢附符

合相關技術規範之證

明文件。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

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

關監毀；必要時，原申

請人得於期間屆滿前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

長三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辦理復運出口

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

者，經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

期限，辦理復運出口或

監毀。 

依前二項規定將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

口者，應依第十七條第

六項規定辦理。 

申請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六款進口許可證時，

申請人應填寫自用切

結書，切結僅供自用，

不作為販賣或其他商

業上之用途，並檢附符

合相關技術規範之證

明文件。 

資料來源：NCC，本研究整理 

表 22、電信管制器材審驗辦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不同廠牌、型

號、技術規格或射頻性

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或射頻模組（組件），

應分別申請審驗。 

第十三條 不同廠牌、型

號、技術規格或射頻性

能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或射頻模組（組件），

應分別申請審驗。 

一、第一項至第八項未修

正。 

二、增訂第九項俾使審驗

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或射頻模組（組

件），主管機關仍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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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取得審驗證明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

頻模組（組件），如變

更其廠牌、型號、技術

規格或射頻性能時，除

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

重新申請審驗。 

變更經型式認證取得

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系列

產品型式認證： 

一、僅變更天線、外觀、

附屬非射頻功能、電

源供應方式或廠牌、

型號。 

二、不變硬體規格、廠

牌及型號，僅以韌體

或軟體變更減少發

射功率、頻率範圍或

頻道數。 

變更經型式認證取得

審驗證明之射頻模組

（組件），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申請系列產

品型式認證： 

一、射頻模組（組件）

增列適用平臺。 

二、射頻模組（組件）

不變動原射頻性能

之調整。 

三、不變硬體規格、廠

牌及型號，僅以韌體

或軟體變更減少發

射功率、頻率範圍或

頻道數。 

依第三項及第四項申

請系列產品型式認證

者，應以書面敘明該產

品與原審驗合格型號

產品間之差異性，向原

經取得審驗證明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

頻模組（組件），如變

更其廠牌、型號、技術

規格或射頻性能時，除

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

重新申請審驗。 

變更經型式認證取得

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系列

產品型式認證： 

一、僅變更天線、外觀、

附屬非射頻功能、電

源供應方式或廠牌、

型號。 

二、不變硬體規格、廠

牌及型號，僅以韌體

或軟體變更減少發

射功率、頻率範圍或

頻道數。 

變更經型式認證取得

審驗證明之射頻模組

（組件），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申請系列產

品型式認證： 

一、射頻模組（組件）

增列適用平臺。 

二、射頻模組（組件）

不變動原射頻性能

之調整。 

三、不變硬體規格、廠

牌及型號，僅以韌體

或軟體變更減少發

射功率、頻率範圍或

頻道數。 

依第三項及第四項申

請系列產品型式認證

者，應以書面敘明該產

品與原審驗合格型號

產品間之差異性，向原

期檢視其合規性，本項

爰參酌歐盟 RED的 EU

類型檢驗證書效期；新

加坡電信設備登記註

冊效期均為 5 年之立法

例，明訂審驗合格效期

為 5 年，屆期如須要保

有註冊記錄，須在 5 年

到期之前進行註冊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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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機關（構）申請。 

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僅變更

外觀，經原驗證機關

（構）同意者，得不申請

重新審驗。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

頻模組（組件），依型

式認證取得審驗證明

者，不變硬體規格、廠

牌及型號，僅以韌體或

軟體改變發射功率、頻

率範圍或頻道數，驗證

機關（構）核發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

證明時，得使用原審驗

合格標籤。 

經取得審驗證明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

頻模組（組件），於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

技術規範修訂審驗相

關章節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修訂後之技術規範

明定實施期限者，依

實施期限，申請重新

審驗。 

二、修訂後之技術規範

未明定實施期限者，

應於技術規範修訂

後二年內，申請重新

審驗。 

前項審驗合格證明有效

期限為五年，屆期應申請

展延，主管機關得要求重

行審驗，但自用不在此

限。 

 

驗證機關（構）申請。 

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僅變更

外觀，經原驗證機關

（構）同意者，得不申請

重新審驗。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射

頻模組（組件），依型

式認證取得審驗證明

者，不變硬體規格、廠

牌及型號，僅以韌體或

軟體改變發射功率、頻

率範圍或頻道數，驗證

機關（構）核發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

證明時，得使用原審驗

合格標籤。 

經取得審驗證明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或射

頻模組（組件），於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相關

技術規範修訂審驗相

關章節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修訂後之技術規範

明定實施期限者，依

實施期限，申請重新

審驗。 

二、修訂後之技術規範

未明定實施期限者，

應於技術規範修訂

後二年內，申請重新

審驗。 

資料來源：NCC，本研究整理 



306 

  

至於前述建議措施中，有關「中長期建議」部分共計兩項，第一項

為重行檢視現行五種審驗方式，本研究建議簡化為「逐部審驗的型式認

證」、「簡化後的符合性聲明」及「自用審驗」三種審驗方式，其區分

主要係以風險程度基準，然而，隨著 5G 時代來臨，各項物聯網射頻器

材可預見將在類型上及數量上有大幅度地成長，本研究建議宜就本項

建議另案通盤檢討「未來各類射頻器材的風險程度」，納入各項設備使

用頻率、功率大小、可能適用環境等考量因素後，配套建立可長可久的

規管制度。 

第二項係建議射頻器材裁罰由悉以「行為人違反次數」為嚴重程度

之判斷依據，參酌美國立法例，擴及考量「違害程度」。按現行違反電

信法（包括與射頻器材相關之裁罰）之罰鍰標準，係依「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裁處違反電信法罰鍰案件處理要點」第二條所定之「裁處違反電

信法罰鍰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辦理，而前揭評量表概以行為人累計違

反次數裁罰，然而，同一違規行為因使用情境（如違規射頻器材使用環

境）與違規程度（如違規射頻器材功率強弱，或占用頻段的重要性），

亦具有不同之可責性，本研究建議俟電信管理法草案完成立法程序，通

盤檢討所有違反電信管理法行為之罰鍰基準時，再納入「違規行為違害

程度」之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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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文縮寫對照表 

英文縮寫 英文全名 中文 

ABA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 澳洲廣播管理局 

ABN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澳洲商業登記號碼 

ACA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澳洲通信管理局 

ACCC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

員會 

ACL Australia Consumer Law 澳洲消費者保護法 

ACMA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澳洲通訊與媒體管理

局 

AdCo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groups 行政合作小組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美國國家標準組織 

CAGR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複合年增長率 

CB Certification Body 驗證機構 

CEN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 

CFR 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美國聯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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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R 

Consumer Protection （Consumer 

Goods Safety Requirements）

Regulations 

消費者保護（消費品

安全要求）條例 

CPS 

Scheme 

Consumer Protection （Safety 

Requirements）Registration 

Scheme 

消費者保護（安全規

定）註冊計畫 

CPSA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消費商品安全法 

CPSC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PSIA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消費品安全改善法案 

DoC Declaration of Compliance 符合性聲明 

EESS 
Electrical Equipment Safety 

System 
電器設備安全系統 

ELPs Extremely low power devices 極低功率無線設備 

EM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irective 
電磁相容性指令 

ERAC 
Electric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Council 
電子監管機構委員會 

ESER 

Scheme 

Enhanced Simplified Equipment 

Registration Scheme 
產品精簡註冊程序 

ETA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電子交易法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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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貿易協定 

GER 

Scheme 

General Equipment Registration 

Scheme 
一般產品註冊程序 

GPSD 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 

GTO 
Government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政府科技局 

ICSM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n Market Surveillance 

市場稽核資訊通報系

統 

IDA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國際數據資訊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國際數據資訊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國際電工委員會 

IMDA 

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

發展局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國際標準化組織 

KATS 
Korean A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知識經濟部技術標準

院 

KCC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韓國國家通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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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B Knowledge Database 知識資料庫 

MDA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媒體發展管理局 

METI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經濟產業省 

MIC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總務省 

MSA Market Surveillance Authorities 市場稽查機關 

MSIP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 Future 

Planning 
未來創造科學部 

NB Notified Body 符合性驗證機構 

NLF 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新立法架構 

OET 
Offic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工程與技術辦公室 

OFCA 
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

室 

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 

OJEU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歐盟委員會官方公報 

PLA Product Liability Act 商品責任法 

PPDR 
Public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公共安全與救難應變

專屬無線通訊系統 



311 

  

PROSAFE Product Safety Forum of Europe 歐盟產品安全論壇 

R&TTE 

Radio equipmen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erminal 

Equipment Directive 

可測試歐盟無線電和

通信設備 

RAPEX Rapid Alert System 快速預警系統 

RCM Regulatory Compliance Mark 法規符合性標誌 

RED 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無線電設備指令 

RRA Radio Research Agency 電波研究院 

RTA Recognised Testing Authority 檢測機構 

SDoC 
Supplier’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供應商符合性聲明 

SER 

Scheme 

Simplified Equipment Registration 

Scheme 
產品簡化註冊程序 

SGNIC 
Singapore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新加坡網路資訊中心 

SPRING 
Standar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 
標準生產力暨創新局 

TCB 
Telecommunications Certification 

Body 
電信驗證機構 

TTE Telephone Terminal Equipment 電話終端設備 

UKAS 
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英國認證服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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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S Unsafe Product Screening System 不安全產品監控系統 

VNI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視覺化網路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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