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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100MHz 針對3.5GHz

提升現行行動通訊涵蓋率較弱區域之涵

蓋率，包含改善於該區居住、工作、活

動之公民及遊客體驗等。

此前ENS已核發了3.5GHz頻段的臨時許

可證，用於5G實驗。得標業者有義務推

出比市場本身更快，更廣泛的服務。

3

丹麥、香港頻譜釋出計畫

丹麥能源署（ENS）啟動行動通訊頻段拍賣

• 丹麥能源署（Energistyrelsen, ENS）於2020年12月22日公告1500MHz、

2100MHz、2300MHz、3.5GHz及26GHz之五階段拍賣程序框架，釋出前述

頻段供電信業者之4G或5G網路佈建使用，嗣於2021年3月11日公告拍賣時程。

本次拍賣競標者包括電信業者TDC Net A/S、Hi3G Denmark ApS及TT-

Netværket P/S（即Telia及Telenor合資之網路基礎設施公司）。

資料來源： BNetzA（2020）、blog of mobile （2021）。

香港公布2021年至2023年頻譜供應計畫

•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CA）於2021年2月25日

公布2021年至2023年的頻譜供應計畫，規劃將600MHz、700MHz與

4.5GHz頻段提供行動通訊使用；26GHz、28GHz與41GHz頻段提供行動通訊

及固定無線通訊使用；850MHz與2.6GHz頻段則重新指配予行動通訊使用。

• 目前中國移動香港、香港電訊、和記電話、數碼通電訊與世紀互聯皆持有行

動與固定無線通訊頻譜，其中中國移動香港、香港電訊、和記電話與數碼通

電訊皆已取得5G頻譜並導入5G服務。

CA公布2021-2013頻譜供應計畫表

頻段 使用規劃 預計最快釋出時間

600MHz

行動通訊使用

2021年

700MHz

4.5GHz

26GHz
行動通訊及固定無線

通訊使用
28GHz

41GHz 2022-2023年

850MHz 重新指配予行動通訊
使用

2021年
2.6GHz

ENS將對得標業者課與涵蓋義務

ENS 公布之五階段拍賣程序表

階段
分配
日期

1500
MHz

2100
MHz

2300
MHz

3.5
GHz

26

GHz

1 3/11
*部分

數量競價
*部分

數量競價

2 3/11 位置競價

3 3/22
主要頻率分配階段，

分配除26GHz外所有剩餘頻率

4
尚未公
告

數量競價

5
尚未公
告

由電信業者競標各頻段特定位置

＊：對2100MHz、3.5GHz頻段得標業者課與涵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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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發布Gigabit寬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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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於

2021年3月19日發布Gigabit寬頻計畫（Project Gigabit），斥資50億英鎊。預期可以加速疫情後

復甦，促進高科技與創意產業等高成長性產業發展，提升國家水平、分散財富，並廣泛創造就業機

會。

• Gigabit寬頻計畫正迅速拓展，服務家庭數已從2019年的十分之一成長至目前的五分之二，使英國

有望成為歐洲拓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於2021年年底，半數的家庭得接取Gigabit寬頻。

資料來源： NTIA（2020、2021）。

• 額外投入高達2.1億英鎊（約新臺幣82.59億元）的財務補助，為符合條件之地區提供抵用券，以支

付將Gigabit寬頻引入家庭與企業的安裝成本。至於難以觸達的地區，即使提供大量補助仍因過於

昂貴無法建立Gigabit寬頻網路，故政府亦鼓勵業界使用新無線電設備、低軌衛星或高空平臺，以更

快的速度連接至偏遠家庭與企業。政府目前已針對無線電、衛星與混合光纖技術進行投資，並將持

續探索該領域的新興技術。

• 將挹注1.1億英鎊（約新臺幣43.26億元），將Gigabit寬頻連接至手術室、圖書館及學校等公共部門。

計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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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Virgin及O2合併案爭議

5資料來源： NTIA（2020、2021）。

擔憂上述兩家業者合併後將可能「投入封鎖（input 

foreclosure）」，即停止供應下游競爭者關鍵資源，顯著減

少O2原以優惠條件提供給Sky批發行動通信服務的誘因，同

時以合併公司的市占率與垂直整合的優勢增加固定與行動通

信綑綁服務，壓縮Sky行動通信業務的生存空間。

Sky對合併案之異議 Vodafone對合併案之異議

Vodafone依賴Virgin Media的後端骨幹網路傳輸能力，且

已與O2達成網路共用協議，故呼籲CMA應考量合併案對英

國電信產業長遠發展的潛在威脅，並應確保其他電信業者在

固定與行動通信業務上得與合併公司均勢競爭。

合併公司並無誘因及能力「投入封鎖」其他MNO業
者，不會對行動通信零售市場的競爭產生實質影響。

對此仍保持原有立場，並表示將於2021年中完成合
併。

2020 年
5 月

Virgin宣布與O2合併。

2021 年
2 月 24 日

Sky與Vodafone針對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正在調查之電信業者

Virgin Media及O2總計310億英鎊的合併案提出競爭疑議聲明。

CMA提出合併案可能對市場造成潛在影響之疑慮

對零售與批發行動通信服務及電路出租市場可能造成潛在影響，例如對Tesco、Sky旗下行動網路業者Sky Mobile及其他使用

O2網路的虛擬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s, MVNO）而言，可能面臨使用限制或更高的接取成本，

進而轉嫁至終端消費者的不利局面。

Virgin Media及O2回應異議內容

註：CMA已於2021年4月14日核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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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發布通訊服務品質評估推動方向

6

•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MSIT）為促進5G服務涵蓋範圍，計劃於

2021年擴大評估對象及評估設施。將於2021年8月發布上半年5G服務品質評估結果，並於2021年12

月至2022年1月發布年度評估結果。

• 此外，鑑於多數國民仍主要使用LTE服務，MSIT將持續評估LTE服務品質（包含於2020年服務品質

下降之農漁村地區）。

• 為確保行動通訊加值服務穩定性，MSIT於2020年對YouTube、Naver TV及Kakao TV進行行動影音服

務評估，並計劃於2021年納入Netflix及Wavve等服務；未來亦將推動反映各類行動通訊加值服務品質

評估方法之研究。

資料來源： NTIA（2020、2021）。

MSIT通訊服務品質評估 2021年前 預計2021年以後

擴大評估對象 85個市內主要行政洞 所有行政洞

擴大評估設施

《多重利用設施等室内空氣品質管理法》

中4,500多個使用行動通訊之多重利用設施

（含圖書館、博物館及機場等）

擴大至全部高速鐵路、全部地下鐵、主要

住宅區（大型大樓社區）及大學主要建物

室內等與使用者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之設施

增加行動影音服務評估對象 YouTube、Naver TV及Kakao TV 納入Netflix及Wavve

鑑於多數國民仍主要使用LTE服務，將持續評估LTE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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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個資及通訊秘密外洩處理

7

日本電信業者樂天行動的應用程式「Rakuten Link」用戶個資及通訊秘密外洩事件

資料來源： NTIA（2020、2021）。

日本總務省要求LINE就用戶個資管理不當提出改善報告

2020年 10月 2020年11月

個資外洩個案
一名電話號碼使用者解約後，該電話號碼的新使用者可
閱覽原使用者登錄資料（含登錄名稱、個人頭像及聯絡
資訊）

系統發行錯誤的用戶ID，導致收到他人用戶ID之用戶可閱覽
前者資料，如登錄名稱、個人頭像、聯絡資訊、電話簿、電
話與聊天紀錄等，導致15名用戶個資及通訊秘密外洩。

適用法條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電信事業有關個資保護指導方針第11條規定之
安全管理措施義務

《電信事業法》第4條第1項所規定之通訊秘密。

樂天行動處理方式 已查明原因並檢討防止再度發生的措施，於2021年2月16日向總務省提出最終報告書。

日本總務省處理方式
為確保樂天行動及早採取措施落實個資及通訊秘密保護，於同年3月10日對樂天行動進行書面行政指導，要求樂天行動
重新檢討公司體制、業務管理、安全管理措施、委託對象之監督、從業人員之教育訓練等，並向總務省報告實施結果，
以防問題再次發生。

2021年 3月 17日

個資外洩個案
日本朝日新聞與日本放送協會（NHK）指出，通訊軟體LINE之中國大陸外包業者工程師自2018年起具有查看日本伺服
器中用戶個人資訊（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件）與通訊內容的權限，且LINE母公司Z Holdings表示至少已有4名中國
大陸工程師查看用戶個人資訊達32次，但未有個資外洩事件發生。

適用法條 《電氣通信事業法》第166條第1項

Z Holding處理方式 於2021年3月19日宣布成立「全球數據治理特別委員會」，以稽核LINE的全球數據管理。

LINE處理方式
於中國大陸全資子公司LINE Digital Technology (Shanghai) Limited，在遵循嚴格存取權限下，負責內部工具、AI功
能開發及測試。為因應2022年日本即將上路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新法，LINE將終止中國大陸團隊存取權限與開發工作，
原存放於韓國伺服器的數據將轉移至日本國內，並將詳列跨境資料存放國家及提高內部人員存取權限。

日本總務省處理方式
2021年3月19日以《電氣通信事業法》第166條第1項要求LINE針對個資管理不當於2021年4月19日前提交報告，內容
須包含事件背景與細節、對於保護用戶個人資訊與通訊內容是否有執行困難、現行資安系統及網路安全措施運作情況
與改善期程表。

我國方面
根據LINE於2021年3月24日官網發布之新聞稿，表示：「LINE 並無個資外洩事件發生。在系統中所有登入紀錄上，並
無顯示台灣或其他國家之用戶資料有任何未經授權、不當的取得或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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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2020年廣播電視市場競爭狀況評估結果》

9

•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於2021年3月公布《2020年廣播電視
市場競爭狀況評估結果》。

• 該份報告將2019年韓國廣播電視市場劃分為「付費廣播電視市場」、「廣播電視頻道交易市場」、「廣
播電視節目交易市場」、「廣播電視廣告市場」等四個市場，分別對其競爭情勢進行分析。

付費廣播電視市場

•付費廣播電視市場包括有線

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

視和IPTV等3大類服務。

•2019年付費廣播電視訂戶數

達3,377萬，較2018年增加

3.2%，其中僅IPTV訂戶數維

持成長趨勢，而綜合有線廣

播電視和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訂戶數均呈現消退趨勢。

•以業者用戶數市占率來看，

前3大業者分別為韓國電信

（KT）31.5%、LG 

U+25.0%和SK寬頻（SK 

Broadband, SKB）24.3%

•此外，由於LG U+與SK寬頻

分別併購有線廣播電視CJ 

hello與t-broad，因此有52個

地區市場集中度增加。

廣播電視頻道授權市場

•2019年韓國頻道市場授權相

關營收總額達1兆1,151億韓

元（約新臺幣315億2,589萬

元），較2018年增加7.6%。

•以個別頻道來看，CJ系列頻

道授權相關營收總額達2,211

億韓元（新臺幣60億5,592萬

元），以19.8%占比居冠；

其次分別為KBS系列1,545億

韓元（約新臺幣42億3,175萬

元），占13.9%；與MBC系

列1,522億韓元（約新臺幣41

億6,875萬元），占13.6%。

廣播電視節目交易市場

•在廣播電視節目交易市場上，

調查結果顯示2019年各電視

臺節目外包支出增加，整體

而言廣播電視臺外包製作費

總規模達9,216億韓元（約新

臺幣252億4,262萬元），較

2018年成長約11.7%。

•其中仍以三大無線電視臺的

節目外包需求為多，其占比

分別為SBS系列22.3%、

MBC系列21%、KBS系列

16.6%。

廣播電視廣告市場

•韓國2019年整體廣播電視市

場規模達11兆2,502億韓元

（新臺幣3,081億4,297萬元），

較2018年增加3.5%，其中廣

播電視廣告市場規模為2兆

7,599億韓元（新臺幣755億

9,366萬元），行動廣告市場

3兆2,824億韓元（約新臺幣

899億493萬元），占全體廣

告市場的29.2%，呈現持續

成長的趨勢。



英國發布新冠病毒疫苗宣導工具包，遏止假訊息

10

• 為了避免社群媒體上關於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的假訊息問題，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於2021年3月11日發布宣導工具包（Toolkit），
內容依照WhatsApp、Facebook、Twitter、YouTube與Instagram等社群媒體平臺的發文特性，提供多種宣
導短片、海報和圖文字卡，並開放免費下載，期能透過社群媒體用戶轉發，降低少數族裔民眾受社群平
臺上假訊息問題的影響。

• 根據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研究，相較於白人民眾，英國少數族裔民眾更
傾向相信熟識的消息來源所提供資訊，包括宗教領袖、特定種族的醫療專業人士等，且更加仰賴社群媒
體來獲取COVID-19相關資訊。

• 因此，DCMS希望能透過當地權威的宗教人士與專業醫師發聲，發表一系列宣傳品，教導民眾如何檢查
假訊息來源，確認收到的內容的正確性，並阻止假訊息再次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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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提出「數位羅盤」發展策略

12

• 繼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主席Von Der Leyen宣布啟動「歐洲數位十年
（Digital Decade）」計畫，EC於2021年3月9日進一步提出「數位羅盤（Digital Compass）」
發展策略，設立4項具體目標

歐盟數位羅盤計畫

數位公民和專業人士

• 截至2030年，歐洲至
少80%成人具備基礎
數位技能，且除培育
ICT專業人士，應有
更高比例的女性從事
此類工作。

安全、高效能且具永續
性的數位基礎建設

• 截至2030年，所有家
戶應都能連結超高速
網路，且人口稠密區
應覆蓋5G網路。

企業數位轉型

• 截至2030年，4分之3
的公司應採用雲端運
算服務、大數據及人
工智慧（AI）；逾9
成中小型企業應至少
達到基本程度的數位
能力（Digital 
Intensity）；當地獨角
獸新創企業數量應成
長至少1倍。

公共服務數位化

• 截至2030年，所有核
心公共服務應能在線
上提供服務；所有公
民應能取得其數位醫
療紀錄，且80%公民
應採行數位ID方案。

基於此計畫，EC將著手草擬相關政策提案，以建立健全的治理框架，監督「數位羅盤」執行進度；同時迅速展
開多國計畫，透過復甦基金等項目，支援數位化程度較弱的國家，以減少歐盟內部的數位落差。



英國數位監理合作論壇發布首份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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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數位監理合作論壇（Digital Regulation Cooperation Forum, DRCF）於2021年3月10日發布首份年度工作計
畫。該論壇由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資訊委員會（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及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等於2020年7月共同成立，旨
在加強政府部會之間的橫向溝通與協調聯繫，以因應數位平臺監理挑戰。

2021/2022年度DRCF工作計畫涵蓋以下3大重點項目

策略性地因應產業和技術發展

• 深入瞭解產業趨勢和數位技術

創新，並針對複雜、跨領域的

議題啟動聯合專案，包括數位

市場競爭、數位服務設計、人

工智慧、數位廣告技術，以及

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等。

發展聯合監管方法

• 2021年DRCF將聚焦數據保護、

競爭法規、適齡線上服務設計

規則（Age Appropriate Design 

Code），以及影音分享平臺與

線上傷害規範等監管議題，並

著重於發展跨部會的監管制度。

建立共享技能和能力

• DRCF將建立共享技能和專業

知識，如成立跨監理機構的專

家團隊。同時，DRCF也將繼

續與數位市場的其他監理機構

密切合作。

CMA、ICO及Ofcom將依據此計畫展開緊密合作，並每年彙報成果。



14



歐盟執委會（EC）宣布歐洲創新委員會2021年度計畫，
協助將科學構想轉化為破壞性創新

15

•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宣布歐洲創新委員會（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 EIC）2021年至2027年之預算超過100億歐元（約新臺
幣3,385億元），以開發和擴展破壞性創新。

• 基於「Horizon 2020」計畫的成功，新一階段的EIC不僅象徵「Horizon

Europe」的新穎性，並結合研究新興技術的加速器計畫和歐洲創新委員會
基金（EIC基金），用於擴大創新型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規模。EIC預
算中約有30億歐元（約新臺幣1,015億元）將用於EIC基金。

歐盟執委會（EC）宣布歐洲創新委員會2021年度計畫

• EIC加速器（EIC Accelerator）：支持中小企業，提
供新的創新者友善的申請系統，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
可隨時透過簡化流程申請資金。

• EIC計畫管理團隊（A Team of EIC Programme

Managers）：負責制定技術和創新願景，管理EIC計
畫的投資組合，並將利益相關者聚集，以實現願景。

• EIC移轉資助計畫：協助將研究結果（來自EIC探路
者計畫和歐洲研究委員會）轉化為創新機會（衍生產
品、商業合作夥伴關係等）。

• 採取新的措施支持女性創新者，其中包括女性領導力
計畫：與歐洲企業網路（Enterprise Europe Network）
合作，支持有才華的女性創新者以及鮮為人知的地區
的所有創新型中小企業，協助克服創新落差。

EIC功能

• 2021年將啟動提供價值超過15億歐元（約
新臺幣508億元）的資助機會

• EIC加速器計畫（EIC Accelerator）：資
助金額為10億歐元（約新臺幣339億元），
用於具高影響力的創新活動，以協助新創
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和擴大，以開創新市
場。

• EIC探路者計畫（EIC Pathfinder）：資助
金額3億歐元（約新臺幣102億元），用於
跨學科的研究團隊，進行有前景的研究，
帶動技術突破。

• EIC 移轉計畫（EIC Transition）：資助1

億歐元（約新臺幣34億元），將研究成果
轉化為創新機會。

EIC發布第一個年度工作計畫



韓國、澳洲競爭機關之近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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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數位平臺諮詢最終報告（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Final Report）》發現，幾乎所有Android裝置
上都預先安裝Google Chrome瀏覽器，且Google Search搜尋引擎是Google Chrome和Apple行動網頁瀏
覽器Safari的預設選項，這使Google Search成為超過95%行動裝置預設的搜尋服務。該報告還發現，
Google向Apple支付大筆費用，以使Google Search成為Safari的預設搜尋選項。ACCC主席表示，一般
而言，預設選項會大幅增加消費者和企業黏著度，進而減少這些服務的競爭和消費者選擇。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針對網路搜尋和網頁瀏覽器議題徵求公共意見

•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正研究關於預設（Default Setting）及預先安裝（Pre-installation）搜尋服務和網頁
瀏覽器對消費者選擇和競爭的影響，本次徵詢將於2021年4月15日截止，徵詢意見
將為即將發布的該份報告提供資訊。

• 根據KFTC調查，SKT在2016年至2019年間不公平地支持SK寬頻公司，當SK寬頻公司透過其銷售管道
銷售IPTV服務時，SKT代替SK寬頻公司向零售商支付約199億韓元（約新臺幣5億元）的銷售費用。
KFTC表示，這種做法幫助SK寬頻公司鞏固其在IPTV市場上排名第2的地位。

• KFTC責令其改正商業慣例，並對SKT和SK寬頻公司各處以31.9億韓元（約新臺幣0.8億元）罰款。
KFTC表示，將密切監視大型企業集團不當支持子公司的反競爭行為，並對損害市場競爭的行為採取
嚴厲措施。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對電信業者SKT及其子公司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處以罰款

韓國反壟斷監理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於2021

年2月24日以損害市場公平競爭為由，對其國內行動通訊業者SK Telecom（SKT）及
其IPTV部門處以64億韓元（約新臺幣1.6億元）罰款。



市場分析機構Opensignal發布2021年全球行動網路體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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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體驗
• 全球平均分數為64.6分，其中日本SoftBank與荷蘭T-Mobile表現相對最佳，得分分別為

79分與78.8分。我國3大電信業者皆進入全球高績效表現排行榜（區間為73.6分至76.3

分），得分由高至低為中華電信76.1分、遠傳電信75.1分、台灣大哥大73.7分。

• 市場分析機構Opensignal於2021年3月發布2021年全球行動網路體驗報告（樣本期間為
2020年下半年之數據），其方法是每天從全球數百萬部智慧型手機收集數十億筆量測結
果，量測值是在用戶正常使用條件下收集，包括建築物室內與室外、城市與農村等地方，
就用戶實際體驗之行動網路服務進行分析報告。Opensignal持續調整其量測方法，俾利
有效掌握消費者之行動網路體驗變化。主要發現如下：

遊戲體驗
• 全球平均分數為56.8分，其中以日本SoftBank與荷蘭Vodafone表現最佳，得分分別為82.9

分與82.3分。我國3大電信業者皆進入全球高績效表現排行榜（區間為70.6分至79.2分），
得分各為中華電信72.4分、台灣大哥大71.9分、遠傳電信71.6分。

語音App體驗
• 全球平均分數為75.8分，其中韓國LG U +得分為83.3分表現最佳，日本SoftBank次高為

83分。我國3大電信業者皆進入全球高績效表現排行榜（區間為79.4分至81.6分）且得分
相近，依序為中華電信81分、遠傳電信81分、台灣大哥大80.9分。

下載速度體驗
• 全球平均為23.6Mbps（包含3G、4G及5G），其中韓國SK Telecom平均下載速度（74.9 

Mbps）排名第一，比全球平均（23.6 Mbps）高出3.2倍，主要歸因於其5G普及率較高且
5G下載速度較快。我國僅中華電信進入全球高績效表現排行榜，下載速度為41.3Mbps。

4G可用性

• 全球平均為86.4%，其中韓國LG U +排名第一（99.7%），儘管4G為較舊的技術，但由
於目前5G使用的是非獨立組網（Non-Standalone, NSA），因此4G對於用戶連接到5G服
務仍至關重要。我國4家電信業者進入全球高績效表現排行榜（區間為93.6%至96.6%），
分別為台灣大哥大95.7%、遠傳電信95.6%、亞太電信95.4%、中華電信94.4%。

註：4G可用性係指擁有4G能力的用戶連接LTE的時間比重，若平均4G可用性為75%,表示用戶平均有75%的時間連接LTE服務。



紐西蘭電信服務品質之近期政策

紐西蘭3家主要行動業者已同意提供更多資訊與工具，俾利消費者選擇合適的方案與業者

• 2020年9月，ComCom發布一份行動帳單分析報告，該報告顯示，有64%用戶並未轉換行動方案；若改用
更便宜的行動方案，超過4分之1的用戶每月可節省11.58紐幣（約新臺幣234元），大約7%用戶平均每月
可節省48.65紐幣（約新臺幣981元）。

• 為使消費者更易於比較並選擇最合適之方案，ComCom已與產業合作以提高電信零售服務品質，目前紐
西蘭的3家主要行動業者（2degrees、Spark、Vodafone）已同意提供更多資訊與工具，其承諾包含：

• 提供至少12個月的使用情況並向用戶發送資訊；

• 向用戶提供年度使用情況與支出摘要，包括提示其是否選擇正確的方案；

• 促進比較工具的開發並考量消費者資料權（Consumer Data Right），使用戶更易於比較方案與提供者。

• CDR是消費者與可信任的第三方安全共享其服務使用資料的一種方式，例如用於比較服務或行動業者。
英國與澳洲已引入CDR，使消費者能夠與創新產品與服務之供應商共享資料。

• 依據紐西蘭《電信法》，紐西蘭商業委員會（ComCom）負責監理電信零售服務品質，確保電信資訊的
提供俾利消費者進行選擇，且至少每3年審查1次產業爭議解決計畫，並提出改善建議。

• 紐西蘭電信爭議解決計畫（Telecommunications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致力於解決消費者與電信提
供者之爭議。ComCom於2021年3月29日發布「審查產業爭議解決計畫框架文件（Review of Industry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s Framework Paper）」，使各界瞭解其如何進行審查。

• 具體審查流程：啟動審查、資訊收集與分析、提出草案報告、諮詢、提出最終報告及建議、實施監控。

• 進行審查時考慮之事項：包含爭議解決計畫之目的、計畫提供者、該計畫解決消費者投訴之有效性、
收件、調查與解決投訴之程序、如何及時處理投訴、是否已實施任何改進計畫之措施。

• ComCom預計於2021年10月中旬發布最終報告，提出優先關注之消費者痛點，並在2021年底與2022年初
著手處理潛在的解決方案。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ComCom）發布「審查產業爭議解決計畫框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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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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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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