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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固網行動匯流服務、網路電話、物聯網、接續費、經營執照 

一、 研究緣起 

在通訊傳播匯流趨勢下，各種數位內容或服務得以在不同之載具

或系統(平臺)上傳輸，除將進一步造成通訊傳播相關產業之整併，及

通訊傳播服務及市場之整合外，也將使得電信號碼之需求更為殷切。

我國電信號碼監理政策如何隨著通訊傳播匯流趨勢與時俱進，已成為

當前刻不容緩之議題。 

為因應通訊傳播匯流與電信服務日趨整合之趨勢，本研究期經由

研析通訊傳播服務可能之整合應用及態樣、各先進國家電信號碼未來

規劃方針及監理政策，研提具體可行之建議方案。俾據以修正我國電

信號碼監理政策，以促進通訊傳播創新服務發展，提升電信號碼使用

效率，保障消費者權益，達成促進通訊傳播市場公平競爭之政策目標。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係根據現行可見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與號碼需求而

提出之國際趨勢研究，希冀透過本研究，能對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編

碼議題有深入且全面之瞭解。本研究並透過對國內外(包括國際組織

(如 ITU、ECC 等)與美國、日本、南韓等國家)電信號碼監理政策之研

究，釐清我國未來因應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時，可能需處理的關鍵性議

題，並研提可能的建議方案。 

本研究係根據文獻蒐集法、專家學者深度訪談法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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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發現 

透過本研究發現： 

1. 國際組織依據匯流程度定義不同的固網行動通信匯流(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服務態樣，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依其匯

流的層級區分為帳務、終端設備、網路與號碼四個層級；電子

通訊委員會(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ECC)則依

其使用網路的型態，區分為雙模分離型、雙模連結型與單模服

務三種類型，名詞上的定義或許不同，但就實質意涵而言，不

同的服務態樣均依照匯流程度逐次演進。惟實際的 FMC 服務

發展，仍得視整體的資通訊環境之影響，例如網路建設等，而

有不同的發展。 

2. 在 10 個研究標的國家/地區中，多數國家已提供 FMC 商用化

服務，編碼策略以沿用現有號碼區塊為主，其中以同時編配行

動與固網共二組號碼居多，其次是編配行動號碼，僅日本採編

配行動與固網與新區塊。 

3. 歐盟將網路電話(Voice over IP, VoIP)之服務可區分為電子通訊

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ECS)和公眾電話服務

(Public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PATS)兩大類，二者最大的

差異在於 PATS 通訊服務的業者才受到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的規範，以及有義務提供緊急服務之接取功能。

歐盟建議成員國要求電子通訊服務業者，提供與公眾電話訊服

務差異的正確信息給消費者。換言之，歐盟不要求 ECS 提供

緊急電話、話中插接、受話號碼顯示等，但是要誠實告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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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能隱瞞。 

4. 在 10 個研究標的國家/地區中，監理機關皆允許網路電話服務

使用既有固網/地理號碼區塊內之號碼；除美國、中國大陸之

外，大部分監理機關亦編配給網路電話服務獨立的號碼區塊。

編配既存的固網/地理號碼區塊或是獨立號碼區塊，通常依據

網路電話的服務品質是否與傳統固網語音服務充分相當。 

5. 歐盟在「物聯網推動計畫」中提及，物聯網需要充足的網路位

址資源(指 IPv6 位址)，但以國際間的發展案例，如日本、中國，

仍然不能排除 E.164 號碼的需求。依據 2010 年 6 月 ECC 研究

報告指出，長期而言，IPv6 仍為 M2M 的主要編碼技術，但由

於 Mobile IP 技術仍未成熟，短期內（2020 年以前）仍應以 E.164

為主，並建議 M2M 服務應編配行動號碼，以及針對號碼需求

進行預估。 

6. 國際經驗顯示 IP 數位匯流之創新服務之差異性，通常取決於

服務品質(包括語音品質、接取緊急服務等)、具地理性或移動

性、資訊透明度等要件，且編碼機制通常依循以下原則： 

(1) 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大時，則編配獨立的號碼區

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創新，且讓消費者能從

號碼的規劃中清楚了解服務的差異，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

中的消費者優先政策。 

(2) 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小(相似性高)時，則編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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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號碼區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競爭與匯流。

讓新參進的業者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能與既有業者競爭而

願意投資，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投資優先政策。 

7. 依據我國電信網路編碼計畫之規定，固網與行動號碼分屬不同

的號碼區塊，FMC 服務並不同於以往的通信服務，用戶有可

能使用固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或是使用行動號碼接取固網，現

行的法規並不允許此做法。未來應考量是否擴大服務的定義，

藉以簡化電信編碼計畫之應用服務類別，盡量在原有的號碼區

塊使用創新服務。 

8. 澳洲 ACMA 的研究報告指出行動替代固網(FMS)形式的匯流

服務，相較於 FMC 服務更容易推行。我國行動電話也有取代

固網趨勢，且在費率管制下，行動費率逐漸下降中，明年，通

傳會完成行動網路成本計算模型研究後，行動費率恐還有進一

步調降機會。但在固網撥叫行動方面之通話費率仍嫌偏高，通

傳會已宣告明(100)年起固網撥打行動之通話費定價權將回歸

發話端網路業者，加上行動網路成本計算模型研究，固網撥叫

行動方面之通話費應會有較大幅之調降。在這些監理措施有效

落實以及市場競爭後，固網與行動費率之差異將逐步縮小。因

此，我國 FMC 服務的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需同時採取監理手

段以及市場機制。 

9. 由於 FMC 服務為異質網路整合形態，不同於過去的互連方

式，接續費可能會產生接續費計算混淆與接續費計算機制議

題，國際間已有美國、加拿大及香港採用互惠網路接續費作

法，在互惠作法下，網路接續費訂為零，各網路業者同意代他



 XVII

網路業者接續話務，亦稱為(Bill and Keep, B&K)。歐盟會員國

監理機關已研究將 B&K 作為歐洲網路接續之一個長期性的可

能模式。惟需要目前之網路接續費下降到一定程度才能過渡到

B&K 模式。FMC 的接續費議題仍須持續研究國際發展，檢討

互連管理辦法，對固網撥打行動通話費之定價權與互連接續費

之計算方式，與業者共同協商，研擬妥適的解決方案。 

10. 電信號碼可以做為個人識別的表徵，在匯流趨勢下，電信號碼

隨著服務整合，間接傳遞具隱私的個人資料，不論是不同業者

的服務或是同一業者的不同服務，如何防止個人資料的不當流

通將形成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的一大課題。目前法務部正研

擬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做法，預估兩年內將制訂相關細部規則

(包括同一公司內不同業務之用戶資料不得私自流通等)。同

時，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業者須負有維護個人資料維護的義

務。目前若前端號碼申請(用戶確認)管理好，則不會有後端的

問題，故詐騙不應是純粹號碼的議題，應歸類於資訊與通訊安

全內。 

11. 通訊監察為調查犯罪重要的手段，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規定，電信業者有義務提供介接設備讓國安單位在法院授權下

進行特定電話的監聽。而且電信業者有義務提供協助追查訊務

的相關資料。在數位匯流趨勢下，未來將面臨的通訊監察問題

包括：FMC 服務主叫號碼跨網使用、通話定位資訊，未來應

思考如何調整通訊監察規範，同時兼顧個人權益，以因應數位

匯流趨勢。 

12. 國際經驗顯示消費者通常會偏好希望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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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長不宜過長，因為消費者會依賴原熟悉的號碼，且不願意持

有多組電話號碼，更不希望碼長過長而影響記憶，因此現行的

070 網路電話號碼不利於業者推展業務。考量網路電話的服務

特性，在未來若業者可提供具備與固網市話相同服務品質的網

路電話，網路電話編配地理性號碼應及早規劃。 

13. 市話撥打 070 網路電話費率訂價並不合理，在非減價時段，中

華電信打給 070 網路電話的價格，約為 070 網路電話打給中華

電信費率的 6 倍。換言之，中華電信在固網市場具備市場主導

者條件，過高的市話撥打 070 網路電話的費率，將形成市場的

不公平競爭，也影響消費者使用的意願。主管機關有必要重新

檢視中華電信與 VoIP 業者網路互連介接點安排，及中華電信

訂價分析，以促進產業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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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建議事項 

(一) 立即可行建議 

依據本研究進行的國際研究及專家學者暨業者座談會、深度訪談

與消費者意見調查之研析，大多數均認同未來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應優

先使用現有號碼區塊，而非編配新的號碼區塊，其編碼策略如下： 

1. FMC 服務編碼策略： 

 同時使用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 

 僅使用行動號碼； 

 僅使用固網號碼。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發現同時使用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最為消費

者所接受，多數專家學者也認同此選項，此編碼選項與 ECC 優缺點

分析結果相同，僅使用固網或行動號碼的缺點多於同時使用行動號碼

與固網號碼，因為會影響判斷緊急服務的通話位置，此外，也會影響

消費者判斷通話費率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建議現階段的 FMC 服務編

碼策略應採取同時編配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為優先。 

2. VoIP 服務編碼策略： 

 地理性號碼； 

 獨立的新號碼區塊。 

國際經驗顯示網路電話通常依據 QoS 決定是否編配地理性號

碼，但由於網路電話具有移動特性，不可避免的也存在編配新號碼區

塊的需求，參考國際實作案例發現多數國家將網路電話以 QoS 區別，

並同時編配地理性號碼與獨立的新號碼區塊。本研究所進行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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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也顯示消費者仍希望能從電話號碼判別來話位置。因此本研

究建議立即檢討第二類電信事業管理辦法，未來若出現與固網市話相

同 QoS 的網路電話服務，應優先考慮編配地理性號碼。 

(二) 中、長期建議 

典型的編碼計畫表 

範

圍 應用/服務 地域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 是 低 否 是 區塊 

B 固網 否 低 可能 是 區塊 

C 行動通信 否 中至高 否，但可支援漫遊 是 區塊 

D 新的無線技術 否 低至中 ? ? 區塊 

E 個人電話號碼 否 差別很大 是，經號碼轉譯 多樣化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F 網路電話(VoIP) 否 低 是 否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H 共攤成本 
(Shared Cost) 

否 低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J 
其他專業無線

電服務，如傳呼 否 多樣化 是，經號碼轉譯 否 區塊 
 

 
 
 

未來編碼計畫表 
範圍 應用/服務 地域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行動通信與

其他技術 否 低 是 是 區塊，允許

次級編配 

E 個人電話號碼 否 低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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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兩階段之演進步驟，僅是一種建議方案，各國仍須依國情審

慎規劃，以降低對市場的衝擊。除檢視市場發展條件（例如至少在零

售市場方面，依距離計價的費率已經消失、依距離計算的批發費率已

降到合理的水準、所有技術的網路接續費差異不大、在網路邊際的各

種網路設備具號碼轉譯功能）之成熟度外，也應加強因應新技術推陳

出新之編碼需求、監理法規的修訂與市場及消費者接受度等等因素的

考量。澳洲 ACMA 於今年 10 月已展開未來編碼計畫演進研究，其演

進規劃值得通傳會持續關注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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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異質網路、電信編碼、固網行動匯流、網路電話、物聯網 

本研究報告分為七個章節，相關內容摘要分述如下： 

第壹章 緒論 

本章說明對於電信編碼於異質網路整合關注之成因，包括研究動

機、研究目的、問題陳述、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之說明。 

第貳章 國際組織就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議題之探討 

蒐集 ITU、CEPT、ERG、3GPP、ETSI、OECD 等組織相關文獻，

綜整分析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態樣、號碼編配及其他監理面議題，

包含固網行動匯流(FMC)、網路電話(VoIP)、物聯網(IoT)以及整合通

訊(UC)等服務類別。  

過去固網與行動網路是兩種獨立的網路。但由於傳輸科技的突破

以及匯流趨勢的發展，使兩個原本獨立的網路逐漸有整併的趨勢。然

而，FMC 服務所使用的號碼與實際使用的網路可能不一致，將牽涉

通話費定價權的設定與提高異質網路接續費計算之複雜度，衍生業者

間的拆帳議題，且不利於消費者在辦識費率資訊的能力。 

VoIP 服務乃為傳送語音服務之網路 IP 化後的產物。而且分封交

換式的 VoIP 服務已漸成為語音服務市場之一部分，不同型式的 VoIP

服務，也逐漸成為傳統語音服務的替代性服務。 

物聯網概念則是起因於電腦與通訊技術的不斷演進，資通訊科技

已融入在日常生活，原先單純依據不同需求而使用到不同的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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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行動電話、影音、即時資訊等資通訊服務，由於科技發展成熟，

使得需求轉為多元化及複雜化，這種現象逐漸演變成一個龐大的社會

通訊網路，使得人與人、人與物及物與物之間的產生通訊需求。 

整合通訊是一種由通訊服務與應用服務直接的整合產生的結

果。不同於一般個別使用的應用服務。在某些情況下，不同類型的通

訊方式甚至有各自獨立的網路與終端設備。然而，全 IP 化的匯流以

及開放式的軟體平台使整合通訊服務得以發展。 

第參章 先進國家通訊傳播整合應用之發展及號碼規劃 

整理各國 FMC 發展與編碼策略，在已商用的 FMC 服務案例中，

其編碼選項多採取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為主，僅日本採取新號碼區塊

與沿用現有號碼區塊兩種併行。 

在各國 VoIP 編碼策略中，所有監理機關皆允許網路電話服務使

用既有固網/地理號碼區塊內之號碼。同時，大部分監理機關亦編配

給網路電話服務獨立的號碼區塊。當此兩種方式並存時，與服務品質

相關的準則會被用來決定該服務使用既存的固網/地理號碼區塊還是

使用獨立的號碼區塊。 

物聯網包括不同的通訊型態，歐盟在「物聯網推動計畫」中提及，

物聯網需要充足的網路位址資源(指 IPv6 位址)，但以國際間的發展案

例，如日本、中國，仍然不能排除 E.164 號碼的需求，依據 2010 年 6

月 ECC 研究報告指出，長期而言，IPv6 仍為 M2M 的主要編碼技術，

但由於 Mobile IP 技術仍未成熟，短期內（2020 年以前）仍應以 E.164

為主，並建議 M2M 服務應編配行動號碼，以及針對號碼需求進行預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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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應用之電信編碼需求與面臨障礙分析 

我國目前的編碼是依循過去傳統的電路交換方式，尤其是固網的

編碼乃依據地理行政區的劃分方式來規劃區碼，造成許多號碼資源的

浪費。另一方面，從目前的編碼的資訊中，可以分辨資費與服務品質，

然而，未來愈來愈多的分封交換方式，將使這些資訊漸漸模糊化，勢

必對傳統編碼計畫造成一定程度的衝擊。 

雖然未來物聯網的網路傳輸會以 IPv4/IPv6 為主，但只要是與人

的溝通與資訊的交流，仍十分依賴 E.164 的電信號碼。雖然，我國目

前有 8 成以上的民眾對物聯網並不熟悉，然而卻有 6 成以上表示會以

電腦與手機作為物聯網的連網設備，以兩種設備普及率均相當高的台

灣來說，一旦市場成熟，物聯網將呈現快速的發展進而產生號碼的需

求。 

我國電信網路編碼計畫規定固網與行動號碼分屬不同的號碼區

塊，用戶使用 FMC 服務有可能使用固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或是使用

行動號碼接取固網，現行的法規並不允許此做法。編配新號碼區塊給

FMC 服務可以避免上述的號碼使用限制，但也會衍生如無法識別地

理位置與資費訊息的問題。 

一般而言，電話號碼為業者在計算接續費時的辨識依據，但是

FMC 服務可能會使用固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或是使用行動號碼接取

固網，此情形將不利業者辨識用戶的互連行為，同時混淆通話費訂價

權。另外在發話與受話通話時，潛藏著不同的接續費率計算方式。FMC

的接續費議題仍須持續研究國際發展，檢討互連管理辦法，對固網撥

打行動通話費之定價權與互連接續費之計算方式，與業者共同協商，

研擬妥適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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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消費者意見調查分析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消費者意見調查，用戶對固網與行動匯流

服務之需求極高，顯示未來 FMC 服務推行之可行性極高；用戶對於

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及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之號碼

保留偏好，皆以現有號碼為主。 

網路電話之消費者意見調查，商務人士需要由網路電話判斷來電

者發話區域之需求比例最高(40.75%)，可能是因為商務人士工作所

需，接聽國外來電比較頻繁，較需要由號碼來判斷地理位置以便紀錄

通話；用戶最偏好使用「擁有一個固定號碼，可以撥打及接聽，收費

最貴」之網路電話。 

物聯網服務極具發展潛力，預估在未來物聯網技術的持續推廣

下，用戶使用需求也會逐漸提高；物聯網技術就使用者認知而言，應

是圍繞著電腦及手機相關之連網系統開發；居家安全主要為一般民眾

及商務人士使用物聯網之目的及用途。 

第陸章 我國固網與行動通信業務用戶成長與門號需求預測 

一、固網 

目前我國固網局碼容量為全區合計為 12,381 局，已核配之局碼

使用量為 3,056 局，不考慮區域碼分割，現有局碼使用率為 24.68%。

預估 2015 年固網門號需求為 1,259 萬個號碼，以每局可容納 1 萬門

號約佔現有已核配局碼 41.19%，所以如果區域碼加以整合，現有局

碼容量是足以涵蓋未來固網號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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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動號碼 

我國行動號碼容量合計約為 9,900 萬門號，目前此區塊之主要服

務為 2G 與 3G 行動電話，預估 2015 年用戶數為 3,064 萬，故行動門

號需求為 3,371 萬個號碼；另 2015 年 M2M 可能之號碼需求為 1,719

萬個號碼；因此預估來自於行動通信與 M2M 服務主要的號碼需求，

約佔 9,900 萬容量的 51%左右，故 2015 年時，尚有十分充裕的容量

可供使用。 

IoT 尚屬新興服務其發展尚未明確，惟據 GSMA 研究，2020 年

全球各產業 M2M 設備總量可能達到 36 億，比 2010 年數量的 18 倍

還多，故建議主管機關持續研究國際間 IoT 服務發展趨勢，定期進行

我國電信號碼需求預測，且應適時修改電信號碼管理辦法。 

第柒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參照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對於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態

樣發展與編碼規劃策略後，歸納以下編碼策略： 

一、國際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態樣與編碼策略 

本研究在參照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對於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態

樣發展與編碼規劃策略後，對於 IP 數位匯流之創新服務，歸納以下

編碼機制原則： 

1. 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大時，則編配獨立的號碼區塊

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創新，且讓消費者能從號碼

的規劃中清楚了解服務的差異，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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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優先政策。 

2. 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小(相似性高)時，則編配現存

號碼區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競爭與匯流。讓新

參進的業者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能與既有業者競爭而願意投

資，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投資優先政策。 

二、電信編碼計畫演進 

由於匯流服務與技術的發展，傳統以技術導向的編碼計畫將逐漸

轉變為服務導向的編碼計畫，亦即以服務類別做為編碼計畫的基礎，

其轉變的過程主要可以分成二個階段：一、從「目前的通訊」至「次

世代通訊」，二、從「次世代通訊」至「未來的通訊」。 

三、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發展障礙 

綜析我國 FMC 服務發展困難原因包括號碼使用法規限制、固網

與行動費率差異、固網與行動互連接費問題、詐欺防治、通訊監察；

VoIP 服務發展困難原因包括號碼核配、通話費率。 

第捌章 結論與建議 

一、我國異質網路整合發展障礙及排除障礙之建議 

1. FMC：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擴大服務定義，簡化電信編碼計畫之應

用服務類別。(配合修訂電信編碼計畫、電信號碼管理辦法)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採取監理手段，促進市場競爭，逐步

縮小費率差異。(配合修訂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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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費問題：長期且持續性研析國際間有關互

惠網路接續費之作法及發展趨勢 (亦稱 Bill and Keep, 

B&K)。(配合修訂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 

 詐欺防治：強化個人資料之保謢，未來個資法之修訂應符合

服務匯流趨勢。(配合修訂個人資料保護法) 

 通訊監察：我國通傳會應與通訊監察機關協商、研議調整通

訊監察規範，以因應數位匯流趨勢。(配合修訂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 

2. VoIP： 

號碼核配：未來若出現與固網市話相同 QoS 的網路電話服務，

主管機關應及早進行地理性號碼之規劃(配合修訂第二類電信事業管

理規則)。 

通話費率：重新檢視中華電信與 VoIP 業者網路互連介接點安

排，及中華電信訂價分析，以促進產業公平競爭(配合修訂電信事業

網路互連管理辦法、第一類電信事業資費管理辦法)。 

二、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之規劃方針： 

1. 立即可行建議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的編碼應先考慮沿用現有號碼區塊。FMC 服

務編碼策略以同時使用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最為消費者所接受，多數

專家學者也認同此選項。網路電話通常依據 QoS 決定是否編配地理

性號碼，但由於網路電話具有移動特性，不可避免的也存在編配新號

碼區塊的需求，參考國際實作案例發現多數國家將網路電話以 QoS

區別，並同時編配地理性號碼與獨立的新號碼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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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長期建議： 

將現行的應用服務類別整併為四類之演進步驟，僅是一種建議方

案，各國仍須依國情審慎規劃，以降低對市場的衝擊。除檢視市場發

展條件（例如至少在零售市場方面，依距離計價的費率已經消失、依

距離計算的批發費率已降到合理的水準、所有技術的網路接續費差異

不大、在網路邊際的各種網路設備具號碼轉譯功能）之成熟度外，也

應加強因應新技術推陳出新之編碼需求、監理法規的修訂與市場及消

費者接受度等等因素的考量。澳洲 ACMA 於今年 10 月已展開未來編

碼計畫演進研究，其演進規劃值得通傳會持續關注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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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Numbering, Fix Mobile Covergence, Voice over IP,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nvergence trend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broadcasting not 

only causes further integration among communication services, market 

and related industries, but also allows a more pressing demand for 

telecommunications numbers. Efficient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re a 

key factor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appropriate 

numbering policy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for all businesses and citizens. This project 

will research into our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policy to 

keep up with convergence trends of fixed and mobile heterogeneous 

communications network. 

Convergence is a complex set of processes. It is taking place at a 

technological, market and regulatory level. Convergence of technology is 

facilitating and creating a need for convergence of numbering and naming 

schemes, and will affect the management of names and number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e bodies that manage them. In any cas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ith respect to management of identifiers should be 

transparency, non-discrimination, fair competition, legal certainty, 

coordination, competition neutrality and uniqueness. The challenge is to 

provide clarity and to ensure certainty regarding the coherent and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key principles in the evolution to the NGN and 

IP environments.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T brings a new 

wave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 two industrie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develop innovative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that are demand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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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especially in the enterprise market) and can become growth 

engines of the ICT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he new business model called “Telco 2.0＂ has been proposed 

recently in the ICT industry.  Telco 2.0 means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s are creating and introducing innovative services through open 

service ecosystems, multi-vendor support agreements and third-party 

Internet-based services.  Both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T service 

providers are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in offering converged services over 

intelligent networks and Web 2.0 applications.  These are demanded by 

enterprise customers who look for a service that is secure, converged and 

integrated on many levels. 

Numbering is a dominant featur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which incorporates policy and planning activities. It also 

incorporates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such as the 

assignment of numbering resources to operat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the publication of numbering schemes, etc. The complexity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oda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call for a consensus among the players in a market upon 

the way numbering schemes are develop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to date on E.164 numbering plans is for 

the interworking of voice like (VoIP based) services between the PSTN 

and NGN network/service or between different NGN networks/services. 

Hence, to date, the main focus of policy makers and regulators in relation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has been on issues related to VoIP and 

access to E.164 numbers. This has been done on a technology neutral 

basis, and has not been SIP specific. 

There are essentially two main options for providing numb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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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ervices such as VoIP: 

‧Allocating a new number range specifically for use in relation to  

the new service. 

‧Allow the use of an existing number range for the new service. 

The first option is suitable when the new service is sufficiently 

differentiated from existing services that the separate number range 

emphasises the differenc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new service. However, 

emphasising the difference can create customer acceptance issues and 

industry may be reluctant to fully utilise the new number range preferring 

instead to adopt the second approach (even where not authorised) to push 

the service boundaries of existing number ranges. 

The second option is suitable either when there is sufficient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existing and new services, or when there are 

convergence advantages to allowing numbers to be used more flexibly. 

This must be offset by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s to 

existing services and customer expectations. The second option seems to 

be the approach that more regulators are shifting towards and in countries 

where they have provided both options, this seems to be the preferred 

option by industry and customers. 

The following figure shows how regulato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approach the allocation of numbers for VoIP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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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Japan Korea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ustralia U.K. France Finland

geographic 
numbers for 
VoIP 

V V V V V V V V V V 

specific 
VoIP range 

 V V V  V V V V V 

From the comparison, it can be seen that all regulators have allowed 

VoIP services to access numbers from the existing geographic number 

ranges. Most regulators have also provided a separate number range that 

is specific to VoIP services. 

Korea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with both 3G and VoIP services 

where the regulator initially designated a new number range for the new 

service, and later shifted to a converged number range approach. For 

mobile services, the 2G number ranges were divided into operator 

specific sub-ranges. The introduction of 3G services was assigned a new 

separate range that was to be shared amongst operators. The regulator 

later allowed 2G services to be allocated from the 3G range and has plans 

to migrate all 2G services to the new common range once it reaches 

certain thresholds. The same number range was also then extended to the 

WiBro service. Similarly for VoIP in Korea, initially a new separate 

number range was assigned. Later, however, the regulator relaxed the 

technology specific criteria and allowed number portability for 

geographic numbers from PSTN services to VoIP services to increase 

acceptance of the VoIP service. 

The VoIP situation in Japan is similar. The regulator initially 

assigned a separate VoIP number range and later allowed geographic 

numbers to be allocated for VoIP services that met certain Qo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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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such a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the line for emergency call 

location purposes). Japan has also allocated a separate range for new 

FMC services, but so far industry has been using combinations of mobile 

and VoIP numbers to provide FMC services rather than use the separate 

number range. 

This project will provide specific and feasible proposals to meet the 

convergence trend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broadcasting by researching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s and possible patterns of numbers in the fixed 

and mobile heterogeneous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s well as the future 

guiding principle and regulatory policy of telecommunications numbering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Revising our national regulatory policy of 

telecommunication numbering according to these proposal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upgrade the 

usage efficiency of telecommunication numbers,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chieve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fair competition in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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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傳統的語音通話服務係依循國際電信聯合會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之 E.164 編碼格式，指配予使用者一特

定電信號碼。目前的電信號碼包含用戶所使用的網路、服務、區域與

服務提供者等資訊，可以傳達用戶通話費率與功能限制等意義。 

在通訊傳播匯流趨勢下，各種數位內容或服務得以在不同之載具

或系統(平臺)上傳輸。業者藉由強化設施使其能接取更好的加值和應

用服務，其主要目標是欲使所有的服務成為具可攜性、實用性和多效

用性之商業運用模式。 

對固網及行動業者而言，面對語音基本服務市場飽和，營收成長

趨緩的壓力下，期能透過組合式的套餐服務(bundled services)、固網

行動通信匯流 (Fixed-Mobile Convergence, FMC)或提供網路電話

(Voice over IP, VoIP)、IPTV 等創新應用服務的經營模式創造服務差異

化，以刺激既有用戶對加值服務的需求，提升單一用戶營收貢獻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 ARPU)。 

由於上述創新服務不斷推陳出新，造成通訊市場的結構性改變，

因此固網與行動通信號碼適切的編配，關係著 FMC 服務的未來發

展。本研究將透過廣泛的文獻蒐集，包括國際組織就異質網路整合服

務發展議題之探討、先進國家通訊傳播整合應用之發展及號碼規劃等

議題進行研析，並研議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應用之電信編碼需求與面臨

障礙分析，配合消費者意見調查與產業座談，以確保本研究能符合社

會全體及產業界的期待，完成深入而客觀的研究成果與具體建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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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決策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因應通訊傳播匯流下，電信服務日趨整合之趨勢，本研究期經

由研析通訊傳播服務可能之整合應用及態樣、各先進國家電信號碼未

來規劃方針及監理政策，研提具體可行之建議方針。俾據以修正我國

電信號碼監理政策，以促進通訊傳播創新服務發展，提升電信號碼使

用效率，保障消費者權益，達成促進通訊傳播市場公平競爭之政策目

標。 

第三節 問題陳述 

通訊傳播匯流服務之推展，將進一步造成通訊傳播相關產業之整

併，及通訊傳播服務及市場之整合，對新型服務之編碼需求如何妥適

地規劃，以創造產業之發展已成為監理機關之新議題。國家通訊委員

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為因應電信服務日趨整合之趨勢，特委外進行「電

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案，期經由研析異質網路整合下之服

務態樣、綜整國外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電信號碼規劃、提出我國電信

號碼未來規劃方針及相關法規修正方向建議。本研究案預期產出如

下： 

(一) 國際研究，研究項目包括： 

1. 國際組織有關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議題之探討 : 蒐集

ITU、CEPT、ERG、3GPP、ETSI、OECD 等組織相關文獻，

綜合分析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態樣、號碼編配及其他監理

面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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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標的國家(美、日、韓、香港、中國、新加坡、澳洲、英

國、法國及芬蘭，共 10 國)之通訊傳播服務整合應用與態樣，

以及電信號碼規劃方針及監理政策。 

(二) 國內研究，研究項目包括： 

1. 探討國內業者面臨之發展契機、可能應用及電信號碼需求。 

2. 檢視實施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使用所面臨之

障礙及研議如何排除。 

3. 預測固網及行動未來五年用戶成長及門號需求。 

4. 研擬我國電信號碼之短中長期規劃方針。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根據國外異質網路發展與國內現況及意見蒐集而提出

之趨勢研究，希冀透過本研究可對電信編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議題有

深入且全面之瞭解。經由對國內外編碼政策之研究，釐清我國未來若

規劃匯流服務時可能需處理的關鍵性議題，並研提可能的建議方案。

為達前述目的，本研究將以下方式進行： 

1. 文獻資料分析法 

本團隊針對 ITU、CEPT、ERG、3GPP、ETSI、OECD 等組

織織有關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編碼議題探討進行整理，以及

研究標的國家有關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及其編碼規劃進行

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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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度分析法 

為充分掌握國內問題現況，本研究團隊除先掌握國內電信服

務發展趨勢、市場變遷以及電信事業所面臨之相關基本問題

外，將依據國內現行電信編碼計畫及相關法規，以及前述國

際經驗研究的基礎，進行制度分析，並作國際比較。 

3. 電話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團隊將設計合適之調查架構與問卷，以電腦輔助電話

調查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方

法，針對台灣地區社會大眾進行電話訪問，以了解消費者對

新的規劃建議之意見、期望與接受程度。 

4. 深度訪談法 

以號碼管理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業者代表為對象，設計

訪談議題，進行個別互動式、直接面對面的深入訪談，讓受

訪者在訪談主題內談論自己的意見，以發覺受訪者的信念、

想法與態度。此方法將用於本研究案對產官學界意見之蒐集

與分析。 

5. 焦點座談/座談會 

以號碼管理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業者代表為對象，舉辦

大型座談會或小型焦點座談會，適時提出本研究之規劃方向

或研究成果，與各界進行雙向之意見交流。此方法將用於本

研究案對產官學界意見之蒐集與分析。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計畫之研究架構如圖 1- 1 所示。主要分成兩個階段，期中報告

階段完成國際研究部分及預估我國固網及行動通信業務未來五年用

戶成長及門號需求。期末報告階段進行我國業者可能發展之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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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檢視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使用面臨的問題及研

議如何排除、以及研擬我國電信號碼之短中長期規劃方針。 

 

圖 1- 1 本計畫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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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國際組織就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議題之探討 

本研究團隊蒐集 ITU、CEPT、ERG、3GPP、ETSI、OECD 等組

織相關文獻，綜整分析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態樣、號碼編配及其他

監理面議題。 

第 一 節 異質網路整合定義與特性 

一、 FMC 

過去固網跟行動網路是兩種獨立的網路。但是，因為傳輸科技的

突破以及電信業者對匯流的動機，使兩個原本獨立的網路現在有逐漸

整併的趨勢。直至今日，兩個網路在核心網路的部分，有著某種程度

上的相似度。在服務方面，其實大致相同，僅因兩個網路在使用的資

源上不同，因而造成些微的差異。 

(一) ETSI 定義 

歐洲標準制訂組織 ETSI 對 FMC 定義為：「在這類的網路架構

下，電信業者有能力提供消費者相同的服務，而不必考慮中間所需的

接取技術(是透過固網還是行動網路來接取服務)以及使用者的位置

(是否在 WiFi 的覆蓋範圍)」。 

(二) ITU-T 定義 

ITU-T 定義固定式通信網路為可以提供有線(如銅纜，光纖)或無

線接取服務的網路，故固定式通信網路可支援移動性(Nomadism)，但

不具行動性。行動通信網路則是可以提供無線接取服務且具備行動性

之網路。FMC 則是指在一個既定的網路組成中，用戶在其所在的位

置上，均可經由固定或行動通信技術，接取服務或應用的能力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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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FMC 服務通常具備以下特性： 

 無縫隙接取：在終端設備、網路與服務層中達成無縫隙接取。

終端設備與網路層的無縫隙接取即是在進行話務交遞：於固

網中撥打電話，可由無線網路發話取而代之，反之亦然；或

是不同的無線網路間的無縫隙接取，如 WiFi 與行動網路間進

行交遞時，也不會中斷服務。無縫隙接取在網路層的意義是

指從一個網路平台轉移到另一個網路平台，不需要複雜的編

碼(encoding)或轉譯工作。 

 彈性的用戶接取方法：匯流服務與終端設備會基於用戶目前

所在位置、所需的應用、服務品質與使用費率等標準，建議

用戶採用最適合的接取技術。  

 匯流型用戶端設備：匯流型用戶端設備(Customer-premises 

equipment , CPE)可使用戶在切換接取網路時更加容易。目前

的用戶通常會擁有低費率的 PSTN 電話、網際網路帳號與行

動電話，以提供無線語音與數據方面的應用服務，如 SMS、

MMS。商業用戶通常會擁有更多的終端設備，像是使用智慧

型手機與筆記型電腦等，以作為行動用途的資料傳輸，然而

新興的匯流型 CPE 則允許用戶使用一個終端設備，如 WiFi

手機，接取這些應用服務。 

 個人化：FMC 服務允許用戶自己決定想使用的服務或使用介

面。匯流型 CPE 提供一致的識別功能供用戶使用，例如在固

定式手機與行動式手機使用相同的個人通訊錄，一般而言，

行動通訊市場的個人化服務是相當普遍的，固網市場則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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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個人化應用服務，因此 FMC 將其導入固網的通信環境

中。 

(三) FMC 服務層級 

依據 ETSI 研究報告定義1，FMC 服務可分為下列四種層級： 

(1) 帳務層級 FMC 服務(One Bill FMC; 帳單整合服務)： 

將固網與行動網路的使用費用一併計算，僅提供用戶單一

收據。這類的整合併不會影響到現有的核心網路架構。 

(2) 終端設備層級 FMC 服務(One Terminal FMC; 終端設備匯

流服務)： 

指用戶透過所謂的雙模手機可以接取一個或多個行動網

路，並可透過 WiFi 區域網路(或是其它類似的無線傳輸方

式，例如 WiMAX)連到固網。用戶不需要再用不同的終端

設備，使用同樣的終端設備便可接取到不同的網路(行動網

路或固網)來使用服務。 

(3) 網路層級 FMC 服務(One Core Network FMC; 核心網路匯

流服務)： 

指固網與行動網路共用同樣的核心網路，並建立固網接取

網路與行動接取網路之間的接口。此種類型的網路整合必

須要讓用戶透過固網與行動網路都可使用服務。 

(4) 號碼層級 FMC 服務(One Number FMC; 號碼整合服務)： 

指不論是接取何種類型的網路使用服務，用戶只要使用單

                                                 
1 參閱 ETSI TR 181 011 TISPAN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Requirement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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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碼即可。 

FMC 發展以網路層級 FMC 服務與號碼層級 FMC 服務最為關

鍵。網路層級 FMC 服務包含建置供整合性服務的共同平台，其投資

相當龐大，但也能提供較大的經濟效益。使用者得由多樣的終端設

備，如 Celluar/WiFi 的手機等，接取固網及行動網路，達到「隨時隨

地(anywhere anytime)」享有寬頻服務及服務的品質。隨著以 IP based

進行傳輸的 NGN 發展，創新服務的編碼需求也隨之浮現，在網路上

傳輸 IP 封包形式的影音多媒體資訊，主要是在於服務接取技術與網

路平台技術之升級，且不影響消費者所使用的服務。號碼層級 FMC

服務係指不論是接取何種類型的網路使用服務，用戶只要使用單一號

碼即可，其主要原因為號碼應易於記憶及使用，太長的碼長或太多組

號碼，皆會造成消費者使用上的不便，故未來應朝一碼多服務之趨勢

發展。 

二、 VoIP 

VoIP 服務乃為傳送語音服務之網路 IP 化後的產物。而且分封交

換式的 VoIP 服務已漸成為語音服務市場之一部分，不同型式的 VoIP

服務，也逐漸成為傳統語音服務的替代性服務。 

國際組織與各國對於 VoIP 服務的看法不同，如何定義 VoIP 服

務通常依以下標準： 

 VoIP 服務在 PSTN 傳輸的程度：此乃最常用的標準，依據該

服務是 phone-to-phone、PC-to-phone 或 PC-to-PC。可以解釋

為 VoIP 服務是 on-net、inbound、outbound 或是 bi-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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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P 服務屬語音服務或是數據服務：有些國家將 VoIP 服務

視為語音服務，有些國家則將之視為數據服務上的加值服務

或資訊服務。 

 VoIP 服 務 是 移 動 式 (Nomadic) 或 非 移 動 式 服 務

(Non-Nomadic):VoIP 服務是否僅可從一固定的地點接取服

務。此種定義即為地理性號碼之意涵。 

 VoIP 是技術或者是服務：VoIP 是技術或者是服務，將影響技

術中立的發照方式與規管架構。 

 VoIP 是電話或者是電子通訊服務：在歐盟，VoIP 之服務可視

為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ECS)或

公眾電話服務(Public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PATS)，各

有不同的法規要求。 

三、 物聯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隨著計算機與通訊技術的不斷演進與普及，資通訊科技已融入在

日常生活，原先單純依據不同需求而使用到不同的功能，如網路、行

動電話、影音、即時資訊等資通訊服務。由於科技發展成熟，使得需

求轉為多元化及複雜化，這種現象逐漸演變成一個龐大的社會通訊網

路，使得人與人、人與物及物與物之間的產生通訊需求，物聯網概念，

便是建立在這種基礎之上。 

(一) IoT 概念 

ITU 於 2005 年提出了 IoT 的報告2，其概念為「從任何人之間可

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行資訊交換，以連接任何事物」，如圖 2- 1

                                                 
2 參閱 ITU Internet Report 2005: The Internet of Things，http://www.itu.int/internetof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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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此概念建立在技術進步與網路不斷普及與發展的基礎之上，利

用網路連結，再加上無線射頻識別系統(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 

RFID)、感測器及嵌入式智慧產品，以提供人類即時且有用的資訊，

是涵括通訊及人工智慧的技術，讓網路上的各個點可以連接成線，而

眾多的線再交織成面，進而發展成一個全新的動態網路。 

 
資料來源：ITU 

圖 2- 1 物聯網連結示意圖 

2009 年 6 月，歐盟執委會向歐盟議會、理事會與各相關委員會

提交「歐盟物聯網行動計畫」(Internet of Things-An action plan for 

Europe)，期望能建構物聯網管理架構，藉以在世界物聯網發展中取

得先機，在計畫書中，歐盟執委會提出物聯網的三大特徵： 

(1) 不能將物聯網視為現今網際網路的延伸，物聯網乃建立在

特有基礎設施上，且將是一系列新的獨立系統。部分基礎

設施仍會依存於現有的網際網路。 

(2) 物聯網將伴隨創新服務共同發展； 

(3) 物聯網包括多種不同的通訊模式：物與人通訊，物與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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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其中特別強調機器對機器通信(Machine to Machine 

communication, M2M)。 

2009 年 9 月，在物聯網與企業環境歐洲研究會中，歐盟執委會

Lorent Ferderix 博士將物聯網定義如下：物聯網是一種動態的全球網

路基礎設施，它具有基於標準與互通之通信協定的自我組織能力，其

中不論實體與虛擬的“物件＂均具有身份標識、實體屬性、虛擬特性

與智慧介面，並可與資通訊網路無縫整合。該定義已列入歐盟執委會

Internet of Things – Strategic Research Roadmap 研究報告中。 

四、 整合通訊(Unified Communication; UC) 

整合通訊(Unified Communication; UC)提供了一個能夠改善人與

人之間、團隊與團隊之間、甚至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互動以及工作上運

作的方式。整合通訊同樣也使多種通訊管道能夠通用。在某些情況

中，原本各自不同通訊管道服務，彼此獨立的伺服器，需要被整合在

一起才能提供 UC 服務，但是在其他比較常見的情況，UC 只是在現

有的應用服務加入額外的功能。整合通訊的關鍵技術包括 IP 化的私

人交換機(IP-PBXs)、VoIP、即時狀態服務(Presence)、電子郵件、語

音會議(audio conferencing)、網路會議(web conferencing)、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語音郵件 (voice mail)、整合式訊息 (Unified 

Message; UM)、即時訊息(Instant Massaging; IM)，以及其他種類的行

動性(Mobility)。另一個關鍵功能，則在於提供一個具有商業應用服務

的整合通訊。 

整合通訊是一種由通訊服務與應用服務直接的整合產生的結

果。不同於一般個別使用的應用服務。在某些情況下，不同類型的通

訊方式甚至有各自獨立的網路與終端設備。多虧全 IP 化的匯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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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的軟體平台使整合通訊服務得以發展。依據 Gartner 報告3指出

整合通訊可以分類成下述六種產品類型： 

(1) 語音與電話通訊(Voice and Telephony)： 

包括固定式電話、行動電話以及軟體電話(e.g.Skype)，以

及改良的私有交換機(evolution of PBXs)與 IP 化交換機。

語 音 與 電 話 的 部 份 ， 也 包 括 現 場 即 時 通 訊 (live 

communications)，例如視訊。 

(2) 會議服務(Conferencing)： 

這部份包含了獨立的語音服務，視訊會議與網路會議的功

能，此外，也具備整合式會議的功能。 

(3) 訊息服務(Messaging)： 

這部份包括了電子郵件這個現在不可或缺的商業工具、語

音郵件，以及整合式訊息服務。 

(4) 狀態服務與即時通訊服務(Presence and IM)： 

在 N 世代的通訊方式中，狀態服務與即時通訊服務將成為

一個核心的通訊方式。特別是即時的狀態服務，正逐漸擴

展為可以整合不同訊息之發布者位置資訊以及目前狀態

的服務，這種服務有時候也被稱作＂詳細狀態服務(rich 

presence)＂。 

(5) 用戶端設備服務(Clients)： 

整合式用戶端設備可透過一個統一的介面來存取多樣的

通訊功能。可能透過多種不同的形式來使用服務，包括透

過笨重的桌上型用戶端設備(室內話機、PC)、精簡型瀏覽

                                                 
3 參閱 Gartner, Magic Quadrant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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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戶端設備、行動 PDA，還有特別嵌入某些商業應用程

式的用戶端設備。 

(6) 通訊應用程式服務(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廣泛的應用群組已經直接地整合多種通訊功能。關鍵應用

服務的領域包括了合併式管理工具、協力應用程式、客服

中心服務應用程式、通知應用程式。將通訊功能整合到商

業應用程式的服務，稱為通訊過程整合之商業處理

(Communication-Enabled Business Processes, CEBP)。 

整合通訊服務雖逐漸改變個人與個人之間、團隊與團隊之間，甚

至組織與組織之間的溝通行為，儼然成為新興的通訊應用，但目前多

數的應用仍侷限於企業間或內部的封閉式應用，與電信編碼所考量符

合公眾利益的必要性存有差距。因此，就現階段而言，電信編碼的需

求仍得視整合通訊服務的應用模式發展而定。 

第 二 節 異質網路整合議題 

隨著通訊市場快速變遷，許多伴隨異質網路整合的議題也隨之產

生，監理機關也必須重新檢視現有的市場定義與其法規環境，確保現

有的法規環境不會阻礙新服務的發展，以提供產業界作為發展商業模

式之依據。異質網路整合主要的規管與技術以及商業模式議題如下： 

一、 FMC 

(一) 規管與技術議題 

1. 技術中立 

以歐盟監理架構為例，對於電子通訊網路和服務，歐盟採取技術

中立為原則，代表電信、媒體與資訊技術領域匯流的所有傳輸網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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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應以單一的規管架構規管之，不論所涉及的技術類型，凡類似服

務均採用相同的規管原則。例如在未來數位技術的匯流趨勢之下，允

許在各種型態的網路與裝置上均可進行通話並兼具娛樂性應用。因此

號碼資源管理也應適用於技術中立原則。 

2. 互連與接續費相關議題 

編碼規劃和接續費訂價需要考量目前以成本導向(Cost-based)之

網路接續費之訂價方式將沿用多久的議題，因為網路成本訂價方法會

產生以下問題： 

 相同服務(如語音服務)，不同業者會有不同的網路成本，不符

互惠原則。 

 成本與所使用技術相關，有違技術中立原則。 

若沿用網路成本訂價方法，行動接續費會比固網接續更為昂貴，

如果業者的網路成本都很低廉或是相近，上述的問題將可解決，也可

以間接達成固網與行動網路間的號碼可攜，因此必須考量如何改變成

本計算基礎，以消除網路成本訂價方法的問題。此外，FMC 服務所

使用的號碼與實際使用的網路可能不一致，將牽涉通話費訂價權的設

定與提高異質網路接續費計算之複雜度，亦會衍生出業者間的拆帳議

題，不利於 FMC 的發展。 

3. 零售服務訂價觀點 

FMC 整合服務之用戶與 FMC 業者簽約時，包含所有訂價相關的

條款。因此，業者須提供用戶足夠的服務資訊透明度，例如資費透明

化(撥打固網號碼與行動號碼的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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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來電識別(Calling Line Identity, CLI)相關議題 

來電識別功能可讓受話方依據所顯示的 CLI 資訊，進行回撥電話

或其它回應動作，FMC 服務可以採用固網或是行動號碼做為 CLI，

但受話方通常會傾向於接收地理性號碼做為 CLI，因為回撥市話會比

回撥行動電話便宜一些。然而對 FMC 用戶而言，則會比較偏好行動

號碼，因為若採用固網號碼作為 CLI，且該用戶若位於住家區域以外

時，則必須再支付轉接費用。此外，若 CLI 號碼是屬於家庭共用的固

網號碼，當 FMC 用戶不在住家區域時，則會經由行動網路告知該用

戶有來電，因此會造成家中的成員將無法接聽電話的困擾。 

CLI 的選項必然與服務的編碼方案相關，假如只使用一組固網、

行動或新編碼範圍之電信號碼，CLI 的選擇自然清楚，但 FMC 若採

用一組以上的號碼，則會變得更複雜。 

5. 緊急服務 

從 CLI 較易於獲知傳統固網的定位資訊與受話識別。行動電話如

何接收準確的位置資訊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此外，某些國家的預付卡

用戶是匿名的，因此無法從 CLI 中獲取用戶資訊，不過位置資訊仍可

以從行動業者的相關資訊中得知。另一方面，在 VoIP 網路中，VoIP

業者要識別使用者在移動(Nomadic)的位置則相當不容易，特別是用

戶不在國內時。 

如果在固網中使用行動號碼，因為沒有連結基地台，緊急服務客

服中心便無法取得定位資訊，所以行動號碼不能運用於固網中撥打緊

急服務電話。假如在行動網路使用固網號碼，緊急服務客服中心會取

得與地理性號碼連結的實際住家位址，事實上，發話者的位置並不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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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在家中，所以固網號碼不適用於行動網路撥打緊急服務電話。 

6. 移動性(Nomadicity) 

移動性可視為一種服務的特性，服務在不用連結到特定實體位置

的條件下，可以在固定或行動終端裝置提供服務。移動性可視為行動

性的替代方案，但是移動性並不具備交遞功能，如 WiFi、Bluetooth

等。 

7. 查號服務(Directory)議題 

一般而言，若非用戶特別聲明，固網的號碼將會登錄於電話查號

簿中，即為所謂的 Opt-out 方式；而行動電話的號碼若非經得用戶同

意，則不予以登錄於電話查號簿中，即採 Opt-in 方式處理之。因此面

臨 FMC 整合服務之趨勢時，電話查號簿應採用何種方式，也是值得

關注的議題。 

綜合上述，電信號碼與異質網路整合的規管與技術議題息息相

關，同時也必須符合產業需求與保護消費者權益。 

(二) 商業模式議題 

匯流的主要成因來自於電信傳輸服務與應用的「數位化」，使得

在相同的封包基礎系統上，得提供連接導向傳輸與非連接導向傳輸。

因此，技術的匯流與市場的匯流，使得網際網路業者所主導的網際網

路商業模式與電信業者主導的電信商業模式形成相互競合的關係。 

匯流意味著原僅運用於傳統電信網路之 E.164 號碼，也將運用於

IP 網路的服務，此舉將導致市場的重大變革。網際網路商業模式所需

要的 IP 位址資源與電信商業模式使用的 E.164 號碼資源，將隨著市

場的匯流與技術的匯流，使得創新的匯流服務不再僅使用單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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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擁有號碼的 VoIP 服務，同時需要 IP 位址資源與 E.164 號碼資源。

因此，合理分配資源對網際網路商業模式與電信商業模式之競合關

係，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資料來源：ECC 

圖 2- 2 Internet 與 Teleco 商業模式之競合 

在 Internet 與 Teleco 商業模式中，電信服務或內容服務業者成為

既有電信網路業者的競爭對手，例如像 Skype、Google Talk 等 IT 應

用程式正和電信網路業者競爭國際電話服務。 

但從另一方面來看，電信和資訊科技匯流的新浪潮，亦將引導兩

種產業互相合作，配合用戶需求(尤其在企業市場)發展創新服務與應

用的契機，並可能在未來成為產業的成長動力。最近資通訊產業產業

提出稱為 Telco 2.0 的新商業模式，此模式意旨電信業者可藉由開放

服務生態鏈(open service ecosystems)、多供應商支持協議(multi-vendor 

support agreements)及第三方網際網路服務(third-party Internet-based 

services)來提供創新服務。為了滿足企業用戶在各層面安全、匯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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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服務需求，電信與資訊科技服務業者雙方均致力於應用智慧網

路(intelligent networks)及 Web 2.0 應用來提供各式匯流服務。 

Telco 2.0 模式關鍵成功因素包括： 

 兩個以上主要業者(網際網路、電信或資訊科技產業有)的加

入，因為這些業者相信無法憑一己之力(在品質、深度或時間

上)取得更好的發展。 

 整個遴選、談判和關係發展過程均需要高層管理者的參與，

包括聯合聲明、新聞發布。 

 著重於提供額外服務(而非單純的硬體或軟體)的業者關聯，並

且合作開發服務、拓展全球業務或進入新興市場。業者雙方

均貢獻智慧財產以進行合作發展與創新，而非簡單地進行技

術移轉、重新包裝或轉售。 

 雙方共同承擔風險與回報，可能包括營收、成本或資產分享。 

 雙方僅在目標或區隔的市場進行聯合營運或合作發展，但仍

在其他服務或非特定市場相互競爭。 

企業用戶是驅動 Telco 2.0 商業模式的主因之一，因而推動電信、

網際網路與資訊科技業者合力簡化服務並提供一個支援多供應商設

備的平台，相關的企業技術趨勢列表如下： 

 企業開始重視消費者保護運動； 

 數據、語音與影像的匯流； 

 企業開始使用社群網路與工具； 

 對網際網路應用的依賴增加(例如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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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與電信的聯合； 

 多供應商設備間的互通； 

 合作夥伴生態鏈； 

 雲端服務； 

 服務編排(service orchestration) ； 

 第三方開發者計畫； 

 整合通訊。 

大眾市場是 Telco 2.0 合作的另一個潛在誘因。英國通訊管理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於 2010 年 8 月的市場調查顯示，人

們使用電腦時，有 40%的時間是花在與其他人通訊，這些通訊主要經

由電子郵件、社群網路、即時通訊與電話/影像電話。傳統的通訊服

務無法完全滿足用戶需求，電信、網際網路與資訊科技業者聯合開發

匯流服務是一種趨勢。 

在 Telco 2.0 商業模式下，主管機關對服務編配號碼區塊可能採

用下列的做法： 

 對於服務品質、服務水準承諾和與傳統服務有明顯差異的匯

流服務(例如 VoIP)，可能有必要編配新號碼區塊以為消費者

最後購買服務的提醒，此為消費者優先政策(亦即，消費者在

簽訂新服務時能獲得適當資訊)。 

 對能承諾與傳統電信服務相同的服務品質與價格之匯流服

務，便能與既有服務編配相同的號碼區塊，此為投資優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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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對能提供與傳統電信服務相同或相似品質與價格的新服

務，在號碼的編配或指配提供無差別待遇。 

綜上，E.164 號碼的應用將不單只為單一的語音電話領域，也同

時應用於具有數據、影音或其他功能之領域。如此一來，電信號碼所

代表的服務資訊將隨之模糊化，既有號碼與單一網路的獨特連結關係

亦將漸漸消失，相關的議題包括原服務間及網路間的差異費率等。因

此，需要適度調整號碼編配規劃，以確保用戶或服務得以運用號碼資

源。 

二、 VoIP 

基於 VoIP 市場的顯著成長，歐盟進行公眾諮詢程序以妥善管理

VoIP 服務(“EC Consultation Document＂，歐盟諮詢文件)。歐盟諮詢

文件開啟一項基於 VoIP 挑戰的評論過程，得以提出 VoIP 管理的基本

指令。基於此種指令，業者有商業性的自主來提供服務。VoIP 之服

務可區分為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ECS)

和公眾電話服務(Public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PATS)兩大類，分

別有不同的要求： 

 只有 PATS 服務業者才需要提供號碼可攜服務，而電子通訊

服務則無。 

 只有 PATS 服務的客戶才有權在撥號前，要求預先選定業者。 

 只有 PATS 服務的客戶才有權刊登在公眾電話簿上。 

 只有 PATS 服務的業者才有義務提供緊急服務之接取功能。 

 只有 PATS 服務的業者才受到服務品質(QOS)的規範。 

自消費者的觀點而言，電子通訊服務與公眾電話服務並無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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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因此，歐盟建議成員國要求電子通訊服務業者，提供與公眾電

話服務差異的正確信息給消費者。換言之，歐盟不要求 ECS 提供緊

急電話、話中插接、受話號碼顯示等，但是要誠實告訴消費者不能隱

瞞。至於對 ECS 之配號，有下列幾種情況： 

 將城市或電話區域號碼配給 ECS 業者，並允許在特定地區可

提供移動性服務。 

 將城市或電話區域號碼配給 ECS 業者，並允許可提供全國性

的移動性服務。 

 將區域號碼配給 ECS 業者，但不允許提供移動性服務。 

 對 ECS 網路電話給予特定編碼。 

ITU 於 2009 年 Global Symposium for Regulators(GSR)討論文件

中，針對 VoIP 的市場週期，進一步提出監理法規方面的議題，詳如

表 2-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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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VoIP 週期與市場監理議題 

 
 

VoIP 服務市場可分成萌芽期、成長期與成熟期。在萌芽期，對

於 VoIP 服務應予以定義，並應考量 VoIP 服務的適法性、發照議題、

編碼議題、傳輸之 QoS 議題、普及服務議題、以及促進競爭、服務

創新與投資等議題；在 VoIP 服務成長期，則應思考接續費、普及服

務議題、傳輸之 QoS 議題、接取緊急服務與號碼可攜議題等；當 VoIP

服務進入成熟期時，接續費議題、位置相關資訊議題、傳輸安全性議

題、網路中立議題、消費者優先議題與如何促進服務市場發展等議題

則愈顯重要。 

所有議題中，最重要是 VoIP 服務是否應視為 PSTN 電話的替代

性服務，以及對於 VoIP 服務的規管方式，是否應有別於傳統的電話

服務。規管者重視既有業者與 VoIP 服務市場新參進者間，在普及服

務、緊急服務、號碼可攜因參進時間所造成的距離與差異。同時，規

管者也應避免過多不適當的涉入與管制，反而阻礙服務的創新與新業

者的參進，甚至成為業者投資與發展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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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NUM 

(一) ENUM 定義 

在資訊發達的時代中，每個人擁有許多身份識別，例如公司名

稱、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碼、e-mail 與行動號碼等，因為人類對

以上資訊的記憶有限，故致力於統一所有身分，以便能簡單的接取所

有資訊。電話號碼對應(Electronic Telephone Number Mapping, ENUM)

的創立是從如何能經由電話號碼接取許多資訊的假設開始，是橋接

PSTN 與 Internet 的潛在候選技術。ENUM 架構如圖 2- 3。 

 

 

 

 

 

 

資料來源：OVUM，本研究整理 

圖 2- 3 ENUM 結構 

ENUM 協定由網際網路工程任務編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之電信號碼對應工作小組所擬定，此小組主要職權為規

範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架構與協定，使電話號

碼有相對應的統一資源識別(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以聯

繫號碼相關的資源。RFC3761 所規範的公眾 ENUM，則為「國際公

共資料庫」連結電話號碼至網際網路名稱與其他網際網路有關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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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其他識別。「國際公共資料」是 e164.arpa 網域名稱系統(DNS)的

一部分，個別號碼例如 +34 98 765 4321 解析為網域名稱的資訊為： 

1.2.3.4.5.6.7.8.9.4.3.e164.arpa 

任一方可在網路上的資料庫查詢有關 ENUM 用戶之資料，資料

庫將回應有關該用戶的識別清單與網路有關之目的地，例如用戶的

email、行動電話號碼或網頁。這些特性可以用來建立與 ENUM 用戶

各種形式的通訊，如發信端消費者可以發送電子郵件給僅知受信端電

話號碼的 ENUM 用戶。 

ENUM 的潛在發展可能引起電信產業的重大改變，且不再經由

PSTN 而是使用網際網路作為語音通訊的主要傳輸媒介，使傳送更為

容易： 

 更廣泛地採用 IP 互連的加值服務； 

 消彌不同系統與業者間 PSTN 與 IP 路由資訊整合的需求； 

 減少 IP 互連服務的營運成本； 

 不須開發新的供應介面，整合全部用戶的路由資料，使管理

更加容易。 

(二) ENUM 實施方案 

ENUM 實施方案分為三類： 

 公眾 ENUM(又名使用者 ENUM)，試運轉國家包括：奧地利、

芬蘭、法國、德國、愛爾蘭、日本、荷蘭、波蘭、瑞典、韓

國、瑞士、英國、美國。 

 業者 ENUM：以 ENUM RFCs 之定義為標準，無任何業者／

基礎設施 ENUM 試運轉。雖然業者可以將其號碼和接取點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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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於其 DNS tree 形式的網路中，但由於 DNS tree 結構是可以

讓公眾接取的，所以業者的意願是相當重要的。 

 私人 ENUM：普遍認為是一個或更多的技術(包括 DNS )，允

許服務提供者以非公開的安全方式，將電話號碼轉變成 URI
資料。 

第 三 節 異質網路服務態樣 

一、 FMC 

並非所有的整合服務都包含上述四種 FMC 服務層級，而是將上

述的各層級組合起來，以達到服務所想要達到的目的。以下為 ETSI

描述之數種 FMC 服務整合態樣4，以更進一步了解整合服務。 

(一) 語音服務 

1. 態樣 A 

假設用戶已經向電信業者開通雙網 FMC 整合服務，用戶將可透

過固定式寬頻網路以及行動接取網路來使用語音或視訊通話服務。用

戶將被提供一個共同的家庭號碼(與該家庭單位舊有的 PSTN 號碼一

樣)以及家中每個成員一個個人行動(Mobile)號碼(與各用戶既有的

GSM 號碼一樣)。 

 發話時，假如使用市內電話撥號，則會透過固網向外發送通

話，對外顯示家庭號碼。 

 發話時，假如使用雙模手機撥號，對外顯示的號碼將會預設

為個人號碼，用戶可更改為顯示家庭號碼。對外發送通話則

可能透過固網來發送，也可能透過行動網路發送。 

                                                 
4參閱 ETSI TR 181 011 TISPAN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Requirements analysis；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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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 A 發話示意圖，如圖 2- 4： 

 

圖 2- 4 語音服務態樣 A 發話示意圖 

 受話時，假如對方撥打家庭號碼，可以透過固網接通市內電

話，或者透過固網在 WiFi 範圍內接通雙模手機，如果雙模手

機離開 WiFi 範圍，通話就會終止。 

  受話時，假如對方撥打個人號碼，可以透過固網在 WiFi 範圍

下接通雙模手機，如果雙模手機離開 WiFi 範圍，則可以透過

行動網路來接通雙模手機，但是過程通話會中斷。 

接聽電話服務示意圖，如圖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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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語音服務態樣 A 接聽示意圖 

2. 態樣 B 

態樣 B 與態樣 A 之差異僅在受話時，希望能達到無縫接取，亦

即假如對方撥打家庭號碼，可以透過固網接通市內電話，或者透過固

網在 WiFi 範圍下接通雙模手機，如果雙模手機離開 WiFi 範圍，則可

以透過行動網路來接通雙模手機。 

 受話時，假如對方撥打家庭號碼，可以透過固網接通市內電

話，或者透過固網在 WiFi 範圍下接通雙模手機，如果雙模手

機離開 WiFi 範圍，則可以透過行動網路來接通雙模手機，但

是過程通話會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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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話時，假如對方撥打個人號碼，可以透過固網在 WiFi 範圍

下接通雙模手機，如果雙模手機離開 WiFi 範圍，則可以透過

行動網路來接通雙模手機，但是過程通話會中斷。 

態樣 B 接聽示意圖，如圖 2- 6： 

 

圖 2- 6 語音服務態樣 B 受話示意圖 

(二) 交遞時不中斷的語音服務態樣 

假設用戶已經向電信業者開通雙網 FMC 整合服務，用戶將可透

過固定式寬頻網路以及行動接取網路，以使用語音或視訊通話服務。

用戶將被提供一個共同的家庭號碼(與該家庭單位舊有的市話號碼一

樣)以及家中每個成員一個個人行動(Mobile)號碼(與各用戶既有的

GSM 號碼一樣)，圖 2- 7，詳細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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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用戶使用多模手機時，可以透過固網在 WiFi 範圍內接通多

模手機。 

 當用戶離開 WiFi 範圍，則可以透過行動網路來接通多模手

機，中間過程不會中斷。 

 

圖 2- 7 交遞時不中斷的語音服務態樣示意圖 

(三) 視訊通話服務 

1. 視訊通話服務態樣 A 

假設用戶已經向電信業者開通雙網 FMC 整合服務，用戶將可透

過固定式寬頻網路以及行動接取網路來使用語音或視訊通話服務。在

視訊通話服務態樣 A 中，討論的是同時啟用視訊服務的情況，如圖

2- 8，詳細說明如下： 

 假設一個商業用戶已經申辦由固網業者所提供的雙網 FMC

整合服務。 

 用戶與他人進行視訊通話。 

 在由固網業者提供 WiFi 覆蓋範圍內時，用戶透過固網來維持

視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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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用戶處於移動的狀態，當用戶要將要離開 WiFi 覆蓋範圍

時，將會收到一則簡訊，詢問是否要繼續維持視訊服務，或

是僅保留語音通話服務。 

 若用戶選擇「維持視訊服務」，則視訊服務繼續維持，接取

網路則改由其它無線寬頻業者(例如:WiMAX、HSPA)提供，

用戶將被索取較高的費用。 

 若用戶選擇「不維持視訊服務」，則視訊服務中斷，語音服

務將繼續維持，接取網路則改由其它無線寬頻業者(例如: 

WiMAX、HSPA)提供。 

 當用戶進入到公司 WiFi 的覆蓋範圍時，用戶終端設備會自動

切換，改由接取該公司提供的固網。 

 上述切換的過程可由用戶自行設定，或改由手動切換。 

 

資料來源：ETSI 

圖 2- 8 視訊通話服務態樣 A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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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訊通話服務態樣 B 

假設用戶已經向電信業者開通雙網 FMC 整合服務，用戶將可透

過固定式寬頻網路以及行動接取網路來使用語音或視訊通話服務。在

視訊通話服務態樣 B 中，討論的是同時啟用視訊服務的情況如圖 2- 

9，詳細說明如下： 

 假設一個商業用戶已經申辦由固網業者所提供的雙網 FMC

整合服務。 

 用戶與他人進行視訊通話。 

 在由固網業者提供 WiFi 覆蓋範圍內時，用戶透過固網來維持

視訊服務 

 假設用戶處於移動的狀態，用戶要離開 WiFi 覆蓋範圍前，終

端設備將循周遭訊號最好的 WiFi，透過交遞機制(handover)

改由透過另外一個 WiFi 來接取網路以使用服務，直到周遭沒

有其它 WiFi 可以提供服務為止。 

 當用戶要將要離開 WiFi 覆蓋範圍時，將會收到一則簡訊，詢

問是否要繼續維持視訊服務，或是僅保留語音通話服務。 

 若用戶選擇「維持視訊服務」，則視訊服務繼續維持，接取

網路則改由其它無線寬頻業者(例如： WiMAX、HSPA)提

供，用戶將被索取較高的費用。 

 若用戶選擇「不維持視訊服務」，則視訊服務中斷，語音服

務將繼續維持，接取網路則改由其它無線寬頻業者(例如： 

WiMAX、HSP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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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用戶進入到公司 WiFi 的覆蓋範圍時，用戶終端設備會自動

切換，改由接取該公司提供的固網。 

 上述切換的過程可由用戶自行設定，或改由手動切換。 

 
資料來源：ETSI 

圖 2- 9 視訊通話服務態樣 B 示意圖 

(四) 多媒體訊息服務 

假設用戶已經向電信業者開通雙網 FMC 整合服務，用戶將可透

過固定式寬頻網路以及行動接取網路來使用多媒體訊息服務。態樣四

討論的是用戶使用多媒體訊息服務的情況，如圖 2- 10，詳細說明如

下： 

 假設用戶在商店，雙模手機透過店家的 WiFi 接取到固網來傳

送圖片訊息給友人。 

 友人只有一般的行動終端設備(僅能透過行動網路接收或使

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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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在接到多媒體訊息後，以文字簡訊回覆。 

 

資料來源：ETSI 

圖 2- 10 多媒體訊息服務示意圖 

(五) 多媒體內容服務 

假設用戶已經向電信業者開通雙網 FMC 整合服務，用戶將可透

過固定式寬頻網路以及行動接取網路來接受多媒體內容服務。態樣五

討論的是用戶使用 IPTV 服務的情況，用戶可以使用兩種情況來接受

IPTV 的服務，如果在家中(靜止的狀況下)，用戶可以透過 IPTV 業者

所提供的機上盒(Set Top Box, STB)連接到家中的無線網路，接取固網

接受 IPTV 服務；如果用戶要出門(移動的狀況下)，用戶可以透過雙

模的行動裝置連接到其它無線寬頻網路(例如：WiMAX、HSPA)，接

取固網或是行動網路接受 IPTV 服務。 

 用戶目前在家中使用 IPTV 來觀賞電視節目，此時是透過

IPTV 業者所提供的 STB 連接到家中的無線網路，接取固網

接受 IPTV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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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用戶臨時需要出門，可以透過行動裝置繼續觀看電視節

目，此時節目內容將由電視切換到雙模的行動裝置上，亦可

可能透過家中的無線網路，接取固網之 IPTV 服務；也有可能

是透過其它無線寬頻網路(例如：WiMAX、HSPA)，接取固

網或是行動網路接受 IPTV 服務。 

 用戶在 STB 上進行相關設定，傳送切換接收服務的終端設備

訊息給網路業者。 

 業者接到訊息後，回傳確認切換終端設備的訊息給用戶。 

 用戶透過訊息確認切換終端設備，此時便可進行終端設備的

切換。 

 當用戶離開家裡，可以繼續使用行動裝置觀看電視節目，透

過其它無線寬頻網路(例如：WiMAX、HSPA)，接取固網或

是行動網路接受 IPTV 服務。 

 上述之接取網路的切換，可能是透過網路的控制原件自動進

行切換，用戶也可以透過手動的方式來選擇想要使用的接取

網路。 

二、 VoIP 

依據 ERG 報告定義5，將 VOIP 依 PSTN(Public Service Telephone 

Network)發話/受話進行分類，則可分成 4 類： 

 類別 1: PC to PC。此類 VoIP 服務，並不接取 PSTN 網路，也

不接聽 PSTN 的受話，因此並不使用 E.164 號碼，利用用戶

在彼此的電腦上，安裝相同通訊軟體，進行點對點語音通信

                                                 
5 參閱 ERG COMMON POSITION ON V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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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更甚者，採用集中式的架構，建置語音通話管理伺服

器、訊務資料庫或路由器。 

 類別 2: Outbound voice。即可撥打 PSTN 之 VoIP 服務，但沒

有提供 E.164 號碼。 

 類別 3: Inbound voice。可以接聽經由 IP 網路或 E.164 號碼之

PSTN 或行動通信網路受話。 

 類別 4: Voice telephony。此類型 VoIP 服務，提供 E.164 號碼，

可以撥打或接聽來自 PSTN、行動通信網路的電話。此類型

VoIP 服務亦包含傳統的 PATS(Publicly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s)服務或類似PTAS服務的VoB(Voice over Broadband)

服務。 

表2- 2 VoIP服務之分類 

 發話至

PSTN 
接聽來自

PSTN電話 
是否需要編配E.164 號碼 

類別1 x x x 
類別2 v x x 
類別3 x v v 
類別4 v v v 
資料來源：ERG 

雖然 VoIP 服務能經由 SIP URIs，E.164 號碼等來進行定址

(Addressing)，但當需要接聽傳統電話的受話時，即 VoIP 服務類型中

的類別 3 與類別 4，E.164 號碼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三、 物聯網 

ETSI 責成的 M2M 技術委員會(M2M TC)研究機器對機器技術的

標準化研究工作，考慮目前繁雜且各自獨立的 M2M 相關標準，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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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無線介面、網格、路由和標識機制等，這些標準主要是針對某些

特定應用場景，彼此間並不具相依性。ETSI M2M 技術委員會將致力

於統整這些相對分散的技術和標準，試圖找出統一標準化的方案。 

ETSI M2M TC 也與 ETSI NGN 研究小組以及 3GPP M2M 工作小

組共同進行研究，M2M TC 負責從利益相關者收集與制定 M2M 服務

及其運營需求。此外，目前已提出五種 M2M 服務應用實例，並據此

同步進行服務需求和體系架構標準化工作，但目前為止尚未開始涉及

具體技術。以下為五種 M2M 服務應用實例： 

(一) 智慧量表 (Smart Metering) 

 
資料來源：ETSI 

圖 2- 11 智慧量表 

以節能減碳為出發點，經由數位化的智慧量表控制家中的能源消

耗設備(如水、電、瓦斯等)，智慧型電表具備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之溫控、家庭能源顯示、能源消耗計量、負荷控制等功能，可提供用

戶經由預先設定或是遠端控制家中的能源消耗設備，達到節約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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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二) 電子化健康關懷系統(e-Health) 

 
資料來源：ETSI 

圖 2- 12 電子化健康關懷系統 

由病患的觀點，以隨時隨地的關懷為考量，利用各種無線的醫療

監測設備(如血壓計等)，提供遠程醫療回報病患健康資訊的功能，使

得醫療行為並不一定需要在醫院，也可以在家中或外出時，隨時隨地

對病患進行病況掌握與分析，提供無微不至的醫療關懷，同時也可以

降低醫療保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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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者連結(Connected Consumer) 

 
資料來源：ETSI 

圖 2- 13 消費者連結 

消費者連結概念源於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在高度 IP 化的通訊

網路中，消費者可以經由任何無線終端裝置，以及任何的網路介面(包

含固網、無線網路)相互連結與進行通訊，進行內容與資料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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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動化載具管理系統(AutoMotive) 

 
資料來源：ETSI 

圖 2- 14 自動化載具管理系統 

提供陸海空運自動化的監控管理系統，例如目前 M2M 最普遍流

行的車輛監控管系統，具體的應用包含導航、車流量控制、車輛狀況

回報與防盜等功能。另外船舶港口也可以經由 M2M 技術達到航運監

控或是物流管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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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動化城市(City Automation) 

 
資料來源：ETSI 

圖 2- 15 自動化城市 

以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為出發點，節能減碳也是重點考量之一，

所不同的是，智慧量表乃以家庭為中心，而自動化城市將擴及至整個

城市甚至是國家，例如路燈控制等方面公共場所的自動化應用。 

第 四 節 異質網路價值鏈整合 

一、 固網與行動網路匯流趨動力 

促成固網以及行動網路匯流的趨動力可歸類成四項： 

1. 技術普及與商業化 

無線寬頻接取技術的普及化與商業化，如 WLAN，讓固網的服

務得以延伸而具移動性，再加上行動通訊技術的發展，如 HSPA、LTE

等，均是 FMC 服務發展的原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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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信業者策略定位 

雙方各自有其動機發展 FMC，如表 2- 3。 

表 2- 3 固網與行動業者發展動機 

固網業者的角度 行動業者的角度 
1. 用戶數的成長呈現停滯的狀

況。 
2. 固網的收入不斷移轉到行

動，行動收入所佔的比例已經

超越固網，成為電信業者主要

收入來源。 
3. 積極與行動網路進行整合以

求生存 

1. 雖然市場成長快速，但激烈的

競爭環境中拆機率(churn rate)
高。 

2. 行動數據服務收取費用高，但

品質卻不佳。 
3. 與固網業者整合有利於節省

成本(網路基礎設施共用)，共

享銷售通路，並有助於取得消

費者的信心。 
 

3. 用戶的需求 

用戶對移動性(Mobility)、可攜性(Portability)、高傳輸速度(High 

speed)的需求，也成為 FMC 的推力之一，除了能使用高速的固網服

務，用戶還希望能用可攜帶的終端設備(如筆記型電腦、PDA 等)或是

使用手機透過無所不在的無線/行動網路，享用到與固網相同品質的

服務。 

4. 政策法規 

主管機關的態度在 FMC 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整

個匯流的過程中，由於技術的匯流、服務的匯流、乃致於產業的匯流，

其多樣性與複雜的程度較難掌控，過多的監理手段很容易扼殺新興服

務的發展。因此，多數先進國家多認為政策法規的鬆綁(de-regulation)

較有利於 FMC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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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價值鏈重整 

當產業間發生融合匯流時，原本的產業間區隔將漸漸模糊化，透

過整合原本創造附加價值的商業流程，進而形成新的產業價值鏈，該

過程稱為價值鏈重整(Value Chain Reconfiguration)。價值鏈重整可分

成五種類型： 

1. 逆向式重整(Flowing backward) 

係指價值鏈的思考起始點並非從產品的角度出發，而是以消費者

的角度為出發點，思考怎樣的產品才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因此，整個

價值鏈需要重新定義與設計。舉例來說，DELL 的訂單式生產(BTO; 

Build to Order)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 

2. 分解式重整(Dismantling) 

將現有價值鏈分解後，將資源集中在最具價值與優勢的部分，以

取得產業價值鏈的優勢地位，其餘較不具優勢的部分則外包給其他廠

商以降低成本。舉例來說，第三方物流(third-party logistics;3PL)就是

典型的例子。 

3. 整合式重整(Integrating) 

指透過從單純交易進而形成聯盟的方式，與其它業者發展合夥與

合作的關係，共同為消費者創造價值。通常會藉由外包或是策略聯盟

的方式形成這種價值鏈的重整。最好的例子為 Cisco 的 MCO 

(Manufacturing Connection Online)，藉由有效使用資訊科技而達到無

縫隙整合的供應鏈模式。 



第 78 頁 

4. 移除式重整(Eliminating) 

指將價值鏈中較不具效率的部分移除，簡化價值鏈。 

5. 置入式重整(Inserting) 

指在產業價值鏈中加入創造新的附加價值之廠商。 

三、 固網與行動匯流價值鏈 

電信產業的價值鏈可分成兩個部分，一是內容服務與應用服務、

另一部分是基礎網路設備與存取設備。在過去，不論是在固網或是行

動網路的價值鏈中，基礎網路設備與存取設備皆被視為比較重要的部

分，然而，匯流後的價值鏈，則將以內容服務與應用服務較為重要。

FMC 價值鏈請參考圖 2- 16。 

 

圖 2- 16 FMC 價值鏈 

在形成 FMC 的過程中，固網的價值鏈將被改變。首先，內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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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及應用服務將成為建構價值鏈的起點，原因是消費者真正重視的

是 FMC 後，業者能提供什麼樣的服務，能否滿足消費者多樣化服務

的需求，至於業者使用哪種傳輸方式或傳輸網路，對消費者來說並不

重要。在這種情況下，便是逆向式的價值鏈重整。 

若達整合匯流時，固網與行動網路將提供無縫隙的網路服務給消

費者，因此，固網與行動電信業者將與內容服務供應商、應用服務供

商商、中介軟體供應商6等新介入產業價值鏈的業者進行合作聯盟或

整合，前者稱之為整合式的價值鏈重整，後者則稱為置入式的價值鏈

重整。 

行動業者的情形與固網業者並無太大差異，同樣有逆向式價值鏈

重整、整合式價值鏈重整與置入式價值鏈重整的情形發生。然而，行

動上網的發展較固網上網晚些，價值鏈的發展尚不如固網來得成熟，

因此行動業者有必要強化行動數據上網的價值鏈，例如行動服務/內

容供應商、中介軟體供應商在價值鏈的角色已愈來愈重要。 

在傳統的行動通信價值鏈中，並沒有入口網站(Internet Portal)的

存在。入口網站係指提供電子郵件、新聞、購物、網絡搜索和許多其

他網上產品和服務給消費者的網站。原本僅在固網價值鏈中，但一旦

引進 3G 技術後，消費者想透過手機行動上網的方式使用服務，入口

網站將成為不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在 FMC 服務發展的趨勢下，整

合式的入口網站(同時提供固網用戶與行動用戶服務的入口網站)將扮

演價值鏈中相當重要的角色，也是業者的商機所在。 

總體來說，我們可以發現在 FMC 的價值鏈中，內容以及應用服

                                                 
6 Middleware 即中介軟體，介於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中間的軟體，其目的是為了解決程式設計者

必須面對不同的作業系統平台、不同網路協定以及不同的資料庫管理系統而發展出來，讓使用者

所使用或所開發的應用程式可以單純化。中介軟體供應商包括 IBM, Oracl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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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部分將越來越重要，未來在此價值鏈中的成員將積極投入或與內

容供應商及應用服務供應商合作，甚至透過聯盟與併購的方式跨足經

營，以取得競爭的優勢地位。 

第 五 節 異質網路整合之電信編碼選項與分析 

一、 FMC 

依據 ECC 研究報告定義7，將 FMC 服務態樣區分如下： 

(一) 雙模分離型服務 (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用戶購買雙模手機，向不同的固網業者與行動業者申請服務，撥

打電話時，由用戶依據目前的位置以及所使用的費率來決定使用固網

或是行動業者提供的服務。其編碼方案 A 與分析如表 2- 4。 

                                                 
7 參閱 ECC Report 126(FIXED-MOBILE CONVERGENCE with survey of NUMBERING RELATED 

ISS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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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雙模分離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與分析 

A. 雙模分離型服務 
網路使用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分別是

由兩家不同的業者所提供。 
 由用戶選擇欲接取的網路。 

使用的號碼 行動號碼、固網號碼 
受話 兩種網路以及兩種號碼皆可使用。 
固網號碼 在特定地點撥打 FMC 用戶的固網號碼，FMC 用戶

可依據通話成本轉送到其它網路，例如行動網路。 
行動號碼 經由行動網路撥打 FMC 用戶的行動號碼，與在行動

網路範圍內撥打一般電話無異。 
發話 兩種網路皆可使用。 
固定網路 發話地點在固網的熱點範圍內時，可經由固網發話。

行動網路 發話地點在熱點範圍外時，則經由行動網路。 
CLI  兩種號碼皆可使用。 

 使用固網時，固網號碼是 CLI；使用行動網路

時，行動號碼是 CLI。如同現行的設定。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使用特定的網路費率(如同發話給非 FMC 用戶)。 
由 FMC 發話 使用特定的網路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不受影響。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不受影響。 
黃頁服務 不受影響。 
備註  

(二) 雙模連結型服務 (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固網業者與行動業者合作提供單一的服務，由系統端依據網路狀

況決定要接取的網路。除此之外，藉由不同的技術，可以進行網路切

換時的交遞(hand-over)。通常在無線熱點(hot spot)的範圍內，此方案

可以提供在＂home-zone＂的用戶有機會使用較低的固網費率來撥打

電話。在某些情況，用戶可從＂home-zone＂擴及到任何地點接取固

網。其編碼方案 B1~B7 與分析，分別如如表 2- 5~表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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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1 與分析 

B1.雙模連結型服務:僅使用固網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定

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FMC 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

選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的

交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僅固網號碼 
受話  
固網號碼 唯一的方案。 
行動號碼 未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固網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如同撥打地理號碼的費率。假如 FMC 用戶通話於行

動網路受話，則額外的成本由 FMC 用戶負擔。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於不同的網路(行動或固網)受話，將影響接續費率

(termination rate)。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特別

是當用戶使用「固網號碼」，卻經由「行動網路」

發話時。 
 緊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顯示「固網號碼」

的呼叫是由「行動網路」發話。此資訊可經由

其它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在行動網路傳輸的固網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對於要在行動網路上使用固網號碼(將固網號碼攜

帶到行動網路)，必須要將編碼計畫以及對與地理性

號碼有關的號碼指配政策的影響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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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2 與分析 

B2. 雙模連結型服務:僅使用行動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

定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FMC 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

選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間

之交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僅行動號碼 
受話  
固網號碼 未使用。 
行動號碼 唯一的方案。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行動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如同撥打一般用戶的行動號碼費率。唯一有影響的

情況是，當經由固網接聽時，發話端仍然是被收取

行動的費率。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於不同的網路(行動或固網) 受話，將影響接續費率

(termination rate)。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特別

是當用戶使用「行動號碼」，但卻經由「固網」

發話。 
 緊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顯示「行動號碼」

的呼叫是由「固網」發話。此資訊可經由其它

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在固網傳送的行動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對於要在固網上使用行動網路號碼，亦即將號碼從

行動網路攜帶到固網。這必須將編碼計畫以及對與

地區性號碼有關的號碼指配政策的影響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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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3 與分析 

B3. 雙模連結型服務:使用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

定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FMC 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

選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間

之交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一個新編碼範圍內的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下的新

號碼 
唯一的方案。 

固網號碼 未使用。 
行動號碼 未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新編碼範圍內的新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須定義新編碼範圍的新費率方案。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須定義新編碼範圍的新接續費率方案。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新號

碼可能是透過固網或行動網路發話。 
 即使緊急通話中心知道這通呼叫是來自 FMC

服務用戶，但緊急通話中心仍須知道發話的網

路類型為何。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新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終端用戶必須改變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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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4 與分析 

B4. 雙模連結型服務:整合固網號碼與行動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定

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FMC 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選

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間之交

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一組固網號碼或一組行動號碼 
受話  
固網號碼 可能被使用。 
行動號碼 可能被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使用固網時，固網號碼是 CLI；使用行動網路時，行

動號碼是 CLI。 
零售費率  
發話給FMC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如同撥打一般地理性號碼的費

率。若 FMC 服務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電話，

則額外的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用戶承擔。 
 撥行動網路號碼時，如同撥打一般行動號碼的費

率。但如果 FMC 服務的用戶在接聽電話時，是

接取固網來接聽，則費用仍然依照撥打行動號碼

的費率計算。 
由FMC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於不同的網路(行動或固網) 受話，將影響接續費率

(termination rate)。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成影

響。或許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以行動號碼透

過固網發話，或是以固網號碼透過行動網路發話，緊

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電話的發話網路型態。此資

訊可經由其它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使用在行動網路進行傳送的固網號碼與使用在固網

進行傳送的行動網路號碼，都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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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5 與分析 

B5. 雙模連結型服務:整合固網號碼與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定

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FMC 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

選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間

之交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一組固網號碼或一組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下的新

號碼 
可能被使用。 

固網號碼 可能被使用。 
行動號碼 未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依據所使用網路的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與撥打一般地理性號碼的費

率一樣。若 FMC 服務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電

話，額外的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的用戶承擔。

 撥新號碼時，須定義新的計費方式。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於不同的網路(行動或固網) 接聽電話，將影響

接續費率(termination rate)。 
 須定義新號碼範圍的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

戶使用固網號碼，但卻經由行動網路發話。新

號碼則可能是透過固網或行動網路發話。 
 即使緊急通話中心知道這通呼叫是來自 FMC

服務用戶，但緊急通話中心仍須知道發話的網

路類型為何。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行動網路上傳送固網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新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引進新號碼給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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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6 與分析 

B6. 雙模連結型服務:整合行動號碼與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定

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選

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間之

交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一組行動號碼、來自新範圍的新號碼 
受話  
來自新範圍的新號

碼 
可能被使用。 

固網號碼 未使用。 
行動號碼 可能被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依據所使用網路的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行動號碼時，如同撥打一般用戶行動號碼

的費率。若 FMC 服務用戶使用固網接聽電話，

則費用仍然依照撥打行動號碼的費率計算。 
 撥新號碼時，須定義新的計費方式。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於不同的網路(行動或固網) 接聽電話，將影響

接續費率(termination rate)。 
 須定義新號碼範圍的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

戶使用行動號碼，但卻經由固網發話。新號碼

則可能是透過固網或行動網路發話。 
 即使緊急通話中心知道這通呼叫是來自 FMC

服務用戶，但緊急通話中心仍須知道發話的網

路類型為何。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固定網路上傳送行動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會影響新號碼對電話簿編列。 
備註 引進新號碼給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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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 雙模連結型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B7 與分析 

B7. 雙模連結型服務:整合固網號碼、行動號碼與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與經由無線網路接取的固網。 

 受話時：由 FMC 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偏好決定

受話端使用的號碼以及轉發通話。 
 發話時：FMC 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

選擇。通常服務供應商也要能提供異質網路間

之交遞(hand-over)。 
使用的號碼 一組固網號碼、行動號碼或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下的新

號碼 
可能被使用。 

固網號碼 可能被使用。 
行動號碼 可能被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可能被使用。 
行動網路 可能被使用。 

CLI 依據所使用網路的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如同撥打一般地理性號

碼的費率。若 FMC 服務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

電話，額外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的用戶承擔。

 撥打「行動號碼」時，如同撥打一般用戶行動

號碼的費率。若 FMC 服務用戶使用固網接聽電

話，則費用仍然依照撥打行動號碼的費率計算。

 撥打新號碼時，須定義新的計費方式。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 

互連與接續費  於不同的網路(行動或固網) 接聽電話，將影響

接續費率(termination rate)。 
 須定義新號碼範圍的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

戶使用行動號碼，但卻經由固網發話。 
 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戶使用固

網號碼，但卻經由行動網路發話。 
 新號碼則可能是透過固網或行動網路發話。 
 即使緊急通話中心知道這通呼叫是來自 FMC

服務用戶，但緊急通話中心仍須知道發話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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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類型為何。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在固網上傳送的行動號碼與在行動網路上傳送的固

網號碼、新號碼，皆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引進新號碼給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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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模服務 (Single mode service)： 

經 由 行 動 網 路 來 使 用 單 一 的 服 務 模 式 。 舉 例 來 說 ，

在＂home-zone＂可能同時有固網與行動網路，且行動網路的通話費

用可能較低。其編碼方案 C1~C7 與分析，分別如表 2- 12~表 2- 18。 

表 2- 12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1 與分析 

C1. 單模服務:使用固網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固網號碼 
受話  
固網號碼 唯一方案。 
行動號碼 未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未使用。 
行動網路 唯一方案。 

CLI 固網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如同撥打一般地理性號碼的費

率。但如果 FMC 服務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電話，

額外的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的用戶承擔。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通話是透過行動網路接取，撥打的號碼是固網號碼

時，會影響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

戶使用固網號碼，但卻經由行動網路發話。 
 緊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顯示固網號碼的呼

叫是在行動網路發話。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

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在行動網路上傳送固網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對於在行動網路上使用固網號碼(將固網號碼攜帶

到行動網路)。必須考量編碼計畫，以及延伸至區域

號碼的號碼指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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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3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2 與分析 

C2. 單模服務:使用行動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行動號碼 
受話  
固網號碼 未使用。 
行動號碼 唯一方案。 

發話  
固定網路 唯一方案。 
行動網路 未使用。 

CLI 行動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如同撥打一般用戶的行動號碼的費率。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不受影響。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不受影響。 
黃頁服務 不受影響。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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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4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3 與分析 

C3. 單模服務:使用新編號碼範圍中的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新號碼範圍的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下的新

號碼 
唯一方案。 

固網號碼 未使用。 
行動號碼 未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未使用。 
行動網路 唯一方案。 

CLI 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須定義一個的新計費方式。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須定義的新接續費率計費方式。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使用行動網路撥打緊急電話時，新的號碼會對位置

的判斷造成影響。 
黃頁服務 使用新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終端用戶需要改變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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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4 與分析 

C4. 單模服務:整合固網號碼與行動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行動號碼、固網號碼 
受話  
固網號碼 可能被使用。 
行動號碼 可能被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未使用。 
行動網路 唯一方案。 

CLI 行動號碼、固網號碼皆有可能被使用。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如同撥打地理性號碼的

費率，若 FMC 服務的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電

話，額外的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的用戶承擔。

 如果撥打「行動號碼」，則與撥打行動號碼費率

一致。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由固網號碼受話，通話是透過行動網路接取，會影

響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到最近的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

成影響。可能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

戶使用固網號碼，但卻經由行動網路發話。 
 緊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顯示固網號碼的呼

叫是在行動網路發話。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

方案解決。 
黃頁服務 在行動網路上傳送固網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對於在行動網路上使用固網號碼(將固網號碼攜帶

到行動網路)。必須考量編碼計畫，以及延伸至區域

號碼的號碼指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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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6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5 與分析 

C5. 單模服務:整合固網號碼與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固網號碼、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下的新

號碼 
可能被使用。 

固網號碼 可能被使用。 
行動號碼 未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未使用。 
行動網路 唯一方案。 

CLI 固網號碼、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可供使用。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如同撥打地理性號碼的

費率，若 FMC 服務的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電

話，額外的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的用戶承擔。

 撥打「新號碼」時，須定義新號碼的新計費方

式。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受話號碼是固網號碼，通話是透過行動網路接取

時，會影響接續費用。 
須定義新號碼的新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至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成影

響。或許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戶使

用固網號碼，但卻經由行動網路發話。 
 緊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顯示固網號碼的呼

叫是在行動網路發話。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

方案解決。 
 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會對位置的判斷產生影

響。 
黃頁服務  行動網路上傳送固網號碼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新編碼可能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對於在行動網路上使用固網號碼(將固網號碼

攜帶到行動網路)。必須考量編碼計畫，以及延

伸至區域號碼的號碼指配政策。 
 需要引進新號碼供用戶使用。 



 第 95 頁 

表 2- 17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6 與分析 

C6. 單模服務:整合行動號碼與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行動號碼、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的新號

碼 
可能被使用。 

固網號碼 未使用。 
行動號碼 可能被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未使用。 
行動網路 唯一方案。 

CLI 行動號碼、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可供使用。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行動號碼」時，如同撥打行動號碼的費

率。 
 撥打「新號碼」，須定義新號碼的新計費方式。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須定義新號碼的新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會對位置的判斷產生影響。 
黃頁服務 新編碼可能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引進新號碼供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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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8 單模服務電信編碼選項 C7 與分析 

C7. 單模服務:整合固網號碼、行動號碼與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 
使用的網路 行動網路。 
使用的號碼 固網號碼、行動號碼或新號碼 
受話  
新編碼範圍的新號

碼 
可能被使用。 

固網號碼 可能被使用。 
行動號碼 可能被使用。 

發話  
固定網路 未使用 
行動網路 唯一方案。 

CLI 固網號碼、行動號碼或新號碼皆可供使用。 
零售費率  
發話給 FMC 用戶  撥打固網號碼時，如同撥打地理性號碼的費

率。若 FMC 服務用戶使用行動網路接聽電話，

額外的費用由使用 FMC 服務的用戶承擔。 
 撥打行動號碼時，如同撥打行動號碼的費率。

 撥打「新號碼」時，須設計新號碼的計費方案。

由 FMC 用戶發話 依據 FMC 用戶的網路使用條款。當通話發生

在”home-zone”，可能會產生不同費率。 
互連與接續費 受話號碼是固網號碼，通話是透過行動網路接取

時，會影響接續費用。 
須定義新號碼範圍的接續費用。 

合法的監聽行為 不受影響。 
連接緊急通話服務  會對發話至緊急通話中心的通話路由造成影

響。或許會對位置的判斷造成影響，當用戶使

用固網號碼，但卻經由行動網路發話。 
 緊急通話中心必須知道這通顯示固網號碼的呼

叫是在行動網路發話。此資訊可經由其它技術

方案解決。 
 新編碼範圍的新號碼會影響位置的判斷。 

黃頁服務  使用在行動網路進行傳送的固網號碼會影響電

話簿編列。 
 新編碼可能會影響電話簿編列。 

備註  對於在行動網路上使用固網號碼(將固網號碼

攜帶到行動網路)。必須考量編碼計畫，以及延

伸至區域號碼的號碼指配政策。 
 引進新號碼給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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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FMC 編碼選項優缺點比較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應能夠讓用戶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在所

處的網路範圍內可利用匯流形式的用戶終端設備與靈活的接取方

式，能夠無縫隙漫遊、無縫隙交遞，以提供個人化的電子通訊服務。

茲將依據前述三種 FMC 服務之編碼選項綜整分析如下： 

雙模分離服務並不算是「真的」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因為用戶

依舊在固網與行動網路分別使用固網號碼與行動號碼進行發話與受

話。而單模服務乃是以行動網路模擬固網服務(home-zone 觀念)，此

單模服務方式為進入 FMC 服務先期服務態樣，僅雙模連結模式方屬

真正 FMC 服務。故本研究針對雙模連結服務編碼選項之優缺點進一

步分析： 

表 2- 19 僅使用固網號碼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簡單明瞭 
 唯一的 CLI 

 在行動網路使用固網號碼，電信號碼必

支援固網與行動號碼可攜(FMNP)。 
 可能會影響判斷緊急服務的通話位置。

 未 FMNP 前，用戶須負擔 home-zone
到所在位置的轉接費用。 

 未 FMNP 前，發話方不易了解受話方

是否為 FMC 服務。 

 

表 2- 20 僅使用行動號碼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簡單明瞭 
 唯一的 CLI 
 讓消費者清楚辨識此服務具備

行動性 

 在固網使用行動號碼，電信號碼必須支

援固網與行動號碼可攜(FMNP)。 
 可能會影響判斷緊急服務的通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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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1 編配新號碼範圍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簡單明瞭 
 唯一的 CLI 

 

 須規劃新的號碼範圍。 
 用戶需改變使用號碼。 
 可能會影響緊急服務，因為無法判斷通

話位置。 

 

表 2- 22 結合固網與行動號碼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 
 在固定網路使用固網號碼 
 在行動網路使用行動號碼 

 

 如何選擇 CLI 
 在行動網路使用固網號碼，電信號碼必

須支援固網與行動號碼可攜(FMNP)。
 可能會影響路由至鄰近的緊急服務中

心與位置判斷。 

 

表 2- 23 結合固網與新號碼範圍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在固定網路使用固網號碼 

 
 須規劃新的號碼範圍。 
 用戶改變使用號碼(使用新號碼範圍

時)。 
 如何選擇 CLI。 
 在行動網路使用固網號碼，電信號碼必

須支援固網與行動號碼可攜(FMNP)。
 可能會影響路由至鄰近的緊急服務中

心與位置判斷。 

 

表 2- 24 結合行動與新號碼範圍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在行動網路使用行動號碼 

 
 須規劃新的號碼範圍。 
 用戶改變使用號碼(使用新號碼範圍時)。
 如何選擇 CLI。 
 可能會影響路由至鄰近的緊急服務中心與

位置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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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5 結合固網、行動與新號碼範圍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在固定網路使用固網號碼 
 在行動網路使用行動號碼 

 

 須規劃新的號碼範圍。 
 用戶改變使用號碼(使用新號碼範圍

時)。 
 如何選擇 CLI。 
 在行動網路使用固網號碼，電信號碼必

須支援固網與行動號碼可攜(FMNP)。
 可能會影響路由至鄰近的緊急服務中

心與位置判斷。 

 

二、 VoIP 

VoIP 服務號碼的編配可能採用現有的服務的號碼範圍，有的可

能並不適合，端看 VoIP 服務的服務類型而定。為了儘可能包含分封

交換網路語音服務，在大多數國家需要適度變更其編碼計畫。可以通

過改變一個或多個現有號碼範圍標準，或者依新服務的特性，建立一

個新的編碼範圍標準，或者二種方式兼採之。以下分述 VoIP 服務編

配該號碼區塊時，應考量的標準： 

(一) 地理性號碼編配標準： 

 與固定位置/地點相關的語音、傳真服務與數據服務； 

 公眾網路和終端設備可以連接到固定位置識別點，該點位於

一個特定的(地理)區域且具有區域碼； 

 地理性號碼包含區域碼和用戶號碼，區域碼則與地理區域有

很強的連結關係。 

(二) 行動電話號碼編配標準： 

 為非固定地點語音、傳真、簡訊、多媒體和數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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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正進行長距離行動時，仍可使用該服務； 

 在一些國家：提供全國性服務； 

 在一些國家：該服務需要無線電頻率波段的使用授權。 

(三) 個人號碼編配標準 

 個人相關之服務； 

 個人所有設備之轉譯服務，可設定各種變數，如時間，日期

和地點等； 

 一些國家用於個人助理服務(personal assistant services)，如語

音信箱； 

 經由號碼轉譯，可以單一號碼作為多種類型終端設備的定址。 

(四) 新號碼範圍編配標準 

 上述編碼標準所及，均可分別編配新的號碼範圍 

雖然 VoIP 服務可以編配地理性號碼、行動電話號碼、個人號碼

以及新的號碼區塊，但大部分的國家以編配地理性號碼與編配新的號

碼區塊為主要選項。以歐盟為例，VoIP 服務的編碼方式有：作為網

路終端識別的地理性編碼、不作為網路終端識別的地理性編碼以及非

地理性編碼(可移動性服務的特定號碼範圍)。從一些國家的經驗來

看，人們似乎較偏好用地理性號碼，其主要原因為消費者的使用習

慣，例如：消費者可以從號碼的資訊，了解所撥的電話的資費，或者

決定是否接聽電話，以免造成權益的損失。 

綜合上述，只有當 VoIP 服務，有接聽 PSTN 受話時，才有號碼

的需求，主管機關應優先考慮編配現有的號碼區塊，如地理性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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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若無妥適的號碼區塊，再考慮為新的 VoIP 類型編配新的號碼

區塊。然而，以單一號碼提供多樣的服務，乃是消費者未來的期望，

因此為了提高現有服務及其相容新服務的吸引力，應允許用戶保留他

們已使用的號碼，也應相對擴展該號碼所能提供的服務範圍，以符合

一碼多服務的發展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當業者已開始廣泛採用 IP 技術進行互連，並考

慮移除號碼的地理意涵時，各國的主管機關應進一步研究移除電信號

碼之地理意涵所產生的影響，也應意識到號碼的移動性是使用者的權

益，而不要加諸太多限制。同時，應依據編碼計畫中號碼區塊之服務

定義的擴展，考慮修訂與擴大不同服務業者間的號碼可攜的要求。 

三、 IoT 

歐盟提出的「物聯網推動計畫(Internet of things – An action plan 

for Europe)」，認為網際網路將由「電腦連網」演進到「物聯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這些物件將配置 IP address，人們透過網際網路，使

用裝置於物件中之感應器(sensor)取得物件所處環境之資訊，或使用

促動器(actuator)控制該物件或與該物件互動。由於國家間或將各自發

展出眾多不同型式的機器，在所有創新技術與服務間，M2M 通訊對

電信編碼可能造成最大的衝擊。圖 2- 17 顯示從 2010 年到 2020 年各

種不同產業間 M2M 設備的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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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GSMA 

圖 2- 17 2010 年到 2020 年不同產業間 M2M 設備的需求預測 

物聯網編碼與現今編配 E.164 號碼的通訊服務不盡相同，大多數

的 M2M 服務並不需要具備＂可撥打＂特性的號碼，意即 M2M 服務

的通訊行為並非以人與人的溝通為主，但仍不能完全排除 E.164 號碼

的需求。鑑於預測的數據顯示 E.164 號碼並無法完全滿足物聯網的編

碼需求，國際標準組織為此展開了相關的討論，並提出物聯網編碼策

略的考量目標，如下： 

 終端裝置需配置有效的識別定址方法； 

 可以有效在各裝置間進行通訊； 

 支援固網與無線的連結； 

 支援 IP 基礎的網路架構； 

 定址與識別方法需支援行動性和漫遊； 

 在電路交換網路時，須支援高速分封交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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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安全性。 

依據 ECC於 2010年 6月發佈 NUMBERING AND ADDRESSING 

IN MACHINE-TO-MACHINE (M2M) COMMUNICATIONS 研究報告

8，其中有關號碼需求預估指出，M2M 的接取方式依其位置可移動性

/行動性與否，可以分成固定位置與可移動/行動性位置，其接取的方

式如表 2- 26： 

表 2- 26 M2M 接取方式 

 固定位置 可移動/行動性位置 

接取方法  固網接取: PSTN/IP 
 行動接取: GSM/3G(IP) 

 行動接取: GSM/3G(IP)

 

固網接取雖具頻寬較大的優勢，但只要用戶一有使用上之變動，

M2M 的服務業者有可能須要向電信業者申請網路的變更，因此 M2M

服務業者較傾向採用行動接取技術。其次須考量的因素是，固網接取

比較容易受城市發展建設的影響，如馬路的挖掘而產生斷線的困擾

等。另一方面，行動接取具有成本低廉、易於佈建、且安全性

(SIM-based)較高的特性，因此，行動接取技術是 M2M 較有可能採用

的技術。 

雖然近幾年 IPv6 發展已頗具成果，且逐漸應用於固網之中，但

對行動網路而言，離普及商用化仍有相當的距離，因此，2020 年前，

E.164 號碼仍會是行動接取主要的選擇。 

ECC 提出二種號碼需求量的估測方法：一、依人口數進行估測，

                                                 
8 NUMBERING AND ADDRESSING IN MACHINE-TO-MACHINE (M2M) COMMUNICATIONS 

Vilnius, 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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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家戶數進行估測。 

估測假設： 

 地區人口總數為 1,000 萬人，每家戶平均 2.5 人。 

 電信業者與M2M服務業者均認為行動通訊是M2M服務所採

用的技術。 

 行動號碼為 2020 年前主要的選擇。 

 M2M 服務年成長率為 10%~30%。 

(一) 依人口數進行估測： 

假設 2010 年每個人使用 0.1 或 0.2 個 M2M 號碼。 

表 2- 27 M2M 號碼估測表 

Alternatives 
(see figure 2) 

M2M 
numbers 

per capita 
2010 

M2M 
numbers 

2010 

Growth 
rate 

2011 – 
2015 

Growth 
rate 

2016 – 
2018 

Growth 
rate 

2019 – 
2020 

Alternative 1 0.1 1,000,000 10 % 10 % 10 % 
Alternative 2 0.2 2,000,000 10 % 10 % 10 % 
Alternative 3 0.1 1,000,000 30 % 20 % 10 % 
Alternative 4 0.1 1,000,000 30 % 30 % 30 % 
Alternative 5 

(Possible case) 
0.2 2,000,000 30 % 20 % 10 % 

Alternative 6 0.2 2,000,000 30 % 30 % 30 % 

 

依表 2- 27 之假設計算，則各年度所需的 M2M 號碼數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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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8 各年度 M2M 號碼需求數 

因此，可以推估該地區於 2015 年與 2020 年所需要最有可能的號

碼數量分別為 740 萬與 1,500 萬。詳如下表： 

表 2- 28 M2M 號碼估測表 

Year 

單位：百萬 

Alternative 

1 

Alternative 

2 

Alternative 

3 

Alternative 

4 

Alternative 

5 

Alternative 

6 

2015 1.6 3.2 3.7 3.7 7.4 7.4 

2020 2.6 5.1 7.8 13.8 15.5 27.6 

 

(二) 依家戶數進行估測 

假設： 

 該地區人口約 1,000 萬人，每戶平均有 2.5 人，故共有 400 萬

戶 

 75%家戶有 3 種智慧量表(Smart metering)系統使用 M2M 服務

(水、電、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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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家戶使用 M2M 服務的居家保全系統 

 每家戶擁有一部車；其中50%的車輛使用2種M2M服務(eCall, 

theft alarm) 

推算： 

 智慧量表系統號碼需求：75%＊400＊3＝900 萬 

 居家保全系統號碼需求：25%＊400＝100 萬 

 車輛號碼需求：50%＊400＊2＝400 萬 

 共需 1,400 萬 

 

(三) 估測結論 

1. 依人口數推估結果，M2M 服務所需的號碼數約為總人口收的

0.3 倍～2.8 倍，即 300 萬～2,800 萬。若以最有可能 Alternative 

5 來看，2015 年 M2M 服務號碼需求量約為總人口數的 1.6 倍，

即 1,600 萬。 

2. 依家戶數推估結果，M2M 服務所需的號碼數約為總人口收的

1.4 倍，即 1,400 萬。 

第 六 節 異質網路整合對編碼計畫之影響 

傳統的電信編碼是依據 ITU-T 所訂定的「國際公眾電信編碼計畫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 numbering plan）」E.164

建議標準。E.164 主要是建立一個國際性的架構，各國再依此架構進

行各自的國家編碼計畫。監理機關通常會公布國家編碼計畫，將所有

號碼依不同的服務類別(或定義)分成不同的號碼區塊，並針對不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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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區塊的編配與使用，設計安排一套準則與義務。表 2- 29 為典型的

現行編碼計畫。 

表 2- 29 典型的現行編碼計畫 

範

圍 應用/服務 地域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 是 低 否 是 區塊 

B 固網 否 低 可能 是 區塊 

C 行動通信 否 中至高 否，但可支援漫遊 是 區塊 

D 新的無線技術 否 低至中 ? ? 區塊 

E 個人電話號碼 否 差別很大 是，經號碼轉譯 多樣化 區塊或單一

號碼 

F 網路電話(VoIP) 否 低 是 否 區塊或單一

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

號碼 

H 共攤成本 
(Shared Cost) 

否 低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

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

號碼 

J 
其他專業無線電

服務，如傳呼 否 多樣化 是，經號碼轉譯 否 區塊 

註：移動性(Nomadic)是指當離開號碼編配的所在位置時，仍能以此電話號碼撥

號或接聽電話。這個屬性主要來自於網路電話服務，因為不論 IP 位址在網際網

路的任何地方，電話號碼都暫時性地與網際網路中之 IP 位址相連結。 
資料來源：ECC，本研究整理 

由於匯流服務與技術的發展，傳統以技術導向的編碼計畫將逐漸

轉變為服務導向的編碼計畫，亦即以服務類別做為編碼計畫的基礎，

其轉變的過程主要可以分成二個階段：一、從「目前的通訊」至「次

世代通訊」，二、從「次世代通訊」至「未來的通訊」，分別說明如下： 

一、 從「目前的通訊」至「次世代通訊」： 

1. 在轉移至次世代通訊的階段，C7 交換設備將漸漸地由 NGN 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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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隨著 NGN 的佈建，VoIP 服務將取代目前的 PSTN 固網服務，

並獲大眾市場與企業普遍使用。 

3. 行動通信服務可能已昇級成更先進的平台(例如 3.5G/4G)。 

4. 在次世代通訊階段，許多創新的 IP 服務將出現，個人與企業

對簡化識別與多用途通訊可能有強烈需求。例如：用戶能選擇

將固網、行動或其他加值服務網路的受話轉送到個人編碼服

務，利用個人電話編碼為量身訂作個人化服務，而且該服務也

應該是公平公正的。此外，為了讓電信業者相互競爭，可考慮

實施個人號碼可攜。 

5. 為了維持費率透明性，編碼計畫建議維持一個獨立號碼區塊給

受話方付費電話服務，並開放一個新號碼區塊給諮詢費率服

務。 

二、 從「次世代通訊」至「未來的通訊」： 

1. 以接取技術為基礎的編碼計畫將漸漸發展成技術中立，僅依據

服務為基礎。且主管機關應逐漸放寬編碼計畫的服務定義。 

2. 隨著移動性與匯流的驅動力，放寬服務定義似乎是編碼計畫長

期演進不可避免的結果，並且有助於未來 NGN 與 IP 環境下整

個通訊界的發展。 

圖 2- 19 顯示國家編碼計畫在顧及傳統服務的情形下，轉移至未

來的匯流服務可能的發展過程。 

 



 第 109 頁 

Current 
Communication 

 
Nex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Future 

Communication

Wireless 

technology 

e.g. WiFi 

New wireless 

technology 

(e.g. WiMax) 

Mobile cellular 

(2G/3G) 

Mobile cellular

(3.5G/4G) 

Coverged 

service 

(Fixed, Mobile, 

VoIP…) 

Fixed VoIP 
Personal 

number 

VoIP 
Personal 

number 

Freephone 

Freephone 

Other services 

Wireless 

Technology 

Change 

 

 

 

 

 

IP Migration 

Premium rate 

 

Convergence 

Premium rate 

 

資料來源：OVUM，本研究整理 

圖 2- 19 編碼計畫與未來匯流服務可能的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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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二個階段的演變，可能的未來編碼計畫如表 2- 30 所示： 

表 2- 30 未來編碼計畫 

範圍 應用/服務 地域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行動通信與

其他技術 否 低 是 是 區塊，允許

次級編配 

E 個人電話號碼 否 低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

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

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

號碼 

資料來源：ECC，本研究整理 

值得一提的是，從典型的現行編碼計畫演進到未來編碼計畫主要

有四項要素須趨於成熟，也是我們須長期觀察的指標： 

 至少零售市場，依距離計價的費率已經消失 

 依距離計算的批發費率已降到合理的水準 

 所有技術的網路接續費差異不大 

 在網路邊際的各種網路設備具號碼轉譯功能 

第 七 節 綜合研析 

目前國際組織所討論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包含固網行動匯

流 FMC、網路電話 VoIP、物聯網 IoT 以及整合通訊 UC 等服務類別，

發展現況以前兩者 FMC 與 VoIP 服務較為明朗，UC 則為類似像

Google、微軟等大型公司整合資通訊所提出的整合通訊服務，多屬企

業內部之應用服務，常見於企業內部整合各種通訊管道的應用，如網

路會議、電子郵件、即時訊息或視訊會議等整合服務，乃是基於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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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所衍生的應用。其次，物聯網的特性包含物與人及物與物通訊，

目前的發展尚不甚明朗，因此在下個章節中，各國發展現況乃以 FMC

服務與 VoIP 服務之研析為主。 

表 2- 31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現況 

服務 
評估指標 FMC VoIP IoT UC 

標準化程度 V V 進行中 ╳ 
(多屬企業內部應用)

具體服務態樣 V V V 
(持續增加中) V 

電信編碼方案 
(E.164) V V V 

(但不甚明朗) 視整合服務內容而定

 

由於新興通訊技術崛起，其技術標準也陸續制訂，促使通訊服務

版圖擴大，因此主管機關在編碼及監理須進行調整與規劃，以制定利

於產業發展的配套措施。不論是 FMC 服務或是 VoIP 服務，依據本研

究團隊目前掌握之國際經驗，對於 IP 數位匯流之創新服務，其主要

編碼機制有以下兩項原則： 

1. 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大時，則編配獨立的號碼區塊

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創新，且讓消費者能從號碼

的規劃中清楚了解服務的差異，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消

費者優先政策。 

2. 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小(相似性高)時，則編配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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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區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競爭與匯流。讓新

參進的業者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能與既有業者競爭而願意投

資，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投資優先政策。 

一般而言，如何在新服務與既有服務之間評估差異性，通常取決

於服務品質(包括語音品質、接取緊急服務等)、具地理性或移動性、

資訊透明度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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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先進國家通訊傳播整合應用之發展及號碼規劃 

依據上一章節所述，FMC 與 VoIP 屬於通訊傳播整合應用中已商

用化的服務，IOT 的發展依國情則有所不同，因此各先進國家的發展

則以探討 FMC、VoIP 服務以及該國 IOT 之發展為主。 

第 一 節 美國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北美編碼計畫(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NANP)是一個集

合 24 個國家與地區的電話號碼計畫，包含美國、加拿大、百慕達及

16 個加勒比海國家。根據 1934 年通訊法第 251(e)節(1996 年電信法修

訂後 )條文規定，編碼政策屬於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之責任。該法案規定：「FCC 應建

立或指定一個或多個實體單位管理電信編碼，在公平的基礎下供應電

信號碼。』在不違反 FCC 決議下，各州的主管機關亦可各自制定相

關政策。 

FCC 授權北美編碼計畫管理者(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Administration, NANPA)，在遵守共用北美編碼計畫(NANP)之各國電

信監理機關所制定的指令下，全權負責 NANP 號碼資源之中立性管

理。1934 年通訊法賦予 FCC 在美國境內 NANP 及相關編碼議題的絕

對管轄權。 

NANPA 的職責包含 NANP 資源指配、協調處理區域碼釋放計畫

(area code relief planning)、蒐集號碼資源之使用情況及預測資料。在

指配的決策過程中，NANPA 遵循相關規管指令與促進產業發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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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在美國，總局代碼(central office codes)係由 NANPA 編配，其

後再由國家號碼資源管理者(National Pooling Administrator, NPA)進

行後續號碼區塊之編配。 

表 3- 1 美國電信編碼計畫 

項目 名稱 號碼範圍 說明 
+1 國碼  撥接北美編碼國際話區 
NPA 區域碼(Area 

Code) 
第一位數為

2-9，第二位數為

0-8，第三位數為

0-9 

包含加拿大、美國、加勒

比海地區以及大西洋及

太平洋部分島嶼 

NXX 交換機局碼

(Office Code) 
第一位數為

2-9，第二、三位

數為 0-9， 

局碼 

xxxx 用戶號碼

(Subscriber 
Number) 

4 位數為

0000-9999 
 

資料來源：NANP 

其編碼格或為「+1 – NPA – NXX –xxxx」，所有號碼的碼長為

10 位數，其中包含兩組 3 位數代碼及一組 4 位數用戶碼。特定的服

務類別不會使用獨立的號碼區塊，且自 2007 年開始，傳統 PSTN 電

話、行動電話及網路電話(VoIP)之間，即已實施跨網之號碼可攜。 

撥號方式通常是 3 碼的區域號碼加上 7 碼的市話號碼，在不需

要長途冠碼的區域中，只需撥 7 碼進行通話。若在需要長途冠碼的

區域中，發話方可選擇以 10 碼或〝1 加 10〞碼二種方式撥號。  

在過去，地理性號碼以每萬門號碼為區塊編配給市話業者，這些

每萬門號的區塊係以 NXXs 表示，或稱或交換機局碼(central office 

codes)。為改善號碼的使用效率，每一個 NXX 再被拆解為 10 組連續

區塊(每區塊含 1,000 個門號)，業者被要求歸還尚未使用或未被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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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的區塊並置入以 1,000 門號為區塊的號碼資源庫中，號碼資源庫

管理者再將其重新編配給其他需要號碼的業者。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美國近年來固網電話逐漸被行動電話取代，根據美國聯邦通信委

員會(FCC)的統計，2005 年以後美國行動電話的總通話量，已經超過

固網電話的通話量，這種趨勢對傳統固網電信業者造成莫大威脅。行

動電話取代固網電話之型式分為兩種，一種是線路的取代，用戶不再

租用固網線路，完全只用行動電話。另一種形式則是保留固網線路，

但儘量以手機取代固網的使用，即通話時間的取代。美國便是典型的

案例，一般家庭中接到的電話，有三分之一是從行動電話打來的。 

美國由於幅員廣大，行動業者在基地台的建設多以市區優先，使

得其他區域的行動電話涵蓋率與通話品質一直是個問題，用戶頻頻更

換系統業者之情形尤其嚴重。如何留住這些用戶，改善訊號涵蓋率，

成為每家行動業者急於解決的議題。 

由於上述固網與行動業者營運因素，便促成固網行動雙網整合的

契機。2005 年六月，FMC 網路實驗便就此展開，固網電信業 BellSouth

及關係企業 Cingular Wireless(全美最大的行動電話電信業)，在亞特蘭

大與跨國廣告公司 Grey Worldwide 合作，實驗其「企業無縫移動解

決方案」，以雙網手機，接取 WiFi 網路，提供 Grey Worldwide 員工，

在公司內部可使用 WiFi 打免費電話，同時與交換機相連，使手機等

同於公司分機，具分機與語音信箱功能；在公司外部時，則可使用

Cingular 的行動電話服務撥打電話。手機會自動做 WiFi 與行動網路

間的無縫交遞，確保通訊不中斷。此一解決方案使得 Cingular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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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 Worldwide 的全部原先各自有行動門號的員工都成了它的客

戶，Grey Worldwide 則可降低電話費，而漏接客戶電話的客訴事件也

減少。由於分機具有移動功能，便於溝通，提高生產力，對 BellSouth

來說進行有線/無線整合方案有利與行動業者雙方在研究發展、業務

推廣與產品搭售等多方面合作，以提供企業客戶有線/無線整合性服

務，有極佳市場機會。 

由於 Cingular 和 BellSouth 進行雙網整合實驗計畫的成功，2006

年二月，AT&T 以 670 億美元購併 BellSouth，此一目的即為了完全

控制由 AT&T 及 BellSouth 兩家固網業者所擁有美國最大的行動業者

Cingular，此購併不但催化整個集團的雙網整合，其他純固網電信業

者或是行動電話電信業者為了在市場卡位，亦透過各種策略聯盟、購

併與 MVNO 模式，為美國固網行動匯流拉開序幕。 

(二) VoIP 網路電話 

美國 VoIP 服務並無特定的號碼範圍，且受聯邦政府規管，在區

域碼所對應的地區內，擁有實體設備的電信業者，才可以實際擁有號

碼，這些受規管的業者包含 CLECS、ILECs、RBOCS。 

網路電話業者如沒有實體設備在某特定區域內，則無權利使用該

地區之地理性號碼，必須仰賴當地業者再編配號碼(Sub allocation)，

因而潛在性地限制了新服務的發展。2005 年，SBC 網際網路服務公

司向 FCC 請願，希望以 VoIP 業者的角色，使用 NANP 所管理的號

碼資源。相較於擁有實體設備的業者而言，沒有實體設備的 VoIP 服

務提供者要與 PSTN 互連，必須和 CLECs 或其他電話業者達成協議，

才有號碼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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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指出，與 PSTN 互連的 VoIP 服務業者及其合作伙伴都有法

律上的義務，採取所有必要的步驟，提供號碼可攜服務。然而，號碼

不得在具地理性結構的兩個不同編碼計畫區域(NPAs)之間進行攜碼。 

2005 年，FCC 要求北美編碼委員會(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Council, NANC)檢視及修訂編碼規則，以允許 IP-based 服務的提供者

可以取得號碼資源，並維持一致的編碼優化政策。同年 7 月，NANC

提出報告建議9：若將 NANP 號碼資源直接核配給 VoIP 服務提供者，

應規定這些業者均必須介接到 PSTN 公眾電信網路。直到目前(2009

年 7 月)為止，FCC 對該項建議仍未採取任何行動。 

(三) 物聯網 

雖然 M2M 有許多不同的解決方案、合作關係及商業模式，較具

有規模的機會之一似乎是消費性電子，但消費性電子無法給業者帶來

最大的利益及最高的用戶平均貢獻度，然而其有較高的潛在效益足以

建立並發展其規模。例如電子書與消費者在地服務在最少量的網路、

策略夥伴關係及複雜價值鏈效應下，似乎有機會快速成長，並能帶給

業者許多 M2M 用戶。 

AT&T 於 2009 年第四季，增加一百萬連接設備，其中多數是電

子書閱讀設備。消費性電子射頻財團(RF4CE)在 2009 年同意與 ZigBee 

Alliance 合作，並共同發表射頻遙控器的標準規格，ZigBee RF4CE 已

開始部署廣域遙控的聲音/影像消費性電子產品，例如電視與機上

盒，其比傳統遙控增加許多優點，包括較豐富的媒體內容、較高等穩

定性、增強與靈活性的功能及支援多品牌設備操作。 

                                                 
9 參閱 “VoIP Service Providers’ Access Requirements for NANP Resource Assignments”, NANC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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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固網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Fixed-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FMNP) 

FMNP 在 2003 年首見於美國，根據 2008 年 3 月的統計，約有 3

百萬用戶將固網號碼轉攜至無線業者，僅佔總號碼可攜的 2.9%，而

無線業者號碼攜轉至固網，更只有佔總號碼可攜的 0.1%。儘管 FMNP

的需求不高，美國仍於 2007 年執行共同號碼範圍(common number 

ranges)的異質網路號碼可攜(固網、行動與 VoIP)。因為固網、行動與

VoIP 使用共同號碼範圍，再加上費率與互連協議，異質網路號碼可

攜在美國相對容易實行。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美國 FCC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處理方式如

下： 

 申請展期：業者須於執照到期日前提出執照展期之申請，並

經過主管機關同意後，原編配之號碼得繼續使用。 

 未申請展期：若業者未於執照到期日前提出執照展期之申

請，即表示業者申請編配電信號碼之業務已無法再提供用戶

使用，故主管機關得予以收回原編配之號碼。 

除執照屆期外，若業者於執照有效期限內，針對已核配電信號碼

之業務申請終止營業者，主管機關也得予以收回已編配之號碼。若已

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相關規定，主管機

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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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日本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總務省(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負

責日本電信產業之監理與政策制定，其中包含電信編碼。總務省係依

據電氣通信事業法與電信編碼計畫暨號碼規則(1997 年總務省第 82

號法令)10之特定管理程序進行電信號碼之管理，並明確指定編碼計畫

室(Numbering Plan Office)管理電信業者號碼之申請與編配。 

日本總務省自 2003 年以後，針對網際網路接取、行動通信、IP

電話的議題進行諮詢，及時發現既有政策中不適應發展的部分，進行

必要的調整，以促進產業有效競爭。隨著網路互連與法規漸漸鬆綁，

日本調整其電信編碼計畫，以期能符合以下目標： 

(1) 同時提供國內與國際通訊服務的編碼計畫； 

(2) 針對先進服務的特定編碼規劃(大量撥號服務、普及接取服

務與付費語音資訊業務)； 

(3) 針對行動電話用戶直接接取服務之編碼計畫； 

(4) 實施號碼可攜之號碼管理。 

為符合消費者需求，日本編碼政策通常以允許用戶分辨各類型服

務、地理地區，以及電信網路等資訊為目標。其次，編碼原則是以符

合 ITU-T 建議、有效使用號碼資源、減少改變，以及公平透明地編配

號碼等為原則，並以促進技術與服務創新，和市場發展為努力方向。 

茲整理最新日本編碼計畫，如表 3- 2 所示。 

                                                 
10 參閱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09/H09F04001000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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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日本國家編碼計畫 

  國內冠碼 區域碼與市話交換碼 用戶碼

固網電話服務 0 ABCDE FGHJ 
0 90  CDE FGHJK行動電話服務 
0 80  CDE FGHJK

PHS 服務 0 70  CDE FGHJK
固網與行動跨網匯流服務 0 60  CDE FGHJK
IP 電話服務 0 50 CDEF GHJK 
傳呼機服務 0 20  CDE FGHJK

0 120 DEF GHJK 受話方付費服務 
0 800 DEF GHJK 

簡訊服務 0 170 DEF GHJ 
大量撥號服務 0 180 DEF GHJ 
共攤成本服務 0 570 DEF GHJ 
付費語音資訊業務 0 990 DEF GHJ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2000 年，日本的電信市場行動通信用戶數首次超越固網用戶

數，隨著行動通信技術日益成熟，固網與行動用戶數之間的差距逐漸

擴。2005 年日本提出「u-Japan 計畫」，預計在 2010 年實現「無所不

在的網路社會」11，其中支援其「u-Japan」目標實現的服務之一，便

是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期待可藉以改善固網業務衰退情形。於此同

時，總務省開始思考其法規架構，並成立號碼諮詢委員會進行一系列

FMC 服務議題之研究，其中包括固網行動匯流服務編配新號碼的需

求，以及使用既存號碼的特定範圍與需求。 

                                                 
11 2005 年，日本情報通信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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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省於 2006 年 9 月 29 日發表一份固網行動匯流(FMC)服務的

電信號碼法規架構之諮詢文件，預期將有各式各樣的服務隨著固網行

動匯流(FMC)推出，在號碼諮詢委員會研究建議下，總務省決定將帶

有 060 冠碼的 11 碼長號碼，編配給次世代固網行動匯流(FMC)服務，

並於 2007 年 11 月開始實施。同時，為了讓手機能使用未來的固網行

動匯流(FMC)號碼，因此同意當手機被當作 PSTN 電話使用時，可以

將 090 與 080 冠碼改成 050。 

060 號碼區域原使用於「個人隨身碼服務」，日本號碼諮詢委員

會考慮 FMC 服務態樣與個人隨身碼意義相近，於是在其研究報告內

建議日本將 060 號碼區塊編配給固網行動匯流服務使用，使得電信號

碼區塊能更彈性與更廣泛地應用，這做法也漸漸被其他國的監理機關

所接受，進而考慮採用這種編碼計畫。 

固網行動匯流服務的優勢在於，原本是行動電話的手機在室內

時，可當作固網的無線電話(cordless phone)使用，充分利用固網較低

費率的優勢節省通話成本。因電信業者擔心侵蝕行動通信服務之營

收，而未支持固網行動匯流服務。 

NTT DoCoMo 於 2008 年開始推出「Home U」的固網行動匯流

服務，用戶能經由 WiFi 接取家中的寬頻網路， 其服務是用戶使用原

有的行動號碼(090 與 080)，當經由 WiFi 進行 IP 通話時，其號碼可轉

換為「050」字頭的 IP 電話顯示來電。 

由於日本 060 號碼原使用於「個人隨身碼」，因此人們對其印象

屬於高資費服務，在使用時反而會感到猶疑。因此，090 與 050 的號

碼組合反而比單一的 060 號碼更受消費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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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oIP 網路電話 

日本於 1997 年就開始發展 VoIP 服務業務，並將網路電話服務

歸類為電信服務的管制範圍，直接納入於傳統語音的管制體系內，以

輕度管制方式，制定其最低限度的管理規則，以確保與其他服務的互

通性。在政策方面，2001 年日本公布「e-Japan 重點計畫」12決定 5

年內完成 30~100Mbps 的高速接取網路，為 VoIP 奠定基礎。在法規

方面，2003 年日本對「電氣通信事業法」內市場進入與業務管制取

消了第一、二類電信事業之分類，使得固定語音服務不再受限於原有

架構，使得 VoIP 業務發展在法規上更形完備。並通過分配不同的編

碼資源，確定網路電話服務可由獨立的號碼區塊清楚辨識。獨立的號

碼編配是有意促進網路電話服務的商業部署，並協助消費者辨識此電

話服務的品質可能與傳統電路交換電話服務的品質不同。 

依據網路電話服務的不同技術條件，進而編配號碼冠碼，始於

2002 年 9 月，乃將 050 號碼區塊規劃為網路電話服務的非地理區塊，

且具有移動性(Nomadically)，也就是能在不同的位置使用這個號碼。

此編碼系統採用 050-ABCD-XXXX (11 碼)的格式，服務提供者必須

保證符合最低服務品質，但沒有被要求提供緊急電話服務。使用此號

碼區塊所提供之服務不具號碼可攜義務。格式中的 ABCD 是服務提

供者之辨識碼，XXXX (EFGH)四碼則供服務提供者自行指配給用戶。 

另一種編碼方式為 0AB-J 號碼區塊，此為地理性號碼，此方式

始於 2003 年，與傳統 PSTN 固網電話服務之號碼相同，故要求服務

提供者必須支援如同 PSTN 的通話品質，提供緊急電話服務與號碼可

攜服務，並且號碼不可被帶到其他不同的地區使用，只能用於其所歸

屬的地區。 
                                                 
12 e-Japan 重點計畫概要，http://www.kantei.go.jp/jp/it/network/dai3/jyut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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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依據一般的傳輸品質比例(R 值)公布三級的話務品質，如圖

3- 1。A 等級是 PSTN 品質，R 值在 80 以上(包含 80)，B 等級是行動

通訊品質，R 值在 60 以上(包含 60)，C 等級是能夠通話之品質，R

值是 50 以上(包含 50)。只有 C 等級以上通話品質之服務才有資格向

MIC 申請號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 1 日本網路電話服務的分類 

依據 VoIP 服務提供者的號碼需求不同，服務品質(QoS)的要求

就會不同。編配 050 號碼區塊的服務品質不可低於傳統電話服務(如

網路電話取道 ADSL)的最低通話品質。 

除了服務品質(QoS)要求之外，編配 0AB-J 號碼區塊(傳統的地理

性號碼)之 VoIP 服務須再符合位置一致性(location correspondence)與

提供緊急電話服務等要求。MIC 對於固網地理性號碼(包括高品質 IP

電話)之要求包括： 

IP Network

Telephone SW 
PSTN

ＶｏＩＰ
GW

GK

IP phone IP phone 
POTSPOTS 

diffusion

delay

loss

- 

點對點延遲 

傳輸品質因素 R 1) 

“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品質相同於固網電話 品質相同於行動電話

> 80

<100ms/150ms 

>70

<150ms

> 50 

<400ms

 

C 等級之 IP 電話編配 050+

八碼的號碼區塊 2) 

A 等級之 IP電話編

配固網電話號碼

(0ABCDEFGHIJ) 

1) 定義在 ITU-T 建議 G.107 

2) 定義在依據 2002 年 IP 網路電話研究小組期末報告修訂的日本電信號碼條例中。 

因為通訊品質不斷變化(例如受 IP網路傳輸品質與終

端設備特性影響)，故無法測量 IP 電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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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必須配備交換機設備，以便收容與識別固網電話的接取

線路； 

 提供固網電話服務的設備必須與技術標準相容，也須保證穩

定提供服務(聲音品質、路由建立與穩定等)； 

 應避免利用技術(特別是使用 IP 技術的固網電話服務)或其他

功能在多個地方使用地理性號碼，而必須在號碼所歸屬的地

方使用； 

 必須適當預測消費者的號碼使用需求，以規劃每個市話交換

機的號碼用量，並依規劃提供服務。 

由圖 3- 2 觀察，日本 VoIP 用戶數由 2004 年起為 830.5 萬，呈現

持續成長，截至 2010 年(平成 22 年)3 月其用戶數為 2,280.8 萬，其中

滿足 PSTN 接取品質，使用地理性號碼「0AB~J」的網路電話，也呈

現高成長趨勢達 1,446 萬用戶。 

 

圖 3- 2 日本歷年網路電話用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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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聯網 

日本 u-Japan 計畫的理念是以人為本，實現所有人與人、物與物、

人與物之間的連接。因此，日本積極發展 M2M 通訊，以基礎設施建

設與利用作為核心，並從三個方面展開相關工作。一是社會網路的基

礎建設，希望實現從有線到無線、從網路到終端、包括認證、資料交

換在內的無縫連結，二是 ICT 的高度化應用，希望通過 ICT 的高度

有效應用，促進社會系統的改革，解決高齡少子化社會的醫療福利、

環境能源、防災治安、教育人才、勞動就業等 21 世紀的問題。令人

關注的是，即使 M2M 是非語音的行動數據通訊服務，但每個機器卻

都配有一個 070、080 或 090 的行動號碼。惟就日本目前的狀況來看，

M2M 通訊的發展仍不樂觀，用戶數並不多，僅有少部分 PHS 業者提

供 M2M 通訊，推出低費率的數據服務，其發展規模仍很小。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2002 年 9 月，日本總務省委託網路資訊中心(Jap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JPNIC)成立非營利組織的 ENUM 研究小組，其目

標是為了研究 ENUM 相關議題，並對 ENUM 的 DNS 進行管理、經

營模式與技術標準提出建議案；日本認為 ENUM 可能成為 IP 位址與

電話號碼之間轉換與管理的代表技術，於 2002年 3月即開始對ENUM

進行研究。 

2003 年 9 月，JPNIC 與 WIDE 共同推動成立 ENUM 日本試運轉

(ENUM Trial Japan, ETJP)小組，主要是進行技術上之試運轉，以確保

ENUM 的正常運作與可執行性。該試運轉活動包含實驗各種 ENUM

技術、ENUM DNS 的運用、ENUM 使用設備與軟體驗證、ENUM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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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務的技術驗證以及蒐集 ENUM 相關資訊，原訂於 2004 年完成，

但後來延至 2007 年才完成。但因為一直沒有重大突破，故包括電信

業者、ISP 業者、設備供應商，及網域名稱註冊單位共 48 個成員在

內的 ENUM 日本試運轉小組於 2008 年停止所有相關活動。 

另一個由總務省委託 JPNIC 進行 ENUM 試運轉計畫(Japan 

ENUM Trial)於 2006 年 1 月推出，並編配國碼 81 的 E.164 電信號碼

區塊給此 ENUM 試運轉計畫之參與者，並登錄於 ENUM DNS 內13。

該試運轉計畫主要實施 ENUM 的分層管理及運作，Tier 1-A 由 JPNIC

負責日本境內 ENUM DNS 管理運用，參加試運轉機構分為 Tier 1-B

管理「 8100CD」其功能為接受 Tier 2 註冊，及 Tier 2 代表

「8100CDEFGHJK」12 碼的使用單位，除了進行 ENUM 在技術與營

運方面的研究外，還包含國際互連相關議題。 

 
資料來源：日本網路資訊中心，JPNIC 

圖 3- 3 日本 ENUM 管理及註冊示意圖 

日本 ENUM 在制度上，一方面須確保網路電話之服務品質符合

號碼規範，另一方面必須面對垃圾郵件與暴露用戶隱私的安全性議

題。在技術上，SIP 與 IMS 的技術條件下，ENUM 機制似乎顯得多餘，

                                                 
13 日本 ENUM Trail, http://www.nic.ad.jp/ja/enum-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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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NUM 的商用模式不易建立。日本仍處於觀察國際情勢與相關

產品之發展的階段，截至目前為止，ENUM 的試運轉幾乎未影響日

本的編碼政策。 

(二) FMNP 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日本於 2003 年開始進行行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諮詢，並於 2006

年，根據該諮詢報告，開始推出行動號碼可攜服務，由於成本效益考

量，使用 070 號碼的 PHS 電話並未導入，僅限於 080 與 090 行動電

話號碼14，可提供號碼可攜服務。然而有關固網與行動之間的號碼可

攜服務，由於日本對固網號碼其特定地理位置資訊與高品質服務的要

求相當嚴格，實施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相當困難，如要實

施，必須改變整個編碼政策，故目前日本並無實施 FMNP。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日本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14 日本總務省行動號碼可攜服務網頁，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mn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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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南韓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在韓國，編碼管理的法源基礎來自於電信事業法 (Telecom 

Business Act)第 36 章(電信號碼及其他)。韓國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負責電信編碼計畫的建立與實

施，以確保業者有效提供電信服務、減少用戶必須持有的號碼數量、

提升消費者福利(最小變動成本並避免造成任何的社會混淆)，透過消

除編碼作業中任何不公平因素，以強化公平競爭的環境，並將號碼資

源視為有限的公眾財進行有效管理。 

KCC 成立了一個由政府與電信業者代表組成的特別工作小組定

期檢視編碼政策。KCC 內部則由電信政策局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Bureau) 轄下的電信基礎設施政策科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Policy Division)負責編碼政策。韓國資訊策略發展學院

(Korean Information Strategy Development Institute, KISDI)則作為政府

檢視編碼政策議題的顧問單位。當業者準備將新技術推向市場時，可

要求監理機關審查編碼政策之公平性。 

在韓國，號碼編配是照服務類型區別。因此，對於每個服務分類，

政府將指配稱為「指揮與控制功能(Command and Control function)」

的服務識別碼(Service Identification Code)，其格式為 XXX(服務識別

碼)-YYYY-ZZZZ。表 3- 3 整理出韓國主要服務分類及其服務識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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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韓國主要服務類別之號碼編配單位 

服務類別 號碼編配單位 
市內電話 
(4 位數之單位碼) 

每單位 1 萬門號碼 
當某地區的號碼使用率已達 80%時，該

地區則改以每單位 1 千門號碼核配。 
每單位 10 萬門號碼 
010-ABYY-YYYY (A = 2-6, B = 0, 1, 9) 

行動電話(010) 
(4 位數之單位碼) 

3G 業者第一次申請時，依其所申請之號

碼需求來決定核配數量。之後的再申

請，核配數量亦會與其申請需求有關。

若有兩家 3G 業者同時申請時，則以抽

籤決定核配之號碼區塊。 
VoIP 網路電話 以設施為基礎之服務可核配每單位 100

萬門號碼。070-ABYY-YYYY (A=2-9, 
B=0-9) 
語音轉售服務可核配每單位 10 萬門號

碼。070-ABCY-YYYY (A=2-9, B-C=0-9)
WiBro 語音電話 每單位 10 萬門號碼。 

010-ABYY-YYYY (A = 2-6, B = 0, 1, 9) 
資料來源：OVUM，本研究整理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韓國政府在 2007 年的「電信政策與監理藍圖」中揭示，將透過

鬆綁管制與競爭的監理作為，調整電信政策，鼓勵新服務的發展。於

是 KCC 在 2008 年 2 月正式成為通訊傳播匯流的監理機關，取代過去

的 MIC 及韓國廣播委員會(Kore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為迎向

即將到來的全 IP 世代，期望統一固網、無線、寬頻上網、IPTV 網路

電視等市場監理規則，向水平式監理的方式邁進，並使其適用一致性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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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固網業務收入與話務逐漸減少，行動電話的 ARPU 值也逐

漸降低，FMC 業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競爭的重要方式之一。基於 IP

化的 NGN 正逐漸替代現有傳統電信網路，從而使得建立固網與行動

的統一網路成為可能，KT 及 SKT 兩家公司都兼營行動電話業務與固

網業務，WiFi 網路撥打 VoIP 網路電話之話務持續成長，鼓勵更多固

網行動匯流服務的發展。 

韓國目前的 FMC 服務是以 KT 的 WiBro 為主，使用者必須在 1

支 FMC 手機上綑綁 2 個不同的門號，分別作為固網及行動電話之使

用，WiBro 實質上是韓國版的 WiMAX，其關鍵技術的發展，使得寬

頻服務得以由固網轉移至行動網路。另一方面韓國國家政策有意培植

WiBro 的發展，在 2009 年 4 月 KCC 決定將 010 做為 WiBro 服務的

冠碼，進一步允許 WiBro 業者可提供語音與網際網路 WiMAX 的服

務。 

(二) VoIP 網路電話 

在韓國，編碼政策的演變取決於技術的發展與服務的多樣化，主

要的改變已經從公眾電信網路開始。韓國 VoIP 服務始於 1999 年，快

速增加的 VoIP 網路電話服務，衍生出固網號碼可攜及 070 號碼使用

的種種議題。韓國於 2005 年管制架構調整後，才發出 7 張執照給 VoIP

業者(目前已增加到 11 家)，這些業者的用戶必須轉換為統一使用 070

冠碼的新電話號碼。由於考量到此類服務的特殊性，尤其是可移動性

(Nomadicity)，因此決定編配獨立的號碼區塊給 VoIP 服務。 

MIC(資訊通訊部 KCC 之前身)將 VoIP 視為普通的服務(Common 

Service)，符合相關條件(通話傳輸品質因素之 R 值>70、延遲時間

<150ms 、 通 話 成 功 率 >95%) 的 VoIP 網 路 電 話 ， 編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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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ABYY-YYYY(A=2~9, B=0~9)號碼區塊給 VoIP 業者。確保用戶

得到品質保證的服務。由於 VoIP 服務使用獨立於固網之外的號碼區

塊，儘管符合一定水準的服務品質，但用戶仍明顯地將其視為一種不

同(可能較差)於傳統語音的服務，因而阻礙了競爭效益。 

用戶對 VoIP 接受度的提昇速度頗慢，網路電話在 2006 年時僅

有 30 萬用戶，由於 KCC 在 2008 年 10 月 31 日開始允許 VoIP 服務的

號碼可攜，同意傳統 PSTN 電話之用戶，無須變更原有電話號碼到

070 號碼區塊，即可將他們的市話轉換到其他業者所提供的較便宜的

VoIP 服務，稱之為「固網-網路電話號碼可攜」。由於許多垃圾訊息

的發話號碼開頭為 060 或 08015，故 070 網際網路電話用戶常因被誤

認為是垃圾訊息發送者或行銷業者而遭拒絕接聽，消費者因此較不願

意使用 070 網路電話號碼。號碼可攜的舉措將可妥善解決韓國消費者

最在意的困擾。2008 年底 VoIP 服務已成長到 250 萬戶。 

2009 年 5 月，韓國改善並簡化 VoIP 號碼可攜處理程序後，並批

准韓國電信公司(KT)合併其無線子公司 KTF 的條件，KCC 要求 KT

提供更便利的方式，讓用戶攜碼至 VoIP 網路電話。由於主要業者韓

國電信改變對 VoIP 的態度，轉而自己提供 VoIP 服務，以保護公司

的寬頻用戶不流失。因此 2009 年上半年 VoIP 用戶數更突破了 300

萬戶。帶動了韓國 VoIP 網路電話服務的成長的另一助力，乃源自於

寬頻基礎設施的廣泛部署。 

                                                 
15 參閱 http://www.spamcop.or.kr/spamc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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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在韓國國家網際網路發展局 (National Internet Development 

Agency, NIDA)於 2001 年意識到導入 ENUM 技術的必要性，開始主

導 ENUM 系統的建立與試行，於 2003 年建立測試系統與測試服務，

並於 2005 年，獲得國際電信聯盟(ITU)編配 82 的 ENUM 國碼16，同

時 NIDA 於 2006 年實施 ENUM 實驗專案，且在 2007 年擴大其專案，

依據實驗之經驗，NIDA 運用 EMUM 技術完成 VoIP 通話處理的研

發，制訂出韓國 ENUM 國家標準，分別為服務電話的註冊、管理系

統、網路電話服務、短訊服務工程、即時訊息互通及註冊與認證標準，

並於 2008 年 10 月被 IETF 採納為國際標準。 

然而後續並沒有任何關於 ENUM 的政策規劃，關於 ENUM 的細

節目前尚未有官方的確認。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韓國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16 參閱 ITU allocated ENUM country code of 82 to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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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香港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香港於 1993 年 7 月 1 日成立電訊管理局行政機關，(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OFTA)，主要負責監管香港的電信事業，

負責公眾電信業務的發照和規管、執行發照條件及管理電信編碼計

畫。 

OFTA 在 1994 年 1 月草擬新編碼計畫時，採取以下的指導原則： 

(1) 編碼計畫應至少滿足電信產業未來 15 年，即到 2009 年底

的發展和要求； 

(2) 編碼計畫應方便使用，並公平合理地對待所有的電信服務

業者； 

(3) 編碼計畫應可以適用於將來的新技術和新服務。 

在 1994 年 1 月，OFTA 發布名為《香港電訊服務的新電話號碼

計畫》的報告，目前的編碼計畫如表 3- 4。 

表 3- 4 香港編碼計畫 

冠碼 號碼類別 
00 國際直撥電話接取碼 
01 – 09 保留供未來中繼接取 
10 固網服務簡碼 

11 
簡碼(備用)，其中 112 保留為所有行動電話

服務的緊急號碼。 
12 固網服務簡碼 
130-132, 134, 136-139 保留 
133 用作取消來電顯示功能 

1357 用作重設來電顯示功能 



第 134 頁 

冠碼 號碼類別 

14 網路識別碼(Network Identifiers, NI) 

15-16 
對外電信業務(撥打香港以外國家或地區)
的服務接取碼 

17 行動服務簡碼 
18 高話務服務 
19 網路測試及路由號碼 
200, 207-209 固網業務執照下的預付卡業務 
201-206, 210-229, 23-29 固網電話號碼(不包括第二類服務) 
30 公眾非專屬電信服務號碼(PNETS) 
31, 34-39 固網電話號碼(不包括第二類服務) 
32-33 保留作未來編碼計畫增加碼長之移轉規劃 

4 號碼可攜之網路號碼(network numbers, 
NN) 

500, 52, 55 保留 
501-509 加值簡訊/多媒體簡訊的簡碼 
51, 53, 54, 56, 59 行動電話號碼或將來推出新服務的號碼 

57-58 
固網業務或服務業者執照下之第二類服務

電話號碼 
600 保留作特殊服務 
601-699 行動電話服務 

7 
傳呼服務，冠碼為“70＂的號碼範圍保留作

特殊服務。 
800 固網業務執照下的免付費服務 
801-809, 84-89 保留 
81-83 個人號碼服務 
900 付費語音資訊服務 
901-989 行動電話服務 
99 緊急電話服務 
註：上表中所稱「第二類服務」源自香港 OFTA 為規管 IP 電話服務，在 2005 年

8 月 22 日發出諮詢文件，建議設立 IP 電話服務業者新執照(服務執照)及引入兩

級(第一及第二類)規管制度，以提供 IP 電話服務。總括而言，第一類服務具備傳

統電話服務的所有屬性，並需要符合固定電信網絡服務/固定傳送執照有關提供

本地話音服務的發照條件。第二類服務不完全具備傳統電話服務的所有屬性，並

只會受最起碼的發照條件限制，旨在保障消費者利益及維護競爭。 

資料來源：OVUM，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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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香港為因應固網行動匯流服務之發展，在 2005 年和 2006 年進行

了兩次公眾諮詢，探討現行規管架構所須之改變，在新放寬的規管措

施下，撤銷規管固網及行動通訊網路互連費用現行指引，互連費的訂

價和付款安排將可由各業者透過商業協商完成。 

2007 年 12 月，香港對固網及行動通信網路採取不同的規管制

度，並希望能放寬規管制度，以配合電信業界的固網與行動匯流發

展，發出的諮詢文件則提出設立「綜合傳送者執照(Unified Carrier 

Licence)的建議，邀請公眾就發照模式提出相關意見包含該類執照的

一般條件、執照期限和費用；同時安排現有執照過渡至新綜合執照等

事宜。該兩項諮詢於 2008 年 3 月結束，經向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簡介綜合執照規劃要點，並完成有關修訂規例提交立法會

審議通過。自 2008 年 8 月開始實施後，目前 FMC 服務在香港雖尚未

明朗化，但已發出 13 張綜合執照，顯示 OFTA 持續努力進行 FMC

匯流服務相關準備工作。 

另一項反映相關產業匯流趨勢，是嘗試建議把 OFTA 和廣播事

務管理局(Broadcasting Authority, BA)合併，成立單一監理機構，取名

通訊事務管理局(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CA)，以便對整個電子通

訊產業作出高效率、有效和協調的規管。 

(二) VoIP 網路電話 

2004 年 10 月，OFTA 首次就網路電話進行業界諮詢，初步結論

認為規管措施不應妨礙業界採用新技術，並應維持「技術中立」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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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既有業者對於 IP 新技術服務的選用及轉用相關服務的步伐應由

消費者及市場主導。電訊服務號碼諮詢委員會於 2004 年 11 月 25 日

召開會議，委員會各成員就名為《網路電話(IP Telephony)之號碼供給》

的會議文件進行討論及提出看法。 

隨後，OFTA 在 2005 年 6 月 20 日發出名為《網路電話之規管》

聲明，其最終結論表示，網路電話服務將訂出兩級規管架構，新設立

的服務業者執照(Service-based Operator, SBO)在 2006 年 1 月開始實

施。 

在香港，網路電話服務一開始的實施方式是允許非香港居民亦可

申請香港本地接取，以致於來自海外市場對於號碼的需求迅速成長。 

香港網路電話服務的實施方式，依據所使用的終端設備及網路形

態包含三種主要模式： 

 撥接雙方均使用電腦(電腦到電腦)； 

 撥接其中一方使用電腦、另一方使用電話(電腦到電話，或反

向)； 

 撥接雙方均使用電話(電話到電話)。 

在兩級管制制度下，第一類服務應符合的發照條件，與持有固網

服務或固網傳送執照業者經營傳統電話服務的相關規定一致，規定第

一類服務業者提供之網路電話服務，可與傳統電話服務共用冠碼為

“2＂及“3＂的號碼；第二類服務則僅規範最低程度的發照條件，可

使用“57＂及“58＂的號碼區塊。但是否得使用傳統電話服務的 8 碼

號碼，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以免阻礙其技術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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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A 決定直接編配號碼給第一及第二類服務業者，對第一類服

務業者要求應提供號碼可攜服務，第二類服務業者初期則不在號碼可

攜規管範圍內。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FMNP 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香港於 1995 年實施固網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是全球最先實施的

地區之一，而行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則在 1999 年推出。 

2007 年 4 月，OFTA 針對消費者進行市場調查，了解消費者對

固網行動跨網號碼可攜的需求，該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對 FMNP 的

需求並不高。2008 年 10 月 31 日，OFTA 再次針對固網行動跨網號

碼可攜(FMNP)進行顧問諮詢。最後，OFTA 決定不實施強制性

FMNP，僅於 2009 年 7 月 10 日發布電信業者得提供自願性固網行動

跨網號碼可攜服務(FMNP)。 

至於 ENUM，OFTA 仍持續追蹤相關發展情形，以作為日後制

訂相關政策之考量。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香港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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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中國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隸屬於國務院之工業和資訊化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為國家級的電信監理機關。由於中國廣

大的地理範圍，MIIT 在 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分別設置省電信

管理局(Provi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s, PTAs)，負責各

別區域內的電信產業監理工作。並擬定電信網路編碼計畫書。 

固網號碼不同於行動電話號碼的編碼系統，固網使用區域碼，由

於中國大陸地廣人稠，因此各地區採用不等長編碼，國內有效號碼最

大碼長為 11 位。行動電話的號碼格式為 1xx-xxxx-xxxx，共有 11 碼，

並無區域碼。前三碼(13x、14x、15x、18x)為行動電話業者碼，中間

4 碼為本籍位置記錄器(Home Location Register, HLR)識別碼，末 4 碼

為用戶識別碼。中國大陸編碼計畫概況可藉由表 3- 5 的冠碼來辨識。 

表 3- 5 中國大陸電信編碼計畫 

冠碼 用途 

0 國內長途電話業務冠碼 
00 國際長途電話業務冠碼 
10 長途區域碼 
11  國際智慧業務受話路由碼 
12 備用 
13 公眾行動通信網路號碼 
14 公眾行動通信網路號碼 
15 公眾行動通信網路號碼 
160～163 備用 
164 ATM/幀中繼網的網路號碼 
165～169 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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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碼 用途 

17 備用 
18 公眾行動通信網路號碼 
190～193 備用 
194 ATM/中繼網路號碼 
195～199 備用 
2 長途區域碼，目前未用作長途區域碼的作為備用 
3～9 長途區域碼，目前未用作長途區域碼的作為備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與編碼規劃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依據 2010 年 1 月中國大陸的國務會議結論，未來將加速推動電

信網、廣電網及網際網路等三網匯流發展，會中並訂定數位匯流發展

的階段性目標，2010~2012 年廣電及電信業務進入雙向測試與數位匯

流政策擬訂；2013~2015 年，全面推動三網匯流，建立國家的匯流標

準制度，相關產品及業務也將納入政府採購範圍，並提供財務與稅賦

等方面的政策支援。 

現階段，大陸的廣電系統是偏向區域性組織，大多仍屬國營事

業；而網際網路則由多數大小不一的業者所經營；電信產業則較為完

整，偏向於垂直整合的結構，主要有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聯通

三大電信業者，由於電信產業的規模比較完整，因此預期在數位匯流

中將扮演主導性的角色，目前三大業者在數位匯流的基礎建設正如火

如荼進行當中，以下為主要的三大電信業者對於 FMC 的規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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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移動 

以經營行動通信(採用 TD-SCDMA)、數據、IP 電話和多媒體服

務為主，由於該公司缺乏固網相關資源，短期內 FMC 將不是中國移

動的發展重點。但也由於缺乏固網基礎，中國移動佈建 IMS 服務的

控制網路時，就不需要部署電路交換的網路服務，成本也因此降低，

且建設速度較快。未來中國移動將以行動數據與固網寬頻服務競爭。

另一方面，加快與鐵通寬頻的整合，利用其固網優勢，間接發展 FMC

服務。 

2. 中國聯通 

以經營固定通信，行動通信(採用 WCDMA)，國內、國際電話服

務，衛星國際專線服務、數據通信和各類電信加值服務等為主。中國

聯通具有完整的行動網路與固網資源，對於網路匯流和服務匯流方面

也有相當之經驗，並自 2006 年已開始展開 IMS 技術試驗和試運轉，

中國聯通未來將朝著以 IMS 為基礎的匯流網路逐步邁進。 

3. 中國電信 

主要經營固定電話、行動通信(CDMA2000)、網際網路接取及應

用等綜合資訊服務。中國電信近期加入了 Femtocell 論壇，顯現未來

對於推行 FMC 服務的興趣，由於中國電信的固網資源偏重於中國大

陸的南部地區。因此，中國電信準備在近年內在中國大陸的南部地區

內推行 FMC 服務，同樣地，中國電信也將以 SIP/IMS 為基礎逐步發

展。 

由於主要的三大電信業者均處於基礎建設時期，因此目前尚未有

具體商用之 FMC 服務，但在地區性的電信業者已經有具備 FMC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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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的類似服務(無法在固網與行動網路間無縫交遞)，其服務的概念如

下說明： 

 遊子歸家、隨聲聽：遊子歸家由廣東電信提出，行動用戶啟動這

項服務後，一旦有固話撥打該行動電話，會自動轉接到用戶設定

的固定電話(需安裝名為「手機休息站」設備)。與轉接不同的是

遊子歸家其接聽完全免費，所以一推出即大受歡迎。但也因此嚴

重影響行動電信業者的收入，目前發展仍有雜音存在。隨聲聽的

原理與遊子歸家相反，當雙方都不在室內，使用行動電話撥打

PSTN 電話時，通話將直接轉到你的手機上(不需安裝類似手機休

息站的設備)，免費接聽。因此，若說遊子歸家是讓行動通信這個

“遊子”回到 PSTN 電話這個“家”，讓手機“休息”，那麼隨聲聽則

是讓 PSTN 電話行動化，隨身接聽。 

(二) VoIP 網路電話 

在中國大陸，IP 電話已明確地被定義為固網電信服務，因此只

有擁有基本電信服務執照的業者才能提供 VoIP 服務。IP 電話服務從

1999 年開始在 25 個城市試運轉。2000 年，既有業者中國電信、中國

聯通、China Netcom、Jitong Communication(隨後與 China Netcom 合

併)與中國移動被允許開始經營電話對電話(phone-to-phone)的 IP 電

話服務。 

以中國電信 VoIP 寬頻電話為例，基於中國電信廣大的 ADSL 網

路和長途通訊網路建設，將語音經由寬頻網路傳輸，提供固定電話服

務，用戶並不需要改變現有電話的使用方法：毋須改變撥打習慣、毋

須加撥網路接取碼，裝機時亦不改變原有線路，也不改變撥號方式，

只要有網路的地方就可以用，號碼不受地域和電話線路的限制(號碼

跟著人走)，也可以保留原有固話號碼，不另申請新號碼，當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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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也可申請新的固網號碼，例如上海電信的新 PSTN 電話 3319 字

首的 8 位數號碼。 

中國大陸另一種 VoIP 商業模式為完全依賴網際網路的虛擬

VoIP，其服務形式是語音聊天室和即時通訊的語音聊天功能，此類型

服務自 2004 年開始獲得市場廣大的迴響，例如騰訊 QQ、MSN、新

浪 UC 等，但其發展始終受限於政策與傳統電信產業的阻礙，因為

VoIP 已衝擊到傳統電信業者的營收。然而，IP 化卻是必然趨勢，國

外以行動數據或是 WiFi 技術傳輸 VoIP 服務的案例越來越多，例如在

手機上使用 Skype 或是以 WiFi 進行語音傳輸。因此，此類型 VoIP

服務解禁的聲浪已逐漸蔓延，電信業者投入發展 VoIP 服務的態度也

轉向積極，類似服務的手機終端已然完備，因此，電信業者一旦發展

VoIP，相關服務後市可期。 

目前中國大陸 VoIP 服務應用電信號碼僅止於 Phone to Phone 的

應用，該服務雖然編配地理性號碼，但卻不具備等同 PSTN 電話的服

務品質，因為地理性號碼不受地域與電話線路的限制，這將影響提供

緊急服務。其它的 VoIP 服務模式(PC to PC 或是 PC to Phone 等)仍有

待規管環境的突破與產業的商業模式規劃，實際的電信號碼需求仍待

評估，以及未來是否編配非地理性號碼或是新的號碼區塊也值得持續

關注。 

(三) 物聯網 

中國大陸的物聯網是由工業和資訊化部(MIIT)所主導推動，MIIT

成立物聯網的部會協調小組，藉以研擬物聯網產業發展政策，加速物

聯網產業的發展。目前電信運營商也已開始佈局物聯網的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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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國移動表示當所有物品與人產生連結後，手機將扮演遙控器

的角色。 

諸如上述，目前中國大陸的發展與應用，物聯網並不一定侷限在

封閉式的單一網路架構(如 RFID 物流應用)中，許多的服務都是經由

感知、固網或行動網路整合的服務型態，以下為目前較具體的物聯網

案例： 

1. 行動支付 

行動支付係指 SIM 卡中嵌入 RFID 晶片，使 SIM 卡具備傳感功

能，提供通話功能以外更廣泛的應用，例如目前在上海舉辦的世界博

覽會，中國移動與主辦單位合作提供行動支付的服務，消費者經由內

建 RFID 的 SIM 卡購買門票，並在園區內購物。手機支付的行為呈現

物聯網的特性。中國移動總裁王建宙認為電信業者的基礎網路，將扮

演物聯網中可靠的訊息傳遞角色，成為連結物品與網際網路、資料庫

的媒介之一。因此在中國大陸，物聯網也成為電信業者積極布局的市

場之一。2009 年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以及中國聯通等 3 家大陸電信

業者進行合作，並成立無線射頻識別系統行動支付標準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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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國移動 

圖 3- 4 中國移動行動支付 

2. 智慧醫療系統與虛擬養老院 

由中國電信推出的智慧醫療系統，利用安裝在家中的家庭醫療感

知設備，主動測試對家中病人或老人的生理指標，所產生的生理指標

資料再透過中國電信的固網或行動網路傳送到護理人或相關醫療單

位，同樣的這些資料也可以同步傳送給家人或是緊急呼救。去年 8

月，中國電信和江蘇省老齡辦簽訂合作，在江蘇省開始試行運用資訊

化管理的“虛擬養老院＂。使年長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機構化管理和服

務，打造沒有圍籬的養老院。 

2009 年 MIIT 發布新版電信網編號計畫書，冠碼 106 用於短消

息。考量機器通信具有數以億計的潛在市場，將 106 區塊中之”1064”

號碼保留給 M2M 通訊。其中冠碼為“10648”的號碼已核配給中國移

動，剩餘 9 億個號碼仍未核配。中國移動預計在其物聯通服務中使用

此號段，作為與行動通訊 MSISDN 的接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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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中國大陸物聯網編碼現況 

冠碼 核配現況 總碼長 容量 
1064(0-7) 未核配 13 8 億 

10648 中國移動 13 1 億 
10649 未核配 13 1 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2003 年 7 月，中國大陸設立 ENUM 試運轉系統。主要目的僅限

於 ENUM 技術的可行性評估。中國對於 ENUM 在 Top Level 

Domain(TLD)的名稱選擇仍有疑慮，故目前 ENUM 在 TLD 裡的名稱

尚無共識。 

ENUM 測試是由 MIIT 所主導。2002 年 3 月，經由首次的 ENUM

試運轉協調會議，設立 ENUM 試運轉領導團隊和五個研究小組。

ENUM 試運轉領導團隊負責全面的研究方案及工作規劃。五個研究

小組分別負責 ENUM 申請、提供、註冊、規章與安全部分，並就 ENUM

國際性觀點進行個別研究。 

(二) FMNP 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中國大陸迄今仍未有過 FMNP 的相關討論，因為中國目前的行

動電話號碼可攜以及固網電話號碼可攜仍尚未實施，僅進行不對稱的

單向測試，例如2009年4月28日海南島與天津的行動號碼可攜(MNP)

測試。對此，MIIT 也意識到中國大陸在號碼可攜技術方面的落後，

目前正積極投入集中式號碼管理資料庫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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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中國大陸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

國相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

縮或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

管機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

使用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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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新加坡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新加坡資訊通訊發展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

負有擬定編碼計畫、制訂相關政策及管理號碼之責，並透過 IDA 設

立的各種產業工作委員會(industry working committees)向產業界進行

相關諮詢工作。新加坡編碼計畫17並不複雜。僅有唯一的編碼區域外，

其餘的號碼均根據第一個位數進行服務分類。因為採取 8 位數的設計

方式，所以會有 1 億門號碼容量。編碼計畫總結如表 3- 7 所示。 

表 3- 7 新加坡編碼計畫 

冠碼 服 務 說 明 
0 3 碼，國際電話、長途與邊界電話服務之冠碼。 
1 4 或 5 碼，特別服務碼與國際電話冠碼。 
2 保留 
3 8 碼，網路電話號碼。 
4 保留 
5 保留 
6 8 碼，PSTN 公眾電話服務與網路電話服務之號碼。 
7 保留 
8 8 碼，無線電網路號碼。 
9 3 碼為緊急電話服務代碼，8 碼為無線電網路號碼。 

資料來源：新加坡編碼計畫書，本研究整理 

 

 

                                                 
17參閱新加坡編碼計畫
http://www.ida.gov.sg/doc/Policies%20and%20Regulation/Policies_and_Regulation_Level3/nnp/2Cha
pter_2_The_National_Numbering_Sche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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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2006 年新加坡開始推動智慧國家 2015 計畫(iN2015)，期望打造

一個“智慧化國家、全球化的都市與無所不在的通訊科技”，其中，國

家寬頻網路((Next Generation Nationwide Broadband Network, Next 

Gen NBN or NGNBN))屬於 iN2015 計畫中的基礎設施，將承載新加坡

現有的和未來可能出現的所有資訊通信服務，包括語音、高速寬頻網

路、IPTV、視訊傳播、行動寬頻等服務，因此 國家寬頻網路(NGNBN)

也兼具次世代網路建設、數位匯流的指標意義。 

1. StarHub 

StarHub 是新加坡第二大電信業者，同時擁有固定網路、有線電

視網路、行動網路和網際網路的經營執照。因此在新加坡的數位匯流

趨勢中扮演先驅的角色。 

2008 年 11 月 StarHub 推出全球首見基於 3G 超微型家用基地台

(Femtocell)技術的 “Home Zone”服務，Home Zone 服務也是新加坡第

一個具備 FMC 概念的服務。對於同時使用 StarHub 行動通信服務和

固定寬頻服務的家庭用戶而言，若用戶在戶外時，則接取行動網路，

若在室內(指 Home Zone 的區域內)，則接取室內的超微型家用基地

台，並經由 StarHub 的固網寬頻提供語音通話、簡訊、視迅通話等服

務，行動通信的通話則經由超微型家用基地台轉至固定寬頻線路以降

低通話費用。該服務之通訊模式屬於 ECC 所定義之雙模連結型服

務，其電信編碼方面，則是編配行動電信號碼，每個 Home Zone 帳

號可提供 4 組 StarHub 的行動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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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ngTel 

SingTel 緊接著 StarHub 的腳步，推出“CallZone”服務，不同於

Home Zone 以一般家庭為主，而是以中小企業為目標市場，強調員工

在辦公室內可以免費接取行動電話，以降低企業經營成本，且同時間

可以有多人進行通話，其技術原理與 StarHub 的“Home Zone”服務如

出一轍，同樣採用超微型家用基地台作為辦公室內的無線寬頻路由裝

置，若員工移動出 CallZone 的範圍，通話並不會中斷，可以無縫交

遞至 SingTel 的行動網路保持通話。其通訊模式屬於 ECC 所定義之雙

模連結型服務，在電信編碼方面，則是編配行動電信號碼，每個

CallZone 帳號可提供 16 組 SingTel 的行動電話號碼。 

(二) VoIP 網路電話 

新加坡的網路電話服務競爭十分激烈，各業者在網路電話方面，

各自有其策略規劃，其中又以 StarHub 的網路電話服務最具代表性。

既有業者 SingTel 起步較晚，直到 2007 年才提供網路電話服務，包裹

在「Generation mio」服務中，並積極拓展 VoIP 業務做為替代 PSTN

的選擇。不管是 SingTel 或是 StarHub 均認為網路電話屬於 Multi-play

組合服務中最基本的服務，因為語音服務對消費者幾乎是無形的但卻

是基本的，必須與其它服務包裝組合，才足以差異化競爭。 

在新加坡，VoIP 網路電話號碼為 8 碼長，區分兩種編碼形式，

第一種：冠碼為“3”的網路電話服務，不須接取緊急電話，也不須提

供號碼可攜服務、號碼查詢服務及列印號碼簿服務，但是在用戶登入

網路電話服務時，服務提供者必須清楚告知這些限制。第二種：冠碼

為“6” (與 PSTN 電話號碼冠碼相同) 的網路電話服務，則必須完全符

合國內市話服務所有要求的 QoS 及市話其他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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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聯網 

新加坡期望透過 iN2015 計畫打造一個無所不在通訊科技的智慧

型國家，物聯網即為發展項目之一，其規劃策略如下： 

1. 四項政策： 

 建立超高速、普及性、智慧化、安全可靠的資訊通信基礎

設施； 

 發展全球化競爭的資通訊產業； 

 發展普通從業人員的資通訊技術能力；培育具有全球競爭

力的資通訊人才； 

 強化資訊通信的尖端技術、創新應用，全面提升主要經濟

領域、政府部門乃至於整體社會的價值。 

2. 六大目標： 

 在利用資通訊技術為經濟與社會創造價值上，位居全球首

位； 

 資通訊產業價值增長兩倍，達到 260 億新元； 

 資通訊產業出口收入增加三倍，達到 600 億新元； 

 90%的家庭使用寬頻網路； 

 100%的學齡兒童家庭擁有電腦； 

 增加 8 萬個就業機會。 

3. 預期成果： 

 利用資通訊技術，豐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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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資通訊技術，強化經濟競爭力與創新； 

 促進資通訊產業成長與競爭力。 

新加坡政府認為資通訊技術為產業服務創新與轉型的關鍵因

素，可以扮演新加坡在經濟領域保持領先地位與具備全球競爭力的關

鍵作用，因此 iN2015 計畫針對九種產業領域規劃不同的資通訊應

用，九種產業分別為：數位化媒體與娛樂、教育、金融服務、醫療保

健、製造與物流、土地與交通、旅遊、服務與零售、政府與社會。由

於 iN2015 計畫強調無所不在的資通訊技術，因此 IDA 也將物聯網技

術應用在各個產業中，例如：個人健康關懷系統、船舶港口、航空站

(如航空貨運物流電子化)資通訊化、數位化服務平臺(如：位置感知租

車、行動支付)等應用服務。iN2015 計畫將資通訊服務的提昇訂於

2009~2012 年實施，因此具體的物聯網應用與服務仍未多見，物聯網

的電信編碼需求目前也無法有效評估，研究團對將持續關注新加坡有

關物聯網應用服務的發展。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新加坡已進行 ENUM 試運轉，並在 2004 年 9 月發布公開諮詢文

件，其內容涵蓋網路電話與 ENUM 相關政策，並產出網路電話與電

子編碼(Electronic Numbering)的政策架構。依諮詢文件所述，IDA 以

寬鬆的政策架構為目標，進而鼓勵投資，促進網路電話的發展與創

新，依據價格、服務品質、服務性能等因素，提供企業與客戶更多選

擇，而法規只限於處理特定經濟、社會、公眾、與規管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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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雖然有人擔心使用者不熟悉新的撥號方式等問題，但在

技術上，ENUM 已獲證實為可行。另外，防火牆和安全政策等問題，

如 SIP 表頭執行與端對端 RTP 通話加密等，目前仍缺乏產業界之關

注。因此，目前新加坡的 ENUM 計畫亦已擱置。 

(二) FMNP 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IDA 理解固網行動匯流之發展，將造成固網業者維持其用戶基礎

(customer base)之壓力。然而，一項消費者調查顯示，對分開處理固

網與行動服務，並將電話號碼分配給各自服務的現況，超過半數的受

訪者表示仍感到滿意。IDA 據此總結，雖然市場尚未準備好接受固網

行動跨網號碼可攜，但由於未來仍有需求產生之可能，因此集中式資

料庫方案亦須在未來能夠支援跨網攜碼。IDA 仍將持續監測市場發展

情形與匯流趨勢，以評估未來佈建跨網號碼可攜功能之必要性。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新加坡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

相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

或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

機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

用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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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澳洲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澳洲的通訊媒體局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負責規管廣播、網際網路、無線電通訊及電信業

者，澳洲電信法規定由 ACMA 負責發展與維護電信編碼計畫，以便

規範電話服務的編碼及號碼用途。該計畫也列出編配號碼給服務提供

者的相關規定。圖 3- 5 顯示目前在澳洲所使用的主要編碼區域與其號

碼區塊。 

 
資料來源：ACMA 

圖 3- 5 澳洲主要地理區域碼編碼 

澳洲編碼計畫所使用的冠碼及號碼概要，請參閱表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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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澳洲電信編碼計畫 

號碼或冠碼 服務說明 
02, 03, 07 或 08 長途電話之地理區域碼 
000  緊急電話服務 
106  文字式緊急電話服務 
112  國際 GSM 緊急電話號碼 
1221~1225 特殊服務號碼(包括國際障礙申告、話費查詢、

國內查號服務等) 
1234  人工撥號服務 
124 特定業者服務電話之冠碼(例如人工撥號) 
125 特定業者服務電話之冠碼(例如障礙申告) 
0011, 0012 (包括各種

001x)  
國際直撥電話(包括傳真服務) 

015, 018 (包括 014 
及 017)  

類比式行動電話號碼，現已中止營運。 

04  數位式行動電話號碼 
0500  個人隨身碼 
0550 與位置無關的通訊服務 
13 and 1300  市話費率號碼 
180x  受話方付費 
190x  付費語音資訊業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澳洲市內電話服務使用 10 碼長度的地理性號碼，冠碼為 02、03、

07 及 08，地理性號碼包含市內電話服務所在位置的詳細資訊(省份、

區域，甚至交換局)。澳洲行動電話服務的冠碼為“04＂，編碼長度

是 10 碼。ACMA 編配號碼給電信業者，業者再將號碼指配給用戶。

澳洲在 2001 年 9 月 25 日開始實施行動號碼可攜。行動電話用戶在更

換服務業者時可以保有原來的號碼，從而避免了來電漏失及非必要的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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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與編碼規劃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澳洲ACMA於 2008年 7月公告一份有關固網與行動服務匯流的

研究報告18，並在報告中定義兩種形式的匯流服務，如下說明： 

(1) 固網與行動匯流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如圖

3- 6，將以下列三種方式演進，最後達到全 IP 化傳輸網路。 

 服務組合 (Service bundling)：僅就商業性質上，提供較便

宜的固網與行動組合服務，與網路或終端裝置的匯流無關。 

 雙模服務(Dual-mode services)：利用雙模手機進行行動或是

固網通話，剛開始時，可能無法在兩種網路無縫交遞(hand 

over)且必須要有兩種號碼(行動與固網)，最終將演變為可

在兩種網路無縫交遞(handover)，並只存在一種號碼。雙模

服務通常使用 Celluar/WiFi 兩種網路，在戶外時，以接取

行動網路為主(也可以接取 WiFi 熱點)，室內則接取 WiFi，

一般取決於電信業者提供的服務方案。 

 網路整合(Network convergence)：固網與行動通信服務基於

共用的 IP 化傳輸網路。 

                                                 
18 參閱 Fixed-Mobile Convergence and Fixed-Mobile Substitution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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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ACMA 

圖 3- 6 澳洲 FMC 服務形式 

(2) 固網與行動之替代(Fixed-mobile substitution, FMS)，如圖

3- 7，有以下兩種方式：  

 接取替代 (Access FMS)：使用者放棄固網語音服務，僅使

用行動通信服務，區分兩種形式：切斷線路(cut the cord)

與直接使用行動通信(Straight to mobile)，如下說明： 

 切斷線路(cut the cord)：原本就使用行動與固網兩種服

務的用戶放棄固網的接取，僅使用行動網路。 

 直接使用行動通信(Straight to mobile)：用戶在一開始

便只有選擇行動網路接取通信服務。目前國際間已經

有一些固網建設落後的國家採取直接使用行動通信

(Straight to mobile)的方案，例如菲律賓與印尼，其固

網滲透率一直停留於 5%左右，但行動通信滲透率卻高

過固網滲透率兩倍，並持續增加中。 

 使用替代 (Usage FMS)：使用者雖保留固網語音服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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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使用行動通信服務使用率，例如提高 PSTN 電話的資

費，因此用戶雖保留固網接取，但實際上使用 PSTN 電話

的比率卻逐漸下降，因為用戶會提高使用行動電話的比例。 

 
資料來源：ACMA 

圖 3- 7 澳洲 FMS 服務形式 

就消費者的觀點而言，不管是 FMC 或是 FMS，都有著非常相似

的結果，最後會僅存在一種服務。在 2005 年~2007 年間，澳洲的行

動通信話務量增加了 48%，同時期固網的話務量卻減少了 10%，在某

種程度上已經逐漸趨向於 FMS 發展，因此也促使行動通信業者更積

極推動吸引固網用戶的方案。反觀 FMC 仍處於發展初期，依據 Telsyte

的研究報告指出，澳洲在 2008 年開始試行雙模 FMC 手機，但短期內

FMC 的發展仍有限，研究指出澳洲的 FMC 與 FMS 發展將取決以下

因素： 

 行動通信費率仍較固網市話費率高出許多，造成消費者使

用行動通信取代固網市話的意願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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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有 73%的寬頻服務用戶是使用 DSL，因此通常

會綁定一組市話，現階段行動數據上網的頻寬遠低於固網

寬頻，但費率卻較高於固網寬頻，也影響了用戶轉換行動

寬頻的意願。 

 消費者對於多元服務的接受程度，固網與行動組合的服務

是否會對消費者造成混淆，例如資費、地理資訊等。 

(二) VoIP 網路電話 

1. VoIP 與地理性號碼 

2008 年中，ACMA 著手調查 VoIP 服務使用地理性號碼的情形。

調查發現在 46 個 VoIP 業者中有 45 個業者使用號碼的方式與編碼計

畫不一致，網路電話的位置常與地理性號碼原本所歸屬的地理區域不

同。此現象已違反了編碼計畫中地理性號碼必須使用在其所歸屬的固

定位置的規定。除此之外尚有透過其他的電信業者取得 ACMA 核配

號碼之情形。 

ACMA 隨後發佈諮詢文件，提議修改 1997 年電信編碼計畫以容

許 VoIP 服務使用地理性號碼，並相信這項修改能強化產業的管理。

該提議的目的在促使編碼計畫能彈性適用於各種新興服務，同時納入

適當的消費者保護，提議修改的內容包括： 

 允許只限發話的服務 (包括 VoIP Out)使用地理性號碼與地

理位置無關通訊服務(LICS) 的號碼。 

 要求電信業者須於符合現行的編碼規則(通常要求固網服

務之地理性號碼須與用戶的實際位置一致)，或是提供消費

者有關地理性號碼與用戶實際位置不一致可能產生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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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資訊。 

未修改前的澳洲編碼計畫定義只限發話而無法接收受話的服

務，不能使用地理性號碼與地理位置無關通訊服務(LICS) 的號碼，

違背時下服務的發展。發話時使用號碼，可以有效的接取緊急服務、

顯示 CLI 及執行通話追蹤。ACMA 因此提議修改市話服務定義，將

只限發話的服務涵蓋在內，以符合服務的發展。此外，原來的澳洲編

碼計畫對於地理性號碼是否須與用戶的位置相同並不明確。此項提議

修改能確保消費者充分了解選擇服務時可能受到的影響，並提供產業

明確的方向。例如消費者撥打地理性號碼將依照編碼計畫指定的區域

收費，不論該號碼與用戶位置是否符合。該項諮詢截止日期為 2010

年 5 月 31 日。 

2. 與位置無關的通訊服務 

澳洲政府在 2005 年 11 月通過由 ACMA 編配冠碼為 0550 的新號

碼區塊供位置無關的通訊服務(Locatio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Service, LICS)使用。其目的在於將傳統電話服務與新服務適當區別。

簡言之，新號碼區塊旨在解決因網路電話服務使用地理性號碼所造成

與編碼計畫及相關規範相左之現象。傳統(不具移動性的)電話服務則

繼續使用地理性號碼。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自 2005年 6月 6日開始，澳洲ENUM討論團體(Australian ENUM 

Discussion Group, AEDG)著手進行澳洲的 ENUM 試運轉(採用使用者

ENUM 模式)。整個試運轉主要目的是部署與測試相關的技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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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註冊系統與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及啟用系

統(provisioning system)間的互動，考慮將個人資料儲存至 DNS 所引

發的個人隱私保護問題，以及制定、執行和測試註冊認證和驗證程序。 

澳洲參與 ENUM 試運轉的業者發現，ENUM 僅可以扮演便利與

可用的技術，並不可作為行銷市場的技術，ENUM 僅可提供商業協

助，潛在 ENUM 服務的例子包括在 Carrier/CSP 內呼叫路由、內部

話務傳輸與簡訊服務，例如 SMS 與 MMS。ENUM 提昇傳統電話與

IP 網路匯流的可能性、促成電信業者與 ISP 業者合作、及提供用戶從

智慧設備接取 IP-only 服務的便利設施。此外，ENUM 能提供接取

例如影像、即時通訊、臨場與資訊分享(例如數位白板)豐富用戶的經

驗。此技術並可讓用戶控制如何、何時被聯繫，例如使用 ENUM 的

IP 服務，包括 VoIP-based PABXs 話務循線與管理、IP-enabled 服務

整合(例如行動電話，個人設備)與家庭電話服務。從主管機關的觀點，

其可運用的範圍僅止於 IP 網路，尚不能運用在 PSTN 上。 

(二) FMNP 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澳洲在 2001 年 9 月 25 日開始實施行動號碼可攜。行動電話用戶

在更換服務業者時可以保有原來的號碼，從而避免了來電漏失及非必

要的成本。受限於澳洲 PSTN 電話所採行的地理性編碼與固網行動費

率差異等問題，實施 FMNP 有其困難度，至今 ACMA 尚未有針對

FMNP 進行過相關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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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澳洲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五、 國家編碼計畫架構之檢視 

鑒於澳洲民眾漸以行動電話取代傳統固網電話、VOIP 之發展衝

擊、許多用戶已採用組合式及限額之服務方案，傳統依地區及距離之

計價方式已驅式微、以及物聯網之發展，澳洲 ACMA 特啟動一工作

計畫，探討號碼及電信編碼計畫，於 2010 年 10 月 25 日發布「編碼：

澳洲編碼計畫架構  (Numbering: Structure of Australia’s telephone 

numbering plan」諮詢文件，作為 ACMA 檢視電信編碼計畫系列諮詢

工作的首份諮詢文件。 

ACMA 擬依照效能（Efficiency）、彈性（Flexibility）、適應性

（Resilience），以及簡單透明（Simplicity and transparency）等一般

性原則（General Principles），針對編碼計畫的結構與超過四十種不

同類型服務的編碼安排，進行編碼監理及管理架構（the regulatory a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之評估。評估準則如下： 

1. 效能：隨著技術發展及使用者偏好的改變，仍能促進通訊服務

之持續供應，以符合公眾利益 

 實現號碼的最有效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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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不同類型號碼分配的差異（disparities） 

 彈性：能因應通訊環境隨著時間不斷變化與演進的需求 

 不會造成市場參進與競爭的障礙 

 允許通訊服務新功能的增加 

 提供市場演進的替代途徑（alternate pathways） 

2. 適應性：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以提供通訊服務供應商及其用戶

足夠的確定性，包括達成其他長期政策目標。 

3. 簡單透明：使消費者在使用通訊服務時，能有足夠資訊做出選

擇，包括消費者是否能夠知道所撥打電話之成本。 

基於前述一般性原則，ACMA 歸納出編碼計畫之四大設計原則

（principles of design），包括： 

1. 概括性的號碼用途（broad-based use of numbers）：此係對應於

彈性原則；其目的在於盡量減少因為技術及服務創新或商業模

式的改變而必須進行編碼計畫之區塊劃分。除非區塊劃分的結

果能提供： 

 通訊服務供應商所需要的彈性及創新 

 無需經常檢討或再調整 

 避免供需雙方之協議隨著新服務或商業模式之引進或變

動而需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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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中立（technical neutrality）：此係對應於彈性及適應性原

則；其目的在於避免編碼計畫必須依據通訊服務的技術特性而

進行區塊劃分。 

3. 價格透明（price transparency）：此係對應於簡單透明原則；若

有需要，編碼計畫應確保消費者得透過所撥號碼之前置碼

（Prefix）去理解通話成本。 

4. 明確（clarity）：此係對應於簡單透明原則；其目的在於編碼計

畫的結構必須容易讓服務供應商、相關用戶及消費者理解，其

考量因素包括： 

 使編碼計畫保持最低限度的必要區塊劃分 

 區塊劃分的理由必須明確 

ACMA 於本次諮詢文件提出 28 項問題，廣徵各界意見。ACMA

檢視電信編碼計畫系列諮詢工作的其他三份諮詢文件將於近期陸續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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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英國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英國通訊法 2003 第 63 節，載明 Ofcom 有責任確保號碼資源之

最佳使用，並且在規劃編碼計畫時，應以提升效率與鼓勵創新為優

先。現今已有許多的服務提供者使用網路電話技術，並且積極投入

IP-based 的次世代網路(NGN)，Ofcom 也持續關注新服務發展，並於

2006~2007 年間檢討號碼資源，並規劃編碼計畫。2009 年 2 月 Ofcom

公告新版的英國編碼計畫。公眾電話號碼為 11碼，號碼開頭是冠碼(包

含第一碼“0＂)，主要服務的號碼區塊編配如表 3- 9： 

表 3- 9 英國電信編碼計畫 
號 碼 區 塊 服    務    類    別 
01、02 地理性號碼 
03 全國性號碼 
030 公共部門機構、非營利組織 
055 公司、法人號碼 
056 與位置無關的電子通訊 
070 個人號碼 
076 無線電叫人服務 
071 至 075、077~079 行動通信服務 
080 特別服務(如受話方付費) 
082 特別費率服務(如學校的網際網路) 
0843、0844 基本級的特別費率服務 
0845 基本級的特別費率服務(如市話費率，最高每分

鐘 4 便士) 
0870 特別費率服務(如長途費率，最高每分鐘 8 便士)
0871 至 0873 高於長途費率的特別費率服務(最高每分鐘 10

便士) 
090、091 付費語音資訊業務(最高每分鐘 1.5 英鎊) 
098 成人娛樂服務 
資料來源：英國電信編碼計畫，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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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性號碼有兩個主要特性，即簡單且低廉的費率結構(simple 

and low tariff structure)與位置識別(Location Identity)。位置識別特性是

將可用的 01 和 02 的地理性號碼區塊分成超過 600 個地理區域(即區

域碼)，地理性號碼在這些主要區域的編配單位是 10,000 門號碼的大

區塊。 

縱然有固網與行動匯流(FMC)之趨勢，Ofcom 卻發現消費者重視

固網和行動號碼的區分能力。在 2006 年電話編碼策略檢視中，Ofcom

決定整合 07 號碼區塊用於行動通信，以符合行動號碼的大量需求，

並增加未使用的 071 到 075 號碼區塊到行動編碼計畫，行動電話號碼

已包含 071 到 075 與 077 到 079 的範圍。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與編碼規劃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Group plc, BT)於 2004 年初

正式啟動 Bluephone 服務，實現了固網與行動服務的整合，也是全球

首見的固網與行動服務匯流的實際產品。當持有 Celluar/Bluetooth 雙

模手機終端的用戶處於 Bluetooth AP 的覆蓋範圍時，手機將自動接取

Bluetooth AP 把話音與資料業務接入英國電信的寬頻網路；當用戶離

開 Bluetooth AP 覆蓋區並進入泛歐數位式行動電話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GSM)網路覆蓋區時，手機將無縫

交遞至 Celluar 網路，若用戶重新進入 Bluetooth AP 的覆蓋區，手機

將無縫交遞 BluetoothAP 重新接入英國電信的寬頻網路。Bluephone

在英國的發展並不順遂，原因在於 Buletooth 技術的通訊範圍過小，

且耗電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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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6 月，BT 將 Bluephone 更名為 BT Fusion，並於 2006 年

9 月正式啟用，原本 Bluephone 的 Celluar/Bluetooth 雙模式也改採

WiFi/Celluar 的 BT Fusion 服務，此舉改善了通訊範圍過小的問題，

只要用戶處於室內時(WiFi AP 的覆蓋範圍)，用戶使用雙模手機經由

WiFi AP 和數位用戶迴路(Digital Subscriber Line, DSL)接取方式將語

音與數據接入英國電信的固定寬頻網路；在室外時，系統則無縫交遞

至 Vodafone 行動網路，其通訊模式屬於 ECC 所定義之雙模連結型服

務。使用 BT Fusion 僅需要一個終端裝置、一個電話號碼、一份帳單，

電話號碼則是編配行動電話號碼，用戶也可以攜轉原本使用的行動電

話號碼至 BT Fusion 服務。 

BT
 B

ro
ad

ba
nd

 li
ne

BT Fusion – just the start

Bluetooth

Today
• Connection via Bluetooth to Broadband
• Seamless in-call handover
• Wi-Fi enabled BT Hub
• Up to 6 phones per household, 3 calling simultaneously

Wi-Fi

 

圖 3- 8 英國 BT Fusion 服務 

(二) VoIP 網路電話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對於網路電話，傾向全歐洲採

輕度管制作法，以促進網路電話業者與傳統電話網路業者間的商業競

爭，歐盟執委會與各國主管機關都希望確保全歐洲新的 IP-based 服務



 第 167 頁 

不因法規障礙受到抑制，就此 Ofcom 對於管理網路電話服務進行過

三次諮詢： 

 2004 年 10 月 6 日「新語音服務：暫行指導原則與諮詢」； 

 2006 年 2 月 22 日「網路電話服務法規」； 

 2007 年 7 月 26 日「網路電話服務法規：連結到緊急電話

服務」。 

在 2004 年的諮詢後，Ofcom 發布一項編碼計畫和暫行指導原

則，讓新的語音服務(如網路電話)受到法規與消費者保護的規管。針

對新語音服務的號碼編配，如下說明： 

1. 編配非地理性號碼： 

Ofcom 將新的 056 冠碼號碼區塊編配給網路電話(VoIP)服務，此

號碼區塊不具地理性質，最大碼長為 11 碼(包含 056 冠碼)，且必須可

以提供號碼可攜服務。此號碼區塊使用於符合以下條件： 

 通訊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編碼計畫不具地理性結構； 

 以電話號碼識別的用戶終端設備，在使用時的位置，不需

永久連結到一個特定的網路接取點 (即具有可移動性)； 

 不包括將號碼轉譯為地理性號碼之服務； 

 非行動通訊服務。 

此外，希望從傳統電話轉換到網路電話的消費者，也能保有他們

現有的電話號碼，只要加一個 01 或 02 的冠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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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配地理性號碼： 

雖然網路電話服務有移動性的本質，Ofcom 仍然決定開放地理性

號碼資源給所有的網路電話業者，而非僅可使用 PATS 號碼區塊的子

區塊。此做法不會造成服務或業者間的差別待遇，也是促進競爭和最

少規管介入的選項。 

3. 網路電話撥出(VoIP Out) 

網路電話撥出服務的號碼區塊則沿用其他網路電話服務的號碼

區塊。2007 年 12 月，法規要求第二類 VoIP (網路電話撥出(VoIP out)) 

和第四類 VoIP(雙向網路電話 (two-way VoIP))的服務提供者均須從

2008 年 9 月開始提供緊急電話服務(如 999 和 112)。Ofcom 同時修改

號碼可攜一般條件第 18 號(General Conditions 18)之草案，清楚明訂

從 2007 年 3 月後，號碼可攜服務需提供接取 999/112 的功能，但只

有接收功能的服務除外(如第三類 VoIP 「網路電話撥入(receive-only 

services VoIP)」)。 

4. 商用服務 

英國電信近期積極發展其 21 世紀網路計畫 (21st Century 

Network；21CN) 因此，英國電信也正積極拓展 VoIP 服務 (BT 

Broadband Talk)，強調多功能性的網路電話服務，BT Broadband Talk

需安裝寬頻網路設備 Home Hub，再與 Hub Phone 搭配。英國電信希

望此服務能成為家中的第 2 支電話，讓用戶以低價的費率撥打長途電

話與行動電話，藉此彌補固網市話市場的衰退，也反映出電信業者在

推行 VoIP 上的矛盾，因此 VoIP 的用戶數並未能預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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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聯網 

歐盟執委員會對於物聯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發展相當關

切，其中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正致力於 M2M 相關

的應用和服務與技術開發，並於 2009 年成立 M2M 工作小組，許多

先進國家也參與其中，包括歐洲、美國、中國、韓國與日本等國，共

同討論 M2M 的統一標準，該工作小組已訂定三項工作階段：第一階

段(2010 年 1 月)：備妥可能需要內容，第二階段(2010 年 7 月)：定義

主要功能、訊息流文件化、定義主要介面，第三階段為 2010 年 12 月，

預定產出 M2M 技術標準初稿。現階段歐洲電信標準協會技術委員會

已針對不同應用進行研究，並提出相關技術報告，包括智慧型節能控

制器(Smart Metering)、遠距健康照護(eHealth)、Automotive、城市自

動化(City Automation)等，如圖 3- 9 所示： 

TR 102 692
Smart 

Metering 

TS 102 689
M2M Service 
Requirements

TR 102 732
eHealth

TR 102 725
M2M 

Definitions

TR 102 897
City 

automation

TR 102 898
Automotive 

TS 102 690
M2M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TR 102 857
Connected 
consumer 

TR 102 920
delivery of 

M/441 work

TS 102 921
M2MCommunications; 

mIa, dIa and mId
interfaces  

資料來源：ETSI 

圖 3- 9 ETSI M2M 應用 

除上述 M2M 應用案例外，在消費者連結(Connected consumer) 

技術研究中，已初步定義 M2M 的基本架構標準(現仍為草案)，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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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網路介面(可以是固網、無線通訊等技術)做為使用者與裝置端(即

機器或物件)間的傳輸媒介，使用者端視應用類型不同，有統一或是

不同用途的應用伺服器處理使用者或是機器的訊息，裝置端則視應用

的不同連結不同的裝置(即機器或物件)，統一經由 M2M 閘道器與網

路介面連接。如圖 3- 10 所示。 

Simple M2M Architecture

M2M
Gateway

Client
Application

M2M Application
M2M Area Network

Service 
Capabilities

M2M
Core

 

資料來源：ETSI 

圖 3- 10 ETSI M2M 架構 

目前在英國已有許多 M2M 相關的商業化服務，但由於尚未有標

準可以依循，目前的服務多屬業者以商業考量自行推出的產品，如下

列案例： 

1. 英國 O2 (Scottish Power) 

O2 提出的 Scottish Power 是以提供車隊管理、安全管理為主，在

車上都配備有 O2 的 SIM 卡，經由行動網路與後端的控制中心進行通

訊，達到資訊控管的的目的(駕駛狀態、車輛、貨物監控等)，此外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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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具備智慧卡的身份識別功能，用以認證用車人與車主是否為同一

人，若不同則可發出警示通知車主與警方，並進行車輛追蹤。 

2. 英國城市故事(Tales of the City) 

2010 年的「倫敦建築節(London Festival of Architecture)」的活動

之一，便是邀請市民透過二維條碼(QR Code)與 RFID 標籤(tag)來替城

市中的建築物寫故事。對物件有興趣的民眾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或網路

攝影機來感應、拍攝物件上 RFID 標籤與 QR code，連結至到網站資

料庫取得該物體的資訊(故事)，讓查詢者可以對物件有更深入的了解。 

在上述案例中，可約略看出其應用案例不脫目前 ETSI 所規範的

研究範圍，現階段英國的 M2M 服務屬性仍以封閉式的應用為主，多

使用 Tag 或 IP 位址的編碼機制，電信編碼的需求仍難以評估，因此

英國現階段的電信編碼計畫並沒有將 M2M 列入規劃。 

三、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與編碼規劃 

(一) ENUM 

2003 年英國成為歐洲第一個進行 ENUM 試運轉的國家，整個試

運轉計畫是由名為《UK ENUM Group》的產業特設組織贊助執行。

由於結合了政府行政機關(貿易工業部)、電信主管機關(當時仍是Oftel)

以及眾多電信公司與網際網路公司共同參與，試運轉計畫對英國未來

的 ENUM 發展及其相關活動，奠定了深厚的基礎。試運轉參與者包

括： 

 第一層註冊 - ICB, Neustar & Nominet； 

 第二層註冊 - Afilias, Atlas Internet and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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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域名稱系統供應商 - Atlas Internet and Nominum； 

 認證代理機構 – BT； 

 應用供應商 - BT, Firsthand, MCI, Roke Manor Research, 

Telcordia,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and Vodafone。 

英國由貿工部(DTI)負責監督 ENUM 專案，經由諮詢業界專家、

服務提供者、未來註冊者、用戶與電子通訊有關之利益團體。探討如

何妥善處理電話號碼與網域名稱的「使用權」議題。貿工部對 ENUM

系統建立管理形式，該形式傾向於不規管，相符於歐盟電子通訊朝向

自由化和自我規管的趨勢。 

ENUM 一直以來都存在著資料保護和隱私的議題，對此，遂有

「公平資訊慣例架構」(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FIPs)的設立。2006

年英國商業企業暨法規改革部(BERR)所認可的英國 ENUM 協會

(UKEC)開始負責英國 ENUM 的管理工作。主要目的在於監督最高層

級註冊業務的營運，並執行認證代理商間的爭議處理與任命。在 2007

年初期，Nominet 成為國家網域註冊業者，並被指派處理英國第一層

註冊的基礎設施，並負責英國 ENUM 資料庫前五年的營運。2008 年

10 月，Nominet 正式 設立後，已於 2009 年 3 月正式執行 ENUM 的

商用部署。 

(二) FMNP 固網與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由於傳統固網和行動服務匯流的增長，Ofcom 使用號碼編配與政

策發展計畫來考量目前的號碼可攜政策是否符合以下發展： 

 當前技術和服務之可行性； 

 地理性號碼編配供行動服務使用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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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語音服務編碼之政策。 

號碼核配政策對服務中立的競爭貢獻良多，例如地理性號碼核配

給經由無線網路傳輸的地理服務，及行動號碼核配給經由固網行動網

路混合網路的混合服務，像 BT's Fusion 服務。 

英國正鬆綁部分 FMNP 之固網行動混合服務的傳輸技術需求，

但仍保有分離的服務定義，以朝 FMNP 方向發展。依據 Ofcom 對號

碼可攜一般原則與國家編碼計畫的修訂，主管機關允許不同網路間的

號碼可攜，但須維持電信號碼與現有編碼計畫條款的一致性，並須做

到費率透明化。例如號碼可攜一般原則的修訂(刪除地理性號碼與非

地理性號碼的定義)允許地理性號碼從固網攜碼至無線網路，但地理

性號碼須繼續遵守編碼計畫，如此修訂允許號碼的網路末端某種程度

上與地理區域號碼無關，但費率仍須與區域號碼一致。在此原則下，

當行動收費與地理區域號碼不一致時，地理性號碼不可攜轉至行動網

路，此要求是為消費者保有費率透明資訊。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英國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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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節 法國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法國政府之電信主管機關 ART(Autorite de regulation des 

telecommunications)，現已改稱 ARCEP(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Postal Regulatory Authority)於 1996 年完成法國電信法，並於 1998

年全面開放電信市場，結束法國電信壟斷電信市場的情況。 

ARCEP 的主要職責，除審核通訊執照的申請外，並負責頻譜的

指配、電信業者之間的爭議處理、網路的互連、普及服務基金的分攤

與號碼的核配等，以促進電信業者公平競爭。法國的國碼是+33，法

國的電信編碼計畫概況如表 3- 10： 

表 3- 10 法國電信編碼計畫 

號碼的冠碼 號碼分類 
1、2、3、4 與 5 固網號碼 

6、75、76、77、78 與 79 行動號碼 
8 (85、86 與 876 除外) 非地理性號碼(例如免付費電話)

85 國內的虛擬私人網路 
9 非地理性號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於行動通信用戶的成長，ARCEP 於 2010 年 5 月 1 日宣布冠

碼 75、76、77、78 與 79 之號碼區塊，規劃供法國國內之行動網路使

用。 

法 國 海 外 的 領 土 Guadeloupe ( 包 括 Saint-Martin 與

Saint-Barthélemy 在法國的部分 )、French Guyana、Martinique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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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union，其編碼方式與法國的編碼一致，雖然這些法屬領土，各自

擁有獨立的國碼，但與法國本土通話時，其費率仍與國內通話的費率

相同。各法屬領土編碼情形如表 3- 11： 

表 3- 11 法國電信編碼計畫(海外屬地區域碼) 

海外屬地 國碼 冠碼 
Guadeloupe 590 976 0 或 976 1 

French Guyana 594 976 4 
Martinique 596 976 6 或 976 7 

Réunion 262 976 2 或 976 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與編碼規劃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所建立歐洲行動服務品牌 Orange，是

最早經營 FMC 服務的電信業者之一。2004 年 7 月，法國電信推出名

為「Livebox」的服務，此服務乃利用名為「Livebox」的電腦路由器

(Computer Router)接取各項服務，例如 PSTN 電話、VoIP 服務、電視

節目等，形成了集音樂、廣播、和網路服務於一身的系統。 

法國電信於 2006 年 10 月更進一步推出名為「Unik」的 FMC 服

務，當用戶在室外時，可以利用 GSM 或 UMTS 網路的手機撥打電話，

亦即使用行動號碼撥打電話，若用戶在家時，Unik 服務可以經由 WiFi

網路連結至 Livebox(即為所謂的 Home Gateway 角色)，以提供 VoIP

服務，如此一來，不僅費率固定，而且室內覆蓋效果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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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oIP 網路電話 

自 2006 年起，西歐地區傳統的主導電信業者有鑒於未來 All-IP

網路趨勢，諸如法國電信等大型的電信業者，紛紛推出居家式的 VoIP

服務，以跨足 VoIP 服務市場。  

新興電信業者 Free，以創新的 Triple Play 的銷售方式，將 VoIP

發展帶入另一波風潮。由於 Free 沒有固網業務的包袱，因此在 VoIP

發展上非常積極。該公司於 2003 年首先推出無限吃到飽的 VoIP 服

務，且於近期從法國境內擴展到 97 個境外國家，甚至美國和加拿大

地區的行動電話都能免費撥打。在 VoIP 加值應用上，Free 推出許多

語音加值內容外，例如來電鈴聲及傳真服務。而且 Free 不只推展家

用 WiFi 的 VoIP 服務，還規劃戶外 VoIP 服務，只要用戶在外接收到

任一其寬頻網路設備Freebox的WiFi訊號，即可透過該設備使用VoIP

服務進行通話。 

在面對如此壓力下，迫使傳統上居主導地位的法國電信也不得不

加入 VoIP 服務市場，以因應這股潮流。法國電信利用寬頻網路設備

Livebox 所搭配的話機提供 VoIP 服務，此外，也與 MSN 合作提供

VoIP 服務，該服務乃是以 Soft phone 為訴求的網路應用，並搭配

E-mail 和手機簡訊的語音信箱通知服務，創造 VoIP 在網路應用的加

值功能，期與既有的固網服務有所區別。 

1. VoIP 服務的分類 

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ECS)的 VoIP

服務與公眾電話服務(Publicly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s, PATS)的

VoIP 服務有不同的權利與義務。在法國，電信業者可以提供 VoIP 用

戶 E.164 號碼，但 ARCEP 建議業者最好是以 PATS 的型式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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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編碼的觀點，地理性號碼只能編配給 PATS 業者，至於非地理性號

碼(例如 09XX 等)才能編配給 ECS 業者使用。相較於 ECS 業者，PATS

業者須承擔額外的權利與義務，例如號碼可攜、撥號選接等。目前號

碼可攜採用的是發話轉接的方式，集中式資料庫的方式正由業者協商

中。 

2. 緊急電話服務 

一般服務指令(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 (2002/22/EC))第 26 條

規定，歐盟各會員國之公眾電信服務必須以 112 號碼提供免費的緊急

電話服務，其他如 15、17、19 之緊急號碼也應是免費的緊急電話服

務，此外，由於地點/位置的資訊對緊急電話服務相當重要，故公眾

電話網路(Public Telephone Networks, PTN)業者也必須提供相關的地

點/位置資訊。法國 PATS 與 ECS 業者都必須提供緊急電話服務，編

碼如表 3- 12： 

表 3- 12 法國緊急電話服務編碼 

號碼 號碼分類 
112 緊急電話號碼 
15 呼叫救護車 
17 警察局 
18 消防局 

119 兒童防暴專線 
11600 兒通失蹤專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然而，法國對 PATS 與 ECS 業者的 CLI 及位置資訊並沒有清楚

的規定，電信業者需提供位置資料給相關的緊急服務單位，並協助該

單位進行位置資訊解譯。因為用戶沒有固定的發話與受話地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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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必須設定一個網路接取點的位置作為”家”的位置，以便業者能提

供給緊急服務單位相關的位置資訊。 

VoIP 服務發生斷訊時，對緊急電話服務將造成影響，法國並沒

有相關法規規定，故部分 VoIP 業者在用戶申請時，會告知用戶並於

申請合約書中載明，當 VoIP 網路發生障礙時，無法提供緊急電話服

務之條款。 

3. 網路互連 

法國並無強制要求既有業者對於 VoIP 服務必須提供 IP 對 IP 的

網路互連規定，也沒有要求 VoIP 業者須建置交換機，或是 POI 的數

量，但業者在法國國內必須至少擁有一個 POI 點，才有資格編配 E.164

號碼。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2001 年 5 月，法國電信主管機關 ARCEP 公告 ENUM 的諮詢文

件，徵詢國內相關產業業者與專家對於 ENUM 的看法。2001 年 7 月

完成諮詢報告，並於 2002 年 5 月制定 Numerobis 應用計畫為法國的

ENUM 試運轉計畫。在 2002 年 6 月開始制定 Numerobis R&D 協定，

並於 2002 年 10 月完成國家 ENUM 工作小組報告，在試運轉期間，

使用地理性號碼與行動號碼作為試運轉的號碼。2003 年 2 月

Numerobis 計畫開始，並於 2004 年 10 月結束 Numerobis 試運轉計畫。

目前法國 ENUM 僅完成試運轉計畫，目前並未開始加入商業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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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法國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第 180 頁 

第 十 節 芬蘭 

一、 現行編碼計畫概況 

芬蘭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通訊管理局(Finnish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FICORA)。FICORA 負責統籌芬蘭的電信編碼，

其職掌是規劃與編撰國家編碼計畫，規劃號碼類別及制定號碼使用的

相關規範。業者與用戶會組成一工作小組，協助 FICORA 進行電信編

碼工作。在確保號碼資源充裕與程序符合公平原則下，FICORA 進行

號碼區塊的編配，並針對核配出去的號碼將收取號碼使用費。芬蘭的

電信編碼大致如表 3- 13： 

表 3- 13 芬蘭電信編碼計畫 

0100 非地理號碼 - 服務號碼 
0101 - 0109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11 - 012 未編配 
0131 - 0138 地理號碼 
0141 - 0148 地理號碼 
0151 - 0158 地理號碼 
0161 - 0168 地理號碼 
0171 - 0178 地理號碼 
0181 - 0188 地理號碼 
0191 - 0198 地理號碼 
    
0200 非地理號碼 - 服務號碼 
0201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2020 非地理號碼 - 服務號碼 
02021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2022 - 02023 非地理號碼 - 服務號碼 
02024 - 02029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203 - 0208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2090 - 02097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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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8 - 02099 非地理號碼 - 服務號碼 
021 - 028 地理號碼 
029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300 非地理號碼 - 服務號碼 
0301 - 0309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31 - 038 地理號碼 
039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4 非地理號碼 - 行動網路 
050 非地理號碼 - 行動網路 
051 - 058 地理號碼 
    
0600 - 0602 非地理號碼 - 全國服務號碼 
0603 - 0609 未編配 
061 - 068 地理號碼 
    
0700 非地理號碼 - 全國服務號碼 
0701 - 0705 Routing numbers 
0706 - 0708 未編配 
07090 - 07098 未編配 
07099 非地理號碼 - 全國服務號碼 
071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72 未編配 
073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74 未編配 
0750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751 - 0752 非地理號碼 - 全國服務號碼 
0753 - 0759 非地理號碼 - 用戶號碼 
076 - 079 未編配 
    
0800 非地理號碼 - 全國服務號碼 
0801 - 0809 未編配 
081 - 088 地理號碼 
    
091 - 098 地理號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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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蘭的市話網路分成 13 個地理區域，如下圖 3- 11 所示： 

 

圖 3- 11 芬蘭地理性區域號碼 

二、 異質網路服務發展態樣與編碼規劃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2005 年 3 月，Nokia 宣布以技術夥伴角色與 AinaCom 合作，針

對商業用戶推出 FMC 服務，由 Nokia 提供核心網路設備與 SIP 相關

技術，結合固網與行動電話網路，並加上 PBX 語音轉接功能，使 PSTN

電話與行動電話均能提供話務轉接(forwarding)、多方通話及語音信箱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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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讓行動業者能應用 UMA 技術擴展地理覆蓋區域，甚至在沒

裝設 GSM 基地台情形下，將覆蓋區域延伸擴展至低人口密度的鄉村

地區。Nokia 在芬蘭 Oulu 市推動 UMA(Unlicensed Mobile Access)試營

運計畫，選定 50 戶家庭用戶內設立 UMA 通信系統，並開發一支能

在 GSM 與 WiFi 網路間無縫交遞的手機，目前在 Oulu 市已建立超過

300 個家戶熱點。 

(二) VoIP 網路電話 

FICORA 將電信網路定義為以通訊為目的之固定網路、行動網路

與數據網路。FICORA 於 2006 年初設立編碼工作小組，該小組經相

關調查與研究後，認為 VoIP 服務除可使用固網號碼外，也應可使用

行動號碼，FICORA 也接受工作小組的觀點。因此，芬蘭對 VoIP 服

務並沒有規定特別的號碼區塊，只要符合固網或行動網路型態的最低

規定(例如號碼可攜、緊急電話服務、定位與合法監聽等)，則可以編

配固網或行動號碼給 VoIP 服務業者。茲將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1. 編配固網號碼 

芬蘭的法規並沒有規定，固網通信時終端設備必須在特定的地區

內，所以 VoIP 服務可以編配固網號碼，但號碼的使用方式必須符合

固網號碼使用的相關規定。另一方面，VoIP 服務也可使用全國性的

固網號碼，包括冠碼為 010, 020, 029, 030, 071, 073 與 075 的號碼。 

2. 編配行動號碼 

VoIP 服務只要符合行動通信的規定，亦可編配行動號碼。值得

注意的是，編配行動號碼的 VoIP 服務，其話務必須於行動網路中進

行傳輸。易言之，利用無線寬頻技術(WLAN, WLL, WiMAX)之 VoIP

服務，則無法編配行動號碼，因為牴觸須由行動網路傳輸話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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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固網號碼或行動號碼，通常是由主管機關編配給電信業

者，如果有特殊需求，也可編配給非電信業者，例如全國性號碼可以

直接編配給用戶。 

3. 緊急電話接取與定位服務 

VoIP 服務業者必須依據緊急服務當局的系統技術需求，設法揭

露用戶的位置資料。然而，用戶提供的位置資訊未必是正確的，故

VoIP 服務業者應該設法建立用戶定位系統，以符合緊急服務當局之

規定。 

三、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 

(一) ENUM 

FICORA 於 2006 年 10 月 2 日註冊芬蘭的 ENUM 領域。芬蘭

ENUM 的服務並不是直接提供給終端用戶使用，而是由終端用戶聯

繫 ENUM 服務業者，並須執行所有的 ENUM 註冊程序，且須繳交註

冊費與年費。為了執行 ENUM，註冊者在與 FICORA 建立合約後，

須自行建置與 ENUM 系統連接的設備，該設備的操作也須符合介面

標準。目前芬蘭 ENUM 已開始商業運轉。 

(二) FMNP 固網行動跨網號碼可攜 

芬蘭於 2003 年 7 月實施行動號碼可攜服務。芬蘭行動通信市場

在行動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之後，各電信業者即展開激烈的價格戰

(Price War)。因各家行動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差異極小，通訊網路

的訊號覆蓋也相當完整，因此行動業者只好選擇以費率方案來互相競

爭吸引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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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蘭允許業者以志願性的方式提供 FMNP 服務，其作法是只要

業者間的設備與技術可行，並進行相關商業協議，則可互為提供

FMNP 服務。FICORA 考量：固網業者與行動業者的技術要求不同，

權利與義務的規管不全然相同，網路互連協議與定價方式也不一樣，

再加上 FMNP 政策實施後的不可回溯性，因此，FICORA 對 FMNP

政策僅同意以志願性的方式而沒有全面實施。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芬蘭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主要處理方式與美國相

同，屆期前展延執行期限者，則可使用原編配之號碼，若業務痿縮或

其他原因未能展延者，原編配之號碼則於執照到期後，由政府主管機

關予以收回。若已編配之號碼，有未依規定使用之情事，即違反使用

相關規定，主管機關也可以收回所編配號碼。 

第 十 一 節  綜合研析 

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與編碼策略分析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過去幾年全世界 FMC 匯流服務的發展並不顯著，比較常見的服

務形式是以行動通信搭售 VoIP 服務為主。過去，有人認為 FMC 為

NGN 服務的前奏，但就目前某些國家的 NGN 發展，並不一定先經過

FMC，可以採蛙跳策略(Leap Frog)直接一步到位。 

茲整理各國 FMC 發展與編碼策略如表 3- 14，在已商用的 FMC

服務案例中，其編碼選項多採取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為主，僅日本採

取新號碼區塊與沿用現有號碼區塊兩種併行，但日本產業界還是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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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時沿用現有號碼區塊的行動與網路電話號碼提供 FMC 服務。新

的單一號碼區塊也是監理機關可考量的方案(一個號碼可被用於任何

服務)，但在各國，此方案的主要障礙來自於不同服務有不同的受話

接續費率(Termination rates)。此外，FMC 也將使得不同服務間號碼可

攜的需求日益增加。 

表 3- 14 各國 FMC 發展與編碼策略 

 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大陸 台灣

FMC 服務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編碼方案 
美國無行

動與固網

號碼區分 

新號碼區塊 
行動電話號碼

(070,080,090)
與固網(VoIP) 
電話號碼(050)

行動與固

網共兩組

號碼 
─ ─ ─ 

 新加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芬蘭  
FMC 服務 有 無 有 有 有  

編碼方案 行動號碼 ─ 行動號碼
行動與固網

共兩組號碼

行動與固網

共兩組號碼 
 

 

(二) VoIP 

十個研究標的國的監理機關皆允許網路電話服務使用既有固網/

地理號碼區塊內之號碼，茲整理各國 VoIP 編碼策略如表 3- 15。同時，

大部分監理機關亦編配給網路電話服務獨立的號碼區塊。當此兩種方

式並存時，與服務品質相關的準則通常會被用來決定業者所提供的網

路電話服務是否與傳統固網語音服務充分相當，進而決定該服務是使

用既存的固網/地理號碼區塊還是使用獨立的號碼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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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5 各國 VoIP 編碼策略 

 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新加

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芬蘭 台灣

編配地理性

號碼 
V V V V V V V V V V  

編配獨立的

網路電話號

碼區塊 
 V V V  V V V V V V 

 

(三) 物聯網  

在十個研究標的國中，僅美國、日本、中國、英國已推出明確的

IoT 服務，其它國家(包含我國在內)的 IoT 服務發展則尚未明朗，日

本與中國採取 E.164 作為 IoT 服務編碼機制，但並非所有的 IoT 服務，

觀察採取 E.164 編碼的 IoT 服務應用，均是利用號碼作為用戶進行消

費行為的身份識別，例如行動支付等應用。因此 IoT 服務應用的目的

不同，也將決定所要採取的編碼機制(包括 E.164 或 IP 位址等)。 

表 3- 16 各國物聯網發展概況與編碼機制 

 

物聯網包括不同的通訊型態，例如：物與人的通訊、物與物的通

訊 (包括機器與機器的通訊(Machine-to-Machine; M2M)，其服務形態

也將更形多元。歐盟在「物聯網推動計畫」中提及，物聯網需要充足

 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新加

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芬蘭 台灣

IoT 服務 V V 
尚未

明朗

尚未

明朗
V 

推動

中 
尚未

明朗
V 

尚未

明朗 
尚未

明朗 
推動

中 

編配 E.164
號碼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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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路位址資源(指 IPv6 位址)，但以國際間的發展案例，如日本、中

國，仍然不能排除 E.164 號碼的需求，其原因在於以”人”為主的溝通

介面，人們對於 E.164 號碼的依賴始自於簡短的碼長與易於記憶的號

碼特性，非 IP 位址所能比擬，但主要問題在於若每個機器都需要一

個號碼的話，則目前的號碼容量一定無法滿足需求。因此主管機關與

編碼計畫管理者須依據圖 2- 17 的預測(2020 年各產業 M2M 設備總量

可能達到 36 億，比 2010 年數量的 18 倍還多)為大量潛在的編碼需求

作準備。 

二、 其它相關技術與議題分析 

(一) ENUM 

由許多國家的 ENUM 試運轉情形來看，ENUM 並沒有成為主要

市場獨立技術之跡象，難以評估 ENUM 的用戶量，再加上未來 ENUM

的客戶群也不是那麼明顯。各種 ENUM 的作法仍在試運轉與發展

中，故目前 ENUM 市場上的成功案例並不多見，茲整理如表 3- 17。 

表 3- 17 各國 ENUM 發展概況 

ENUM 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新加

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芬蘭 台灣

商用        有  有  

試用 

(試運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大部分國家的 ENUM 試運轉仍在初期階段，建置 ENUM 首先

須考量隱私問題，唯有讓消費者對隱私權解決方案感到滿意，ENUM

服務才能成功地獲得使用。因此技術設計標準應該要根據用戶控制其

願意公開資訊的合法權益。隨著傳統通訊的技術改變，VoIP 與 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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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傳統固網是通訊趨勢，VoIP 與 NGN 的功能可由 ENUM 模仿，

但有許多優點及缺點。依據各國的試運轉結果及就技術觀點，公眾

ENUM 比用戶 ENUM 較有可能作為商用。安全與隱私議題是 ENUM

發展最重要的部份，ENUM 的進一步發展與正式的執行仍需要一段

時間，且其發展仍需解決目前的問題與新技術的支援。ENUM 試運

轉對未來匯流服務與編碼規範的發展衍生了許多議題： 

 匯流服務仍需要電話號碼； 

 IPv6 與 IPv4 配置的主管機關可能維持相同； 

 業者須在 IP網路使用電話號碼來管理服務傳送以提供匯流服

務； 

 ENUM 機制是利用 IP 路由，而非 PSTN 路由； 

 即使有 ENUM，號碼可攜基礎建設仍需要； 

 必須集中管理號碼可攜及 ENUM 資訊，從而效率最大化。 

(二) FMNP 固網行動跨網號碼可攜 

目前僅有少數的主管機關實施異質網路(例如固網、行動與無線

平台)號碼可攜。異質網路號碼可攜的地理限制，對傳統的編碼計畫

通常會產生潛在深遠的影響，由於傳統的編碼計畫乃依距離、服務與

互連成本結構而訂定。基此，異質網路號碼可攜可能需要調整編碼計

畫方能實施。因此維持完整的編碼計畫與費率透明也將倍受要求。 

FMNP 將會促進固網與行動業者間的跨平臺競爭議題(例如：如

何權衡利益相關者的利益)。因為實施異質網路號碼可攜後的不可回

復性，主管機關通常會對實施與否非常謹慎，並以消費者調查與諮詢

產業意見作為決策的主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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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編碼計畫的長期演進 

各個國家的電信編碼計畫主要是依據 ITU-T E.164 「國際公眾電

信編碼計畫」的建議所編撰，各國監理機關依循其架構，根據服務類

別細分不同的號碼區塊，並依據不同的號碼區塊設定各自使用的規範

與義務。 

當技術不斷創新，想要繼續遵循號碼區塊原有的定義將更為困

難。固網與行動網路的邊界漸漸隨著技術的發展而更顯模糊，如仍維

持這些定義將成為服務創新的障礙。 

因應匯流服務之發展，澳洲 ACMA 已率先進行編碼計畫架構之

檢討，其未來之編碼計畫設計原則包括  (1)概括性的號碼用途

(broad-based use of numbers); (2) 技術中立(technical neutrality); (3) 價

格透明(price transparency); 及明確(clarity)。將在此四原則下，就現行

四十餘服務類型之編碼架構進行整併。 

四、 因應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策 

(一) 國際案例 

由於 GSM 行動通訊執照即將陸續到期，國際間有關此類執照的

發放其時間或方式雖不盡相同，但面對數位匯流和技術中立的趨勢與

保障既有最大行動服務的用戶權益，政策發展與公共利益兩者之間的

互相權衡，需加以檢討執照屆期的處理方式，以下就香港對於 2G 執

照屆期進行相關探討。 

依據香港電訊條例第 13E 條執照的續約19規定，任何執照在續約

                                                 
19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4113D45B1821D0704825655C002DC4E
7?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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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5 個月之前，電訊管理局須就該執照的續約和應加諸的條款及

條件提出建議，主管機關可有下列三種處理方式： 

 在指明的條款及條件下同意執照續約； 

 以換新執照的方式取代該執照的續約，如此作法時，可加諸

所指定的條款及條件； 

 拒絕執照續約。拒絕執照續約的通知，須在執照續約日 12 個

月之前發給有關的執照業者。如有需要，主管機關可展延任

何執照的期限。 

依據 OFTA 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20第 4.1 節規定，電訊局長依據

電訊條例第 32H(3)及(4)條21的規定，在給予合理通知期後，可更改或

撤銷任何頻譜指配安排。在不影響電訊局長權力的一般性原則下，主

管機關的政策意向是在頻譜指配期屆滿前，只會在例外的情況下才會

更改或撤銷有關頻譜指配，這些例外情況包括出現公眾利益或國際責

任所需，或嚴重違反指配條件，或合法頻譜使用者之間出現互相干擾

等等情況。 

另依據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第 2.1、4.2 和 4.3 節，電訊管理局決

定以相同或不同的無線電頻率作新的頻譜指配時，會考慮頻譜政策目

標和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但不限於公眾利益)。頻譜政策目標如下： 

 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益的方法運用頻譜； 

 達至技術上善用頻譜的目標； 

 履行香港在使用頻譜的地區及國際責任； 

                                                 
20 http://www.cedb.gov.hk/ctb/chi/legco/pdf/spectrum.pdf 
21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ChinOrd/B52FBEE3A6CFE32B4825692000129474?O
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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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提供全球或中國內地的主要服務， 以鞏固香港的策略性

地位； 

 確保預留適量的頻譜，供政府服務之用。 

有關頻譜屆滿的更改或撤銷等相關事宜，電訊局長可為不同類別

的頻譜指配，訂定不同的最短通知期限。對於使用頻譜作為行動通訊

或無線傳送服務之業者，電訊局長會在可能的情況下，給予最少三年

的通知。在頻譜重整工作進行之前，電訊局長會在決定前，評估多個

方案，包括「什麼都不做」方案。 

對於 2G 行動通訊服務執照期滿後，行動通訊服務的發照事宜，

電訊管理局於 2003 年 8 月 1 日22及 2004 年 3 月 19 日23發出兩份諮詢

文件，並於 2004 年 11 月 29 日發出一份管理局局長聲明24。管理局局

長聲明主要決定有兩項： 

1. GSM 和 PCS 執照的續約： 

電訊局長原本即建議25給予九個既有 GSM 和 PCS 執照業者優先

申請權，因為這將確保當前約 700 萬的客戶能繼續使用行動服務，

同時又能有效的使用頻譜，故決定九個 GSM 與 PCS 業者如果同意

遵守建議中的執照條件和行使優先申請權，將可在其執照期滿當日，

獲發有效期限 15 年的行動業者經營執照。如果任何業者拒絕接受優

先申請權，空出的頻譜將會預留作日後使用。在這情況下，業者需提

供其所有用戶合理的「遷移」安排。 

獲發新行動業者執照的既有 GSM / PCS 業者亦受現行第三代行

動執照條件的限制，藉以在內容和應用層面引入競爭。 
                                                 
22 http://www.ofta.gov.hk/zh/report-paper-guide/paper/consultation/cp20030801.pdf 
23 http://www.ofta.gov.hk/zh/report-paper-guide/paper/consultation/20040319.pdf 
24 http://www.ofta.gov.hk/zh/tas/mobile/ta20041129.pdf 
25 http://www.ofta.gov.hk/zh/report-paper-guide/paper/consultation/20040319_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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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DMA 和 TDMA 執照不予續約： 

由於 CDMA 與 TDMA 業者未能有效地運用獲指配的頻譜，統計

數字顯示，在 2000 年至 2003 年期間，CDMA 的用戶數由 28 萬減少

至 4 萬，TDMA 的用戶數則由 14 萬減少至 3 萬。故決定不繼續提供

CDMA 與 TDMA 業者新執照，但允許享有三年的過渡期，讓他們為

客戶提供「遷移」安排。在此過渡期，CDMA 與 TDMA 業者只可使

用原獲指配頻譜的三分之一，並應規劃適當的「遷移」安排，以盡量

減少對其客戶造成不便。 

號碼之收回處理 

香港電信管理局在該兩次諮詢文件內並未討論號碼之收回處

理，惟應是依據其電信號碼之行政與管理規範辦理，也就是說當特定

服務或執照被終止時，主管機關將要求業者繳回已核配之號碼資源。

另在本次 2G 執照屆期處理方案已要求業者對其用戶做適當的遷移安

排，以 TDMA 及 CDMA 業者為例，該等業者均同時有 GSM 及 PCS

執照，因此，TDMA 及 CDMA 業者之用戶得選擇以 NP 方式移轉到

GSM 及 PCS 網路，屆時，TDMA 及 CDMA 業者只須繳回無用戶使

用之電信號碼。 

(二) 我國現況 

相對於國際間執照屆期所採取的收回做法，我國電信號碼管理辦

法及號碼可攜服務管理辦法亦針對電信業務執照屆期之號碼監理政

策明訂相關條文，如下說明： 

1. 電信號碼管理辦法第十條
26
第一項第五款： 

                                                 
2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No.aspx?PC=K0060066&DF=&S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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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撤銷或廢止籌設同意、特許或許可者，籌設者或經營者獲

配之電信號碼予以收回一部或全部。 

2. 號碼可攜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五條
27
第一項： 

移入經營者於攜碼用戶終止使用其原用之電話號碼時，應於

終止使用日或截答服務截止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將該電話號

碼歸還原獲分配之行動經營者，並依第二十二條
28
第一項第十

款或第五項規定通報。但原獲分配之行動經營者已終止營

業，或該電話號碼已無獲分配之行動經營者時，移入經營者

應將該電話號碼繳回本會(指通傳會)。 

由條文可知，當業者在執照屆期後，並未申請換照，雖然原獲配

之門號區塊中已有部份號碼攜出至其它執照未屆期之業者，應依據電

信號碼管理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將獲配之電信號碼予以

部分收回。而已攜出至其它執照未屆期業者之部份號碼，應依據號碼

可攜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移入經營者於攜碼用戶終

止使用其原用之電話號碼時，將該電話號碼歸還原獲分配之行動經營

者，但當原獲分配號碼之行動經營者已終止營業，或該電話號碼已無

獲分配之行動經營者時，移入經營者應將該電話號碼繳回 NCC。上

述規定亦適用於 2G 攜出 3G 使用之號碼。 

國際間執照屆期之號碼處理政策多屬於號碼回收議題範疇，因為

不管是執照屆期或業務中止均屬於號碼回收的成立條件之一，當條件

成立時，主管機關有必要將已核配出的號碼收回，若遇已攜出號碼之

情事，則以消費者權益為優先，待該服務終止或消費者不再使用時，

再予以收回，因此我國所採取的執照屆期之號碼管理政策已與國際間

無異。 

                                                 
2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No.aspx?PC=K0060070&DF=&SNo=15 
2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No.aspx?PC=K0060070&DF=&S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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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應用之電信編碼需求與面臨 

障礙分析 

第 一 節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現況 

一、 固網與行動業者 

中華電信是國內市話市佔率最高的業者，也是行動電話市佔率最

高的三大業者之一，最有機會推出 FMC 服務，雖然中華電信的匯流

技術已經成熟，但考量投資報酬率、用戶對服務與費率的接受度，再

加上法規未鬆綁前，除非競爭到一定程度，中華電信並不會積極推出

FMC 服務。 

中華電信目前推出的是所謂共通平台服務，也就是內容共享服

務，例如氣象資料可提供給行動、Hinet，或是 MOD。遠傳與台哥大

是另外兩大行動業者，其同時也是綜合固網業者，但目前的市話市佔

率偏低，兩大業者目前推出的服務均以智慧型網路(IN)服務為主。 

以下簡介業者與 FMC 服務較類似的共通平台服務： 

(一) 中華電信 

1. MVPN(Mobile Virtual Private Network)行動群組電話： 

行動群組電話是一種專為企業組織量身訂做的虛擬專用網路。可

依企業用戶的不同需求，將群組內人員隨身行動電話號碼，在無需申

裝任何額外電信設備下，透過智慧型網路聯結成一個企業內部通信網

路。 

建立企業專屬的行動通信網路，除了可提升公司內部人員聯繫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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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加強彼此互相支援、提高客戶服務品質外，藉由行動群組電話，

企業可有效大幅降低通話費用，達到成本管理的目標。 

用戶可將中華電信行動電話設定為同一群組，此群組內成員間之

通話或與群組外指定之中華電信行動電話及市內電話通信，可以以簡

碼撥號並享有優惠費率。限制是群組內（網內通信 ON-NET）成員皆

須為中華電信行動電話門號持有者，群組外指定號碼（虛擬網內通信

Virtual ON-NET）須為中華電信行動電話門號或中華電信市話號碼。 

(二) 遠傳電信 

1. 企業行動通訊服務 – 遠傳智慧型行動通訊網路： 

企業行動通訊服務是專門為企業設計的整合通訊解決方案，可整

合 E1/T1 專線、同時介接企業交換機(PABX)，將企業內所有行動電

話與桌上分機整合，享受群組內語音通話折扣及節費效益之外，企業

內溝通也會更有效率。其服務特色： 

 獨特的編碼功能，一組簡碼打天下，公司分機碼就是手機號

碼。 

 多種智慧型轉接功能，任何地方皆可接收來電。 

 群組內互撥享有優惠費率。 

 建置費用低廉，無需維護成本。 

 公、私帳分離，有效控制通訊成本。 

 企業專屬行動特區（Office zone），特區內通話免費。 

遠傳企業客戶專屬的 MVPN 服務，每一位群組成員的行動電話

都可設定一組簡碼，撥號更為方便，越多人加入 MVPN，節費效益也

越大。如果話務量較多，還可選擇 MVPN 加值型，群組內通話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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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通通免費。 

(三) 台灣大電訊 

1. 市話行動套餐： 

因應 FMC 之趨勢，市話行動套餐提供「市話、行動」整合服務，

協助企業建構整合通訊網路，享有優惠費率，且提供單一服務窗口。

其服務特色如下： 

 省錢且整合的解決方案。 

 簡單有效率的溝通方式。 

 提供 MVPN 簡碼功能，讓企業用戶可以自行訂定內部之桌機

與員工行動門號之編碼計畫，提供 MVPN 群組內簡碼互撥的

功能，讓員工不用再花時間去記憶桌機及行動門號，只要記

住簡碼互撥，溝通簡單、有效率。 

 

資料來源：台灣大電訊 

圖 4- 1 市話行動套餐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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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寶電信 

1. MVPN 行動智慧群組 

MVPN 行動智慧群組有效整合公司分機與 VIBO 行動電話，形成

內部群組，群組內成員可透過編碼計劃自行指定簡碼，彼此聯絡以簡

碼互撥即可，為企業提供最完整方便的全方位通訊整合方案。 

威寶 MVPN 除了可將本網行動電話設入群組，也可將常用之他

網或市內電話設定為指定號，給予簡碼。其服務特色包括： 

 企業可為群組內成員設定專屬簡碼，對應其行動電話與企業

分機號碼，使同群組內成員只需撥打簡碼即可相互通話，溝

通將更方便有效率。 

 整合企業內部交換機 PABX 與 VIBO 行動網路，使企業桌上

分機與手機結合，行動電話變成企業內攜帶式行動分機，達

到節省成本，服務多元的目的。 

 擁有智慧型多重轉接功能，群組成員只要撥簡碼，即可自動

轉接到對方手中。 

 企業除了可享有群內互打優惠外，還可將常用號碼設定為指

定號、盟友聯網…等而享有優惠通話費用。 

 威寶 MVPN 可將同屬威寶 MVPN 之經銷商/關係企業/結盟夥

伴設為盟友聯網，擴大群組範圍。 

(五) 亞太電信 

1. MVPN 行動虛擬企業網路 

「MVPN 行動虛擬企業網路」是亞太行動寬頻電信專為企業用

戶設計的通訊整合方案。特色是將員工的行動電話號碼，用桌上分機

簡碼取代，讓「行動電話」搖身一變成為「行動分機」，當員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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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分機撥打電話時，還可享受各種不同的優惠費率；即使行動分機

無應答，也可自動轉接桌上分機。其服務特色包括： 

 無區域限制的行動分機：只要在亞太行動寬頻電信的通訊涵

蓋範圍內，企業群組內的其他成員都可以透過行動分機用簡

碼互相撥號通話。 

 簡單容易的撥號方式：企業群組內的行動分機皆可以用簡碼

方式互相撥號通話，行動分機簡碼同桌上分機號碼，不需記

憶。 

 較低的通話費率：企業群組內之行動分機互撥通話，可享有

低於一般及網內通話之費率，有效降低通話成本。另外，企

業群組也可以設定經常撥打的電話號碼做為指定編碼，群組

內的行動分機撥打常撥之指定編碼時，亦享有通話優惠費率。 

 通訊明細的管理報表：MVPN 服務為企業量身訂製一份「月

通訊費用管理報表」，表列企業負擔群組成員通訊費用明細，

以利企業內部通訊成本控管。 

(六) 大眾電信(PHS) 

1. PHS 行動 VPN 

大眾電信 PHS 行動 VPN 是專為企業用戶設計的通訊整合方案，

主要功能是讓手機成為行動分機。使用流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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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PHS 行動 VPN 流程圖 

其服務特色包括： 

 大幅降低通訊成本 

 較低電磁波，高科技和醫院都適用 

 通訊範圍擴大：不僅可在廠區或院內使用，台北、台中、高

雄等大都會區通訊完全暢通無阻。 

 企業簡訊：可一對一、一對多，並可設定預約或即時傳遞，

提昇企業工作效率。 

 64K 無線上網：只要有專屬傳輸線，就可連結 Notebook 與

PDA，隨時隨地無線上網。 

行動分機：提供無線辦公室環境，是分機也是手機，除了群組內

可利用簡碼互撥外，還可將傳統桌上型分機透過 E1 或 T1 轉接至 PHS

手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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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iMAX 業者 

我國目前有六家無線寬頻接取(WiMAX)業者，均編配有 090 的行

動號碼區塊，各業者號碼核配情形如下： 

 

六家無線寬頻接取業者目前仍以提供無線寬頻接取服務為主，並

未提供 FMC 服務，但部分業者採取異業結盟的方式，提供類似 FMC

之加值服務： 

(一) 威達雲端電訊 

威達雲端電訊本身也是 Cable 業者，威達雲端電訊利用 WiMAX

行動上網，透過其經營的 VeeTV 線上直播服務，可線上同步觀賞「威

達超舜生活台」，「威達超舜生活台」，電影、新聞、戲劇、卡通、綜

藝、美食、旅遊，等各類節目，此為行動網路與 Cable 廣播的匯流。 

威達雲端電訊也是市話網路業者，可經營固網服務，並編配有

04 地理號碼。但因相關法規問題，目前並沒有與其核配的 090 號碼

做匯流服務。 

(二) 全球一動 

全球一動與 FreePP 合作提供 G1 網路電話，不僅提供全球一動

用戶免費撥打 G1 網內電話外，全球一動用戶還可以透過 G1 網路電

話的付費服務，以優惠的費率撥打世界各地的市話、手機，提供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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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繫上更經濟實惠的選擇。 

G1 網路電話以受話者所在地區為收費計算標準，不管身在何

處，只要能夠連接網路，隨時都能以相同的費率撥打電話到世界各地。 

(三) 大眾電信 

大眾電信本身也是低功率行動電話(PHS)的經營者，其提供 Super 

4G WiMAX 超值大雙網方案，提供用戶 PHS 行動電話與無線寬頻接

取的價格優惠組合服務。 

(四) 大同電信 

大同電信提供企業行動寬頻上網服務，以 WiMAX 無線傳輸技

術，提供非視距(Non Line of Sight )、具 QoS (Quality of Service)高頻

寬無線數據傳輸服務，可用以備援或取代既有之 ADSL 上網，提供企

業用戶品質穩定的上網服務。用戶可自備 Wi-Fi AP 等設備擴大室內

無線訊號涵蓋空間，搭配企業行動寬頻上網服務，建構高頻寬、無線

數據傳輸的辦公室環境。搭配大同電信「WiMAX 行動寬頻卡(USB 

Dongle)」與「企業行動寬頻上網無限型服務」，企業商務人士可於公

司外部各地自在連接網際網路，將辦公環境自由延伸至戶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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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大同電信 

圖 4- 3 企業行動寬頻上網服務網路架構圖 

三、 VoIP 業者 

我國網路電話號碼 070 核配現況如表 4- 1。 

表 4- 1 網路電話 E.164 電信號碼核配現況 

 
資料來源：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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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個 070 號碼區塊總計有 1 億個號碼，但已核配號碼僅為

67 萬門號，號碼核配率僅達 0.67%，目前我國 070 網路電話推展並不

順利。以下介紹編配有 070 網路電話號碼的各家業者所提供的服務： 

(一) 台灣基礎開發科技 

台灣基礎開發科技本身是 Cable 業者，也是市話網路經營者，編

配有 04 地理號碼區塊，並且核配有 070 網路電話號碼，目前預計提

供 Cable Modem 寬頻上網服務、VoIP 網路電話服務與數位電視服務，

但因業者間網路互連與通信監察的問題，目前並未推出相關的 FMC

服務。 

VoIP 網路熱線通服務與市話網路具互通性，若網際網路發生突

發狀況，導致無法通話時，VoIP 網路熱線通可機動調整 VoIP 的路由，

改走原來的市話網路交換機路線，使企業用戶通訊不致完全中斷，以

保障用戶權益。 

(二) 是方電訊 

1. 是方 070 網路電話服務 

是方 070 網路電話服務，使用 IP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技術作為基礎通訊協定，不需要透過電腦，就可以享受網內互撥免通

訊費，及撥打兩岸三地、國際電話、手機、長途或市話的節費服務，

大幅降低傳統電話費用。 

企業用戶透過是方 070 網路電話服務，讓公司與國內外合作廠

商、外點分公司間的網內互撥免通訊費，達到企業語音整合的效果。

是方 070 網路電話服務具有可攜性，用戶可在全球各地，透過網路連

線，利用雙向互撥的特性隨時撥打或接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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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所提供之網路電話服務，以數位網路語音技術，搭配中心端

的軟交換機，提供可無限延展的網路電話配套方案。網路電話以

TCP/IP 網路協定運用壓縮技術將類比語音信號，以數位資料傳送，

將電信及資訊應用整合於同一個平台。 

(三) 遠傳電信 

遠傳 070 軟體電話是一個有 070 專屬門號的網路通訊軟體，使用

IP 網路技術(SIP)做為基礎通訊協定。遠傳 070 軟體電話相較於早期

的網路電話，除了滿足基本的電話通訊需求，提供較穩定的通話品質

以外，更結合 IT 技術與網路技術，整合語音及文字等服務，提供多

元化的加值服務。 

遠傳 070 軟體電話藉由 070 網路電話號碼，整合各種通信方式及

通訊終端設備，具有語音(Voice)通訊、即時訊息(IM)、會議(Voice 

Conference)、一碼通(One number)、在線服務(Presence)、通訊錄及

Web 自助管理，隨時隨地都可以自由地以各種不同的方式進行通訊。 

(四) 台灣大電訊 

台灣大電訊 070 企業 E phone 服務是透過寬頻網路提供數位化語

音服務。台灣大電訊以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網路技術作為

基礎通訊協定，搭配 NCC 核發可顯號及回撥之 E.164 門號，提供可

與行動電話、傳統市內電話雙向互撥通話的網路電話服務，讓使用者

享受實惠的網路電話服務。 

(五)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 hiCall 影像網路電話服務提供用戶透過 HiNet 網路撥打

影像/語音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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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Skype 與 Yahoo!奇摩即時通 

Skype 與 Yahoo!奇摩即時通雖然未編配有 070 網路電話號碼，但

因使用人數眾多，故本團隊納入研究範圍。 

1. Skype 

透過 P2P 的技術，只要用戶上網頻寬穩定，Skype 就能提供服務。

Skype 使用者之間，只要雙方都在 Skype 上，不分時段或地點，隨時

隨地都可以免費通話。Skype 最大的特色就是不但可以在 Skype 上以

即時訊息作互動，也能透過網路連線，將電腦變成免費網路電話。 

只要用戶都有 Skype 帳號，並使用配有網路攝影機的電腦（或視

訊電話），就能隨時進行免費的 Skype 對 Skype 的視訊通話。Skype

也提供多方通話功能，能利用 Skype 進行商務會議、討論簡報與線上

教學。Skype 提供的服務如下： 

SkypeOut： 

當受話端不在電腦前面使用 Skype 時，發話端可以直接使用

SkypeOut 直接撥到受話端的市內電話或手機，而且不論發話端在世

界何處，只要能夠上網，就能使用 SkypeOut 服務，撥到全世界三百

多個國家。 

不論發話端在哪裡，SkypeOut 只向用戶收取話務到達受話地區

的成本費用，費率計算固定。SkypeOut 不只提供撥打到世界各地一

般市內電話及行動電話的便利性，收取的費率幾乎是以市內電話的費

率打國際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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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簡訊： 

Skype 手機簡訊可傳送至全球 200 多個地區，而且費率相對於行

動電話簡訊較為優惠，發送至中國、香港及台灣約 2 元，歐洲及加拿

大約 3~4 元。 

行動 Skype： 

目前行動 Skype 提供 Android、iPhone/iPod、Symbian 與 Nokia 

N900 專用 Skype (Skype Lite 及 Windows Mobile 專用的 Skype 目前

不再提供下載)，只要透過 WiFi、3G、GPRS 或 Edge 連線登入

Skype，就能發送即時訊息，使用 Skype 與 Skype 免費通話，及透過

Skypeout 撥打市話和行動電話或傳送 SMS 手機簡訊。 

iPhone/iPod 專用 Skype： 

 支援 iOS 4 多工處理 (Multi-Tasking)，一邊上網也可以隨時

收發 Skype 訊息與電話。 

 在 iPhone 3GS 或第 2 代 iPod touch 以上機種使用 Skype to 
Skype，通話音質更高。 

 新增通話品質指示器，幫助用戶選擇最佳狀態來通話。 

Skypein： 

Skypein 是一個全球通用的門號，任何人撥打這個門號，用戶均

可以在電腦(或其他專用設施)端接聽對方的電話。 

基本上，撥打到 Skypein 門號的收費與發話端當地規定通話費率

有關。以申請美國紐約的 Skypein 門號為例，由於美國紐約當地電信

業者撥打市內電話不計費的，所以美國紐約的市內電話撥打到美國紐

約的 Skypein 門號是免費的。但如果申請的是美國加州的 Skypein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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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則美國紐約的市內電話撥打到美國加州的 Skypein 門號須依美國

長途話費計價。如果從台灣發話到該 Skypein 門號，則依台灣打美國

國際電話費率計費。 

目前九個國家有 Skypein 門號可用，香港、美國、英國、法國、

波蘭、瑞典、芬蘭、丹麥與愛沙尼亞，台灣因法規問題(例如通信監

察法規)，目前暫沒有提供 Skypein 門號。 

(七) Yahoo!奇摩即時通 

Yahoo!奇摩即時通是為免費的全球網路電話，具有語音信箱功

能，不在電腦前也可以使用手機上網接取即時通，其主要的功能特色

如下： 

 自訂好友來電鈴聲，隨時隨地也可透過手機使用 Yahoo!奇摩

即時通。 

 使用即時視訊影像，同時與多人進行線上即時會談。 

 使用 Yahoo!奇摩即時通來取得行事曆的即時提示。 

 透過好友動態功能查看朋友在 Yahoo!、Flickr、Twitter 及其

他網站上的最新動態訊息。 

 用內建的媒體播放程式，與朋友一起觀看網路影片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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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編碼需求 

一、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趨勢之發展契機 

傳統固網價值鏈主要分成基礎網路與接取設備與內容/服務二個

部分。前者包括網際網路骨幹接取、電信業者、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

後者則是由網際網路入口網站與網際網路接取服務組成。由於應用服

務內容的多樣化與豐富化，使固網業者不斷投入擴大頻寬的建設中，

例如網路的光纖化。 

行動通信的價值鏈與傳統固網的價值鏈有些差異，由於行動通信

發展較晚，所以面對匯流的趨勢，應強化數據通訊與中介軟體面向。

另一方面，行動通信的價值鏈也缺少行動通信入口網站的角色，這也

就是許多大廠，如 Google、Apple，運用其核心競爭能力想要在行動

通信產業價值鏈取得優勢地位搶佔商機。 

然而固網與行動網路的匯流，使傳統的固網與行動電信的價值鏈

亦產生匯流，進而形成新的 FMC 產業價值鏈。其思考模式，已不再

是僅僅由電信業者的角度或網路/終端設備角度，而是改從內容/應用

服務的觀點，依消費者的需求提供整合式的資通訊服務。值得注意的

是，產業價值鏈的整合將加速服務推出的時程與降低成本，使服務產

生因匯流而形成多樣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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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FMC 價值鏈與發展契機 

綜上，服務的多樣化已不再是電信業者可以獨攬所有服務的開發

業務，可以吸引許多內容/應用服務開發業者參與，也因此更促進服

務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提昇電信業者的營收以達成雙贏。平台的整

合是件不容易的工作，不僅要了解固網也要熟稔行動通信，雖有其挑

戰性卻也充滿商機。 

二、 我國可能發展之應用服務與編碼需求 

(一) FMC 固網行動匯流 

Ovum 的研究報告指出，FMC 發展可區分為價格組合、服務匯

流、終端設備匯流、網路匯流四個階段，如圖 4- 5。其中，在價格組

合階段，產業界經由以費率套餐的方式提供組合式的通訊服務，近似

於國內的 MVPN 服務；服務匯流階段則是經由固網與行動通訊服務

層的互通達成，通常也會綑綁加值服務(如語音或電子信箱等)；終端

生產伺服器、網通設備、終端設備 

開發內容/應用 

建立入口網站、網路接取與匯流服務 

內容供應商 

網通業者 

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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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匯流代表著終端裝置具備接取固網與行動通訊技術的能力，且可

以無縫隙交遞固網與行動網路間使用服務；網路匯流階段則表示在全

IP 化的網路基礎下，提供共通的匯流服務。四階段並沒有先後順序，

而且是可以同時並行的，經營業者也會依照本身的資源條件不同，規

劃有利本身的 FMC 經營階段。 

 

圖 4- 5 FMC 發展四階段 

廣義來說 FMC 的平台應包括固網平台(包括 Cable 網路)、行動平

台、無線平台、互聯網與公眾網路等，跨網整合的終極目標是將各種

應用如 FMC、VoIP、IPTV 等整合匯流成 XoIP(X over IP)，即未來所

有的服務都可以經由 IP 封包傳遞。因此原採用 E.164 號碼的服務就

會經由匯流技術而在不同的平台上應用。 

1. 我國 FMC 發展策略 

國內市場僅有少數業者是同時具備固網與行動網路的基礎設

施，因此各業者在 FMC 經營上皆採取不同的策略，其中以合併與投

資為最主要的方向。相關案例如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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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信：持續以 IP 化技術整合固網與行動網路資源，逐步

邁向 NGN 網路，並積極投入匯流服務平台的開發。 

 台灣大哥大：採階段式收購台灣固網，致力於整合雙方網路

與企業資源，以發展三合一通訊(Triple Play)服務平台； 

 遠傳電信：併購安源 WiFly 無線網路，整合行動電話與固網

的延伸 Wi-Fi 無線網路。 

行動業者不論該集團本身是否擁有固網，均紛紛推出 3.5G HSPA

的行動數據服務，以其所具有的行動優勢，爭食固網 ADSL 數據接取

服務市場。種種企業的整併、投資與合作，不難理解電信業者面對固

網與無線網路服務間的分界越來越模糊，以不同的發展策略，試圖擴

充其既有服務領域以尋求新的商業機會。 

2. 我國 FMC 發展階段與編碼方案 

價格組合階段 

我國電信業者多推出 MVPN 服務，藉由綑綁行動與固網通訊服

務，並配合優惠的費率套餐，為企業提供便利與降低通訊成本的組合

式服務，MVPN 服務並不具備實質的匯流意義，因此 MVPN 服務應

屬於價格組合階段。另若依照 ECC 對於匯流服務的定義，則近似於

雙模分離服務，因此編碼策略方面，僅能同時使用現有固網與行動號

碼，與現行 MVPN 服務的編碼方案相同。 

服務匯流階段 

中華電信曾推出服務匯流階段的 FMC 服務，企圖以降低費率吸

引用戶為目的，但用戶的使用量並沒有增加，首當其衝的是營收衰

退，於是乎便放緩或停止 FMC 服務推出的腳步。主要原因在於電信

業者與用戶各有不同的價值立場(value proposition)考量，用戶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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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費率高低，而業者所在乎的是整體營收，費率的下降若用戶的使用

量沒有增加的話，則勢必造成營收的衰退，而形成電信業者與用戶間

價值立場的衝突。 

終端設備匯流階段 

終端設備匯流有很大的進步，例如 BT 的 Fusion 服務，最符合用

戶的需求，以手機為例，全球智慧型手機的研發製造技術日益成熟以

及內建 Wi-Fi 功能的機型與使用者日益增加，更加快匯流的腳步，我

國在終端設備的匯流發展上，已交出不錯的成績，例如宏達電、宏碁、

華碩。此外，若同處服務匯流與裝置匯流階段，依照 ECC 對於匯流

服務的定義，則具備推出雙模連結服務的能力，編碼方案可參考第貳

章說明與分析。 

網路匯流階段 

網路匯流趨勢將發展成 All-IP 化次世代網路，包括 NGAN（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 ） 與 NGCN （ Next Generation Core 

Network)，因為投資金額鉅大，在市場發展態勢沒有明朗之前，業者

尚不敢大幅增加投資，故發展較慢。中華電信原訂 2014 年完成 NGCN

的建置，唯考量市場發展不明朗與投資金額甚多，而將完成之日期延

至 2019 年。ECC 定義的單模服務即是基於網路匯流階段所提供的服

務，編碼方案可參考第貳章說明與分析。 

產業匯流階段 

FMC 的發展階段若要再深入劃分，應還有第五階段的產業匯流

（Industry Convergence），此階段我國亦有所進展。例如，中華電信

的 MOD 平台，即是固網與傳播產業匯流的產物；行動電信業者與行

動電視業者合作，或利用其網路提供電視節目，即是行動電信產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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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產業匯流。 

3. 我國 FMC 服務號碼需求 

本研究發現，業者普遍認為 FMC 的編碼選項與用戶的使用習慣

與認知較有關係，若號碼與費率能夠容易讓用戶識別，或者與習慣使

用的服務資費相近時，則成功機率就會較高。也就是說，用戶仍十分

依賴號碼所隱含的費率資訊，而且相類似的服務應儘量編配相似的號

碼區塊，用戶的接受程度會較高。若差異較大的新服務編配新號碼區

塊，由於對新號碼區塊的陌生，用戶的接受度可能較低或排斥服務。

因此大多數業者十分認同研究團隊所提之建議，認為現階段沿用現有

的固網或行動號碼區塊是一個很好的選項，可以提升 FMC 的接受度。 

我國消費者對 FMC 的意見調查結果與上述的成果相同。未來若

通訊網路整合後，固網電話與行動電話之費率趨於一致時，一般民眾

想保留的電話號碼為「市內電話＋行動電話」，佔 54.50%；商務人士

想保留的號碼有「行動電話」（36.47%）或是「市內電話+行動電話」

（45.87%）；企業偏好保留「市內電話」（27.85%）或是「市內電話＋

行動電話」（38.59%）。整體而言，無論用戶為何種身份，對於申請固

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及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之號碼保留偏

好，皆以現有號碼為主。 

雖然現階段仍以沿用現有的固網或行動號碼區塊為主，但走向簡

化服務類別仍是未來的編碼趨勢，且演進的過程並沒有時間表，應視

國內發展情形，因此建議應長期且持續關注 FMC 市場發展，可先規

劃長期發展方向，並視市場需求與急迫性，再進行妥適之演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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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oIP 網路電話 

民國 94 年 11 月修訂第二類電信事業管理規則，開放網路電話服

務依據，核配「070」字頭之電信號碼供網路電話服務使用，計有 1

億個號碼供網路電話使用。 

目前 070 區塊號碼之 BC 碼字頭以「10」為起始(07010X)區塊依

序開放供業者初次及再次申請使用，截至民國 99 年 10 月止29，已核

配 67 萬門號，但用戶數僅約為 24 萬，號碼使用率達 35.8%，號碼核

配率僅達 0.67%，因此號碼供應仍有相當大的餘裕空間。 

究其 VoIP 業務發展之阻礙，主要是市話撥打 VoIP 之訂價過高，

且業者間的互連協議及接續費問題，使得互連談判程序冗長，而形成

VoIP 業務發展之困難，而且消費者對 070 新號碼區塊較陌生且字碼

冗長，造成接聽與撥打時之困擾。然而，依據本研究所進行之消費者

意見調查，僅有 2 成多的一般消費者表示可接受 VoIP 服務，企業用

戶的接受度較高是因為可以取代撥打國際電話，節省通話費。 

(三) 物聯網 

在主要研究國家中，中國及日本已核配部分號碼提供物聯網使

用，中國將冠碼為“1064＂的十位數號碼(總共 10 億個號碼)保留給

M2M 通訊。目前冠碼為“10648＂的號碼(1 億個號碼)已核配給中國

移動，商業化的應用，仍不明顯。 

日本則是以 PHS 號碼 070 核配給物聯網服務使用，故其物聯網

設備大多與 PHS 設備結合，如金融服務、自動販賣機、緊急服務與

車載資訊服務，但觀察 PHS 用戶數在 2006 年底達到 498 萬高峰後，

                                                 
29 通傳會，E.164 用戶號碼網路電話服務電信號碼核配現況，民國 9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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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6 月其用戶數已衰退至 388 萬30，也代表 PHS 應用號碼的物

聯網服務，並未呈現爆炸性成長。 

但國際組織 GSMA 之研究，2020 年物聯網應用的設備總量，可

能達到 36 億個，是 2010 年設備數量的 18 倍以上，座談會中，亦有

國際研究顧問公司 Ovum 之專家認為可能達千倍以上。由此可見，雖

然對物聯網未來發展的看法迥異，但可以確定的是其未來發展是具高

成長性的。  

我國發展物聯網相關的技術亦不遺餘力，包括 M-Taiwan 計畫、

u-Taiwan 計畫、i-Taiwan 計畫、網路通訊國家型計畫等，將連結六大

新興產業（醫療照護、綠色能源、精緻農業、文化創意、觀光旅遊、

生物科技），以及四大智慧產業（雲端運算、智慧電動車、智慧綠建

築、發明專利產業），為物聯網產業發展的最核心運用，其應用基礎

設施包括射頻辨識、無線感測、微機電系統(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MEMS)、IC 設計、網通設備、3G 與 WiMAX 等。 

現階段並無法精準預測物聯網的號碼需求，然而我國目前的號碼

資源仍屬充裕(詳第六章)，唯因編碼計畫結構之服務類型區分過細，

導致號碼資源無法有效利用，因此為因應物聯網及新技術/新服務之

號碼需求，唯有從檢討編碼計畫結構著手，相關做法包括區域碼整併

與服務類型劃分之檢討以及號碼行政與管理之改進等。交通部已於網

通國家型計畫中，編列「電信編碼計畫整體規劃三年計畫」，從 98 年

至 100 年進行國家編碼計畫全面性檢討，明年將提出可供未來十年用

之編碼計畫及相關演進規劃。通傳會本年所進行的異質網路有關電信

號碼議題研究之觀察及建議事項，可提供交通部研究案一倂處理。 

                                                 
30 日本總務省，資訊通信統計資料，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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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及跨服務使用之障礙分析 

一、 FMC 固網與行動匯流 

(一)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 

依據我國電信網路編碼計畫之規定，固網與行動號碼分屬不同的

號碼區塊，FMC 服務並不同於以往的通信服務，用戶有可能使用固

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或是使用行動號碼接取固網，現行的法規並不允

許此做法。 

編配新號碼區塊給 FMC 服務可以避免上述的號碼使用限制，例

如英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皆有類似的做法。但也會衍生如無法識

別地理位置與資費訊息的問題，同時國際經驗顯示消費者偏好沿用原

有的號碼區塊。因此在未來監理機關應考量是否擴大服務的定義，藉

以簡化電信編碼計畫之應用服務類別，盡量在原有的號碼區塊使用創

新服務。 

(二)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 

FMC 服務可以便利消費者使用通信服務，然而現階段固網與行

動通信上費率的差異，若推行 FMC 服務，將促使消費者選擇較便宜

的固網進行通話，此舉並不為業者所樂見，因為便宜的固網通信費率

將壓縮行動通信的營收，以現有國內的產業環境，行動通信的營利貢

獻度明顯高於固網通信，將使得業者營收衰退。 

國內已有業者進行 FMC 服務的商用化評估，營收衰退成為業者

不宜貿然推行的主要因素，此外，固網與行動費率的差異也將衍生

FMC 資費方案設計的議題，茲將通話費率分析如表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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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異質網路整合費率分析 

通信網路 需考量之費率分析 
固網網內互打費率 
(再區分市內與長途通話費率) 
固網網外互打費率 
(再區分市內與長途通話費率) 
固網撥打行動網內費率 
固網撥打行動網外費率 
固網撥打網路電話網內費率 

固網通信 
(PSTN) 

固網撥打網路電話網外費率 
行動網內互打費率 
行動網外互打費率 
行動撥打固網網內費率 
行動撥打固網網外費率 
行動撥打網路電話網內費率 

行動通信 

行動撥打網路電話網外費率 
網路電話網內互打費率 
網路電話撥打固網網內費率 
網路電話撥打行動網內費率 
網路電話撥打固網網外費率 

固網通信 
(網路電話，如

WiFi、Femtocell) 
網路電話撥打行動網外費率 

受限於固網(包括 PSTN 與網路電話)與行動資費各自獨立的資費

方案，FMC 服務須考量業者間的網內網外互打費率、不同網路間的

互打費率、固網的市內與長途通話費率等因素，使得業者在資費設計

上變得更複雜，同時也影響消費者在辨識費率資訊上的難度。 

從費率差異的觀點評論 FMC 服務的推行，在國際間已有相關的

討論，例如澳洲 ACMA 的研究報告指出行動替代固網(FMS)形式的匯

流服務，相較於 FMC 服務更容易推行，因為行動費率逐漸下降與行

動電話的便利性，使得一般民眾更依賴行動通信，在未來甚至可能取

代固網通信，屆時便不存在費率差異的議題。我國行動電話也有取代

固網趨勢，且在費率管制下，行動費率逐漸下降中，明年，通傳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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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行動網路成本計算模型研究後，行動費率恐還有進一步調降機會。

但在固網撥叫行動方面之通話費率仍嫌偏高，通傳會已宣告明(100)

年起固網撥打行動之通話費定價權將回歸發話端網路業者，加上行動

網路成本計算模型研究，固網撥叫行動方面之通話費應會有較大幅之

調降。在這些監理措施有效落實以及市場競爭後，固網與行動費率之

差異將逐步縮小。因此，我國 FMC 服務的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需同

時採取監理手段以及市場機制。 

(三)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續費 

制訂通話費率通常須依據兩個網路間(包含異質網路)的互連費

用，即接續費；由於 FMC 服務為異質網路整合形態，不同於過去的

互連方式，接續費可能會產生以下問題： 

1. 接續費計算混淆 

一般而言，電話號碼為業者在計算接續費時的辨識依據，但是

FMC 服務可能會使用固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或是使用行動號碼接取

固網，亦即所使用的號碼與所使用的網路不同，會造成業者在互連拆

帳時網路辨識上的困擾。 

2. 接續費計算機制 

FMC 服務包括網路電話形式的通話服務，然而以封包為傳輸基

礎的網路電話基本上並不會產生任何接續費，例如：A 業者的行動用

戶經由 WiFi 撥打給 B 業者的固網或行動電話用戶，A 業者須支付 B

業者接續費，反之，B 業者的用戶(固網與行動電話)撥打給 A 業者時，

在後端(WiFi 接取)是經由無線網路，並沒有使用到 A 業者的行動網

路，因此在發話與受話通話時，潛藏著不同的接續費率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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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數國家採取發話端網路業者支付受話端網路業者網路

接續費之清算模式(calling-party-network-pay, CPNP)，且接續費按網路

成本基礎定價作法，因此，不同網路、不同業者間網路接續費存在差

異，不利 FMC 之發展。 

國際間已有美國、加拿大及香港採用互惠網路接續費作法，在互

惠作法下，網路接續費訂為零，各網路業者同意代他網路業者接續話

務，亦稱為(Bill and Keep, B&K)。歐盟會員國監理機關已研究將 B&K

作為歐洲網路接續之一個長期性的可能模式。惟需要目前之網路接續

費下降到一定程度才能過渡到 B&K 模式。 

此外，國際間針對 NGN 網路的接續費議題，也提出以 B&K 取

代現行網路成本基礎定價作法之論點31，並積極探討實施 B&K 相關

議題，包括從現行 CPNP 體制過渡到 B&K 模式之實施相關議題。 

目前我國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可先修訂部分包括：調整固

網撥打行動通話費之定價權及強化長期增支成本計算基礎模式之計

算說明，並進行固網及行動網路接續費成本精算，訂定合理之網路接

續費。中長期方面，持續追蹤國際 B&K 模式之發展，適時修訂電信

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中接續費清算規定，以引進 B&K 清算模式。 

(四) 詐欺防治 

電信號碼可以做為個人識別的表徵，在匯流趨勢下，電信號碼隨

著服務整合，間接傳遞具隱私的個人資料，不論是不同業者的服務或

是同一業者的不同服務，如何防止個人資料的不當流通將形成異質網

路整合服務發展的一大課題。 

                                                 
31 BEREC Common Statement o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s Future Charging Mechansms/Long Term 
Termination Issues, 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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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務部正研擬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做法，預估兩年內將制訂

相關細部規則(包括同一公司內不同業務之用戶資料不得私自流通

等)。同時，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業者須負有維護個人資料維護的

義務。目前若前端號碼申請(用戶確認)管理好，則不會有後端的問題，

故詐騙不應是純粹號碼的議題，應歸類於資訊與通訊安全內。 

(五) 通訊監察 

通訊監察為調查犯罪重要的手段，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32規

定，電信業者有義務提供介接設備讓國安單位在法院授權下進行特定

電話的監聽。而且電信業者有義務提供協助追查訊務的相關資料，包

括：被監聽者基本資料、發話及受話端號碼、通信時間、通信內容等。

在數位匯流趨勢下，網路通訊監察技術與法規的發展也相形重要，茲

將匯流形態創新服務所面臨的通訊監察問題整理如下： 

1. FMC 服務主叫號碼跨網使用 

FMC 服務的特性將使得電信號碼可能同時應用在異質網路間，

現行的通訊監察規範並不允許主叫號碼跨網使用。 

2. 通話定位資訊 

依通訊監察規定，業者必須提供發話者準確之地理位置，然而

FMC 服務若是接取 WiFi 網路以 VoIP 形式通話，將難以提供即時定

位資訊。 

                                                 
32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K006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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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oIP 

(一) 號碼核配 

我國的 070 網路電話不具備與固網市話相同的服務品質(QoS)，

例如查號、緊急服務、不受斷電影響等，因此編配不同於現有號碼區

塊的 11 碼長 070 號碼區塊。國際經驗顯示消費者通常會偏好希望沿

用現有的號碼區塊，且碼長不宜過長，因為消費者會依賴原熟悉的號

碼，且不願意持有多組電話號碼，更不希望碼長過長而影響記憶，因

此現行的 070 號碼不利於業者推展業務。考量網路電話的服務特性，

在未來若業者可提供具備與固網市話相同服務品質的網路電話，網路

電話編配地理性號碼應及早規劃。 

(二) 通話費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97 年間通過中華電信所提報之「市話撥

打 070 網路電話」資費方案，作為所有網路電話，撥打或接受國內最

大固網市話之間的通訊費率基準。現行的 070 網路電話各項外撥資

費，不論撥打長途或國際電話，網路電話均較市話費率優惠，但在市

話撥打 070 網路電話費率訂價並不合理，如表 4- 3 分析，在非減價時

段，中華電信打給 070 網路電話的價格，約為 070 網路電話打給中華

電信費率的 6 倍。換言之，中華電信在固網市場具備市場主導者條

件，過高的市話撥打 070 網路電話的費率，將形成市場的不公平競

爭，也影響消費者使用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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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撥打網路電話與市話互撥之費率比較 

市話撥打網路電話 市話撥打市話：(基本型 C) 

 一般時段 1.98 元/分 (0.033 元/秒)
 減價時段 1.38 元/分(0.023 元/秒)

 一般時段 0.3 元/分(1.5 元/5 分鐘) 
 減價時段 0.1 元/分(1 元/10 分鐘) 

 

第 四 節  綜合研析 

一、 FMC 

中華電信曾推出商用化的 FMC 服務，但因侵蝕營收而終止。目

前三大業者(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電訊)則提供企業用戶專屬

的 MVPN 服務，企圖將市話與行動以套餐式費率的整合服務，藉以

降低企業的經營成本，並提高溝通效率。然而 MVPN 仍不能謂之 FMC

服務，因為經由套餐費率與號碼轉接的方式，並不符合國際標準組織

所定義的裝置匯流或網路匯流。 

國內 FMC 服務發展並非受限於技術問題，而是須從價值立場

(value proposition)考量，雖然低廉的費率降低消費者的負擔，且整合

性的服務也造就消費使用上的方便，但用戶數與使用訊務量卻沒有實

質上的增加，使得整體營收衰退。因此，各業者對於 FMC 服務的推

出均抱持觀望的態度。然而，業者並未因此而停下數位匯流腳步，已

開始一連串的展開整併或收購行為，藉以投入未來數位匯流的商機。 

FMC 服務僅為數位匯流環境中的一環，因此未來 FMC 服務的發

展將取決於國家的數位匯流政策與規管措施，研究團隊經與專家學者

研討後，提出與 FMC 服務發展相關的五項議題，包括：號碼使用法

規限制、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固網與行動互連接續費、詐欺防治、

通訊監察。其中與電信號碼使用直接相關有號碼使用法規限制、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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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動互連接續費、通訊監察，另國際間研究也指出 CLI 的選擇與緊

急服務的提供也與電信號碼息息相關，惟在思考如何解決電信號碼應

用於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時，首先要面對的應是如何調整不合時宜的規

管措施，產業界才有辦法突破經營數位匯流服務的瓶頸。 

本研究依據國際經驗與專家、業者及消費者的意見調查結果，多

數認同現階段沿用現有的固網或行動號碼區塊，其中大部分消費者以

保留市話與行動號碼的比例較高，因此 FMC 服務之號碼需求現階段

仍以沿用現有號碼為主。 

二、 VoIP 

國外固網既有業者之資費方案，通常多採「單一費率」之訂價方

式，不區分受話網路為固網、行動或網路電話，均採取相同之費率。

我國現行「市話撥打網路電話」之費率，確有高於「市話撥打市話」

之情形，基於以下之理由，本研究認為此一訂價方式應有調整之必

要，並且應讓兩者費率相當： 

1. 市話與網路電話兩者之網路介接，技術上應可透過現行固網業

者市話網路互連之方式進行，在網路技術上與「市話撥打市話」

之網路架構相當，是以從成本計價之觀點，「市話撥打網路電

話」之費率不應與「市話撥打長途」之費率相比擬，其所應對

應者應為「市話撥打市話」費率； 

2. 基於鼓勵「新技術、新服務」之監理政策目標，並促進固網語

音服務替代性競爭之出現，管制上應讓網路電話在與市話競爭

之立足點得以平等，因此監理機關有必要讓「市話撥打網路電

話」之費率，與「市話撥打市話」之費率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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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電信號碼的需求上，依據國際經驗，網路電話通常依據

QoS 編配電信號碼，若能提供與固網市話相同的服務品質，則編配具

地理性的號碼，反之，則編配獨立的網路電話號碼區塊。在本研究所

及的十個國家中，有 8 個國家同時編配地理性號碼與獨立網路電話號

碼區塊，因此網路電話是否編配地理性號碼，監理機關也應及早進行

研討。 

三、 IoT 

由於 IoT 是相當新興的應用服務，未來的服務態樣並不十分明

朗，我們無法完全掌握未來物聯網的服務態樣，更無法精確預測未來

的號碼需求，但可以確定的是，IoT 服務一旦有號碼需求時，將是爆

炸性的需求方式。因此，唯有加強號碼需求預測、檢討現行電信編碼

計畫與有效節約號碼以提昇號碼使用效率做起，一旦有 E.164 編碼需

求時，不論是沿用既有號碼區塊或另行編配新的區塊，皆須及早準

備，供未來不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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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專家與業者暨消費者意見調查分析 

第 一 節  專家與業者調查與訪談意見綜整 

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異質網路整合應包括固網平台(包括 Cable 網路)、行動平台、

無線平台、互聯網與公眾網路等，跨網整合的終極目標是將

各種應用如 FMC、VoIP、IPTV、物聯網與其它結合數據、影

像之服務整合匯流成 XoIP(X over IP)，即未來所有的服務都

可以經由 IP 封包傳遞。 

二、 FMC 服務編碼選項 

 雙模連結服務應沿用現有號碼區塊 (行動或固網)。 

 單模連結服務將使用行動號碼。 

三、 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之調整方針。 

 以沿用現有號碼區塊 (行動或固網)為主。 

 考量非傳統電信業者的編碼需求(如 Cable TV) 。 

 未來應依服務類型簡化編碼系統。 

第 二 節  消費者意見調查方法 

一、 調查研究背景 

本次調查內容依據本計畫徵求計畫書研究方向之要求，探究用戶

之接受度與意向。主要針對「物聯網」、「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網路電話」服務發展與編碼意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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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調查，了解消費者接受程度或影響，並劃分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

企業用戶以面談訪問和電話訪問進行量化調查分析。 

二、 調查研究目的 

本調查研究分別針對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企業用戶以面談訪問

和電話訪問的問卷調查方式進行量化調查分析。進一步提出各方案消

費者可接受之程度，作為相關領域之專家討論與研擬建議之依據。 

 

 

 

 

 

 

 

 

 

圖 5- 1 調查流程圖 

三、 調查範圍 

(一) 調查區域 

本調查以台灣地區為調查區域，包括其所屬的 23 縣市(基隆市、

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栗縣、台中市、台中

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

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加上

金門縣共 24 縣市進行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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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對象 

本調查之調查對象分為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企業用戶，分別定

義如下： 

 一般用戶(有效樣本 311 份) 

電信編碼之一般個人用戶，本調查以居住在台灣地區年滿 18 足

歲以上的民眾為調查對象。 

 商務人士(有效樣本 351 份) 

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且為企業從事商業活動者，其商業活動範圍

包含企業內部、企業間及消費者之相關人士即為此類調查對象。 

(1) 每個月電話話務量較高或每天撥打及接聽商務相關電

話達 10 通以上。 

(2) 會使用 PDA 上網、I-phone 或 Smartphone(智慧型手機)。 

(3) 會使用行動上網。 

 企業用戶(有效樣本 158 份) 

本研究參考各國企業用戶的目標對象，將國內企業分為製造業及

服務業兩大類別。母體名冊以2010年5月天下雜誌公布之製造業1000

大及服務業 500 大名單為依據，並納入金融保險業 100 大名單。 

第 三 節  調查內容 

一、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FMC) 

(一)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編碼問卷設計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可以讓消費者接取兩種網路，可自己選用固

定網路或是行動網路來通話。針對新服務，擬定兩種編碼方式讓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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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以使用，一種是使用原來舊號碼，另一種是核配一個新號碼區塊

以供使用。由於 FMC 有可能不只一個號碼，來電識別(Call Line 

Indentification, CLI)會較複雜，對於緊急急救可能會導致地點判別困

難而拖緩急救，預擬定 CLI 設定方式及改善急救問題。詢問消費者使

用新服務之偏好是以舊號碼申請新服務還是以新號碼申請新服務，以

及對新服務之接受程度。 

(二) 調查題項與結果分析 

1. 消費者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意願 

調查結果顯示：用戶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達五以上，如

圖 5- 2，其中一般民眾「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的比例

(53.02%)，略低於商務人士(54.99%)，且低於企業(62.29%)。一般民

眾不需要之比例也有三成六高於商務人士及企業。顯示未來 FMC 服

務推行之可行性極高，但應事先進行相關宣導，讓用戶更了解其用途

及便利性，以期提高民眾對此服務之需求度。 

 
圖 5- 2 消費者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意願 

2. 消費者偏好以舊號碼使用新服務，還是以新號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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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用戶對於號碼申請偏好與保留皆以現有號碼為

主，如圖 5- 3，其中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用戶皆偏好以現有號

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比例達七成以上 (一般民眾：83.12%；

商務人士：78.63%；企業：70.88%)。若以現有號碼申請服務，一般

民眾及企業偏好以「市內電話＋行動電話」申請比例最高(一般民眾：

40.68%；企業：34.18%)，而商務人士則以「行動電話」為主(39.89%)。 

 
圖 5- 3 消費者對於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編碼傾向 

3. 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使固網及行動電話的費率趨於一致，詢

問消費者會想保留哪個號碼。 

調查結果顯示：未來若通訊網路整合後，固網電話與行動電話之

費率一致時，由圖 5- 4 得知，一般民眾想保留的電話號碼為「市內電

話＋行動電話」，占 54.50%；商務人士想保留的號碼有「行動電話」

(36.47%)或是「市內電話+行動電話」(45.87%)；企業偏好保留「市內

電話」(27.85%)或是「市內電話＋行動電話」(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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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固網及行動電話的費率趨於一致之消費者號碼偏好 

整體而言，無論用戶為何種身份，對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之號碼偏好及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之號碼保留偏好，皆以現有號碼為

主。因此編配新號碼區塊的時機仍不成熟，建議先對現有號碼做有效

的管理。 

 

4. 在緊急救援情形發生時，有可能導致判別位置困難，詢問消費

者使用 FMC 之意願。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民眾、商務人士與企業會擔心與不會擔心延

誤判別位置時間而不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比例相近，而一般民眾

及商務人士會擔心之比例超過五成(一般民眾：50.83%；商務人士：

54.99%)高於企業(47.47%)，如圖 5- 5。若推行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應有相應之緊急服務規劃措施，以提高用戶對此服務之使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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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緊急服務之 FMC 使用意願 

二、 網路電話 

(一) 網路電話問卷設計 

網路電話，是透過開放性的網際網路，傳送語音的電信應用服

務。其功用可即時提供語音服務，更可連接至世界各地，讓使用者可

以不需再透過傳統的公眾電話網路(PSTN)進行遠距離電話交談。目前

網路電話號碼無法判讀發話者的所在區域，共可分四種類型，如表

5- 1： 

表 5- 1 網路電話之四種類型 

 發話至 PSTN 接聽來自 PSTN 電話 編配 E.164 號碼 
類別 1 
PC to PC X X X 

類別 2 
Outbound voice  V X X 

類別 3 
Inbound voice  X V V 

類別 4 
Voice telephony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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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題項與結果分析 

1. 詢問消費者接收號碼判讀電話來源之需要程度。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民眾需要由網路電話判斷來電者發話區域之

需求比例(29.94%)，略低於企業(32.28%)，且低於商務人士(40.75%)，

如圖 5- 6 分析，可能是因為商務人士工作所需，接聽國外來電比較頻

繁，較需要由號碼來判斷地理位置以便紀錄通話。 

 

圖 5- 6 網路電話判斷來電者發話區域之需求 

2. 詢問消費者對於三種網路電話型式(類型 2、類型 3 及類型 4)

的偏好。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最偏好使用「擁有一

個固定號碼，可以撥打及接聽，收費最貴」之網路電話，而企業之比

例(73.42%)遠高於一般民眾(52.99%)及商務人士(47.29%)，如圖 5- 7

分析，可能是因為企業之營業所需，較經常與國外企業聯絡，若擁有

此類型之網路電話，就可以取代撥打國際電話，節省通話費。其次為

「只可撥打不能接聽，收費最便宜」，一般民眾比例(36.68%)略高於

商務人士(35.33%)，且遠高於企業(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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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 三種網路電話型式的偏好 

因此無論用戶為何種身份，在網路電話類型偏好中，皆以功能性

為主要考量因素，其次為價格。 

三、 物聯網 

(一) 物聯網問卷設計 

物聯網是將所有物品利用網際網路連結起來，由機器間自主溝

通，不需要人力操作，利用無所不在的網路技術建立起來的且提供智

慧化識別與管理。物聯網用途廣泛，遍及交通、居家環境保護安全、

個人健康護理、資料傳輸及機器位置辨別等多個領域，例如：透過物

聯網可以很清楚知道家裡的家電使用狀況，並掌控用電量，除可監控

自己的用電度數，亦可避免被偷電。又如：資料傳輸對企業經營、貨

物銷售、物流及存貨管控，甚至企業的研發與後勤都有助益。詢問消

費者是否需要擁有或裝設類似這樣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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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題項與結果分析 

1. 詢問消費者是否知道物聯網與需求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普遍不知道物聯網技

術的應用，如圖 5- 8。其中一般民眾不知道比例已達八成六。在經過

解說物聯網之意義後，商務人士需要使用物聯網技術的比例最高

(50.71%)，遠高於一般民眾(29.42%)及企業(26.59%)受訪者，如圖 5- 9。 

 

圖 5- 8 消費者對於物聯網的認知 

 
圖 5- 9 消費者對於物聯網的需求 

在尚未推廣物聯網技術時，已有近三成至五成用戶有此技術設備

的需求，顯示出該服務的發展潛力；預估在未來物聯網技術的持續推

廣下，用戶會更了解物聯網及其所能給予之效益，用戶使用需求也會

逐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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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戶對接取物聯網的理想設備之認知 

調查結果顯示：使用物聯網時，使用之連網設備在一般民眾及商

務人士排行第一名為「電腦」(相對次數分別為 62.71%及 85.03%)、

第二名為「手機」(分別為 60.60%及 66.47%)及第三名為「家用電器」

(分別為 34.39%及 35.93%)。以企業來說，欲使用連網設備排行第一

為「電腦」(83.46%)、第二為「手機」(57.89%)及第三名為「商品」

(30.08%)，如圖 5- 10 分析。 

 
圖 5- 10 消費者對於接取物聯網的理想設備之認知 

由上述知，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最方便之連網設備為電腦

及手機，其相對次數皆遠高於其他設備，可能是因為在現在社會上電

腦及手機普及化，幾乎人手一隻手機、每一家每一間公司一台電腦，

因此物聯網技術就使用者認知而言，應是圍繞著電腦及手機相關之連

網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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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物聯網目的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民眾使用物聯網之目的最主要為「居家監錄

安全」(相對次數：52.13%)，其次為「節能減碳」(51.42%)，再其次

為「家庭醫療看護」(49.11%)。商務人士物聯網最主要目的為「居家

監錄安全」(63.36%)，其次為「家庭保全」(51.95%)，再其次為「家

庭醫療看護」(47.75%)。企業使用物聯網目的最要為「顧客關係管理」

(59.85%)，其次為「物流調度配送」及「防盜防偽」(40.91%)，再其

次為「購票、定位系統」(39.39%)，如圖 5- 11 分析。 

 
圖 5- 11 消費者使用物聯網的目的 

因此居家安全主要為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使用物聯網之目的及

用途，而企業主要以增加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為主要目的，足見物聯

網在此兩種應用有極大之發展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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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詢問願意多付出多少網路費使用物

聯網 

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一的一般民眾及近五分之一的商務人士不

願意額外多付連網費用使用物聯網服務。在願意付費中，一般民眾及

商務人士願意多付 250 元以下之費用使用物聯網服務比例最高(一般

民眾：53.73%；商務人士：56.14%)，其次為 251~500 元(一般民眾：

24.77%；商務人士：25.96%)，如圖 5- 12 分析。這也意味著收費價格

愈低，用戶接受度愈高。 

 
圖 5- 12 消費者使用物聯網的付費意願 

5. 針對企業用戶詢問需要增加多少的網路速率使用物聯網及付

費方式 

調查結果顯示：企業使用物聯網服務以需要「10Mbps 以上」之

網路速率為主，占 46.84%；其次為「1Mbps 以下」，占 14.56%；再

其次為「10Mbps」，占 12.66%。未來物聯網之計價收費方式中，企

業希望以「每月固定金額收費」為最多，占 39.87%；其次為「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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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之量計價收費」，占 32.28%，如圖 5- 13 分析。因此「每月固定金

額收費」及「依傳輸量計價收費」之收費方式最為消費者所青睞。 

 

圖 5- 13 企業用戶使用物聯網的網路速率與付費方式 

第 四 節  綜合研析 

一、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消費者希望使用 FMC 服務的意願達 5 成以上，顯示國內確有

FMC 服務的市場需求，其中對於號碼使用或保留的偏好是以沿用現

有號碼區塊為主，也意謂著消費者不希望改變現有使用號碼的習慣與

重新記憶新的號碼，並且希望 FMC 服務仍能提供緊急服務。 

表 5- 2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消費者調查分析 
 一般民眾 商務人士 企業用戶 
消費者申請 FMC 服務意願 53.02%需要 54.99%需要 63.29%需要 

消費者編碼傾向 40.68% 
(市話+行動) 

39.89% 
(行動) 

34.18% 
(市話+行動) 

消費者保留號碼傾向 54.50% 
(市話+行動) 

45.87% 
(市話+行動) 

38.59% 
(市話+行動) 

擔心緊急服務影響之比例 50.83% 54.99% 47.47% 



第 240 頁 

二、 網路電話 

消費者對於網路電話編配地理號碼的需求並不明顯，可能是對於

網路電話具移動性的既定形象(如 MSN、Skype 等)。經調查其偏好的

網路電話形式後，發現消費者希望網路電話可進行發、受話，因此間

接也顯示網路電話仍得倚賴 E.164 號碼。 

表 5- 3 網路電話消費者調查分析 
 一般民眾 商務人士 企業用戶 
判讀電話來源之需要程度 29.94% 40.75% 32.28% 

偏好的網路電話型式 52.99% 
(Voice telephony)

47.29% 
(Voice telephony)

73.42% 
(Voice telephony)

三、 物聯網 

目前物聯網之應用尚未為消費者所了解，經說明後，其需求程度

也不明朗，但已有 3~5 成的潛在市場需求，有可能是因為物聯網應用

仍在盟芽期間，消費者還無法理解物聯網能為本身帶來效益程度。經

調查消費者希望使用的物聯網應用後，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居家監錄安

全服務較為消費者所需要，企業用戶則選擇能為企業經營帶來效益的

客戶關係管理服務。 

表 5- 4 網路電話消費者調查分析 
 一般民眾 商務人士 企業用戶 
物聯網的認知 86.44%(不知道) 80.91%(不知道) 79.75%(不知道)

物聯網的需求 56.33% 
(不需要) 

50.71% 
(需要) 

49.36% 
(不需要) 

接取物聯網的理想設備 62.71% (電腦) 
60.60% (手機) 

85.04% (電腦) 
66.47% (手機) 

83.46% (電腦) 
57.89% (手機) 

物聯網使用目的 52.13% 
(居家監錄安全) 

63.36% 
(居家監錄安全)

59.85% 
(客戶關係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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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我國固網與行動通信業務用戶成長 

與門號需求預測 

預測我國固網與行動網路用戶與門號需求之理想作法，應該是由

各服務供裝業者，參考其事業經營計畫，提供主管機關網路建置計畫 

(包含各設備之增減數目及用戶容量上限)及營業計畫(包含用戶數成

長/衰退預估)，區分短期(一年)、中期(三年)及長期(五年以上)之經營

規劃，以利主管機關彙整資訊，歸納出我國號碼使用需求及成長預

測。由於上述資訊多屬營業祕密取得不易，國內並無相關機構對於我

國通訊市場用戶成長預測，持續進行研究分析，故本章用戶數預測方

法係利用國際研究公司 Ovum 經由各種管道蒐集各國主管機關、主要

業者、設備供應商及通訊產業協會之資訊，掌握歷年全球通訊市場與

商情資訊，依區域發展、市場、技術及服務更迭的多樣性變數，不斷

進行模型修正，以降低預測影響因素，客觀地提出全球通訊服務市場

預測數據。 

基於上述研究限制，我國預測資訊係根據上述之資料庫中，以未

來亞太地區佔全球通訊市場所佔之比例，進一步推估台灣在亞太地區

所佔之市場規模大小，以這種客觀的方式計算我國固網與行動通信業

務用戶成長與門號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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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固網與行動通信業務用戶數成長預測 

一、 固網市場 

固網是指用來經營商業活動的固定式線路，包括公眾交換電信網

路之線路(PSTN lines)、整合服務數位網路之頻道(ISDN channels)。但

網路電話(VoIP)並不包含於固網的定義中。 

如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情形，我國固網的話務量不斷下降，雖然

固網業者已經積極提供寬頻方面的服務，但仍不足以補足語音市場的

流失。 

本研究整理歷年國家通訊委員會公布之電信業者營運實績與國

際顧問研究公司 OVUM對臺灣電信用戶數之預測研究報告，如圖 6- 1

說明，在 2008 年時，固網用戶數為 1,308 萬；2009 年實際用戶數為

1,282 萬戶；2010 年預估將減少為 1,247 萬；2015 年時，將衰減至 1,049

萬戶，亦即，自 2010 年至 2015 年，呈現負成長趨勢，共下降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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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我國固網用戶數預測 

(一) 預測方法 

表 6- 1 為預測的四個步驟： 

表 6- 1 預測步驟：固網語音用戶 

階段 過程敘述 
1 以下數據彙整自主管機關、業者及產業協會： 

- 將固網語音通話(channel)區分一般用戶及企業用戶兩種。 
- 將固網語音話務量區分一般用戶及企業用戶兩種，並以市話、長途、

國際、固網撥打行動及其他方式作區別。 
- 將固網語音收入區分一般用戶及企業用戶兩種，並以市話、長途、

國際、固網撥打行動及其他方式作區別。 
2 固網語音訂價資料由第三方提供 
3 將這些數據輸入固網語音模型中，並依當地市場情況修正假設條件。 
4 預測經過內部妥適評估後，將最後數值與圖表呈現於本預測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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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預測模型流程 
 

資料來源: Ovum 

蒐集主管機關、業者與產業協會過去 7 年來的固網用戶（固網用

戶可以分成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歷史資料，進行趨勢分析，再依據

市場狀況不同，修正原始的假設，例如取代效應（行動取代固網和固

網語音過渡到 VoIP）等。檢視調整的數據後，輸入固網用戶預測模

組公式，以預測 2010 年到 2015 年間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的市場情

況。茲分述其發展趨勢如下： 

(二) 一般用戶： 

1. 2010-2011 

包含我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寬頻服務雖持續成長，但僅能彌補

部份的固網語音用戶數的流失。行動對固網的語音話務大量取代主要

是發生在以固網語音用戶為基礎的國家，特別當行動通話價格與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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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率下降後。在大多數的新興市場中，行動電話是使用通話服務設備

的首選。 

2. 2012-2013 

行動取代固網(Fixed Mobile Substitution，FMS)持續在以固網語

音用戶為主的國家中發酵，固網用戶數與話務量持續衰減。 

3. 2014-2015 

行動持續取代固網，固網用戶數、話務量與收入的比例日益衰減。 

(三) 企業用戶 

1. 2010-2011 

固網語音用戶的成長明顯變慢，大部分開發中國家也是呈現負成

長，行動網路用戶取代固網用戶是主要原因，IP 語音服務也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 

2. 2012-2013 

部分的開發中國家，其強健的經濟成長彌補了固網語音用戶數的

下滑，但行動網路用戶取代固網用戶仍是下滑的主要因素，IP 語音服

務也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3. 2014-2015 

多數的開發中國家中，其固網語音需求仍持續下滑。 

(四) 固網市場短、中、長期趨勢分析 

1. 短期預測，預測時間 1 年(2010-2011 年) 

預測 2011 年我國的固網的用戶數將為 1,208 萬人，相對於 2010

年的 1,247 萬人(2010 年年末預測值)，衰退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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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用戶而言，由於行動電話費率的下降，使得用戶在行動服

務的通話費也隨之減少，加上行動電話具有移動的便利性，在這樣的

情況下，行動電話遂成為語音服務的主要的終端設備。用戶從使用固

網服務，逐漸轉移到行動電話的趨勢更為明顯，此種現象也稱作「固

網行動替代(FMS)」效應。 

對企業用戶而言，除了「固網行動替代」的主要原因外，還有另

一個因素，便是新興的網路電話(VoIP)服務。對許多企業用戶而言，

固網通話費用在總電信費用支出佔一定的比例，許多企業開始採用網

路電話以達到節省開支，以達到撙節電話費用的目的。 

2. 中期預測，預測時間 3 年(2010-2013 年) 

由於「固網行動替代」發酵，固網的用戶數將持續呈現下降趨勢。

家庭用戶的語音持續轉移到對行動語音上，企業用戶需求也同樣轉移

到行動電話與網路電話所提供之服務上。 

我國的固網用戶數，於 2013 年時，將減少至 1,126 萬戶，與 2010

年的 1,247 萬戶比較，將下降 9.71%。 

3. 長期預測，預測時間 5 年(2010-2015 年) 

除了「固網行動替代」、VoIP 網路電話侵蝕固網語音市場外，

從國際發展趨勢觀察，2012 年以後行動電話的「長程技術演進」(Long 

Term Evolution，LTE)，將提供更高速的行動寬頻服務，若固網業者

不能提供消費者有別於傳統語音服務的替代方案，以差異化且具有附

加價值的服務來吸引用戶，則固網用戶數將再經歷另一次的衰退。 

我國固網用戶數預測至 2015 年，估計約為 1,049 萬戶，與 2010

年的 1,247 萬次減少 15.88%。 



 第 247 頁 

二、 行動市場 

行動通信服務所指的是利用取得頻譜執照上的無線通訊設備，進

行個人通訊。包括 GSM、3G、WiMAX 與正在發展的 LTE。上述提

到的服務方式，有的是直接透過網路營運業者或以間接方式由虛擬行

動網路營運業商(MVNOs)來提供通信服務。 

行動用戶市場包括業者所呈報的所有業務，由於純數據的用戶數

的增加(例如 USB、內嵌數據機的筆記型電腦、或用戶電子設備，包

括平板電腦、個人導航設備與電子書)，類似的純數據行動服務都必

須與人產生互動，因此也包含於預測中。 

近來廣泛被討論的 Machine-to-Machine (M2M)通訊，指的是一種

在通訊過程完全不需要由人類介入，交由設備便可以完成通訊的方

式。由於目前該種通訊方式在市場上的比例相當小，還未達到足以提

出討論的規模，且目前沒有足夠的資訊能將 M2M 的資料從現行市場

資料獨立出來，因此現階段不納入討論。 

整理歷年國家通訊委員會公布之電信業者營運實績與顧問研究

公司 OVUM 對臺灣電信用戶數之預測研究報告，彙整如圖 6- 3。從

圖中可以觀察在 2008 年時，行動用戶數為 2,541 萬，預估到 2015 年

時，行動用戶數將成長 524 萬，達到 3,065 萬用戶數。也就是說，未

來 5 年間，以 2010 年預測值為基準，我國行動用戶數將增加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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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我國行動用戶數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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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測的方法 

預測步驟包括 5 個階段，描述如表 6- 2： 

表 6- 2 預測步驟：行動語音用戶 

階段 步驟說明 
1 以下數據是得自GSM組織的無線智慧型資料庫，並參考主管機關與

業者的報告，包括： 
- 總用戶數 
- 人口數據(計算滲透率之用) 

2 分析個別市場參數的中期(3 年)與短期(1 年)變化，依市場的成果作

分組，並對其依時間的變化作假設。 
3 依個別市場獨特的特性精確的預測區域市場情況，並依區域分析的

基礎預估全球的情況。 
4 區域性的分析結果將匯集於全球化水準，並比對與調整滲透率與成

長率，以確保整體的一致性。 
5 最後的數值將載於行動用戶總數的預測報告中。 

 

預測模型說明如圖 6- 4。 

 
圖 6- 4 預測模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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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主管機關、業者與產業協會等總用戶數與人口數據置入全球

分析的模組，以產生第一組預測，之後再導入依據我國市場情況的區

域分析。細部調整部分假設，以符合我國獨特的特性，例如趨勢規劃

分析比對迴歸分析的結果(過去 9 年的歷史數據資料)，推斷行動新技

術對行動用戶數的衝擊等，並完成修改後的行動用戶數。 

(二) 行動市場短、中、長期趨勢分析 

1. 短期預測，預測時間 1 年(2010-2011 年) 

我國的行動用戶數將於 2011 年，成長至 2,788 萬，相對 2010 年

的 2,696 萬增加 3.41%。 

2. 中期預測，預測時間 3 年(2010-2013 年) 

我國的行動用戶數預估 2013 年，將成長至 2,940 萬，相對 2010

年的 2,696 萬增加 9.05%。 

3. 長期預測，預測時間 5 年(2010-2015 年) 

我國的行動用戶數預估於 2015 年，將成長至 3,065 萬，相對 2010

年的 2,696 萬增加 13.69%。 

第 二 節  固網與行動通信號碼需求預測 

一、 固網號碼需求預測 

依據業者所提供之經驗，計算我國固定通信網路號碼需求時，除

測試門號（約為用戶數 3～5％）與熱號（約為用戶數 3～5％），尚須

考量局碼分割損失，加總三者所需要的號碼數約為用戶數的

15%~20%，本研究團隊基於確保號碼供應無虞前提，採最差情形

（Worst case）方式進行固網號碼需求量之估測。因此，本研究將我



 第 251 頁 

國固網號碼量之需求定義為： 

固網號碼需求量 = 用戶數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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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11,500 12,000 12,500 13,000 13,500 14,000 14,500 15,000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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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

2015(E)

號碼數(千)
 

圖 6- 5 我國固網號碼需求量預測 

二、 行動號碼需求預測 

目前我國行動通信網路測試用之號碼使用量約為用戶數的

3~5%，熱號亦約為用戶數 3~5%，基於確保號碼供應無虞之前提，本

研究採最差情形（Worst case）方式進行行動號碼需求量之估測。因

此，本研究將我國行動號碼量之需求定義為： 

行動號碼需求量= 用戶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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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研究之「我國行動用戶數預測」所得知結果，推測出 2010

年至 2015 年我國行動號碼之需求量。詳細如圖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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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 我國行動號碼需求量預測 

 

第 三 節  綜合研析 

一、 兩岸交流的號碼需求 

隨著政府大陸政策的開放，兩岸人民交流日益頻繁，兩岸通訊業

者亦進一步業務合作，推出一張 SIM 卡整合簽約國家當地門號的「多

國當地門號」服務，以期貼近民眾需求，隨著業務的不斷發展，將逐

步增加對台灣行動號碼需求，此類服務可視居留期間長短，申請「固

定當地副號碼」或「隨機當地副號碼」。以陸委會公布 2009 年大陸人

民來台人數為例，合計為 106 萬人次，此數據將視兩岸交流熱絡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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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成長或衰退，號碼需求規劃上亦必須列入考慮因素 

由於用戶數預測的方法是採用歷史資料預測方法，倘若兩岸交流

的用戶號碼需求為突發性需求，則對未來號碼的趨勢預測較不會產生

影響，但主管機關仍應緊密監控號碼使用情形，方能維持號碼供應的

充裕性。倘若為持續性的長期需求，則會逐漸反應在趨勢預測之中。

因此建議主管機關應建立長期且持續的預測機制，方能進行動態性的

短、中、長期號碼需求量預測修正。 

二、 IoT 號碼需求 

物聯網被視為未來黃金 10 年，全球最重要的產業趨勢業商機，

已成為全球最大 2 個經濟體中國與美國的國家戰略級發展政策。台灣

產業發展在物聯網時代，勢必不會缺席。參考第貳章第伍節三、IoT

段，根據 ECC 之報告分析，在 M2M 服務上，固網接取雖具頻寬較

大的優勢，但只要用戶一有使用上之變動，M2M 的服務業者有可能

須要向電信業者申請網路的變更，因此 M2M 服務業者較傾向採用行

動接取技術。 

參考 ECC 之 M2M 號碼需求估測方法，進行我國 M2M 號碼需求

估測，說明如下： 

依我國地區人口與家戶統計資料33： 

總人口數：2,315 萬人 

總家戶數：792 萬戶 

每家戶平均：2.92 人。 

                                                 
33 內政統計月報，民國 9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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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人口數進行估測： 

假設：電信業者與 M2M 業者均認為行動通訊是 M2M 服務所採

用的技術；行動號碼為 2020 年前主要的選擇；M2M 服務年成長率為

10%~30%；2010 年每人使用 0.1 或 0.2 個 M2M 號碼。 

表 6- 3 我國 M2M 號碼需求預測表       單位：千 

假設 
每人擁有之

M2M 號碼 

M2M 
用戶數 

2011-2015
年成長率

2016-2018
年成長率

2019-2020
年成長率

2015 預估

M2M 號碼數 
2020 預估

M2M 號碼數

假設 1 0.1 2,315 0.1 0.1 0.1 3,728 6,004
假設 2 0.2 4,630 0.1 0.1 0.1 7,457 12,009
假設 3 0.1 2,315 0.3 0.2 0.1 8,595 17,972
假設 4 0.1 2,315 0.3 0.3 0.3 8,595 31,914
假設 5 0.2 4,630 0.3 0.2 0.1 17,191 35,944
假設 6 0.2 4,630 0.3 0.3 0.3 17,191 63,828

依人口數推估 2020 年 M2M 服務所需號碼約為 600 萬~6,383 萬，

其中假設 5 為較有可能之情境，可以推估台灣於 2015 年與 2020 年最

有可能需要的號碼數量分別為 1,719 萬與 3,594 萬。 

(二) 依家戶數進行估測： 

假設：75%家戶有 3 種智慧量表系統(水、電、瓦斯)使用 M2M

服務」；25%家戶使用 M2M 服務的居家保全系統；每家戶 1 部車其中

50%的車輛使用 2 種 M2M 服務。推算如下： 

(1) 智慧量表系統號碼需求：75%＊792 萬戶＊3 = 1,782 萬 

(2) 居家保全系統號碼需求：25%＊792 萬戶 = 198 萬 

(3) 車輛號碼需求：50%＊792 萬戶＊2 = 792 萬 

(4) 共需 2,772 萬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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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行編碼計畫之號碼資源可用性評估 

(一) 固網 

目前我國固網局碼容量為全區合計為 12,381 局，已核配之局碼

使用量為 3,056 局34，不考慮區域碼分割，現有局碼使用率為 24.68%。

預估 2015 年固網門號需求為 1,259 萬個號碼，以每局可容納 1 萬門

號約佔現有已核配局碼 41.19%，所以如果區域碼加以整合，現有局

碼容量是足以涵蓋未來固網號碼需求，編碼計畫是可以善加重新規劃

固網資源，以利其他新服務使用。 

(二) 行動號碼 

我國行動號碼容量為整個「09」區塊包括行動電話、無線電叫人、

數位式低功率行動電話及其它行動通信等服務，扣除「099」個人隨

身碼，合計為 9,900 萬門號，目前此區塊之主要服務為 2G 與 3G 行

動電話，預估 2015 年用戶數為 3,064 萬，故行動門號需求為 3,371 萬

個號碼；另 2015 年 M2M 可能之號碼需求為 1,719 萬個號碼；因此預

估來自於行動通信與 M2M 服務主要的號碼需求，約僅佔 9,900 萬容

量的 51%左右，故 2015 年時，尚有十分充裕的空間可供使用。 

IoT 屬新興服務其發展尚未明確，惟據 GSMA 研究，2020 年全

球各產業 M2M 設備總量可能達到 36 億，比 2010 年數量的 18 倍還

多，故建議主管機關持續研究國際間 IoT 服務發展趨勢，且應適時修

改電信號碼管理辦法，要求電信業者定時提供短期(一年)、中期(三年)

及長期(五年以上)預估服務成長之號碼需求，以利主管機關檢討編碼

計畫之結構，及進行號碼之有效管理。並藉由計畫 PLAN(號碼規劃)

                                                 
3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市內交換機局碼核配現況，民國 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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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 DO(號碼供應 )－查核 CHECK(號碼使用情形 )－行動

ACTION(編碼計畫改善)四步驟，形成良性的號碼管理循環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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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參照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對於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態

樣發展與編碼規劃策略後，歸納以下重要發現： 

第 一 節  國際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態樣與編碼策略 

一、 FMC 

國際組織依據匯流程度定義不同的 FMC 服務態樣，ETSI 依其匯

流的層級區分為帳務、終端設備、網路與號碼四個層級，其中以網路

層級與號碼層級的 FMC 服務最為關鍵，且各層級不一定是依序列發

生，常有併行存在的情形；ECC 則依其使用網路的型態，區分為雙

模分離型、雙模連結型與單模服務三種類型，名詞上的定義或許與

FMC 所定義的不同，但就實質意涵而言，卻是有些相近的。不同的

服務態樣均依照匯流程度逐次演進，從一開始固網與行動兩種獨立的

網路架構，因為終端設備與網路的匯流，服務的形態也逐漸由雙模分

離演變為連結形式與單模形式。惟實際的 FMC 服務發展，仍得視整

體的資通訊環境之影響，例如網路建設等，而有不同的發展。 

在 10 個研究標的國家/地區（美、日、韓、港、中、星、澳、英、

法與芬蘭）中，僅中、港與澳洲 3 個國家/地區沒有 FMC 服務。至於

編碼方式，韓、法與芬蘭三國編配行動與固網共二組號碼，英、星則

編配行動號碼、日本則以編配行動與固網共二組號碼較編配新區塊來

得受消費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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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oIP 

歐盟將 VoIP 之服務可區分為電子通訊服務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ECS)和公眾電話服務 (Public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PATS)兩大類，二者最大的差異在於 PATS 通訊服

務的業者才受到服務品質(QoS)的規範，以及有義務提供緊急服務之

接取功能。但對消費者而言，電子通訊服務與公眾化通訊服務並無多

大的差別。因此，歐盟建議成員國要求電子通訊服務業者，提供與公

眾化通訊服務差異的正確信息給消費者。換言之，歐盟不要求 ECS

提供緊急電話、話中插接、受話號碼顯示等，但是要誠實告訴消費者

不能隱瞞。 

在 10 個研究標的國家/地區中，監理機關皆允許網路電話服務使

用既有固網/地理號碼區塊內之號碼；除美國、中國大陸之外，大部

分國家的監理機關亦編配給網路電話服務獨立的號碼區塊。與服務品

質相關的準則通常會用來決定業者所提供的網路電話服務是否與傳

統固網語音服務充分相當，進而決定該服務是使用既存的固網/地理

號碼區塊還是使用獨立的號碼區塊。 

三、 IoT 

歐盟在「物聯網推動計畫」中提及，物聯網需要充足的網路位址

資源(指 IPv6 位址)，但以國際間的發展案例，如日本、中國，仍然不

能排除 E.164 號碼的需求。依據 2010 年 6 月 ECC 研究報告指出，長

期而言，IPv6 仍為 M2M 的主要編碼技術，但由於 Mobile IP 技術仍

未成熟，短期內（2020 年以前）仍應以 E.164 為主，並建議 M2M 服

務應編配行動號碼，以及針對號碼需求進行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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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編碼策略 

研究團隊綜析國際經驗，對於 IP 數位匯流之創新服務，一般而

言，如何在新服務與既有服務之間評估差異性，通常取決於服務品質

(包括語音品質、接取緊急服務等)、具地理性或移動性、資訊透明度

等要件，其主要編碼機制有以下兩項策略： 

(1) 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大時，則編配獨立的號碼區塊

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創新，且讓消費者能從號碼

的規劃中清楚了解服務的差異，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消

費者優先政策。 

(2) 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小(相似性高)時，則編配現存

號碼區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競爭與匯流。讓新

參進的業者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能與既有業者競爭而願意投

資，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投資優先政策。 

第 二 節  電信編碼計畫演進 

由於匯流服務與技術的發展，傳統以技術導向的編碼計畫將逐漸

轉變為服務導向的編碼計畫，亦即以服務類別做為編碼計畫的基礎，

其轉變的過程主要可以分成二個階段：一、從「目前的通訊」至「次

世代通訊」，二、從「次世代通訊」至「未來的通訊」。分別說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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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目前的通訊」至「次世代通訊」： 

1. 在轉移至次世代通訊的階段，C7 交換設備將漸漸地由 NGN 取

代。 

2. 隨著 NGN 的佈建，VoIP 服務將取代目前的 PSTN 固網服務，

並獲大眾市場與企業普遍使用。 

3. 行動通信服務可能已昇級成更先進的平台(例如 3.5G/4G)了。 

4. 在次世代通訊階段，許多創新的 IP 服務將出現，個人與企業

對簡化識別與多用途通訊可能有強烈需求。例如：用戶能選擇

將固網、行動或其他加值服務網路的受話轉送到個人編碼服

務，利用個人電話編碼為量身訂作個人化服務，而且該服務也

應該是公平公正的。此外，為了讓電信業者相互競爭，可考慮

實施個人號碼可攜。 

5. 為了維持費率透明性，編碼計畫建議維持一個獨立號碼區塊給

受話方付費電話服務，並開放一個新號碼區塊給諮詢費率服

務。 

二、 從「次世代通訊」至「未來的通訊」： 

1. 以接取技術為基礎的編碼計畫將漸漸發展成技術中立，僅依據

服務為基礎。且主管機關應逐漸放寬編碼計畫的服務定義。 

2. 隨著移動性與匯流的驅動力，放寬服務定義似乎是編碼計畫長

期演進不可避免的結果，並且有助於未來 NGN 與 IP 環境下整

個通訊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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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 顯示國家編碼計畫在顧及傳統服務的情形下，轉移至未

來的匯流服務可能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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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OVUM，本研究整理 

圖 7- 1 編碼計畫與未來匯流服務可能的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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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發展障礙 

一、 FMC 

澳洲於 2008 年試行雙模 FMC 服務，但發展仍相當有限，研究

指出行動電話費率高於市話費率許多、行動上網亦較 ADSL 上網資費

昂貴等，均是 FMC 服務難以推行的因素。 

中華電信曾推出 FMC 的服務，除存有上述與澳洲同樣的問題

外，另由於消費者與電信業者間的價值立場不同，雖然滿足了消費者

低資費與整合服務需求，但却無法提昇電信業者的營收，再加上我國

低度競爭的 FMC 環境，因此該業者決定終止 FMC 服務。 

綜析我國 FMC 服務發展困難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 

依據我國電信網路編碼計畫之規定，固網與行動號碼分屬不同的

號碼區塊，FMC 服務並不同於以往的通信服務，用戶有可能使用固

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或是使用行動號碼接取固網，現行的法規並不允

許此做法。 

(二)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 

FMC 服務可以便利消費者使用通信服務，然而現階段固網與行

動通信之費率存有不小的差異，若推行 FMC 服務，將促使消費者選

擇較便宜的固網進行通話，此舉將壓縮行動通信的營收，影響業者參

進 FMC 服務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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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費問題 

制訂通話費率通常須參據兩個網路間(包含異質網路)的互連費

用，即接續費。然而，FMC 服務可能會使用固網號碼接取行動網路

或是使用行動號碼接取固網，亦即所使用的號碼與所使用的網路不

同，會造成業者在互連拆帳時網路辨識上的困擾。 

(四) 詐欺防治 

電信號碼可以做為個人識別的表徵，在匯流趨勢下，電信號碼隨

著服務整合，間接傳遞具隱私的個人資料，不論是不同業者的服務或

是同一業者的不同服務，如何防止個人資料的不當流通將形成異質網

路整合服務發展的一大課題。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業者須負有維護

個人資料維護的義務。目前若前端號碼申請(用戶確認)管理好，則不

會有後端的問題，故詐騙不應是純粹號碼的議題，應歸類於資訊與通

訊安全內。 

(五) 通訊監察 

FMC 服務的特性將使得電信號碼可能同時應用在異質網路間，

現行的通訊監察規範並不允許主叫號碼跨網使用。另依通訊監察規

定，業者必須提供發話者準確之地理位置，然而 FMC 服務若是接取

WiFi 網路以 VOIP 形式通話，難以提供即時定位資訊。 

通訊監察為調查犯罪重要的手段，在數位匯流趨勢下，網路通訊

監察技術與法規的發展也相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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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oIP 

我國的 070 網路電話不具備與固網市話相同的服務品質(QoS)，

例如查號、緊急服務、不受斷電影響等，因此編配不同於現有號碼區

塊的 11 碼長 070 號碼區塊。綜析我國發展困難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 號碼核配 

消費者通常會偏好希望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而且碼長不宜過

長，因為消費者會依賴原熟悉的號碼，且不願意持有多組電話號碼，

更不希望碼長過長不易記憶，因此現行的 070 號碼不利於業者推展業

務。 

(二) 通話費率 

市話撥打網路電話的通話費率較之市話互撥高出甚多，固網市場

主導者對撥打網路電話用戶不合理的通話費率訂價阻礙了其它業者

經營 VoIP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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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結論與建議 

第 一 節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發展障礙及排除障礙之建議 

一、 FMC 發展障礙與排除障礙之建議 

表 8- 1 FMC 發展障礙與排除障礙之建議 

FMC
發展 
障礙 

原因 排除障礙之建議 相關法規 
相關 
主管

機關 

相關

產業

號碼

使用

法規

限制 

依據我國電信網路編

碼計畫之規定，固網

與行動號碼分屬不同

的號碼區塊，FMC 服

務並不同於以往的通

信服務，用戶有可能

使用固網號碼接取行

動網路或是使用行動

號碼接取固網，現行

的法規並不允許此做

法。 

修改電信編碼計畫： 
擴大服務定義，簡化電信

編碼計畫之應用服務類

別 能提供與傳統電信服

務相同或相似品質與價

格的新服務，應與既有服

務編配相同號碼區塊，以

落實無差別待遇原則。 
只有新服務的服務品

質、服務水準承諾和與傳

統服務有極大差異的匯

流服務(例如 VoIP)，才有

必要編配新號碼區塊以

便消費者區分，保障消費

者權益。 

電信編碼

計畫、電

信號碼管

理辦法 

MOTC
、 
NCC 

資通

訊產

業 

固網

與行

動費

率差

異 

FMC 服務可以便利

消費者使用通信服

務，然而現階段固網

與行動通信上費率的

差異，若推行 FMC
服務，將促使消費者

選擇較便宜的固網進

行通話，此舉將壓縮

行動通信的營收，將

使 業 者 不 願 推 動

FMC 服務。 

採取監理手段，促進市場

競爭，逐步縮小費率差

異： 
1.固網撥打行動之通話費

定價權回歸發話端網

路業者。 
2.進行固網及行動網路成

本計算模型研究，訂定

合理接續費率，使固網

撥打行動之通話費走向

合理化。 

電信事業

網路互連

管理辦法 

NCC 通訊

產業

固網

與行

動互

連接

續費

制訂通話費率通常參

據兩個網路間(包含

異質網路)的互連費

用，即接續費；FMC
服務為異質網路整合

1.先調整固網撥打行動通

話費之定價權及強化長

期增支成本計算基礎模

式之計算說明，並進行固

網及行動網路接續費成

電信事業

網路互連

管理辦法 

NCC 通訊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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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形態，不同於過去的

互連方式。而且使用

的號碼與使用的網路

不同時，將會產生互

連接續費拆帳問題。 

本精算，訂定合理之網路

接續費。 
2.持續研究 B&K 模式發

展，對從 CPNP 模式過渡

到 B&K 模式之時程，需

與業者共同評估/協商，適

時修訂網路互連管理辦

法及完備配套措施。 
詐欺

防治 
電信號碼可以為個人

識別的表徵，業者間

的號碼互通行為多少

會有個人資料的流

通，因此個人資料保

護法也規定電信業者

必須負有個人資料的

維護義務。 

1.強化個人資料之保謢，

且未來個資法之修訂應

符合服務匯流趨勢。 
2.加強詐欺防治之宣導。

3.主管機關應主動監管電

信號碼使用情形，避免

號碼不當或違法使用。 

個人資料

保護法 
司法

警察

機關 

資通

訊產

業 

通訊

監察 
通訊監察為調查犯罪

重要的手段，在數位

匯流趨勢下，網路通

訊監察技術與法規的

發展也相形重要。 

通傳會與通訊監察機關

協商、研議調整通訊監察

規範，以因應數位匯流趨

勢。例如 FMC 號碼使用，

只要業者可以提供發話

者位置資訊，其電話號碼

應允許跨網使用或是 IP
封包的話務，由落地業者

提供通信訊監察資料即

可。  

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 
司法

警察

機關 

通訊

產業

二、 VoIP 發展障礙與政策建議 

表 8- 2 VoIP 發展障礙與政策建議 

VoIP
發展

障礙 
原因 排除障礙之建議 相關法規 

相關 
機關

局處 

相關

產業

號碼

核配 
 

消費者通常會偏好希

望沿用現有的號碼區

塊，而且碼長不宜過

長，因為消費者會依賴

原熟悉的號碼，且不願

意持有多組電話號

碼，更不希望碼長過長

不易記憶，因此現行的

070號碼不利於業者推

展業務。 

我國對於未具 QoS 等

的 VoIP 已編配 070 號

碼，但未來若業者可

提供具備與固網市話

相同服務品質的網路

電話，是否編配地理

性號碼的政策仍不明

確，主管機關應及早

規劃。本研究建議未

來若出現與固網市話

第二類電

信事業管

理規則、

電信號碼

管理規則 

MOTC
、NCC 

通訊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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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QoS 的網路電話

服務，應優先考慮編

配地理性號碼 
通話

費率 
市話撥打網路電話的

通話費率較之市話互

撥高出甚多，固網市場

主導者對撥打網路電

話用戶不合理的通話

費率訂價阻礙了其它

業者經營 VoIP 的空

間。 

監理機關有必要正視

此議題，重新檢視中

華電信與 VoIP 業者網

路互連介接點安排，

及中華電信訂價分

析，以促進產業公平

競爭。 

電信事業

網路互連

管理辦

法、第一

類電信事

業資費管

理辦法 

NCC 通訊

產業

 

第 二 節  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之規劃方針 

一、 立即可行建議：  

依據本研究進行的國際研究及專家學者暨業者座談會、深度訪談

與消費者意見調查之研析，大多數均認同未來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應優

先使用現有號碼區塊，而非編配新的號碼區塊，其編碼策略如下： 

1. FMC 服務編碼策略： 

 同時使用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 

 僅使用行動號碼； 

 僅使用固網號碼。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發現同時使用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最為消費

者所接受，多數專家學者也認同此選項，此編碼選項與 ECC 優缺點

分析結果相同，僅使用固網或行動號碼的缺點多於同時使用行動號碼

與固網號碼，因為會影響判斷緊急服務的通話位置，此外，也會影響



第 268 頁 

消費者判斷通話費率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建議現階段的 FMC 服務編

碼策略應採取同時編配行動號碼與固網號碼為優先。 

2. VoIP 服務編碼策略： 

 地理性號碼； 

 獨立的新號碼區塊。 

國際經驗顯示網路電話通常依據 QoS 決定是否編配地理性號

碼，但由於網路電話具有移動特性，不可避免的也存在編配新號碼區

塊的需求，參考國際實作案例發現多數國家將網路電話以 QoS 區別，

並同時編配地理性號碼與獨立的新號碼區塊。本研究所進行的消費者

意見調查也顯示消費者仍希望能從電話號碼判別來話位置。因此本研

究建議未來若出現與固網市話相同 QoS 的網路電話服務，應優先考

慮編配地理性號碼。 

二、 中、長期建議 

當業者已開始廣泛採用 IP 技術進行互連，各國的主管機關進一

步研究移除電信號碼之地理意涵所產生的影響，而不要加諸太多限

制，同時，擴大電信編碼計畫中號碼區塊之服務定義。 

以單一號碼提供多樣的服務，乃是消費者未來的期望也是未來的

發展趨勢，因此為了提高現有服務及其相容新服務的吸引力，應允許

用戶保留他們已使用的號碼，也應相對擴展該號碼所能提供的服務範

圍，以符合一碼多服務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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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接取與技術或網路相關的，編碼則是為了接取服務，所

以均是以技術類別進行編碼。因應匯流趨勢，主管機關可以採取的策

略有二種，茲分析說明如表 8- 3： 

表 8- 3 中長期編碼策略 

策略選項 說明 
策略一： 
繼續依循不同技術，編

配不同號碼區塊的既有

政策。 

1.當技術不斷創新，想要繼續遵循號碼區塊

原有的定義將更為困難。 
2.固網與行動網路的邊界漸漸隨著技術的

發展而更顯模糊，例如固定式無線通訊技

術與 femtocell。面對技術的改變，如仍維

持這些定義將成為服務創新的障礙。 
策略二： 
將編碼計畫隨著時間推

移，移除號碼區塊的特

定技術限制，逐步演變

成技術中立，以達到服

務為基礎的編碼方式。 

1.需要放寬編碼計畫中服務的定義。 
2.編碼計畫將因號碼區塊的重組，有需要進

行變更。 
3.儘量不對已編配的號碼進行改變，但應循

序漸進地管理之。 
4.須長期且持續關注會影響未來編碼計畫

發展之以下條件是否成熟，若成熟則可達

到以服務為基礎的編碼方式： 
 至少在零售市場方面，依距離計價的費

率已經消失； 
 依距離計算的批發費率已降到合理的

水準； 
 所有技術的網路接續費差異不大； 
 在網路邊際的各種網路設備具號碼轉

譯功能。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採用策略二，將編碼計畫隨著時間的推移，移

除號碼區塊的特定技術限制，並專注在重要的服務的特性，將演變成

技術中立並成為以服務為基礎的編碼方式，並朝向簡化應用/服務類

別的趨勢發展。未來編碼計畫可簡化分成四大類：固網、行動通信與

其他技術、個人電話號碼、受話方付費與諮詢費率服務。下圖為典型

的編碼計畫表與未來編碼計畫表之比較： 



第 270 頁 

表 8- 4 典型的編碼計畫表 vs.未來編碼計畫表 

典型的編碼計畫表 

範

圍 應用/服務 地域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 是 低 否 是 區塊 

B 固網 否 低 可能 是 區塊 

C 行動通信 否 中至高 否，但可支援漫遊 是 區塊 

D 新的無線技術 否 低至中 ? ? 區塊 

E 個人電話號碼 否 差別很大 是，經號碼轉譯 多樣化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F 網路電話(VoIP) 否 低 是 否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H 共攤成本 
(Shared Cost) 

否 低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 塊或 單

一號碼 

J 
其他專業無線

電服務，如傳呼 否 多樣化 是，經號碼轉譯 否 區塊 
 

 
 
 

未來編碼計畫表 
範圍 應用/服務 地域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行動通信與

其他技術 否 低 是 是 區塊，允許

次級編配 

E 個人電話號碼 否 低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轉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根據國際研究發現，未來編碼計畫演進可區分兩階段，如下說明：  

一、 從「目前的通訊」至「次世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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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轉移至次世代通訊的階段，C7 交換設備將漸漸地由 NGN 取

代。 

2. 隨著 NGN 的佈建，VoIP 服務將取代目前的 PSTN 固網服務，

並獲大眾市場與企業普遍使用。 

3. 行動通信服務可能已昇級成更先進的平台(例如 3.5G/4G)。 

4. 在次世代通訊階段，許多創新的 IP 服務將出現，個人與企業

對簡化識別與多用途通訊可能有強烈需求。例如：用戶能選擇

將固網、行動或其他加值服務網路的受話轉送到個人編碼服

務，利用個人電話編碼為量身訂作個人化服務，而且該服務也

應該是公平公正的。此外，為了讓電信業者相互競爭，可考慮

實施個人號碼可攜。 

5. 為了維持費率透明性，編碼計畫建議維持一個獨立號碼區塊給

受話方付費電話服務，並開放一個新號碼區塊給諮詢費率服

務。 

二、 從「次世代通訊」至「未來的通訊」： 

1. 以接取技術為基礎的編碼計畫將漸漸發展成技術中立，僅依據

服務為基礎。且主管機關應逐漸放寬編碼計畫的服務定義。 

2. 隨著移動性與匯流的驅動力，放寬服務定義似乎是編碼計畫長

期演進不可避免的結果，並且有助於未來 NGN 與 IP 環境下整

個通訊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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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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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rate 

資料來源：OVUM，本研究整理 

圖 8- 1 編碼計畫與未來匯流服務可能的演進過程 

上述兩階段之演進步驟，僅是一種建議方案，各國仍須依國情審

慎規劃，以降低對市場的衝擊。除檢視市場發展條件（例如至少在零

售市場方面，依距離計價的費率已經消失、依距離計算的批發費率已

降到合理的水準、所有技術的網路接續費差異不大、在網路邊際的各

種網路設備具號碼轉譯功能）之成熟度外，也應加強因應新技術推陳

出新之編碼需求、監理法規的修訂與市場及消費者接受度等等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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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澳洲 ACMA 於今年 10 月已展開未來編碼計畫演進研究，其演

進規劃值得通傳會持續關注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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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表 

3G Third-Generation，第三代行動通訊 

3GPP 
Third-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行動通訊合作計劃，2G
的 GSM 發展而來的 UMTS(W-CDMA)標準體系的標準化機構 

3PL  Third-Party Logistics，第三方物流 

ACMA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澳洲通訊媒體局 

ARPU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用戶營收貢獻 

BT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Group plc，英國電信 

BTO Build to Order，訂單式生產 
B&K Bill and Keep 
CATI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 

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分碼多路接取 

CEBP 
Communication-Enabled Business Processes，通訊過程整合之商業處

理 

CEPT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s，歐洲郵政暨電信管理協調會 

CLI Calling Line Identity，來電識別 

CPE Customer-premises equipment ,用戶端設備 

DNS Domain Name System，網域名稱系統 

DSL Digital Subscriber Line，數位用戶迴路 

EC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電子通訊委員會 ( 隸屬

CEPT) 
EC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電子通訊服務 

ETSI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NUM Electronic Telephone Number Mapping，電話號碼映對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國聯邦通訊傳播委員會 

FMC Fixed-Mobile Convergence，固網與行動匯流 

FMS Fixed-mobile substitution, 固網與行動之替代 

FMNP Fixed-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固網行動跨網號碼可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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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泛歐數位式行動電話系

統 

HO Hand Over，交遞 

HSPA High Speed Packet Access，高速封包接取 

IDA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新加坡資訊通訊發展局 

IEEE Institute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s，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網際網路工程任務編組 

IM Instant Messaging，即時訊息 

IMS IP Multimedia Subsystem，IP 多媒體子系統 

IN Intelligent Network，智慧型網路 

IoT Internet of things，物聯網 

IP Internet Protocol，網際網路通信協定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網際網路第六版 

IPTV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使用網際網路傳遞數位電視服務的系統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際網路接取業者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國際電信聯合會 

ITU-T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國際電信聯盟-電信標準化部門 

KCC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韓國通訊委員會 

LICS 
Locatio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s Services，與地理位置無關通

訊服務 

LTE Long Term Evolution，長期演進技術 

M2M Machine to Machine communication 機器與機器通訊 

MIC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資訊通訊部 

MIC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日本總務省 

MIIT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中國大陸工業和資

訊化部 

MMS 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多媒體訊息服務 

MNP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行動號碼可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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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NOs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s，行動虛擬網路業者 

NAC Numbering Advisory Committee，號碼諮詢委員會 

NANC 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Council，北美編碼委員會 

NANP 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北美編碼計畫 

NANPA 
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Administration，北美編碼計畫管理

者 

NG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次世代網路 

NPA National Pooling Administrator，國家號碼資源管理者 

OFTA 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香港電訊管理局 

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英國通訊管理局 

QoS Quality of Service，服務品質 

PAC Porting Authorisation Code，攜碼授權碼 

PBX Private Branch eXchange，用戶電話專用交換機 

PABX Private Automatic Branch eXchange，用戶專用自動交換機 

PATS Publicly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公眾通訊服務 

PLMN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公眾陸地行動網路 

PHS 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個人行動電話系統 

PSTN Public Service Telephone Network，公眾服務電話網路 

QoS Quality of Service，服務品質 

RFID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線射頻識別系統 

SBOs Service-Based Operators，服務提供業者 

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會議初始化協定 

SS7 Signaling System number 7，第 7 訊號系統 

STB Set Top Box，機上盒 

UC Unified Communication，整合通訊 

UCL Unified Carrier Licence，綜合傳送者執照 

URI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統一資源識別 

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分封式語音網路協定 

WCDMA Wide band CDMA，寬頻 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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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Wireless Fidelity，無線區域網路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全球互通微波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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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調查方法概述 

一、 調查研究背景 

電信號碼是國家資源，為民眾在使用電信服務溝通時必備的工具，可提供使

用者所使用之電信網路、電信服務、區域與電信服務提供者等資訊於電信編碼

上，也可傳達使用者通話費率與功能限制等意義。因此，在數位匯流趨勢下，電

信號碼如何應用於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也將對電信服務的提供、電信產業的發

展、用戶使用電信服務的習慣等產生影響。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因應通訊傳播匯流趨勢，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

效競爭，及因應未來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湧現，能迅速配置號碼，委託財團法人

電信技術研究中心執行本研究計畫。依徵求計畫書之研究方向，具體規劃消費者

意見調查之內容，以了解社會大眾對於國內外已施行或規劃中之通訊傳播整合服

務，採原固網、行網或其他網路所使用之用戶號碼作為識別之接受度及傾向或其

他見解。 

本次調查內容將配合徵求計畫書研究方向之要求，探究用戶之接受度與意

向。主要針對「物聯網」、「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FMC)」、「網路電話」服務發展與編碼意向進行調查，了解消費者接受程度或

影響，並劃分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企業用戶以面談訪問和電話訪問進行量化調

查分析。 

二、 調查研究目的 

本調查研究分別針對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企業用戶以面談訪問和電話訪問

的問卷調查方式進行量化調查分析。進一步提出各方案消費者可接受之程度，作

為相關領域之專家討論與研擬建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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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調查流程圖 

三、 調查範圍 

(一) 調查區域 

本調查以台灣地區為調查區域，包括其所屬的 23 縣市(基隆市、台北市、台

北縣、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栗縣、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林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宜蘭縣、

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加上金門縣共 24 縣市進行抽樣調查。 

(二) 調查對象 

本調查之調查對象分為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企業用戶，分別定義如下： 

 一般用戶 

電信編碼之一般個人用戶，本調查以居住在台灣地區年滿 18 足歲以上的民

眾為調查對象。 

 商務人士 

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且為企業從事商業活動者，其商業活動範圍包含企業內

部、企業間及消費者之相關人士即為此類調查對象。 

(1) 每個月電話話務量較高或每天撥打及接聽商務相關電話達 10通以

個人基本資料

一般用戶 

商
務
人
士 

問卷設計 

執行訪問(電訪、面訪) 

輔以 email、傳真及電話管道催收

資料整理與分析 

撰寫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定稿與印製 

參考徵求計畫書之研究方

向 

消費者現況

1.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2.網路電話 

3.物聯網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

企業用戶基本資料

企
業
用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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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 會使用 PDA 上網、I-phone 或 Smartphone(智慧型手機) 

(3) 會使用行動上網 

 企業用戶 

本研究參考各國企業用戶的目標對象，將國內企業分為製造業及服務業兩大

類別。母體名冊以 2010 年 5 月天下雜誌公布之製造業 1000 大及服務業 500 大名

單為依據，並納入金融保險業 100 大名單。 

(三) 抽樣方法與樣本配置 

 一般用戶 

以地區別為分層依據，進行分層隨機抽樣，並依年齡及性別做事後分層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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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般用戶個人比例配置法之樣本配置表-依地區別分 

按母體結構比例配置之

人數 

按增補原則

調整後之人

數 

地 
區 
別 

縣市

別 
各縣市母

體人數 

各層

佔母

體比

例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抽樣

誤差

各地區

母體人

數 

按母體

比例配

置之各

區人數 

按

母體比

例配置

各地區

之抽樣

誤差 

增

補後

各區

之配

置人

數 

增

補後

各地

區之

抽樣

誤差

基隆

市 313,588 0.017
1 5.10 6 0.400

1 
宜蘭

縣 368,067 0.020
0 5.99 6 0.400

1 
台北

市 2,117,110 0.1152 34.44 35 0.165
6 

台北

縣 3,102,712 0.168
8 50.47 51 0.137

2 
桃園

縣 1,513,781 0.082
4 24.62 25 0.196

0 
新竹

市 313,893 0.017
1 5.11 6 0.400

1 

北部 

新竹

縣 389,121 0.021
2 6.33 7 0.370

4 

8,118,27
2 136 0.0840 136 0.084

0 

苗栗

縣 445,778 0.024
3 7.25 8 0.346

5 
台中

市 828,504 0.045
1 13.48 14 0.261

9 
台中

縣 1,213,339 0.066
0 19.74 20 0.219

1 
彰化

縣 1,034,999 0.056
3 16.84 17 0.237

7 
南投

縣 426,007 0.023
2 6.93 7 0.370

4 

中部 

雲林

縣 581,736 0.031
6 9.46 10 0.309

9 

4,530,36
3 76 0.1124 76 0.1124

嘉義

市 212,096 0.0115 3.45 4 0.490
0 

嘉義

縣 446,683 0.024
3 7.27 8 0.346

5 
台南

市 614,148 0.033
4 9.99 10 0.309

9 

南部 

台南 900,210 0.049 14.64 15 0.253

5,116,77
9 86 0.1057 86 0.1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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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0 0 
高雄

市 1,228,168 0.066
8 19.98 20 0.219

1 
高雄

縣 1,004,433 0.054
6 16.34 17 0.237

7 
屏東

縣 711,041 0.038
7 11.57 12 0.282

9 
台東

縣 186,340 0.010
1 3.03 4 0.490

0 
東部 

花蓮

縣 273,021 0.014
9 4.44 5 0.438

3 

459,361 9 0.3267 30 0.178
9 

金門

縣 78,107 0.004
2 1.27 2 0.693

0 離島地

區 澎湖

縣 79,147 0.004
3 1.29 2 0.693

0 

157,254 4 0.4900 30 0.178
9 

台灣地區總計 18,382,02
9 

1.000
0 

299.0
0 311 0.055

6 
18,224,7

75 311 0.0556 358 0.051
8 

資料來源：99 年 1 月內政部人口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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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般用戶個人比例配置法之樣本配置表-依年齡別分 

按母體結構比例配置之

人數 

按增補原則

調整後之人

數 

年齡別 各縣市母

體人數 

各層

佔母

體比

例 

按母體

比例配

置之各

區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抽樣

誤差

各地區母

體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體

比例配

置各地

區之抽

樣誤差 

增補

後各

區之

配置

人數

增補

後各

地區

之抽

樣誤

差 
18～30
歲 4,596,757 0.250

1 77.02 78 0.1110 4,596,757 77 0.1117 78 0.1110

31～40
歲 3,747,553 0.203

9 62.79 63 0.1235 3,747,553 63 0.1237 63 0.1235

41～50
歲 3,761,955 0.204

7 63.03 64 0.1225 3,761,955 63 0.1234 64 0.1225

51
歲以上 6,275,764 0.341

4 105.15 106 0.0952 6,275,764 105 0.0956 106 0.0952

台灣地

區總計 
18,382,02

9 
1.000

0 308.00 311 0.0556 18,382,029 308 0.0558 311 0.0556

資料來源：99 年 1 月內政部人口統計月報 
表 3 一般用戶個人比例配置法之樣本配置表-依性別分 

按母體結構比例配置之

人數 

按增補原則

調整後之人

數 

性別 各縣市母

體人數

各層

佔母

體比

例 

按母體

比例配

置之各

區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抽樣

誤差
各地區母

體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體

比例配

置各地

區之抽

樣誤差 

增補

後各

區之

配置

人數 

增補

後各

地區

之抽

樣誤

差 

男 9,164,388 0.498
6 154.55 155 0.078

7 9,164,388 155 0.0788 155 0.0787

女 9,217,641 0.501
4 155.45 156 0.078

5 9,217,641 155 0.0786 156 0.0785

台灣地

區總計 
18,382,02

9 
1.000

0 310.00 311 0.055
6 

18,382,02
9 310 0.0557 311 0.0556

資料來源：99 年 1 月內政部人口統計月報 

 商務人士 

以配額下之利益抽樣為原則，抽取具代表性之受訪者。初步預計分為高階主

管、中階主管及業務人員三類，視研究過程中的必要會做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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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階主管：如總經理、協理或經理等級以上 

(2) 中階主管：襄理、課長等級以上 

(3) 業務人員：非主管級的基層職員或理財專員等 

表 4 商務人士之樣本配置表 

  電腦科技業 一般服務業 製造業 總計 
高階主管 5 5 5 15
中階主管 15 15 15 45
業務人員 80 80 80 240
總計 100 100 100 300

 企業用戶 

在樣本數有限的考量下，本團隊以新五都1(台北市、新北市、台中市、台南

市及高雄市)之企業用戶為母體的抽樣設計及樣本配置。另外在樣本配置時，亦

將考量服務業與製造業之比例。兩種配置法皆以分層配額抽樣，於各層內選取具

代表性之受訪企業，並再考量依企業規模進行樣本的控管。 

                                                 
1  新五都：台北市、新北市(台北縣)、台中市(台中市、台中縣)、台南市(台南市、台南縣)、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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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業用戶之樣本配置表 
按母體結構比例配置之

人數 
按增補原則調整後

之人數 
地區

別 
企業 
類型 

各縣

市母

體人

數 

各層

佔母

體比

例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各區

人數

按母

體比

例配

置之

抽樣

誤差

各地

區母

體人

數 

按母體

比例配

置之各

區人數

按母體比

例配置各

地區之抽

樣誤差 

增補後各

區之配置

人數 

增補後各

地區之抽

樣誤差

製造

業 25,194 0.074
3 7.06 8 0.3464 25,194 8 0.3464 10 0.3098 

台北

市 服務

業 
100,91

7 
0.297

6 28.27 29 0.1820 100,91
7 29 0.1820 15 0.2530 

製造

業 44,995 0.132
7 12.61 13 0.2718 44,995 13 0.2718 10 0.3099 

新北

市 服務

業 39,357 0.116
1 11.03 12 0.2829 39,357 12 0.2829 15 0.2530 

製造

業 25,508 0.075
2 7.15 8 0.3464 25,508 8 0.3464 10 0.3098 

台中

市 服務

業 30,142 0.088
9 8.45 9 0.3266 30,142 9 0.3266 10 0.3099 

製造

業 10,842 0.032
0 3.04 4 0.4899 10,842 4 0.4899 10 0.3098 

台南

市 服務

業 11,466 0.033
8 3.21 4 0.4899 11,466 4 0.4899 10 0.3098 

製造

業 15,192 0.044
8 4.26 5 0.4382 15,192 5 0.4382 10 0.3098 

高雄

市 服務

業 35,457 0.104
6 9.93 10 0.3099 35,457 10 0.3099 10 0.3099 

台灣地區總

計 
339,07

0 
1.000

0 95.00 102 0.0970 339,07
0 102 0.0970 110  0.0934 

資料來源：99 年 1 月經濟部統計處 

四、 調查內容 

(一) 物聯網 

1. 物聯網的設計 

物聯網是將所有物品利用網際網路連結起來，由機器間自主溝通，不需要人

力操作，利用無所不在的網路技術建立起來的且提供智慧化識別與管理。物聯網

用途廣泛，遍及交通、居家環境保護安全、個人健康護理、資料傳輸及機器位置

辨別等多個領域，例如：透過物聯網可以很清楚知道家裡的家電使用狀況，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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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用電量，除可監控自己的用電度數，亦可避免被偷電。又如：資料傳輸對企業

經營、貨物銷售、物流及存貨管控，甚至企業的研發與後勤都有助益。詢問消費

者是否需要擁有或裝設類似這樣的設備。 

2. 衍生出之調查主題 

在上述整併方案的設計下，對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用戶，本調查將衍

生出以下調查主題： 

(1) 詢問消費者是否知道物聯網 

(2) 是否需要擁有或裝設類似這樣的設備 

(3) 會使用何種設備物聯網 

(4) 因何種目的使用物聯網 

(5) 針對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詢問願意多付出多少網路費使用物聯網 

(6) 針對企業用戶詢問需要增加多少的網路速率使用物聯網及付費方

式 

(二)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FMC)之編碼 

1.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編碼的設計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可以讓消費者接取兩種網路，可自己選用固定網路或是

行動網路來通話。針對新服務，擬定兩種編碼方式讓消費者得以使用，一種是使

用原來舊號碼，另一種是核配一個新號碼區塊以供使用。由於 FMC 有可能不只

一個號碼，來電識別(Call Line Indentification, CLI)會較複雜，對於緊急急救可能

會導致地點判別困難而拖緩急救，預擬定 CLI 設定方式及改善急救問題。詢問消

費者使用新服務之偏好是以舊號碼申請新服務還是以新號碼申請新服務，以及對

新服務之接受程度。 

2. 衍生出之調查主題 

在上述整併方案的設計下，對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用戶，本調查將衍

生出以下調查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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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意願。 

(2) 消費者偏好以舊號碼使用新服務，還是以新號碼使用。 

(3) 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使固網及行動電話的費率趨於一致，詢問

消費者會想保留哪個號碼。 

(4) 在緊急急救情形發生時，有可能導致判別位置困難，詢問消費者

使用 FMC 之意願。 

(三) 網路電話 

1. 網路電話的設計 

網路電話，是透過開放性的網際網路，傳送語音的電信應用服務。其功用可

即時提供語音服務，更可連接至世界各地，讓使用者可以不需再透過傳統的公眾

電話網路(PSTN)進行遠距離電話交談。目前網路電話號碼無法判讀發話者的所在

區域，共可分四種類型，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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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網路電話之四種類型 
          服務 
類型         可撥打至PSTN 可接聽PSTN 提供E.164號碼 

類型1 × × × 
類型2 　 × × 
類型3 × 　 　 
類型4 　 　 　 
註 1：類型 1 為在電腦安裝軟體，連接網際網路使用，即 skype 
註 2：類型 2 為只可撥打，不能接聽，無一個固定號碼 
註 3：類型 3 為只可接聽，不能撥打，有一個固定號碼 
註 4：類型 4 為可以撥打，也可以接聽，有一個固定號碼 

2. 衍生出之調查主題 

在上述整併方案的設計下，對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用戶，本調查將衍

生出以下調查主題： 

(1) 詢問消費者接收號碼判讀電話來源之需要程度。 

(2) 詢問消費者對於三種網路電話型式(類型 2、類型 3 及類型 4)的偏

好。 

五、 調查執行時間 

本調查一般民眾及企業電訪執行時間為自 99年 7月 20日至 99年 8月 15日；

北部商務人士面訪執行時間為自 99 年 7 月 24 日至 99 年 8 月 6 日；中南部商務

人士電訪、面訪執行時間為自 99 年 8 月 2 日至 99 年 8 月 25 日。 

六、 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是利用面談訪問和電話訪問之問卷調查的量化方式，研究編碼規劃

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因應此次調查對象為一般用戶、商務人士和企業用戶，其規

劃為一般用戶利用電話訪問進行調查；商務人士利用電話訪問及面談訪問進行問

卷調查，輔以 e-mail 及傳真方式催收與補全；企業用戶利用電話訪問，輔以 e-mail

及傳真方式催收與補全。 

(一) 一般民眾之電話訪問調查方式 

本次調查採用 CATI(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進行一般民眾之電話訪問，係

將問卷輸入電腦，訪員只需要依照螢幕上的指示撥號及訪問，並直接點選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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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不必另外手寫，操作簡單不易發生錯誤。訪問完成時，該份資料將直接

進入主機進行分析，能迅速進行訪問並減低誤差以確保調查品質，具代表性及公

信力。此系統可進行線上檢誤，即時修正編輯上的錯誤和明顯的矛盾，減少人員

抄錄答案的誤差；具有外掛抽樣方法及即時分析等功能。此系統不僅使調查更加

便利及快速，更可以提高調查品質及增加效率。以下為 CATI 系統調查流程： 

圖 2 CATI 系統調查流程圖 
 

(二) 商務人士之面談及電話訪問 

本調查將會透過電話或至 99 年度相關商業活動，如世貿商展及商業協會等

多重管道蒐集此類對象。面訪員必需先接受訪員訓練，再至主辦展覽單位約定之

展覽現場發放問卷。 

(三) 企業用戶之電話訪問 

本調查將會採用製造業前 1000、服務業前 500 及金融業前 100 大名單，及

工商企業之黃頁電話名錄為母體底冊，以傳真、e-mail 及電訪等多重管道進行問

卷調查訪問。 

(四) 調查過程的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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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話調查 

(1) 巡查制度 

在調查過程中，每一班次皆有二至三位督導於訪員訪問時進行巡視，適時給

予指正及協助 

(2) 其他管理規定 

除了巡查制度外，另訂有訪員管理規則，規範訪員的調查品質，若發現訪員

有造假或引導受訪者回答的行為，一經發現以革職論。 

2. 面訪調查  

在調查過程中，每一次面訪皆有二位督導帶領 3 至 4 個訪員至展覽場區發放

問卷，且在調查開始前半個小時會重覆解說問卷中的題項，並提醒訪員須注意的

事項(個人的禮貌、索取名片等)。訪員在一天的訪問期間每二小時便會回集合地

點，回報訪問的情形及問題，並繳回所回收之問卷，督導會當場檢視問卷並提醒

訪員疏漏之處。 

調查結束後，將進行問卷資料的檢誤，找出邏輯性錯誤和非邏輯性錯誤兩

種。若問卷是由電訪方式回收，將以回撥電話的方式將資料不合理的地方修正；

若問卷是以 e-mail 方式回收，則以寄電子郵件的方式，修正不合理資料；若問卷

是以面訪的方式回收，則以訪問時索取的名片上之電話回撥修正，以求資料的合

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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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樣本結構分析 

一、 第一節 樣本回收狀況 

(一) 一般民眾 

本次調查回收 311 份有效樣本，合格受訪者接觸完訪率為 15.28%。實際撥

打電話統計詳見表 7。 

表 7 電話狀況統計 
項目別 通數 

電話總抽樣通數2 9,412   

家戶電話抽樣總數3 4,751  

家戶接觸通數  2,035 
成功訪問   311
中途拒訪   116
一開始即拒訪   1,070
約訪但未完成   20
無合格受訪者   518
無效問卷   0

家戶無法接觸通數4  2,716  
電話忙線中   186

家
戶
樣
本 

電話無人接聽   2,530
非家戶電話抽樣總數 553   

非家戶接觸通數（公司行號）  305  
非家戶無法接觸通數5  248  
電話忙線中   17 

家
戶
及
非
家
戶
電
話
狀
況 

非
家
戶
樣
本 電話無人接聽   231 

空號 3,612  
傳真機 346  
電話暫停使用 34  
電話錯誤 116  
接觸完訪率6   15.28%
合格受訪者接觸完訪率7   20.50%
家用電話完訪率8   6.55%

                                                 
2電話總抽樣通數=家戶電話抽樣總數+非家戶電話抽樣總數  
3家戶電話抽樣總數=家戶接觸通數+家戶無法接觸通數 
4此部分為無法接觸通數依家戶接觸通數與無法接觸通數之比值攤算 
5此部份為無法接觸通數依非家戶接觸通數與無法接觸通數之比值攤算 
6接觸完訪率=成功訪問÷家戶接觸通數 
7合格受訪者接觸完訪率=成功訪問÷合格受訪者家戶接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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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務人士 

本次調查共回收 351 份有效樣本，其中面訪共有 248 份，電訪（包含傳真及

E-MAIL）共有 103 份。預計和實際完成份數如表 8 所示： 

表 8 商務人士預計回收及實際完成之樣本數 

電腦科技業 一般服務業 製造業 總計 行業 
 
階層職務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總計 100 111 100 122 100 118 300 351
高階主管 5 6 5 12 5 12 15 30
中階主管 15 20 15 23 15 25 45 68
業務人員 80 85 80 87 80 81 240 253

(三) 企業 

本次調查共回收 158 份有效樣本。預計和實際完成份數如表 9 所示： 

表 9 企業預計回收及實際完成之樣本數 

台北市 新北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總計 縣市 
 
行業別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預計 完成

總計 25 61 25 29 20 23 20 23 20 22 110 158
 製造業 10 15 10 22 10 19 10 20 10 11 50 87
 服務業 15 46 15 7 10 4 10 3 10 11 60 71

 

二、 基本資料說明 

(一) 一般民眾 

本節針對一般民眾回收之有效樣本數，依居住縣市別、縣市三區（北區、中

區、南區）、性別及年齡之比例與本次調查依母體所配置之理論樣本數作一致性

檢定，若檢定所得之 P 值大於 0.05，代表回收之有效份數之結構與母體理論結構

具有一致性，反之，若 P 值小於 0.05，則不具有一致性。 

1. 居住縣市別 

                                                                                                                                            
8家用電話完訪率=成功訪問÷家用電話抽樣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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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 可得知，縣市別之 P 值為 0.000，縣市三區之 P 值為 0.011，因縣市

別及縣市三區之 P 值皆小於 0.05，表示有效份數之居住縣市別及縣市三區不符合

母體結構，因此將針對樣本做加權，使其結構與母體一致。 

將樣本做加權後，由表 2.2.2 可得知，縣市別之 P 值為 1.000，縣市三區之 P

值為 0.977，因縣市別及縣市三區之 P 值皆大於 0.05，表示有效份數之居住縣市

別及縣市三區皆符合母體結構，具有一致性。因此，下列一般人士之基本資料以

加權方式呈現之。。 

表 10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居住縣市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縣市別（0.000）※ 311 100.00

基隆市 5 1.61 
臺北市 28 9.00 
臺北縣 42 13.50 
桃園縣 21 6.75 
新竹市 5 1.61 
新竹縣 6 1.93 
苗栗縣 6 1.93 
臺中市 11 3.54 
臺中縣 17 5.47 
彰化縣 14 4.50 
南投縣 6 1.93 
雲林縣 8 2.57 
嘉義市 4 1.29 
嘉義縣 6 1.93 
臺南市 9 2.89 
臺南縣 12 3.86 
高雄市 17 5.47 
高雄縣 14 4.50 
屏東縣 10 3.22 
宜蘭縣 5 1.61 
花蓮縣 19 6.11 
臺東縣 16 5.14 
澎湖縣 15 4.82 
金門縣 15 4.82 

縣市四區（0.011）※ 311 100.00
北區 112 36.02 
中區 73 23.47 
南區 126 40.51 

註：（）內數字表示 P 值；※表示 P 值<0.05，本次調查各縣市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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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居住縣市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縣市別（1.000）※ 311 100.00

基隆市 5 1.71
臺北市 36 11.52
臺北縣 52 16.88
桃園縣 26 8.24
新竹市 5 1.71
新竹縣 7 2.12
苗栗縣 8 2.43
臺中市 14 4.51
臺中縣 21 6.60
彰化縣 18 5.63
南投縣 7 2.32
雲林縣 10 3.16
嘉義市 4 1.15
嘉義縣 8 2.43
臺南市 10 3.34
臺南縣 15 4.90
高雄市 21 6.68
高雄縣 17 5.46
屏東縣 12 3.87
宜蘭縣 6 2.00
花蓮縣 5 1.49
臺東縣 3 1.01
澎湖縣 1 0.43
金門縣 1 0.42

縣市四區（0.977）※ 311 100.00
北區 137 44.16
中區 71 22.97
南區 102 32.87

註：（）內數字表示 P 值；※表示 P 值>0.05，本次調查各縣市樣本結構與母體結
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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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及年齡 

由表 12 可得知，性別之 P 值為 0.994，年齡之 P 值為 0.961，因性別及年齡

之 P 值皆大於 0.05，表示有效份數之性別及年齡皆符合母體結構，具有一致性。 

表 12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性別及年齡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性別（0.994）※ 311 100.00 

男 155 49.86 
女 156 50.14 

年齡（0.961）※ 311 100.00 
18～30 歲 78 25.17 
31～40 歲 64 20.73
41～50 歲 60 19.37 
51 歲以上 108 34.72 

註：（）內數字表示 P 值；※表示 P 值>0.05，本次調查各性別及年齡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一致。

3. 婚姻狀況 

由表 13 可得知，在一般民眾中，婚姻狀況以已婚的比例最高，占 66.61%。 

表 13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婚姻狀況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婚姻狀況 311 100.00 

未婚 104 33.39 
已婚 207 66.61 

4. 教育程度 

由表 14 可得知，在一般民眾中，教育程度以大學的比例最高，占 30.68%；

其次為高中，占 24.80%。 

表 14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教育程度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教育程度 311 100.00 

國中以下 65 20.76 
高中 77 24.80 
專科 59 19.12 
大學 95 30.68 
研究所及以上 14 4.64 

 

5. 月收入 

本研究考量部分細格樣本數太少，為方便後續分析，將一般民眾之平均月收

入進行以下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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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元以下及其他 

合併「10,000 元以下」、「沒有收入」及「收入不穩定、不一定」 

 50,001 元以上 

合併「50,001-60,000 元」及「60,001 元以上」 

 在一般民眾中，平均月收入以「10,000 元以下及其他」的比例最高，占

46.30%；其次為「50,001 元以上」，占 14.47%；再其次為「30,001-40,000 元」，

占 10.93%。 

表 15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平均月收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平均月收入 311 100 

10,000 元以下及其他 144 46.30  
10,000 元以下 114 36 .75  
沒有收入 5 1.61 
收入不穩定、不一定 25 7.04 

10,001-20,000 元 13 4.18  
20,001-30,000 元 25 8.04  
30,001-40,000 元 34 10.93  
40,001-50,000 元 25 8.04  
50,001 元以上 45 14.47  

50,001-60,000 元 17 5.31 
60,001 元以上 28 9.07 

不知道及拒答 25 8.04  
 

6. 行業別 

本研究考量部分細格樣本數太少，為方便後續分析，將一般民眾之行業進行

以下合併： 

 農林漁牧、能源、及營造相關 

合併「農林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營造業」、「不動產業」及「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批發零售、流通、住宿餐飲服務業 

合併「批發及零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及「支
援服務業」 

 金融、資訊技術科學及傳播服務業 

合併「資訊及通訊傳播業」、「金融及保險業」及「專業、科學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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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服務業」 

 教育、公共行政及醫療社工服務業 

合併「教育服務業」、「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及「醫療
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合併「其他服務業」及「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學生、待業/無業 

合併「學生」及「待業/無業」 

 自由業、退休及其他 

合併「自由業」、「退休」及「其他」 

此外，由於「製造業」及「家管」之樣本數足夠，故不與其他職業合併。 

在一般民眾中，行業以「自由業、退休及其他」及「家管」的比例最高，分

別占 17.88%及 15.11%；其次為「學生、待業/無業」，占 14.56%。 

 

表 16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行業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行業 311  100.00  

農林漁牧、能源、及營造相關 18  5.79 
農林漁牧業 8  2.5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  0.32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4  1.29 
營造業 4  1.29 
不動產業 0  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  0.32 

製造業 31  9.97  
批發零售、流通、住宿餐飲服務業 13  4.18  

批發及零售業 6  1.93 
運輸及倉儲業 3  0.97 
住宿及餐飲業 2  0.64 
支援服務業 2  0.64 

金融、資訊技術科學及傳播服務業 38  12.22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5  4.82 
金融及保險業 11  3.5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  3.86 

教育、公共行政及醫療社工服務業 25  8.04  
教育服務業 13  4.18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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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  1.29 
其他服務業 38  12.21  

其他服務業 35  11.25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3  0.96 

家管 47  15.11  
學生、待業/無業 45  14.47 

學生 32  10.29  
待業/無業 13  4.18  

自由業、退休及其他 56  18.01  
自由業 10  3.22  
退休 27  8.68  
其他 19  6.11  

 

7. 市話及行動通話費 

在一般民眾中，平均一個月市話的通話費用以 600 元以下的比例最高，占四

成二左右；其次為 601~1,500 元，占三成八左右。 

表 17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平均月市話費用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平均一個月市話的通話費
用 311 100.00 

300 元以下 69 22.18 
301~600 元 64 20.50 
601~900 元 38 12.36 
901~1,200 元 48 15.35 
1,201~1,500 元 32 10.29 
1,501 元~1,800 元 9 2.78 
1,801 元~2,100 元 7 2.24 
2,101 元以上 15 4.82 
其他 28 9.01 
未使用市話 1 0.47 

平均一個月行動電話的通話費用以 600 元以下的比例最高，占五成二左右；

其次為 601~1,200 元，占二成一左右。 

表 18 一般民眾基本資料_平均月行動費用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平均一個月行動電話的通話費用 311 100.00 

300 元以下 79 25.55 
301~600 元 83 26.52 
601~900 元 34 10.98 
901~1,200 元 33 10.45 
1,201~1,500 元 13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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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元~2,100 元 16 5.05 
2,101 元以上 25 8.04 
不清楚 10 3.24 
未使用行動電話 19 6.11 

(二) 商務人士 

1. 居住縣市別 

由表 19 可得知，在本次調查之商務人士中，縣市別以台北縣及台北市的比

例最高，分別占 24.22%、20.51%。 

在縣市分區中，以北區的比例最高，占 56.70%；其次為南區及中區，分別

占 25.07%及 18.23%。 

表 19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居住縣市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縣市別 351 100.00 

基隆市 4 1.14 
台北市 72 20.51 
台北縣 85 24.22 
桃園縣 28 7.99 
新竹市 5 1.43 
新竹縣 4 1.14 
苗栗縣 1 0.28 
台中市 30 8.55 
台中縣 15 4.27 
彰化縣 17 4.84 
南投縣 1 0.28 
雲林縣 1 0.28 
嘉義市 2 0.57 
嘉義縣 0 0.00 
台南市 15 4.27 
台南縣 26 7.41 
高雄市 32 9.12 
高雄縣 10 2.85 
屏東縣 2 0.57 
宜蘭縣 1 0.28 
花蓮縣 0 0.00 
台東縣 0 0.00 
澎湖縣 0 0.00 
金門縣 0 0.00 

縣市三區 35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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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 199 56.70 
中區 64 18.23 
南區 88 25.07 

 

2. 性別及年齡 

由表 20 可得知，在本次調查之商務人士中，性別以男性比例較高，占

58.97% 。年齡以 31~40 歲及 18~30 歲的比例較高，分別占 37.89%及 35.90%。 

表 20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性別及年齡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性別 351 100.00 

男 207 58.97 
女 144 41.03 

年齡 351 100.00 
18～30 歲 126 35.90 
31～40 歲 133 37.89 
41～50 歲 68 19.37 
51 歲以上 24 6.84 

3. 婚姻狀況 

由表 21 可得知，在商務人士中，婚姻狀況以未婚的比例較高，占 53.56%。 

表 21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婚姻狀況 
  單位：人；%

婚姻狀況 351 100.00 
未婚 188 53.56 
已婚 163 46.44 

4. 教育程度 

由表 22 可得知，在商務人士中，教育程度以大學的比例最高，占 47.57%；

其次為研究所及以上，占 22.51%。 

表 22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教育程度 
  單位：人；%

教育程度 351 100.00 
國中 10 2.85 
高中 34 9.69 
專科 61 17.38 
大學 167 47.57 
研究所及以上 79 22.51 

5. 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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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量部分細格樣本數太少，為方便後續分析，將商務人士之平均月收

入進行以下合併： 

 10,000 元以下及其他 

合併「10,000 元以下」及「收入不穩定、不一定」 

 50,001 元以上 

合併「50,001-60,000 元」及「60,001 元以上」 

商務人士之平均月收入以 30,001-40,000 元的比例較高，占 25.08%；其次為

20,000-30,000 元，占 19.37%；再其次為 50,000 元以上，占 19.09%。 

 

表 23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平均月收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平均月收入 351  100.00  

10,000 元以下及其他 30 8.54 
10,000 元以下 13  3.70  
收入不穩定、不一定 17  4.84  

10,001-20,000 元 15  4.27  
20,001-30,000 元 68  19.37  
30,001-40,000 元 88  25.08  
40,001-50,000 元 48  13.68  
50,001 元以上 67 19.09 

50,001-60,000 元 30  8.55  
60,001 元以上 37  10.54  

拒答 35  9.97  
 

6. 行業別 

本研究考量部分細格樣本數太少，為方便後續分析，將商務人士之行業進行

以下合併： 

 電腦科技業 

合併「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一般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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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業」、「其他服務業」、「金融及保險業」、「批發及零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營造

業」及「不動產業」 

此外，由於「製造業」之樣本數足夠，因此不與其他職業合併。 

在商務人士中，電腦科技業、一般服務業與製造業皆占三成以上；行業以一

般服務業的比例較高，占 34.76%。  

表 24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行業別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行業 351 100.00  

電腦科技業 111 31.62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61 17.3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0 14.25  

一般服務業 122 34.76  
支援服務業 3 0.85  
其他服務業 63 17.95  
金融及保險業 18 5.13  
批發及零售業 17 4.84  
運輸及倉儲業 3 0.85  
住宿及餐飲業 6 1.71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 0.29  
營造業 9 2.56  
不動產業 2 0.58  

製造業 118 33.62  
 

7. 職稱及年資 

由表 2.2.16 知，在商務人士中，職稱以業務人員的比例較高，占 72.08%；

年資以「1 年以上~未滿 5 年」者的比例較高，占 35.04%，其次為「5 年以上，

未滿 10 年」，占 22.22%，再其次為「10 年以上，未滿 15 年」，占 16.52%。 

表 2.2.16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職稱及年資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職稱 351 100.00 

高階主管 30 8.55 
中階主管 68 19.37 
業務人員 253 72.08 

年資 351 100.00 
未滿一年 13 3.70 
1 年以上，未滿 5 年 123 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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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年以上，未滿 10 年 78 22.22 
10 年以上，未滿 15 年 58 16.52 
15 年以上，未滿 20 年 30 8.55 
20 年以上，未滿 25 年 16 4.56 
25 年以上 30 8.55 
拒答 3 0.86 

8. 平均一個月出差頻率 

由表 25 知，在商務人士中，平均一個月出差頻率以「不需出差」的比例較

高，占 51.85%；其次為「1~2 次」，占 28.49%。 

表 25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平均月出差頻率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平均一個月出差頻率 351 100.00 

不需出差 182 51.85 
1～2 次 100 28.49 
3～4 次 27 7.69 
5 次以上 42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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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話及行動通話費 

在商務人士中，平均一個月市話的通話費用以 300 元以下的比例較高，占

22.79%；此外，通話費用為 301~1,200 元的比例約占五成左右。 

表 26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平均月市話費用 
  單位：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平均一個月市話的通話費用 351 100.00 

300 元以下 80 22.79 
301~600 元 60 17.09 
601~900 元 57 16.24 
901~1,200 元 60 17.09 
1,201~1,500 元 33 9.40 
1,501 元~1,800 元 18 5.13 
1,801 元~2,100 元 6 1.72 
2,101 元以上 14 3.99 
其他 9 2.56 
未使用市話 14 3.99 

平均一個月行動電話的通話費用以 301~600 元的比例較高，占 24.78%；其

中在 600 元以下，約有四成左右；而在 601 元~1,200 元，約有三成左右。 

表 27 商務人士基本資料_平均月行動費用 
  單位：人；%

平均一個月行動電話的通話費用 351 100.00 
300 元以下 55 15.67 
301~600 元 87 24.78 
601~900 元 69 19.66 
901~1,200 元 46 13.11 
1,201~1,500 元 32 9.12 
1,501 元~2,100 元 32 9.12 
2,101 元以上 27 7.69 
不清楚 3 0.85 
未使用行動電話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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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 

由表 28 可得知，在本次調查之企業用戶中，營業類別為製造業及服務業的

比例分別占 55.06%及 44.94%；所在縣市以台北市的比例較高，占 38.61%，其次

為新北市，占 18.35%；在企業資本額中，以十億元以上的比例最高，占 58.86%；

在企業員工人數中，1,000 人以上之企業比例較高，占 29.75%，員工人數為 250

人以上，占七成二左右。 

表 28 企業基本資料 
  單位：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營業類別 158 100.00 

製造業 87 55.06 
服務業 71 44.94 

所在縣市 158 100.00 
台北市 61 38.61 
新北市 29 18.35 
台中市 23 14.56 
台南市 23 14.56 
高雄市 22 13.92 

資本額 158 100.00 
未滿五億元 35 22.15 
五億元以上~十滿五億元 30 18.09 
十億元以上 93 58.86

員工人數 158 100.00 
未滿 99 人 21 13.29 
100 人~199 人 16 10.13 
200 人~249 人 7 4.43 
250 人~499 人 32 20.25 
500 人~999 人 35 22.15 
1,000 人以上 47 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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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究結果 

經由前述對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的資料分析，以下將針對共同題項下

不同受訪者的回應進行比較，並提出整體之彚整結論。 

調查結論一： 

半數以上用戶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具需求度，未來推行之可行性即高，

相關管理措施宜即早開始規劃。 

分析 1：用戶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達五成三，可考慮推行，但需做宣導，

讓用戶更了解其用途及便利性，以期提高民眾對此服務之需求度。 

一般民眾「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的比例(53.02%)，略低於商務人士

(54.99%)，且低於企業(62.29%)。一般民眾不需要之比例也有三成六高於商務人

士及企業。顯示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可考慮推行，但需做宣導，讓用戶更了解其

用途及便利性，以期提高民眾對此服務之需求度。 

分析 2：用戶對於號碼申請偏好與保留皆以現有號碼為主，依目前來看對於新號

碼之開發之時機還不夠成熟，建議先對現有號碼做有效的管理。 

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用戶皆偏好以現有號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

務，比例達七成以上 (一般民眾：83.12%；商務人士：78.63%；企業：70.88%)。

若以現有號碼申請服務，一般民眾及企業偏好以「市內電話＋行動電話」申請比

例最高(一般民眾：40.68%；企業：34.18%)，而商務人士則以「行動電話」為主

(39.89%)。 

未來若通訊網路整合後，固網電話與行動電話之費率一致時，由錯誤! 找不

到參照來源。可以知，一般民眾想保留的電話號碼為「市內電話＋行動電話」，

占 54.50%；商務人士想保留的號碼有「行動電話」(36.47%)或是「市內電話+行

動電話」(45.87%)；企業偏好保留「市內電話」(27.85%)或是「市內電話＋行動

電話」(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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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無論用戶為何種身份，對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

及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之號碼保留偏好，皆以現有號碼為主。以目前來看對於新

號碼之開發之時機還不夠成熟，建議先對現有號碼做有效的管理。 

調查結論二： 

近五成之用戶會擔心因緊急急救時，延誤判別位置時間而不申請固網與行動

匯流服務，建議對此問題做妥善規劃。 

一般民眾、商務人士與企業會擔心與不會擔心延誤判別位置時間而不申請固

網與行動匯流服務比例相近，而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會擔心之比例(一般民眾：

50.83%；商務人士：54.99%)高於企業(47.47%)。若推行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需針對此緊急急救問題做更妥善之規劃，提高用戶對此服務之使用率。 

表 29 主要題目之答項統計表_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需求 

問卷題目 
一般民
眾 

百分比 

商務人
士 

百分比

企業 
百分比題類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       

非常需要 7.42 13.68 15.82
需要 45.60 41.31 47.47
普通 10.14 32.76 13.92
不需要 29.65 10.83 17.09
非常不需要 7.19 1.42 5.70

「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      
現有號碼 83.12 78.63 70.89
新號碼 5.91 9.40 13.92
兩者皆可 10.97 11.97 15.19

「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申請偏好」   
市內電話 18.84 8.83 29.11 
行動電話 23.60 39.89 7.59 
新號碼 5.91 9.40 13.92 
市內電話+行動電話 40.68 29.91 34.18 
市內電話+新號碼 1.97 1.71 3.17 
行動電話+新號碼 2.57 5.70 0.00 
市內電話+行動電話+新號碼 6.43 4.56 12.03 

「通訊網路整合後，號碼保留之偏好」       
市內電話 9.52 7.12 27.85
行動電話 19.82 36.47 5.70
新號碼 .96 1.42 1.90

對固網與行動匯流
服務之需求 

市內電話+行動電話 54.50 45.87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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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電話 +新號碼 .36 1.42 1.27
行動電話+新號碼 .26 2.57 3.80
市內電話+行動電話+新號碼 14.58 5.13 20.89

「是否因擔心延誤判別位置時間而不申
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會 50.83 54.99 47.47
不會 49.17 45.01 52.53

註：一般民眾有效樣本數為 311 份，商務人士有效樣本數為 351 份，企業有效樣本數為
158 份 

 

調查結論三： 

仍有一定比例之用戶希望可由網路電話號碼來判斷發話地區，同時具有撥接

功能之網路電話為大部分用戶所需之服務。 

分析 1：商務人士對網路電話判斷來電者發話區域需求較高 

一般民眾需要由網路電話判斷來電者發話區域之需求比例(29.94%)，略低於

企業(32.28%)，且低於商務人士(40.75%)。可能是因為商務人士工作所需，接聽

國外來電比較頻繁，較需要由號碼來判斷地理位置以便紀錄通話。 

分析 2：用戶對於網路電話類型之偏好皆以功能性為主要考量因素，其次為價格。 

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最偏好使用「擁有一個固定號碼，可以撥打及接

聽，收費最貴」之網路電話，而企業之比例(73.42%)遠高於一般民眾(52.99%)及

商務人士(47.29%)。可能是因為企業之營業所需，較經常與國外企業聯絡，若擁

有此類型之網路電話，就可以取代撥打國際電話，節省通話費。其次為「只可撥

打不能接聽，收費最便宜」，一般民眾比例(36.68%)略高於商務人士(35.33%)，且

遠高於企業(15.82%)。 

由上述知，無論用戶為何種身份，在網路電話類型偏好中，皆以功能性為主

要考量因素，其次為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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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主要題目之答項統計表_對網路電話之使用 

問卷題目 
一般民
眾 

百分比 

商務人
士 
百分比

企業 
百分比題類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由網路電話判斷來電者發話區域之需求程度」       

非常需要 6.60 5.42 8.23
需要 23.34 35.33 24.05
普通 6.90 22.79 16.46
不需要 48.45 29.91 37.97
非常不需要 14.71 6.55 13.29

「網路電話三種類型之偏好」       
只可撥打不能接聽，收費最便宜 36.68 35.33 15.82
擁有一個固定號碼，但只可接聽不能撥打，
收費略貴 

10.33 17.38 10.76

網路電話之使用 

擁有一個固定號碼可以撥打及接聽，收費最
貴 

52.99 47.29 73.42

註：一般民眾有效樣本數為 311 份，商務人士有效樣本數為 351 份，企業有效樣本數為 158
份 

 

調查結論三： 

物聯網為明日之星服務，發展潛力無限，唯不少用戶希望不用額外付費使

用。用戶多希望以電腦及手機進行物聯網，居家安全及節能減碳服務為最具市場

之服務項目，企業希望藉由物聯網服務提高顧客滿意度、增強物流管理及防盜防

偽。 

分析 1：在用戶對物聯網之認知不高下，已有近三成至五成有需要此技術設備，

顯示物聯網有其一定之發展潛力。 

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不知道物聯網技術為何之比例高達七成九。其中

一般民眾不知道比例已達八成六。若經過解說物聯網之意義後，商務人士需要擁

有物聯網設備比例最高(50.71%)，遠高於一般民眾(29.42%)及企業(26.59%)受訪

者。 

在尚未大力推廣物聯網技術時，已有近三成至五成用戶有此技術設備的需

求，表示此服務有一定的發展潛力；未來可多向用戶宣傳物聯網技術，讓用戶更

了解物聯網及其所能給予之效益，以提高用戶使用需求，使其成為未來明日之星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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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2：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欲使用物聯網之目的及用途主要為居家安全，企業

以增加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為主要目的，顯示物聯網在此兩種目的上

有較大之發展潛力。 

一般民眾使用物聯網之目的最主要為「居家監錄安全」(相對次數：52.13%)，

其次為「節能減碳」(51.42%)，再其次為「家庭醫療看護」(49.11%)。商務人士

物聯網最主要目的為「居家監錄安全」(63.36%)，其次為「家庭保全」(51.95%)，

再其次為「家庭醫療看護」(47.75%)。企業使用物聯網目的最要為「顧客關係管

理」(59.85%)，其次為「物流調度配送」及「防盜防偽」(40.91%)，再其次為「購

票、定位系統」(39.39%)。 

由上述可知，居家安全主要為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使用物聯網之目的及用

途，而企業主要以增加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為主要目的，可見物聯網在此兩種目

的有極大之發展潛力。 

分析 3：無論是一般民眾、商務人士或是企業，皆想以電腦及手機做為物聯網之

連網設備，可針對其做連網系統之開發，使物聯網可更快速發展。 

若使用物聯網時，欲使用之連網設備在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排行第一名為

「電腦」(相對次數分別為 62.71%及 85.03%)、第二名為「手機」(分別為 60.60%

及 66.47%)及第三名為「家用電器」(分別為 34.39%及 35.93%)。以企業來說，欲

使用連網設備排行第一為「電腦」(83.46%)、第二為「手機」(57.89%)及第三名

為「商品」(30.08%)。 

由上述知，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最方便之連網設備為電腦及手機，其

相對次數皆遠高於其他設備，可能是因為在現在社會上電腦及手機普及化，幾乎

人手一隻手機、每一家每一間公司一台電腦，故可以針對有關電腦及手機之連網

系統開發，使物聯網技術可較快速發展。 

分析 4：免費使用最好，在願意付費者中，五成以上之用戶希望收費低於 250 元，

八成以上之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希望收費價格低於 500 元。 

三分之一的一般民眾及近五分之一的商務人士不願意額外多付連網費用使

用物聯網服務。在願意付費中，一般民眾及商務人士願意多付 250 元以下之費用

使用物聯網服務比例最高(一般民眾：53.73%；商務人士：56.14%)，其次為 2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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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一 般 民 眾 ： 24.77% ； 商 務 人 士 ： 25.96%) 。

顯示收費價格愈低，用戶接受度愈高。 。 

分析 5：企業需要之連網速率以 10Mbps 以上為主，較偏好每月固定金額收費及

依傳輸量計價收費。 

企業使用物聯網服務以需要「10Mbps 以上」之網路速率為主，占 46.84%；

其次為「1Mbps 以下」，占 14.56%；再其次為「10Mbps」，占 12.66%。未來物聯

網之計價收費方式中，企業希望以「每月固定金額收費」為最多，占 39.87%；

其次為「依傳輸之量計價收費」，占 32.28%。若未來欲收費，建議以「每月固定

金額收費」及「依傳輸量計價收費」之收費方式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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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主要題目之答項統計表_對物聯網需求及使用行為  

問卷題目 一般民眾 
百分比 

商務人
士 

百分比

企業
百分
比 

 

題類 

總計 100.00 100.00 100.0
0 

 

」對物聯網之認知「           
知道 13.56 19.09 20.25 
不知道 86.44 80.91 79.75 

「對物聯網之需求程度」        
非常需要 4.88 5.98 5.70 
需要 24.54 44.73 20.89 
普通 14.25 26.78 24.05 
不需要 47.77 20.23 44.93 

對物聯網之需求
及使用行為 

 

非常不需要 8.56 2.28 4.43 
 
表 32 主要題目之答項統計表_對物聯網需求及使用行為(續) 

問卷題目 一般民眾 
相對次數 

商務人
士 

相對次
數 

企業 
相對次
數 題類 

總計 278.19 282.05   265.42
「欲使用物聯網之目的」     

環境保護 30.23 31.83
居家監錄安全 52.13 63.36
影音娛樂 27.76 45.35
家庭保全 45.09 51.95
家庭醫療看護 49.11 47.75
導航定位 35.41 43.54
節能減碳 51.42 40.24
其他 2.45 1.80

 

物流調度配送 40.91
食材飲食安全 14.39
導航定位 24.24
製程管理 20.45
倉儲管理 32.58
防盜防偽 40.91
顧客關係管理 59.85
人員保全 35.61

購票、定位系統  39.39
其他 

  

3.79
「欲使用物聯網設備」     

手機 60.60 66.47

對物聯網之需求
及使用行為 

 

電腦 62.71 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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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電器 34.39 35.93
手錶 23.32 11.68
電子書閱讀器 19.60 15.27
隨身多媒體播放器 21.55 22.75
生理監控設備 27.82 21.56
隨身保全設備 25.53 22.46
其他 2.67 0.90
手機 57.89
電腦 83.46
商品 30.08
家用電器 17.29
生產機器 21.05
生產儀器 22.56
電子書閱讀器 18.05
隨身多媒體播放器 12.03
其他 

      

3.01
註：一般民眾有效樣本數為 311 份，商務人士有效樣本數為 351 份，企業有效樣本數為 15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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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調查方法概述 

一、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 

(一)民眾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程度 

民眾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已達五成三以上，其中以 31~40 歲之民眾

需求比例最高（64.49%），其次為 51 歲以上（52.13%），再其次為 18~30 歲

（50.55%）。值得一提的是，經由卡方檢定後得知，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

程度在年齡之答項有差異存在。 

表 33 民眾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需求程度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165 53.03 32 10.14 114 36.83 
18～30 歲 79 100.00 40 50.55 8 10.42 31 39.03 
31～40 歲 65 100.00 42 64.49 5 7.06 18 28.45 
41～50 歲 60 100.00 27 45.59 14 22.38 19 32.03 
51 歲以上 107 100.00 56 52.13 5 4.94 46 42.93 

註：卡方值為 17.29；P 值為 0.00<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二)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 

民眾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以現有號碼為主，達八成三以上，其

中以 41~50 歲之民眾需求比例最高（85.22%），其次為 18~30 歲（84.11%），再

其次為 31~40 歲（82.26%）。 

表 34 民眾對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現有號碼 新號碼 兩者皆可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258 83.12 18 5.91 34 10.97 
18～30 歲 78 100.00 66 84.11 6 7.31 7 8.58 
31～40 歲 64 100.00 53 82.26 4 5.65 8 12.09 
41～50 歲 60 100.00 51 85.22 2 4.12 6 10.66 
51 歲以上 108 100.00 88 81.73 7 6.06 13 12.20 

註：卡方值為 1.73；P 值為 0.943 
 

(三)以現有號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 

民眾以現有號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偏好以「市內電話+行動電話」

（50.06%）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比例較高，其中，50 歲以下民眾之偏好

比例已達五成以上，更以 18~30 歲比例最高（59.63%）。31~50 歲之民眾除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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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市內電話+行動電話」申請服務外，也想要以「行動電話」申請固網與行

動匯流服務。值得一提的是，經由卡方檢定後得知，以現有號碼申請固網與行動

匯流服務之偏好在年齡之答項有差異存在。 

表 35 民眾對以現有號碼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市內電話 行動電話 市內電話+ 
行動電話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293 100.00 64 22.13 83 27.81 146 50.06 
18～30 歲 73 100.00 15 20.91 15 19.46 43 59.63 
31～40 歲 61 100.00 4 7.20 25 40.33 32 52.47 
41～50 歲 58 100.00 8 14.04 19 32.29 31 53.67 
51 歲以上 101 100.00 37 36.55 24 23.73 40 39.72 

註：卡方值為 28.74；P 值為 0.000<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四)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號碼保留之偏好 

民眾在未來通訊整合後，號碼保留之偏好以「市內電話+行動電話」（54.50%）

為主，其中以 31～40 歲比例最高（62.71%），再其次為 51 歲以上（59.49%）。

此外，民眾對於新號碼保留之偏好意願普遍不高，其比例皆未達一成。值得一提

的是，經由卡方檢定後得知，號碼保留之偏好在年齡之答項有差異存在。 

表 36 民眾對未來通訊整合後，號碼保留之偏好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市內電話 行動電話 新號碼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30 9.52 62 19.82 3 .96
18～30 歲 78 100.00 2 2.41 19 23.99 0 .07
31～40 歲 64 100.00 2 2.67 12 18.75 1 2.21
41～50 歲 60 100.00 5 8.08 15 24.94 1 2.48
51 歲以上 108 100.00 21 19.59 16 14.58 0 .00

註：卡方值為 46.16；P 值為 0.000<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表 37 民眾對未來通訊整合後，號碼保留之偏好與年齡交叉表（續完） 

市內電話 
+行動電話 

市內電話 
+新號碼 

行動電話 
+新號碼 

市內電話+行動
電話+新號碼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169 54.50 1 .36 1 .26 45 14.58
18～30 歲 38 49.05 0 .00 0 .00 19 24.49
31～40 歲 40 62.71 1 1.76 1 1.25 7 10.65
41～50 歲 26 43.85 0 .00 0 .00 12 20.65
51 歲以上 64 59.49 0 .00 0 .00 7 6.35

註：卡方值為 46.16；P 值為 0.000<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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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緊急急救情形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影響 

民眾在 18~30 歲及 41~50 歲之年齡層不會因為擔心緊急急教情形發生時，可

能延誤判別位置時間而不申請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比例（18~30 歲：54.73%；

41~50 歲：65.39%）高於會擔心之比例（18~30 歲：45.27%；41~50 歲：34.61%）。

而 31~40 歲及 51 歲以上會擔心之比例（31~40 歲：57.38%；51 歲以上：59.99%）

高於不會擔心之比例（31~40 歲：42.62%；51 歲以上：40.01%）。值得一提的是，

經由卡方檢定後得知，緊急急救情形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影響在年齡之答項

有差異存在。 

表 38 民眾對於緊急急救情形對固網與行動匯流服務之影響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會 不會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158 50.83 153 49.17 
18～30 歲 78 100.00 35 45.27 43 54.73 

31～40 歲 64 100.00 37 57.38 27 42.62 

41～50 歲 61 100.00 21 34.61 40 65.39 

51 歲以上 108 100.00 65 59.99 43 40.01 

註：卡方值為 12.15；P 值為 0.007<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二、網路電話 

(一)由網路電話號碼判斷來電者之發話區域之需求度 

民眾由網路電話號碼判斷來電者之發話區域之需求程度以不需要為主，達六

成三以上，其中以 51 歲以上民眾不需要之比例最高（70.43%），其次為 18~30

歲（63.42%），再其次為 41~50 歲（58.60%）。此外，18~50 歲需要由網路電話號

碼判斷來電者之發話區域之民眾比例亦不在少數，皆達三成以上。值得一提的

是，經由卡方檢定後得知，由網路電話號碼判斷來電者之發話區域之需求程度在

年齡之答項有差異存在。 

表 39 民眾由網路電話號碼判斷來電者之發話區域之需求度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93 29.94 21 6.90 196 63.16
18～30 歲 78 100.00 24 30.48 5 6.10 50 63.42
31～40 歲 64 100.00 24 36.62 5 8.46 35 54.92
41～50 歲 60 100.00 20 32.74 5 8.66 35 58.60
51 歲以上 108 100.00 26 24.01 6 5.55 76 70.43

註：卡方值為 5.08；P 值為 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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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路電話類型之偏好 

民眾偏好之網路電話類型以“擁有一個固定號碼可以撥打及接聽，收費最貴”

的比例較高，其中以 51 歲以上之民眾偏好的比例最高（57.42%），其次為 18~30

歲（53.74%）。顯示各年齡層皆以功能性為主要考量。值得一提的是，經由卡方

檢定後得知，網路電話類型之偏好在年齡之答項有差異存在。 

表 40 民眾網路電話類型之偏好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只可撥打不能
接聽，收費最便

宜 

擁有一個固定
號碼，但只可接
聽不能撥打，收

費略貴 

擁有一個固定
號碼可以撥打
及接聽，收費最

貴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114 36.68 32 10.33 165 52.99 
18～30 歲 78 100.00 21 27.32 15 18.94 42 53.74 
31～40 歲 64 100.00 22 33.73 12 18.98 30 47.29 
41～50 歲 61 100.00 27 45.40 3 4.44 31 50.16 
51 歲以上 108 100.00 44 40.37 2 2.21 62 57.42 

註：卡方值為 24.24；P 值為 0.000<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三、物聯網 

(一)民眾對物聯網之認知 

民眾對物聯網之認知以“不知道”為最高，其比例達八成六以上，其中以 41~50

歲之民眾對於物聯網之認知較為陌生（90.24%）。 

表 41 民眾對於物聯網之認知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知道 不知道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42 13.56 269 86.44
18～30 歲 78 100.00 11 14.40 67 85.60
31～40 歲 64 100.00 9 13.31 56 86.69
41～50 歲 60 100.00 6 9.76 54 90.24
51 歲以上 108 100.00 16 15.24 92 84.76

註：卡方值為 0.82；P 值為 0.845 

 

(二)民眾對物聯網設備之需求 

民眾對物聯網設備之需求以不需要為最高，其比例皆達五成以上。值得一提

的是，41 歲以上之民眾需要物聯網設備之比例亦不在少數，皆達三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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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民眾對於物聯網設備之需求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項目別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311 100.00 92 29.42 44 14.25 175 56.33
18～30 歲 78 100.00 17 21.26 17 21.65 45 57.10
31～40 歲 64 100.00 17 25.98 11 16.38 37 57.64
41～50 歲 60 100.00 22 35.96 7 12.32 31 51.72
51 歲以上 108 100.00 36 33.75 9 8.69 62 57.56

註：卡方值為 10.04；P 值為 0.123 

(三)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以「電腦」（相對次數：49.49 人次）為主，其中以

31~40 歲之民眾為最高（相對次數：61.62 人次），再其次為 41~50 歲之民眾（相

對次數：61.14 人次）；此外，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以「手機」（相對次數：

47.82 人次）為其次，其中以 41~50 歲之民眾為最高（相對次數：52.55 人次），

再其次為 18~30 歲之民眾（相對次數：51.39 人次） 

表 43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手機 電腦 家用電器 手錶 

項目別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總計 748 240.62 149 47.82 154 49.49 84 27.14 57 18.40
18～30 歲 203 258.32 40 51.39 38 48.38 19 24.38 20 25.14
31～40 歲 161 248.61 32 49.76 40 61.62 21 32.36 7 11.31
41～50 歲 168 276.86 32 52.55 37 61.14 18 29.07 16 26.47
51 歲以上 219 202.76 45 41.42 39 36.55 27 24.94 14 13.25

 
表 44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與年齡交叉表（續完） 

電子書 
閱讀器 

隨身多媒體
播放器 

生理監控 
設備 

隨身保全 
設備 其他 

項目別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總計 48 15.47 53 17.01 68 21.95 63 20.14 72 23.20
18～30 歲 13 16.92 18 22.61 19 23.88 23 29.34 13 16.28
31～40 歲 11 16.32 14 21.94 13 19.63 13 19.82 10 15.85
41～50 歲 13 21.82 10 16.72 20 33.86 14 22.63 8 12.60
51 歲以上 11 10.35 11 10.16 17 15.29 13 12.29 42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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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目的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目的以「居家監錄安全」（相對次數：41.35 人次）為主，

其中除了 31~40 歲之民眾外，其他年齡層之相對次數皆達 40 人次以上；此外，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以「節能減碳」（相對次數：40.57 人次）為其次，其中

以 41~50 歲之民眾為最高（相對次數：47.31 人次）；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設備「家

庭醫療看護」（相對次數：38.97 人次）為第三高，其中以 18~30 歲為主，其相對

次數達 43 人次以上。 

表 45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目的與年齡交叉表 

總數 環境保護 居家監錄 
安全 影音娛樂 家庭保全 

項目別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總計 787 253.18 74 23.85 129 41.35 68 21.90 111 35.79
18～30 歲 198 252.43 16 20.78 34 43.39 21 26.38 33 42.08
31～40 歲 136 211.25 7 10.40 22 33.56 11 17.20 17 26.49
41～50 歲 166 275.86 19 30.87 25 41.48 19 31.74 19 31.10
51 歲以上 288 266.11 33 30.18 48 44.46 17 15.98 43 39.41
 

表 46 民眾欲使用物聯網之目的與年齡交叉表（續完） 
家庭醫療看護 導航定位 節能減碳 其他 

項目別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人次 相對 
次數 

總計 121 38.97 87 27.93 126 40.57 71 22.82
18～30 歲 34 43.76 18 22.66 26 33.33 16 20.05
31～40 歲 25 39.38 14 22.42 29 44.22 11 17.58
41～50 歲 18 30.64 24 39.45 28 47.31 14 23.27
51 歲以上 43 39.89 31 28.62 43 39.87 30 27.70

 

(五)民眾可接受物聯網之費用 

民眾可接受物聯網之費用，不願付費用使物聯網設備以 51 歲以上之民眾之

比例最高（47.24%），其次為 31~40 歲之民眾（33.26%）。此外，各年齡層願意

付費使用物聯網設備可接受之費用以 250 元以下所占比例較高，其中以 41~50

歲之民眾願付比例最高（67.78%），其次為 18~30 歲（39.65%）。值得一提的是，

經由卡方檢定後得知民眾可接受物聯網之費用在年齡之答項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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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民眾可接受物聯網之費用與年齡交叉表 
總計 不願意 250 元以下 251~500 元 501 元以上 其他 

項目別 人
數 

百分
比 

人
數 

百分
比 

人
數

百分
比 

人
數

百分比
人
數

百分比 人
數 

百分
比 

總計 311 100.0
0 96 31.13 115 36.97 53 17.01 17 5.32 30 9.57

18～30
歲 78 100.0

0 13 16.87 31 39.65 21 26.3 8 10.22 5 6.96

31～40
歲 64 100.0

0 21 33.26 17 26.24 14 22.18 2 3.45 10 14.87

41～50
歲 61 100.0

0 11 18.48 41 67.78 4 5.84 3 5.80 2 2.10

51 歲以
上 108 100.0

0 51 47.24 26 24.23 14 13.42 4 2.63 13 12.48

註：卡方值為 64.08；P 值為 0.000<0.05，代表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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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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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電信號碼應用於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研究」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紀錄 

壹、 時間：99 年 7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0 分 

貳、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3 會議室 

參、 主席：王資深顧問碧蓮            記錄：許博堯 

肆、 出席人員：如附件。 

伍、 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略) 

二、電信技術中心簡報(略) 

陸、 交流與討論 

一、有關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之發言： 

台灣大哥大林進德副處長發言： 

異質網路服務態樣呈現多元化，目前仍難以斷定明確的異質網路服務
態樣，一般而言，可從固網、行動、傳播網路整合交叉得出，但實際
上，仍得視產業對於創新服務的發展而定。 

亞太電信張連成首席協理發言： 

異 質 網 路 整 合 態 樣 ： 建 議 增 加 整 合 通 訊 服 務 (Unified 
Comminications)：如 Google Voice，Google Voice 以 IP 為基礎，整
合所有的通訊服務，包含固網與行動在內的簡訊、電子郵件、語音等
服務。然而 Google Voice 目前面臨無號碼可用的問題，在美國僅有少
數的業者購買小量的號碼提供服務。如同國內無法 Skype Out 的問題
一樣。Google 以提供 IP 化的服務為主，未來類似整合通訊形式的服
務發展不容小覷，此類型服務的編碼需求，值得研究團隊進行研究。 

 

二、有關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編碼規劃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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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孔中教授發言： 

1. 以國內市場而言，新進業者進入市場所需的號碼需求十分有限。
通訊服務應會依循一定的演進程序，因此未來的新服務編碼應優
先考量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如閒置號碼。 

2. 物聯網並非每個物件都需要編配一個 E.164 號碼，編碼目的在於
物件間的辨識，因此編碼應會偏向於 IP 位址或特有的編號(如條碼
等)。 

3. IPTV 編碼應是以 IP 位址為主。 

資策會科法中心戴豪君主任發言： 

1. 一組號碼往往代表某著特定的服務，在未來，若編碼朝向一組號
碼接取多種的服務，是否會使得主導業者的市場力量更為延伸，
因此編碼設計更應審慎並考量技術中立。 

2. IPTV 應無號碼需求，僅存在帳單整合議題，若存在號碼需求，應
是以機器與機器間的編碼機制為主。 

3. 物聯網在封閉式的應用之下，編碼僅是機器與機器間的通訊請求
訊息，並非一定需要 E.164 號碼。 

資策會李建勳分析師發言： 

數位匯流將改變許多服務的型態，以物聯網為例，並不一定需要電信
號碼，編碼形式應是以 IPv6 為主，但仍應持續注意未來應用模式的發
展。 

工研院王英裕經理發言： 

就國際發展現況，語音服務呈現衰退，數據方面的應用逐步加溫，因
此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未來的編碼機制可能以 IPv6 為主。 

全球一動劉宗芬主任發言： 

數位匯流為未來趨勢，消費者也會逐漸認同在不同網路平台提供相同
服務，實際上，電信編碼也應考量不同的網路特性，在共通與共用的
原則下，提供合適的編碼規劃。 

台灣大哥大林進德副處長發言： 

電信號碼的需求始自於訊息、語音、視訊的雙向溝通，具備資費的意
涵，且有一方為“人＂，在通訊結束後會有所謂的通聯紀錄。物聯網
服務編碼應考量是否具備這樣的應用條件，並非所有的物聯網服務都
需要電信號碼。以居家監控系統為例，若有警告訊息需經由簡訊發送
至用戶，如此便可能產生電信號碼需求。未來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編碼
應沿用現有的號碼區塊，避免對消費者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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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陳武雄工程師發言： 

1. 物聯網的號碼需求應視其應用目的而定，物與物之間的通訊並不
需要電信號碼，人與物也非一定需要。就國內物聯網的發展現
況，電信號碼的需求仍未顯見，未來編碼應是以物聯網的服務類
別進行編配，而非每個物件都需要編碼。 

2. ENUM 並非服務，而是一種機制，因此並不存在編碼議題。 

3. IPTV 若與通訊結合，應視通訊技術所屬的領域編配原有的號碼區
塊。 

4. 由於國內 FMC 服務發展未見明朗，因此編碼議題仍應考量未來數
位匯流演進而定。 

5. 號碼須能表示明確、清楚的權利義務，未來的號碼形式並不一定
會逐漸演進成四類別，實際上仍得視產業及整體環境發展而定。 

亞太電信張連成首席協理發言： 

電信號碼與 IP 位址最大的區別在於電信號碼是供人使用的，而 IP 位
址則供機器使用，電信號碼具有易於記憶的特性，適合跟著人移動，
IP 位址則不適合。以物聯網的應用為例，應區分封閉式的應用與開放
式的應用，封閉式的應用係指如 RFID 技術，僅在區域性的網路架構
下進行物件與物件的通訊，此類封閉型的內部應用應是以 IP 位址或其
它編碼機制為主；但若需使用其它通訊技術(如行動網路)與外界進行通
訊，才有可能出現電信號碼的需求，在規劃編碼時，應盡量沿用現有
的號碼範圍，因為消費者可以記憶的號碼十分有限，也可以避免造成
消費者混淆。 

遠傳電信江華珮協理發言： 

異質網路整合編碼應視市場需求的急迫性而定，目前國內的發展有
限，建議應持續關注市場發展，再進行號碼規劃。 

王資深顧問回應： 

1. 物聯網應用區分物與物、人與物，人與物的應用才有電信號碼的
需求，如中國編配 106(簡訊碼)中的 4 作為物聯網編碼，日本的物
聯網服務則以手機小額付費為主。 

2. 未來多元化的服務若編配多組號碼將會對消費者產生困擾，國際
經驗顯示消費者會希望使用一組號碼接取多種服務。倘若每每出
現新服務，便編配新的號碼範圍，也會不利服務的競爭，應盡量
沿用現有的號碼範圍進行編碼，因此長期而言，號碼類別才會朝
著逐漸收斂的演進趨勢。 

3. 就國際 FMC 的發展經驗，未來的通訊服務趨勢並不予以區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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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長途、國際電話。在編碼方面，消費者會希望可以隨時隨地
在單一的整合式終端裝置上接取不同的服務，並使用一組易於記
憶且具移動性的號碼，因此未來號碼區塊並不一定區分地理號
碼，自然號碼的種類也會逐漸收斂。 

 

三、有關發展異質網路整合服務面臨之問題之發言： 

資策會李建勳分析師發言： 

就產業界而言，創新服務的發展問題可能不在號碼資源，而在於市場
競爭環境或是主管機關的法規架構，在提供健全的市場與法規與法規
環境後，服務才有可能順利推行，也才有號碼的需求。 

工研院王英裕經理發言： 

不管是從固網延伸到行動網路或是行動網路延伸到固網的異質網路整
合，目前的實際案例都非常少，以中國大陸的規劃策略為例，中國大
陸預期在 2012 年進行區域性的試行，至於法規與監理面的統合將於
2013 年～2015 年間開始研擬，因此數位匯流應優先考量法規、政策
與產業面等議題。 

威達雲端電訊黃煥青經理發言： 

1. 威達雲端電訊經營業務包含有線電視(台中縣)、固網(台中縣市)、
WiMAX(南區執照)，如前述，威達雲端在台中縣會同時經營有線
電視、固網、WiMAX 三種的不同服務，因此台中縣的 IPTV 服務
將具有三重身份： 

(1) 在有線電視部分，有線電視被定位為數位化有線電視，適用有
線電視法。 

(2) 在固網的管理規則中，IPTV 屬於多媒體傳輸服務平台。 

(3) 經由 WiMAX 傳輸的 IPTV 服務，則適用於無線寬頻接取管理
規則的互動媒介平台。 

因此同樣的 IPTV 服務只因傳輸基礎建設的不同，卻要面臨三
種法規所規管，產業界無非是期望經由數位匯流打破現行法令架
構下不同網路的藩籬，以提供消費者更好的數位匯流服務，然而
現行的規管架構卻嚴重限制產業界對於數位匯流的經營。 

2. WiMAX 最初的發展，被期待可以取代 Last Mile，對此，威達雲
端曾規劃使用 WiMAX 提供 VoIP 服務(在家中安裝 VoIP 電話，接
取戶外的 WiMAX 訊號)，藉以取代室內電話，但此構想面臨以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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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使用室內電話編碼時，但實際的語音是經由 WiMAX 所傳
輸，而 WiMAX 定義為行動電話，因此編配行動電話號碼。此方
案在電信號碼管理辦法或其它法規是否有所限制。 

(2) 未來若可能將固網電話號碼與行動網路電話號碼整合為一，除
消費者會樂見其成外，也可以節省業者的經營成本。然而新進業
者(以威達雲端為例)在協商互連協議時，在固網部分，需要與其它
固網業者談訂一次互連協議，在行動網路(WiMAX)部分，由於電
信編碼(行動號碼)不同，必須再與其它行動業者重新談訂互連協
議，並測過所有的號碼。同樣在網路上傳輸的相同服務，必須要
談訂兩次互連協議，費時不貲，我們已協商兩年餘未有結果，無
形中也提高新進業者進入市場的門檻。 

因此就產業界而言，在提倡數位匯流的同時，法規架構也應
隨之匯流，以打破法規對於異質網路的界線，提供數位匯流的發
展空間。 

亞太電信張連成首席協理發言： 

1. 目前國內異質網路整合的發展已落後其它先進國家，主要的因素
在於主管機關的法規架構落後產業界發展的腳步。中國大陸的工
信部設立專職的機構，以制訂領先於產業界的法規與政策，物聯
網即是如此，在國家政策擬定之後，中國移動等業者隨即跟進物
聯網的佈局。另以我國電信事業互連管理辦法為例，其中第 9 條
明訂路由不能經由國際繞徑進入國內，此規定僅適用於以往的
Circuit 通訊，並無法適用於現今的 IP 通訊。諸如此類的規定都將
箝制業界推行新服務的腳步，因此健全的法規環境相當重要。 

2. 防範詐騙行為也是影響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的重要因素，IP 化
服務將凸顯服務使用的安全性，如何提供消費者在安全的環境下
使用服務都是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遠傳電信江華珮協理發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主要面臨的問題在於法規、政策面因素，法
規、政策環境應遠大於編碼議題，且數位匯流的法規與政策議題涵蓋
範圍甚廣，請主席釐清本研究案應偏重於數位匯流或是編碼議題。 

王資深顧問回應： 

1. 近年來國際間對於數位匯流的法規與政策均非常重視，數位匯流
政策也朝著以技術中立為原則的方向演進，類似服務適用類似的
管理規則，不同網路技術所提供的相同服務不應有不對稱規管架
構。例如歐盟已於 2002 年檢視並修訂所有的法規架構，並於
2003 年實施新的法規架構，秉持著技術中立、服務中立的精神。
其它鄰近國家如香港在 2005 年開始研討 FMC 的執照議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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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研究後提出 UCL(Uniform Carrier Licence)執照，UCL 執
照允許在同一張執照下，經營多種服務，不管是固網或是行動業
者均可以申請更換為 UCL 執照，提供跨網的整合性服務，固網業
者也可以藉此扮演 MVNO 的角色或是將 MVNO 服務與原本的服
務組合。目前香港的 Mobile TV 業務即適用於 UCL 執照。另外香
港的 2.5~2.69MHz 頻段執照並不限定提供固網 (指 Limited 
Mobility)或是行動(指 Full Mobility)的無線通訊服務，由業者自主
決定要提供的服務，藉此達到技術中立的精神。 

2. 數位匯流涉及整體的法規架構與產業環境，包括互連、會計制
度、普及服務制度等等皆需要進行重新檢視，以因應未來數位匯
流趨勢。 

3. 本研究案旨在研究國內的異質網路整合契機、國內業者的整合應
用與電信號碼的需求，以便進行電信編碼計畫之前瞻性的規劃，
提供產業及消費者合適且充足的號碼資源。另一方面主管機關也
希望藉由本研究得知產業界發展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所面臨的問題
以及期望主管機關的因應規劃與做法。 

 

柒、 散會：下午 4 時 35 分 









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邀請名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資源管理處 廖麗湘科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資源管理處 陳坤中技正 

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 劉孔中教授 

台灣通訊學會 蔡志宏理事長 

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劉幼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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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
第一次座談會

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研究單位：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中華民國99年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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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2)

電信號碼代表某一定程度的身份識別及企業聲望，電信號

碼包含著用戶所使用的網路、服務、區域與服務提供者等

資訊，可以傳達用戶通話費率與功能限制等意義。

異質網路 (Heterogeneous Networks) 的整合，簡單來說是

強化業者的設施，使其能接取更好的加值和應用服務，其

主要目標是欲使所有的服務成為具可攜性、實用性和多效

用性之商業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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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2)

對固網及行動業者而言，面對語音基本服務市場飽和，營

收成長趨緩的壓力下，期能透過綑綁式銷售 (bundled 
services)、固網行動通信整合 (FMC) 或提供VoIP、IPTV
等創新應用服務的經營模式，來創造服務差異化、刺激既

有用戶對加值服務的需求，以提升單一用戶營收貢獻

(ARPU)。

本研究將

研析異質網路整合下之服務樣態

綜整國外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電信號碼規劃

提出我國電信號碼未來規劃方針及相關法規修正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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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VOIP
IPTV
FMC
物聯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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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編碼規劃-VOIP
網際網路通訊協定 (Internet Protocol) 具全球相連的特性且
易於整合語音、數據及影像訊號而進行處理與傳輸的優勢
。VoIP網路電話服務較傳統公眾電話服務更能符合整合
性、全球性、即時性與移動性之通訊市場主流趨勢。

VOIP服務編碼選項

E.164號碼

地理編碼- 具POTS品質等級之服務(VOIP over managed network) 。
獨立的號碼區塊-Best effort, nomadic 式服務(VOIP over public internet 
network) 。

ENUM- 供 PSTN/Internet 互 連 (interconnection) & 互 運
(Interoperability)  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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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號碼編配國際案例

號碼編配 英國 香港 澳洲 美國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中國

網路電話之固網
/地理號碼

V V V V V V V V

特定的網路電話
區塊

V V V V V V

以服務品質準則
決定網路電話區
塊

有 有 沒有 沒有 有 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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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編碼規劃-IPTV
電信產業隨著人們需求的發展，已進入寬頻時代，並逐步
融入生活各層面，IPTV即是在現有寬頻電信網路上，將
多媒體視訊融入電信業務的最佳技術。基於IPTV系統的
電信與媒體產業融合，未來將可能產生一個新的、巨大的
網路電視聚合性產業。

IPTV 服務編碼選項

主要以IP位址 (IPv4、IPv6)作為用戶識別

亦可能有E.164編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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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編碼規劃-
匯流發展進程

Phase IPhase I

價格組合價格組合

Phase IIPhase II
Phase IIIPhase III

Phase IVPhase IV

服務匯流服務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網路匯流網路匯流

•FMC以價格組合（price bundling）方式行銷
•單一帳單方式提供套餐式折扣

•少數固網與行動共同服務
•單一語音信箱（single voice mailbox）或電子信箱
鏈結（linked email）

•終端設備可以支援無縫隙交遞
（seamless handover）方式，提供固網
及行動網路接取服務。

•整合於IP化網路，
成為共同的服務控
制平台

Source: OVUM,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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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FMC -號碼規劃

雙模分離服務
消費者保留固網與行動各自號碼

雙模連結服務
僅使用固網號碼

僅使用行動號碼

使用編配給FMC服務的新號碼

以上任意組合

單模服務
僅使用固網號碼

僅使用行動號碼

使用編配給FMC服務的新號碼

以上任意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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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FMC-號碼規劃

FMC匯流服務，基本上有二種號碼編配策略

策略一：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策略二：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日本：兩種策略同時並行

選項1：編配新的號碼區塊(060)以提供FMC的服務

選項2：編配行動電話號碼(070,080,090)與固網(VoIP) 電話號碼(050)

消費者喜好（選項2）

韓國、愛爾蘭、英國：採用策略二

結合行動與固網共兩組號碼提供FMC服務

- 13 -

2009年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物聯網

2009年1月

2005年

2004年

1999年

1996年 Billgates著「The Road Ahead」，首度描繪「物聯網」的應用
情境；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IT)首次提出物聯網的具體概念，並表示讓
所有物體透過無線射頻辨識(RFID)等訊息傳輸感應設備互相聯
結，達到智慧識別與管理的網路。

日本總務省提出u-Japan戰略，同年南韓政府亦提出u-Korea戰
略，皆以創造出任何時間、地點、人、物皆能上網，情報資訊
隨手可得的無所不在網路(Ubiquitous Network)社會為目標。

國際電信聯盟首次提出「Internet of Things」一詞；

IBM執行長提出「智慧地球」的構想，物聯網為智慧地球中重要
的概念，受到美國總統歐巴馬重視，並列為國家級發展戰略。

中國將「物聯網」列入「十二五」計畫，中國移動總裁王建宙認
為「物聯網」將是電信產業未來成長的新機會。

歐盟智慧系統整合科技聯盟（EPOSS）則指出，

2010~2015年間「物聯網」將邁入逐漸普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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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聯網概念
IoT不應僅被視為現今網際網路的延伸，是許多在各自網路獨立操作的新系統

（偶而依賴現今的網際網路基礎建設）；

IoT與新服務是共生關係；

IoT包含不同模式的通訊：物對人通訊與物對物通訊，其可在限制區域接取建置

(intranet of things) 或提供公眾接取 (Internet of things)。

- 15 -

物件聯網編碼選項

IP address (IPv4/IPv6)

E.16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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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聯網編碼趨勢

物聯網編碼之國際經驗

日本是IoT通訊的先驅者，即使IoT被視為非語音的行動數

據通訊服務，但每個機器卻都配有一個070、080或090的
行動號碼。惟就現況僅有少數PHS業者提供IoT通訊，推

出低費率的數據服務，其發展規模仍很小。

中國MIIT在2009年後期有發布編碼計畫修改草案，在冠

碼為“106x”短消息類服務項下，將“1064” 規劃為物聯網使

用（共10億個號碼）。目前冠碼為“10648”的號碼已核配

給中國移動，剩餘9億個號碼仍未核配。

~持續追蹤物聯網編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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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之政策議題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

競爭相關議題

發照議題

互連議題
價格管制議題

內容管理

市場界定議題

編碼計畫議題

普及服務相關議題

消費者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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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議題-編碼計劃

只有當新服務確有號碼需求且不適合編配現有號碼區塊時，

NRA才可考慮為新服務編配新的號碼區塊。

為了提高現有服務及其相容新服務的吸引力，應允許用戶保

留他們已使用的號碼。因此也應相對擴展該號碼所能提供的

服務範圍。

依據編碼計畫中號碼區塊之服務定義的擴展， NRA應考慮修

訂與擴大不同服務業者間的號碼可攜的要求。

當業者已開始廣泛採用IP技術進行互連，並考慮移除號碼的地

理意涵時，各國的NRA應進一步研究移除電信號碼之地理意

涵所產生的影響。

NRA應意識到號碼的移動性是使用者的權益，不加諸太多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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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計畫未來發展

區塊否
否，但可支
援漫遊

多樣
化

否
其他專門服
務，如傳呼

J

區塊或單一號碼是
是，經號碼
轉譯

高否

諮詢費率服
務
(premium 
rate)

I

區塊或單一號碼是
是，經號碼
轉譯

低否共攤成本H

區塊或單一號碼是
是，經號碼
轉譯

無否受話方付費G

區塊否是低否
網路電話
(VoIP）

F

區塊或單一號碼多樣化
是，經號碼
轉譯

差別
很大

否個人號碼E

區塊多樣化多樣化
低至
中

否
新的無線技
術

D

區塊是
否，但可支
援漫遊

中至
高

否行動通信C

區塊是可能低否固網B
區塊是否低是固網A

編配方式可攜性移動性費率
地域
結構

應用/服務範圍

區塊或單
一號碼

是
是，經
號碼轉
譯

高否諮詢費率服務I

區塊或單
一號碼

是
是，經
號碼轉
譯

零否受話方付費G

區塊或與
單一號碼

是
是，經
號碼轉
譯

低否個人號碼E

區塊數，
允許次級
編配

是是低否
固網、行動通信與其
他技術

A

編配方式
可攜
性

移動性費率
地理
結構

應用/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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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機制之演進: a transitor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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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Telecom Competi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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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mpetition Promotion Program 2010



- 24 -- 24 -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 25 -- 25 -

討論題綱討論題綱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11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概況22

影響我國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之因素33

因應異質網路整合服務發展之電信號碼規劃方針44



 



 

 

 

 

 

 

 

 

附錄四 

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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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 

專家座談會會議紀錄 

壹、 時間：99 年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5 分 

貳、 地點：NCC 濟南路辦公室 2 樓會議室 

參、 主席：王資深顧問碧蓮            記錄：張簡耀暉 

肆、 出席人員：如附件。 

伍、 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略) 

二、電信技術中心簡報(略) 

陸、 交流與討論 

一、石世豪教授就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電信編碼規劃之發言： 

1.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演進模式，在價格組合(Phase1)之前，不同業
者之間已可能聯合促銷異質網路服務，同一業者亦可能搭售
（bundling）本身所提供之不同網路服務。 

2. 消費市場端號碼的可能用法有三：隨身碼、企業客戶服務與家庭
(Family)服務。異質網路服務應顧及 Cable TV 等廣播電視所提供
之寬頻服務及其跨網組合情況，例如：在美國，Cable 業者與
Mobile 業者合作提供家庭為中心之 FMC，即為 ILEC 之主要競爭
對手。 

黃郁雯教授補充發言： 

1. 編碼應考量未來的市場競爭，如果政策造成而免去市場競爭，這
是不希望見到的。如果現在的地理編碼是消費者較希望的，則應
考量給予某些服務地理編碼，例如具 QoS 的 VoIP 服務，以增加
其市場的競爭力。 

2. FMC 不管是採用單模或雙模模式，均須考量業者的經營成本與消
費者可接受的成本，也需要有更多的實證。在一段市場發展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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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接受度的試驗期後，再來決定選擇何種模式較為適當，並沒
有急迫性。 

二、石世豪教授就我國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使用面臨的障礙，以及法
規面、監理面、技術面調整建議之發言： 

1. 號碼未來的管理將趨向於水平化的規管方式，亦即依市場服務的
性質進行監理，而且日趨簡化。 

2. 號碼與頻率議題一樣重要，就如同與路權議題相關的瓶頸設施與
互連是競爭的核心，主管機關應從管理號碼稀有性與收費之層
面，提升至將號碼與業者的服務、使用效率和互連拆帳相連結的
層次。尤其互連拆帳將與未來核算業者網路成本相關，目前是採
用成本導向的計算模式，然而 Symmetric 與 B&K 是較不錯且低成
本的管理方式，區碼簡化後 B&K 的優勢將更為明顯。 

3. 技術面多屬既有業者佔用號碼的議題。主管機關應設定落日條
款，讓業者內部網路需自行優化，不能再以交換機老舊等因素為
由，佔用號碼或影響跨網間的號碼互通，否則應予以縮減號碼或
減少業務。民營業者不應有交換機老舊的問題。 

4. 當業者的骨幹均使用光纖，加上考量海纜與微波的因素，國內仍
佔用這麼多區碼，意義其實不大，。以歐洲為例，幅員如此大，
國家如此多，都希望推出歐洲碼，故國內實有必要簡化區碼。或
許未來只要區分為本島或外島二種區碼即可。 

5. 就地理而言，花東生活圈分開是可以理解，但在通訊上應沒有特
別予以分開的必要。 

6. 業者應考量費率結構的改變，雖然費率降低卻有可能帶來話務量
的增加，致使整體營收增加。 

7. 單一話價區需做到零售市場價格合理化，主管機關批發市場與接
續費價格須精準管制。 

8. 詐騙不應是純粹號碼的議題，應歸類到資訊與通訊安全內，業者
間號碼的互通本來多少就會傳遞個人資料，根據個人資料保護
法，業者本來就需要有維護的義務。若前端號碼申請(用戶確認)管
理好，則不會有後端的問題，故詐騙不應是純粹號碼的議題。 

 

黃郁雯教授補充發言： 

1. 以台灣的現狀，贊同研究團隊建議的整併地理區碼，以免號碼資
源的浪費。未來 IP 網路的時代，再細分地理編碼似乎已沒有意
義，但應加強消費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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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來的應用服務，不管是新服務，或是跨網間的資源競爭，可能
都會較偏向於使用無線技術，故應將固網的號碼資源讓出，以供
無線技術服務的應用。 

王資深顧問回應： 

1. 業者常以交換機老舊為由，繼續使用既有號碼，例如 412 全區統
一撥接碼將於全面實施資料庫查詢方式之號碼可攜服務後，改以
0504 字頭提供服務，我國實施資料庫查詢方式之號碼可攜服務已
經五年，業者仍是以交換機老舊為由，希望繼續使用既有號碼。
另一方面，推動平等接取時，也是遇見交換機老舊的議題。 

2. 以英國為例，幅員如此大，人口也多於我國，也僅使用 01，02 兩
個地理號碼。 

胡副組長回應： 

若實施單一話價區，其價格應會介於固網與行動的價格之間，然而，
消費者並不願意該市話部分調漲，而且部分業者也擔心有可能反而造
成長途電話營收降低，故不希望推出單一話價區。 

三、石世豪教授就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調整方針之發
言： 

1. 贊同研究團隊建議調整方針應依服務類型簡化編碼系統，不要太
複雜，不是根據傳輸網路類別分類。 

2. FMC 應與 Cable TV 的定址做通盤的思考，Cable TV 未來會有號
碼需要，目前 Cable TV 的號碼需求雖較偏向家庭服務型，但未來
仍會因家庭成員的需求而有不同號碼的需求。例如：在美國，
Cable 業者與 Mobile 業者合作提供家庭為中心之 FMC，即為
ILEC 之主要競爭對手。以台灣目前的情況，Cable TV 的技術已
經成熟，若區碼的問題可以解決，Cable TV 應可提供 FMC 服
務。 

3. FMC 除了技術問題與管理問題，跨網業者間最大的問題在於成
本，而 FMC 是否可以成功，應取決於是否對消費者有吸引力，如
果無法發展到終端設備匯流，可能很難吸引客戶，但要克服終端
設備的匯流，成本議題就會浮現。另一方面，互連的議題若無法
解決，匯流的吸引力就會不夠而且會造成推出服務的阻礙。 

黃郁雯教授補充發言： 

1. 新科技的開發，可能需要更多編碼資源的補充，故電信編碼的監
理應要定期檢視，而且檢視的時間應該縮短，應降至三到五年，
而且檢視的方向必須事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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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類業者未來也會申請提供二類的服務，例如提供 VOIP，但僅是
應用其網路的延伸，是否應該再釋出號碼供其二類服務使用，是
否會造成號碼的使用更為浪費，是否更應著重號碼使用效率，最
好能訂出號碼使用效率的檢視機制。 

王資深顧問回應： 

1. 過去在訂資費合理化時，固網費率是以成本加上合理報酬率為基
準，再加上當時固定資產配置的問題，故造成固網無法達到合理
報酬率，並不是虧損。 

2. Ovum 過去即建議在 1990 年各國應成立 NAC(號碼諮詢委員)，有
關編碼的相關議題，例如升碼，黃金號碼等，先由業者等相關成
員定期在 NAC 討論後，再送交主管機關參考，故本團隊也建議應
成立 NAC，以定期檢視編碼相關的議題，目前很多國家均有 NAC
的編制。 

胡副組長回應： 

依據研究團隊訪談與調查的結果，其實不管交通部、NCC 或是業者，
均希望成立 NAC，可以提供長期性且持續性關注相關議題，且可以成
為產、官、學、研討論溝通的平台，例如業者申請號碼時，因為 NAC
有定期檢視號碼使用效率，故可以事先討論與規劃號碼資源的分配，
以利新服務的使用。 

石世豪教授補充發言： 

很贊同 NAC 的成立，在業者與政府之間，我國很需要一個專職的第三
方單位，如此才能將資訊與知識做長期的累積與傳遞。 

黃郁雯教授補充發言： 

NAC 的成立有助於號碼資源的管理與分配，也可掌握未來的發展趨
勢。 

 

柒、 散會：下午 1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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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本研究團隊綜整目前的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

FMC

VoIP

IPTV

物聯網(IoT)

UC (Unified Communications)

…

請問是否還有其他服務？

- 3 -

FMC服務的演進

Phase I

價格組合

FMC

Phase II
Phase III

Phase IV

服務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網路匯流

•FMC以價格組合（price bundling）方式行銷
•單一帳單方式提供套餐式折扣

•少數固網與行動共同服務
•單一語音信箱（single voice mailbox）或電子信箱
鏈結（linked email）

•終端設備可以支援無縫隙交遞
（seamless handover）方式，提供固網
及行動網路接取服務。

成本

經濟效益

我國發展進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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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定義之FMC服務態樣
雙模分離型服務 (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用戶使用雙模手機，依據目前的位置以及所使用的費率來決定使用固網或

行動業者提供的服務。

雙模連結型服務 (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固網與行動業者合作提供單一的服務，由系統端依網路狀況決定接取的網

路。可以進行異質網路的交遞(hand-over)。

在無線熱點(hot spot)的範圍內時，使用較低的固網費率撥打電話。

受話時：由FMC的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的偏好決定受話端(call termination)
使用的號碼。

發話時：FMC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選擇。服務供應商可以提供

不同網路的交遞。

單模服務 (Single mode service)：
經由行動網路使用單一的服務模式，且行動網路的通話費用與固網相仿。

- 5 -

ECC定義之FMC電信編碼選項
網路與號碼型態

服務型態

網路型態 號碼類型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圍

雙模獨立型服務
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V V V V ─

雙模連結型服務
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V V ─ V ─

V V V ─ ─

V V ─ ─ V

V V V V ─

V V ─ V V

V V V ─ V

V V V V V

單模服務
Single Mode Service

V ─ ─ V ─

V ─ V ─ ─

V ─ ─ ─ V

V ─ V V ─

V ─ ─ V V

V ─ V ─ V

V ─ V V V

請問偏好
何種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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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FMC服務發展與編碼規劃

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FMC服務 有 有 有 無 無

編碼方案
美國無行動
與固網號碼
區分

•新號碼區塊

•行動電話號
碼
(070,080,090)
與固網(VoIP) 
電話號碼
(050)

行動與固網共
兩組號碼

─ ─

新加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芬蘭

FMC服務 有 無 有 有 有

編碼方案 行動號碼 ─ 行動號碼
行動與固網
共兩組號碼

行動與固網
共兩組號碼

- 7 -

ERG定義之VoIP服務態樣

VoIP依PSTN發話/受話可分成四類：

發話至PSTN 接聽來自PSTN電話
是否需要編配

E.164 號碼

類別1
PC to PC x x x
類別2

Outbound voice v x x
類別3

Inbound voice x v v
類別4

Voice telephony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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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VoIP服務編碼規劃

V

V

芬蘭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新加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我國

PSTN之固網/
地理性號碼

V V V V V V V V V ?

獨立的網路
電話號碼區
塊

V V V V V V V V

E.164號碼編配方式

- 9 -

物聯網(IoT)服務態樣

ETSI所設立之M2M技術委員會（M2M TC）提出有關IoT
之服務態樣：

智慧量表 (Smart Metering) 

電子化健康關懷系統(e-Health)

消費者連結(Connected Consumer) 

自動化載具管理系統(AutoMotive) 

自動化城市(City Automation) 

未來可能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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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服務之號碼需求
2020年各產業M2M設備總量可能達到36億，比2010年數量的18倍還多

從M2M定義（監看與控制）的含意來看，配置PSTN號碼給機器主要
是為了將M2M資訊傳回給人類世界

- 11 -

主要國家IoT服務編碼規劃

日本
僅有少部分PHS業者提供M2M通訊， M2M通訊發展仍待觀察。

編配070、080或090行動號碼。

中國

冠碼 核配現況 總碼長 容量

1064（0-7） 未核配 13 8億
10648 中國移動 13 1億
10649 未核配 13 1億

我國IoT服務號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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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號碼需求分析綜整

服務

評估指標
FMC VoIP IoT UC

標準化程度 V V 進行中
╳

(多屬企業內部應用)

具體服務態樣 V V V
(持續增加中) V

電信編碼方案
(E.164) V V V

(但不甚明朗) 視整合服務內容而定

何種服務有號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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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議題

議題2-1：
我國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與跨網服務應用所
面臨的障礙，以及法規面、監理面、技術面之調
整建議

議題2-2：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與跨網服務發展面臨的障礙，
以及法規面、監理面、技術面之調整建議

- 15 -

影響我國異質網路發展因素(FMC)
經營執照限制

業者表示在經營一種服務時，因傳輸基礎建設的不同，卻要面臨三種法規所規管，嚴重限制

產業界對於數位匯流的經營。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

目前的編碼方式，固網與行動的號碼區塊並不相同，若接取固網時，使用行動電話的號碼，

或是接取行動網路時，使用固網號碼，依據現行法規是不允許的。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大

FMC服務可以為消費者帶來使用上的便利，但對業者而言，首當其衝的是營收衰退，因此業

界普遍不會貿然推行。

固網與行動資費的差異將造成用戶與業者的困擾：

業者難以設計資費方案

用戶難以辨識所撥打電話的費率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續費差異大

FMC服務所使用的號碼與實際使用的網路可能不一致，對通話費訂價權及接續費計算之辦識

易造成混淆，恐將引起拆帳爭議。

詐欺防治

IP化服務將凸顯服務使用的安全性，如何讓消費者在安全的環境下使用服務，是異質網路整

合服務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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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我國異質網路發展因素(VoIP)
號碼核配

我國只對於VoIP服務(best effert)編配070

若業者可提供具QoS語音服務，是否可用地理性號碼，尚無明確規定。

民眾對070號碼陌生，且不願意持有多個電話號碼，不利VoIP業
者推展業務。

發話端固網業者對撥打VoIP用戶訂定不當通話費率阻礙VoIP發展

市話撥打網路電話：

一般時段1.98元/分 (0.033元/秒)

減價時段 1.38元/分(0.023元/秒)

市話撥打市話：(基本型C)
一般時段0.3元/分(1.5元/5分鐘)

減價時段0.1元/分(1元/10分鐘)

- 17 -

法規面、監理面、技術面之調整
經營執照限制=>經營執照調整

經營執照應採技術中立、服務中立原則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修改電信編碼計畫

擴大服務定義，簡化電信編碼計畫之應用服務類別

能提供與傳統電信服務相同或相似品質與價格的新服務，應與既有服務編配相同

號碼區塊，以落實無差別待遇原則。

只有新服務的服務品質、服務水準承諾和與傳統服務有極大差異的匯流服務(例如

VoIP)，才有必要編配新號碼區塊以便消費者區分，保障消費者權益。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大=>仍回歸市場機制，不應以監理手段解決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續費差異大=>修改互連管理辦法

檢討調整固網撥打行動通話費之訂價權

檢討互連接續費率之計算方式(cost-based, B&K, symmetric)

詐欺防治=>加強網路安全防制技術研究

黨政軍條款限制=>檢討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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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
之調整方針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電信編碼原則

原則一：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新服務與既有服務存在相當大的差異性。

原則二：編配相同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新服務與既有服務在服務品質與價格等是充份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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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異質網路整合之電信編碼調整方針

只有當新服務確有號碼需求且不適合編配現有號碼區塊時，

NRA才可考慮為新服務編配新的號碼區塊。

為了提高現有服務及其相容新服務的吸引力，應允許用戶保

留他們已使用的號碼。因此也應相對擴展該號碼所能提供的

服務範圍。

依據編碼計畫中號碼區塊之服務定義的擴展， NRA應考慮修

訂與擴大不同服務業者間的號碼可攜的要求。

當業者已開始廣泛採用IP技術進行互連，並考慮移除號碼的地

理意涵時，各國的NRA應進一步研究移除電信號碼之地理意

涵所產生的影響。

NRA應意識到號碼的移動性是使用者的權益，不加諸太多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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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計畫未來發展

範圍 應用/服務
地域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 是 低 否 是 區塊

B 固網 否 低 可能 是 區塊

C 行動通信 否
中至
高

否，但可支
援漫遊

是 區塊

D 新的無線技
術

否
低至
中

多樣化 多樣化 區塊

E 個人號碼 否
差別
很大

是，經號碼
轉譯

多樣化 區塊或單一號碼

F 網路電話
(VoIP）

否 低 是 否 區塊

G 受話方付費 否 無
是，經號碼
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號碼

H 共攤成本 否 低
是，經號碼
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
務(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
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號碼

J 其他專門服
務，如傳呼

否
多樣
化

否，但可支
援漫遊

否 區塊

範圍 應用/服務
地理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
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行動通信與其
他技術

否 低 是 是
區塊數，
允許次級
編配

E 個人號碼 否 低
是，經
號碼轉
譯

是
區塊或與
單一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
號碼轉
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否 高
是，經
號碼轉
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目前常見之編碼規劃 未來規劃方向

簡化應用/服務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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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請惠賜意見與建議請惠賜意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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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 Process in TISPAN NGN

資料來源：ETSI TISPAN



 

 

 

 

 

 

 

 

附錄五 

第三次座談會會議紀錄 

 



 

 



第 1 頁, 共 8 頁 

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 

產業座談會會議紀錄 

壹、 時間：99 年 10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5 分 

貳、 地點：NCC 濟南路辦公室 2 樓會議室 

參、 主席：王資深顧問碧蓮            記錄：張簡耀暉 

肆、 出席人員：如附件。 

伍、 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略) 

二、電信技術中心簡報(略) 

陸、 交流與討論 

一、有關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電信編碼規劃之發言： 

OVUM 張智華諮詢總監發言： 

1. 跨網整合的終極目標是將 FMC、VoIP、IPTV 等塑造成 XoIP(X 
over IP)，代表未來所有服務都可以經由 IP 封包傳遞。 

2. FMC 的平台應包括固網平台(包括 Cable 網路)、行動平台、無線
平台、互聯網與公眾網路等。 

3. 單一平台的業者可透過平台的合作提供 FMC(或 XoIP)服務，例如
Cable 業者可與行動業者合作，讓行動業者可提供固網服務，甚
至是電視多媒體服務。 

4. FMC 發展的好處在節省成本(人員、設備等共同管理)有效管理與
運用網路資源與頻譜(例如將訊務分配給其他平台來疏導)。 

5. 全世界市話門號數持續快速下降，台灣算是下降緩和的。M2M 的
號碼成長率在未來也會相當高，可能會超過研究報告所述的 18 倍
甚至到達千倍以上。 

6. 號碼是稀有資源，根據研究，只要升一個碼，就需花費很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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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本，而且該成本是隱性的、潛在性的，難以估計。 

7. 目前全球關注的議題： 

(1) 有關消費者保護：業者間不可因為提供 FMC 服務，而私自傳遞
消費者個人資料，例如一家公司同時經營固網業務與行動業務，
二業務間的用戶資料未經該用戶同意前，不可私自傳遞；另外也
不可以提供綑綁服務，強迫消費。 

(2) 有關競爭：交叉補貼本身不是最大問題，其問題是不可因為交叉
補貼而造成反競爭行為。當綜合執照業者提供組合服務時，必須
在市場上提供相同價格的批發服務，即不可有差別待遇，否則綜
合執照業者將會以交叉補貼的方式，淘汰單一執照業者。 

8. 根據 FMC Forum 對 FMC 的定義，用戶可經由一個終端設備，在
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與任何網路下，可獲得一致的服務，則可稱
為 FMC。 

9. 有關 FMC 演進的四個階段，並沒有先後順序，而且可以同時並
行。服務匯流各國發展得不好，業者與用戶各有不同的價值立場
(value proposition)考量。因為用戶較在意費率。終端設備匯流有
很大的進步，例如 BT 的 Fusion，由於其最接近用戶的需求。網
路匯流因為投資最大，故發展較慢。若要再深入劃分，應還有第
五階段的產業匯流（Industry Convergence），此階段反而發展得
很好。終端設備匯流與跨行業產業匯流其網路最終會發展成
NGN，包括 NGAN（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與 NG 
CN（Next Generation Core Network)，進而形成 All-IP 化的網
路。 

10. ICT 的產業發展趨勢是只要擁有行動網路平台，即佔有極大的優
勢，因為比較重是的是平台的發展策路，包括內容服務應用、影
音與 M2M 等，都需要平台，例如 iPhone 不是只賣手機，而是
iPhone 的應用服務平台，如果沒有此平台，提供具競爭性的服務
內容，是沒有人要用的。現在許多行動業者結盟成 Wholesale 
Applications Community，主要是讓全球的內容/服務業者，可提
供一致的加值服務與內容給加盟的行動用戶，希望能對抗最大的
互聯網平台。 

凱擘揭朝華技術長發言： 

1. 數位匯流的服務不應僅侷限於語音，其他如數據、影音與加值服
務等都應加入，而匯流的網路也不應僅侷限於固網與行動，應加
入 Cable 網路。 

2. 數位匯流是電信與 Cable 兩大產業者競爭，FMC 目前之所以不成
功，是因為僅限於固網與行動。若能將 Cable 加入匯流，就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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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供數據、語音與影像服務，以目前 Cable 超過 500 萬的用戶
數，以每戶平均擁有 2.2 台電視的普及率來看，則會有超過 1000
萬的 Cable 終端設備須納入編配號碼考量。 

中華電信邱其添科長發言： 

1. 就 FMC 的四階發展情形而言，價格組合現在即可推出，但法規限
制不可交叉補貼，的確造成業者不小的困擾。服務匯流現在也是
能做到的，例如部分地區建立 WiMAX 來疏導行動的話務，即是
利用固網延伸的 Wirelss 通訊技術，解決行動業務的問題。至於網
路匯流對新進業者較容易完成，因為可以採用蛙跳式的網路建置
策略，直接建設 NGN 以提供固網與行動服務，但以中華電信的固
網與行動網路發展已久，要談匯流需要較審慎地評估，以免影響
消費者權益。因此，中華電信雖已著手逐年佈建 NGN，原訂於
2014 年即可完成，已延至 2019 年完成全 IP 化網路建設。 

2. FMC 的服務態樣除了固網行動的語音，應再包括固網行動簡碼服
務、簡訊互通、或語音信箱的互通。目前技術上是可行的，但須
法規鬆綁才行。 

3. FMC 的編碼選項與客戶的使用習慣與認知較有關係，若號碼與費
率能夠容易讓用戶識別，或者資費相近，則成功機率就會較高。 

4. 同意差異較大的新服務能編配新號碼區塊，但由於對新號碼區塊
的陌生，用戶的接受度可能較低。 

5. 中華行動與固網匯流之前，目前推出的是服務平台共通，也就是
內容共享，例如氣象資料可提供給行動、Hinet，或是 MOD。 

威寶電信翟堅資深經理發言： 

1. 建議不可將 call-forwarding 與終端設備匯流視為匯流，例如將行
動手機利用藍芽功能連接市話機，以市話號碼撥號，這僅是室內
終端設備的無線化。 

2. FMC 服務應該是一個核心網路可以匯流(控制)不同平台的話務，
目前國內最大業者中華電信已表示發展有其困難，故認為台灣
FMC 匯流仍需一段時間。 

3. 以目前的趨勢，一個終端設備可由多個平台或服務來進行呼叫，
例如可用 070、Skype…等，似乎是走向 IP 化的趨勢，故最需要
的是 IP 位址，而不是 E.164 號碼，其目前仍存在的目的僅是能讓
傳統電話可以作呼叫。 

4. 威寶僅是單一的 3G 行動業者，較不可能提供 FMC 服務。 

5. 手機加上天線即可收看數位電視，就將此狀況稱為電信與廣播的
匯流似乎不太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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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2M 用的應該是 IPv6 的世界，並不需要 E.164 號碼。 

大同電信黃昭仁處長發言： 

1. 目前所談的匯流均是數據的部分，似乎號碼已不再重要。運用數據
傳輸的語音服務才是未來的主流。 

2. 目前 VoIP 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回撥。 

王資深顧問回應： 

威寶可以採用跨業合作，加上適當的 wholesales 規管，就可提供
FMC 服務。 

胡副組長回應： 

E.164 號碼未來仍會存在的主要原因是，0～9 的數字使用上的方便性
較為消費者所接受，雖然應用 IP 定址於網路中是必然的趨勢，但與人
相關的服務，仍很有可能需要 E.164 號碼，不太可能被完全取代。 

 

二、有關我國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面臨的障礙及法規面、監理面、技
術面調整建議之發言： 

OVUM 張智華諮詢總監發言： 

1. 在過去對於各業務的規管方式是採垂直管制方式，即各個平台有
各自的監理方式。由於 IP 網路技術的出現，IP 封包可於各個平台
間傳遞，故未來平台會採橫向匯流，監理也會漸漸趨向於水平管
制方式。 

2. 編碼與競爭議題息息相關，例如將新的編碼區塊編配給新進業者
將不會受到歡迎，因為新的編碼區塊較不容易吸引客戶，間接形
成了不公平的競爭。 

3. 目前全球的固網與行動的接續費差距已漸漸縮小，這有利於 FMC
服務的推動。台灣目前固網與行動接續費的差距是不公平的競爭
行為，應予以去除。 

4. 過去的法規僅針對如何管理一兩個大業者，但未來的匯流趨勢並
不是幾個大業者就能完成，需仰賴其他業者的加入，故法規應放
鬆管制，讓各方的業者加入，才能促成 FMC 的發展。 

中華電信邱其添科長發言： 

1. 建議未來匯流趨勢下，同意研究團隊之研析建議，未來應採技術
中立規管方式，且儘量以低度管制方式行之。 

2. 威達雲端依法規是需要依服務類別編配號碼，而主叫號碼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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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通信監察的規範，因此，固網發話時不可帶行動的主叫號碼，
反之亦然。 

威寶電信翟堅資深經理發言： 

1. 目前已有業者可以作到核心網路 IP 化，但主管機關仍依業務別提
供其不同區塊的號碼，像威達即擁有 04 與 09 的號碼，似乎與匯
流的願景相違背。 

2. 如果技術中立與服務中立真的發生，請問資管處該如何編配號碼
與發放執照? 

3. 美國固網與行動號碼可以混用，是因為採用 both party pay，而且
成本計價是採用 B&K（王資深顧問回應，美國非採此制），故似
乎推出號碼混用或 FMC 的國家都是 both party pay，而我國是採
用 calling party pay，在號碼混用或 FMC 似乎比較少發生。 

NCC 陳坤中技正回應： 

1. 考量通信監察的規範，現在的法規固網發話是不可帶行動的主叫
號碼，反之亦然。考量消費者權益與詐騙猖獗，修改此法規的機
會可能性不高。 

2. 執照發放非資管處職權，至於核配號碼則依據業者所取得的執照
類別，核配其所屬區塊的號碼。 

大同電信黃昭仁處長發言： 

1. FMC 未來會遇上通信監察的問題，例如現在大同的用戶在北部漫
遊時，必須將話務導回高雄才可符合通信監察的需求。通信監察
是否會阻礙匯流服務的發展是需要被考量的。 

2. 通信監察可能限縮數位匯流的最後政策規劃，目前通信監察機關
包括調查局與刑事警察局，且兩方的政策與做法並不相同，故造
成業者極大困擾。 

中華國際林貴照協理發言： 

FMC 有關跨平台的互連是會考量到私利的部分，在協商的過程小業者
會較吃虧。至於行動業者會如此蓬勃發展是仰賴開放初期的不對稱管
制，但目前的二類業者與新進業者沒有管制的保護，也只能居於弱勢
的與一類業者共生，希望 NCC 可以強化與介入互連管制，FMC 才能
更快速發展。 

台灣網際網路協會黃治瑋秘書長發言： 

1. 未來行動網路、固網與互聯網等的界線將漸趨模糊，過去編碼法
規是採管理思維，只強調如何管理。但在 FMC 的趨勢下，思維應



第 6 頁, 共 8 頁 

改成如何透過法規的設計來促成 FMC 的發展。 

2. 法規不應著眼於底層的網路平台(行動、固網等)，應只針對上層的
應用服務。 

台灣數位光訊張家力專案經理發言： 

1. 新業者所面臨的是互連與通信監察兩個大問題，建議 NCC 對此兩
議題應修改法規設計，才能帶領業者進入匯流的世界。 

2. 主管機關應介入資費議題，例如現行中華呼叫 070 的費率偏高，
070 業務幾乎無法推行，未來 FMC 也有可能會面臨新業務無法推
行的問題。 

3. 若以 IP 位址通信，通信監察部分將面臨無法找到定位點的問題，
因為通信監察要求須提供發話者與精確發話位置。建議業者只要
能提供發話者位置資訊，發話號碼應允許變更，否則 FMC 將很難
推動。另，因為未來話務可能會繞過網際網路，故建議由落地業
者提供通信監察資料即可(例如經由遠傳轉接話務到用戶，則由遠
傳提供通信監察資料)。 

經濟部技術處黃嘉淵研究員補充發言： 

1. 經濟部基於輔導產業立場，十分同意本研究建議匯流應採技術中立
與服務中立的原則。技術中立能讓既有業者能不斷創新技術，並讓
新進業者能傳承技術，降低進入門檻。若採服務中立，對整個產業
環境是有利的。 

王資深顧問回應： 

1. 目前的接續費計算均以 cost-based 為基礎，造成固網與行動接續
費極大差距，需要有專門的機構投入研究，否則將會阻礙匯流的
進行。 

2. 有關通信監察的議題本研究將會提出，以供主管機關與通信監察
機關做審慎評估。 

3. 有關互連議題，本研究僅能提供政策方向，對於法規條文修訂可
能須仰賴主管機關。 

4. 有關服務中立的建議是希望依據服務導向，類似的服務應有類似
的服務規範，不可有不對稱的規範。當市話與國內長途的費率相
近時，就可以簡化區碼，若固網與行動的費率相近，固網與行動
的平台邊界將漸趨模糊，未來的編碼趨勢就會只剩下 4 大類，但
其演進需要一段時間。 

5. 目前固網與行動號碼混用的國家並不多，以我國目前編碼情形而
言，首先希望能簡化固網區碼，而行動號碼也不需要分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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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Wimax…等，至於固網與行動號碼匯流，可能是屬於較後
期。 

6. 依 FCC 官員的解釋，美國並不是採用 B&K，美國行動業務開放初
期，地方的市話業者勢力強大，希望行動自行向用戶收取網路成
本。而接續費的部分是採用互惠的方式，因為開放初期行動網路
成本計算不易，故行動協助固網發話傳遞的費用就是以固網節省
的成本做互惠。 

 

三、有關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調整方針之發言： 

OVUM 張智華諮詢總監發言： 

1. FMC 推出這麼多年都無法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電信業者與消費者的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不同，FMC 主要的價值應不只在
資費的優勢，應凸顯其方便性與服務跟著走（follow me）的特
性。 

2. 目前的編碼仍依據過去傳統的電路交換方式，從編碼分辨資費與
服務品質是目前的編碼目標。 

3. 過去電信產業與 IT 產業已抗衡多年，電信產業不會希望 IT 產業快
速的統御整個通訊產業。以過去的經驗，各種標準只會共存共
通，很難形成統一的標準。 

中華電信邱其添科長發言： 

1. FMC 目前之所以不會成功，主要是因為對業者較不利，除非競爭
到一定程度，否則業者不會輕易投入。 

2. FMC 存在費率計算與法規的問題，例如在室內使用行動手機經由
固網 WiFi 通話，走出室外漫遊後，其費率不明，再加上法規規定
市話號碼不可經由行動網路發話，將成為 FMC 發展的阻礙。 

3. FMC 最好的方式是一台終端設備，可以接取同業者的多個平台，
例如固網、行動或 Cable，若再加上費率合理，法規鬆綁，則
FMC 才會更有價值。 

4. Pager 業者的號碼若改回 0504，接取是不會有問題的，即使是從
其他的業者做呼叫。 

大眾電信沈安爵副理發言： 

1. 因為網際網路蓬勃發展，故建議以 IP 位址做為 FMC 的標準。 

王資深顧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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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多方的研究分析，E.164 號碼應會再使用多年，以 IP 位址作為標
準短期可能很難做到。 

 

柒、 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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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本研究團隊綜整目前的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

FMC

VoIP

IPTV

物聯網(IoT)

UC (Unified Communications)

…

請問是否還有其他服務？

- 3 -

FMC服務的演進

Phase I

價格組合

FMC

Phase II
Phase III

Phase IV

服務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網路匯流

•FMC以價格組合（price bundling）方式行銷
•單一帳單方式提供套餐式折扣

•少數固網與行動共同服務
•單一語音信箱（single voice mailbox）或電子信箱
鏈結（linked email）

•終端設備可以支援無縫隙交遞
（seamless handover）方式，提供固網
及行動網路接取服務。

成本

經濟效益

我國發展進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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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定義之FMC服務態樣
雙模分離型服務 (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用戶使用雙模手機，依據目前的位置以及所使用的費率來決定使用固網或

行動業者提供的服務。

雙模連結型服務 (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固網與行動業者合作提供單一的服務，由系統端依網路狀況決定接取的網

路。可以進行異質網路的交遞(hand-over)。

在無線熱點(hot spot)的範圍內時，使用較低的固網費率撥打電話。

受話時：由FMC的服務供應商依據用戶的偏好決定受話端(call termination)
使用的號碼。

發話時：FMC服務供應商提供不同發話的網路選擇。服務供應商可以提供

不同網路的交遞。

單模服務 (Single mode service)：
經由行動網路使用單一的服務模式，且行動網路的通話費用與固網相仿。

- 5 -

ECC定義之FMC電信編碼選項
網路與號碼型態

服務型態

網路型態 號碼類型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圍

雙模獨立型服務
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V V V V ─

雙模連結型服務
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V V ─ V ─

V V V ─ ─

V V ─ ─ V

V V V V ─

V V ─ V V

V V V ─ V

V V V V V

單模服務
Single Mode Service

V ─ ─ V ─

V ─ V ─ ─

V ─ ─ ─ V

V ─ V V ─

V ─ ─ V V

V ─ V ─ V

V ─ V V V

請問偏好
何種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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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FMC服務發展與編碼規劃

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FMC服務 有 有 有 無 無

編碼方案
美國無行動
與固網號碼
區分

•新號碼區塊

•行動電話號
碼
(070,080,090)
與固網(VoIP) 
電話號碼
(050)

行動與固網共
兩組號碼

─ ─

新加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芬蘭

FMC服務 有 無 有 有 有

編碼方案 行動號碼 ─ 行動號碼
行動與固網
共兩組號碼

行動與固網
共兩組號碼

- 7 -

ERG定義之VoIP服務態樣

VoIP依PSTN發話/受話可分成四類：

發話至PSTN 接聽來自PSTN電話
是否需要編配

E.164 號碼

類別1
PC to PC x x x
類別2

Outbound voice v x x
類別3

Inbound voice x v v
類別4

Voice telephony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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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VoIP服務編碼規劃

V

V

芬蘭美國 日本 韓國 香港 中國 新加坡 澳洲 英國 法國 我國

PSTN之固網/
地理性號碼

V V V V V V V V V ?

獨立的網路
電話號碼區
塊

V V V V V V V V

E.164號碼編配方式

- 9 -

物聯網(IoT)服務態樣

ETSI所設立之M2M技術委員會（M2M TC）提出有關IoT
之服務態樣：

智慧量表 (Smart Metering) 

電子化健康關懷系統(e-Health)

消費者連結(Connected Consumer) 

自動化載具管理系統(AutoMotive) 

自動化城市(City Automation) 

未來可能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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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服務之號碼需求
2020年各產業M2M設備總量可能達到36億，比2010年數量的18倍還多

從M2M定義（監看與控制）的含意來看，配置PSTN號碼給機器主要
是為了將M2M資訊傳回給人類世界

- 11 -

主要國家IoT服務編碼規劃

日本
僅有少部分PHS業者提供M2M通訊， M2M通訊發展仍待觀察。

編配070、080或090行動號碼。

中國

冠碼 核配現況 總碼長 容量

1064（0-7） 未核配 13 8億
10648 中國移動 13 1億
10649 未核配 13 1億

我國IoT服務號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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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服務號碼需求分析綜整

服務

評估指標
FMC VoIP IoT UC

標準化程度 V V 進行中
╳

(多屬企業內部應用)

具體服務態樣 V V V
(持續增加中) V

電信編碼方案
(E.164) V V V

(但不甚明朗) 視整合服務內容而定

何種服務有號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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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綱要簡報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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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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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議題

議題2-1：
我國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與跨網服務應用所
面臨的障礙，以及法規面、監理面、技術面之調
整建議

議題2-2：
我國異質網路整合與跨網服務發展面臨的障礙，
以及法規面、監理面、技術面之調整建議

- 15 -

影響我國異質網路發展因素(FMC)
經營執照限制

業者表示在經營一種服務時，因傳輸基礎建設的不同，卻要面臨三種法規所規管，嚴重限制

產業界對於數位匯流的經營。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

目前的編碼方式，固網與行動的號碼區塊並不相同，若接取固網時，使用行動電話的號碼，

或是接取行動網路時，使用固網號碼，依據現行法規是不允許的。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大

FMC服務可以為消費者帶來使用上的便利，但對業者而言，首當其衝的是營收衰退，因此業

界普遍不會貿然推行。

固網與行動資費的差異將造成用戶與業者的困擾：

業者難以設計資費方案

用戶難以辨識所撥打電話的費率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續費差異大

FMC服務所使用的號碼與實際使用的網路可能不一致，對通話費訂價權及接續費計算之辦識

易造成混淆，恐將引起拆帳爭議。

詐欺防治

IP化服務將凸顯服務使用的安全性，如何讓消費者在安全的環境下使用服務，是異質網路整

合服務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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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我國異質網路發展因素(VoIP)
號碼核配

我國只對於VoIP服務(best effort)編配070

若業者可提供具QoS語音服務，是否可用地理性號碼，尚無明確規定。

民眾對070號碼陌生，且不願意持有多個電話號碼，不利VoIP業
者推展業務。

VoIP業者反應，市話撥打VoIP用戶訂價過高，阻礙VoIP發展

市話撥打網路電話：

一般時段 1.98元/分 (0.033元/秒)

減價時段 1.38元/分(0.023元/秒)

市話撥打市話：(基本型C)
一般時段 0.3元/分(1.5元/5分鐘)

減價時段 0.1元/分(1元/10分鐘)

- 17 -

法規面、監理面、技術面之調整
經營執照限制=>經營執照調整

經營執照應採技術中立、服務中立原則

號碼使用法規限制=>修改電信編碼計畫

擴大服務定義，簡化電信編碼計畫之應用服務類別

能提供與傳統電信服務相同或相似品質與價格的新服務，應與既有服務編配相同

號碼區塊，以落實無差別待遇原則。

只有新服務的服務品質、服務水準承諾和與傳統服務有極大差異的匯流服務(例如

VoIP)，才有必要編配新號碼區塊以便消費者區分，保障消費者權益。

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大=>仍回歸市場機制，不應以監理手段解決

固網與行動互連接續費差異大=>修改互連管理辦法

檢討調整固網撥打行動通話費之訂價權

檢討互連接續費率之計算方式(cost-based, B&K, symmetric)

詐欺防治=>加強網路安全防制技術研究

黨政軍條款限制=>檢討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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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
之調整方針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電信編碼原則

原則一：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新服務與既有服務存在相當大的差異性。

原則二：編配相同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

新服務與既有服務在服務品質與價格等是充份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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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異質網路整合之電信編碼調整方針

只有當新服務確有號碼需求且不適合編配現有號碼區塊時，

NRA才可考慮為新服務編配新的號碼區塊。

為了提高現有服務及其相容新服務的吸引力，應允許用戶保

留他們已使用的號碼。因此也應相對擴展該號碼所能提供的

服務範圍。

依據編碼計畫中號碼區塊之服務定義的擴展， NRA應考慮修

訂與擴大不同服務業者間的號碼可攜的要求。

當業者已開始廣泛採用IP技術進行互連，並考慮移除號碼的地

理意涵時，各國的NRA應進一步研究移除電信號碼之地理意

涵所產生的影響。

NRA應意識到號碼的移動性是使用者的權益，不加諸太多限

制。

- 21 -- 21 -

編碼計畫未來發展

範圍 應用/服務
地域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 是 低 否 是 區塊

B 固網 否 低 可能 是 區塊

C 行動通信 否
中至
高

否，但可支
援漫遊

是 區塊

D 新的無線技
術

否
低至
中

多樣化 多樣化 區塊

E 個人號碼 否
差別
很大

是，經號碼
轉譯

多樣化 區塊或單一號碼

F 網路電話
(VoIP） 否 低 是 否 區塊

G 受話方付費 否 無
是，經號碼
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號碼

H 共攤成本
(Shared cost)

否 低
是，經號碼
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
務(premium 
rate)

否 高
是，經號碼
轉譯

是 區塊或單一號碼

J 其他專門服
務，如傳呼

否
多樣
化

否，但可支
援漫遊

否 區塊

範圍 應用/服務
地理
結構

費率 移動性
可攜
性

編配方式

A 固網、行動通信與其
他技術

否 低 是 是
區塊數，
允許次級
編配

E 個人號碼 否 低
是，經
號碼轉
譯

是
區塊或與
單一號碼

G 受話方付費 否 零
是，經
號碼轉
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I 諮詢費率服務 否 高
是，經
號碼轉
譯

是
區塊或單
一號碼

目前常見之編碼規劃 未來規劃方向

簡化應用/服務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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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請惠賜意見與建議請惠賜意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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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 Process in TISPAN NGN

資料來源：ETSI TI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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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 

中華電信訪談紀錄 

壹、 時間：99 年 10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10 分 

貳、 地點：台北市信義路一段 21 號 3 樓(中華電信) 

參、 出席人員： 

 中華電信網路處邱其添科長、陳武雄工程師 

 電信技術中心：胡志男副組長、許博堯副工程師       記錄：許博堯 

肆、 訪談內容： 

一、胡志男副組長：國際間已有不少 FMC 服務的商用案例，如英國 BT 

Fusion、德國 T-Mobile 等，但國內似乎未有相關的服務，中華電信對

於 FMC 服務是否有具體規劃？ 

邱其添科長回應： 

1. FMC 服務可以為消費者帶來使用上的便利，但對業者而言，首

當其衝的是營收衰退，因為在固網與行動匯流後，消費者會選擇

更便宜的接取管道進行通話，因此業界普遍不會貿然推行。 

2. 固網與行動資費的差異將造成用戶與業者的困擾，例如在 WiFi

的通訊範圍內進行通訊，係屬於固網網內互打的費率，但若跨網

到行動網路其費率又不相同，行動網路內也區分網內網外，將使

得業者難以設計資費方案，同時也連帶影響消費者撥打電話的意

願，因為將難以辨識所撥打電話的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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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志男副組長：中華電信曾經試行 FMC 服務，但後來喊停，為何？ 

邱其添科長回應： 

1. 幾年前中華電信已進行過相關的實驗，在行動與固網間均可無縫

交遞(Seamless HandOff)跨網通訊，意即在技術上並無問題，跨

網的資費差異才是商用化成功的主要因素。 

2. 中華電信進行 FMC 試驗的誘因在於行動費率偏高，但近年來多

家業者加入競爭後，行動費率逐漸調降，消費者以行動電話取代

固網電話的傾向也越來越高，FMC 對消費者並不具備足夠的吸

引力。此外，中華電信內部也曾對 FMC 服務進行商用化評估，

但在評估後仍決定予以暫停實施。 

3. 編碼選項同樣與資費議題相關，因為號碼隱含資費的差異，在編

碼規劃時也應考量在內。 

三、胡志男副組長：FMC 服務在編碼規劃時法規方面的議題為何？ 

邱其添科長回應：目前的編碼方式，固網與行動的號碼區塊並不相

同，若接取固網時，使用行動電話的號碼，或是接取行動網路時，使

用固網號碼，依據現行法規是不允許如此的編配方式。另外，在 NGN

的環境中，其號碼可能為 telenum@ipdomain 型式，亦即可以在 WiFi

與行動環境中互相跨網，但若固網與行動資費差異尚大時，將會產生

不必要的困擾。例如，消費者在不知情的情形下，由 WiFi 環境

Handoff 到行動，會使通話費用增加，若沒有事先告知，很容易產生誤

會致使權益受損。 

四、胡志男副組長：中華電信對於 NGN 建設的時程為何？另在未來匯流的

趨勢中，是否會整合類似 MOD 等多媒體性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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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其添科長回應： 

1. 中華電信預定 2020 年完成全 IP 化。在 IP 環境中有兩種傳送方

式：經由純語音的 Access Gateway，另一種方式為 SIP 協定，

中華電信傾向於經由 SIP 協定，因為 SIP 協定可實現多媒體服

務，並不只侷限於語音功能，但多媒體服務仍得視用戶端的通訊

設備是否提供相對的功能，另外用戶對於通訊設備費用的接受程

度也是該考量的因素。 

2. 中華電信在固網的規劃策略中，以配合政府政策為主，優先佈建

光纖網路，MOD 即屬於網路光纖化後的上層應用服務之一。 

五、胡志男副組長：在異質網路整合中（不限定 FMC），可能面臨的法規

議題有哪些? 

邱其添科長回應：以 IPTV 為例，可能有黨政軍條款的問題。 

六、胡志男副組長：物聯網與雲端運算是否存在電信號碼需求? 

邱其添科長回應：物聯網以 peet to peer 通訊為主，主要應仍依賴 IP

位址。現階段雲端運算亦不存在電信號碼需求。 

七、許博堯副工程師：固網所指的號碼區塊切割損失，還是局碼切割損

失，通常是如何發生? 

邱其添科長回應：只要有切割即會有損失，因為編碼案所談係指局

碼，故可稱為局碼切割損失。 

陳武雄工程師回應：固網與行動網路號碼區塊並不相同，固網號碼區

塊通常以局碼作為區分，各局碼間需考量路由問題，通常實際使用的

號碼量並不會使用到一個局碼內的所有號碼，因此在預估號碼需求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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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將局碼切割損失一併考量。 

 

伍、 散會：下午 5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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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之整合研究 

威寶電信訪談紀錄 

陸、 時間：99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00 分 

柒、 地點：台北市瑞光路 358 巷 36 號 5 樓(威寶電信) 

捌、 出席人員： 

 威寶電信張豐雄總經理、鄒伯川執行副總 

 電信技術中心：王碧蓮資深顧問、胡志男副組長、蔡明德工程師       

記錄：蔡明德 

玖、 訪談內容： 

一、區域碼的整併規劃： 

王資深顧問：目前的編碼計畫起因是固網開放時，為審視編碼未來的

需求性，交通部予以委託 Ouvm 國際研究機構進行規劃，從 88 年開

始迄今已經十年了，需要重新檢討，如果仍依照技術別來核配號碼，

如 2G、3G 成長情形，CT2 或 Pager 仍舊佔用號碼區塊，會造成資

源的浪費，所以號碼的使用情形應該收斂。未來 FMC 服務，以消費

者的角度而言，用戶會優先考慮可以使用既有號碼，接取多服務組合

或新服務。另外在區域碼方面，以英國為例，只使用到 2 個區域碼，

而我國參考日本模式佔用太多區域碼，非常不經濟，本研究也考慮新

的編碼演進，將部分區域碼收回，並參考國土規劃，提出新的編碼計

畫，以善用號碼資源。請問對於編碼計畫有何看法？ 

張總經理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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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隨著新服務不斷推陳出新，號碼的使用愈來愈多，如大陸的三網

融合發展趨勢，會有愈來愈多創新的服務陸續出現，編碼規劃勢

必影響服務的發展與應用，而且號碼一旦核配給消費者使用，就

不易收回，舉例來說銀行信用卡業務開放時，因為競爭，同一消

費者身上有許多張卡，造成日後呆卡或呆帳的問題。回到電信號

碼的使用，如果因為服務的演進及多樣性，促使消費者為了申辦

接取新服務，必須一直累積更多的號碼，對於號碼的使用是非常

不經濟的。 

4. 由於行動電話的普及或行動業者提供節費方案，使得長途號碼的

使用愈來愈少，台灣地狹人稠，長途電話是否存在不言而喻，可

以肯定的是簡化區域碼劃分是未來的趨勢。 

鄒執行副總回應： 

1. 一般電信業務的開放，以執照類別的角度思考，只想到執照張

數、頻譜及頻寬，未加以考慮號碼的問題，號碼發展的潮流不論

是在歐洲、北美或很多國家，已經看不出來是屬於行動或固網，

或是其他服務。服務或跨網之間不一定可以號碼可攜，但就交換

機的設定其格式都是單一的，是由前面的冠碼來辨識路由。 

2. 通信技術一直演進，如果還是「專碼專用」，一定會出現號碼不

夠支配的問題，例如 099 個人隨身碼新業務出現時，佔用某個區

塊，因為種種因素使得業務無法成長或緩慢甚至衰退，仍佔用該

號碼區塊，勢必影響其他業務可使用之號碼資源。未來的通信服

務組合，同一公司可能有三網整合或多網合一時，另一家公司可

能只有一種服務，那就會有號碼組合的問題，加上用戶對於服務

的選擇性，可能選擇多網或只是單一服務，也會有號碼選項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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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編碼計畫宜與時俱進，進行調整。 

二、依據研究團隊研究發現，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 FMC、VoIP、IPTV、物

聯網等.或 Unified communications (UC)，請問依您的認知是否還有其

他服務？ 

張總經理回應： 

1. 以目前的服務態樣觀察，物聯網較為複雜，物聯網牽涉到物與

物、物與人的通訊，其他如交通部與資策會與汽車產業也想要推

動 ITS、ETC 及車載應用的研究，加上智慧電表的應用，整個物

聯網，已涵蓋各式各樣的服務，考慮其成長性與發展性，未來對

於號碼或 IP 將會有大量的需求，必須妥善規劃。 

2. 異質網路的服務態樣，以 Internet 來說，就是 VoIP 與 IPTV；以

Cable 來說就是 CATV，目前研究單位所列服務態樣已經涵蓋此

一範圍。 

鄒執行副總回應： 

由於物聯網涵蓋範圍廣大，其他服務將陸續融合於內，例如資訊流、

金流、物流也可能包含在物聯網之內，以 IT 產業來說，就是雲端運

算，需要就是 IPv4 或 IPv6 的位址，以電信業者來說，需要的就是號

碼或 IP。但物聯網目前發展不那麼明確，未來將視服務演進將 IP 與

E.164 連結，如 ENUM 應用的觀念。 

王資深顧問回應： 

本研究調查，物聯網中除非是與人的互動有關，才會使用到號碼，否

則還是以 IP 為主，國際上已有號碼核配的案例是中國工信部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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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後期發布編碼計畫修改草案，其將冠碼為“1064＂的十位數號碼(總

共十億個號碼)保留給 M2M 通訊。目前冠碼為“10648＂的號碼已核

配給中國移動，剩餘 9 億個號碼仍未核配，未來的發展值得持續關

注。 

三、FMC 服務若依價格組合→服務匯流→終端匯流→網路匯流模式演進，

請問您認為國內目前 FMC 發展所處的階段或有其它看法與建議？ 

張總經理回應： 

3. 國內 FMC 發展狀態處於價格組合與服務匯流階段，但威寶已推

出終端設備匯流階段之服務，用戶在桌機(市話)收到來電時，如

未 接 起 時 將 轉 接 到 用 戶 的 手 機 上 由 「 coreless 」 變 成

「Wireless/Mobile」。FMC 發展離不開 NGN 的建設，但觀察

固網發展 NGN 之後，短期之內並無新的應用，以業者的角度觀

察，也只是降低 OPEX 營運成本，對終端用戶來說感受並不

大。 

4. 終端匯流與網路匯流，在國內較少見，如果用戶會考慮使用

FMC 服務，應是基於新服務的便利與價格低廉的差異性，目前

國內能有這種基礎設施環境的業者只有一家，但固網的營收一直

在衰退，發展也受限，FMC 的應用會加深對固網營收衰退的衝

擊，所以形成國內推動 FMC 服務的阻碍。反觀行動用戶的成長

趨勢與行動服務的應用發展，逐漸朝向寬頻，是有取代固網的可

能性。 

鄒執行副總回應： 

終端匯流技術上有「Call Forwarding」來話轉接、「Follow me」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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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接及「IN」智慧網路等多種不一樣的作法，威寶不採用兩段式

付費的「Call Forwarding」，而是使用其他方式。終端匯流與網路

匯流不一定是按其順序發展的，有可能是並行的。在營運上，行動

或固網有不同的規範，所以業者也受限於法規環境的管制。 

王資深顧問回應： 

以英國電信 BT 為例，之所以願意投入很多成本建設 NGN，是因為

BT 同時經營很多網路，其維運成本很高，投入 NGN 可以降低個別

網路的維運成本，也可以縮短產品開發週期。另一案例是日本，雖

然 NGN 的建設成本很高，日本政府也不補助業者進行 NGN 的建

設，政府認為 NGN 的建設主要是業者基於營運成本考量，而自行建

設，故不予補助。 

四、除雙模分離服務、雙模連結服務及單模服務，上述三種服務樣態外，

請問您是否認為可能存在不同的服務樣態或有其它看法？ 

張總經理回應： 

FMC 三種服務樣態對於用戶來說，並沒有提供特別新的服務，還是

以語音服務為主，數據傳輸為輔，如果服務價格比較低廉，方足以

吸引用戶轉換使用，因此 FMC 的應用有待市場考驗。以個人用戶來

說，行動網路的發展，具有前瞻性、方便性及行動性的優點，無論

是在語音或數據傳輸甚至影像服務，技術愈來愈成熟，可以取代

ADSL，所以就個人觀察，單模服務較為一般用戶所接受。 

五、除雙模分離服務須編配行動與固網兩種號碼外，請依照您對於 FMC 服

務的專業認知，勾選未來可能的編碼方案，並協助說明其看法。 

張總經理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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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 FMC 服務的多為企業用戶，其號碼是長期擁有的，用戶不

願輕易變更，否則會產生很多交易成本、連絡成本。對於未來的編

碼建議沿用既有服務的號碼，降低用戶對新號碼的疑慮，使得用戶

有意願接受新服務。 

鄒執行副總回應： 

1. 以企業用戶來說，話費低廉或方便性不一定是其考量重點，企業

因業務需求通常需要高容量、穩定及寬頻的服務，故比較青睞固

網專用電路。固網號碼是企業長期建立的代表資訊，企業會傾向

保留原有號碼，以保有品牌的價值。 

2. 從業者經營的角度來看，固網業者有地理性號碼，行動業者有行

動號碼，目前的法規限制，並無法讓固網業者給用戶行動號碼，

反之亦然。未來必須有綜合執照的設計或法規鬆綁，現有的業者

才有辦法經營 FMC 業務。而且必須一併考量現有業者的經營狀

況，不能因為有 FMC 服務的加入，對持有單一業務執照的業

者，形成競爭門檻而影響競爭。 

王資深顧問回應： 

1. 日本編配獨立 060 號碼區塊給 FMC 服務，FMC 服務編配新號

碼區塊在日本並不受歡迎，主要是因為人們對此號碼區塊並不熟

悉，進而對使用此號碼區塊感到猶豫。目前電信業者多以行動號

碼(070、080 與 090)與 VoIP 號碼(050)的組合提供 FMC 服務

使用，允許用戶保留行動號碼，當經由 WiFi 作 IP 通話時，則調

換為 050 VoIP 號碼。日本的經驗可作為我國參考案例，也讓我

們學習到因應新服務的發展並不必然需要編配新號碼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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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電訊管理局於 2005 年 9 月 21 日首次就固網及行動匯流

規管事宜發布諮詢文件，2008 年導入「綜合傳送執照」，允許

既有業者自行決定是否申請轉換成綜合牌照，以確保有利推動匯

流服務發展，這樣作法保留彈性容許業者可以提供不同類型的服

務，如果是單一網路業者，也可以與其他異質網路業者合作，來

推動 FMC 服務。 

胡副組長回應： 

以本研究進行的消費者意見調查結果顯示，一般用戶對於申請固網

與行動匯流服務之號碼偏好及未來通訊網路整合後之號碼保留偏

好，皆以現有號碼為主。 

六、FMC 來電識別（Call Line Identification, CLI）選項，請您依上述選項

勾選所認同的做法，若有其它建議或不同看法，請協助說明。 

張總經理回應： 

基於尊重消費者權益，來電識別的設定，建議由消費者視其需求設定。 

壹拾、 散會：下午 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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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意見回覆 

Question Reviewer Draft Answer 
(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FMC、
VoIP、IPTV、物聯網等. 
問題1：請問依您/貴公司的

認知是否還有其他

服務？ 

BU/ 
EBU 

依遠傳電信認知，目前異質網路服

務態樣，確為 FMC、VoIP、
IPTV、物聯網等。並無其他項

目。 

(二)FMC  
a. FMC 服務演進 
問題2：FMC服務若依此模

式演進，請問您/貴
公司認為國內目前

FMC發展所處的階

段或是有其它看法

與建議？ 

EBU 目前遠傳 FMC 為 Phase I 價格組

合。 

b. FMC 服務態樣 
雙模分離/雙模連結/單模服務

問題3：除上述三種服務態樣

外，請問您/貴公司

是否認為可能存在

不同的服務態樣或

有其它看法？ 

NT/ 
BU 

以目前 FMC 服務樣態及國際潮

流，遠傳認為 FMC 應無其他服務

樣態存在。 

c. FMC 服務編碼選項 
問題4：除雙模分離服務須編

配行動與固網兩種

號碼外，請依照您/
貴公司對於FMC服

務的專業認知，勾

NT/ 
BU/ 
EBU 

 目前  
 採用雙模分離服務( 消費

者保留固網及行動各自號

碼): 企業客戶已習慣一

機配一碼 (桌機使用固網

門號、行動電話使用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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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偏好的編碼方案

(各服務態樣可複

選)，並說明理由。 

電話) 
 提供智慧型網路 Voice 

VPN(固網)及 MVPN(行
網)  

未來對於雙模連結及單模服務之樣

態，遠傳偏向於僅選用行動號碼。

畢竟於傳統觀念中，行動電話號碼

是隨身號碼。為避免未來用戶的困

擾，以行動號碼為主，是較好的選

擇。 
 

d. FMC 來電識別（Call Line 
Identification, CLI）選項 
□ FMC 業者提供選擇 CLI

的功能，由 FMC 用戶自

主決定要使用固網或是行

動號碼做為 CLI； 
□ 實際通話時，只有一組號

碼會與通話時使用的網路

相關(如：固網所用的固

網號碼或行動網路所用的

行動號碼)，則採用該組

號碼做為 CLI； 
□ 由服務業者決定 CLI； 
□ 其它。 
問題5：請您/貴公司依上述

選項勾選所認同的

做法，若有其它建

議或不同看法，請

說明之。 

NT 1. 以現行法規規定, A#無法置

換。 
2. 在法規所允許的範圍內，由

服務業者決定最具經濟效益

之 CLI；前提需客戶同意本

公司可帶號方法及法規可讓

業者發話帶該用戶之其它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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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我國異質網路之整

合及跨網服務使用

面臨的障礙以及法

規面、監理面、技

術面之調整建議。 

L&R 匯流服務 
不同產業（異質網路）管制方式或

程度並不相同，匯流後將來如何規

範尚未明確 . 目前電信之捆綁服

務依電信法提供，而 CATV 上網

之捆綁服務（如 triple play）之費

率與電信管制方式不同，故應對電

信捆綁服務之資費或有線捆綁服務

之資費，應設計相同公平之管制機

制。 
• 若透過異質網路提供各種通

訊傳播服務，於規管機制上

應具公平性及一致性之原

則。 
• 目前不到 1％的營收來自創

新之加值服務，主因在於層

層管制，已嚴重影響提出新

創新方案的意願，不利促進

匯流。 
1. 獨占業者方面： 

• 對於具有市場獨占力量者 
(  如中華電信固網 )，應採

取高強度之管制。 
• 應避免業者濫用獨占地位及

避免交叉補貼。如獨占業者

以其強勢服務搭售其他服務

時，主管機關應於事前審

查，且儘量從嚴處理。 
2. 資費管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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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費管制主要在促進競爭，

不同業者之競爭對用戶有

利，應降低管制強度與密

度，以免阻礙競爭。 
• 匯流後已不分電信或廣電，

所有服務之個別資費以及各

種可能出現之匯流或捆綁服

務之資費應有合理明確之呈

報方式。 
 

議題三：電信編碼因應異質

網路整合及跨網服

務之調整方針。 

All 遠傳電信認為針對異質網路整合及

服務，應延用現有之行動及固網編

碼，而不應另行制定新編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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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電信意見回覆 

公司︰ 大同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 網路規劃處    

職稱︰ 處長 

姓名︰ 黃昭仁  Kevin huang 

問題回覆如下︰ 

 

問題 1: 

 大同電信主要服務方向朝 VOIP 及物連網方式發展，因無固網相關業

務，仍朝行動網路方向發展，未來會朝環境監控服務發展，如路口監控、天

然災害監控預警、數位家庭。 

 

問題 2: 

 目前大同公司處於 Phase III 階段，且大同公司僅有行動 WiMAX 之網路

服務，無固網相關之業務，尚未規劃 FMC 整合之發展方向，且 FMC 之整合

應不只有語音服務的部份，尚有其他的服務應務考量，如上網、下載、

Facebook，MSN 等之 DEVICE 整合！ 

 

問題 3 

 在此均是討論語音部份的整合，異質網路整合仍應考量用戶的行為習慣

等因素，要創造與改善等，未來語音通訊的行為會如何改，或是業都希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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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調整讓用戶來修改，利潤是考量之重要因素。 

 

問題 4 

 對於一個新進的業者，在較差的訊號覆蓋下，會是希望能有雙模的

DEVICE 來補強覆蓋不足的問題，WiMAX 是無線通訊，當然希望採用行動

的網路號碼，但相關通訊監察之要求，法規之要求，不應強人所難，不然要

如何發展。 

 

問題 5 

由業者來決定 CLI。 

大同電信目前無法取得固網門號之號段，是無法帶出市話鬥號，且要推

出行動門號，所需的 POI,  NP 等議題將造成業者執行之困難。 

 

議題二︰ 

 建議各業者進行 VoIP 服務互連時，能直接透過 IP 網路進行網路互連帳

務等相關測試，不必一定要經過 SS7 網路。以節省網路建置成本 ，以調降

VOIP 訂價，提昇 VoIP 服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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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在 SMARTPHONE 愈來愈普及的畤代，未來的電信號碼應不只是號碼，

或是用 EMAIL  帳號，或是用中文名字加上 DOMAIN NAME，這樣在法規

上是否符合，在 SMART PHONE 普及的未來，SKYPE,  MSN,  等 IM 或許

成為通訊之主流，那號碼已經不會是必要的，電信編碼的實質僅在於傳統，

即有的網路中存在，反到是傳統的電訊交換機要如何和新的網路通訊，會是

另一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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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世豪教授 意見回覆 

議題一：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之電信編碼規劃 

(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數位匯流的發展趨勢，主要可分為服務的匯流(Service Convergence)、終

端設備匯流(Device Convergence)及網路匯流(Network Convergence)，隨著通

訊技術的發展與消費者需求的改變，使原本分屬不同產業的傳播產業與電信

產業朝匯流趨勢發展，也因此造成市場與產業的匯流，而形成新的市場與產

業結構。 

依據研究團隊研究發現，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FMC、VoIP、IPTV、物聯

網等. 

問題1：請問依您的認知是否還有其他服務？ 

MVNO業者所提供話務及其他無線寬頻服務（例如：特定會議或展覽場

所對外寬頻多媒體通訊），即可能涉及異質網路（行動與固網 or WiFi與固

網）整合情形，而且也可能需要使用號碼以遂行出帳、身分認證及定址等網

路管理機制。 

(二) FMC 

a. FMC 服務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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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發展(FMC)

Phase I

價格組合

FMC

Phase II
Phase III

Phase IV

服務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網路匯流

•FMC以價格組合（price bundling）方式行銷
•單一帳單方式提供套餐式折扣

•少數固網與行動共同服務
•單一語音信箱（single voice mailbox）或電子信箱
鏈結（linked email）

•終端設備可以支援無縫隙交遞
（seamless handover）方式，提供固網
及行動網路接取服務。

成本

經濟效益

 

問題2：FMC服務若依此模式演進，請問您認為國內目前FMC發展所處的階

段或是有其它看法與建議？ 

（本題已於現場座談時回覆）在價格組合之前，不同業者之間已可能聯

合促銷異質網路服務，同一業者亦可能搭售（bundling）本身所提供之不同

網路服務。 

異質網路服務亦應顧及Cable TV等廣播電視基磐所提供之寬頻服務及其

跨網組合情況，例如：在美國，Cable業者與Mobile業者合作提供家庭為中

心之FMC，即為ILEC之主要競爭對手。 

 

b. FMC 服務態樣 

歐洲電子通訊委員會(ECC)將FMC服務區分以下三種態樣，在其研究報

告中指出未來FMC服務將有以下服務方式： 

 雙模分離服務（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用戶使用雙模手機，且分別選擇固網及行動業者所提供的服務，用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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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所在位置與費率等資訊後，再決定要接取行動網路或是固網。 

 雙模連結服務（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固網與行動業者合作，以提供用戶單一形式的整合服務，接取網路由通

訊系統端決定，並在不同網路技術中提供交遞(HO)功能。此種做法可提

供用戶更有機會以較低的費率進行通話，如從家裡、熱點範圍或是網際

網路可以接取的任何位置。 

 單模服務（Single Mode Service）： 

使用單一的行動網路提供服務，例如在熱點區域內，行動網路模擬固網

形式的通訊，以降低通話費率。 

問題3：除上述三種服務態樣外，請問您是否認為可能存在不同的服務態樣

或有其它看法？ 

此一問題在將Wimax界定為行動通信業務之我國，大致以上述3種情況

為主；如將Wimax及短距離無線通信（如紅外線）劃歸固定通信業務之延

伸，則單模或雙模分類及組合方式將有所不同。 

c. FMC 服務編碼選項 

目前國內FMC服務的發展態樣尚未明確，若以日本與韓國對FMC匯流服

務的號碼規劃為例，基本上對於FMC服務會採取兩種號碼編配策略，其一是

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其二是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日本所採

取的方式為兩種策略同時並行，韓國則採用第二種策略。本研究依據前述三

種FMC服務態樣區分不同編碼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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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模分離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ˇ ˇ ˇ ─ 

 

雙模連結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ˇ ─ ˇ ─ 

□ ˇ ˇ ˇ ─ ─ 

■ ˇ ˇ ─ ─ ˇ 

□ ˇ ˇ ˇ ˇ ─ 

□ ˇ ˇ ─ ˇ ˇ 

□ ˇ ˇ ˇ ─ ˇ 

□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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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模服務（在居家範圍內，行動網路服務以低資費方式模擬固網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 ─ ˇ ─ 

■ ˇ ─ ˇ ─ ─ 

□ ˇ ─ ─ ─ ˇ 

□ ˇ ─ ˇ ˇ ─ 

□ ˇ ─ ─ ˇ ˇ 

□ ˇ ─ ˇ ─ ˇ 

□ ˇ ─ ˇ ˇ ˇ 

問題4：除雙模分離服務須編配行動與固網兩種號碼外，請依照您對於FMC
服務的專業認知，勾選偏好的編碼方案(各服務態樣可複選)，並說明

理由。 

以上填答，基本上以資費方案及通信雙方對於信號來源之認知為主要考

量。當然，如果將末端無線通信納入固網，則(3)之單模服務組合型態將有所

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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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MC 來電識別（Call Line Identification, CLI）選項 

來電識別功能可讓受話方依據所顯示的CLI資訊，進行回撥電話或其它

回應動作，FMC服務可以採用固網或是行動號碼做為CLI，但受話方通常會

傾向於接收地理性號碼做為CLI，因為回撥打市話會比行動電話便宜一些。

對FMC用戶而言，則會比較偏好行動號碼，否則若採用固網號碼作為CLI，

且該用戶若位於住家區域以外時，則必須再支付轉接費用。值得注意的是，

若以家庭共用的固網號碼作為CLI時，當FMC用戶不在住家區域時，則會經

由行動網路告知該用戶有來電，因此會造成家中的成員將無法接聽電話的困

擾。 

CLI的選項必然與服務的編碼方案相關，假如只使用一組固網、行動或

新編碼範圍的號碼，CLI的選擇自然很清楚，但FMC若採用一組以上的號

碼，則會變得更複雜，本研究整理可能的選項包含如下： 

■  FMC 業者提供選擇 CLI 的功能，由 FMC 用戶自主決定要使用固

網或是行動號碼做為 CLI； 

□ 實際通話時，只有一組號碼會與通話時使用的網路相關(如：固網所

用的固網號碼或行動網路所用的行動號碼)，則採用該組號碼做為

CLI； 

□ 由服務業者決定 CLI； 

□ 其它。 

問題5：請您依上述選項勾選所認同的做法，若有其它建議或不同看法，請

說明之。 

基本上須由服務提供者於營業規章中訂明號碼使用方式，經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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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備查後方能由用戶選擇利用。FMC用戶得自主決定固然較為理想，但服

務提供者有無獲配所需號碼、資費方案是否明確透明可資選擇等，皆須一併

考量。 

議題二：我國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發展面臨的障礙以及法規面、監理

面、技術面之調整建議。 

已於座談時口頭表達 

 

 

議題三：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之調整方針。 

已於座談時口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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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um 張智華 意見回覆 

議題一：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之電信編碼規劃 

(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數位匯流的發展趨勢，主要可分為服務的匯流(Service Convergence)、終

端設備匯流(Device Convergence)及網路匯流(Network Convergence)，隨著通

訊技術的發展與消費者需求的改變，使原本分屬不同產業的傳播產業與電信

產業朝匯流趨勢發展，也因此造成市場與產業的匯流，而形成新的市場與產

業結構。 

依據研究團隊研究發現，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FMC、VoIP、IPTV、物聯

網等. 

問題1：請問依您/貴公司的認知是否還有其他服務？ 

   IP-based service → VoIP 

(二) FMC 

e. FMC 服務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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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發展(FMC)

Phase I

價格組合

FMC

Phase II
Phase III

Phase IV

服務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網路匯流

•FMC以價格組合（price bundling）方式行銷
•單一帳單方式提供套餐式折扣

•少數固網與行動共同服務
•單一語音信箱（single voice mailbox）或電子信箱
鏈結（linked email）

•終端設備可以支援無縫隙交遞
（seamless handover）方式，提供固網
及行動網路接取服務。

成本

經濟效益

 

問題2：FMC服務若依此模式演進，請問您/貴公司認為國內目前FMC發展

所處的階段或是有其它看法與建議？       

ph3 和行業匯流會推動ph4的發展，ph3&4最為重要。 

f. FMC 服務態樣 

歐洲電子通訊委員會(ECC)將FMC服務區分以下三種態樣，在其研究報

告中指出未來FMC服務將有以下服務方式： 

 雙模分離服務（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用戶使用雙模手機，且分別選擇固網及行動業者所提供的服務，用戶在

考量所在位置與費率等資訊後，再決定要接取行動網路或是固網。 

 雙模連結服務（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固網與行動業者合作，以提供用戶單一形式的整合服務，接取網路由通

訊系統端決定，並在不同網路技術中提供交遞(HO)功能。此種做法可提

供用戶更有機會以較低的費率進行通話，如從家裡、熱點範圍或是網際

網路可以接取的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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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模服務（Single Mode Service）： 

使用單一的行動網路提供服務，例如在熱點區域內，行動網路模擬固網

形式的通訊，以降低通話費率。 

問題3：除上述三種服務態樣外，請問您/貴公司是否認為可能存在不同的服

務態樣或有其它看法？ 

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 Single Mode Service 是主流，最後會發展

到Single Mode Service 

g. FMC 服務編碼選項 

目前國內FMC服務的發展態樣尚未明確，若以日本與韓國對FMC匯流服

務的號碼規劃為例，基本上對於FMC服務會採取兩種號碼編配策略，其一是

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其二是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日本所採

取的方式為兩種策略同時並行，韓國則採用第二種策略。本研究依據前述三

種FMC服務態樣區分不同編碼選項。 

雙模分離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ˇ ˇ 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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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模連結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ˇ ˇ ─ ˇ ─ 

 ˇ ˇ ˇ ─ ─ 

□ ˇ ˇ ─ ─ ˇ 

□ ˇ ˇ ˇ ˇ ─ 

□ ˇ ˇ ─ ˇ ˇ 

□ ˇ ˇ ˇ ─ ˇ 

□ ˇ ˇ ˇ ˇ ˇ 

 

單模服務（在居家範圍內，行動網路服務以低資費方式模擬固網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 ─ ˇ ─ 

 ˇ ─ ˇ ─ ─ 

□ ˇ ─ ─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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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 ˇ ˇ ─ 

□ ˇ ─ ─ ˇ ˇ 

□ ˇ ─ ˇ ─ ˇ 

□ ˇ ─ ˇ ˇ ˇ 

問題4：除雙模分離服務須編配行動與固網兩種號碼外，請依照您/貴公司對

於FMC服務的專業認知，勾選偏好的編碼方案(各服務態樣可複選)，
並說明理由。 

h. FMC 來電識別（Call Line Identification, CLI）選項 

來電識別功能可讓受話方依據所顯示的CLI資訊，進行回撥電話或其它

回應動作，FMC服務可以採用固網或是行動號碼做為CLI，但受話方通常會

傾向於接收地理性號碼做為CLI，因為回撥打市話會比行動電話便宜一些。

對FMC用戶而言，則會比較偏好行動號碼，否則若採用固網號碼作為CLI，

且該用戶若位於住家區域以外時，則必須再支付轉接費用。值得注意的是，

若以家庭共用的固網號碼作為CLI時，當FMC用戶不在住家區域時，則會經

由行動網路告知該用戶有來電，因此會造成家中的成員無法將接聽電話的困

擾。 

CLI的選項必然與服務的編碼方案相關，假如只使用一組固網、行動或

新編碼範圍的號碼，CLI的選擇自然很清楚，但FMC若採用一組以上的號

碼，則會變得更複雜，本研究整理可能的選項包含如下： 

  FMC 業者提供選擇 CLI 的功能，由 FMC 用戶自主決定要使用固網

或是行動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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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 CLI； 

□  實際通話時，只有一組號碼會與通話時使用的網路相關(如：固網所

用的固網號碼 

或行動網路所用的行動號碼)，則採用該組號碼做為 CLI； 

  由服務業者決定 CLI； 

□ 其它。 

問題5：請您/貴公司依上述選項勾選所認同的做法，若有其它建議或不同看

法，請說明之。 

       由實際使用網路做為CLI，可實際反應使用狀況，並兼顧受話方回撥

權益。 

議題二：我國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使用面臨的障礙以及法規面、監理

面、技術面之調整建議。 

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不應侷限於語音服務，應將未來各類數據、影像服

務列入。 

i. Value propositions to consumers & operators 
ii. Regulation 

1. Consumer protection   Privacy           Tariff 

                         Service contract    Service quality

                         (e.g. no force bundling) 

 Resource regulation & deregulation   spectrum 

                                      numbering 

 Competition (Level-playing filed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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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networks.) 

         Withdrawal or deregulation of asymmetric 
regulations（不對稱監管）witch include licence, 
interconnection, wholesale, pricing, etc. 

                      EOI (Equivalence of input) for wholesale 
regulation. 

 

議題三：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之調整方針。 

1. Technology & network neutrality  
2. Complying with CLI regulations to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 

interests（防詐騙） 

3. FMC number allocation within the existing numbering range & 
geographical numbers for facility (a) number portability (b) 
competition across platforms 

4. Numbering is one of the many regulatory issues.  It is important 
to review/adjust other xxx important regulations for FMC 
development in Taiwan (e.g. Level-playing field across 
platforms/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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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柏立 意見回覆 

有關電信編碼規劃問題，核心重點應在於該電話號碼是否與PSTN互

連。需要與PSTN互連的話，則必須參考ITU-T的E164建議，適予進行編碼規

劃；若不需要與PSTN互連，屬於封閉是通話的情況，可以獨自的基準指配

之。 

一、有關電話號碼回收問題乙節，日本對於電話號碼並無「財產」的概念。 

換言之，主管機關核發給業者後，並無強制回收機制。 

惟基於普及服務基金制度，每個號碼，每月會徵收普及服務基金 

（本年度核定的普及服務費為 8 日圓）。 

電信業者未釋放出去的號碼，則由業者自行吸收普及服務費。 

例如，業者若有 100 萬閒置門號，則每月必須吸收負擔 800 萬日圓 

的普及服務費。 

因此，相對於我國的情況，日本比較不會發生「浪費」門號的問 

題。 

二、有關如次三點電信編碼規劃問題 

（一）、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之電信編碼規劃（國內外已施行或 

規劃中之通訊傳播整合服務，採原固網、行網或其他網路所使 

用之用戶號碼作識別之接受度及傾向） 

（二）、我國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使用面臨的障礙以及法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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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理面、技術面之調整建議。 

（三）、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之調整方針。 

綜合回答如次： 

1、日本的電信編碼規劃，原則上區分兩大類： 

須與 PSTN 互連之電話號碼，因涉及國際整合的問題，基本上係依 

據 ITU-T 的 E164 建議與電信事業法（第 50 條）的規範，由總務 

省對電信業者按用途別指配之（我國電信法§20-1 亦有規範）。 

另外，對於無須網路互連的電話號碼，則以獨自的基準指配之。 

2、電信事業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範電信編碼原則： 

○電信編碼應讓電信業者及使用者容易區別電信設備或電信服務 

的種類及內容 

○應充分確保電信服務所需的電話號碼 

○盡量不要發生變更電話號碼的情況  

○電話號碼應公平有效地提供使用 

   除此 4 項基本原則之外，另依據「電気通信事業報告規則」第 8 條的規

定，取得電話號碼的電信業者，有義務定期報告電話號碼的使用情況（可參

見第一題問題「有關電話號碼回收問題」）。 

 

3、至於在無須與 PSTN 互連的電話號碼，得自行決定數字以外的文字符

號。例如網路電話、CATV 電話、鐵路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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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電信編碼的基本原則在於有無網路互連。 

需要網路互連者，則涉及國際整合問題，原則上必須參考 ITU-T 的標準

建議（E164）並制定編碼原則；無須網路互連者，原則上則以獨自的基準規

範之。 

  因此在所謂「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之調整方針」方

面，基本上還是回歸到有無網路互連之必要的議題。 

 

表1 日本電話號碼編碼例 

號碼型態 使用分類
００開始的號碼 中継する電話会社を使って電話する時や国際電話をかける時に使います。
０Ａ０開始的號碼
（Ａ表０以外的其他數字）
０ＡＢ０開始的號碼
（Ａ、Ｂ表０以外的其他數字）
０ＡＢＣ開始的號碼 普通に電話する時に使います。（市外通話）
（Ａ、Ｂ、Ｃ表０以外的其他數字） （０－市外局番－市内局番－加入者番号）
１開始的號碼 緊急性、公共性、安全性の観点から重要な時や付加サービスに使います。

普通に電話する時に使います。（市内通話）
（市内局番－加入者番号）

携帯電話、ＰＨＳ、発信者課金ポケットベル等に電話する時に使います。

電話会社が提供する高度な電話サービスを利用する時などに使います。

２～９開始的號碼

 

表 2 日本編碼參考 
国際 国内開放 国際 国内開放 国内

1+9
(10)

直接 交換手
市外局番 市内局番

加入者番
号

総

81 10 0 事業者別 100

国番号

識別番号 桁数

1～4 1～4 4  
警察 消防 救急 地域内 地域外 地理的 非地理的

市外
市内

特殊番号 番号割当

緊急 番号案内 故障 修
理

高度通信
サービス

携帯電話 無線呼出
IP電話

110 119 104 113 市外 市内 市外  
地理的 非地理的 地理的 非地理的

1千
1万

ポータビリティ 事業者への割り当て単位

IP電話 高度通信
サービス

携帯電話 固定電話
IP電話高度通信

サービス
固定電話携帯電話

無 10万 1万 10万双方向
NTTの固定電話か

らの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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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藉由識別號碼撥接中繼電話公司之通話服務（我國稱之為平等接取）例 

通話區分 電話公司 識別號碼
ＫＤＤＩ 0077
東京電話 0081
日本テレコム 0088
ＮＴＴ東日本 0036
ＮＴＴ西日本 0039
九州電話 0086
メディア 0060
ＫＤＤＩ 0077
ケーブル・アンド・ワイヤレスＩＤＣ 0061
東京電話 0081
日本テレコム 0088
フュージョ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0038
ＮＴＴ東日本 0036
ＮＴＴ西日本 0039
九州電話 0086
メディア 0060
ＫＤＤＩ 0077
ケーブル・アンド・ワイヤレスＩＤＣ 0061
東京電話 0081
日本テレコム 0088
フュージョ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0038
ＮＴＴ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0033
九州電話 0086
メディア 0060
ＫＤＤＩ 001
ケーブル・アンド・ワイヤレスＩＤＣ 0061
イクアント　※限於企業法人 009123
ドイツテレコム 0080
東京電話 0082
日本テレコム 0041
ワールドコム・ジャパン 0071
ＮＴＴ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0033
フュージョ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0038
メディア 0060

市内通話

同一県内の市外通話

県外への通話

国際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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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本電話號碼的指配情況 

 事業者識別番号（００ＸＹ、００２ＹＺ、００９１Ｎ1Ｎ2）  

 固定電話等の電話番号（市外・市内局番）  

 ＩＰ電話の電話番号（０５０）  

 携帯電話の電話番号（０８０／０９０）  

 ＰＨＳ電話番号（０７０） 

 発信者課金ポケベル電話番号（０２０）  

 ＦＭＣ電話番号（０６０） 

 着信課金用電話番号（０１２０ ／０８００）  

 統一番号用電話番号（０５７０） 

 情報料代理徴収用電話番号（０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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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擘揭朝華 意見回覆 

議題一：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之電信編碼規劃 

(一) 異質網路整合服務態樣 

數位匯流的發展趨勢，主要可分為服務的匯流(Service Convergence)、

終端設備匯流(Device Convergence)及網路匯流(Network Convergence)，

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與消費者需求的改變，使原本分屬不同產業的傳播產業

與電信產業朝匯流趨勢發展，也因此造成市場與產業的匯流，而形成新的市

場與產業結構。 

依據研究團隊研究發現，異質網路服務態樣有FMC、VoIP、IPTV、物

聯網等. 

問題1：請問依您/貴公司的認知是否還有其他服務？ 

(二) FMC 

a. FMC 服務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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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網路整合發展(FMC)

Phase I

價格組合

FMC

Phase II
Phase III

Phase IV

服務匯流

終端設備
匯流

網路匯流

•FMC以價格組合（price bundling）方式行銷
•單一帳單方式提供套餐式折扣

•少數固網與行動共同服務
•單一語音信箱（single voice mailbox）或電子信箱
鏈結（linked email）

•終端設備可以支援無縫隙交遞
（seamless handover）方式，提供固網
及行動網路接取服務。

成本

經濟效益

 

問題2：FMC服務若依此模式演進，請問您/貴公司認為國內目前FMC發展所

處的階段或是有其它看法與建議？ 

b. FMC 服務態樣 

歐洲電子通訊委員會(ECC)將FMC服務區分以下三種態樣，在其研究報

告中指出未來FMC服務將有以下服務方式： 

 雙模分離服務（Dual Mode Separate Service）： 

用戶使用雙模手機，且分別選擇固網及行動業者所提供的服務，用戶在

考量所在位置與費率等資訊後，再決定要接取行動網路或是固網。 

 雙模連結服務（Dual Mode Linked Service）： 

固網與行動業者合作，以提供用戶單一形式的整合服務，接取網路由通

訊系統端決定，並在不同網路技術中提供交遞(HO)功能。此種做法可提

供用戶更有機會以較低的費率進行通話，如從家裡、熱點範圍或是網際

網路可以接取的任何位置。 

 單模服務（Single Mod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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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的行動網路提供服務，例如在熱點區域內，行動網路模擬固網

形式的通訊，以降低通話費率。 

問題3：除上述三種服務態樣外，請問您/貴公司是否認為可能存在不同的服

務態樣或有其它看法？ 

考量數位滙流趨勢，未來服務型態及網路型態均有所改變，TV亦可能是

用戶終端設備之一，故除行動與固定網路外，是否應將有線電視網路納

入編碼規範。 

c. FMC 服務編碼選項 

目前國內FMC服務的發展態樣尚未明確，若以日本與韓國對FMC匯流

服務的號碼規劃為例，基本上對於FMC服務會採取兩種號碼編配策略，其一

是編配新的號碼區塊給新服務，其二是編配現存號碼區塊給新服務。日本所

採取的方式為兩種策略同時並行，韓國則採用第二種策略。本研究依據前述

三種FMC服務態樣區分不同編碼選項。 

雙模分離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ˇ ˇ ˇ ─ 

 

雙模連結服務 

網路與號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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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ˇ ─ ˇ ─ 

□ ˇ ˇ ˇ ─ ─ 

□ ˇ ˇ ─ ─ ˇ 

 ˇ ˇ ˇ ˇ ─ 

□ ˇ ˇ ─ ˇ ˇ 

□ ˇ ˇ ˇ ─ ˇ 

 ˇ ˇ ˇ ˇ ˇ 

 

單模服務（在居家範圍內，行動網路服務以低資費方式模擬固網服務） 

接取網路 號碼類型 網路與號

碼型態 

編碼方案 
行動 固網 行動 固網 

新號碼範

圍 

□ ˇ ─ ─ ˇ ─ 

□ ˇ ─ ˇ ─ ─ 

□ ˇ ─ ─ ─ ˇ 

□ ˇ ─ ˇ ˇ ─ 

□ ˇ ─ ─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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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 ˇ ─ ˇ 

□ ˇ ─ ˇ ˇ ˇ 

問題4：除雙模分離服務須編配行動與固網兩種號碼外，請依照您/貴公司對

於FMC服務的專業認知，勾選偏好的編碼方案(各服務態樣可複選)，
並說明理由。 

 

d. FMC 來電識別（Call Line Identification, CLI）選項 

來電識別功能可讓受話方依據所顯示的CLI資訊，進行回撥電話或其它

回應動作，FMC服務可以採用固網或是行動號碼做為CLI，但受話方通常會

傾向於接收地理性號碼做為CLI，因為回撥打市話會比行動電話便宜一些。

對FMC用戶而言，則會比較偏好行動號碼，否則若採用固網號碼作為CLI，

且該用戶若位於住家區域以外時，則必須再支付轉接費用。值得注意的是，

若以家庭共用的固網號碼作為CLI時，當FMC用戶不在住家區域時，則會經

由行動網路告知該用戶有來電，因此會造成家中的成員無法將接聽電話的困

擾。 

CLI的選項必然與服務的編碼方案相關，假如只使用一組固網、行動或

新編碼範圍的號碼，CLI的選擇自然很清楚，但FMC若採用一組以上的號

碼，則會變得更複雜，本研究整理可能的選項包含如下： 

□ FMC 業者提供選擇 CLI 的功能，由 FMC 用戶自主決定要使用固網

或是行動號碼做為 CLI； 

 實際通話時，只有一組號碼會與通話時使用的網路相關(如：固網所

用的固網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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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行動網路所用的行動號碼)，則採用該組號碼做為 CLI； 

□ 由服務業者決定 CLI； 

□ 其它。 

問題5：請您/貴公司依上述選項勾選所認同的做法，若有其它建議或不同看

法，請說明之。 

       由實際使用網路做為CLI，可實際反應使用狀況，並兼顧受話方回撥

權益。 

議題二：我國異質網路之整合及跨網服務使用面臨的障礙以及法規面、監理

面、技術面之調整建議。 

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不應侷限於語音服務，應將未來各類數據、影像服

務列入。 

 

議題三：電信編碼因應異質網路整合及跨網服務之調整方針。 

 

 

 

 

 



 

 

 

 

 

 

附錄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回覆 



 



1 

｢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之研究｣ 期中審查 
審查委員意見與研究團隊回應對照表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1 

研究團隊所蒐集之資料已相當完備，建議研究團隊在引述各國發展趨勢

後，應增綜整表與敍述，增加易閱讀性，即如期中審查之簡報中的各國比

較表。 

依委員建議，增加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之摘要與比

較分析於期末報告第參章第十一節。 

2 國內行動與固網用戶數預測，其數據基礎與預測模型為何？ 

1. 預測之模型建立與方式，乃採歷史資料預測方法

（固網 7 年、行動 9 年）。由於用戶數預測的方

法是採用歷史資料預測方法，倘若有突發性的號

碼需求發生，如兩岸交流的用戶號碼需求，則對

未來號碼的趨勢預測較不會產生影響，但主管機

關仍應緊密監控號碼使用情形，方能維持號碼供

應的充裕性。倘若為持續性的長期需求，則會逐

漸反應在趨勢預測之中。 
2. 建議主管機關應建立長期且持續的預測機制，方

能進行動態性的短、中、長期號碼需求量預測修

正。 

3 
第一次座談會時，專家學者對於 IPv6 議題有諸多討論，本計畫是否會將

IPv6 議題列入期末研究內容。 
依委員建議，於期末報告中增加相關說明。（請詳

P254） 

4 國內 WiMAX 發展前景堪慮，對於電信編碼是否有其影響？ 
目前 WiMAX 乃編配行動號碼 09 區塊，未來行動號

碼區塊應朝向技術中立演進，不宜區分 2G、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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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PHS、WiMAX 等技術。（請詳期末報告 P106～110） 

5 

建議在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時，增加比較表，並深入研究各國規劃之之

優缺點，以作為我國借鏡。另歐盟應有具體的規劃策略與討論，且歐盟較

具代表性，值得研究團隊深入研究。 

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之摘要與比較分析，將於期末

報告呈現。（請詳期末報告第參章第十一節） 

6 第 30 頁倒數第三行，類別 1 是否有名稱？ 已修改為類別 1 PC to PC。 

7 

座談會與會之學者專家與業界代表，應考量是否具備代表性。另建議研究

團隊，可將座談會結論作為重要的參考依據，適當調整研究方向並逐漸收

斂，經綜整分析後，再產出適當之規劃建議。 

座談會邀請之學者專家人選皆已考量其專業背景，但

國內電信編碼研究屬於較冷門之領域，雖徵詢多位學

者，惟參與意願不高。另研究機構部分，邀請資策會

之科法中心與產業情報研究所、工研院 IEK、以及

TWNIC 等單位，渠等長期投入通訊產業發展趨勢及

與法規環境之研究。在產業界部分，主要邀請對象為

網路規劃或政策法規相關部門之高階主管，惟有指派

下屬代表出席情形。 

8 期中報告之後，問卷調查、訪談之對象及內容預期為何？ 
問卷調查對象分為一般用戶、商業用戶與企業用戶，

至於訪談與座談會邀請對象及相關內容，會與主管機

關討論後訂定之。 

9 因應個資法修訂，建議加入個資保護法議題於期末報告中。 
個人資料保護議題將於期末報告呈現。（請詳期末報

告 P216~P217） 

10 
建議在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時，應有橫向比較與優缺點分析，並將我國

發展現況列入比較與說明。 
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之摘要與比較分析，將於期末

報告呈現。（請詳期末報告第參章第十一節） 



3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11 期中報告中，每個英文縮寫字應於第一次出現時，註明其英文全名。 依委員建議進行修正。 

12 
建議應逐條列出未來將在期末報告中規劃之議題，並適當說明可能之規劃

方案。 
依委員建議進行修正。（請詳期末報告第捌章） 

13 
未來在異質網路整合應用時，IP 位址為必要之資源，建議研究團隊應與

TWNIC 進行意見交流。 

本研究以電信號碼(E.164)研究為主，IP 位址並非研

究範疇。本研究係蒐集先進國家對個別服務樣態之號

碼編配作法及其考量因素，本研究不會深入探討 IP
位址編配議題。本研究於座談會也有邀請 TWNIC 專

家與會，但 TWNIC 專家當日因故未能出席。 

14 附錄一會議紀錄之出席人員應有附件(簽到表)說明。 已於期中、期末報告附錄中加入簽到表說明。 

15 

建議在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時，應有摘要比較與優缺點分析，另外各國

家之 FMC 發展，應適切說明是屬於哪一種國際標準組織所定義的服務態

樣。 

我國目前仍處於雙模分離模式，多數國家亦是採用此

模式，也最為消費者接受，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第貮

章第五節將雙模連結與單模服務的優缺點及產生的

議題予以列表分析，請卓參。  

16 國內行動與固網用戶數預測應說明其理論依據或預測模型。 

1. 預測之模型建立與方式，乃採歷史資料預測方法

（固網 7 年、行動 9 年）。由於用戶數預測的方

法是採用歷史資料預測方法，倘若有突發性的號

碼需求發生，如兩岸交流的用戶號碼需求，則對

未來號碼的趨勢預測較不會產生影響，但主管機

關仍應緊密監控號碼使用情形，方能維持號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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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應的充裕性。倘若為持續性的長期需求，則會逐

漸反應在趨勢預測之中。 
2. 建議主管機關應建立長期且持續的預測機制，方

能進行動態性的短、中、長期號碼需求量預測修

正。 

17 

統計號碼量需求時，應將考量業者備用的容量，例如：業者向主管機關申

請號碼時，只要號碼使用率達到最近一次核配數之 60%，其餘核配數之

80%即可申請，因此，實際上業者仍有號碼備用容量。 

號碼需求量預估，是藉由與業者個別訪談時，討論用

戶數預測轉換為號碼需求量之關連公式。固網號碼需

求量為用戶數之 1.2 倍，其中包括測試門號、熱號與

局碼分割損失共達用戶收之 20％；行動號碼需求量

為用戶數之 1.1 倍，其中包括測試門號、熱號共達用

戶收之 10％。 

18 

報告中號碼需求除以國內人口數為預測基礎外，建議應納入外來因素的號

碼需求。例如：兩岸交流日益頻繁，對岸來台人士也有可能會產生電信號

碼的需求。 

1. 以陸委會公布 2009 年大陸人民來台人數為例，

合計為 106 萬人次，此數據將視兩岸交流熱絡程

度呈現成長或衰退，號碼需求規劃上亦必須列入

考慮因素。 
2. 由於用戶數預測的方法是採用歷史資料預測方

法，倘若兩岸交流的用戶號碼需求為突發性需

求，則對未來號碼的趨勢預測較不會產生影響，

但主管機關仍應緊密監控號碼使用情形，方能維

持號碼供應的充裕性。倘若為持續性的長期需

求，則會逐漸反應在趨勢預測之中。因此建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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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管機關應建立長期且持續的預測機制，方進行動

態性的短、中、長期號碼需求量預測修正。 

19 

期中報告第五章為座談會意見分析，建議應以 TTC 角度進行分析並提出

建議。例如：第 128 頁中敘述，有業者提及經營 IPTV 服務需面臨三種不

同法規(有線電視、WiMAX、固網)所規管，以 WiMAX 規管為例，若業者

要經營廣電服務，僅須依照廣電服務的相關規定辦理之。就固網而言，規

管架構也逐漸鬆綁，因此上述問題不致於有太大問題。 

第伍章座談會意見分析，期中報告係以綜整各界發言

意見為主。研究團隊原於期末報告中，加入 TTC 之

觀點，但有主管機關之審查委員認為與號碼無關，故

研究團隊依主管機關之意見，予以刪除。 

20 建議在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時，應予以彙整，並以圖表表示。 
依委員建議，增加主要國家發展趨勢研究之摘要與比

較分析於期末報告第參章第十一節。 

21 ENUM 應於報告中說明其定義。 ENUM 已於期末報告中說明其定義。（請詳 P58） 

22 
參考研究報告中，國際間 VoIP 之編碼係以地理性作為接取緊急服務之考

量，建議研究團隊應考量我國國情，提出適合我國 VoIP 發展之編碼建議。 
依委員建議，於期末報告中提出建議。（請詳期末報

告第捌章） 

23 我國地理區域碼是否區分過細，建議研究團隊進行相關研究。 
台灣地小人稠的確不需要編配區域碼(固網方面)，故

研究團隊建議未來的編碼計畫應以服務種類為導

向，並朝簡化服務為四大類為目標演進。 

24 FMC 編碼規劃應於期末報告提出規劃建議。 
依委員建議，於期末報告中提出規劃建議。（請詳期

末報告第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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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25 
計畫申請書原規劃於期中報告前召開兩場，目前僅舉辦一場，請研究團隊

於後續研究中再補足座談會場次。 

座談會場次將依計畫申請書規劃共召開三場，亦即期

中審查後，已於 10/22 與 10/26 分別舉行專家學者座

談會與業者座談會。 

 



 1

｢電信號碼於異質網路整合之研究｣ 期末審查 
審查委員意見與研究團隊回應對照表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1 
文中於「提要」及「結論與建議」，均建議將現行的應用服務類

別整併為 4 類，請於文中明列哪 4 類？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請詳 Page XX） 

2 

區碼的必要性：多數國家編配了地理性號碼（即區碼），台灣地

小，是否有設區碼的必要性？行動通訊若設區碼，如果異地通

訊，是否加其他碼？ 

台灣地小人稠的確不需要編配區域碼(固網)，故研究團隊建議

未來的編碼計畫應以服務種類為導向，並朝簡化服務為四大

類為目標演進。 

3 
目前網路接費率的差異問題，已提出 Bill & Keep 計價方式，是否

有國家採此方式？反應如何？ 

國際間已有美國、加拿大及香港採用互惠網路接續費作法，

在互惠作法下，網路接續費訂為零，各網路業者同意代他網

路業者接續話務，亦稱為(Bill and Keep, B&K)。歐盟會員國監

理機關已研究將 B&K 作為歐洲網路接續之一個長期性的可

能模式。惟須要目前之網路接續費下降到一定程度才能過渡

到 B&K 模式。（請詳 Page 216） 

4 
M2M提到 2020年前，Mobile IP技術仍以 E.164為主，惟預估 2015
年 IPv6 已達水準，M2M 有可能已有 IP 可用。 

依據 2010 年 6 月 ECC 研究報告指出，長期而言，IPv6 仍為

M2M 的主要編碼技術，但由於 Mobile IP 技術仍未成熟，短

期內（2020 年以前）仍應以 E.164 為主。（請詳 Page 254） 

5 建議於附錄中增列對各審查委員於期中／期末審查意見之回覆。 已依委員意見增列於附錄八中。 

6 

研發團隊於「結論與建議」一節中，提出我國之發展障礙、政策

建議與短中長期規劃方針，建議增列與後項相關之機關局處、產

業及影響範圍。 
已依委員意見增列於第捌章。（請詳第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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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委員之意見 研究團隊之回應 

7 
建議於內文英文縮寫第一次出現處，標示英文縮寫之英文全名與

中文全名。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 

8 
建議對問卷調查之三類對象：一般民眾、商務人士及企業用戶之

基本資料再加以設計分析，例如：年齡層、行業別。 
增加一般民眾依年齡層進行分析。（請詳附錄二） 

9 建議於表 3-16、3-17、3-18 增列我國之現況。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參見第伍章） 

10 建議中文翻譯宜統一，例如：「物聯網」與「物件聯網」宜統一。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 

11 資料搜集豐富。 謝謝委員讚許。 

12 Abstract 應簡要說明研究之內容及成果，不宜分章節來說明。 此乃 NCC 規定。 

13 
座談會邀請之人士應包含通訊監察中心之人員以利未來編碼符

合通訊監察之法令。 
未來後續研究案時，可供參考。 

14 

編碼計畫未來發展之規劃方式之時機必須等到： 
(1) 至少零售市場依距離計價的費率已經消失。 
(2) 3-4 年成形，但如果由市場自然調整是否無法預估時程

或時程拖很久，因此政府相關單位是否應介入調整？應

加以說明。 

在通傳會之價格管制機制下，行動費率逐漸下降中，另通傳

會已宣告明(100)年起固網撥打行動之通話費定價權將回歸發

話端網路業者，加上行動網路成本計算模型研究，固網撥叫

行動方面之通話費應會有較大幅之調降。在這些監理措施有

效落實以及市場競爭後，固網與行動費率之差異將逐步縮

小。因此，我國 FMC 服務的固網與行動費率差異需同時採取

監理手段以及市場機制。(請詳 P214~P215) 

15 編碼方式之改變宜說明可能之衝擊及政府因應之具體做法。 
由於匯流服務與技術的發展，傳統以技術導向的編碼計畫將

逐漸轉變為服務導向的編碼計畫，亦即以服務類別做為編碼

計畫的基礎，其轉變的過程主要可以分成二個階段：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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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通訊」至「次世代通訊」，二、從「次世代通訊」至

「未來的通訊」，且須有四項要素須趨於成熟，也是我們須長

期觀察的指標，方能順利過渡之。（請詳 P107～110） 

16 
070 之接續，推論與市話比較，請加國外及長途兩種費率之結構

比較。 
依據本研究所見國外固網既有業者之資費方案提出之論點，

已強化論述內容。（請詳 P218~P220） 

17 Page135 之芬蘭電信編碼計畫、說明。 
07 為非地理性號碼或其他，故未列於地理性號碼之圖表中，

但為增易讀性，已做修改。(請詳 P180、P181) 

18 Page151 是否少了亞太、PHS。 已增加亞太電信與大眾電信。(請詳 P194~P195) 

19 P.19~21 提到 Tel 2.0 但後續未再討論，我國是否需做因應？ 

1.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大時，則編配獨立的號

碼區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創新，且讓消

費者能從號碼的規劃中清楚了解服務的差異，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消費者優先政策。 

2. 當新服務與既存服務差異性相當小(相似性高)時，則編配

現存號碼區塊給新的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競爭與

匯流。讓新參進的業者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能與既有業

者競爭而願意投資，此為 Telco2.0 商業模式中的投資優

先政策。 

（請詳 P111～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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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45 滙流服務、行動上網（Fig. 2-16）發展較固網晚？請說明。 
世界各國乃至於我國是先從固網(如 Dial-up 上網)進而發展行

動上網，研究團隊非指行動上網發展＂慢＂，語意上已予以

強化。 

21 
P.48~55，B1~B7 請與各國狀況做聯結，並請在邏輯分析後，對我

國狀況做建議。 

我國目前仍處於雙模分離模式，多數國家亦是採用此模式，

也最為消費者接受，研究團隊於第貮章第五節將雙模連結與

單模服務的優缺點及產生的議題予以列表分析，並於第肆章

第二節，請卓參。(請詳 P80~P95、P206~P210) 

22 
P.12 請說明探討“整合通訊”之原因（在外國研究部分均不涉及此

項），為何不是 IMS？ 

座談會時，業者提出 UC 為整合服務之一，但目前多數的應用

仍侷限於企業間或內部的封閉式應用，與電信編碼所考量符

合公眾利益的必要性存有差距。因此，研究團隊僅針對 UC
服務予以說明，未於外國研究中涉及。另，UC 屬服務性質，

IMS 為電信業者整合式之共通平台，包含網路介接、軟交換

網路、應用服務等，為 FMC 整合主要的解決方案之一，二者

的定義不同。 

23 P.140，第十一節，請另做分頁書寫。 
有關“節＂的排版方式，基本上採不分頁，但為增加閱讀性，

在期末報告中部分“節＂則採以分頁處裡。 

24 

P.145，表 3-19“新的無線技術”指何？與“行動通信”之差異？

P.147，表 3-19 =>表 3-20，請說明演繹理由（如 VoIP 由何項取代）

（所有類別都可歸納入此四類中） 

新的無線技術泛指行動通訊以外之技術，至於演進的過程已

於報告予以增訂。(請詳 P255~P257) 

25 
第肆章，障礙探討及如何排除，請提具體措施，避免“監理機關有

必要正視”、“調整不合時宜規管”之用詞結論。 
已於提出排除障礙之建議。(請詳第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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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166 IoT 是否有必要因應？（非節約號碼一途能解決） 

編碼計畫結構之服務類型區分過細，導致號碼資源無法有效

利用，因此為因應物聯網及新技術/新服務之號碼需求，唯有

從檢討編碼計畫結構著手，相關做法包括區域碼整併與服務

類型劃分之檢討以及號碼行政與管理之改進等。(請詳 P212) 

27 

經營執照（IPTV）與編碼之關係？FMC 與廣電之關係？P.167 主

題似在探討號碼如何因應跨網（異質網）需求，而非如何促進異

質網服務。 
已刪除與號碼無關之議題。 

28 
P.149 M2M（行動市場）？兩岸行動號碼需求？Skype-in 號碼需

求？ 

1. 以陸委會公布2009年大陸人民來台人數為例，合計為106
萬人次，此數據將視兩岸交流熱絡程度呈現成長或衰

退，號碼需求規劃上亦必須列入考慮因素。 
2. 由於用戶數預測的方法是採用歷史資料預測方法，倘若

兩岸交流的用戶號碼需求為突發性需求，則對未來號碼

的趨勢預測較不會產生影響，但主管機關仍應緊密監控

號碼使用情形，方能維持號碼供應的充裕性。倘若為持

續性的長期需求，則會逐漸反應在趨勢預測之中。因此

建議主管機關應建立長期且持續的預測機制，方進行動

態性的短、中、長期號碼需求量預測修正。（請詳 P250） 
3. Skype-in 的號碼需求源自於 PSTN 撥打至 Skype-in 用戶，

應使用 070 之號碼，且該號碼充裕，應不會有短缺問題。 

29 P.196，P.201 模型運算相關資料可否提供？ 
1. 預測之模型建立與方式，乃採歷史資料預測方法（固網 7

年、行動 9 年）。由於用戶數預測的方法是採用歷史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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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方法，倘若有突發性的號碼需求發生，如兩岸交流

的用戶號碼需求，則對未來號碼的趨勢預測較不會產生

影響，但主管機關仍應緊密監控號碼使用情形，方能維

持號碼供應的充裕性。倘若為持續性的長期需求，則會

逐漸反應在趨勢預測之中。 
2. 建議主管機關應建立長期且持續的預測機制，方能進行

動態性的短、中、長期號碼需求量預測修正。 

 
期末報告審查後補充敘述： 
 

1. 第貳章第五節之三、IoT 部分。增加 ECC 之 NUMBERING AND ADDRESSING IN MACHINE-TO-MACHINE 

(M2M) COMMUNICATIONS 研究報告，有關號碼需求預估方法說明。(詳見 P103~P106) 

 

2. 第參章澳洲部分：日前，澳洲已展開對編碼計畫架構的全面檢視，研究團隊有感於其中有很多值得參考之處，

故新增加“澳洲國家編碼計畫架構之檢視＂內容，供主管機關參考。(詳見 P161) 

 

3. 第伍章，除原有消費者意見調查分析，新增列專家與學者意見調查綜整分析。(詳見 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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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陸章針對號碼需求預測部分：參考 ECC 之 NUMBERING AND ADDRESSING IN 

MACHINE-TO-MACHINE (M2M) COMMUNICATIONS研究報告之M2M號碼需求預估方法，進行我國M2M

號碼需求預測，供主管機關參考。(詳見 P259~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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