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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電信統計指標蒐集機制 

5-1電信統計項目說明 

本研究之蒐集機制除配合公務統計方案現行電信統計項目外，並擬參

考引進國際電信聯合會（ITU）、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電信統計相

關指標、國內專家學者及業界先進意見等資訊，期能建立與國際電信統計

接軌之國內電信統計定期蒐集機制，俾供主管機關掌握電信事業發展實

態，作為決策參考依據。建立統計指標蒐集機制之目的，除可掌握國內外

電信發展動態外，更積極的意義應在於提供決策參據，提升政策品質。茲

就其統計項目之定義說明如下： 

一、財務概況 

（一）累積盈餘：含上期未分配盈餘及本期稅後損益。 

（二）股東股息紅利：含現金股利及盈餘轉增資股票股利。 

（三）編製說明： 

1.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電信事業特許或許可執照

業者。 

2.統計標準時間：資產負債表、盈餘分配表以年底之事實為準。 

3.分類標準：按資產負債表、盈餘分配表分類。 

 

二、收支概況 

（一）營業收入：指電信服務及其他營業收入。 

（二）人事費用支出：含薪資支出、業績獎金、年終獎金、員工福利、退

休金、加班費、伙食費、員工交通費及健、勞保費等。 

（三）編製說明 

1.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電信事業特許或許可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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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2.統計標準時間：損益表以全年之事實為準。 

3.分類標準：按收入、支出分類。 

 

三、固定資產變動概況 

（一）固定資產改良及擴充現金支出：指本年內新購建支出。  

（二）固定資產變賣現金收入：指本年內之舊貨或二手貨之銷售淨額，不

含資產之處分（如報廢）。 

（三）編製說明 

1.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電信事業特許或許可執照

業者。 

2.統計標準時間：固定資產改良及擴充現金支出、固定資產變賣現

金收入以全年之事實為準。 

3.分類標準：按住宅房屋、非住宅房屋、其他營建工程、運輸工具、

機器及其他設備、未完工程、在途設備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 

1.住宅：指全部或主要為居住用之已完工之建築物如員工宿舍，包

括永久設備如固定爐灶、中央空調、 燈光、 水管及供水設備與

所有習慣上裝於住宅之固定設備。旅館、停車場及類似建築物係

暫時住用者則屬非住宅房屋。 

2.非住宅房屋：指各類產業營運用之已完工之建築物，如廠房、倉

庫、辦公建築物、店鋪、停車場、農家建築物（畜舍及穀倉）及

用於宗教、教育、 娛樂等目的之建築物，附著於建築物且不可

移動部分之設備或裝置亦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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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營建工程（含土地改良）：指已完工之非軍事工程如永久之

鐵路、街道、下水道、橋樑、高架橋、地下鐵及隧道、港口。 

4.運輸工具：指船舶、飛機、汽車、貨車、機車及其他運輸設備。 

5.機器及其他設備：指生產用之耐久財，包括產生動力機器；辦公

機器；藝術品、金屬工作機器；礦業、營造業及其他產業機器；

起重機及叉舉設備；耐久容器；專門職業者使用設備及工具；其

他服務所使用之設備及家具。實務上，價值較小項目，如手工具、

辦公桌設備及家具，依會計程序視為經常費用者則不包括在內。 

6.未完工程：指本年未完工之住宅、非住宅房屋、其他營建工程。 

7.在途設備：指前述之運輸工具、機器及其他設備已成交而尚未入

帳者。 

 

四、固定投資支出概況 

（一）資料請填至報送月份之前1個月(例如5月報送前4月資料)，前月

資料若有修正，亦請一併更新。 

（二）請依所經營之業務別分開填列當月實際值(非累計值)。 

（三）表內各項資本支出係指本年內新購建支出，而非資產帳面價值。 

營建工程請按工程進度計算投資金額。 

（四）統計科目定義： 

1.土地：指房屋基地、其他營建用地及休閒場所用地，但不包括投

資用土地。 

2.營建工程：包括營業辦公場所、廠（機）房、倉庫、宿舍、停車

場（棚）及其他營建，包括附著於建築物不可搬動的設備，如電

梯、水電設施、照明設備等，以及道路、橋樑、溝渠、圍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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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停車場、水塔、水井、路燈、運動場、花園等。 

3.運輸工具：包括各式卡車、貨車、汽車、機車、搬運車、貨櫃、

船舶及其他運輸設備等。 

4.機器及其他設備：包括電信機械及線路設備、廣播設備、天線及

監測設備、通訊器材設備、冷氣機、通風機、馬達、電話、電風

扇、辦公桌椅、保險箱、櫥櫃及電腦設備等。 

 

五、臺閩地區國際電話去話次數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固定通信

綜合網路業務特許執照業者。 

（二）統計標準時間：年報以每年一月至十二月累計數字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臺閩地區掛發各國家、地區國際電話去話次數為分類

標準。 

（四）統計科目定義： 

1.公營：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業者。 

2.民營：非公營之業者。 

3.其他：除表列國家、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屬之。 

 

六、臺閩地區國際電話去話分鐘數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固定通信

綜合網路業務特許執照業者。 

（二）分類標準：按臺閩地區掛發各國家、地區國際電話去話分鐘數為分

類標準。 

（三）統計科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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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營：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業者。 

2.民營：非公營之業者。 

3.其他：除表列國家、地區以外之國家、地區屬之。 

 

七、兩岸來去電話量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固定通信

綜合網路業務特許執照業者。 

（二）分類標準：按臺閩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之來話及去話之次數與分鐘

數為分類標準。 

（三）統計科目定義： 

1.來話次數：大陸地區發話至臺閩地區之次數。 

2.來話分鐘數：大陸地區發話至臺閩地區之分鐘數。 

3.去話次數：臺閩地區發話至大陸地區之次數。 

4.去話分鐘數：臺閩地區發話至大陸地區之分鐘數。 

 

八、「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營運概況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行動電話

電信事業特許執照業者。 

（二）分類標準：按特許執照數、營業收入、用戶數、通話分鐘數、基地

台數、門號數、承載通道數分類。 

（三）統計科目定義： 

1.公營：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業者。 

2.民營：非公營之業者。 

3.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行動通信業務：指經營者利用行動通信網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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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行動通信服務之業務。並細分為五種業務： 

(1)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 業務。 

(2)中繼式無線電話（Trunked Radio）業務。 

(3)行動數據通信（Mobile Data）業務。 

(4)無線電叫人（Radio Paging）業務。 

(5)行動電話（Mobile Telephone）業務：分為第二代與第三代。 

4.行動電話（Mobile Telephone）業務：指經營者設置行動電話系

統，提供無線電通信服務之業務。 

(1)特許執照數：交通部核發行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數。 

(2)營業收入：指經營電信服務及其他業務之收入。 

(3)用戶數：租用行動電話服務之用戶，包括租用WAP、GPRS（2.5G）、

3G服務及一般用戶之用戶數。 

(4)通話分鐘數：指「去話」分鐘數。 

(5)基地台數：指設置於陸地上具有構成無線電通信鏈路以供行動

台間及行動台與其他用戶通信之設備。 

(6)門號數：指設置之行動電話系統所能提供之用戶最大容量。 

(7)承載通道數：指設置之行動電話系統之基地台所能提供之最大

承載通道數（Traffic Channel）。 

 

九、「無線電叫人」業務營運概況 

無線電叫人（Radio Paging）業務係指經營者利用公眾通信網路與無

線電叫人系統，提供無線電叫人服務之業務。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無線電叫

人電信事業特許執照業者。 



我國電信統計規劃與電信競爭力分析 

 

我國電信統計指標蒐集機制 

 

124 

（二）分類標準：按特許執照數、營業收入、用戶數、呼叫次數、基地台

數、門號數、承載通道數分類。 

（三）統計科目定義： 

1.特許執照數：交通部核發無線電叫人業務特許執照數。 

2.營業收入：指經營電信服務及其他業務之收入。 

3.用戶數：租用無線電叫人服務之用戶總數。 

4.呼叫次數：其他電信事業之用戶呼叫無線電叫人用戶之次數。 

5.基地台數：指設置於陸地上具有構成無線電通信鏈路以供行動台

間及行動台與其他用戶通信之設備。 

6.門號數：指設置之無線電叫人系統所能提供之用戶最大容量。 

7.承載通道數：指設置之無線電叫人系統之基地台所能提供之最大

承載通道數（Traffic Channel）。 

 

十、「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營運概況 

中繼式無線電話（Trunked Radio）業務係指經營者利用中繼式無線

電通信系統，提供無線電通信服務之業務。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中繼式無

線電話電信事業特許執照業者。 

（二）分類標準：按特許執照數、營業收入、用戶數、通話分鐘數、基地

台數、派遣台數、承載通道數分類。 

（三）統計科目定義： 

1.特許執照數：交通部核發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特許執照數。 

2.營業收入：指經營電信服務及其他業務之收入。 

3.用戶數：租用中繼式無線電話服務之用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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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話分鐘數：指「去話」分鐘數。 

5.基地台數：指設置於陸地上具有構成無線電通信鏈路以供行動台

間及行動台與其他用戶通信之設備。 

6.派遣台數：指在控制台之監控下，透過中繼式無線電通信系統指

配之頻道與行動臺通信，以進行業務派遣與調度作業之無線電台。 

7.承載通道數：指設置之中繼式無線電話系統之基地台所能提供之

最大承載通道數（Traffic Channel）。 

 

十一、「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營運概況 

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係指經營者租用電信事業機構之公眾電

信網路，銜接自行裝設之基地台等設備，提供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通信

服務之業務。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分設在台閩地區領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數位式低

功率無線電話電信事業特許執照業者。 

（二）分類標準：按特許執照數、營業收入、用戶數、通話分鐘數、基地

台數、 門號數、承載通道數分類。 

 

十二、臺閩地區通信設備統計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臺閩地區第一類電信事業主要通信設備為統計

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年報以每年十二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國內、國際通信設備分類。 

國內通信設備又分：市內電話、長途電話、行動電話、無線電叫人、

中繼式無線電話、行動數據、低功率無線電話/一九00兆赫數位式低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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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話、數據通信及無線電（衛星通信）設備等。 

國際通信設備分：國際電話數據設備、無線電（衛星通信）設備、海

纜設備及國內之中繼設備等。 

（四）統計科目定義： 

1.國內通信設備 

(1)市內電話設備：供市內電話使用之相關設備。 

(2)市內線路長度：依業者建置之市內線路種類分別填報（含電話

及數據業務），其中「架空」係指以電桿等物懸空附掛者，「地下」

包含以挖埋及附掛邊溝者。 

(3)長途電話設備：供長途電話使用之相關設備。 

(4)長途線路長度：依業者建置之市內線路種類分別填報（含電話

及數據業務），其中「架空」係指以電桿等物懸空附掛者，「地下」

包含以挖埋及附掛邊溝者，「水底」係指國內長途專用之海纜。 

(5)行動電話設備：提供行動電話服務之相關設備。 

(6)無線電叫人設備：提供無線電叫人設備服務之相關設備。 

(7)中繼式無線電話設備：提供中繼式無線電話設備服務之相關設

備。 

(8)行動數據通信設備：提供行動數據通信設備服務之相關設備。 

(9)低功率無線電話設備/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設

備：提供低功率無線電話及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

服務之相關設備。 

(10)數據通信設備：提供數據服務之相關設備。 

(11)無線電設備：供國內通信用之無線電設備，含微波電路及衛星

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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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電信統計編碼說明 

本研究蒐集機制之對向來源主要以第一類電信為主，再加上第二類電

信業者中兼營語音單純轉售服務、網路電話服務及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等三

項業務，根據圖表5-1、5-2及5-3，將各業者歸類及各業務相關問題分類

編碼，可依此進一步做統計分類與比較。茲就編碼原則說明如下： 

1.在各編碼中，若無法分類者以0表示，例如在第一、二碼為財務指標的

問題中，若無法做業務項目分類，因此在第三碼與第四碼訂為為 0，除

此之外，亦沒有縣市別之分，因此在第八碼與第九碼亦編為0。 

2.業務項目編碼：若能歸類為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

務者，則依此歸類，若無法分類則歸入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若沒有

業務區分的問題，例如營業收入，則編為00，表示所有公司資訊皆須蒐

集。 

3.問題流水編號：共編4碼，依據問題順序由0001依序編列。 

4.縣市別編碼：共編兩碼，其中第一碼表示所處區處別，”1”表北區，”2”

表中區，”3”表南區。 

5.電信事業分類編碼：若僅經營第二類電信的公司則編為 00，若一、二類

兼營，則將第一類營運業務項目作電信事業分類編碼。 

6.營運區處編碼：依各家公司營運區處別予以分別編碼，例如中華電信訂

為 10表全區營運，泛亞電信訂為 40表南區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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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1我國電信蒐集機制編碼表_依業務問題分類 

 

1 2 3 4 5 6 7 8 9 10 

          

 

 

 

 

 

 

 

 

 

 

 

 

 

 

 

 

 

 

 

 

 

 

 

 

-----

指
標
分
類 

--------

業
務
項
目------01：財務指標 

02：營運指標 

03：基礎建設指標 

------

問
題
流
水
編
號 

-----

縣
市
別 

 11  基隆市 

北 12  台北市 

 13  台北縣 

 14  桃園縣 

 15  新竹市 

 16  新竹縣 

 17  宜蘭縣 

區 18  花蓮縣 

 19  連江縣 

 21  苗栗縣 

中 22  台中市 

 23  台中縣 

 24  彰化縣 

 25  南投縣 

區 26  雲林縣 

 31  嘉義縣 

 32  嘉義市 

 33  台南市 

南 34  台南縣 

 35  高雄市 

 36  高雄縣 

區 37  屏東縣 

 38  澎湖縣 

 39  台東縣 

 30  金門縣 

 

01：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 

02：市內網路業務 

03：長途網路業務 

04：國際網路業務 

05：電路出租業務 

06：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化業務 

07：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 

08：行動數據通信業務 

09：無線電叫人業務 

10：行動電話業務 

11：衛星通訊業務 

12：第二類電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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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2我國電信蒐集機制編碼表_依公司別分類 

 

1 2 3 4 5 6 7 8 

    

 

 

 

 

 

 

 

 

 

 

 

 

 

 

 

 

01：固定通信網路業務 

02：行動通訊網路業務 

03：衛星通訊網路業務 

04：固定與行動兼營 

05：固定與衛星兼營 

06：行動與衛星兼營 

07：固定、行動與衛星 

三者皆有經營 

00：第二類電信事業 

---------
企
業
名
稱---------

----

電
信
分
類---- 

1:第一類電信事業 

2:第二類電信事業 

3:一類與二類兼營 

------------

電
信
事
業
分
類-------- 

--------

營
運
區
處----------

10 全區  

20 北區 基隆市 

 台北市 

 台北縣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宜蘭縣 

 花蓮縣 

 連江縣 

30 中區 苗栗縣 

 台中市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40 南區 嘉義縣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南縣 

 高雄市 

 高雄縣 

 屏東縣 

 澎湖縣 

 台東縣 

 金門縣 

詳見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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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3我國電信蒐集機制業者名單 

 
00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41 萬里達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81 國際環球訊息股份有限公司 

002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042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082 盈華數位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03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043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83 網上網國際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004 東森寬頻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44 侑瑋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84 實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5 太電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45 亞洲通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85 美商威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006 神廣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46 華宇衛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86 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7 中都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47 九邦衛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08 信鴿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48 偉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9 中興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49 聯榮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10 中華人人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0 和允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11 首都電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051 聯天衛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12 聯邦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2 寰球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13 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3 鉅康國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14 翔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4 中工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15 新保電訊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5 全球光網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16 元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6 國際環球通信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017 聯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7 瑪凱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18 新智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8 英普達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9 群易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59 南屏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0 利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60 北台數網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21 誠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1 台灣新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22 連邦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2 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23 全匯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3 登門數位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24 興洲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4 領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25 華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5 泰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6 巨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6 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027 速必威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67 達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8 大通無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68 全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29 義新數據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069 呈祺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030 巨達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70 智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1 隨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71 康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32 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072 世界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33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73 長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34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074 和宇寬頻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035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75 會訊國際傳訊股份有限公司  

036 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76 威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37 東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77 台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38 泛亞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78 遠達全球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39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79 上銀全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40 超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80 捷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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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我國電信統計蒐集機制草案 

由於近年來全球電信服務市場大幅開放，加上我國加入WTO後，電信

服務業必須朝向全球化發展，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電信蒐集機制，以確實

掌握國內電信服務業與國際各國快速發展之現況，實為當前重要之工作。

其蒐集機制表如圖表5-4、5-5所示。 

 

圖表5-4我國電信蒐集機制統計表_依問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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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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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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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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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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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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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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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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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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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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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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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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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5我國電信蒐集機制統計表_依公司別編碼 
公司名稱 公司編碼 公司名稱 公司編碼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700110 侑瑋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10304410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10100210 亞洲通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10304510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30100310 華宇衛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304610

東森寬頻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100410 九邦衛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304710

太電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00510 偉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04810

神廣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0610 聯榮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304910

中都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00710 和允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10305010

信鴿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00810 聯天衛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305110

中興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00910 寰球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305210

中華人人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010 鉅康國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305310

首都電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10201110 中工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30305410

聯邦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210 全球光網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105510

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201310 國際環球通信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10105610

翔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410 瑪凱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5710

新保電訊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510 英普達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5810

元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610 南屏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5910

聯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201710 北台數網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6010

新智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810 台灣新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6110

群易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1910 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6210

利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010 登門數位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6310

誠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110 領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6410

連邦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210 泰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6510

全匯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310 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006610

興洲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410 達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06710

華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510 全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6810

巨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610 呈祺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06910

速必威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2710 智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7010

大通無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30202810 康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07110

義新數據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30202910 世界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7210

巨達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3010 長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7310

隨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203110 和宇寬頻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07410

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30203210 會訊國際傳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7510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3310 威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07610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30203410 台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7710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0203510 遠達全球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7810

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30203610 上銀全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7910

東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30203730 捷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8010

泛亞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203840 國際環球訊息股份有限公司 20008110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30303910 盈華數位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8210

超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10304010 網上網國際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20008310

萬里達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04110 實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8410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10304210 美商威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008510

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04310 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8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