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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案緣由 

我國的行動通信業務自 85 年電信自由化以來，首

先開放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中繼式無線電話業

務、行動數據通信業務、無線電叫人業務、行動電話（以

下簡稱 2G）業務等 5 項，88 年開放 1900 兆赫數位式

低功率無線電話（以下簡稱 PHS）業務，90 年開放第三

代行動通信（以下簡稱 3G）業務，96 年開放無線寬頻

接取（以下簡稱 WBA）業務，102 年開放行動寬頻（以

下簡稱 4G）業務，等等一連串之措施，至今，我國已是

電信完全自由化之國家。 

其中，在 3G 業務方面，90 年釋照作業時，開放

800MHz 及 2100MHz 頻段共 165MHz 之頻寬供 3G 業

務使用，該次釋照作業計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亞太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公

司得標；這 5 家公司中，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後來被

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會 102 年釋照作業

時之得標者，後來並成為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合併，

合併後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更名為台灣

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而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後來

合併國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會 102 年釋照作業時之

得標者，後來並成為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方面，鑒於其 3G 業務採用

之 CDMA 技術相關設備商投注資源愈來愈少，手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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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推出新款手機遲緩且消極，已無法滿足用戶需求且

不易與同業競爭，在該公司落實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前提

下，為節能減碳及頻譜使用效率之考量，本會已核准該

公司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終止 3G 業務，以至於現行 3G

業務經營者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遠傳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 

由於 3G 系統兼具提供語音與數據服務，開放後，

申辦用戶大量增加，然依據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3G 業務特許執照有效期間至民

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屆滿後失其效力。此意謂著，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將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即終止。 

為滿足民眾對行動通信服務之需求，因應行動上網

數據流量高速成長趨勢，政府早於102年開放700MHz、

900MHz 與 1800MHz 頻段上、下行共 270MHz 之頻寬，

供 4G 業務使用；104 年再開放 2500 MHz 及 2600 MHz

頻段，共 190MHz 之頻寬，供 4G 業務使用；本（106）

年度第 3 度釋出 1800MHz 及 2100MHz 頻段共 150MHz

頻寬，供 4G 業務使用。總計 3 次釋照作業開放 610MHz

頻寬供 4G 業務使用，期透過大量的頻寬釋出，以提供

民眾更好更多樣化之行動通訊服務（行動通信業務用戶

數趨勢圖程如下圖 1，行動通信業務開放歷程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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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 4季 104年第 1季 104年第 2季 104年第 3季 104年第 4季 105年第 1季 105年第 2季 105年第 3季 105年第 4季 106年第 1季 106年第 2季 106年第 3季

2G用戶數 (戶 ) 2,397, 327 1,949, 388 1,554, 351 1,309, 224 1,018, 741 772,800 562,549 492,306 396,434 291,726 102,157 -

3G用戶數 (戶 ) 23,454, 755 22,008, 991 20,476, 688 18,861, 061 16,775, 973 14,963, 325 13,284, 643 11,770, 941 10,465, 116 9,351, 183 8,202, 989 7,032, 562

4G用戶數 (戶 ) 3,449, 307 5,261, 698 7,208, 050 9,338, 141 11,574, 394 13,456, 349 15,196, 789 16,725, 622 18,067, 037 19,186, 535 20,479, 607 21,761, 277

總用戶數 (戶 ) 29,301, 389 29,220, 077 29,239, 089 29,508, 426 29,369, 108 29,192, 474 29,043, 981 28,988, 869 28,928, 587 28,829, 444 28,784, 753 28,793,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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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G、4G 近年用戶數趨勢圖 

 

圖 2-行動通信業務開放歷程 

在 4G 系統中，由於係建構於 IP 架構下，主要供

數據傳輸使用，因此對於語音之傳遞，發展出 4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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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Over-The-Top，網路電話，VoIP）、 SVLTE

（Simultaneous Voice and LTE）&SGLTE（雙卡雙待手

機使用）、CSFB（Circuit Switched Fallback，普遍為電

信業者使用，係將語音回退至 3G 電路）及 VoLTE

（Voice over LTE）等 4 種，其中國內電信業者普遍採

用之技術為 CSFB，即透過 3G 網路以傳遞語音，考量

VoLTE 服務尚未普及國際漫遊仍有 3G 網路需求，此

現象於短期間內仍將持續存在；是以，本會於行動寬

頻業務管理規則中，規定得標者或經營者得申請將其自

身或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之系統設備，移用為

其行動寬頻系統之一部，亦即業者可將 3G 網路納為 4G

之異質網路，以處理 4G 業務中關於語音傳遞之需求。 

為使仍是民眾高度依賴之相關服務仍得以繼續提

供，避免 3G 業務於其法令屆期致服務驟然停止而造成

民怨，因此，如何於 3G 特許執照屆期前，在「零衝擊、

無爭議」之原則下，達成「服務完全移轉」之政策目標，

將是未來政府、業者及使用者間之重要課題。 

貳、 計畫目標 

截至 106 年 11 月底止，3G 用戶數尚有 643 餘人，

為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服務終止前達成全體用戶

「零衝擊、無爭議」順利移轉之政策目標，在各業者以

4G 異質網路提供既有服務前提下，3G 用戶只要完成換

約作業，將原 3G 服務契約更換為 4G 服務契約，即可

持有原號碼、原手機，繼續享有行動電話之便利通訊。

期望經由政府及各相關業者在加強政策宣導、便利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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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及平順移轉資費銜接等措施下，大幅降低 3G 用戶

數，最後在 108 年 1 月 1 日後之緩衝機制的配合下，達

成前揭政策目標。 

參、 3G 業務終止議題分析 

一、 目前各行動通信業者均採 CSFB 方式提供語音服務，

本會於 106 年度標售本業務頻段（2100MHz）作為行

動寬頻業務使用，經競價結果，各家業者所標得頻段

如下： 

 

圖 3-106 年度 4G 第 3 波釋照結果 

依上圖顯示 4 家業者均標得其原來 3G 業務所使用之

頻段，在各家業者仍持續使用其 UMTS 系統並移作

4G 業務異質網路情況下，倘系統無變動，消費者原終

端設備仍得透過電波涵蓋享有服務。 

二、 終端設備支援性：考量目前國內 VoLTE 服務尚未普

及，3G 業務終止後各業者可採用行動寬頻網路之異

質網路繼續提供服務，而各業者行動寬頻網路(及異質

網路)可支援之終端設備包括 3G 手機、含 3G 卡槽之

雙卡機型號攸關民眾使用權益，相關資訊應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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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契約之移轉： 

(一) 由於截至 106 年 10 月底止，3G 用戶尚有 673 萬

餘戶，如何透過服務契約便利移轉措施，以增進移

轉效果，達成前揭政策目標。 

(二) 對於至 3G 終止時，仍未完成契約移轉至 4G 之用

戶，如何處置並保障其權益？ 

四、 用戶態樣：現有 3G 用戶之用戶態樣為何？透過這些

用戶態樣之分析，針對不同類型之用戶，採行相應之

措施，以達政策目標。 

五、 優惠資費：目前 3G 業務兼具提供語音通信服務與數

據服務，以現有 3G 經營者所提之資費方案觀之，各

經營者均有提供月租費低於新臺幣 200元之低資費方

案（含促銷方案）；而本會前於 102 年開放之 4G 業

務，則以提供數據傳輸服務為主，訂價策略以數據傳

輸量為主，惟為符合國人通信習慣，另搭配贈送語音

通信服務，爰業者應如何提供用戶平順移轉之資費方

案，使用戶無縫轉移？ 

六、 業務宣導：由於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3G 業務必

須終止，然截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止，尚有 643 萬餘

之 3G 用戶，為使社會大眾認知 3G 業務屆時必須終

止，也為降低對用戶之衝擊，應有相關宣導措施，建

立與用戶之溝通橋樑，進而促進用戶欣然辦理換約移

轉服務。 

七、 緩衝措施：過去本會於辦理相關行動通信業務終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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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PHS、WBA 與 2G），對於該業務終止後尚未

申辦轉移之用戶，其原持有門號均保留一定期限，供

該等用戶於該期限內持證明文件至各相關業者申辦

原門號移轉。 

八、 業者提報業務終止計畫：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特許執照之有效期間為自

核發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屆滿後失其效

力。」，為明確 3G 業務退場及應採取之作為，明定

經營者因特許執照屆期終止之監理依據，本會刻正修

正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79 條之 1 規定，

明確要求經營者因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而終止其

業務之全部時，應於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日前三個

月檢具業務終止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特許

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日前一個月通知使用者。 

九、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執照屆

期前後 1 個月（1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08 年 2 月 1

日），成立應變小組，以因應並處理執照屆期前後相

關事宜。 

十、 善後處理措施：針對未能於 12 月 31 日及時移轉之 3G

用戶，請電信業者於適當期間引導該等用戶之話務至

各電信業者客服中心或其他處理措施，並要求各業者

客服針對不同案件類型分別處理，處理後對案件種類

進行分析、統計、建立處理 SOP，以儘速、切實回應

用戶需求，引導用戶升級、繼續享有電信服務。 

肆、 本會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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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各行動通信業者均採 CSFB 方式提供語音服務， 

按 106 年度 4G 第 3 波釋照結果，4 家 4G 業者均標得

其原經營 3G 業務之頻段(2100MHz)： 

(一) 如持續採用 CSFB 方式以提供語音服務及維持原

UMTS 服務： 

1、 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規定，允許得標者或經

營者得申請將其自身或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

經營者之系統設備，移用為其行動寬頻系統之

一部；意即現行各行動通信業者之 3G 系統，均

可選擇將其納為 4G 系統之一部，其 3G 系統納

為 4G 異質網路一部後，在未來數年仍將持續

存在。 

2、 業者所面臨之問題僅於頻率調整，而在調整階

段，用戶通訊權益不得受到影響。 

(二) 既有 3G 業者於得標後，如廢棄其原 3G 系統，改

以 VoLTE 方式提供語音服務，或以非 2100MHz 頻

段維持 3G 系統而用戶終端無法支援：將用戶終端

設備、sim 卡、合約須全面更換 

1、 則其將面臨與過去 2G業者終止 2G業務相同情

境之問題。 

2、 本會將比照 2G 業務終止模式，保障用戶權益。 

(三) 鑒於目前國內電信環境、相關終端普及率、國際漫

遊需求等考量，VoLTE 服務之推行仍有須克服之

障礙，3G 網路及其提供 CSFB 之服務短期內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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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本會未來將行政指導各業者將 3G 異質網路

移轉至行動寬頻業務以延續相關服務，並督導其辦

理相關事業計畫書變更；同時， 各業者亦須向民

眾溝通、揭露相關資訊，致力達成用戶感受無縫接

軌之目標。 

二、 終端設備支援性：考量目前國內 VoLTE 服務尚未普

及，3G 業務終止後各業者可能採用行動寬頻網路之

異質網路暨續提供服務，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各業者

有必要儘早確立服務提供之方式，並揭露行動寬頻網

路(及異質網路)可支援之終端設備(3G 手機、含 3G 卡

槽之雙卡機)。 

三、 服務契約之移轉： 

(一) 合約期間逾 3G 執照屆期終止者附加相關負擔：  

1、 3G 業務執照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經營者

受理合約期間逾 3G屆期終止日之 3G方案或無

綁約 3G 方案，應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19 日第

719 次委員會議決議，明確告知用戶下列事項，

並獲用戶同意： 

(1) 3G 業務特許執照依法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屆

期失效，促銷方案於 3G 業務特許執照屆期後

將轉換為行動寬頻業務契約，並請用戶簽署

勾選同意轉換後，方能受理該方案。 

(2) 轉換後之 4G 業務資費方案內容須優於或等

於原 3G 業務資費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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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用戶於 3G 業務合約終止時，不願意繼續使

用該等公司之 4G 業務服務，或欲攜碼至其他

4G 業務經營者，則該等公司應以雙方合約終止

辦理，用戶依 3G 業務服務契約向該等公司辦

理無息退還保證金及溢繳費用之手續，不得收

取任何電信費用補貼款(不含終端設備補貼款)

或有任何妨礙用戶移出之行為。 

(二) 契約終止適用 3G 服務契約第 45 條規定：依 3G 服

務契約第 45 條之規定：「（第一項）甲方如經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特許執照時，本契約自動向後失

效。…。乙方如有其他損害，甲方應依相關法律規

定處理。（第二項）本業務因特許執照屆期終止時，

準用前項規定。（第三項）甲方取得乙方同意，於

本業務特許執照屆期時，本契約變更為行動寬頻業

務服務契約，甲方提供乙方優於或等於原資費繼續

使用。」  

(三) 簡易換約措施： 

1、 為便利契約移轉作業，本會亦已核定各行動通

信業者之 3G 業務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相關措

施： 

(1) 用戶依規定申請 3G 業務服務之資料已登載

於行動通信業者之系統資料檔者，用戶得以

電話、網路或其他類似方式申請變更 3G 業務

服務契約為該公司之 4G 業務服務契約。 

(2) 若用戶同意於 3G 業務終止時起，契約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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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業務服務契約者，行動通信業者得於 3G

業務終止時起，提供用戶優於或等於 3G 業務

契約原資費之 4G 業務服務。 

2、 電信業者應透過業務宣導方式，並搭配提供等

於或優於原資費條件之優惠資費方案，且在符

合民法關於契約移轉之相關規定下，提出服務

契約可快速轉移的方案，以達 3G 用戶無縫移

轉至 4G 業務之目標。 

(四) 未換約用戶救濟措施：  

1、 電信業者對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契約未移轉之

用戶，應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保留其原有門號 6

個月作為緩衝措施。 

2、 對於無意願簽訂新契約之原用戶，可依下列方式

終止雙方服務契約： 

(1) 因業者執照屆期終止無法提供服務，應指定限

期內請原用戶寄回意願續約書面通知，如未寄

回或表明無移轉意願，雙方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服務確認終止日，契約終止。 

(2) 業者應保障用戶原有契約權益不受損。 

(3) 對於預付型用戶之餘額，電信業者應予清算及

適用「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 用戶態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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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態樣分析：由於 3G 系統能夠兼具提供語音服務與

數據傳輸，分析 3G 用戶之類型，主要可分為： 

1、 一般用戶：使用 3G 系統之語音與數據傳輸功能，

作為溝通訊息與傳輸資料使用，此為本業務之主

要用戶型態。 

2、 企業客戶用戶： 

(1) 政府機關用戶：使用於一般業務溝通與數據

資料傳輸。 

(2) 公用事業用戶：使用於一般業務溝通與分別

使用於水情、電力、環境、交通資訊、公車資

訊、水電錶及其業務所需等 M2M 服務。 

(3) 車機用戶：使用於車輛資訊通報使用。 

(4) 物聯網用戶：使用於其他 M2M 服務。 

3、 預付卡用戶：依各家第三代行動通信業者營業規

章第 4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一般預付卡自開

通及每次完成儲值設定日起三至六個月有效，但

用戶若於期滿前就該卡再儲值，則尚未使用完畢

之餘額可以累積使用。本卡有效期限未屆滿前，

儲值金額已使用完畢時，用戶對該卡不再儲值者，

該卡門號可使用至有效期限屆滿為止；有效期限

屆滿，該卡門號由本公司收回，服務契約即為終

止。」；同規章第 4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短

效期預付卡自開通日起一至三十日內有效，有效

期限屆滿，該卡門號由本公司收回，服務契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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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終止。」 

4、 低資費用戶：過去為吸引民眾申辦，5 家 3G 業

者均曾提出月租費低於 200 元之低資費方案，這

些用戶對於行動電話之需求，僅止於作為低度且

必須之通話服務使用。 

5、 純通話需求：部分消費者對於行動通信終端設備

之使用需求僅止於通話服務，因此，這些消費者

對於 4G 系統之數據傳輸需求並不高。 

6、 偏鄉用戶：對於偏鄉地區，受限於地理環境與交

通上之限制，其資訊及服務取得不易。 

7、 外籍用戶：非本國人用戶。 

(二) 方案規劃：  

1、 一般用戶：透過各項宣導錯施，鼓勵用戶儘早辦

理移轉至 4G 業務。 

2、 企業客戶用戶： 

(1) 政府機關用戶：由本會及電信業者分別發函

各行政機關，通知 3G 業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約移轉。 

(2) 公用事業用戶：由本會及電信業者分別發函

各公用事業，通知 3G 業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約移轉。 

(3) 車機用戶：由電信業者通知所屬車機用戶，3G

業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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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契約移轉。 

(4) 物聯網用戶：由電信業者通知所屬物聯網用

戶，3G 業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

其儘早辦理契約移轉。 

3、 數據傳輸用：由電信業者通知所屬用戶，3G 業

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

約移轉。 

4、 預付卡用戶：可比照契約用戶辦理，請業者加強

宣導。 

5、 低資費用戶：為加強 3G 用戶轉移至 4G 業務之

效果，請 4G 業者研擬加強提出低資費方案，並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陳報本會，以吸引用戶申

辦。 

6、 純通話需求：由於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 45

條第 1 項業已明定，允許得標者或經營者得申請

將其自身或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之系

統設備，移用為其行動寬頻系統之一部，使得民

眾得於 3G 服務終止後，仍能在未更新手機下於

其原 3G 基地臺（已移用為 4G 系統之一部）電

波涵蓋下，亦能享有行動通信服務，因此，請各

行動通信業者加強宣導用戶辦理 3G 轉 4G 之契

約變更。 

7、 偏鄉用戶：對於偏鄉地區，受限於地理環境與交

通上之限制，於營業規章及服務契約已同意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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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用戶雙證件前提下，得免臨櫃申辦之簡易移轉

措施，電信業者則應對該等其用戶提出適當之宣

導與協助移轉措施，並借助在地力量推行。 

8、 外籍用戶：針對非本國人用戶，電信業者應依不

同國籍研擬適當宣導及協助移轉措施。 

五、 優惠資費方面： 

(一)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業者應提供相同或相近的資

費方案以吸引 3G 用戶移轉至 4G，該項資費方案

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應“等於或優於”原契約所載之

服務內容，且其服務內容應分為「語音」、「數據」、

「語音加數據」等多元服務型態，以供消費者依其

需求選擇適合之服務。 

(二) 針對 3G 業務終止後，用戶原終端設備無法支援電

信業者 4G 系統者，電信業者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於行動電話門號搭配銷售終端設備時，應增加

適用手機之配套銷售措施，同時，應於公司網頁揭

露相關訊息，及增設該等消費者適用之手機專區

（包括適用於業者 4G 系統之傳統按鍵式手機、老

人機等），並於各直營門市增加提供該等手機現貨

之銷售，以保障其使用行動通信服務之權益。 

六、 業務宣導方面： 

(一) 本會於官網推出 3G 業務終止專區，可連結至各業

者同步成立之業務終止專區，並揭露相關資訊與外

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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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信業者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以書面、簡訊、電

子郵件、電話告知等方式通知 3G 用戶，並請該等

用戶配合辦理服務契約終止之相關事宜；同時，電

信業者應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運用公司資源、集

團資源或集團相關活動有效傳達本案訊息，且同步

於公司網頁、門市通路公告、新聞媒體、電子媒體、

帳單、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對不特定用戶廣為宣

傳，宣導 3G 用戶契約移轉至 4G 業務。 

(三) 本會綜合規劃處、基礎設施事務處、射頻與資源管

理處、法律事務處、北、中、南區監理處及本處共

同成立 3G 業務終止小組（下轄業務分組、消保分

組與宣導分組等 3 個分組)，辦理業務終止各項相

關事宜。 

七、 緩衝措施方面： 

(一) 依據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

定，受移轉使用之用戶號碼除物聯網號碼外，於移

轉日無法繼續使用之用戶號碼應保留 6 個月。 

(二) 過去本會於辦理相關行動通信業務終止時（例如

PHS、WBA 與 2G），對於該業務終止後尚未申辦

轉移之用戶，其原持有門號均保留一定期限，供該

等用戶於該期限內持證明文件至各相關業者申辦

原門號移轉。 

(三) 對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執照屆期後，尚未移轉之

用戶，將比照過去本會處理 PHS、WBA 與 2G 等

業務終止模式，公告該等用戶於業務終止日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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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得向各電信公司，申請保留原使用之電信號碼

提供 4G 服務。 

(四) 援例至任一 4G 經營者辦理移轉至特定經營者。 

八、 業者提報業務終止計畫 

(一)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

「特許執照之有效期間為自核發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屆滿後失其效力。」為明確 3G

業務退場及應採取之作為，明定經營者因特許執照

屆期終止之監理依據，本會刻正修正第三代行動通

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79 條規定，擬明確要求經營者

因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而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

應於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日前三個月檢具業務

終止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特許執照有效

期間屆滿日前一個月通知使用者。爰 4 家 3G 業者

應提報其 3G 業務終止計畫到會，其內應載明事項

如下： 

1、 申請時之使用者數量及至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

滿前預計減少之使用者數量。 

2、 供使用者移轉之其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資費方

案。 

3、 保證金及溢繳費用之退還措施。 

4、 業務終止宣導規劃。 

5、 通知使用者之具體執行作為。 



20 

 

6、 客服應變計畫。 

7、 訊號涵蓋率替代措施。 

(二) 第三代行動電話業務終止營業流程 

1、 申請者執照屆期前應完成事項及流程： 

(1) 執照屆期前，申請者應完成前揭業務終止計畫

所載各項用戶權益保障措施、號碼繳回及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處理，並報本會備查前揭終止計

畫。 

(2) 用戶權益保障措施：應先確認原用戶有無移轉

意願： 

甲、 如有，則進行用戶移轉措施； 

乙、 如無，則進行確保用戶原契約權益措施。 

丙、 經執行確保權益措施後，如用戶經後續協調

後同意移轉，則進行用戶移轉措施；如無，

則終止 3G 契約。 

(3) 號碼繳回：如原用戶同意號碼攜至同業者其他

業務，則依電信號碼管理辦法處理；如不同意，

則執行號碼繳回。 

(4)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處理：如原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移用至 4G 系統，則應變更 4G 事業計畫書

及系統建設計畫；如未移用則依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管理辦法處理。 

(5) 報本會備查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終止計畫：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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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提報前揭 3G 業務終止計畫予本會，本會

將檢查各項應載明項目是否符合要求，如業者

有尚需補正處，本會將請業者於限期內補正；

如無需補正處，本會提報業者檢送之第三代行

動電話業務終止計畫予委員會議，經審議通過

則准予准予備查業者第三代行動電話業務終

止計畫。 

2、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終止營業流程圖：  

(一) 第三代行動電話業務終止計畫應載明項目檢核表 

業者名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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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名稱 審查意見 

檢查意見 

頁碼 

1 

申請時之使用者數量及至特許

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預計減少

之使用者數量。 

 

 

2 
供使用者移轉之其他行動通信

網路業務資費方案。 
 

 

3 保證金及溢繳費用之退還措施。   

4 業務終止宣導規劃。  
 

5 通知使用者之具體執行作為。  
 

6 客服應變計畫。  
 

7 訊號涵蓋率替代措施。  
 

8 其他  
 

九、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08 年 2 月 1 日止成立

應變小組(既有第三代行動電話業務終止小組)，以

因應並處理執照屆期前後各項相關事宜： 

(一) 協同業者成立客訴處理小組。  

(二) 責成業者設立 3G 業務終止專責客服人員，召開相

關會議檢討成效。  

(三)  3G 業務原門號緩衝措施專人處理。  

十、 善後處理措施：針對未能於 12 月 31 日及時移轉之

3G 用戶，請電信業者於適當期間引導該等用戶之話

務至各電信業者客服中心或其他處理措施，並要求

各業者客服針對不同案件類型分別處理，處理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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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種類進行分析、統計、建立處理 SOP，以儘速、

切實回應用戶需求，引導用戶升級、繼續享有電信

服務。 

伍、 業者應辦事項 

一、 儘速以保有之 4G 頻段規劃延續 CSFB 服務或其他替

代配套方案，並依相關規定辦理事業計畫書變更。  

二、 依據提供之 4G 系統(含異質網路)特性，揭露是否對

現有 3G 用戶之終端(如 3G 手機、含 3G 槽之雙卡機

等)造成影響，並提出相關配套方案。 

三、 依 3G 服務契約第 45 條辦理。 

四、 契約移轉方面： 

(一) 在符合民法關於契約移轉之相關規定下，提出服務

契約可快速轉移的方案，以達 3G 用戶無縫移轉至

4G 業務之目標。 

(二)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以書面、簡訊、電子郵件、

電話告知等方式通知 3G 用戶；並於公司網頁、門

市公告、新聞媒體、利用集團資源等方式對不特定

用戶廣為宣傳，宣導 3G 用戶契約移轉至 4G 業務。 

(三) 至 3G 終止時，仍未完成契約移轉之用戶，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保留其原有門號 6 個月作為緩衝措

施。 

(四) 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業務終止日，契約終止，

對於預付型用戶之餘額，電信業者應予清算及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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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五、 用戶態樣方面： 

(一) 一般用戶：以各項宣導措施，鼓勵用戶儘早辦理移

轉至 4G 業務。 

(二) 企業客戶用戶： 

1、 政府機關用戶：通知各政府機關用戶，3G 業務

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約

移轉。 

2、 公用事業用戶：通知各公用事業，3G 業務將於

107年 12月 31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約移轉。 

3、 車機用戶：通知所屬車機用戶，3G 業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約移轉。 

4、 物聯網用戶：通知所屬物聯網用戶，3G 業務將

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其儘早辦理契約移

轉。 

(三) 預付卡︰比照契約用戶辦理，請業者加強宣導，並

依據短效期及一般預付卡使用期限，協助用戶轉移

至 4G 或回收門號。 

(四) 低資費用戶：提出低資費方案，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陳報本會，以吸引用戶申辦。 

(五) 純通話需求：提出純語音方案，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陳報本會，以吸引用戶申辦。 



25 

 

(六) 偏鄉用戶：對於偏鄉地區用戶，受限於地理環境與

交通上之限制，提出適當之宣導與協助移轉措施。 

六、 優惠資費方面： 

(一) 提供相同或相近的資費方案以吸引 3G用戶移轉至

4G，其內容應“等於或優於”原契約所載之服務內

容，且分為「語音」、「數據」、「語音加數據」

等多元服務型態，以供消費者依其需求選擇適合之

服務。 

(二) 針對 3G 業務終止後，用戶原終端設備無法支援電

信業者 4G 系統者，電信業者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於行動電話門號搭配銷售終端設備時，應增加

適用手機之配套銷售措施，同時，應於公司網頁揭

露相關訊息，及增設該等消費者適用之手機專區

（包括適用於業者 4G 系統之傳統按鍵式手機、老

人機等），並於各直營門市增加提供該等手機現貨

之銷售，以保障其使用行動通信服務之權益。  

七、 業務宣導方面： 

(一)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運用公司資源或集團相關

活動有效傳達本案訊息，且於公司網頁、門市通路、

電子媒體、帳單、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充分宣

傳本訊息。  

(二) 以書面、簡訊、電子郵件、電話告知等方式通知 3G

用戶，並請該等用戶配合辦理服務契約終止之相關

事宜；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同步於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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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公告、新聞媒體、利用集團資源等方式對不特

定用戶廣為宣傳，宣導 3G 用戶契約移轉至 4G 業

務。 

(三) 於官網、門市揭露 3G 業務終止後終端設備受影響

3G 手機、平板、含 3G 卡槽雙卡機及其他終端設

備之清單，並請客服人員主動向消費者提醒，作為

其選擇之參據，以避免消費爭議。 

八、 提報業務終止計畫。 

九、 配合本會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期間自 1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08 年 2 月 1 日止，以因應並處理執照屆期前後

各項相關事宜。 

十、 配合本會辦理善後處理措施：針對未能於 12 月 31 日

及時移轉之 3G 用戶，請電信業者於適當期間引導該

等用戶之話務至各電信業者客服中心或其他處理措

施，並要求各業者客服針對不同案件類型分別處理，

處理後對案件種類進行分析、統計、建立處理 SOP，

以儘速、切實回應用戶需求，引導用戶升級、繼續享

有電信服務。 

陸、 本會應辦事項 

一、 對業者申請 3G 異質網路移用至行動寬頻業務之事業

計畫書變更，以首重消費者權益保護原則審查。 

二、 函知各中央與地方單位 3G 執照將屆，並追蹤用於民

生重要設施之 3G 用戶移轉情形，於必要時邀集相關

單位研商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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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排消保團體就辦理 3G 業務終止需注意事項進行請

益。 

四、 業務宣導方面： 

(一)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利用至各地方宣導之機會

及其他機會併同宣導本業務。 

(二) 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於各地有線電視臺公益頻

道宣傳 3G 業務將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請用

戶即早轉換合約，並於 107 年 11 月起擴大宣導頻

道。 

五、 與電信業者召開本行動方案執行相關會議 

六、 緩衝措施方面，比照 PHS、WBA 與 2G 業務終止模

式，對於業務終止後尚未申辦轉移之用戶，公告該等

用戶於業務終止日 6 個月內，得向各電信公司，申請

保留原使用之電信號碼提供 4G 服務，並援例至任一

4G 經營者辦理移轉至特定經營者。 

七、 審查業者所提業務終止計畫。 

八、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必要時與業者開會檢討相關

客訴情形，並適時對外揭露相關客訴資訊。 

柒、 消費者應知事項 

一、 依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48條第 1項規定，

3G 業務特許執照有效期間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止，屆滿後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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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 45條第 1項業已明定，

允許得標者或經營者得申請將其自身或其他行動通

信網路業務經營者之系統設備，移用為其行動寬頻系

統之一部，使得民眾得於 3G 服務終止後，仍能在未

更新手機下於其原 3G 基地臺（已移用為 4G 系統之

一部）電波涵蓋下，亦能享有行動通信服務；惟民眾

須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業務終止前，與業者辦理

契約移轉至 4G 服務，或同意 3G 業務終止後業者提

供優於或等於原資費前提下，繼續使用電信服務。 

三、 倘電信業者使用原系統延續原服務(以行動寬頻網路

之異質網路提供)，則用戶終端設備仍得繼續使用；如

電信業者變更原系統，改以其他方式提供服務(如

VoLTE)，則可能對用戶終端設備支援性產生影響，故

業者須明確告知用戶使用終端設備(3G 手機、含 3G

卡槽之雙卡機)支援其 4G 系統相關資訊。 

四、 至 3G 終止時，仍未完成契約移轉至 4G 之用戶，其

用戶權益之保障與處置方式： 

(一) 原門號之電信業者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應保留其

原有門號 6 個月作為緩衝措施，消費者得於期限內

持證件與該門號之相關證明文件，向各電信公司，

申請使用原電信號碼以供 4G 服務，並援例得至任

一 4G 經營者辦理移轉至特定經營者。 

(二) 對於無意願簽訂新契約之原用戶，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服務確認終止日，契約終止，用戶原有契

約權益不受損，對於預付型用戶之餘額，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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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清算及適用「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捌、 對應關係 

 

3G服務契約
第45條之適用

終端設備支援性

用戶態樣

服務契約之移轉

優惠資費

業務宣導

緩衝措施

業者提報用
戶終止計畫

依3G服務契約第45條辦理

依不同用戶態樣辦理精準宣導
及移轉策略

提出服務契約可快速轉移的方案

宣導3G用戶契約移轉至4G業務

保留用戶原門號6個月

電信商品（服務）禮券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提供相同或相近資費方案

增加適用手機公告及配套銷售措施

提報業務終止計畫

函知各中央
與地方單位
3G執照將屆

利用機會至各
地方宣導業務

利用各地有
線電視臺公
益頻道宣傳

辦理公告

審查業者
所提計畫

通知3G用戶

業者應辦事項本會應辦事項 3G業務終止議題

3G業務於107年
12月31日終止，
相關服務延續之

配套

須於107年12月31

日前與業者重新簽
訂或同意屆時移轉

服務契約

於期限內持證件
與文件向業者申
請使用原電信號碼

電信商品(服務)禮
券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消費者應知事項

延續CSFB或相關配套
辦理3G異質網路宜用事業計畫書變更

緊急應變小組

善後處理措施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執行善後處理措施

事業計畫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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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時程規劃 
 

106/

8  

…  107/

1  

… 107/

10  

107/

11  

107

/12  

108

/1 

108

/2  

…  108

/6  

提報 3G 異質網

路移用事業計畫

書變更 

    
 

      

對不同態樣用戶

提不同因應措施 

 

   
 

      

提出低資費方案  
  

 

 
 

      

以書面、簡訊、電

子郵件、電話告

知等方式通知

3G 用戶  

  
 

 
 

      

同步於公司網

頁、門市公告、新

聞媒體、利用集

團資源等方式宣

傳  

  
 

 
 

      

設計並陳報「語

音」、「數據」、

「語音加數據」

等多元服務型態

之資費方案  

  
 

 
 

      

銷售相關終端設

備時，增加銀髮

族手機之配套銷

售措施  

  
 

 
 

      

於公司網頁增設

4G 系統適用之

手機專區，並依

用戶需求於各直

營門市增加提供

   
  

      

業 

者 

應 

辦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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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手機現貨之

銷售 (包括按鍵

式手機)  

運用公司資源或

集團相關活動有

效傳達本案訊息  

  
 

 
 

      

提報業務終止計

畫  

   
  

      

執行善後處理措

施 

 

 

   
 

  
 

   

修正 3G 業務管

理規則 

 

   
 

      

函知各中央與地

方單位 3G 執照

將屆  

  
 

 
 

      

相關單位利用 

至各地方宣導之

機會併同宣導  

  
 

 
 

      

於各地有線電視

臺公益頻道宣傳

3G業務於 107年

12 月 31 日終止，

用戶須轉換為

4G 合約。 

  
 

 
 

      

執照屆期後尚未

移轉用戶，公告

得於業務終止日

6個月內，申請保

留原使用之電信

號碼  

    
  

     

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 

    
 

      

業 

者 

應 

辦 

事 

項 

本 

會 

應 

辦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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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業務於 107年

12 月 31 日終止  

  
 

 
 

      

須於 107年 12月

31日前與業者重

新簽訂服務契約

或同意屆期轉為

4G 

    
 

      

電信商品（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  

    
 

 
 

    

於期限內持證件

與文件向業者申

請使用原電信號

碼  

    
 

 
 

    

 

消 

費 

者 

應 

知 

事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