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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已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國家之經驗 

 
    一個國家在制定一項重要的政策之前，除了針對本國國情、社會環境和經
濟狀況等先做評估衡量之外，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等之寶貴經驗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在正式進入比較韓國與台灣兩國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政策之前，希望

能透過已經實施該項電信服務國家的相關經驗，並且著重在瞭解其實施行動電話

號碼可攜服務的概況，與成功的要素或失敗的原因。並且藉此來作為探討韓國和

台灣兩國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政策內容和實施方式的基礎，並對台灣實施

情形提出建議。 

 

    在研究者進行台灣電信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訪談時(梁溫

馨，2006年7月5日)，曾被提醒告知不能僅依據攜碼移轉的比例高低來評估實

施之成效。 

 

        惟實施號碼可攜服務之目的，係在提供消費者轉換服務業者之便利管  

    道，並非意在鼓勵大量移轉電話號碼，因此亦不宜單憑電話號碼移轉數量多 

    寡評估號碼可攜服務之績效。(梁溫馨、陳英悌) 

 

    因此，本論文於界定一個國家在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上成功或失敗與

否，除了消費者「申請號碼可攜的比例高低」，以及行動通信業者的「費率是否

有下降」兩項主要指標之外(虞孝成、林一平、徐作聖、劉孔中，2002：169；石

木標，2006.06.15)，還加上該國在政策宣導和消費者用戶之認知度上的情形來綜

合衡量。 

 

    所以，在本章節中所參考的兩個國外經驗中，歐洲地區的芬蘭和亞洲地區的

香港，雖然皆因為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提供，在行動通信市場上各家業者為

了爭奪用戶和市佔率，紛紛在費率上做競爭而導致過度激烈費率價格戰的情形。

這種對於業者經營相當不利的情況，雖然是各國在實施時皆不樂見和極力想避免

的一個負面結果。但是如前述，本論文對於實施經驗成功與否的界定，主要是根

據「申請號碼可攜的比例高低」和「費率是否有下降」兩項，再加上芬蘭和香港

在促進市場競爭、提高消費大眾認知度與推廣宣傳活動上的積極情形，所以歸納

為實施經驗成功的國家。詳細的探討和分析，請參考本章各國實施經驗的彙整。 
 
    近幾年來，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在全球的電信通訊市場上，可說

是一項非常熱門的話題和電信政策。新加坡在 1997年 4月開始實施行動電話號

碼可攜服務，成為世界上最早提供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先驅國家。而截至

2005年10月為止，已經共有22個國家與區域正式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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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將根據歐洲地區、美國與亞太地區之三大地理區塊的分類方式，依序來

討論和分析幾個具代表性國家的經驗。 

 

第一節 歐洲地區 

 

壹、 英國 

 
一、 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英國的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

行動通信市場上，現有提供行動通訊服務的業者共有五家，分別為 2G兼 3G業

者Vodafone、O2、T-mobile與Orange，以及3G新進業者3。而根據OFCOM截至

2005年 12月底的統計資料顯示，行動電話的用戶總數共有 67,908,546人，行動

電話普及率更高達113.4%，為高度普及國家。 

 

二、 實施情形 

 

    英國於 1999年 1月開始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當時英國的電訊政策

的主管機關電信管理局(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OFTEL)為了讓行動電信業者

之間能夠更有效的完全競爭，決定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成為歐洲率先實

施的國家。 

 

    當時行動電話業者對於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反應，除了打算利用推

出第三代行動電話系統3G服務作為競爭武器的新進業者，積極表達支持贊同之

外，市場上既有的四家行動電話業者則是態度消極。也因為行動電話業者的反應

冷淡，造成英國在 1999年開始實施後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消費者用戶

數並沒有如想像中來得多。因此在2001年時，OFTEL要求各家行動電話業者縮

短服務手續的作業時間，以方便消費者用戶來申請使用。 

 

    而實際上到底有多少比例的行動電話用戶有使用過這項電信服務？根據歐

洲電子通訊委員會(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EEC) 的統計數據(2004)，

從1999年1月到2004年8月這段期間，申請使用過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消

費者用戶人數已經累積到 3,036,863人。但是，在這五年半的時間內，只有5.6%

左右的行動電話用戶曾經使用過。使用普及程度並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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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失敗原因 

 

    面對遠低於預期效果的實施結果，歸納 OFCOM的政策實施委託調查

(MASON , 2004)和其他相關研究資料(Buehler , Dewenter & Haucap , 2005 )，大致可

得到下列四點原因： 

 

(一)、 行動電話用戶的認知度過低 

       行動電話業者對於行動電話用戶幾乎不做任何的宣傳。 

 

(二)、 行動電話用戶對於電話號碼的變更沒有太大的排斥感 

    在英國，行動電話用戶於變更行動電話業者時，對於行動電話號碼的變

更都還滿能夠接受的。此外，為數不小的行動電話預付卡用戶，也或多或少

對此造成部份影響。 

 

(三)、 作業手續過於複雜 

    在英國，行動電話用戶在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時，必須同時

向現在的行動電話業者，和欲移入之行動電話業者提出解約和簽約的申請，

否則不能辦理。 

 

(四)、 門市或服務據點的說明不夠 

    門市或服務據點的人員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業務內容暸解不

夠。導致無法對欲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行動電話用戶做完整的

說明和解說。 

 

 

表3-1  英國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英    國 

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傳播管理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 

業者家數與名稱 
五家。2G兼 3G業者 Vodafone、O2、T-mobile與

Orange，以及3G新進業者3。 

行動電話用戶總數 67,908,546人(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普及率 113.4%(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概況 

l 1999年1月開始實施。 
l 使用普及率約有5.6% (截至2004年8月)。 

失敗原因 

1. 行動電話用戶的認知度過低。 
2. 行動電話用戶對於電話號碼的變更沒有太大的
排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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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手續過於複雜。 
4. 門市或服務據點的說明不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 法國 

 
一、 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法國的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電信管理局(Autorite de regulation des 

telecommunications；ART)。目前行動通信市場上，共有Orange、SFR與Bouygues

三家業者提供2G與3G的行動通訊服務。而根據ART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

底共有45,100,000人的用戶總數，行動電話普及率約有77%。 

 

二、 實施情形 
 
    在歐盟國家中，由於在2002年4月公佈的「普及服務指令 (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 )」第30條(Article 30)中(見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dat/2002/l_108/ 
l_10820020424en00510077.pdf)，將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予以義務化，截至
2004年3月，在歐盟15個加盟國家中，已經有13個國家都開始實施行動電話號
碼可攜服務。但是，實際上的實施成效又是如何呢？ 
 
    以較晚實施的法國為例，2003年6月開始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其所

需要的手續作業時間大約2個月左右，經過了半年才縮短為一個月的時間。手續

作業時間仍是過長。此外，由於法國行動電話業者所採取的消極態度，在號碼可

攜服務施行約一年之後，到 2004年 8月曾申請使用過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

消費者用戶數才只有100,000，只不過約達到法國行動電話總用戶數的0.2％(ECC , 

2004)。 

 

三、 失敗原因 

     

    法國的例子和英國的情況相似，政府一方在積極主導推動這項電信政策，得

到的卻是行動電話業者消極冷淡的回應。再加上實施以來的宣傳不足，消費者用

戶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認知度不夠高；二來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

服務時，必須向目前使用的行動電話業者，和欲移入之行動電話業者兩邊同時提

出解約和簽約的申請，否則不能辦理(ART , 2003)。 

 

    另外，作業時間過長等造成消費者用戶感到不方便的原因，使得歐盟國家中

行動電話號碼可攜的平均申請使用率停留在 2%的階段。而今後歐盟各加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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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情形是否會逐漸好轉成長，現階段還是很難預測。 

 

 

表3-2  法國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法    國 

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電信管理局 

(Autorite de regulation des telecommunications 

；ART) 

業者家數與名稱 
三家。Orange、SFR與 Bouygues三家業者提供 2G與 3G

的行動通訊服務。 

行動電話用戶總數 45,100,000人(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普及率 77%(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概況 

l 2003年6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4年初，約有0.2%的使用普及率。 

失敗原因 

1. 行動電信業者消極冷淡的回應。 
2. 宣傳不足，消費者用戶認知度低。 
3. 作業時間過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 芬蘭 

 
一、 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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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FICORA)。目前行動通信市場上共有三家業者提供2G與3G的行動通

訊服務，分別是TeliaSonera、Elisa與DNA Finland。依據FICORA的統計數據，

截至2005年底的行動電話用戶總數共有4,500,000人，行動電話普及率高達105%。 

 

二、 實施情形 

 

    芬蘭於2003年7月開始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依據2003年通訊市場

法案(Communications Market Act)的普及服務指令(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實施

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雖然實施的時間和其他已實施國家相比，屬於較晚期

的，但是對行動通信市場所帶來的影響卻遠遠超過許多國家。截至2004年6月，

短短約一年的時間內，就有20%左右的行動電話用戶曾經申請使用過行動電話號

碼可攜服務。可以想見其對原有的行動通信市場所造成的衝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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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戶移轉率方面，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後，芬蘭最大的兩家行動

通訊業者 TeliaSonera與 Elisa從服務實施前的 15%左右，迅速躍升到 30%的高移

轉率(Smura , 2004)。各家業者之間的市佔率也產生互為消長的局面，為芬蘭的行

動通信市場帶到另來新的競爭誘因和發展。此外，在實施一年之後，申請行動電

話號碼可攜服務的人數就達到993,578人，佔了行動電話用戶總數約20.8%(EEC , 

2004)。用戶移轉率和使用成效非常好。 

 

三、 成功原因 

     

    芬蘭行動通信市場，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之後，最適當的形容詞便

是激烈的價格戰(Price War)。這點和下一小節將討論到的香港經驗有雷同之處。

Smura(2004)明確地指出其原因在於，各家行動通訊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差異極

小，通訊網路的訊號覆蓋網也相當完整。因此，行動通訊業者只好選擇以費率方

案來互相競爭。其中又以定額制(single-rate call plans)的費率市場策略最為普遍，

而消費者用戶也便於在各家行動通訊業者之間做比較和選擇。 

 

    除了業者之間的定額制費率競爭之外，禁止業者將消費者申請使用行動通訊

服務，與長期契約和 SIM卡等一起綁售(bundling)。這樣一來，用戶在考慮移轉

到其他家業者時，所受到的阻礙和制約就減少許多。 

 

    因此，小結上述的說明，可以得知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之後，導致

芬蘭如此高用戶移轉率的原因在於：各家行動通訊業者所祭出的費率方案競爭、

定額制的普遍和便利、無手機購買補助津貼和無長期契約等綁售的約束。 

 

表3-3  芬蘭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芬    蘭 

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通訊管理局 

(Finnish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FICORA) 

業者家數與名稱 
三家。TeliaSonera、Elisa與DNA Finland提供2G與3G

的行動通訊服務。 

行動電話用戶總數 4,500,000人(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普及率 105%(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概況 

l 2003年7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4年6月，已達20%的使用普及率。 

成功原因 

1. 多種費率方案的競爭。 
2. 費率定額制的普遍。 
3. 禁止綁售的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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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洲地區 

 

壹、 美國 

  

一、 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美國的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現階段共有大小行動通訊業者共11家提供2G與3G的行動

通訊服務，分別為Cingular 、 Verizon Wireless、Sprint、T-Mobile、Alltel、Tracfone、

U.S. Cellular、Virgin Mobile、Dobson Cellular One，與 3G新進業者 Cricket和

MetroPCS。而行動電話的總用戶數截至2005年9月已有194,479,364人，行動電

話普及率約有69.22%。 

 

二、 實施情形 

     

    美國是從2003年11月，開始在全國100個主要的都市實施電話號碼可攜服

務。其中較為特別的是，不僅僅只有固定網路電話之間的號碼可攜服務(Local 

Number Portability, LNP)，與行動電話之間的號碼可攜服務(Wireless Local Number 

Portability)。由於美國的固定網路與行動的電話號碼皆為10碼，還包含了行動電

話與固定網路電話之間的號碼可攜服務。截至 2004年 11月24日，於號碼可攜

服務實施滿一年後，申請使用的人數已達到850萬人(FCC, November 24,2004)。 

 

    但也因為這個特殊的市場狀況，美國在實施電話號碼的可攜服務時所受到的

阻力和障礙也很多。原本美國的主管機關聯邦通訊委員會當初所設定的實施時

程，是始於1996年6月30日。但是市場上多數的行動電話業者都以重建網路成

本過大、行動電話用戶資料建置庫耗時等技術面難以執行的理由，採取消極和政

府政策對立的態度，導致時程一再推延。 

 

    直到主管機關 FCC下出最後通牒，要求市場上的電信業者若不遵守行動電

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期限，將會處以罰金的公告出現後才有所改善。此時，各

家電信業者才開始趕緊準備以便能如期提供服務。而延期三次的行動電話號碼可

攜服務的實施時程，也終於在七年後正式拍板定案。 

 

    主管機關 FCC也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五個月後，公佈了電信市場

上的反應和情況。相關說明如下(FCC , 200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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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使用的消費者用戶數約有350萬人，其中334萬人使用了行動電話

與行動電話業者之間的號碼可攜，佔了 93％的比例。行動電話轉為固定網

路電話號碼的有7000人；固定網路電話轉為行動電話號碼的則有23萬人。 

 

(二)、 在消費者用戶申訴抱怨的7040個案件中，有超過40％是針對AT&T作

投訴的。結果造成AT&T在2004年的第一季，有36萬7千多人轉移到其他

家業者或解約。 

 

三、 失敗原因 

 

    不過，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一開始時，市場情況不沒有如預期來得

好。反而得到消費者用戶的一堆抱怨：抱怨申請服務的作業時間過餘冗長、AT&T 

Wireless內部通信網路發生系統不合，造成欲申請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消費

者用戶得等上好幾個月的烏龍事件(岸田重行，2004.09：29-30)。 

 

    而由於美國固網與行動的電話號碼均為 10碼，除了固網之間的號碼可攜和

行動之間的號碼可攜服務之外，固網與行動之間的號碼可攜服務跟多數國家相比

較，也是相當獨特的。但是固網的號碼可攜只限於同一地理區內，而行動電話號

碼可攜則無此地理區的遷移限制，因此消費者用戶在申請使用時，所需考量的面

向則更多。台灣則沒有這樣類似的問題會發生。 

 

 

表3-4  美國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美    國 

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業者家數與名稱 

11家。提供 2G與 3G的行動通訊服務，分別為

Cingular 、 Verizon Wireless、Sprint、T-Mobile、Alltel、

Tracfone、U.S. Cellular、Virgin Mobile、Dobson Cellular 

One，與3G新進業者Cricket和MetroPCS。 

行動電話用戶總數 194,479,364人(截至2005年9月) 

行動電話普及率 69.22%(截至2005年9月) 

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概況 

l 2003年11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4年11月，使用普及率約為5.3%。 

失敗原因 
1. 申請作業時間冗長。 
2. 實施初期發生網路系統不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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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的電信事業發展向來是極為蓬勃且生氣盎然的。在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的實施上也扮演著領先的地位。新加坡在 1997年 4月率先實施，成為

世界上第一個提供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國家。緊接著香港於 1999年 3月、

澳洲於2001年9月、韓國於2004年1月都陸續實施。台灣也於延期一次後，於

2005年10月開始服務上路。本小節在這將說明全世界最早實施的新加坡經驗，

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香港成功經驗。 

 

壹、 新加坡 

 
一、 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新加坡的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資訊通訊與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MIC0A)。行動通信市場共有SingTel Mobile、StarHub 

Mobile與 MobileOne三家主要業者提供 2G與 3G的行動通訊服務。此外，依據

MICOA管轄的資訊通訊發展局(The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DA)統計至2005年12月的資料顯示，行動電話的總用戶數為4,257,000人，行動

電話普及率約為98%。 

 

二、 實施情形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早在國內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國家。早在 1997

年 4月開放部分行動通信市場自由化階段時，當時的新加坡電信局

(Telecommunic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TAS)。為了能夠打破既有業者SingTel

獨占的局面，讓新進業者M1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就已經規劃實施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 

 

    在實施歷程上，可以分成兩階段來看(IDA , 2003.8；林敬堯，2005年 11月

22日)： 

 

(一)、1997年4月到2003年7月 

    在實施初期，行動電話用戶在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時，除了必須

負擔號碼移轉的行政手續費之外，新加坡電信局還同意業者每個月得向用戶收取

8到10新加坡元(折合台幣約為150到200元)的月費，以及通話分鐘的附加費用。

由於額外負擔的費用頗多，使用的用戶數也很少，造成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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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效很差。 

 

(二)、2003年7月之後 

    有鑑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執行成效低落，與欲申請使用之用戶所需負

擔的費用過多有密切的因果關係。因此新加坡電信局於2003年8月，決定強迫

業者取消每個月向用戶收取的月費和通話分鐘之附加費用，以減輕用戶的經濟負

擔考量，增加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誘因。 

 

    截至目前為止的移轉用戶數很少，而新加坡電信局並沒有正式對外公佈實際

的移轉情形和用戶總數。 

 

    在實施技術層次上，初期是採用較傳統的指定轉接方式。但是，為了因應未

來的業務發展和世界各國的趨勢潮流，於 2005年 9月也向各家業者發佈諮詢文

件，將準備從原有指定轉接的方式改為集中式資料庫的方式。 

 

三、 失敗原因 

     

    從上述的說明中，可以得知新加坡雖然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

攜服務的國家，在推動電信自由化市場的有效競爭和電信服務的考量上領先各

國。但是由於在實施的方法和執行策略上的規劃不周全，例如：除了移轉的行政

手續費，還需負擔額外的使用月費與通話費，導致用戶申請使用意願低落，使用

情形與移轉用戶數也不多 

 

表3-5  新加坡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新  加  坡 

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資訊通訊與藝術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MIC0A) 

業者家數與名稱 
三家。SingTel Mobile、StarHub Mobile與MobileOne

提供2G與3G的行動通訊服務。 

行動電話用戶總數 4,257,000人(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普及率 98%(截至2005年底) 

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概況 

l 1997年4月開始實施。 
l 使用普及率低。 

失敗原因 
移轉行政手續費用之外，尚需負擔額外的使用月費

和通話附加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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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香港 

 
一、 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香港的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為電訊管理局(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OFTA) 。行動通信市場上共有6家業者提供服務，分別為2G兼3G

業者的CSL、3、數碼通(SmarTone-Vodafone)、SUNDAY，以及2G業者的中國移

動萬眾電話(Peoples)和新世界傳動網(New World Mobility)。而根據OFTA截至2006

年1月的統計數據顯示，行動電話的用戶總人口數為8,590,211人，行動電話普

及率則高達123.2%。 

 

二、 實施情形 

     

    在目前已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國家之中，消費者用戶申請使用度最

高的就是香港。香港電訊管理局於 1999年3月1日開始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

服務。截至 2005年4月，申請使用的用戶數已累積到 830萬人，使用普及率為

120.7％(香港便覽─電訊)，遠遠高過歐美等國不到百分之十的使用率。 

 

三、 成功原因 

     

    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所以能在香港被行動電話用戶高度使用，綜合行動

通信市場環境和各家電信業者的策略，得到分析結果如下： 

 

(一)、競爭激烈的行動通信市場 

 在超過720萬行動電話用戶數，而且行動電話普及率高達106％(香港2003 

年報)的香港行動通信市場中，同時有六家行動電話服務業者(分別為：香港流動

通訊、和記電話、匯亞通訊、新世界傳動網、華潤萬眾電話與數碼通電訊有限公

司)對消費者提供電信服務和互相一起競爭。因此不難想像其市場競爭之激烈程

度。 

     

    而在當初決定要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前，雖然有香港流動通訊和數

碼通(SmarTone-Vodafone)兩家電信業者覺得將導致過度的市場競爭而反對，但是

卻得到和記環球電訊、新世界傳動網、華潤萬眾電話與匯亞通訊-Sunday 四家業

者多數的支持。香港政府推動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政策，在已實施行動電

話號碼可攜的國家之中，能夠獲得行動電信市場上過半數業者的支持，可以說是

極為罕見稀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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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行動電信市場同業之間所推出的市場策略，也是促成其他家業者跟進

的原因之一。和記環球電訊和匯亞通訊-Sunday兩家業者便認為行動電話號碼可

攜的實施，將是從其他家業者吸引新用戶過來的最好時間，因此便積極地一系列

展開市場策略攻勢，也進而掀起了香港行動通信市場的用戶爭奪戰。 

 

(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宣傳足夠 

    承襲於第一個市場競爭激烈的因素，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之前，就

有一部分的業者大作廣告宣傳，提升加強消費者用戶的認知度。連帶地其他家業

者也紛紛跟進，推出許多新的費率方案和市場競爭策略。 

 

(三)、申請作業時間短 

    消費者用戶申請使用行動電號碼可攜服務，作業手續時間最短只需要1個半

的工作天即能完成。 

 

(四)、特殊的法規 

    所有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前的綁約全部宣佈無效。因此，造成香港行

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門檻過低，導致網路資源浪費、客戶流失率高與流血

削價競爭。而這才是主要的原因(林敬堯，2005年11月22日)。 

 

    除了上述四大原因之外，當初香港在剛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時候，

消費者用戶不需要負擔任何變更服務的費用等便利性，也可歸為造成行動電話號

碼可攜服務在香港普及的原因。 

 

 

表3-6  香港行動通信市場概況 

香    港 

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電訊管理局 

(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OFTA)  

業者家數與名稱 

6家。分別為 2G兼 3G業者的 CSL、3、數碼通

(SmarTone-Vodafone)、SUNDAY，以及2G業者的中

國移動萬眾電話(Peoples)和新世界傳動網(New 

World Mobility)。 

行動電話用戶總數 8,590,211人(截至2006年1月) 

行動電話普及率 123.2%(截至2006年1月) 

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概況 

l 1999年3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5年4月，使用普及率為120.7％。 

成功原因 
1. 競爭激烈的行動通信市場。 
2. 宣傳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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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作業時間短。 
4. 特殊法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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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綜合分析上述所列舉國家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經驗，可以大致歸納

得知，若欲使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普及程度提高，以及增加消費者用戶的申

請使用意願，政府主管機關政策和業者的市場策略上必須做到下列兩件事情： 
 
一、行動電話業者的大力宣傳和積極提供服務的態度與好的通信品質是確保行動 

    電話號碼可攜作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普及度高的國家，該國家之行動電話業者，對於行 

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多抱持贊成和積極的態度。並且將其視為行動電話

用戶爭奪戰中重要的利器，而極力地向消費者用戶宣傳和大作廣告周知。進而提

升民眾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認知程度。免得因為消費者用戶的認知程度

過低，導致喪失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權利。為了留住既有用戶和吸

引別家業者用戶攜碼移轉，行動通信業者在維持和追求更好的通信服務品質上也

是非常重要的。 

 

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作業時間縮短為落實政策及執行公平競爭方法 

 

    作業時間的長短，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是否能成功，在已實施國家的

經驗中，可以得知將成為左右政策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能夠落實公平競

爭，應該確保：(1)攜碼移轉費用之公平性；(2)消費者用戶在號碼可攜之後是否

有綁約的行為；(3)攜碼移轉時間的公平性。 

    

    上述兩點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時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將成為影響一

個國家在實施行動電號碼可攜服務政策時，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因素。 

 

    雖然上述兩點為實施經驗成功國家的共同原因，但是由於各國行動通信市場

生態環境和政策制定上的不同，導致影響其實施成功與否還會有其他因素存在。

例如：芬蘭主管機關在政策上，禁止業者對消費者用戶進行長期契約的簽訂，使

得消費者用戶在不滿意當前業者服務品質而想移轉到他家用戶時，所受到的阻礙

就減少許多。另外，香港的情形也是因為法規上，所有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政

策實施之前的綁約皆無效，再加上實施初期消費者用戶不需負擔移轉的手續費用

等便利性，才會造成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在香港高度普及的結果。 

 

    所以，造成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在該國家實施成功或失敗的因素，可能還

會因各國行動通信市場生態環境的差異、行動電話用戶的使用行為和主管機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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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的內容，而有所不同。 

 

表3-7  已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國家之經驗比較表 

 

 實施概況 成功或失敗原因 

英  國 

l 1999年1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4年8月，約有5.6%
的使用普及率。 

失敗原因： 

1. 行動電話用戶的認知
度過低。 

2. 行動電話用戶對於電
話號碼的變更沒有太

大的排斥感。 

3. 作業手續過於複雜。 
4. 門市或服務據點的說
明不夠。 

法  國 

l 2003年6月開始實施。 
l 截至 2004年初，約有 0.2%
的使用普及率。 

失敗原因： 

1. 行動電信業者消極冷
淡的回應。 

2. 宣傳不足，消費者用戶
認知度低。 

3. 作業時間過長。 

歐 

洲 

地 

區 

芬  蘭 

l 2003年7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4年6月，已達20%
的使用普及率。 

成功原因： 

1. 多種費率方案的競爭。 
2. 費率定額制的普遍。 
3. 禁止綁售的規定。 

美 

洲 

地 

區 

美  國 

l 2003年11月開始實施。 
l 截至 2004年 11月，使用普
及率約為5.3%。 

失敗原因： 

1. 申請作業時間冗長。 
2. 實施初期發生網路系
統不合。 

新加坡 
l 1997年4月開始實施。 
l 使用普及率低。 

失敗原因： 

1. 移轉行政手續費用之外，尚
需負擔額外的使用月費和

通話附加費用。 
亞 

太 

地 

區 
香  港 

l 1999年3月開始實施。 
l 截至2005年4月，使用普及
率為120.7％。 

成功原因： 

1. 競爭激烈的行動通信市場。 
2. 宣傳足夠。 
3. 申請作業時間短。 
4. 特殊法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