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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電信自由化及電信普及服務機制之演進 

我國推動電信自由化，係依循 WTO 入會承諾並參考先進國家之經

驗，採取漸進策略，循序開放各項電信業務。由於未來新世紀的電信

經濟仍以自由化和全球化為主流趨勢，在此趨勢下，唯有持續檢討電

信自由化政策，並積極推動管制革新，方能使我國的電信產業在競爭

激烈的國際環境中掌握優勢。 

其次，實施電信普及服務乃為國際趨勢，電信自由化使全球各國

電信普及服務的定義與發展有所差異，而各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亦

都隨著電信技術的進步及電信經營環境的競爭，而被重新檢討與設

計。 

因此，以下本研究將探討美、歐、亞洲主要先進電信國家，並以

美國、英國及日本之電信自由化歷程及實施電信普及服務制度為例，

做為審視我國電信普及服務運作機制之借鏡，期以我國普及服務制度

不但能夠順應國情，更能符合國際之潮流趨勢。 

第一節  美國電信自由化及電信普及服務機制 

美國與歐、亞兩洲之公營電信事業不同，美國電信事業一直以民

營為主，從 1876 年美國電信電報公司（AT&T）成立以來，就獨占經

營該國國內的電信市場，直到 1960 年代後期，MCI 及 Sprint 等電信

公司加入經營長途電話及電路出租業務，開始和 AT&T 直接競爭，但

是在當時，AT&T 仍擁有壓倒性的市場占有率。但美國法院強制命令

AT&T 公司從 1984 年起，分割為八個獨立的事業--七家區域貝爾公司

(RBOCs)及 AT&T 公司。RBOCs 只能經營指定區域內的基本電話業務，

屬於「區域電話業者」(LECs)，資費、普及服務及新服務推出都受到

地方政府公用事業委員會的管制。分割後的 AT&T 只有原先五分之一

的規模，且只能經營長途及國際電話業務，屬於「跨區電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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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Cs)。 

美國第二階段的電信自由化為 1996 年通過的電信法，其主要精

神是促進競爭並加速電信科技的發展。為達成促進競爭的目的，1996

年電信法鼓勵 IXCs、LECs 及有線電視業者，透過建設新網路、利用

既有業者細分化的網路元件、或以轉售業務方式，互相跨入對方的競

爭區隔，因此 LECs 可以提供視訊服務，有線電視業者可以提供區域

電話服務，IXCs 可以經營區域電話業務，而 LECs 如果能證明其所

屬市場具有競爭性，也可經營跨區電話服務（簡仁德，2001：2-4）。

綜觀美國電信市場發展歷程，其自由化目標為： 

一、防止獨占力過度膨脹：美國政府從未限制民間經營電信業務，但

在 AT&T 被拆解之前，無論區域或長途電話市場，AT&T 都占有

壓倒性的市場占有率，直到 1984 年聯邦法院為避免 AT&T 獨占力

過度膨脹而命令拆解後，才逐漸將競爭機制引入區域或長途電話

市場。這種由法院主導，防止既有業者獨占力過度膨脹為目標的

市場開放模式，與其他國家電信自由化多半係由電信事業主管機

關主導，將原先管制措施解除，允許新進業者經營電信業務的模

式有顯著不同。 

二、強調利用既有網路提供服務：由於美國幅員遼闊及網路事業所具

有的密度經濟特性，較難透過網路的重複建置來引發以網路建設

為中心的競爭形態，因此強調利用既有的網路設施從事以服務為

中心的競爭形態，要求既有業者將網路元件細分化以供新進業者

提供服務，並且鼓勵 LECs、IXCs 及有線電視業者利用既有的網

路設施互跨經營，此外，新進業者也沒有最低網路建設門檻的要

求。 

三、消費者選擇：要求既有業者將網路元件細分化、接續費率的管制，

以及沒有課予新進業者最低網路建設規模的義務，使得新進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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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迅速進入市場提供服務，消費者因此有更多的交易選擇。 

美國普及服務基金(The Universal Service Fund；USF )係由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管轄

的非營利機構（National Exchange Carrier Association；NECA )

所管理。其主要補貼項目分為四類：(1) 高成本補助(High Cost 

Support)：給予線路及交換成本較高地區之電信營運費用補貼，使不

經濟地區民眾可享受與其他地區相當的電話費率。(2) Low Income 

Support:給予低收入戶之電話費補貼。(3) Rural Health Care 

Support: 給予偏遠地區醫療機構基於醫療目的所需的電話及上網費

用補貼。(4) School and Library Support:給予學校及圖書館電話

及上網費用補貼。 

美國對於高成本（不經濟）地區普及服務之補助，係依據業者提

供電信服務之成本是否超過全國平均成本為評定標準，而非以該服務

是否有虧損為考慮因素。以高成本地區之線路補助為例，其補助方式

為在「最後一哩」的連接成本超過全國平均值 115%之地區，補助業

者提供連接線路服務的成本（葉疏，2006：4-5）。 

第二節  英國電信自由化及電信普及服務機制 

英國的電信自由化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 1984 年至

1990 年的「雙占政策」時期，在這個階段英國政府將國營的英國電

信公司(BT)民營化，並採取「管理競爭」的策略，一方面防止 BT 公

司 濫用市場力量，另一方面開放第二家電信公司 Mercury 進入市

場，並發給 Mercury 公司有效期間 7 年的國內長途電話執照，要求

Mercury 公司建立第二個全國電信網路。在「雙占政策」期間，因缺

乏有效的市場競爭，因此在價格部分並沒有顯著的下降，Mercury 網

路建設的進度也不如主管機關的預期，反而是既有業者 BT 在「雙占

政策」的保護下，財務方面仍維持良好績效。由於自由化腳步不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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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英國政府在 1991 年公布白皮書揭示將以「開放競爭」取代原先

的「管理競爭」策略，但英國電信管理局（OFTEL）認為促進區域市

場的競爭才能提供消費者最大的利益，所以儘管英國在 1991 年全面

開放國內電信市場，但是直到 1997 年為止，獲利較高的國際電話業

務仍然維持由 BT 和 Mercury 公司雙占經營的局面，間接保護 BT 及

Mercury 公司免於直接受到競爭的壓力。綜觀英國電信市場開放歷

程，其自由化政策目標為（簡仁德，2001：5-6）： 

一、分階段的引入競爭機制：採取「管制競爭」、「管理競爭」及「開

放競爭」三階段，將原本獨占經營的市場結構調整為雙占進而完

全開放競爭。 

二、保護國營電信事業：英國在電信自由化的過程中，仍兼顧國營電

信事業 BT 的利益。 

三、強調以網路建設為中心的競爭形態：英國電信市場開放強調以網

路建設為中心的競爭形態，這點可以從「雙占政策」時期，主管

機關給予 Mercury 公司長達 7 年長途電話執照專營權，並鼓勵該

公司建設第二個全國網路。以及在 1991 年以後，雖然開放國內

電信業務經營，但仍維持國際電話業務由 BT 與 Mercury 公司

雙占的局面，鼓勵新進業者從事區域網路建設與競爭，均可看出

英國電信自由化是強調以網路建設為中心的競爭形態。 

1984 年，OFTEL（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依據「1984

年傳播法案」成立，是個獨立之電信主管機關，其經費來源為執照特

許費。2003 年 7 月，英國正式通過通訊傳播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正式將 2002 年「普及服務指令」的相關規定移轉至其國內法

中，且明確規範普及服務的義務，強調如欲制訂或更改普及服容，需

經由改制的通訊部（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OFCOM）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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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 29 日，OFTEL 正式改制為成立 OFCOM，負責電信、

電視廣播、無線電廣播及無線電頻率之管理，取代原有之廣播標準委

員會（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獨立電視委員會

（ The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 電 信 監 理 機 構

（OFTEL）、無線電管理機構（The Radio Authority)、及無線通訊管

理機構（The Radio Communications Agency）等五機構之職權，並

制定通訊法（The Communications Act），以統籌規範通訊傳播產業

之管理（孫立群，2005：26-27）。 

英國電信普及服務係由獨立的監理機關（OFCOM)管理，其電信普

及服務之宗旨在確保任何人都能以可負擔價格得到基本的電信服

務，其精神與歐盟之普及服務相關建議一致。其普及服務項目包括下

列四項：(1)電話服務，包含至少 28.8Kbits 撥接上網服務。(2)低收

入用戶電話費用補助。(3)足夠的公共電話服務。(4)殘障人士的特別

服務。 

英國對於普及服務之補貼金額計算方式與歐盟及我國類似，皆採

用補貼淨服務成本之觀念。英國普及服務淨成本之計算與歐盟之規範

相同，亦是採可避免成本減去棄置營收再扣除間接利益的觀念。然在

根據此方法計算後，OFCOM 從未核定普及服務補貼。因為 OFCOM 依據

普及服務淨成本之計算公式估計，英國電信(BT)每年提供普及服務的

直接淨成本(可避免成本－棄置營收)在 5,200 萬~7,400 萬英磅間，

而因提供普及服務帶來的間接利益（如品牌知名度等量化後）價值約

為 5,900 萬~6,400 萬英磅間，與直接淨成本幾乎相等，因而沒有補

助其普及服務之必要。 

由上述說明中可知，英國對於普及服務之補貼金額計算方式與我

國相當類似，皆採用補貼淨服務成本之觀念，然我國並未要求普及服

務業者計算間接利益價值，僅採直接淨成本概念（葉疏，20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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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電信自由化及電信普及服務機制 

日本的電信自由化始於郵政省於 1985 年開始推動的「第一次情

報通信改革」。在「第一次情報通信改革」推動前，日本僅有兩家第

一種電氣通信事業，分別是經營區域及長距離通信業務的日本電信電

話公司 (NTT) 及經營國際通信業務的 KDD 公司，屬於獨占經營之市

場結構。為了將競爭機制引入第一種電氣通信事業市場，郵政省將「第

一次情報通信改革」的政策目標定為「將競爭原理導入獨占市場」及

「因應競爭原理的導入，放寬對 NTT 的管制」，為實現這兩項政策目

標，郵政省開放民間經營第一種電氣通信事業、放寬對電信網路利用

的限制，以及解除對用戶終端設備使用的限制，並且放寬對 NTT 資費

及預算的規範。 

1998 年，郵政省為配合國內經濟環境的改變及「解除管制三年

計畫」，開始推動「第二次情報通信改革」，其主要政策目標為「解除

管制」、「促進網路互連」及「NTT 重組」三項，同年日本政府公布「電

氣通信分野管制架構合理化相關法案」，並且放寬電信資費管制、委

託經營之限制，完成 KDD 民營化，重新劃分「一般第二類電信事業」

及「特殊第二類電信事業」，並且開始管制網路互連及互連費率，此

外，日本政府也公布新修正的「NTT 法」要求 NTT 進行重組，1997

年 7 月 NTT 公司正式拆解為控股公司 NTT、經營區域及長距離通信的

「東日本NTT」及「西日本NTT」、經營國際通信的 NTT Communications

四家公司。同年郵政省開始推動「第三次情報通信改革」，主要政策

目標是繼續將競爭政策的理念導入電信產業，營造資訊化社會發展的

通信基盤，促進頻率無線電波的有效利用（簡仁德，2001：7-9）。 

本普及服務制度之主管機關為 MPHPT(Ministry of Public 

Management，Home Affairs，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其

普及服務範圍包括下列三項：(1) 用戶電話服務(Subscr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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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Services) ： 包 括 用 戶 接 取 線 路 (Subscriber Line 

Access)，市話服務(Local Call Service)，離島通信服務(Remote 

island Call Service) 。 (2)公共電話服務(Public Telephone 

Services)：保障基本之戶外公共電話數目，約一平方公里至少一支

公共電話。(3)緊急服務：警察機關(110)、消防隊(119)、海岸巡防

隊(118)。 

凡提供用戶電話服務普及服務之業者，其低成本地區之獲利仍不

敷高成本地區之虧損時，普及服務基金補助該不足之部份(獲利-虧

損)。與提供普及服務電信公司線路相連因而獲益之電信公司，都必

需依營收一定之比例分攤電信普及服務費用，但最高不超出年營收之

3%，且資本額小於 10 億日圓之電信公司可豁免此項義務。 

目前日本普及服務補助，係補助於低成本地區之獲利仍不敷高成

本地區之虧損之電信公司，補貼金額為其不足之部份(獲利-虧損)。

日本補助普及服務虧損之概念與我國類似，但日本僅於同一公司內獲

利不足彌補虧損時方提供補助。然日本自 2006 年修法後，其普及服

務補助將以實際成本超過業界平均成本 2 個標準差地區之市話營運

作為補助範圍，與美國高成本地區之線路補助方式相類似（葉疏，

2006：6-7）。 

第四節  小 結 

由上述美國、英國及日本等主要先進電信國家電信自由化歷程，

吾人可發現這些國家電信自由化及民營化過程，係由各國之主要電信

公司或國營公司獨家壟斷經營而逐步開放競爭，檢視這些開放過程，

皆以市場競爭及服務顧客為導向。且由這些國家電信自由化歷程，可

得知新公共管理之企業型政府及民營化之脈絡與軌跡，大致符合新公

共管理之強調市場趨力，視民眾為顧客，及政府應該減少對社會及市

場的干預，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強調企業精神及政府精簡之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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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4
。 

審視各國之普及服務政策與計畫雖各有異同且時有變動，但大都

呼應了 1997 年 WTO 「基本電信服務協定」中所規範的幾個基本原則：

透明化(Transparency)、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與鼓勵公平競

爭 (Competitive Neutrality)。普及服務制度不僅應強調生產力與

效率外，更應該重視偏遠地區弱勢族群之基本通信權益。誠如新公共

服務之核心概念
5
所探討之「公共利益的追尋」，應經由共享利益與

責任分攤的制度所創造。例如，電信自由化替電信產業帶來之服務與

利益，應由全民所共享，但由於高山、離島等偏遠地區，可能因城鄉

差距，而無法同享此公共利益時，政府即應適時介入，讓這些電信業

者共同分攤這些偏遠地區消費者之基本通信權益之責任與義務。 

其次，大多數國家在其電信市場尚未開放前，係由國家在發照時

委託或強制既有業者（Incumbent）推行普及服務，並允許既有業者

以交叉補貼的方式彌補普及服務所需的成本，這種情形普遍存在於由

政府經營電信事業的國家。而在電信自由化、民營化的風潮下，為了

避免交叉補貼潛在的反競爭問題，確保新進業者能與既有業者公平競

爭，且讓電信服務的價格反映業者的成本，各國多朝向以接續費或普

及服務基金來推行（葉疏，2006：4）。 

然而，政府或主管機關如認定某種電信服務為大眾所共同需要之

必需品，就必須確保市場機制能符合公平競爭原則，俾使全體國民皆

能以合理而可負擔的價格，取得該項服務。然而，一旦市場機能無法

正常運作時，政府就有必要透過立法或行政介入，由政府機關或指派

某單位(如電信事業)，來提供普及服務。再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亦指出，各國普及服務之內容及範圍，會隨著社會經濟的成熟

度、科技的進步、與社會價值觀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4參閱本文 33 頁，表 2-3「傳統公共行政、新公共管理與新公共服務的比較表」。 
5參閱本文 34 頁，「新公共服務之 7 項核心概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