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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發展與檢討 

由於新世紀的電信經濟仍將以自由化和全球化為主流趨勢，並且

隨著科技之發展，數位匯流將澈底改變傳統電信、傳播與資訊產業之

分野和面貌，而未來電信服務市場的競爭將更趨激烈，電信普及服務

機制更應隨市場結構與競爭狀況修正與調整。因此，唯有積極推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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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何使國人獲得公平、合理的通訊傳播服務，是提升國家競爭力與

邁入資訊化社會之首要課題。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自 2001 年 6 月實施迄今已屆 5 年，以下

本研究將探討我國電信自由化歷程及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立法沿革

與發展趨勢，藉由個人實際參與觀察電信普及服務機制之運作，研析

近 5 年來我國電信普及服務之實施成效及衍生之相關問題，以檢討我

國目前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以建立更公平周延的電信普及服務制度。 

本章內容包括下列五部分：第一節將探討我國電信自由化歷程；

第二節將剖析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立法沿革；第三節，將探討我

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運作機制；第四節及第五節，作者將藉由擔任

電信普及服務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之機會，實際參與觀察電信普及服

務制度之運作，並針對我國近 5 年來電信普及服務之實施現況及執行

成效提出檢討及研析並做小結。 

第一節  我國電信自由化的進程 

近年來，全球興起電信自由化風潮，電信服務市場逐漸由傳統的

獨占，轉變為開放競爭。回溯 1980 年代以前，電信用戶端間(end to 

end)之全程系統經常被視為不可分割的單一整體，並因電信基礎投資

龐大而具自然獨占之特性，故其市場須受管制，並以獨家經營最為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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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通訊傳播科技發展迅速，用戶端間之全程系統，在技術上

已喪失其不可分割性，且電信加值服務與傳統之語音服務，在技術上

不必為同一業者，因此打破了電信事業必須維持獨占經營之理論。此

外，由於數位科技與相關應用發展迅速，電信服務市場之供給面已由

單一語音服務，朝數據、視訊與多媒體等多元化服務之方向發展；而

行動與個人化電信服務之殷切需求，更迫使電信事業不得不轉向使用

者導向，致使單一電信事業無法提供足夠的供給，其自然獨占之特性

亦不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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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6 年起，採取漸進策略，循序開放行動通信、衛星通信、

固定通信業務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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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隨著科技之發展，數位匯流將澈

底改變傳統電信、傳播與資訊產業之分野和面貌；在此趨勢下，唯有

持續檢討電信自由化政策之利弊得失，並以新公共服務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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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4-1 可得知，我國電信自由化進程與推動策略，大概分為以

下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1987 年至 1995 年）：開放用戶終端設備及電信加值

業務。 

第二階段（1996 年至 1998 年）：通過電信三法，完成電信總局

之改組及中華電信之公司化，並開放行動通信業務及衛星通信業務。 

第三階段（1999 年迄今）：開放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國際海

纜電路出租業務，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語音轉售業務

以及開放第三代行動電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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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2 中可得知，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電信自由化政策推動成

效已在行動通信及網際網路服務等業務中展現，第三階段則在固定通

信業務及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語音轉售業務開放之後，續開放第

三代行動電話業務，逐步引進「以服務為中心的競爭」，使我國電信

業務達全面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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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加強實體網路的建設，下一階段電信自由化政策，已由「以

基礎建設為中心之競爭」與「以服務為中心之競爭」並重之策略，並

朝向完全「以服務為中心的競爭」，藉由完善之寬頻網路基礎建設，

促使良好的資訊流通，使知識得以更快速傳播，更促進其他相關應用

之緊密結合，而得到更有效的應用，如透過知識及資訊的運用結合既

有產業，從而提高國際競爭力及獲利能力之知識經濟政策目標，達成

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寬頻到府 600 萬用戶之

總目標，將台灣打造成為亞太地區最ｅ化的國家之一。（簡仁德，

2004b：4-6）  

第二節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立法沿革 

在全球電信自由化的浪潮下，我國亦深刻體認到電信事業開放

的迫切性，故早於在 1987 年起，已逐步放寬電信產業用戶自備終端

設備與網路使用之限制，並於 1989 年起著手規劃電信法之修訂，希

望藉由電信自由化的效應，帶動封閉已久電信產業的發展，以提昇國

家競爭力及促進消費者權益。 

其次，於 1992 年時，完成「電信法修正草案」，送行政院轉立

法院審議，直至 1996 年方完成電信三法修訂：包括修訂「電信法」、

「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並新訂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

例」，並由交通部電信總局專責規劃國家電信政策及電信市場機制的

監理，且將經營電信事業國營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行政機關的

體系中分離出來，使我國電信產業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以符合國際電

信自由化的趨勢。 

我國電信法於 1996 年 2 月修正公布前，我國電信事業係由改制

前交通部電信總局獨占經營，對於電信普及服務之提供亦由改制前電

信總局不計成本負責提供，並由其他電信業務交叉補貼其虧損；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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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早期電信總局係以國際電話、行動電話等高盈餘業務補貼國內

偏遠山區、外島等高服務成本地區之電信業務虧損（交通部，2002：

2-1-14）。 

但為增進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使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

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並配合推動國家資訊化社會政策之需

要，故於 1996 年電信三法大修後，將電信普及服務之法源明訂於電

信法第二十條，舊版條文摘述如下： 

「為增進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得指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

供電話或數據通信或電話與數據通信之普及服務。 

為達前項普及服務目的，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事業應提繳一定

比例金額，成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提供普及服務之電信事業得申請補助;其補助費用由前項基金

支出。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之資金提繳方式、運用及管理辦法，由

交通部訂定之。」 

吾人可從第一節之我國電信自由化進程情形中得知，自 1996 年

至 1998 年期間，係為我國電信自由化進程之第二階段，仍屬「以基

礎建設為中心之競爭」與「以服務為中心之競爭」並重之過渡時期，

由於當時相關電信業務尚未全面開放，為持續加強實體網路的建設，

逐步引進「以服務為中心的競爭」，使我國電信業務達到全面自由化，

交通部及電信總局復於 1999 年進行電信法部分修正，並將新修正之

電信普及服務法源明訂於電信法第二十條，條文內容摘述如下： 

「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服務

項目指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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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電信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

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為達普及服務目的，應成立電信事業普及

服務基金。 

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之管理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

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繳交至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電信普及服務範圍、普及服務地區之核定、提供者之指定及虧

損之計算與分攤方式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交通部訂定之。電信事業

普及服務基金，非屬預算法所稱之基金。」 

比較新、舊版本電信法所制定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新版電信

法做出了不少修正。在普及服務的定義方面，舊版電信法將普及服務

的種類僅侷限於電話服務與數據通信服務，為配合電信服務的多樣

性、科技歷時變動的特質以及社經環境變遷等因素，新版電信法以「電

信普及服務」一詞代替舊版之「電話或數據通信或電話與數據通信之

普及服務」，並將之定義為「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

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為達普及服務目的，應成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基金」，俾使普及服務的定義更具彈性。且電信普及服務之提供可因

地區、服務項目之不同而異，此項修正有助於因時、因地恰當地限縮

普及服務之範圍（周慧蓮，2004：127-130）。 

依據前述電信法第二十條，對電信普及服務的法源規定，交通

部及電信總局為訂定「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邀請國內產、官、

學界各方面領域專家學者組成「電信自由化競爭政策小組」，規劃符

合國情之普及服務制度，並於 1997 年擬訂「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

草案」，其中對於普及服務的範圍、提供者、分攤者以及成本計算方

式、與普及服務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擬定具體規劃原則。 

「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草案歷經 1999 年電信法部份條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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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及 2000 年之固定通信網網路業務開放，並經過多次法規公聽會程

序及多次版本修改，至 2001 年方予發布施行，而相關之「普及服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

亦相繼公布施行，並且正式公告 2002 年為我國第一個普及服務實施

年度，因此，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方予正式啟動。 

第三節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運作機制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之運作機制，主要係依據電信法第二十條法源

規定，由交通部訂定「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包括訂定電信普及

服務實施範圍、普及服務地區之核定、提供者之指定及虧損之計算與

分攤方式等事項。 

一、電信普及服務實施範圍 

所謂電信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

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6。交通部已於 2001 年 6 月公告實施「電信

普及服務管理辦法」，並以 2002 年為第一個普及服務實施年度。

該辦法中規範普及服務之範圍，明定語音通信普及服務與數據通

信接取普及服務均為普及服務之實施範圍。 

（一）語音通信普及服務：語音通信普及服務為利用公眾電信網

路提供之通信服務，包括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不經濟地

區電話服務及海岸電臺船舶遇險及安全通信服務
7
。 

1、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指在一般商業條件或無任何補助之

情況下，普及服務提供者為提供單一公用電話服務所投入

之可避免成本大於棄置營收，且經交通部電信總局審查認

                                                 
6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二條。 
7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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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之公用電話。而不經濟公用電話之普及服務，係以半徑

二百公尺內補助二部為限，電信總局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8
。 

2、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指普及服務提供者於偏遠地區為提

供電話服務所投入之可避免成本大於棄置營收，且經電信

總局審查認可之市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之電話服

務。而偏遠地區係指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

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

七．五公里以上之離島
9
。 

3、海岸電臺船舶遇險及安全通信服務：指一切連結陸上活動

與海上船隻間提供海事服務之陸上無線電電台，提供包括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之船舶急難救助服務，但不

包括船舶公眾通信服務（孫立群，2005：269-270）。 

（二）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指經營者以優惠資費提供中小學

校及公立圖書館連接網際網路所需之市內數據通信接取服

務。而中小學校指由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中小學校；公立

圖書館指國家圖書館、省市立圖書館、縣市立圖書館及鄉

鎮市立圖書館。且中小學校及公立圖書館連接網際網路

時，得自行選擇合法之經營者，提供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

務
10
。 

二、 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及分攤者 

（一） 普及服務提供者： 

                                                 
8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三條。 
9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二條。 
10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五、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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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及服務提供者係指提供各項普及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普及服務提供者於其提供普及服務之地區，無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用戶要求服務之申請；除經核定之資費外，不得向

用戶收取額外費用。而普及服務提供者應於實施年度次年五

月一日前，檢具普及服務補助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電信總

局申請審核該實施年度之補助
11
。 

2、經營者應於普及服務實施年度前一年六月一日前，以電信

總局公告之直轄市、縣（市）地區為實施單位，提出普及服

務年度實施計畫，向電信總局申請擔任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

及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普及服務提供者。電信總局應於實

施年度前一年十二月一日前公告該實施年度之各項普及服

務提供者及其實施計畫。且各普及服務提供者應依據該實施

計畫於實施年度執行普及服務
12
。 

（二） 普及服務分攤者： 

1、普及服務分攤者係指依規定應分攤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其必

要管理費用之電信事業，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及交通部公告

指定之第二類電信事業。普及服務淨成本及其必要之管理費

用，由普及服務分攤者依規定分攤
13
。 

2、普及服務分攤者應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之金額，以其營業額占

全部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之比例，乘普及服務費用計算

之。而普及服務費用，指對所有普及服務提供者之補助金額

及必要管理費用
14
。 

                                                 
11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十八條。 
12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六、九條。 
13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四條。 
14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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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及服務分攤者應於實施年度次年六月一日前，向電信總局

申報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之實施年度營業額，並檢具相關會計

證明資料。普及服務分攤者申報之實施年度營業額未達電信

總局公告之一定金額者，免分攤該年度之普及服務費用。普

及服務分攤者應於電信總局公告應分攤比例及金額之日起一

個月內，將應分攤之金額存入指定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存款專戶
15
。 

三、 電信普及服務基金之運用與管理 

依據電信法第二十條規定：「為達普及服務目的，應成立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非屬預算法所

稱之基金」，有關電信普及服務基金之運用與管理，概述如下： 

（一） 電信普及服務基金：「電信普及服務基金」係由交通部電

信總局依電信法第二十條規定設立，為處理該基金之業

務，電信總局邀集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組成委員會，以

合議制之方式推動電信普及服務事宜。該基金實則為一「虛

擬式」之基金，並無任何實質款項，其功能在於審議並核

定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目前係指中華電信公司），於偏

遠地區提供電信服務所生之虧損金額，交由電信總局令其

他電信業者依各公司之年度營業額，按比例攤提，以挹注

前稱之虧損，按年結清。因該基金並無創辦基金，自無孳

息，亦無政府或業界之捐助、補助款等，故在性質上迥異

於其他實質基金。 

（二） 普及服務基金之運作方式：如圖 4-3 所示，依目前普及服

務基金之運作方式，係由普及服務提供者（主要為中華電

信公司）於第一年六月提出實施計劃後，經委員會核定後，

於第二年度依計畫實施；並於第三年五月，由普及服務提

                                                 
15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二十一、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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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於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核該年度之補助，再由普及服務

分攤者依營業額為分攤比例，補助普及服務提供者因提供

語音通信與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之費用
16
。 

 

 

 

 

 

 

 

 

 

（三）普及服務基金之管理：為有效管理普及服務基金，確保該

基金機制運作順利，主管機關延攬專家學者，以無給職方

式成立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由管理委員會執掌普及

服務實施計畫、基金補助申請及分攤之審核，其運作方式

如圖 4-4 所示，該管理委員會管理與監督事項
17
，摘述如下: 

1、普及服務基金之運用與管理事項。 

2、普及服務提供者公用電話年度實施計畫及普及服務基金補

助申請書之審查。 

3、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事業所報營業額之審核。 

                                                 
16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八、十九條。 
17 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二十六條。 

第 N年

實施年度
1、語音通信普及服

務年度實施計

畫之提出與核

定。 

2、語音通信普及服

務提供者之指

定。 

1、語音通信及數據

通信接取普及服

務提供者提出補

助申請。 

2、普及服務分攤者

分攤普及服務費

用。 

1、執行語音通信

普及服務年度

實施計畫。 
2、執行數據通信

接取普及服務。

N-1
 

N+1

圖 4-3   電信普及服務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電信總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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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及服務基金提繳比例與金額之核算。普及 

5、服務基金之徵收與支付。 

6、普及服務基金運用成效之評估。 

7、其他有關普及服務基金之事項。 

 

 

 

 

 

 

 

 

 

 

普及服務提供者 普及服務分攤者 

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繳交分攤金額獲得補助金額

 

基金

成立基金專戶支付 收取、追繳 

1.審核實施計畫 
2.審核補助申請書 
3.核算分攤者之分擔額

圖 4-4  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電信總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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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執行現況及成效之檢討 

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係為增進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使全體國民得按

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並依據電信法第 20 條之

規定，而訂定「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其中明定語音通信普及服

務與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均為普及服務之範圍。該辦法已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發布施行，並訂定 2002 年度為第一個普及服務實施年度。 

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自 2001 年 6 月實施迄今已屆 5 年，這 5

年來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實施，除讓全國各偏遠地區的弱勢族群每年

都能享有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外，且讓全國中小學校、公立圖書館都享

有數據通信服務之優惠，並於 2002 年完成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山西區

服務站及苗栗縣賽夏族協會市話建設案；及分別於 2003 年及 2005 年

完成新竹縣尖石鄉泰雅爾司馬庫斯部落地區、台東縣大武地區之市話

網路建設，提供當地居民更便捷之語音通信服務，並以寬頻上網，促

進當地 e化生態旅遊及農產品行銷（簡仁德，2006：24-26）。 

這 5 年以來，作者藉由擔任電信普及服務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之

機會，實際參與觀察電信普及服務制度之運作，以下本研究將針對這 5

年來電信普及服務之執行成效提出檢討及研析： 

一、 電信普及服務基金各實施年度之執行情況與檢討 

普及服務基金委員會核定歷年普及服務補助金額
18
時，係衡酌

當時電信業界之合理經營績效、服務之替代性、彈性應用資源、

服務品質及實地抽測成果等因素後，核定其普及服務補助金額。 

（一） 歷年普及服務補助金額之比較： 

由表 4-1 及圖 4-5，吾人可得知 91 年度至 94 年普及服

                                                 
18 91 至 94 年電信總局普及服務公告，

http://www.dgt.gov.tw/chinese/Telcom-Service/telcom-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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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歷年實際核定普及服務費用，皆呈下降趨勢，從第一實施

（91）年度約 24.6 億元，到第二實施（92）年度減為約 19.

5 億元，到第三實施（93）年度減為約 16.2 億元，至目前第

四實施（94）年度減為約 15.6 億元。對於 91 年度至 94 年核

定補助金額，僅分別為當初中華電信公司提報服務成本之普

及服務補助金 63%、61%、55%及 54%。 

 

實施年度   91 年度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普及服務

基金補助

金額   2,463,826,601 1,949,800,702 1,626,740,101 1,565,965,657 

1.語音通

信普及

服務   2,374,873,951 1,837,512,690 1,508,703,523 1,380,045,170 

 

1.1 不經濟

地區電

話服務 1,315,123,267 1,033,766,406 952,882,002 840,016,938 

 

1.2 不經濟

公話服

務 827,878,340 625,680,864 413,395,201 392,934,419 

 

1.3 海岸電

台服務 231,872,344 178,065,420 142,426,320 147,093,813 

2.數據通

信普及

服務   86,694,329 100,190,008 114,255,399 181,331,704 

3.必要管

理費用   2,258,321 2,397,503 2,156,064 4,588,783 

4.呆帳準

備金   0 9,700,501 1,625,115 0 

分攤金額

佔業者營

業額比率   0.813% 0.613% 0.488% 0.461%

普及服務

分攤業者

數   10 11 20 19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表 4-1   91-94 年度普及服務基金補助金額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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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年度普及服務基金補助金額比率

2.數據通信普及

服務

3.52%
4.呆帳準備金

0.00%

3.必要管理費用

0.09%

1.語音通信普及

服務

96.39%

1.1不經濟

地區電話

服務

55.38%

1.3海岸電

台服務

9.76%
1.2不經濟

公話服務

34.86%

 
94年度普及服務基金補助金額比率

2.數據通信普及

服務

11.58%

4.呆帳準備金

0.00%

3.必要管理費用

0.29%

1.語音通信普及

服務

88.13%

1.1不經濟

地區電話

服務

60.87%

1.3海岸電

台服務

10.66%1.2不經濟

公話服務

28.47%

圖 4-6  91 與 94 年度普及服務各項普及服務費用之比較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圖 4-5  91-94 年度普及服務基金補助金額比較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0

50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2,000,000,000

2,500,000,000

91至94年度普及服務基金補助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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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金額占業者

營業額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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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普及服務分攤者分攤普及服務費用金額之比較（詳如

圖 4-5）： 

1、91 年度共計 24.6 億元，約占 10 家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

之 0.81%。 

2、92 年度共計 19.5 億元，約占 11 家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

0.61%。 

3、93 年度共計 16.2 億元，約占 20 家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

0.49%。 

4、94 年度共計 15.6 億元，約占 20 家普及服務分攤者營業額

0.45%。 

（三）歷年普及服務各項普及服務費用之比較： 

由表 4-1 及圖 4-6，吾人可得知 91 年度至 94 年普及

服務歷年各項普及服務費用中，語音通信普及服務費用已

呈現劇幅下降趨勢，已從 91 年度之 23.7 億元，至 94 年度

減為 13.8 億元。但數據普及服務費用則呈現微幅上昇趨

勢，從 91 年度之 0.8 億元，至 94 年度增為 1.8 億元；數

據普及服務補助費用亦由 91 年之普及服務補助費用總額

之 3.52﹪提昇至 94 年之 11.61﹪。 

二、 語音通信普及服務之執行現況與檢討 

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包括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不經濟地區電

話服務及海岸電臺船舶遇險及安全通信服務；由表 4-1 及圖 4-6

中，顯見 91 年度至 94 年度各項語音通信普及服務費用已呈現逐

年遞減趨勢，尤其以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降幅最深，從 91 年度

之 8.2 億元，降至 94 年度為 3.9 億元，其降幅達 50﹪，主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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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92 年修正普及服務管理辦法，限縮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補

助範圍，將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補助標準由原來的「半徑 100 公

尺內補助 2 部」縮減為「半徑 200 公尺內補助 2 部」。 

以下本研究將針對各項語音通信普及服務運作機制之檢

討，摘述如下： 

（一）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之執行現況與檢討 

不經濟公用電話指在一般商業條件或無任何補助之情

況下，普及服務提供者為提供單一公用電話服務所投入之可

避免成本大於棄置營收，且經交通部電信總局審查認可之公

用電話。依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不經濟公用電

話普及服務，應以在半徑二百公尺內補助二部為限。但主管

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1、各年度公用電話服務比較：由表 4-2 中，可得知 94 年度全

省營運公用電話總具數較 93 年度下降 5.51%；不經濟公話具

數較 93 年度下降 9.29%。對於公用電話過度設置比例已見改

善。且 94 年度中不經濟公話具數 37,212 具，特定場所有

20,485 具，比例仍偏高，較 93 年減少 8.56%，略有改善
19
。 

2、各年度公用電話服務提報成本比較：由表 4-3 中，比較實施

普及服務歷年提報成本均呈下降趨勢，其中 92 及 93 年度因

為修改管理辦法資金成本率之計算方式並限縮不經濟公話

提報範圍，使該兩年度下降比例分別達 33%及 21%，最為顯

著。 

                                                 
19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不經濟公用電話普及服務，在半徑二百公尺內補助

二部為限。但電信總局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因此主管機關可排除醫院、國中小學、集會

場所、議會及山區受上開條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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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用電話服務執行成果比較： 

（1） 以近兩年（93-94）營運公話機數做比較：94 年度公用電

話中華電信公司除考量偏遠地區實際需求外，對於都會區

使用率及營收偏低之公話已予拆機，94 年底營運公話機數

為 117,235 具，比 93 年底之 124,071 具，減少 6,836 具，

下降 5.51%。 

（2） 以近兩年（93-94）不經濟公話機數做比較：94 年該公司

除在裝機密度較高之地點，將使用率偏低之公話機拆除

外。更針對裝置於集會場所及特定場所拆除使用率低之不

經濟話機，提報之不經濟公話機數 37,212 具，較 93 年度

執行成果 41,024 具，減少 3,812 具，下降 9.29%。 

4、 歷年公用電話服務核定情形：歷年核定補助金額亦呈下降趨

勢，核定補助金額為提報淨成本金額比例，91 至 94 年度分

別為 86%、97%、81%及 87%。 

近年來，由於國內手機相當普及，幾乎人手一機，行動

電話因其產品優勢及方便性，用戶數急遽擴增，造成公用電

話營收日益下降。目前緊急時，幾乎可取代公用電話，因此，

對於不經濟公用電話之設置比例，應做統籌原則性調整，並

以有限資源作最有效之調配。對於中華電信公司
20
各營運處

資源之分配及公用電話可能過度設置之情形仍應近一步檢

討，如非緊急需要，應予檢討其數量或配置地點。 

                                                 
20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九條：「電信總局應於實施年度前一年十二月一日前公告該實施年度

之各項普及服務提供者及其實施計畫。」目前 91 年至 94 年公告之語音通信普及服務提供者為

中華電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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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年度公用電話服務統計表            單位：具 

年度 
91 92 93 94 

營運公話總具數 133,852 130,124 124,071 117,235

不經濟公用電話具

數 

59,959 52,204 41,024 37,212

特定場所公用電話

總具數 

- 49,576 48,907 46,906

特定場所不經濟公

用電話具數 

- 27,043 22,404 20,485

偏遠地區公用電話

總具數 
- 

6,252 6,204 6,153

偏遠地區不經濟公

用電話具數 

- 3,508 3,357 3,528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表 4-3  各年度不經濟公話服務補助金額比較表  單位：千元 

年度 
91 92 93 94 

核定補助上限 
850,824 769,608 637,390 407,960 

變動金額 - -81,216 -132,218 -229,430 與上一

年度比

較 變動比例 - -9.55% -17.18% -36.00%
提報服務淨成本

（A） 960,250 643,231 508,218 450,588 
變動金額 - -317,019 -135,013 -57,630 與上一

年度比

較 變動比例 - -33.01% -20.99% -11.34%
核定補助金額（B） 825,299 624,432 412,390 391,642

變動金額 - -200,867 -212,042 -20,748與上一

年度比

較 變動比例 - -24.34% -33.96% -5.03%
核定補助金額佔提

報服務淨成本比例

（B/A） 85.95% 97.08% 81.14%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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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二）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之執行現況與檢討 

偏遠地區電話服務之普及服務提供範圍，依內政部公

告年底之各鄉鎮市最新人口密度計算，目前 94 年度其提供

之服務範圍含括台灣本島之偏遠地區、離島澎湖、金門及馬

祖等區域共計 17 縣市、76 個偏遠鄉鎮、計 190 個不經濟交

換局及 217,980 戶偏遠地區市話用戶（詳如表 4-4）。 

1、各年度偏遠地區市話服務普及率及各項服務品質執行成效

比較： 

（1）普及率：各縣市轄屬偏遠地區之電話普及率互有消長，

增減幅度在 ± 2％間，變動不大。 

（2）障礙修復時間：平均障礙修復時間仍維持在 0.33 天之

品質。 

（3）每年障礙次數：偏遠地區每支電話每年之平均障礙次數

維持在 0.23 次。 

（4）出帳正確率：年度出帳正確率均接近 100％。 

（5）接續完成率：年平均達 99.99%。 

2、不經濟交換局與提供客戶數比較：由表 4-5 可得知，93 年

度提供普及服務為 186 個不經濟交換局，其實際市話客戶數

共有 211,047 戶，94 年度因為部分地區人口數下降，為偏

遠地區 190 個不經濟交換局，客戶數 21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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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年公告 

表 4-4  94 年度偏遠鄉鎮不經濟交換局統計表     

19076合  計
東沙、南沙21高雄市

金湖、金沙、烈嶼、烏坵44金門縣

將軍、七美、吉貝、花嶼、虎井、湖西、西嶼、鳥嶼、
澎南、白沙、東吉、東坪、望安136澎湖縣

豐田、都蘭、隆昌、鹿野、延平、鸞山、初鹿、瑞源、
達仁、蘭嶼、金峰、大武、寧埔、長濱、樟原、泰源、
東河、海端、霧鹿、利稻、知本、綠島、成功、信義、
忠孝、池上、逸園山莊

2711台東縣

七佳、九棚、嘉祿、長樂、楓港、滿州、內文、牡丹、
石門、士文、草埔、筏灣、來義、琉球、德文、霧台、
舊武潭、三地門

1810屏東縣

崇德、田寮、甲仙、小林、新發、新威、六龜、寶來、
樟山、南桃源、天池、茂林、三民、杉林、集來

157高雄縣

龍崎、龍船、楠西、密枝、左鎮、岡林、南化、北寮、關山94台南縣

阿里山、達邦、新美、番路、公田、大湖村、大埔、永興83嘉義縣

中寮、爽文、親愛、精英、法治、麒麟、南豐、新生、
發祥、霧社、信義、羅娜、民和、上安、同富、碧綠、翠巒173南投縣

環山、和平、中坑、谷關、梨山、達觀 、武陵71台中縣

泰安、南庄、象鼻、獅潭43苗栗縣

南竿、北竿、莒光、東引44連江縣

長橋、奇美、靜浦、志學、崇德、富里、豐濱、鳳林、
富源、和平、新社、瑞穗、光復、古風、林榮、米棧、
壽豐、水璉、東竹、大富、天祥、東里、文蘭、鹽寮、
月眉、長良、高寮、三民、玉里

299花蓮縣

澳花、東澳、金洋、南澳、玉蘭、清水、四季、南山、
英士、土場、樂水、太平、寒溪、三星142宜蘭縣

尖石、秀巒、泰崗、新光、石磊、五峰、竹林、桃山、
雲山、田埔、司馬庫斯

112新竹縣

復興11桃園縣

雙溪、平溪、十分寮、石碇、格頭、坪林、烏來75台北縣

不經濟交換局交換
局數

鄉鎮
數縣市別

偏遠地區市話用戶數：217,98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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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歷年不經濟地區市話服務核定情形：由表 4-6 可得知，比較

實施普及服務歷年提報成本均呈下降趨勢，其中 92 年度因

為修改管理辦法資金成本率之計算方式，使該年度下降比例

達 19%，最為顯著。且歷年核定補助金額亦呈下降趨勢，普

及服務委員會考量行動電話替代性、效率性、及服務品質等

因素核定補助金額為提報淨成本金額比例，91 至 94 年度分

別為 53%、51%、48%及 46%。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係由普及服務提供者（中華電信

公司）以偏遠地區且在市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內為

前提下，提供電話服務;而其所投入之「可避免成本」
21
必須

大於「棄置營收」
22
，造成非必要之投資損失，才能接受補

助。其中就實務執行面之考量，對於偏遠地區之定義，初期

以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

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五公里以上之離島為

普及服務之衡量標準，未來對於偏遠地區之定義，應隨著電

話普及程度提高，縮小其補助範圍，才不致於形成真正需要

普及補助之地區，卻受到採用平均人口密度標準限制，而無

法達到普及服務真正的目的。 

                                                 
21 可避免成本：指普及服務提供者不提供普及服務時，可避免或節省之成本。 
22 棄置營收：指普及服務提供者不提供普及服務時，所損失之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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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91-94 年度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比較表     

   
91年度 92年度 93年度 94年度 

不經濟交換局數 

17縣市 

76個偏遠鄉鎮

178個不經濟 

交換局 

17個縣市 

76個偏遠鄉鎮

182個不經濟 

交換局 

17個縣市 

77個偏遠鄉鎮 

186個不經濟 

交換局 

17個縣市 

79個偏遠鄉鎮

190個不經濟 

交換局 

實際市話客戶數 200,029戶 199,857戶 211,047戶 217,980戶

棄置營收（仟元） 831,882 923,639 942,868 961,468

棄置營收（仟元） 831,882 923,639 942,868 961,468

實際淨成本 

（仟元） 2,484,177 2,009,812 1,971,882 1,820,119

市話交換機設備

使用率 
72% 72% 71.57% 71.96%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表 4-6 各年度不經濟地區市話服務補助金額比較表 單位：仟元 

  年度 91 92 93 94 

核定補助上限 1,324,269 1,021,488 968,261 877,763 
變動金額 - -302,781 -53,227 -90,498 與上一年

度比較 變動比例 - -22.86% -5.21% -9.35%
提報服務淨成本（A） 2,484,177 2,009,819 1,971,882 1,820,119 

變動金額 - -474,358 -37,937 -151,763 與上一年

度比較 變動比例 - -19.10% -1.89% -7.70%
核定補助金額（B） 1,311,026 1,031,703 950,565 835,543

變動金額 - -279,323 -81,138 -115,022與上一年

度比較 變動比例 - -21.31% -7.86% -12.10%
核定補助金額佔提報服

務淨成本比例（B/A） 52.78% 51.33% 48.21% 45.90%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年度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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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岸電台通信服務之執行現況與檢討 

海岸電台通信服務係依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七

條之規定，由既有經營者（中華電信公司）免費提供全國

地區之海岸電臺船舶遇險及安全通信服務。目前台灣地區

共有 30 座海岸電台（詳如圖 4-7），航行台灣海域之船舶使

用船舶配置之中頻(MF)、高頻(HF)或特高頻(VHF)無線電

通信系統，透過設在全國各地之海岸電台傳送訊息，經基

隆海岸電台確認後，即可將此訊息轉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

中心(RCC)或海岸巡防署勤務指揮中心調派搜救部隊前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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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共30個收發訊台

   圖 4-7  台灣地區海岸電台通信服務分布圖 

資料來源：電信總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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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所提報之海岸電台船舶遇

險及安全通信服務之淨成本高達 2.6 億元，對普及服務基

金分攤業者而言，因其中又兼含有對漁船之公眾通信部

分，成本攤分比例不夠明確，而質疑該項淨成本是否合理

外；再加以目前國外各國對於電信普及服務之相關法規，

亦少有特別針對海岸電台船舶遇險及安全通信服務需納入

電信普及服務之規定，實易引起爭議。 

1、歷年海岸電臺通信服務核定情形：由表 4-7 可得知，歷年

核定補助金額亦呈下降趨勢，核定補助金額為提報淨成本

金額比例，除 91 年約 70%較高外，92 至年度因委員會考量

補助應以可避免營運成本為主，資金成本部份不予補助，

故核定補助金額分別下降為 54%、51%及 59%。 

2、各年度海岸電臺通信服務提報成本比較：由表 4-7 中，比

較實施普及服務歷年提報成本均呈下降趨勢，其中 93 年度

因為修改管理辦法資金成本率之計算方式，致使下降比例

達 15.4%，最為顯著。 

3、海岸電臺通信服務執行成果比較：由表 4-8 中，比較歷年

海岸電臺通信服務服務品質，平均每月障礙率由 91 年之

2.72 %提昇至 94 年之 2.62 %；障礙修復時間由 91 年之

2.75 天提昇至 94 年之 2.58 天。 

海岸電台船舶遇險與安全系統，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皆

由政府機關經辦，日本海岸電台屬海上保安廳，美國海岸

電台屬海岸防衛隊，均由政府直接執行海上船舶遇險救難

與安全任務，除可宣示國家海域主權，維護國家形象外，

並可貫徹執行公權力，確保航行安全，間接促進經濟發展

（孫立群，200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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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岸電臺通信服務之提供有其歷史背景，惟鑑於

社會變遷快速，時空背景迥異，為配合時勢潮流發展，以

使海岸電台業務回歸由政府肩負管理之責，並使電信事業

普及服務基金發揮應有之功能及效率，應督促中華電信公

司就海岸電台移轉所規劃之人員、技術、土地、房屋、設備

移轉等事宜辦理進度。且為彰顯政府為民眾提供緊急救援

服務之職責，並克服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服務，宜規劃將海

岸電台歸政府機關掌管，並編列預算。 

表 4-7  91-94 年度核定海岸電台補助金額比較表 單位：仟元  

年度 91 92 93 94 

核定補助上限 230,000 175,950 167,153 154,326 

變動金額 - -54,050 -8,797 -12,827 
與上一年

度比較 變動比例 - -23.50% -5.00% -7.67%

提報服務淨成本（A） 332,427 330,057 279,241 262,160 

變動金額 - -2,370 -50,816 -17,081 與上一

年度比

較 變動比例 - -0.71% -15.40% -6.12%

核定補助金額（B） 231,150 177,710 142,080 146,610 

變動金額 - -53,440 -35,630 +4,530
與上一年

度比較 變動比例 - -23.12% -20.05% +3.19%

核定補助金額佔提報

服務淨成本比例（B/A） 69.53% 53.84% 50.88% 55.92%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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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91-94 年度海岸電臺通信服務執行成果比較表     

年度 91 92 93 94 

平均每月障礙率

(%) 

2.72 2.69 2.64 2.62 

障礙修復時間(天) 2.75 2.7 2.63 2.58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三、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之執行現況與檢討 

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係指經營者以優惠資費提供經政府

立案之學校及公立圖書館連接網際網路所需之市內數據通信接

取服務。中小學校、公立圖書館享有由 4 家綜合網路經營者提供

數據通信服務之優惠資費，再由普及分攤者共同分攤提供者之虧

損。目前提供數據電信普及服務之經營者包括中華電信公司、新

世紀資通公司、台灣固網公司及亞太固網寬頻公司等 4 家業者；

其中，中華電信公司提供數據通信普及服務佔4家業者總額95 %。 

目前，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依據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七條

規定，補助上述 4家綜合網路業務經營者，執行數據通信接取普

及服務。其補助原則為： 

（一）優惠補助之項目，以市內數據電路之月租費為限。主管機

關應於實施年度前 1 年 12 月 1 日前公告優惠補助金額。 

（二） 每單一中學、小學或公立圖書館其補助總金額上限為新臺

幣 6,000 元，且於前揭優惠補助金額上限範圍內，優惠補

助金額為其所定各該電路月租費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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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單一中學、小學或公立圖書館有經營者提供不同速率服

務之情形下，由提供服務之業者均分補助總金額上限為原

則。優惠補助項目以市內數據電路之月租費為限。 

由表 4-9 中，吾人可得知，數據普及服務補助費用從

第一實施（91）年度約 0.8 億元至第四實施（94）年度增

為 1.8 億元，呈現微幅上昇趨勢。前述 4 家電信業者於 2

005 年已提供全國高中、職學校 460 所，國中 729 所，

國小 2,726 所、其他進修學校及特殊學校 34 所、公立

圖書館 82 所，總計 4,031 個單位適用數據通信接取普

及服務優惠。 

為配合政府推動各級學校全面上網，中華電信公司等

4 家業者除了提供全省各級學校及公立圖書館接取 TANet

 網路，並提升學校使用頻寬，逐步將原使用之 ADSL 網

路、數據電路轉換為光纖網路(Fiber To The Building ;

 FTTB)。補助單位使用 FTTB 網路的比例，從 2002 年之 

2 % ，提升至 2005 年之 45.5 % 。未來應繼續推動光纖

網路，期使學生在優質的網路教學環境中，透過網際網路

傳輸獲取優質之資訊。 

表 4-9  91-94 年度數據通信普及服務執行成果比較表  單位：所 

 

補助單位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數據通信普及服

務補助金額（元） 
86,694,329 100,190,008 114,255,399 181,331,704 

高中職校 434 465 457 460

國中 685 721 732 729

年度 



   75

國小 2,544 2,720 2,734 2,726

其他 
(補校、特殊學校) 53 42 32 34

公立圖書館 77 82 85 82

大專院校23 134 158 0 0

合計 3,927 4,188 4,040 4,031

資料來源：彙整自電信總局公告 

第五節  小 結 

自 1996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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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開放各項電信服務。過去由於

中華電信公司為國營事業，其經營效率及服務品質常為民眾所詬病，

但隨著電信自由化及中華電信民營化，且民營新進業者陸續進入電信

市場，在各項電信服務費率上，已反映市場競爭態勢，電信費率呈現

巨幅調降
24
，而服務品質及經營效率亦大幅提昇。 

然而，這些新開放電信業務當初原係由中華電信獨家壟斷經營而

逐步開放競爭，審視各新進電信業者經營策略，皆以市場競爭及服務

顧客為導向，完全以企業生產力及追求效率為依歸，且服務品質及經

營效率亦因開放自由化而大幅提昇。由我國電信自由化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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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25
。 

                                                 
23 依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五條規定（2003 年 4 月修正版），自 2004 年起排除大專院校為數據

通信普及服務補助對象。 
24 參閱本文 24 頁，「電信自由化之電信競爭市場及費率之比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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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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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信自由化發展，我國電信市場已由公營獨占變為競爭的局

面，但高山、離島或偏遠地區，由於營收偏低或建設費用較高，電信

業者在一般商業條件下，較無經營意願，極易造成偏遠地區通信建設

落後及數位落差；即使業者正常經營，勢必大幅提高電信服務費用。

如此，必然影響該偏遠地區之國民基本通信權益，故須輔以「電信普

及服務制度」的政策，以照顧特定的偏遠地區弱勢族群。 

誠如在新公共服務中所強調「公共利益的追尋」與「重視公民更

勝於企業精神」之核心概念
26
下，促使普及服務制度應透過經由共享

利益與責任分攤之核心價值來建立制度。尤其當電信自由化替電信產

業帶來之服務與利益時，更應由全民所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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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電信業者在享有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利益外，亦須共同分

攤這些偏遠地區消費者之基本通信權益之責任與義務。 

綜上四節所述，已針對我國近 5 年來電信普及服務之實施現況及

執行成效提出檢討與研析。惟鑑於未來通訊傳播網路與服務將朝向寬

頻與匯流發展，因此推動電信事業加強建置寬頻網路基礎設施，提供

公平的數位接取機會已成為當前不可輕忽之課題。又目前我國市內電

話普及率已達 98%，顯見語音服務歷經電信自由化及 5年來的普及服

務制度運作下，已趨近全面普及；惟在數據通信接取服務上，偏遠地

區之用戶常因距離交換機房過遠而無法公平享有寬頻數據服務，而數

位匯流時代，寬頻數據已成為個人獲取知識及資訊之主要途徑。 

 

                                                 
26 參閱本文 34 頁，新公共服務的核心概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