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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暢行 識別無礙

通信網路中之用戶識別方式介紹
文｜顏聖原

人

與人之間的通信方式，除了書信之外，還
有通過公眾電信網路與網際網路。通信

時當然需要先確定通信的對象（ who ）及在哪裡

（ where ），即公眾電信網路（ 包含固定通信網路

Public Switch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PSTN
及行動通信網路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
PLMN ）中的電信號碼或網際網路（ Internet ）的

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DN ）或網際網路位址

（ Internet Protocol, IP ）。

在公眾電信網路中用來識別用戶或終端設

備的方式，依網路的發展歷史，可以分為兩大
類，一是以電信產業為主的PSTN、PLMN，因

圖1

各種通信網路

為它發展的歷史較久，發展初期受限於終端設備（ 電話機 ）的輸入方式較簡單，僅能採用以純數字組成的電信號碼；

另一則是以資訊產業為主的網際網路，因其終端是電腦，其位址已可使用文字、數字、符號組合而成的網域名稱或
網際網路位址。以下介紹目前公眾電信網路及網際網路中的各種與用戶有關的識別方式。

一、公眾電信網路中使用的用戶號碼

（ 一 ）E.164

國際電信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 ）建議的標準稱為E.164（ 如圖2所示 ），它的號

碼編碼格式可分為3個部分：CC（ Country Code，國碼 ）、NDC（ National Destination Code，國家目的地代碼 ）以
及SN（ Subscriber Number，用戶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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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MCC的碼長為3碼，係由ITU指配給國

家，通常一個國家只有一個MCC（ 例如臺灣的MCC為
466 ），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國每

一國有多個MCC，或類似E.164的共享CC，用於國際上
共享的MCC 901。

MNC的碼長規定為2至3碼，一般由各國的電信主

管機關核配給行動網路業者，MSIN則由獲核配之業者
自行決定編碼方式及碼長（ 但其碼長加上MCC及MNC
圖2

的碼長不得超過15碼 ）。因此各國電信主管機關可掌握
E.164編碼格式

CC的碼長為1至3碼，原則上由ITU指配給國家（ 我

國為886 ），不過也有指配給特定組織或系統的情形，

之E.212號碼資源為MNC，不過ITU的會員國在其本身原
來MCC底下的MNC將用罄時，可以向ITU申請再指派新
的MCC。

IMSI主要用於行動用戶註冊，提供用戶全球性的唯

例如指配870給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 目前為英國

一識別。當行動用戶終端在VPLMN（ Visted PLMN ）漫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CC，美國、加拿大等多個國家或地

在PLMN用戶所使用的號碼有E.164（ MSISDN ）及E.212

的衛星通信公司，提供全球性的行動通信服務 ）。通常
區則共用一個CC（ 國碼1 ）。

ITU並未規定NDC的碼長，一般由各國的電信主管

機關就不同業務（ 如地理區域業務或非地理區域業務 ）
擬訂編碼方式及碼長。SN則由獲核配之業者自行決定

編碼方式，但碼長仍須遵循電信主管機關的規範（ ITU

規定E.164的碼長包含國碼不得超過15碼 ）。因此各國

電信主管機關可掌握之E.164號碼資源為NDC的編碼方
式及SN的碼長。

在PSTN、PLMN中，用戶的市話號碼和手機門號

都是符合E.164的號碼，其中手機門號也被業者稱為
MSISDN（ Mobile Station ISDN Number ）號碼。

（ 二 ）E.212

在PLMN網路中使用的另一個用戶識別號碼是

基於ITU建議標準E.212的IMSI（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IMSI是一串最多可達15位的十進
制數字，其格式如圖3所示。

遊時，可以讓VPLMN識別出HPLMN（ Home PLMN ）。
（ IMSI ）兩種，其中用戶的MSISDN號碼（ 即行動門

號）是公開的識別（ 即是一種public identifier ），用戶
以其作為與他人通信聯絡的方式，而IMSI則是燒錄在用
戶的SIM卡中，用戶不會知道亦不需知道，它是私密的

識別（ 即private identiﬁer ），基於安全考量在通訊的過
程中除了必要的認證程序外，一般均不在網路上傳送。

另根據ITU建議標準E.213，MSISDN與IMSI不一定要綁

在一起，也就是用戶可在不換MSISDN號碼的情況下更
換IMSI（ 號碼可攜服務即屬於這種狀況 ），反之亦然。

二、網際網路中使用的用戶識別與定
址方式

（ 一 ）網域名稱

對於網際網路及其他基於IP的分封交換網路，遵

循網際網路標準組織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RFC 1035的網域名稱

（ Domain Name, DN ）形式早就為大家所熟知並使用。
Internet從早期開始已經訂有網域名稱（ DN ）和位址

（ IP address ）的識別方式。

基於DN的統一資源識別碼（ Uniform Resource Iden-

tifier, URI ）可用於識別用戶／主機（ 例如user@domain.
圖3

com ），IP地址則用於路由到主機連接的接口（ 對於IP
E.212編碼格式

E.212的號碼的編碼格式也可分為3個部分：MCC

（ Mobile Country Code ）、MNC（Mobile Network

Code ）以及MSIN（ Mobile Subscription Identification

地址格式IPv4和IPv6 ）。參與通訊的主機可在域名系統

（ Domain Name System, DNS ）的協助下將網域名稱
（ DN ）解析為位址（ IP位址）。

國際的非營利性組織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則是負責gT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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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ic Top Level Domain ）和ccTLD（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 ）域名系統管理。

每個TLD的運營責任（ 包括在TLD內維護域名註冊

表 ）均由ICANN委託給特定組織，這些組織被稱為「 註
冊管理執行機構 」
（ registry operators ）。

個人、公司行號或各種機關構可以向被稱為「 註

冊商 」
（ registrars ）的公司註冊DN。註冊商收集構成用
戶註冊的各種聯絡和技術資訊，然後保存聯絡資訊的記
錄，並向註冊管理執行機構提交技術資訊，註冊管理執

行機構會建置DNS（ Domain Name System）為網際網路
上的其他電腦提供將DN解析為正確IP位址所需的資訊。

（ 二 ）IP位址

目前使用中的IP位址有兩種類型：IPv4和IPv6。

IPv4是在1983年1月1日開始部署，迄今仍然是最常用
的版本。 IPv4位址是32位元（ bit ），通常以「點分10
進制」表示法（ dot-decimal notation ）表示，亦即將

32位元以句點（ . ）隔開分為4組，每組為8位元（ 即等於
1個byte ）以10進制數字表示（ 範圍從0至255 ），例如
172.16.254.1。

圖6

亞太地區的IP發放架構

IPv4和IPv6地址都是以委派方式分配的。目前ICANN

透過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將

未分配位址池中的IP位址分配給區域網際網路註冊機構

（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 ）。當RIR在其區域內需

要更多的IP位址進行分配時，IANA會對RIR進行額外分
配。目前全球共有5個RIR如下：

1.非洲地區-AfriNIC（ Afric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

2.亞太地區-APNIC（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

3.北美地區-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

圖4

IPv4位址格式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IPv6協議的部署則始於1999年。IPv6位址是128

位元，通常使用16進制字符串（ hexadecimal string ）

4.拉丁美洲及某些加勒比海島嶼地區-LACNIC（ Regional
Latin-American and Caribbean IP Address Registry ）

5.歐洲中及中亞地區-RIPE NCC（ Réseaux IP Europée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 ）

在亞太地區的發放架構中，APNIC會將IP分配給本

表示，將128位元以冒號（ ： ）隔開分為8組，每組4

地網際網路註冊機構（ Local Internet Registry, LIR ）或

0000：0000：0000：0000。

NIR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則可依據自

個16進制數字，例如，2001：0DB8：AC10：FE01：

國家級網際網路註冊機構（ 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
身需求向LIR或NIR申請配發IP位址。最後，一般用

戶（ End User, EU ）由他的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

（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Provider, IASP，提供上網服
務的ISP ）分配IP位址作為用戶上網。

本文先就通信號碼及識別方式做初步的簡介，後面

再分別以「 電信號碼管理簡介 」、「 IPv6發展現況探討 」
及「 網域名稱的歷史脈絡 」等3篇文章進一步介紹。
圖5

IPv6位址格式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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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為射頻與資源管理處技正 ）

維護網路人權 降低數位落差

國際網際網路焦點議題

―專訪TWNIC董事長李育杰、執行長黃勝雄

財

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是一個非營利性財團法人機構，以超然中立及互助共享網路資源之精神，
提供註冊資訊、目錄與資料庫、推廣等服務。由於網路資源涉及全世界，因此TWNIC的任務也是促進、協調

全國與國際網際網路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爭取國際網路資源及國際合作之機會。另外，TWNIC也負責協助推

展全國各界網際網路應用之普及，提供國內完整之域名註冊、IP位址分配服務、協助推廣網路應用之普及，為我國
網際網路事業提供最佳服務。

以下是專訪TWNIC董事長李育杰、執行長黃勝雄，針對國際性組織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和APNIC（ Asia-Paciﬁ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工作，對全球網際
網路影響的觀察。

Q1：ICANN和APNIC在全球網際網路扮演的角色、功能與重要性為合？兩者的關係為何？

ICANN 為非營利全球化國際機構，1998年10月成立於美國加州，主要負責運營網際網路中的網域名稱系統

（ DNS, Domain Name System ）、協調網際網路唯一識別碼（ IP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es ）的分配和指定、
認證通用頂級網域名稱（ gTLD ）受理註冊服務機構（ Registrar ）以及開放新頂級網域名稱（ New gTLD ）。

在政策制定流程部分，有別於傳統政策由上而下的制定過程，ICANN採取多方利益共同體參與模式（ Multi-

stakeholder Model ），將個人、企業、非商業利益組織及政府置於同等地位，並以全體ICANN社群為基礎，形成政
策決策，以符合全球網際網路結構「 無國界 」
「 對所有人開放 」的特點。

2016年全球網際網路治理權移轉，通訊協定功能移轉給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P位址分配

功能移轉給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 RIRs（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ies ），ICANN主要功能以全球域名系統管理為主。

至於APNIC，是全球五大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之一，成立於1993年，總部設於澳洲布里斯本，負責亞太地區IP位

址、自治系統號（ ASN ）的分配並管理一部分根域名伺服器鏡像，提供全球性的支持網際網路操作的分派和註冊服務。

APNIC是一個基於會員資格的非營利組織，會員包括國家級網路資訊中心（ NIR, 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 ）、網路

服務提供商和企業公司等，主要任務在於確保亞太地區的 IP 位址（ 以及相關的數字資源 ）得到有效的監督管理。APNIC

2021 NCCNEWS．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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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亞洲太平洋區域56個經濟體，分為東亞、南亞、東

RPKI業務著手，ICANN針對歐盟GDPR已通過《 gTLD 註

陸、北韓、香港、日本、澳門、蒙古、南韓及台灣。

在國內也會針對New gTLDs舉辦相關教育訓練，一旦

南亞、太平洋、中亞等五區，其中東亞區域包含中國大
網路是一種高度自治的環境，它能共治、共榮、

共享，所以這其中存在許多利害關係人，大家都是各

ICANN規範公布之後，我們就可以趕緊跟上腳步。

若談到New gTLDs，我國可以從「 企業對申請新頂

言爾志，各自有關注的焦點。TWNIC是一個高度專業

級域之需求 」、「 政府作為申請人之需求 」兩方面著手。

或APNIC其實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覺得很幸運

多數企業表達願意申請品牌頂級域名，但仍有多數企業

的機構，一路以來從國際會議的參與，到進入ICANN
有一群人一直在這裡努力經營。舉例來說，我們過去參

與的國際事務，當時比較多的討論是《 通用資料保護條

例》
（ 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規
範，TWNIC的國際事務小組花很多力氣去了解如何做才
不會違反個人隱私。

Q2：ICANN和APNIC近期聚焦在哪些重點
工作？成果如何？

近 期 I C A N N 重 點 領 域 包 括 國 際 化 域 名（ I D N ,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第二階段EPDP

（ Expedited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Phase2 ）及開
放新頂級網域名稱與相關規劃政策等3項，其中為因應歐
盟實施GDPR之EPDP ，是近期最為重要的工作。

ICANN建立WHOIS機制，向全球網路社群提供域

名註冊資料之查詢服務，透過WHOIS就可以知道這個IP
Address是誰註冊？在哪個國家或城市？有效期限何時？

但在歐盟實施GDPR後，ICANN註冊機制亦受GDPR規
範，有沒有可能透過WHOIS機制交叉查詢透漏出個資？

因此ICANN通過《 gTLD 註冊資料臨時規範 》，希望既
符合GDPR法律規範，也繼續維護原WHOIS查詢機制的
基本精神。

此外，新泛用型頂級域名準備要開放，因此ICANN

也需要著手準備相關政策的制定，目前草案已大致完
成，等到透過廣泛討論後，凝聚利益相關人的共識，後
續速度會更快。

至於APNIC，這幾年主要推動IPv6、RPKI以及網路

普及。包括透過教育訓練、研討會推動IPv6普及化；推

動ISP導入PRKI，防止網路路由攔截，透過高密度地與
業者接觸，有效達到資安通告效果；在網路普及部分，

成立APNIC 基金會，推動偏遠國家網路普及服務，包
含教育訓練、協助設立CERT資安通報系統、協助設立
網路交換中心等。

Q3：因應上述ICANN和APNIC的重點工
作，TWNIC是否有相對應的發展及未
來規劃？
TWNIC將從強化國際合作、推動New gTLD、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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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方面，根據TWNIC去（ 2020 ）年調查研究發現，
不知道新頂級域名申請的相關資訊及相關資源。在政府
方面，在下一輪開放時，政府單位可以從國家數位發展
層級來進行更為關鍵性之策略考量來申請頂級域名，需
求點可以著眼於數位國土、資安、數位轉型等面向。

TWNIC是我國唯一統籌頂級網域名稱（ Top-Level

Domain Names ）註冊的非營利組織，也將從下列幾個
方向輔助：一個是針對政府部門，提供相關的技術服
務，進行公共領域利益名稱的保護；另外則針對業界，

尤其是品牌商，對於這部分專業知識薄弱，TWNIC也
會提供專業技術建議，或協助擴大品牌在國際網域上的

能見度；目前TWNIC也會針對ICANN提供的相關新資
訊或發展趨勢，進行教育訓練及辦研討會。

Q4：近年國際IPv6網路的使用量明顯增
加，主要驅動力有哪些？您如何看待
未來IPv6發展？
目前IPv4被廣泛使用，近幾年常聽到的IPv6，被認

為取代IPv4的下一代網路協定，主要是擔心的是IPv4位
置不夠使用，因此規劃IPv6。事實上，因應全球 IPv4 短
缺， IETF在1994年即指定IPv6為下一代通訊協定標準，
目標是取代IPv4，2011年由網際網路協會組織贊助的公

開測試世界IPv6日（ World IPv6 Day ），今年即將邁入第
十年。2016年之後，連續5年每年以將近5%的成長率穩

定攀升，到2020年底全球IPv6使用率已經超過34%。若
依個別國家來看在2020年底，全球已經有28個國家IPv6
連網比例超過30%。

許多人都不了解何謂IPv4、IPv6，基本上，IPv4的

位址格式採用32位元，能提供2的32次方個位址，不過
在網際網路日漸興盛的今日，IPv4依舊消耗殆盡。至於
IPv6位址格式採用128位元長度，能提供2的128次方個

位置，遠遠超過IPv4的數量。所以IPv6除了在位址數量
上大幅增加，同時也改進了安全性等問題。

目前IPv4與IPv6是併行的，但要維繫兩套系統難度

較高，又因物聯網興起，未來應該只會保留IPv6，就能

滿足大家對IP位址數量上的需求，而在安全上的防護也
較高，這同時也是回應大家對資安的重視。

人物專訪

而TWNIC針對IPv4到IPv6轉化的過程，也會舉辦教

要的角色，但也牽涉到資安問題，所以在網際網路的管

議題的老師將資訊分享給大家，也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網

其次就是數位落差及網路人權，以網路霸凌來說，

育訓練，希望擴大年輕人參與，請曾經在國外參與相關

理上最重要的建議就是，資安一定要做得好。

際網路在國際上的現況及未來趨勢。

是否應該做一些規範，例如不能有仇恨性的言論，這或

件事情。在網路世界每個IP Address都必須是獨特性的，

範。

除了IPv4到IPv6之外，很多人都不知道IP Address這

不能隨意去被竄改，所以必須要有認證機制。這也就是

網路賦予從ICANN到APNIC，分到TWNIC的任務，讓大
眾明白IP Address為什麼要去註冊、要被驗證，驗證後才
能使用，這也是TWNIC很重要的責任。

Q5：ICANN及APNIC都採用利益相關人
（ Stake Holder ）制度來運作，請問您
認為利益相關人制度的中心理念與原
則應該是什麼呢？
主要核心概念還是共有、共治、共享，每個人皆有

許跟言論自由有所衝突，但自由還是應該需要有所規
網路要自由發展，網路行為的規範就會自然形成，

這比較像是治理。網路霸凌發生，大家會開始討論甚麼
叫仇恨性言論？可否用多個帳號去攻擊別人？又牽扯到
假帳號的問題。如果你的帳號變成殭屍網路的一部分，
控制幾百萬個帳號，就可以發起事件，在網路治理上也
會形成傷害，而這背後還是資安問題，被入侵者一般時
電腦還是正常運作，需要時才會被利用，回到源頭，資
安還是基本功也需要持續關注。

如何維持網路人權，留意數位落差，數位落差在

發言權，數位化的網路社會，不管產業、經濟等基礎建

於年齡及城鄉上，若能針對偏鄉地區服務，降低數位落

很難有一個全面性的說法。因此採用利益相關人的制度

學習也可能做得更好。我們也正面期待，當基礎建設完

設，或人權或隱私，每個人考慮問題的面向皆不相同，
較為公平，也可以讓很多議題能充分被討論，收攏多方
意見，相較之下更為全面與客觀。以國際企業來說，都
會派同仁參加，因為唯有清楚掌握政策定案的方向，才
不會因為一點點偏頗，影響到公司的利益。

Q6：針對網際網路管理，有哪些建議呢？
TWNIC是非營利的組織，但具有因為網域名稱註

冊而創造出特殊的收費機制，因而產生獲利，但也正因
有這些獲利，才能支撐組織參與國際上的網路治理，譬
如參加國際研討會，參與國際上討論的議題，這些都可
能影響我國的權益，也同時保護了台灣的網路資產。從

這個角度來看，TWNIC對台灣的網路治理扮演相當重

差，做好網路基礎建設，未來不管是5G的應用，遠距
備後，未來可以在家裡做非常多事情，包括遠距教學及

遠距醫療，由此可見網路確實是未來社會發展所必要
的，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到，若沒享受到可能就會產生不
平等的狀態。

未來的網路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從資訊安全，到

基礎建設落實，到應用服務兼顧平等，另外就是價格的

問題，譬如之前TWNIC做過網路使用行為調查，民眾
會關心電信費，未來若虛擬實境在家上課講究臨場感，
若電信費很貴的話，也會造成不公平，有人無法消費得
起，如能保障基本量，到時需要更多的享受就可以多付
費，這是未來需要去討論的議題。

｜現任｜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董事長、

｜現任｜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經歷｜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網路組組長

中央研究院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執行長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計算科學系研究助理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計算科學系助教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董事

美國Public Interest Registry公司董事
ICANN位址委員會副主席

東海大學資管系兼任助理教授

亞太網路治理論壇（ APrIGF ）MSG委員
香港.asia頂級網域註冊管理局諮詢委員

ICANN根域中文標識生成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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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過去 放眼未來

網域名稱的歷史脈絡
文｜魏駿光

國

際網際網路，始於1969年的美國，又稱網際網路，是全球性的網絡，是一種公用訊息的載體，大眾傳播媒介

的一種。網路是由許多電腦相互連線所構成，為了確保資料流動的正確性，每一台電腦都有「 固定且單一 」的

「 位址 」
（ IP Address ），該位址自網路出現初期，即以「 XXX.XXX.XXX.XXX 」四組0-255數字所組成。

早期網路上連線的主機數量不多，因此要記住這些數字字串不算困難，但到了1984年左右，網路上的主機數

量已突破1,000大關，要人們記住這些主機位置顯然不切實際，於是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者Jon Postel和Paul
Mockapetris提出「 網域名稱 」
（ Domain Name ）轉換機制，並定義出「 網域名稱系統 」
（ Domain Name System，

簡稱「 DNS 」）及技術規格文件；自此，網路使用者不用再背誦一大串難記無意義的數字串，只要記得文字化的網域
名稱，即可順利找到目標網站，構成當今網際網路的運作基礎。

時至今日，全世界共有1,000餘種不同種類的「 頂級網域 」
（ Top-Level Domain，簡稱TLD ），類型包含gTLD、

New gTLD及ccTLD，網域名稱註冊總數約3.7億筆（ 統計截至2020年第三季 ），建構出了一個無疆界，來去自由的

虛擬世界。頂級網域如何管理（ management ）與治理（ governance ），這樣一個已經是現代人生活中如同陽光、空

氣和水般不可或缺的龐大網路結構體，現在由位於美國的一個非營利機構―「 網際網路網域名稱及位址指配機構 」

（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簡稱ICANN ）負責網際網路網域空間的開發與架構。現

行的治理架構，既不是一次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人類文明及資訊的發展，一步一步進化，透過了解
網域名稱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或許可以提供大家觀察未來發展的立足點。

一、1949年―1991年：冷戰時期軍備競賽催生網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7年至1991年冷戰期間，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展開長達數十年的對立。由於蘇聯主

持的太空計畫，對美國國家安全所帶來的巨大威脅，促使美國政府致力發展尖端科技的決心。1958年，美國總統
艾森豪（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向國會提出建議，成立了美國「 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
（ National Aerona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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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話題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簡稱NASA ），以及「 高級研究計畫署 」
（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ARPA ），與蘇聯展開一連串的軍備競賽。

ARPA成立於「 美國國防部 」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簡稱DOD ），1971年ARPA被更名為「 國

防高等研究計畫署 」
（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DARPA ），專事研究有關資訊處理之技
術。

1964年，「 研究與開發機構 」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RAND ）研究員Paul Baran提出分散式電腦系

統架構，並於1968年經「 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 」
（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簡稱NPL ）完成驗證後，ARPA發起
了「 美國高級研究計畫署網路 」
（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簡稱ARPANET ）計畫。ARPANET
於1969年8月30日在「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設立第一個節點，1969年10月1
日在「 史丹佛研究所 」
（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SRI ）設立第二個節點。

1983年，為了確保軍事機密之安全，研究通訊與軍事通訊不宜混雜之情況下，美國軍方將ARPANET區分成兩個

網路，分別是ARPANET與MILNET（ Military Network ），除了MILNET保留為軍事及國防用途外，ARPANET開放予
民間機構使用，ARPANET逐漸轉變為一般實用性與商業用途之網路。

圖1

ARPANET 1969

資料來源：http://som.csudh.edu/fac/lpress/history/arpamaps/

圖2

ARPANET 1974

資料來源：http://som.csudh.edu/fac/lpress/history/arpamaps/

二、1984年―1992年：網路建立初期

應美國DARPA之要求，1983年Jon Postel和Paul Mockapetris發明了「 網域名稱系統 」。1984年10月，為施行

技術文件《 RFC 920 》，IANA創建.COM供商業使用、創建.ORG供非營利組織或非商業性質組織之用，與.ARPA、.
COM、.EDU、.GOV、.MIL以及.NET成為最初的頂級網域。

而申請「 國家代碼頂級網域 」
（ 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 ），是由申請人寫信到南加州大學的資訊

科學系「 資訊科學研究所 」
（ Information Science Institute，簡稱ISI ），向承辦人員提出國家頂級網域申請，我國的
頂級網域「 .TW 」，也是在此時（ 1989年7月 ）由教育部向ISI正式註冊。

在1984年至1992年間，由美國政府出資，將負責.COM、.EDU、.GOV、.MIL、.NET、.ORG與.US等註冊服務

之「 國防資料網路資訊中心 」
（ Defense Data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DDN-NIC ）交由SRI管理，並根據
契約管理根伺服器與IP發放，在SRI管理.COM、.NET、.ORG的期間，.COM、.NET、.ORG的註冊是免費的。

1990年，美國「 國防資料系統署 」
（ 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簡稱DISA ）將DDN-NIC之管理與

維護交由「 政府系統公司 」
（ Government Systems, Inc，簡稱GSI ），GSI將DDN-NIC轉分包交給「 網路方案公司 」

（ Network Solutions Incorporation，簡稱N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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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3年―1997年：.COM、.NET、.ORG營運私有化，NSI陷入反托拉斯
法爭議

1993年，美國「 國家科學基金會 」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簡稱NSF ）建立「 網際網路資訊中心 」

（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Center，簡稱InterNIC ），負責DNS網域名稱分配與「 X.500目錄服務 」
（ X.500
Directory Services ），以推廣與協調NSFNET 1 目錄與資料庫服務、資訊服務。NSF分別與3個組織締結InterNIC管理
契約，分別是由NSI負責註冊服務、「 AT&T移動公司 」
（ AT&T Mobility LLC，簡稱AT&T ）負責目錄與資料庫服務、
General Atomics負責資訊服務。

1993年，NSF代表美國政府與NSI簽訂五年的合作契約－《 網路資訊服務管理：網路資訊中心註冊服務 》

（ 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s Manager（ s ）for NSFNET and the NREN: INTERNIC Registration Services ），將

gTLD之註冊與管理，交由NSI公司負責。因此，.COM、.NET、.ORG營運管理權也從SRI移交到了NSI。1995年，
NSF宣布由NSI營運之.COM、.NET、.ORG正式開始收取註冊與維護，不再由美國國家財政支持。
只是在NSI多年的管理之下，NSI多次陷入反托拉斯法爭議中。相關的訴訟指出，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包含最初

的註冊與之後的資料維護已構成「 網域名稱註冊市場 」
（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Market ），然而NSI卻利用掌控
網域名稱伺服器與「 設定檔 」
（ configfile ）的地位，阻止其他競爭者進入此市場，濫用市場地位，或是不當收取費

用。基於此等訴訟之影響，美國司法部門認為在網域名稱註冊市場上，NSI行為有違反競爭之虞，故於1997年6月27
日對NSI展開反托拉斯法調查。

1997年2月，Internet特設委員會（ IAHC ）公布了《 gTLD-MoU 》
（ 通用頂級網域備忘錄 ）提議創建新通用頂級網

域，並將DNS的管理從美國政府轉移到由公共和私營部門成員組成的自律組織，爭議解決（ 商標、濫用等 ）由WIPO
與其他機構管理。

四、1998年―1999年：ICANN成立，NSI繼續擔任.COM、.NET、.ORG註冊
管理機構與受理註冊機構

NSI為化解美國司法部門的反托拉斯調查，在與美國商務部協商後，NSI同意發展一套可與其他受理註冊機構共

享之註冊系統（ 即Shared Registration System，簡稱SRS ），以換取美國商務部將其合作契約延展兩年。因此，1998
年9月30日，宣告結束NSI管理DNS的獨占地位。

1998年1月美國政府商務部轄下的NTIA提出《 改善網路名稱與位址的技術性管理建議案 》
（ A Proposal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of Internet Name and Addresses，史稱綠皮書 ），但因其中美國政府仍具有主
導力量，故受到相當強烈的質疑，也直接催生了未來ICANN的設立。

1998年6月，美國商務部公布《 網路名稱與位址管理聲明 》
（ Statement of Policy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 ），史稱「 白皮書 」
（ White Paper ），宣示美國政府對IP分配與DNS運作的政策

主張，以終結美國政府對於網域名稱與IP位址系統的干預。1998年10月，美國政府於加州成立「 非營利性組織 」

（ nonproﬁt organization ）ICANN，美國商務部將管理網域名稱及IP位址資源的分配，交予ICANN。

1999年9月，ICANN與美國商務部、NSI達成臨時協議，以銜接三方的差異。該些協議關鍵條款包含（ 1 ）NSI應

依據《 註冊管理機構協議 》
（ Registry Agreement，簡稱RA ）與ICANN未來之共識性政策，營運.COM、.ORG、.

NET註冊管理機構；（ 2 ）NSI成為由ICANN認證之.COM、.ORG、.NET受理註冊機構等。1999年11月，ICANN與

NSI簽訂RA。RA明文，唯有NSI將註冊管理機構與受理註冊機構之業務分離，並將受理註冊機構之業務售出的情況
下，方有權與ICANN繼續簽訂RA。

而我國也於1999年（ 民國88年 ）5月以觀察員的身分參與第二次的ICANN會議，並於同年7月成為ICANN內「 政府

諮詢委員會 」
（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簡稱GAC ）的正式會員。為積極因應變化快速的網路時代，「 財
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
（ Taiwan National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TWNIC ）於1999年11月正式核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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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在2003年3月在我國政府主管機關（ 當時為電信總局 ）授權下，與ICANN簽署《 贊助商協議 》
（ Sponsorship
Agreemet ），正式與ICANN建立契約關係，為我國國碼頂級網域（ .TW ）的管理立下了里程碑。

圖3

TWNIC大事記

五、2000年―2010年，由ICANN領軍的網路新時代開啟，IDN開始萌芽

2000年3月「 威瑞信股份公司 」
（ VeriSign, Inc. ）收購NSI，同年11月16日，ICANN董事會決議，選擇了以下

7個申請案進行談判以簽訂RA，分別為：.AERO、.BIZ、.COOP、.INFO、.MUSEUM、.NAME，以及.PRO共7個

gTLD；據此2001年2月26日ICANN提出了新的RA，明文註冊管理機構與受理註冊機構於法律關係上應分離（ 即垂直
分離政策 ），禁止註冊管理機構擔任其管理之TLD的受理註冊機構。

ICANN也於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起動.ASIA、.CAT、.JOB、.MAIL、.MOBI、.POST與.TEL等9個gTLD招募

計畫，希望能更進一步擴展全球的接觸層面。

另一方面，為使得非英語使用者也能順暢的運用網域名稱，ICANN於2000年啟動了「 國際化網域名稱 」

（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簡稱IDN ）的試驗計畫。2003年在ICANN、IANA與IETF的合作，與IDN相關的

技術規範文件（ RFC ）與營運準備到位下，VeriSign於2013年12月開始提供.COM和.NET的IDN註冊服務，非英語表
示的網域名稱正式的以gTLD的型式登場。

而我國的IDN網域名稱則是在TWNIC的努力下，於2001年1月正式開放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 中文.TW ）的登

記，步出了資訊在地普及化的第一步，讓中文在網域名稱上的應用有了全新的呈現；2010年10月TWNIC開放了「.台
灣」頂級網域的註冊，完成了全中文網域名稱的歷史性任務。

圖4

2018年.TW類型

資料來源：TW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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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1年―2018年，新頂級
網域百花齊放及ICANN治
理內容的調整與挑戰
在經過2000年、2003年徵求新開放頂級網

域之後，ICANN於2012年1月啟動「 New gTLD

計畫 」，接受公眾依各自需求，依《 新頂級網
域申請人指南 》
（ Applicant Guidebook，簡稱
AGB ）中所規範的程序，向ICANN提出申請。

這是ICANN首次對公眾開放頂級網域的申請，

共有超過1900件的申請案提出申請，在台灣也
有「 .TAIPEI 」、「 .HTC 」與「 .ACER 」提出申

請，隨著頂級網域的普及化讓多元化的網路世
界變得更為多彩多姿。

在網路蓬勃發展的同時，檢討ICANN本

身中立性的聲音從未中斷過，雖然ICANN名義

圖5

ICANN New gTLD計畫歷程

圖6

已開放gTLD列表

資料來源：ICANN New gTLD Program

上是「 管理者 」，但是ICANN對於DNS系統和
IANA功能的管理，需要遵循與美國政府簽訂之

契約，以執行上層下達的指令，另外具體實施
工作則交由VeriSign公司進行。

2006年，ICANN透過一份備忘錄讓美國商

務部能夠監督自己的部分運營行為。2009年，
ICANN再次與美國商務部簽署協議，其中包括
嘗試建立「 多方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 」，但同時
並未排除來自美國商務部的監督和控制。

最終在2014年3月10日，ICANN與美國商

務部最終簽訂去除一切控制和監督的協議，並

自2014年10月1日開始，ICANN和IANA徹底
轉化為獨立的非營利機構，並逐步的往所謂的

資料來源：https://perryhewitt.com/let-the-bidding-begin-new-gtlds-visualized/

「 多方利益相關共同體 」治理的方向邁進。

於此同時，2016年4月歐洲聯盟通過了《 通用資料保護規則 》
（ GDPR ）用以保護歐盟成員國境內的自然人個資

的保護，並設定於兩年後的5月25日生效實施，ICANN在此時並沒有意識到一場風暴正在襲來。

七、2018年―2021年：網路治理的挑戰與契機―EPDP、第二輪New gTLD開
放、Multistakeholder機制落實與進化

了解為何GDPR會對ICANN如此巨大的衝擊前，我們必須先了解WHOIS是什麼。WHOIS是網路早期的產物，以

公開的方式，呈現網域名稱的狀態、註冊人資訊及DNS設定狀態等資訊，類似於電話簿的概念。任何人若想知道某
個網站的註冊人資料，只要在WHOIS搜尋頁面輸入網站的網域名稱，便可得到網域名稱註冊人的姓名、電話及地址
等資料，不論網路行銷、智慧財產權保護甚或是網路犯罪偵防，都會利用WHOIS所查詢的資訊。

這樣一種無權限差別取得網域名稱註冊人個人資料，以及無區分個人資料敏感程度全都露的做法，無論從哪個

角度來看，均嚴重違反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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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為快速處理GDPR所帶來的衝擊，

ICANN首次啟動了「 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
（ Expedited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簡稱EPDP ），略過一般

PDP的部分程序，並限制完成時間。EPDP工作小組第
一階段（ Phase 1：2018/8-2019/2 ）任務是確認《 臨時

條款 》的內容是否須調整或修正，以達成GDPR適法性
並符合ICANN社群共識；第二階段（ Phase 2：2019/42020/7 ）的任務則是為具合法、合理目的、需要取得非
公開註冊資料的第三方，探討建立標準化流程的需求與
必要。

圖7

WHOIS在GDPR保護下的差異

資料來源：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整理

ICANN直至2017年才開始注意到GDPR對於現行機

制的挑戰，但ICANN仍是以討論與對話的型式，進行
緩慢的討論，也同時向歐盟內部工作小組提出ICANN
可能的政策調整方向，確認ICANN在其營運特性下如
何適用GDPR。

2 0 1 8 年 2 月 I C A N N 公 布「 臨 時 模 型 」
（ Interim

Model ）以因應GDPR之實施，並很快的在5月25日

圖9

EPDP第一階段時程圖

圖10

EPDP第二階段時程圖

資料來源：ICANN

GDPR實施前，由ICANN董事會於5月17日通過《 臨時

條款 》
（ Temporary Specification Temp Spec，簡稱

「 Temp Spec 」），緊急的豁免ICANN締約方（ 註冊管

理機構與受理註冊機構 ）在WHOIS政策相關的義務，該
條款效期為一年。

資料來源：ICANN

簡而言之，EPDP工作小組的目標就是同時處理政

策面的適法性與建構技術面的可行性，兩個願望一次滿
足。但兩個階段的工作目標不同，第一階段僅需逐條確

認臨時條款，可是在第二階段中，小組成員須從無到
圖8

GDPR與WHOIS的時間列表

資料來源：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整理

有，設想並建立一個合法又滿足極端衝突的多方利害關

係、未來將供全球社群使用的「 揭露／存取非公開註冊

資料的標準化系統 」
（ System for Standardized Access/

2021 NCCNEWS．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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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to Non-Public Registration Data，簡稱

開放作業，終於在經過多年的準備與討論後，相關項目

以取得社群共識推遲至第二階段的議題，所以在第二階

味著下一輪New gTLD將會在一至二年內開放。在2012

SSAD ），而且還需處理第一階段中許多真正棘手、難
段的結案報告中總共列出22項建議，其中僅11項建議獲
EPDP工作小組全員共識支持，3項有多數共識支持，6
項則是「 獲強烈支持但具明顯反對意見 」
（ 代表小組中

至少有三個團體不支持此建議 ），2項建議呈分歧結果

（ 即小組成員對此建議的支持與反對意見各半 ），且結

案報告中也特別提到與SSAD相關的18項建議之間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小組建議GNSO理事會應全盤接受
或是全部否決。

即便在第二階段結論如此不一致且ICANN董事會

目前尚未通過的狀況下，在政策面與技術面的兩個面

向，EPDP工作小組仍舊指出了兩個大方向，（ 1 ）政策
面：解決是否應區分註冊人為「 法人或自然人 」和「 同
一註冊人的多筆註冊資料顯示同一匿名電子信箱 」二項

議題，未來將會展開EPDP 2A來處理以上議題；（ 2 ）技
術面：小組的SSAD提議，就算某些團體持續的堅持反

對的立場，但目前無法取得WHOIS資訊的狀況下，對

的《 終版報告草案 》終於在2020年結束前完成，這也意
年大起大落的經驗之後，預期申請人將會以更為成熟的
態度來面對全新的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機會。

另外在IANA從ICANN分離獨立行使其功能之後，

ICANN目前也規劃「 根伺服器系統 」
（ Root Server

System，簡稱RSS ）也如同先前IANA般法人化，自
ICANN脫離獨立行使其功能，讓彼此的分工與合作更
為公開與透明。

ICANN的核心組成原則是以「 多方利益共同體 」

（ Multistakeholder ）的方式運作，試圖以各社群充分公
開討論的方式，平衡各方意見藉以形成執行政策。此制
度原本立意良善，但經過近20年的執行之後，決策規劃

及執行仍極度缺乏效率，社群討論良莠不齊，面對這樣

的現況ICANN將於未來5年在工作與預算規劃中投入相
關資源，希望藉此提升決策機制的彈性及效率。

歷經全球的風起雲湧同時，在我國網域名稱市場日

於所有的關係人（ 使用者、律師、法務機關等 ）而言，

趨成熟的狀態下，TWNIC除了持續在國內舉辦各項的

前仍然進行著佈署SSAD前的各項準備與評估作業。

務，以增加實用誘因之外，也積極的參與國際網路治理

SSAD雖然不見得完美但至少可以使用，所以ICANN目

教育訓練課程向下紮根；開辦免付費的網域名稱附加服

組織（ 如APNIC、APTEL、APrIGF等 ），以擴展我國網

路治理相關的經驗。在市場的擴張上更破天荒的於2018
年起推出了日文.tw與韓、泰、法、德文等的IDN.tw網
域名稱註冊，以提供國人與外籍商家能以更親切的當地
語文，進行更為深度的交流。

圖11

SSAD流程圖

資料來源：ICANN GNSO

ICANN面對巨大的外部挑戰時，也不會忘記為全

球網域名稱市場及ICANN自己本身的結構注入活水，
並進行更符合社群需求的調整。自2012年開放公眾申

請New gTLD登記以來，ICANN也持續準備為下一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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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日文.tw與韓、泰、法、德文等的IDN.tw網域名稱註冊

資料來源：TW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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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網域名稱的未來：5G、「 物聯網 」
（ IoT ）與網域名稱

網域名稱的治理結構，自初始的軍方到美國政府主導，再到交棒給ICANN，直至今日仍持續尋找最佳的模式以

呼應人類文明的進展，而網域名稱的使用情境，也不斷的面臨搜尋引擎、關鍵字、社群媒體與短網址的挑戰，但網
域名稱的唯一性、獨特性與合法性是前述幾位挑戰者所望塵莫及的；更重要的是網域名稱的性能價格比，遠高於使
用者在搜尋引擎與關鍵字的投資，或是經營社群媒體聲量的費用，也是因為如此，網域名稱的註冊與保護，一直都
是各大知名企業在新產品的專利或商標布局時，也會一併執行的「 例行公事 」。
近年資訊產業界最熱烈的議題莫如5G移動

網路與「 物聯網 」
（ IoT ）的爆衝發展，ICANN

也曾針對網域名稱的應用方式，與電信營運商
與物聯網廠商進行討論。據此得到結論指出，
因為目前5G移動網路與物聯網都是以IP位置做

為識別的方式，網域名稱的識別是以DNS解析

為基礎，所以可能性並不高。5G的網路目前是
以IPv6為來做為通訊基礎，在5G的基礎通訊中

導入DNS機制，無助於整體通訊的提昇，這也
是無背於技術現況的說明，IoT亦然。

但本文以為，回歸整個網際網路通訊的

起源，主機之間的識別是由獨特的識別機制
所組成（ MAC或IP位址 ），網域名稱的出現本

質，即是為了便利「 人 」的識別，所衍生出的

機制。在5G與IoT高速發展的網路結構下，網

域名稱難道真的就一無是處了嗎？當然不是，
網域名稱出現的本質，是要給「 人 」看的，不

是給機器識別用的。試想，在未來的家戶中，

您若是想遠端開起家中臥室空調，您看著數
十個IP位置或機器編碼，您會在第一時間識

別出來呢？還是看著main-room.air.myhome.
whatever容易呢？

（ 本文作者為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營業經理 ）

圖13

IOT與DNS連結型態

資料來源：ICANN New gTLD Program

1 1986年，NSF根據ARPANET基本架構，出資建立「 國家科學基金會網路 」
（ 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etwork，以下簡稱「 NSFNET 」）計畫。
NSFNET由NSF的「 網路與通訊研究部 」
（ Division of 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d Infrastructure，簡稱「 DNCRI 」）管理，主要
提供予美國之教育與服務單位使用，並且與ARPANET相連，以用來補充ARPANET的不足與超載。直到1989年6月，ARPANET停止運作，正式退出
歷史舞臺後，NSFNET成為全球網路「 骨幹 」
（ Backbone ），接續ARPANET提供網路服務，取代ARPANET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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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傳統數字 迎接網路通訊時代

電信號碼管理簡介

文｜顏聖原

前言

一般人被問到什麼是電信號碼時，相信大部分的人的回答應該是「 行動號碼 」、「 市話號碼 」，沒錯，這兩種

號碼都是電信號碼，但是公眾電信網路（ Public Switch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PSTN ）可不只這兩種號碼。

傳統的公眾電信網路提供一般民眾或商號老式語音電話服務（ Plain Old Telephone Services, POTS ），但是受限於

用戶使用終端設備（ 如傳統有線的室內電話機 ）的功能，只能以輸入數字的方式來識別通信的對象，所以才有現在
仍在使用的阿拉伯數字組成的電信號碼。不過，隨著電信用戶的增加、電信網路規模的擴大、電信服務需求的多

樣化，原有單純的用戶（ 電話 ）號碼已不足以滿足民眾各式各樣的需求，而且由於電信相關技術的進步，電信事業
也引入了數位化的網路ISDN（ 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採用新信號系統（第七號信號系統）的智慧
型網路（ Intelligent Network, IN ）等，所以公眾電信網路的電信號碼就不再只有原先的用戶號碼，而變得更多采多
姿了。

本文介紹有關號碼分類、號碼計畫、號碼核配、號碼備查及號碼使用管理的規定與內容，以及許多民眾關心的

已收回行動通信號碼的再核配問題。

電信號碼分類

電信管理法第68條第1項規定：「 電信號碼包含公眾電信網路之編碼、識別碼及用戶號碼。」。這三類電信號碼

跟一般民眾比較有關係的是「 用戶號碼 」及「 識別碼 」，其中，「 用戶號碼 」就是電信事業配給用戶的號碼，代表其
他人透過公眾電信網路可以撥打的號碼，而「 識別碼 」
（ 除了特殊服務號碼 ）其實只是打國際或長途電話時，在撥打

的對方電話號碼前面加撥的特定數字，這幾個數字是用來選取特定的業者網路或特定的縣市。至於「 編碼 」就跟用
戶沒有直接的關係，用戶也不會知道，因為它是電信事業間互連互通提供電信服務時，控制網路路由及交換訊息的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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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話題

圖1為三大類電信號碼下屬的各種號碼。
編碼

信號點碼

號碼可攜網路碼（OPID）
行動網路碼（MNC）

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

電信號碼

識別碼

撥號選接網路識別碼
地理區域識別碼
特殊服務號碼
市話號碼

行動通信號碼

用戶號碼

衛星通信號碼
網路電話號碼
智慧虛擬碼

物聯網號碼（IOT）

圖1

ISPC、NSPC
14XX

01、02、12、13、97、98、……
002、008

00X（ X≠0、2、8）
01X（ X≠0）

18XY、18XYZ

02、03、14、……
11X、16X、19X
3343-XXXX

09XX-XX-XXXX
096X-XX-XXXX

040

電信號碼分類

一、編碼

1.信號點碼（ 核配 ）

信號點碼是指控制語音呼叫的第七號信號系統（ Signalling System 7, SS7 ）的點碼，包含國際信號點碼

（ International Signalling Point Code, ISPC ）及國內信號點碼（ National Signalling Point Code, NSPC ）。電信事
業如果想在公眾電信網路（ PSTN ）提供以電路交換（ Circuit Switch ）為主的語音服務或簡訊服務，應先建置第七號
信號系統並獲核配SS7信號點碼才可以提供服務。

2.號碼可攜網路碼：14XX（ 備查 ）

號碼可攜網路碼由提供號碼可攜服務之電信事業（ 目前提供號碼可攜的主要提供者是行動網路業者 ）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備查，號碼可攜網路碼需由攜入業者在攜碼用戶資料庫設定，以便其他業者可查詢
路由資訊以完成通話服務。

3.行動網路碼（ MNC ）及其他系統內碼（ 備查 ）

行動通信技術的國際標準制定組織3GPP從 GSM網路（ 即2G ）開始利用IMSI（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ption Identity ）作為網路使用者識別碼（ 內建於SIM卡中 ），IMSI中包含MCC（ Mobile Country Code，我
國目前使用466 ）及MNC（ Mobile Network Code ）作為行動網路（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 PLMN ）識別，
用於行動網路之互通、識別、交換及控制等正常運作。因我國非ITU會員國，行動通信業者（ Mobile Network
Operator, MNO ）使用MNC需向GSM協會（ GSMA ）登載，並報本會備查。

二、識別碼

1.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002（ 共用 ）、00X、01X、008（ 核配 ）

當用戶撥打國際電話時，可以直接撥打（ 撥號方式：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受話國碼+受話號碼 ）一段式

撥號完成通話，其中002為所有業者共用，其他00X（ 005亞太、006台固、007新世紀資通、009中華電信 ）及01X

（ 015亞太、016台固、017新世紀資通、019中華電信 ）則是用來識別特定業者，00X與01X的區別是前者採用電路

交換方式，而後者則採用較經濟的封包交換（ Packet Switch ）的方式完成通信服務，008則為國際直撥的受話方付
費電話服務，類似國內080發話方免付費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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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撥號選接網路識別碼：18XY、18XYZ（ 核配 ）

18XY或18XYZ（ 表1 ）服務供用戶撥打每通長途

或國際電話時指定使用特定業者提供之長途或國際網
路。

表1

18XY及18XYZ撥號選接網路識別碼清單

18XY/
18XYZ

服務內容

業者

1805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亞太電信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新世紀資通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台灣固網

1806
1807
1809
1816
18222
18268
18288
18338
18399
18598
18778
18798
18800
18855
18866
18868
18881
18889
18899
18938
18989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台灣固網
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
台灣固網
合昱科技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中華國際通訊網路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北台數網電訊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是方電訊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上銀全通
毅通網絡
宏遠電訊

（ 1 ）緊急電話服務或公眾電話服務（ 3碼 ）：11X、16X
（ 詳表2 ）。

（ 2 ）急難救助、公共事務諮詢、公眾救助及慈善服務
表2

三聯南頻電信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台灣信通網絡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台灣新電信

117

遠傳電信

119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台灣之星

和宇寬頻網路

110
113
118

瑪凱電信

165

以前全國有區分話價區，以地理區域識別碼來

區隔不同話價區，民眾撥打不同話價區的電話時，要

先加撥2至4碼的地理區域識別碼，計費方式不同於同

（ 4碼 ）：19XY（ 表2 ）。

1XY

光鍵

3.地理區域識別碼（ 業者共用 ）

166
167
168
19XY
1910

一話價區內之市內電話，是屬於長途電話話費。目前

1911

市 ）、03（ 桃園市、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 ）、

1912

縣）、05（ 嘉義縣市、雲林縣 ）、06（ 臺南市、澎湖

1922

0826（ 烏坵 ）、0836（ 馬祖 ）、089（ 臺東縣 ）。

1950

的地理區域識別碼如下：02（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18

4.特殊服務號碼（ 核配給特定機關或機構 ）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國際 / 長途網路服務

我國地理區域識別碼

圖2

037（ 苗栗縣 ）、04（ 臺中市、彰化縣 ）、049（ 南投

1919

縣 ）、07（ 高雄市 ）、08（ 屏東縣 ）、082（ 金門 ）、

1925

｜ 2021．MAR

1XY及19XY特殊服務號碼清單
專線名稱或服務內容

服務提供或支援單位

報案專線

內政部

報時專線

經濟部

113保護專線
海巡服務專線
消防專線

防詐騙專線

國語氣象預報

閩、客、英語氣象預報
國道路況專線

專線名稱或服務內容

衛福部（ 保護服務司 ）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內政部
內政部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國道公路警察局

服務提供或支援單位

便民服務專線

台灣自來水公司

緊急事故報修與油氣安全
與油價諮詢

台灣中油公司

申告緊急停電事故搶修及
獲知停電訊息服務專線
食安專線
防疫專線

台灣電力公司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安心專線（ 自殺防治專線 ） 衛福部
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專欄話題

19XY

專線名稱或服務內容

1955

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
專線

1957

1957福利諮詢專線

1966

長期照顧服務專線

1968
1980
1985
1988
1991
1995
1996
1998
1999

智慧型國道路況語音查詢
系統服務專線
張老師

國防部服務諮詢協處專線
紓困振興專線

報平安語音留言專線
生命線協談專線
內政服務專線
金融服務專線

院轄市及縣市政府便民服
務專線

服務提供或支援單位

勞動部

衛福部（ 社會救助及社
工司 ）
衛福部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
張老師基金會
國防部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內政部消防署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內政部
金管會

縣市政府

三、用戶號碼（ 核配 ）

目前用戶號碼區分語音通信類及數據通信類二類。

語音通信類號碼包括市話號碼、行動通信號碼、衛星通

（ 3 ）信用式電話服務碼：030

也稱作記帳式電話服務。用戶利用任何通話設
備，如一般市內電話、公用電話、行動電話等電
信終端設備，輸入帳號和密碼後撥打電話，所產
生的通話費用歸屬帳號持有者。目前國內已無業
者提供此項服務。

（ 4 ）一般費率服務碼：050

此類號碼是提供與市話費率相同之語音服務，適用
於：電話投票、大量撥放、全區統一撥接碼等。

（ 5 ）受話方付費服務碼：080

此類號碼是提供發話方免付費、受話方付費之通話
服務，一般是用於企業提供的免付費客服電話。

（ 6 ）個人號碼服務碼：099

此類號碼是提供用戶將099號碼對應至任何通話

設備（ 如一般市內電話、公用電話、行動電話
等 ），用戶可以用099的個人號碼透過對應的通話
設備接聽來話。
6.物聯網號碼：040

由電信事業提供用戶終端物聯網號碼用於機器通

信號碼、網路電話號碼、智慧虛擬碼；數據通信類則有

信服務（ Machine-Type Communication ）識別（ 如控

1.市話號碼

器間通信，因此終端的使用者或用戶不需要知道物聯

物聯網號碼。

由市內網路業者提供市內電話服務時，分配用戶

使用的用戶號碼。

2.行動通信號碼：090~098

行動通信業者（ MNO ）提供用戶行動語音通信、

簡訊時，分配用戶使用的用戶號碼。

3.衛星通信號碼：0969

由衛星通信業者提供衛星電話服務時，分配用戶使

用的用戶號碼。

4.網路電話號碼：070

由網路電話服務業者提供網路電話服務（ Voice

over IP, VoIP ）
時，分配用戶使用的用戶號碼。
5.智慧虛擬碼：0A0、099

（ 1 ）虛擬專用網路服務碼：010

此類號碼用於提供不自建專線的企業用戶虛擬專
用網路服務。

（ 2 ）諮詢費率服務碼：020

此類號碼是提供與市話費率相比為較高費率

（ premium rate ）之服務，適用於：會議專線、
專業諮詢、仲介節目、募款節目等。

制信號簡訊 ）之號碼，惟電信事業應確保簡訊僅用於
機器通信服務用途，因為配給終端的號碼且僅用於機
網號碼。

電信號碼計畫

電信號碼計畫指電信管理法第68條第2項規定訂定

的「 公眾電信網路號碼計畫 」，只有規劃編訂與一般民
眾使用電信服務相關的「 識別碼 」及「 用戶號碼 」，至

於「 編碼 」則用於電信事業間互連互通提供電信服務
時，控制網路路由及交換訊息，與使用公眾電信服務

的民眾沒有直接的關係；且「 編碼 」與電信網路技術有
較大的相關性，採用不同的技術可能就要用不同的「 編

碼」
（ 如2G、3G網路各有多種不同的技術標準 ），較不
適宜編訂到電信號碼計畫。

電信號碼核配或備查

電信號碼屬於國家資源，為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

時，用來維持公眾電信網路互通、識別、交換及控制等

正常運作所需之號碼；因此，電信號碼除「 特殊服務號
碼 」是直接核配給相關機關或機構外，由電信事業向本
會申請核配或報本會備查。

依電信管理法第68條第3、4項分別規定：「 電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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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使用信號點碼或前項公眾電信網路號碼計畫所定之電信號碼，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經主管機關之核配，始得使

用；變更時，亦同。 」、「 電信使用前項以外之電信號碼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方式送備查，始得使用；變更時，
亦同。 」

第一種情形，因為考慮獲核配並使用此類號碼的電信事業是屬於電信管理法中應登記電信事業者或使用電信資

源者，應承擔相對較大的義務，於是訂有申請者資格、受理條件、審查事項及核配數量的規定（ 參見表3及表4 ）；第

二種情形，由於屬於備查的電信號碼只有「 編碼 」
（ 信號點碼除外 ），如前所述，電信網路的技術標準較多，如果所

有的「 編碼 」都要求須申請核配，不利於電信事業提供創新的電信服務，因此，將相關的「 編碼 」列為備查。至於同
樣屬於「 編碼 」的「 信號點碼 」列為需申請核配的電信號碼，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信號點碼 」的稀有性（ 我國因為國
情特殊，僅有40個ISPC ）。
表3

電信號碼申請相關規定

核配案一

申請者資格
受理條件

審查事項

核配數量

表4

識別碼

已登記電信事業（ 第5條 ）

已登記電信事業（ 第5條 ）

不受理申請（ 第6條 ）
1.未登記電信事業
2.已暫停營業或終止營業
3.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齊全

不受理申請（ 第6條 ）
1.未登記電信事業
2.已暫停營業或終止營業
3.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齊全

審查事項（ 第8條 ）
1.申請之電信號碼類別是否
屬其服務範圍。
2.是否載明與其他公眾電信
網路互連之網路預計介接
點位置。
3.信號方式是否符合第七號
信號系統之規定。
4.是否載明網路內部配置信
號點碼交換機之連接架構
以及與其他電信網路之連
接架構。
5.是否載明配置信號點碼交
換機之廠牌、型號、數
量、容量與功能。

審查事項（ 第12條 ）
1.申請之電信號碼類別是否
屬其服務範圍。
2.是否載明與其他公眾電信
網路互連之網路預計介接
點位置。
3.是否載明網路內部交換機
之連接架構以及與其他電
信網路之連接架構。
4.是否載明交換機之廠牌、
型號、數量、容量與功
能。

1 . 國 際 信 號 點 碼 以 一 個 為 識別碼以一個為限。
限。（ 第9條 ）
（ 第13條 ）
2.國內信號點碼至少一個。
（ 第9條 ）

特殊服務號碼申請相關規定

核配案二

申請者資格
受理條件
審查事項
核配數量

20

編碼（ 信號點碼 ）

｜ 2021．MAR

用戶號碼

1.已登記電信事業（ 第5條 ）
2.獲核配信號點碼（ 第17條 ）
不受理申請（ 第6條 ）
1.未登記電信事業
2.已暫停營業或終止營業
3.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齊全

審查事項（ 第19條 ）
1.申請之電信號碼類別是否屬其服務範圍。
2.用戶號碼使用數量未達最低使用率標準。
3.是否載明三個月以上之用戶成長預測資料。
4.是否載明用戶接入網路之架構以及與其他電信網路之
連接架構。
5.是否載明交換機之廠牌、型號、數量、容量與功能。
6.是否載明使用中之預付型、後付型用戶及攜碼移出者
使用中之用戶號碼數量資料及出租予其他提供電信服
務業者之用戶號碼資料。
7.是否以用戶開通資料及話務資料或最近一期帳單等判
斷為有效用戶，提出統計信心水準達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誤差為正負百分之二、有效用戶比例期望值大於
或等於零點九八之公信力單位抽驗報告。
核配數量上限（ 第20條 ）
1.行動通信號碼：首次100萬，再次50萬。
2.網路電話號碼：首次20萬，再次10萬。
3.衛星通信號碼：每次均為10萬。
4.市話號碼：首次每區10萬，再次每區5萬。
5.物聯網號碼：首次500萬，再次250萬。

特殊服務號碼（屬識別碼）

1.政府機關（ 構 ）、公益社團、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公用事業（ 第14條 ）
2.經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上級直屬機關審核准（第14條 ）
不受理申請（ 第6條第3款 ）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齊全

審查事項（ 第15條 ）
1.是否符合公眾電信網路號碼計畫。
2.是否載明戶接入網路之架構及話務進線方式及流向。
3.是否載明服務對象、服務提供方式、是否以全國為服務範圍、是否載明服務性質及各合作電信事業服務對象之收
費標準。
特殊服務碼以1個為限（ 第16條 ）

專欄話題

電信號碼使用管理

已收回行動通信號碼的再核配

將分別依電信管理法第78條第1項第2款、第80條第1項第

碼的案件，大家一定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再申辦本會已收

使用未經本會核配或送本會備查的電信號碼，本會

11款，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另外，針對電信事業使用電信號碼訂有相關規範

（ 詳見下表 ），主要規定在電信管理法第70條、第78條

及辦法第22條至第24條，其中，電信管理法第70條及第
78條中是廢止核配的規定，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法第
22條至第24條則電信號碼使用之規定。
表5

特殊服務號碼申請相關規定

使用管理

電信管理法及電信號碼核配及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電信號碼之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一部或全部電信號碼之核
配：（ 管理法第70條 ）
一、無正當理由，自核配使用之日起逾一
年未使用。
二、未依規定繳納電信號碼使用費，經通
電信號碼廢止
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
核配
三、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電信事業之
登記。
四、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眾電信網
路審驗合格證明。
◎違反管理法第78條第2款、第3款規定，經
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廢止其
使用之核配。（ 管理法第78條 ）
電信號碼調整 電信事業應配合主管機關調整其所獲核配之
核配
電信號碼。（ 辦法第22條第1項 ）
因電信事業終止營業之一部或全部，主管機
關重新核配用戶號碼予其他電信事業時，受
因終止營業之
核配之電信事業，應保留用戶號碼六個月供
用戶號碼核配
原用戶申請使用。但物聯網號碼不在此限。
（ 辦法第22條第2項 ）
電信號碼出
租、出借

除用戶號碼外，電信號碼不得出租、出借。
（ 辦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 ）

◎用戶退租之號碼除物聯網號碼外應保留三
用戶退租之號
個月。（ 辦法第23條第1項第2款 ）
碼（ 熱號 ）
◎用戶號碼保留期限，經新用戶同意者，不
在此限。（ 辦法第23條 第 2 項 ）
電信事業應按月更新租用及退租之用戶號碼
電信號碼統計 統計資料，並至少保存三個月。（辦法第23
條第1項第3款 ）

黃金門號

◎電信事業於主管機關核配用戶號碼後，應
訂定除物聯網號碼外之黃金門號選號原
則，並於實施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修正
時，亦同。（ 辦法第24條第1項 ）
◎選號原則應包含附表之基本選號原則；電
信事業列入選號原則之用戶號碼，應以拍
賣或付費選號方式提供用戶租用。（ 辦法
第24條第2項 ）

本會時常接獲民眾陳情申辦本會已收回行動通信號

回的行動通信號碼？如果可以，該向誰申辦？第一個問
題答案是肯定的，本會已收回的號碼可透過再核配的方

式再核配給該通信號碼「 原獲核配業者 」；第二個問題

的答案是只能向該通信號碼「 原獲核配業者 」申辦，本
會或任何其他業者均無法受理此類申辦案件。

民眾如果要申辦本會已收回之行動通信號碼，涉

及已收回行動通信號碼之再核配，應該由原獲核配此號

碼的業者依「 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法 」規定向本會申
請再核配。因為各家業者都有被本會收回的行動通信號
碼，最近幾年業者申請核配之行動通信號碼，本會均優
先核配各業者以前收回之行動通信號碼。因此，民眾如
果想申辦已收回行動通信號碼，仍應請多加留意或洽詢
原獲核配該通信號碼的業者該門號是否已重新核配予該
公司，以辦理後續申裝事宜。

結語

自有電話服務以來，電信號碼在電信事業提供電

信服務上一直扮演著輔助的角色，因為它一開始即提供

人與人之間語音通訊服務識別（ identifier ），民眾使用
電信服務，當然要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而不像無線廣
播、電視等廣播服務，不必管接收服務的對象是誰。本
文介紹的電信號碼有一個共通點，即大部分的電信號碼
都跟語音通訊服務有關係，因為原有的語音服務受限於
通信技術，網路建置成本較高，一直以來也只有取得許
可或特許經營的電信事業可以提供；不過隨著網際網路

的發展，通訊技術的進步，已可透過網路電話VoIP的技
術提供語音服務，通信的雙方也不需要電信號碼來識別
彼此，其提供者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的電信事業。

當有一天沒有老式的電話服務POTS，通信服務

（ 包含語音服務 ）只出現在網際網路時，這些阿拉伯數
字組成的電信號碼可能就得功成身退，因為在網際網路
的通信人們已經不必再透過像傳統的電話機的終端通信
設備，只能輸入數字作為通訊對象的識別方式，到那時
候，如果有人還想使用數字的電話號碼來識別身分，應
該也是出於他對往日美好回憶的一種緬懷方式吧。

（ 本文作者為射頻與資源管理處技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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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世界接軌 推動勢在必行

IPv6發展現況探討
文｜劉楚慧

一、IPv6需求

IP位址是網際網路中辨識各種裝置及傳送資料的標的，即便是使用網域名稱的網站，也需要透過域名解析系統

將網域名稱轉換成IP位址後，才能順利讓使用者存取網站資料。

IP位址的使用目前有IPv4及IPv6兩個版本，IPv4的位址僅有約43億個，遠低於全球人口數，在2011年2月3日，
IPv4已告枯竭，全球五大地區的IP發放機構已無IPv4可分配，IP註冊機構可供分配的IPv4皆所剩無幾。
為解決IPv4枯竭，產業界用盡各種方法緩解IP需求，而最有效方法是改用IPv6。因為透過將IP位址的長度由32位

元（ IPv4 ）加大為128位元（ IPv6 ），其位址可用的數量擴大為43億的4次方個，預估能讓地球上每個人都分到100萬個
IP位址，或是地球上每平方公尺面積皆提供1,000多個IP位址。簡而言之，轉換到IPv6後，IP位址的數量多到幾乎不可
能用盡，徹底解決網際網路位址枯竭危機。

在網際網路服務與應用席捲全球的時代，尤其在5G行

動通信的大頻寬、低延遲、大連結，物聯網的萬物聯網風
潮下，會有更多設備具連結網際網路的需求，從高畫質影
音傳輸、智慧生活領域、AR/VR軟硬技術娛樂應用、智慧

交通及遠端醫療等各個應用面加速商用化，進入蓬勃發展
階段，全球對IPv6需求將更為明顯。

同時，IPv6也是新服務與新應用發展的必要基礎，因

而網際網路技術標準組織IETF早已決定新的協定標準以
IPv6的環境為標準環境。

簡言之，導入IPv6有其實質必要性，以下歸納分析6項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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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導入IPv6服務六大原因

資料來源：本會研究

通傳展望

（ 一 ）IPv4位址枯竭

全球IPv4位址已枯竭，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 IASP,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Provider ）難以分配到新IPv4的

位址，為維持既有服務及拓展未來新業務，導入IPv6是必然的選擇。

（ 二 ）解決網路位址轉換（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的問題

IASP以IPv4提供網路服務，需有NAT設備投資，且須持續更新NAT等設備，且使用NAT技術會有效能與維運障

礙問題，亦會增加IASP的人力負擔，IASP導入IPv6則可減少NAT設備的投資及人力負擔。

（ 三 ）行動網路發展需求

近年來因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式裝置快速增加，而行動式裝置所具備的基本特性為隨時在線（ always-

on ）及上網時間長，要同時提供大量的行動式裝置上網，行通信業者就必須有巨量的IP位址才能提供相對應的服
務，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 四 ）開拓物聯網及5G創新服務

為建立友善物聯網及5G產業創新應用服務之高安全性、高移動性、隨插即用及IP隨時在線等通訊環境，IP位址

需求將隨著產業創新應用服務之擴張而增加，若不提前布局支援IPv6，可能失去下一代網路應用發展的先機。

（ 五 ）內容網站透過IPv6遞送比例逐年增加

根據網路技術統計資料網站W3Techs數據顯示，

截至2021年1月，全球網際網路有17.8%網站可以支援
IPv6連線，且支援IPv6連網網站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若
統計前100萬大網站（ 網站流量排比資訊是根據排名網

站Alexa資料為準 ），已經有22.8%網站內容支援IPv6連
線；全球前1,000大流量網站來看，已經有32%網站內
容可透過IPv6遞送；且全球大型網站內容或服務業者如
Google、YouTube、Facebook、Yahoo、Wikipedia及
Netflix等都已經支援IPv6，由以上資料可知支援IPv6已

經是世界潮流，為了實現我國推動數位經濟的願景，建
全的IPv6連網環境乃是數位經濟的重要基礎。

圖2

全球可以支援IPv6連線之網站比例

資料來源：W3Techs

（ 六 ）IETF已達成未來之新標準（ RFC ）皆以IPv6為適用平臺之共識，IPv6已成未來技術主流
與網路的根基
1990年開始，IETF開始規劃IPv4的下一代協定，除了要解決即將面臨IP枯竭問題，還希望發展更多的擴充功

能。IPv6在1998年12月由IETF以網路標準規範〔 RFC 2460 〕文件正式公布，未來之新標準皆以IPv6為適用平台，透過
新一代網際網路標準，以建立未來網路可擴充之基礎，目標是取代IPv4。

二、國外IPv6發展現況

接著觀察IPv6應用於產業的發展，網際網路協會（ ISOC, Internet Society ）將2012年6月6日定為世界IPv6啟

動日（ World IPv6 Launch ），當日吸引電信服務、網站內容、網路服務、內容傳遞網路（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等各領域業者，約有來自全球上千家企業及團體共同參與「 IPv6全球啟動 」，包括Verizon、Comcast、
Google、Facebook、Akamai、YouTube、微軟、Yahoo!、Vonage、T-Online、Cisco、Juniper Networks、
Mastercard、BBC、美國商務部，許多企業也在當天正式啟動IPv6，為全球IPv6使用拉開序幕。
目前全球IPv6使用率不斷攀升，根據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PNIC, Asia-Paciﬁ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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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整體IPv6連網比例呈現穩定成長，依國家別來看，
2021年1月就有28個國家IPv6連網比例超過30%。由此觀

察得知，IPv6部署建置已獲多數國家支持，網際網路向
IPv6遷移是相當明確的趨勢。全球提供IPv6連網服務趨勢

近年來轉趨明顯，根據Google統計全球IPv6使用率亦呈
現逐年穩定成長，到2021年1月已達到約34.12%。

（ 二 ）在資本方面：主要可達到減少應用程式開發及投

資成本、網路設備簡化及相互連結亦可降低營運
成本；

（ 三 ）在競爭力方面：主要能支撐手機連網業務的快速

成長、可以支援網際網路持續擴張及發展、確保
網際網路可以持續成長及保持開放性；

（ 四 ）在使用者方面：主要可提供用戶高品質的網路連

結效率及服務、增加提供新創加值應用服務的彈
性、增加使用者地理位置資訊識別的準確度等。

圖5

國外大廠導入IPv6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本會研究

圖3

全球IPv6使用率排名前30國家列表

資料來源：APNIC

此外，自2005年開始，美國聯邦政府IPv6計畫，成

功促進IPv6技術商業開發和採用，因大規模IPv6商業部
署讓成本及複雜性降低，安全性也相對提高。然而當前

網路系統同時支援IPv4/IPv6雙協定，也增加維運複雜
性、建置成本和安全威脅，因此希望美國各機關加速移

轉至「 純IPv6（ IPv6-only ）」網路環境，以減少維護兩
個不同網路體系的營運問題。

因此，美國政府對於IPv6發展也更趨積極，美

國總統行政辦公室（ EOP,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 r e s i d e n t ）行 政 管 理 和 預 算 局（ O M B , O f f i c e o f

Management and Budget ）於2020 年11月19日向行政
圖4

Google統計全球IPv6連網使用比例

資料來源：Google

近年國外大廠也紛紛導入IPv6，進一步分析

Verizon、Comcast、Google及Facebook等大廠導入原
因，主要可分為人力、資本、競爭力及使用者四大面向
考量。說明如下：

（ 一 ）在人力方面：主要可減少網路系統開發及營運管理
人力、降低垃圾郵件或駭客攻擊來源查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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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和機構負責人發布「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to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1Pv6 ）／ 完成過渡、邁向
IPv6 」備忘錄，內容更新有關聯邦政府營運部署和使用
IPv6指南。

備忘錄中提及，隨著連接到網際網路的用戶、設備

和虛擬實體數量不斷增加，全球對IP位址需求也呈指數
成長，造成全球各地區現有的IPv4枯竭。「 向IPv6全面

過渡 」是確保未來網路技術和服務能增長和創新的唯一

可行選擇，美國聯邦政府必須擴大和增強其向IPv6過渡
的戰略承諾。

通傳展望

以下為備忘錄預定執行時程：

．備忘錄發布45天內機構需成立專業負責小組進行改造
計畫。

．2023年末完成所有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IPv6，逐步
取消支援IPv4。

．2021年末至少完成一個IPv6-only試點上線。

．2023年末至少需有20%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IPv6only環境。

．2024年末至少50%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IPv6-only環
境。

．2025年末至少80%聯邦網路資訊系統支援IPv6-only環
境。

同時，備忘錄中也要求行政部門和機構的外部合作

夥伴與聯邦網路系統介接連結，須制定計畫將所有網路

圖6

APNIC統計台灣IPv6連網使用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2018至2020

年也針對國內IPv6發展進行相關研究，目前國內IPv6使
用主要來自於行動上網，在固網方面使用仍偏低，同
時，一般終端用戶使用比例也高過企業用戶，以下提出
7項重要發現：

介接移轉支援IPv6。公用／外部服務（ 例如，Web，電
子郵件，DNS和ISP服務 ）和內部用戶端應用服務升級
支援IPv6-only。

由於IPv6推動較難具備外顯的商業利益，多由政府

或學術機構擔任領頭羊角色。美國聯邦政府採取政府示
範帶動企業跟進的策略，透過行政命令，訂定機構內網
路基礎至服務的全面性改造，以此帶動設備及服務業者
支援，並藉此達到技術成熟，更有利推動一般企業進而
採用，加速網路向IPv6-only發展。

三、國內IPv6發展現況

回顧國內IPv6發展，臺灣在2017年底的IPv6使用

比例僅0.38%，排名全球第67名；至2018年12月達到約

圖7

國內IPv6推動現況分析

資料來源：本會研究

（ 一 ）國內行動電信業者全面升級支援IPv6

2018年國內前3大行動電信業者包括中華電信、台

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率先支援IPv6連網服務商轉，

2019年初亞太電信接續開啟支援IPv6，台灣之星也於

30%，全球排名躍升至第6名，成長速度在該年創下全

2020年陸續開始支援IPv6網路服務，隨著5家電信業者

40%，雖然國內IPv6連網比例又再向上提升，但由於各

級支援IPv6，也象徵國內行動IASP已經全面進入IPv4/

球第一。至2019年12月國內IPv6連網比例持續成長至約

國IPv6連網比例也大幅提升，以致臺灣全球排名並未跟
著推升。

根據APNIC統計數據顯示，臺灣的IPv6使用率於

2020年10月3日首次超越50%，全球IPv6使用率排名持
續維持在前10名，顯示IPv6位址已廣泛使用於我國的
上網服務；截至2021年1月底，臺灣IPv6使用比例約

完成IPv6網路服務啟用計畫，國內行動通信網路全面升
IPv6雙軌並行時代。

（ 二 ）行動電信業者對IP垃址的需求持續增加

根據本會2018年第4季行動通訊市場統計資訊，國

內5家行動業者客戶數逼近3,000萬，而在全球各國IPv4
分配列表中，顯示臺灣分配到約3,500萬IPv4，因此當時

50.44%，全球排名第9名。國內經過10多年努力，終於

行動電信業者龐大的IPv4需求難被滿足。目前5家行動

置，讓國內連網服務能和世界接軌，並且符合全球網路

Shared Address Space IPv4位址給用戶，以因應IPv4不

在近年有不錯成績，持續推動完善的IPv6連網環境建
環境的發展潮流，對國內網路相關產業的未來發展扮演
相當重要角色。

電信業者皆採用電信級網路位址轉換（ CGNAT, Carrier

Grade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核發Private/
足的問題，其中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及台灣大哥大（ 部
分 ）3家業者所採用的比例為1:16；而台灣大哥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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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亞太電信及台灣之星3家業者所採用的比例已擴

信配發給家庭用戶的家用閘道器（ Home Gateway ），支

用比例越來越高。2020年國內進入5G時代，行動電信

IPv6連線，且目前市售寬頻分享器對IPv6預設支援程度也

大至1:64，顯示國內行動電信業者IP缺口逐漸擴大，共
業者對IP的需求將再擴張，因應業務成長IPv4不足的問
題，業者轉進IPv6才能解決消費端的需求。

（ 三 ）國內市售寬頻分享器支援IPv6比例提
升但預設開啟比例下降

不佳，都是影響固網IPv6網路使用比例的因素。

（ 六 ）持續推動企業升級支援IPv6才能達到
國內IPv6網路普及化

國內IPv6的使用率主要為行動用戶及家庭用戶，企

若觀察國內全年度市售寬頻分享器銷售前20名商品

業網站及內部網路目前支援IPv6的比例依然不高。許多

示國內寬頻分享器品牌業者，對IPv6支援有逐步重視，對

企業尚未關注到國內網路環境已逐步向IPv6遷移，而網

標示支援IPv6比例，2017年為55%、2019成長至75%，顯
國內推動IPv6網路升級具有重大象徵性意義。然而經過
實測及訪談發現，由於廠商考量客訴增加帶來之客服成
本以及欲簡化商品推行至全球市場的出廠設定，對於預

設開啟支援IPv6意願較低，因此2019年度市售寬頻分享
器銷售前20名商品中能預設開啟支援IPv6比例較2017年
低，前四大品牌商對商品預設支援IPv6狀況並未改善。

（ 四 ）有線電視（ Cable ）業者對IPv6網路服
務支援仍處於初步階段
根據本會2019年針對國內Cable業者進行的支援

IPv6網路服務調查，在IPv6推動上，以台灣寬頻通訊最
為積極，後端網路設備支援IPv6建置已完成，具備可供

試用階段，但國內尚無Cable業者具備營運支援IPv6網
路服務的經驗，對業者要進入商用階段仍有挑戰。凱擘

寬頻及台固媒體雖然持續進行網路支援IPv6建置，但在
設備投資、技術升級、客戶服務、維運成本、自動檢測

系統及維修人員SOP等方面仍有許多準備工作，因此對
支援IPv6預估仍須時間。中嘉寬頻因商業考量完成骨幹
支援IPv6，但使用者端還有技術性問題尚未克服，目前
還沒有明確計畫。台灣基礎開發，因應企業客戶需求已

經有實際提供企業客戶IPv6網路服務，但對家用服務仍
有設備待更新，目前亦無明確計畫。其他獨立系統業者

在尚未有Cable業者支援IPv6的情況下，雖然在設備上
有陸續更新計畫，但大多還是持觀望態度。

（ 五 ）固網IPv6連網比例仍待提升

觀察國內固網IASP支援IPv6使用率發現，無論是一

般終端用戶或企業用戶，IPv6的使用比例仍不高，尤其
以企業用戶使用比例更低，或許與國內企業網站在IPv6
的支援上仍少有關。目前國內一般家庭用戶固接網路服
務供應商以中華電信為主，中華電信家用固網服務已於

2018年支援IPv6網路服務，使用率約為33%，相較於中
華電信行動網路IPv6的使用率已超過80%，顯示固網IPv6
網路服務的使用仍有發展空間。分析箇中原因，由於家
用設備的使用年限相對較長且更換頻率低，目前中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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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IPv6的比例約為60%，大部分使用者並不在意以IPv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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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內容提供（ 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業者或
站或企業內部網路升級支援IPv6需要投入相對人力及物
力，且須有足夠時間進行規劃及執行，非一蹴可幾。加

強對ICP宣導，讓業者能了解國內IPv4/IPv6雙軌環境現
況，促進企業用戶及內容業者提早因應，才能讓國內網

路環境遷移到IPv6過程更為順暢。目前國內雖然IPv6的
使用比例已經超過50%，但未來要持續推升國內IPv6使
用率，讓國內網路環境逐步向下一代網路遷移，網站或
企業內部網路升級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 七 ）IASP對IPv6的支援狀況對ICP支援IPv6
推動至為關鍵
另一方面，推動ICP業者及企業網路支援升級IPv6

的基本要素，仍須IASP所提供的各項網路服務能夠充分
支援，因此IASP所提供的服務是否支援IPv6也是國內推

動IPv6的關鍵。由於服務類別眾多，包括光纖（ FTTx ）
上網、主機代管／資訊機房（ Co-Location/IDC, Internet

Data Center ）服務、雲端（ Cloud ）服務、公眾無線區
域網路上網（ PWLAN, Public Wireless LAN ）、及4G行
動上網等，要能完全支援IPv6網路服務需要相當時間及

預算執行，國內大部分IASP尚無法達到所有網路服務完
全支援IPv6。網路服務供應商對IPv6的支援準備狀況，
影響著後端服務推動的可行性，也成為推動國內企業網

站支援IPv6的阻力，因此，持續積極推動業者各項服務
支援IPv6，對提升國內IPv6使用率有相當助益。

四、結語

綜觀國際IPv6發展趨勢，除歐美各國相當積極外，

近年亞洲區國家，包含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及泰國等

國在IPv6連網比例也大幅成長，可見支援IPv6已是國際
共識。目前國內IPv6連網比例持續穩定成長，已為IPv6
發展打下良好基礎，若能提高寬頻分享器、手機等終
端設備預設開啟支援IPv6比例、強化IASP業者提供支援

IPv6網路服務、推動ICP業者及企業用戶升級IPv6，將更
有助於國內IPv6普及化。

（ 本文作者為射頻與資源管理處科員 ）

會務側寫

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09.12.01-110.02.28
109年12月2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21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2件。
審議通過「 電信商品（ 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預告廢止之結果及後續發布事宜案，並依本
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廢止事宜。

審議通過110年至113年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上限預告結果及公告發布事宜案，實施期間自110年1月1日至112年6
月30日止，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公告事宜。
109年12月9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73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7件。

一、許可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設「 愛爾達奧運1台 」、「 愛爾達奧運2台 」、「 愛爾達奧運3台 」等3境外頻
道，該公司應依總評意見及到會陳述承諾事項確實辦理。
二、許可華人衛星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申設境外頻道「 CNA 」，該公司應依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執行情形並列為下
次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三、許可友量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設境外頻道「 Fun探索娛樂台 」，該公司應依總評意見及承諾事項確實辦
理，執行情形並列為下次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一、許可未涉及第52頻位替補之陽明山等計12案、永佳樂等計5案、屏南、大新店、中投、大屯、新永安、佳
聯、大揚、台灣佳光、洄瀾、東亞、東台有線、東台播送、北都、祥通、南國、澎湖、全國數位、天外天、
新彰數位、聯維、寶福、北港、三大、大台中、名城等共計42案（ 42家 ）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中「 頻道
規劃及其類型 」之基本頻道變更。
二、另涉及第52頻位替補之吉隆等12案、南桃園等計5案、大豐（ 含原經營區及擴增經營區，共2案 ）、新高雄、
台數寬、世新、國聲等共計23案（ 22家 ）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中「 頻道規劃及其類型 」之基本頻道變更，
則續循本會既有相關作業程序，賡續辦理審查事宜。審查期間，第52頻位保持空頻。
有關花蓮縣有線電視服務競爭爭議案，修正通過平臺事業管理處所擬之專家學者諮詢文件。

許可新加坡商全球紀實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營「 Travel Channel 」頻道，並通知該公司依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執
行情形並列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109年12月16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77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3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8件。

一、審酌各區域有線電視歷年之收視費用、系統業者經營環境、網路建設、收視服務品質、服務內容、頻道數量
及財務（ 含財務結構、各項收入、成本 ）之合理性，並綜合考量整體經濟環境、人口密度、城鄉差異情形、
推動數位化進展及客戶服務品質等因素，並檢視其於上一年度作出對所經營區來年之承諾事項達成情形及訂
戶權益落實等，有關新永安等7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110年度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決定如下：
（ 一 ）核准臺南市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收視費用：
1.好康組：每戶每月新臺幣188元（ 24個頻道 ）；

2.基本頻道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40元（ 138個頻道 ）；
3.基+A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60元（ 141個頻道 ）；
4.基+B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60元（ 141個頻道 ）；

5.基+C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90元（ 147個頻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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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核准臺南市雙子星、三冠王等2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收視費用：
1.A組：每戶每月新臺幣200元（ 23個頻道 ）；

2.B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35元（ 144個頻道 ）；

3.C-1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50元（ 147個頻道 ）；
4.C-2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65元（ 147個頻道 ）；
5.D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80元（ 150個頻道 ）。

（ 三 ）核准臺南市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收視費用：

1.基本200組：每戶每月新臺幣200元（22個頻道）；
2.基本540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40元（130個頻道）；
3.基本560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60元（132個頻道）；
4.基本580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80元（134個頻道）；
5.基本590組：每戶每月新臺幣590元（136個頻道）。

（ 四 ）前揭臺南市所轄4家公司相關行政指導事項如下：

1.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並應依該
規章實施，及不得以不正當之方法促使頻道業者對其他平臺給予差別待遇。
2.應加強舖設4K雙向數位機上盒，並搭配4K節目播送。

3.針對光節點、同軸電纜網路主幹線之放大器等設備，應優先安裝不斷電系統（ UPS ）之逐年提升計
畫。
4.請持續提供低收入戶、預繳收視費用訂戶及申裝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與寬頻上網服務之用戶等相關優惠
方案。
5.請持續配合地方政府等機關（ 構 ），加速提供智慧城市等多元加值應用服務及內容。

6.應具體規劃並落實訂戶個資收視行為及加值應用之相關資料蒐集、儲存、處理、利用及保護等作業之
明確標準作業辦法及措施。
7.應具體規劃並落實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上架之優惠機制，以促進多元傳播需求及兒少、弱勢族群傳播
權益。
8.應提升公用頻道與地方頻道之使用效能及內容多元性。

9.應檢討客服能量及服務流程，改善客服接聽率，提升服務品質。
10.應思考規劃有線電視結合寬頻服務、OTT TV及其他多元加值服務，強化異業結盟，以提高有線電視
收視戶數。

（ 五 ）核准澎湖縣澎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收視費用每戶每月新臺幣560元、金門縣名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收視費用每戶每月新臺幣590元、連江縣祥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收視費用每戶每月新臺幣550元。
（ 六 ）前揭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所轄3家公司相關行政指導共同事項如下：

1.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7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訂定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並應依該
規章實施，及不得以不正當之方法促使頻道業者對其他平臺給予差別待遇。
2.針對光節點、同軸電纜網路主幹線之放大器等設備，應優先安裝不斷電系統（ UPS ）之逐年提升計畫。
3.宜具體規劃寬頻網路建置，以提供數位加值及寬頻上網服務。

4.請持續提供低收入戶、預繳收視費用訂戶及申裝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用戶等相關優惠方案。
5.宜具體規劃並落實訂戶個資、收視行為及加值應用之相關資料蒐集、儲存、處理、利用及保護等作業
之明確標準作業辦法及措施。
6.應具體規劃並落實本國文化頻道或節目上架之優惠機制，以促進多元傳播需求及兒少、弱勢族群傳播
權益。
7.應提升公用頻道與地方頻道之使用效能及內容多元性。

（ 七 ）另前揭澎湖縣、連江縣所轄2家公司相關行政指導個別事項如下：

1.澎湖縣澎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應檢討客服能量及維修服務流程，改善客服接聽率、縮短到府維
修時間，以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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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江縣祥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依基本頻道全部高畫質播送期程計畫辦理，如頻道商無法提供訊號
升級作業，請另以其他優質HD頻道替代。

（ 八 ）前揭7家公司之裝機、復機、移機費予以維持。

二、應提供與申報110年度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時所檢附相同品質之頻道數量及內容，節目頻道數量及內容之調整
足以影響收視戶權益時，應依「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相關規定辦理，本會
並得重新審核其頻道收視費用。
三、對於前述行政指導事項及費率審核會議之意見，請平臺事業管理處持續注意及督導業者進行改善，相關應辦
理事項將作為下年度費率審查之重要參考依據。
審議通過110年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公告事宜案，並循行政程序辦理公告事宜。
一、東森新聞台109年2月6日播出「 關鍵時刻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節目使用單一來源之數據或統計資料，應確實查證，引用日期宜求精確，並註明數據來源及精算結果，避免
誤導視聽眾。

二、中視新聞台109年3月19日播出「 2020庶民大頭家 」節目，不予處理。

三、TVBS台109年3月31日播出「 少康戰情室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節目對於疫情之討論，若涉及事實，如地區、數據等訊息，仍應盡查證之責，以提升製播品質與避免造成恐
慌。

四、TVBS台109年4月4日播出「 TVBS戰情室 」節目，不予處理。

五、三立新聞台109年4月9日播出「 新台灣加油 」節目，函請業者就下列事項予以改進：

來賓評論雖有言論自由，惟仍應避免過於激烈之人身攻擊或侮辱性言語；另主持人應適時提醒來賓注意言論
尺度，強化並落實節目之倫理規範。

六、中視新聞台109年4月21日播出「 2020庶民大頭家 」節目案續行審議。

七、民視新聞台109年3月12日播出「 八點晨間新聞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所訂定「 電視
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第11條新聞報導之畫面，應符合「 普 」級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核處新臺幣20
萬元。
八、ELTA體育2台109年3月26日播出「 體壇最前線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節目應能明顯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之規定，依同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予以警告。

九、民視新聞台109年4月23日播出「 民視午夜新聞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2項不得於新聞報
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之規定，依同法第48條第1項第3款核處新臺幣70萬元。

十、109年5月5日壹電視新聞台播出「 壹手報 」、年代新聞台播出「 12001300年代午報 」等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不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規定，依同法第53條第2款各核處新臺幣60萬元。
十一、TVBS新聞台109年5月4日播出「 晚間6 7點新聞 」節目，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不得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之規定，依同法第53條第2款核處新臺幣80萬元。
109年12月2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7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6件。
許可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換發廣播執照，該電臺近三年評鑑期間多次獲得廣播金鐘獎等獎項肯定，值得嘉許；
另請該電臺依下列行政指導事項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將列為未來評鑑之重點審查項目：
一、宜持續依法規及電臺定位，強化國際服務，善用節目多語等優勢，輸出臺灣價值，成為世界認識臺灣的窗口。

二、教育訓練成果豐富，分部門進行所需課程培訓，參加人數亦眾多，惟近3年有本會核處紀錄，且較缺乏性別平
等與兒少保護教育訓練，建議增加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提升人員法遵意識及職能素養。

三、聽眾服務件數較多，宜建構系統性的聽眾回覆及互動平臺，以處理海外龐大的聽眾意見回饋及申訴意見，並
確實蒐集聽眾意見，作為改善相關節目製播及加強聽眾服務之參考，以製播符合聽眾需求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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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進行聽眾服務調查，以瞭解聽眾之需求，並宜持續搭配網路與數位科技運用，以加強聽眾服務。
五、請加強財務管理，增加財務自籌來源，並妥善運用各樣軟硬體及空間資源，以確保穩定營運。

許可華人全球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換發「 ELTV 生活英語台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其補正資料及相關承諾事
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下列行政指導事項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將列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
重點審查項目：
一、截至108年底累積虧損達新臺幣5,544萬元，公司已達負淨值，為確保永續經營，應依109年12月21日補正之
財務改善計畫於110 年第一季前完成現金增資，以改善財務。
二、應依所提承諾事項，提升相關節目製播比率，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指定時段播送本國節目比率及新播比率，應符合「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 」規定。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93 條規定，以附負擔及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許可永佳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如未履行下列附款，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廢
止許可並註銷執照：

（ 一 ）負擔事項：應落實履行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無線電視事業之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上下架規章，並依該規章實施，若有違法情事本會將依法裁
處。
（ 二 ）保留廢止權事項：應自核准換照之日起3 年內改正違反黨政軍條款情事。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鑑辦法 」第4條修正草案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 電信事業參與垂直應用服務折扣頻率使用費審查作業要點 」
（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
事宜。
109年12月30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54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46件、同類型併案審查案件計29件。
一、高點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高點電視台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之評鑑結果為「 合格 」，並依行政程序法第93
條第2項附加負擔，如未履行，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廢止本處分，附加負擔內容如下：

（ 一 ）該公司應於評鑑合格行政處分函文到3個月內，將該公司修正後之節目倫理委員會組織章程暨遴聘之外
部專家學者成員名單於公司官網公布。該委員會應依組織章程規定召開會議，處理該公司所屬頻道之自
律案件及視聽眾申訴案件，會議紀錄應於該公司官網公布。
（ 二 ）下次換照前，該公司應注意節目廣告化及廣告超秒等違規情事，確實檢討改進並落實內控機制及教育訓
練（ 特別是節目與廣告區隔的法遵意識 ），提升經營者及員工職能訓練，如有違規情事應立即召集相關
人員檢討，並將檢討情形報本會備查。
（ 三 ）該公司應於評鑑合格行政處分函文到3個月內，就資訊型節目提交違規改善措施報本會備查。

二、該公司應依補正資料及到會陳述承諾事項確實執行，其執行情形列為下次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 一 ）本頻道106年上半年指定時段播送本國節目比率及新播比率，違反「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
目管理辦法 」規定，應持續改善以符合法令規定。
（ 二 ）該公司節目倫理委員會外部委員之組成，應由性平、兒少、法律等相關領域之公民團體代表及／或專家
學者擔任；該公司節目倫理委員會外部委員不宜由該公司顧問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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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
（ 草案 ）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 」
（ 草案 ）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
布事宜。
審議通過「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管理辦法 」
（ 草案 ）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 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資通設備資通安全檢測技術規範 」
（ 草案 ）預告結果及發布事宜案，並依本會法制作
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110年1月6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28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8件。
許可鑫傳視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換發「 中台灣生活網頻道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其相關補正資料及到會陳述
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該公司並應依下列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列為未來評鑑換照之重點
審查項目：
一、應開拓多元節目類型，新聞報導比例應逐年降低，並增加文化、教育、地方及調查報導等專題節目，以符合
綜合頻道之定位與屬性。
二、建議新聞產製與內容編審人力予以區隔，建立專職編審制度。

三、指定時段播送本國節目比率及新播比率，應符合「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 」規定。
110年1月1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40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6件。
許可世新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
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
目。
許可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
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
目。
許可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 三大一台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其相關補正
資料及到會陳述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之一部分，該公司應依下列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
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一、應落實該公司自行制訂之新聞自律公約，落實涉己事務之相關新聞製播處理，以避免違反廣電法規、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二、應加強公司人員及管理階層廣電法規及新聞製播、涉己事務等自律規範之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以提升專業職
能素養。

三、為避免閱聽眾混淆，該公司應依到會承諾於110年3月31日前修改內部自律組織及自律規範名稱，並遴聘具法
律背景之外部委員及公民團體代表擔任內部自律組織成員。
四、該公司應依到會承諾，逐年提升節目新、首播比例，於換照後3年內提升新、首播比率合計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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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定時段播送本國節目比率及新播比率，應符合「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規定。
六、請於自律公約中增加新聞公平、公正、客觀報導等規範。

有關109年智慧型手機資安抽測作業報告暨智慧型手機資安疑慮之善後處理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0、36、38條
及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請平臺事業管理處及射頻與資源管理處分別要求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
公司及力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召回計畫、賠償計畫及未來預防之改善計畫，並於處分送達之日起2個月內依上
述召回、賠償計畫完成召回、賠償及善後處理作業。
110年1月20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273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0件。
審議通過「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一般頻道申設審查評分表 」
（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 電信服務品質項目及格式 」公告（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事宜。
110年1月27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56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79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9件。
110年2月3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20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80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1件。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規定，以附負擔許可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
許可執照，該公司應落實履行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無線電視事業之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上下架規章，並依該規章實施，若有違法情事本會將依法裁處。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
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許可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
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許可北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其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
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該公司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110年2月8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12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81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6件。
一、以附附款許可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附款內容如下：
（ 一 ）應確實執行所提報之股東身分審核作業，並每半年向本會函報相關執行情形。

（ 二 ）應於每季向本會提報股權結構時，同時檢核申報上層法人股東之董監事名單、股東名冊，並依有線廣播
電視法第10條第2項規定，自行計算以直接、間接方式持有該公司股權者，倘其配偶、二等親血親及直
系姻親，具有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身分，均須列示直接、間接方式持有該公司
股權之比例。
（ 三 ）應針對「 提升內控制度之股權結構改正 」、「 提升現有股務管理作業法規遵循有效性 」、「 股務管理作
業實務演練 」，每年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並每年向本會函報教育訓練場次、教材內容、講師資訊及員工
參訓人次比例。
（ 四 ）應於文到6個月內完成董事長、總經理及股務單位主管參加上揭股務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並函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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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一、不予許可南桃園、北視、信和、群健、吉元、大豐（ 原經營區及擴增經營區 ）、新高雄、台灣數位寬頻、世
新、國聲等10家（ 共11案 ）系統經營者所提營運計畫中第52頻道移頻之申請。
二、許可大豐（ 原經營區及擴增經營區 ）、新高雄及台灣數位寬頻等3家（ 共4案 ）系統經營者所提第159頻道新增
靖天資訊台之基本頻道數量補實申請。
審議通過「 補助業者於偏鄉地區建置行動寬頻基地臺補助作業要點 」
（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
宜。
110年2月17日
審議通過「 網站無障礙規範2.1版 」、「 行動化應用軟體無障礙檢測作業原則 」及「 行動化應用軟體無障礙檢測基
準」
（ 草案 ），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110年2月2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件清單計354件及第4
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782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9件。

一、以附負擔許可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換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該公司應落實履行
對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無線電視事業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上下架規章，並依該規章實施，若有違法情事本會將依法裁處。
二、該公司之補正資料及面談承諾事項均列為營運計畫一部分，並通知其依委員會議意見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
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許可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換發廣播執照，請該公司依下列行政指導事項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將列為未來
評鑑之審查重點項目：
一、未來規劃聯播節目，請持續製播符合原目標聽眾需求及具在地特色與多元文化議題之節目或新聞，加強在地
聽眾服務，以發揮廣播地方媒體之功能。
二、針對財務虧損情形，請依財務改善計畫確實加強財務管理及改善虧損，拓展營業收入來源，持續搭配網路與
數位科技運用，提升營運利潤，以確保穩定營運。
三、請評估人力員額配置與電臺營運及節目製播需求之關係，宜於財務情形改善後，適度增加在地專職製播人力
或有相關妥適規劃，以因應電臺經營及節目製播。

四、近3年有節目違反政府法規之紀錄，請持續強化自律與內控機制、加強員工教育訓練，納入電臺管理階層、
外製單位及主持人進行節目內容及食品衛生管理等法遵意識教育課程，並落實節目控管，以確保節目製播品
質。
五、教育訓練請包含性別平權與兒少保護議題，提升電臺人員及主持人之法遵意識及性別平權意識。

六、因泰武轉播站設置於偏遠山區，過往曾發生疑似遭破壞影響收聽品質事件，應強化電臺安全防護，以確保聽
眾權益。

七、新經營團隊宜加強新媒體運用，如數位影音、臉書直播、Podcast等媒體管道，並請妥適考量如何讓目標聽
眾能藉新媒體收聽符合其需求之節目。
八、事業內部私權爭執嚴重，請加強內部經營法遵意識，如公司法、民法等，並請致力內部和諧經營，以維持聽
眾權益。

一、許可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HITS 」頻道，請該公司依總評意見確實辦理，執行情形並列為下
次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二、否准靖洋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 靖天軍事台 」，其理由為：依營運計畫本頻道預計製播新聞節
目，其中軍事新聞與評論涉及國防、外交、民心與軍心，影響國家社會發展至鉅，但申請企劃書之頻道規
劃、經營者之專業能力，以及相關人力編制，均不足以實現其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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