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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結合管制、媒體結合、通訊傳播、公平會、公平法、電信法、通傳會、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FCC、Ofcom、Competition Commission 

一、研究緣起 

數位科技導致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使得以載具不同而作的

產業及管制區別被打破，通訊事業之間、傳播事業之間以及通訊與傳播事業之

間，不斷進行跨平台的合作、整合及結合。在一個全 IP（Internet Protocol）

化的寬頻時代，所有的交易都可能在一個全然互連平台上的不同層級進行。因此

維持此項平台對競爭的開放性，以及避免獨占業者將其市場獨占力量槓桿至其他

水平層級，就成為競爭法上的重大議題，引起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高度重視。

本研究之動機就是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構思規範通訊傳

播事業跨平台結合之概念架構及具體標準。 

公平會先後決議通過「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訂有規範說明（85 通過，９６年

最後修正）」、「電信事業規範說明（89 年通過，94 年最後修正）」、「對於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針對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

視（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及電子商務（E-Commerce）91

年通過， 94 最後修正，以下簡稱四 C 規範，）」，過電子市集規範說明（92

年通，96 年最後修正），而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前述規範說明的基礎上，參酌日

本、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之最新規範理論與實務，考慮我國通訊傳播事

業發展之現況及特色，進一步針對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之結合規範，提出具體革

新建議。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除一般常用之比較法、經濟分析研究之外，本研究著重我國實證研究，深入

訪談十家主要業者，並增加問卷調查（共寄發 123 份問卷，收回 76 份，有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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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75份），作為訪談的準備，並以此第一手資料，研析國內通訊傳播產業（一、

二類電信，廣播傳播）的產業結構及發展趨勢，瞭解各業者之跨平台結合策略與

規劃。本研究接著比較研究日本、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之最新規範理論

與實務，最後考慮我國通訊傳播事業發展之現況及特色，針對公平會對於通訊傳

播事業跨平台之結合規範說明，乃至一般的結合管制制度，提出具體革新建議。 

三、重要發現 

經過業者問卷及訪談後發現： 

對政府的管制密度需求高低某種程度反應了市場的競爭程度。在越競爭的市

場，政府的管制(包括競爭規範)對廠商的影響越小，故對政府管制的需求也越

低。從本案的深度訪談及普查中顯示網際網路服務的競爭程度最高，故對法規、

技術輔導的需求度不高。反之，廣電及電信業者因市場未充分競爭，對法規、技

術輔導的需求度較高。而在政府政策上，業者咸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

扶植」及「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

路) 」這兩項目最為迫切及重要。包括數位內容的產業鏈整合，從創意、製作、

後製到傳輸發行的完整體系；及對數位內容的獎勵措施如租稅優惠等配套政策。

而在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部分，業者認為明確數位化時程有助於業者轉換設

備，規劃新服務及適應市場競爭。同時所有業者皆強調介面標準化的重要性，政

府若能導入標準化的平台介面，可使數位資料由各種傳輸管道傳送到終端使用

者，亦可降低設備生產的成本。然標準化介面亦隱含著市場力(market power)，

未來握有一定市佔率的數位匯流業者可能利用其作為阻礙競爭的瓶頸障礙

(bottleneck access)，故俟跨業經營發展至一定市場規模後，公平會可著墨於

標準化介面的聯合行為規範。 

另關於跨平台經營的結合或聯合行為，業者認知到數位匯流中，產業間的「水

平結合」及「垂直結合」具有一定經濟利益，希望朝「放鬆管制」角度審查結合

行為，又有線電視業者主張其市場規模較小，與電信業者做跨平台競爭時有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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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勢，故審查其結合行為應重視相關市場之競爭度及整體產業發展，而能對其

採取較寬鬆認定。然電信業者關切內容與有線電視業者間之「垂直結合」(即如

「製播結合」)效應，影響數位匯流競爭，故呼籲公平會重視頻道業者之結合與

聯合行為，以建立數位內容及平臺二者公平合理的接近使用環境。最後，關於雙

重結合管制之管轄權限，有線電視業者主張應由公平會裁決，電信業者則主張應

協調一個主管機關主審。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相關市場的認定：有必要放寬，需求面的替代可能性值得再深入研究 

（二）採取美國 FCC 的分析架構、提出說理充實的評估報告 

（三）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可以再增加： 

1、邊際成本降低比固定成本減少更能顯示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 

2、促進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以實現資訊社會 

3、多元化 

（四）應就確實有管制必要、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聽證會 

（五）許可結合附加之條件： 

1、宜注意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 

2、不適宜以「參與結合事業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為附款 

（六）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 

（七）訂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 

（八）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的分工    

長期性建議 

未來修法建議：允許結合業者可以選擇事後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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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數位科技導致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使得以載具不同而作的

產業及管制區別被打破，通訊事業之間、傳播事業之間以及通訊與傳播事業之

間，不斷進行跨平台的合作、整合及結合。在一個全 IP（Internet Protocol）

化的寬頻時代，所有的交易都可能在一個全然互連平台上的不同層級進行。因此

維持此項平台對競爭的開放性，以及避免獨占業者將其市場獨占力量槓桿至其他

水平層級，就成為競爭法上的重大議題，引起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高度重視。

本研究之動機就是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構思規範通訊傳

播事業跨平台結合之概念架構及具體標準。 

公平會先後決議通過「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訂有規範說明（85 通過，９６年

最後修正）」、「電信事業規範說明（89 年通過，94 年最後修正）」、「對於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針對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

視（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及電子商務（E-Commerce）91

年通過， 94 最後修正，以下簡稱四 C 規範，）」，過電子市集規範說明（92

年通，96 年最後修正），而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前述規範說明的基礎上，參酌日

本、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之最新規範理論與實務，考慮我國通訊傳播事

業發展之現況及特色，針對公平會對於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之結合規範說明，乃

至一般的結合管制制度，提出具體革新建議。 

 

第二節 背景分析 

四 C 規範有關於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的計算以及四Ｃ事業結合行為之規

範。依據四 C 規範第六點，公平會審查四Ｃ事業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整體經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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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時重點包括：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結合是否有助

於促進相關市場之競爭；結合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

之服務；結合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力，並促進研發與創新；結合是否具有消

費面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各項

目的之唯一手段；參與結合事業將內部利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四 C規範比較未

考慮到通訊傳播產業所涉及的諸多面向，例如：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文化

與言論的多元，以及資訊社會的實現。 

而公平會審查四Ｃ事業結合所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重點包

括：結合對相關市場之結構及集中度之影響；結合是否顯著減損相關市場的競爭

程度及提高參進障礙；結合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結合是否會導致濫

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水平結合

是否造成市場集中度的增加，增加的幅度有否造成結合事業對其他水平競爭廠商

的反競爭行為；垂直結合是否造成市場封鎖的可能，即事業結合後是否以其所增

加的下游（上游）市場力量封鎖上游（下游）競爭者的市場；多角化結合是否造

成產品聯賣、搭售，以及不當的交叉補貼等濫用市場力行為。 

通訊傳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於

96 年 12 月 20 日報行政院轉請立法院審議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以下簡稱通傳

法草案），其中也有關於通訊傳播事業結合的規範。然而通傳法草案已遭第二屆

通傳會委員擱置，故其中結合管制規定之檢討並無實益，爰從略。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除一般常用之比較法、經濟分析研究之外，本研究著重我國實證研究，深入

訪談十家主要業者，並增加大規模問卷調查（篩選有一定規模、資本額、營業額

之業者作為問卷寄發之對象，原本構想是訪談業者的 3 倍，但是最後共寄發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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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問卷，收回 76份，有效樣本 75份。即便就本研究的經費而言，這應該都是我

國近年來所作最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之一，其回收率應該也是最高的之一），作為

訪談的準備，並以此第一手資料，研析國內通訊傳播產業（一、二類電信，廣播

傳播）的產業結構及發展趨勢，瞭解各業者之跨平台結合策略與規劃（因而原本

計畫彙集國內近三年研究報告（含碩博士論文）、各期刊文獻等次級資料的研究

方法，相形之下就沒有意義，因此本研究不予採用）。本研究接著比較研究日本、

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之最新規範理論與實務，最後考慮我國通訊傳播事

業發展之現況及特色，針對公平會對於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之結合規範說明，乃

至一般的結合管制制度，提出具體革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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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業者訪談及問卷調查 

第一節 主要業者及問卷調查之規劃 

一、訪問至少十家主要業者之規劃 

依據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一次工作會議結論，暫時訂出 14 家：中華電信、

台哥大集團、遠傳集團、威寶、大眾、台灣雅虎、SeedNet、中嘉、凱擘、台灣

寬頻、台基網、威達及兩家衛星廣播電視業者。 

 

二、委託單位希望增加問卷調查，作為訪談前的準備 

（一）產業調查之目的：一般性，而非針對個案，供受託單位研究之用，調查意

見打散在報告內，不會引用業者名稱及受訪者姓名。 

（二）從結構面：法規面、技術面、市場面、消費面設計問卷題目。 

（三）篩選有一定規模、資本額、營業額之業者作為問卷寄發之對象，大約是訪

談業者的 3倍。由公平會寄發、回收、保管。 

 

第二節 問卷的設計 

依據 2008年 3 月 28 日第二次工作會議決議，問卷應該便於業者勾選、以及

問卷結果之統計或歸納，再佐以開放式問題，供業者填寫。在可能的範圍內，增

加可以交叉比對業者間對彼此的看法。問卷內容：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姓名：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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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公司：    

電話：    

電子郵件： 

第二部分： 

請就政策法規、產業技術、產業與市場結構、消費者需求對通訊傳播產業跨平臺

（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重要性，勾選您的看法 

 

構面 項目 

尺度 

非

常

重

要 

很

重

要 

重

要 

不

重

要 

很

不

重

要 

政策法規 

1. 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   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  

     

2. 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      

3. 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指電信（Telecommunication）、

有線電視（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

子商務（E-Commerce））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4. 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      

5. 政府對通訊傳播業務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      

6. 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      

7. 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      

8. 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      

產業技術 

1. 關鍵性技術      

2. 關鍵性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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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      

4. 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      

產業與市場

結構 

1. 國內通訊傳播業之整體環境      

2. 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      

3. 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      

4. 網路效應      

5. 市場進入的難易程度      

消費者 

需求 

1. 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      

2. 跨平臺操作的便利性與互動性      

3. 消費者對組合（包裹）服務價格的接受度      

4. 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品質的接受度      

5. 商品服務的多樣性      

第三部分： 

請從實際經營的經驗就下列因素對貴公司跨平臺（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

影響程度，勾選您的看法 

總是：  10次中有 8 至 10次皆如此。 

時常：  10次中有 6 至 7次皆如此。 

有時：  10次中有 4 至 5次皆如此。 

很少：  10次中有 1 至 3次皆如此。 

從來沒有：10次中有 0 次。 

構面 項目 

尺度 

總

是 

時

常 

有

時 

很

少 

從

來

沒

有 



 

 7 

政策法規 

1. 政府能適時提出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與資訊(如 FMC 行

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  

     

2. 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是否影響業務之推行？ 

     

3. 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      

4. 政府對通訊傳播業務的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      

5. 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的開放      

6. 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之研發工作的補助及輔導措施      

7. 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的輔導與扶植      

8. 政府對貴公司適時的協助      

產業技術 

1. 擁有關鍵性技術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

響？ 

     

2. 擁有關鍵性智慧財產權對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

合）的影響？  

     

3. 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對貴公司（跨業）

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4. 跨平臺界面的標準化程度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

合）的影響 

     

產業與市場

結構 

1.外資進入市場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之結合)對貴公司（跨業）發

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3.國內通訊傳播之前景預測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

合）的影響 

     

4.市場進入的難易程度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

的影響 

     

5.網路效應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6.競爭對手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7.上游供應商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消費者 

需求 

1. 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強度，對貴公司（跨業）發

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8 

2. 消費者跨平臺介面的操作便利性與互動性，對貴公司（跨業）

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3. 消費者對服務價格的接受度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

結合）的影響 

     

4. 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品質的接受度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

其是結合）的影響 

     

5. 商品服務的多樣性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

影響 

     

6. 特定平臺影響消費者(消費者不易更換平臺) 對貴公司（跨

業）發展（尤其是結合）的影響 

     

7. 客製化服務(personalization) 對貴公司（跨業）發展（尤

其是結合）的影響 

     

第四部分：開放性問題 

請就貴公司之實際經營提供您寶貴的意見： 

1. 貴公司認為政府就產業跨平臺結合的目的是否須優惠特定產業？ 

2. 貴公司就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之看法？ 

3. 貴公司對政府管制業者從事通訊傳播業務程度之看法(高度管制、適度管制、

低度管制)，及其原因？ 

4. 貴公司對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監理政策之看法？ 

5. 貴公司對政府協助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建議？ 

6. 貴公司於匯流、跨平臺結合之經驗？ 

7. 貴公司因結合受到管制的實際經驗？ 

公平交易委員會： 

透明度（可預期性）                                               

行政成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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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可預期性）                                               

行政成本                                                         

8. 對市場的看法？(最擔心的市場變化是什麼？最擔心的競爭對手？市場進

入、新興、可能形成的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 

9. 貴公司認為促進通訊傳播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產業結構為何？ 

10. 貴公司認為未來產業價值鏈如何改變？如何因應及規劃（business model、

road map）？ 

11. 貴公司如何判斷消費者的需求？內部自行研究？委外市調？ 

12. 對本問卷之建議與指教 

第三節 問卷的分析 

公平會共寄發 123份問卷，收回 76份，有效樣本 75 份。 

 

問卷收集

100%1197/6/10

100%111197/5/9

100%4497/5/26

99%7576合計

98%596097/5/5

有效百分比有效樣本回收樣本日期

 



 

 10 

 

 

產業分類一覽表

凱擘,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 中嘉網路有線電視mso @3

數位聯合, 網路家庭, 香港商雅虎資訊網路資訊服務業@3

台訊多媒體, 優視傳播, 永鑫多媒體, 三立電視, 三商多媒體, 緯
來電視網, 和威傳播, 好萊塢影視, 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聯意製作有限公司, 年代網際事業, 衛星娛樂傳播, 
中天電視

節目內容供應者@13

中國廣播, 台倚數位, radio @2

公視、中視、華視、民間全民、臺視無線電視業者@5

屏南有線電視, 陽明山有線電視, 新台北有線電視, 觀昇有線電視, 大安文山有線電視, 金頻道有線電
視, 雙子星有線電視, 三冠王有線電視, 吉隆有線電視, 南天有線電視, 寶福有線電視, 大高雄有線電視, 
北健有線電視, 北桃園有線電視, 澎湖有線電視, 家和有線電視, 新永安有線電視, 興雙和有線電視, 群
健有線電視, 聯禾有線電視, 世新有線電視, 大世界有線電視, 大信有線電視, 慶聯有線電視, 聯維有線
電視, 天外天有線電視, 新頻道有線電視, 豐盟有線電視, 信和有線電視, 吉元有線電視, 國聲有線電視, 
大揚有線電視, 永佳樂有線電視, 港都有線電視, 北視有線電視, 長德有線電視, 全聯有線電視, 新視波
有線電視, 威達有線電視事業

有線電視so@39

大同電信, 威寶電信, 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 亞太電
信, 新世紀資通, 大眾電信, 台灣固網, 全球一動

電信業者@10

業者產業別

 

 

 

 

資本額組合表

家和有線電視, 金頻道有線電視, 雙子星有線電視, 三冠王有線電視, 吉隆有線電視, 南天
有線電視, 寶福有線電視,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 聯維有線電視, 大高雄有線電視, 大信有線
電視, 慶聯有線電視, 興雙和有線電視, 澎湖有線電視, 北桃園有線電視, 中嘉網路, 威達
有線電視事業, 衛星娛樂傳播, 大世界有線電視, 大安文山有線電視, 新永安有線電視, 世
新有線電視, 觀昇有線電視, 屏南有線電視, 北健有線電視, 北視有線電視,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 香港商雅虎資訊, 優視傳播, 永鑫多媒體, 聯意製作有限公司, 三商多媒體, 台訊多
媒體, 緯來電視網, 和威傳播, 好萊塢影視, 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吉元
有線電視, 長德有線電視, 新台北有線電視, 港都有線電視, 永佳樂有線電視, 大揚有線電
視, 國聲有線電視, 台倚數位廣播, 信和有線電視, 豐盟有線電視, 新頻道有線電視, 天外
天有線電視, 新視波有線電視, 群健有線電視, 陽明山有線電視, 全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拾億以下

@53

聯禾有線電視, 中國廣播, 凱擘, 公共電視, 數位聯合
電信, 中天電視, 中華電視, 年代網際事業, 全球一動, 
民間全民電視, 中國電視, 三立電視, 大眾電信, 大同
電信、臺視

拾億以上

百億以下

@15

新世紀資通,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威寶電信, 遠傳
電信, 台灣固網, 亞太電信

百億以上

@7

業者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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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因子組合管理

18.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 19.跨平臺操作的便利性與互
動性, 20.消費者對組合（包裹）服務價格的接受度, 21.消費者對商品或
服務品質的接受度, 22.商品服務的多樣性

消費者需求

13.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 14.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
臺結合的程度, 15.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 16.網路效應, 17.市場進
入的難易程度

產業與市場

結構

9.關鍵性技術, 10.關鍵性智慧財產權, 11.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
的難易程度, 12.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產業技術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
路) , 2.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 3.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指
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電腦網路
（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事業跨業經營
行為之規範說明」, 4.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 5.政府
對通訊傳播業務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
營之協助,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 8.政府對數位內容
產業之輔導扶植

政策法規

滿意度因子構面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IPA）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經常被檢視對於服務屬性的要求，
亦評估系爭因子在這些屬性上的表現程度

平
均
值

實
際
滿
足
程
度

（
表
現
程
度
）

B象限
（供給過度）

B象限
（供給過度）

A象限
（繼續保持）

A象限
（繼續保持）

C象限
（優先順序低）

C象限
（優先順序低）

D象限
（加強改善）

D象限
（加強改善）

平均值
預期獲得滿足程度（重要程度）

A：重要程度高，表現程度也佳，故需繼續保持
B：因重要程度不高，而表現程度佳，表示供給過度，可將部分資源移往改善項目
C：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者較低，表示影響較小，列為改善順序較低
D：因重要程度高，但表現不佳，故列為優先改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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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全部業者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1
全部廠商: 75家

817
6

11910
12

14

2

13

5

15

4

3
16

21
1922

17

20
18

0

3

6

0 3 6

Importance

P
erform

ance

 

 

 

 

資料分析-全部業者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1.5
全部廠商: 75家

81126
7

14

109

13

11
2

15

3
54

16

19

17

21
20

2218

0

3

6

9

0 3 6 9

Importance

P
erfo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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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全部業者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全部廠商: 7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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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構面分析圖

0.73 7.74 8.47 消費者需求

3.45 4.64 8.09 產業與市場結構

4.73 3.04 7.77 產業技術

4.66 2.88 7.55 政策法規

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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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類別分析圖

5.18 5.88 11.07 7:廣播業者

2.44 3.53 5.97 6:網路資訊服務業

5.34 4.46 9.80 5:節目內容供應者

2.02 6.03 8.05 4:無線電視業者

2.78 4.49 7.27 3:SO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

3.04 4.51 7.55 2:MSO播送系統業者

4.06 4.28 8.34 1:電信事業

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

 

 

 

 

業者類別分析

 上頁統計似乎與各產業的管制密度及相關市場成熟度有
關：

1.ISP業者最不受管制，亦最受市場競爭影響，故對法

規、技術的重要性評比降低 。

2.節目內容供應商與MSO業者在進入數位有線電視市場

之際，深覺政策與市場的不確定性，故對政府政策、

市場與消費者面向的重要性評比皆較全部業者平均值

高。

3.節目內容供應商的主要落差為技術構面

4.無線電視業者的相關市場(數位電視)不成熟，所以在

產業及消費者構面評比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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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全部業者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3.82 3.18 7.0011

1.關鍵性技術4.51 2.90 7.419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4.58 4.87 9.4513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4.73 2.92 7.6410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5.35 2.69 8.047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5.41 4.04 9.4514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5.57 2.97 8.556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5.87 3.15 9.0312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6.12 2.93 9.051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7.32 2.56 9.888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全部廠商: 75

 

 

 

 

單項指標觀察

 最重要的項目：

「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是整體業界覺得跨平台
競爭中最重要的項目 (9.88) ，亦是落差最大的項目
(7.32)。

 最不重要項目：

「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
僅有5.7。

 落差最小的項目：

「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

0.17，業者認為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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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落差前十大指標分析

 政策法規面最多(較前四項)，其次為技術(較後四項)和市
場(二項)。

 除節目內容供應商與ISP業者外，消費者需求因素落差均
不顯著。

--節目內容供應商認為「消費者對組合（包裹）服務價格
的接受度」與「跨平臺操作的便利性與互動性」的落差影
響跨平台競爭。

--ISP業者則著重「商品服務的多樣性」的落差。

 

 

 

 

資料分析-電信事業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1:電信事業: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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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電信事業

5.政府對通訊傳播業務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4.78 2.33 7.115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4.89 3.00 7.8911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5.07 3.33 8.4012

1.關鍵性技術5.11 3.56 8.679

2.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5.11 2.89 8.002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5.71 2.89 8.601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5.93 2.67 8.606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6.43 3.88 10.3013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6.89 2.33 9.2210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7.97 2.33 10.308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1:電信事業: 10

 

 

 

 

資料分析- MSO播送系統業者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2:MSO播送系統業者: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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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MSO播送系統業者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3.33 1.33 4.6711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5.00 6.00 11.0013

5.政府對通訊傳播業務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5.00 2.00 7.005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6.00 2.67 8.6714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6.33 2.33 8.676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6.67 2.00 8.678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6.67 2.00 8.677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6.67 2.00 8.671

3.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6.67 4.33 11.0015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8.33 2.33 10.6712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
2:MSO播送系
統業者: 3

 

 

 

 

資料分析- MSO播送系統業者

 MSO業者對「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指標的評比落
差也較大，顯示其對外資鬆綁的程度尚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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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3:SO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 39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3:SO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 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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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3:SO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 39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3.28 2.41 5.6911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3.38 2.49 5.8710

1.關鍵性技術3.95 2.62 6.569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4.15 5.21 9.3613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4.85 2.46 7.317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5.26 2.69 7.951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5.31 2.79 8.106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6.10 3.18 9.2814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6.31 2.41 8.728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6.36 2.77 9.1312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
3:SO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業者: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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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MSO&SO: 42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MSO&SO: 4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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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MSO&SO: 42

3.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3.31 4.67 7.9815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3.31 2.48 5.7910

1.關鍵性技術3.81 2.60 6.409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4.21 5.26 9.4813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4.98 2.43 7.407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5.36 2.64 8.001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5.38 2.76 8.146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6.10 3.14 9.2414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6.33 2.38 8.718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6.50 2.74 9.2412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MSO&SO: 42

 



 

 21 

資料分析- 4:無線電視業者: 5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4:無線電視業者: 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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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4:無線電視業者: 5

3.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2.80 2.20 5.0015

2.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3.40 2.40 5.802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3.60 3.80 7.407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3.80 6.00 9.8013

5.政府對通訊傳播業務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3.80 2.00 5.805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4.60 3.80 8.408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4.80 2.20 7.006

3.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指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
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

5.00 2.20 7.203

4.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7.40 2.40 9.804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8.00 3.20 11.201

項目
Gap 

Perform
ance

Impor
tance

4:無線電
視業者: 
5

 



 

 22 

資料分析- 4:無線電視業者: 4

 無線電視業者特別強調政策法規的落差。

 1)、特別強調「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
策」之落差，意義及理由為何？

 

 

 

 

資料分析- 5:節目內容供應者: 13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5:節目內容供應者: 1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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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5:節目內容供應者: 13 

1.關鍵性技術5.83 3.17 9.009

3.消費者對組合（包裹）服務價格的接受度5.98 5.25 11.2320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6.02 3.75 9.7713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6.07 3.08 9.1512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6.39 3.92 10.3111

3.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指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事業跨業經營行為
之規範說明」

6.55 4.83 11.383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7.08 3.92 11.0010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7.15 4.08 11.231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7.93 2.92 10.857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10.30 3.08 13.388

項目Gap 
Perform
ance

Impor
tance

5:節目內
容供應
者: 13

 

 

 

 

資料分析- 5:節目內容供應者: 10 

 1). 政策法規面中亦強調「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事
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之落差，意義及理由為何？

 2) 對「消費者對組合（包裹）服務價格的接受度」之落
差為5.98，意義及理由為何？是否表示其與系統業者有比
較大的垂直整合？

 3).對「跨平臺操作的便利性與互動性」之落差為5.56，
意義及理由為何？

 4).強調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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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6:網路資訊服務業: 3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6:網路資訊服務業: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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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6:網路資訊服務業: 3

1.關鍵性技術
3.50 1.50 

5.009

4.網路效應
3.67 5.00 

8.6716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
4.00 1.00 

5.0012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
4.00 1.00 

5.0011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
4.33 2.00 

6.3314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
4.83 1.50 

6.337

5.商品服務的多樣性
5.00 2.00 

7.0022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
代網路) 6.00 2.00 

8.001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
6.50 2.00 

8.5010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
7.17 1.50 

8.678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
6:網路資訊服
務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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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6:網路資訊服務業: 3

 1). 對「商品服務的多樣性」之落差為5，意義及理由為
何？

 2). 對「網路效應」之落差為3.67，意義及理由為何？

 

 

 

 

資料分析-7:廣播業者: 2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7:廣播業者: 2

9

6810
1

15

14

12

7
2

4
17

35

13

18

11

21

1622

1920

0

3

6

9

12

15

18

0 3 6 9 12 15 18

Importance

P
erform

ance

 



 

 26 

資料分析- 7:廣播業者: 2

2.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6.50 1.50 8.002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7.00 2.00 9.007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8.00 1.00 9.0012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9.50 2.00 11.5014

3.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10.50 1.00 11.5015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
網路) 

12.50 2.50 15.001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13.00 2.00 15.0010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13.00 2.00 15.008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13.00 2.00 15.006

1.關鍵性技術14.00 1.00 15.009

項目Gap Performance
Importanc

e
7:廣播業者: 
2

 

 

 

 

資料分析- 100億以上: 7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X2
100億以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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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00億以上: 7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4.40 
3.17 

7.5714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
網路) 

4.69 
3.17 

7.861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4.90 
2.67 

7.576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5.00 
2.50 

7.5011

4.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5.00 
2.50 

7.504

2.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5.52 
2.33 

7.862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6.00 
2.33 

8.3310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6.12 
2.17 

8.298

5.政府對通訊傳播業務管制密度高低之程度6.33 
2.33 

8.675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7.67 
3.33 

11.0013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
100億以上: 
7

 

 

 

 

資料分析- 100億~10億: 15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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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00億~10億: 15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5.57 5.50 11.0714

4.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5.57 2.43 8.004

1.關鍵性技術6.11 3.46 9.579

3.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指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
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

6.43 2.50 8.933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6.50 3.57 10.0710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6.73 3.07 9.807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7.07 4.71 11.7912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7.12 2.21 9.336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路) 7.50 2.64 10.141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9.01 2.86 11.878

項目
Gap 

Perform
ance

Impor
tance

100億
~10億: 
15

 

 

 

 

資料分析-10億以下: 53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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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億以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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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0億以下: 53

3.取得關鍵性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難易程度3.80 
2.60 

6.4011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4.02 
5.00 

9.0213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4.12 
2.81 

6.9210

1.關鍵性技術4.12 
2.71 

6.839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5.10 
2.54 

7.647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5.24 
3.21 

8.456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5.50 
3.75 

9.2514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5.87 
2.75 

8.6212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
網路) 

5.94 
2.98 

8.921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7.01 
2.52 

9.538

項目Gap PerformanceImportance
10億以下: 
53

 

 

 

 

資料分析-計劃受訪公司: 11

供給過度供給過度 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優先順序低優先順序低 加強改善加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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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受訪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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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計劃受訪公司: 11

4.跨平臺介面之標準化程度
4.45 4.64 

9.0912

3.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
4.82 3.18 

8.0015

1.關鍵性技術
5.73 4.00 

9.739

7.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研發工作之協助
5.73 3.09 

8.827

2.關鍵性智慧財產權
6.09 3.00 

9.0910

1.國內通訊傳播業之產業競爭環境
6.13 4.60 

10.7313

2.國內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的程度
7.27 2.82 

10.0914

1.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
代網路) 7.45 2.18 

9.641

6.政府對電信、傳播產業跨業經營之協助
7.73 2.36 

10.096

8.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
8.64 2.09 

10.738

項目Gap Performance
Importanc

e
計劃受訪公司: 
11

 

 

第四節 關於業者訪談 SOP 

一、訪談的分工 

周韻采教授：大同、全球一動、凱擘、雅虎、Seednet。 

劉崇堅教授：台灣大哥大、中華、遠傳、威寶。 

劉孔中教授：大眾電信、威達、中視、聯意、台倚。 

 

二、訪談前的作業 

由計畫主持人負責將問卷調查之初步分析寄送受訪業者，並將該業者回填之

問卷與之對照。請受訪業者高階管理、負責經營規劃層級協同當初填寫問卷者出

席訪談。三組訪談的時間相互通知，開放參與他組之訪談，並邀請公平會同仁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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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的目的 

在於釐清填答問卷的內容，請業者對問卷之初步分析表示意見、交叉分析，

協助解讀調查結果。詢問業者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的看法及

實際匯流、跨平台結合之經驗與結合遭遇的問題。 

 

四、訪談的問題 

（一）適用於所有類別業者的問題： 

1、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

導，還是包括財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2、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

代網路)」及「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

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包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

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3、「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

不重要項目，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4、除頻道業者與 ISP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

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0.17，業者認為消費者對

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足？ 

5、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落差；

但 MSO業者與 SO業者卻未持同樣看法。可能的原因為何？ 

6、「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

境，資本額較小的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

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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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

外資、市場進入、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

看法。 

8、實際匯流、跨平台結合之經驗與結合遭遇的問題。 

9、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 

（二）適用於個別受訪業者的問題： 

1、電信業者 

（1）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

落差，其意義與原因為何？ 

（2）對於既有業者持有新進業者部分股份（未達於實質控制的程度）的看

法？ 

（3）對於 NCC去年公告固網經營跨平台業務規範的看法？ 

（4）大同 

（5）全球一動:中華電信擬投資擁有全球一動部分股權被主管機關核駁 

（6）台灣大哥大:與台灣固網之結合、與泛亞電信之結合 

（7）中華: MOD經營現況與遭遇困難？ 

（8）遠傳 

（9）威寶 

（10）大眾電信 

2、MSO業者：凱擘 

（1）對「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指標的評比落差高居第二位，顯示

其對外資鬆綁的程度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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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機上盒聯合採購。 

3、SO業者: 威達 

（1）進入固網業務的情況及遭遇的困難？ 

（2）數位機上盒聯合採購。 

4、節目內容供應者: 聯意 

（1）技術構面的落差平均值最大，是不是因為從上游取得節目時或節目播

送時有智慧財產權、數位權利管理機制（DRM）的問題？ 

（2）政策法規面中強調「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

規範說明」之落差，意義及理由為何？ 

（3）對「消費者對組合（包裹）服務價格的接受度」之落差為 5.98，意義

及理由為何？是否表示其與系統業者有比較大的垂直整合？  

5、網路資訊服務業:雅虎、Seednet 

（1）對「商品服務的多樣性」之落差為 5，意義及理由為何？ 

（2）對「網路效應」之落差為 3.67，意義及理由為何？ 

6、無線電視業者:中視 

（1）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

落差，其意義與原因為何？ 

（2）消費者滿足度非常高，似乎是因為已經充分被滿足的程度，或是因為

新的需求尚未出現？ 

（3）特別強調「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之落差，意義

及理由為何？ 

（4）政策法規面中獨未強調「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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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規範說明」之落差，意義及理由為何？ 

7、廣播業者:台倚 

（1）政府對於跨業經營的協助 

（2）關鍵性技術 

（3）關鍵性智慧財產權 

 

第五節 業者訪談之整理與分析 

一、訪談遭遇的困難 

此次訪談遭遇不少困難，原訂訪談中視、聯意、台倚、台灣大哥大、中華電

信、遠傳電信、威寶電信、大眾電信、大同、全球一動、威達、凱擘、雅虎以及

Seednet共十四家業者。之後，審查委員謝穎青律師建議以 EchoStar為遞補之

訪談業者。然而訪談的過程並不順利，台倚結束營業，聯意、大眾電信、威達及

雅虎以業務繁忙為由婉拒訪談，EchoStar則以業務尚未開始經營為由婉拒訪

談。故訪談業者僅剩九家，又因與委託單位所簽訂之計畫書約定訪談十家主要業

者，故再從訪談業者名單中增加一家 MSO業者－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為替

代。其次，有的受訪業者不願意有委託單位人員在場，不過一開始卻不明白表示，

以致有時訪談的行程一改再改，拖延甚久連帶影響訪談時的深度。此外，委託單

位增加訪談的題目，使得原本就十分有限的訪談時間更為不夠，訪談無法深入，

有時甚至遺漏預定訪談的議題。再者，有的業者為慎重起見，要求自行整理訪談

記錄，其結果反而有時是「避開敏感議題」，再就是受託單位為求慎重，均會將

訪談記錄初稿送請受訪單位確認，但是經常遇到的困難是，業者確認的時間往往

拖得很久，而且會改變受訪時的發言，而受託單位卻又無法再行詢問其真正意思。 

十家業者訪談紀錄檢附於本報告作為附錄二至十一，為避免對業者造成無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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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附錄是將受訪業者及受訪人員之名稱省略，受託單位也不提供委託單位其

名稱。經過歸納訪談記錄，以下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六項議題歸納業者的意見。 

 

二、對政府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看法 

（一）有線電視業者 

期望不止針對所謂「內容」之產業進行扶植，而是要把整體傳輸平台納入考

量範圍。 

（二）電信業者 

政府在數位內容的產業輔導當然是非常的重要，因為將來這個內容其實可以

跨很多不同的平台。政府的工作是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競爭環境，然後輔導新興的

產業。數位內容是新興的產業，所以要輔導。另外現今國內數位內容產業發展牽

涉議題甚多，然主要關鍵在於發行通路與完整產業鏈整合。在發行通路上，以國

片與電視劇拍攝為例，新聞局每年編列輔導金拍攝國片，國片完成後卻沒有戲院

播映，投資自然無法回收，遑論國片未來的發展；電視劇的拍攝也因為國內頻道

的胃納量有限，還必須和韓劇、大陸劇競爭，生存困難；在產業鏈整合上目前亦

缺乏完整從創意、製作、後製到傳輸發行之產業鏈整合體系，尤其數位內容發展

往往需要昂貴之軟硬體開發環境及跨網路平臺、儲存設備等，相關環境之缺乏使

得商業模式無法有效推行。如何促使數位內容市場之成熟，端視「內需市場」是

否成熟而定，並且考慮整體包含內容平台之產業鏈結構。 

（三）新進電信業者 

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為一個高成本的投入，行銷、創新都是在這個產業上，就

一個新進的電信業者來說，因為需要先投入龐大資金進行基礎建設，因此若需要

發展內容，則需政府相關配套輔助，並且期望由一個主導機關進行輔導政策。 

（四）內容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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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政府能夠提出一個明確的數位電視化產業發展政策，包括經濟部數位內

容輔導、獎勵，數位化過程給予租稅優惠等配套政策。 

 

三、對於政府跨平台發展藍圖，介面標準化之看法 

（一）有線電視業者 

1、跨平台發展藍圖 

有線電視業者如果要跨平台界接，主管機關應該要加強對電信業者管

制，因為電信業者有可能不開放與有線電視界接，或是藉故拖延，或收很

高費用，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有線電視本身是封閉性

系統，系統之間的規格並不同，無法界接，所以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的障礙。 

2、介面標準化 

因為有線電視數位化尚未標準化，希望主管機關能夠訂立一個明確的

做法，使廠商可以統一。先前幾家有線電視業者已有共同調查系統標準，

業者期望政府儘速訂定介面標準，讓整個包含設備製造商以及內容平台業

者等產業鏈持續運作發展。 

（二）電信業者 

1、跨平台發展藍圖 

為因應未來數位匯流之發展，業者實有需要進行跨平臺結合以提供創

新匯流服務並進行產業佈局，且創新匯流服務通常在用戶需求、平臺技術、

網路建置及商業模式上均存在不確定性與投資風險，因此對於新媒體平臺

不僅應採寬鬆的管制態度，且需要予以扶植與鼓勵。 

2、介面標準化 

在匯流的角度下，政府若能導入標準化的平台介面的規劃與落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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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數位化的資料由單一傳輸管道傳送到終端使用者，可有相容的標準遵

循，亦可促進產業發展而降低設備的成本。但就現有的產業結構來看，由

於各個系統發展的背景不同，例如行動電話與固接網路，兩者在網路接取

端的技術即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上在實作上就必需藉由標準化介面及技術

規範來達成整合的目的，此一介面的標準化及技術規範大部分均由各個國

際標準組織予以規範及制訂，並已有多種不同規格的標準產生。對於這些

標準的導入是否相容於各產業現有平台，以及是否有利於未來跨平台的結

合，此規劃及落實則有賴於政府的主導。 

（三）新進電信業者 

1、跨平台發展藍圖 

所謂的 NGN不僅僅是網路架構形成一個數位傳輸模式，還必須包含跨

平台的數位服務的整合，包含上網、語音、影像，甚至是想像不到的服務。

NGN更需強調的就是在服務上數位匯流的整合，相信各家業者都會期待它能

夠在這一塊有更好的發展。政府除了訂定出發展階段外，更重要的是協助

輔導業者或是強化業者的規劃，並保有市場發展自由度。 

2、介面標準化 

如果沒有一個跨平台的數位整合，將會是匯流不能達成的一大關鍵

點，因此很需要去發展介面標準化。 

（四）內容提供者 

1、跨平台發展藍圖 

對於跨平台這件事情而言，其實無線電視台是弱勢的，因為要做任何

的互動，必須要跨平台到通信業者合作，才能形成雙向。 

2、介面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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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內容業者所面臨的問題即為介面標準化，例如像與 3G 業者合作，

各家手機業者皆有不同的平台以及接受方式，則必須配合各家的平台需

求，做出不同版本，但如果平台標準化，即可解決此項問題。 

 

四、跨平台結合管制 

（一）有線電視業者 

1、採購、代理頻道之問題 

現今法規對於有線電視代理一些頻道或者採購頻道，管制甚嚴，而有

線電視業者除了傳輸網路外最重要的服務即為影像播送服務，因此必須豐

富其節目內容，才得以生存，進而產生整合頻道內容之行為。因此以產業

角度出發，並在不擾亂市場秩序下在結合管制上期望做某程度的鬆綁，並

訂定出明確界線規範，以利業者遵循。 

2、有線電視數位化概念 

政府希望有線電視數位化，但現今並無明確規範，以往傳統廣播電視

規範為線性考量，即是需有節目表 24 小時一直在播，政府相對的要嚴格

管理，怕業者撥送出去的內容有疑慮，但有線電視數位化後，將破除線性

播出模式，因此期望政府能在法規管制概念中加入數位化概念思維，以利

有線電視數位化甚至跨平台結合之進行。 

3、跨平台產業規模考量 

有線電視業者若跨平台後，與電信業者規模相比，電信明顯是較大的

規模，有線電視是小規模。規模大自然感受到市場影響，因此理應重視結

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規模小自然財力不足，也

就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因此有線電視要往電信方向發展，其實是應採

取較寬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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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信業者 

1、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內容業者之「水平結合」是不可避免之趨勢；而為消除產業價值鏈中

分屬不同水平市場競爭之消耗，內容與平台業者間之「垂直結合」(即如「製

播結合」)亦因有利於經營效率之提昇而蔚為趨勢。 

公平會執掌產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理應執行符合目的之必要管

制，應無為特定目的採取寬鬆態度。主管機關應訂定明確之規範，對於可

結合及不可結合之態樣應針對不同之結合類型制定不同之規範說明，如此

才能使業者有所依循。建立一套以合理且公平條件接取到 (open access) 

各種平臺或內容的制度是有其必要的。資本額較小的公司可能尚專注於本

業發展，自然較重視政府的輔導協助與公平競爭環境。 

至於頻道業者之結合與聯合，主管機關應正視此一問題並積極的介

入，以導正頻道供應及既有媒體平臺業者之市場地位濫用行為，建立數位

內容及平臺二者公平合理的接近使用環境。 

在管制方式上建議應盡量朝向「放鬆管制」之角度，使業者產業發展

與政府管制達到相輔相成，內容產業朝良性之方向發展，藉以促進相關市

場之競爭。 

2、確保投資誘因 

跨平台結合應以產業輔導方式鼓勵業者進行投資，而非以防弊之目的

管制業者跨平台之結合，另外主管機關應訂定明確之規範，對於可結合及

不可結合之態樣應明訂清楚，如此才能使業者有所依循。因為每個跨平台

結合案都是極大之投資，若無明確之規範而讓主管機關擁有過大之行政裁

量權，將使業者卻步，不敢進行相關投資。 

（三）新進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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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不影響消費者權益，也不造成整個電信市場所謂的壟斷或是這種議題

時，主管機關可以放寬一點來看待，因為這種跨平台的做法，比較不會浪費整體

產業的資源。 

（四）內容提供者 

對於無線電視業者而言，只能以不變應萬變，就是把節目做好，任何平台都

可以用，把內容變成不同的版本，將不同版本賣到不同的平台上去。對於無線平

台怎樣與其他平台結合，其實是很需要跟電信業者互動，把單向網路變成雙向網

路。 

 

五、外資參與程度 

（一）有線電視業者 

外資股東同意在台灣做投資，將來就算是找到了其它的買主，也要得到主管

機關的同意才能出售，這中間的過程都受到政府的管驗。外資就是認同台灣這樣

的一個法令的投資，才願意把錢投資進來，因此期望政府開放外資。而在規管上

面需視外資來是不是賺不該賺的錢，而進行管制。 

（二）電信業者 

外資持股限制在電信業及廣播電信有不同之規範，因此若能消弭不同產業間

不必要之差異管制，則可促進通訊傳播匯流之順暢。政府應建立管制目的與理論

基礎，分離外資投資限制與經營者之行為管制，以避免違反ＷＴＯ承諾。 

（三）新進電信業者 

期望政府開放外資進入，使新進業者得以有足夠資金進行建設。 

（四）內容業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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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重結合管制 

（一）有線電視業者 

對管制角色問題應該分離，例如，同一市場競爭力問題，應該就交由公平會 

去做管控，NCC 在這個部分應該是要尊重公平會的看法，結合管制本身應該是公

平會的事，NCC 應該管經營面的部分，例如是否重視消費者權益，應以這種角度

監督，而不是向過度管制的方向發展。 

（二）電信業者 

上中下游之垂直管制以及跨業之水平管制，應取得平衡，過分緊縮將導致業

者無法有效整合，反之將產生托拉斯巨獸，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甚鉅，因此，應

就產業特性予以不同之管制程度。 

（三）新進電信業者 

是如果要管，僅能允許一個主管機構，如果過多的管制，將造成更大的負面

影響，所以建議統一主管機關並放鬆管制。 

（四）內容提供者 

只要不牽涉到壟斷，政府應該採取開放態度，讓市場機制產生合理的運作。

如果一個管制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當然希望是一個管制單位就好了。相反

的，如果管的目標政治考量可能不完全一樣，一個單位沒辦法解決問題，那就有

必要做雙重管制。 

 

七、跨平台實際經驗與困難 

（一）有線電視業者 

1、市場消費誘因 

跨業經營服務，關係到是否有市場需求誘因。例如以提供市話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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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客戶都是戶為單位，而中華電信市話佔有率極大，加上現今消費

者回家後仍大多使用行動電話來通訊的消費習慣，市話市場將難以成長，

因此在有線電視跨平台市話經營上要成功，就是提出節費方案，對企業來

講，節費的目的可能是國際電話，對個人來講最大的節費項目的大概就是

行動電話，因此 cable phone還要有行動電話網路，然後跟行動電話做一

個節費的功能，才會成功。 

2、跨平台服務之競爭 

MSO同業之間的競爭是比較小的，真正的競爭應該是跟中華電信。對有

線電視而言，有線電視不只是一個網路的提供者，亦可以提供不同服務項

目，而當初有線電視業者原本要做一個大連網，卻因經營區域問題遭到關

注而作罷。有線電視業者一直在關注有什麼服務可以在其網路上提供，而

且希望藉由這樣的跨業合作讓有線電視的消費者跟 MOD 的消費者作一個比

較。 

（二）電信業者 

1、網路互連價格太高（針對 ISP業者） 

用戶迴路是每一戶接到中華電信當地機房，從機房出來接取 ISP 業者

網路，另外從 ISP業者後端出去也要必須接取中華電信，所以用戶那端設

在中華電信手上，網路接取也在中華電信手上，造成 ISP業者網路互連議

價權太低，而跨業成本提高。 

2、媒體平台進入不易 

目前有線電視普及率高達八成以上，且多數地區均為獨家壟斷經營，

其他媒體平臺難以與其競爭，無法成為其主要競爭次產業。但若 MOD 等新

媒體平臺，能有合理發展環境，當有助於良性競爭之形成。電信產業已自

由化多年，並建立自由競爭之市場機制，加以新技術不斷推出，未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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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勢將更形多元而複雜。預期有線電視業者將於未來匯流市場與電信業者

進行競合，無線寬頻接取應用（WBA）、Wi-Fi 等無線新服務推出，將對有

線寬頻與行動服務造成衝擊，網路電話亦將影響既有固網與行動語音市場。 

3、法規規範不明確 

業者無法事先預測可否通過主管機關之核准，經常造成業者與主管機

關之困擾。新型態服務非僅耗費極高成本，頻寬需求亦大，所獲利益其實

非常有限，而且資費須經主管機關備查，而光是備查往往耗費長達一年，

顯見相關法規配套上與新型態服務間之落差。 

（三）新進電信業者 

1、網路互連租用 

現今電信網路大部分還是掌握在市場主導業者手上，新進業者在初期

建設時，或必須進行網路互連時，必須向既有業者租用網路，提供服務。

並且無議價能力，造成新進業者服務提供成本增高。另在現今法規體制下，

主管機關仲裁決定太久，導致新進業者經常於進入時程上之成本損失。 

2、政府補助支援太少 

新通訊技術出現後，業者一定要開發平台上面的東西，而且跨平台才

會有服務模式出現，但政府不支援這些服務的的產生，只重視基礎建設，

造成新進業者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建設，但無服務的情況。 

（四）內容業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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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法制之研究 

第一節 日本因應通信與傳播匯流之法規體系整體規劃 

一、前言 

為了進一步推展通信與傳播的匯流，技術面、經營面、法規制度面等各個層

面，都有很多課題待解決。為處理這些議題，日本通信與傳播產業主管機關總務

省及相關政府機關，從 2004年起已開始進行法規體制面的檢討。其中特別是 2006

年 6月 6日總務省公布「通信與傳播發展方向懇談會」（又稱「竹中懇談會」）

報告書，同年 6 月 20日再與自民黨的檢討結果整合成為「政府與執政黨對於通

信與傳播發展方向之共識」。 

其次於 2006年 8月 30 日開始，總務省組成「通信與傳播總合法規體系研究

會」，進行法規體制的全面檢討，2007年 6 月 19 日公布中間報告書。公布後立

即進公共評論（public comment），收到相關團體與有識者 276 件的意見書，再

舉辦 4場公開聽證會，與主要關係業者及相關團體進行意見交流，特別是聽取整

合通信與傳播法規為單一體系的意見。完成以上程序後，該研究會以過程中所得

到的意見為基礎，重新審議本案，於 2007 年 12 月 6 日公告最終報告書，提示通

信與傳播總合法規體系的基本架構。依此架構，總務省預訂於 2010 年完成整部

法規草案，再送國會審議。 

日本除在資訊通信產業的發展上居於領先地位外，其相關制度設計的完備性

亦常為他國所借鏡。此次法規體系的調整，日本總務省規劃以六年的時間來完成

整個法規草案的制訂，由此再次可看到其執行程序的完整性。後續各節將介紹此

報告書之主要內容，或可供國內修訂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參考。 

 

二、通信與傳播法制修正的必要性 

由於產業環境的變化，為使產業能健全發展，法規體制上也必需做必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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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此法制修正的必要性，報告書中提出以下五點說明。 

（一）因應資訊通信社會的構造變化 

由於資訊通信基礎設施的順利建構，以及數位化與 IP 化所帶來的技術革

新，促成了傳輸網路的融合。而整個資訊通信社會，也由「依各種傳輸媒介物理

特性限定市場或使用型態的『縱向垂直結構』」轉換為「可將數位內容與傳輸網

路自由組合的『橫向水平層級(layer)結構』」。為因應此結構改變，法規體制

必需配合修正。 

（二）因應市場定義放寬所產生之事業經營環境變化 

在產業結構由「縱向垂直結構」轉變為「橫向水平經營模式」後，產業內出

現新的事業與新的服務項目，服務項目的市場定義將逐漸放寬，勢必對原有的經

營環境造成衝擊。必需設計新的遊戲規則，使事業得以在健全的經營環境中發展。 

（三）研議俱整合性與統一性之消費者保護對策 

隨著資訊通信網路的升級，過去面對面的交易方式，將轉換為網頁閱讀與滑

鼠點選的交易方式。對欠缺專門知識的利用者而言，網路的使用形成交易上更大

的負擔，隨著通信與傳播的匯流進展，此趨勢將更明顯。此外，目前對於青少年

有害之數位內容以及網路上惡意資訊揭露等侵權行為，都由各個業界個別因應。

隨著通信與傳播的匯流，對消費者而言，通信與傳播的區別意識逐漸模糊，上述

問題的嚴重性將持續提昇，有必要規劃整合性、統一性的消費者保護政策，以為

因應。 

（四）因應快速的技術進步 

資訊通信產業中，光化與 IP 化技術不斷進步，今後會如何發展，不易預測。

對於技術進步，目前的制度體系係以現狀的技術水準為依據，配合調整以為因

應。惟由於伴隨技術產生的新服務不斷推陳出新，相當有可能在制度調整的過程

中遲延了新經營模式的推展，因此在制度設制上，應朝更有彈性的方向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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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應網路國際化 

近年來隨著資訊通信的無邊界化發展，Internet 上的違法與有害資訊問題

亦跨國發生，通信、傳播之法規體系也有必要朝國際整合的方向修正。此外，隨

著全球化的發展，考量國外的匯流動向，調整本國的法規體制，對準備朝海外拓

展事業的業者而言，可更看清楚發展前景，透過創新成效的推展與運用，將可強

化國際競爭力。以上說明整理如圖一。 

 

 圖一、通信與傳播法制修正的必要性 

 

三、法規體制的整體修正方向 

有鑒於上述五項修正理由，總務省報告中指出，整體的法規體制修正方向

為：將現行法制（共包含電波法等九個法令以及其他處理違法或有害資訊的相關

法規），配合資訊通信社會的構造變化，亦由「垂直分割」轉變為「橫向層級結

構」，朝世界最先端的法規體系邁進。同時整合現有的通信與傳播法制為單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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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信法（暫訂）」，如圖二所示。 

（一）新法規制度立法的基本理念為： 

1、確保資訊的自由流通。 

2、確保普及服務的提供。 

3、確保資訊通訊網路的安全性與信賴性。 

（二）法規制度修正的基本思考為： 

1、重視技術中立性以因應快速的技術進步。 

2、管制鬆綁與集約化，以利事業進行自由且多樣的業務推展。 

3、制定同時適用所有資訊通信服務之消費者保護規定。 

在上述的立法基本理念與修法的思考方針之下，新的「資訊通信法（暫訂）」，

修正為「數位內容」、「傳輸平台」與「傳輸基礎設施」三層級的架構。對於跨

越層級之整合與合作，原則上採自由競爭之機制；惟為促進公平競爭，亦將檢討

最小必要規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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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通信與傳播法制的全面修正 

 

四、對數位內容的規範方向 

考量今後 Internet的媒體化與基礎設施化，報告中為確保資訊在網路上自

由流通，乃將數位內容的相關管制做整合性的修正，建構一個一元化的規範體

系。具體作法上，如圖三所示，將傳播依公然性（資訊內容公開之必要程度）之

有無區分為兩類。對無公然性之數位內容（如私人間之通信），仍給予通信秘密

之最大保障；對於有公然性之數位內容，則再依「特別的社會影響力」之有無區

分為「開放媒體之數位內容（open media contents（暫訂））與「媒體服務之

數位內容（media services contents）（暫訂）」。前者包括如 home page之

類，以不特定人受信為目的之資訊傳送；後者則包括現行之傳播（電視與廣播），

以及今後可能出現類比於目前傳播之數位內容配送服務。對於「媒體服務之數位

內容」再依其「特別的社會影響力」之程度，區分為「一般媒體服務（暫訂）」

與「特別媒體服務（暫訂）」。由於兩者皆俱有「特別的社會影響力」，故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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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必要制定成熟完備的傳播法制，以確保網路上意思表示之自由。 

對於有害及違法數位內容之處理，對於前者，以檢討如何提供篩檢機制

（filtering）為主；對於後者，則以資訊順暢流動，就所有使用者本來應遵守

最低限度的顧慮事項，朝不伴隨具體刑罰的方向整備，架構上則朝行政機關不直

接關與的方向設計。 

 

圖三、數位內容相關法制之發展方向 

 

五、傳輸基礎設施法制之制訂方向 

有關傳輸基礎設施之規範部分，在傳輸網路與終端設備加速匯流的過程中，

為使事業在通信與傳播不作區分的情況下自由提供服務，特將網路相關規範簡明

化，並區分為「傳輸服務規範」與「傳輸設備規範」。前者朝規範內容一元化的

方向設計，以利業者自由且有彈性地推展事業，並將重點置於促進公平競爭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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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保護。至於「傳輸設備規範」，則推動制度改革，修正無線電台執照制度等

相關法規，以因應服務市場界定放寬，及推展無法區分通信或傳播服務的利用。 

 

圖四、傳輸基礎設施相關法規體系之制訂方向 

 

六、傳輸平台相關之法規體系與層級間規範之制訂方向 

隨著通信與傳播匯流的進展，網路的功能逐漸擴大，朝向形成「數位內容配

信、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之基本設施」的方向發展。也因此，認證、結帳、安全

性、著作權管理等平台機能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總務省報告中，亦考量平台有無

可能變成「資訊自由流通」的瓶頸，而檢討有無必要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網路

的開放性，禁止不當差別待遇等行為。至於平台層級在法規體系中的定位問題，

報告中則認為，目前平台層級暫無自其他層級分出獨自立法管制的必要。 

對於平台層級間規範的制訂方向，原則上，對事業跨越平台推展事業部分，

採自由競爭的機制，但為確保國民生活所不可或缺資訊的流通，或確保媒體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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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以及促進公平競爭，則有必要檢討是否制定平台間的規範，以約束跨平台的

交易及垂直型的兼營業務型態。另請參閱圖五。 

 

圖五、平台相關之法規體系與層級間規範之應有方向 

 

七、結語 

以上介紹 2007 年 12 月 6日總務省所公布最終報告書之重點內容。據此， 總

務省將依此架構，在 2010 年國會開議前，完成法規體制的細部設計，提出草案，

送國會審議。 

由於本報告中提示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對於問題的解決方式，報告中指出，

針對個別議題逐一對應固然是方法之一，但亦強調多項問題整體考量與解決的優

點與必要性。同時也要求今後在檢討與修正法規體制時，應與有識者及關係業者

或團體深入討論，交換意見，尋求全面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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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結合審查案例 

一、2000年第二電電、KDD及日本移動通信合併 

（一）本案概要 

本案為同屬第一種電信事業之第二電電（股份有限公司）、KDD（股

份有限公司）及日本移動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有鑒於電信產

業之解除管制與技術進步等環境的變化，為提供國際通信、國內通信、移

動通信（含行動電話及 PHS）全國性整體服務，乃整合體制，進行合併。 

電信事業大別可區分為國際通信與國內通信，國內通信再分為地區

通信及長途通信。在電信領域中，由於解除管制等的推動、新業者相繼加

入，此外，外資限制的鬆綁等海內外的電信事業間的資本投入、業務合作

等都促進業者之間的競爭。 

（二）獨占禁止法上的見解 

1、一定的交易領域 

本案中針對國際通信領域、長途通信領域以及行動通信領域，都可判斷

一定交易領域的條件成立。另就行動通信領域而言，全國分九個區域（blocks）

皆經主管機關認可（核備），業者在各區域內進行事業活動，故行動通信領

域以各個區域為檢討對象。 

2、對競爭的影響 

綜合考量以下情事，可判斷本案的合併，在 1 所畫定的任何交易領域中

皆未對競爭產生實質的限制。 

（1）國際通信領域 

因當事者之中，KDD為電信自由化之前唯一的國際通信業者，目前在

國際通信領域中仍占有很高的市場占有率，該公司在國際通信領域中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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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60％的市場占有率，為市場中最大的公司。 

惟本案合併後其市占率僅微幅增加，且市場上存在多家國際性總合

業者所出資的競爭業者。又國際通信領域中，隨著新業者的參進市場，價

格競爭活潑進行，使得通話費逐次大幅下跌。即使在最近，繼續有包括外

資系業者在內的新業者參進，市場競爭持續進行中。 

此外，國內電信領域中，某一極為有力的電信集團成員參進國際通

信領域中，雖該公司在目前方才參進市場，但考慮該集團在國內電信領域

中的地位，可判斷該公司應有很高的競爭力，今後將成為該領域中有力的

競爭者。 

另隨著「公專公」
1
的解禁，第二種電信事業的參進將形成競爭壓力。 

（2）長途通信領域 

當事公司在長途通信領域之市場占有率約 20％左右，為業界第 2

位；但同市場中存在複數有力的競爭者，其中最大業者的市場占有率超過

60％。在長途通信市場中，價格競爭一直持續進行著，最近因有力業者的

參進，競爭仍應會持續下去。 

（3）行動通信領域  

因本合併案，當事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在關東區域超過 25％，在東

海區域超過 30％，皆居於該區域之第二位。但兩區域中，存在複數有力

的競爭者，其中最大業者的市場占有率超過 50％。此外，在行動通信領

域中，除價格競爭相當活潑外，最近非價格競爭之技術，附加價值等方面

的競爭也相當活潑。 

 

                                                
1 日本過去禁止以專用電信網路連接不同公眾網路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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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0年 NTT communications取得 JSAT之部份股份 

（一）本案概要 

1、討論之概要 

本案之內容為 NTT communications（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NTT-C」）

將本身所持有之衛星二機讓渡予經營衛星通信事業之 JSAT（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JSAT」），同時出資取得該公司 18.6％之股權。 

2、衛星通信市場之概要 

A. 衛星通信事業為第一種電信事業中，以通信衛星設定通信回線，提供顧客

專用線路，同時，以搭載於通信衛星上之電波中繼器（transponder）將

地面電台（送信電台）所傳之電波增幅，再傳送至地面電台（受信電台）。 

第一種電信業者在國內服務所使用的靜止衛星，1999年末有 10 機（JSAT5

機、NTT-C2機、競爭業者 3機）。 

B. 打新衛星上軌道時，衛星的軌道位置，必需進行國際調整。2000 年隨電

波法的修正，包含後繼機執照的申請，當同軌道位置、頻率有多家電信業

者同時申請執照時，必須基於手續的透明性及電波的有效利用等觀點來進

行比較審查。 

（二）獨占禁止法上的見解 

1、一定的交易領域 

本案中，衛星專用服務與地面專用線服務，有以下幾點差異，以衛星提

供國內專用線服務，可判斷形成一定的交易領域。 

 衛星專用服務因具有同報性
2
，與地面網之專用線服務特徵不同。 

                                                
2 衛星通信特徵之一，以一次的信號發送即可使 cover area 內的所有地點均接收到相同

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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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專用服務的用戶必需設置地面台等特別設備。 

 衛星專用服務與地面專用線資費結構不同。 

 衛星專用服務，隨衛星之軌道位置及照射範圍不同，可區分為國內通信導

向與國際通信導向兩類。 

2、對競爭的影響 

（1）競爭業者 

NTT-C 目前擁有二機衛星於公司內部使用，利用該衛星提供服務時，可

能成為有力的競爭單位。由於本案行為的影響，以衛星提供國內專用服務

的競爭單位，將只剩 JSAT與競爭業者兩家。 

（2）鄰接市場所產生之競爭壓力 

雖然在資費體系以及同報性上存在差異性，但以地面網提供專用線服

務，與衛星專線服務可做相同用途使用，由於今後地面網中，光纖的敷設、

技術的進步，可以預期價格將會下跌，對衛星專用服務應會產生一定程度

的壓力。 

（3）總合的事業能力 

在地面網專用線服務市場中擁有壓倒性地位的 NTT-C，隨本案之行為，

JSAT 在衛星通信領域中所擁有的衛星數將占全國的 2/3，而 NTT-C 本身亦

將持有 JSAT 18.6％的股份，這將使得 NTT-C 的地面網與 JSAT 的衛星網更

容易組合，將大大提高 JSAT 的總合事業經營能力。 

3、問題點的指摘及當事公司的因應 

公正取引委員會指出，當事公司因本案行為使得 JSAT 之總合事業能力

提升，有可能對衛星國內專用服務市場競爭造成實質的限制。對此，當事公

司提出以下之措施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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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TT-C與 JSAT之間所進行的交易，會以與其他衛星通信業者之交易，公平

且適切的條件來進行。 

（2）JSAT不會利用 NTT-C的購買力來共同採購物資。 

（3）NTT-C不會利用其本身之販賣力不當補助 JSAT之營業活動。 

（4）NTT-C 與 JSAT 不會進行銷廣告，JSAT 於廣告時亦不會使用 NTT-C 之 logo

等利用 NTT-C之廣告宣傳效力。 

4、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判斷 

如當事公司依所提出之措施來防止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則判斷本

案行為在 1所畫定的一定的交易領域內不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限制。 

 

三、2005年 KDDI與 POWEREDCOM之合併 

（一）本案之概要 

本案為電信事業之KDDI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KDDI）與同行業之POWEREDCOM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PWD），為強化法人數據通信領域之營業力，而計畫行合

併。本案關係法條為獨占禁止法第 15條。 

（二）一定的交易領域 

1、製品或服務之概要 

電信服務大致可分類為：音聲傳輸、專用（線）服務、數據傳輸、及其

他服務（電報）。其中，法人導向之數據傳輸服務，係由專用（線）服務、

數據傳輸（Frame-relay、IP-VPN、廣域 LAN、Internet VPN）及數據中心服

務 (Data Center Service) 所構成。 

服務名稱 服務概要 安全性 
數據傳輸 

遲延 

價格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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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線)服務 以一條專線連接少數

據點，形成之網路服務 

專用，故無問題 專用，故無遲延 100 萬 

日 圓

左右 

W 

A 

N 

Frame relay 將 data 分割為稱為

frame 之 packet 後傳輸

的舊型服務 

傳輸路部分為

專用，故無問題 

共用部分或有

遲延，仍可保證

一定的速度 

50 萬 

IP-VPN 在複數據點之間以

carrier 所擁有的封閉

型區域網路連結所形

成的網路服務 

使用通信業者

的閉域網路，故

可確保安全性 

網 內 遲 延 存

在，但可保證一

定的速度 

25 萬 

左右 

廣域 LAN 向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Internet VPN 複數據點間以 Internet

（公共線路）連結所形

成的網路服務 

用戶需自備因

應安全問題之

設備 

公眾網路，故有

遲延 best effort 

 

Data Center  

Service 

出租 SPACE 以做為網

路據點之服務 

－ － － 

2、一定交易領域的畫定 

當事公司之間所競合的法人導向數據傳輸服務，係指所有法人導向數據

服務扣除 frame relay後之專用（線）服務，即 IP-VPN、廣域 LAN、Internet 

VPN及 data center service。 

這些服務項目中，除 data center service 外，其他各項由 data 傳輸

的角度來看，並無差異。但對想要將複數據點之間以具安全性網路連結來構

成服務的使用者而言，IP-VPN與廣域 LAN 服務兩者皆可發揮其原本機能，且

提供之價格亦無太大差異。此外，使用者在 IP-VPN與廣域 LAN 之間進行服務

選擇的狀況亦可明確判認。由以上兩點，基本上兩種服務可認定為相同市場。 

對於選擇 IP-VPN 或廣域 LAN 的使用者而言，由以專用線連結複數據點

所需的成本大小來看，可知其與專用線之間的替代性相當低，因此，IP-VPN

與廣域 LAN 兩者與專用（線）服務應分屬不同的市場。專用（線）服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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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據點數很少，也常為要求確保高度安全性與速度的使用者所選擇。 

其次，即使以 Internet VPN 為網路，亦可連結複數據點，提供服務。

隨著寬頻化的發展，Internet VPN 與 IP-VPN 及廣域 LAN 之間存在某種程度

的替代性亦可認同。但因使用公眾網在安全性上的疑慮，以及 best effort

型僅能盡最大可能來維持傳輸速度的特性，形成傳輸速度未獲保證等品質上

的問題，使得選擇 Internet VPN的使用者在目前仍然有限，因此 Internet VPN

與 IP-VPN及廣域 LAN應分屬不同市場。 

因此，就一定的交易領域而言，可判斷為以下四個市場：(1)專用（線）

服務，(2)WAN服務（IP-VPN及 廣域 LAN），(3)Internet VPN，(4)data center 

service。 

其次，包含當事公司在內，提供法人導向數據傳輸服務的業者當中，有

很多係以全日本為事業經營區域，一般而言，服務特性上並無其他特別的差

異存在，故地理上的範圍，以日本全國為範圍畫定之。 

（三）本案中企業結合對競爭所產生的影響檢討 

1、有必要檢討之領域 

上述（二）之 2中所畫分的交易領域中，(1)專用（線）服務（整合後當

事公司之市占率約 1％，第 4 位），(2)WAN服務市場（約 25％，第二位），

(3)Internet VPN（約 15％，第 2 位），及(4)data center service（約 10

％，第 4 位），在本次合併後，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占率及順位均相當低，經

判斷無檢討的必要，故將審查重點，置於整合後市占率約 25％，第 2 位之(2) 

WAN服務市場。 

2、WAN服務之檢討 

（1）市場狀況 

在本案行為後，WAN 服務市場中，當市公司合算市占率及 HHI 分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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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WAN服務 

順位 公司名 線路數市場率 

1 

2 

3 

4 

5 

(2) 

A 公司 

B 公司 

KDDI 

PWD 

其  他 

當事公司合計 

合  計 

約 40％ 

約 20％ 

約 20％ 

約 5％ 

約 15％ 

約 25％ 

100％ 

 HHI 整合後 

HHI 增加值 

約 2,800 

約 250 

（2）有力競爭業者的存在 

WAN 服務中，行為後當事公司合計市占率約為 25％，居第 2 位。有力

的競爭業者有Ａ公司（約 40％）、B公司（約 20％）等市占率 10％以上的

公司多家並存。 

（3）使用者的價格交涉能力 

各項服務在不同業者間品質差異不大，使用者可與任何一家業者交

易，在估算價格，及附加服務後，選擇交易對象。 

（4）鄰接市場的競爭壓力 

近年來隨著寬頻化的進展，Internet 的使用逐漸擴大，Internet VPN

的使用者逐年增加。即使安全品質下降，因成本考慮，建構低價網路的使

用者，多選擇 Internet VPN。依此可認定，低價的 Internet VPN 為 WAN

服務市場的鄰接市場，會產生競爭壓力。 

（四）獨占禁止法上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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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單獨行動對競爭所產生的實質限制 

因有力競爭者存在，使用者價格交涉力強，鄰接市場的競爭壓力也可預

測，因此可判斷，當事公司單獨的行動，對一定交易領域內的競爭，不會產

生實質的限制。 

2、因協調行動對競爭所產生的實質限制 

由於使用者的價格交涉力與鄰接市場的競爭壓力存在，因此可判斷當事

公司與競爭業者的協調行動，在一定交易領域內的競爭不會產生實質的限制。 

（五）結論 

由以上狀況判斷，本案之行為對於（二）之 2 中所畫定之一定交易領

域中的競爭，不會產生實質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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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法制研究 

    美國各種通訊傳播平台的蓬勃發展造成各業務市場彼此間的高度競爭，因此

為了提高事業的競爭力，全球大幅度跨業經營的匯流現象最早便發生在美國電信

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之間
3
。故在探討美國法制時，最貼切與最全貌的方式便是

從美國 FCC對通訊傳播產業結合個案的准駁與否為觀察。FCC長期所累積的經驗

後而歸納出的判斷指標與流程，實值得台灣主管機關就未來通訊傳播產業的結合

提供參考的方向。 

    本研究案中，將挑選四個美國通訊傳播事業結合案例，並從 FCC對每個案例

的流程及審查重點中，分析我國通訊傳播產業結合規範中應有的檢視程序及實質

性審酌因素。至於每個案例的挑選，則是分別從不同業務、角度加以考量：1. 固

網市場主導者間結合(附條件允許 AT&T與 BellSouth)；2.第五大及第三大行動

電話事業間結合(允許 Nextel與 Sprint)；3.前二大衛星電視事業間結合 (否准

EchoStar與 DirecTV)；4.頻道與廣電事業之垂直結合(允許 News Group與

Liberty Media)。 

 

第一節 美國通訊傳播市場概況 

一、美國電信市場現況 

1984年 AT&T解體後，分為 7 家地區性貝爾運營商(RBOC)和一家 AT&T 長途

電話公司。這 7 家地區性貝爾運營商隨著時空轉變逐漸併為 4家，分別為

                                                
3 美國對於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的管制歷程，早在  28 年前即已開始，源自於  

1970 年，聯邦傳播委員會  (FCC) 首先頒行跨業經營禁令，禁止區域性電話公司在電

信服務區域內跨業經營有線電視，相關探討請見張美滿，美國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

業經營管制之研究，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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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zion、SBC、BellSouth與 Qwest
4
。但從 2000 年開始，由於 GSM、CDMA等新

興無線通訊技術的興起及地區性電話公司不斷侵入長途電話市場，使得 AT&T與

另家長途電話公司 MCI營運績效不如以往，自此開啟了固網與行動間之合併風

潮。 

首先在固網部分，在 2005年 11月，以美國西南部為經營區的西南貝爾(SBC)

以 160億美元併購其原來的母公司 AT&T，存續公司雖為 SBC，但鑒於 AT&T 的全

球知名度，存續公司即更名為 AT&T。而新的 AT&T又旋於 2006年 3月宣布以 670

億美元收購以南部 9 個州為經營區的南方貝爾公司(BellSouth)。AT&T與

BellSouth的結合案也使得原先其各擁有 60％及 40％各行動電話營運商

Cingular Wireless的股權得以整合。 

而在重要的行動電話結合案方面，首先是 Cingular Wireless 於 2004 年以

410億美元併購 AT&T Wireless。接著同年年底時，美國第三大行動電信 Sprint

又以 350億美元併購第五大的 Nextel。依據資策會 MIC 於 2008年 4月發布的報

告
5
，目前美國主要的行動電話事業市占率如下： 

 Cingular Verizon Wireless Sprint Nextel T-Mobile Others 
2006 26.9％ 26.0％ 23.4％ 11.0％ 12.7％ 

2007 27.7％ 26.0％ 21.4％ 11.4％ 13.5％ 

其中復因部分行動電話事業已與固網事業整合，因此美國前三大通訊服務集

團如下圖
6
： 

                                                
4 J.Y.，AT&T 與 MCI 走入歷史  IP 造成電信版圖的分久必合，新通訊元件雜誌，第 50

期，2005 年 4 月號。新通訊元件雜誌：

http://www.2cm.com.tw/markettrend_content.asp?sn=0701010404 （最後點閱時間：2008

年 10 月 31 日）。  
5 陳釧搖，Verizon Wireless 推出吃到飽語音方案之策略意涵與影響， ITIS 智網：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64F752F8EEEDFD2D4825742F0020

85D0 (最後點閱時間：2008 年 7 月 2 日) 。  
6 美國最新電信市場版圖，可參考郭家蓉，從 AT&T 併購 BellSouth 看美國電信產業版

圖移轉， ITIS 智網：

http://www.2cm.com.tw/markettrend_content.asp?sn=0701010404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64F752F8EEEDFD2D4825742F002085D0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64F752F8EEEDFD2D4825742F002085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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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多頻道節目播送平台市場概況 

美國付費電視服務市場主要是由多頻道節目播送平台事業（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 Distributor，以下簡稱 MVPD）提供付費電視節目服務。其依照

使用平台的不同，可分為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SO)、衛星廣播服務(DBS)事

業、無線廣播業者等。目前最大的 MVPD業者則為 MSO。從美國 2006 年公佈的 MVPD

報告可知，目前美國七大 MSO的前五名為 Comcast、時代華納、Cox、Cablevision、

Advance/Newhouse，約占了 73％，他們亦掌握了以衛星傳播的全國性節目頻道

擁有權，包括了 57 個全國性節目頻道與一個或是多個有線電視系統商有垂直整

合關係
7
。 

至於 DBS事業，就訂戶的普及率上，最初發生主要是在農村及小型市場中，

自 2001起，DBS的普及呈現快速的成長，包含都會衛星區、都會區。而 DBS 的

普及率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沒有提供進階服務，如數位有線電視、有線寬頻服

務、電話服務的地區則超過 36％。目前 DirecTV是最大的 DBS提供商，在 2005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F72A19C38DEE88824825719D0012

0633（最後點閱時間：2008 年 8 月 1 日）。  
7 徐子明，美國 MSO 垂直整合佈局現況分析（上）， ITIS 智網：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screen?rptidno=C3D90BAB7BD4150548256F2E0025A73

C（最後點閱時間：2008 年 8 月 3 日）。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F72A19C38DEE88824825719D00120633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F72A19C38DEE88824825719D00120633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screen?rptidno=C3D90BAB7BD4150548256F2E0025A73C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screen?rptidno=C3D90BAB7BD4150548256F2E0025A7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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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時已提供 1467萬名用戶服務。EchoStar則是第二大的 DBS提供者，在 2005

年六月底時約有 1145萬名用戶。二者用戶共約有 2612萬戶，約佔 MVPD27.7％。 

 

第二節 FCC與司法部就通訊傳播事業結合審查分工與流程 

一、美國司法部 

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依據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7條規定，即任何結

合案不得實質減少市場上之競爭而審視每件電信合併案。惟司法部的檢視僅侷限

在結合是否會有導致潛在競爭效果的影響，而不得去參酌諸如國家安全、法律執

行或是其他公共利益的因素。 

    司法部執行結合管制的主要依據為克萊登法第7條及第7A條，採「事前申報

（notification）異議制」，依照第7A條規定，結合事業之規模如達到一定數字

時，應事先向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申報結合，在其核准前，該結合不得實施

8
。 

 

二、FCC 

FCC係依照通訊法第 214(a)條及 310(d)條規定，判定結合案是否符合公共

利益、便利與必要。在決定前，FCC首先須先評估本結合案是否符合通訊法或相

關行政規則中的特定條款規定，如果皆未違反時，FCC才評估結合是否將會傷害

通訊法中的政策目標而導致公共利益受損。此時，申請人將負有舉證責任證明該

結合案滿足公共利益，如無法說服 FCC，FCC有權對此再召開聽證。 

FCC衡量的公共利益包括了通訊法的廣泛政策目標，例如促進或保護相關市

                                                
8 沈麗玉，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 -兼論公平交易法之最新修正，公平交易季刊第 11 卷

第 1 期，頁 62 以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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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競爭、加速私部門對於先進服務的建設、新服務的推出、確保頻率執照取得

者的多元等。 

在決定結合的競爭影響上，FCC 將採取但不限於傳統意涵的競爭法原則。因

此，儘管 FCC與 DOJ各自有獨立的權限去調查此合併案，但兩者所採取的標準並

不需要一致。誠如上述，DOJ之法規依據是克萊頓法第七條實質不得減少競爭之

規定，但 FCC則係以符合公共利益為考量。在通訊產業中，競爭狀態並不只是由

競爭法規則來形塑，還包括規範業者間互動的法規政策。因此 FCC在衡量結合的

競爭影響時，亦會將焦點集中在加速消除相關市場中的具有顯著市場力量之事業

及未來的競爭狀況。FCC有權施加或執行特定量身訂做、與特定交易相關的條

件，滿足公共利益之立法要求，而此條件的施加亦僅是為了矯正該交易可能產生

的傷害。 

 

三、流程 

 
                         審查是否符合克萊頓法第 7 條 

 
                                                  1.結構分析 

                                                            2.行為分析 

 
                          
 
 

四、潛在公共利益傷害分析架構 

依照 FCC的先例，首先將先對結合的事業進行結合後的結構分析。此必須先

定義相關產品市場以及相關地理市場，在界定出特定市場後再指出該市場的參與

者，並檢視市場集中度以及該結合對於集中度的影響。此外亦須考量，是否存在

新進競爭者有意願進入市場，而減少結合可能產生的價格上漲。 

當

事

人

申

請 

DOJ 

FCC 

潛在公共利益傷害分析 

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准
駁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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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結構分析後若發現該結合具有反競爭效果，FCC 則會再分析結合後事業

之行為，以更進一步了解結合可能影響的競爭行為。行為分析則以結合後特定市

場中的水平效果(horizontal effects)及垂直效果(vertical effects)作檢驗。

前者又包括結合後事業的單邊行為(unilateral actions)或整體市場參與者的

共謀行為(coordinated interaction)。後者則是檢驗參與結合的事業是否可因

此結合而增加或提高其對於其他競爭者生產要素為差別待遇的能力或誘因。 

 

五、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架構 

除了上述因結合而可能造成的潛在傷害分析外，FCC 也會考量結合是否有可

能產生可被證實的公共利益。在此分析架構上，FCC 認為此須由申請人負舉證責

任，例如該結合後所提升的效率、事業競爭力提升、價格下降、更好的品質或是

新興的服務或產品等公共利益。此外，結合後的公共利益尚須滿足下列條件： 

（一）該利益必須是因由結合案所引起，而無法利用其他方式達成。 

（二）此利益必須是可以驗證。且依照 FCC之前的觀點，此利益必須涵蓋需要計

算達成此利益所需的成本。若無法被驗證的利益或是在未來才會發生的利

益，則應不予考量。 

（三）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的減少更能顯示該利益的存在。 

最後，FCC採取滑動尺寸理論(sliding scale approach)檢視每項利益主

張。在此理論下，如果潛在的危害出現具可能性及實質性時，申請人對於其因結

合所生之利益主張也必須有更高程度及更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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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T&T與 BellSouth結合案之分析 

一、本案事實背景
9
 

（一）當事人介紹 

BellSouth集團是美國東南區最大的通訊服務提供業者，總部設在亞特蘭

大。在該集團下共有三大事業體：(1)有線通訊事業體 (2)無線通訊事業體 (3)

廣告及出版事業體。 

1、有線通訊事業體部分：其業務包括了地方電話服務、網路接取服務、經營區

內長途電話(intraLATA long distance)和國際電話等服務。其服務對象包括

了上游的其他電信事業以及一般大眾。 

2、無線通訊事業體部分：BellSouth擁有 Cingular 的 40％所有權。BellSouth

將其地區電話服務、長途、xDSL或是所經銷的衛星電視服務(2004 年後)，與

該無線部門之通信服務合併推出組合式服務(bundled service)。 

3、廣告及出版事業部分：此與本案無關聯，故不敘述。 

 

AT&T是則是位於德拉瓦州的公司，其提供電信服務的對象包括了一般大眾

及其他電信服務提供者，例如地區電話服務、無線通訊、長途電話、數據服務、

電信設備、批發傳輸服務等。此外其於 2004 年也開始透過與 EchoStar 的契約，

提供衛星電視服務(共同推廣 EchoStar品牌，但 AT&T 只賺取佣金)。同樣的，AT&T

對於 Cingular也有 60％的經濟利益(economic interest)以及 50％的投票權。 

                                                
9
Ｓee In the Matter of AT&T Inc. and BellSouth Corporati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Control, WC 

Docket No. 06-74, FCC Website: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achmatch/FCC-06-189A1.pdf（最後點閱時間：2008年5月2

日）。 

 

http://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achmatch/FCC-06-189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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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過程 

2006年 3月，AT&T向 BellSouth提出結合計畫並達成協議，BellSouth 雖

然繼續存續，但將成為 AT&T的子公司，此外 AT&T將取得 100％的 Cingular 控

制權。2006年 3月 31日，當事人 BellSouth與 AT&T 依據 1934年通訊法第 214

與 310(d)條共同向 FCC提出了此結合申請案，在 2006年 4月 19 日，FCC 有線競

爭部門發布了公共徵詢文件，在經過了 25個事業團體的意見回覆後，FCC 有線

競爭部門與國際部門另外於 2006年 6月 23日要求當事人提供補充資料。在當事

人針對 FCC所疑慮之事項自願提出特定承諾後，最後 FCC 於 2006年 12 月通過此

案。 

 

二、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因為 AT&T與 BellSouth在各種服務與各種顧客群中存在著競爭關係，故 FCC

認為在此結合案中的准駁判斷上應考量潛在水平競爭效果。此外，AT&T與

BellSouth也提供了關鍵的上游生產要素予其他各種通訊服務業者，因此有必要

探討其垂直競爭效果。綜上，在本案中 FCC對於此結合案的競爭效果，集中在下

列五項業務探討：(1)特別接取競爭(special access competition)；(2)零售企

業市場競爭(retail enterprise competition)；(3)大眾市場語音競爭(mass 

market voice competition)；(4) 大眾市場網路接取競爭(mass market Internet 

competition)；(5)國際骨幹網路競爭(Internet backbone competition)；(6)

國際業務競爭(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而針對各項業務的探討，本文以

下擬將先簡單介紹 FCC對競爭影響的摘要分析，而後從我國所關注的如何促進通

訊傳播匯流面向，挑選相關業務加以探討： 

（一）本案涉及之業務競爭分析初步結論： 

FCC對於結合案的競爭效果，集中在下列重點服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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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別接取批發市場競爭(Wholesale special access competition) 

從當事人提供的記錄顯示，AT&T只有在少部分的 BellSouth營業區域中

有提供此服務而使兩者構成競爭關係，且由於其他競爭事業並不易於進入這

些營業區域提供特別接取服務，故此結合案將有可能在「第一類特別接取批

發服務」(Type 1)的市場中產生反競爭效果，惟此部分已藉由 AT&T的承諾而

予以矯正。至於「第二類特別接取批發服務」(Type 2)則因為市場上尚有足

夠競爭者，故此結合對此市場的競爭並不產生影響。 

2、零售企業市場競爭 

雖然本案當事人目前在企業用戶間彼此具有競爭關係，但中大型企業通

常為具專業性且高使用量的通訊服務使用者，且市場上仍有許多其他競爭者

存在，故市場上的競爭秩序不受影響。至於小企業用戶的市場，由於 AT&T

之前便持續在 BellSouth經營區內退出此市場，故不影響此結合案後的市場

變化。 

3、大眾語音市場競爭 

不論是BellSouth或AT&T在其各自經營區域外從事此業務時，並未具有顯

著或潛在的影響力，因此當事人在對方的經營區內，也未有運用顯著競爭壓

力(significant competitive pressure)的狀況。此外，FCC注意到運用其他

技術提供相同服務的競爭者已快速成長，例如有線電視業者推出的纜線電話

(cable telephony)在大眾語音市場已經逐漸具有顯著的抗衡力量，故此結合

案並不會在此業務上帶來反競爭的影響。 

4、大眾網路接取市場競爭 

因為兩家在其經營區外並未有顯著程度的網路接取服務提供，故結合後

未有水平壟斷之效果。 

5、國際骨幹網路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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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紀錄，FCC 認為第一層(Tier1)的骨幹網路市場因為市場占有率及其

他因素並不容易傾向獨占或雙重獨占，且從目前該市場仍存有許多競爭者角

度來看，當事人之結合亦不會增加其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的誘因。 

6、國際競爭並不存有反競爭效果。 

（二）與本計畫有關之業務競爭狀況分析 

從本案中可發現 FCC對於結合後的特別接取批發服務存有高度的反競爭疑

慮，故藉由完整描述 FCC 對當事人結合後對於此業務的利弊分析，對於本研究應

有相當之幫助。此外，本計畫研究主題既然在於通訊傳播匯流後的跨平台結合應

有規範，故在相關業務選取上將包括特別接取批發服務、涉及不同技術提供的大

眾語音業務，以及提供跨平台服務基礎的寬頻網路接取市場與。 

1、特別接取批發服務之競爭 

此服務類似於我國的專線業務，主要係提供新進電信業者在欠缺最後一

哩時可以租用該特別接取網路以提供企業用戶零售服務，或是作為連結兩電

信事業間網路之用。FCC除發現 AT&T在 BellSouth的經營區內亦有提供此服

務而兩者具有競爭關係外，且在該區域中，主要僅有 BellSouth與 AT&T有能

力將線路直接鋪建至建築物中，因此結合後將會因競爭者由兩家減為一家而

減少市場的競爭狀態。惟 AT&T隨後自願賣出該區域內部分建築物的設施使用

權(IRU; indefeasible right of use)，使其他競爭者可藉此 IRU提供特別

接取服務，FCC認為此將可以有效的減少潛在的傷害。 

（1）相關產品市場 

FCC認為此特別接取批發服務包括了兩個獨立的相關產品市場，即

Type1與 Type2 的接取服務。前者是完全由單一事業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包

括用戶迴路及中繼網路；後者則是由兩家事業所組合，由其中一家提供用

戶迴路，另一家提供中繼網路部分。FCC發現許多特別接取批發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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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會因為可靠性、價格、品質而優先考量 Type1的方式，而這樣的差異

確實使兩者成為不同的產品市場。 

（2）相關地理市場 

FCC認為相關地理市場應取決於特定客戶的位置，因為客戶不可能僅因

微幅但顯著而非短暫的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而更動其辦公室位置。為了簡化此分析，FCC

傳統上係將面臨相同競爭選擇的客戶予以合併認定相關地理市場。然而，

FCC基於BellSouth在某些都會統計範圍(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的特別接取批發服務業務已經取得第二層價格彈性(phase 2 pricing 

flexibility)許可，使得其價格將會因都市統計範圍的不同而有變化，故

會以更寬廣的範圍作為地理市場的界定。 

（3）市場參予者 

FCC從紀錄認為並無法清楚指出個別建築物是否僅有一家或更多家的

業者可提供服務。 

（4）競爭分析 

依照之前慣例，FCC將分別就結合案對於其經營區內及經營區外進行競

爭效果探討。惟由於 BellSouth並未在其經營區外或是在 AT&T的經營區內

提供 Type1的特別接取批發服務，所以此結合案並不會影響在 AT&T經營區

內的反競爭效果，因此 FCC 將僅就 BellSouth經營區內的競爭狀況進行分

析。 

A. 水平效果： 

a. 單邊效應： 

從當事人提供的資料可知在 Type1的接取服務部分，AT&T 在

BellSouth經營區內直接連結的建築物有 317棟。根據這些資料，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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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中 31棟係僅能由 BellSouth與 AT&T提供服務，而其他競爭

者並無法提供服務。因此許多利害關係人批評此結合將導致特別接

取批發服務的價格調漲，且上述 31 棟建築物將受到潛在的競爭傷

害。但因為 AT&T 自願承諾售出這些大樓的設施使用權，讓其他新進

固網業者有進入提供服務的機會，故 FCC 認為此舉將可減少結合所

造成的傷害。 

至於 Type2的接取服務部分，利害關係人認為結合後，AT&T在

BellSouth經營區內從事此業務有三項優勢：(1)AT&T 可以從

BellSouth得到用戶迴路的特別優惠；(2)AT&T 有更為綿密的光纖網

路使其得以將服務到達更多商用建築物；(3) AT&T取得既有固網業

者的身分，將使得 AT&T在鄰近的地區中對於企業客戶推出特別接取

服務時，將會比其他新進固網業者更有優勢。但 FCC對三項優勢並

不認同，並認為(1)目前並無證據顯示 AT&T取得其他競爭者所沒有

的折扣優惠，BellSouth任何的折扣計畫對於所有新舊固網業者都一

體適用；(2)從證據顯示其他競爭者的光纖網路布建可與 AT&T 相競

爭；(3)當其他新進固網業者嘗試進入新的地理市場時，往往會先從

高集中度之地區開始推展，從紀錄顯示既有固網業者在本身經營區

之外的地區也是如此。而既有固網業者於經營區外的高集中度地區

推展服務時所遇到的問題與新進固網業者相同。既然 AT&T在

BellSouth經營區內所經營的特別接取批發業務並非屬於 AT&T 原來

的經營區，也將有同樣的問題而不具特別優勢。 

總結來說，由於新進固網業者可以運用它們現存的共置設備以

及購買特別接取服務的網路元件提供此業務，且在 BellSouth 經營

區內，其他新進固網業者全體合計將有比 AT&T 更多的光纖線路與共

置點，因此 AT&T退出 Type2的批發接取服務經營並不會產生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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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改變或是影響服務提供，不會有反競爭的效果。 

b. 共謀效應： 

事業間交互影響的可能性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彼此間達成默

示同意的難易性、廠商間欺騙的誘因以及其他事業發現或是處罰對

方欺騙的能力。但因為不論是購買 Type1或 Type2的特別接取批發

服務的事業都是比較精明的顧客，且往往係以投標形式或是個別溝

通契約內容，並簽訂長期契約，因此都使得此結合案在 BellSouth

經營區內並不會導致默示勾結或是其他交互影響。 

c. 相互抑制(mutual forbearance)： 

有利害關係者認為結合後，當事人與 Verizon將很有可能協議

在這項業務上互不競爭，雖然 FCC 承認此可能性的存在，但卻不認

為此會減少 Verizon 經營區內的市場競爭。AT&T 已經投資了幾百萬

美金從事包括在 Verizon經營區內的全國性網路建設，為了投資的

回收，可以合理期待 AT&T將有強烈的誘因去充分利用其資產。更甚

者，FCC也找不出證據證明在 Verizon 經營區的競爭會與 BellSouth

經營區的競爭會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正如在 BellSouth 經營區內存

在許多的新進固網事業在結合後仍會提供特別接取服務，並無理由

懷疑 Verizon經營區內不會亦有其他競爭者提供此服務。故即便兩

者相互不競爭，但仍會有其他競爭者提供此等服務。 

B. 垂直效果： 

BellSouth已為垂直整合的電信服務提供者，結合並不會造成申請

者更有誘因去從事差別待遇。且如果既有固網業者有誘因或能力在現行

法規下於特別接取服務元件的使用上歧視其他競爭者，這樣的疑慮比較

適合依賴修改現行法規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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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的矯正方式：在 AT&T自願承諾特定事項後，FCC 認為無需再為其他矯

正措施。 

 

2、大眾語音市場競爭  

（1）相關產品市場 

根據之前FCC處理結合案的先例，FCC在大眾語音市場的部份將依照接

取(access)以及使用(usage)的需求而界定了三個相關產品市場作為分 

析，分為地區電話(local service)、長途電話服務、地區及長途電話組合

式服務。 

在地區電話服務部分，根據資料顯示，此業務的提供不只包括了固網

業者提供的固網電話服務，尚包括了有硬體設施為基礎的網路電話

(VOIP)、有線電視電話等可被認為取代一般電話的服務，此外紀錄也顯示

了在特定族群者中，亦有將行動電話作為固網電話的替代方式。 

FCC在此對於 VOIP服務分類有較詳細的敘述，認為 VOIP 可分為(1)以

設施為基礎的 VOIP服務，提供此種服務的事業可以控制用戶端至該事業網

路機房間的最後一哩設施；(2)虛擬(over-the-top)的 VOIP服務，例如利

用 Skype等軟體於上網後始進行通信。後者並無證據顯示其可以作為有線

電話的替代服務。 

此外，FCC認為越來越多的使用者使用行動電話作為日常通信之用，也

將使得接取地區電話有多一項選擇。但因目前使用固網電話的用戶可以繳

交一定金額而享受無限時間的通話，此將使得其每分鐘通話成本費用趨近

於零，而行動電話卻每分鐘仍要收取固定的費用，故仍有使用上的差異。

然而資料顯示有 6％的人選擇以行動電話取代固網電話，相關研究也發現有

越來越多比例的家庭將會僅以行動電話作為通訊方式，甚至連當事人 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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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ellSouth也為了因應此趨勢而調整市場發展、研究及公司策略。因此

在用戶僅以行動電話作為替代方式的程度下，FCC認為應該將此部分的行動

電話服務也列為相關產品市場。 

最後在組合式服務部分，FCC相信從許多面向都可看出有必要將組合式

服務獨立為另一市場，例如當事人在市場行銷及價格策略上都鼓勵其用戶

訂購組合式服務，證據也顯示越來越多的跨平台服務(intermodal)競爭發

生在固網電話服務與其他平台服務(如VOIP或行動電話)，而這些服務往往

被提供為地區及長途電話組合式服務。因此這些組合式服務並非單純地與

地區或長途電話競爭，而是與其他類型的組合式服務競爭，故不應列為此

部分的相關產品市場。 

（2）相關地理市場 

此部分是以消費者的位置作為界定。亦即將面臨相同競爭服務的消費

者位置加總，以定出地理市場。 

（3）市場參與者包括 

新進固網業者、長途電話提供者、VOIP業者、有線電視服務提供者、

行動電話業者。 

（4）競爭分析 

A. 水平效果: 

a. 單邊效應： 

FCC認為在結合案後，BellSouth經營區內的市場集中度將變

高，但從AT&T擬將在BellSouth經營區以外之地區停止提供相關服

務，且跨平台服務競爭者成長快速，故AT&T在大眾市場並非仍具有

顯著之地位，而在BellSouth經營區內該結合仍不會產生反競爭效

果。於於同樣的邏輯，FCC也認為BellSouth在AT&T的經營區內也不



 

 76 

會是該市場上具顯著地位的競爭者。 

b. 共謀效應： 

由於 AT&T與 BellSouth在自身經營區外皆非具有顯著市場地位

的事業，故並無跡象顯示結合後將會增加兩事業進行共謀行為的可

能性。此外組合式服務日漸興盛的趨勢也代表著事業間將面臨更多

複雜且多元化的地區電話及長途電話服務提供，此將減少事業間進

行共謀行為的可能性，尤其是價格的協議。 

B. 垂直效果:此部分之分析同批發特別接取服務市場。 

3、大眾網路接取市場競爭  

（1）相關市場：FCC依照之前慣例，將相關產品市場部分僅界定在寬頻上網服

務，至於相關地理市場則限於當地。 

（2）競爭分析： 

A. 水平效果： 

從紀錄顯示AT&T與BellSouth皆未在其經營區外從事此業務，故FCC

認為結合並不存在水平效果。 

B. 垂直效果： 

許多利害關係人認為在垂直整合後，將會使當事人有誘因透過(a)

阻擋使用者接取；(b)延宕使用者網路接取；(c)要求使用者負擔更多費

用，而限制使用者在網路上接取與寬頻上網服務事業不具有從屬關係的

內容或應用服務。FCC則相信目前市場上已存有相當之競爭，而健全的

競爭將可以限制事業去從事反競爭行為，且使用者可以在其連結特定內

容遇到阻擋時選擇轉換寬頻上網服務業者。尤其是有線電視業者在寬頻

上網市場部分亦占有大多數營收，消費者除了電信事業外也存在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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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選擇。此外從紀錄亦無法顯示當事人曾經有意要阻擋網頁內容、服

務或其他高速網路平台之應用。故若以後真有此行為，受影響之團體可

再向FCC提出申訴。 

 

三、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FCC認為此結合案將能帶來下列的公共利益，包括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增加

多頻道影視節目傳送(MVPD)的競爭、國家安全、政府服務、Cingular所有權的單

一垂直整合的效益、範疇經濟與規模經濟、成本節省，分述如下： 

（一）加速寬頻網路布建：在1996電信法中，國會賦予了FCC一項使命，即要求

其促進所有國民得以合理時間及價格下享受先進電信服務(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並除去相關的建設投資障礙。而藉由AT&T

的自願承諾事項，FCC相信結合後，消費者將可因當事人在其經營區內布

建寬頻網路而更快享受先進電信服務。 

（二）單一化 Cingular的所有權經營：FCC同意當事人的結合將可使 Cingular

的決策可以更為迅速，以便推出新型態服務及增加效率。當事人已提出證

明在未結合前，因股東結構關係，Cingular 的重要決策都需要由當事人

兩造所組成的委員會同意，而常因彼此的利益不一致而導致重大決策的延

遲。在結合後，將不再會有此不一致的問題，且結合後行動電話的涵蓋範

圍也將增大，故對於消費者來說亦能享受更優質的服務。 

（三）增進MVPD競爭：結合後，BellSouth由於規模經濟的誘因，將會以5年期間

升級原先的寬頻接取網路與核心網路，提供更多消費者以IP為主的互動服

務，包括IPTV，而讓經營區內的用戶將可以享受到MVPD競爭的好處。此外，

其他證據也顯示，若有既有電信業者提供MVPD服務時，該地區的有線電視

費率與其他沒有電信業者提供MVPD之地區相比，將會有15-41％的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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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安全、災難回復與政府服務：FCC認為結合後將會使當事人有能力建

構一個統一的、以IP為基礎的網路，可以提供政府更為安全與效率路徑的

通訊服務。此外，此網路亦是由美國企業所擁有與控制的重要通訊設施，

故可確保國家安全。結合後也可以增進當事人面臨災難的反應，因為當事

人可以除去許多事業間因彼此協助而導致的延宕過程。最後，AT&T正在建

構其對於災難發生的回復能力，而BellSouth的使用者原先因設備的不相

容而無法同等享受，這在結合後也可以獲得解決。 

（五）垂直整合的效率：除了一般垂直整合可因組織改變而減少交易成本以及減

少下游市場價格等特性外，FCC同意當事人所說，AT&T與BellSouth兩者間

的網路為互補，彼此鋪建的光纖並無重複。故結合後的公司將可以有能力

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且此將使得大企業以及批發市場之客戶得以受惠。 

（六）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雖然此部分難以量化，但FCC仍認為結合將會帶來

此點利益。目前兩家事業雖然在某些區域存有競爭，但其市場主力及成功

之處則在市場上各有不同。因此結合不僅讓當事人可以有更大的顧客基

礎，同時也可藉由提供不同的通訊服務而擁有更顯著的利益，而此是原先

個別公司所無法達成的。此外，FCC也同意結合後的事業因有更多的顧客

基礎，將有更大的誘因去從事基礎的研究與發展，而推出新型態服務。 

（七）成本綜效：當事人雖認為結合後在營運成本部份將可省去160億美金，包

括了省去重複網路建設、人事支出、減少網路維運費用等。但FCC經過詳

細的分析後，認為並不能將全部160億都認為是節省的利益，因為申請人

計算所得到之數字是包括未來的節省，而FCC認為未來性的節省並不應該

列入。 

 

第四節 Nextel與 Sprint結合案之分析 



 

 79 

一、本案事實背景 

（一）當事人介紹 

Nextel係以 800MHz與 900MHz頻段經營專用行動無線通訊服務

(Specialized Mobile Radio Service, SMR)，並且在其整合型數位增強網路

(Integrated Digital Enhanced Network, iDEN)上提供數位無線語音及數據通

訊服務。到 2004年 12月 31日止，其共有 162 萬客戶，是全美第 5大用戶數的

行動通訊服務商，營收為 1340萬美元。 

Sprint則使用 CDMA作為其無線通訊網路技術，經營個人通訊服務(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CS)，該網路可在全美 48州的 99％大都市中提供服

務。其也與其他子公司簽訂協議，使該子公司得利用 Sprint的 PCS執照建置 CDMA

網路，並以 Sprint PCS之名義提供特定地區之通訊服務。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時 Sprint擁有 240萬的使用者，是全美第三大行動語音及數據服務提供者，

營收為 1460萬美元。 

（二）事實過程 

2004年 12月，Nextel與 Sprint同意進行結合，並將把 Nextel與 Sprint

的資產與營運結合成為單一公司，結合後的新公司改名為 Sprint Nextel，並會

把固網業務分割出來。若此結合案生效後，將使得兩家大型全國的行動通訊服務

事業在經營區上互相重疊，且將使得市場上之大型服務提供者由 5 家減少為 4

家。 

FCC認為 Spirnt與 Nextel分別為第 3 及第 5大行動事業，此結合並不會導

致結合後公司的單邊市場力量濫用或是與其他競爭者之共謀行為發生。此外，FCC

認為此交易將可以增進大眾利益，包括增加服務品質、更廣泛範圍的下一代無線

服務提供。因此，在檢視相關競爭傷害分析及可增進的公共利益後，FCC 於 2005

年中同意了 Nextel 申請將其執照移轉給 S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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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本結合案中涉及了兩種頻率的資產問題，第 1 種是有關 SMR 與 PCS執照的使

用頻率；第 2種則是寬頻廣播服務(Broadband Radio Service, BRS)與教育性寬

頻服務(Educational Broadband Service, EBS)的執照與租用問題。由於後者所

使用的頻段是 2.5GHz，且 FCC表示 2.5GHz將因全國頻率使用計畫的研擬而修

改，使得新進業者在短期內並無法取得該頻率進入市場。故儘管 FCC對此部分仍

有分析，但因與本研究案較無關聯，故以下將集中在第一種頻率下所涉及的行動

語音通訊市場競爭(Mobile Telephony Competition)進行介紹。 

（一）相關產品市場 

當事人認為本案產品市場的界定應該依照 Cingular-At&T Wireless案
10
之標

準，亦即將相關產品市場範圍限定在行動語音通訊服務市場(mobile telephony 

services)。在該次決定案中，雖然 FCC發現行動語音服務與行動數據服務屬個

別市場，且應再區分企業用戶與家庭用戶，但 FCC在分析時，基於下列原因，仍

決定以一個統合性的行動通訊市場加以分析，以避免低估任何可能性的競爭損

害。而本案中仍維持這樣的認定。FCC認為毋須再區分各細部產品市場，其理由

如下： 

1、行動語音與數據服務 

FCC承認此兩種服務係個別獨立而應為不同產品市場，但由於大多數的

數據服務都被視為語音服務的加值服務，而很少被單獨提供，因此無分開市

場必要。 

2、一般用戶(residential)與企業用戶 

相同的，FCC也承認對於一般用戶及企業所推出的服務應是獨立的產品

市場，但是由於有 75％的行動通訊服務客戶皆為一般用戶，因此若以整合性

                                                
10 See Cingular-AT&T Wireless Order, 19 FCC Rcd at 21557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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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占有率來作分析的話，將可以對於一般用戶市場有較精確的理解，而

此也與 Cingular-AT&T案分析方式相同。 

3、全國及地區性服務 

       FCC雖然在分析時將會考量兩者在訂定策略計畫時會有所不同，但不會

將兩者界定為不同產品市場。 

4、零售及批發市場 

在此結合案中，FCC也不會區分零售及批發市場進行分析，因為行動虛

擬網路營運事業(MVNO)僅占了 9％的行動通訊用戶數，且 Nextel本身並無經

營批發服務，故在此結合案中無須討論。 

（二）相關地理市場 

在相關地理市場的判斷上，FCC 是以當消費者面臨到價格上漲時，在不選擇

其他替代服務下，有可能及能力選擇到不同區域去購買行動通訊服務之範圍作為

界定。FCC另基於消費者主要係於當地使用行動通訊服務之前提，而判定相關地

理市場應該係具當地性(local)。此外，從消費習性觀察，由於大多數的消費者

喜歡購買的行動通訊服務必須配有當地性的電話號碼，因此為了購買行動通訊服

務而願意移動的距離將會被侷限在當地，而非須支付長途電話費的區域(local 

non-toll calling area)。FCC相信這樣的區域應該是具當地性，而非較大的地

域或國家性的區域。更具體的說，這樣具當地性的區域將會大於郡(county)，而

可能包括數個郡。 

（三）市場參與者 

FCC認為行動通訊市場中是由取得 PCS、SMR等各種商業行動通訊執照之事

業所組成，而提供相同基本的語音及數據服務，此對於消費者來說並不會有所差

異。基於消費者使用習性，FCC在計算市占率時排除了衛星通信、無線 VOIP 以

及 MVNO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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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爭狀況分析 

1、共謀行為 

在此案中，當事人亦以 FCC在 Cingular與 AT&T合併案所持立場作為立論基

礎，即減少競爭者及增加市場集中度並不足以得到反競爭效應的結論。FCC在本

案仍維持採此立場，惟認為當兩家公司結合為一家時，容易有誘因及能力與市場

上其他的競爭者間達成共謀行為。故除了市場事業數目外，FCC仍就可能會影響

共謀之各個因素加以檢驗。 

（1）資訊的透明： 

FCC認為結合後因為會減少業者數目以及各種複雜的資費模式，且相關

訊息都已公布在其網站上，而對於其他事業來說可以更容易取得對手的營

業資訊，有助於事業間因價格跟隨而達成共謀。但在本案間是否會因兩家

公司的結合而增加共謀的可能，FCC認為尚不充分。 

（2）事業與產品之同質性： 

FCC發現結合將會縮小其他事業間之差異性，然而 FCC 也認為市場佔有

率的重大變化以及全國性電信事業在各經營區內的相對地位，都將會限制

此種共謀行為的有效性。此外，當事人認為結合後仍可以存有相當之差異

性，例如產品的差異性以及各行動事業與其他固網事業合作發展所產生服

務的差異，皆可抑止事業間之共謀行為，對此 FCC亦表示同意。 

（3）不同意見者的存在(Presence of Mavericks)： 

在部分情況下，不同意見公司的存在將可以有效避免或限制共謀行

為。所謂的不同意見公司係指該公司有較大的經濟規模使其可以不與其他

競爭者共謀。故若結合之對象包括了此種不同意見公司，將會使共謀行為

更容易發生。檢視本案後，FCC認為此結合並不包括此種公司，惟仍會使其

他事業更無誘因成為不同意見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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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發展： 

當事人認為共謀行為不會發生之原因包括了行動通訊市場之動態變

化，例如當事人正在建設下一代技術網路，而不確定在此種網路下所提供

的服務未來會吸引多少的消費者。當事人也認為使用技術的不同可降低業

者間之合作。對此，FCC也表示認同。 

（5）競爭對手的回應： 

大型行動通訊事業間的共謀是否會成功亦取決於小型事業對此係如何

回應，FCC認為在現況下其他小型的行動通訊事業對此弊害仍可提供有效的

限制。 

總結來說，FCC承認此交易將不會產生共謀行為的風險。 

2、單邊市場濫用 

FCC認為結合後的 Sprint Nextel在全國大多數的經營區內皆非最大的行

動通訊事業，仍有許多其他行動電話事業可作為 Sprint Nextel的競爭者，因

此本案亦無此部分顧慮。 

3、漫遊協定 

FCC認為此議題並非此結合案中重要的實質議題。雖然結合將使全國性的

服務營運者減少，但並不會減少原來利用當事人網路而提供經營服務之業者數

量，這些小型服務提供者的談判力量在結合前後並未因此有所改變，而導致結

合所生之競爭不利益。然而，FCC為了確保小型服務業者在面對與全國性服務

事業協商漫遊契約的力量，也課予了申請人一項條件，即 Sprint Nextel在未

得客戶要求下，不得僅因其未與小型服務者簽訂漫遊協議便阻止其客戶收發話

務到該小型服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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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在本案中 FCC 審視各項因素後，認為此交易可以帶來的效益包括了增加涵蓋

率、減低使用者費率、增加服務品質及提供更先進服務。此外，當事人亦可因結

合後節省不必要支出，如基地台的數量減少、減少倚賴外部中繼網路以及避免重

複投資於新一代技術的發展。此外，FCC認為結合後因規模經濟擴大，當事人將

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取得其他網路事業或手機製造商的折扣。最後 FCC 認為此結合

將可以促進行動電話與固網服務市場間的跨市場競爭。鑒於本研究案之重心，故

僅就最後一點加以說明。 

    FCC在過去許多服務的發展面向上已注意到，儘管現況下仍為數不多，但已

有一群持續成長的消費者族群使用行動通訊作為主要的對外聯絡工具。在本案

中，當事人為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即非由既有固網業者所控制或持有者，或

雖由既有固網業者所持有或控制，但其固網業務遠小於其行動通訊業務者。FCC

認為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在促進跨平台競爭方面的誘因，會與有結合固網事業

的行動通訊事業有顯著的不同。例如在 Cingular-AT&T Wireless案中，FCC 已

判定有結合固網的行動事業將會在跨平台營運時特別考量保護其固網用戶營收。 

在此結合案中，當事人也舉出數據說明獨立的行動通信經營者確實在行動通

訊的用戶比例上將會比有結合固網的行動通訊業者來的大，證明其較有誘因去向

固網用戶提出服務或促銷方案，以轉換該固網用戶成為行動通訊用戶。因此，雖

然此結合將會使得市場上減少一家獨立行動通信經營者與固網競爭，但 FCC認為

結合後的公司仍然會以增進跨平台間的競爭為出發，且當事人將因結合而節省帳

單、資訊技術、網路佈建或發展等成本，可以收取低廉價格與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這些效益下將可讓使用者捨棄原固網服務而使用行動通訊服務，故有較大的可

能去促進跨平台間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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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EchoStar與 DirecTV結合案之分析  

一、本案事實背景： 

（一）當事人介紹 

EchoStar主要業務係經營直播衛星電視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DBS) 服務，在全國擁有超過 700萬之使用客戶。該服務係由兩個事業單位所提

供的，即(1)the Digital Sky Highway (DISH) Network，提供美國境內 DBS服

務，包括電視及廣播節目，並且提供部分的互動及雙向高速網路服務；(2) 

EchoStar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是從事設計、發展以及 EchoStar 接收器

的事業。 

GM主要業務為汽車相關業務，透過旗下之 Hughes提供電訊服務。Hughes

的直播衛星電視服務由美國的 DirecTV公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拉丁美

洲 DirecTV公司及 DirecTV寬頻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其在當時的用戶數已超過

1000萬，是全美第一大的 DBS業者。 

（二）事實過程 

此交易是由 EchoStar及 Hughes公司共同提出，由 Hughes轉移包括直播衛

星通訊服務執照、固定衛星基地站、地上基地站及其他相關權利予結合後的新

EchoStar公司。在其結合計畫中主要有兩個部分：(1)GM先與 Hughes進行分割；

及(2)分割後的 Hughes再與 EchoStar合併。在結合計畫書中預定新的 EchoStar

董事會將由 11位成員組成，其中 8位為 EchoStar原有董事或主管，而 3位則為

Hughes目前的董事或主管。結合後的新 EchoStar 公司將擁有新的所有權結構，

並繼續以 EchoStar與 DirecTV品牌提供直播衛星電視服務。 

此交易若獲 FCC 許可，將使美國兩家最大的直播衛星電視服務事業合併為

一，服務超過 1800 萬的用戶。不僅於此，結合後之公司將握有可使直播衛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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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服務涵蓋全美本土（full-Conus）的軌道位置
11
。在 2002年 10月，FCC 最終 

決定否決此結合案。 

 

二、潛在公共利益傷害之分析架構 

FCC在本案中強調，從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可知道美國 1996年電信法賦予 FCC

的職責與權限包括了促進媒體發聲的多元與競爭，而這也成為國家長期以來一項

基本的通訊傳播政策，即「由多元及相異的媒體來源，盡可能廣泛的提供各種資

訊是維持公共利益的基礎」
12
。因此，相較於前述電信結合案的審查方式，FCC

在面臨傳播事業的結合時，將著重在於上述政策是否得以落實，以下分述之。 

（一）多元性對結合之影響 

1、節目多元性 

FCC在媒體政策目標之一即為節目多元性，指能呈現出各種不同的節目

形式，如喜劇、戲劇或新聞雜誌，以及特定內容類型，如醫療、商業、美食、

或針對少數種族族群的節目內容。當事人主張因結合後可提升營運及頻率效

率，而有更多可使用頻率提供更獨立及多元的節目，故能增加節目多元性。 

反對者認為若許可此結合，將允許單一公司得對節目在頻道位置的選擇

有絕對壟斷控制的權力，而掌握頻道生死。特別是針對無法收到有線或無線

電視訊號的少數族群所居住的地區，會忽略了少數民眾的權益。 

FCC在討論後發現，在某些案例中更集中的市場結構會較分散的市場結

構更能提供多元的節目費用。舉例來說，一間公司擁有的兩家廣播電視聯播

                                                
11 在四個東部軌道位置中有三個軌道位置（即西經 101 度、西經 110 度和西經 119 度）

實際上都可以覆蓋整個美國本土。這些軌道位置被稱作是（全美本土）軌道位置  
12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S. 622, 663 (1994)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Midwest Video Corp., 406 U.S. 649, 668 n.27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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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反而更能刺激該公司利用結合的媒體為不同觀點的一般觀眾提供服務。因

此，FCC贊同當事人之觀點，認為在現有法律規定的確保下，此結合案對於

節目多元性並未有不利之影響。 

2、觀點多元性 

FCC在媒體傳播政策之另一目標為觀點多元化。為了促進此目標，FCC

已以某些方式限制媒體的所有權，以讓媒體所有權能被更多公司擁有並讓公

眾接觸到更為廣泛的觀點。故反對者主張此結合案將使原來 EchoStar與

DirecTV兩個發聲管道減少為一個，降低觀點多元性。此外，結合後之公司

將擁有足以驅逐規模較小之有線電視業者之經濟實力，也會導致媒體市場聲

音減少。 

實際上，在 1999年，FCC便訂定了關於限制同一公司在同一市場所擁有

之廣播及電視站數量之規定。此所有權限制將視不同發聲媒體(media voice)

所構成的相異市場而有不同的數量而定。且當時 FCC規定電視、廣播、日報

及有線電視業者在「電視廣播所有權規定」上各屬於一種發聲管道，但未將

DBS服務認定為一發聲管道。當時未將 DBS 服務納入規範，是因為 DBS 服務

業者在法規訂定時受限於技術，而無法再傳輸地方廣播電視的訊號，故不如

有線電視系統一樣具有提供地方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的能力與義務，因此

DBS服務事業在促進多元性之角色上與有線電視事業會有所不同。 

囿於上述法規未就 DBS服務方面訂有市場結構規範，故此結合是否違反

觀點多元性的目標便須以個案方式來判定。FCC 認為雖然 DBS 業者在 1999年

時並無法將地方廣播訊號再傳送給用戶，但今天已有此能力，因此 DBS 服務

業者的確在增加觀點多元性方面可有所貢獻，故在當事人結合後將會失去一

家業者，降低美國民眾可接觸多元化的觀點。 

且此種認定的立場與 FCC之前排除直播衛星電視服務適用「電視廣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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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規定」的立場亦無衝突。當初 FCC將有線電視服務納入發聲管道的理由

之一，便在於有線電視對於節目頻道有編排選擇能力，而 DBS 服務在此部分

亦完全相同。 

3、就業多元性 

FCC致力於透過公平之就業機會規定，增加少數民族於廣播及多頻道節

目播送平台事業(MVPD)市場之就業，惟此部分曾遭上訴法院認為有必要修

正。為回應法庭之判決，FCC於 2001年擬訂定新「公平就業規定」，並適用

於 DBS服務業者及 FCC 發照之媒體公司。在此結合案中，有反對者提出目前

的 EchoStar在管理階層中少數種族的代表性偏低，並且也未承諾結合後在主

管及資深階級上做出改變。FCC則是認為根據上訴法院之判決而暫緩執行此

規定。因此，在結合案中並無需考量此部分。 

總結來說，FCC認為核准此結合案並必定不會帶來對於節目多元性的損害，

且與就業多元化亦無關連。但相反的，在沒有補償增加觀點多元性的具體證據

下，FCC認為此結合將損及增加觀點多元性的政策。 

 

（二）此結合對頻率政策及規定之影響 

1、頻率效率 

當事人主張結合後將可提高頻率使用效率，最終有助減少 DBS通訊頻率

的重複使用。當事人認為減少重複播送地方廣播及全國性節目將使得結合後

之公司能提供更多小眾市場節目、高畫質節目、計次付費等其他更新更優質

的服務。此外，目前 DirecTV 與 EchoStar使用不同的傳輸格式的機上盒，有

不同的使用條件及解碼結構，結合後使用一個共同的機上盒平台將有更高的

生產效率，降低整體研發成本以及更多用戶每單位建築物接收器的費用。 

反對者則認為EchoStar及DirecTV以結合後頻率使用的效率作為理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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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道理，因為除了結合外還有其他方式可達到當事者的利益，且不會產生反

競爭的效果。例如，當事人可共組一個公司來共享頻率的上下鍊，並藉由使

用相容的機上盒來收看各自公司衛星傳送之節目，也可以藉由許多技術方

式，如提高節目壓縮比，來改善頻率使用的效率問題。 

FCC則承認結合可減少重複影視節目播送，而增加頻率使用效率，將可

使衛星系統資源另做他用。 

2、頻率政策之考量 

FCC對此案最大的關切處在於同意當事人的結合，便等於把所有可提供

美國 full-Couns 直播衛星位置集中在單一公司上。FCC 的政策之一即為提升

頻率為主的傳播服務之競爭，例如在 1995年直播衛星頻率拍賣會時，FCC限

制投標者不得在超過一個 full-Couns軌道位置上擁有實質之利益關係。此規

定係避免 full-Couns直播衛星資源集中，因此設有競標規定，以確保控制三

個各別的 full-Couns直播衛星軌道位置的公司與其他兩個軌道位置上 DBS

業者相互間沒有利益關係，藉此發展具競爭性的 DBS服務。 

在此方法下，兩家取得執照並擁有大致相等直播衛星頻率資源的 DBS服

務業者間的競爭確實也帶來了消費者利益，包括衛星播送節目與服務、競爭

性的價格，創新的先進科技與整體消費者服務品質的提升。故 FCC不同意當

事人所言，即只有將 full-Couns直播衛星頻率合併給一家提供商才能提升頻

道效率，並使消費者受益。 

總體而言，FCC認為此交易與其長久秉持的頻率政策相違，若一貫的從頻率

政策的角度來看，盡可能擁有更多元的服務提供商才有助於公共利益。當事人並

未提出有利的論證來說服 FCC為何需允許其結合，且必須將原 DBS服務競爭取代

為 full-Couns DBS 服務執照的獨占。 

（三）對於 MVPD市場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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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產品市場 

與本案利益相關的各方對於 DBS服務的相關產品市場之確切範圍並無共

識，但大致都同意此市場包含部分已知的 MVPD服務類型。當事人則主張在本

案中相關產品市場並不會比 MVPD市場來得小，也許還更大。其專家證人表示

MVPD市場包含了不只有線電視及 DBS 服務，也包含衛星碟、多頻道多點傳送

服務及私人有線或衛星天線電視系統，或甚至其他電信業者所提供的 xDSL

服務等。 

對此，多數的反對者認為相關產品市場內的服務種類較為狹隘，僅包括

有線電視系統及 DBS服務。此外，也有對手指出有線電視服務亦有低容量及

高容量之別(以頻道數目是否小於 53個來區分)，而只有高容量的有線電視系

統才能與 DBS服務具有競爭力。 

FCC則認為：第一、雖然 MVPD服務係向顧客收費而傳送視訊節目，但在

相同與不同的 MVPD平台所提供的套裝服務中都有不同的特定產品特性。因此

雖然有線電視與 DBS服務業者提供許多種類的服務，但兩者常常在屬性以及

提供的頻道數有顯著差異，例如 EchoStar與 DirecTV 都提供了超過 300個以

上的頻道，而部分的有線電視系統可能僅有 30個頻道
13
。第二，從記錄也可

清處看出當事人所提供的服務彼此間是直接的替代服務，而此種替代性是高

於不論頻寬高或低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第三，從證據也可支持當事人間都

把對方當最強勁的對手。 

從上述觀點可知DBS服務的相關產品市場應該限縮到比MVPD服務更小的

範圍，惟 FCC認為還需要額外的證據，不論是從經濟需求面的分析或其他替

代性證據去界定範圍。FCC也並不排除相關產品市場有可能就只有 DBS服務，

正如 EchoStar之前對於 DirecTV涉及反托拉斯訴訟案中所表示的意見一般，

                                                
13 全美有 72％的有線電視系統僅能提供小於 53 個頻道，而這些系統的訂戶數合計占了

整體有線電視系統用戶數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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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FCC將此議題作為聽證項目。 

2、相關地理市場 

由於使用者僅會在其住處購買此服務，且不會因價格因素而改變其居住

地，故相關地理市場應以使用者居住之地區來判定。為了簡化分析，FCC 將

匯集所有在 MVPD 市場中面臨相同服務提供者的使用者分布，界定該服務的地

理市場。此外，因為大多數的區域中 MVPD 的市場競爭者皆為有線電視業者以

及兩家 DBS業者，故 FCC認為可以有線電視的經營區作為地理市場的界定。 

3、競爭行為的潛在負面效應分析 

（1）單邊效應 

雖然當事人承認兩家 DBS服務公司有某種程度上的競爭，但他們認為

若與有線電視系統之競爭相比，該兩家的競爭仍微不足道。FCC認為資料指

出 DirecTV及 EchoStar提供之服務在相對替代性上較有線電視系統更為接

近，這可有力的證明若兩公司結合後的邊際成本並無顯著節省的情況下，

結合後將造成價格的上漲。 

（2）共謀行為 

有許多的反對者強調因為 DBS服務的產業性質使然，結合後將會造成

反競爭效果容易產生。例如在此產業中為雙頭寡占，此為最容易發生共謀

行為的市場樣態，且復因下列兩理由而加深此發生的可能性，即(1)結合後

的公司擁有所有可在 full-Couns提供 DBS 服務的位置，造成其他競爭者無

法進入市場；(2)在未結合前，當事人本來處於只有三個參與者的市場中，

可被視為意見歧異者，但結合後將不會扮演此角色。此外經濟學者也舉出

了一些容易造成共謀行為發生的因素，例如(1)市場上的競爭者數目很少；

(2)有高市場進入障礙門檻; (3)產品相對具有同質性；(4)當事人契約期間

短暫，且價格與條件容易為其他競爭者所知與(5)市場情況是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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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因素來分析，FCC認為當事人的結合案確實可能會造成共謀行為

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即便消費者可以選擇有線電視，但結合後將使大

多數經營區內的市場競爭者由三家減為兩家。第二，市場上存在高度的進

入障礙。第三，有線電視業者與 DBS服務業者可以觀察到彼此的市場行銷

及訂價行為，故有能力監控是否默示的平行價格被維持。第四，MVPD 市場

中的經營者一般來說與消費者所簽訂的契約期限並不長，於是若一個經營

者偏離了默示的價格協議，其他競爭者可以很快搶回客戶，故造成經營者

無意願偏離已經既存的平行價格機制。總結來說，從經濟學理論及市場特

質來看，可知道結合後的事業將會增加共謀行為誘因，對於消費者造成傷

害。   

（3）未來創新及服務品質的降低 

由於兩家 DBS服務事業結合為一家時，將會減少新的 EchoStar有誘因

去增進服務與品質，尤其在該地區中若沒有有線電視業者與其競爭時更為

明顯。 

（4）全國性訂價 

當外界疑慮新的 EchoStar有可能調漲價格並濫用市場顯著地位時，當

事人則是自願藉由訂定以全國為計價基礎的月租費，作為其補救措施。惟

當事人承認此僅及於月租費，而不包括裝備或安裝費。當事人將保留不同

的節目費率以反應競爭。 

但 FCC依照過去記錄，認為此種方式並不適合做為因結合所生競爭不

利益的解決方式。在缺乏有線電視可以選擇的地區，就算採用此制度，結

合後的事業也可以透過設備費與裝機費的差異而向不同消費者收取不同價

錢，故並無法排除價格或是品質的歧視。且一致性的訂價策略究竟是否會

加深或減少共謀行為並不明確，例如一致性訂價策略可能會促進競爭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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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資訊交換，而導致共謀行為的加深；也有可能使得當事人因全國價格

一致而比較不會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為共謀行為。因此，雖然 FCC承認不

瞭解此方式對共謀行為的利弊，但認為此方式無法解決結合後事業單邊的

實施價格調漲。 

 

（四）對影視頻道市場的潛在傷害 

    FCC在此部分考量的是，不論採用何種傳輸技術，在結合後可能導致的影視

頻道市場(video programming market)影響。擁有影視頻道的公司除了會自製電

視節目外，亦會向其他公司購買節目。再將這些節目排序包裝將之授權 MVPD業

者以提供給消費者。 

若此結合案通過，新的 EchoStar將會是唯一主要的 DBS 服務的節目購買者，

也是唯一可提供全國服務的 MVPD業者。故有頻道業者認為此將造成節目製作及

批發商的價格將因此上升，且無線電視台也因為沒有籌碼去談再傳送同意而受有

不利益。對此，FCC初步同意而將列為聽證會的議題之一。 

 

三、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一）MVPD市場 

當事人提出其結合對於 MVPD市場可產生 3個基本好處：(1)減少 DBS頻率的

重複使用，使新的 EchoStar在頻率使用上更有效率，進而提供消費者更多新型

態服務，如 HDTV或 VOD；(2)結合後將可有效節省成本支出，並將此反映到消費

者端；(3)由於前兩項的因素，也將會使得新的 Echostar比原來任一當事人，更

可成為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對象。而 FCC針對上述 3點理由，認定如下： 

1、新型態服務產生 



 

 94 

對於第一點，由於當事人係以結合前後的現金流作為比較，證明結合後

能提升效率。但 FCC認為(a)此僅是當事人的私人利益，而與公共利益無關；

(b)當事人忽略了結合後的新公司因為有較多的頻率，所以使用上可能會比個

別公司更來的無效率，尤其是結合後的公司因為掌握了更多的頻率將會使得

頻率的邊際效益下降，進而影響公司減少使用新的或更有生產力技術的誘

因，故當事人有舉證的必要；(c)FCC認為當事人並未提出足夠證據可證明他

們所宣稱要推出的各種新服務可以達成，故不採納。 

2、成本的節省 

當事人宣稱結合將會因行銷及購片成本的下降導致每增加一個顧客所需

單位成本(SAC)下降，此外也宣稱結合後將採購超過 3 千萬台機上盒，且因規

模經濟的關係將可減少每盒的售價，故認為上述皆屬於結合所生的利益。但

FCC認為當事人必須證明此售價的下降係因公司結合後因其自身需求增加所

導致機上盒單位成本的下降，而非因該整體產業本來對機上盒的需求就有所

增加而導致，亦即必須此成本的減少是完全因公司結合所致才能算是結合所

生利益。此外，申請人所舉的成本節省分析是以商業模式分析，而非採取係

爭成本減少將導致社會剩餘增加的社會福利分析方式，故無法估算是否能平

衡因結合所生的反競爭弊害。而就當事人所提的分析方式，FCC 認為當事人

所舉的部分效率提升並不代表真正的成本節省，而僅是社會剩餘的轉移，故

不會增加任何社會福利，例如其所提出的 SAC減少僅是減少現行狀況下

DirecTV與 EchoStar提供零售商或新客戶對於設備費或安裝費的補貼，而這

樣的補貼減少意味著零售商或消費者必須負擔更多一點費用。 

FCC強調，成本考量部分最重要的在於是否當事人間可以因成本的節省

而導致價格的下降，以彌補市場上競爭的減少，而並不僅是考慮結合後的企

業是否本身達成較低的成本結構。 

3、增加與有線電視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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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認為 DBS服務頻率使用的無效率導致 EchoStar與 DirecTV無法有

效的與有線電視系統形成競爭，唯有透過結合才可達成有效率、降價的競爭。

反對者則認為 DBS服務現在便已有足夠能力與有線電視系統競爭，此可從 DBS

的訂戶成長率從 2000年到 2001年間便達 24％，而同時期有線電視僅成長了

1.9％得知。 

FCC認為從競爭市場挑選出勝利者或失敗者並非其任務，進而不贊同結

合後 DBS市場占有率的提升可被視為公共利益的一種。且正如其他反對者所

述，DBS服務在相關市場占有率與有線電視相比，不但具顯著的成長性，亦

無證據顯示此成長力道將會停止或顯著下降，因此 FCC 不認為當事人在此的

陳述具有說服力。 

（二）寬頻接取市場 

當事人另外認為結合後可以帶來的好處在於寬頻接取市場部分，結合後將可

以更低價格或更好品質增進城市寬頻服務的競爭，而這是目前 DSL 或 cable 

modem所無法做到的。反之，若 FCC 不許結合的話，Ku band寬頻接取服務
14
將因

未達經濟規模而無法生存。至於有關減少競爭的疑慮，則可透過當事人保證維持

原先服務價格加以解決。 

反對者則認為此舉將會使得現有 Ku band競爭從二家減為一家而生不利益，

特別是以衛星接取服務為唯一選擇的鄉村地區使用者更將面臨價格上漲之疑慮。 

FCC則是從書面資料觀察，認為當事人的說明並不充分，尤其是當事人提供

太少有關價格或是衛星寬頻服務性質的資料，使 FCC不足以認定此利益是毋庸懷

疑且是結合的專屬利益，例如當事人或許可利用合資等方式達成五年五百萬客戶

的經濟規模。 

                                                
14 此是指利用衛星進行寬頻服務。衛星寬頻服務因使用頻率的不同可分成 Ku Band 與

Ka band。Ku band 速率可達下傳 11.7～12.7GHz，上傳 14～17.8GHz 之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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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FCC認為結合後將會使得衛星寬頻服務的頻率使用效率比原先使用

DBS服務來的低，因為 DBS服務是屬於廣播服務而傳送給所有的使用者，而衛星

寬頻服務則需要保留特定的頻段供數據傳輸之用。總結來說，當事人在這點的陳

述上並不足以說明結合的正當性。 

 

第六節 News Group與 Liberty Media結合案之分析 

一、本案事實背景 

（一）當事人介紹 

新聞集團(News Corp.)是經營包括電影、電視、有線電視系統以及平面媒體

的事業，透過旗下的福斯娛樂集團，擁有 41％的 DirecTV股份。DirecTV則藉由

其子公司，在美國以及拉丁美洲提供 DBS服務。到 2007年 6 月為止，DirecTV

有 1630萬的用戶，是最大的 DBS事業且為第二大的 MVPD事業。此外 DirecTV

也持有「DirecTV 拉丁美洲集團」的股份，該集團控制了包括「DirecTV 波多黎

各公司」。DirecTV提供給其使用者約 1650個影音頻道，其中部分為獨家頻道。 

自由媒體(Liberty Media)主要在北美、歐亞從事影視媒體、通訊及線上商

務服務。John Malone是自由媒體的董事長。Liberty Global集團則是在波多黎

各經營通訊及媒體服務，並且持有該地有線電視系統(Liberty Cablevision 

Puerto Rico, LCPR)，Malone同時也是該集團的董事長。此外，自由媒體董事

會中有四人同時為 Liberty Global的 10人董事會成員。在頻道部份，2005 年

自由媒體雖已出脫手中的 Discovery集團股份，但 Malone個人仍保有 Discovery 

31.8％的股份，且為 Discovery的執行長。 

（二）事實過程 

新聞集團、DirecTV與自由媒體間於 2007 年 1 月就 DBS 服務執照等股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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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事項達成協議，並共同向 FCC申請股權移轉。在此交易模式下，自由媒體將以

本身所持有 16.3％的新聞集團股份，交換新聞集團全部所持有 40.36％的

DirecTV股份及其他區域性運動網路(Regional Sports Networks)和 5.5 億美

金。交易後，自由媒體將成為 DirecTV最大的股東，不但可實質控制美國最大且

在拉丁美洲亦有經營的 DBS 服務事業，而新聞集團則將脫離與 DirecTV原有的利

益關係。在經過相關競爭檢驗後，FCC最後於 2008年 2月同意。 

 

二、潛在公共傷害影響評估 

FCC首先檢視現有法規，認為此交易形式上沒有違反法規。然而 FCC 認為此

交易將若無適當的矯正措施將有可能對於內容多元性及市場競爭造成公共利益

的傷害，而這些潛在的公共傷害主要係因結合後自由媒體董事長 John Malone

與其董事會成員仍掌有自由媒體旗下各種媒體事業與 DirecTV的實權。因此，FCC

決定附條件許可此結合案，例如要求當事人遵守節目接取(program access)、節

目傳送 (program carriage)、同意再傳送等條件。此外，FCC要求當事人必須

在 FCC同意結合後一年內，完成 DirecTV與「DirecTV波多黎各」以及 LCPR 間

實質性利益分割，以確保在波多黎各 LCPR所得經營的 MVPD市場中的參與者由 3

個減為 2個時不會產生對於市場競爭的傷害。 

整體而言，FCC在此交易的公共傷害影響分析上，將特別集中在此交易是否

會使當事人在(1)MVPD經營市場以及(2)影視頻道市場(video programming 

market)中，增加其反競爭行為的能力或誘因，而傷害到競爭、多元性以及在地

化。以下就兩市場重要之處加以介紹： 

（一）市場界定 

1、MVPD市場 

FCC 依照 2002年 EchoStar申請與 DirecTV結合案的前例，將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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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為最大不超過 MVPD中所有經營者之範圍。在相關地理市場部分，則

因使用者僅會在其住處購買此服務，且不會因價格因素而改變其居住地，故

具有地區性。為了簡化分析，FCC匯集所有在 MVPD市場中面臨相同服務提供

者的使用者分布，來界定該服務的地理市場。此外，因為大多數的區域中 MVPD

的市場競爭者皆為有線電視業者以及兩家 DBS業者，故 FCC認為可以有線電

視的經營區作為地理市場的界定。 

2、影視頻道市場 

影視頻道會因為節目特性、主題之不同而有相當的差異。紀錄也顯示，

不論是 MVPD業者或是消費者皆不會將這些影視頻道視為具百分之百的替代

性，因此 FCC認為影視頻道市場是典型的差異化產品市場(differentiated 

product markets)，亦即其雖然有許多層面向，但在重要的面向仍存有一個

或多個差異，導致不能被消費者視為完美的替代品。此外，從消費者觀點也

發現有些頻道具有特殊重要性，將會影響消費者是否轉換 MVPD 業者以觀賞該

頻道。為了探討各種頻道類型所帶來的影響，FCC 則將當事人的影視頻道內

容分為三大範疇，即(1)全國性頻道與非運動性質的區域有線電視頻道；(2)

運動性質的區域頻道；以及(3)區域性無線廣播電視節目。至於相關地理市場

部分，FCC則以影視頻道擁有者授權該頻道節目播送之區域為認定。 

（二）LCPR經營區內的潛在水平壟斷 

明顯的，在此結合案後，LCPR經營區內的三家 MVPD 事業將有兩家被自由媒

體所實質控制，而僅剩 EchoStar為無利害關係的事業。FCC認為 LCPR與「DirecTV

波多黎各」為了增加兩者的利潤勢必將會減少競爭，例如無誘因為價格競爭或減

少促銷活動，故唯一能抑制此種聯合行為的方式僅能倚賴 EchoStar 提供服務。

但 FCC認為就市場規模而言，EchoStar並無足以力抗另外兩家調漲價格或降低

服務品質的能力；此外，在 2002年的 EchoStar與 DirecTV申請案下，當時該兩

家是相關地理市場中最小的兩家 MVPD事業，且仍面臨有線電視業者競爭，惟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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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市場中競爭者數目從 3 家減為 2家時，將會對競爭有重大影響的理由而加以

否決。回到本案，在此係由市場中兩家最大的競爭者，即 LCPR與 DirecTV有實

質上的利害關係，申請人自然無法說服 FCC，市場上剩餘的競爭者有足夠的市場

力量可以使申請人不為反競爭行為。 

雖然當事人主張由於在 LCPR的經營區內，一般民眾平均收入不高，僅有不

到一半的人會訂 MVPD服務，而當事人為避免流失更多訂戶將不會因而提高價

格。FCC則是指出此論理之謬誤，即便當地許多家庭因收入限制而無訂購該服

務，但並不代表當事人無法對於已經訂購的訂戶提高服務價格。事業是否有能力

提高其價格，應取決於已成為訂戶者對於價格調漲的反應能力，而非在現存價格

下便已不會購買服務的其他民眾。 

由於有上述疑慮，故 FCC 決定此案應附條件許可。在結合的條件考量上，FCC

認為自由媒體與 Liberty Global雖然名義上各自獨立且有不同的股東，但

Malone對於這兩家公司皆有 30％的投票權，且擔任兩家公司的董事長，使其得

以直接控制兩家公司人事。除了 Malone之外，若比較兩家公司的董事會也發現

有許多人員的重複。故 FCC認為只有要求兩家公司的實質性利益必須於同意結合

後的一年內完成分離才是唯一的解決方式。至於當事人原先所提引進獨立董事以

確保兩公司間不會有聯合行為部分，FCC則是認為外部的董事仍會因怕得罪當事

人而無法真正獨立。 

（三）潛在垂直壟斷 

FCC認為自由媒體與 DirecTV的垂直整合將會增加結合後公司的誘因及能力

去歧視其他的影視頻道來源，因此 FCC認為必須由當事人自願負擔某些義務以減

少此部分憂慮。雖然 FCC 分別針對當事人所經營的不同頻道節目內容進行分析，

惟我國並無區域性運動頻道及無線廣播電視的同意再傳輸規定，故以下僅就與我

國法規有關型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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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係影視頻道的接取 (access) 

（1）傳統平台 

在垂直整合的情況下，上游市場事業常會以提高其他下游事業競爭者

生產成本，作為保障與其有關係的下游事業的方式。FCC為避免 MVPD 事業

與影視頻道商垂直整合而對其他競爭者為價格歧視或為獨家交易，訂定了

節目接取規則(program access rules)，惟此規定僅適用於有線電視事業，

而不及於 DBS服務事業。在此交易案前，因自由媒體在新聞集團與 LCPR皆

有股份，使新聞集團亦屬於有線電視業者所持股的影視頻道事業，而受上

述節目接取規則的限制，但交易後新聞集團與自由媒體間已不再持有股

份，將不受此限制。 

令 FCC疑慮的是，此將使得自由媒體可合法與新聞集團簽訂獨家契約

而影響其他 MVPD事業。當事人對此則自願提出相關承諾，保證新聞媒體之

後仍會符合節目接取規則的限制。 

此外，由於 Malone及 DirecTV仍然在 Discovery 頻道具有相當之影響

力及實質利益，故 FCC要求上述節目接取規則也必須適用在 Discovery 頻

道部份。最後，為了確保節目接取條件適用在任何一個如同自由媒體與

Discovery頻道間關係的事業，FCC表示未來只要是由自由媒體所管理控制

的事項，都應符合該節目接取規則。 

（2）新興平台 

其他利害關係人在意見書中亦表示上述有關節目接取的條件應該一併

適用在互動電視平台或其他如網路、手機等非傳統平台上。其認為在此交

易後，自由媒體將透過其龐大的互動性及線上資產，企圖將頻道內容從傳

統平台改播至非傳統平台以規避上述限制。FCC則認為此論述與交易無關且

無證據可證明，此外現行法令中已經可以規範到隨選視訊，而無另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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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 

2、對於非關係頻道接取及獨家交易 

由於 MVPD事業與非關係企業之頻道商合作並不受限於節目接取規則，因

此有些利害關係人擔心此將使得 DirecTV可以對於這些非垂直整合的頻道取

得更多獨家的合作關係。基於此疑慮，其復主張亦應課予當事人不得與其他

非關係頻道簽訂獨家契約之限制。 

當事人則抗辯當初國會禁止有線電視事業簽定獨家條約，係為了制止有

線電視業者以其市場力量結合基本(must have)頻道之所有權導致市場失

衡。但回到本案，當事人即便在結合案後仍未如有線電視事業般具市場力量。

若僅限制 DirecTV獨家交易，卻不限制 MSO或電信事業等其他 MVPD平台，則

該等事業可推出特有的組合服務，此反將對當事人形成不公平。當事人復抗

辯，在自由媒體取得 DirecTV後，將會因為新聞集團與 DirecTV間失去實質

利益聯繫，而減緩垂直整合的疑慮。 

對於雙方的攻防，FCC首先承認節目接取規則並未規範 MVPD事業與其他

非垂直整合的頻道簽訂獨家交易。惟 FCC認為獨立的頻道業者本身並無誘因

給予特定的 MVPD 事業優惠，使該事業較其他競爭者更有市場競爭力。獨立頻

道業者真正所思考的僅在於如何確保利益的極大化。正如當事人所述，當初

國會禁止 MVPD事業獨家取得頻道業者之內容係為了防止市場失衡，而 FCC

認為此交易後並不會使得 DirecTV更有市場力量去取得頻道的獨家交易，事

實上 DirecTV與其他 MVPD競爭者係具有同樣的能力取得獨家交易，故無另課

予負擔之必要。 

 

三、潛在公共利益增進評估 

當事人主張此交易後，由於新聞集團將會把其所具有的 DirecTV股份皆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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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自由媒體，而自由媒體本身並無持有基本(must have)頻道
15
，故可減少媒體集

中化現象。另外，消費者將可透過 DirecTV享受到自由媒體在互動商務以及其他

科技的專業及經驗。對此，FCC完全同意第一點，至於第二點的部分，FCC 認為

從當事人準備的資料尚不足說明。 

 

 

 

 

 

 

 

 

 

 

 

 

 

                                                
15例如原先在新聞集團下的福斯廣播電視公司就被列為基本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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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盟及英國法制之研究 

第一節 歐盟結合管制規範 

一、相關機關 

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下現有 23個總署

(Directorates-General)
16
，而有關通訊傳播事業跨國管制的權責機關則是競爭

總署(DG Competition)與資訊社會與媒體總署(DG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藉由兩單位的合作，一方面確保各國法令及管制能符合歐盟所發布相關

電子通訊網路指令的規定而促進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競爭總署也必須依照歐盟條

約(EU Treaty)規範處理限制競爭或濫用市場地位的問題。 

 在處理通訊傳播領域的跨國結合、限制性契約及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時，

競爭總署會藉由歐盟競爭合作平台(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ECN)
17
及歐

盟管制機關小組(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ERG)，分別與各國競爭機關及各

國通訊產業主管機關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二、相關結合規範 

（一）事業結合管制規則 

競爭總署在審核結合案件時，其法規依據是「事業結合管制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16 http://eui.lib.tku.edu.tw/eudoc/org-eudire.shtml 
17 此平台的建立主要係讓各會員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在面臨涉及歐盟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適用之案件時，可以有彼此對話與合作的環境。歐盟競爭總署與各國競爭主管機

關在此平台下共同合作，以確保事業在進行跨國經營時仍能符合歐盟競爭法的規定。

其合作事項詳見：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ecn/more_details.html (最後點

閱時間；97 年 10 月 13 日)。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ecn/more_details.html


 

 104 

undertakings)
18
。首先依據該規則第 1.2條規定，並非所有案件都必須經過競爭

總署的許可，而是要結合事業在全球及歐洲全年營業額超過一定門檻（即指共同

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時才必須將其結合計畫申報執委會；若未超過

門檻時，則僅需國內競爭機關審核
19
。 

依照「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具本規則所稱之共同體規模

之結合事件應於訂立契約，或公開招標公告，或取得控制權後，一週內申報執委

會。」當執委會收到申報後，其對於結合管制之審查程序，分成初步審查及詳細

審查二個階段。 

初步審查係執委會依據該規則第 6條規定，在一個月內就個別結合案件為以

下之初步決定：(1)認為結合事業未達門檻；(2)結合事業對於共同市場的相容性

（compatibility）並無嚴重的疑慮；(3)結合事業與共同市場的相容性有嚴重疑

慮，而將作成程序（即指詳細程序）開始之決定。在第三種情況下，如結合事業

調整或經執委會附加條件或義務後，執委會認為所申報的結合已無前述與共同市

場不相容的嚴重疑慮時，亦得宣告該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 

在詳細審查階段，執委會依照「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 8 條規定，若發現結

合有產生或強化市場顯著地位，而妨礙共同市場之有效競爭時，應禁止該結合。

同樣的，若結合事業為必要的修正或執委會在其決定中附加條件或義務，而除去

該競爭不利益的效果時，執委會仍應宣告該與共同市場相言。 

執委會於 2003 年公布新的管制架構
20
，大幅將競爭法的精神融入電信產業管

                                                
18 此規則最早係由歐體理事會依羅馬條約第 87 條及第 235 條規定之授權，於 1989 年

12 月通過，作為事業結合之管制依據。相關介紹請見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

三民書局，頁 178 以下(1999)。  
19 第 1.2 條(a)與(b)項，結合事業全體在世界上的年營收須超過 50 億歐元，且各事業在

歐盟區域內年營收須超過 25 億歐元。  見註 7，頁 73 以下。  
20 2002 年新的管制架構包括了五個指令：「架構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2/21/EC, 2002 

O.J. (L 108) 33 (EC).、「許可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2/20/EC, 2002 O.J. (L 108) 21 

(EC)、「接取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2/19/EC, 2002 O.J. (L 108) 7 (EC)、「普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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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中，執委會訂定了「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21
（以

下簡稱「市場分析與 SMP認定指導方針」）與「在電子通訊部門需要事前管制的

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建議」（以下簡稱「事前管制市場建議」）
22
，以指引各國

管制機關(National Regulatory Agency；NRA)如何在競爭法概念下對產業進行

事前管制。「事前管制市場建議」在 2007年 12月 17 日經過修改。 

（二）需要事前管制的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的建議 

1、分析架構 

依據「事前管制市場建議」立法理由第 4 點，本建議對於市場認定的出發點，

是以前瞻性觀點定義零售市場，同時考慮供給面與需求面的替代性，在定義完零

售市場後，接著定義批發市場。如果下游市場是由垂直整合的企業所提供，則在

欠缺管制的情況下，可能不會有商業性批發市場。此時如果需要界定相關市場，

可能需要建構一個概念上的上游批發市場。電子通訊部門的市場通常具有雙面的

性質（two-sided），也就是由透過網路或平台將市場兩邊使用者匯聚在一起的

服務所組成，例如交換通訊的終端用戶，或資訊或內容的發收方與接收方。上述

因素因為會影響市場定義的方式以及我們判斷他們是否具有需要事前管制的特

徵的判斷，因此在認定與界定市場時需要加以考慮。 

2、認定需要事前管制相關市場時應一併採取的三項標準 

                                                                                                                                       
務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2/22/EC, 2002 O.J. (L 108) 51 (EC)及「隱私權及電子通

訊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2/58/EC, 2002 O.J. (L 201) 37 (EC)。  
21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2002 O.J. (C 165) 6. 
22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1 February 2003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2003 O.J. (L 11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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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建議立法理由第 5 點說明在認定需要事前管制之相關市場時應一併採

取下列三項標準：很高且非暫時的市場進入障礙、在相關時間範圍不會傾向有效

競爭的市場結構以及單靠競爭法沒有辦法有效的處理市場失靈。在判斷第一及第

二項標準時，需要考慮的主要指標類似於前瞻性市場分析的主要指標，特別是沒

有管制下的市場進入障礙指標、市場結構、市場表現及市場的動態，包括市占率

及趨勢、市場價格及趨勢，以及競爭性網路或基礎設施的範圍與涵蓋率（立法理

由第 6點）。 

(1) 很高且非暫時的市場進入障礙 

這可能是結構、法律或管制性質的障礙。然而鑑於電子通訊市場的動態

性質，所以應該考慮在相關時間範圍（relevant time horizon）內克服該項

障礙的可能性。進入市場的結構障礙是來自於既有業者及新進業者間在原始

成本或需求條件上的不對稱，例如市場具有絕對成本優勢、規模經濟及/或範

疇經濟、產量限制以及高沈沒成本。當網路元素在技術上無法重製成本高到

不經濟的地步，也可能產生進入市場結構障礙（立法理由第 9點）。至於法

律或管制性質的障礙是來自於立法、行政或國家其他對市場進入發生直接影

響的措施，例如限制可使用頻譜之企業的數目、價格管制，以及影響到市場

進入及企業在市場上定位之價格相關的措施（立法理由第 10 點）。 

(2)在相關時間範圍不會傾向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 

在適用這項標準時，需要檢視在進入障礙後面的競爭狀態。縱使在帶有

很高進入障礙特徵的市場，仍可有其他結構性的因素能夠使得該市場在相關

時間範圍傾向於有效競爭的結果，例如：技術發展、產品及市場的匯流導致

的市場動態；市場上有數目有限－但充分－的事業，面臨不同的成本結構及

價格彈性市場需求；使得競爭對手在價格上漲時可快速擴充其產出的多餘能

量（excess capacity）。在此種市場，市占率及價格會快速變化，因此應注

意選擇相關的時間範圍（立法理由第 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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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靠競爭法沒有辦法有效的處理市場失靈 

在市場滿足上述兩項標準時，還必須評估所產生的市場失靈是否能單靠

競爭法有效處理。如果競爭法處理市場失靈的措施需要繁長的落實程序，或

需要經常及/或即時介入不可，則單靠競爭法可能是不夠的（立法理由第 13

點）。 

3、建議需要事前管制的市場 

2003年的「事前管制市場建議」提出需要事前管制的市場有 7個零售市場

以及 11個批發市場。2007年「事前管制市場建議」認為各國管制機關應該只有

在相關的批發措施或關於業者選擇或預選（pre-selection）的措施無法達到確

保有效競爭及公共利益時，才對零售服務採取管制措施。因為在批發市場的介

入，可以盡可能將價值鍊保留給正常競爭過程，同時對最終消費者提供最好的結

果（立法理由第 15 點），因此以認定批發市場為主，而將需要事前管制的零售

市場大幅度減少為 1 個：「住宅及非住宅客戶在固定地點對公共電話網路之近

用」，並將需要事前管制的批發市場減少為 6 個：在固定地點提供對公共電話網

路的發話業務（call origination）、在固定地點提供對個別公共電話網路的受

話業務（call termination）、在固定地點對網路基礎設施的批發近用業務

（wholesal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ccess）、寬頻近用批發業務、專線成

端的批發業務（wholesale terminating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以及個別

行動網路上語音話務的受話業務。 

（三）市場分析與 SMP認定指導方針 

1、範圍與目的 

在 1998年的管制架構下，電信部門需要事前管制的市場範圍是規定在

相關的指令中，但不是依據競爭法的原則。當時各國主管機關有權將市占率

達 25％的事業指定為具有重要市場力量的事業，但得依據該事業影響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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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相對於市場的營收、其對接近終端消費者方法的控制、其財務能力

及提供商品服務之經驗等因素，作不同認定。在新的管制架構下，需要管制

的市場是依據歐洲競爭法的原則加以定義，並在「需要事前管制的相關產品

及服務市場的建議」中加以指定
23
。本指導方針的目的在於指導各國管制機關

界定市場及評估 SMP，各國管制機關應盡最大努力遵守本指導方針
24
。 

2、與競爭法的關係 

在新的管制架構下，市場界定及 SMP的評估均依據競爭法的方法，因此

「需要事前管制的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的建議」指定市場的地理範疇之界

定、在「需要事前管制的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的建議」之外必須界定的相關

產品/服務市場，以及有效競爭的評估，都應該與競爭法的判例法及實務一

致，本指導方針是依歐盟既有的市場定義判例法以及「共同市場競爭規則適

用於電信部門之指導方針」（Th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EC 

competition rul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為共同體競

爭法目的定義相關市場的執委會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bant markets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等。
25
 

3、相關產品/服務市場 

在「市場分析與 SMP認定指導方針」中提到相關產品/服務市場可以由需

求面與供給面替代性二個面向來判斷。就需求面替代性而論，NRA應該根據

過去消費者的實際行為以及潛在競爭產品的歷史價格波動進行判定，此外若

消費者轉換成本過大時（例如已投資相當成本於特定技術享受服務）或因被

                                                
23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3 及 4。  
24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6 及 7。  
25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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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綁約而需負擔巨幅的提前終止費用時，都應視為不具需求面的替代性
26
。

在供給替代性方面，則需考量廠商能提供相關替代產品的時間性因素以及額

外購買必要生產設備之成本，更重要的是有無法規障礙致其延後生產時程，

包括互連或共置的協議要求、路權的取得等事項
27
。 

4、「假設性獨占者原則」（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提出以「假設性獨占者原則」作為評

估替代性之方式：管制機關應該詢問的是當特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發生「小

額但重要而且長期的調漲」時，市場會有什麼變化。雖然價格調漲的重要性

依個案而不同，但是各國管制機關在實務上原則應考量價格發生 5-10％的長

期調漲時，消費者會有的反應以決定是否有可替代產品存在，以及相關產品

市場的可能範圍
28
。 

原則上，「假設性獨占者原則」只在產品/服務的價格是透過市場機制自

由決定的情形才有適用，而非管制下的價格。然而如果價格受到管制，是以

成本為導向，則在沒有其他反證情形下，可以假設該產品/服務的價格是充分

競爭下所訂定的，並作為適用假設獨占者原則的起始點。理論上如果特定產

品或服務的需求彈性很大，則系爭事業缺乏市場力量。但如果即使在現行價

格下就有很高的需求彈性，則可能只是意味著系爭事業已經行使其市場力量

將價格提升到再漲價也不會增加其利益的地步。在此情況下，使用假設獨占

者原則所得出的市場定義，可能會與競爭價格下的市場定義不同－即競爭法

的「玻璃紙謬誤」（cellophane fallacy）
29
。因此，任何關於市場定義的評

                                                
26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50. 
27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53. 
28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40. 
29 此係源自美國最高法院審理 United States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一案時，法院係以

du Pont 獨占市場所享有之價格為市場價格，並以此作為判斷玻璃紙價格變動標準，而非以競

爭價格為基準。在此情況下由於消費者已無法接受該價格之增加，自然會轉換購買其他不具

有可替代性的產品，造成法院界定的相關產品市場範圍過大。See Michael Botein, Cable/Tel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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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都因考慮此項潛在的困難。不過各國主管機關應該可以將現行的價格水準

作為合理基礎，開始相關的分析，除非證據顯示情況並非如此
30
。 

3、相關地理市場 

在相關地理市場的認定上另提到傳統有關(1)網路涵蓋區域以及(2)法規

所允許經營之範圍，仍可作為判定之基礎
31
。最後，即便以上述融合競爭法之

概念為市場界定，亦不代表各國競爭機關在為個案認定時須受 NRA的認定拘

束。通訊領域的特定市場界定往往會考量執委會所訂定政策追求的目標，因

此將會以前瞻性觀點評估特定市場的結構與功能；而各 NRA依據歐洲共同體

條約（以下簡稱「條約」）第 81條及第 82 條所為的市場界定則是以事後管

制角度去考量現存於市場的行為且亦不受未來發展狀況所影響
32
。故雖然得要

求 NRA與 NCA原則上應達一致之結論，但也不能排除因產業法或競爭法目的

差異導致不同的市場界定結果。 

 

第二節 結合案例介紹 

在歐盟通訊傳播結合案例中，主要發生的案件類型為行動電話事業間之跨國

結合，此等案件因欠缺水平的競爭關係，大都無爭議甚至不用附條件通過。惟競

爭總署於 2006年就 T-mobile與 tele.ring結合案有深入的探討，該案極具指標

性而有介紹之必要。至於傳播領域中，News Corp.與 Premiere間是有關頻道事

業與播送平台事業的結合案，競爭總署在該案的競爭分析中對於機上盒所涉及的

技術服務有詳細的討論，對於本研究也極具參考價值。以下就兩案分別介紹：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titrust vs. Telecommunications, 440PLI/Pat 479, 510 (1996).亦可見

范建得、莊春發，公平交易法第一冊，頁 124 以下 (1994). 
30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42. 
31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59. 
32 市場分析與 SMP 認定指導方針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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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mobile與 Tele.ring案之分析 

（一）當事人介紹 

T-Mobile是奧地利的固網與行動通信營運事業，在行動通信部分建有包括

2G/GSM與 3G/UMTS的網路並取得 2G與 3G執照。另外，T-Mobile的母公司即為

在全球電信市場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Tele.ring也是

奧地利固網與行動通信的營運事業，行動通信部分同樣具有 2G與 3G的執照。 

（二）事實過程 

T-Mobile為實質控制Tele.ring而欲向其唯一股東購買其全部股份，此已符

合「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3條(1)(b)規定的結合態樣
33
，依照第4條規定必須先

申報執委會。 

執委會於 2005 年 9 月 21日收到申報後，先進行形式上的審查，確認結合事

業之規模已符合「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的要件後，復於 2005 年 11月決定此結合

將會引起是否與共同市場相容的嚴重懷疑，因此在第 6條(1)規定下，決定進行

詳細的審查程序。 

    2006年 2月，執委會是通知當事人其初步反對的立場，而當事人立即分別

書面回應並增加其自願承諾事項，例如移轉 Tele.ring 的 3G 頻率及基地台予其

他競爭對手。執委會認為此將能有效降低妨礙競爭之疑慮，故於 2006年 4 月依

照「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 8條(2)規定，同意當事人在附加條件後之結合與共

同市場相容。 

1、競爭分析 

鑒於當事人所提供的服務及與「市場建議」所列的範圍一致，競爭總署

                                                
33 Article 3：(1)A concent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a change of control on a lasting basis 

results from：(b) the acquisition, by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or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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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中針對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接續批發市場(wholsesale market for 

call termination)、國際漫遊批發市場分別進行討論，與本研究報告有關的

僅有前兩個市場，故分別介紹如下： 

（1）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 

A. 市場界定 

在此部分，執委會依循先前慣例並不將此服務市場依照企業或個人

用戶、2G 或 3G用戶再作細部區分，因為事業本身都無法清楚依照費率

模式作企業或個人的區分，且 2G現行的服務內容都可在 3G 網路中提

供，更重要的是奧地利的主要行動通信事業(包括當事人)都同時提供 2G

及 3G服務，導致業者也無法區分其用戶使用的網路狀況，尤其在部分

3G訊號無法涵蓋的區域更需要 2G的網路來提供服務。但執委會也承認

如日後有相關服務係僅能由 3G 網路提供時，是否要再對此服務市場作

區分可再行討論。 

在相關地理市場部分，執委會在先前許多案例中已表明因行動電話

特許執照都是由國內產業主管機關所核發，故本案範圍應限定在奧地利

內。 

B. 競爭者與市場狀況 

       在終端行動通訊服務市場中共有4家2G的業者，分別為Mobilkom (奧

地利電信的子公司)、T-Mobile、ONE與 Tele.ring，這四家同時也有3G

的執照。除此之外，2003年市場上又新增一家僅有3G服務的事業H3G，

惟至目前為止，該事業的3G涵蓋率僅有全國的50％。H3G為了能夠提供

全國性的完整服務，向Mobilkom購買空時(airtime)，使H3G的用戶可以

在無H3G網路涵蓋的範圍下使用Mobilkom的2G網路收接電話。各事業的

營收狀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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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共謀效應(Non-coordinated effects) 

執委會在市場調查後，發現若Tele.ring被實質控制後，市場上將

僅剩兩家大型 (Mobilkom和T-Mobile)，一家小型 (One)和一家微型

(H3G) 規模的行動通信事業。從幾個面向加以檢驗後，發現此將使得該

市場產生「非共謀效應」。 

（a）市場占有率分析： 

        從趨勢來看，tele.ring近幾年來的營收是不斷的上升，甚至達

到3倍。相反的，Mobilkom與T-Mobile在同時期則是漸漸失去市場上

的顯著地位。因此可說tele.ring是市場上唯一可以帶給兩家大型業

者競爭壓力的事業。 

（b）HHI指數 

        從結合前後可以發現HHI指數將高於之前歐盟理事會通過的「水

平結合指標」(Commission’s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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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
34
，因此在結合後將會

形成高度集中市場，而對市場帶來巨大的變化。 

 

當事人則是反駁奧地利行動通訊市場的HHI指數相較於其他歐

盟國家已經相當低，且認為HHI指數的高低仍需要以產業別來判定，

例如行動通訊產業因為本身受限於國家對於執照張數的限制與投資

網路建設的高成本，本來就會比一般產業來的高。執委會對此雖加

以承認，但認為本案是否許可應僅就歐盟結合相關規範來決定，至

於奧地利應有幾家行動事業屬於管制機關的問題而非本案重點。 

此外，當事人另認為結合後將會使得頻率使用更有效率，也代

表了可以降低其不論是基地台或是網路更新的建設成本。執委會則

是以「水平結合管制」所謂結合後對社會帶來利益，指的是邊際成

本的降低而非固定成本的降低，由於當事人所提的效率主要都在固

定成本的降低，故與規定不合。 

（c）服務提供者的轉換 

         從市場營收分布可以發現，有許多T-Mobile與Mobilkom流失的

客戶紛紛轉入tele.ring，因此可以知道tele.ring對於前兩大業者

產生強大的競爭壓力。 

                                                
34 OJ C 31, 5.2.2004, p. 5, paragraph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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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市場價格的發展 

         從2002年至2005年的資料顯示，tele.ring是市場上最活躍的事

業並且在訂價上成功牽制住前兩大業者，故執委會認為其為不同意

見者(maverick)。 

（e）誘因架構(incentive structures) 

誘因架構指的是事業有誘因利用更為積極的訂價策略去吸引新

的顧客使用其服務，而是否有此誘因又往往取決於既有顧客群規

模。因此新進業者會積極的吸引新客戶進入以回收之前的網路投資

及營運成本，這也可以解釋tele.ring與H3G的營運策略。至於已有

顧客群規模的大型業者，由於採用此種促銷將會減少獲利且對原先

顧客不盡公平，故較無誘因為之。在此結合案通過後，不僅將會使

獨立的營運者tele.ring退出市場，而且也會使T-mobile有更大的顧

客規模致使其更無意願從事促銷以吸引新客戶進入。 

（f）全國網路涵蓋率 

此部份將會影響消費者是否願意使用特定事業之服務，不過在

此結合案中因T-mobile與tele.ring都已有幾近完整的涵蓋率，故較

無影響。 

（g）網路容量 

充足的網路容量是對既有客戶提供服務的必要條件，也是吸引

新客戶的誘因之一。網路容量的大小則是取決於可用頻率與基地台

內頻寬的大小。而在當事人結合後，結合後事業的網路容量將會滿

載，導致市場上除了僅剩一家事業還有網路容量可吸引新的客戶

外，其他事業雖然理論上還可擴充其網路容量，但都會因網路建設

成本關係，而無誘因以較低較格吸引新客戶。當事人則提出數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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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結合後，其他競爭者的網路還可以有10％的容量，故若當事人

提高其價格，將使用戶轉而可選擇其他競爭者。執委會則是強調價

格訂定以及吸引新用戶與網路容量並無關聯，而主要是與用戶規模

有關。因此其他競爭者有多餘的容量並不代表其他競爭者必然會以

促銷方式犧牲原有利潤而吸收當事人的客戶。總之，執委會認為此

結合將會導致市場上的網路容量全面性的減少，而對於市場上的競

爭將有相當的影響。 

（h）結合後其他競爭者所扮演的角色 

執委會檢視市場後，發現因無可用的頻率以及市場進入門檻過

高，奧地利內並無潛在的市場進入者，且其他小型的競爭者也無法

在短時間內彌補原先tele.ring在市場上的地位。 

（i）tele.ring未來的發展 

在此討論的是若tele.ring未與T-Mobile結合的話，其未來的發

展狀況。當事人認為就中長期來看，tele.ring都將不會採取積極的

促銷策略搶占市場，因為tele.ring現有的顧客規模已經達成一定程

度，且tele.ring以往可收取較高的接續費現已被主管機關要求調

降。執委會則認為從tele.ring內部的營運計畫可發現該公司預計在

2006年-2009年顧客仍會持續成長，且因其預估整體行動通訊市場的

成長將會低於tele.ring的用戶成長率可知，tele.ring應仍會採用

積極的促銷策略吸引其他業者之用戶。至於接續費調降的部分，執

委會則以過去tele.ring也有接續費被調降的案例說明，此不足以代

表該公司將不會採取積極訂價策略。 

（j）小結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此結合案將會使得市場上極具不同意見力



 

 117 

量的獨立業者消失，而造就兩個規模相當的大型事業，對於競爭及

最終消費者的價格都有不利的影響。而這樣的結論也與歐盟的「水

平結合指標」相符，即有些事業在市場上的影響力遠大於其占有率，

故此類事業的結合將會造成顯著的反競爭結果，特別在該市場本來

便屬於高度集中的情況下。 

D. 共謀效應(Coordinated effects) 

執委會認為此結合案確實有可能因競爭壓力降低所導致價格上升等

共謀效應。惟基於當事人自願承諾事項，執委會認為將可以化解共謀效應

及非共謀效應的疑慮。當事人所提出的自願承諾包括了將tele.ring的3G

頻率與行動基地台賣給H3G。 

執委會認為此將可以增進奧地利境內其他小型的電信營運事業網路

資源，特別是如H3G的新進業者目前網路的涵蓋率還不及全國的50％，藉

由此自願承諾將可以增進H3G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2）接續批發市場 

接續批發服務所提供的服務是讓其他事業網路所發出的通話可落地在

提供接續批發服務事業的用戶上，從執委會之前發布的市場建議中可知

道，每個終端網路都可被視為一個個別的接續批發市場。由於奧地利主管

機關對於每個電信事業的接續費都是以成本導向算出固定的費率，而奧地

利主管機關也已公告待此結合案通過後，tele.ring的接續費必須降至

T-mobile的水準，故本結合案將不會對此市場產生影響。 

 

二、News Corp.與 Premiere案之分析 

（一）當事人介紹 

新聞集團(News Corp.)是在美、歐、澳及亞洲都有營業行為的媒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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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包括電視節目的製作、經營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系統平台及數位機上盒的條

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及訂戶管理系統軟體。 

Premiere則是在德國與奧地利透過自身的衛星電視系統平台或是有線電視

平台、IPTV平台播送自己與他人的付費電視頻道，具有播送平台的身分。Premiere

在德國與奧地利都是付費電視市場主導的業者，其2007年在德國與奧地利的市場

營收分別為60％-70％與65％-75％ 

（二）事實過程 

新聞集團擬將收購Premiere股份達到約24.2％而實質控制Premiere，符合

「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3條(1)(b)規定的結合態樣，故新聞集團依照「事業結

合管制規則」第4條在2008年5月向執委會發出結合申報書。 

（三）競爭分析 

執委會認為此結合案將影響下列三種服務的競爭：1、在德國與奧地利境內

的個別付費電視服務；2、德語區內的頻道播送權(TV broadcasting rights)取

得及 3、德語區內的付費電視技術服務，分述如下： 

1、付費電視服務 

（1）相關服務市場 

當事人認為相關服務包括了以各種播送平台播送付費電視及免費

(free-to-air)電視，甚至包括非線性(nonlinear)電視頻道，如隨選視訊

(video-on-demand)或計次付費(pay-per-view；PPV)服務。為了證明其論

述，當事人提出在奧地利與德國境內，因數位化後導致免費電視與付費電

視在各商業模式、廣告主、觀眾方面都呈現競爭關係。執委會則是在先前

案例中已將付費電視頻道與免費電視認定為不同的市場，不同的原因包括

了營運模式的差異，例如付費電視需要與播送平台和觀眾建立商業上的關

係，而免費電視頻道僅需與平台與廣告商建立商業關係；另外，兩頻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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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播放的節目往往不同，付費頻道所得欣賞到的節目幾乎無法在免費電視

頻道上看到。 

         執委會在市場調查中也證實了本案的相關服務市場應不包括免費電視

頻道，調查中許多相關業者也採取此種見解。至於隨選視訊或計次付費等

非線性電視服務，執委會則認為此對於以下本案的競爭分析結論並無差

別，故無必要對於此是否屬於相關服務市場範圍作出清楚的界定。最後，

執委會基於付費頻道為追求最大利益，勢必透過各種獨家授權而使得其節

目能在各傳輸平台上播送，因此相關服務市場不應區分播送平台，亦即不

以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或電信等傳輸技術的差異而區分市場。 

（2）相關地理市場 

當事人認為相關地理市場範圍的界定應基於各國的管轄權、文化因素

與各國的競爭環境不同，而以國家為界。執委會認為此種界定方式符合其

長期以來所作決定，而且奧地利與德國在付費頻道傳輸平台所採用的技術

也有極大的差異，例如德國的免費電視並未採加密技術，因此觀眾如要接

受付費頻道訊號必須另外加裝機上盒；但在奧地利，即便免費電視頻道訊

號都已加密，須購買由該國公共電視台之子公司ORS所推出的機上盒，導致

付費頻道業者必須接取(access)ORS的機上盒方能向觀眾提供付費頻道服

務。是故，由於奧地利與德國各種環境的差異，相關地理市場應分別就兩

國來看。 

（3）競爭分析-水平效果 

        當事人認為Premiere雖然分別在德國與奧地利為主要的付費電視頻道

服務業者，且新聞集團也在兩國有節目播送，但新聞集團主要經營的服務

是透過各種播送平台提供免費電視頻道服務，故在將付費電視頻道與免費

電視頻道認定為不同市場的前提下，本案並無帶來水平競爭的影響。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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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集團所提供少數的付費電視頻道部份，由於其僅是頻道節目業者身份

而不會直接面對終端觀眾，故與Premiere具有播送平台的身分並不相同。 

    雖然在市場調查結果中，其他利害關係人反應新聞集團有營業上的專業知識

及財力進入付費電視頻道市場，但執委會認為無確認證據可證明新聞集團

除了購買Premiere外，還有其他具體的計畫進入該市場，因此當事人的結

合不能認為是減少了付費電視頻道市場上的競爭狀態，而生反競爭的效果。 

2、視聽內容(Audiovisual content)的電視播送權 

（1）相關服務市場 

視聽內容包括各種可透過電視播送的娛樂產品(entertainment 

products)，例如電影、運動、電視節目或頻道。視聽內容的電視播送權屬

於這些內容的製作者，因此在本案中新聞集團製作了這些頻道節目而將其

授權各種播送電視平台播放，包括了Premiere的直播衛星平台。 

在過去，執委會將電視播送權市場又再區分為免費電視授權市場及付

費電視授權市場，而在此次的市場調查中也發現，若以需求及供給面來看，

付費電視與免費電視業者取得內容的形式並不相同，例如前者往往引進較

新的主流影片，故兩者不具替代性。此外，雖然執委會之前針對節目內容

亦再依型態(運動、電影、電視頻道)及電影製作國(美國或歐盟)區分更細

的市場，但在此案件中，執委會認為僅需區分免費及付費頻道市場即可，

其他的劃分對於此案的競爭分析並無影響。 

（2）相關地理市場 

在過去的案例中，執委會皆以國家或語言相同之區域作為視聽內容的

電視播送權市場的地理範圍。在此案中，不論是以國家或同語言區作為認

定並無差異，故執委會並不認為需要有清楚的界線。 

（3）競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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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平效果 

由於新聞集團在德國與奧地利是頻道提供者而掌有電視播送權，而

Premiere則是播送平台身分，故兩者並非水平產銷階段的競爭者。 

B. 非水平效果 

新聞集團自認此結合案將會帶來電視播送權的垂直整合，並且因此

限制其他平台競爭者取得頻道來源或是對於其他節目提供者的歧視，前

者稱為上游要素的市場封鎖(input foreclosure)；後者為下游的顧客

封鎖(customer foreclosure)。執委會對此分別探討： 

a. 上游要素的市場封鎖 

依據歐盟所公布的「非水平結合指標」
35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為了要達成上游要素的市場封鎖，必須要有先

滿足幾個條件：(1)結合事業封鎖的能力、(2)封鎖的誘因及(3)對於

充分競爭將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36
。因此，結合事業為了封鎖其他競爭

者，必須具有一定顯著程度的市場力量(不一定需要具有支配力

量)。依照當事人所提供的資料，新聞集團在2007年個別在德國與奧

地利的影片授權費約佔市場的10％至20％，而其主要競爭對手包括

了華納兄弟、迪士尼及環球，執委會在檢視相關數據後認為新聞集

團不論在量或質上，皆無法被認為是兩國具有市場力量的上游要素

提供者，故此結合將不會構成上游要素的市場封鎖。 

b. 顧客封鎖 

       就付費電視市場來看，Premiere在購買影視內容上較其他競爭

                                                
35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adopted on 28 November 2007,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nonhorizontalguidelines.pdf   

36 See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t para 31 et seqq and 60 et seqq.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nonhorizontal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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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市場力量，但並未有明顯證據顯示Premiere在結合後將僅與新

聞集團簽約僅能由後者提供節目內容，而侵害其他新聞集團競爭者

的利益。執委會也認為付費電視營運者為了吸引更多的觀眾，勢必

會使其平台上的內容更豐富，故Premiere似乎並不可能改變以往的

多元性內容而僅播放新聞集團的3個付費電視頻道而已。更重要的

是，目前也沒有電視播送權人擔心此種情況的發生。因此結合後就

算Premiere在購買電視播送權部分具有下游市場力量及封鎖其他新

聞集團競爭者的能力，似乎其也無誘因作此行為。 

綜合上述，執委會判定結合後，在電視播送權的部分並不會有垂直整合導

致反競爭的疑慮。 

3、付費電視技術服務 

（1）相關服務市場 

在先前的案例
37
中，執委會已將付費電視的技術服務界定為一個獨立的

市場，該市場包括各種機上盒內不同的技術：(1)條件接取(conditional 

access；CA)系統；(2)中介軟體(middleware)以及(3)應用介面程式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實務上，由於並沒有任何一家廠

商可全面性的提供上述技術服務，因此付費電視服務營運者都是採用混合

式的解決方案，即同時倚賴不同的技術服務商解決問題。 

A. CA系統 

CA系統是付費電視營運者用以管理及控制節目內容，避免未付費的

觀眾接取的加密技術，此技術必須在業者頭端網路安裝相關軟體，以及

在觀眾端的機上盒裝置智慧卡(smartcard)加以整合。在市場調查結果

上，CA系統的選擇與運作是付費電視市場一項核心的策略性決定，而採

                                                
37 Bertelsmann/Kirch/Premiere, Cf. Case COMP/M.993, Decision of 27 Ma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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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A系統也是一項費時耗力的過程，因此絕大多數的營運者都只有一種

CA解決方式，執委會認為有必要對此認定為獨立的市場。 

B. 中介軟體 

       中介軟體在廣義來說是一種建構在硬體與應用軟體之間的技術，讓

許多種應用服務可以相互支援及運作。從機上盒角度來看，它就像是一

種作業系統讓機上盒可以運作許多應用服務於其上，例如是電子節目指

引(electronic program guides；EPG)或是其他互動式服務。此次的市

場調查也發現從供給面來看，中介軟體服務供應廠商並不見得也提供CA

系統服務或販賣機上盒；從需求面來看，付費電視營運者也往往個別購

買不同技術服務，因此中介軟體供應服務應該是付費電視技術服務的一

個獨立部分，但執委會基於對此案的競爭分析並無影響的關係，認為在

此案中並無將其清楚界定為獨立市場的必要。 

（2）相關地理市場 

依照之前案例，付費電視技術服務的相關地理市場應是整個德語區，

此也為當事人所接受，但執委會所作的市場調查中發現CA系統的供應商往

往在全球都提供服務，而新聞集團的子公司NDS也是歐洲最重要的CA系統業

者之一。但由於本交易案中將未對CA系統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影響，所以此

部分的地理市場可暫且無需界定。 

至於在中介軟體部分，考量到此部分技術在全球不同國家都仍有相同

的規格，且需求方往往向全世界廠商邀請投標，故執委會認定此地理市場

為全球。 

（3）競爭分析 

A. 水平效果 

       由於當事人中僅有新聞集團的子公司NDS有在提供付費電視技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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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故當事人間並未有水平結合的問題。 

B. 非水平效果 

a. CA系統 

       由於新聞集團的子公司NDS是歐洲主要的CA系統(另外亦提供中

介軟體)主要供應業者，而Premiere又是CA系統的購買者，故此交易

將會發生垂直性的整合。執委會認為NDS與Premiere所簽定之契約

(以下簡稱NDS契約)，即雙方同意改由NDS至遲於2012年成為

Premiere獨家的加密技術服務提供事業，將會使得機上盒對於其他

事業是否具有開放性產生疑慮，而使NDS契約在此交易案有被考量的

必要，其考量的步驟如下： 

（a） Premiere已經具有市場顯著地位 

基於以往法院的判例，市場顯著地位可從許多個別因素去

探求，而其中最重要的參考因素就是高市占率，尤其當其他競

爭者的市占率遠小於該顯著地位事業時更是如此。法院曾經明

確表示超過50％的市占率可推定為具有顯著地位。從執委會在

特定市場中所作的調查發現，Premiere以往是德國唯一的付費

電視營運者，而其現在在市場上的規模不論是用戶數或是營收

都已達60％至70％，而其他不論是用有線電視或電信播送付費

電視服務的競爭者，其個別市占率也僅有10％至20％而遠不及

Premiere。此外，執委會認為消費者並無意願轉換現有機上盒

或是購買第二台機上盒，而使得付費電視市場具有高進入障

礙，此也減少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可能。 

（b）NDS契約與此交易案有關 

NDS契約是於2008年3月31日所簽定，亦即係當事人正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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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執委會本結合案後所為。當事人則認為Premiere將原先由

Nagra所提供的CA系統改為由NDS提供與此交易案並無關聯，而

是基於現有CA系統遭駭客侵入而現行CA系統服務提供者並無能

力確保其安全性。執委會則是在市場調查中發現所有的系統都

有可能被駭客入侵，但最為便利的解決方式並非交整個系統更

新，而僅需更新智慧卡(smartcard)即可。是故，從簽訂契約的

時間及相關協商內容、更換系統的不利益等理由，執委會認定

NDS契約係與此交易案有關，因此由NDS契約所引發的競爭問題

亦屬於此結合案相關的議題，而有討論必要。 

（c）NDS契約帶來競爭疑慮 

        執委會認為NDS契約下，Premiere將可藉由轉換NDS的CA系

統而封鎖其他付費電視競爭者接取Premiere的衛星電視平台用

戶，進而強化其市場上的顯著地位。在原先的付費電視平台機

制運作下，Premiere是將該平台委外交由SES Astry的子公司

APS提供相關技術服務。兩者就CA系統達成共識，讓APS可透過

與Premiere相同的CA加密技術，提供其他競爭者接取Premiere

的衛星機上盒用戶，讓Premiere的用戶也可接受到其他競爭者

的平台。 

        新聞集團則是基於之前已存在的CA系統共識，反證CA系統

提供者的轉換並不會歧視其他第三人的接取，但執委會從市場

調查中發現，CA系統的轉換將會造成以下其他業者接取上的困

難：(1)APS尚未取得Premiere的轉授權，讓其可利用Premiere

上新的CA系統提供予其他競爭者接取Premiere平台；(2)由於現

行Premiere的機上盒並不支援雙卡或是可抽換的智慧卡，因此

各業者都將焦點集中在如何整合多家業者的加解密功能至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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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卡，因此Premiere延遲發送其客戶智慧卡也將影響其他競

爭者提供服務；(3)在結合案前，Premiere的智慧卡管理是交由

一家與付費電視營運商或頻道內容業者無關的獨立技術服務事

業，而智慧卡業績越好，其所能收取的利潤越高，因此不會有

誘因去歧視其他競爭者，但結合後，CA系統的提供者將有誘因

去保護技術與營運平台，而歧視其他競爭者。 

b. 中介軟體 

若Premiere運用其在中介軟體市場的強勢買家地位，而要求機

上盒的製造商都必須採用NDS的中介服務時，此將會排除其他提供中

介軟體的業者而產生競爭上的疑慮。然而，執委會認為在歐洲經濟

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內有許多的中介軟體提供者，

且誠如上述，中介軟體的相關地理市場應為EEA區域或是全球，而

Premiere的影響力卻僅侷限在德國，因此結合後並不會因此對中介

軟體的競爭造成實質上的影響。 

（4）當事人自願承諾事項 

消除執委會於技術服務市場上的競爭疑慮，新聞集團自願為下列承諾： 

A. 新聞集團在此交易案後，APS將可以與現行相同的條件與情況讓其他競

爭者接取Premiere的衛星機上盒平台。 

B. 新聞集團承諾將不會對於機上盒製造商有關CA系統或插槽附加任何限

制，並由NDS提供製造商相關的技術合作 

在這些條件後，執委會透過市場調查評估此已足可除去相關疑慮，故

依照「事業結合管制規則」第6條第2項予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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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結合管制規範 

一、相關機關與規範 

早期英國競爭法規範包括國會所通過的四個不同法律，分別為 1973年「公

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1976年「限制交易行為法」、1976年「轉

售價格法」及 1980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對於獨占、聯合、結合

等限制競爭行為加以規範，並分別賦予貿工部部長(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公平交易局長（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DGFT）、獨占及結合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rer Commission；MMC)及限制

交易行為法院(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不同之權責
38
。而後基於市場發

展，英國國會於 1998修正通過新的競爭法，並於 2000 年 3 月 1 日生效。 

1998年競爭法結合的實質相關規範仍是以 1973年公平交易法作為依據。依

照 1973年公平交易法第 64 條規定，所謂的結合係指二或二以上的相關事業，在

一定時間或情形下，已無法區分為個別事業，而該等事業至少有一係在英國營業

或為在英國設立公司所控制，且致使該企業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或目標

公司之資產總額超過七千萬英鎊。該法最特別之處在於事業有無喪失個別性，故

同法第 65條第 1 項規定了兩種視為喪失個別性之情形：(1)兩事業同屬同一所有

權或控制權人所持有；(2)兩事業其中之一，因避免事業間競爭所訂協議或交易

而完全停業
39
。 

英國 2002年通過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取代了 1973 年公平交易

法。企業法中對於原先 1973年公平交易法結合的定義雖未有所變更，但仍有兩

個顯著的改變：第一，大多數結合案件的決定權回歸到由原先 DGFT 改制的公平

                                                
38 詳細探討請見蕭博仁，英國競爭法理論與實際之運作，公平交易季刊，第十一卷第十

一期，頁 101 以下（2002）。  
39 同註 35，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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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
40
)以及（從 MMC 改制）競爭委員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C
41
）兩獨立公法人，而商業企業暨管制革新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 Regulatory Reform, BERR）部長
42

（以下簡稱部長）僅在部分特別案件時才有決定權；第二，結合的評估將從以往

廣泛的公共利益原則改為實質減少競爭原則（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petition, SLC）
43
。原先公共利益原則需考慮許多問題，例如對就業的影響和

產業分配等問題，企業法取消了公共利益原則而改採 SLC原則，一方面與美國及

一些歐盟國家的法制看齊，另方面將更為「可預測、透明而且簡化」（predictable, 

transparent and streamlined）
44
。OFT與 CC分別依照企業法規定，於 2003 年

公布了「結合實質評估指引」(Mergers:Substantial Assessment Guidance)以

及結合參考指引（Merger Reference: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linces）。

                                                
40 OFT 為法人團體（corporate body），從 2003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運作。在企業法之前，

OFT 僅作為 DGFT 的一個法定辦公室而提供行政支持，沒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不擁有

獨立的權力。在新的架構下，DGFT 已經被取消，它的功能、財產、權力與責任移交

給 OFT。  
41 CC 有 150 名職員，設有主席、三位副主席和一名首席執行官，均由部長任命  。CC

主要由各類專業人員組成，包括會計師、律師和經濟學家，有煤氣、電、通訊、報紙

和水等專門小組。CC 的任務在於調查下列三種領域 (1)市占率超過四分之一的公司的

結合案，是否會導致實質競爭的減少；(2)競爭機制遭到扭曲、限制或是被妨礙的市場

以及(3)在特定的管制產業中，該產業主管機關無法有效解決存在於競爭者間或與競爭

主管機關間的爭議。此外，當特定結合案中如有課以負擔必要時，CC 有權要求 OFT

與系爭企業協商，視是否有可能達成 CC 可以接受的承諾。OFT 有責任進一步監督企

業對其承諾和 CC 命令的執行。  
42 2007 年 6 月英國布朗首相上任後，對內閣進行了調整，將原先的貿工部改為 BERR。

BERR 除了發展工商業外，亦全面負責競爭和消費者事務及政策訂定。BERR 部長有

權將滿足一定條件的結合和壟斷提交 CC 進行調查。雖然部長原則上不再對於結合案

有最後決定權，但若涉及特別的公共利益問題例如國家安全與媒體結合時，則可透過

發出介入通知而參與作成決定。  
43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007, 43. 
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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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單位於 2008年 4 月共同發布一份對於結合分析與評估的檢視報告
45
，向利害關

係人徵詢意見，作為往後兩單位間發布單一結合指引文件的參考。 

 

二、一般結合管制 

事業在進行結合時沒有通知公平交易局的義務，但是許多事業仍會在事前尋

求公平交易局的同意。當事業的結合公開後，公平交易局基於監督市場的職責應

該會對此有所知悉。一旦知悉，公平交易局就必須確認該結合是否會實質減少競

爭，而有必要將該結合案移送競爭委員會作進一步調查處理
46
。公平交易局可以

接受結合事業的具結或承諾，而不將系爭結合案件移送競爭委員會，但是必須將

具結承諾的內容公告，接受各界意見
47
。競爭委員會設立調查小組，由三位成員

組成，競爭委員會的主席或代理主席得參加小組會議並提供建議，該小組必須考

慮其建議。小組以投票方式做成決定，若不同意見，必須包含在最後公開的報告。

在競爭委員會處理階段，該委員會也可以接受結合企業用來矯治實質減少競爭之

疑慮的具結或承諾。不服競爭委員會決定者，可以向競爭上訴法庭（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以下簡稱 CAT）
48
提起上訴，不服 CAT判決者，可以就法律爭

點再向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上訴。不過上訴法院表示 CAT 是專業法院，

因此不願意任意介入其判決
49
。 

 

                                                
45 Merger Referenc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 CC2, Competition 

Commission：  

http://www.competition-commission.org.uk/rep_pub/rules_and_guide/pdf/CC2.pdf (最後

點閱時間：97 年 10 月 31 日)。  
46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17. 
47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18. 
48 CAT 是承接了原競爭委員會上訴法庭（Competition Commission Appeal Tribunal；

CCAT）的功能，其組成包括了具法律、經濟學、商業和會計跨學科專業知識的人士。 
49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17. 

http://www.competition-commission.org.uk/rep_pub/rules_and_guide/pdf/CC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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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結合管制 

傳統上英國對於新聞報業的結合採取比一般結合較為干預式的管制，因為這

種結合會特別引起與媒體多元性有關公共利益的強烈關切。2003年通訊法就媒

體（特別是新聞報業）結合所規定的管制方法雖然就是 2002 年企業法的一般結

合管制方法，但是第 375條在企業法增加了五項新的「媒體公共利益考量」（media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部長可據以介入干預媒體的結合。依據企

業法第 58條（2A）-（2C），這五項公共利益考量是：真實呈現新聞的需要、自

由表達言論的需要、新聞報紙觀點充分多元性的需要、控制媒體企業人士多元性

的需要、在英國各地享有廣泛種類廣播的需要，以及新聞媒體主導人士真正致力

於達成廣播目標之需要
50
。依據企業法第 59 條（3C），當結合的媒體一造當事人

在英國或其相當部分有 25％市場占有率時，部長可以發出特別介入通知

（special intervention notice）。 

在此情況下，2003年通訊法賦予通訊管理辦公室（Offci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可以與公平交易局及部長共同發揮作用的角色。公平交易局及競爭委員

會所做的競爭評估，對部長具有拘束力。Ofcom的加入，看起來使得決策的過程

更為複雜，因此 Ofcom在 2004 年的 Guidance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Test for 

Media Mergers第 27段表明：「公平交易局及 Ofcom對想要從事結合的媒體企

業提供『一次購足』的服務，由公平交易局提供競爭相關的建議，Ofcom提供媒

體公共利益相關的建議」
51
。 

在公平交易局將相關媒體結合案件移送競爭委員會之前，部長可以基於上述

公共利益的考量發出前述介入通知；此外，在系爭結合完成後 4個月之內，部長

也可以針對該案發出特別介入通知。通常部長會在知道媒體結合案的 10 天內或

媒體將其結合通知公平交易局的 10天內，決定是否發出介入通知。當部長決定

                                                
50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82. 
51 Mark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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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介入通知後，會通知當事人並請其提出說明，公平交易局及 Ofcom會向部長

提出報告，公平交易局的報告會集中在本案相關的競爭面向（僅限於判斷該案是

否達到管制的門檻，而不會做競爭上的評估，因為原則上沒有競爭法的問題），

Ofcom則會針對媒體的公共利益考量做報告（Ofcom會指定該案之經理人，由其

聽取當事人、報業以及第三造利害關係人之意見）。部長應在適當時機公告公平

交易局及 Ofcom的報告。部長基於公平交易局及 Ofcom的建議，在法定期間內（可

以延長 20個工作天）決定是否將本案送競爭委員會。若因為不涉及媒體公共利

益的考量部長認為沒有介入的必要，則本案回歸公平交易局，由其僅針對競爭議

題做考量
52
。若部長決定有介入的必要，本案將送競爭委員會。 

競爭委員會必須在 24 週之內（必要時得延長八週）做成報告，其中必須考

慮管制門檻、SLC及媒體相關的公共利益。競爭委員會內部有新聞報業專門小

組，若系爭結合案涉及新聞報業之公共利益考量，則至少要有一名成員參與競爭

委員會的調查小組。部長在收到競爭委員會的報告後，必須決定系爭結合是否違

反公共利益。若認為違反公共利益，則部長可以採取企業法附件八的各種救濟措

施。對部長決定不服的當事人，可以向 CAT上訴。如果部長沒有在法定期間內做

出決定，本案就回歸競爭委員會，由其僅考量競爭議題作成決定，而不考慮媒體

的公共利益
53
。 

 

四、英國電視市場環境 

（一）無線電視 

  英國無線電視頻道（含數位與類比訊號）包括 BBC1、BBC2、ITV、Channel 4、

Channel 5等五個主要頻道，另外部分地區有特有之地區頻道。依據 2003 年的

                                                
52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86. 
53 Furse, 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U and UK,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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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無線電視整體的普及率超過所有播送平台的一半，其中類比無線電視 46.3

％的普及率更是明顯高出其他播送平台
54
。至於在數位無線電視的部分，2002 年

10月 BBC、BSkyB（British Sky Broadcasting）以及 Crown Castle合作推出數

位無線電視平台 Freeview，民眾只要購買機上盒，就可以免費收看數位無線電

視。至 2007年 3 月底為止，共計有 840萬戶收看。除了免費數位無線電視外，

2004年 3月，英國出現付費數位無線電視—Top Up TV，用戶只要花上 25 英鎊

的裝機費，以及每月 7.99英鎊的月租費，即可收看到 Freeview所有頻道，以及

另外 10個數位頻道
55
。 

（二）衛星電視 

  BSkyB是利用衛星電視平台提供數位付費電視服務的經營者，除了無線電視

之外，其在整體電視服務市場中的普及率最高，至 2007年第一季為止，總計約

有 800萬訂戶。受到免費數位無線電視 Freeview快速成長之影響，BSkyB於 2004

年的第一季下降至 53.2％。BSkyB為了挽救在數位電視市場的衰退，後來也推出

免費數位衛星電視平台，約可收看 200個頻道，至 2007第一季該平台家戶數總

計 885,000 戶
56
。 

（三）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在整體電視服務市場上的普及率自 2002年第 3季的 13.8％緩慢下

滑，到 2003年第 3 季下滑至 13.2％，但是之後似乎又有逐漸回升的現象，到 2007 

年第 1 季底，英國有線電視收視戶總計 340 萬戶（占英國家戶 13.4％）。而

英國兩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訂戶數分別為 NTL的 196 萬以及 Telewest 的 132

                                                
54 劉幼琍、陳清河、王郁琦等，世界重要國家有線電視數位化策略之比較分析暨我國有

線電視全面數位化可行策略分析，頁 49 以下（2004）。  
55 同前註。  
56 英國通訊管理辦公室發布 2007 年第 1 季英國電視數位化進展報告  –數位電視普及率

逾 80％  ，電信技術中心網站：http://www.ttc.org.tw/news_detail.asp?id=215 (最後點閱

時間：97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ttc.org.tw/news_detail.asp?id=215


 

 133 

萬。其中數位有線電視的用戶為 2百萬戶，佔有線電視用戶比例的 73％。數位

有線電視在整體數位電視市場中的普及率，至 2004年第 1季是 18.5％。與數位

衛星電視或數位無線電視等其他數位電視平台相較，數位有線電視成長率過低。 

    綜合上述資料，目前英國整體電視服務市場之概況如下圖： 

 

付費電視 Pay TV Q2，2004 Q3，2004 Q3 成長率 

數位衛星(Sky) 7,032,000 7,085,000 0.8％ 

數位有線 2,469,326 2,502,451 1.3％ 

總計 9,510,400 9,598,981 0.9％ 

免費收視 Free-to-view Q2，2004 Q3，2004 Q3 成長率 

Freeview DTT 4,425,700 5,016,200 13.3％ 

Free-to-view 衛星 305,000 345,000 13.1％ 

扣除第二台以上電視 -943,000 -1,101,280  

總計 3,787,700 4,259,920 12.5％ 

英國數位電視普及率 53.8％ 55.9％ 2.1％ 

英國數位電視各平台 2004年第 3 季統計，資料來源：公共電視網站
57
 

 

五、BSkyB與 ITV結合案之分析 

（一）當事人介紹 

BSkyB是英國與愛爾蘭主要的數位衛星電視播送平台營運者，除在本身平台

播送運動、電影、新聞及其他娛樂頻道外，也將這些頻道批發授權給其他有線電

視系統平台營運者播送。雖然在BSkyB所提供的頻道中有三個免費頻道，但其主

要的營收來自於付費電視的訂戶月租費。此外，新聞集團憑藉其子公司News UK 

Nominees Limited持有BSkyB的39.14％的股份，而在BSkyB的董事會13席董事中

                                                
57 英國數位轉換從威爾斯小村莊開始，公共電視岩花館：

http://www.pts.org.tw/~rnd/p9/p9-1.htm （最後點閱時間：97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pts.org.tw/~rnd/p9/p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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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3席。  

    ITV則是英國近50年以來最大的商業廣播電視台，其本身製作的免費電視頻

道透過無線的類比或數位訊號、數位衛星電視平台播送。其製作的內容主要是針

對英國主流觀眾所設計的輕娛樂節目及戲劇節目，2005至2006年度營收為22億英

鎊，其中有四分之三是來自於廣告收入。ITV另外持有40％的ITN（ITV News）公

司股份，該公司專門製作電視新聞節目。 

（二）本案事實過程 

基於 ITV在歐洲電視製作及資產上的重要地位，BSkyB在 2006 年 11 月 17

日宣布將以 6.96億英鎊收購 ITV 17.9％股份。2007年 2 月 26 日，BERR認為此

案對於公眾利益有所疑慮，依據企業法第 42 條而向 OFT發出介入通知，又因為

此案涉及媒體的結合，BERR亦請 Ofcom依同法第 44A 條準備初步報告，說明結

合對於公眾利益的影響。 

BERR在收到 OFT及 Ofcom的報告後，認為此結合案將有可能減少實質的競

爭，故於 2007年 5 月決定提交至 CC審議。本案是 CC 首次適用媒體結合的特殊

規定。CC於同年 12月所作的最終報告中，認為此結合案對於免費電視市場或付

費電視市場都有實質減少競爭的結果，而對公眾利益有不利影響，並進而提出了

分散 BSkyB股權之建議，BERR最後採納 CC 的建議，於 2008 年 1 月作出與 CC 建

議一致的決定。雖然 BSkyB對於 BERR之決定並不服，而後上訴於競爭上訴法院，

但競爭上訴法院於 2008年 9月 29日已駁回 BSkyB對 BERR決定及 CC報告的不服，

而確定此案。 

（三）競爭分析 

雖然在 BERR決定及競爭上訴法院中對此結合案都有論述，但因其皆是建構

在 CC所提交的競爭報告基礎之上，故本部分將介紹 CC 所作的競爭報告。 

    CC競爭報告首先依照企業法第 23條判定是否此結合案已經符合管制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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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當事人間已具有實質控制關係及超過營業額門檻。與我國不同的是，CC 在實

質控制的部分並不僅以直接或間接所持有的股份為認定，更須考量其他法律對持

有者控制的限制以及持有者本身控制被結合事業的誘因及能力， CC花了報告的

三分之一篇幅對此加以闡述。 

此外，因本案涉及媒體間的結合，故除了判定此結合案是否減少實質競爭

外，依照企業法第 58條(2C)(a)規定下，CC 尚須確保英國境內的媒體企業股份

能分散在足夠多數的持有者。綜上，CC將分別就視聽服務(audiovisual)、廣告

服務及全國性電視新聞頻道是否減少實質競爭進行探討，另外也在股權分散部分

判定是否有符合企業法特別要求之規定，分述如下： 

1、視聽服務 

（1）相關服務市場 

CC首先說明有許多的市場性質會影響到其對市場的界定。第一，

個別當事人在供給面對象上都包括了廣告商及觀眾，造成兩者互相影

響。例如，因個別當事人的商業營運模式不同，使得BSkyB大多數營收

來自訂戶收視費，而ITV營收則是來自於廣告。第二，BSkyB與ITV所提

供的節目內容、是否有其他附加服務與是否依照時間播送(即線性與非線

性)也不同。在此情況下，價格的差異並不足以說明二服務間的不具替代

性，例如在同時面對廣告商與觀眾的情況下，免費電視可以透過高收視

率而增加其廣告的收入，進而與付費電視服務相競爭。除了當事人與利

害關係人都承認免費電視與付費電視的界線相當模糊外，透過實際的消

費者市場調查結果，CC也認為免費電視應能與付費電視的基本頻道相替

代，但尚無法取代付費電視的強檔頻道(premium channels)。 

除了免費電視外，CC亦針對隨選視訊服務進行說明，認為由於同

一個節目內容可以透過節目表預先編排的形式播送，也可以透過VOD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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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而播送平台經營者往往也都同時提供此兩項服務讓觀眾依其收視意

願選擇，因此CC認為除非例如即時賽事等不適於VOD性質的節目，否

則應認為VOD服務也應屬於同一個服務市場之中。至於當事人所提應列

入的網路電視(television-over-the-internet)，雖然逐漸受到歡迎且傳統媒

體公司也開始推展自己的網路電視服務，但依照Ofcom在2006年所作的

報告發現，英國境內僅有5％的成年人口曾在一個月內收看過此服務，

且消費者端調查報告也顯示其與傳統電視的替代性相當有限，故基於網

路電視的畫質及不普遍性，CC暫時不將此服務列為相關服務市場。 

最後，CC認為觀眾在收看節目時並無必要區分是在有線電視、衛星

電視、寬頻網路或是手機播送平台上收看，因此並不需依照傳輸技術的

種類而劃分不同市場。儘管部分平台的經營者可能在傳輸特定節目會受

到技術或是訂戶數上限的影響，惟任何對於需求替代性所產生的影響仍

可在評估此結合案的競爭效果時再加考量。 

綜上，CC認為相關服務市場應包括所有的免費電視及各種付費電視

服務，包括隨選視訊服務，故又稱此為整體電視服務 (all-TV)市場。 

（2）相關地理市場 

當事人認為英國境內的有線電視或其他電信平台經營者因為並無實

體線路至其他國家，或是受限於其他國家廣電執照限制，故無法在其他國

家提供相關服務。而從消費者端來看，觀眾無法選擇其他國家的服務提供

者，或因語言因素也將使得其無意願去收看國外電視服務。CC基於以上理

由，將相關地理市場界定在英國境內。 

（3）影響競爭之因素 

A. 競爭者 

除了英國國家電視頻道事業BBC、Channel 4和5兩家商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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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幾家付費電視系統營運者，例如Virgin Media (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BT Vision與Tiscali等事業(皆係利用電信網路)。 

B. 市場占有率 

雖然因整體電視服務市場中各項服務的差異性很大，導致市場占

有率並無法清楚的呈現出市場中各競爭者的市場力量，但CC仍認為透

過各種面向的資料整合仍可以觀察出市場中主要競爭者的全貌。像是

從觀眾占有率的分析圖（下圖）可發現少數的幾家電視節目業者已可

吸引大多數觀眾的收看
58
，且由於免費電視頻道策略上是提高其收視率

以吸引廣告收益，而付費電視頻道的策略則是極大化包括訂戶收視費

等各種不同的收入，因此在觀眾占有率的部分，可看出BBC與ITV此種

免費電視頻道的市占率高於付費電視頻道。 

 

若以各播送平台的市場占有率來看（如下圖），數位無線電視平台與數位

衛星平台的占有率相當，皆高於類比無線電視平台或有線電視平台。 

                                                
58 被歸納到其他的電視頻道共有 150 家，且最高的市占率並不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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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CC認為BSkyB與ITV在市場上都是重要的競爭者，至於BBC，受限於其

帶有政府公共的地位，即便也會因此結合案而受到競爭上的影響，但不會與其他

追求利潤的商業電視台為相同的反應。 

C. 未發生結合情況下的競爭狀況 

  在此部分所要評量的是在未發生結合的情況下，其他現有及可能

未來會拘束BSkyB在整體電視服務市場力量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可能

來自於付費電視及免費電視業者。在付費電視部份，CC認為目前數位

衛星平台與有線電視平台間的替代性非常高，且市場上也存有相當的

競爭者。惟當事人雖然亦提到IPTV發展迅速而具有競爭性，但CC則認

為現階段IPTV服務的訂戶數仍低，且依照獨立研究機關所作的報告，

至少要到2012年訂戶數才會突破市場的1.6％。 

    至於免費電視的部分，透過BSkyB之前的內部資料、因應市場競爭

狀態的行銷策略及第三人所提供的意見等方式，CC認為免費電視在數

位無線電視平台上所合作推出的FreeView仍對於付費電視具有競爭

性，且FreeView組成中又以BBC與ITV具有重要的地位。 

D. 進入與成本障礙 

此部分可分成兩層次探討：(1)電視節目頻道製作與供應以及(2)

電視內容透過平台上架及播送。CC認為前者如果僅需吸引少數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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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障礙是較低的，但如果是全新的頻道以免費電視形式，要去發展較

有質感的內容或吸引多數群眾時將困難許多。至於後者，則是必須要

投入相當的成本去建立新的播送平台，利用他人已建立的平台雖較為

容易，但會有容量上的限制。整體而言，囿於進入與成本的障礙，BSkyB

在與ITV結合後所產生的競爭疑慮將無法減輕。 

（4）結合案的影響 

A. 現時競爭狀態 

BSkyB對ITV具有實質的控制能力已如前述，鑒於免費電視對付費

電視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以及ITV在免費電視又占有重要的地位，CC認為

BSkyB將會有誘因去影響ITV與BSkyB的競爭策略，或降低其競爭誘因。

在此CC列出了幾種可能發生的影響決策： 

a. Ofcom的研究發現在電視服務市場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內容，因此

BSkyB可能會影響ITV有關於節目製作的策略與原先承諾。雖然ITV

董事會之前有承諾將加強內容方面的投資，但隨著廣告收益的逐年

下降，股東多持反對意見。在結合案後，不論是基於競爭者的心態

或是股東的心態，BSkyB都有誘因串聯其他股東繼續反對節目製作

的投資，而使ITV的節目不足以威脅BSkyB。 

b. BSkyB將會影響ITV在有關高畫質電視或其他需要額外頻率的投資

案。Ofcom正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升級現有的數位無線電視平台，讓

最多4個高畫質電視可以在此平台上播送。之前ITV已與其他免費電

視頻道共同簽署備忘錄聯合取得高畫質電視頻道，而BSkyB卻認為

ITV在數位無線電視平台上推出高畫質電視並無法回收其投入的成

本，因此BSkyB將很有可能去影響其他的股東，阻止ITV籌措資金標

取高畫質電視所需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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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CC認為此結合案將會使得整體電視服務市場少了其中

一個可制衡BSkyB的競爭者ITV，而其他免費電視競爭者在無法彌補ITV

重要地位的情形下，將會實質減少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競爭。 

B. 未來競爭狀態 

CC也同時思索如果未來ITV能提供付費電視服務時，對於BSkyB的

影響。既然付費電視服務彼此之間的替代性較免費電視來的高，那麼

若ITV未來是有可能提供付費電視服務的話，則此結合案將帶來負面的

競爭影響。ITV進入付費電視服務的選項可能為：(1)與另一家付費電

視業者結合，而強化該業者之競爭力；(2)將其部分頻道改為付費電視

頻道；(3)成為付費的播送平台。惟缺乏強烈的證據顯示ITV將會發展

付費電視服務，或是強化其他競爭者所提供的付費內容，因此CC認為

在未來競爭狀態的考量下，此結合案並未會引起實質競爭的減少。 

2、電視廣告服務 

（1）市場界定 

在2003年的案例
59
中，CC曾界定出了英國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但在此

案中，其思考的是此市場是否有必要再擴大至其他形式的廣告。由於網際

網路的普及，消費者往往將網路作為取得產品性質與價格資訊的來源，而

許多廣告主除了電視外也會在網路購買廣告。雖然研究機構調查發現網路

廣告營收的增加伴隨著電視廣告營收的下降，但CC認為尚無證據可以證明

藉由網路廣告可以抑制電視廣告之價格，是故仍應維持相關服務的範圍僅

及於電視廣告，而不擴至網路廣告。 

在相關地理市場部分，由於電視廣告銷售的流程在每個國家都不一

                                                
59 Carlton Communications Plc and Granada plc: a report on the proposed merger, TSO, 

Cm 5952, Octo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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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且主要的電視廣告市場供給者仍是在英國，故相關地理市場應以英國

為界。 

（2）結合的影響 

ITV是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中最大的服務提供者，其市占率約達42％至

47％。在此市場主要的疑慮是當事人雙方可能合作共同提高電視廣告的價

格，或是交換彼此間的資訊。雖然CC認為BSkyB對於ITV具有實質影響力，

但其卻認為17.9％的股權並不足以進一步的導致營運上的控制或整合，也

不認為雙方的廣告代銷商會有進一步整合的可能。至於雙方交換價格資訊

部分，由於ITV在2003年時曾經另外受到主管機關課以與廣告主間的契約

重新檢視權(Contracts Right Renewal)的負擔，使其不得調高所屬ITV1

頻道的電視廣告價格，故ITV應會與BSkyB間維持一定的區隔。至於ITV其

他的數位頻道，如ITV2、ITV3與ITV4，由於在市場上的占有率並不高(至

2007年時收視戶數約1百萬人)，故如其與BSkyB有共同提高電視廣告價格

的行為時，則廣告主很容易可轉換其他頻道購買廣告。 

雖然利害關係人提出幾種BSkyB與ITV結合後對於電視廣告服務市場

的可能影響，例如搭售廣告時段或是掠奪性訂價等手段，但CC認為此都並

不明確，或是以BSkyB僅持有17％的ITV股份尚不足以達成此效果，故認定

此結合對於電視廣告服務市場並不會帶來實質減少競爭之效果。 

3、全國性電視新聞節目供應服務 

（1）市場界定 

英國電視新聞的提供，與我國並不完全相同。BSkyB與ITV除了有直

接面對觀眾的競爭外，雙方也會將所屬新聞節目事業
60
所製作的個別節目

內容（非新聞頻道）授權給其他頻道播送，因此雙方在頻道事業的授權上

                                                
60 Sky News 為 BSkyB 所屬的新聞節目事業； ITN 則為 ITV 所屬的新聞節目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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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臨競爭。 

 

在直接面對觀眾的競爭部份，CC認為新聞節目僅是觀眾收看整體頻

道的一環，且觀眾也不會因新聞節目而特別去訂購付費電視服務，故不應

將電視節目供應特別獨立為一個市場，而特別討論。至於在面對頻道事業

的競爭部份，由於其他如Channel 4或5在其公共廣播服務執照(Public 

Service Broadcating；PSB)中負有義務提供新聞節目，因此CC認為對於

PSB執照業者的新聞節目批發服務（ wholesale supply of news 

programming to channels with public service obligations）可構成

一個具有區隔性的市場。 

至於相關地理市場部分，由於BSkyB僅在國內提供新聞節目，故地理

範圍應以英國為界。 

（2）競爭分析 

  在相關分析前，CC描述了此市場競爭的一些事實背景，包括了 

A. 新聞節目事業與頻道事業所簽定的新聞提供服務契約，因經濟因素往

往是約5年的長期契約。 

B. 在新聞節目收視率的部分，BBC占了約60％，ITV則約25％，其他頻道

皆小於5％。 

C. 許多的新聞節目事業告知CC，新聞節目的提供對於頻道事業來說並無

利可圖。但有許多無形的資產，如品牌形象或是影響力卻無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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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單純推算新聞節目提供是否能獲利並無意義。 

  CC在實際為競爭分析時，首先依照數據資料發現Sky News是市場上唯一可與

ITN競爭的業者，另外根據與其他頻道事業的意見交換，發現有頻道事業認為當

考慮更換新聞節目提供者時，會從Sky News與ITN作為考量。因此CC認為兩者確

實對於他造有相當之影響力，而有探討三種潛在的反競爭影響必要： 

A. 單方減少Sky News對於ITN的競爭壓力 

      由於Sky News與ITN背後有BSkyB的直接或間接持股，可能導致Sky 

News不與ITN進行激烈的競爭，進而確保BSkyB間接持有ITN的利益。但

CC考量BSkyB對於Sky News是100％直接持有；而BSkyB對ITV持有股份

僅17％，再乘上ITV所持有ITN股份為40％，認為BSkyB應該還是會透過

Sky News與ITN積極競爭方符合其自身利益。 

B. 弱化ITN與Sky News競爭的能力 

      基於ITV是ITN的大股東以及大客戶，很明顯的ITV有能力可以妨礙

ITN成為Sky News的競爭者，因此有必要討論BSkyB是否會有誘因或能

力藉由影響ITV而達成上述的目的。誠如上述，BSkB所取得的17％股份

已讓其可以影響到ITV的特別決議事項中有關公司發展策略的方向，但

尚無法影響到諸如電視新聞節目批發服務之類的非策略性事項。此

外，至2010年之前，市場上並未存在大型的電視新聞節目批發契約重

新簽定的問題，這也限制了BSkyB透過其影響力去傷害ITN的競爭力。

因此，儘管BSkyB有此誘因從事反競爭的行為，但基於其持有股份數的

限制以及市場尚無重新簽訂契約的機會，CC並不認為此結合案將會導

致ITN競爭力的弱化。 

C. 增加兩者合作的可能性 

       利害關係人提出了Sky News與ITN可能會有合作而導致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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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服務買方的不利益，CC則指出如當事人之間是以明示的方式合作

的話將會違反歐盟條約第81條規定，如是默示勾結（tacit 

coordination ）的話，CC所公布的「結合參考指引」(Merger Reference 

Guidelines)第3.37段則有3個評量的條件 ：(1)市場上有足夠的透明

性讓雙方可以達成合作；(2)事業間有非常明確的合作誘因；(3)其他

競爭者該限制默示勾結的能力微弱。 

CC認為結合前，當事人之間對於電視新聞節目供應契約有強烈的

競爭，故市場上並不存在第二個條件。至於結合後，ITV與ITN仍然無

法取得更多Sky News的資訊，且電視新聞節目批發服務屬於非策略性

事項，BSkyB無法得到更多ITN資訊，故第一個條件並未因結合而有所

改變。至於第二個條件，BSkyB仍會比較偏好Sky News甚於ITN已如前

述，且ITN的其他股東對於BSkyB也有其他的想法，因此第二個條件亦

不存在。最後，此結合案並未減少其他競爭者的限制能力。 

綜上，CC作出結論認為此結合案並不會實質減少電視新聞節目批

發服務市場的競爭。 

（四）股權分散多元性(Plurality) 

  企業法第58條(2C)(a)具體規定了媒體事業結合所需特別考量的事項，並將

此列為公共利益之一，即「媒體企業的股權分散多元性，是任何在英國境內或是

附屬於英國的區域內觀眾應有的需求」。由於並沒有任何法規對於多元性有著清

楚的定義，於是在本案中，CC對於如何解釋股權分散多元性有相當大的解釋空

間。在參考了Ofcom的意見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說法後，CC此時已不侷限於以

競爭法的角度來看待此議題，而探求企業法第58條及第58條(A)立法原意以及相

關體系解釋，最後將多元性範圍侷限在新聞內容的探討，此部分最後的結論與本

研究較無關聯，故不再詳細介紹，惟此種特別法規所定的公共利益要求並由競爭

機關為認定，似乎可使相關結合管制上的判定更為全面，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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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矯正手段 

  由於本結合案將導致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實質減少競爭，因此CC初步提出了

三種矯正手段，包括了(1)要求BSkyB將持有ITV的股份再予以出脫，而回復到未

結合的狀態；(2)要求BSkyB將持有ITV的股份部分出脫，而使BSkyB無法達到實質

影響ITV的程度；(3)除了要求出脫部分股份外，另對BSkyB進行行為管制。最後

CC決定要求BSkyB僅能持有ITV7.5％以下的股份，且不能在ITV董事會占有席次，

以確保ITV在策略方向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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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通訊傳播產業跨平台結合之實務 

公平會向來對於結合管制採取寬鬆的立場，到 97 年 9 月為止，只禁止過 6

件結合申請案
61
；其依據公平法第四十條對未依規定申請許可處以罰鍰案例，也

只有 28件左右。此外，公平會附條件不禁止結合的案件近年有增加的趨勢。 

第一節 近兩年主要業者之結合案件 

一、電信事業 

（一）中華電信 

1、與資拓科技結合案 

公平會於 97 年 11 月 12 日決議，對於中華電信與資拓科技申報結合案，

依公平交易法第 12條第 1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公平會表示，中華電信擬

參與資拓科技的增資，取得資拓科技 49%的股權，並取得 4席董事及 2席監察

人席次，由於中華電信於國內固網業務、行動電話、數據通信等市場占有率

超過 1/4，符合必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的門檻規定，因而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公平會指出，這項申請結合案屬電信業與資訊軟體服務業的結合，結合

後，中華電信雖可加強資訊技術的能量，以整合客戶服務的種類和內容，提

供更多的加值和多樣化的服務，但因中華電信經營的電信相關市場，其加值

服務內容眾多，不會因開發特定加值服務而使相關市場結構產生決定性的變

化。 

另外，公平會也認為，國內資訊軟體服務市場參與者及需求者眾多，且無

市場進入障礙，中華電的結合案對於資訊軟體服務市場，亦無使市場結構惡

化的現象，對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並無實質減損，因此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

第 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61 97 年 4 月 24 日禁止好樂迪與錢櫃結合，97 年 9 月 10 日禁止統一及維力速食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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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全球一動結合案 

通傳會於 2007年開放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執照後，分別由全球一動等六家

業者取得執照。惟全球一動為符合法規規定而於 2007年底增資時，邀請中華

電信入股。在中華電信後出資 1 億多元而取得 15%股份後，第一屆通傳會在

2008年 3 月 20日，以全球一動的投資計畫書並未規劃中華電信為股東名單。

但在得標後，突然又冒出中華電信認股 14.9%，對沒有得標的業者不公平為

由，駁回中華電信入股全球一動申請案。 

在第二屆委員上任後，上述決議已於日前遭通傳會訴願會駁回，使中華

電信投資全球一動案重新開始，但依據電信法規定，投資比例不得超過被投

資業者總資本額 15%。通傳會認為當初政府為了發展 WIMAX 產業，並希望新進

業者可以投資，因此設定最低資本額為 10 億元，目前全球移動資本額為 10

億元，因此，中華電信投資金額上限為 1.5億元 。 

3、與神腦結合案 

據 2007 年 3 月 12 日中央社報導，公平會表示，中華電信是第一類及第

二類電信業者，主要業務包括固網通信、行動通信、數據通信以及衛星通信

服務；神腦主要業務是代理銷售國內外廠牌的行動通信產品及週邊商品。 

     中華電信擬經由取得神腦 31.5%股權，直接控制神腦的業務經營及人事任

免，已達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規定的結合型態。中華電信目前

在行動電話業務市占率達 36%，且中華電信與神腦上一會計年度的銷售金額已

達公平會公告結合應申報銷售金額標準，符合結合申報門檻。 

     公平會指出，中華電信與神腦的事業結合，並未使相關市場的結構或集中

度產生明顯變化，中華電信及神腦也未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力量顯著增加。另

外，結合案的事業結合對於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場困難度及競爭對手

選擇交易相對人的可能性並無顯著影響，因此，公平會依法不禁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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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春水堂結合案 

中華電信於 2006 年 10 月 12 日以總金額二千零一十六萬元，取得 30％股

權春水堂後，在其進一步加碼後，春水堂資本額增資到約１億元出頭，中華

電信的總持股比例則增加到約５６％左右 。 

對此，公平會於 2008年 6 月 4日決議不禁止其結合。其表示，中華電信

公司與春水堂公司分別經營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業務與國內電腦動畫業務。

中華電信公司累計取得春水堂公司 56.04﹪股權，因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達到其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且董事席次由 7 席中之 2 席

增為 4席，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任免及業務經營，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中華電信公司於國內固定通

信業務、數據通信接取服務業務與行動電話通信市占率均超過四分之ㄧ，符

合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須向公平會申報結合之門檻，且無同

法第 11條之 1規定除外適用情形，依法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公平會指出，本案屬電信業務與國內電腦動畫業務市場之垂直結合型態，

參與結合事業彼此間並不具有水平競爭關係，本案結合後，中華電信公司雖

可採用春水堂公司製作之電腦動畫產品，增加其現有平台內容之豐富性，並

有利於未來手機動畫、手機廣告等行動數位內容之建置暨營運；然而中華電

信公司所經營之電信相關市場，其加值服務內容眾多，尚不因提供特定之加

值服務，即使相關市場結構產生決定性之變化；又國內電腦動畫市場參與者

眾多，且無市場進入障礙，是本結合案對於電腦動畫市場，亦無產生市場結

構惡化之虞。由於本案結合實施後，對於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尚無實質減損，

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定不禁止其

結合。 

5、 與愛爾達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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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於 2007 年初參與投資愛爾達，下半年愛爾達為中華電信搭線拿

下台灣獨家奧運轉播權，對中華電信整合跨平台（MOD、3G、HiNet）數位內

容扮演重要角色。中華電信原持有愛爾達 21.11%股權，近期普訊將持有的一

成股權全數轉售給中華電信，每股約 24 元，加碼投資金額約一千多萬元，亦

取得兩董一監的席次，加碼後使中華電信對愛爾達持股提升至 31%。 

（二）台灣大哥大 

1、與台灣固網結合案 

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達到收購台灣固網，結合電信與媒體事業，創造

三合一（Triple Play）之差異化競爭優勢的目標，台灣大哥大所屬公司台信

國際，於2008公開收購台灣固網股份。台信國際於公開收購期間取得74.0858%

的台灣固網股份。預計完成合併後，將使台灣大哥大合併年度營收提昇約

19%，EBITDA增加約 10%，並創造更有效之財務槓桿。  

2、與泛亞、東信結合案 

     台灣大哥大 2001 年起便陸續收購南區行動電信業者泛亞電信及中區東信

電訊，並於 2006 年取得泛亞電信及東信電訊百分之百的股權。然而自 2007

年起，台灣大哥大便向通傳會分別申請泛亞與東信結合(東信消滅)以及台灣

大哥大與泛亞結合(泛亞消滅)。後於 2008年 5月終於獲得通傳會之同意通過。 

本案中，由於另涉原先行動通信管理規則第 14 條「行動電話業者經營相

同業務的事業，不得相互投資超過 10%的規定限制」，故通傳會先行修正該管

理規則，而使本案全部回歸電信法管理。通傳會表示，早年 2G業務開放時，

有全區及分區執照，規定業者間不能跨區整併，但後來全區業者透過子公司

等名義合併分區業者，事後檢討當時開出分區執照不具市場規模，原規劃方

向是錯誤的，因而決議刪除條文 。  

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14 條，於 88 年公布實施，規定行動電話業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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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相同業務的事業，不得相互投資超過 10%的規定。此條文拿掉，同一事業的

行動電話業者相互投資將解禁，比照固網、WiMAX等，業者間相互投資或合併，

依電信法第 15條，事先提主管機關審查即可。結合後，台灣大哥大、泛亞與

東信成為單一法人，未來組織、基地台等可做精簡，設備、網路及客服等，

都可用同一套，成本大大下降。  

3、與台灣電訊結合案 

台灣大哥大於 2007 年 8 月 15 日完成收購台灣電訊 45%的股權，每股價格

13.843 元，總額約 6.9 億元，主要大股東如香港的電訊盈科、中華電信所屬

的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等都參與出售，台灣大未來不排除再收購其他股東

股權，以提高對公司的掌握度，進而在業務上整合，為進軍大陸市場布局。 

原本市場推估，總交易金額將達 15 億元，但因台灣電訊有部分股東未參

與出售，如電訊盈科旗下的網優公司未完成相關程序，使得台灣大哥大沒有

拿下全數股權，交易金額降到 6.9億元，但拿下 45%，也已成為第一大股東，

預期台灣大仍會持續收購，以達到五成以上比率。台灣電訊是國內第三大網

路服務業者（ISP），在兩岸三地有不少客戶，此次台灣大是透過旗下台信國

際電信進行收購，為經營固網的重要布局，期深耕企業客戶與一般用戶，發

揮整合數據、語音與影音業務的綜效。 

台灣電訊目前有 10萬寬頻用戶、1萬個企業用戶，在第二類電信業者市場

僅次於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由於數位聯合電信被新世紀資通併購，台

灣電訊是第二類電信業者少數體質不錯、又深耕市場的業者。台灣電訊去年

營收約 10 億元，手中約有 4億元現金。台灣電訊副董事長暨總經理周鐘麒已

出任富洋媒體科技執行長，彼此已開始整合，拓展企業用戶市場 。 

對此，公平會表示，台灣大擬透過關係企業-台信聯合，以收購資本總額

1/3 以上之股份方式 ，與台灣電訊結合申報案，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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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公平會指出，截至 2004年，台灣行動電話門號普及

率已高達 100 ％，顯示行動電話產業已進入成熟階段，且第二類電信事業範

圍繁雜，多數第二類業者僅就其專長 擇少數種類業務投資經營。2006 年度台

灣大於行動通信服務市場之占有率約 30.52﹪，且 2006 年銷售金額 589億餘

元，台灣電訊 2006 年銷售金額為 10 億餘元。公平會認為，市場上現有數家

行動電信及第二類電信事業同業及潛在競爭者，可有效牽制參與結合事業之

定價行為，這項合併案對於整體市場之競爭程度並無明顯減損。 

（三）遠傳電信 

1、與 Seednet結合案 

速博於 2007 年 6 月 14 日以每股 20.8 元、總計新台幣二億元，標下經濟

部持有 Seednet持股 6.4％左右股權，速博在 Seednet的持股正式過半、並達

53％，速博也藉此與 Seednet正式走入營運整併。 速博公司財務長張嘉祥表

示，速博現有廿五萬 ADSL 用戶、Seednet 五萬，另外，Seednet 有三千多萬

企業用戶及三萬多位網路電話用戶，未來兩家公司將採營運合併模式展開合

作，預期共同營運的範圍會從網路擴大到業務及帳務。  

由於 ISP 市場目前仍以中華電信的 Hinet 市占規模最大，其次是 Seednet

及 TTN。台灣大日前宣佈將以最高十五億元、百分之百收購 TTN，加上速博已

是 Seednet 大股東，可以確定的是，台灣 ISP 市場前三大業者已分別納入電

信三雄的電信版圖中 。 

2、與速博結合案 

在 2007 年 8月 15日，遠傳宣佈以 3.9764%遠傳電信股權與新加坡電信持

有的速博股權換股，取得 24.51%速博股權，加上遠東集團原本即持有的 26%

速博股權，遠東集團持股過半，遠傳總經理楊麟昇表示，遠傳取得速博經營

權後，兩家公司將會緊密合作，對客戶提供更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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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換股交易，遠傳以一股換速博六股的比例，取得新加坡電信所持有

全部 24.51%速博股權，新加坡電信出脫速博全部持股後，轉持有 3.9764%遠

傳電信股權，並擁有遠傳電信一席董事。新加坡電信此次因換股拿下遠傳

3.9764%的股權，在徐旭東邀請下將取得遠傳一席董事，股權低於 NTT DoCoMo

（持股比率 4.9%），讓遠傳在兩大外資加持下，對於未來拓展國際版圖更有

信心，也有助於與國際接軌。 

 

二、有線電視 

（一）MSO層級之結合 

1、台灣寬頻(TBC) 

美商卡萊爾於 1999 年 7 月以每戶約一萬元新台幣、總價 2 億美元取得台

灣寬頻(TBC)現有持股，但 2006年初出脫手上持股時已經喊價到每戶四萬元，

最後是由澳洲最大的商業電台業者麥格里媒體集團與澳洲最大的投資銀行麥

格里銀行(Macquarie Bank)，共同以 8億 9000 萬美元（約合新台幣 290億元）

買下，平均每戶的售價高達四萬元，改寫去年富邦集團收購太平洋聯網的紀

錄，成為台灣最大的有線電視系統台收購案。短短六年半卡萊爾就賺到了七

億美元，獲利高達三倍，投資報酬率十分驚人。 

本案分為股權與債權兩部分，股權達新台幣 170億元，60％由麥格理媒體

集團出資，將長期持有；剩下 40％股權及部分債權 (約達台幣一百億元)，麥

格理銀行將依法尋求台灣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接手，據了解，包括富邦、和信、

東森集團等均已被徵詢。整個收購案近台幣 300 億元，債權部分的收購價為

123億元，總收購價則創下台灣有線電視系統業新高紀錄，以 65萬用戶計算，

平均每戶新台幣 4.5萬元 。 

2、凱擘(K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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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萊爾將台灣寬頻賣給澳洲麥格里集團，隨即又與東森集團接觸，雙方在

2006 年六月達成交易。經濟部投審會於 7 月初的委員會議中，正式通過卡萊

爾集團對東森媒體集團的投資案。這項交易案總金額４７６億元，其中３２

０億元是向銀行團貸款。，遠高於澳洲麥格里集團購併台灣寬頻的近 300 億

元，再度創下國內此類投資案的最高金額紀錄。購併完成後，卡萊爾將取得

60%的東森媒體科技股權，40%的東森電視股權，以及 25%的東森購物股票選擇

權，可於 2008年前以現金買下東森購物的股權。 

      500億的投資金額中，有大約 440億元用來購買東森媒體科技旗下的有線

電視系統及其用戶，以 105萬的用戶數計算，每戶售價約為新台幣 4 萬 2,000

元，再度炒高有線電視系統的行情。據了解，東森將可由此交易中取得超過

新台幣 100 億元的現金。依照有線電視法規定，外資購買有線電視系統台，

每家不得超過 60％﹝直接 40、間接 20﹞股權，而在整個系統台的持有數，則

限定不分本土或外資都不能超過三分之一。根據經濟部的公告，卡萊爾集團

是透過荷蘭商 PX Capital Partners B.V，以 4億 1,300 萬美元增資盛庭股份

有限公司，再由後者以多層次轉投資方式，經由東森媒體科技的股份轉投資

東森旗下的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另外又透過荷蘭商 W.P.V. Holding 

B.V，以 1,841萬美元增資浩緯公司，同樣再以多層次轉投資方式取得屏南有

線電視系統的股份，手法與澳洲麥格里集團對台灣寬頻的投資方式十分近

似  。 

3、中嘉(CNS) 

中嘉售股給 MBK 案於 2006 年 10 月 16 日定案，據了解，交易金額與實地

查核階段的每 4.7 萬元、總金額 517 億元略有出入，據透露，整筆交易總金

額係以 EBIDTA Margin的十倍初做為核算總交易金額的計算基準，以中嘉 2005

年折舊攤提前獲利 42.4億元來看，交易總金額應該不超過 500億元。台泥將

持股之怡星所持有的慶聯、北健、新視波及嘉和等四大有線電視地方系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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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持股轉讓予 Crown公司，據了解，Crown 正是 MBK 的控股公司，也因此，

隨著一波波的股權移轉，中嘉售股也正式定案。 

備受矚目的是本土股東結構，也出現重大變化。根據規定，外資最高持股

上 60％，MBK將全力配合，因此，本土股東持股 40％部份，也出現重大變化，

原本和信及中信各在中嘉持股 40％，據了解，中信這次將持股 40％全部出售、

退出有線電視，而由台泥為主要代表的和信則保留部份持股，並擔任 MBK 在

本土股東之一 。 

(二) SO層級之結合 

1、大新店民主 

凱擘於 2007年 4月 16 日正式跨出併購步伐，以一股 64.17元價格，公開

收購大新店有線電視。大新店有線電視，主要經營範圍涵蓋台北縣新店、烏

來、深坑、石碇、坪林等鄉鎮，用戶數 44,200 戶，占該區有線電視收視戶比

率 48%，該區另一家有線電視系統商新唐城，也是凱擘旗下的系統台 。  

公平會是於 6 月 12 日有條件通過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合併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通過的原因是此案屬於多角化結

合型態，結合實施後，對於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無實質減損。公平會表示，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共同投資人 Hamle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是屬於凱雷集團的子公司，而凱雷集團實質掌控大新店電視公司的競

爭對手、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了避免此合併案造成讓新店

地區有線電視市場壟斷之虞，因此雖然不禁止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合併大新店電視公司，所以附加條件。公平會要求，大新店電視公司

的董監事席位不得由凱雷集團的代表出任，另外，大新店電視公司與新唐城

電視公司不得委由同一事業做共同採購頻道節目、共同行銷及廣告、共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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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服務櫃檯等服務範圍
62
。 

2、威達有線電視 

    威達有線電視為台中縣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惟於通傳會在 2007 年開放

無線寬頻接取執照時，另取得該項執照而亦具有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身分。公

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97 年 9 月 18 日委員會議決議，有關威達有線電視公司擬

以合併增資發行新股之方式，吸收合併超舜電信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超舜電信公司）及全球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網通公司）之結

合案，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公平會表示，本結合案實行後存續公司為威達有線電視公司（並更名為威

達超舜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消滅公司為超舜電信公司及全球網通公司，

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威達有線電視公

司為「臺中縣大里區」該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內僅有 2 家系統經營業者

之一，另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資料所示，威達

有線電視公司占該區總收視戶之 38％至 39％。於該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之市場

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須向公平會

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1條之 1 規定除外適用情形，依法應向本

會提出結合申報。 

    公平會指出，本案雖然威達有線電視公司於臺中縣大里區該有線電視經營

區內之市場占有率超過四分之一，但本案另兩家參與結合事業並未經營有線

電視系統業務，因此本案結合後對該區有線電視市場占有率尚無影響。且本

案除了前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務以外，其他所營業務（如 ISP 數據通信接

取服務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等）市場占有率均不高，而均有強大的市場競爭

者（如中華電信公司）存在，故縱使本案結合亦對相關市場競爭之影響力不

                                                
6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97 年 6 月 11 日公結字第 0970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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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案結合實施後，對於相關市場結構、競爭情形暨服務品質並無顯著不

利的影響，但有助於參與事業擴大經營規模、降低經營成本，提供消費者較

高品質及多元化之服務，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定

不禁止其結合。 

 

三、網路業者 

（一）雅虎 

雅虎公司97年興奇公司100％股份結合案結合案，公平會附加下列條件後不

禁止其結合：雅虎不得無正當理由，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告或開店之網路

商店與參與結合事業(興奇公司)為差別待遇之行為。對在「Yahoo!奇摩」刊登廣

告或開店之網路商店，不得有不正當限制其與其他網路資訊提供服務業者及網路

購物服務業者交易、合作、刊登廣告，或其他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

而與其交易之行為
63
。 

雅虎公司97年取得無名小站100％股份結合案，公平會附加下列條件後不禁

止其結合：雅虎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以不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網

頁連結、電子郵件之接收與傳送、或其他服務之提供。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得之

市場地位，為限制交易相對人不得與特定事業交易之行為。不得利用因結合而取

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價格決定、維持或變更、限制交易相對人與其獨家交易、

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行為
64
。 

（二）台灣樂天市場公司 

在允許統一超商公司擬與日本楽天株式会社合資設立台灣樂天市場公司經

營網路購物平台，公平會不禁止其結合所附加的條件是：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63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97 年 6 月 19 日公結字第 097004 號。  
64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97 年 9 月 10 日公結字第 0970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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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無正當理由就所提供之取貨付款服務，拒絕供應或差別供應予參與結合事業

以外之其他競爭者
65
。 

第二節  公平會相關規範說明 

一、有線電視規範說明 

公平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訂有規範說明（８５年通過，９６年最後修

正），其與本研究案相關的部分為： 

「貳、有線電視相關事業結合行為之規範  

二、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垂直結合行為  

事業進行垂直結合，其目的多在整合上下游資源，調整經營結構或組織型態，基

於「營業自由」原則，原無須加以限制，惟若其結合行為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將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依法應向本會提出申報。在有線電視相

關產業，因多數地區有線電視之普及率已達到八成以上，收看有線電視節目不僅

已成為民眾主要休閒活動之一，同時亦是資訊來源之重要管道。而現行有線廣播

電視五十一個經營區中，多數經營區係屬於一區一家或一區二家之情況，因此，

收視戶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並無充足之選擇機會，一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經

營行為不當，不僅可能同時造成多數收視戶權益受損，往往更因為「別無選擇」

而迫使收視戶不得不承受此一損害。本會審理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垂直結合案件

時，應特別考量此種產業特性，審慎處理，以符合公平交易法「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  

（二）結合決定應考慮因素：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規定，如事業結合對整體經

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本會不得禁止其結合。而有線電視垂直結合案

件可能產生之利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確保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

                                                
65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97 年 6 月 19 日公結字第 0970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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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等等，惟相關利益是否僅存在於結合事業內部，而對整體經濟利益並不

具重大實益，則待進一步驗證。另，有線電視垂直結合可能導致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則包括：可能導致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拒絕授權、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拒絕

播出之差別待遇行為，或藉此逼迫競爭者退出市場、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而產

生上下游市場俱遭封鎖之效果；此種不利益雖非垂直結合所直接導致，惟若垂直

結合事業濫用其統合上下游市場之強大力量，確將造成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之

嚴重傷害，為減少此種不利益，並使結合行為能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之要

件，參與結合之事業除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外，並應提出現行及未來自我防範

限制競爭效果產生之積極作法。綜此，有線電視相關事業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

時，其能否將垂直結合之利益廣由全體社會大眾分享，並消弭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將是本會審理之重點。  

（三）限制競爭不利益明顯大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情形：  

具有市場影響力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參與之垂直結合案件：國內有線電視頻道供

應者眾多，經營規模各不相同，其垂直結合案件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

益之影響，亦不能一概而論。惟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之市場影響力，可由其供應

頻道節目之數目，及頻道之市場重要性分別或綜合判斷如下： 

（1）頻道節目數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據市場研究顧問公司調查資料，

收視戶選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因素中，「頻道較多」為極重要之因素，足見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頻道數目多寡對消費者選擇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而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線路頻寬有限，在數位化壓縮技術普及之前，其所能提供之頻

道係數目有限之資源，是以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供應頻道之數目，對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亦有一定之影響。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節目由系統

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可作為有線電

視頻道供應者市場力之指標。若市場上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其所供應之頻道節目

數普遍超過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利用頻道數之四分之一，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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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旦與四個頻道供應者達成購買協議，即已占滿其所有可利用頻道，爰此，達

到此一標準之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實已具有市場影響力，故其與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之垂直結合，對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已明顯大於整體經濟之利益。 

（2）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若某一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已具有

不可或缺之地位，該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因已擁有一定之市場影響力，故其垂直

結合案件，本會將特別重視其具有市場影響力所產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影響。 

具有市場影響力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參與之垂直結合案件：一般而言，單一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市場占有率，應以其收視戶數占所屬經營區收視戶總數之比例

來計算。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單一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達到四分之一以上，其

結合案件即應向本會提出申報。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若僅在單一經營區達到四

分之一以上之市場占有率，未必對整體系統市場具有重大影響力，故在評估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市場影響力時，應同時考量與該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具有控制

或從屬關係系統經營者之市場占有率。參與垂直結合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其結合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亦已明顯大於整體經濟之利

益。 

（1）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其訂戶數

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達到此一標

準，一旦決定停播某頻道，不僅將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之收視戶權益產生影響，

對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更會造成極大之傷害。 

（2）與該垂直結合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超過全國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一：若事業控制或從屬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數目超過總家數三分之一，顯已掌握極大之市場力。 

（3）超過同一行政區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

只有一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時，不在此限：有線廣播電視垂直結合，可能提高

非垂直結合關係頻道節目「斷訊」之風險，為維護收視戶權益，對同一行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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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上游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結合時，應有較高之限制。但若

因行政區域地形或其他事實上因素，僅有一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願提供服務

時，則不在此限。  

（四）相關主管機關意見：結合行為有高度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時，若基於產業政

策、行政管理、傳播文化政策或科技發展等事實上原因所必需，經由相關主管機

關敘明其理由，且表示其必要性者，本會基於行政一體原則，仍應衡量主管機關

對該結合案正面支持之強度。」 

 

二、電信事業規範說明 

公平會對於電信事業訂有電信事業規範說明（89年通過，94年最後修正），

其與本研究案相關的部分為： 

「四、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之計算  

在評估電信事業行為對特定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必須先對「相關市場」加

以界定，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分析並判斷對市場競爭之實質影響。  

（一）市場界定：  

１、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相關市場的二個構面分別為「產品市場」及「地

理市場」。「產品市場」係指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功能及價格條件具緊

密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及其供給者的組合。「地理市場」係指各個廠商提供商品

或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顧客在此區域範圍內可以無障礙地選擇及轉換交易

對象。 

２、需求替代性與供給替代性：界定市場時必須考慮對特定電信產品或服務

的需求及供給的替代性。所謂「需求替代性」係指當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

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高時，其顧客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產品或服務

取代前述產品或服務之能力。所謂「供給替代性」係指當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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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高時，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立即供應具替

代性之產品或服務之能力。技術上，常採用所謂「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方式，先從假設市場上僅有一個獨占業者開

始，檢驗該假設性獨占者是否有能力在不減損利潤下，進行「微幅但顯著且非暫

時性的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倘若價格調漲將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認定之市場

範圍過於狹隘，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的產品納入，或將市場的地理範圍放大，然

後再重複進行SSNIP的檢驗，直到市場參與者有能力將價格調漲卻不減損利潤為

止，即完成市場界定。  

３、批發市場及零售市場：電信服務具有明顯垂直生產結構之特性，因此在

界定市場時必須考量電信產業的垂直面向。電信服務「批發市場」係指供應其他

電信事業因提供電信服務而所必需之中間投入要素的市場，例如發話、受話及轉

接等互連服務、設備共置、細分化網路元件接取、電路出租或其他提供作為轉售

用途的電信服務。而「零售市場」則指直接提供電信服務給最終使用者消費的市

場。 

４、科技發展對市場界定之影響：隨著通信科技快速變化，數位匯流將使各

種電信服務的互相替代能力提高，例如傳統語音服務與網路電話（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傳統行動數據與無線上網（Wireless Fidelity; 

Wi-Fi），造成相關市場的界線日益模糊，因此，市場界定並須同時考量電信科

技的發展，且應該是動態且個案認定的過程。 

例一、ADSL與Cable Modem服務是否屬於同一個產品市場？ 

目前家庭用戶主要的網際網路接取方式，除傳統的撥接方式上網外，即為透

過電信業者提供的ADSL或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的Cable Modem服務，依照相關的統

計數據，目前我國ADSL及Cable Modem服務的占有率約80%及20%。從ADSL及Cable 

Modem所提供的功能來看，其特色均為高速接取、具有Always-on的特性，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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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及計價方式亦相類似，因此ADSL與Cable Modem服務可以被認為在同一個產

品市場。相對的，傳統的撥接服務因為其接取的速率遠低於ADSL及Cable Modem

服務，且有Always-on特性，因此不能納入前述的產品市場。 

例二、電信業者在提供受話服務時，是否屬於同一個市場？ 

在發話方付費制下，當用戶發話給其他「網外」用戶時，發話方電信業者為

了接通電話，必須向受話方用戶所屬的電信業者購買「受話服務」（termination 

service），則各個電信業者在提供「受話服務」時，是否屬於同一個市場？英

國Oftel及競爭委員會在檢討該國電信業者受話費用的案件中認為：（１）受話

網路具有瓶頸特性，當發話方用戶撥打給受話方用戶時，必須接受後者所選擇的

網路，無法選擇其他替代路由；（２）受話外部性（call termination 

externality），受話網路係由受話方用戶所選擇，但受話費用卻由發話方用戶

負擔；（３）發話方用戶不是受話網路的直接交易對象，受話網路即使訂定高額

的受話費用，也不擔心因此流失客戶；（４）受話方用戶通常比較不在乎所屬網

路業者訂定的受話費用。在此情形下，倘若缺乏合適的費率管制、互連雙方未建

立起互惠協議、發話方網路又無法形成足夠抗衡力量，導致提供「受話服務」的

業者將受話費用做「微幅但顯著且非暫時性的價格調漲」時，儘管各個電信業者

在零售服務屬於相同的市場，但是在提供「受話服務」時，則有可能於具體個案

中將個別業者認定成一個單獨的市場。 

六、電信事業結合之規範  

（二）結合之規範 

電信業者提出事業結合之申報後，本會將就該結合所可能產生之整體經濟利

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進行評估。倘事業之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者，本會依法不得禁止其結合。 

例七、對於電信事業結合申報案件之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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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理電信事業結合申報案件時，本會首先將依照前述之市場界定程序，分

別定義出相關的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及市場參與者，並計算各市場參與者之市場

占有率。其次，分析市場集中度、參進障礙、垂直整合程度及有無具可抗衡的買

方力量等影響市場競爭程度的因素。最後，審酌項目為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利

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的影響。所謂「整體經濟利益」方面之審酌因素包括：

（１）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２）是否有助於促進所

屬市場之競爭；（３）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

（４）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力。 

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之審酌因素包括：（１）對所屬市場之結構

及集中度之影響；（２）是否顯著減損所屬市場的競爭程度；（３）是否造成相

關市場之參進障礙；（４）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５）是否會導致

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６）是否會導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三、四Ｃ規範說明 

針對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等四Ｃ事業，公平會訂有四Ｃ事業跨業經

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四Ｃ規範說明，91年通過，94年最後修正）。其與本研究案

相關的部分為： 

「四、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的計算：  

（一）相關市場界定  

相關市場係指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並從事競爭的範圍，包含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兩個構面。產品（服務）市場係指從消費者的觀點，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

在價格及功能方面可互相替代（interchangeable）的產品（服務）所構成的組

合。地理市場則是指事業提供產品 （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消費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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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內能夠無障礙地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由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及匯流趨勢，

將使各種服務間的互相替代能力增加，產品（服務）或地理市場的界線日趨模糊，

因此，相關市場界定必須考量科技變化的因素，並以個案方式認定。  

（二）市場占有率的計算  

四Ｃ事業之相關市場占有率原則上以下列方式計算： 

1.對於有固定客戶數之事業（例如電信或有線電視），按該特定事業的用戶數或

收視戶數，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者用戶數或收視戶數總和的比例計算。 

2.對於無法掌握客戶數目之事業（例如線上搜尋服務），則按該特定事業的營業

額，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者的營業額總和之比例計算。  

六、四Ｃ事業結合行為之規範  

「整體經濟利益」方面，審查重點包括： 

(一)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 

(二)結合是否有助於促進相關市場之競爭； 

(三)結合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之服務； 

(四)結合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力，並促進研發與創新； 

(五)結合是否具有消費面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六)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各項目的之唯一手段； 

(七)參與結合事業將內部利益予以外部化之計畫。 

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審查重點包括： 

(一)結合對相關市場之結構及集中度之影響； 

(二)結合是否顯著減損相關市場的競爭程度及提高參進障礙； 

(三)結合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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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合是否會導致濫用市場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五)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六)水平結合是否造成市場集中度的增加，增加的幅度有否造成結合事業對其他

水平競爭廠商的反競爭行為； 

(七)垂直結合是否造成市場封鎖的可能，即事業結合後是否以其所增加的下游

（上游）市場力量封鎖上游（下游）競爭者的市場； 

(八)多角化結合是否造成產品聯賣、搭售，以及不當的交叉補貼等濫用市場力行

為。 

本會審理四Ｃ事業結合之申報案件，依前述考量因素，逐項評估整體經濟利益與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四、電子市集規範說明 

公平會對於電子市集訂有規範說明（電子市集規範說明，92年通過，96年最

後修正），其定義電子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E-Marketplace）為，

事業間進行電子商務的主要數位化交易空間，係以運用網際網路技術為前提，在

網路上提供一虛擬之開放場所作為交易平台，結合各事業上、中、下游廠商，共

同組成線上交易社群，讓買賣雙方在此虛擬平台上，可快速找到合適之交易夥伴

及產品，並完成有形、無形的商品或服務的交易。其主要參與者包括軟體技術提

供者（即基礎架構提供者）、市集經營者、買方及賣方等，核心市場主要包括「電

子市集內交易產品之市場」及「電子市集本身之市場」，並攸關各事業上下游間

垂直整合及水平競爭者間之互動。電子市集規範說明與本研究案相關的部分為： 

「二、 市場界定、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力量分析   

（一） 相關市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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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電子市集所涉相關交易行為對特定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前，必須先對「相

關市場」加以界定，並綜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市場力」等，分析、判斷

系爭行為對市場競爭產生之實質影響。相關審酌因素如下：   

１、 需求與供給之替代性   

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必須同時考慮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及供給的替代性。所謂

「需求替代性」，係指假使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

高時，其顧客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產品或服務取代前揭產品或服務之能

力。所謂「供給替代性」，係指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提高時，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立即供應具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之能

力。   

２、 產品、地理因素   

界定相關市場的二個構面分別為產品市場構面、地理市場構面，茲分述如下：   

（１） 產品市場   

「產品市場」係指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功能及價格條件上具有緊密替代

性之產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組合。假若「產品市場」內相關產品全部由一「假設性

獨占者」所供應，該「假設性獨占者」可將產品價格「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提高，而無庸擔心交易對象會

以其他性質或功能相近之產品替代，或者其他潛在供應者會轉換產品線進入系爭

產品市場內銷售，則可認為該「產品市場」已被適當界定。反之，若交易對象可

用其他性質或功能相近之產品替代，或者有其他潛在供應者轉換產品線進入系爭

「產品市場」內銷售，則應將前述產品或潛在供應者包括於「產品市場」中。  

（２） 地理市場   

「地理市場」係指各事業提供產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消費者在此區域

內可以自由選擇或轉換其交易對象。假若「地理市場」內相關產品全部由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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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性獨占者」所供應，該「假設性獨占者」可以將價格「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提高，而無庸擔心交易對象會

轉向其他區域的供應者購買，或者其他地區之供應者會因此進入系爭「地理市場」

內銷售，則可認為該「地理市場」已被適當界定。反之，若位於其他區域之供應

者能夠以充足數量、接近價格供應相關產品，則應被包括於「地理市場」中。   

３、 科技發展對市場界定之影響   

市場界定應涵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及範圍，包括潛在供給者與需求者之相關市

場及可能交易之區域與時間範圍。而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標準，實務上除應考量

產品或相關類似產品之替代性、銷售型態、技術、設備、時間長短、成本暨消費

習慣等項目外，亦應考量電子市集之網路頻寬、網路傳輸方式、產品特性，及廣

告刊登選擇等項目。由於網路科技提升了產品相關資訊之流通性和透明性，去除

了資訊不對稱之疑慮，透過市場機制，電子市集更可趨近於自由競爭。因此，電

子市集相關市場界定仍必須同時考量科技的發展，並按動態且個案之狀況來加以

認定。   

 （二） 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力量分析   

   關於電子市集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可以「某一電子市集內進行交易之同類產

品或服務之數量」為分子，「市場全部相同或類似產品之數量」為分母計算所得

之比例，該分母應細分為「某一電子市集內進行交易之同類產品或服務之數量」、

「其他電子市集內進行交易之同類產品或服務之數量」、「非屬電子市集所進行

交易之同類產品或服務之數量」。電子市集市場占有率乃評估市場控制力大小之

重要因素，但並非唯一標準，尚須考量市場進出之難易度。而實務上評估市場進

出難易度時，仍須就所需資金數額、技術複雜度、產品差異性及通路系統等因素

綜合考量。  

在新經濟市場裡，網路效應往往會促成事業之獨占；而智慧財產權本身也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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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傾向獨占，並遏止新參進者之出現；至於消費者之轉換成本，則為另一限

制新參進者競爭條件之重大因素。     

雖然不斷創新的科技讓既有之獨占或先驅者，必須面臨隨時可能出現之挑戰，故

雖具備獨占地位，仍必須積極創新且維持市場合理價格，以免為新興科技所擊

敗。惟電子市集所引起之公平交易法爭議並不是全新的，一般認為傳統公平交易

法毋須為此而有所調整，惟在適用過程中，有些原則會喪失其重要性；或相對顯

得特別重要。茲分述如次：   

１、 獨占地位之判斷   

  市場占有率之分析必須至少包括對於系爭市場及事業於一定期間內於該市

場中之地位分析。電子市集屬新興科技市場，相對於傳統市場之認知概念宜調整

擴大，以納入「較全面之競爭動態」（fully competitive dynamics），並以長

期發展曲線之分析取代定點式之市場占有率分析，且以是否構成創新之進入障礙

來取代一般對於市場進入障礙之看法。至於所謂「較全面之競爭動態」分析則包

括網路結構內之競爭（competition within a network）、不同網路結構間之競

爭（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networks）、越過現有科技創新之競爭

（competition to innovate beyond current technology）三個層面。   

  準此，借助市場占有率之分析得以發現科技變遷之過程。首先，在特定領域

中之科技創新發展歷程，能提供展望未來創新程度的內在觀察空間，此亦為評估

事業在科技變遷期間是否具有優勢地位之過程中所不可或缺者。其次，基於科技

之發展具有降低科技市場進入障礙之影響能力，故在從事市場分析時，將會側重

在市場上足以妨礙替代科技或先進科技發展與推廣之因素研判，包括：研究設施

數量是否有限；大多數或主要關鍵性研究設施是否被特定事業所掌握；特定事業

對於發展替代技術或其創新之智慧財產是否具有獨占性之掌控；新科技產品是否

欠缺足夠配銷通路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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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當獲取或維持獨占力之判斷   

  基本上，獨占力之取得方式包括法律的授與、事業掌握關鍵原物料或零組

件、藉提升本身競爭力達到規模經濟、以及透過市場力量之不當使用。其中前三

種方式較無爭議，但第四種方式透過市場力量之不當使用以獲致獨占，其非難性

較高，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面對新經濟市場的特殊屬性，此種判斷思維及區

別仍然同樣重要，惟尚需另行加入網路效應趨勢等新的考量因素，唯有透過這些

審酌因素的分析，始得以判斷市場獨占力量係來自排除行為抑或自然成長。另在

高度變遷之科技市場中，擁有市場力量者必須思考永續經營以因應新的挑戰，此

種策略或企圖殆屬競爭的一種常態，不應加以忽視。   

  是以，參與電子市集之事業掌握或擴大研發成果之目的係在於追求合法範圍

內之競爭？抑或意在排除競爭？將是處理電子市集反競爭問題的最核心課題，公

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相關案例時，將在分析過程中考量前述新經濟市場的特質。   

３、 市場進入障礙及轉換成本   

  原則上，市場進入障礙愈少愈有利於競爭。電子市集主要之進入障礙有二：

一是市集名氣與人氣；二是交易安全及風險（包括物流、金流、資訊流之控管與

安全性）。前者需要投注大量資金與廣告，以吸引事業加入市集；後者則需由電

子市集經營者致力於改善繁複之作業流程，提高交易安全及降低交易風險。而電

子市集參與者是否準備轉換至其他市集，尚須審酌「與其他網路市集連結，必須

投資巨額的經費，以整合買賣雙方的後端系統，並於完成進入市集供應鏈後，其

事業關鍵性資源整合服務系統尚須重新設定、建立買賣資訊」等轉換成本與不同

市集間有無共通規格可否相互運作等諸多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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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業者問卷調查及訪談之發現 

一、整體意見之總結 

對政府的管制密度需求高低某種程度反應了市場的競爭程度。在越競爭的市

場，政府的管制(包括競爭規範)對廠商的影響越小，故對政府管制的需求也越

低。從本案的深度訪談及普查中顯示網際網路服務的競爭程度最高，故對法規、

技術輔導的需求度不高。反之，廣電及電信業者因市場未充分競爭，對法規、技

術輔導的需求度較高。而在政府政策上，業者咸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

扶植」及「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行動-固網匯流、NGN次世代網

路) 」這兩項目最為迫切及重要。包括數位內容的產業鏈整合，從創意、製作、

後製到傳輸發行的完整體系；及對數位內容的獎勵措施如租稅優惠等配套政策。

而在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部分，業者認為明確數位化時程有助於業者轉換設

備，規劃新服務及適應市場競爭。同時所有業者皆強調介面標準化的重要性，政

府若能導入標準化的平台介面，可使數位資料由各種傳輸管道傳送到終端使用

者，亦可降低設備生產的成本。然標準化介面亦隱含著市場力(market power)，

未來握有一定市佔率的數位匯流業者可能利用其作為阻礙競爭的瓶頸障礙

(bottleneck access)，故俟跨業經營發展至一定市場規模後，公平會可著墨於

標準化介面的聯合行為規範。 

另關於跨平台經營的結合或聯合行為，業者認知到數位匯流中，產業間的「水

平結合」及「垂直結合」具有一定經濟利益，希望朝「放鬆管制」角度審查結合

行為，又有線電視業者主張其市場規模較小，與電信業者做跨平台競爭時有先天

的弱勢，故審查其結合行為應重視相關市場之競爭度及整體產業發展，而能對其

採取較寬鬆認定。然電信業者關切內容與有線電視業者間之「垂直結合」(即如

「製播結合」)效應，影響數位匯流競爭，故呼籲公平會重視頻道業者之結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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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以建立數位內容及平臺二者公平合理的接近使用環境。最後，關於雙

重結合管制之管轄權限，有線電視業者主張應由公平會裁決，電信業者則主張應

協調一個主管機關主審。 

以下再分五項議題整理業者之意見。 

二、對政府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看法 

有線電視業者期望不止針對所謂「內容」之產業進行扶植，而是要把整體傳

輸平台納入考量範圍。電信業者則表示政府在數位內容的產業輔導當然是非常的

重要，因為將來這個內容其實可以跨很多不同的平台。政府的工作是建立起一個

完善的競爭環境，然後輔導新興的產業。數位內容是新興的產業，所以要輔導。

另外現今國內數位內容產業發展牽涉議題甚多，主要關鍵在於發行通路與完整產

業鏈整合出了問題。在產業鏈整合上目前亦缺乏完整從創意、製作、後製到傳輸

發行之產業鏈整合體系，尤其數位內容發展往往需要昂貴之軟硬體開發環境及跨

網路平臺、儲存設備等，相關環境之缺乏使得商業模式無法有效推行。 

新進電信業者認為發展數位內容產業是一個高成本的投入，因此若需要發展

內容，則需政府相關配套輔助，並且期望由一個主導機關進行輔導政策。內容業

者則期盼政府能夠提出一個明確的數位電視化產業發展政策，包括經濟部數位內

容輔導、獎勵，數位化過程給予租稅優惠等配套政策。 

 

三、對於政府跨平台發展藍圖，介面標準化之看法 

有線電視業者表示如果要跨平台界接，主管機關應該要加強對電信業者管

制，因為電信業者有可能不開放與有線電視界接，或是藉故拖延，或收很高費用。

另外有線電視本身是封閉性系統，系統之間的規格並不同，無法界接，所以希望

主管機關能夠訂立一個明確的做法，使廠商可以統一。 

電信業者認為因應未來數位匯流之發展，實有需要進行跨平臺結合以提供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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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匯流服務並進行產業佈局，且創新匯流服務通常在用戶需求、平臺技術、網路

建置及商業模式上均存在不確定性與投資風險，因此對於新媒體平臺不僅應採寬

鬆的管制態度，且需要予以扶植與鼓勵。其次，在匯流的角度下，政府若能導入

標準化的平台介面，可使數位化的資料由單一傳輸管道傳送到終端使用者，亦可

促進產業發展而降低設備的成本。但此一介面的標準化及技術規範大部分均由各

個國際標準組織予以規範及制訂，並已有多種不同規格的標準產生。對於這些標

準的導入是否相容於各產業現有平台，以及是否有利於未來跨平台的結合，有賴

於政府的主導。 

新進電信業者表示所謂的NGN不僅是網路架構形成一個數位傳輸模式，還必

須包含跨平台的數位服務的整合，包含上網、語音、影像，甚至是想像不到的服

務。政府除了訂定出發展階段外，更重要的是協助輔導業者或是強化業者的規

劃，並保有市場發展自由度。其次如果沒有一個跨平台的數位整合，將會是匯流

不能達成的一大關鍵點，因此需要發展介面標準化。內容提供者認為無線電視台

在跨平台上是弱勢的，因為要做任何的互動，必須要跨平台到通信業者合作才能

形成雙向。此外，內容業者也面臨介面標準化的問題，例如與3G業者合作，各家

手機業者皆有不同的平台以及接受方式。 

 

四、跨平台結合管制 

有線電視業者表示法規對於有線電視代理一些頻道或者採購頻道，管制甚

嚴，而有線電視業者除了傳輸網路外最重要的服務即為影像播送服務，因此必須

豐富其節目內容，才得以生存，進而產生整合頻道內容之行為。因此在不擾亂市

場秩序下，結合管制上期望做某程度的鬆綁，並訂定出明確界線規範，以利業者

遵循。其次，政府希望有線電視數位化，但現今並無明確規範，期望政府能在法

規管制概念中加入數位化概念思維，以利有線電視數位化甚至跨平台結合之進

行。最後，有線電視業者若跨平台後，與電信業者規模相比規模相差甚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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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線電視要往電信方向發展，其實是應採取較寬鬆的態度。 

電信業者表示公平會執掌產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理應執行符合目的之必

要管制，不需為特定目的採取寬鬆態度。主管機關對於可結合及不可結合之態

樣，應針對不同之結合類型制定不同之規範說明，如此才能使業者有所依循，因

為若無明確之規範而讓主管機關擁有過大之行政裁量權，將使業者卻步，不敢進

行相關投資。建立一套以合理且公平條件接取到各種平臺或內容的制度是有其必

要的。至於頻道業者之結合與聯合，主管機關應正視此一問題並積極的介入，以

導正頻道供應及既有媒體平臺業者之市場地位濫用行為，建立數位內容及平臺二

者公平合理的接近使用環境。在管制上應盡量朝向「放鬆管制」之角度，使業者

產業發展與政府管制達到相輔相成，內容產業朝良性之方向發展，藉以促進相關

市場之競爭。 

新進電信業者認為只要是不影響消費者權益，也不造成整個電信市場的壟

斷，主管機關可以放寬看待跨平台結合，比較不會浪費整體產業的資源。對於無

線電視業者而言，只能以不變應萬變，就是把節目做好，任何平台都可以用，把

內容變成不同的版本，將不同版本賣到不同平台。對於無線平台怎樣與其他平台

結合，其實很需要跟電信業者互動，把單向網路變成雙向網路。 

 

五、外資參與程度 

有線電視業者表示外資就是認同台灣這樣的一個法令的投資，才願意把錢投

資進來，因此期望政府開放外資。電信業者認為外資持股限制在電信業及廣播電

信有不同之規範，若能消弭不同產業間不必要之差異管制，可促進通訊傳播匯流

之順暢。政府應建立管制目的與理論基礎，分離外資投資限制與經營者之行為管

制，以避免違反ＷＴＯ承諾。新進電信業者期望政府開放外資進入，使新進業者

得以有足夠資金進行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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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重結合管制 

有線電視業者表示同一市場競爭力問題，應該就交由公平會管控，通傳會在

這個部分應該是要尊重公平會的看法，結合管制本身應該是公平會的事，通傳會

應該管經營面的部分，例如是否重視消費者權益，而不是向過度管制的方向發

展。電信業者認為上中下游之垂直管制以及跨業之水平管制，應取得平衡，過分

緊縮將導致業者無法有效整合，反之將產生托拉斯巨獸，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甚

鉅。新進電信業者表示僅能允許一個主管機構，如果過多的管制，將造成更大的

負面影響，所以建議統一主管機關並放鬆管制。內容提供者也認為只要不牽涉到

壟斷，政府應該採取開放態度，讓市場機制產生合理的運作。如果一個管制就可

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當然希望是一個管制單位就好了。相反的，如果管的目標政

治考量可能不完全一樣，一個單位沒辦法解決問題，那就有必要做雙重管制。 

 

第二節 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結合規範之革新建議 

一、相關市場的認定 

（一）有必要放寬 

隨著數位匯流，相關市場的認定有放寬的必要，例如歐盟執委會「需要事

前管制的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的建議」認定需要事前管制的市場也從以往18個減

少為7個。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就認為市話與行動電話具有可替

代性的相關產品市場；在Nextel與Sprint結合案，FCC認為行動通信業務沒有必

要區別：行動語音及數據服務市場、一般用戶市場與企業用戶市場、全國及地區

市場、批發市場及零售市場。在BSkyB與ITV結合案，英國競爭委員會認為觀眾在

收看節目時沒有必要區分是在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寬頻網路或是手機播送平台

上收看，因此並不需依照傳輸技術的種類而劃分不同市場，相關服務市場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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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電視服務 (all-TV)市場，包括所有的免費電視及各種付費電視服務。在歐

盟T-mobile與Tele.ring結合案，執委會認定在奧地利沒有必要區別2G與3G行動

通訊服務市場。 

在公平會前揭各項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中可

以加強說明數位匯流後市場擴大的現象，而有必要放寬相關市場的認定，尤其是

有必要修改電信規範說明將「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劃分為不同市場的見解

或加以相對化。公平會從寬認定相關市場也可以協助引導通傳會避免將2G業者都

認定為市場主導者、不對稱管制無法落實的問題。至於是否能在沒有具體個案的

情形下，抽象的界定出相關市場、指出哪些產業可以畫為同一市場、乃至於劃分

及放寬相關市場認定的時點，觀諸各國之實務均無法做到此種「按圖索驥」的地

步，本研究也無法提供此類可供公平會亦步亦趨的「妙計錦囊」，因為這欠缺事

理上的正當性，會陷入當初公平法第10條第2項曾經規定公平會在沒有具體個案

的情形下應定期公告市場主導業者的困境：與市場脫節、公平會無以為繼、徒然

引發爭端。這也是為什麼公平會4C規範說明表示相關市場界定必須以個案方式認

定（：「由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及匯流趨勢，將使各種服務間的互相替代能力增

加，產品（服務）或地理市場的界線日趨模糊，因此，相關市場界定必須考量科

技變化的因素，並以個案方式認定。」），電子市集規範說明表示按動態且個案

狀況認定電子市集相關市場（：「電子市集相關市場界定仍必須同時考量科技的

發展，並按動態且個案之狀況來加以認定」）。 

（二）需求面的替代可能性值得再深入研究 

雖然理論上是以消費者的觀點認定相關產品市場，例如4C規範說明：「在分

析「產品（服務）市場係指從消費者的觀點，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價格

及功能方面可互相替代（interchangeable）的產品（服務）所構成的組合。地

理市場則是指事業提供產品 （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消費者在此區域內

能夠無障礙地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但是向來相關市場的界定都集中在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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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載具面的分析。然而在通訊傳播產業從需求面的替代可能性來界定相關市場此

一面向，可能有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必要，特別是在節目內容會隨頻寬不斷擴大而

趨近於無限供應的情形下（美國DirecTV已提供給其使用者約1650個影音頻道），

消費者的需求替代性可能用來決定相關市場。不過目前在學說上及本研究此次問

卷調查中（業者多半認為其瞭解並掌握了消費者的需求），都還很難找出具體的

指標。 

 

二、採取美國FCC的分析架構、提出說理充實的評估報告 

我國企業以中小型為主、鼓勵其結合尚且不及，在此情形下，公平會歷來採

取寬鬆的結合管制標準，值得贊同，同時有必要檢討再提高目前結合管制之門

檻。然而對於真正需要管制的結合，公平會在分析架構及說理上不可以從簡，而

是有必要精益求精，以提高結合相關決定的科學性與可檢證性。公平會前揭各項

規範說明分析的結構不夠清楚，考慮的內容不夠充實。建議公平會前揭規範說明

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採取美國 FCC的分析架構，增加考慮

因素（例如舉出「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增加」的具體考慮因素），

並像美國 FCC一樣提出說理完整的評估報告。 

美國 FCC的分析架構是，首先對結合後的市場作結構分析，經過結構分析後

若發現該結合具有反競爭效果，FCC 則會再分析結合後事業之行為，以更進一步

了解結合可能影響的競爭行為。行為分析則檢驗結合後特定市場中的水平效果及

垂直效果。水平效果又包括結合後事業的單獨行為或整體市場參與者的共謀或協

調行為（歐盟及日本在結合管制上也重視分析事業結合後共謀或協調的可能以及

對市場之影響），後者是考慮包括廠商間達成默示同意的難易性（資訊的透明、

事業與產品的同質性、市場否有「搗蛋者」、科技進步）、欺騙的誘因以及其他

事業發現或處罰對方欺騙的能力。垂直效果則是檢驗參與結合的事業，是否可因

此結合而增加或提高其對於其他競爭者生產要素為差別待遇的能力或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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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可以再增加 

（一）邊際成本降低比固定成本減少更能顯示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 

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認為邊際成本的降低比固定成本的減

少更能顯示結合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在歐盟T-mobile結合案，執委會也強調結合

的社會福利指的是邊際成本的降低（而不是固定成本的降低）。究其理由無非是

重視邊際成本的降低可以直接導致單位產品或服務價格之調降而產生的消費者

剩餘福利，此點值得公平會納入上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

範說明」。 

（二）促進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以實現資訊社會 

通訊傳播基本法第12條規定，政府應配合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規畫採必要措

施，促進通訊傳播之接近使用及服務之普及。故促進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以

實現資訊社會的理想境界，消弭數位落差，也應該是在通訊傳播產業結合管制上

考慮的因素。美國FCC顯然也持相同見解，在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認為

此結合案將能帶來下列的公共利益：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增加多頻道影視節目傳

送(MVPD)的競爭、國家安全、災難回復。在Nextel與Sprint結合案，FCC認為行

動通信業者的結合可以有助於其爭取固網業者的用戶，促進固網與行動通信業者

間跨平台的競爭。因此建議公平會前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

規範說明」納入促進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以實現資訊社會的因素。 

（三）多元化 

在美國EchoStar與DirecTV及News Group與Liberty Media兩個結合案，

FCC重視多元相異不同的媒體、節目多元性、觀點多元性、就業多元性、頻率使

用的效率、減少媒體集中。英國企業法第58條也特別標舉出股權分散多元性

(Plurality)的重要性，具體規定了媒體事業結合所需特別考量的事項，並將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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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共利益之一，即「媒體企業的股權分散多元性，是任何在英國境內或是附屬

於英國的區域內觀眾應有的需求」。因此，建議公平會將節目多元性、觀點多元

性、股權分散多元性等因素納入前揭規範說明或下文七建議的「通訊傳播產業規

範說明」。 

 

四、應就確實有管制必要、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聽證會 

在結合管制上，因為涉及許多複雜市場因素的判斷，主管機關比較周延而

且節省資源的作法，是利用社會各界的不同專業知識，請其就系爭結合案的利弊

得失提出意見，並在聽證會等公開的程序相互說明。美國FCC及英國競爭委員會

都有類似的作法，以FCC為例，在受理結合案件時，會先將其認為有爭議的議題

或待釐清的疑問整理出來，交由其「行政法專門委員」（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召開事實聽證會（evidentiary hearing），一方面給予當事人說明的機會，另一方面

請各界協助。英國競爭委員會在接到由Ofcom或公平交易局移送的結合案件時，

也會將有爭議或待釐清的議題作成「議題聲明」（issues statement）並公告，

再交由「調查小組」（inquiry group）召開聽證會以釐清。 

目前公平會的實務是以請各界提供書面意見為主，並視案件需要召開座談

會，並沒有進行行政程序法嚴格定義的聽證程序，利害關係人之間缺乏公開辯證

的機會，公平會也不受到行政程序法的拘束，沒有遵守固定規範的義務，使得討

論與辯論的嚴謹度打折。故建議公平會在提高目前結合管制門檻後，再就符合提

高後管制門檻、有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正式聽證會。 

五、不禁止結合附加之條件 

（一）宜注意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 

公平會在附加不禁止結合時的條件時必須注意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的規

定，因為附加條件是否構成其中所謂「附款」的「負擔」，在行政程序法上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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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因為會影響到原許可結合的行政處分受廢止時得否溯及既往失其效

力，蓋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5條之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

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

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如果公平會所附加的條件只是一般性的禁止

或重申公平法的條文規定（事業本來就有遵守公平法的義務），是否能稱為，不

無疑問。 

就此而言，各國在附加許可條件時所考慮的因素有值得參考之處。例如日本

公正取引委員會在允許NTT-C與JSAT結合案時，因為當事公司JSAT之總合事業能

力提升，有可能對日本國內衛星專用服務市場競爭造成實質的限制，因此附加不

得差別待遇、不得共同採購、不得不當補助、不得進行共同行銷廣告等具體條件。

在美國AT＆T與BellSouth結合案，FCC發現在BellSouth的經營區內主要僅有

BellSouth與AT&T有能力提供特別接取批發服務 (類似於我國的專線業務，主要

提供新進電信業者在欠缺最後一哩時租用該特別接取網路以提供企業用戶零售

服務，或是作為連結兩電信事業間網路之用)，將線路直接鋪建至建築物中，故

以AT&T隨後賣出該區域內部分建築物的設施使用權，使其他競爭者可提供特別接

取服務為條件，允許其結合。在News Group與Liberty Media結合案，FCC以當事

人遵守（其原本不適用的）節目接取規則、節目傳送 (program carriage)、同

意再傳送、在FCC同意結合後一年內完成DirecTV與「DirecTV波多黎各」以及LCPR

間實質性利益分割等為條件（FCC認為外部的董事仍會怕得罪當事人而無法真正

獨立），允許其結合。 

在歐盟T-mobile與Tele.ring結合案，執委會接受T-mobile將Tele.ring的3G

頻率及基地台賣給競爭對手H3G（網路覆蓋率不到50%）的自願承諾。在BSkyB與

ITV結合案，由於可能會導致整體電視服務市場的實質減少競爭，因此英國競爭

委員會要求BSkyB僅能持有ITV7.5％以下的股份，且不能在ITV董事會占有席次，

以確保ITV在策略方向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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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適宜以「參與結合事業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為附款 

  公平會有線電視規範說明貳二(二) 及四Ｃ規範說明，將「參與結合之事業

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作為管制結合時應該考慮因素之一。與前述各國實務相

比較，公平會這項見解可謂獨樹一幟。探究其原因，在有線電視規範說明應該是

與說明貳二所揭示有線電視的獨寡占市場結構與超額利潤有關，然而收視戶沒有

充分選擇機會是有線電視主管機關將有線電視市場分割為五十一個經營區，以及

市場規模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並非個別事業的力量或行為所能改變，所以要求

結合事業「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以改善「收視戶並無充分之選擇機會」的問題，

恐怕是開錯藥方。其次，以「內部利益外部化」將有線電視業者的超額利潤「退

租」給消費者，固然符合實質正義，但是等於是代替有線電視主管機關通傳會承

認其有線電視資費管制失靈，有違「機關間忠誠及協力義務」，而且也欠缺法律

依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行不得也。再就四C規範說明而言，要求結合事業「將

其內部利益外部化」，就更欠缺任何正當性，難道是任何四C產業都有超額利潤？

最後，到底什麼才是公平會所接受的「內部利益外部化」作法，非常不透明，可

能成為結合管制上最不確定因素。故學界早有主張公平會應該將之刪除
66
。 

 

六、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 

我國電信自由化歷經第二代行動通訊、1900兆赫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固

定通訊、第三代行動通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及瓶頸所在設施之開放，雖然在行

動通訊形成三家網路寡占但相當競爭的局面，但是在最後一哩、同時也是最關鍵

的網路元素上，仍然是一家獨大的困境，市場上沒有任何替代性的網路，每一家

業者－不論第一類或第二類－都必須直接間接使用該獨占網路業者的網路元

素，而淪為為其打工的無奈狀況。在短、中期想要寄望電信業者對獨占網路業者

                                                
66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2004，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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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競爭壓力，幾乎不可能。突圍的唯一方法似乎只能寄望於，有線電視事

業利用已經接到用戶的最後一哩網路及已經建立的收費機制，升級為全國性替代

網路，這也是美國發展的模式。反應在我國的是，有線電視業者開始數位化以便

提供電信服務及比MOD更多樣的服務、電信業者開始與有線電視業者跨業合作或

收購之。可以預見的是，有線電視業者間的聯合（例如機上盒共同規格）與結合

行為會增加、強度也會加大（例如進一步共同採購機上盒），公平會雖然不是通

訊傳播產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以事前的政策工具引導或協助此項發展趨

勢，但是在聯合與結合行為的管制上，應該可以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

可能的貢獻與遭遇的困難，對網路獨占業者以外的業者採取比較寬鬆的管制立

場。 

 

七、訂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 

     公平會前述四種規範說明，以四C規範說明涵蓋的範圍最廣，但是仍然不包

括傳統意義下的廣播，因此也就不能說明四C產業與廣播產業互跨時應如何適用

公平法，而有加以擴充的必要。擴充的方式可以是將前述四種規範說明合而為

一，並仿通傳會「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取名為「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一

部涵蓋所有通訊傳播產業的規範說明，在前述各國法制上未見前例，但並不能因

此即斷定不可行。其優點是可配合數位匯流的大趨勢，排除前述四種規範說明之

間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電信法與廣電三法仍然晉渭分明的現況下，通傳會對於

如何審查電信與廣電事業的結合可能因為無法可循而不如何處理，而只能由公平

會依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處理。此種規範說明可能缺點是忽略在邁向數

位匯流的過程中各事業的差異性。但是綜合而言，本研究仍是建議公平會制訂「通

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及早點出數位匯流的趨勢以及可能面臨的競爭法議題，

而發揮引導產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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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的分工 

    競爭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上應該如何分工，各國有不同的作

法，美國FCC與司法部一方面有許多合作，例如共同制訂水平結合準則等，另一

方面在通訊傳播產業結合管制上所考慮的面向，FCC所考慮的遠比司法部來的廣

泛；而英國的Ofcom與競爭委員會則有前後守備的明確分工，Ofcom若認為事業結

合有實質減少競爭之虞時，才將之移轉競爭委員會評估衡量。在決定我國通傳會

應該與公平會如何合作分工時，真正的關鍵因素是雙方適用之法律何者較為周

延？雙方人力的配備何者較為完整、專業？目前的情況是雖然通傳會也有一定的

結合管制的經驗（例如台哥大與台固、泛亞與台哥大、和信與遠傳），但是其適

用的法律不管是電信法或廣電三法，對於結合管制的標準、考慮的因素及面向完

全付之闕如，而且通傳會結合管制幾乎不附理由，這對業者形成非常大的管制風

險。在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修法遙遙不可及的現實條件下，由公平會協助、引導通

傳會共同做一次性的結合管制，也許是落實單一管制原則比較好的作法
67
。  

 

九、未來修法建議：允許結合業者可以選擇事後報備 

目前公平法的結合管制是從以往「事前許可制」放寬為「報備異議制」，未

來可以考慮改採英國結合管制的制度，允許結合業者報備結合時不必等公平會決

定是否提出異議就可逕行結合，以利於爭取時效與商機。不過結合業者當然可以

選擇等待公平會決定是否提出異議後再行結合。如此管制鬆綁優點是，符合我國

低度結合管制的整體法價值判斷以及公平會的實務，同時給予結合業者較大的彈

性，因應實際需要，例如只是單純持有股份（holding）而無意經營管理的結合，

或是必須當機立斷決定結合，可先行完成結合。由於此項建議勢必涉及修改公平

法，難度最高，所以列在本報告最後。 

 

 

                                                
67 劉孔中，電信管制革新與數位網路產業規範，頁 12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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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參酌日本、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之最新規範理論與實務，考

慮我國通訊傳播事業發展之現況及特色，針對公平會對於通訊傳播事業跨平台之

結合規範說明，乃至一般的結合管制制度，提出下列具體革新建議：一、相關市

場的認定有必要放寬，需求面的替代可能性值得再深入研究。二、採取美國 FCC

的分析架構、提出說理充實的評估報告。三、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可

以再增加：（一）邊際成本降低比固定成本減少更能顯示結合的整體經濟利益；

（二）促進以實體設備為基礎的競爭以實現資訊社會（三）多元化。四、應就確

實有管制必要、限制競爭不利益的結合案舉行聽證會。五、不禁止結合附加之條

件：（一）宜注意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二）不適宜以「參與結合事業

應將其內部利益外部化」為附款。六、重視有線電視事業在數位匯流時可能的貢

獻與遭遇的困難。七、  訂定「通訊傳播產業規範說明」。八、競爭主管機關與

產業主管機關在結合管制的分工。九、未來修法建議：允許結合業者可以選擇事

後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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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The Regulation of Merger in the Digital Crossing-over 

 

This study first conducted a survey 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ocal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undertakings, then review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law and practices i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K and 

European Union with regard to their control of merger between and among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undertakings. It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1. Relevant markets as defin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should be broadened and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 demand side is worth further studying. 2.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of the FCC should be followed by the FTC in order for it to make 

well-reasoned merger report. 3. When consider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of merger,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1） the reduction of marginal cos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duction of fixed costs)（2）the facilitation of facility-based 

competition and (3) plurality. 4. For mergers that warrant control there 

should be formal hearing. 5. “The externalization of internal profits 

as a result of merger” should not be imposed as a condition for not 

allowing merger. 6. The fact that the CATV is facing more difficulties 

when crossing over to telecom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FTC. 

7. In the future, undertakings should be given the option of whether to 

notify the FTC and wait for its decision before the execution of m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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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企業結合審查之相關獨占禁止法運用準則 

（平成 16(2004)年 5 月 31 日， 平成 18(2006)年 5 月 1 日及 19(2007)年 3 月

28日修正） 
 

前言 

 

獨占禁止法（禁止私人獨占與確保公平交易之相關法律(昭和 22(1947)年法律第 54 號)。以下簡

稱「本法」。）第 4 章規定，公司股票（含公司職員持有的部分。以下亦同。）之取得或擁有（以

下簡稱「持有」。）（本法第 10 條）、兼任幹部（本法第 13 條）、公司以外之人持有股票（本

法第 14 條）或公司合併（本法第 15 條）、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本法第 15 條第 2 項）或

承接事業等（本法第 16 條）（上述行為，以下簡稱為「企業結合」。）之行為、禁止一定交易

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以及透過不公平交易方法達成企業結合等。受禁止之企業結合，依本法

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採取適當的排除措施。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平成 10(1998)年 12 月 21 日，就有關企業結合是否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

實質限制競爭之審查（以下簡稱為「企業結合審查」），公布了「持有、合併股票等之相關『一

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時』之概念」，其概念雖已明確釐清，但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往企業結合審查的經驗，為進一步確保企業結合審查時有關本法運用的透明性、提高業者的可預

見性，遂籌劃制定了「企業結合審查之相關獨占禁止法運用準則」（以下簡稱為「本運用準則」）。 

 

另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所受理的申報案件與事前諮商案件中可供作計劃實施企業結合之業者

參考的案件，將公布其審查內容，並且基於確保企業結合審查的可預見性與透明性之觀點，今後

將更致力於公布內容的充實。再者，於計劃實施企業結合之際，不僅是本運用準則，同時也應參

考以往案件的審查結果。 

 

本運用準則，首先在第 1 章明示構成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企業結合類型；第 2 章，明示劃定一定

交易範圍時的判斷基準；第 3 章，明確釐清「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意義。第 4 章與第 5 章則為

依企業結合類型是否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探討架構與判斷要素；第 6 章則舉例說明解除實質限制

競爭之企業結合問題的相關措施。 

 

公平交易委員會，姑且不論對象是否為依據本法第 4 章規定之報告、申報對象，先行依據本運用

準則進行企業結合審查，再核對本法第 4 章之規定，就每一個案判斷該企業結合是否在一定交易

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 

 

另外，隨著本運用準則的制定，「持有、合併股票等之相關『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

時』之概念」（平成 10(1998)年 12 月 21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包括平成 13(2001)年 4 月 1 日之

增補）於同時廢止。 

第 1 企業結合審查對象 

本法第 4 章規定，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時，禁止企業結合。此規定限制的

著眼點在於，複數以上之企業持有、合併股票等而形成、維持、強化一定程度或完全一體化

之事業活動關係（以下簡稱為「結合關係」），使市場結構產生非競爭性的變化，對於一定

交易範圍內的競爭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因此，複數之企業間即使互相持有股票或兼任幹

部，該複數企業仍持續被視為競爭單位而從事事業活動時，或者，以往為結合關係之單位合

併後只不過是單純的組織變更時，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幾乎為零，這正是本法第 4 章之規定

所明令禁止的。這樣的情況，卻令人難以預料。 

以下將就各種行為類型，明確釐清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才是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企業結合。 

 

1  持有股票 

(1) 公司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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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票在擁有股票之公司（以下簡稱為「股票持有公司」）與被

擁有股票之公司（以下簡稱為「股票發行公司」）之間形成、維持、強化結合

關係，其成為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情況如下： 

(a) 表決權持有比例（股票持有公司持有股票之表決權在股票發行公司全體股

東之表決權中所占之比例。以下亦同。）超過 50％時。但是，在公司設立

的同時取得股票發行公司全體股東之全部表決權時，通常不會成為企業結合

審查的對象（參考後述(4)之 A）。 

(b) 表決權持有比例超過 25％、且表決權持有比例之順位獨占第 1 名時。 

 

B  前述 A 以外之情況下，表決權持有比例超過 10％、且表決權持有比例之順位在

第 3 名以內時，經考量下列事項後，判斷結合關係是否已形成、維持、強化。 

(a) 表決權持有比例之程度 

(b) 表決權持有比例之順位、股東間表決權持有比例之差異、股東的分散狀況、

以及其他股東相互間的關係 

(c) 股票發行公司是否擁有股票持有公司之表決權等當事公司相互間之關係 

(d) 一方當事公司之幹部或從業人員，是否為他方當事公司之幹部之關係 

(e) 當事公司間之交易關係（包括融資關係） 

(f) 當事公司間之業務合作、技術援助與其他契約、協定等之關係 

(g) 當事公司以及包括已形成結合關係之公司有關上述(a)~(f)之事項 

 

C 共同出資公司（係指兩家以上之公司，為共同利益以遂行必要之事業為目的，依

契約等共同設立或取得之公司。以下亦同。）之時，經考量當事公司間之交易

關係、業務合作與其他契約等之關係後，判斷是否為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企業

結合（共同出資公司時，共同出資之股票持有公司相互間並無直接之股票持有

關係，而是透過共同出資公司間接形成、維持、強化其結合關係。另外，設立

共同出資公司之際，股票持有公司之事業活動共同化時，則亦著眼於結合關係

本身對競爭的影響(參考後述第 4 章 2 之(1)之 C、以及 3 之(1)之 D)）。 

 

 

 

 

 

 

 

 

 

(2) 公司以外之人持有股票 

所謂「公司以外之人」，係指公司法規定之股份有限公司、相互公司、無限公司、合

資公司、有限公司或外商以外之人，並且不論是否為業者。具體地說，包括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特殊法人、地方公共團體、金庫、工會、個人等所有可能持有股票之人。 

公司以外之人持有股票時，準用(1)之規則進行判斷。 

 

(3) 結合關係之範圍 

因持有股票而於當事公司(人)之間形成、維持、強化其結合關係時，各當事公司(人)

以及包括已形成結合關係之公司，已形成、維持、強成其結合關係。 

 

(4) 非屬企業結合審查之對象持有股票 

以下 A 之情況下，原則上並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所以，通常不會成為企業結合審

查的對象。另外，在下列 B～E 之情況下，原則上並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所以，

通常大多不會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但是，甲～戊以外之其他股東與甲～戊之間

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時，其結合關係即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 

 

 出資公司 A 出資公司 B 

共同出資公司 B 

於出資公司相互間、以及出資

公司與共同出資公司之間形

成、維持、強化其結合關係 
出資 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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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公司設立的同時取得股票發行公司全體股東之全部表決權時（參考前述(1)之

A 之(a)） 

 

B  取得自己持有該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以下稱「子公司」）之

子公司的表決權時（註 1） 

 

 

 

 

 

 

 

 

C  兄弟公司（持有各公司全部股東之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為同一公司。以下

亦同。）間取得表決權時 

 

 

 

 

 

 

 

 

D  取得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之子公司的表決權時 

 

 

 

 

 

 

 

 

E  取得自己公司與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合計持有全體股東之表決權 50％以上之公

司的表決權時 

 

 

 

 

 

 

 

 

 

F  兄弟公司合計持有全體股東之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取得表決權時 

 

 

 

 

 

 

 

 

（註 1）自己的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持有全體股東之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皆

 

甲 甲的子公司乙 乙的子公司丙 

取得 

 

甲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取得 

 

甲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乙的子公司丁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甲 

丁 

取得 

追加取得 

 
兄弟公司乙 

兄弟公司丙 

甲 

丁 

戊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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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子公司。以下亦同。但是，後述之 2(4)B(a)、3(3)A、4(4)A 及 5(4)A

之「子公司」，則不在此限。 

 

2  兼任幹部 

(1) 幹部之範圍 

所謂「幹部」，本法第 2 條第 3 項定義為「係指理事、董事、執行人員、執行業務之

職員、監事或監查人員或類似上述人員之人士、經理、總公司或分公司事業之主任」。

也就是，股份有限公司與相互公司之董事、監事、無限公司與合資公司、有限公司之

業務執行職員、公司法上之經理（公司法第 10 條）、擁有與公司法上之主任相同權限

之公司職員（例如：總公司總經理、分店長、營業總部長）等。 

所謂「類似上述人員之人士」，係指雖非董事、監事等，但事實上則以諮詢人員、顧

問、參事等名稱出席幹部會議等，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之人。 

僅有部長、課長、股長、主任等名稱之人，為從業人員，而非幹部。 

另外，公司之幹部或從業人員，經辦理離職程序後就任其他公司之幹部時，則非兼任

規範之對象。 

 

（註 2）所謂「從業人員」，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括號註解為「持續從事公司業務之

人，且為幹部以外之人」，不包括臨時雇用員工，但人力派遣之從業人員

則包含在內。 

 

(2) 兼任幹部之結合關係 

A 公司幹部或從業人員，因兼任其他任一家公司之幹部而在兼任當事公司之間形

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成為企業結合審查之對象，有以下狀況。 

(A) 兼任當事公司中之一家公司的幹部總人數中，有過半比例是其他當事公司之

幹部或從業人員時。 

(B) 兼任之幹部擁有雙方之代表權時。 

 

B 前述 A 以外的情況下，經考慮以下所列之事項後，再行判斷是否形成、維持、強

化結合關係。 

(A) 是否為專任、或由擁有代表權之董事兼任？ 

(B) 兼任當事公司中之一家公司的幹部總人數中，其他當事公司之幹部或從業人

員的比例。 

(C) 兼任當事公司間持有表決權之狀況。 

(D) 兼任當事公司間之交易關係（包括融資關係）、業務合作等之關係。 

 

(3) 結合關係之範圍 

因兼任幹部而於兼任當事公司間形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時，包括已與各當事公司

形成結合關係之公司，構成結合關係之形成、維持、強化。 

 

 (4) 非屬企業結合審查之對象兼任幹部 

A 以下(A)、(B)之情況下，原則上，因為形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故通常不會成

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 

(A) 僅由無代表權之人兼任，且任一兼任當事公司之幹部總人數中，其他當事公

司之幹部或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為 10％以下時。 

(B) 僅由表決權持有比例 10％以下之公司間的非常務董事兼任，且任一兼任當事

公司之幹部總人數中，其他當事公司之幹部或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為 25％以下

時。 

 

B 以下(A)、(B)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故通常不會成為企業

結合審查的對象。另外，以下(C)～(F)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

係，故大多不會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但與其他股東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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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結合關係將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 

(A) 公司與子公司間之幹部兼任。 

(B) 兄弟公司間之幹部兼任。 

(C) 公司與自己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之幹部兼任。 

(D) 與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之子公司間之幹部兼任。 

(E) 與自己公司和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部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

間之幹部兼任。 

(F) 與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部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之幹部兼任。 

 

3  合併 

(1) 合併 

合併 係由複數之公司合組一個法人，故當事公司間形成最強固的結合關係。因此，透

過持有股份、兼任幹部而擁有一定的結合關係，對於競爭力的影響方面，其結合關係

並沒有那麼強，故較無問題；但合併卻更加強了結合關係，也有可能產生問題。 

 

(2) 結合關係之範圍 

合併後之公司，也和已與各當事公司形成結合關係之公司形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 

 

(3) 非屬企業結合審查之對象的合併 

以下 A～C 之情況下，原則上，非結合關係之形成、強化，故通常不會成為企業結合審

查的對象。另外，以下 D～G 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故大多不

會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但與其他股東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時，則該結合關係將

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 

A 公司與子公司之合併。 

B 兄弟公司間之合併。 

C 將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變更為無限公司、合資公司、有限公司或相互公司；將無限

公司之組織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公司或有限公司；將合資公司之組織變更為

股份有限公司、無限公司或有限公司；將有限公司之組織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無

限公司或合資公司；或將相互公司之組織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等，專以上述之組織

變更為目的之合併。 

D 公司與自己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合併。 

E 與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之子公司合併。 

F 與自己公司和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合併。 

G 與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之合併。 

 

4  分割 

(1) 共同新設分割、吸收分割 

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時，欲使之承繼事業之公司的分割對象部分（事業之全部或

重要部分），由於是由即將承繼事業之公司概括承繼，故對競爭之影響，與合併相類

似。 

另外，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時，欲使之承繼事業之公司與分配取得該公司股份之

公司間形成、維持、強化之結合關係，是否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依前述 1 之概

念判斷之。 

 

(2) 結合關係之範圍 

因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而在欲使之承繼事業之公司與分配取得該公司股份之公司

間形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時，包括已與這些公司形成結合關係之公司，所形成、

維持、強化之結合關係。 

 

(3) 事業之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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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分割事業之重要部分時，所謂「重要部分」非指即將

承繼事業之公司，而是對於即將承繼事業之公司而言之重要部分，該承繼部分具備一

個經營單位之機能形態，就欲使之承繼事業之公司的事業實態看來，僅限於具備客觀

價值之情況。 

因此，關於是否符合「重要部分」，係依所承繼之各事業在市場中之個別實態判斷之，

但欲使之承繼事業之公司的年度銷售總額（或者與此相當之成交額等。以下亦同。）

中承繼對象部分之年度銷售總額比例為 5％以下、且承繼對象部分之年度銷售總額為

一億日圓以下時，通常不視為「重要部分」。 

 

(4) 非屬企業結合審查之對象的分割 

以下 A、B 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故通常不會成為企業結合審

查之對象。另外，以下 C～F 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故大多不

會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但與其他股東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時，則該結合關係將

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 

A 公司與子公司間之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B 兄弟公司間之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C 公司與自己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間之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D 與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之子公司間之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E 與自己公司和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之共

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F 與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之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5  承接事業等 

(1) 事業等之承接 

承接事業之全部，意指讓渡公司之事業活動已與承接公司一體化，對於競爭的影響，

與合併類似，但承接後讓渡公司與承接公司之間並無相關，故著眼於新加入承接公司

的讓渡對象部分即可。事業之重要部分的承接與事業上固定資產的承接，亦與之相同。 

 

(2) 結合關係之範圍 

關於承接對象部分，包括已與承接公司形成結合關係之公司，所形成、維持、強化之

結合關係。 

 

(3) 事業之重要部分 

事業之重要部分與事業上固定資產之重要部分的承接中，「重要部分」之概念，與前

述 4(3)相同。 

 

(4) 非屬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事業等之承接 

以下 A～C 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故通常不會成為企業結合審

查之對象。另外，以下 D～G 之情況下，原則上，因未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故大多不

會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但與其他股東形成、強化結合關係時，則該結合關係將

成為企業結合審查的對象。 

A 公司與子公司間之事業或事業上之固定資產之承接（以下簡稱為「事業等之承

接」。）。 

B 兄弟公司間之事業等之承接。 

C 為實施 100％出資之分公司化，所實施之事業等之承接。 

D 公司與自己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間之事業等之承接。 

E 與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之子公司間之事業等之承接。 

F 與自己公司和自己公司之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之事

業等之承接。 

G 與兄弟公司共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 50％以上之公司間之事業等之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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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業之租借等 

事業之租借（係指租借人在自己之名義與自己的考量之下經營租借之事業，由租借人

履行支付租借費用之租借契約之行為。）、接任事業之經營（係指公司使其他公司履

行經營委託契約之行為）以及締結事業上全部損益之共同契約的締結（係指 2 家以上

之公司間，締結一定期間內事業上全部損益之共同約定契約。），則準用於事業等之

承接而處理之。 

另外，依這些契約之內容，與前述(1)所不同的是，與所有已與兩當事公司間擁有結合

關係之公司間，可能會形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 

 

第 2 一定交易範圍 

第 1 章係有關於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企業結合，因該企業結合而形成、維持、強化結合關係

之所有公司（以下簡稱為「當事公司集團」）之事業活動，依第 3 章～第 5 章之概念，判斷

該企業結合在一定交易範圍中對競爭的影響。 

此時，一定交易範圍係依以下之判斷基準劃分的。 

 

1  一定交易範圍劃定之基本概念 

一定交易範圍，係指判斷是否因企業結合而限制競爭之範圍，關於一定交易對象之商品

範圍（包含勞力工作。以下亦同。）、交易區域範圍（以下簡稱為「地理範圍」。）等，

基本上，係基於對需求者而言之替代性之觀點加以判斷的。 

另外，必要時亦可基於對供應者而言之替代性之觀點進行考量。 

基於對需求者而言之替代性進行觀察時，假設在某區域由某業者獨占供應某商品時，該

獨占業者以擴大利潤為目的，小幅、實質且非暫時性地抬高價格（註 3）時，關於該商

品與區域，應考量需求者以購買其他商品以取代該商品、或轉往其他區域購買的程度。

購買其他商品或轉往其他區域購買的程度小，使該獨占業者得以抬高價格以擴大利潤

時，應考量在該範圍內該企業結合在競爭上所能給予的影響、以及可能波及的範圍。 

關於對供應者而言之替代性，就該商品與區域內，小幅、實質且非暫時性地抬高價格時，

其他供應者尚無負擔龐大的追加費用與風險，應考量短期間（以 1 年內為目標）內轉購

其他商品、或前往其他區域製造、銷售之可能性的程度。由於其轉購或轉往其他區域的

可能性程度小，使該獨占業者得以抬高價格以擴大利潤時，應考量在該範圍內該企業結

合會在競爭上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可能波及的範圍。 

另外，一定交易範圍，依交易實態，可能就某商品之範圍（或地理範圍等）而言成立的

同時，就更廣大（或狹小）的商品範圍（或地理範圍等）而言亦成立，而形成多層性的

交易範圍。當事公司集團經營多樣化事業時，仍需分別畫分所有事業之交易對象商品的

範圍與地理範圍。 

（註 3）所謂「小幅、實質且非暫時性地抬高價格」，通常漲價的幅度是 5％～10

％左右，期間約為 1 年左右，該數值僅為最終參考目標，應分別針對各個

案例進行探討。 

 

2  商品範圍 

商品的範圍，如前述 1 所述，首先，是依需求者之商品替代性之觀點加以畫分。商品替

代性之程度，大多與該商品之效用等同種性程度一致，並且大多可以此為基準加以判斷

之。 

例如：有甲商品與乙商品時，對需求者而言，若兩商品效用等之同種性程度越大，則甲

商品價格抬高時，需求者購買乙商品以替代甲商品的程度就會越大，可預測價格的抬高

對於甲商品供應者利潤的擴大並無關聯，乙商品反而成為甲商品抬高價格的阻礙。此情

況下，甲商品與乙商品即屬於同一商品範圍。 

此情況下，所謂該商品之需求者，係指當事公司集團之事業活動對象之交易對象，例如：

當事公司集團，若為生產財之廠商，即為加工該商品、製造其後續商品等之廠商；若為

消費財之廠商，則為一般消費者；若為流通業者，則為後續流通階段之業者。 

另外，例如：在某用途上，與甲商品為同種效用等之乙商品群中，依其用途之部分特定

用途，又可再區分出與甲商品之同種性程度特別高的丙商品時，可畫定商品範圍為甲商

品與乙商品，同時亦可畫定商品範圍為甲商品與丙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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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定商品範圍時，除了依據對需求者而言之替代性之外，必要時亦可考量在不使供應者

負擔龐大的追加費用與風險之下，短期間之內是否有可能從某商品轉而製造、銷售其他

商品。例如：探討供應所需設備等之差異、轉換時所需費用的多寡等之結果，甲商品與

乙商品中，甲商品價格增加時，乙商品之廣大範圍的供應者未在乙商品之生產設備、銷

售網等方面負擔龐大的追加費用與風險，且在短期間之內有可能轉換成甲商品時，則可

能畫定商品範圍為甲商品與乙商品。 

評估商品效用等之同種性程度時，應考量以下各事項。 

(1) 用途 

某商品與交易對象商品是否屬於同一用途？或者可加以使用？ 

判斷是否可用於同一用途時，應考量商品的大小、形狀等外形特徵，以及強度、可塑

性、耐熱性、絕緣性等物性上之特性，與純度等品質、規格、方式等之技術特徵等。

（但是，這些特徵縱使有某程度上的差異，也常被視為可用於同一用途上(參考後述

(3))。） 

另外，交易對象商品可用於複數之用途時，應依各用途考量是否可用於同一用途？或

可加以使用？例如：常會發生在某用途上，認定甲商品與乙商品之效用等為同種，在

其他用途上，則認定甲商品與丙商品之效用等為同種。 

 

(2) 價格、數量之動向等 

有時常需考量價格水準的不同、價格與數量之動向等。 

例如：甲商品與乙商品雖有可能用於同一用途上，但價格水準卻大不相同，利用乙商

品取代甲商品的可能性小，則不會將甲商品與乙商品視為效用等同種之商品。 

另外，甲商品與乙商品可能用於同一用途上，且價格水準無差異，從使用甲商品轉而

改成使用乙商品時需要變更設備、花費員工訓練等費用時，事實上利用乙商品取代甲

商品的可能性小，故不將甲商品與乙商品視為效用等同種之商品。 

另一方面，甲商品與乙商品之效用等若為同種，甲商品的價格上揚時，需求者就會想

要購買乙商品以取代甲商品，其結果，乙商品價格可能傾向於上漲，所以，甲商品價

格上揚時，乙商品銷售數量就會增加；或者乙商品價格上漲時，乙商品常會被認定為

與甲商品之效用等同種之商品。 

 

(3) 需求者之認知、行動 

有時常需考量需求者的認知等。 

例如：甲商品與乙商品在物性上之特性等不同，但需求者卻因兩者皆可作為製造同品

質之商品丙的原料而合併使用甲商品與乙商品，所以，常認定甲商品與乙商品為效用

等同種之商品。 

另外，有關也常需考量在過去甲商品價格提高時，需求者是否會使用乙商品以取代甲

商品等。 

 

3  地理範圍 

地理範圍，與商品範圍一樣，首先，須依對需求者而言各區域內所供應商品之替代性之

觀點判斷之。各區域內所供應商品之替代性，大多可由需求者與供應者之行動與該商品

之運送等相關問題的有無來進行判斷。 

例如：甲區域之供應者，於某商品價格上揚時，可預測甲區域之需求者在該商品無任何

運送之相關問題下，將會向乙區域之供應者購買該商品，阻撓甲區域內價格的上漲時，

則甲區域與乙區域即屬於同一地理範圍。 

另外，與畫定商品範圍時一樣，例如：屬於甲區域之一部分的乙區域之需求者，特別傾

向於向乙區域之供應者購買某商品時，在畫定甲區域之一定交易範圍之地理範圍時，常

同時畫定乙區域之一定交易範圍之地理範圍。 

除了對需求者而言之替代性外，對供應者而言之替代性，也都可準用前述 2 之商品範圍

概念加以判斷之。 

此外，海內外之需求者，能在毫無差異的情況下向海內外之供應者進行某商品之交易

時，即使在日本的價格上揚了，日本的需求者亦有可能向海外的供應者購買該商品以取

代國內商品時，將會阻撓日本的價格調漲。在此情況下，則需跨越國界畫定地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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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需求者與供應者之行為與該商品之運送等是否存在著相關問題等進行評估時，應

考量以下各事項。 

(1) 供給者之事業區域、需求者之購買範圍等 

關於需求者通常會在哪一範圍之區域內購買該商品，應考量需求者的購買範圍（消費

者的購買行為等）、供應者的銷售網等之事業區域與供應能力等。 

有時也應考量過去該商品價格上漲時，需求者會向哪一範圍之區域內的供應者購買該

商品。 

 

(2) 商品特性 

商品新鮮度維持的難易度、可能發生破損的程度高低、是否為重量物等之商品特性，

將會影響該商品的可運送範圍與運送的難易度。基於此點，應考量需求者通常會在哪

一範圍區域內購買該商品。 

 

(3) 運送方法、費用等 

依據運送方法、運送所需費用在價格中所占比例、以及運送區域間該商品之價格差異

大小等，考量需求者通常通常會在哪一範圍區域內購買該商品。 

另外，探討運送衍生費用的增加要因時，亦應考量原料費用等運送衍生費用以外之費

用的區域差異。 

 

4  其他 

對於交易階段、特定交易相對人等其他要素，也應依當事公司集團、以及與該交易相對

人之交易實態，依據前述 2 與 3 之相同概念，劃定一定的交易範圍。 

例如：與當事公司集團直接交易購買甲商品之需求者中，有大額需求者與小額需求者，

分別進行著特有的交易。此情況下，為限制物流面等，即使以小額需求者為對象抬高甲

商品的價格，小額需求者也不會向大額需求者購買甲商品，當以大額需求者為對象的甲

商品不會構成阻撓以小額需求者為對象之甲商品的價格調漲時，則可將甲商品分別畫定

為以大額需求者為對象之交易範圍、以及以小額需求者為對象之交易範圍。 

 

第 3 構成實質限制競爭時 

1  「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解釋 

(1) 「實質限制競爭」之概念 

判例（東寶株式會社以外另 1 名之案件(昭和 28(1953)年 12 月 7 日東京高等法院判

決)）中，關於「實質限制競爭」，係採以下觀點。 

A 株式會社新東寶（以下簡稱為「新東寶」）可自行配售自己公司製作之電影，但經

與東寶株式會社（以下簡稱為「東寶」）協定後，該配售一律委由東寶執行，自己

本身則只負責製作電影。新東寶於該協定失效後仍持續執行該協定內容，昭和

24(1949)年 11 月，新東寶以上述協定失效為由，明示應自行配售新東寶製作的電

影，而與東寶之間產生紛爭。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該紛爭中上述之協定違反本法規定

為由，開始展開審判，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昭和 26(1951)年 6 月 5 日的判決中認定

東寶與新東寶之協定，違反本法第 3 條（不正交易限制）與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註

4）之規定。 

 

（註 4）本法第 4 條第 1 項（現行法中，本規定已不存在。） 

 業者不得同時符合以下各款之任一行為。 

 第 3 款  限制技術、製品、銷路或顧客。 

 

B 對於被審人東寶取消審決之訴，東京高等法院就有關競爭之實質限制，判示「所謂

實質限制競爭，係指減少競爭本身，特定業者或業者集團依其意思，在某程度上可

自由影響價格、品質、數量、其他各種條件等，藉此可能帶來支配市場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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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構成」之概念 

本法第 4 章之各規定，與本法第 3 條或本法第 8 條之規定不同，明定禁止構成實質限

制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時之企業結合。此之所謂「構成」，係指藉由企業結合使競爭

之實質限制為非必然但容易出現之狀況即足矣之可能性。因此，本法第 4 章中明示禁

止因企業結合使市場構造產生非競爭性的變化，並由當事公司單獨或與其他公司協調

採取行動，而產生容易在某程度上可自由影響價格、品質、數量、其他各種條件等之

狀態時，所構成在一定交易範圍內實質限制競爭之情形。 

 

2  企業結合之形態與競爭之實質限制 

企業結合包含各種形態，可加以分類如下： 

① 水平型企業結合（係指同一一定交易範圍內有競爭關係之公司間的企業結合。以下

亦同。） 

② 垂直型企業結合（例如：廠商及其商品銷售業者間的合併等交易階段不同之公司間

的企業結合。以下亦同。） 

③ 混合型企業結合（例如：例如：異業種之公司間的合併，且非屬一定交易範圍之地

理範圍不同之公司間持有股份等之水平型企業結合或垂直型企業結合任一類型之

企業結合。以下亦同。） 

水平企業結合，因使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單位數減少，故對競爭的影響是最直接的，實

質限制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的可能性，比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還高。反

之，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因未使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單位數減少，故與

水平型企業結合相較之下，對競爭的影響不大，除了一定情況之外，通常未構成實質限

制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 

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企業結合，依其符合水平型企業結合、垂直型企業結合、混合型企

業結合之哪一類型，判斷該企業結合是否構成實質限制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時，探討的

架構與判斷要素也不同。 

以下敘述將分別依水平型企業結合、垂直型企業結合、混合型企業結合，明確區分判斷

該企業結合是否構成實質限制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時，探討的架構與判斷要素。 

另外，例如：同時具備符合水平型企業結合之一面與符合垂直型企業結合之一面的企業

結合，依其各自符合的一面，根據以下所示之探討架構與判斷要素進行探討。 

 

 

第 4 水平型企業結合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 

1  基本概念 

誠如前文所述，水平型企業結合，因使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單位數減少，故對競爭的影

響是最直接的，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的企業結合，以水平型企業結合為

多。 

水平型企業結合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情形，包括當事公司集團之單獨

行動、以及當事公司集團與其中之一或複數之競爭者（以下簡稱為「競爭者」）之協調

性行動，各個案例皆依這 2 個觀點進行檢討，判斷有無問題存在。因此，例如：某企業

結合，若依單獨行動所構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觀點來看，雖無任何問題，但依協調性行

動所構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觀點來看，卻常有問題產生。 

 

(1) 單獨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 

水平型企業結合，因單獨行動而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依商品之同質

性或差異化，其典型狀況如下： 

A 商品為同質性時 

商品為同質性時，例如：當事公司集團於該商品價格上揚時，其他業者若未抬高該

商品價格，需求者將轉而向其他業者購買，故通常當事公司集團的銷售額將會減

少，其他業者的銷售額則將擴大。因此，當事公司集團大多很難在某程度上自由控

制該商品的價格等。 

但是，當事公司集團的生產銷售能力大而其他業者的生產銷售能力小等情況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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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格時，常有可能是其他業者未抬高該商品價格也無法擴大

營業額、需求者也不會轉而向其他業者購買該商品。 

在此情況下，由於容易出現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可自由控制該商品價格等之狀

態，故水平型企業結合將會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 

 

B 商品有差異化時 

例如：商品利用品牌加以差異化時，某品牌的商品價格上揚時，需求者並不會購買

其他品牌商品，而是轉購需求者自己所喜愛的品牌（替代性高）商品，藉以替代價

格上漲的品牌商品。 

在此情況下，當事公司集團即使調漲某品牌商品價格，當事公司集團也同時銷售該

品牌與替代性高的品牌商品時，價格上漲的品牌商品銷售額雖然減少，但替代性高

的品牌商品銷售額增加卻可以彌補減少的銷售額，所以，當事公司集團的整體銷售

額並沒有大幅減少，故可調漲商品價格。 

因此，商品利用品牌加以差異化時，銷售替代性高的商品的公司間形成企業結合，

且其他業者並無銷售該商品與替代性高的商品時，則容易出現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

度上可自由控制該商品價格等之狀態，故水平型企業結合將會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

成實質限制競爭。 

 

(2) 協調性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 

水平型企業結合，因協調性行動而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其典型狀況

如下： 

例如：業者甲調漲商品價格時，其他業者乙、丙等並未調漲該商品價格，則銷售額將

可能擴大；反之，業者甲將價格調降至原來的價格、或者調降至更低的價格時，大多

數情況下業者乙、丙等擴大的銷售額將會重返原點。 

但是，由於水平型企業結合使競爭單位數減少了，且從該一定交易範圍的集中度等之

市場構造、商品特性、交易慣例等來看，可準確地預測各業者間彼此的行動，採取協

調性的行動，常可獲得利益。在此情況下，其他業者追隨業者甲調漲商品價格時，例

如：業者乙縱使未調漲該商品價格而促使銷售額擴大，其他業者也能輕易得知此事，

並且聯合抵制而將該商品調降至原來的價格、或者調降至更低的價格，藉以搶回先前

被奪取的銷售額的可能性很高。因此，業者乙未調漲該商品價格所獲得的利潤是暫時

的利益，該利益很容易因而小於當初追隨業者甲調漲價格所可能獲得的利益。 

產生此狀況時，對於各業者而言，非以不調漲價格的方式擴大銷售額，而是彼此皆調

漲價格共同獲得利益，由於容易出現當事公司及其競爭者因採取協調性行動而可在某

程度上自由控制該商品價格等之狀態，故水平型企業結合將會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

實質限制競爭。 

 

(3) 不構成實質限制競爭時 

水平型企業結合是否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係依各個案例綜合考量後

述 2 與 3 之各判斷要素後判斷之，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集團符合以下①～③之任一

項時，通常不認為水平型企業結合會在一定交易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關於第 4

之 2 與 2 所述之各判斷要素的探討，通常不認為是必要的。 

① 企業結合後之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以下簡稱為「HHI 指數」）為 1,500

以下時（註 5）。 

② 企業結合後之 HHI指數為 1,500 以上 2,500 以下，且 HHI指數的增加幅度為 250

以下時（註 6）。 

③ 企業結合後之 HHI 指數超過 2,500，且 HHI 指數的增加幅度為 150 以下時。 

另外，即使不符合上述之基準，亦非立即構成實質限制競爭，而是依各個案例加以判

斷，依據過去的案例，企業結合後之 HHI 指數為 2,500 以下，且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

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為 35％以下時，通常認為構成實質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很小。 

 

（註 5）HHI 指數，係指該一定交易範圍內各業者市場占有率的 2 次方總和。市場占

有率，為一定交易範圍內的商品銷售數量（製造銷售業時）中，各業者之商

格式化: 字型: (中文) MS Gothic

格式化: 字型: (中文) MS Gothic



 

 196 

品銷售數量所占有的比例。但是，在該商品價格差異大且利用價額計算供給

實績等之慣例已經定型等之情況下，依據數量計算實不恰當時，則可依據銷

售金額計算市場占有率。 

若以國內需求者為對象進口時，計算市場占有率時，應將供應國內的部分

納入計算。 

另外，關於各業者的生產能力市占率、出口比例或自我消費重點等，可依

需求將剩餘生產能力、出口部分或自我消費等立即轉往國內市場銷售，藉

以擴大其市場占有率，故必要時也應考量這些因素。 

以僅能掌握極小部分主要業者之市場占有率等為由，無法判斷 HHI 指數之

值是否為以上所示之數值時，可利用生產集中度調查獲得之關係式（HHI=

第一名企業市場占有率（％）2 次方 × 0.75 + 前三名公司的累積市場占

有率（％）× 24.5－466.3））計算出來的數值進行探討。 

 

（註 6）因企業結合而導致 HHI 指數增加的部分，在當事公司為 2 家公司時，分別乘以各

當事公司的市場占有率（％）後再乘以 2 倍即可算出。 

 

2  單獨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判斷要素 

綜合考量以下之判斷要素後，再行判斷水平型企業結合是否因單獨行動而在一定交易範

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 

(1) 當事公司集團之地位與競爭對象之狀況 

A 市場占有率及其順位 

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大時，相較於市場占有率小時，當事公司集

團決定抬高商品價格時，取代當事公司集團充分供給該商品實不容易，故對於當事

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格，其他業者的牽制力會變得較弱。 

因此，唯有在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大時、以及因企業結合而使市

場占有率的增加幅度大時，對於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才會大。 

同樣地，唯有在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順位高時、以及因企業結合

而使順位大幅提昇時，對於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才會大。 

例如：市場占有率順位高的公司之間的企業結合，相較於順位低的公司之間的企業

結合，對競爭的影響較大。 

估算企業結合對市場占有率所造成的變化時，原則上是依據可取得之最新當事公司

集團的市場占有率來計算，但在預測該企業結合後市場占有率大幅的變動時、或在

競爭者投資傾向於衰退的背景下未形成競爭壓力之狀況時，也需要參考更長期的銷

售數量與銷售額的變化、需求者購買喜好的變化、技術革新的快速與程度、商品陳

腐化的狀況、市場占有率的變動狀況等判斷對競爭的影響。 

 

B 當事公司之間以往競爭的狀況 

以往，當認為當事公司之間競爭日益活絡、當事公司之行為使市場競爭活絡等，與

市場全體之價格調降、以及品質與品項種類的提升等有所關連時，即使企業結合後

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及其順位提高，卻無法期待該企業結合形成上述狀況

時，則對於競爭的影響頗大。 

例如：當事公司之間競爭活絡，一方之市場占有率擴大，與他方之市場占有率的減

少有關時，企業結合後，一方之當事公司銷售額的減少，可藉由他方當事公司銷售

額的增加來彌補，且未造成當事公司集團全體的銷售額大幅減少，而認為可調漲商

品價格，故對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頗大。 

另外，商品因品牌等而差異化且各當事公司所銷售商品之間替代性高時，企業結合

後，一方之商品銷售額的減少，可藉由該商品與替代性高之商品銷售額的增加來彌

補，且未造成當事公司集團全體的銷售額大幅減少，而認為可調漲商品價格，故對

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頗大。 

 

C 共同出資公司之經營 

出資公司經營之特定事業部門全體，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而與出資公司之業務分離

時，一般認為出資公司與共同出資公司之業務的關連性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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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例如：某商品之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事業全都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時，

關於共同出資公司，應考量市場占有率等。 

另一方面，出資公司經營之特定事業部門之一部分，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時，則有

可能透過共同出資公司之營運而於出資公司相互之間產生協調關係。關於出資公司

相互之間是否會產生協調關係，則需考量共同出資公司之相關出資公司之間具體的

契約內容與結合實態，出資公司相互之間有交易關係時，則考量其內容等。 

例如：只有某商品之生產部門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出資公司繼續販賣該商品時，

且透過共同出資公司之營運而於出資公司相互之間產生協調關係時，應同時計入出

資公司的市場占有率，考量對競爭的影響。另一方面，出資公司雖然持續銷售該商

品，但並未採取透過共同出資公司之營運而於出資公司相互之間產生協調關係之措

施時，則對競爭的影響較小（但請參考後述 3(1)D）。 

 

D 與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的差異 

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集團之市場占有率與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的差異大時，相較

於占有率小時，當事公司集團調漲商品價格時，競爭者並未調漲該商品價格，由於

取代當事公司集團充分供給該商品實不容易，故對於當事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

格，競爭者的牽制力較為薄弱。 

因此，唯有在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集團之市場占有率與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的差

異大時，對於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才會大。 

另一方面，存在著擁有與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集團同等以上之市場占有率的競爭

者時，將可能成為妨礙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另外，在考量與競爭者之市占率的差異時，應考量競爭者的供給餘力、以及競爭者

所販賣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所販賣商品之替代性程度（參考後述 E）。 

 

E 競爭者之供給餘力與差異化之程度 

競爭者之供給餘力不充分時，在當事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格時，不跟著調漲該商

品價格即無法擴大銷售額，對於當事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格，往往無法發揮牽制

力。因此，競爭者之供給餘力不充分時，縱使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之市場占有率與

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的差異並不大，但對於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卻不容小覷。 

另外，商品藉由品牌等營造差異化、且當事公司所販賣的商品之間替代性高時，則

需考量競爭者所販賣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所販賣商品之替代性程度。替代性低時，

縱使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之市場占有率與競爭者之市場占有率的差異並不大，但對

於該企業結合之競爭的影響卻不容小覷。 

 

F 超越國界劃定地理範圍之商品經營 

第 2 章之一定交易範圍的相關探討結果，得超越國界劃定地理範圍之商品，例如：

在跨國交易中制度上與運送上之條件，相較於日本國內之交易並無太大差異者，往

往是在品質面上海內外商品之替代性高的商品、或者是類似非鐵金屬等礦物資源一

樣需透過商品交易所而形成國際性價格指標的商品。關於這類商品，需參考該地理

範圍內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與順位、當事公司之間以往的競爭狀況、與競爭

者之市場占有率的差異、競爭者之供給餘力與差異化程度等，再判斷對競爭的影響。 

 

(2) 進口 

進口壓力若能充分發揮作用，則限制該企業結合在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的可能性就會

變小（註 7）。 

在需求者能夠輕易地由使用當事公司集團的商品，轉換成使用進口商品的狀況下，當

事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格時，轉換成使用進口商品的可能性增高時，當事公司集團

因考慮銷售額將會遭進口商品奪走，通常會決定不調漲該商品價格。 

關於進口壓力是否充分發揮作用，經探討以下①～④有關進口之狀況後，再考量於商

品價格調漲時，一定期間（註 8）內將會發生進口增加的情形，此時是否會構成妨礙

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① 制度上障礙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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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進口壓力時，關於該商品，存在著關稅等其他進口相關稅制等之制度上的規範

限制時，實有必要探討是否會成為未來的障礙。制度上的障礙若是存在的話，進口

壓力就容易發揮作用。另外，由於存在著制度上的障礙，所以，目前雖然進口少，

但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制度上的障礙將被排除的情況下，進口將變得更加容易，進口

壓力將有提高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制度上的障礙存在且持續時，即使當事公司集團抬高商品價格，進口增

加的空間仍將縮小，而且進口壓力也依然很低。 

現在若有相當數量的進口時，通常會推論制度上的障礙較低，不過，必須要留意的

是，例如：因進口分配制度的存在而限制進口增加的空間時，進口壓力是受到限制

的。 

 

② 進口相關貨運費用之程度、有無物流問題 

進口相關貨運費用低廉、且無進口相關物流問題存在時，市場是處於一個國內製品

價格調漲時，進口商品將會輕易流入日本國內的環境。 

另一方面，為重物且附加價值低的商品等進口相關貨運費用增加時，對於需求者而

言，購買進口商品的誘因將可能變小。另外，進口時由於物流、庫貯設備等在日本

國內的流通、銷售體制並未完備，而無法期待進口商品能穩定供給時，需求者亦可

能對於購買進口商品，敬而遠之。在此情況下，縱使當事公司集團調漲了商品價格，

進口也不會因此增加，進口壓力難以發揮作用。 

現在若有相當數量的進口商品流入國內時，則暗示著上述之貨運與物流上的問題並

不多。 

 

③ 進口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之商品替代性的程度 

進口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之商品替代性高時，需求者將可能會毫不考慮地購買、使

用進口商品。 

另一方面，進口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的商品有品質上的差異時、進口商品在品項種

類上有問題時、或者需求者有使用習慣上的問題時，進口商品將可能不被選購。此

時，縱使當事公司集團調漲了商品價格，進口也不會因此增加，進口壓力難以發揮

作用。 

評估進口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之商品替代性程度時，往往需要參考進口商品與當事

公司集團之商品在價格水準上的差異、以及價格與數量的變動等以往之實際成績。 

例如：當事公司的商品價格上升時，進口商品的銷售數量實際成績增加時，往往認

為與進口商品的替代性高。 

另外，可從主要需求者使用進口商品之經驗的有無與其評價、採用進口商品的意願

等，判斷當事公司集團的商品與進口商品的替代性是否很高。 

 

④ 海外供給之可能性程度 

當事公司集團調漲商品價格時，實有必要評估進口增加的可能性程度。 

海外業者因生產費用低廉而擁有充分的供給餘力時，則因國內價格上升而促使進口

增加的可能性才會高。訂有海外製品進口與海外業者外銷往日本的具體計畫時，相

較於沒有具體計畫之情況，進口的可能性較高。另外，海外有強勁競爭者存在且現

在有相當之程度是銷往國內時、或者在不久的將來該業者將在國內設置物流、銷售

據點，擁有供給商品的具體計畫且實現的可能性高時，進口壓力將可輕易發揮作用。 

另外，若有供給該商品給日本以外市場，但隨著國內價格而使銷售地逐漸轉往日本

之可能性升高的海外業者存在時、或者有隨著國內價格而增強設備能力等以供給商

品給日本之可能性升高的海外業者存在時，將可能構成國內價格上升時進口增加的

可能性增高形成進口壓力的要因。再者，海外強勁業者增強生產能力的結果，使海

外供給量增加時，海外的市場價格將會降低而與國內製品之間產生海內外價格的差

異，但產生這樣的價格差異時，將可能使進口壓力升高。 

 

（註 7）本文之所謂「進口」，係指前述第 2 章之 3 中由劃定為地理範圍以外之地

區供給商品。因此，跨國界之一定地區被劃定為地理範圍時，由該地理範圍

以外之地區供給商品給該地理範圍，即視為「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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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約以 2 年以內為目標，依產業特性而有比 2 年更短期間之情形、亦有更長

期間之情形。後述(3)之新業者加入中之「一定期間」亦同。 

 

(3) 新業者加入 

新業者容易加入且當事公司集團調漲商品價格之情況下，若有以更低價格販賣該商品

以獲取更多利益之新業者加入的可能性時，當事公司集團因考慮銷售額將會遭新業者

奪走，通常會決定不調漲該商品價格。因此，新業者加入之壓力若充分發揮作用的話，

將構成妨礙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關於新業者加入之壓力是否充分發揮作用，與前述(2)之進口相關分析一樣，經探討

以下①～④有關新業者加入之狀況後，再考量新業者加入後一定期間後是否會構成妨

礙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① 制度上新業者加入之障礙程度 

評估新業者加入之壓力時，關於該商品，存在著法律制度上之新業者加入之限制

時，實有必要探討是否會成為新業者加入的障礙、或者今後是否仍應持續保留該限

制。法律制度上若存在著新業者加入之限制，則新業者加入之壓力將可容易發揮作

用。另外，縱使加入限制構成加入之障礙，但預計在不久的將來該限制將被排除的

情況下，新業者加入將變得更加容易，新業者加入的壓力將有可能提高。 

另一方面，加入限制構成障礙且持續維持時，即使當事公司集團抬高商品價格，也

不會有新業者加入，新業者加入的壓力就會很低。 

近來，若有一定程度的新業者加入時，通常會認為加入限制並不存在，或者即使存

在亦不構成加入的障礙。 

 

② 實態面上加入障礙之程度 

加入市場之必要資本量小且對加入者而言在技術條件、原料調度條件、銷售面之條

件等方面並無任何問題存在時，即處於一個容易加入市場的環境。另外，若有無需

實施生產設備之重要變更而能供給該商品之業者存在的話，對於該業者而言，加入

市場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加入市場需要相當大的資本量時，則應就有關當事公司集團調漲商品價格時能否加

入市場之企業行為進行評估。 

另外，地理條件、技術條件、原料調度條件、銷售面之條件等，新加入業者處於比

現存業者更不利之狀況時，將構成無法加入之要因。 

另一方面，近來，若有一定程度的新業者加入且相當成功時，通常會認為這暗示著

實態面上的加入障礙較低。 

 

③ 新加入業者之商品與當事公司之商品的替代性程度 

新加入業者打算供給的商品與當事公司集團的商品之間替代性高時，認為需求者有

可能會毫不猶豫地購買、使用新加入業者的商品。 

另一方面，新加入業者要同等品項齊全地製造、販賣擁有與當事公司集團同等品質

的商品卻有困難時、或者因需求者使用習慣的問題而未選購新加入業者的商品時，

將可能難以加入市場；另外，即使加入了，對於當事公司集團的商品，亦難以構成

充分的競爭壓力。 

 

④ 加入可能性之程度 

實有必要評估當事公司集團調漲商品價格時，新業者加入的可能性程度。 

現有其他業者計畫以充分之規模加入市場時、或有依該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價格而新

設或變更設備等且供給該交易範圍之可能性高的加入業者存在時，與無上述之情形

相較之下，新業者加入的壓力相當高。 

另外，一般而言，為預期今後需求將大幅擴大之可能性高的成長市場所供給之商

品、技術革新頻繁的商品、生周期短的商品、對於替代現有技術之有力新技術的開

發投資旺盛之商品等，於市場構造容易產生動態變化時，與無上述之情形相較之

下，亦容易出現頗高的新業者加入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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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來自隣接市場的競爭壓力 

第 2 章中所劃定之一定交易範圍相關市場，例如：地理上之鄰接市場、以及擁有類似

該商品效用等之商品（以下簡稱為「競合品」。）市場等之競爭狀況，亦是考量的對

象。 

例如：鄰接市場中競爭相當活潑時，往往有可能評價為促進該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的

要素。 

A 競合品 

效用等雖與該商品類似，但有構成其他市場之競合品市場存在時，依據從銷售網、

需求者、價格等層面所觀察到的效用等之類似性，競合品有可能形成某程度上妨礙

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B 地理上之鄰接市場狀況 

該一定交易範圍之地理範圍受限時，在存在著與之隣接且供給同一商品之其他區域

市場時，依其接近度、物流方法、交通方法、該市場業者規模等，該隣接市場之競

爭，有可能形成某程度上妨礙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5) 來自需求者的競爭壓力 

該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壓力，也有時候是來自於下一階段的需求者。需求者對於當事

公司集團擁有對抗性的交涉力時，透過交易關係，有可能形成某程度上妨礙當事公司

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來自需求者的競爭壓力是否發揮作用，則需

考量以下之需求者與當事公司之交易關係等相關狀況。 

① 需求者之間的競爭狀況 

需求者之商品市場中競爭活絡時，需求者常會儘量地以低價向供給者購買該製品。 

例如：在原料廠商企業結合之情況下，使用該原料之成品市場的競爭活絡時，該原

料需求者之成品廠商，為壓低成品價格，將會儘量以低價調度該原料。此情況下，

由於可能造成當事公司集團調漲該商品價格而使銷售額大幅減少，故可能形成某程

度上妨礙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② 變更交易對象之容易性 

需求者容易由某供給者變更為其他供給者，並藉由向該供給者表示有可能更換供給

者爭取價格交涉力時，來自需求者的競爭壓力即發揮作用。例如：需求者以電子商

務交易與競標購買之競爭方式選擇供給候時、可輕易轉換成內部製造時、在包含該

商品以外可多樣化地輕易變更交易之狀況下形成購買者壓力時、具備類似大規模量

販店之大型交易規模且擁有複數以上之購買客時，依據需求者的調度方法、供給商

的分散狀況與變更難易的程度等來看，該需求者的價格交涉能力強時，將可能形成

某程度上妨礙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等之要因。 

 

(6) 綜合的事業能力 

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集團之原料調度力、技術力、銷售力、信用力、品牌力、廣告

宣傳力等綜合的事業能力增大，而且企業結合後之公司競爭力有顯著提高，因而預料

競爭者很難採取競爭行為時，亦應考量此點再行判斷對競爭的影響。 

 

(7) 效率性 

企業結合後，因規模之經濟性、生產設備的統合、工廠的專門化、運送費用的減少、

研究開發體制的效率化等而使當事公司集團的效率性提升，因而預料當事公司集團會

採取競爭行為時，亦應考量此點再行判斷對競爭的影響。 

關於此時之效率性，可依①企業結合固有效果之效率性提升、②可能實現效率性之提

升、③效率性提升而使需求者之福利增大等 3 大觀點進行判斷。 

① 企業結合固有效果之效率性提升 

該效率性之提升，不得為非企業結合之固有效果。因此，規模之經濟性、生產設備

的統合、工廠的專門化、運送費用的減少、次世代技術與環境對應能力等研究開發

之效率性等預定效率性之各相關要因，未必一定是利用更具競爭限制之其他方法所

產生之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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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能實現效率性提升 

該效率性之提升，不得為非可實現者。關於此點，應探討例如：決定該企業結合之

內部程序相關文件、對於預定效率性之相關股東與金融市場之說明用資料、效率性

之提升等相關外部專家之資料等。 

 

③ 效率性提升而使需求者之福利增大 

該效率性之提升，透過製品與服務價格的降低、品質的提升、新商品的提供、次世

代技術與環境對應能力等研究開發的效率化等，其成果不得無法還原於需求者。關

於此點，除前述②所示之資料外，應探討例如：可能帶來價格降低等效果之能力提

升相關資訊、需求與供給兩面之競爭壓力下之價格降低、品質提升、新商品提供等

之實際成績等。 

 

(8) 當事公司集團之經營狀況 

A 業績不振等 

當事公司集團之部分公司或企業結合對象之其事業部門是否陷於業績不振等之經

營狀況，也是評估當事公司集團之事業能力時應加以考量的。 

另外，當事公司之一方實質上陷於過度負債或無法接受營運資金融資等之狀況且即

將於不久的將來破產而退出市場的可能性高時，可能藉由企業結合救濟之業者，對

競爭的影響比他方當事公司之企業結合更小但難以認斷定其存在等時，當事公司之

間的企業結合，一般來說，實質限制一定交易範圍內之競爭的可能性較小。 

 

B 實質限制競爭之可能性小時 

關於企業結合是否實質限制一定交易範圍，雖依各個案例綜合考量各判斷要素再行

判斷，但在下列狀況之下，通常認為水平型企業結合之單獨行動構成實質限制一定

交易範圍之競爭的可能性很小。 

① 當事公司之一方實質上陷於過度負債或無法接受營運資金融資等之狀況，很明

顯地若未進行企業結合則將於不久的將來破產而退出市場的可能性高時，可藉

由企業結合救濟之業者，對競爭的影響比他方當事公司之企業結合更小但難以

認斷定其存在等時。 

 

② 當事公司之一方進行企業結合之對象事業部門陷於顯著之業績不振，很明顯地

若未進行企業結合則將於不久的將來破產而退出市場的可能性高時，可藉由企

業結合救濟之業者，對競爭的影響比他方當事公司之企業結合更小但難以認斷

定其存在等時。 

 

3  協調性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判斷要素 

綜合考量以下之判斷要素後，再行判斷水平型企業結合是否因協調性行動而在一定交易

範圍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 

(1) 當事公司集團之地位與競爭對象之狀況 

A 競爭者數量等 

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者數量少、或者市場占有率集中於少數有力業者時，則認為可

高準確地輕易預測競爭者行為。 

另外，各業者所銷售的是同質性商品且費用條件類似等情況下，由於各業者之間存

在諸多共通的利害關係，故易於採取協調性行動，並認為可高準確地輕易預測競爭

者是否會採取協調性行動。 

因此，因企業結合而產生這類狀況時，對競爭的影響將會特別地大。 

 

B 當事公司之間以往的競爭狀況等 

處於互相爭奪市場占有率之關係、或一方積極調降價格等情況下，以往在當公司之

間即存在活絡的競爭、或當事公司的行動使市場競爭更加活絡等，而認為與市場整

體價格的降低、品質與品項種類的提升等有關時，縱使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集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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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占有率及其順位提高了，但無法期待藉由該企業結合達此狀況時，對競爭的影

響將是很大。 

 

C 競爭者的供給餘力 

公司本身的供給餘力不大時，例如：調降價格以擴大市場占有率、或者可奪取競爭

者市場占有率的餘地受限時，可因此獲得的利益不大，而且容易採取與競爭者協調

的行動。 

另一方面，公司本身的供給餘力大，但競爭者的供給餘力小時，例如：縱使調降價

格以擴大銷售額，但在不久的將來競爭者透過調降價格以奪取銷售額的情況有限，

且可期待透過調降價格以擴大銷售額而獲得利益，故採取與競爭者協調之行動的誘

因很小。 

 

D 共同出資公司之經營 

出資公司經營之特定事業部門全體，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而與出資公司之業務分離

時，一般認為出資公司與共同出資公司之業務的關連性薄弱。 

因此，例如：某商品之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事業全都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時，

關於共同出資公司，應考量是否可見到採取與競爭者協調之行動。 

另一方面，出資公司經營之特定事業部門之一部分，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時，即使

是關於出資公司，亦應考量是否可見到採取與競爭者協調之行動。 

即使是關於出資公司，在判斷是否應考量是否可見到採取與競爭者協調之行動時，

需考量共同出資公司之相關出資公司之間具體的契約內容與結合實態，出資公司相

互之間有交易關係時，則考量其內容等。 

例如：只有某商品之生產部門由共同出資公司統合，出資公司繼續販賣該商品時，

即使採取措施希望不要透過共同出資公司之營運而於出資公司相互之間產生協調

關係時，由於生產費用是共通的，故認為價格競爭的餘地減少，並且產生採取與包

含其他出資公司之競爭者協調的行動。在此情況下，應考量應是否可見到採取與競

爭者協調之行動。 

 

(2) 交易實態等 

A 交易條件等 

由業者團體收集、提供構成業者之銷售價格、數量之相關資訊等，使價格、數量等

競爭者交易條件之相關資訊得以容易取得時，通常認為可高準確地輕易預測競爭者

的行動，同時也可輕易掌握競爭者是否會採取協調性行動。另外，在此情況下，例

如：採取調降價格以擴大銷售額之行動時，其他競爭者很容易得知，而且藉由降低

價格奪回銷售額的可能性很高，所以，認為採取這類行動的誘因就變小了。 

另一方面，不定期進行大宗交易時，例如：調降價格接下大宗交易的訂單所獲得的

利益較大，而且這樣的機會並不頻繁，所以，認為採取與競爭者協調的行動的誘因

變小且較難以預測競爭者的行動。 

反之，定期進行小額交易時，認為較容易採取與競爭者協調的行動。 

 

B 需求動向、技術革新動向等 

需求變動大時、或技術革新頻繁且商品生命周期短時，例如：由於調降價格以擴大

銷售額、或者奪取競爭者的銷售額而可獲得較大利益之可能性高，故認為採取與競

爭者協調的行動的誘因變小，而且較難以預測競爭者的行動，所以，認為較難採取

與競爭者協調的行動。 

 

C 過去之競爭狀況 

判斷是否採取協調性行動時，亦應考量過去的市場占有率與價格變動狀況等。 

例如：市場占有率與價格變動激烈時，認為大多難以預測其他業者會採取什麼樣的

行動，所以，認為很難採取與競爭者協調的行動。 

另一方面，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不太變動時，則認為容易預測其他業者會採取什麼樣

的行動，且採取與競爭者協調的行動的可能性會更高。另外，例如：關於價格修改

方面，經常採取協調性行動時，則認為經常就有關該商品易於採取協調性行動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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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實態等的可能性很高。 

 

(3) 來自進口、新業者加入與隣接市場的競爭壓力 

進口壓力若充分發揮作用，例如：即使協調性地調升國內商品價格，但由於進口商品

的增加而可能導致銷售額被奪，故認為採取協調性行動的可能性很低。 

現在有相當數量之進口，且海外業者的生產費用、事業策略等皆與國內業者不同時，

海外業者與國內業者之利害很難一致，難有採取協調性行重的可能性。在此狀況下，

國內商品價格調高時，進口商品就會增加，故認為當事公司集團及其競爭者難以藉由

協調性行動在某程度上自由影響價格。但是，在海外業者在國內已定型為現有業者等

狀況下，亦認為該業者通常會採取與包括當事公司之競爭者協調的行動。 

另外，即使現在的進口量小時，但是，例如：國內業者協調性地調漲國內商品的價格，

容易導致進口商品增加而奪走國內商品的銷售額時，認為採取協調性行動的可能性較

低。 

國內業者調漲價格時，進口壓力是否發揮作用，需依與前述 2(2)①～④之相同觀點，

探討制度上新業者加入之障礙的程度、實態面上新業者加入之障礙的程度、加入者之

商品與現有業者之商品的替代性程度與加入可能性的程度，當事公司與其他業者協調

而調漲價格時，則需探討一定期間內（註 8）之新業者加入是否會妨礙價格的調漲。 

來自隣接市場的競爭壓力與來自需求者的競爭壓力，同樣地皆有可能妨礙採取協調性

行動；或者可能形成妨礙當事公司集團與其競爭者藉由協調性行動在某程度上自由影

響價格等之要因。 

例如：從供需狀況、主要需求者之調度方法與供給方之分散狀況或變更難易度等來

看，需求者的價格交涉力強時，則認為當事公司及其競爭者大多很難採取協調性行動。 

 

(4) 效率性與當事公司集團之經營狀況 

得依據前述 2(7)與(8)進行判斷。 

 

第 5 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 

1  基本概念 

誠如前文所述，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因使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單位數減

少，故與水平型企業結合相較之下，對競爭的影響較大，而且只要不出現市場之閉鎖性

與排他性、協調性行動等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通常不認為會構成一定交易範

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關於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亦可從單獨行動所形成

之實質限制競爭與協調性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這 2 個觀點進行探討。 

 

(1) 單獨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 

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因單獨行動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

爭，其典型狀況如下： 

若實施垂直型企業結合，由於僅有利於當事公司集團之間的交易，故事實上會剝奪其

他業者的交易機會，有關當事公司集團之間的交易部分，經常出現閉鎖性、排他性之

問題。例如：向複數以上之原料廠商購買原料，而且擁有大規模市場占有率的成品廠

商與原料廠商合併，當事公司的成品廠商部門僅向當事公司的原料部門調度原料時，

其他原料廠商，事實上很有可能被剝奪與大宗需求者交易的機會。另外，例如：販賣

原料給複數以上之成品廠商，而且擁有大規模市場占有率的原料廠商與該原料需求者

之成品廠商合併，當事公司的原料廠商部門僅販賣原料給其成品廠商部門時，其他成

品廠商，事實上很有可能被奪走主要的原料供給來源。有力廠商與有力流通業者合併

時，其他廠商新加入市場時，唯有在沒完備的自有流通網絡而難以加入市場時，才會

對競爭產生頗大的影響。 

另外，垂直型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仍與競爭者持續交易時，與企業結合前相較之下，

由於競爭者在交易上受到不利待遇，故無法期待形成具有實效性之競爭，對於競爭的

影響也較大。 

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大時，因垂直型企業結合而於當事公司集團之間的交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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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產生閉鎖性、排他性之問題的結果，常容易出現當事公司集團可在某程度上自由控

制該商品價格及其他條件之狀態。在此狀況下，垂直型企業結合將會在一定交易範圍

內構成實質限制競爭。 

實施混合型企業結合，且當事公司集團的綜合性事業能力增大時，也有時會產生市場

之閉鎖性、排他性等問題。例如：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集團的原料調度力、技術力、

銷售力、信用力、品牌力、廣告宣傳力等事業能力增大，競爭力顯著提高，因此，競

爭者難以採取競爭性行動，並有時常會發生市場之閉鎖性、排他性等問題。 

 

(2) 協調性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 

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因協調性行動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

競爭，其典型狀況如下： 

例如：廠商與流通業者之間發生垂直型企業結合，廠商透過與之擁有垂直型企業結合

關係之流通業者，取得與該流通業者交易之其他廠商的價格等相關資訊，其結果是常

可高度準確地預測包括當事公司集團廠商之廠商之間所採取的協調性行動。在此情況

下，由於很容易出現當事公司集團及其競爭者可在某程度上自由控制該商品價格之狀

態，故垂直型企業結合將會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 

實施混合型企業結合時，亦有發生相同問題之情形。 

 

 (3) 不構成實質限制競爭時 

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是否會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係

依各個案例綜合考量後述 2 之各判斷要素後判斷之，但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集團的

市場占有率符合下述①或②時，通常不認為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會構成

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 

① 當事公司在所有相關之一定交易範圍內，於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的市場占有

率為 10％以下時。 

 

② 當事公司在所有相關之一定交易範圍內，企業結合後之 HHI 指數為 2,500 以下，

且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司的市場占有率為 25％以下時。 

 

另外，即使不符合上述之基準，亦非立即構成實質限制競爭，而是依各個案例加以判

斷，依據過去的案例，企業結合後之 HHI 指數為 2,500 以下，且企業結合後之當事公

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為 35％以下時，通常認為構成實質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很小。 

 

2  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判斷要素 

(1) 單獨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判斷要素 

綜合考量下列之判斷要素後，判斷垂直型企業結合與混合型企業結合是否因單獨行動

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 

A 當事公司集團之地位及競爭者之狀況 

企業結合後當事公司集團的市場占有率小、其順位亦低時，產生市場之閉鎖性、排

他性等問題的可能性小。 

另外，當事公司集團市場占有率與競爭者市場占有率的差異小時、或競爭者的供給

餘力大時，由於可確保替代性交易對象的可能性大，故產生市場之閉鎖性、排他性

等問題的可能性小。 

 

B 進口、新業者加入、綜合性事業能力、效率性等 

依據第 4 之 2(2)～(8)判斷之。 

 

C 其他 

部分企業結合之當事公司為其他當事公司之潛在競爭者時，亦需考量將會使部分當

事公司新加入的可能性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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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調性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的判斷要素 

依據第 4 之 3(1)～(3)、以及 2(7)與(8)判斷之。 

 

第 6 解除實質限制競爭之措施 

1  基本概念 

即使企業結合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當事公司仍可藉由採取一定的適當

措施解除該問題（以下簡稱此措施為「問題解除措施」。）。 

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作為問題解除措施才適當呢？實應依各個企業結合，個別實施具體

的探討，但問題解除措施係以事業讓渡等構造性措施為原則，為使當事公司集團在某程

度上無法自由控制價格等，基本上，可藉由企業結合恢復失去的競爭。但是，在技術革

新等所造成之市場構造變動激烈的市場中，亦認為有時採取一定行動之相關措施較為妥

當。 

另外，問題解除措施，原則上，應於實施該企業結合前採取之。 

不得已而於實施該企業結合後採取問題解除措施時，必須適當且明確地擬定採取問題解

除措施之期限。另外，例如：實施事業部門之全部或部分讓渡作為問題解除措施時，希

望能在實施該企業結合前決定受讓對象等，若未事先決定，關於受讓對象等，則必須取

得公平交易委員會事前的諒解。 

再者，依當事公司集團的申請，根據企業結合後之競爭條件的變化，評估繼續該措施之

必要性的結果，經判斷即使變更或終止該措施內容仍無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虞時，則容

許變更問題解除措施之內容、或終止問題解除措施。 

 

2  問題排除措施之類型 

典型的問題解除措施，有以下方式。為構成適當的措施，可以單獨或組合的方式採取之。 

(1) 事業讓渡等 

為解除因企業結合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最有效的措施是新

創造出獨立的競爭者、或者促使現有競爭者具備有效之牽制力等強化措施。 

這類措施，包括當事公司集團之全部或部分事業部門之讓渡、解除當事公司集團與具

有結合關係之公司的結合關係（遏止持有表決權或降低表決權持有比例、遏止兼任幹

部等）、解除與第三人的業務合作等。 

另外，由於需求傾向於減少等，所以，不會有容易出現當事公司集團之全部或部分事

業部門（例如：製造販賣、開發部門）受讓對象之狀況，商品成熟且應研究開發、需

求者之要求而改良商品等之服務等，認為在競爭上是不太重要等之特別狀況時，有時

亦判斷在相當於該商品生產費用之價格方面，對競爭者設定交易權（締結長期供給契

約）是有效的問題解除措施。 

 

(2) 其他 

A 促進進口、加入市場之措施等 

由於需求傾向於減少等，所以，不會有容易出現當事公司集團之全部或部分事業部

門受讓對象之狀況等，基於此理由，認為無法採取事業讓渡等作為問題解除措施

時，可藉由例外地促進進口、加入市場等，解除因企業結合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

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 

例如：當事公司集團擁有進口時所需之倉儲設備、物流服務部門等時，通常判斷可

藉由讓進口業者等利用這些資源以促進進口，並藉以解除因企業結合而構成一定交

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另外，關於當事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權等，應競爭

者與新加入業者之要求而在適當條件下同意實施等，通常判斷能解除因企業結合而

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 

 

B 當事公司集團之行動相關措施 

除了前述(1)與(2)A 之外，藉由採取當事公司集團之行動相關措施，通常判斷能解

除因企業結合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 

例如：在商品由共同出資公司生產，但在銷售上卻是出資公司各行其是的企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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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阻隔出資公司相互間、出資公司與共同出資公司之間互相交流該商品之銷售

相關資訊，並採取確保共同資材調度之禁止等獨立性之相關措施，通常判斷能藉此

解除因企業結合而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問題（但是，請參考前述

第 4 之 3(1) D）。另外，關於為經營事業而需利用不可欠缺之設備等，禁止對無

結合關係之業者有差別待遇，通常判斷能藉此防止市場閉鎖性、排他性之問題的發

生。 

(附註 1) 事前諮詢 

關於具體的企業結合計畫，由業者核對有無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時，

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本運用準則進行企業結合審查，並依據本法第 4 章之規定，答覆

該企業結合是否有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 

關於此事前諮詢，係依「企業結合計畫相關事前諮詢之因應方針」（平成 14(2002)

年 12 月 11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應之。 

 

(附註 2) 縮短禁止期間 

本法第 15 條第 4 項（包括適用本法第 15 條之 2 第 6 項與本法第 16 條第 5 項之時）

規定，公司必須於申請受理之日起算 30 日內合併（包括共同新設分割、吸收分割與

事業等之受讓）。但是，同項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得縮短該期間。

此禁止期間之縮短，原則上，可於符合以下①與②之要件時承認之。 

① 明顯不構成一定交易範圍內之實質限制競爭時 

事前諮商中獲得的答覆是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實施該合併並無問題之情形下，提

出申請之內容與該內容相同等時則符合之。另外，關於符合前述第 4 之 1(3)與

第 5 之 1(3)之案件，也認為大多符合此情形。 

② 有縮短禁止期間之合理理由時 

若未於一定日期之前合併，當事公司之事業可能產生障礙（例如：公司破產、

從業人員離散、喪失顧客等）等時，即符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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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結合審查之流程圖＞ 

是否為企業結合審查對象之判斷 

依持有股份、兼任幹部、合併、分割、事業受讓等行為類型進行探討 

 

 

 

 

 

       

 

一定交易範圍之劃定 

就有關當事公司集團經營之所有事業，分別劃定交易對象商品範圍、地理範圍等。劃定一定交易

範圍時，基本上，係基於對需求者而言之替代性觀點、或者亦可依據必要時對供給者而言之替代

性觀點判斷之。 

 

 

已劃定之各一定交易範圍是否構成實質限制競爭之判斷 

 

 

 

 

 

 

 

 

 

 

 

 

 

 

 

 

 

 

 

 

 

 

 

 

綜合考量各要素 

 

 

 

 

     綜合考量各要素 

 

 

 

 

 

例：表決權持有比例超過 50％ 

    表決權持有比例超過 25％且為單獨主要股東 

    兼任幹部擁有雙方代表權     等 

例：表決權持有比例為 10％以下  且無兼任幹部 

    親子公司、兄弟公司之間等之合併、事業受讓  

等 
成為對象 未成為對象 

【水平型】①HHI 1,500 以下  ②HHI 1,500 以上、2,500 以下且 HHI 增幅為 250 以下  或者③

HHI 12,500 以上且 HHI 增幅為 150 以下 
【垂直、混合型】①市場占有率 10％以下  或者②HHI 2,500 以下且市場占有率 25％以下 

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符合 

基於 2 個觀點探討 

單獨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之探討 

 【當事公司集團之地位與競爭者之狀況】 
‧市場占有率及其順位 
‧當事公司間以往之競爭狀況等 
‧與競爭者市場占有率之差異 
‧競爭者之供給餘力與差異化程度 

【進口】 

制度上之障礙程度、進口相關貨運費用

之程度與流通上之問題、進口商品之替

代性程度、海外供給可能性之程度 

【新加入】 

制度上、實態面之加入障礙程度、與加

入者商品之替代性程度、加入可能性之

程度 

【其他】 
‧來自隣接市場之競爭壓力、來自需求

者之競爭壓力 
‧綜合事業能力  ‧  效率性  ‧  經

營狀況 等 

 

協調性行動所形成之實質限制競爭之探討 
【當事公司集團之地位與競爭者之狀況】 

‧競爭者數量等 
‧當事公司間以往之競爭狀況等 
‧競爭者之供給餘力 

【交易實態等】 

交易條件、需求動向、技術革新動向、

過去的競爭狀況  等 

【其他】 
‧進口、加入、鄰接市場、來自需求者

的競爭壓力 
‧ 效率性與當事公司集團之經營狀況  
等 

沒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沒問題 

解除措施之對象 

問題解除措施 
構成一定交易範圍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判斷 

僅限於單獨、協調皆

無問題時。 
不立即構成一定交易範

圍之實質限制競爭之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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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A公司訪談記錄 

 

一、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問：因為我們這個訪談是針對原本我們後面的調查的部分的綜合結論，然後我們有分有線電視業

者、電信業者、大業者、小業者等等，還有 MSO 跟個別的系統業者等等去做一些分類，它們

有一些重要性跟 priority，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看起來就是大概所有的業者，而且就是綜合

來說對於數位內容產業的一個輔導扶持認為是一個，就在是政策法規面中我們認為就是很重

要，不過 A 公司自己的圈選，是表示是重要，但是沒有到很重要，那不過在所有的業者的平

均值來看的話，這個問題，政府對數位內容的輔導扶植這個部分的政策，基本上是在這八項

中認為是最重要的，那這個部分不曉得 A 公司的想法是什麼？ 

答：因為我們已經有在做一些數位化的建設，我們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建議給老師，我們自己在講

那個數位機上盒的部分，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給我們一些輔助。 

 

二、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包

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問：可以，因為上次在公平會的時候大家也在討論這個問題，就是說平台介面的部分，因為後面

有一個，就是第二題，跨平台的發展藍圖跟標準化，那這個部分 A 公司是有圈選起來重要

的，那我們有在討論什麼是跨平台介面，那公平會有說其實對數位機上盒就是要聯合採購

這個部分，其實案子有進去，所以他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答：第一題就是說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的輔導跟扶植，像是這個問題我會建議是說，針對數位內

容產業，它的定義是不是只有內容本身，那我今天傳送數位內容的平台算不算數位內容的

產業？因為如果說我把傳送數位內容的平台也算是數位內容產業的話，其實它的範圍就很

大了，就像有線電視數位化也是，那像現在行動電話，我去做 mobile TV，這個也是，我

今天的數位無線電視，這個也是，但是我們以前有一個爭論就是說，在網路為王，或是內

容為王，其實在不同的論述當中，都有看到同樣的論述，那我會認為說，今天我們拿有線

電視數位化來看，就可以看得出來，如果我今天這網路 platform 還沒有先去做數位化，

那這個內容是扶植不起來的，所以在這個數位內容產業的扶植裡面，要把平台，它的傳輸

平台也要把它兼顧進去，第二的問題就是所謂的 FMC、Tech Mobile Convergence 或是 NG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那我們在講說什麼是 NGN，很多人想法就是說 IP based 的

新的 platform，NGN IP-Based 的 Single Platform，所以我們可以去看不管是 mobile 的

東西，談 mobile 的東西或固網的東西它們一直都在談 IMS (IP Multimedia System)，那

我覺得在有線電視的網路上其實也可以做到，就是我們的 IP over coation，那大家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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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講說，以現在來講就是行動電話網路、固定電話網路或者是有線電視網路，可能最後

幾年以後都回到 IP-Based 的東西，那這個東西變成說如果你想回到 NGN，或者到 IMS 的

話，其實你的有線電視、ADSL 或是行動電話，其實是在接取的 access 那一層不一樣而已，

其實我在它上面的控制層 control layer，或者在上面的應用層 application layer，其

實是都一樣的，比如說我是要開放一種的數位內容，然後經過它的控制層，可以送到比如

說行動電話網路或者是固定網路，或是有線電視網路，那這樣有一個技術不同，那這樣就

有可能有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講，第一個我們的介面要標準化，標準化不管你是 mobile 

網路的，固定網路的或是有線電視的，那 NCC 對這個介面的標準的定義是很重要的，那第

二個就是，我覺得在通訊界，它很多東西是依標準化，就是說我們過去在通訊界裡面，比

如說我核心網路是用一家接取通路可以用另外一家，所以我的介面就會一直變，然後 IP 都

是標準的，但是在有線電視就不一樣，其實像過去我們在那個 CNTC 公聽會上面，我也跟 

NCC 多次提到，那個時候我也是希望針對機上盒的介面能夠訂一個標準，其實我跟 NCC 多

次談到這件事情，其實對國內有線電視業者，機上盒的業者跟用戶來講都是新的參考，可

是我們蒐集到的問題，因為有線電視沒有標準化，比如說我數位電視沒有標準的東西，除

了 DVTC 這個標準，從我的頭端系統到我中間的機上盒 protocol，所以造成說今天，比如

說中嘉用這個，我們用這個，所以我們不同共用，因為一直說希望主管機關在這一方面能

夠有一個標準的東西 

 

問：這個就像當年的 2G 就是說，就是公布一個 GSM 的 standard 傳輸？ 

答：喔，可能不是像那樣單純，可能因為我們現在 2G 的 standard 一樣，就是說 nokia 的手機

可以在 nokia network 上面，但是在有線電視，在大概五六年前，電信總局曾經公布了 DVDC 

規範，其實就把 ATA 的排除掉，但是經過這幾年的技術的更新，DVDC 已經不是最新的，現

在美國已經有 open cable 是不是已經開放了，其實沒有人去更新以前電信總局那個規定 

 

問：那我問一下那個 open cable 這個 standard 它可以相容於其它的系統嗎？ 

答：不行，它是另外一個美國的 standard，它的好處是別的用戶在市場上買盒子，然後回來後

插上不同線路 

 

問：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接 plug in 的標準化，也就是說 A 公司的數位機上盒如果萬一有一天

他搬家就不能用了。 

答：對，所以我是希望說不管是 NCC，其實主管機關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做法就是應該

用哪一種標準，那這樣表示有一個好處就是一旦決定這個規範以後，廠商就可以統一。早期

我要看有線電視的時候我還要去買一個選台器，那後來慢慢的選台器就做到電視裡面了，或

者早期的那個無線數位電視，要買個無線數位機上盒，現在已經有很多的電視將數位機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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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在裡面了，其實如果我們把這個規範定好，就可以這樣做。 

現在的問題就是去跟 NCC 談這個事情的時候，其實是希望 NCC 定一個規範，這樣的好

處就是說以後電視機的廠商就可以把數位機上盒做內建的，可是 NCC 有些就是一些長官會

問我說，那電視機的規範其實是不屬於 NCC 的規範，那是屬於經濟部的，其實變成就是說，

你要討論電視機內建機上盒規定的時候，你要找的主管機關不只是侷限於 NCC，也找經濟部

來了，那這個時候我的問題就擴散掉了，所以造成說今天要談這個標準化介面，光這個這麼

簡單的事情都沒有談好，那我們剛剛又講到 NGN，其實 NGN 我們在看，NGN 會不會成功，

其實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在中華電信，其實我覺得 NGN，因為我以前在固網

公司待過，民營固網公司，要去光纖太簡單了，因為它傳統的交換機網路很早就是，那中華

電信它從這幾十年來都是傳統的企業網路，要去做 NGN 來講，它必須將所有線路汰換掉，

所以中華電信是現在所有 NGN 裡面腳步最慢的，它今天要走到 NGN，它為了 IMS，那一定

要是最大的一個電信服務業者，中華電信一定要出來，那才有一個帶動的作用，這是我的感

覺。 

 

問：那現在中華電信，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順便剛好問一下，就是說，事實上，固網

的 Number Portability，一般來說其它國家一開始先做固網的然後在 mobile 反而比較慢，

可是在台灣反而倒過來，那中華電信的意思就是它們的交換機沒有辦法做，但事實上這個其

實應該不是技術的問題，不然其它國家都可以？ 

答：其實不是技術的問題，就是說我今天架構一個 IMS 系統，我把那個 Number Portability 架

構上去就可以了，那在中華電信在看 Number Portability，如果就行動電話來講，我們現在

前三大行動電話公司有沒有考慮到，亞太、威寶，前三大通訊公司，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跟遠傳，談到 Number Portability，也許大家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講到固網的 Number 

Portability 的時候，大家會想說民營固網業者跟中華電信，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用戶都在

中華電信，那中華電信在先天上面就不會去做，它會排斥 NP，我以前在台固網公司，我們第

一套交換機是傳統的 TDM 交換機，跟中華電信是一模一樣的，我們是用西門子的，中華電信

也是用西門子的，那我們上面架構的 IN 系統是用 ACTEL，跟中華電信的 IN 系統是一模一

樣的，其實就技術上而言是沒有技術，是 ok 的，但是有可能會有兩個因素，用中華電信來

說它在推遲 NP，第一個是成本，我們只有一套交換機，中華電信可能有五千套交換機，那第

二個時程，它說你做這套一年就好了，那我可能半年就好了，那我做五千套可能要做五年，

它用成本跟時程算我不是做不到，但是我需要多少年多少年以後才會做得到，因為我要全部

更新，我全部都要做 IN，所以它用這種說法來推遲 NP，這是我那個時候的情形。 

 

問：所以那時候 NCC 也沒有辦法？ 

答：有，那時候 NCC，是歸電信總局管，然後電信總局有成立一個電信技術中心，成立了一個 

N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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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但是它固網還是沒有，到現在還是沒有弄。 

答：其實固網有，只是它用戶數很低很低，因為大家對固網的 NP 還是不喜歡，那行動電話的 NP 

其實香港在推 NP 並不是很成功，那我反而覺得台灣的 NP 在行動電話上面，還算是蠻成

功的，因為現在用戶數其實蠻多的，那我覺得現在在 mobile NP 上面成功，最主要的原因

是台灣的行動電話業者，它出現兩極化的，那新進業者比較小，那新進業者在這種狀況下，

它用資費的方式來吸引，第二個中華電信在那個固網跟行動電話上面它用交叉補貼的方

式，所以以中華電信的 mobile 用戶還有中華電信的市話，設備比較便宜，用這種 Friends 

and Family 這種方案，吸引其它的 mobile 業者，移轉到中華電信的行動電話上，其實我

倒覺得 mobile NP 比我們預期的是要比較好，那這部分其實還好，我覺得電信技術中心 

NPAC Number Portability Administration Center 這次扮演的角色還算是蠻成功的，就

是所有的那些資料交換，它扮演蠻成功的角色 

再補充一下，我們在固網有在實際執行到固網 NP 的一些問題，那為什麼它的成功率

不高，因為其實主要 NP 是從中華電信過來，那 NP 是有個固定的時間，它不像行動電信

那樣，它有接線的問題，那其實說我們先用民營業者報過來的都是企業用戶，那早上十一

點跟下午一點，各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那中華那個時候就說它沒辦法配合，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寫單機，因為過來都是企業用戶，那它說記錄上也有問題，大概是這兩個方

向，那是我們在跟中華 negotiation，其實困難很多，那它們內部的溝通也是那個的，那

就是業者在固網 NP 這個部分沒有像行動那麼的容易，因為固網早期是做手動的傳真信

件，那後來整個起來了才把它放到 server 的資料庫裡面，所以常常覺得在中華那邊有點

無力，因為這個問題我問那邊也沒有很清楚，那每次這個問題到 NPAC 會議裡面，大家就

會說那我們來討論，那後來就我自己觀察，就是中華那邊的窗口、它們那邊的法規還有它

們那邊的技術單位都會來討論，但是它們不是很願意配合，會提交換機怎麼樣的問題。或

者它們就會以時程來推 

 

問：對，可是這是 NCC 那邊可以處理的，譬如說你其實本來就可以訂一個時程，多久之內沒有

達到就要罰鍰，anyway 其實就是它的行政手段？ 

答：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 NP 還要簡單的例子，來講說中華電信在這個不公平的競爭上面，

它是用技術的推遲，國際電話應該不行，就是說用戶打 002 就不一定走中華電信，其實它從

電信總局到民營固網業者開放以後，它有 006、007、008、009，然後中華到中華電信，民營

化其實是要用戶是要 002 是要轉還是降，或者是把 002 關掉，讓大家習慣播 002，它國際

電話是 002，那這個東西希望說，中華電信今天這個市話網路播 009 它可以選擇要 006 還

是 007、008、009，可是中華電信用技術上說它做不到，那我所有家具要增版，增版需要多

少年，那這種對我們來講是沒有技術問題的，類似是這樣，那還有比這還要單純的問題，那

現在說 NGN 這個也是一樣，NGN 只要中華電信能夠確定它要怎麼做，我覺得大部分的業者會

跟它一樣，IMS 最早不是固網業者訂出來的規範，是那個行動業者，它們訂出來的規範，說

未來要在行動電話 3G 的網路上去提供一個規範，後來固網業者發現那其實是未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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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其實我知道，幾家電信公司都有自己私下在 try，其實 IMS 是一種趨勢，以 IP 為背景，

然後在應用層、控制層又是同樣的，然後同樣的我的數位內容只要開發一個就好了，但是 IMS 

如果中華電信可以站起來登高一呼，然後 NCC 可以配合說把那個規範訂出來，其實對它也沒

有什麼發展是比較有幫助的。 

 

問：我順便問一下好了，因為公平會現在有接到這個所謂的連買連賣的這個關於機上盒的，業者

就是已經跟電信業者要連買單一家採購數位機上盒，那目前它們好像正在討論這個部分是不

是？ 

答：喔，這個可能是一個誤會，它其實不是這樣的聯合採購行為，它其實是說去年大概七月份的

時候，因為我們其實有幾個有線電視業者，對於有線電視數位化這個看法慢慢感覺到這個趨

勢跟壓力，那我們過去的經驗，就像我剛剛跟您報告的，過去前三大 MSO 它用的系統是這樣

子中嘉它是用 NDS 的系統，東森是用 NAGRA 的系統，那東森跟中嘉是走 DVBC 的規格，那 

TBC 是走美國 KTSC，那造成大家都是各走各的路，那所有投資也很高，在五年前到 2002 年

到現在，六年前，大家花了很大一筆錢去做了這些事情，結果看不到 synergy，所以在去年

七月的時候，那有些人就覺得，前任理事長陳理事長就覺，針對得管理產業應該大家應該坐

下來一起討論一下，那就從頭端的規格還有中間的 middleware，還有 set top box，有做一

個共同的 survey，請廠商來做一個說明，就是針對這些東西到底誰的價錢比較好，誰的規格

比較好，做一個共同的 survey 的動作，那這個 survey 會出現在 survey 的 report，這 

report 對 MSO 是不具約束力的，是一個所謂我們大家 survey 的報告給大家看，那我們是

針對這個 survey 的行為，像公平會報了一個聯合行為，並不是一個採購，因為到現在為止

在機上盒的採購，三家都不一樣，因為現在真正有做數位化的前三家，中嘉還沒有決定要買

哪一家，那以我們來講，我們是覺得採購的那個國內的叫做百一，TBC 好像不會，它採購的

好像是現在確定了另外一家還沒有確定，所以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聯合採購行為，它只是一

個聯合行為，去做一個 survey 的聯合行為。它並沒有准許我們去做聯合採購行為，而且人

家已經講說禁止了，它是同意我們去做一個聯合的規格，統一一個規格。 

問：所以說這個 survey 等於是，也就是你剛剛的取代 NCC 的標準化界定？ 

答：這個不一樣，它只是決定說，其實我們借這個機會只是希望給機上盒的廠商展現台灣有線電

視業的團結力量，希望它可以在價格跟品質上面展現誠意，我是認為上次的 survey 有達到

目的。 

 

問：所以我只能選擇一些推薦的廠商，但事實上，例如百一的機上盒並不能符合所有業者，如果

業者不使用同樣的規格，所以也許它還是有採購，對不對？ 

答：我很明白的跟老師報告，我們今年的，兩個月前，我們有坐在一起談論這個東西，技術上可

以做得到，但是一旦做到了，就變成說中嘉、A 公司、TBC 三家，它的 security 加密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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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表示說，一旦有人破解了就等於全台灣三分之二用戶數都被，所以我們那時候考慮的結

果是，還是傾向說三家保持不同的 加密，不同 加密有個好處就是說，規格定一樣，那比如

說中嘉、TBC 用戶，它搬到這個場子的時候，它的盒子可以帶過來，我只要把它做一 rework，

就可以讓它用。 

 

問：了解，就像是 NT 的話，我現在換一家 operator 我還是要先請它 tune up。 

答：對，但是我們在兩個多月前做的最後一個決定，找大家一起談，然後確定說風險太大，因為

這種 hacker 的技術太強了，能力太強了，所以我們後來是決定，還是保持不同的加密比較

好 

 

問：那如果今天 NCC 它一直遲遲或者包括經濟部都沒有辦法，或是說某種程度它們對這個問題

沒有顯現出一個很高的關心，但既然中嘉、東森，TBC 已經是國內三大業者，其實這三大業

者的溝通成本是比較小的，因為業者有沒有可能自己定這個 standard。 

答：因為這三家加起來已經接近三分之二的用戶，還有另外三分之一是用不同的系統。 

 

問：但是這已是市場的大多數了。 

答：我們沒有去找電視機的製造商去談，因為現在這個東西其實不瞞您說，我們今天要跟電視機

製造廠去談這個東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要讓一個利基讓電視商看到，那就是 NCC 的數

位化政策，那現在政策其實還不是很明朗，今天假設跟業者講說，你看這個東西不是很明確

的，以後你的內建機上盒的部分就可以出來了，然後我們大約有三分之二用戶是採用這個規

格的，你自己決定要不要生產，因為數位化的政策其實現在還不明確，所以你辦法版估出來，

我們沒有一個利基讓電視機製造廠去說這一個事情。 

 

問：你說有線電視那個數位化政策不明確，但是我記得 NCC 開過好幾次公聽會，而且事實上還

非常強烈的要求有線電視業者現在要做什麼數位化，而且最近好像聽說 NCC 有要求有線電視

在換照的時候配合去做數位化的程度。 

答：其實我們去年在換照的時候 NCC 的委員，它都會要求各系統換照要簽承諾書，如果 NCC 的

政策確定的時候，要遵照 NCC 的政策，可是你看從去年七月，公聽會開了那麼多次，到今年

最後一次公布，它之前都叫數位化草案，到今年公布，三月二十六號公布的是數位化指導方

針，那這個指導方針兩天以後就從它的網站上被移除了，它現在上 NCC 的網站也找不到這個

檔案指導方針了，所以說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政策是什麼。 

而且現在的法律法令對這個數位化很多東西的配套並沒有做修正，我舉個例子來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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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前有線電視法裡面它只有系統台的觀念，它沒有 MSO 的觀念，所以記得在去年公聽

會上有人提出來說，那時候的數位化政策草案裡面有提到說，系統台的話，獨立系統台是一

定要一個頭端，那 MSO 的話一定至少要兩個頭端，但是你去翻它們沒有 MSO 這種東西，這

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現在的頭端，以前的頭端以前是用 MPEG-2 的，現在把它升級成 

H.264，我大概兩個禮拜前有去 NCC 找技術處，那技術處目前它的技術層沒有辦法，都是針

對 MPEG-2，比如說我傳送的節目它的速率要在 3.5MB 以上，那你 MPEG-4 的壓縮技術已經

不需要這樣子，那其實在很多地方並沒有一個配套措施，那假設今天你要一個系統台，獨立

系統台去建數位頭端的話，我覺得對數位化來講是不利的，但是以現在的傳輸技術跟固網業

者那麼多，跟數位網路相對穩定來講，其實我只要一個超級頭端一個 Head End 就好了，剩

下的我都可以透過傳輸把這些東西去送到系統台去，那這種觀念在相關的有線電視法令裡面

並沒有，看不到這種觀念。 

廣播電視法修正，那時候的科技狀況還是類比的，其實它還沒有數位化的概念，它頂多

有個付費電視，可是它那付費電視也是不一定能夠完全套用到現在數位電視的概念，正本清

源，NCC 還是要修有廣法，不然這個方法對每個有線電視系統業都要有一個頭端，那現在推

數位化這個東西，其實不可能。像我們 A 公司台北市的有線電視只有四個系統台，我不可能

建四個數位頭端，因為這樣很浪費資源成本，關於這點，NCC 委員也不得不承認現在的法治

已經趕不上科技的進步，但是我們業者溝通的感覺是，在一些可以促進我們發展的部分，它

不會去用行政命令跟指導來 create roadmap，它就說你要等立法院修法，而現在有線電視

廣播法現在就是這樣規定，反過來說，你如果一律採取保守的方式，你都要跟著法律來解釋，

在法律的框架下解釋，我們 ok。但想管制時，就會用到通傳法，通傳法其實有比較多的模

糊法律的權利，既然 NCC 會用到通傳法，那為什麼不用通傳法的法源基礎來幫我們開創一

些 roadmap，特別是數位化的部分，還有就是，機上盒部分，我們也嘗試跟主管機關溝通，

但公聽會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意見採納，而且還是停留在它那時候的查驗狀況。還有類比跟數

位，什麼時候要關掉類比，也是業者跟主管機關還沒有共識，那我們也會叫說你們也不能一

直叫我們這樣子都開，開的結果就是你永遠沒有辦法關掉類比，也就是政府還是要有一點魄

力，就好像說身分證要換發一樣，你就會講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就是不能用，那之後大家就會

乖乖的去換，那你如果政府如果怕得罪消費者，你又逼我們業者去數位化。 

 

三、「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不重要項目，其

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問：那關於第三題的部分，它的意思是說因為通訊傳播，其實在第一屆委員的時候，提了一個通

訊傳播管理法，它主要是做一個水平化的層級管理，這個部分可能有線電視已經比較 ok 了，

因為不像電信傳輸跟服務是比較連在一起的，所以在你們來說，傳輸跟內容其實已經比較明

確的分開了，所以業者的總和是覺得比較不重要的管制項目，那第四題也問一下好了，不過

我剛剛看了一下，就是這邊 A 公司的回答，在消費者的需求這個面向都認為我們提出來的七

點的方向來說都認為蠻重要的，那同時剛好在目前的實際上的呈現程度也認為大部分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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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了，所以是不是 A 公司這邊也是認為說，對於消費者在跨平台服務這個部分，認為其實

政府是不需要再做一些管制上的處理。跨平台服務就是指，最明顯的像是 MOD 或是 IPTV 或

是 Internet Phone，可能對於有線電視來說可能比較像是 Cable Telephone 或者是一些 

Cable Modem 的例子 

答：我表達我對這事情的觀點，就是我曾經看過國外的一些報導，它跨平台從三合一或者像是去

做 video，那有線電視業者本來是做 video，那他本來是做 data，它跨平台的部分，他是去

做 voice 的服務，所以做 cable phone 或者是 cable modem 跨平台的部分，但是大家都很

清楚，以台灣的市場來講，data 的市場已經飽和了，voice 的市場也飽和了，那你今天屬於

跨平台的服務，它的主幹其實還是在 video，那其實我們今天講說 voice、data 和 IPTV 那

真正在打還是打 MOD、還有打 IPTV，今天有一點感覺是說，中華電信挾龐大的資源已經打到

你家裡來了，結果呢，我還被主管機關把手跟腳綁在一起，綁起來了，然後讓人家打進來。 

 

問：事實上 MOD 大概是 2003 年左右提供的，事實上你看這麼多年來，它的用戶數其實可笑的，

號稱五十萬用戶，其實很多都是送的，只有最近有比較大的客群就是舉辦奧運的關係，所以

我是說這個五十萬用戶對目前有線電視來說大概是百分之一比例不到狀態，而它已經推了那

麼多年，你們真的覺得 MOD 對有線電視會有影響？ 

答：我覺得還是會，因為以現在的網際網路上網費用，是頻寬一直在加大，資費一直在降低，固

網、行動電話的費用，威寶也推網內互打免費，我覺得你看上一次的報告，三大行動電話業

者的營收一直在減少，那大家這個市場都在減少，所以大家都想要另闢戰場，所以中華電信

一定會把他的最後一哩，把它重點擺到 MOD 這邊，因為他口袋深，口袋深加上有龐大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 MOD 的影響一定會是很大的，我一直在跟我們同事講，台灣的寬頻上網其實佔有

率很高、市佔率很高，那為什麼台灣寬頻上網會那麼成功？因為政府對它當初沒有管制，假

設今天寬頻上網，你在網路上的內容，還有你今天上這個網站的內容通通都要經過政府的審

核你才能上網，那今天寬頻上網又不覺得貴那麼高，那我們今天面臨到的問題是政府希望我

們做有線電視數位化，但是他又對我們做一個綁手綁腳的，我舉個例子，加值服務這一項，

我們同意今天原來的那種 broadcasting channel 的名單要有管制，但是加值服務的方面，

你是不是要比照網際網路業者，網際網路那種方式用低度管制的方式，因為我們要在原有的，

台灣原有的 broadcasting channel 已經那麼多了，那我勢必要在其它的服務上要想盡心思

去加值服務才能吸引用戶從類比移轉到數位，所以說我們應該是在這種加值服務上面對我們

管制要越來越少，能夠在它們推陳出新 IPTV，但是現在看起來這一方面的管制也沒有很明

確，也不明確，但你想看看，這一方面管制對有線電視業者，你推相關的加值服務，你都要

去修營運企劃書，那我是不是每修一個新東西，都要去修，那以後我乾脆就不要推，因為營

運到最後我核准就可能要好幾個月了，那 MOD 就沒有這個限制阿，基本上它把它視為一個 IP 

的 service。 

舉個例子好了，VOD 跟 MOD，MOD 其實就是 Media on Demand，它的意思就是 order 一

個東西然後透過一個網路把 content 傳下來，那我們有線電視也可以做到 VOD，Vide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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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但是我們發展到 VOD 之前，我們會先進入一個叫 NVOD，近似隨選視訊，我們有一

個節目排播表可以告訴我們的收視戶，那我們就告訴他說禮拜一到禮拜幾晚上幾點幾分就會

有一個電影，如果你要看的話，比如說你錯過你要透過遙控器來 order，那時間到了，因為

訊號是放在網路上，我們並沒有跟你 order 再下載的，那其它對於消費者來說是沒差的，

它只是有一點被迫就是說，他要在我們規定放映的時間去看，也許我們會一直不停的重複，

那其實消費者蠻想的，那其實就是我們想要推的那個加值服務，那前陣子跟 NCC 溝通的時

候，它們那邊就有兩派的說法，有一派是認為其實它跟中華電信的 MOD 很像，它覺得這個

不是像某個電視台 broadcast，因為 broadcast 意思就是說在線性跟跟非線性要劃清，它

的意思就是說你要有個節目表，24 小時一直在播的這個就叫做 broadcast，broadcast 我

就要好好的管你，因為你就這樣 24 小時播出去，你萬一播出什麼不當節目，會傷害大眾的

權益，所以我今天預選哪些要變更，就不一樣，是客戶來的你來 order 的，所以只要確定

你那個片庫是合法的就好了，那我也不用去管你時間，那它現在裡頭就是傾向就是要高度管

制說，因為你還不是 VOD，因為我們技術上還差 VOD 一點，它就會說，因為你還不構成 VOD，

我就把你放到 broadcast，他就說你要將你的片庫商就像剛剛講的，就先請一個頻道出來，

就可以通過這些類似的問題。非無線、非衛星，它現在就是把你一網打盡，所以只有頻道商

拿到執照。 

再舉一個例子，像現在有 IPTV 執照的有中華電信的 MOD，還有威達的 IPTV，可是前

一陣子 NCC 也通過了威達有線電視在它的轄區，它可以用它的 IPTV 技術，變成說現在變

成有兩種 IPTV model，但是現在的管制法條不一樣的，比如說中華電信的 MOD 跟威達的 

IPTV 是一種管制的模式，在這個威達有線電視只要在有線電視轄區用 IPTV 去取代線電視

的這種又是一種管制 model，那我就會了解，那如果這樣子，相關的審驗辦法、技術審驗規

定怎麼去定，這個就現在也看不出來。 

 

問：我想到的就是說，它們覺得你是有線電視你不能用電信，又因為還沒有修法，還是要在原來

的架構中然後又嘗試去 fit，就很像你已經長大了硬要你穿不適合的衣服。 

答：現在變成都卡在裡頭都過不了，那我們也不能推，因為根據他上一天我們就要付錢，營運計

畫都還沒有下來，所以我們在那個 VOD 就一直延，現在技術進來了也不敢推。NCC 裡面有兩

派意見，一派的說法就是應該要低度管制，你應該給我們業者一點自由，我們從數位機上盒

開始一路被管制了，全部被管制，從錢啊、內容啊什麼，所有技術都要被管制，盒子怎麼收

費，你頻道要怎麼定價，老實說頻道會一直不停的進來，我們都沒有辦法，主管機關的審驗

絕對趕不上我們，那這樣根本就是扼殺我們，我們怎麼辦我們也不知道。基本上我們已經肯

認 MOD 是一個競爭的趨勢，不可能阻擋的，所以反過來就是說，希望 NCC 在對於現在有線

電視的一些不合理的規範去做鬆綁。 

 

四、除頻道業者與 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業者認為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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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足？ 

問：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就是說，你們認為就是跨平台的結合管制，其實 MSO 就是一個很明

顯的例子，這邊來說好像不管是電信業跟有線電視都認為其實應該是鬆綁，你們認為很重要

但是現在處理得不好，所以不曉得 A 公司這邊是認為政府應該要對跨平台的結合管制做一些

低度的處理，就是說譬如未來包括 MSO 或是其他併購案，尤其現在是對有線電視上下游垂直

整合的限制結構規範是最強的。 

答：這個部分當然希望如果可能做某程度的鬆綁，公平會其實對於我們有線電視要去代理一些頻

道或者是一起去採購頻道，其實它規範還是蠻嚴的，他在形式上就有規範，那因為其實我們

如果要豐富我們的節目內容，那不是說我們喜歡去整合到我們的頻道，而是確實我們需要一

些內容，所以常常跟我們談的就是一些頻道商，那頻道商就會跟我們做一些特定的，就是你

們不要一年就要跟我們 guarantee 多少錢，那我們系統台也會做這種事，所以我們就會在這

種市場情況下，既然就會有一些聯盟，那好吧，那當然我已經到了多少可以跟你拆帳，不過

到下面其實都是一些像市場策略。公平會最近看我們簽的合約，去當人家的代理商，就要拿

放大鏡去看我們還問我們有沒有歧視 IPTV 新進業者，他們要我們把跟頻道業者合約整理出

來送去給公平會看，因為我實在很好奇，他看得完嗎，因為我們每一家都一大疊，我們大概

稍微問了一下，但我們是覺得說如果公平會一些委員告訴我們有干擾市場秩序的，我們當然

也是盡量不要去做這種事情，但是其實每年都會常常來問我們這些，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部

分因為 guideline 你非常清楚那條線在哪裡，可是不可能說叫我們完全不去當人家的代理或

者是我們跟人家簽的合約裡頭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規範，像我們自己也很害怕，所以這個部

分我是覺得是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們現在的產業狀況做一些調整。我現在背不太起來就

是，FTC 在 4C 上面它有定一個節目的採購部分其實做非常詳細的管理，我們也會透過 MSO 

一起去談一些節目的授權，我們大概會做一些轉授權，那其實不一定就是違反，可是有關這

部分它規定的不是那麼得清楚，只是我們在做這個部分一直也都是非有必要，像類比頻道我

們是這樣做，可是有些現在為了要到數位的部分我們又要擔心，因為頻道商說，你來當我台

灣代理好不好，我台灣沒有人，因為他要真的要來一個代理，如果他走衛星的話，好像一定

要有個兩千萬的資本額，要不然要設一個分公司在這裡，那人家也不一定願意設一個分公司

弄個兩千萬在這邊而且要雇一些人，他當然在市場他會找我們系統台說你要不要代理，不然

老是被我們拒絕，還不是得用一些中間的 broker。 

那如果說我們系統台怕說違反，我們就說沒辦法代理你，那你就是硬生生的推給中間的

那一些代理商，就變成兩邊代理，他一邊跟我們談，一邊就是跟其他人談，那就是中間賺差

價，這種生意實在是太好做了，可是我們這邊就會擔心說有時候我們做代理也是會有一個限

制，數量上的限制其實是應該要拿出來檢討一下，好像你的四分之一可利用頻道，可是我覺

得用四分之一來，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實行的部分，那我要不要擔心以後，所謂的四分之一可

用頻道用途到底是什麼，因為現在類比頻道就有限制，以後一旦是數位的話，頻道很多我們

就不擔心了，所以他那個背景應該是足夠，我們也會擔心主管機關我只看你基本頻道，所以

他法的設計根本是在管類比的，它沒有數位的觀念，所以每次在問數位的部分，它們都不太

敢回答，可利用頻道到底是有沒有包含數位的，我們現在都不太敢回答，因為不知道主管機



 

 218 

關會怎麼做。 

 

五、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 

問：那我接下來問第九題，就是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其實雙重管制就是說包括 NCC 或者

公平會必須對結合管制同時必須得到跟兩方申請核准，那這個部分不曉得業者的看法是什

麼？ 

答：我覺得公平會應該要加重一下腳步，因為我覺得 NCC 真的根據有線電視廣播法規定，其實

我並不覺得有賦予他全力朝 entire competition 的角度去看，所以導致說我們有在買一個

有線電視系統的時候，我們通常會送公平會，也送 NCC，那我們也了解說公平會跟 NCC 會私

下做一些討論，但是我們現在感覺就是有時候，NCC 它也會對於這個結合的部分有非常多的

意見，如果說我們要併購的時候，我們業者也很擔心到底是以哪個部分為準，其實我覺得如

果回頭去看有線電視廣播法並沒有賦予 NCC 有那麼大的權利，因為已經有個公平會在，如果

沒有公平會在 NCC 也要去了解，那 NCC 他大概有一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的部分，那

我是覺得 21 條的部分其實有些是應該要修改的部分，因為它有一個同一行政區的那個部

分，我們覺得那個部分應該已經是需要調整的，因為以公平會他看是看經營區，所以同一經

營區有兩家會互相的搶客戶，那個才有同一市場的問題，那有線電視廣播法的 21 條，有一

條舊法，聽說他已經在通傳法要修掉了，但是因為有廣法，現在因為一屆委員決定，認為通

傳法議題太大，就回到原來的，我們這邊是覺得說 21 條的同一行政區的那個部分其實可以

做調整，同一行政區比如說，以苗栗來說有兩家，北區跟南區，北區的經營業務不到南區，

那因為有個 21 條的規定，它就導致說這兩家公司基本上，不可以是譬如說同一個股東的，

那就變成說，現在你外資來投資的時候我們都了解，你兩家都是 TBC 的，那變成 TBC 必須

在股權上做一個完全的分離，那他要投資在海外的帳目以兩條不同的路線，其實像它其實根

本不影響市場競爭，因為當初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法令，這個部分其實應該要去把

它做一個修改，那我覺得最正本清源的方式，應該在這種同一市場競爭力問題，應該就交由 

FTC 去做緊要的管控，那我覺得 NCC 在這個部分應該是要尊重 FTC 的看法，因為我們有一

陣子在收購有線電視系統就發現，NCC 意見也很多，我們想，公平會都已經做決議，兩個月

內它如果說沒有說什麼反對，已經公告過的東西，案子你還卡在那邊，我覺得 NCC 應該就固

守它的有線電視廣播法一個範圍去做一個審議，雙重結合管制，我覺得 FTC 在這個部分它其

實還是比較專業，比較不會受到一些想法的左右。 

 

六、對「外資參與通訊傳播業的程度」指標的評比落差高居第二位，顯示其對外資鬆綁的程度

不滿意。 

問：ok，那接下來第十題，這個也是有線電視比較明顯，就是外資參與的一個程度，那不曉得這

個部分 A 公司的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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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為什麼要把私募基金抓出來特別講，現在其實並沒有像外界講的那麼負面情形，它本身就是

有很多的投資機構所組成的，那它只是一個私募基金，凱雷基金、亞洲基金，那它成立的目

的就是用來去投資一些它覺得不錯的產業，那大約是希望能夠在七年或是最久的時間，它有

可能會去獲利，那它從來就是一個誠信的態度告訴大家說，我來扶植這個產業，那不知道為

什麼外界的一個誤解。其實它為什麼叫私募基金就是說，在他背後的一些投資機構是可以找

得到的，它不是像那種 mutual fund，一天到晚跟一些多數不特定的大眾，就是你不知道你

背後的一些金主是誰，像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加拿大的基金，它就是直接有投資凱雷亞洲，

那間接就投資到我們，其實這麼穩定的一個基金的挹注，其實本身來說它也是外資的一種，

因為我覺得應該社會期待的眼鏡，那導致說你們可能想到以前的外資傳統的比如說，像很多

大外資在台灣投資，假設一百年，他在台灣設廠，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兩樣，其實我們的股

東型態是以一群投資機構所挹注基金所形成，同意在台灣做投資，將來就算是真的已經找到

了其它的買主也要得到主管機關的簽才能出去，這中間的過程都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管驗，

人家就是相信我們台灣這樣的一個法令的投資，當然才願意把錢投資進來，最近碰到一些主

管機關態度，外資間接會受到影響。 

 

問：所以認為政府還可以開放對於外資的參進？ 

答：這個部分我們是尊重政府主管機關，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可以開放，可是我們覺得可行性

不高，因為政府一直對這個傳播媒體這個部分，還是處於謹慎小心的。 

 

問：但是如果已經到匯流的程度，那麼尤其是對電信業進入 video 的話，那電信業的外資的許

可是間接加值是比較高的，就是說，至少要比照電信業？ 

答：其實它有一個直接 49％，那我們直接是 20％，所以也就是我們現在我們要做都是用很多層

次的轉投資，其實我們像老師講的我們也不用設這麼多層次 。 

 

七、實際匯流、跨平台結合之經驗與結合遭遇的問題。 

問：那最後就是你們有回答，對於跨平台的一個匯流結合經驗，A 公司它退出 cable phone 的

管制，這個部分能不能談一下狀況？ 

答：cable phone 本來是至少是 A 公司跟亞太，等於是亞太的用戶 A 公司它賣網路在做，那因為

語音市場其實是飽和了，所以這個東西對 A 公司來講，它的營收方式不太一樣，一個月大概

兩三萬塊而已。 

 

問：那樣子幾乎沒幾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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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戶有一兩萬，但大部分已經被電信公司收走了。 

 

問：你是說拆帳的關係？那對於亞太當時的用戶有成長嗎？ 

答：應該是有幫助，因為它有拉一些去，但是我的經驗，因為有線電視其實客戶都是家計客戶的，

再來要去看用中華電信市話的機率有多大。我們其實回到家裡你可能還是習慣使用行動電話

來打，這是我們個人生活習慣的改變，其實 cable phone 來講就有點像是家用的電話，市場

在萎縮，我認為 cable phone 要成功，就是節費，對企業來講，節費的目的可能是國際電話，

對個人跟家計來講最大的節費目的大概就是行動電話，我認為 cable phone 要成功還要有行

動電話網路，然後去跟他的行動電話去做一個節費的功能，才會成功，這是過往的經驗，因

為以前我在台灣固網也是一樣，他說台灣在 cable phone 整個月的通話費很低，幾十塊而

已，五六十塊也沒有人要打，那除非是你要刺激用戶，你用 cable phone 你去打行動電話會

比較便宜才有可能。 

 

問：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A 公司現在有沒有跟行動業者結合？ 

答：現在其實有好幾家有在找我們談，像亞太，還有 Seednet，因為 Seednet 它現在還在推 VoIP 

服務，還有台灣固網。如果你要做 cable phone 就要給我誘因，因為我從 cable phone 打

到台灣大哥大，這個電話費是絕對便宜的，這樣子才有誘因。 

我覺得有這個需求，可是我們考慮到這三條在有線電視網路上，這最大的需求在家庭

裡面，因為有線電視在客廳，市話也可能在客廳，但是數據線是在書房，所以我們當初在推

動三合一服務的時候，一直要克服這個不同 location 的問題，所以就想了很多的方式要來

無線上網、power line collocation，來解決這些技術問題，現在沒什麼技術問題，網路也

成熟了，終端設備也成熟了，但是對用戶來講是沒有誘因的。 

 

問：所以比較是需求面的問題？ 

答：不是技術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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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B公司訪談記錄 

 

問：公平會主要是了解到跨平台的競爭的問題，所以我們就是有訪問了幾乎所有國內的電信業

者，包跨 ISP 或者是一類、還有 Cable 業者、無線電視台、內容業者、content、頻道，全

部都訪談過，從我們整理不同業者的一些看法，所以在這邊做一個訪談，所以 ISP 業者，我

們來訪問 B 公司 的看法，發現政策法規面，技術產業結構、消費需求，些項目中，所有的

業者全部都認為政府對數位內容的產業扶植，這部分 B 公司 選項中也是最高的，不曉得這部

分能不能說明一下，為什麼認為數位內容產業扶植，在整個跨平台發展上面是那麼重要？ 

答：對於數位內容產業，在全世界也發展得相當先進，尤其是美國，內容供應商，像 Yahoo!、

Google，很多這種大型網站，發展非常快速，當然每一個國家也要看他個別的需求會調整，

其實韓國在日本這塊做的，政府的輔助比較來的著力，台灣的數位內容，有些地方也做的不

錯，像遊戲的內容，可是在數位電視就比較沒有那麼好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政府在數位內

容的產業輔導是非常的重要，因為將來這個內容其實可以跨很多不同的平台，現在政府的政

策基本上是提供數位內容的服務，必須是第一個沒有黨政軍的色彩，第二個他必須跟系統的

平台，不管這平台是有線電視、無線電視、還是行動還是固定網路的，這些系統業者，是要

有一個區隔性的，如果不這樣做，數位內容會被接取網路提供者控制，就會在產業之中產生

不健康的結果，因為用戶和中間的接取網路和內容，從底到上連成一串的話，實際上對內容

的發展並不是非常好的。 

 

問：聽說你希望這個垂直整合的部分，尤其是像過去 Cable 業者，像現在的 MSO 這樣子的一個

模式你們認為是不適合的 

答：MSO 的模式非常好，MSO 並沒有控制內容，所有的電視台，媒體業者，不管是媒體自己製作

的東西或者是從國外買進來版權的東西，跟有線電視不是在同一家公司裡，有線電視經營業

者，原先是系統經營業者，它擁有終端用戶，可是在上端有各式各樣的內容提供者，有的內

容是自己 create，像台灣這些電視台，東森、台視、還是八大還是緯來，也有的是內容的去 

aggregate 國外拿了版權，不管是 CNN 的轉播權，Discovery channel，Animal channel 這

些公司其實是跟 MSO 系統業者是區分開來的，不是 end to end 的一家公司，中華電信 MOD 

就是很大的問題 

 

問：它的內容跟 platform 的提供者是同一個公司？ 

答：那他就壟斷了嘛，不讓其他的系統業者用他的平台來提供服務，所以實際上 MOD 的 Business 

模式，跟有線電視的 business 模式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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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像 NCC 去年十一月的固網經營跨平台的服務管理規則，就有要求中華電信開放他的平台，

這個部分就您的觀點來說，是不是 ok？ 

答：要求開放是一回事有沒有執行？因為現在在有線寬頻的部分，這個市場不像行動，並不是一

個競爭市場，所以誰都想做 IPTV，可是問題是做 IPTV 一定要經濟規模，那在台灣只有一家

可以做 IPTV，B 公司 怎麼可能做 IPTV？20 萬用戶，So-Net 怎麼可能做 IPTV？So-Net 照

理講也有很多內容，可是他也沒有辦法做，因為他只有十幾萬用戶沒有經濟規模，中華電信

有五百萬用戶，各式各樣的內容，才有經濟規模。 

 

問：既然 B 公司 比較無法做的話，為什麼還是覺得要求中華電信開放？ 

答：B 公司 現在的固定網路，寬頻服務到用戶家庭，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好，實際上 B 公

司 做得非常好，現在是因為 B 公司 沒有最後一哩到每一家每一戶的線路，所以就必須用最

大的業者，等於是用競爭者的線路，實際上不管是 B 公司 還是 ISP，到目前都沒有辦法競

爭，因為這個瓶頸設施，到每家每戶，最後一哩的銅纜線，是在中華手上。 

 

問：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 

答：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個市場就是公平的競爭，大家就各憑本事，不管你向客戶收幾百塊錢一個

月，你後面給他網路的 access，給它內容平台的服務，當你有規模的時候，內容供應商才會

跟你談，不然他為什麼要跟你談？你只有二十萬用戶 

 

問：所以 B 公司 今天講的內容的領導扶植比較是屬於一個公平競爭的，內容近用的規範，有點

像是 open access，access to the content，類似這樣，比較不是政府來扶植做。 

答：政府的工作是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競爭環境，然後輔導新興產業，數位內容是新興的產業，所

以要去輔導，現在固定寬頻，政府要建立起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目前不是，其實我們可以

去參考一下我們所有的鄰近亞洲國家，或是歐洲國家，我們就會發現，他都有做這方面的政

策，因為每一個國家基本上都有原來在國家體制下的一個公司做最後的電信設施，過去都是

這樣子，那開放以後，對在台灣目前這一方面政府做的是沒有那麼完善完整。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單獨講數位內容我覺得政府是花了很多的心力，那個是屬於工業

局的領域，所以工業局在數位內容花了相當多的錢在輔助，像剛說的數位內容產業他其實有

各自的補助方式去做，就是說台灣數位內容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數位內容產生之後要放

在哪裡播放，要不然就放 cable，但是 cable 可能還比較好，本來就有很幾家可以放，其

實現在數位內容不是像 cable 那樣放在網路上的，可是放在網路上，好像只能放中華電信，

沒有別的地方，如果放在其他家就變得很困難了，第一個他有很多技術上的，還有扯到 

period 的問題，放在這裡面，後來就有非常多的問題，其實以前也在工業局跟他們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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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直在講上面的花要怎麼種，可是你下面的土壤跟和要播種出去的那個方法，有哪幾個管

道可以播送出去的這一塊，沒有連結起來。 

 

問：在 B 公司的 operation 於技術的重要性是幾乎不存在的，以 B 公司經營的 business 來說

沒有所謂的一個 bottleneck technology？ 

答：B 公司 的 bottleneck technology 就剛剛講的瓶頸設施的問題。 

 

問：所以像 Google 當時也有一個搜尋的技術。 

答：因為 B 公司是一個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不是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不是

內容供應商，B 公司 基本上是網路接取公司，接取供應商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最後一哩的，沒

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舉個例子，B 公司 去爭取新的用戶，不管用什麼方式來爭取到用戶，

這個用戶到 B 公司 來，要填兩個申請單，一個是填 B 公司 申請單收寬頻服務，大概付兩百

塊一個月，那另一個申請單是填給中華電信，現在那個中華電信申請單，大概要付給中華電

信四百多塊錢，所以等於是 B 公司 每一個客戶大部份的營收是給中華，自己拿小部分，這

樣子怎麼去跟中華競爭！所以這麼多年下來，只拿到二十幾萬用戶，這兩百塊錢要 serve 所

有的後端服務，對不對？台固、So-Net 也是一樣，這樣競爭下來的結果，就是每家的 ISP，

不管是一類的 ISP，還是二類的 ISP，競爭力是非常弱的，它的市場佔有率是非常小的。那

在這種小的市場佔有率在去跟內容供應商談，沒有經濟規模，你去跟他談沒有用，所以很多

內容供應商都跑到最大的接取網路那邊 Hinet！那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B 公司客戶要 

access 這些內容，它的流量必定是從 B 公司進到 Hinet，B 公司要付中華電信錢，是等於前

端又被控制、後端也要付錢，請問他要怎麼賺錢？所以這就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則問題。別的

國家怎麼做？有好幾種做法，第一個就是中華電信的地方交換機的機房打開，讓業者去跟他

做機房共置，然後政府管的就是最後一哩的價格，有了機房共置，那後端業者自己可以投資

來做網路建設，而不是必須付中華電信一個月兩百塊的接取費、連接費，你有點經濟規模，

在去跟內容供應商談，他們的內容就可能會有機會放在不同的接取網路上面，這樣子流量也

會比較平均。所以像在新加坡，一類業者之間的網際網路接取是不能收費的，互相之間不能

收費的，因為他曉得這個內容必定是放在最大的網路後面。所以機房共置，然後瓶頸設施，

這樣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新加坡、日本、澳洲都是這樣子做的。有的國家是用市場上

的價格來管制，也就是說 B 公司 向中華付這個接取，是一個 wholesale，中華在市場上有 

retail 價格，再跟 B 公司 retail 價格競爭，有的國家就是拿這個 retail 跟 wholesale 

來管制，那個也是比較難啦，因為通常這個政府機關不太願意去做這個價格上的管制，所以

開放機房共置是比較容易做的事情，很多別的國家都做到了。 

 

問：不過政府還是有對價格有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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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管制的結果是沒有用的，管制那最後一百四十塊到 end user 端，後面的兩百多塊錢沒有去

管制，對 operator 來說還是很慘，要付兩百多塊跟中華電信做接取，然後後端要付中華流

量的錢，等於頭要付錢、尾也要付錢，中間這一個月兩百塊他根本無法競爭。 

 

問：ISP 業者如果要做跨平台競爭的話，除了剛剛講的具體的中華電信的問題之外，還有沒有什

麼需要去處理的課題？ 

答：像 B 公司 或是其他小的 ISP 業者，實際上它真正要成長，真正要提供客戶更多的服務，

就必須要跟大的電信公司結合在一起，對 B 公司 來說，如果是跟已經充分競爭的這些電信

公司在一起的話，這個網路接取服務才有可能成長，否則他永遠就是這麼大！ 

問：所以我們講跨平台競爭對競爭者來說幾個因素，法規、技術、市場跟消費者的需求，到底哪

一個是你覺得比較重要的？B 公司 在作這個跨平台的業務的時候，這幾個角度您覺得哪一個

問題、面向會比較大？ 

答：任何寬頻網路接取服務的公司，最大的問題就是你是使用什麼方式提供給客戶，自己有沒有

辦法做，過去是瓶頸設施，因為沒有線路，當然必須要用中華的，所以很難成長，所以我認

為這既然是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你有能力 provide，非常好的成本結構的接取網路，

是能不能成長的最大要素，過去是固定網路，所以受限於瓶頸設施，將來也許可以靠無線帶

給客戶同樣的寬頻接取，所以我認為歸根就底，ISP 最大的挑戰是在有沒有辦法很有效的成

本，集中客戶接取網路。 

 

問：B 公司主要的 business，所謂的 internet access，有沒有考慮到除了 internet access 以

外的服務，也就是在數位匯流方面去拓展去強化，顯然這個 internet access 就是目前在市

場上的一個經營的困難度，是相當大的。 

答：所以在數位內容這邊，他就必須要跟遠傳來，因為遠傳每年投資非常多的錢在內容供應，過

去是專注在無線網路的內容，設備通常都是手機，可是最近這幾年，當無線寬頻開始發展的

時候，遠傳的內容也慢慢變的是跟電腦終端設備來做內容服務，這時候這些內容應該是可以

跨平台提供給 B 公司 客戶，同樣一個平台，過去在遠傳是透過無線網路給手機用戶，現在

是透過無線網路給電腦用戶，將來同樣這個平台，可以透過固定網路提供給電腦用戶，所以 B

公司 本身沒有經濟規模來做這些內容的研發，遠傳有這個經濟規模來做內容的研發，這些內

容將來一定是會跨平台的，從行動跨到固定。這就是為什麼 ISP 一定要跟大的電信合作。 

 

問：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因為現在遠傳也有 SPARQ，有沒有考慮到既然 ISP 要在固網上面，SPARQ 

本身也是一個固網業者，有沒有可能是用 SPARQ 的資源來取代中華電信之前的？ 

答：當然有可能阿！就是 NCIC 是一類的固網業者，所以過去他有做很多的傳輸和光纖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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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現在有七千多棟大樓它是有進光纖，當然這幾個大樓目前一半以上都是商業大樓，所

以並沒有太多住家大樓，以後住家大樓大概不可能施用全面的做法，不能像中華電信那樣做，

所以他會去挑選這個第二代的，新的數位家庭這種第二代宅來做，所以以後這些線路有了就

可以提供給 ISP 業者來經營，所以這是一個合作的方針。 

 

問：所以現有的市場基本上是比較難的，要 building 未來的市場？ 

答：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成立一個電信事業群，因為這電信事業群過去是按技術和執照切割成

不同的公司，將來不能那樣子做，將來就是，家庭的話，我們提供給家庭的這個寬頻網路的

服務，是有可能拿無線、線做、access 光纖來做，也有可能是拿中華電信的這個銅纜來做。 

 

問：應該遠傳是 individual？所以 business 在 NCIC？ 

答：NCIC 比較屬於企業，所以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子在運作了，我們不說是遠傳、

NCIC、B 公司，雖然這些法人公司還必須存在，因為股東的結構關係，其實我們現在真正已

經在業務這邊是把從橫向切成四個事業單位，第一個是個人消費用戶，第二個家庭用戶，第

三個企業用戶，然後最後一項叫內容，內容和 menu 其實是橫向的，家庭用戶也可以用，那

個人消費用戶也是可能可以用。 

 

問：所以就表示未來的方向是以家庭的用戶？ 

答：對，以後沒有 B 公司，我們有家庭的事業群，可以用無線的技術也可以用光纖的技術，自

己的光纖或銅纜技術，也可以用競爭者的光纖或銅纜。 

問：那這是不是意味著某一些的 add-on 的 service 就必須強化，譬如說，家庭保全必須要 

bundle？ 

答：對！因為進入這新的家庭，如果只是給他語音和 internet，其實那個 added value，你將

來要給他更多的，保全，還有就是數位家庭的很多東西，不管是保全、健康照護、或者是將

來的 IPTV，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更多元化的一些內容的服務給他。 

 

問：這邊我們有開放性的問題，公司對於政府協助電信跨業經營的限制，那基本上同仁的反應是

在法規上比較不需要限制，但在市場獨占或寡占的跨業經營，必須給適當的審查及評估。 

答：我一開始在講政府其實真正要確定這個環境的公平競爭，目前他其實也知道，有的就做得很

不錯，比如說這個系統跟內容應該要切割，導致今天不能進入內容提供，其實政府在這方面

的政策是非常明顯的，唯一做的一項非常好的就是在固定網路的寬頻服務，過去他並沒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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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一個很公平競爭的環境，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中華電信的 Hinet 才會這麼強壯，其實 

Hinet 用的都是他的固定網路的線路，固網那邊的線路是在國家之下蓋出來的。 

 

問：對於像 NCC 或公平會在這個部分，您有什麼建議？對未來，因為您剛講的是比較接近 NCC 

的，那像公平會這個部分？對於不公平競爭？ 

答：我想大概是這個瓶頸設施，每個家庭都有瓶頸設施，這個到底是公平會來看，當然真的能改

變他的是 NCC，其實公平會也可以從旁邊看出這些事情的問題癥結。 

不過我覺得這是實務上的問題！就是說在過去幾年你會發現沒有一個案子是告公平

會，大家抱怨無數可是這是我親身經歷，你真的跟他講說公平會政府不可能沒事自己來督

導，至少一定要去告，只要有一個案子進公平會，不敢進！因為大家都怕！所以這麼多年來，

有什麼案子進公平會嗎？當然有幾個理由，第一個最早的時候是公平會會告訴你，因為他們

不懂，所以如果公平會接到案子的話，他會直接轉到當初的電信總局，所以還是在電信總局

的身上，這個是公平會自己告訴我的，這是過去幾年，後來發展是業者不敢告，在用戶迴路

跟網路互連，用戶迴路是每一家每一戶接到中華當地的機房，機房出來接取網路，這個 B

公司 網路接起來，也要靠中華，所以用戶那端設在中華手上，網路接取也在中華手上，後

端出去，網際網路的流量也是要灌到 Hinet 去，所以兩邊被卡住，你去告公平會，中華隨

便一個動作，B 公司 就很難存活，他把流量加個價，或者是把戶連加個價，或者是一些刁

難，不讓你們連，這讓小業者很難存活，所以當然不敢去告公平會，就像我之前講的，公平

會第一個沒有技術的背景去充分了解這些事情，我個人認為還有一件是第二個因素，因為公

平會會比較著重在個人消費的抱怨，他不太會花很多的心思去處理企業的抱怨，這個是 

internet 企業的抱怨，比較從消費者的角度看事情，所以大體來說，消費者沒什麼差，今

天用 Hinet 或 B 公司 沒有差別，只要這個價錢是合理的，公平會不會放在它的重點上面，

是比較屬於為消費者爭取，我認為他不太會為小企業爭取。 

如果是在這行業，不能說去怪公平會，因為照理沒有案子進公平會，所以他也無從去幫

你解決，當從產業來說，他們不敢去告公平會，其實也不是只有 B 公司 不敢，普遍的都不

敢告，不會去告中華，主要的理由是怕中華在其他地方卡你，然後就覺得經營會比較麻煩，

因為一個公平會處分下來中間就要調職好幾個月，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所以也是這個產業

的無奈！就大家都很希望是不是政府自己來主動解決，不要找我去告中華。 

而且大部分的國家就是主管機關，就是 NCC，大部分的國家都是 NCC 來做這種政策上

的確立。就是我不太曉得公平會在作這個計畫，他們有什麼樣的期許，他們說他們自己能夠

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才能因應。 

 

問：應該這樣講，我覺得他們現在有幾位委員有可能是在 4C 產業還很有興趣，之前有些就是 

IPTV content 的，有去跟公平會 file complaint 就是對於頻道業者不願意授權 IPTV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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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實是造成不公平的競爭，所以這個問題有到公平會去，公平會其實有對 4C 產業的經

營行為的規範做一些修正，接下來就想要做一些整體的產業調查，希望從這些看看有什麼議

題未來他們可以去處理的？ 

答：公平會的委員有主動的調查權嗎？我記得以前他們是說沒有，一定要靠哪些提案，不過他也

沒有辦法做事，現在就是業者問題很多，在實務上要業者去告這件事情，我覺得以我過去的

經驗是比較難！要不然就是好幾家一起去告，就會發現他實務上不太聽、形成氣候。現在的

公平會委員自己有沒有主動的調查權？可是他們願意主動，我們當然很樂意給他一個題目，

他自己來發送。 

整體上來說，目前電信產業的競爭，在行動和國際電話一定是非常平衡的競爭局面，因

為這兩個業務沒有侷限在瓶頸設施，除了這兩個業務之外，不管是家庭用戶還是企業用戶，

網際網路的接取或 voice 語音的接取，都還是沒辦法做到公平、平衡競爭的環境，歸根究

底就是用戶端的用戶迴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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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C公司訪談記錄 

 

問：「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政部

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答：無線台由類比電視轉換成數位電視，是一件非常大的轉換工程，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對無線

台來說，不只是硬體設備的更換而已，而是完全改變了與收視戶之間，過去已建立的所有關

係，觀眾不能再用原有的設備及頻道，繼續維持過往的收視習慣，觀眾也必須要進行新的設

備投資，可是這項投資的獲益人，卻是數位電視機或是機上盒的製造廠商，不是無線台。同

時，無線台視免費電視，並不會像有線電視一樣因收視戶的增加，逐步的增加收視費收入，

反而在過程中會因收視戶流失，而減少廣告收入。當然事業經營的好壞，是要靠自己，但我

們仍需要政府在無線台數位化的過程中好好的扶植。對於我們所面對未來的狀況，政府是不

是很清楚？還是只是一味認為大家有數位，就把數位這件事情當作時髦來談，如果是這樣，

大家都是大傷害，因為政府對這件事情根本不了解。所以我們不知道數位內容產業，政府要

如何去扶植。我們可以看到南韓就目前對於媒體內容推動的發展，其實對於這個產業有很大

的幫助。其實這個產業它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嘗試創新，不知道觀眾是否會接受，如果用科

學方法去分析現有節目大家愛看的內容，然後再複製同樣的東西，迎合現在觀眾的口味，這

樣是對的嗎？以前連續劇好不容易從包青天這樣的沒完沒了的劇情一路這樣演下來，演變成

大家慢慢的會想要更換口味，所以為什麼國外會有一季一季做為節目的單位，我相信這是經

過很長的時間大家在互相學習的結果。我還是要強調就是政府對於這個產業有沒有像韓國一

樣有比較實質的輔導？對於無線台在這個市場上必須渡過很長很長的冬天之後，可能才會有

一個具體的未來的狀況下，政府是否也能在產業上給予一些方便？ 

總而言之，我們期盼政府能夠提出一個明確的數位電視化產業發展政策，包括經濟部

數位內容輔導、獎勵，數位化過程給予租稅優惠..等配套政策，當然我們是希望爭取的。

無線台從類比轉換到數位台，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道路，在這過程當中不但沒有增加收入，

而且有可能把過去的優勢完全丟掉，這個過程政府好像並不知道。 

問：對於數位內容業者與平台業者結合與聯合（電信及有線電視），公平會該如何看待？有何建

議？ 

答：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全世界的，比較重要的還是在於從業者或觀眾角度，應該要考慮到壟斷的

問題，對於擴大的營運的角度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大仍不能壟斷。 

 

問：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包

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答：對於跨平台這件事情而言，其實無線電視台是弱勢的，因為要做任何的互動，必須要跨平台

到通信業者合作，才能形成雙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例如像與3G業者合作，各家手機業者

皆有不同的平台以及接受方式，則必須配合他的平台需求，但如果平台標準化，我們當然就

會比較好做。目前標準化是個問題。現在在作分層管理，卻始終在製播分離的角度在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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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層管理的中間這層看起來很模糊，仍然把我們無線台設定在特許，需要嚴加看管的角

色，但對電信業者增加多媒體影音平台，卻相對地非常寬鬆。 

  

問：「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不重要項目，其

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所謂水平式管理，現有無線台看不到他的好處，他只有一個優點，就是對於新進業者進入門

檻比較低。在垂直時代，擁有發射站台同時擁有內容產製能力，才可以一路做下去，可是新

進業者要做到這個程度很難，所以把這個平台讓開，變成大家共享，要進來就很方便，只要

有Content就可以進來。但這件事情聽起來簡單，做起來不見得可以很容易執行，尤其在台

灣這個環境下，是不是可以一體適用所有的產業？對無線台只覺得說，要我切開也要有相關

配套措施才有可能切開，強迫自己把這東西切開，反而增加成本，收入面也不會因此增加，

一定要這樣去切成水平，到底意義在哪裡？所以，就業者角度而言，與其這麼大規模的把法

規併在一起，整個幾乎是脫胎換骨式的作法，還不如是將現有廣電三法的相關不合時宜的法

令鬆綁，大家都是在那個架構下長大的，把例如去除特許行業的公共任務，反而是一種實用

的法律規範。但話又說回來，NCC畢竟是把電信總局跟新聞局的業務放在一起的，所以兩面

都要看的時候，會覺得說怎麼同一件事情，卻有不同的規定，甚至衝突。所以希望整合起來

成為一個完整的通傳法，但我們認為目前應該先修廣電三法，將該鬆綁的部分盡量趕快鬆

綁，讓我們有條件去做一些可以跨平台作業的事情。 

 

問：除頻道業者與 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消費者對跨平臺服

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0.17，業者認為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足？ 

答：這題目稍微籠統一點，我覺得從不同的跨平台的可能結果來看，就目前狀況我們覺得並沒有

太多效益，觀眾其實也體會不到好處，因為體會不到好處也就體會不到壞處，我覺得答案可

能是這樣。簡單來說，跨平台的消費者其實不多。 

 

問：業者是否認為消費者已非未來幾年發展的瓶頸？（對消費者已充分瞭解？已知消費者需求充

分滿足？或消費者需求已可不必管他？）或者尚未為發展策略優先順序？ 

答：無線電視業者對於消費者口味的掌握是夠的、瞭解程度也是夠的，只是能力夠不夠的問題。 

 

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接受

而成為有線電視的強大競爭者？目前中華電信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受，主要原因

為何？ 

答：時間因素我不認為中華電信發展MOD最大的問題，經營策略及營運模式才是最大問題。一個

新產品丟到市場上，新產品本身就要考慮必需具備超越現有商品的特性，以吸引觀眾的注意

及興趣，進而取得觀眾改變現有的收視習慣，何況中華電信在通路上已擁有全國幾百萬ADSL

的現成用戶，不是重零開始，所以能不能做的起來應該是它自己問題。沒有提供足夠好的內

容，觀眾要如何有興趣？但這種營運模式，必須要經過一段陣痛期，重點是陣痛要多長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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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仍是取決於中華電信的是否能提出最有利的經營策略及營運模式。 

 

問：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落差；但 MSO 業者與

SO 業者卻未持同樣看法。可能的原因為何？ 

答：可能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MSO 業者與無線及電信業者，在這件事情上是相對的兩極化，對

MSO 業者而言，由於本身就擁有完整的 POINT-TO-POINT 雙向大頻寬有線網路，MSO 希望的不

是增加對跨平台結合，而是要允許在他的平台上做更多的服務，但無線業者及電信業者則希

望能夠有更多跨平台的機制及便利，所以對於跨平台之結合管制有不同的見解。 

 

問：「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資本額較小的

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現有電信業者及 MSO 業者需要極大的資本額，才能經營需要極大資本才能建立及經營的電信

網路。對於大資本的公司來說，能夠增加更多元化的衍生性商品，是非常重要的營運方向。

但是像資本額較小的無線電視業者，依廣電法的規範，只能經營單向節目的播送，收入面主

要為廣告收入，沒有基本的收視費收入。節目受到觀眾喜歡，收視率高，廣告收入有可能增

加，反之，則立即面臨虧損。因此資本額較小的公司，在投入節目創作的成本，會受到限制。

節目創作是我國文化產業的一部份，政府若能參考韓國扶植的產業政策，讓優秀的節目創作

者，有更多的輔導獎勵，才能創造出更好的節目，甚至能夠行銷到國外。 

 

問：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答：這個問題問無線電信業者可能會太大。對於跨平台結合的看法，基本上我們一直在找尋一些

路走，我們希望能夠走出無線台目前的困境。在沒有政府的扶植下，大部分的無線電視業者

只能往後退一步，做Content Provider，就是台視往後退一步變成非凡，中視往後退一步變

成中天，簡單來說是這樣。以這個角度來說了話，整合不整合，對於無線電信業者而言，只

能以不變應萬變，就是把節目做好，誰都可以用，能把我的"星光大道"變成不同的版本，不

同版本賣到不同的平台上去，就贏了。對於無線平台怎樣與其他的東西結合，其實是很需要

跟電信業者去做所謂的互動。我們要的是去找電信業者，把單向網路變成雙向網路，這個部

分是我們比較可以想像的。 

 

問：實際匯流、跨平台結合之經驗與結合遭遇的問題。 

答：我們要發展所謂的MHP
68
，在政策上，我們被限制說那是屬於廣電法，所以於法不合，不准做。

                                                
68 近年來數位電視興起，國際間許多廠商紛紛推出各自的平台，搶佔消費者市場。全球知名的數位互動電

視平台廠商如 MediaHighway, OpenTV 等，都各自推出自有的專屬(proprietary)平台，所謂 walled-garden 式的

平台，向消費者提供互動式的多媒體服務。但由於這些廠商的平台系統彼此間並沒有一套軟體的標準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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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發展MHP就受到了限制，甚至我們在發展服務性的DATA BROADCASTING到現在都還

於法無據，我們比較期待在廣電法鬆綁部分趕快解決。 

 

問：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 

答：我們一致的態度是認為說，只要不牽涉到壟斷，政府應該採取開放性態度，讓市場機制去產

生合理的運作。如果站在合理的角度上來看，如果在一個管制上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當

然希望是對一個單位就好了。相反的，如果一個單位沒辦法解決問題，因為管的目標政治考

                                                                                                                                       
因此各個平台系統中，所有應用服務都是根據該平台廠商所制定的規格來開發，致使各系統平台間的應用

無法互通。舉例來說，接收這類封閉式的互動電視用戶透過電視作銀行轉帳，只能使用系統中所限定的銀

行，對消費者來說並不方便；另外，如果用戶不滿意原有平台提供的服務，想換另一家平台系統業者的服

務，那麼用戶可能得另買一台全新的 Set-Top Box，再使用那一家新的業者提供的 Smart Card，使得用戶原

有的 STB 可能從此得束之高閣，如此實質上影響了用戶選擇服務供應商的意願和權利。 

有鑑於此，1996 年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開始推動全球共通的數位機上盒(STB) "ISIS"計劃。該計

劃的目標是讓各界了解，推動共通平台，讓用戶不論透過何種傳輸管道或平台，都能享受到最多的多媒體

服務內容，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後來這項計劃就逐步衍生成為 Multimedia Home 

Platform(MHP)家庭多媒體軟體平台。 

1997 年起，DVB 組織開始發展 DVB-MHP 的工作項目，其主要目標就是在數位電視互動應用服務(interactive 

digital applications)和接收執行的終端設備間，藉由其所定義的共通平台介面(generic interface)，讓數位機上盒

(STB)、或數位電視機，甚至多媒體電腦，都可以接收各式各樣的數位內容與應用。除了提供軟體程式開發

的標準和共通介面外，MHP 更被視為串連未來家庭中數位網路的中心，未來不論各類傳輸途徑，包括衛星、

地面波、Cable、和微波，都可適用。 

MHP 是建在 STB 中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OS)上層的 software stack，當用戶使用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各種

應用服務時，CA(conditional access)就像是一張認證的護照，確認用戶的身分與資格；MHP 則像是在 STB 裡

的翻譯者(translator)，讓 STB 讀懂(understand)各種應用服務，進而使 STB 和 applications 軟體產生互動。 

MHP 的意義在於它將未來家庭中影音多媒體互動應用的主要元素(elements)予以標準化，並提供 protocols(傳

輸格式協定)、common API language(共通應用程式介面語言)等，使得家庭多媒體影音的產業價值鏈(value 

chain)裡，無論是垂直或整合市場中的服務供應商、內容供應商、硬體設備製造商、軟體服務供應商等，都

能藉由共同的標準，開發各類產品與服務，降低產品的開發時程與風險，促進產業的發展，更實現了未來

家庭數位互動影音多媒體的夢想。 

這項制定國際標準的計劃，也因此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相關業者和研究機構的參與，包括國際級家電大廠

Philips、SONY、Panasonic、Sharp、Samsung，通訊大廠 Nokia，德國電視台 ZDF、新加坡廣電局、芬蘭 YLE、

義大利 RAI，知名軟體供應商 Alticast、Lysis、Open TV，及網路設備大廠 Sun，電信公司 Deutsche Telekom

等。 

資料取自於：http://www.pts.org.tw/~rnd/p9/2003/0305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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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能不完全一樣的，那就有必要。所以我們對這方面並沒有太大的意見。話又說回來，用

開放的角度下，事實上有可能會惡性循環，而陷在裡面無法自拔。例如大家都流行"霹靂火"，

可能大家必須要複製"霹靂火"，這對內容產業，會變成惡性循環。反而會希望這部分政府能

有所管制。 

 

問：政策法規面中獨未強調「公平會：公平交易法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之落差，

意義及理由為何？ 

答：這件事情我未參與，也沒有很在意這事情，且對有線台較有意義，對無線台應該較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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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D公司訪談記錄 

問：貴公司對於本身的定位？ 

答：每個 MSO 的背景不太一樣，以 D 公司來說，我們在頻道這一塊，沒有 ownership，我們也沒

有節目代理或代理別的頻道，所以我們並沒有所謂的上下游垂直整合，不像凱擘與台媒，台

媒包括富邦 MOMO 親子，富邦購物這些頻道。目前 MSO 裡面較具有上下游整合的大概只有凱

擘跟台媒。台媒也透過與台灣固網與台灣大哥大做整合，對於自己的經營區就推出光纖加電

視的費用綁在一起。事業體多的業者自然整合在一起的空間較大，比起獨立的 MSO 更多。就

商業活動而言，法律介入的程度應該只是到一個最基本該管的部分而已，剩下的就是各家業

者發揮的空間，因為那才是真正體現自由經濟及管理效力的部分。不能因他家業者有資源可

整合，就限制別人不能整合，反過來說，沒有資源可整合的，其實應該要更努力去耕耘本業。 

 

問：D 公司對於跨業結合的策略、想法以及實際上遇到的困難？ 

答：應該要分成不同的層次來看，如果在 marketing 這個 level 而言，例如以中華為例，推出光

世代防毒防駭，送一個防毒軟體，這是一個行銷上的跨業合作，但是這次屬於較低層次的。

較高一點的層次，比如說要擴大經營區的問題，如何要跟凱擘、台媒比較？因為台媒有台固，

要建網路很快，如果就這個情形來說，D 公司去租網路比較快，因為不用再去鋪網路，鋪網

路除了要錢更要有時間，D 公司有錢但不一定有時間。如果租網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鋪到

其他經營區，這是另一種跨業的結合。所以我們的態度應該是 open 的，要視市場實際的狀

況來決定。我們是把焦點放在我們的本業，如果我們覺得發展某項東西可以讓我們的本業可

以作的更好，我們才會去發展。 

其實 MSO 同業之間的競爭是比較小的，真正的競爭應該是跟中華。對我們而言，有線電

視不只是一個網路的提供者，而我們一直在看，現在的消費者有什麼是可以透過我們的 line

提供給他們的，我們一直希望藉由這樣的跨業合作去讓我們的消費者跟 MOD 的消費者作一個

比較。 

目前看到較多所謂的異業合作的部分，是有線電視從 90 年開始跨入寬頻上網，因為系

統業者本身並沒有能力去作聯外頻寬這塊，而必須要去跟電信業者租用。其次，是大約在

93、94 年的纜線電話，就是寬頻電話，有線電視本身並不是電話公司，因此跟其他一類的

電信作合作，由有線電視作線路的提供到客戶端，其他加值的部分就交由譬如說亞太或台

固。就有線電視而言，電話服務就只是多提供給用戶一些服務。對於 phone 這塊，有線電視

業者原本要做一個大連網，但是因為遭到關切而作罷。 

所謂的大連網一定是指本身有經營全區纜線電話的能力，然而有線電視唯一能夠作的就

是線路提供，其實並沒有作 phone 的能力。因此對我們而言，異業合作反而較好，而可能不

覺得整合是一個最好的方式。有線電視應該要瞭解自己在行的是什麼，不在行的是什麼，寧

可把自己優勢發揮在最大，其他就是藉助別人的所在行的優點。  

 

問：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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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優惠當然是期待的，例如像機上盒，如果要送給消費者，我們的負擔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有

優惠當然是很好的。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應該是以公平會的事後管制為主，比較不期待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的事前管制，以便業者發揮更大的創意與揮灑空間。 

 

問：對於數位內容業者的結合與聯合，是否應該採較為寬鬆的態度？ 

答：是，因消費者有更大的自主權去選擇平台及頻道。 

 

問：對於數位內容業者與平台業者結合與聯合（電信及有線電視），公平會該如何看待？有何

建議？ 

答：減少事前審核，加強行為監督。 

 

問：頻道代理業者是否是造成數位內容產業無法發展的主因？原因何？公平會或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應如何看待與處理，才會有助於數位內容產業的長期發展？ 

答：頻道代理業是有集中的問題，值得公平會注意。但是說頻道業者是造成數位內容產業無法發

展，反而是倒果為因的看法。對於數位內容產業的長期發展，已超出我個人的專長，不便表

示意見。 

 

問：目前節目頻道業者與部分平台業者關係密切，對產業長期發展的影響如何？若為一項瓶頸，

有無介入的空間？ 

答：不清楚所謂關係密切所指為何?  

 

問：公平會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公平的交易制度，以促使數位內容產業得以合理且公平的接取

到各種平台？又該構想是否會侵犯到業者營業自由過深？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調處

機制是否可以解決此類問題？有無建議事項？ 

答：事實上是無法有公平價格，較受歡迎的頻道與不受歡迎的頻道，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不同，

不可能受同等待遇，而且市場永遠在變動，應該是 case by case 的，公平會該如何去訂定

一個精密的量表？這應該是做不到。這構想當然會侵害業者的營業自由。並沒有使用過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調處機制，所以不清楚。 

 

問：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

包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答：如果要跨平台界接，應該是要加強對電信業者管制，因為電信業者姿態很高，或是不開放

不與我們界接，就是藉故拖延，就算開放，卻收很高費用，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另外一

個問題是，有線電視本身是封閉性系統，系統之間的規格並不同，無法界接，所以本身就

是一個自然的障礙。要怎麼規劃？我也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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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否應該對特定類型的跨平台結合或聯合採較為寬鬆的態度？或一致對待？ 

答：兩個網路明顯是電信是較大的規模，有線電視是小規模，有線電視要往電信方向發展，其

實是應採取較寬鬆的態度。 

 

問：若跨平台介面標準化，有哪些潛在的不利因素？ 

答：如果要談電信網路的介面問題，有線電視還是處於一個弱勢的地位，因為先天上不是互相

需要的地位。 

 

問：跨平台介面標準化後，雖可促進產業的發展及相容性，但卻形成一方的獨占力量，則對另

一方交易相對人會產生獨占力的剝削，公平會應該如何看待此一問題？應否介入？抑回歸

市場自然發展？主管機關 NCC 的技術中立性是否是必要的？ 

答： 加強行為監督。技術中立確有必要。 

 

問：「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不重要項目，其

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 不清楚水平之內容。 

 

問：除頻道業者與 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消費者對跨平臺

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0.17（貴公司填達的問卷也是如此），業者認為消費者對

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足？ 

答： 然而個人不認為是如此。消費者的需求往往是科技創造出來的，就像從前沒有手機號碼可

攜服務一樣，消費者電話用久了好像也不太敢換號碼，但一有了這項服務，需求就出現了。

也就是因為有需求，所以才要推數位化。其實消費者轉台需求是存在的，端看業者如何提供

服務讓消費者選擇。 

 

問：若已經充分瞭解消費者，或消費者已充分滿足，那對於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

者服務時，該否視兩者為競爭者？若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類似固網業者的市話服務，或行動

業者提供網路電話服務時，是否該視為競爭者？ 

答：不論是否已經充分瞭解消費者、消費者是否已充分滿足，只要提供類似、有替代性的服務，

那彼此就是競爭者。 

 

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接

受而成為有線電視的強大競爭者？目前中華電信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受，主要

原因為何？ 

答：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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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類似目前電信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

接受而成為電信業者的強大競爭者？目前各有線電視業者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

受，主要原因為何？ 

答：有線電視業者要成為電信業者的一個強大競爭者，沒有上千億的投資，以及五到十年以上

的努力，是不可能跟電信業者抗衡。 

 

問：目前有線電視系統的主要競爭次產業有哪些？MOD？衛星電視？數位無線？電信產業的主要

競爭次產業有哪些？WIMAX？WI-FI？CABLE？網路電話？ 

答：有線電視系統的主要競爭次產業有 MOD，直撥衛星目前可能還不是，但如果 EchoStar 取得

所有的節目授權，且行銷進入台灣以後，就很難說了。數位無線因為不多，所以目前不是。

電信產業因為超出個人專業範圍，無法回答。 

 

問：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落差；但 MSO 業者與

SO 業者卻未持同樣看法。可能的原因為何？ 

答： MSO 業者及 SO 業者受到高度的管制，受管制較高，自然覺得落差不大。反之，電信業者與

無線電視業者管制較低，自然覺得落差大。 

 

問：「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資本額較小

的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規模大自然感受到市場影響，因此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規

模小自然財力不足，也就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 

 

問：政策法規面整體落差最多，但涉及政策法規中，公平會的 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卻是

唯一較不重要(5.25)及落差較小者(2.5)，其意義為何？ 

答： 也許是覺得 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未要求主管機關在審查結合案子時作深入分析，以致主

管機關審查通過與不過結合時，業者無法明顯看出其原因和邏輯，從而認為 4C 跨業經營行

為的規範不重要。 

 

問：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答：將來公平會在認定市場時，應該要變，不可以單純的用電信歸電信，有線電視歸有線電視來

看，因為消費者需求才是真正決定大家競爭的行為，既然都是在同一個發展上，就應該要有

相同管制。以統一跟維力的結合案為例，如果就以乾麵來看，他們當然是市占率很高，但以

速食而言，其實替代性商品是非常多的，但如果就只是看乾麵的部分，這是人為的在設定市

場，其實應該要有合理的合作空間。 

    由於經營與管制環境不合理，再加上主管機關有意無意的反商意識，並不預期外資會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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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太大興趣。其實，不應該阻止外資來，應該是需視外資來賺錢是不是賺不該賺的錢。

希望主管機關都能像蕭萬長副總統一般看待外資。 

 

問：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 

答： 結合管制本身應該是公平會的事，NCC 應該管經營面的部分，例如是否重視消費者權益，

應以這種角度監督，而不是向過度管制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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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E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一、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問：政府與數位內容產業的輔導，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經濟部是主管，財政部的租稅或公

平會對公平的維護是看不見的，我們不知道經濟部現在 define 出來的數位內容是甚麼？比

方他講說動畫業、網路業，為什麼這個行業特別辛苦，就是我們其實是需要一個跨部會的整

合，在這跨部會的整合裡，一邊是經濟部的想法、一邊是公平會的想法、一邊是 NCC 的想

法，這三個部會就已經擺不平了，何況是未來才會發生的財政部跟未來才會發生的公平會。

我舉個例子，現在的 NCC 命令中華電信所謂的領導業者逐年降規費，不管是 ADSL 還是 MOD 

的使用費，其實他們是有在要求的，從公平會的角度應該是保護雙面，而不是 consumer，

你命令業者去降每一年的費率，製造出來的問題是國外看台灣的整體環境是一個非自由化的

環境，電信自由化從 1970 年開始是世界的趨勢，可是台灣的領導業者在電信自由化之下，

反而失去了自由，所以第一題的答案是經濟部有在輔導嗎？還是財政部有在輔導嗎？還是公

平會有在維護嗎？那個答案很可能是你把他限制在一個部會去輔導，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真

的這個東西需要一個跨部會，而在這個跨部會之下，是不是以 NCC 去做頭來跨部會，我們

可以曉得 NCC 到現在為止只有法的執行，沒有對專業的促進，拉回來對美國的 FCC，FCC 跟

業者有很多的爭執，美國的笑話是，沒有一個 operator 沒有跟 FCC 起過案子、打過官司，

可是 FCC 假如以法為主的時候，它下面就有很多專業的委員來負責產業的需求，那這些產

業的需求是放在執法以前的考量。所以我們第一題的答案，我們是不理解的。 

答：基本上我們對於政府的輔導單位有疑慮，不曉得誰應該出來輔導包括蘇永清主委，它是負責

拿小棒子在打業者的，那我們感覺是拿棒球棍打業者，完全沒有標準亂打一通，因為很孤立，

我們有很多實例都在訴願中或行政訴訟中的例子通通有，去問有沒有根據法或個人的意見，

委員一講，下面的那些處事就極力執行。 

 

二、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

包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答：第二題，政府對跨平台發展的藍圖、跨平台介面之標準化程度，到底是藍圖的規劃還是標準

化的規劃，為什麼這個自由度不交給業者去主導，我當然知道有一些基本的東西，像是沒有 

IPv6 你就不可能有大家的 mobile interface，我舉個例子，就是 RFID 無線電射頻問題，

你知道業者投資、看了半天，標 project 標給了關貿網路。 

他拿去海關裡頭的物件去貼 RFID，左手加右手，一天到晚要業者投資數位平台，Next 

Generation 的次世代網路，到最後這個 project 去做規劃的不是資策會的就是工研院的

人，政府製造這些的商機只是幫它下面的二級或三級機關消費預算，對產業的幫助沒有很

大，我前兩天去看黃執行長，他原來是經濟部下面的技術處，而技術處以前是每隔兩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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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有個 Special Top and Forth 要推動一個重要的產業，我們那時候在技術處之下我們

推工研院，就所有電子供應鏈要整出一個頭緒，A 級的廠商有 B 級的代工廠有 C 級的銀

行，商流、物流、資訊流在那裡，可是過去八年裡頭，技術處基本上沒有一個大的 

dimension，比方 M-Taiwan 在做的東西，他發出來的錢只是把錢花光去蓋很多的 

experimental 的 base station for WiMAX，蓋出來的東西，每一家做每一家的標準，根

本連不在一起。最後的結果就把經費消化完，我們現在很擔心，所有 M-Taiwan 發出去買 

M-Taiwan 用的 base station 這些搭完了，錢拿回來了，所有這些 base station 全部報

廢，這是很可怕的結果。 

 

三、「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不重要項目，其

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問：去年的時候 NCC 在第一屆委員主導下有寫出一個法案，這個法案主要的方法就是把過去的

產業打破，變成是運輸層、傳輸層、內容層，不管你是 cable、電信、不管你是甚麼，只要

你有傳輸，就受傳輸層的規範，就是改成水平的管理架構，因為我們看到電信業者全部的 

category 很少認為是很不重要的，全球一動的回答也是不重要，所以我們想要了解未來可

能會管你們的法案，它要做一個革命性的，從過去個別的產業，廣電法、電信法直接跳成是

傳輸、營運管理層這樣的水平管理，對業者覺得說不是那麼重要。 

 

答：這可能五年以後會重要，現在不重要的原因是，電信三法是很多很多年都沒有改，以前的主

管機關是電信總局，到 NCC 出來後，NCC 有 propose 一個電信三法的修法，連那個大法都

沒有過之下，這個東西跟那個比起來 priority 差太遠了。  

 

四、除頻道業者與 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業者認為消費者

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足？ 

問：第四個問題特別是電信業者，事實上我們在很多的構面，消費者的需求，就是說產業競爭最

重要消費者的需求，如果消費者沒有需求根本沒有這個市場，電信業者普遍來說基本上都認

為消費者的需求重要度很高的，沒有錯，體現度也就是滿足程度也已經很高了。我是好奇 

WiMAX 是一個新進的市場，它的的市場需求都不知道在哪裡了，為什麼會認為它的需求被滿

足？ 

 

答：我們現在正在收集所有的不同的 application，當然有些 application 是我們大家耳熟能

詳的，例如語音的、影音的 application 大家都很熟，我們缺的一些東西，在 ISP 之下我

們要去做的東西是跨平台跨到電信上面來做，就像以前，30 年以前告訴你電話是隨身要帶

著走，你沒有那個環境，你不會想要隨身輕便化，可是你到現在很少人沒有大哥大，你沒有

辦法想像你的電話沒有辦法跟著你走，這就是一個時代的差別。就像現在你要去上 

internet，你找到一個 notebook 上 internet，找到一個網咖上 internet，找到一個 hot 

zone 上 internet，因為你還不知道 internet 一邊走一邊可以查公事的方便，所以這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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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 co-layer 的限制，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消費者的平台的服務，其實在 internet 上面通

通都有了，只是你要把他 mobilize，你就是缺那個 mobility 那一塊，你在家裡打電話，

定點電話跟你的大哥大電話，你的滿意度有甚麼差別？沒甚麼差別！電話還是電話，quality 

還是差不多，你在打大哥大也是 quality 差，中間的東西，mobility 跟電話本身好像沒有

多大關係，一個是效用 efficient 的問題，一個是 effective 的問題。 

 

問：意思是對 WiMAX 業者而言，這個需求是必須被教育、被創造出來，目前的需求其實也已經

被滿足了，但對於 WiMAX 這個市場的需求還沒有這麼熱。 

答：我們遇到的很大問題就是 internet 常常斷線，現在大哥大電話可能要撥兩三次，你要講三

次就要播三次，事實上是斷線，斷線的問題，這個對於服務內容的需求，好像不是那個問題，

沒有抓到那個重點的感覺。 

 

五、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落差，可能的原因為

何？ 

答：那請問，為什麼政府要對跨平台的結合管制？ 

 

問：這就是那個公平法，一開始是公平法，結合管制主要都是公平交易法防止業者因為結合後壟

斷市場，那現在就是，這個結合管制要擴大到跨平台，包括 NCC 跟公平會的立場是甚麼，

所以我們做這個案子最重要的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答：那我要問這問題，現在我對這一條的管制的 interpretation 大概就是，公平會跟 NCC 用

這條的力量來限制中華電信的成長或是中華電信侵入一個不同的領域。MOD 就是一個例子，

他做很久最後才同意。結果中華還是沒有做起來。 

 

問：現在還包括早期一直都在談的有線電視上下游的整合問題，就是系統跟 MSO 的問題，尤其

是到現在這個數位匯流的話，這個部分上下游的整合，會不會影響到其他業者進入這個平台

的可能性。 

答：粗略來講的話，我們會 refer 要看一下美國 FCC ruling AT&T，現在 AT&T 的這些競爭力，

其實跟他們的服務面相關，而不是跟那個法令相關，你說 Cable TV、MSO 為什麼存在，下

面那個 channel 頻道式的存在，這問題去問緯來電視、年代電視，它們會有更大的反向，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consumer 自己在淘汰。樓下的胡冠升跟我開玩笑的說，現在看

第四台的觀眾數最少，和無線台就是三台，台視、中視、華視認為是 65 歲以上，因為它的 

content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年紀輕的那群，年紀輕的同樣有三個鐘頭，當然花三個鐘頭去上

網，而不是綁在電視面前，所以他們開玩笑說，MSO 大概前年去年兩年，大量賣掉給外資，

卡萊爾，那個都是外資進來，因為他們基本上認為那個 MSO cash in 就把那個錢，每一戶

的折價就再拿到手上再去投資，變新的東西。所以每一個管制可能都有一個的期限，我會建

議如果真的要管制的話，這個東西我們管制五年，五年的時候我們加入其他再管制五年，你

只要每項東西都無限制管從來都不放出來，有些東西法就沒有必要性了，就是動態的管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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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能是比較合適。 

 

六、「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資本額較小

的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問：所以你們填問卷，講那個跨平台結合管制這種，或是外資的這個部分其實都寫不重要，意思

是說不要管的意思？ 

答：少管！ 

 

問：就是那個資本較大的結合管制，資本較小的公司，倚賴政府的輔導與協助，那不曉得何董贊

不贊成？以全球一動相對來說應該算是電信業的雪花熊！ 

答：我不希望像雪花一樣消失掉！這個 definition 這樣是很好的，可以這樣我們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產、官、學，產對這個的 interpretation 跟那個官的 interpretation 的方式是不一

樣的，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民眾反核四，核四是很好的能源，大家都沒有話講，大家最擔心

的就是那個，正在管制的管發電的那個會凸搥，我們擔心的是管制的 execution 的那一年，

這個從學的上面來講，這個 definition 就是絕對是沒有問題的，產跟學都知道，可是管的

時候就會拿這句話來闡這些很奇怪的，這才是最可怕的！ 

 

七、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答：我講一下那個實際會的跨平台結合那個遇到的問題，我們其實做 WiMAX 一定要開發一些平

台上面的東西，而且跨這個平台才會有 service model 出來，可是我們從去年差不多六月

開始跟經濟部跟工業局談它們 M-Taiwan 的 funding，它們不支援，支援你建基地、支援你

有一些像那個資訊公司、有一些那個文化公司的文化，它都支援，Virtical 的東西他支援，

跨平台的東西它完全不支援，它會明明跟你講你這種東西很簡單，自己去寫就好了，不需要

我們支援，真的很奇怪的一個現象！後來有人跟我解釋就是它們支援人家去做土建的那種 

base station 它們聽得懂，所以人家去發展那個 chip 它聽得懂，可是你現在告訴它的東

西是那個跨一個平台去做那個東西，它就會跟你講說，跨平台我就去找雜誌社、支援中視，

中視會幫我報導、幫我爭面子，我去支援那個天下雜誌，天下雜誌有國際市場我就覺得，他

們在做官的人都很需要，那我支援你跨平台到網路上，網路上的人根本不是我的 target，

ComputeX Opening，總統有來的那一天，上台的人這樣子一圈，我坐在那邊下面我就看，只

有座中間一個，主席是台北市電腦公會 ComputeX 的主辦人，這邊一圈五個官方，這邊一圈

五個官方，所有的工研院技術處、就經濟部、工業局、資策會全部上台，你知道你就變成，

最後的結果就是 ComputeX，雖然說是我們民間的活動，請這些官方的來幫我 endorse 我們

這個新的 hierarchical，它們把這個新的 hierarchical 當作它們只是執政的一個 

exposure！這很可惜，你知道現在送花的那個大錢在裡頭，已經拼到那個第三代 chips 那

個公司，正偉沒有在場、友訊沒有在場、合勤沒有在場，花了那個九牛二虎之力要去募資的

大眾電信也沒有在場，operator 一家沒有在上面，我覺得這整個很失衡的問題就是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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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的這個，不受人家的尊重。 

 

八、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 

問：雙重結合管理，就是指公平會跟 NCC，就是因為現在是 4C 產業的話，公平會管結合管制，

NCC 就是主管機關。 

答：管兩重，管一次還不夠還管兩次，我們答案是徹底反對吧！ 

 

問：因為你們的案子的話應該是兩邊都要送吧！所以希望是 NCC 管還是公平會管？ 

答：所以徹底反對啊！ 

 

問：所以希望是 NCC 管還是公平會管？ 

答：我們一個管就夠了啦！我現在跟你講雙重管制還有一個更好笑的事情，我們現在在申請那個

合法監聽，就是 Lawful Interception，我們的公平管制整個是出問題的，在 Lawful 

Interception 的規定之下，我們六家 operators 跟兩個不同的機關，這個叫做調查局，還

有一個刑事警察局，不但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process，還是兩個不同的系統，不同的標準，

不同的人，是不是？所以得管，NCC 主管機構一個！或是乾脆 NCC 不要搞了，我們回到以

前做電信總局可能還好一點！ 

 

九、對於 NCC 去年公告固網經營跨平台業務規範的看法？ 

問：就是關於 MOD ，去年公告的，所以他對於那個跨平台，所謂的跨平台業務，就是固網做 MOD，

蠻 specific，又要申請執照阿，然後他的費率跟 approve，這基本上管的幾乎是跟 cable 的

是一模一樣，而且我們在這個跨平台業務上面呢？你的所謂的 channel，因為那個其實是一

個組裝的概念，例如我們要在全球一動的平台上 deliver 一個 channel，那個 channel 其

實不是公播的那種 channel 的定義，但是他把他認為就是指 channel，所以要你去申請衛

星電視或是廣播電視，或是那個有線電視執照，所以說等於你叫一個 channel，或者是原來

邱董的那個年代 INTV，上面好幾個 channel，就是必須每一個都比照有線電視的 channel 

去申請一張執照？ 

答：我覺得這個問題我要回來問，你們到底要不要 promote 這個網路產業？因為這一條在英國 

British Telecom 被國家管制說你不可以收這麼貴的話費，你必須要裝很多的 

infrastructure and enable to the ADSL 或寬頻以後，他自己去 operate 一個 channel，

所以在 British Telecom 是少數幾個在歐洲真的有 vision to the NGN，為什麼英國這麼

保守的國家都可以為了要 enable 一個產業去扶植，我們這邊只在管沒有在扶，我們真的知

道問題，你是不是相信網路業者自己有辦法找到，你真的講的話，賺錢的網路，Google！是

不是也活過來了？Yahoo! 是不是也活過來了？你怎麼會認為說中華電信就會變成下一個 

Google 或下一個 Yahoo!？他不見得有這個本事阿！同樣的 HBO，不是政府管出來的阿，HBO 

有自己的 production，中華電信開電子區塊，不會有人願意要看，看不下去！你不是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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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跟舊媒體搞得，可是也要回來我們真的是面對一個五十五歲以上的人要看這種，五十五

歲以下的要去看這個新的媒體的時候你把這個新媒體的活力，給它做出來的時候，你就不會

去擔心這種東西，我總覺得我們每次都沒有真正知道，台灣的兩個業真的很慘，一個叫 

integration，你看那個資通、神達，精業現在股票大概也是十幾塊，出來的時候精業是有

一百塊錢的那個價值，現在跌到了十幾塊錢，有人去檢視一下說他怎麼會掉的那麼慘嗎？有

人去幫他看一下他的問題嗎？為什麼精業後來賣給雅虎，為什麼台灣沒有辦法及時做下去，

就是你只要是台灣的公司，後面沒有警鈴的壓迫的那個機制，你是被管到死的，為什麼不去

看一下這個 fundamental 的問題？你所有台灣資訊的加值業，基本上在過去這三年裡頭，

全部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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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F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一、身為電信產業新進業者的自身定位為何？ 

問：因為 F 公司是一個新進的業者，在這個匯流的時代，對於 F 公司電信進入這個產業的看法或

是 strategy 是什麼？ 

答：F 公司電信當初會跨進 WiMAX，除了本身就是企業想要往這方面來做發展，當然就是期初的

時候，拿到了幾張 M-Taiwan 的執照，從花蓮開始，然後高雄縣，然後屏東，當參加 M-Taiwan 

的 WiMAX 計畫的時候，F 公司已經在思考了，產業未來的情景會是怎麼樣，對於整個電信

產業的發展來講，已經不再是單純，以語音、資料傳輸的幾角度來看，以 F 公司一直以來的

傳統產業，其實它有很多的關係企業，F 公司有 3C 通路，還有 F 公司資訊，大資業，大資

科，甚至還有電腦廠啊，這些面板廠、電視廠，其實這跟未來的 3C 跟匯流有時候是息息相

關的，所以這個整體了評估之下，F 公司對於未來的數位匯流發展，是看好的，所以 F 公司

想投入 WiMAX 這個領域。 

 

問：所以就是說，F 公司可能將電信服務跟它的 device 做一個垂直整合呢？還是說電信服務會

從 content 做內容上加值的應用？ 

答：content 跟 device 這塊是兩塊不同的，而且差異非常大，content 我想以目前 F 公司體系

來講，的沒有一個做 content 的公司，所以 F 公司還是會偏重在 device 這塊，當然，身

為一個未來可能會是 WiMAX 這種無線行動寬頻的無線網路，行動寬頻網路的服務提供者的

角色扮演之下，content 勢必會是我們提供 operation 重要議程，這是必然的。 

 

二、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問：同仁填問的回覆，包括其他電信業者都認為政府對於數位內容產業的輔導扶植是非常重要

的，為什麼？ 

 

答：事實上電信服務不再像以前中華電信，從我這邊去看客人，你要什麼是我給你，不是。現在

我們要從消費者面看，到底消費者要什麼，這個時候內容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提供不只是我

的 infrastructure，傳輸是一種，價值鏈的帶動。重要的是，消費者要的是什麼？是資訊，

是內容，唯有好的內容才會吸引消費者使用電信服務，唯有消費者上來使用電信服務後，才

會有後續的加值服務，有了加值服務以後才有辦法去創造業者的營收，這都是息息相關。所

以我們為什麼會認為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問：所以過去這幾年，三大電信三熊，像遠傳、台哥大都有在發展自己的數位內容，這個部分其

實業者也可以自己做，但是好像又期望政府來做一些輔導。 

答：因為發展內容這種東西很花錢。你真的把一個內容做到很好，讓客戶都能夠上網，這不簡單，

要花長時間的，包括除了行銷的，內容的創新，還有一些動畫、很多技術在裡面，那這是很

花錢的。我們電信業者會希望政府來協助輔導的原因是，其實我們已有一大塊的資金投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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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上，我們沒有多的餘力去發展內容，我們反而是希望，如果有可能政府可

以 support 我們，針對某一塊，或是提類似的科專計畫也好，由這種專門製作內容的業者，

來跟我們電信業者合作，提供一些類似科專計畫的內容建置，然後在我們平台上來做，這是

為什麼我們期望政府來。 

我覺得政府其實也蠻用心在推，它有數位內容、數位典藏啦，其實很多，但就是需要時

間，政府其實也有弄，只是內容這樣的產業要讓它怎麼樣的快速去生根，還有就是消費者對

於內容的喜愛程度。 

例如數位學習很多人在做，只是真正用起來好像又不是那麼的普遍，這就是落差。舉例

而言，我們有一個數位學習平台在上面，那我可能需要 content，學習談到的 content 就

是教材，教材要怎樣在這上面才能夠吸引學生們，能夠上來又很熱鬧又可以去討論，或是中

間如何呈現，若我是消費者，跟現有的 content 比較，中間還是有些落差，感受上的落差

也好，我想這中間還是會有一些啦！固然情況是這樣，這可能要慢慢的大家去微調，微調到

可能跟消費者對等的時候，這時候整個就會散開來，大家就會很喜歡。內容的確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哪個產業，除了中華電信自己去設計什麼 content 阿、想要開發遊戲，其實很多電

信業者期望其它的內容業者能夠跟它合作，所以我們電信業者一直強調，我們知道 content 

是比較容易吸引消費者上來使用我們的服務的一個方式。 

 

三、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包

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問：所以現在具體的政策除了政府輔導產業、內容產業之外，譬如說像跨平台的發展藍圖，像 Next 

Generaiton Network，譬如說工業局的 roadmap，如果比較清楚的話，會不會對於整個 WiMAX 

的帶動有引導作用？ 

答：這個當然，做一個電信業者，如果今天只是單純的提供消費者，普遍網路接取，這其實很單

調，你講的 FN，以前我只是做數位行動，我今天不僅僅能夠提供這種固定式的通話，我還

可以提供另外一個結合 mobile 的語音產品，跟我的固定通話軟體，市話軟體結合在一起銷

售，讓顧客覺得你跟我買除了服務，固網可以通以外，行動電話也能夠通，那我覺得這個就

是擴展另一個創新服務模式，所以說 NGN 也就是下一世代 IP 網路，會牽扯到的就是現在

最常聽的是 User Net 的架構，Next Generation Network 其實都是光纖到府，它的頻寬已

經很寬了，寬了以後它可以提供什麼？不會單純的只有上網、語音阿、影像阿，都集合在這

上面，所以整個是透過 NGN 的網路架構形成一個數位匯流的傳輸模式，而且是每一家很有

可能，只要一開台，他要強調的就是服務。 

 

四、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問：順便談第七題好了，譬如說像舊的業者他這次如果沒有拿到 WiMAX 執照，如果說他對 F 公

司電信有興趣想要增資 F 公司電信成為股東之一的話，這個部分您覺得如何？ 

答：這問題可能主要是全球一動的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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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因為它現在的話牽涉到合併和增資的問題，NCC 第一次是目前是把它駁回，所以我們也

想要了解一下，因為公平會它也可能有對這個部分也有一部分的管轄權，因為屬於業界的一

個合併。 

答：對！其實就 F 公司來講，我們目前其實沒有對這方面沒有特別的意見，因為我想它們公司之

間的的一些商業行為，以 F 公司來講，目前 F 公司唯一的 purpose 目標只有說我會依照 NCC 

的規範，然後依照你們 WiMAX，我們會陸陸續續的去建置開發，在這個開台開始營運之前，

我們不會去討論到任何什麼，所以說我會就現有的什麼投資阿或者一些什麼的可能，因為我

們現在幾乎都在建置當中，所以我們到目前還沒有到思考這樣子的問題，如果說你要提的是

那塊的話，我想我現在引述的是當初 NCC 針對全球一動這個事情的看法，畢竟他們是覺得

為什麼會駁回那個案子，就是說它們當初的看法是因為中華電是當初是一起來投標，結果因

為中華電信沒有投標後，回過頭來，它又去投資好像全球一動，那就 NCC 的說法是這樣看

起來不公平啦，就整個競爭投標的方向是不公平，認為有一些投機取巧，是這樣子的，我們

覺得這種東西是屬於商業的東西，就 NCC 的角度它可能從所謂的公平競爭的角度去看，應

該是講說投標當下的一個公平去看，我是覺得如果大家一起去投標，我想這是主要是要 

NCC，可能 NCC 本身的看法，因為這些都是 NCC 自己的行政。 

 

問：那比較廣泛的來說，像合併的案件，那您公司的立場是希望比較開放的來處理？ 

答：對！因為就 F 公司來講，如果未來大家已經在市場上開始經營，透過一些業務面的，我想合

併這方面，電信業者跟電信業者之間的合併，我覺得應該是只要是對消費者權益或是不影響

消費者權益之下，那也不造成整個電信市場所謂的壟斷或是這種 issue 的話，其實就 NCC 

的角度，其實它也沒有必要，它也可以放寬一點來看這樣的事情。 

 

問：譬如說南北的執照合併，也有可能是說同區的執照？ 

答：對！因為這有可能啊！但就我剛講的可能會面臨到的大家關心的，你有沒有關心到消費者的

權益？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壟斷市場？這些東西以後，都是當初它們 NCC 在看的，但是我覺

得只要不造成那些關係，其實只要是對消費者跟市場上面的一些競爭有好處的話，我覺得到

是可以放鬆。 

 

五、「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不重要項目，其

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問：像政策法規他認為像通訊傳播管理法還有管制密度是很不重要的，這個部分，剛好就是可能

本身電信業就整體來說，譬如說，我們整體電信業者的資料，通訊傳播的一個管制的密度高

低，就是鬆或緊的管制程度，或者是這個部分它們認為是最對業界有蠻大的影響，而且是相

當重要的問題，所以這個部分不曉得 F 公司電信這邊的看法是？ 

 

答：因為當初我們還沒有進來，這之前可能是我們前面的人做的，因為也沒有關係！因為其實也

不是說，我想它的意思應該是不重要，應該是說，我想可能就是他可能不太了解對通訊上面

傳播業的管制的看法重點會是在哪裡，我想在這一塊其實，對於我們因為電信或是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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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大概都是屬於這特許業，那對於特許業，政府就應該要做某部分的管制，我覺得

這是應該的啦，因為它畢竟是特許，特許自己本身它有，既然談特許就是有一些特別的許可！

既然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之下，當然它的隱密是被保護的，包括他這個執照可以隱密多少年，

舉個例子，固網來講，它可能可以開挖馬路，只要他去縣市政府申請路權，政府就可以去，

我覺得這個特許是被管制是應該的，理所當然，只是它的管制事實上是要嚴謹到把整個業者

都是，尤其是在執行細則，我覺得事實上可能要期望政府或 NCC 這邊能夠在管理規範上有

一些適度的彈性做法。 

 

六、「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資本額較小

的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我覺得看業者大小這個就不對了，因為有些資本額比較大，有些資本額就比較小，我會覺得，

就好像應該是就針對固網，假設電信產業，這個是固網，第一類有分為，固定通訊跟行動通

訊，我覺得應該針對固定通訊、行動通訊，不同的一個管制重點。 

 

問：事實上固定通訊管理規則跟行動都是不同的一個管理規則在裡面，但是這個部分就剛剛好不

是 NCC 的想法，它們在最新的一個通訊傳播管理法，他希望是整個把這個產業給，各個類

別的服務全部就變成是一個像水平的一個整合，水平的管制，譬如說我只看一個基礎建設

層，就是基礎建設層的管制，那不管是固網還是行動還是，然後在上面層是營運傳輸層，營

運服務層，那你就記得 service provider、mobile 還是行動還是什麼，還是有線電視，最

上面一層的話就是所謂的 application，它們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答：其實它那個想法我是贊成啦！這九大層的回答可能有點無知或是誤會的話，其實它講的是，

剛才教授這邊提到的 infrastructure，這是 layer，infrastructure，然後，行動或者是

固網，這個意思嗎？ 

 

問：它現在是想要變成的是他一個管制，就是這是營運管理，這是 service 的部分，然後在上

面的話 application。 

答：F 公司我覺得是指市場主導者跟非市場主導者，反應強度不一樣，比方說市場主導者會影響

市場價格，所以我們管制要很嚴格，但因為我們是新進業者，所以對我們要管制鬆一點。 

其實就我來講，我們比較贊成的就是像你站在新進業者當然期望的是說，這個所謂的，

政府機關應該鼓勵我們這一塊多投入、多開發一些新的產品，或是多做一些這方面，因為我

既然是新進，我的門檻會比較高，所以既有的這些已經在電信市場，就好像中華 unbundling 

這些，我們目前最貴的成本，幾乎都是像如果我們提供網際網路，我們就是要去 hinet，hinet 

1m 就不知道要賣我們多少，這些我去 NCC 支費的時候，那個 NCC 的承辦人員就跟我講，

你們現在應該可以降價阿！因為越來越便宜、技術又那麼新，我說，可是我沒辦法，講到為

什麼，我說我今天要上 internet，我要跟中華電信一定要付錢，可是他給我的成本，就是

那個 wholesale 成本很高，我沒有辦法，它會告訴你，你因為沒有什麼客戶，所以我價格

要給你高，因為我新進我怎麼可能會有什麼客戶！那我想對我們就非常不公平，那這樣子的

情況我們成本就比較高，反而新技術、新產品，新的這種創新，消費者反而受不了更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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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在訪談的過程發現，很多業者都跟我講說，其實服務越開越多，就是 convergence 越

設越多的時候，所以賺的錢還是中華電信。 

答：因為我們成本大部分來自於它。 

問：所有的業者幾乎都這樣反映，包括連遠傳或台哥大都是。 

答：那要對中華電信強烈的嚴格管制！ 

我為什麼來這裡跟我租一個 ADSL，為什麼一定要跟你 charge 那個三百多塊或是怎麼

樣，因為我一半要給 hinet，我其實真正賺你們的錢大概只有七十塊、八十塊，我有一部分

錢除了，我要放在自己的 infrastructure 上面，我有大部分的錢要交給 hinet。 

 

七、對於 NCC 去年公告固網經營跨平台業務規範的看法？ 

問： NCC 去年公告的固網經營跨平台整合的一個看法，因為這個未來我想 WiMAX 的很重要的一

個就是隨選視訊的服務，那這個部分，因為 WiMAX 還是被認為是電信的，主要還是從電信

出來，所以這個部分不曉得公司這邊有沒有看過去年的一個固網？ 

答：這個部分我記得，去年固網公告就是固網可以跨平台經營？ 

 

問：其實是跨平台這個東西，應該專門指的是所謂的 MOD！就是 IPTV。 

答：因為中華電信那個時候的有些電視業者在反彈啦，就是事實上因為有線電視的廣播法裡面其

實是可以跨經營電信的啦，好像是啦，就是有些電路的出租或是屬於電信產品，那其實這一

塊當然對我們來講當然，我們覺得蠻樂意的啦，因為其實如果不跨平台經營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加值，就好像未來，最重要的是說，我既有平台如果有，我是不是不要再去申請 

license，我就直接在我平台做，這是類似這樣子，我覺得這樣會是比較，就是把它視為是

我的一個加值服務，就好像我舉個例子，行動電視，行動電視我們的建議是說，WiMAX 業者

來講，我平台都已經有了，我只要找這種 content 業者來合作，我就可以 provide，那另

外呢，我一樣可以提供行動電視服務，但是我可以透過更新的，具有 license 的業者來做

合作來提供，一起來提供客戶行動電視，那這種跨平台的做法，我覺得是蠻好的，就這樣子，

就是說今天我為了這個東西我還要去申請一個 license，倒覺得就看你願不願意發展這個技

術，這畢竟你要投入這個技術也是，就好像今天我要做 MOD、做 IPTV，我一樣要去那個 

platform，但是我 infrastructure 現成的阿，今天如果說你發了一張 license 叫做 IPTV 

好了，那它網路要靠誰，它還是要靠既有業者，你不要跟我說它可以拉線給它的客戶，沒有

必要阿，你就乾脆就是直接在我這個上面經營，大家就不會浪費這些資源，直接布下去的網

路，那何必呢！就是這樣，那我會贊成就是，我們可以朝這塊，我想中華電信當初也是這樣

子，我都建好了，我為什麼不能播電視，對他來講，就基礎服務阿，為什麼不能播電視？ 

 

問：所以未來 F 公司電信也會是，還是會用這樣就是別的 license 的平台基礎？ 

答：是阿！因為以目前，就現階段我們所看到的，就這一塊的東西，我們會以推動的方式，比如

說我是一個 infrastructure，今天你有這樣的一個 content 業者，你想要經營這一塊，我

F 公司可以把我的 infrastructure provide 給你，讓你去做，就是這樣子，所以這個部分

也是其中的一個做法，我沒辦法自己，我要拿這個 license，找什麼八大之類的，可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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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啦，而且就算要有也要花很長的時間，所以來不及了！ 

 

問：F 公司電信這裡現在的一個產業鏈的價值，就是你對於目前，就是說感受到的一個市場趨勢

大概是怎樣？ 

答：這個部分，我覺得很廣，我不曉得這個產業的價值鏈的看法，因為就是整個產業，我想就電

信產業就是應該要 involve 像服務業，這樣的一個架構來談，或是像 internet service 還

有 content service 這樣的一個產業，這個如果說以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樣一個產業價值

鏈，蠻息息相關的，其實回過頭來就是這個產業的價值，剛剛提到的，我們每一層的角色扮

演，這裡面牽扯到有可能上面下來這些，我們屬於可能是 infrastructure 這一層，然後這

邊是內容業或者是電子商務業，這個應該是屬於這個產業的，因為有一些 operation 在這

上面，我覺得在目前來講只會一直往上增加，然後去做，因為這個部分我不曉得所謂的產業

是怎樣的一個講法，所以我覺得是說，就往上面一直增加，附加價值會一直往上升，那未來

應該會走到一個，我一直在講可能你的服務內容越豐富，這個客戶的接受度上面來講會比較

高一點，這是我大概能夠提到的，所以這整個 value chain 會不會有所改變我是不知道，

就目前來講，以現階段，以 infrastructure 來做主導來看的話一部分，以現階段來看是以

網路架構來跟網際網路做主導，未來可能會走向以內容做產業主導的一個角色扮演，就是由

內容，就是你提供的服務內容的方便性，還有它的可看性，還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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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G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一、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或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問：數位內容業者間的結合與聯合，是否應該採較為寬鬆的態度？ 

答：國內數位內容產業尚在發展初期階段，若在對市場之有效競爭沒有立即而明顯危害的前題

下，對於數位內容業者間的結合與聯合管制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應有助於產業的發展。 

 

問：對於數位內容業者與平臺業者結合與聯合（電信及有線電視），公平會該如何看待？有何建

議？ 

答：內容必須要有平臺來展現，數位內容產業是台灣非常具有潛力之重點產業，但其發展仍未臻

理想，難以用合理的條件進入強勢平臺（如：有線電視）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若能得

到具產業關鍵角色的平臺與網路業者之適當協助與扶植，將有助於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因

此對內容供應商與平臺業者的結合與聯合，在不影響市場有效競爭，並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更

多選擇的前提下，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來管制，或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尤其是對處於

競爭相對弱勢的新興數位媒體平臺，更需給予較大的管制彈性，以促進媒體平臺市場的有效

競爭。 

 

問：頻道代理業者是否是造成數位內容產業無法發展的主因？原因為何？公平會或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應如何看待與處理，才會有助於數位內容產業的長期發展？ 

答：頻道代理業者在有線電視產業鏈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目前的產業生態中，其「聯賣」

及「搭售」行為，不但排擠其他頻道供應商與平臺業者的交易機會，也造成新平臺取得頻道

的困難，嚴重影響數位內容和媒體平臺兩個產業的發展和市場秩序，因此主管機關應正視此

一問題並積極的介入，以導正頻道供應及既有媒體平臺業者之市場地位濫用行為，以建立數

位內容及平臺二者公平合理的接近使用環境。此外新媒體平臺的迅速發產，可以為數位內容

提供更多的通路，對其產業的發展將有長遠的助益。因此也要正視為數位內容產業扶植新的

媒體通路（如IPTV、internet 、mobile… 等）的重要性，以更開放前瞻的角度，用產品替

代性來界定新媒體平臺所屬的市場，而不是過度執著於業者在其他市場的地位，才能正確的

呈現媒體通路市場的現況，進而有效的建立市場秩序。 

 

問：目前節目頻道業者與部分平臺業者關係密切，對產業長期發展的影響如何？若為一項瓶頸，

有無介入的空間？ 

答：平臺業者為因應匯流趨勢或獲得更佳的產業競爭力常會採取垂直整合的方式，例如：投資或

與內容業者合作、跨入頻道代理... 等。這種情況對國內數位內容與相關產業的發展，其實

有其必要性。但若其整合由於能夠控制內容或平臺，而影響市場之有效競爭，或形成新的內

容或平臺業者參進市場的障礙時，則會對產業的長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主管機關即有必

要採取適當措施，以促進頻道內容或平臺之合理接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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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公平會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公平的交易制度，以促使數位內容產業得以合理且公平的接取

到各種平臺？又該構想是否會侵犯到業者營業自由過深？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調處

機制是否可以解決此類問題？有無建議事項？ 

答：當媒體平臺業者與節目頻道業者由於關係密切，而形成其他數位內容業者或平臺經營者的競

爭障礙時，建立一套以合理且公平的條件接取到各種平臺(open access)或內容的制度是有

其必要的，只要主管機關的介入是維護市場有效競爭所必要，並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

且不致進而抑制市場之正常機制，其介入行為應屬合理且必要。此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亦應落實執行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二條「節目供應者無正當理由，不得對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或服務經營者給予差別待遇」，並將不得差別待遇

之適用範圍擴及到如MOD 等之新興媒體平臺。 

 

二、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

包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問：是否應該對特定類型的跨平臺結合或聯合採較為寬鬆的態度？或一致對待？ 

答：為因應未來數位匯流之發展，業者實有需要進行跨平臺結合以提供創新匯流服務並進行產業

佈局，且創新匯流服務通常在用戶需求、平臺技術、網路建置及商業模式上均存在發展之不

確定性與投資風險，因此對於新媒體平臺不僅應採寬鬆的管制態度，且需要予以扶植與鼓勵。 

問：若跨平臺介面標準化，有哪些潛在的不利因素？ 

答：跨平臺介面若能夠標準化，業者間有相容之標準可資依循，較易促進產業之發展，並快速達

到經濟規模而降低成本。否則，不同標準間互不相容，難以形成網路效應。因此，若該跨平

臺介面標準屬公開之介面標準，而且沒有不合理之授權條件或其他形成競爭障礙之不當行為

伴隨存在，應無明顯之潛在不利因素。 

 

問：跨平臺介面標準化後，雖可促進產業的發展及相容性，但卻形成一方的獨占力量，則對另

一方交易相對人會產生獨占力的剝削，公平會應該如何看待此一問題？應否介入？抑回歸

市場自然發展？主管機關NCC 的技術中立性是否是必要的？ 

答：我國由於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相關技術與界面標準多依循國際標準，甚少發展國內特有之技

術與界面標準，所以除非確可預見將發生損及市場競爭之情形，否則建議採市場自然發展機

制即可。技術中立已經成為全球監理政策發展的主要趨勢之ㄧ，並已明訂於我國通訊傳播基

本法（第6 條、第7 條），同法第8 條亦明訂：「通訊傳播技術規範之訂定及相關審驗工作，

應以促進互通應用為原則。」因此NCC 堅守技術中立應屬必要。 

 

三、除頻道業者與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消費者對跨平臺

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0.17，業者認為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

足？ 

問：業者是否認為消費者已非未來幾年發展的瓶頸？（對消費者已充分瞭解？已知消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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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滿足？或消費者需求已可不必管他？）或者尚未為發展策略優先順序？ 

答：於數位匯流趨勢下，G公司電信本於帶動業界領先局勢，不惜投入鉅資規劃FMC 及NGN 網路

建設，並將之列為優先發展策略，無非就是要滿足客戶跨平台服務之需求，未來亦將以超越

客戶期待為發展目標繼續努力。 

 

問：若已經充分瞭解消費者，或消費者已充分滿足，那對於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

者服務時，該否視兩者為競爭者？若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類似固網業者的市話服務，或行動

業者提供網路電話服務時，是否該視為競爭者？ 

答：若單純從客戶角度觀之，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者服務，是提供客戶一個選擇；

但從電信業者經營IPTV 的角度來看，兩者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且兩者合作共存成分居

多，因為電信業者的核心能力在IP 技術，所提供之服務與有線電視是有很大的差異性。有

線電視業者若提供類似固網業者的市話服務，為固網業者之競爭者。行動業者提供網路電話

係為行動業者於客戶行動上網時，提供語音服務，其中涵括上網服務及語音服務兩個領域。

雖然上網服務為目前行動業務行銷訴求重點之ㄧ，但其佔整體營收比例不高，而語音服務部

份則為行動業務之主要營收來源。對行動業者而言，基本語音服務與網路電話是客戶在不同

情境下，做不同之選擇，如客戶須先申請上網服務（或具有上網能力）方能使用網路電話，

因此現階段此兩客群重疊性不高。 

 

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接

受而成為有線電視的強大競爭者？目前G公司電信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受，主要

原因為何？ 

答：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高達八成以上，新興媒體平臺要取得市場有一定難度；加上有線電視經

過十多年的經營，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及使用習慣已儼然成形，要打破目前的市場生態，必然

需要相當時間來經營。本公司將持續站在消費者的角度，深入探究顧客的需求，致力於提供

消費者更多整合與創新服務。但受限於MSO 的抵制以及黨政軍退出媒體規範，難以取得充分

的內容以吸引消費者，若能排除抵制並在法規上得到適度鬆綁，在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之

下，相信對產業發展及消費者權益保障定能發揮一定功能。 

 

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類似目前電信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

接受而成為電信業者的強大競爭者？目前各有線電視業者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

受，主要原因為何？ 

答：目前Cable 業者提供之電信服務主要為雙向寬頻上網服務與寬頻網路電話(VoIP) 服務，由

於其積極推展相關電信服務，在部分地區對電信業者已造成明顯威脅。若其能進行網路升

級，廣泛舖設光纖並改善其對國內/外頻寬，確實達到電信等級的服務品質，再結合其在有

線電視服務之主導優勢，便有可能在短期內成為電信業者的強大競爭者。 

 

問：目前有線電視系統的主要競爭次產業有哪些？MOD？衛星電視？數位無線？電信產業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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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次產業有哪些？WIMAX？WIFI？CABLE？網路電話？ 

答：目前有線電視普及率高達八成以上，且多數地區均為獨家壟斷經營，其他媒體平臺難以與其

競爭，無法成為其主要競爭次產業。但若MOD 等新媒體平臺，能有合理發展環境，當有助於

良性競爭之形成。電信產業已自由化多年，並建立自由競爭之市場機制，加以新技術不斷推

出，未來競爭態勢將更形多元而複雜。預期CABLE 業者將於未來匯流市場與電信業者進行競

合， WIMAX、WI-FI 等無線新服務推出將對有線寬頻與行動服務造成衝擊，網路電話亦將影

響既有固網與行動語音市場。 

 

四、政策法規面整體落差最多，但涉及政策法規中，公平會的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卻是

唯一較不重要(5.25)及落差較小者(2.5)，其意義為何？ 

問：公平會的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是否對業者並無重要性？原因是公平會對於結合的管

制過鬆？所以有無訂定原則並不重要？抑或目前的管制剛好符合業界需求？還是已經管制

太嚴格而阻礙市場的發展？理由為何？ 

答：匯流發展已經成為趨勢，因應此一全球發展趨勢，服務的整合與跨業經營成為一種必要的手

段，如何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產業之發展、茁壯，乃至於培植產業之國際競爭力之間尋求

平衡，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此，本公司認為「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在

實務上運作舉措之良窳，將會在我國匯流與數位內容產業未來發展之成敗上有著舉足輕重的

影響。由於數位匯流在國內尚在萌芽階段， 貴會的結合管制對整體產業發展的影響尚待觀

察，建議未來對新興的內容與媒體平臺，能採取較寬鬆的態度，以促進其發展，藉以促進相

關市場之競爭。 

 

問：政策法規面整體落差最多，是否代表NCC 的政策法規面仍有不足？而阻礙發展最重要的政

策法規面缺失或遺漏為何？ 

答：政府的電信政策法規應該兼顧「促進競爭」、「照顧消費者權益」及「鼓勵投資」三個面向。

目前數位匯流已是全世界的趨勢，政府的政策法規應該朝向鼓勵的方向制定，才能加速國內

數位匯流的發生，也才能讓我國在全球競爭環境中搶佔領先地位。但是目前NCC 的施政只著

重在「促進競爭」的面向，卻忽略了「照顧消費者權益」及「鼓勵投資」這兩個面向。以本

公司於92 年推出的「F2」服務為例，「F2」服務是因應數位匯流而推出的行動/固網整合服

務(FMC)，提供消費者多元化的節費方案，照顧消費者的權益，理應受到政府的鼓勵及支持，

此項服務也經 貴會判定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但NCC 卻只因為其他同業的反對，嚴格規範本

公司的申租程序，造成客戶不便，同時也不同意本公司做廣告推廣，使得此項數位匯流新服

務的推展，遭到嚴重阻礙，也顯示目前主管機關並不鼓勵數位匯流的發生，這將使我國在新

一波數位匯流競賽中，落後其他國家。 

另外在「鼓勵投資」的面向，政府應參考先進國家作法，明確宣示免除國內光纖用戶

迴路之開放義務，並提供配套之租稅抵減措施，藉以鼓勵業者積極進行寬頻網路基礎建設

及創新服務，否則業者考量相關投資風險，可能減緩建設時程，將影響國家整體競爭力之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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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F2」服務讓客戶可設定最多10 個行動電話號碼及6 個市內電話號碼形成一個群組，

群組間通信得享有較低的通話費率，本公司也歡迎其他業者與本公司進行類似之群組服務，

並不違反公平交易法。 F2 服務為群首付費，原規定只需由群首申請並將組員加入，群員不

需親自申請，但NCC 要求客戶申辦F2，需於申請表中詳列組員相關資料(電話號碼、租用人

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且群首及組員均需簽章表示已詳閱並遵守本服務相關說明及規定，造

成客戶不便，客訴不斷。  

 

五、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臺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問：可請受訪者進一步說明對於各類跨平臺的投資行為，結合及聯合趨勢的觀察。 

答：匯流趨勢發展最明顯之特質在於『整合』，諸如固網與行動服務整合，電信與廣電服務整合

等，未來更會朝行車資訊、健康照護、教育學習、安全監控等應用整合發展，亦因此將衍生

各類跨平臺的結合或聯合行為。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已整合行動與固網業者成3 大全功能的

電信業者，國內遠傳電信已合併新世紀資通、經營ETC 業務並取得WiMAX 執照，台灣大哥大

已整合台灣固網、台固媒體以及台灣電訊等，威達旗下亦已涵蓋有線電視、WiMAX 及市話業

務等。 

 

問：各類業者對於數位內容的態度，單純國內相關業者能耐不足？還是平臺業者所提供的誘因

不足？還是大家認為消費者的新興需求不確定太高，不願投資？ 

答：國內數位內容產業發展牽涉議題甚多，然主要關鍵在於發行通路與完整產業鏈整合之議題。

在發行通路上，以國片與電視劇拍攝為例，新聞局每年編列輔導金拍攝國片，國片完成後卻

沒有戲院播映，投資自然無法回收，遑論國片未來的發展；電視劇的拍攝也因為國內頻道的

胃納量有限，還必須和韓劇、大陸劇競爭，生存困難；在產業鏈整合上目前亦缺乏完整從創

意、製作、後製到傳輸發行之產業鏈整合體系，尤其數位內容發展往往需要昂貴之軟硬體開

發環境及跨網路平臺、儲存設備等，相關環境之缺乏使得商業模式無法有效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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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H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就數位內容產業的定性概念說明： 

「有線就是無限、無線就是有限」，無線通訊業者在寬頻產業發展中最需要者就是電路，但

是因目前於服務提供及市場競爭上之關鍵設施-Local Loop 均被固網主導業者掌握，致使業者於

競爭上存有實質之不公平競爭問題；簡言之，本公司認為，於當前產業競爭中之主要瓶頸在於主

導業者所掌握之 Local Loop，對之實有解決之必要性與急迫性。 

於結合案件之審查標準中，「內容」不應納入該結合管制之審查項目與標準，因為以現今經

營態樣觀之，平台業者並無法影響內容業者之經營，故於平台業者申請之結合案件審查上，就結

合後對於內容業者影響之判斷，應盡量採放寬之審查標準。 

「數位內容」在產業之整體發展上確實具有其重要性，但如何促使數位內容市場之成熟，端

視「內需市場」是否成熟而定。 

就數位內容市場之成熟，必須依賴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努力方能得致，而若自產業競爭與產

業發展之角度觀察現今於市場中之結合趨勢，內容業者基於其競爭力維持，必須積極擴大其市占

率，故內容業者之「水平結合」是不可避免之趨勢；而為消除產業價值鏈中分屬不同水平市場競

爭之消耗，內容與平台業者間之「垂直結合」(即如「製播結合」)亦因有利於經營效率之提昇而

蔚為趨勢；因此，基於「扶植數位內容產業」之角度檢視政府應有之產業結合管制方向，建議應

盡量朝向「放鬆管制」之角度，使業者產業發展與政府管制達到相輔相成，使內容產業朝良性之

方向發展。 

 

問：就「行動網路發展」及「行動網路與 ISP 業者間之競爭狀況」為何?行動網路是否可能取代

ISP 業務?自 NTT DoCoMo 之成功發展先例，為何我國行動網路發展遠不如之? 

答：就「行動網路」應先予以明確界定；主要可分為「以手機進行 browsing」及「透過行動網

路連結至 Internet」二種。 

於「以手機進行 browsing」之態樣，即與 DoCoMo 相同，但是「收費機制之建立與實施」

與「內容是否符合用戶需求並使用戶願意付費」直接相關；易言之，在該使用行為態樣上，

若要建立消費者願意付費取得內容之前，內容之優劣、是否切符用戶需求乃為關鍵。 

於「透過行動網路連結至 Internet」之態樣，現今透過 3.5G 平台提供用戶無線上網服務

即屬之，雖行動網路提供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與固網業者提供之 ISP 服務二者間具有替代

性，但「行動網路接取服務很難與固網 ISP 競爭甚或取而代之」，因為行動業者於提供行

動網路服務時，必須同時解決「頻寬需求」、「E1 電路租用成本」及相關技術限制，但

因為 Last Mile 均受市話市場主導業者掌控下，行動網路業者取得電路之成本本即遠高於

固網，故行動網路業者尚無可能取代固網業者 ISP 服務。 

 

問：貴公司如何了解消費者需求?實際上是否有因為費用或收費機制之問題，而使用戶使用意願

降低之問題? 

答：其實行動網路之費用收取與固網 ISP 業務相同，因一般透過固網 ISP 上網，用戶於下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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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必須支付上網費用，相同的，用戶透過行動網路下載資訊，亦須支付上網費用，其原理

與 ISP 相同。 

本公司對於消費者之需求與反映向來均至為關注，並積極透過更多樣化之資費設計，吸引

消費者使用行動網路之相關服務。 

相較於日本 DoCoMo 之資費，我國 i-mode 之資費僅為 DoCoMo 之六分之ㄧ，但是我國用戶接

受程度卻遠低於 DoCoMo，顯見問題並非在於費率；檢視 DoCoMo 之發展背景，其實與我國有

極大不同，因日本行動通信系統業者於市場發展初期，均透過「客製化手機」之販售與服

務提供方式對手機業者及服務市場進行控制；雖該情形在 WCDMA 等標準化技術引進市場後，

系統業者之控制已不復存在，但系統業者透過其國內行動通信市場特有之封閉特性，推展

DoCoMo 服務之成果已然成熟；相較之下，我國行動市場自開放以來即為開放市場，系統業

者並無市場控制力量，以本公司 QR Code 之引進為例，本公司即使將該介面之標準開放予

各手機業者，但因手機生產業者配合度甚低，致該服務迄今推展成效至為有限；較諸日本

系統業者透過「強制」客製化手機業者將該 QR Code 納為「所有手機均需支援」而使該服

務於日本廣為流行之做法，其間顯有極大差異。 

其實我國與日本國情多所不同，如我國 3G 行動業務執照係以競標方式之釋出，日本則非；

致使我國業者在營運初期即必須負擔高額執照費及網路建設費用，二國業者間於營運開展

初期所需負擔之成本顯不相當，很難直接類比。 

 

問：就 CATV 之機上盒聯合採購案之模式，是否可以於行動市場中直接套用? 

答：有線電視市場並非競爭市場，故可透過聯合採購之行為進行機上盒採購；行動電話市場之競

爭已臻白熱化，且市場中手機種類高達數百種，故無聯合採購之可能。 

 

問：以行動電話市場之競爭，但內容供應者是否有因行動電信業者之「聯合行為」而使 CP 業者

無法順利進入市場及提供服務?而以 H 公司為行動為主體之公司，在規劃及推出服務時所面

臨之問題為何? 

答：H 公司長期以來非常重視行動 data 服務，且積極推動匯流服務，但是政策上顯有配合上之

問題；如以 H 公司新推出之「大寬頻」服務，即為推動行動 data 產業之適例；惟該等新型

態服務非僅耗費極高成本，頻寬需求亦大，所獲利益其實非常有限，但是該資費卻耗費長達

一年方通過主管機關備查，顯見相關法規配套上與新型態服務間之落差。 

以市場匯流之發展趨勢觀之，本公司在與 Seednet、NCIC 更密切之合作下，規劃方向亦逐

漸將固網業務納入整體規劃中，但目前因業務上之熟稔度，仍以行動業務為規劃重心；另

於數位匯流之市場中，本公司注意到如香港 PCCW 之服務內容已能整合固網、行動及 IPTV

等業務，而以該服務型態檢視我國現今法規環境，似乎仍有不足。 

就公平會於市場界定所採行之「動態認定」標準，於實際執行上並非容易，惟本公司後續

就匯流發展之規劃，均會向公平會提報必要資料，並提供相關協助，俾使公平會於審核上

更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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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就 2G 與 3G 及其他不同業務市場間之結合，貴公司有無看法? 

答：就結合審查之標準中，應自「服務市場之認定」為出發，若該結合案有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

方應予以限制；若自現今市場中而為檢視，以特定市場之發展歷史中，因既有業者之箝制下，

「新進業者之競爭遲遲無法引入」之問題若仍持續存在，對於該既有業者之結合即應予以限

制，反之則應放寬。 

於行動通信市場觀之，確實已臻「充分競爭」，但以「服務市場」之競爭為出發進行檢視，

既有市話市場主導者所握持之 Local Loop 仍為競爭引進之瓶頸，恐僅有透過「結構分離」

之方式，促使該等資源公平提供予他競爭者，方有競爭公平性之可能。 

 

問：就行動 Data 服務，遲至今日仍未能成長之原因，是否因業者較重視「語音服務」而忽視「Data

服務」? 

答：就本公司對於現今行動市場之觀察，語音服務已呈現負成長，故已將數據服務置為發展之重

點，且本公司對於 CP 業者並未收取「上架費」，對於 CP 業者並無加諸負擔，故行動 Data

服務之無法順利發展，問題並不在系統業者；而以本公司之觀察，行動 Data 服務迄今發展

之主要問題有二： 

1. 因透過手機平台使用內容本即有諸多先天上之限制，若欲推廣，就必須就用戶使用行

為及習慣等限制加以突破； 

2. 就內容部份，必須依消費者需求而為設計；但因為我國消費者對於內容需求與國外不

同，如國內用戶對於鈴聲及音樂下載之需求較高，故若以一般內容與國外進行比較，

並不甚合理。 

 

問：本次訪談係要作為「4C 產業跨業平台結合之競爭規範」檢討改正之參考，貴公司就外資限

制等議題與數位匯流之關聯性有無其他見解? 

答：外資之限制方面，現今對於電信事業與有線、無線媒體之規定並不相同，就此等因法規規定

而造成之互跨經營障礙，實有加以修訂之必要。 

就跨業結合發展之部分，電信業者近期與「台北智慧卡公司」間就跨業服務之整合上，面

臨極大障礙；主要係因該公司挾其市場優勢地位，對於有利於消費者之整合性服務提出諸

多不合理要求，就此等有礙跨業服務之問題，建請公平會於此次檢討 4C 跨業整合規範之

修訂時，亦應一併納入瞭解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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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I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問：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答：本公司為電信服務業，與經濟部之輔導較無關係，而財政部之投資抵減對於本公司較有實益，

但是僅限於自動化設備、資源回收、防治污染、節約能源及提升企業數位資訊效能之技術設

備，建議應擴大適用範圍，包含投資於跨平台之技術設備也可以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如此

可以有效獎勵業者提供跨平台服務。 

問：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

包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答：電信、傳播產業跨平台結合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來自於傳送技術由類比往數位的演進所致，當

使用者日常所接觸的電視影像，廣播語音，電話溝通，資訊傳遞等需求，均可透過數位及壓

縮技術來達成時，就數位匯流的角度而言，這些數位化的資料將可以使用標準化介面以及單

一傳輸管道傳送給使用者的終端設備。 

無論是所謂的 FMC 行動-固網匯流或 NGN 次世代網路均是以這樣的願景來達成實現的目

的。但就現有的產業結構來看，由於各個系統發展的背景不同，例如行動電話與固接網路，

兩者在網路接取端的技術即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上在實作上就必需藉由標準化介面及技術

規範來達成整合的目的，此一介面的標準化及技術規範大部分均由各個國際標準組織予以

規範及制訂，並已有多種不同規格的標準產生。對於這些標準的導入是否相容於各產業現

有平台，以及是否有利於未來跨平台的結合，此規劃及落實則有賴於政府的主導。 

電信、傳播產業跨平台結合的另一難題是在於系統的共用所造成的法規管理爭議，由於介

面的標準化以及傳輸管道的單一化，跨平台的網路勢必將出現共用的硬體平台，進而造成

法規管理上的難題。 

問：「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 

，是最不重要項目，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訂定過程過於倉促，未能充分與相關業者溝通，也未就草案內容可能造

成之衝擊向外界說明清楚，尤其是將行之有年之垂直管理改為水平管理，對於日後電信產業

之影響甚鉅，但未見主管機關提出合理說明或配套措施，將使業者面臨極大之營運風險，如

此更加深業者之疑慮。因此，在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未明確以前，業者無法評估水平管理之

影響。 

 

問：除頻道業者與 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消費者對跨平臺

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0.17，業者認為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

足？ 

答：整體而言，消費者目前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仍停在”不知不覺”階段，而業者提供的服

務也有限。無特殊需求之下，自然也無不滿足之問題。但在 FMC 潮流下，電信業者如 I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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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仍期待可開發此潛在市場需求，若真有可攪動市場的跨平臺服務內容出現時，消費者的需

求被充份激發後，此項目之評價與調查才較有意義 

但實務上，在中華電信幾乎寡佔固網事業的 last mile 下，推出的跨平臺服務內容現在

仍有其困難，在單一領域擅長的業者如 I 公司想推出跨平臺服務內容時，礙於固網之經濟

規模過小，無法如同中華電信般，同時經營 IP TV (MOD)與 Mobile TV(emome)，可一次

買進奧運”新媒體”轉播權，在各服務平臺上同時提供予消費者。而市場上僅有一家業者

可推出跨平臺服務內容時，沒有良性競爭，市場就不容易蓬勃發展。就如同當年未開放

Cable TV 和行動電話予民營業者前的媒體市場和行動電話市場一樣。 

目前消費者被迫習於在不同的(網路)環境下，使用不同的服務內容。舉例而言，消費者並

不期待行動電話業者把手機電話簿，和網際網路服務如 Instant Messenger 的連絡人清

單，甚至家用電話的電話簿給整合起來，因為消費者知道他的行動電話、 ICP 、和家用

電話的服務提供者並非同一業者。而行動電話業者也缺乏推出創新跨平臺服務內容的誘

因，原因如前所述。在未形成一正向循環之前，供給少，需求少，才形成此一跨平臺服務

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足的假象。 

問：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落差；但 MSO 業者與

SO 業者卻未持同樣看法。可能的原因為何？ 

答：跨平台結合應以產業輔導方式鼓勵業者進行投資，而非以防弊之目的管制業者跨平台之結

合，另外主管機關應訂定明確之規範，對於可結合及不可結合之態樣應明訂清楚，如此才能

使業者有所依循。因為每個跨平台結合案都是極大之投資，若無明確之規範而讓主管機關擁

有過大之行政裁量權，將使業者卻步，不敢進行相關投資。 

 

問：「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資本額較小

的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資本額較大之公司較重視財務規劃及市場規模，因此對於業者間之併購或相關投資比較有興

趣，所以比較關心結合管制、市場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 

 

 

 

問：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答：現行法規對於各個產業有不同之管制方式，進入門檻也有所差異，例如外資持股限制在電信

業及廣播電信則有不同之規範，因此若能消弭不同產業間不必要之差異管制，則可促進通訊

傳播匯流之順暢。 

 

問：實際匯流、跨平台結合之經驗與結合遭遇的問題。 

答：結合案最大之問題即在於法規規範不明確，業者無法事先預測可否通過主管機關之核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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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業者與主管機關之困擾，建議主管機關應仿照公平會制定「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以利業者遵循。 

 

問：對於雙重結合管制的看法？ 

答：現行公平交易法並未有雙重結合管制之概念，據了解應是指上中下游之垂直管制以及跨業之

水平管制。這兩條線之管制應取得平衡，過分緊縮將導致業者無法有效整合，反之將產生拖

拉斯巨獸，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甚鉅，因此，應就產業特性予以不同之管制程度。 

 

 

問：電信業者與無線電視業者均認為「政府對跨平臺之結合管制」有極大落差，其意義與原因

為何？ 

答：同問題（5）。 

 

問：對於既有業者持有新進業者部分股份（未達於實質控制的程度）的看法？ 

答：既有業者對於新進業者之持股若未達於實質控制之程度，則應無影響新進業者之經營，對於

市場競爭應不會造成壟斷之狀況，況且未達實質控制之持股要再管制，甚難提出明確之數字

做為管制之基準，因此建議未造成壟斷之情形下，不應管制此類投資。 

 

問：對於 NCC 去年公告固網經營跨平台業務規範的看法？ 

答： 

A. 現行中華電信經營 MOD 業務，橫跨全國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並無區域限制。而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卻因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及第 32 條之規定，受到經營地區之限

制，形成法規差別待遇與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有違行政程序法第 6 條、通訊傳播基

本法第 7 條本文之規定。 

B.  自比較法觀點言之，中華電信 MOD 類似於國際間稱為 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之服務，而多數歐洲國家均以 IPTV 服務與有線電視之服務近似，將有線

電視之相關法規適用於 IPTV 服務，此可見 NCC 於 96 年 1 月 30 日第 139 次會議紀錄劉

幼琍委員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稽，故中華電信經營 MOD 業務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同

視，洵為國際趨勢。 

C.  有線電視產業原本即具有規模經濟特性、數位化之沈沒成本甚鉅，若在市場競爭已產

生結構性變化的此時，仍受舊有經營區與用戶數上限之管制，不僅對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而言為不公平競爭，從長期角度觀之，有線電視若繼續受經營區與用戶規模的管

制而無法提高競爭力、導致無法與數位無線電視平台及中華電信 MOD 平台有效競爭，

最終受害的仍是收視戶，對主管機關而言亦為管制成本的浪費。 

D. 在 NCC 於去年所公佈的通訊傳播管理法中，對於業務之認定亦採取公平法上的特定市

場概念，因此未來對於 MOD 以及有線電視的管制將會因使用者的習慣而為一致性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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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故若仍認為 MOD 係屬於電信法、有線電視屬於有線電視法所管制的對象，則與未

來管制方向亦有未合。 

E. 依照 NCC 第 73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有關中華電信 MOD 改造作為尚包括了「開放其他固

網業者客戶接取 MOD 平台及服務」及「開放其他固網業者客戶接取平台及服務，須於

其他固網業者提出介接需求後於一定期限內完成」等事項。惟中華電信於其提報之 MOD

業務營運規章第 50 條中卻明訂中華電信僅於技術可行時，始開放其他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者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接取 MOD 內容服務，有違 NCC 前揭之會議決議。為避免中

華電信延宕其開放與其他固網業者之介接時程，造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主管機關應

要求中華電信於其他固網業者提出接取平台之需求後，應無條件即與其他業者進行協

商，且依 NCC 前述決議之精神，中華電信亦不應以成本考量作為判定是否技術可行之

基準。 

F. 為利加速 MOD 平台之轉型開放以及避免業者間就後續接取 MOD 平台之協商產生歧異而

無法達成 NCC 原先規劃，NCC 應明訂 MOD 之接取亦屬於網路互連之一種態樣，適用電信

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中有關協商及裁決之規定。並且明訂其他固網業者客戶因接取

MOD 服務所生之 IP Peering，中華電信應獨立計算該流量且不應向固網業者收取任何

因此所生之費用。 

 

問：I 公司與台灣固網之結合？與泛亞電信之結合？ 

答：如前所述，I 公司所進行之結合案，主要遭遇到法規不明確之問題，只有在電信法規範第一

類電信事業間之相互投資或合併須經主管機關同意，但是並無明確之作業要點供業者遵循，

以致於浪費主管機關之資源用在不必要之審核上，因此，建議應針對不同之結合類型制定不

同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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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J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問：對「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之輔導扶植」之理解，是否限於經濟部主管之輔導，還是包括財

政部的租稅優惠、甚至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或公平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答：狹義的數位內容業者（content provider），似僅包含受管制之電視、廣播、衛星「頻道業

者」與不受管制的「數位化資訊與內容提供者」（如文字、音樂、圖像、影像提供者等）；

廣義的數位內容業者（服務提供者），應包括「使用戶得以取得數位化內容之整個產業鏈」。

以網際網路之數位內容為例，產業鏈包括內容提供者、內容整合者、入口網站業者、網際網

路服務提供者、電路出租服務提供者；以電視之數位內容為例，產業鏈包括製播節目與廣告

之業者、頻道業者、頻道代理商、頻道播送業者。以 3G 與 WiMax 之數位內容為例，產業鏈

包括內容提供者、內容整合者、入口網站業者、無線接取服務提供者。僅有數位內容（content 

provider），而無數位化之播送與接取平台，用戶無法取得數位內容，意即具產業鏈關係之

業者相互需求缺一不可，其道理甚明，自不待言。 

   由於前述產業鏈業者之唇亡齒寒、共存共榮關係，政府對數位內容產業的輔導與獎勵，應廣

及整個產業鏈始得成效。當產業發展目標與政策決定後，政府各部會應檢視與評估數位內容

產業鏈各業者之主要生產要素，給予人力、資金、土地、機器、營運、財稅、創意與研發等

輔導與獎勵措施，始能有效扶持我國數位內容產業之成長與發展。 

   國家通傳播委員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分別執掌通訊傳播業務監理與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

理應執行符合目的之必要管制，不應為扶持或獎勵特定產業而不作應有之作為。 

 

問：對於數位內容業者間的結合與聯合，是否應該採較為寬鬆的態度？ 

答：數位化資訊與內容提供者因無涉產業進入瓶頸與佔用國家稀有資源，亦未肩負國民教育、多

元文化等義務，其結合與聯合，如無顯著消費者不利益情事，主管機關似可採寬鬆的態度；

至於頻道業者之結合與聯合，主管機關應採較為審慎的態度。 

 

問：對於數位內容業者與平台業者結合與聯合（電信及有線電視），公平會該如何看待？有何

建議？ 

答：數位內容業者（content provider）理應與最多的平台業者合作，擴大其內容之使用者，方

符合數位內容業者之最大利益。當數位內容業者選擇與某一平台業者結合與聯合，卻不執行

其最大利益之作為，顯有其他利益所趨，或受限於其他影響力使其不作為（如限制交易對象、

條件與價格），此舉恐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問：頻道代理業者是否是造成數位內容產業無法發展的主因？原因為何？公平會或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應如何看待與處理，才會有助於數位內容產業的長期發展？ 

答：頻道代理業者為頻道業者與平台業者之交易媒介，其功能發揮應可降低整體交易成本。同前

述 1.2 所陳，頻道代理業者理應儘速與最多的平台業者合作，擴大其所代理之頻道使用，始

符合其營業活動與最大利益。公平會可主動檢視頻道代理業者不作為之動機與理由，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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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之情事。 

問：目前節目頻道業者與部分平台業者關係密切，對產業長期發展的影響如何？若為一項瓶頸，

有無介入的空間？ 

答：如果因為節目頻道業者與部分平台業者關係密切，以致影響或限制該節目頻道業者與其他平

台業者之交易；或影響與限制其他節目頻道業者與該平台業者之交易，恐已有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虞。既有違公平交易，長期對產業發展當然會產生不良影響。至於平台業者應否被視為

瓶頸設施，仿效電信事業網路互連機制公開化其接取條件，或是節目頻道業者因媒體近用原

則，應公開其交易條件，仍需進行進一步討論與法制化。 

 

問：公平會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公平的交易制度，以促使數位內容產業得以合理且公平的接取

到各種平台？又該構想是否會侵犯到業者營業自由過深？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調處

機制是否可以解決此類問題？有無建議事項？ 

答：建議公平會可定期主動進行產業現況調查與分析，當發現市場的確存在不合理之瓶頸與障

礙，且顯著影響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則可逕行依據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細則處理即可。

當數個案例集結成冊，則可發佈經營行為規範說明，以供業者事前有所依循。公平會為交易

秩序之維護者，其職掌是否包括建立交易制度（可能含交易條件與價格），恐有疑義。 

 

問：普遍認為「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如 FMC 行動-固網匯流、NGN 次世代網路)」及「跨

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落差很大，是否意味著「政府對跨平臺發展藍圖的規劃」應該

包括強化協助或甚至主導業者「跨平臺界面之標準化程度」的規劃與落實？ 

答：平台介面標準化，對於整個數位內容產業鏈之各業者，如內容提供者、平台業者、網路服務

提供者、系統與終端製造商，乃至於使用者，都可享有介面標準化所帶來之成本降低與達到

經濟規模所產生之經濟效益。事實上，固網服務、行動通信服務、網際網路服務等，均已遵

循相關國際組織所訂定之介面標準。多接取介面終端（如 WiFi/GSM/bluetooth 多模終端），

接取某一種網路或服務時，自應符合該網路與服務之介面規格，以便使用該服務業者所提供

之服務，應無疑義。內容服務提供者提供相同內容予不同網路，亦需將其內容轉換為該網路

/系統/技術始能傳送與接取之模式與格式。 

   當數項服務由同一業者所提供，該服務提供業者「可能」整合其後端用戶認證、客戶服務、

帳務服務等系統。至於 IP 核心交換與傳輸網路，與各種不同型態接取網路（如市內電話網

路/GSM/3G/WiFi/WiMax 基地台）界接，或是單一加值服務平台（如 IMS）界接前述不同型態

服務網路，其技術、規格尚在國際相關組織發展中；其應用範圍與營運模式亦處於摸索階段，

故尚無具體意見與建議。 

 

問：是否應該對特定類型的跨平台結合或聯合採較為寬鬆的態度？或一致對待？ 

答：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掌產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理應執行符合目的之必要管制，應無為特定

目的採取寬鬆態度之說法。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新興產業，除採取應有之「事後」管制外，

亦可定期進行市場現況調查與分析，除了解產業競爭動態外，亦可確認該市場是否有訂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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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管制之必要。 

「事前」管制之內容，應係受管制者逾越該規定或進行特定行為，「極可能」危害該市場

之競爭秩序，或是其危害，無法藉由「事後管制」措施（罰鍰）予以平復，故有進行「事

前」管制之必要。為此，產業之「事前」管制措施，亦可能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規定，始

得建立「事前管制」、「市場競爭調查與分析」、「行業行為規範說明」與「事後管制」

之關係，維護產業公平競爭環境。 

   此外，競爭者雖「短期」有利於消費者之措施，若有違背公平競爭原則，不當減損其他競爭

者之能力與交易機會，有損消費者之「長期利益」，其行為應予以禁止。 

 

問：若跨平台介面標準化，有哪些潛在的不利因素？ 

答：跨平台介面標準化之建立，需要極大之人力、物力與時間，跨平台介面標準化雖可促進產業

的發展及相容性，然可能會降低產品與服務之推陳出新，亦可能減少業者產品多樣化與差異

化之機會。 

 

問：跨平台介面標準化後，雖可促進產業的發展及相容性，但卻形成一方的獨占力量，則對另

一方交易相對人會產生獨占力的剝削，公平會應該如何看待此一問題？應否介入？抑回歸

市場自然發展？主管機關 NCC 的技術中立性是否是必要的？ 

答：跨平台介面標準化後，公平會可透過產業現況調查與分析，檢視規格訂定者與智慧財產權擁

有者，是否有形成產業發展瓶頸或是存在濫用市場力量之行為。當存有前述情事，為符合競

爭秩序維持與消費者最大利益，主管機關應可要求其公開介面規格。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強

制微軟公開其原始碼，除係維持整體軟體產業之發展與競爭秩序維護外，應可解讀為防止其

對另一方交易相對人會產生獨占力的剝削。 

 

問：「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水平層級化管理政策」，重要性值僅有 5.57，是最不重要項目，其

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現行電信法與廣電三法，並未禁止業者跨業投資經營另一業務，且跨業經營者其對待與原經

營者相同，並無差別對待之情事，應無急需創立一步到位之通訊傳播管理法以解決跨業經營

之必要。 

   有關「相同行為相同管制」，應可藉由重新定義「市場」與「相關市場」，檢討經營者是否

有受到不平等對待之狀況；有關「匯流」，應可先放寬電信業者利用既有網路與平台經營他

項電信業務，或是放寬電信業者經營傳統之廣播電視業務，反之亦然。如此一來，即可鼓勵

電信業者與廣電業者，昇級其既有之設備與技術，經營他項業務，除可能降低其營運成本外，

亦可擴大其事業版圖與用戶數目。 

   有關跨業經營之業者，何者為其應有之跨業經營優勢？什麼優勢或力量極度擴張時有違及市

場競爭秩序？其影響程度為何？應訂定什麼必要之事前管制規範？尚待競爭主管機關進行

調查與訂定管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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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除頻道業者與 ISP 業者外，消費者構面在所有調查之產業別落差均較小、消費者對跨平臺

服務內容之需求程度，落差值僅-0.17，業者認為消費者對跨平臺服務內容之需求已充分滿

足？ 

答：業者提供跨平台服務，可能基於「其既有系統與技術有能力提供跨平台服務」、「提供跨平

台服務有助於降低成本」、「擴大潛在市場與用戶」、「消費者存在跨平台服務強烈需求」

或是「競爭者活動」等原因。NGN 與 IMS 等跨平台服務尚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場與成效尚待

評估。後端服務如用戶認證、客戶服務、帳務服務之系統整合，因為對業者之成效與對消費

者之便利較為具體，預期在短期間較可能發生。 

 

問：業者是否認為消費者已非未來幾年發展的瓶頸？（對消費者已充分瞭解？已知消費者需求

充分滿足？或消費者需求已可不必管他？）或者尚未為發展策略優先順序？ 

答：業者為增加營收與淨利，自然會就服務、網路、費率、創新等方面持續競爭。 

 

問：若已經充分瞭解消費者，或消費者已充分滿足，那對於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

者服務時，該否視兩者為競爭者？若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類似固網業者的市話服務，或行動

業者提供網路電話服務時，是否該視為競爭者？ 

答：是。 

 

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電信業者提供類似目前有線電視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接

受而成為有線電視的強大競爭者？目前中華電信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受，主要

原因為何？ 

答：無具體意見或建議。 

 

問：從消費者構面來看，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類似目前電信業者的服務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被

接受而成為電信業者的強大競爭者？目前各有線電視業者的發展情形似乎仍未被消費者接

受，主要原因為何？ 

答：無具體意見或建議。 

 

問：目前有線電視系統的主要競爭次產業有哪些？MOD？衛星電視？數位無線？電信產業的主要

競爭次產業有哪些？WIMAX？WI-FI？CABLE？網路電話？ 

答：MOD/衛星電視/數位無線（DVB-T/H）可視為有線電視系統的主要競爭次產業。就語音服務而

言，網路電話可視為市話/長途/國際乃至於行動電話業務的主要競爭次產業。就數據服務而

言，WIMAX/CABLE/應用 WI-FI 佈建公眾網路可視為電路出租業務/網際網路服務/3G 業務的

主要競爭次產業。 

 

問：「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較重視結合管制、市場的結合程度及整體產業競爭環境，資本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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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則較倚賴政府的輔導協助」其引伸的政策、管制意義為何？ 

答：資本額較大的公司可能存在較多結合、聯合的機會與需求，故較重視相關規定與競爭環境，

以便其分析結合或聯合之綜效，擬定策略與發展計畫；資本額較小的公司可能尚專注於本業

發展，自然較重視政府的輔導協助與公平競爭環境。 

   為此，政府應最起碼建立不對稱管制措施，使新進業者得以處於公平合理之競爭環境（至少

免於垂直價格擠壓），乃至於提供輔導與協助，使新進業者得以產生與資本額較大的公司（或

是經營多項業務之公司）競爭之機會，最終使消費者享有市場競爭之利益，而非使市場變成

寡占狀態，再進行曲解市場機制之零售價格管制措施。 

   有關外資管制，政府應建立其管制目的與理論基礎，分離外資投資限制與經營者之行為管

制，以避免違反ＷＴＯ承諾。 

 

問：政策法規面整體落差最多，但涉及政策法規中，公平會的 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卻是

唯一較不重要(5.25)及落差較小者(2.5)，其意義為何？ 

答：可能實務上業者較少有跨業結合或聯合之需求或經驗。 

 

問：公平會的 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是否對業者並無重要性？原因是公平會對於結合的管

制過鬆？所以有無訂定原則並不重要？抑或目前的管制剛好符合業界需求？還是已經管制

太嚴格而阻礙市場的發展？理由為何？ 

答：公平會的 4C 跨業經營行為的規範說明，對於有跨業經營需求之業者極為重要，亦對單一業

者與跨業經營業者之競爭關係有其重要性。規範說明越詳盡，越有助於業者進行相關活動，

並無「管制太嚴格而阻礙市場的發展」之道理。 

 

問：政策法規面整體落差最多，是否代表 NCC 的政策法規面仍有不足？而阻礙發展最重要的政

策法規面缺失或遺漏為何？ 

答：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法規草擬之準備作業包含「把握政策目標」、「確

立可行作法」、「提列規定事項」與「檢討現行法規」。當政策目標不明或是因應媒體輿論

而未進行評估之政策，其法制與監理作業自然會執行困難。 

 

問：對國內外通訊傳播產業匯流、跨平台結合、國內通訊傳播整體經營環境、外資、市場進入、

可能形成的新興市場、有哪些結構數據會有關鍵變化之看法。 

答：匯流有如百貨公司，使消費者得以一次購足所需之所有商品與服務；單一市場經營者有如專

門店，會就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進行深入化與最佳化。「照相手機」同時提供照相機與手機雙重

功能，然單就其照相功能實無法與專業像機相比。百貨公司與專門店各有其市場立基與消費群，

其結構數據之變化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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