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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針對網際網路在技術、產業、跨業發展與整合方面提出討

論，並深入探討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對網際網路產業政策之研究。同時

也在多元發展的網際網路資訊通信產業競爭課題中做深入的研究。 

 

網際網路之實體部分具有多元之載具，包括公眾電信交換網路、有

線電視、無線電訊、大眾媒體及直播衛星。而網際網路之虛擬部分更是

由在此種多元載具上所進行之無數活動所構成。因此，若對網際網路資

訊通信作靜態的分割，以其載具或活動之屬性，劃定其專用之法律以及

專屬之主管機關，將是會違反其本質的落伍作法。無怪乎學界已多方呼

籲政府及早因應，建立整合 4C 產業之主管機關，行政院亦已決定成立

「資訊通訊暨傳播委員會」。然而前述委員會是否或何時成立，仍是一

個未知數。在此之前以及可預見之未來，公平會仍會是網際網路資訊通

信產業競爭行為的主管機關。 

 

面對新興的科技與產業，應先持續觀察其發展之動態與市場之反

應，不要貿然套用舊有管制模式逕行加以規範，以避免扼殺新科技與產

業。在決定是否管制前，應先衡量政府介入的成本是否低於管制所得之 

利益。亦即，任何管制措施都必須符合比例原則—管制手段必須維持在

最低必要限度內，且管制手段所耗費的成本不應超過管制所欲達成的目

的。更重要的是不可預設未來可能產生瓶頸設備而據以進行管制，因為

市場因競爭而激發的創意以及科技發展的力量，都不容我們低估。因

此，必須避免僅因懷疑未來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採取預防管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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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project makes a study of the Internet in all technical areas, 

Internet competition, influence between industries, and the policy of FCC. 
 
The physical networks of the Internet apply multiple transmission 

methods, from PSTN, CATV, wireless, mass media to direct satellite 
transmission. The virtual networks of the Internet consist of unlimited 
activities that take place on physical networks. It conventional separation of 
labor and jurisdiction between sector-specific laws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erefore becomes obsolete on the Internet. It thus follows tha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Fair Trade Law will govern Internet 
competitio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hat should be avoided the instant application of old policies 
regulations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and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based merely on preconceived problems or anticipated 
bottlenecks. 
 

The strength that unleashed by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not being underest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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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一、目的 

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主席 Kennard 曾在一項演說中表示，美國 90
年代經濟成長的動力有 2/3 來自資訊科技。資訊通訊科技的運作，徹底

改造了產業的競爭力，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具生產力的國家。我國近年致

力於電子資訊業的發展，經濟成長之動力幾乎全來自於電子資訊業，因

此對我國而言，資訊通信相關產業公平競爭，重要性不可言喻。作為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有系統的委託研究之一個項

目，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接續公平會八十八年二項合作研究計畫（即

「網際網路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之研究」以及「電子商務不公平競爭

行為規範之研究」），再就網際網路資訊通信之最新技術發展與應用，進

一步探討該產業可能的競爭議題與競爭規範。 

 

二、研究客體 

本研究係以網際網路資訊通信技術、產業及其可能發生之競爭議題

與規範，作為探討之對象。首先必須開宗明義說明的是，網際網路包含

兩種型態，一種是實體的網際網路（ physische Netzte， physical 
networks ），另一種是虛擬的網際網路（ virtuelle Netzte ， virtual 
networks）。實體的網際網路是指提供傳輸資訊之實際能量（capacity）
之網際網路，虛擬的網際網路則是在實體網際網路上所發生之各種活動

所構成的網路。 

 

三、研究方法與限制 

基於公平會「科際整合」之研究理念，本研究結合技術與法學之專

業，希望在充分了解並尊重網際網路資訊通信之技術發展與應用之前題

下，思索政府、管制機關與競爭法應該有的認知與立場，以避免盲目、

貿然的阻斷科技的自然流路。此外，網際網路資訊通信在我國尚處於起

步階段，因此實際發生或處理與此相關之競爭法案件極為少見（或許除

了涉及某著名商標之網域名稱乙案）。準此，在研究方法上，吾人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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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重執網際網路資訊通信牛耳之美國的經驗，以及近年來在此領域急起

直追的歐洲聯盟之實務。雖然，「法律的生命是經驗」，但是在此種快速

演變的網際網路資訊通信上，經驗是否能準用、累積，即大有疑問—如

果經驗尚未論為判斷上的負擔的話！更何況此種外國經驗不一定能通

得過法規生態轉換之程序。或許這正是此研究方法以及本研究的最大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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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網際網路（資訊通信）之技術探討 

一、網際網路資訊通信之定義、源起、成長與未來 

網際網路（Internet），由字面簡單地來說就是『由網路組成的網

路』。Internet 並不是一個實體的、可以真實觸摸到的東西，而是泛指一

大群以各式各樣複雜通訊協定連接起來的電腦網路，以及其所架構起

來，無遠弗屆的訊息集合結構體（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Internet
連結的方式，可以讓 Internet 上任何一台電腦以一種公眾開放

（non-proprietary）的「網際網路協定」（Internet Protocol，一組資訊交

換的規約）來與 Internet 上任何一台電腦連線。這種連線方式讓世界上

許多各式各樣的電腦能夠直接的、非常容易的相互通訊並分享許多服務

與資源。也因為 Internet 的重要性，因其讓如此多的個人及組織更具競

爭力，它已成為一個全球共享的訊息和知識的資源，一個讓無數社群相

互協力合作的重要方式與媒介。Internet 的組成中，有一部分的電腦與

電腦網路是屬於政府單位、各學校機關以及其他公眾協會；有一部分屬

於非營利的機構；也有一些是私人公司專屬的企業網路。這整個連線的

結果就造出了一個分散式的，全球化的公眾通訊媒介，讓世界上的個

人、各機構組織、公司企業、政府機關彼此之間緊密相連。 

 
在 1960 年代末和 1970 年間，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局』

（Department of Defense's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ARPA''）
贊助了一個ARPANET的發展計畫。ARPANET包含了軍方，大學院校，

以及研究中心，且被用來從事資訊科學和軍事方面的研究。1969 年 9
月 2 日，第一個封包開始傳送於一台Sigma 7 mainframe電腦（第一個

Internet網站）與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的Internet訊息處理器（Internet 
Message Processor，IMP）之間。1 從這一天開始，Internet便正式地開

始運作了。1984 年，美國國防部將ARPANET一分為二─其一的

ARPANET作為研究與實驗之用；另一個MILNET則用於軍事用途。 

 
到了 1987 年，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 30th Birthday of the Internet, http://slashdot.org/articles/99/09/02/1115220.shtml, Slashdo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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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資助了一個連接六個國家超級電腦中心的網路，稱為 NSFNET。
實體上，這個網路以租用的 45 Mbps 高速電話線路（稱為 NSFNET 骨

幹網）連接了數十個電腦中心。另外，NSF 也資助了十多個區域性的網

路，其分佈幾乎遍及美國的每一州。這些區域性的網路都連到 NSFNET
骨幹網，使得 NSFNET 成為當時 Internet 通訊服務中非常重要的骨幹網

路。另一方面在歐洲，主要的國際骨幹網路如 NORDUNET 等連接了許

許多多的網路，所函蓋電腦主機的總數已超過十萬台。在此同時，美國

與歐洲的商業網路提供者（network provider）也開始提供骨幹網路與網

路介接服務給各個對 Internet 連線有興趣的團體。 

 
一般來說，大區域的（regional）Internet 服務是由各種不同的國際

協會所提供。小區域的（local）Internet 服務則由各研究與教育單位來

提供。以美國為例，有許多的 Internet 服務是來自於聯邦政府與各州政

府，但也有相當多的貢獻是來自於工業界。在歐洲與其他地方，Internet
服務則來自國際合作的努力，或是由國家級的研究單位提供。在其演進

的過程中（尤其是 1989 年），Internet 開始將其他的各組通訊協定整合

進其基本的網路結構中。當時網路系統所強調的重心是「多協定網路整

合」 （multiprotocol interworking） ，並把『開放系統交互連結』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OSI）協定整合到架構中。一種 1980 年代初期

提出的通訊協定，後來被指定為 ARPANET 以及相關國防部網路的標

準。到了今日，大家通稱這一組協定為 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協定。TCP/IP 協定有下列有趣的特性： 

․不是限於某廠商的專有協定。 
․從個人電腦到超級電腦，都有 TCP/IP 協定的實作。 
․區域網路（LAN）和廣域網路（WAN）都可以使用。 

 
當基礎的 Internet 電腦網路建設已可以穩定可靠的傳遞數位訊息

後，ARPA 開始著手建立用來在不同網域與電腦之間傳送資料和電子郵

件的通訊協定。許多研究單位和大學院校在體認到電腦網路的潛力，特

別是電子郵件系統的好處後，紛紛開始著手加入 Internet 的連線，其所

建立的網路也都支援電子郵件的通訊協定。雖然 Internet 的電腦主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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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數目已有相當程度的增加，但是到了這個階段，主要使用者仍然

集中在（尤其是電腦資訊和理工科學方面的）學校與研究單位的社群。 

 
另 外 一 個 促 進 Internet 發 展 的 重 要 就 是 『 全 球 資 訊 網 』 

（World-Wide-Web, WWW），一種新提出的『超文件』（HyperText），
這種超文件語言能整合圖像、文字、動畫、聲音在一份文件中。以滑鼠

介面點選文件內的超連結（links, 或hyperlinks），便可立即連線到另一

個超文件。以上這些特性讓原本普通的字元文件搖身一變而成了多媒體

文件與網路文件的綜合體，大大加強了Internet的方便性與親和力，讓非

電腦專業的一般人也能很方便的使用電腦。超文件的概念是由Tim 
Berners-Lee在 1990 年提出。2 當時Tim正在NeXTStep（一種電腦作業

系統）的整合環境下從事Hypertext的開發工作，並於十月撰寫出第一個

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al-User-Interface）的WWW瀏覽器，命名為 
World Wide Web。3 之後又有許多的不同的WWW瀏覽器出現，比較著

名的有NASA（美國太空總署）的Marc Andreessen在 1993 年發表的測

試版Mosaic for X window，並於後來移植到MS Windows等個人電腦系

統上。在Mosaic發表之前，WWW瀏覽器的文字與圖形必須顯示在不同

的視窗，而Mosaic的重要改進就是將文字插入的圖形真正的整合在一個

文件之中，讓超文件更具吸引力。 

 
許多的政府機關、公司行號目前都已架設了自己的網頁 

（homepages），經由瀏覽這 homepage 內的超文件與超連結，瀏覽器可

以為使用者作此單位各項相關訊息的解說與導覽。若將此超文件介面作

更完整、更進一步的設計，即時線上購物、動態瞬時新聞報導、互動式

電腦遊戲、線上聊天室、電子郵件接收與管理等服務都可經由 Internet
上的網頁來達成。隨著受歡迎度的持續增加，WWW 儼然已成為 Internet
的主流互動式媒體，幾乎所有新的 Internet 服務都開始經由 WWW 網頁

介面模式來發展。從 1993 年三月，WWW 網路交通量只佔 NSF 骨幹網

的千分之一的紀錄來看，Web 發展之迅速實在是讓人驚異。也許是因為

                                                 
2  Tim Berners-Lee, ''The World Wide Web: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ttp://www.w3.org/People/Berners-Lee/FAQ.html. 
3 ''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 Wide Web,'' W3C, http://www.w3.org/Hi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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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的成長過於快速，許多個人與團體紛紛建立自己的 WWW 網頁，

其結果就是太多的資訊充斥在網路上，導致大家想在 Internet 上找資料

時會有『茫茫資訊網海，卻不知從何找起』的感嘆。為了解決這個問題，

專業的「搜尋引擎」網站便應運而生。其中最著名的有''Yahoo''，''Alta 
Vista''，''Direct Hit''，''Infoseek''，''Deja.com''，''HotBot''等等。使用者只

要輸入關鍵字，搜尋網站就會從自己的資料庫裡面找出那些最可能的超

連結依符合度由高到低排列，使用者只要輕按滑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需

要的資料。 

 
1990 年代，Internet 的成長趨勢就如一股無可抵擋，所向披靡的旋

風一般。到了 1999 年 7 月，根據 Internet Society 的統計，Internet 上的

主機數目已經接近六千萬台，這個數目是七年前數據的 30 倍以上。雖

然美國仍舊占所有 Internet 使用者和網路流量的大部分，180 個以上的

國家都已與 Internet 連線。到了 1998 年，全球的 Internet 使用者據估計

已突破一億人，每兩百天 Internet 交通流量就增為雙倍。這種擴展的趨

勢使得全球在電腦、網路、通訊、軟體方面的投資額屢創新高。 

 
從 Internet 出現的二十年以來，在多方面都有了很多的改變。他不

斷的進步演變，到了今日的個人電腦時代、委託器─伺服器

（client-server）時代，網路電腦時代。在區域網路發展之前，Internet
就已經被設計出來，之後並不斷的適應配合更新的（像是最近的非同步

傳輸模式（ATM），和框架接替（frame relay））網路技術。原本 Internet
所被預期的功能是檔案傳輸（file transferring）、遠程登錄（remote 
login）、訊息資源共享（ resource sharing ）和計畫合作（ project 
collaboration），之後又衍生出電子郵件與 WWW 網頁等更便利的服務。

但更重要的是，它代表了一個實例，這實例證明了一個由一小群專業研

究者所發起的計畫，竟能在日後成為一個商業上的奇蹟，並創造出數十

億美元的總年收益。也許有人會懷疑今日的 Internet 已經走到它演化的

最盡頭了。但隨著電腦硬體軟體方面的迅速發展，只要 Internet 繼續保

持與其息息相關，它必然也會繼續改變與進化。目前，為了在 Internet
提供互動式語音和影像服務，傳遞即時訊息（real time transport）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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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正在發展之中。另外，目前極為流行的，各式各樣的可攜式的電子通

訊計算設備（如筆記型電腦、個人數位助理（PDA）、行動電話），更讓

未來的 Internet 充滿了無限的可能性。可以預期的是，這些進化將帶給

我們更新的 Internet 服務─Internet 電話，或甚至是 Internet 電視。 

 

二、網際網路資訊通信連線架構與通信協定之探討 

首先，我們要介紹一個網際網路資訊通信連線架構最基本的概念與

基礎：分封交換（packet switching）：Internet 的基本運作的一個特點就

是，它是一種分散式的、合作協力的，分封交換的網路結構。在一批資

料要被傳送之前，發送端的電腦會先將其切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資料，我

們稱這樣的一小塊為封包（packet），接著從發送端與目的主機之間挑出

一個距離最近的，最後把封包轉送給它。接到封包的主機重複上述『挑

選、轉送』的步驟，再將封包繼續送出去。因此，發送點與目的點之間

的主機就像接力賽的選手一樣，將包含訊息的封包一棒接著一棒，最後

送達目的地。這種傳遞訊息的方式，我們稱為分封交換。到了封包目的

地，接收端主機再將這些離散的封包重組回原來完整的訊息。 

 

（一）Internet 的介接技術（Access Method） 

1. 混和光纖-同軸電纜（HFC，Hybrid Fiber-Coaxial）： 

這類網路的原先的主要用途是播送有線電視信號。所謂的有線電視

服務（cable service）所指的是向用戶端單方向傳輸的 1） 影像節目 2） 
或是需由用戶端互動式選擇的其他節目服務。但隨者愈來愈多的有線電

視網路業者將原先的傳統 cable 系統升級到混和光纖-同軸電纜，大家都

體認到同軸電纜系統已有能力傳送傳統的單方向（one-way）的電視類

節目，與雙向的（two-way）數據，語音傳送服務。與傳統 cable 網路相

比，HFC 的優點有： 

․減少放大器（amplifier）的數目，增加可靠度。 
․減少功率損耗。 
․上傳頻寬可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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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線電視系統更為被動性（passive），更能提供乾淨的傳輸

通道來作雙向（two-way）服務。 

 
HFC 的設計等效來說將原有的一整個有線電視網路轉換成數個較

小的有線電視網路。這些"小"的子系統由光纖連接到頭端（headend），
既增加了頻寬又適宜雙向傳輸。要在有線電視網路上轉換數據資料傳

輸，需要在用戶家中安裝一個特殊的稱為'' Cable Modem''。在用戶家

裡，一個 cable modem 連接到有線電視的同軸線，且通常用一個標準的

乙太網路接頭與使用者的電腦連線。其傳輸速度是一般撥接設備或是整

合服務數位網路（ISDN）的 100 倍。Cable modem 通常分為三類:（1）
個人電腦用（2）LAN（Local Area Network，區域網路）與 LAN 之間

橋接器用（3）LAN 與 LAN 之路由器（router）用。由有線電視業者提

供的高速資料，電腦互動與其他基於 Internet的服務被稱為"cable modem
服務"。 

Head-end fiber

 
    圖 1. 混和光纖-同軸電纜（Hybrid Fiber Coaxial）4. 

 
除了用 cable modem 提升電腦的上網速度外，也有直接將家用電視

直接當作上網設備的想法，稱為網路電視（Internet TV）。這個想法簡

單來說，就是將 cable modem 和原有線電視纜線連接盒（簡稱 setup-box）
合而為一。於 1997 年 10 月開始的 OpenCable 計畫，目的就是在實現網

路電視的夢想。支持這個構想的纜線設備製造商、消費電子商、以及科

技公司超過 20 家，其中包含了 Cisco、IBM、Lucent、Microsoft、
Panasonic、Pioneer 等知名公司。 

OpenCable5 基本上採用與cable modem一樣的實體傳輸方式。所選

                                                 
4 Daniel Minoli, ''Video Dialtone Technology'' McGRAW-HALL,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96, page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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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影音標準是  MPEG-2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格式加上

杜比 （Dolby） AC-3 音響系統。信號保密性選用NextLevel Systems公
司實做的DES6 密碼標準。新的setup-box，兼具cable modem與傳統

setup-box將採用嵌入式系統（Embeded symtem）實現，也就是其內部有

中央處理器、記憶體等以便讓一個小型的作業系統能在此環境下執行。

OpenCable並不規定這嵌入式系統的細節，如中央處理器、作業系統的

廠牌規格，僅指定所需的運算能力、記憶體要求等等以保持整體開放的

架構。 

 
因應網路電視的發展趨勢，許多有線電視業者都開始著手進行自己

的推廣作業，如 Tele-communications Inc.（TCI）和 Time Warner 都推出

了自己的網路電視 setup-box。目前階段嵌入式系統的主流是 Microsoft
的 Windows-CE 系統，具有基本的 WWW 網頁瀏覽能力，並有 JavaScript
語言解譯器，來支援多樣化的網際網路應用需求。 

 
2. 非對稱數位用戶接線（ADSL，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為了更完整的使用已廣泛鋪設的電話線路，ADSL 採用先進的數位

訊號處理技術以在現有線路上提供更大頻寬。各種不同的 ADSL 系統可

以支援 1、2、4 個同時的 MPEG-1 影像。ADSL-3 能支援 1 個 MPEG-2
再加上其他的 MPEG-1 影像。 

                                                                                                                                                 
5 http://cabledatacomnews.com/internettv/cmic15.html. 
6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 FIPS PUB 46,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Washington, D.C. Ja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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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ADSL頻譜7

 
3. 多頻道多點散布服務（ MMDS ， Multichanne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和區域多點散布服務（LMDS，Loca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 

目前國內並沒有廠商提供這類介接服務，但在美國則有愈來愈流行

的趨勢。這兩種技術均利用地面微波站進行傳送。MMDS 僅為單向傳

輸，上傳需經撥接網路; LMDS 則具雙向傳輸能力。 

 

                                                 
7 Daniel Minoli, ''Video Dialtone Technology'' McGRAW-HALL,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96, page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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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多頻道多點散布服務與區域多點散布服務8

 

（二）Internet 資訊通信協定 

1. 乙太網路（Ethernet） 

Ethernet 是一種網路接線與信號的設計規格，原本是在 1970 年代

晚期由 Xerox 公司所發展的。到了 80 年代，DEC，Intel 和 Xerox 開始

合作推動這種在同軸電纜上運作的基頻（baseband），CSMA/CD 電腦通

訊網路並為第一版的 Ethernet 出版了一本名為''Blue Book Standard''的藍

皮書。後於 1985 年修訂成為第二版，也就是 Ethernet II。 

 
後來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國際

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的 Project 802 決定採用 Ethernet Version II 作為

802.3 CSMA/CD 網路標準的基礎。所以 IEEE 802.3 CSMA/CD 網路標

準一般來說與 Ethernet II 是相同的，其最大的不同處只在網路封包的開

頭部份（header）。 
                                                 
8 Daniel Minoli, ''Video Dialtone Technology'' McGRAW-HALL,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96, page 410. 

 19



 
2. Ethernet 的運作原理 CSMA/CD 

CSMA/CD 是 Ethernet 和 802.3 網路採用的介質存取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或縮寫為 MAC）機制。CSMA/CD 代表"具碰撞偵測之

載波感測多重存取"（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CSMA/CD 所使用的是所謂的基頻傳輸。基頻傳輸網路的特

性是，在實體介質（physical medium）上只提供一個頻道作為傳輸之用，

因此在每一時間點，只有一個使用者能使用此實體介質。使用者在傳送

時，可以使用任何的波形、任何的頻帶（frequency band），而不需要調

變到一個特殊的頻帶。就因為這個基頻傳輸的特性，若有兩個以上的

CSMA/CD 使用者同時占用頻道，就會產生碰撞，破壞所傳送的封包信

號，使這些同時的封包傳送失敗。因此，CSMA/CD 規定每一個使用者

（通常是網路卡）在傳送之前必須先偵測通道中是否有人正在傳送封

包。如果他發現通道不在使用中，就會開始傳送自己的封包，同時繼續

監控是否有碰撞的情形發生，直到封包傳送完畢。若是偵測到碰撞，傳

送的使用者會立刻終止傳了一半的封包，以免繼續碰撞，浪費通道的使

用效率。因為 CSMA/CD 有這麼多精心設計的特性，所以有極高的使用

效率，儼然成為目前最流行的區域網路協定。 

 

Collision!

 
   圖 4. 同軸電纜上的封包碰撞 

 
Ethernets 的主要種類： 

（1）10Base2：是 10MHz Ethernet 運作在較細的，50 Ohm 的基頻

同軸電纜。10Base2 也通常被稱為『細的 Ethernet』（thin-Ethernet）或『廉

價 Ethernet』（Cheapernet）。使用 T 形的 BNC 聯接器。每段未經增強

（unrepeated）的 cable 線段的距離上限是 185 公尺，使用裝置的上限是

30 個，裝置之間的最小距離是 0.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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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Base5：是 10MHz Ethernet 運作在標準的（thick），50 Ohm
的基頻同軸電纜。每段未經增強（unrepeated）的 cable 線段的距離上限

是 500 公尺，使用裝置的上限是 100 個，裝置之間的最小距離是 2.5 公

尺。 
（ 3） 10BaseT：是 10MHz Ethernet 運作在 ''無遮蔽雙絞線 '' 

（unshielded, twisted-pair cabling），最大長度是 100 到 150 公尺。使用

RJ-45 聯接器。 
（4）100BaseT 與 100VG-AnyLAN：這是新發展出來的高速

Ethernet。當 IEEE 802.31 標準委員會高速 Ethernet 分部要制定高速

Ethernet 標準時，他們發現當時市面上已有兩個主流標準: 第一種的作

法是將原有的 Ethernet 系統加速到 100Mbps，保留原有的 CSMA/CD 媒

介存取控制架構，這種方法被稱為 100BASE-T 高速 Ethernet。另一種作

法採用一種全新的媒介存取控制架構，由集線器使用 ''優先序要求 ''
（demand priority）的方法來控制媒介的存取，這個新作法甚至可擴充

到能傳送''記號環''（token ring）的封包框。這第二種方法現在被稱為

100VG-AnyLAN。因此 IEEE 決定兩種方法都要列入標準: 100BASE-T
高速 Ethernet 併入原有的 802.3Ethernet 標準，100VG-AnyLAN 系統則

定為 IEEE 802.12 標準。 

 
 

 
    圖 5. 10Base2 之 T 形 BNC 聯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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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10BaseT 以 RJ-45 聯接器與 hub 連接 

 
3. 增強器（Repeater）與橋接器（Bridge）： 

（1）增強器的運作完全遵照電氣信號幅度來連結同軸電纜區段。

它所有的功用就是放大與整形原先已衰微的類比信號，來增加網路區段

延伸的距離。因此它並不知道封包結構的內容和封包目的地等資訊，無

法像橋接器一樣，有控制流量的功能。 
（2）Bridge 可連結不同的電纜區段（通常指實體上一段長度的纜

線），並在其間作封包交通的傳遞工作。幾乎所有現今的橋接器都有自

動學習的功能，稱為學習橋接器（learning bridge）。學習橋接器會監視

所連接兩側纜線上封包的 MAC 位址，嘗試去記憶那個位址出現在哪一

邊。當它接收到封包的時候，它可以根據這個資訊判斷要把封包轉送到

橋接器的另一邊或是不做轉送（因為該封包的來源與目的地都在橋接器

的同一邊）。如果學習橋接器不確定某個封包的目的地是在哪一邊，預

設的判斷是轉送這個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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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Repeater

Ethernet frame

 
    圖 7. 增強器與橋接器 

 
4. 集線器（Hub 或 Concentrator）： 

Hub，字面意思是"車輪的輪軸"，指的是一個放射狀網路的中央

（裝）配線點。Hub 的階層式連接可將數個放射狀的 hub 網路在連結成

一個單一網路。我們可將 hub 視為一種 10Base2 Ethernet 的變形。 

10Base2

Hub+10BaseT

 
      
 圖 8. 等價結構：10Base2 與 hub+10BaseT 

 

（三）TCP/IP 網路簡介 

 以 下 我 們 將 介 紹 簡 單 的 TCP/IP （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網路，並以一個虛擬的 NTU 校園網路為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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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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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NTU 虛擬網路。 

 
1. IP 位址： 

 Internet 每個主機上的網路 device 都有一個唯一的 IP 位址，長度

為 32 bits。為了使用上的方便，我們通常將 IP 位址分成四個 "8 bits 數
字" 的方式來表示。因此每一個數字的範圍就是 0 到 255。採用這種表

示法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可將 IP 位址分為網路位址與主機位址。如

圖 9 中，hamming 的 IP 位址為 140.112.6.217，若從電機系子網路來看，

其網路位址為 140.112.6.0，主機位址為 217；但若從 NTU campus 網路

來看，其網路位址為 140.112.0.0，主機位址為 6.217。所要傳遞的訊息，

先切成一個個的 IP 封包，填上來源 IP 與目的地 IP 便可交由 MAC 層送

出。以下，我們舉一個 IP 連線的例子來說明：假想某位 hamming 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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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想要連線到 euler。由圖 10 可看出，封包傳送具有''儲存再轉送''的
特性。 

 

6.0
ee.ntu.edu.tw

shannon quark

gauss

Electrical Eng. Department  Physics Department

Mathematics Department

hamming

euler

2.254

254.2
254.6

6.254 12.254

254.12

6.217

gateway
WAN

NTU Campus
140.112.0.0

254.1

12.0
phys.ntu.edu.tw

2.0
math.ntu.edu.tw

2.82

        圖 10. hamming 連線到 euler（store-and-forward） 

 
（1）若 hamming 發現封包的目的地 IP 與自己 IP 是同一子網路，

它就利用 ARP 找出該 IP 對應的 Ethernet 位址，再直接傳送 IP 封包到該

Ethernet 位址。所謂的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協定的用處

是：每張 Ethernet 網路卡都有一個唯一的 Ethernet 位址（以硬體方式記

在卡上不能更改），但 IP 卻可經由軟體來設定或更改。在同一個 ethernet
網路上，以廣播方式詢問某一 IP 所對應的 Ethernet 位址的方法稱為

ARP。 
（2）若 hamming 發現封包的目的地 IP（140.112.2.82）與自己 IP

（140.112.6.217）是屬不同子網路，它只有將 IP 封包送給電機系的

gateway 兼 router---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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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shannon 同時具有兩張網路卡 ---eth0 屬於電機子網

（140.112.6.0），而 eth1 屬於 NTU campus 骨幹網路（140.112.254.0）。
shannon 主機上的''路由表''（routing table）如 Table. 1.  

 
Network Gateway Interface 
 140.112.254.0 - eth1 
 140.112.2.0 140.112.254.2 eth1 
140.112.3.0 104.112.254.3 eth1 
 …  …  … 
 140.112.6.0 -  eth0 
… … … 
 
            Table. 1 路由器的路由表. 

 
（4）由網路卡 eth0 收到 hamming 傳來的 IP 封包後，shannon 發現

所接收到 IP 封包的目的地 IP （140.112.2.82）是在 140.112.2.0 這子網

路中，根據 ''路由表''，shannon 決定將這些封包送給數學系的 gateway
兼 router gauss（140.112.254.2），並交由 MAC 層 eth1 網路卡傳出。 

（5）由網路卡 eth1 收到 shannon 傳來的 IP 封包後，gauss 發現所

接收到 IP 封包的目的地 IP （140.112.2.82）是在 eth0 所在的子網路中，

因此不再需要中介者，gauss 決定將這些 IP 封包送給目的地 euler，並交

由 MAC 層 eth0 網路卡傳出。euler 收到 IP 封包後，整個傳送過程便完

成。 

 
2. 分封交換與交換器 

上例中 shannon 的角色就如同一個多頭開關（或稱交換器，

switch），視需要將封包送到不同的目的地去。這就是分封交換網路名稱

的由來。 

 
若我們將 shannon，gauss，quark 三個 routers 擠到一個很高速的主機裡，

這就產生了 IP switch 這種網路設備的概念。以特化的高速硬體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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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來作封包交換，對於各個 IP 連線品質就能夠作更有彈性的控制與保

障。 

 

(a)

shannon quark

gauss

EE PHYS

MATH

IP SWITCH

EE PHYS

MATH
(b)

      圖 11.（a）封包交換器就像一個多頭開關。  
（b）IP 交換器（IP switch）的概念。 

 

三、新興的多媒體網路應用 

（一）無線上網（Internet over Wireless）：無線應用軟體協定（WAP9，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WAP10 填補了行動通訊與網際網路之間的隔閡，無論使用者用的

是那一種網路、無線通訊技術或是行動電話廠牌，用戶都可以得到多樣

化的網際網路服務。 

 
WAP 標準是 Ericsson、Nokia、Motorola 以及 Unwired Planet 在 1997

                                                 
9 http://www.wapforum.org/. 
10 http://www.webproforum.com/wap/index.html. 

 27



年夏天發起制定的。其目的在於訂定一個跨工業界的標準，以方便在無

線網路上開發各種的應用程式。WAP 也制定了一個應用程式發展環

境，已可提供一個微型瀏覽器、電子郵件、WWW 網頁與行動電話訊息

互傳，和行動式傳真發送與接收。除此之外，WAP 用戶也能輕易的在

安全機制的保障下，取用個人相關的網際網路資訊與服務，像是一致的

銀行帳戶服務，即時金融資訊，並進行各式電子商務交易等等。用戶所

發出的服務要求，在無線通訊業者內部網路以 URL（Universal Resource 
Location）的形式送往 WAP gateway（閘道），而 WAP gateway 便是連接

業者網路與網際網路的流通介面（圖 12） 

 
 

Internet
Telecom
Internal

networks

w
ap

 g
at

ew
ay

base
station

WAP
mobile phone

 
圖 12. WAP 與 Wapgateway、Internet 之間的網路連線。 

 
WAP 使用了許多網際網路標準，如：XML（eXtended Markup 

Language，延伸標記語言）、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使用者封

包協定）以及 IP 協定。為了適應無線網路的長延遲和低頻寬特性，WAP
使用二元碼（binary）方式傳送以便能更有效的壓縮資料。其特殊的無

線標記語言稿（WMLScript，Wireless Markup Language Script）用來產

生 WAP 網頁輸出，能在小的液晶螢幕上有更佳的效果，簡單的使用者

介面讓用戶可用單手操作。因此在可預見的未來，無線上網的市場充滿

了商機，而 WAP 在近八成的行動通訊企業支持下，應有相當不錯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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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前景。 

 
（二）網站電視，網站廣播，選播影音（Web TV，Web casting，and Video  

on Demand） 

愈來愈多的電視公司、廣播公司，經由網際網路播送其電視與廣播

節目。而大部分的業者都是利用Real11 公司的即時傳送技術，來架設傳

送多媒體影音的伺服器。Real公司在 1994 年取得了在網際網路上傳送

多媒體資訊的專利，之後便致力於開發專屬這個領域的應用程式。但是

全球佔有率最高的微軟（Microsoft）公司最近也開始注意到個網際網路

多媒體影音市場，推出自己的產品─Netshow─來與Real公司競爭這個

相當具有潛力的網路領域。誰能取得最後的主導角色，仍有待觀察。 

 
Real 公司所開發的網站電視和網站廣播產品可以簡單分成三部

份：產生壓縮格式檔案的編碼程式（encoder），兼具解壓縮與播放功能

的播放程式（player），以及在網際網路上提供散佈媒體服務的伺服器程

式。在傳送影像節目時，RealAudio 播放器必須與影像同步播放。其所

採用的影像格式是 Macromedia 所發展的 Flash 格式，能在頻寬不甚充

裕的情況下提供高品質的動畫效果。在建立伺服器網站時，只要事先將

影像與聲音檔案做好連結，伺服器在傳送時就會自動進行影音同步的工

作。 

 
此外，Real 公司的伺服器網站也加入了身份認證與費率計算的功

能，專門設計來提供 Video on Demand（Vod，選播影音）的服務，在未

來網路電視、廣播公司日漸風行的情形下，能保障媒體公司的營收和付

費收播使用者的權利。 

四、網際網路之技術特色 

（一）網際網路是一個分散的網路 

網際網路（Internet）近年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產

                                                 
11 http://www.re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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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掀起無法抵抗的旋風，從而引發數位經濟以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

以及與此相關的無數研究。網際網路起源於早期的美國國防實驗網路

ARPANET，將主要研究單位的電腦區域網路連結起來，傳送電子郵件

及檔案。其基礎技術在於 TCP/IP 通訊協定，不同於傳統的電路交換

（circuit switching）而以分封交換為主，徹底改變了通訊科技的面貌。

但是通訊科技的使用，因牽涉到大規模基礎建設，其演變過程是緩慢

的，此項革命性的通訊科技因此和傳統網路的硬體及軟體（網路內容、

廣播與電視）產生了極大的相互影響。傳輸服務者、ISP、各項周邊軟

體供應商，與各種網路服務業者便因此產生了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圖

13 及圖 14 說明了這項通訊科技基礎上的改變。 

 
（圖 13） 

傳 統 電 信 網 路

公 眾 電 信 交 換 網 路

( P S T N )

長 途 電 話
( L o n g  d i s t a n c e )

國 際 電 話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第 二 類 電 信 業 者 及 其 他 應 用 服 務

C l a s s  2  O p e r a t i o n s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是 一 個 集 中 化 的 網 路
( a  c e n t r a l i z e d  r e a l i z a t i o n ! )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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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I S P /數 位 用 戶 迴 路

 ( I S P /X D S L  o v e r  P S T N )

光 纖 同 軸 混 合

纜 線 數 據 機

( H F C  C a b le  M o d e m )

衛 星 直 接 到

個 人 電 腦

( s a t e l l i t e  d i r e c t  to  P C )

新 進 業 者 現 有 業 者

網 際 網 路 是 一 個 分 散 的 網 路 !

( I n t e r n e t  i s  a  d i s t r ib u te d  n e t w o r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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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通訊服務產業而言，小型的業者有生存的空間以及競爭力。 
2、就高科技產業而言，4C 產業將結合。 
3、就經濟而言，不斷有新的商業行為及電子商務，有更多的方式

來滿足人類之需求，有更多的商業機會，在金融市場有更多的希望與幻

想。 

 
網際網路事實上是藉由和電信及消費電子之結合，為廣義的媒體提

供新的舞台，事實上網際網路的中文名稱頗誤導人，Internet 在英文中

是大寫，代表獨一無二，絕非連結網路之意，換言之，網際網路代表''
一個''整合性的分散架構網路，有別於傳統電信網路，它不是由某家公

司所單獨建立（如中華電信建立我國電信網路，NTT 建立日本電信網

路），而是由各公司乃至個人共同建立其硬體及軟體， 
․是全球性的進步，不侷限於某一國家區域， 
․完全以技術導向作為動力， 
․由私人企業及個人所推行及建設 

 
所謂的 Internet 因此可以看做是個數學上的 mapping，將（1）實體

網路或傳輸，（2）資訊或服務  相互對映二大類型營業行為（business 
behavior）。圖 15 可說明此種關係。 

 
（圖 15） 

資訊及服務 

Internet 

傳輸、實體網路 

Mapping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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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網路中上此項 mapping 是必然不變的，可以進行切割性管理

（如電信法將電信事業分為第一類及第二類電信事業），但對網際網路

而言，mapping 是廣義的函數，可隨時間變化，因此產業發展、管理、

競爭、經營型態發生革命性變化，而必須重新思考其定位。本研究旨在

從網際網路之產業特性研究其競爭規定。 

 

（二）網際網路使用之載具是多元的 

隨著科技之進步，網際網路之載具已由早先之公眾電信交換網路

（PSTN，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發展到使用有線電視網

路（cable TV）、無線電訊（wireless）、大眾媒體（mass media）以及直

播衛星。目前此等載具之技術均已成熟，並且均有實際商業運用之例

子。12 圖 16 可說明網際網路載具之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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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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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ATMFrame
Relay Cellula

HFC xDSL

ISDN

 
 

                                                 
12 見Jason Oxman, The FCC and the Un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OPP, FCC Working Paper No.31 
（ July 1999 ）,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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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路與數位匯流交互強化 

    由於數位科技之突飛猛進，傳統通訊、媒體、資訊產業以及文化娛

樂業之界限先趨於模糊，再又走向整合與匯流。而使此種匯流趨勢成為

可能，並且一再強化此種發展的就是網際網路的興起與普及。相同地，

數位匯流之日新月異，亦會直接影響網際網路之應用與價值。 

 

（四）開放性 

網際網路最重要的技術特徵為「開放性」（openness），這種特徵可 
讓使用網際網路者輕易地運用新的技術與其他上網者溝通。事實上，這

種開放性乃受惠於早期網際網路的開路先鋒所訂定的通訊協定

（protocol）：電腦之間通信與資料傳送所遵守網際網路通訊協定（簡稱

IP）所影響。此協定的內容為：「無人擁有IP；無人授權其使用；無人

可限制接近使用之權力；IP乃人人所共享共用的」。當今網際網路於各

領域蓬勃發展，無論是電子商務、醫療教育、私人用途等，都應歸功於

網際網路特有的開放性。13

 
網際網路之開放性、相容性（compatibility）與連接性（connectivity）

誠然為網際網路命脈之所繫。但是隨著網際網路之商業化，卻越來越有

可能受到威脅，亦即各種通訊協定與技術標準被賦予財產權之屬性，而

具有排他之作用。 

 
 

 

 

 

 

                                                 
13 Oxman，前揭文，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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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網際網路產業之研究 
一、文獻對網際網路產業之分類 

我們調查的文獻對於網際網路產業，均侷限在討論網際網路服務提

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因此，以下均是對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

的角色分類。 

 
資策會對於ISP的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將網際網路產品與服務分

成十類：14

 
1.網路連線服務 自營或總代理（非分銷商）國內外網路服務（非

分銷商），可授與使用者上線帳號。 
2. 硬體產品 自行開發或總代理（非分銷商）國內外數據

機、集線器、路由器、轉換器、網路卡等五類

產品。 
3.軟體產品 自行開發或總代理（非分銷商）國內外Client

端、 Server 端工具軟體，如 TCP/IP,WWW 

Browser, WWW Server, E-Mail, News, 
FTP,Telnet, Finger, Wais, 網際電話、網際傳

真、防火牆、Data Base Engine等付費軟體 
4.系統規畫建置

服務 
依據使用者需求, 對網路系統進行適當評估，

提出規畫與建置之建議 ,並提供Web Page, 
Internet, Intranet, Extranet相關系統之建置服

務。 
5.教育訓練服務 提供網際網路上線與應用等相關教學課程服

務。 
6.虛擬主機服務 提供網路主機資料儲存空間，供使用者租用，

設立網站對外提供服務。 
7.網路購物服務 於網際網路上提供商品行銷與相關訂購資

訊，以供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傳送訂單與付款

                                                 
14 黃正傑，應用網際網路提昇企業優勢之探討，台大資管所碩士論文，民國 86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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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進行商品採購。 
8.資源索引服務 提供網路資源搜尋引擎及目錄相關服務。 
9.出版品 出版網際網路應用與技術相關期刊、書籍與多

媒體節目。 
10.Internet 咖 啡

屋/上網區 
提供網際網路上線設備，供一般民眾上網之網

路咖啡屋與上網區。 

 
而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將Internet的產品與服務分為二

類：15

 
撥接業務為大

宗之 ISP 
其以網路連線服務（Internet Access Provider， 
IAP）為主，又可分為撥接及專線二種業務。

另包含提供電子商務、通訊服務、線上娛樂、

資訊提供業務等加值服務。 
網際網路整合

服務業者 
主要指網路設計及架設。 

 
林萍16 在我國網際網路服務業競爭策略之研究中，基於於ISP產品與

服務的差異性很大，將我國ISP業者所提供的服務類型分成三類： 

 
第一類 網路連線服務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 IAP）： 
分為撥接及專線服務兩種，其中撥接主要針對個人用戶，專線針對企

業用戶 

 
第二類 網際網路加值服務： 

․電子購物，即網上購物服務，是電子商務中企業對消費者提

供服務的部份 
․資訊提供(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主要指出版品，報紙，資

料庫等 

                                                 
15 劉奕慶，ISP現況與策略分析，資策會MIC，民國 86 年 
16 林萍，我國網際網路服務業競爭策略之研究，台大資管所碩士論文，民國 86 年 6 月 

 35



․線上娛樂，提供各種遊戲 
․資源索引，網路資源搜尋及目錄 

 
第三類 網路整合服務： 

․網際網路相關硬體產品，包括數據機、集線器、路由器、轉

換器、網路卡等五類產品。 
․網際網路相關軟體產品，包括 Client 以及 Server 端所有相關

軟 體 工 具 ， TCP/IP,WWW Browser, WWW  Server, 
News ,FTP ,Telnet ,Finger, Wais,E-Mail，網際電話、網際傳真、

防火牆、Data Base Engine 等付費軟體 
․系統規畫建置，含網際網路, Intranet, Extranet，相關系統建置

服務，Homepage 設計，及虛擬主機服務，及上述系統規畫設

計之顧問諮詢服務。 

 

二、我國網際網路事業之分析 

 

 
 

圖 17 全球上網人口占各國人口比例前十六名。資訊與電腦，1999,4 
 

 36



台 灣 網 路 用 戶 數

1 5 0 0 1 6 2 9 1 7 7 5 1 8 5 7 1 9 9 1 2 0 7 0

7 7 0
7 7 0

7 7 0
8 5 0

1 0 2 0
1 1 0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3 0 0 0

3 5 0 0

日 期

人
數
(千

)

商 業 網 路 用 戶 學 術 網 路 用 戶

學 術 網 路 用 戶 7 7 0 7 7 0 7 7 0 8 5 0 1 0 2 0 1 1 0 0

商 業 網 路 用 戶 1 5 0 0 1 6 2 9 1 7 7 5 1 8 5 7 1 9 9 1 2 0 7 0

9 8 / 0 8 9 8 / 0 9 9 8 / 1 0 9 8 / 1 1 9 8 / 1 2 9 9 / 0 1

 
 

圖 18 台灣網際網路用戶數。資料來源：經濟部技術處 NII 科專計劃 
 
 
 

總括而言：第一類提供網際網路連線服務，第二類提供網際網路加

值服務，第三類提供網際網路整合服務。三種類型服務均完整提供者，

可稱為全方位之 ISP。僅提供一類或兩類服務者，或雖然三類服務都涉

及，但並未提供整合服務者，為專業型之 ISP。 

 
由於 ISP 自美國發展，這些國際性公司在台灣多有分公司，無論他

們是成立另一家 ISP，或是在原公司內發展 ISP 業務，其 ISP 的相關策

略是相當值得我國 ISP 借鏡。因此本研究將 ISP 產業內的公司，依其公

司資金來源將 ISP 分為國際性或本土性二類。合併上述提供服務類別為

全方位或是專業服務，可得出四種類型的公司。 

 
第一類： 
國際性提供全方位服務之 ISP，例如 IBM 成立的廣通科技，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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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上網及加值服務，IBM 本身提供網路整合服務。此類公司多為財力

雄厚的國際性知名企業，母公司本身即具備許多產品及技術優勢，對於

自己缺乏的技術，多以併購方式快速取得。並自行開發或以策略聯盟方

式，取得標準訂定的主導權。由於具備資金及技術領先優勢，這類 ISP
有極佳的潛力。 

 
第二類： 
本土性提供全方位服務之 ISP，例如資策會成立的 SEEDNet，其中

SEEDNet 雖只從事上網及加值服務，但資策會提供網路整合服務。宏

碁電腦成立的 AcerNet 亦然。此外精業（SysNet）現也朝全方位 ISP 發

展。我國目前有實力提供全方位的 ISP 並不多，主要仍牽涉到技術與資

金，其實資金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技術是可以買到的。 

 
第三類： 
國際性提供專業服務之 ISP：例如台灣惠普科技（HP），主要提供

網路整合服務，包括軟硬體，電子商務服務，以及 Intranet 解決方案，

但其不提供上網撥接服務。Visa 及 Mastercard 專注發展電子商務 SET
標準的建立。由於原先業務專業領域以及公司整體策略的考量，這些公

司未來較不可能朝向全方位 ISP 發展。 

 
第四類： 
本土性提供專業服務之 ISP：例如中華電信 HiNet，主要以撥接業

務為主，加值服務為輔，但不經營網路整合服務。台灣電訊（TTN）亦

然。至於一些中小規模的 ISP，多以加值服務為主，撥接服務為輔，例

如悉達，索夫特。也有僅單獨提供加值服務，例如僅幫人設計

homepage，或只提供內容，做 content provider，另有公司提供加值及網

路整合服務，例如提供 homepage 設計及虛擬主機服務。這類公司雖都

提供專業性服務，但其中差異相當大。以撥接服務來說，現在仍是 HiNet
的天下，HiNet 目前雖加強提供加值服務，但未見有跨入網路整合服務

之意向。而其他或提供加值服務，或提供網路整合服務，較少有提供全

方位服務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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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路之產業關係與經濟特色 
（一）產業關係 

 

網際網路相關產業之關係有其重疊處，亦有其不同之處。但隨著匯

流之加速與深化，彼此間可能有無數的組合方式，或垂直整合，或策略

聯盟，或者是多角化經營，或者是專精化，部分競爭又部分合作。傳統

業別之劃分與上中下游之產業結構，均被打破。此可以圖 19 說明之： 

 
 

 
 
 
 
 
 
 
 
 
 
 
 
 
 
 
 
 
 

文
化
娛
樂

媒
體 

電
信 

電腦及 

消費電子 

▽ 網際網路 

 
（電信17；媒體18）（圖 19） 

                                                 
17 我國是世界上除英國外少數在資訊通信網際網路上有硬體製造能力的國家，在區域網路卡（LAN 
card）、數據機（modem）、集訊器（concentrator）、集線器（hub），乃至第三層交換機（layer-3 switch），
我國均穩居世界一、二名。但在傳統電信上，則處於相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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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市場參予者，在產品與服務的提供上，往往涉入多個加值活

動。以廣播電視業者為例，事實上他們參與了三個加值活動，包括：內

容的生產、節目的安排，以及內容的配送。如果我們對照有線電視，比

較容易觀察出來這些加值活動，例如，電影頻道經營者提供的加值活動

是節目安排，而內容是來自於電影商，最後電影頻道經營者需要有線電

視系統商播送。 

 
其次，網際網路產業，特別是內容服務業者，消費者所察覺到的最

終產品，其實在產生的過程上，經過了許多廠商的加值。例如，提供金

融資訊的網站，從一開始金融原始資料的取得，網站加工處理數據資訊

成為圖形，到消費者購買適當的軟硬體，以便上網獲得資訊，就可以觀

察出來，產品（在此是服務）從原料到消費者可以消費該產品，有許多

廠商介入其中。因此，網際網路上的廠商，往往兼具多重角色。 

 
另外，即便是同樣的加值活動，也可以服務不同的產品。例如，網

際網路骨幹業者，可能根本不自覺正在傳輸 VoIP 的封包，或是電子郵

件的封包。但是，也有情形是，網際網路接取業者不僅自覺到，並且也

對所控制的資源進行不同的利用，例如有線電視網路不但可以廣播有線

電視節目，也可以傳送網際網路封包。以某些有線電視業者為例，不僅

自製內容，又有節目安排，同時提供配送服務。 

 
基於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並不適於先驗、一般地劃定網際網路事

業之市場，比較穩當的作法是在發生具體個案時，再就系爭事業之特性

與相關之產業環境認定市場。 

 
（二）經濟特色 

首先就實體網際網路之經濟特色而言，最明顯的就是建立最高層實

體網際網路（top-level networks）的固定成本很高，因此會有規模經濟、

自然獨占的問題，因此也產生網路外部性的效果（Netzwerkexternalität，

                                                                                                                                                 
18 媒體將會不僅是傳統的廣播電視，如電台、有線電視等，亦會是資訊提供者如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入口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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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externalities），亦即網路之使用者越多，則網路對其所有使用者

之效益也越大，19 或「連上某個網路的價值，取決於已經連上該網路

的其他使用者之數量多寡」。20

 
虛擬網際網路除了亦具備前述網路外部性之外，尚有許多特色，例

如業者進入市場之成本降低、業者之數目增加快速，因而提升市場競爭

之強度；市場透明度由於資訊易於取得而提高，市場接近完全競爭。21 
製造商與最終消費者間建立直接銷售、服務之管道，影響經銷制度。然

而不容否認的是，虛擬網際網路亦呈現一些與前述特色矛盾之現象，例

如隨著進入成本下降、業者數目與產品差異化不斷增加、資訊之氾濫

（information overflow），以及虛擬網際網路無政府之架構方式令人難以

透視，市場反而可能更趨不透明，取得資訊之交易成本不降反升。 

 
 
 

                                                 
19 Hanno Beck, Die wettbewerbspolitische Relevanz des Internet, WuW 5/1999 460-467（463）。 
20 劉靜怡，初探網路產業的市場規範及其未來，台大法學論叢，第 28 卷第 4 期，88 年 7 月，第

1-66 頁（第 45 頁）。 
21 Beck，前揭文，第 4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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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訊通信網際網路產業之跨業發展與整合 

一、產業併購與策略聯盟風起雲湧 

資訊通信產業之一項特徵就是各種各樣的產業併購或策略聯盟，包

括同業之間、不同業之間、國內與跨國，琳瑯滿目，完全突破各項產業

之傳統界線，而且交易金額之高，令人咋舌。先將近年較知名之案件整

理如下： 

 

（一）業者併購有線電視產業 

 
Date 併購者 受併者 

1998.6 AT&T TCI 
1999.5 AT&T MediaOne, Lenfest 
1999.5 Cox TCA Cable, Media General Cable 
1999.5 Charter Falcon Cable TV, Fanch 

 

（二）電信業者間之併購 

 
Date 併購者 受併者 

1997.4 SBC Pacific Telesis 
1997.4 WorldCom MCI 

1997.8 Bell Atlantic Nynex 
1998.1 SBC SENT 
1998.5 SBC Ameritech 
1998.6 Qwest LCI 
1998.6 AT&T TCI 
1998.7 AT&T TCG 
1998.7 AT&T BT venture 
1998.7 Cable & Wireless MCI Internet Bac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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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7 Bell Atlantic GTE 
1999.10 MCI WorldCom /Sprint 

 

（三）微軟投資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案 

 
Date 投資對象 投資金額 

1996 Comcast 10 億美元 

1998.5 AT&T 50 億美元 

1999.2 CL/telewest ? 
1999.7 Rogers 20 億加幣 

1999.12 易利信 ? 
 
 

（四）網路產業間之併購 

 
Date 併購者 受併者 

1998.? AOL Netscape Com. 
1999.5 @Home Excie 
1999.7 Yahoo! Geocities 
1999.9/10 Yahoo! Broadcast.com 

 

（五）其他跨業結盟併購 

1. TCI , Comcast, Cox Communications 等三家有線電視業者共同投

資 Sprint 電話公司之子公司 Sprint PCS 的股份超過 60%。 
2. US West 投資 Time Warner 25%的股份。 
3. AT&T 與 Lycos（網路搜尋引擎）展開策略聯盟以開發新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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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產業結合與策略聯盟之介紹 
（一）電信事業間結合與策略聯盟：以歐洲電信業整合為例 

 
一九九九年十月十八日，法國電信已拿下德國第三大行動電話公司

E-Plus 的經營權，合約價碼為七十四億歐元（八十億美元）。幾乎同一

時間，德國的 Mannesmann 宣佈買下英國第三大行動電話公司 Orange，
開價更高，達一百九十八億英鎊（三百三十億美元），僅略低於今年稍

早奧利維帝購併義大利電信的價錢。 

 
這一波電信購併熱潮由今年初英國的 Vodafone 與美國的 AirTouch

六百二十億美元的英美聯姻合約所點燃。未來電信業講究的不只是無線

的語音與數據服務，想成為明日贏家，還要能快速地建構無縫隙、低價，

且服務橫跨數個國家的無線電信網路。電信購併凸顯出業者整合腳步之

快，購併活動已成為電信業之聖杯。 

 
Mannesmann 買下 Orange 的好處不僅在英國電信市場。Orange 在

數個 Mannesmann 想要打入的歐洲市場都有據點。因此這筆交易有其積

極擴張的意義。從另一方面，這筆交易也有防守作用，Mannesmann 規

模變大，可提高競爭對手發動購併的難度，讓對手難以侵犯。譬如若

Vodafone AirTouch 想吃下 Mannesmann，則因其旗下有 Orange 的業務，

將會造成英國市場形成獨占或寡占優勢，因此英國的主管機關不會輕易

放行。 

 
Vodafone AirTouch 的結合帶來跨大陸網路整合的新風潮，電信漫

遊的時代已過去，業者冀望擁有自己的跨國網路，以提供高品質、低價

格的完整跨國電信服務，才能因應市場競爭。 

 
（二）電信與有線電視之結合：以AT&T大買美國有線電視事業22為例 

 
AT&T 支付龐大的金額取得一千六百四十萬位 MediaOne 與 TCI 的

                                                 
22 The Economist, Dec. 11th 1999, p.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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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線訂戶以及經過其系統的二千八百萬戶用戶。它必須再付出以數十億

美元計之費用將僅設計來輸出電視頻道的管線轉換成為高容量的雙向

光纖。AT＆T 的商業測試證明改造過的纜線系統的確能夠傳送多種服務

－一高品質的電話技術、高速網際網路存取，以及數位互談式電視－與

AT＆T 承諾過的一模一樣。AT＆T 自一九八四年分割後，就被限制在

經營長途電話市場，這個市場不但競爭激烈，而且進入的障礙相對也較

低。根據美國一九九六年電信法的規定，貝爾經營公司應該是要開放他

們的獨占的市話，以便交換能夠經營長途電話市場的機會。然而儘管

AT&T 花了數十億美元想要打通這些市話市場，但是並沒有出現任何突

破。 

 
AT＆T 在一九九五年已經由聯邦拍賣買下足夠的頻譜以提供全國

性的「固定無線」服務－其中僅有區域迴路（local loop）是無線的－而

且自從那時起即不斷使這項技術更臻完美 。AT&T 了解到，如果能夠

充分地將纜線系統升級，那麼它將成為帶來「永遠開著」（al ways on）
的高速網際網路存取、隨取視訊，與以電視為基礎的電子商務等新服務

的理想平台。語音電話幾乎可以成為免費—如果用戶採用了其他的加值

服務。市內電話公司不僅會發現他們難以提供像纜線一般多樣的服務，

他們原本提供的服務上也會辛苦地與人競爭。下定決心的 AT&T 迅速地

買下能使其願景成真的纜線系統，首先在一九九八年以五百億美元買下

TCI 之後，於去年四月又以六百億美元取得 MediaOne。在將自己建立

成為全美最大的纜線公司之後，AT&T 目前正與時代華納磋商，以將

AT＆T 的電話服 務擴展到其網路當中並且共享營收。那代表 AT＆T 將

能夠以其新服務觸達約半數的美國家庭。 

 
（三）全新的業者：以易利信、微軟結盟為例23

 
瑞典電大廠易利信公司與微軟進行策略性結盟，以發展點對點的無

線網際網路連線解決方案。微軟可望攻入行動電話作業系統市場，易利

信則能加強在無線上網的市場份量，有能力與領先者諾基亞一較高下。

                                                 
23 工商時報，焦點新聞，88.12.09，記者林正峰綜合八日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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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利信與微軟合作成立合資企業，新公司將發展與行銷行動電話用的電

子郵件解決方案給電信業者。易利信將提供該公司根據無線應用程式協

定（WAP）技術研發的系統給微軟，另外易利信也將採用微軟新開發的

行動電話專用探險家瀏覽器（Mobile Explorer）在特別設計的手機上。

新公司將以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伺服器應用軟體與易利信的行動電話

網際網路技術來發展各項解決的方案。此合作案對整個無線產業的生態

影響深遠，易利信有手機，微軟掌握軟體，微軟將因此攻入行動電話作

業系統與應用軟體的市場。 

 
（四）結合之障礙：媒體之特殊性 

 
舉例而言，在英國，有線電視業者不得擁有一五％以上的收視戶，

報紙發行量超逾二○％的公司不得擁有電視廣播公司，澳洲媒體巨子梅

鐸始終無法介入英國的廣播事業的原因也就在此。在歐洲研議中的媒體

合併便時常被輕易地政治化。梅鐸企圖買下曼徹斯特聯合足球俱樂部即

為一例（今日的足球是電視轉播大事）。拒絕這樁交易的經濟理由十分

牽強，但政治理由卻十分有力，因為全英國的媒體老闆異口同聲抗議英

國人的基本自由遭到侵犯。英國政府推翻這項提議，舉國歡騰（至少其

他媒體老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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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資訊通信產業之跨出與跨入 

一、 網際網路傳送語音電話 
公眾網路提供的服務與數據網路的服務，在過去是截然不同的。前

者提供語音服務，而後者則是供電腦間傳輸資料。但是，一方面資訊科

技的進步，加上企業希望可以減少電話費用的支出，在 1995 年，利用

網際網路傳遞語音（VoIP）的技術問世了。 

 
（一）歷史沿革 
數據傳輸與語音傳輸在電腦網路發展以來，一直被視為兩個世界。

有不同的語彙，不同的效率評估，更重要的是在政府政策裡是具有不同

的地位。相對於電話公司的語音傳輸，數據傳輸被視為必須仰賴在類比

語音傳輸之上，而且其對民生的重要性也不如語音服務。因此，美國政

府歷來政策都是不管制數據網路，在數據網路的技術與語音網路提供的

利益發生衝突時，也都傾向於支持數據網路。 

 
至一九九○年代，一方面對於電腦技術的需求，不斷促使電腦技術

發展；另一方面是，面對越來越加溫的競爭環境，全球各個企業必須有

效降低成本，以及增加所提供商品或是服務的附加價值，因此企業必須

妥善運用與配置資源。在滿足通訊的需求上，開始有人發現建立在數據

網路上的語音網路上，比建立上在語音網路上的數據網路更能有效地運

用資源。所以，站在今日的時點，回顧過去數據網路與電話產業的發展，

可以說有兩股拉力與推力。 
拉力：市場劇烈的競爭，迫使企業必須尋求有效率的資源配置。 

推力：站在數據傳輸邊的資訊科技進步迅速，而且相對於備

受管制的電話產業，較為彈性，而資訊科技的市場也較有效率。 

 
（二）以資料網路傳輸語音 

電腦在多媒體的發展以及數據網路的發展神速。以語音傳輸所需頻

寬為例，十年前的 ISDN 規劃語音服務需要 64 千每秒位元（Kbps）的

頻寬，但目前至少可降低至 16Kbps，而且完全不會損失語音品質。當

然，能夠把語音頻寬降低到四分之一是有先決條件，必須電腦有能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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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運算能力成長。反過來說，如果電腦已經有相對應的運算能力成

長，企業如何能忍受用四倍的資源用同樣的工作。而這正是以資料網路

傳輸語音（Voice Over Data Network）發展的動力。Voice Over Data 
Network 發展初期，與可能使用這項技術的潛在者，包括了使用電信業

者語音服務的企業用戶，以及提供公眾服務的電信業者。 

 
在一九九○年代美國大幅度修正電信法令以前，電信業者的投資報

酬率是以成本計價法，因此電信業者的投資報酬率是受到保障的。以經

濟學來說，個體預期邊際價格超過邊際成本時，才會繼續投入資源生產

直到兩者相等。由於 Voice Over Data Network，尚在發展初期，需要繼

續投入金額，未來預期收益都不是很確定的情形下，既有電信業者投入

Voice Over Network 的成本至少會等於：投入資金成本加上風險。因此

既有電信業者對於 Voice Over Data Network 上，是沒有誘因的。 

 
相反的，使用電信服務的用戶，特別是企業，由於電腦傳輸的需要，

已經建立了企業內部網路。另外一方面，由於電話服務是受到管制的，

而且背負著普及服務、法定的計價模式，等等不見得符合市場分配效率

的費用。因此，企業利用既有內部網路提供語音服務，既是運用已投入

資源，又可以減少來自法律規定的費用。因此，只要新投入資訊科技成

本能夠小於以上的減少成本，企業就具有經濟誘因投入資源，在內部利

用資料網路提供語音服務。 

 
在電信政策朝向自由化的方向前進後，對於新電信業者而言，沒有

既有傳統語音服務設備，反而可以自由地從眾多技術裡，選擇符合該公

司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策略的技術。既有電信業者在面臨產業中新加入

者，以及潛在加入者，客戶和替代品的壓力下，即便他們已經投資巨額

的金額在傳統設備上，也必須考慮新的技術。 

 
於 1995 年之後，網際網路大幅成長。由於網際網路的計費模式，

以及並未受到管制，網路費用呈現劇烈競爭的態勢，不斷地下跌。因而，

促使了一項資訊科技的出現，網路電話（I-Phone）。它標榜著只要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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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費用就可以和國外通話，由於價格和政府管制的國際電話相去甚

遠，儘管品質可能比無線電還糟，願意使用的消費者仍然覺得划的來。 

 
 
 

IPDC SGCP

MGCP

MEGACOP H.248

Bellcore,
Cisco

Bellcore,
Cisco,
Nortel,

Vertical Networks

Level3,
3Com,

Ascend,
Cisco,

Ericsson,
 Lucent,
Nortel,

Selsius,
Stratus,
Tekelec,

Vertical Networks

MDCP Lucent,
AGCS

CableLabs
MGCP/NCS

CableLabs

IETF ITU圖20 標準演進圖 

Voice Over Data Network 要擠壓既有電信技術的市場，必須讓電信

服務的用戶認知到相似的服務，才存在替代性，即：1.一般電話的語音

品質，2.公眾編碼，以及 3.傳統電話上的服務（例如傳真、語音系統），

仍然可以繼續使用。對於電信業者而言，Voice Over Data Network 必須

具備：1.提供經營管理功能（包括計費、網路管理），及 2.可成長性，

方具有替代性。 

 

（三）相關標準 

Voice Over Data Network 的技術，例如 Voice Over Frame Relay，
Voice Over X.25 等。這些技術標準的訂定，較少人注意，因為這些技術

針對的應用範圍是企業內網路，例如台北辦公室到高雄辦公室的通話。

但是，IP 是網際網路的傳輸層協定，而網際網路是目前使用者最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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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公眾網路，而非由單一網路提供者運作的網路環境。因此，IP 是目

前最被接受的數據傳輸協定。因此，Voice Over IP 相當受到重視。 

 
就完成一個完整的發話到結束的過程，VoIP 應用會經過使用 IP 網

路，另外還有經由傳統電話網路的部分。例如，甲企業的員工某乙，要

用桌上的傳統分機電話，發話到丙國的某個客戶丁。一個可能的情境就

會是： 
․某乙的分機到企業的私有交換機是使用傳統的電話技術 
․私有交換機能直接介接 IP 網路 
․丙國有閘道能轉換 IP 形式的通話為語音，並且連接到公眾電話

網路上 

 
因此，VoIP 上需要兩類的標準。第一類是在純粹的 IP 網路上，可

以讓不同網路交換 IP 形式的電話資訊。第二類則是在 IP 網路與傳統電

話網路的交接處，可以發信號給既有的公眾網路完成通話。第一類標

準，目前已經有的國際標準是 ITU H.323。這個標準包括一堆鬆散規定

的協定，包括了各種語音壓縮的格式。第二類標準，而來自兩個領域的

設備廠商，分別是來自數據傳輸產業，以及來自傳統電信設備的廠商，

面臨這樣的需求，也著手進行標準的制定。提供美國地區貝爾電話公司

研發支援的 BellCore，與數據網路裡路由器和交換器領導廠商思科

（Cisco）共同推出了 SGCP（Simple Gateway Control Protocol）；另外同

性質的標準 IPDC，則是由 IP Telephony 服務供應商 Level 3，數據網路

廠商 3Com、Ascend、Cisco，來自歐洲的電信設備廠商易利信、北方，

美國的電信設備廠商朗訊等等，共同提出。這兩個協定，最後整合成

MGCP（Media Gateway Control Protocol），大致上是依循 SGCP。此外，

由於朗訊與 AGCS 認為 MGCP 只有考慮到語音應用的需求，提出了

MDCP，考慮了視訊以及會議功能等。 
 

（四）公眾 VoIP 服務提供者 

提供公眾 VoIP 服務的廠商，可以分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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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信業者採用 VoIP 技術作為骨幹之用， 
2、躉售 VoIP 服務與零售商之廠商,  
3、提供在發話端或收話端的公眾網路介接廠商,以及 
4、零售商 

 
在第一類裡，例如美國的 IDT，提供長途與國際的電話服務。該公

司取得的執照就和一般長途國際電話公司一樣，只是採用的技術是標榜

全部以 IP 為基礎，而且以相較於其他自有設備的業者價廉為號召。 

 
第二類中，包括了 GRIC, ITXC 和 Deltathree。GRIC 是一家美國公

司，從事於提供整合的網際網路服務給 ISP、電信公司以及潛在的電信

業者。例如，HiNet 的全球漫游服務，其實就是透過 HiNet 與 GRIC 的

協定，實際的上網服務是由各加盟網路商提供，而 GRIC 提供了認證、

清算、網路管理、客戶服務等工作。在語音服務方面，它現在有全球

71 個 VoIP Gateway。 

 
ITXC 公司運作 ITXC.net，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由各自獨立的會

員參予的 IP 網路。這些會員負責運作 IP Telephony Gateway，可能是語

音服務提供商、ISP、轉售商、政府電信機構（PTT）、新電信業者，或

是市內電話公司。有些會員可能只負責收話端，有的可能只負責發話

端，甚至只是賣通話卡。ITCX.net也是目前允許不同硬體廠商的Gateway
能溝通的網路，截至一九九九年六月，ITXC.net全球共有 145個點。ITXC
這家公司負責認可、測試、和協助會員佈設網路。Deltatree.com 是唯一

真的所有網路設備都是自有或是與他人共同投資的 IP Telephony服務提

供者。目前可以提供服務發話至超過兩百個國家。截至去年底，它在全

球有 50 個 Gateway。 

 
第三類的廠商要完成發話與收話，就必須參與第二類廠商的網路。

而營收的來源，發話端的廠商則是來自於向客戶收取的通話費用，但是

要付費給負責營運網路的公司，而收話端的廠商收入則是來自於營運網

路的公司使用收話端的收話設備的費用。第四類的廠商和傳統的通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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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者一樣，營收來自於販賣的通話卡，而必須支付批發的通話費用給

網路營運公司。因此，獲利的來源來自於行銷通路與費率的設計。不過

要注意的是，許多的廠商是以上類型的混合經營者。例如，國內的

Timenet.net 吉立時，本身是 ISP，同時也利用自身頻寬與國外網路商介

接提供 VoIP 服務，對一般消費者販售通話卡，也可以做發話端與收話

端的服務。 
 

（五）主要參與者 

從前面的介紹，我們可以了解 VoIP 標準的主要訂定者，和目前有

大規模提供公眾服務的 VoIP 業者，都是國外廠商，而且以美國的影響

力最大。而國際標準的決策場合，主要是 ITU 與 IETF。ITU 是附屬在

聯合國下的組織，我國對於最後的標準決定並沒有參予的權利；IETF
則不是像 ITU 這樣官方的組織，不過以美國方面的參與者影響力較大。 

 

二、以有線電視提供網際網路服務 

（一）先進的有線建設 

傳統有線電視網路最適宜經由單向信號傳送到用戶端的方式來輸

送有線電視影像節目。在新的混合光纖-同軸電纜（HFC）有線電視網

路中，業者正大量鋪設光纖骨幹來取代舊有的同軸電纜骨幹。HFC 的

設計將原有的一整個有線電視網路轉換成數個較小的有線電視網路。這

些"小"系統由光纖連接到頭端，既增加了頻寬又適宜雙向傳輸。數個系

統業者採用區域橋接器來相互連接系統的頭端，這種互連的情形正逐漸

增加中， 可使不同有線電視網路的用戶使用雙向服務相互溝通。 

 
另外一種用來提供Internet介接服務的方式是，以有線電視網路來

傳送下傳的資料，而用一般電話線來傳送上傳的資料。 這種方式可讓

大部分的有線電視業者立刻有能力提供Internet介接服務。由有線電視業

者提供的高速資料、電腦互動與其他基於Internet的服務被稱為''cable 
modem服務''。cable modem就是能轉換數據傳輸使其能在用戶家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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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在家裡，一個cable modem連接到有線電視的同軸線，且通常

用一個標準的乙太網路接頭與使用者的電腦連線。其傳輸速度是一般撥

接設備或是整合服務數位網路（ISDN）的 100 倍。Cable modem通常分

為三類：（1）供個人電腦使用；（2）供LAN（Local Area Network, 區域

網路）與LAN之間橋接器之用；（3）供LAN與LAN之路由器之用。24

 

（二）目前有線電視網際網路提供之服務 

有線電視業者宣稱其所提供的主要''Internet-based''服務，在本質上

將會比較接近傳統的有線電視服務，而比較不像電話公司所提供的

Internet-based服務（只有電信傳送功能和瀏覽器）。25 @Home網路所提

供的@Home服務的組成包含了一個私有的寬頻網路和經由現有有線電

視架構傳送的互動式上線服務，且使用@Home網路的全國高速骨幹網

以及cable modem。@Home主打的''@Home服務''讓其住宅區的用戶能經

由cable modem連上@Home的Internet骨幹網路。值得注意的是，這基本

上與電信ISP公司所提供的上網服務是一樣的。差別只在於連線頻寬的

不同，一個用cable modem，另一個用一般電話之modem。@Home指稱，

其提供的服務讓用戶可以得到"@Home體驗感"（@Home Experience），
這包含了一個永遠連接不需撥接的Internet連線服務（註:電信業者也有

這種連線服務，稱為專線），和一個經由易上手使用者介面操作的多媒

體節目頻道。@Home網路也提供其企業版的服務，稱為"@Work"。它

提供了Internet、Intranet與extranet的連線解決方案，可採用有線電視架

構，或數位傳輸專線架構。其與@Home不同處在於更高的傳輸速度與

更完善的管理，以滿足更好、更穩、更安全的網路通訊需求。 

 
Road Runner是由時代公司和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共同投資，是另一

個經由有線電視網路提供的寬頻高速上線服務。時代華納宣稱，這項服

務讓用戶有機會高速地連線到像是電子報、圖書館或是政府辦公室，探

查一個範圍的娛樂和訊息服務， 連上Internet與現有的上線網站，像是"

                                                 
24 見FCC OPP Working Paper Series 30, Internet Over Cable, pp.75-77. 
25 對此吾人不表同意。電話公司當然也可以提供更多的內容與瀏覽功能，差別只在做與不做罷了，

真正的不同處其實只在有線電視業者在連線速度上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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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華納"的''mega-site'' Pathfinder；使用email和其他上線服務。另外，

如Cablevision Systems和Jones Intercable也是提供類似服務的廠商，在此

不再贅述。26

 
 
 

 

 

 

 

 

 

 

 

 

 

 

 

 

 

 

 

第六章、 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對網際網路產業政策之

                                                 
26 引自FCC OPP Working Paper Series 30, Internet Over Cable, pp.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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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一、傳統不管制之政策 

（一）前言 

網際網路在美國可謂執世界之牛耳，而其如此成功並非偶然。除了

市場力量的帶動，美國聯邦通信委員會（以下簡稱FCC）為網際網路塑

造了一個有利成長的解除管制環境，亦屬功不可沒。本節主要在檢視

FCC有關資料之政策的歷史，以及該政策對於促進網際網路蓬勃發展的

貢獻。FCC對於網際網路的政策，可歸納如下：27

1.制訂電信網路互相連結的政策，此政策使民眾能輕易負擔通訊費

用，並確保電話系統的可靠度以及普及率，且透過電信網路得以

傳輸資料。 
2.經由所謂''電腦諮詢''（Computer Inquiry）程序，認定電信網路上

提供之各種電腦應用並不在管制之列，因而促進了網際網路的蓬

勃發展。 
3.規定加值服務業者免於如同長途電信交換業者（interexchange 

carriers）支付接取費用（access charges）之義務，因而促進廉價

撥接網路之普及。 
4.對於電信設備市場的解除管制，以及要求電信業者必須允許使用

者能夠與其終端設備（terminal equipment）連結，因而促進了數

據機以及其他能輕易與公共交換網路系統連結之資料提供設備

的普及率。 
5、制訂了彈性化的頻譜（spectrum）分配制度，鼓勵業者以創新

技術透過無線系統（wireless）來傳輸資料服務，因而促進了利

用無線通訊上網的發展。 

 

（二）網際網路之開放性與市場競爭 

如同蒸汽引擎促成了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電力改變了十九世紀的

                                                 
27 Oxman, 前揭文，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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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態、線路交換電話系統縮短了二十世紀初期的通訊一般，網際網

路創造了資訊革命，而且即將成為一項最重要的通訊工具。網際網路對

於商業、教育、社會文化等都已產生了無與倫比的影響。根據一份調查

顯示，有近八千萬美國人已上網，於西元兩千年底預估上網人數超過一

億。28 這些些人利用網路購物、投資、擬定旅遊行程、作為教育工具、

學術研究、或者在虛擬社區中與臭氣相投者互動。 

 
因為網路科技之發展，每部電腦只要透過電話線，即可加入上網行

列。由於美國電話網路的普及率以及其開放性，促成了以電話網路為媒

介的網際網路出現驚人的成長。電話網路開放有兩個歷史淵源： 

1.用戶可自由選擇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ISPs）； 
2.用戶可自行加裝連結電話網路的設備。因此，使消費者可以輕

易地藉由數據機連結上網。這種開放的電話網路，鼓勵業者加

速提供新穎且物美價廉上網設備的腳步。29  

 
總言之，網際網路與電信基礎建設之開放性，乃為現今網際網路市

場蓬勃發展的一大 功臣。IP 統一了網際網路使用者之語言，而美國的

資訊高速公路，在 FCC 的監督之下，確保以通訊基礎建設為傳遞媒介

的網際網路能夠連結至美國的任一角落。網際網路的成功並非偶然，早

於三十年前電信資料服務產業萌芽之初，FCC 即已注意到此產業的管制

問題。經過長期研究與多方諮詢後，FCC 才確立應由市場競爭，而非政

府管制，來驅動網際網路成長的政策。以下將詳細分析此政策對於網際

網路的影響。 

 
早期 FCC 解除管制，促使經由電信網路提供之電腦應用服務不斷

成長。再者，FCC 認定以電腦為基礎而透過電信設備所提供之服務，並

非公眾電信業者（common carrier），故不在其管制之列。此一決定乃為

日後網際網路無限制擴張的主因之一。最後，於網際網路產業已臻成熟

                                                 
28  Intelliquest, cited at Nua Internet Survey, http://www.nua.ie/surveys/how 

_many_online/n_america.html. 
29 Oxman，前揭文，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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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FCC 為確保網路的未來發展，仍維持不管制網際網路的政策。 

 

（三）1960-1970 年代：不管制資料政策及解除「設備」之管制 

FCC 在一九六九年預見了電腦與電信技術的整合，因此開始前後

長達十餘年之三次「電腦諮詢」程序，對於以電信網路提供之電腦基礎

服務與針對這兩種科技的整合所引發的管制上與政策上的問題，公開徵

求各界之意見。30

 
1. 第一次「電腦諮詢」程序 

 
FCC第一次「電腦諮詢」程序始於一九六六年，直至一九七一年三

月方做出最後結論。31 在這開放諮詢的過程中，公眾電信業者之市場

的發展與價格競爭日益激烈。以AT&T為例，在一九七O年初，因應電

腦公司客戶的要求，主動將其公共交換網路系統之計價方式，由原本三

分鐘為一計價單位，改為以一分鐘為計價單位。這種更彈性化的收費，

反映出資料交換服務短暫且迅速之屬性。此外，FCC開始鼓勵新進業者

加入語音及資料傳輸市場以促進競爭。例如，於一九六九年FCC允許

MCI進入市際電話私人專線（intercity private line）市場，使消費者能夠

選擇獨占者AT&T以外的其他服務。32 此外，在網路接取方面，營業用

戶開始尋找收費低廉提供接取長途電話網路的其他業者。此網路接續市

場在日後仍持續茁壯成長，於八O年代發展為龐大的競爭接取供應事業

（competitive access provider，CAP），提供私人用戶價廉物美的接取服

務，使得消費者能夠在與具市場競爭優勢的地區市內電信事業（LEC）
接取外，尚享有多重與電信網路接取之選擇。對於消費者而言，愈多電

信服務可供選擇，表示其愈能與透過電話線傳遞之資料服務接續。 

 
於預測未來電腦與通訊技術將呈現出整合與互相依賴的情勢後，

                                                 
30 In the Matter of Regulatory and Policy Problems Presented by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7 FCC 2d 11 （196） （First Computer Inquiry）. 
31 First Computer Inquiry, Tentative Decision, 28 FCC 2d 291 （1970）; First Computer Inquiry, Final 
Decision and Order, 28 FCC 2d 267 （1971）. 
32 Microwave Communications, Inc., 18 FCC 2d 953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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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明白分割這兩者有實質上的困難。由於FCC注意到剛萌芽的資料產

業（data industry）之重要性，同時認知到資料產業需透過通訊設備與

服務的可靠性，才能存活。33 此外，FCC也預測該產業對於未來網際網

路的成功發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FCC開始思考下列問題：

到底將電腦服務列為 1934 年傳播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以下簡稱「傳播通訊法」）之規範客體較妥？還是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

競爭，而不受該法之規範較妥？ 

 
對於上述問題，FCC 在第一次「電腦諮詢」中明白宣示：不管制

資料服務產業（data service industry）。FCC 更進一步地思索對於萌芽中

的資訊產業兩個非常重要問題： 
1.電腦資料服務提供業者是否應受公眾電訊業者的規範？ 
2.公眾電訊業者，自身亦從事提供電腦資料服務者，是否應受「不

得歧視」其他資訊服務提供競爭者之規範？ 

 
對於上述第一個問題，FCC的答案是否定的。雖然「傳播通訊法」

賦予FCC規制有線電與廣電服務廣大的裁量權，但於探索該法之立法目

的與授權FCC的立法理由後，FCC發現該法僅要求FCC去除新進業者進

入市場的非法障礙，但並未要求FCC運用其權力介入所有可能落入該法

規範範圍之活動。 34 正如同在Philadelphia Broadcasting此案判決中所

述：FCC被賦予選擇何種管轄範圍（jurisdiction base）與何種管制手段

最能有效達成國會委託其維護公共利益的目的之權力。35

 
由「電腦諮詢」程序中的資料可得知，不管制資訊產業，較符合公

共利益。因此，FCC做出了下列決定：「若資訊服務做為媒介的基礎電

訊網路能繼續保持健康與繁榮，則資訊服務應免於管制」。因此，確立

了資訊服務不受管制的開端，允許其不受到傳播通訊法第二條關於公眾

電訊業者的要求與規範。36

                                                 
33 First Computer Inquiry, Final Decision and Order, 28 FCC 2d at 7. 
34 First Computer Inquiry, Tentative Decision, 28 FCC 2d at 18. 
35 Philadelphia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 395 F. 2d 282, 284 （D.C. Cir. 1996）. 
36 Oxman，前揭文，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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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二個問題，FCC雖然肯認從事提供電腦資料服務之公眾電訊

者能帶給消費者創新技術與低廉費用的優點，37 但是FCC更加關切這類

的公眾電訊業者會造成其他資訊提供業者不公平的競爭劣勢。首先，資

訊服務業者必須透過公眾電訊業者的網路來提供服務，且無其他替代的

網路，所以，本身亦從事提供電腦資料服務之公眾電訊業者就有能力，

也有誘因對於未與其結盟的資料服務業者實施不公平「價格差別待

遇」；其次，非常容易產生不當交叉補貼的情形。 
 

FCC為了解決前述問題，因此，在「電腦諮詢」程序中要求公眾電

訊業者應另行設立一獨立公司來提供資訊服務。38 同時，公眾電訊業

者必須確保其他資訊提供的競爭者與公眾電信業者的關係企業，在各方

面都能平等競爭。換言之，公眾電訊業者不得僅提供其關係企業較優惠

的契約條款、較好的服務品質或維修；同時，公眾電信業者必須保證其

他資訊服務業者能與其電訊網路達成「無歧視地接續」。 

 
2. 第二次「電腦諮詢」程序 
於一九七O年代開始的第二次「電腦資訊」程序，FCC開始專注於

發展出一套合理且實用的分類定義，用以區分受管制的電信業者與未受

管制的資訊業者。最後創造出了兩種類型：「基本服務」（意指公眾電訊

業者提供之服務）以及「加值服務」。所謂「基本服務」，乃為單純地提

供資訊傳輸之傳輸設備。39 而所謂「加值服務」意指，經由公眾電訊

設備在州際間通訊的服務，該服務使用電腦設備來轉換訂戶間傳送資訊

之格式、內容、程式碼、以及其他類似的內容等；提供用戶額外的、不

同的、結構變更的資訊；甚至用戶還能與資料庫中的資訊互動。40

 
當今的加值服務，已包括語音傳訊、電腦作業程序、保全監視、電

                                                 
37 First Computer Inquiry, Final Decision, 28 FCC 2d at 11. 
38 Id. at 12. 
39 In the Mater of Amendment of Section 64.702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cond 
Computer Inquiry）, 77 FCC 2d 384, 419 （1980） （Computer II Final Decision）. 
40 The Commission defined ''enhanced service'' as : service, offered over common carrier transmission 
facilities used in interstate communications, which employ computer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that act on 
the format content, code protocol, or similar aspects of the subscriber’s transmitted information; provide 
the subscriber additional, different, or restructured information; or involve subscriber interaction with 
stored information. See 47 C.F.R. 65.7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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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版與網際網路接續等服務。「加值服務」通常被理解為透過「基本

服務」（如電話線），再加上進一步的加工（例如：電腦處理或儲存），

合併起來所提供的服務。總言之，FCC在第二次「電腦諮詢」中，不斷

地重申其只管制公眾電訊業者所提供的「基本服務」，而「加值服務」

仍維持不適用於管制公眾通訊業者的規定。同時，FCC除了繼續要求公

眾電信業者應另行設立一獨立公司來提供「加值服務」外，尚要求公眾

電信業者必須確保其他資訊服務業者得「無歧視地接續」以及禁止不當

的交叉補貼發生。41

 
3. 第三次「電腦諮詢」程序 
 到了第三次「電腦諮詢」程序，建立了非結構性的防範措施（例

如會計）來取代早期規定公眾電信業者須另行設立獨立公司來提供加值

服務的要求。此外，更進一步地要求公眾電信業者將原本「基本服務」

與「加值服務」合併出售的套裝服務，必須細分（unbundling）出售。

第三次「電腦諮詢」程序的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公眾電信業者與非公眾電

信業者都能在資訊服務市場上公平競爭。42

 
由於電腦共通協定43 和TCP/IP通訊協定，使得終端使用者可以透

過電話線在不同的電腦網路傳遞資訊。於一九八O年代，網際網路主要

的功能為提供教育、學術研究機構來傳遞電子信件、檔案傳輸、與新聞

討論。在一九九O年代，由於全球資訊網與網路搜尋軟體的出現，使得

網際網路繁華盛放。如今連接上網已不再限於透過電信網路，使用無線

電科技和有線電視網路等方式上網的用戶正逐漸增加中。FCC在網路產

業啟蒙之初，即已認清將資訊服務當作公眾電信業者來管制的話，會限

制該產業發展的彈性與競爭性。此先見之明乃為促進網際網路普及不可

或缺的要素。 

 
4. 競爭的客戶終端設備市場 
一九五九年，Thomas F. Carter發明了一種稱為「卡特電話」

                                                 
41 Oxman，前揭文，第 11 頁。 
42 同上註。 
43 電腦協定，意指對於不同網路間傳輸資訊之格式與速度達成統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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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rfone）的設備，將汽車中的廣播設備與固定電話線互連，而讓

汽車可與固定用戶間互相聯繫。AT&T告知其用戶，若將「卡特電話」

連結在AT&T的電話上，則AT&T將依據該公司的規定44 對此用戶處以

罰鍰。卡特提出自訴案件，控告AT&T從事不公平競爭。45 地方法院請

FCC對本案提出看法。FCC認為AT&T的規定不合理，且有「差別待遇」

的性質存在，因此命令AT&T刪除該條款。同時，FCC認為想要改進電

話網路功能的用戶可以自行加裝非由電話公司所提供的設備，只要該設

備不會損毀原有電話網路即可。 

 
事後於一九七五年時，FCC將其於上述案件中所確立用戶可以自行

加裝非由電話公司所提供設備之原則，明文規定在WATS46 規則第六十

八節（Part 68）中。第六十八節主要針對終端設備與公眾電話網路的連

結所定，允許消費者得加裝任何廠牌之設備在公眾網路上，只要該設備

符合第六十八節的技術規格。此規定不僅使生產終端設備的廠商大發利

市，也嘉惠了無數消費者。消費者因而得在公眾網路上加裝變化多端的

語音及資訊裝置，且無庸事先取得獨占之電話公司或FCC之許可。第六

十八節解除了終端用戶設備的限制，使數據機之成長迅速。事實上，若

無第六十八節，則公共交換網路無法連結電腦與數據機到網路上，如此

一來，網際網路毫無發展的可能。47

 
卡特電話案之決定使消費者可購買任何一家廠商製造的數據機、自

行將之裝設在電話網路上，而能在家透過電話線與眾多的網路內容提供

者連線取得資訊服務。若缺乏這些簡便又不昂貴的數據機，網際網路不

可能在全球擴張得如此迅速。 

 
（四）1980-1990 年代：不管制資料市場政策─普及服務與加值服務業

                                                 
44 AT&T送交FCC核定的費率文件第一百三十二號中明訂：任何非由電話公司所提供的設備、器具、

線路或裝置都不得加裝或連接到電話公司的設備上。 
45 In the Matter of Use of the Carterfone Device in Message Toll Telephone Service, 13 FCC 2d 420 
（1968）. 
46 Proposals for New or Revised Classes of Interstate and Foreign Message Tolls Telephone Service
（MTS） and Wide Area Telephone Service （WATS）, 56 FCC 2d 593 （1975）. 
47 Oxman，前揭文，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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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於接取費用 
 

1. 普及服務之影響 
自「傳播通訊法」公佈實行後，美國國會、各州與FCC建立了一套

普及服務制度，以確保人人都可獲得、也可以負擔得起基本電信服務。
48 普及服務不僅帶來顯著的經濟與社會利益，同時對於網際網路亦有

無法估計之影響。公共電信網路的普及率，使得以該網路為媒介的網際

網路可以輕易深入美國的家庭與企業，因此，電信的普及服務對於網際

網路的發展，可說是居功厥偉。 

 
普及服務制度的目的在於確保低收入與鄉村地區的消費者也能以

合理的價位連接上市內電話網路。49 於一九九六年電信法通過之前，

在各州與聯邦之間有一套十分複雜但明確的普及服務補貼規則。市內電

話公司得向交換系統業者與部份州際服務收取較高的費用，而將這些收

入補貼於提供住在鄉村地區或高成本電話地區的居民，使其可輕易負擔

電話服務的花費。九六年電信法更進一步地，將學校、圖書館、偏遠地

區的醫療照顧業者都列入普及服務的範圍中。50 一般而言，普及服務

基金可以確保鄉村地區的電話用戶無需支付高額代價即可獲得電話服

務。若無普及服務基金的補貼，其電話費可能會比現在多出好百元美

金。當然，這種機制也是美國電話費較貴的原因之一。51

 
普及服務與其他規制公眾電信業者的規定（例如網路互連義務）相

結合後，52 使得低收入戶亦有機會使用電信服務。於學校、圖書館與

偏遠地區的醫療照顧業者都可以負擔上網所需的電信設備後，美國大眾

就可更輕易地使用網際網路了。 

 
2. 加值服務業者免於接取費用（ESP Exemption） 
一九八三年，FCC注意到應否將相接取付費原則適用到加值服務業

                                                 
48 47 U.S.C. Section 201. 
49 47 U.S.C. Section 254 （d）, （e）. 
50 47 U.S.C. Section 254. 
51 Oxman，前揭文，第 15 頁。 
52 See U.S.C. Section 251（a）,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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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問題。53 若規定加值服務業者應支付接取費，則因無論消費者使

用何種內容的加值服務業者都需透過公眾電訊設施來傳遞之故，導致其

必須支付公眾電信業者以分計價之接取費用。此規定提高了加值服務之

成本，故無庸置疑地將迫使業者轉嫁成本到消費者身上。FCC認為加值

服務業者不應適用關於公眾電信業者的規定，因為他們使用市內交換電

信網路（local exchange network）的方式與長途交換電信業者並不相同，

故應將加值服務業者視為終端使用戶。FCC注意到加值服務業者購買電

話交換服務時，是以營業用戶的費率來計算，並且與終端用戶一般，需

支付州際用戶線路使用費（interstate subscriber line charges），所以加值

服務業者應與一般終端用戶一樣不需支付接取費。54

 
如今美國有超過六千家的網路服務提供業者（ISPs）提供撥接上網

的服務，而且 95%以上的美國人至少使用四家以上地方ISPs業者之接取

服務。55 這些ISPs以相當低廉的費用提供消費者上網的服務，顯示出加

值服務業者無庸支付接取費之正面影響。 

 
此政策使美國的終端用戶只需支付當地的ISPs固定費率的月租

費，即可輕鬆上網，並無須另外支付連接ISPs服務的市內電話費。相形

之下，歐洲ISPs之費率偏高。以英國為例，即使 ISPs是以固定費率的

月租費型態來提供服務，終端戶仍需支付以分計費的市內電話費用，因

而導致上網的成本十分昂貴。缺乏激烈競爭之故，英國光是租借一條傳

輸速度只有 1 megabit/second 頻寬之出租網路，一年竟然需要超過

64,000 美金。56 ISPs花費在電信服務驚人的成本以及終端用戶以分計費

的方式，導致英國上網人數非常稀少。57 其他與英國類似的歐洲國家，

                                                 
53 MTS and WATS Market structure, 97 FCC 2d 682, 711-22 （1983）. 
54 Oxman，前揭文，第 16-17 頁。 
55 Downes, Thomas and Shane Greenstein, Do Commercial ISPs Provide Universal Access, （Dec. 1998）, 
available at http://skew2.kellogg.nwu.edu/~greenste/research/papers/tprcbook.pdf. 
56 Bauely, Richard, An Insider’s Look at the UK Internet Industry, Boardwatch Magazine, May 1999 at 
94. 
57 於一九九九年十月，英國約有八百萬到一千三百萬的網路使用者，這個數字高於歐洲大陸主要

商業國，但與美國平均已有八千萬人口上網相較，實在微不足道。而在平均使用網路時間上，美國

為一小時，英國卻只有十七分鐘，差距更大。造成英國上網人口低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為，英國電

話費不便宜，上網對許多人而言，依然是負擔。因此英國政府與電話公司等周邊設備機構正就此商

討，希望在二OOO年三月可以去除發展電子資訊化的障礙。此外，英國於一九九九年秋天展開「知

識革命」，其目的為在二OO二年時英國成為全球最佳電子貿易、電子商務國為標竿。而到二OO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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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人數都遠低於美國。 

 
（五）近年來之發展 
1. 鼓勵寬頻網路之設置及競爭 
FCC 近年來做出不少引人注目之決策。這些決策顯示多年來 FCC

竭盡所能確保消費者接近資料服務並享有充分的選擇自由，使其可任意

選擇眾多業者競相提供以創新科技快速上網的結果。以下將簡述並分析

這些政策的影響： 
（1）一九九八年四月，FCC再度重申區分電信服務之堅定決心。58 

亦即，仍然將電信服務依照「基本服務」【九六年電信法之用語為『電

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與「加值服務」【九六年電信法

之用語為『資訊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s）】分類。電信服務依照「公

眾電信業者」之規定加以規範，而資訊服務則不受前述規定之規範。因

此，資訊服務業者無庸繳納普及服務基金，但電信服務業者則有此義務。 
（2）一九九八年十月，FCC提議將提供「先進服務」（advanced 

services）的電信業者列入管制。59 所謂「先進服務」，意指電信業者提

供消費者高傳輸速度且大容量的通訊管線，此線路傳輸資料的速度與效

率遠高於傳統頻寬狹小的撥接式線路交換網路。FCC決定「先進服務」

仍屬於電信服務的一種，因為它仍然在用戶與ISPs間提供基本傳輸服

務，所以必須受到網路互連與元件細分等義務之規範。60 此規定的目

的在於鼓勵「先進服務」利用既有電信業者網路來增加其設備基礎及轉

售服務，從而使ISPs能提供消費者寬頻網路上網。 
（3）一九九九年四月，FCC提出「共置與線路共享」（collocation and 

line sharing）規則草案。61 其中有幾項規定乃為防止佔有市場優勢的電

話業者造成「先進服務」業者的市場進入障礙，例如：確保「先進服務」

                                                                                                                                                 
時，英國政府的一切公務都可以透過電腦處理。舉凡繳稅、戶政、申辦護照等都可在電腦上完成。

參見「英國全力推動新一波知識革命」，江靜玲，中國時報，第十三版，八十八年十一月八日。 
58 In the Matter of Federal-State Joint Board on Universal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13 FCC Rcd. 8776
（1998）. 
59 Deployment of Wireline Services Offering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13 FCC Rcd 
24012 （1998）. 
60 Oxman，前揭文，第 19 頁。 
61 Deployment of Wireline Services Offering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FCC 99-48 （rel. 
Mar. 3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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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可在佔有市場優勢的電話業者辦公中心佔有一席之地，來提供消費

者新穎的電訊服務。FCC甚至進一步對於線路共享與Loop管理等問題加

以規範。防止佔有市場優勢的地區電信業者造成市場進入障礙的措施，

實有助於加速寬頻電信網路市場的競爭、增加消費者選擇，並提高服務

品質。62

（4）一九九八年底，FCC要求部份佔有市場優勢的電話業者，針

對其所提供的數位用戶接線（DSL），應依核定費率收費。63 所謂DSL
乃為一種高速度的電信服務，其傳輸速度為 56 kbps撥接式數據機速度

的五十倍以上，亦屬於「先進服務」的一種。FCC決定DSL服務應被歸

類為「州際電信服務」（interstat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所以應

由聯邦層級（federal level）來管制費率。64

FCC 曾數度因應業者之申請，放棄適用第六十八節，允許其試驗

具有潛在性科技利益的新裝置。例如：前一陣子，FCC 允許 Nortel 展
示''One Meg''的數據機，並證明該設備不會危害公眾電話網路，還能增

進消費者的利益。這種允許業者架設新穎資料設備的彈性化規定，鼓勵

了廠商競相發明新設備，並行銷於市場上，連帶地加快了消費者上網連

接之速度。 

 
上述的發展顯示 FCC 不斷地努力鼓勵服務提供者、設備製造商與

終端用戶發明及裝設新穎的先進資料服務。 

 
2. 無線通訊之發展 
一九九O年初期，FCC認清無線電頻譜有彈性化使用的需求，同

時，亦開始發放商業性行動無線服務（commercial mobile radio service，
CMRS）的執照，且不限制業者利用頻譜提供資料服務的行為。此外，

FCC亦開放「無線多頻道-多點分配系統」以及市內多點分配系統之業

者自由使用其頻譜來傳輸資料服務。這些政策為無線通訊業者打開發展

創新資料服務的大門。例如，製造無線數據機的廠商現今已可提供上網

速度達 28.8kbps的數據機。近來陸續有大廠商，如MCI WorldCom，願

                                                 
62 Oxman，前揭文，第 19 頁。 
63 e.g., GTE Telephone Operating Companies Tariff No. 1, 13 FCC Rcd 22466 （1998）. 
64 See Oxman, supra note 1,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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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花費鉅額投資在無線通訊技術上，以期提供消費者另一種連接上網的

方式。65 MCI WorldCom與Sprint，甚至購併無線電視業者，試圖擴張在

無線用戶迴路佔有率（wireless local loop capabilities）。66

 
未來數年之內，無數的衛星通訊廠商將進入寬頻市場。部份廠商承

諾提供不欲使用地上連結服務的消費者另一種寬頻上網的方式。67 寬
頻提供業者，如Tachyon.net，正在實驗雙向衛星上網接續服務，目前其

發射範圍已可到達美國每一個角落，於一九九九年底將可擴及歐洲大

陸。這種服務可特別嘉惠於住在鄉村地區的消費者，或是因距離或技術

之故，無法使用撥接上網，也無法透過有線電視上網之開發中國家居民。 

 
3. 有線電視之發展 
線纜數據機（cable modem）68 的裝置代表了有線電視能提供雙向

傳輸服務。以往能傳輸影像節目的線路在加裝線纜數據機後，用戶可以

透過有線電視之寬頻管線快速上網。FCC於一九九九年初決定不對線纜

數據機所提供的網際網路服務加以任何的限制，以維持FCC對於網際網

路的一貫政策：應由市場，而非政府，將全美國寬頻化。69 這個決定

使得新興之線纜數據機市場在無政府干預下快速發展。70 由一九九九

年中的一項統計數據中，顯示出FCC此政策的影響斐然：線纜數據機的

                                                 
65  “MCI WorldCom Invests in Metricom”, CNET News.com（ June 21, 1999） ,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com/News/Item/0,4,0-38104,00.html. 
66 Oxman，前揭文，第 20 頁。 
67 Report on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FCC 99-5, Report No. CC 99-1 at 60. 
68 纜線數據機和一般大多數使用的數據機之不同，在於其功能，是將有線電視同軸電纜的電波訊

號，轉換為數位封包資料，因此家庭用戶可以透過有線電視連接網際網路，傳輸速度也比家中電話

線快許多倍。過去以電話線傳輸資料的方式，不僅傳輸速率低，也受限於電話線本身的鋪設範圍，

無法在幅員廣大的地區使用，而纜線數據機是透過有線電視纜線傳輸資料。以現有的有線電視傳輸

品質，平均每個頻道可以提供 5 到 6MB的資料傳輸量，也就是說，其傳輸效能只需提供一個頻道，

便可供二千人上線，同一時間若有五百人提出系統要求時，每人至少還有 64K-128K的傳送速度可

以使用，與傳統的撥接網路比較起來，速度快了 100 倍以上，大幅提升上網的速度。因此可說是目

前技術當中，傳輸承載量最大的技術。而未來利用數位影像壓縮的技術，每一個頻道將可傳送 4 至

8 個電視頻道，傳輸不再有頻寬上的限制，未來民眾上網的工具將不再限於電話線，利用家中的有

線電視，就可進入穩定且快速的資訊高速公路。纜線數據機是寬頻有線電視網路中最重要的設備之

一!  
69 Applications for Concent to the Transfer of Control of Licenses and Section 214 Authorizations from 
Tele-Communications, Inc., Transferor to AT&T Corp., Transferee, FCC No. 99-24 （rel. Feb. 18, 1999）；
Report on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14 FCC Rcd 3160 （1999）. 
70 Remarks of William E. Kennard, Chairman, FCC, Before the National Cable Television Association, 
Chicago, Illinois, June 15,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fcc.gov/speeches/Kennard/spwek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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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由年初的五十萬戶，快速遞增加至近百萬戶。 
 

4. 數位電視之發展 
自數位電視首次展示後，電視公司就嚐試提供消費者各式各樣的服

務內容，包含資料服務在內。於分配數位電視的頻譜給電視公司時，FCC
希望創新的資料服務能成為數位電視的一部份。因此，FCC 並未對於數

位電視的頻譜用途做出嚴格的限制，而任由電視公司自由發揮以網際網

路為基礎的服務內容。這種彈性化管制措施的目的在於鼓勵創新資料服

務的未來發展。 
 

（六）未來之展望：堅持不管制資訊服務 
雖然 FCC 多年以來經由不管制網際網路、解除管制以及開放部份

市場的政策，來達成鼓勵網際網路發展的目的。但是近年來，來自於各

方要求 FCC 加強對於網際網路管制之聲，不絕於耳，主要是因為傳統

上對於應受管制電信業以及不受管制資訊產業之區分界線已逐漸模糊。 

 
長久以來，佔市場優勢的市內電話業者一直建議FCC取消加值服務

業者無庸支付接取費的規定。他們主張加值服務業者使用電話網路的方

式與長途電話業者並無差異。由業者以下的反應可以呈現出其明顯的不

滿：一九九九年四月US WEST向FCC申訴，請求FCC宣告網路語音電話

服務不屬於加值服務業，應被列為必須支付接取費的範疇中。 71 US 
WEST與其他業者認為發話端與受話端之間的電話通話，即使是以網際

網路為媒介，仍應視為電信法中的電話服務。ISPs業者則抗辯他們無庸

支付接取費，並強調透過使用承租線路以及營業用戶線路之對價，他們

也對普及服務基金有所貢獻。72

 
網路電話之爭議顯示出電信服務與資訊服務區別的困難性。而這正

是 FCC 面臨網路時代—媒體迅速擴張匯流—的最大挑戰。隨著科技發

展的影響，媒介產生匯流的現象，原先區分媒介的物理基礎發生動搖，

                                                 
71 Petition of U S WEST Inc. for Declaratory Ruling Affirming Carrier’s Carrier Charges on IP Telephony, 
filed April 5, 1999. 
72 Oxman，前揭文，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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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同屬有線媒介的電信與有線電視更是顯著。現在電信業者可以傳輸

的內容已增加到圖形（傳真）、數據，甚至視訊，傳輸線路也升級為寬

頻的光纖。有線電視早已能提供雙向的各種語音或資料的傳輸服務，無

線通訊業者也有提供語音及資料傳輸的能力。更重要的是，全都運用數

位化科技。因此，越來越難認定電信服務與資訊服務之界線。即使困難

重重，FCC 仍保持其不管制資訊服務的政策。此一政策對於網際網路的

骨幹發展顯得格外重要。 

 
網際網路的骨幹主司網路服務之運輸。骨幹廠商，例如MCI 

WorldCom, Sprint, 及PSINet等，互相在公眾網路接取點、NAPS或是網

路互連的私人接取點上交流其所運輸的資訊。FCC曾向國會報告，網際

網路服務提供者向公眾電訊業者承租電信線路作為營運網際網路骨幹

之用者，並不因此成為公眾電訊業者，而仍屬於資訊服務提供者。73 因
此，骨幹業者間就網路運輸與交換資訊之協商，無論是否支付對價，都

屬於私人契約之範疇。74 反之，電訊業者為了交換電信運輸，而需與

對方網路互連者，根據九六年電信法之規定，業者負有以合理條件與他

方網路互連之義務。75 由於FCC早已決定不管制資訊服務，因此網際網

路骨幹業者也被列為不受管制之資訊服務。 

 
另一個突顯出匯流複雜性的爭議為普及服務。由於區分電信與資訊

服務的界線已日益模糊，業者所經營之業務中，到底有哪些服務項目無

庸負擔普及服務基金？又有哪些服務項目須負擔普及服務基金？實有

認定上的困難。當業者將語音、影視與資訊服務做套裝出售時，部份服

務經由電訊網路傳遞，而部份服務使用網際網路為媒介時，究竟應如何

分攤普及服務？此一問題對於現行普及服務分攤原則，造成一大挑戰。
76

 

                                                 
73 Universal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at 67. 
74 Oxman，前揭文，第 23 頁。 
75 See 47 U.S.C. Section 251. 
76 Oxman，前揭文，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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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管制的寬頻網路政策 

（一）前言 

FCC之有線電視局（Cable Service Bureau）為解決近年來快速發展

的寬頻（broadband）網路產業所引發的各項爭議，因此於一九九九年

五月及七月舉行兩次研討會（Monitoring Sessions），廣邀各界人士參與

檢視寬頻網路政策。77 此研討會的討論主題如下：（一）為了更深入瞭

解寬頻產業；（二）試圖解答政府是否應強制寬頻業者提供其設備與獨

立的網路服務提供業者（ISPs）接取之問題。以下將論述寬頻開放接取

之爭議始末，贊成與反對管制寬頻網路之理由，以及FCC之立場。 

 
（二）寬頻網路接取之爭議 

1. 寬頻網路接取的定義 

 所謂寬頻是一種高速、高載量的傳輸管道，與傳統電話線的搭載

容量比較，利用同軸或光纖電纜來傳送的這種傳輸管道，容量顯然是大

的多，它不但可以傳遞聲音，還可以同時傳遞影像及大量資料，使得各

式資料的傳遞更方便。所以，為了使網路的使用者及電視觀眾，能夠更

方便地得到各式資訊及更多的電視頻道，網路服務提供者及有線電視業

者無不使用寬頻來達到目的，並且不斷推陳出新，使得自己所提供的內

容能因為藉由寬頻的傳遞，而比其它相關產業或同產業的競爭來得好。
78 目前大部份美國人上網傳輸的速度都低於 56kps，但是寬頻技術能提

高目前傳輸速度達五十倍，甚至於好幾百倍以上。如果網路傳輸速度能

加速的話，則可以提供消費者更廣泛的加值服務。依據預測，於一九九

九年年底，美國使用寬頻網路的人數約有兩百萬人，而至二OO八年，

可能使用人口會超過七千八百萬人。79

                                                 
77 為公正起見，此研討會的參與者含括寬頻技術專家學者、寬頻設置業者以及利害關係人。茲分

類如下：（1）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s，MSOs）；（2）地區有線電視主管機關；（3）
市內電話業者；（4）新進地區市內電話業者（Competitive LECs，CLECs）；（5）長途電話業者；（6）
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ISPs；（7）電子商務服務提供者（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OSPs）；（8）工

商團體；（9）公益代表；（10）教育、研究機構代表；（11）投資分析師（Investment Analysts）。 
 
78 轉載自「Ctech網路科技辭典」，available at <http://www.ctech.com.tw/specila/dict/> 
79 See John Schwart, How much Room in the Fat Pipe?, The Washington Post, at H01 （Spet. 1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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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電視經營者，已開始在各地提供消費者纜線數據機。當消

費者申請該項服務時，通常有線電視業者會提供一個與其結盟或是其關

係企業的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例如，申請AT&T的寬頻服務，將會由

Excite@Home80 提供網際網路服務。而申請時代華納（Time Warner）
的寬頻網路，將由RoadRunner81 提供網路服務。除非消費者自行更換

ISP，否則只要消費者一上網，第一個接觸到的網頁，將會是

Excite@Home或RoadRunner. 

 
沒有與有線電視業者結盟的 ISPs 試圖獲得與有線寬頻平台直接接

取的途徑，但是目前為止，並無法規強制有線電視業者必須提供此類的

接取義務。因此，具有授與特許權以及批准有線電視移轉的地方政府，

開始要求有線電視業者開放網路，或者開放其他 ISPs 與其平台接取，

並且將此一開放接取的要求作為授與特許權或者批准移轉的條件。 

 
2. 寬頻開放接取之爭議始末 

（1）FCC 允許 AT&T 與 TCI 結合 

一九九八年六月，AT&T 與TCI宣佈兩者將於一九九九年合併，爾

後TCI將完全成為AT&T的子公司。合併後的AT&T/TCI以@Home提供住

宅區的有線電視用戶高速上網的接取服務。於併購的過程中，有部份團

體主張若FCC核准AT&T與TCI合併，則經由@Home，AT&T將掌控高速

上網的接取管道，而且可能會發展為住宅用戶高速上網服務市場的獨占

者或寡佔者（與地區市內電話業者寡佔市場）。82

 

                                                 
80 @Home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組合為包含一個使用私有的寬頻網路和經由現有有線電視架構傳送的

互動式上網連線服務。其主打的業務”@Home服務”係為讓住宅區的用戶可以經由cable modem連上

@Home的網際網路骨幹網路。此上網服務與一般使用電話線的ISPs公司所提供的上網服務是一樣

的。唯一的差別在於兩者連線的頻寬不同，所以傳輸速度相差五十倍以上。 
81 RoadRunner是由時代公司與時代華納（Time Warner）有線電視共同投資的一家經由有線電視網

路提供寬頻高速上網服務。 
82 Application for Consent to the Transfer of Control of Licenses and Section 214 Authorizations from 
Telecommunications, Inc. to AT&T Corp., CS Docket No. 98-178, Memorandum and Order, 14 FCC Rcd. 
3160, 319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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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並未被上述論點說服，而認為雖然當前AT&T在寬頻市場上起

跑可能比其他競爭者快，但是其他公司，例如電話、衛星、無線通訊等

公司，無不利用其他科技來達到同樣的目的。此外，允許此合併案，可

能有助於加速寬頻產業的發展。因此，FCC做出結論，認為核可兩者之

合併，不會造成寬頻消費者瀏覽網路內容之限制或剝奪其選擇入門網站

的自由。同時，亦決定暫時不要求業者必須開放網路接取。83

 
（2）但地方政府有異見，因而引發訴訟84

根據 TCI 與 City of Portland（以下稱波特蘭市）以及 County of 
Multnomah（以下稱馬特娜瑪縣）的有線電視特許契約，任何 TCI 經營

權的改變必須經過縣、市之核可，因此，波特蘭市及馬特娜瑪縣對於

AT&T 及 TCI 之轉讓申請展開檢視程序。公用事業管理委員會（Mt. 
Hood Regulatory Commission）建議波特蘭市及馬特娜瑪縣對於經營權

之移轉舉行公聽會。在公聽會中，非隸屬於@Home 關係企業之 ISPs
主張，他們無法與@Home 高速傳輸、低廉收費及廣泛的普及率競爭。

因此，該委員會做出結論，認為@Home 在地區網際網路提供市場上並

無足以與之抗衡的競爭對手，故 AT&T 的纜線數據機平台具有「關鍵設

施」的性質，不得將其他競爭者排除在外。 

 
於一九九八年十二月，波特蘭市及馬特娜瑪縣成為美國第一個將義

務性的接取條款列入 AT&T /TCI 併購案中。AT&T 拒絕接受此項接取

義務，波特蘭市及馬特娜瑪縣於一九九九年一月於是否決了 TCI 經營權

移轉至 AT&T 的申請。AT&T 因此提出訴訟，主張波特蘭市及馬特娜瑪

縣否決經營權之移轉是違法的。該案的爭點在於：波特蘭市及馬特娜瑪

縣是否具有權限將「與纜線數據機介面接取」之要求作為核可 TCI 移轉

經營權給 AT&T 的條件之一。一九九九年六月三日，地方法院判決波特

蘭市及馬特娜瑪縣勝訴。AT&T 上訴至聯邦第九巡迴法庭。 

 
                                                 
83  Id. at 3207. 
84 Broadband Today, A Staff Report to William E. Kennard, Chairman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On Industry Monitoring Sessions Convened by Cable Service Bureau. Available at 
http://www.fc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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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發展 
受到波特蘭市之影響，全美各地的地區有線電視主管機關（local 

franchising authorities, LFAs）受到來自於支持與反對接取義務條款團體

遊說的壓力。直至一九九九年十月止，已有另外三個 LFAs 對於是否加

入接取義務條款之事由投票，而結果各不相同。 

 
A. Broward County, Florida 

一九九九年七月十三日，Broward County 的公用事業委員會，投票

通過一法規（a general ordinance），要求在 Broward County 的管轄權下

的有線電視業者，必須提供非隸屬於其關係企業的 ISPs「無差別待遇地

與有線寬頻設施接取」。AT&T 針對此決定提出訴訟，而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於一九九九年七月二十日向聯邦法院提出訴訟，主張該縣

無權訂立此種新的法規。 

 
B. San Francisco, Claifornia 

舊金山採取不同態度。於一九九九年七月二十六日，主管機關雖然

核可 TCI 移轉所有權給 AT&T 的申請，且未附加無差別待遇接取義務

條款。但是，該主管機關亦同時訂定支持「寬頻服務無差別接取」的政

策，並且要求舊金山市的法律事務長（San Francisco City Attorney）與

電信委員會共同擬定相關法規；此外，於州與聯邦層面制訂指令，監督

著市場發展。舊金山市在聯邦上訴第九巡迴法庭中提出支持波特蘭市的

意見書（a friend of court brief）。 

 
C. City of Fairfax, Virginia 

一九九九年九月二十八日，Fairfax 市要求 Cox 必須提供非隸屬於

其關係企業的 ISPs 與 Cox 的寬頻高速網際網路平台接取，作為核可

Media General Inc.將經營權移轉給 Cox 的條件。於一九九九年十月止，

Cox 仍與市政府商討中。 

 
D. 其他地方政府 

 72



截至目前為止，雖然只有四個地方政府做出決議，但是其他地方政

府對於此一問題正進行研究與舉行聽証會。以洛杉磯市為例，雖然並未

立法強制有線電視業者立刻提供 ISPs 公開無差別待遇之接取，但是將

持續監視市場發展，以作為三年後市府與有線電視業者換約協商時，估

量是否應將開放接取作為移轉經營權的核可條件之一。 

 
（4）國會的立場 

目前美國國會對於寬頻網路爭議並未採取任何行動。但是有幾項與

有線電視網路接取相關的法案已送交參院與眾院，截至目前為止，相關

的委員會都尚未開始審理這些提案。 

 

（三）贊成管制寬頻網路之理由 

贊成者85 認為閉鎖的寬頻網路將危及消費者之選擇以及網際網路

之開放性，因此極力反對缺乏『禁止差別接取』規定的寬頻政策。他們

主張若無接取的要求，會迫使消費者必須在寬頻業者與網路選擇及內容

自由之間作一選擇。支持者如ISP聯盟（以AOL86，MindSpring等為首）

擔心閉鎖型的網路所有人會控制及監視網路服務的內容。而市內電話業

者主張必須開放接取的主要理由為，市內電話網路多年來都處於被管制

的一方，而且法律規定電話網路必須開放接取，因此有線電視業者業應

受同等規範。 

 
其次，贊成者主張政府不管制的態度，不但可能導致寬頻系統閉鎖

而限制了消費者經由寬頻網路選擇其他ISP服務的自由，而且也扼殺了

小型、獨立、具有創新能力的獨立ISP成長的空間。其次，不管制甚至

有可能使得有線電視經營者變成有權決定ISP及網路內容的網路守門

                                                 
85 根據FCC之統計，支持者的成員如下：獨立的ISPs，市內電話業者、消費者保護團體、地方政府，

包括City of Portland and Broward County, Florida. 
86 AOL （American Online 美國線上），這是一家位於美國的全球最大資訊服務商，它提供了網路

連結、電子郵件、聊天室及一些資料庫等服務。AOL跟台灣一般網路供應商（如Hinet）的最大不同

點在於，AOL自行發行一套整合性的網路軟體，裡面包含了主要的網路功能軟體，這對新的使用者

很方便，再加上AOL的行銷策略是大量免費發散它的網路軟體，因此加入AOL的網友也就急速增

加 ，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的 資 訊 供 應 商 。 轉 載 自 「 Ctech 網 路 科 技 辭 典 」， available at 
<http://www.ctech.com.tw/specila/dict/ao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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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們認為有線電視是一種獨占事業，而此種獨占的狀態將延續至使

用纜線數據機的寬頻產業上。如果FCC無法先行防止寬頻獨占的形成，

日後將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再者，小型ISP的代表指出，數以千計的

小規模ISP缺乏如同AOL這種大規模ISP的談判能力，而無法立於公平對

等的基礎與有線電視經營者協商。最後，投資分析師提出警告，目前的

寬頻發展模式可能對於電子商務以及提供電子商務內容的網站造成嚴

重影響，因為有線電視經營者有能力對於非其關係企業的電子商務及其

內容提供者進行差別待遇。更何況，考慮到電子商務以及相關的廣告收

入所創造之可觀利潤，有線電視業者更是有誘因做出差別待遇的行為。
87

 

（四）反對管制寬頻網路之理由 

 
1. 管制或政府介入的威脅絕對會減緩寬頻網路的佈置 
與會者同意纜線數據機的設置會刺激其他寬頻技術的成長，但因設

置成本昂貴之故，在五年之內連接用戶的寬頻管線不可能有多重選擇。

因此，五年內寬頻市場可能由纜線數據機以及 DSL 所主導，而衛星上

網可提供消費者另一種選擇，但長遠看來，其他技術仍有成長的空間。 

 
學者及產業分析師認為促成美國纜線數據機成長的因素之一，就是

政府不介入政策。多數與會者都認為若政府介入管制第三者與有線寬頻

系統接取的內容及條件，則對於有線電視與電話公司之寬頻網路投資策

略，將造成不良影響。88 靠市場運作來解決寬頻產業之爭議較有助於

其發展。有線電視經營者認為若政府介入寬頻網路的接續問題，則FCC
繁複的法規命令及費率管制程序，一定會減緩業者投資寬頻的意願及後

續發展。業者指出，目前有線電視業者減緩、甚至暫停透過有線寬頻網

路提供電信服務的投資，部份因素即源於政府介入「公開接取」之故。
89

                                                 
87 Id. at 35-36. 
88 See Communications Daily at 1 （Aug 2, 1999）. 
89 See Broadband Today, supra note 84,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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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人主張，管制的威脅不但會影響線纜數據機的發

展，而且其他寬頻技術產業，例如DSL，也同樣會受到不利影響，甚至

電子商務的發展也可能會因硬體設備無法即時擴充而減緩成長。換言

之，管制的威脅將可能形成波浪效應，不斷地向外擴張。90

 
2. 由市場力量來約束業者之行為 
市場力量定會迫使有線電視網路與其他獨立的網際網路服務提供

者達成網路接續的協議，以防止業者將寬頻系統封鎖並視為己有。若市

場力量無法達成前述目標，才有以管制手段促進競爭的必要。 

 
投資分析師對於 ISPs，例如 AOL，一定會與 AT&T 等其他纜線數

據機業者達成接取協議有很大的信心。他們認為 AOL 擁有超過一千八

百萬個用戶，使得有線電視業者會積極地與 AOL 結盟，以達增加有線

電視市場的穿透力、保護其影視及電信服務市場，及減少競爭的目的。

但是分析師無法確定AT&T對於其他獨立的 ISP業者是否會以相同條件

達成協議。 

 
 
3. 應如何制訂「開放接取」並無共識 
截至目前為止，規範寬頻網路的許多細節規定仍無定論。前述要求

業者開放寬頻接取之地方政府，並未發展出一套明確的網路互連規則或

是收費標準。而目前已提出之草案中，大多僅要求有線電視業者在提供

寬頻接取時，其接取之條件、費率與情況必須與有線電視業者提供自己

或是其關係企業之 ISP 的條件、費率與情況相同。但是此種標準無法規

範下列業者：本身不提供網路接取服務的有線電視業者，或是無關係企

業經營 ISP 之業者。此外，對於寬頻接取的定義與細部規則亦無共識。

而且支持立法管制者，也無法將規範寬頻接取的要求與九六年電信法主

張解除管制的立法目的作出合理的說明。再者，與會的科技專家對於在

技術層面，應如何統一規畫以達成開放接取的目的，也無定論。因此，

在業界普遍缺乏共識與定論之情況下，並不適合對剛萌芽之寬頻產業進

                                                 
9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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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規範。 

 
（五） FCC 之立場：決定暫時不管制寬頻接取 

 
一九九九年一月，FCC對於「先進電信服務」設置的相關問題，提

出一份報告給國會（Section 706 Report, 以下簡稱 706 報告）。91 此份

報告指出，與其他技術比較起來，「先進服務」設置能力仍在合理的範

圍中進行著。雖然寬頻網路的消費市場仍未成熟，但可預見未來的寬頻

市場將由各式各樣的技術（例如DSL、纜線數據機、連結至家庭用戶的

光纖設備、衛星）等所建構而成。92 因此，目前無介入管制此一產業

的必要。但是，FCC將持續監視寬頻的發展動態，以避免有礙於一九九

六年電信法中第 706 條之規定。93 在此研討會後，FCC決定維持不管制

新興的寬頻網路政策，而交由市場機制來決定寬頻接取的問題，但會持

續觀察寬頻產業的變化，同時會考慮在市場運作失調危及自由競爭時，

適時介入管制。 

 
由美國寬頻管制政策的制定歷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涉及全民通

訊自由與龐大商機的寬頻網路政策，並非聯邦主管機關 FCC 在緊迫的

時間壓力下，閉門造車完成的。相反地，FCC 並未於九六年電信法通過

後即貿然採取管制措施，而是從九六年至九九年之間，持續地觀察寬頻

產業的動態，以避免因政府介入管制而扼殺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對

於寬頻接取所引起的爭議，FCC 也採取相當開明的態度，廣納各方意

見，不但讓利益對峙的團體相互辯論，也讓弱勢團體有發表意見的機

會。最後，FCC 彙集整理各方意見後，認為市場競爭較有助於寬頻網路

的普及與發展，因此決定維持不介入市場運作的政策，將寬頻接取的問

題交由業者自行協商。 

 

                                                 
91 Inquiry Concerning the Deployment of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to All Americans in a 
Reasonable and Timely Fashion, and Possible Steps To Accelerate Such Deployment Pursuant to Section 
706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CC Docket No. 98-146, Report, 14 FCC Rcd. 2398 （1999） 
（Section 706 Report）. 
92 Id. at 2423-24. 
93 Id. at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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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網際網路資訊通信產業競爭課題之研究 

一、實體網際網路之競爭規範 

（一）實體網際網路之結構 

1.最高層網路→次要配對網路→轉售業者 
實體網際網路於美國發展之初期，在國家科學基金會之主導下，可

以說是一個具有明確上下層級之結構組織（hierarchical structure），由市

內（local）傳輸網路到區域（regional）傳輸網路再到長途傳輸骨幹網

路（long distance backbone）。在網際網路商業化之後，實體網際網路雖

然由單一之骨幹，衍生為由許多骨幹網路互連（interconnection）而成，

但是在每一個骨幹結構中，仍然是維持上下層級之關係。在深入分析此

種結構關係之前，有必要先對不同骨幹間網路互連之方式作些說明。一

般而言，網路互連可分為付費與不付費兩種，付費之網路互連採取所謂

「過境協議」（transit arrangement），不付費之網路互連則採取所謂「配

對協議」（peering arrangement）。配對協議是採互惠方式，例如 A、B
網路同意為對方處理由對方網路過來到自己網路之業務流量（traffic 
flow），各自計費並負擔成本（bill and keep），而不向對方要求 settlement 
payment。至於非配對協議一造之其他 ISP 業者，例如 C 要經由 A、B
網路傳輸，則可以與 A、B 分別簽訂「配對協議」或向 A、B 網路購買

「過境服務」。通常如果 C 網路與 A、B 網路規模不相當，A、B 網路

不會與其簽訂「配對協議」，而只會出售 C「過境服務」。 

 
準此，實體網際網路內可分為三層，即最高層網路（ top-level 

networks）、次要配對網路（ secondary networks）以及轉售業者

（resellers）。最高層網路是彼此訂有「配對協議」，無法再向其他網路

購買「過境服務」而必須經由配對界面（peering interface）自行負責處

理業務流量之網路或ISP，例如WorldCom、MCI（現已併入WorldCom）、

Sprint、GTE/BBN。次要配對網路（secondary peering networks）則是指

本身有部分配對協議、但仍需向其他最高層網路購買「過境服務」才能

提供完整網際網路連接性之網路。至於轉售業者則是向其他網路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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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境服務」，再用於提供其他業者網路連結服務者。此為歐洲聯盟（以

下簡稱歐聯）執行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在 1998 年 7 月 8 日許可

WorldCom與MCI結合時，所認定之實體網際網路的結構，可提供吾人

參考。94

 
2. 上下層級結構之競爭問題 
很顯然的，網際網路越往下層，業者越多，競爭越激烈，而最高層

網路只有少數幾家，市場力量可觀，競爭亦不激烈，因而容易引發濫用

市場支配地位之競爭問題，例如對下級網路或轉售業者收取過高之費

用，拒絕與業者締結「配對協議」，使其永遠無法升級為最高層網路，

或終止「配對協議」使其對造喪失最高層網路之地位。 

 
（二）市場之界定 

「市場」與「競爭」可說是貫串整部公平法之關鍵思想。95 一般

學說均將市場分為相關產品市場與相關地理市場，但是鑑於實體網際網

路應用設備與技術不斷更新，市場之認定與時間之因素關係密切，所以

劃定所謂「時間上的相關市場」（der zeitlich relevante Markt）就顯得很

有必要。96

 
1. 相關產品市場 
在實體網際網路裡，用戶所購買之商品是「普遍且完整的連接性」

（universal Internet connectivity），亦即可立刻在網際網路的任何一個角

落收受或發送資料到網際網路的任何一點。此種普遍且完整之連接性服

務不是任何其他有限接收之服務可以代替，其價格調漲 5%-10%，亦不

會促使用戶轉向有限接取之服務，因此可視為一個獨立的產品市場。歐

聯執委會在許可前述WorldCom與MCI結合案件時，亦採取相同見解。97 
至於由次要配對網路所構成之「第二階連接性」（ second tier 

                                                 
94 見Case IV/M.1069WorldCom/MCI, OJ L 116 （ 4.5.1999 ）, （30）-（50）。  
95 石世豪等，網際網路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之研究，公平會 88 年度會計作研究計畫一，第 93
頁。 
96 關於此一市場的概念，見劉孔中，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支配市場事業之規範，東海大學法學

研究第 8 期，民國 83 年 9 月，第 163-187 頁（第 167 頁）。 
97 見Case IV/M.1069 WorldCom/MCI, OJ L116 （4.5. 1999）,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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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ity），則必須視其網路規模之大小、其與其他網路之價格關係

乃至傳輸品質，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方足以認定相關產品市場。 

 
2. 相關地理市場 
系爭實體網際網路之相關地理市場取決於其在網路架構所處之層

級。將終端用戶與網際網路實體連接必須在當地進行，因此必定是由當

地之電話或有線電視公司提供，所以在此層級之相關地理市場是地區性

的或全國性的。地區性網路基於技術或法律之限制（例如我國有線廣播

電視法對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區域與家數之限制），容易形成獨占，並

且傾向於將其獨占力擴張及於遠端網路（Fernnetzwe），競爭政策所應

關切的是，如何使得每一個用戶或服務提供者均能接取不同之網路。98 
至於最高層網路之營業中心雖然都集中在美國，但是因為只有他們才能

提供完整的網路傳輸，所以應該是以全球為其相關地理市場。 

 
3. 市場占有率 
在得知實體網際網路之相關產品與地理市場之後，下一個須回答的

問題是如何推估系爭業者之市場占有率。市場占有率在結合管制與獨占

事業管制上扮演重要角色。歐聯執委會在前述WorldCom/MCI結合一

案，雖然曾分別考量過以下列數項標準推估市場占有率，即（1）連接

之總能量（aggregate capacity in interconnecting links）、（2）可連到之位

址的數量（numbers of addresses reachable）、（3）用戶數或（4）存在點

（points of presence）之數量。但是第 1 項標準因為無法取得充分完整

之資料可支持明確之結論，第 2 項標準因為較新的網路會運用更多的機

制以限縮其廣告之路由登記與地址之數量（advertised route entries and 
addresses），所以越多的廣告地址只不過顯示該網路之落伍性；第三項

標準則因為難以認定到底有多少真實之用戶；第四項標準則因為存在點

之數量在某種程度內取決於系統之結構而不是網路之規模，所以均未被

採用。 99 歐聯執委會最後還是採取營收（revenues）及業務流量認定

WorldCom與MCI之市場占有率。 

                                                 
98 Beck，前揭文，第 464 頁。 
99 Case IV/M.1069 WorldCom/MCI, OJ L 116 （4.5.1999）,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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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為許多在調查過程中被詢問之業者均有提到實體網際網路

的四大業者，即WorldCom、MCI、Sprint及GTE/BBN，所以執委會認為

欲躋身成為最高層網路之業者，均必須與此四大業者均訂有配對協議，

因此共算出十六家業者。在此基礎上，執委會認定該市場 1997 年之總

營收為 23 億美金，WorldCom占有其中 35％-45％，加上MCI之後可為

45％-55％。100

 
其次，因為沒有關於ISP業者收發業務總流量之資料直接可得，執

委會被迫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之方式計算業務流量。然而，

每一位市場參與者之統計標準未定一致，所以執委會設計出採流量比率

（traffic ratio）之計算方法：A網路市場占有率對B網路市場占有率之比

率，與經過A網路之總流量對經過B網路之總流量的比率，應該相等。

由於四大業者對與其配對之ISP業者所收發之總業務流量為已知，再以

至少與四大業者之一有配對協議之ISP為樣母，如此得出WorldCom之市

場占有率為 30％-40％，MCI為 10％-20％，其結合後之市場占有率為

42％-52％。101

 
（三）獨占事業濫用獨占地位 

由於存在網路外部性以及上下之層級結構，實體網際網路中容易形

成獨占事業，而其掌握之實體網路因而可能成為所謂「關鍵設備」

（essential facility）。102 因此在實體網際網路上有比較多防止獨占事業

濫用獨占地位的問題。以下再分別探討數項常見之濫用獨占地位的行

為： 

 
1. 拒絕競爭對手使用關鍵設備 
在實體網際網路具獨占力量之事業最直接有效的濫用行為，就屬拒

絕競爭對手使用其關鍵設備。對於此種行為，我國電信法第十六條僅規

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有網路互連之義務，尚不足以全盤處理，因此仍有必

                                                 
100 Case IV/M.1069 WorldCom/MCI, OJ L 116 （4.5.1999）, （102）-（104）。 
101 Case IV/M.1069 WorldCom/MCI, OJ L 116 （4.5.1999）, （107）-（113）。 
102 歐聯執委會即認為WorldCom與MCI結合後，其網路構成「關鍵設備」，見OJ L 116（4.5.1999），
（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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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歸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十條以及競爭法上「關鍵（或

瓶頸）設備理論」以為因應。「關鍵設備理論」源自美國反托拉斯法，103 
後為德國與歐聯所繼受。104 依據此項理論，獨占事業被課予協助或允

許其競爭對手接取或使用其擁有之關鍵設備的義務。在歐聯，執委會至

目前為止僅在港口設施之類較窄的領域適用此一理論，但是學說則認為

此一理論可廣泛運用在電信、網際網路、太空軌道及頻譜資源之上。105

 
2. 搭售 
實體網際網路業者鮮有不直接或間接（透過子公司）向下延伸其營

業範圍而進入虛擬網際網路業者。此時相對於其他虛擬網際網路之ISP
業者而言，前者顯然具有競爭上之優勢，而可能被濫用。舉例而言，公

眾電信交換網路之電信業者，在其已鋪設好的電話線上即可提供網際網

路之各種服務，而不需另行鋪設鏈路，此際身為獨占事業之電信業者若

同時銷售電話業務與網際網路業務，即可能產生是否濫用獨占地位之反

競爭行為的疑慮。106

 
3. 拒絕相容與連接 
網際網路之相容性與連接性是網際網路網網相連之前題要件，前已

述及。實體網際網路之獨占事業，若欠缺正當理由而阻礙或延宕（例如

不及早告知對方相容與連接所需要之技術或界面資料，致對方無法及時

調整配合），107亦可能構成一種違法之濫用獨占力量的行為。108 電信法

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雖然禁止第一類電信事業之市場主導者

「以專有技術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第一類電信事業提出網路互連之請

求」，但是此款規定之適用範圍限於電信事業，不足以涵蓋所有實體網

                                                 
103 見劉孔中，休曼法對實施獨占之規範，歐美研究，26 卷 1 期（1996/3），第 61-88 頁。 
104 見劉孔中，析論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之禁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 卷 1 期（1996/3），第

227-263（245 頁）。 
105 見Clive Gringras（ed.）, The Laws of the Internet, 1997, p.364。 
106 Hoeren/Sieber （Hrgb.）, Handbuch Multimedia-Recht, 1999, Teil 10 （Kirsten） （以下簡稱Hoeren/ 
Sieber/Kirsten）Rdnr. 39. 
107 世界貿易組織基本電信小組（Group on Basic Telecommunications）1997 年 12 月 15 日議決報告

（被列為貿易服務一般協定第四次議定書之附件）之參考文件（reference paper）可資佐證。其中

1.2（C）認為，主要供應者（major supplier）「若未能及時給予其他業者為提供服務所必須之設施及

營運有關之資訊」，構成反競爭之行為。 
108 Hoeren/Sieber/Kirsten, Teil 10 Rdnr.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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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路之事業，所以仍有待公平法第十條之補充適用。109

 
（四）結合管制 

結合管制，不論國內外，一般均以市場占有率及營業金額（自民國

八十八年一月廿日起，我國由以上一會計年度超過新台幣二十億提高為

五十億元）110為其門檻。至於是否許可系爭結合之申請，我國公平法第

十二條僅以「對整體經濟之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為許可之要

件。但是不論學說或公平會之實務均認為公平會可附附款或條件地許可

結合。111 實體網際網路中尤其以最高層網路之結合，最可能受到結合

管制之規範。歐聯執委會在考量前述WorldCom與MCI之高市場占有率

之後，對其結合雖然有許多疑慮，但最終仍是表示許可，主要是因為結

合之兩造作了許多承諾（undertakings），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將MCI之網

際網路事業全部予以分割（divest）。MCI承諾將其網際網路之接取與某

些相關業務（統稱為"iMCI"業務）獨立出來，成立一個由MCI持有全部

股份之公司，並於與WorldCom完成結合之前，再將之整體轉讓給單一

之購買者。儘管許多第三造事業認為此種分割有技術上困難（因為，網

際網路業務與一般電信服務均使用同一實體之線纜網路，技術上無法將

網際網路業務使用之線纜網路分割出來）與商業上的障礙（因為在商業

與市場行銷上，網際網路業務與一般電信服務均結合為包裹而共同銷

售），但是執委會認為此種問題並非不能克服，因而許可WorldCom 與
MCI之結合。112

 
二、虛擬網際網路之競爭規範 
（一）市場之界定 

相較於實體網際網路之物理實體之可數性，虛擬網際網路是各種技

術服務、市場需求與競爭無窮mapping之總集合，其態樣與市場，既不

                                                 
109 關於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之其他問題，可參見劉孔中，電信管制革新政策與法規之檢討，中研

院社科所「管制革新」學術研討會（1999 年 12 月 29、30 日），會議論文（二），第 1-27 頁（第 26
頁）。 
110 見公平會公報，第 8 卷第 1 期（88.1），第 1 頁。 
111 見劉孔中，論結合管制之理論與實務，公平交易季刊，第 6 卷第 2 期，87 年 4 月，第 1-38 頁

（第 21-22 頁）。 
112 Case IV/M.1069-WorldCom/MCI, OJ L 116 ( 4.5.1999 ), (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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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傳輸之基礎結構劃定，亦無法盡數。 113  歐聯執委會在前述

WorldCom/MCI一案即曾表示：「網際網路整體而言，並非單一市場，而

是一系列的市場。」114。 

 
1. 相關產品市場 
歐聯執委會在 1998 年 9 月 15 日於@Home Benelux B.V.（Case No 

IV/JV.11）一案，115 將虛擬網際網路相關之商品或服務分成三大類不同

的產品市場，首先是網路用戶必須為其接取網路基礎建設支付費用之

「網路接取服務市場」（dial-up Internet Access for residential and for 
business customers）。其次是網際網路廣告市場（Internet Advertising），
在其中廣告業者必需支付網站經營者費用。最後是由內容業者提供之付

費網際網路內容市場（paid for content provision）。執委會認為此三種不

同活動以不同方式向不同之來源獲取營收。 116 此種分類大致可以接

受。117 不過在網路接取服務市場似乎可以視用戶為營業性質或個人性

質，再加以細分化。此外，在網際網路上銷售之各種有形商品或無形服

務，則仍依傳統「功能代替性理論」認定其各自所屬之產品市場，自不

待言。118

 
2. 相關地理市場 
Schnelle/Bartosch認為前述三大類之產品市場的地理範圍均為國內

市場，因為網路接取之服務基本上仍然依賴每個國家之電信基礎建設，

而網際網路廣告必須針對歐聯各會員國而調整其網站廣告之內容與方

式，內容市場更是存在以國家為界限之語言與文化差異（見註 31）。此

項見解應該可以被接受。至於在網際網路上銷售之商品或服務的地理市

                                                 
113 Schnelle/Bartosch, Entwicklung der fusionskontrollrechtlichen Kommissionspraxis im Medien-und 
Telekommunikationssektor, BB 54. Jahrgang Heft 38 ( 23.9.1999 ), 1933-1940 ( 1940 ). 
114 Case IV/M.1069-WorldCom/MCI, OJ L 116 (4.5.1999), (16). 
115本案之事實為：美商At Home Coorporation (在美國與加拿大向營業與個人用戶行銷並提供網路接

取服務)與荷蘭籍之Edon集團(主要由荷蘭東北部地方政府擁有，其營業項目集中在能源之生產與配

售，垃圾之收集、處理與再生，以及有線電視及電信之網路與服務的提供)以及同屬Pnem/Mego集團

之Mega Limburg與Pnem Teleservices (從事有線電視與電信業務)，有意共同投資成立@Home Benelux 
B.V.，以從事網路接取之相關業務與提供需要使用寬頻網路內容之業務。本案之決定書得自

http://www.europa.eu.int/comm/dg04/merger/closed/jv0/en/jv0011.pdf（2000 年 1 月 27 日）。 
116 Case No IV/JV.11, (14)-(15). 
117 Schnelle/Bartosch亦採此見解，前揭文，第 1938 頁。 
118 石世豪等，前揭報告，第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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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在理論上可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而達於全世界。然而，只有能在網

際網路完成全部交易行為並且交易成本（例如網路接取費）相差不大之

商品或服務，始能以全球為其地理市場，119 否則，似仍應一般相關地

理市場之標準認定之。120

 
對於經由網際網路而以全球為其相關地理市場之商品、服務及其提

供之事業，若要適用各國之競爭法或競爭政策，顯然會發生多重重覆管

轄或因大小不同而判斷迥異的問題（例如在一個國家內有問題之行為，

就全球競爭來看，也許微不足道）。121 以各國競爭法之調和或主管機關

之協調合作，並不足以解決此等爭議，而似乎有待於設立全球性競爭機

關加以處理。 

 
（二）獨占事業濫用獨占地位 

1.市場傾覆與獨占事業 
虛擬網際網路又被美國司法部負責反托拉斯業務之助理次卿

Daniel Rubinfeld稱為「硬體與軟體」網路（"Hardware-Software" Netzte），
因為虛擬網際網路之運作依賴許多硬體與軟體之配合，而此等軟、硬體

又與網路效應或外部性之發生互為因果關係。軟、硬體之間若因採用不

同之標準或介面而無法溝通，則在網路效應之趨使下，網路上的優勝者

極容易排除其他業者之挑戰，而不斷贏得競爭與市場（縱使其品質不一

定是最好的），最後成為獨占市場的事業。 122  在網網相連之產業

（vernetzte Industrien），經常（但不必然）發生"傾覆"（tipping）現像，

亦即市場平行存在二個不相容之產品，其中一項產品可能突然被另一項

產品所擊敗而退出市場，後者遂成為唯一存活之產品，該產品之規格也

就自然成為整個產業之標準。對於此種可能發生傾覆現像的市場所發生

之反競爭行為，必須迅速且嚴正加以處理，否則市場一旦被傾覆，想要

再去除反競爭行為之結果與影響，不僅很難，而且更有可能不受到歡迎

                                                 
119 Gringras，前揭文，第 358 頁。 
120 石世豪等，前揭報告，第 94 頁。 
121 Beck，前揭文，第 463 頁。 
122  Rubinfeld, Wettbewerb, Innovation und die Durchsetzung des Kartellrechts in dynamischen, 
vernetzten Industrien, GRUR Int. 1999 Heft 6, 479-48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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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因為使用者不願意適應新的標準）。123

 
2. 拒絕授權使用智慧財產權 
此外，與前述之標準或界面會產生類似問題的是智慧財產權。在虛

擬網際網路上電子資訊之接取、傳輸與重製，均必須得到其智慧財產權

人之授權，因此其若拒絕授權，將可能產生甚為嚴重的濫用市場地位的

問題。124 其若同意授權，則智慧財產權授權契約仍然可能會有限制競

爭的爭議。對於著作權人拒絕授權他人使用其著作之情形，著作權法上

「合理使用」之相關規定（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六條）並無法處理，所

以依舊必須回到公平法找答案。對此，歐聯於一九八九年發生的Magill
一案頗具參考價值。在八O年代的愛爾蘭，當地可接收之三家電視台只

發行自己電台之節目表，並授權當地日報逐日刊載其節目表。Magill是
當地的一家出版社，計畫將所有電視台之節目表以周刊之形式發行，但

遭到電視台拒絕授權（該等節目表受到當地著作權法之保護）。執委會

與歐洲法院均認為，拒絕授權之行為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構成歐體

條約第八十六條所禁止之濫用支配市場地位的行為，而本案特殊之處在

於：（1）拒絕授權將阻止一項新商品或服務之出現；（2）系爭電視台已

授權日報刊載其節目表；（3）系爭電視台不僅固有業務（播送電視節目）

完全不受影響，而且拒絕授權將使其在此市場之獨占力量擴及於鄰近之

衍生市場；（4）系爭電視台沒有技術上或經濟上的正當理由可以拒絕授

權。所以執委會與歐洲法院判定系爭電視台拒絕授權Magill之行為違反

歐體條約第八十六條，並強制其應授權Magill使用其節目表。125 至於

授權契約之約款對於競爭造成之限制，依據歐聯學界與司法判決之一致

通說，該項限制若是智慧財產權本身即包含之內容，則應予以許可，惟

若系爭限制超越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範圍，則應禁止。具體而言，非專屬

授權、專屬授權、限時授權、限定使用方式之授權，以及確保品質之約

定，均被許可。惟生產數量之限制與禁止產品出口之限制則被歐聯執委

會禁止。126

                                                 
123 Rubinfeld，前揭文，第 482 頁。 
124 Gringras，前揭書，第 362 頁。 
125 Magill TV Guide/ITP, BBB&RTE(1989) OJ L 78, p.43; CFI: Cases T-69&76/89 RTE and ITP v 
Commission (1991) ECR II-485; ECJ: Cases C-241 and 242/91P.  
126 Hoeren/Sieber/Kirsten, Teil 10 Rdnr.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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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售 
目前為全球矚目焦點的United States vs. Microsoft一案，可謂是虛擬

網際網路中搭售的典型例子。美國司法部指控微軟公司利用其在個人電

腦作業系統之獨占地位，於視窗作業系統搭售其網際網路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IE）。不可否認的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與網際網

路之線上業務（Online-Dienst）是兩個可以分開的市場，所以微軟之行

為確實有搭售之嫌。127 從美國哥倫比亞特區聯邦法院於一九九九年十

一月五日做成之初步判決看來，未來的發展對微軟可能頗為不利。就本

案而言，將微軟之行為視為搭售，可能不利於技術之進步、產業之發展

（因為技術之進步可使得原本不同之市場融合為一），所以另一個可能

的解決方案是基於維護網際網路相容與連接性的立場，要求獨占事業提

供並告知消費者將IE從視窗中分離之簡易方法，並要求其向其他瀏覽器

廠商公開IE與視窗結合之相關資訊，使得後者能將其瀏覽器軟體修正成

能與視窗完全結合。128

 
三、網際網路資訊通信競爭行為之主管機關 

網際網路之實體部分具有多元之載具，包括公眾電信交換網路、有

線電視、無線電訊、大眾媒體及直播衛星。而網際網路之虛擬部分更是

由在此種多元載具上所進行之無數活動所構成。因此，若對網際網路資

訊通信作靜態的分割，以其載具或活動之屬性，劃定其專用之法律以及

專屬之主管機關，將是會違反其本質的落伍作法。無怪乎學界已多方呼

籲政府及早因應，建立整合 4C 產業之主管機關，而行政院亦已決定成

立「資訊通訊暨傳播委員會」。 

 
然而前述委員會是否或何時成立，仍是一個未知數。在此之前以及

可預見之未來，公平會作為網際網路資訊通信產業競爭行為主管機關之

地位，本無庸贅言，故僅簡述其理由如下： 
目前沒有規範網際網路資訊通信之專法，指定專屬之管轄機關，排

除公平法之適用。 

                                                 
127 Hoeren/Sieber/Kirsten, Teil 10 Rdnr. 37. 
128 劉靜怡，前揭文第 43 頁建議應要求微軟公開IE與視窗結合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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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諸多單行法規有許多力有未逮之處，例如： 
商標法對未註冊之著名標章的保護並不充分，其權利人只有援引商

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禁止他人以商標註冊方式侵害其商標，但是無法

依據商標法第六十一條請求防止、排除侵害其商標之行為或要求損害賠

償。因此，對於他人在網域名稱上侵害未註冊著名標章之行為，該未註

冊著名標章權利人僅有訴諸公平法一途。 
電信法雖然有一些競爭行為之規範，但是一方面囿於該法以規範

「電信事業」（該法對「電信事業」之定義雖然似乎可以「無限上綱」

而將網際網路資訊通信全部納入，但是這種解釋顯然已超越該法之立法

範圍）為限，另一方面其中所規定之競爭行為規範又多針對第一類電信

事業（例如第十五、十六、十九、二十六條）或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場主

導者（例如第二十六條之一），所以勢必仰賴公平法發揮網補之作用。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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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論與建議 

一、網際網路給我們的啟發 

1、網際網路全然是由市場驅動。 
2、網際網路需要政府最少的干涉。 
政府之管制經常在錯認管制客體之技術特質的情形下進行干涉，因

而壓抑或扭曲技術之進步與發展，以及影響消費者之選擇與福利。在

此，我們可以網際網路電話之管制為例說明。網際網路電話﹝Internet 
Phone﹞係利用 TCP/IP 技術傳送數位化的語音封包，達成類似於傳統電

路交換的語音通訊功能。但是 IP 網路和電路交換的網路有基本上的差

異： 
（1）電路交換網路中任何通訊均可想像存在實質的通訊專用鏈

路，而分封交換的 IP 網路，則是隨機共用鏈路。 
（2）電路交換可以看成是實體電路存在而進行即時交換，分封交

換則是儲存資料再傳送﹝store-and forward﹞的型式。 
（3）IP 網路使用 IP 網址，而電路交換使用電話號碼。 
因此網際網路電話是電腦應用的一環，而 VoIP﹝Voice over IP﹞則

是利用 IP 網路傳送語音，模擬傳統電路，故有電話號碼。目前國內誤

把網際網路電話及 VoIP 歸類於 International Simple Resale 而加以禁止。 
3、網際網路之發展是全球性的活動。 
4、網際網路之通訊協定與技術標準不應該被賦予財產權性質。 
5、技術進步對網際網路發展之影響是既直接又迅速。 
6、一項假想 
BBn = f （.. xi .. , .. yj .. , .. ck ..） 
BBn: business model（商業模式） 
xi: services（服務） 
yj: networking element（網路工程要素） 
ck: cooperating business model（商業合作模式） 
f: function（函數） 

Conjecture: If this system is ergodic, one company shall capture the 
whole market sooner or later with probabilit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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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個公司可以獲取（capture）所有市場的機率不是 1 就是 0。
我們在數學式上無法判斷機率是 1 或 0，但是我們可以作簡單的測試，

以測試發生的機率是等於 0 或大於 0。只要有可能性就大於 0。以台灣

為例，發生此種情形機率是大於 0。一旦機率大於 0，其發生之機率就

趨近於 1，而造成整體或全面的壟斷。在 4C 產業匯流的趨勢下，依此

假想界定產業間整合的界面及其適當的管制措施，將是保障產業公平競

爭中輕度管制的決定步驟。 

 

二、「FCC 不管制政策」對我國的啟發 

從決定資訊處理程序不應管制，經歷電話網路之普及發展，至授與

資訊服務提供者運用科技之彈性，這些歷程顯示出 FCC 在網際網路的

發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未來的主要挑戰源於科技匯流，以及原本

以傳統技術來傳遞的各種服務因網路的普遍使用而改變產業型態的問

題。當原先規畫管制與不管制的界線趨於模糊時，面對傳統的分類標

準，以及使用新手法傳遞傳統服務的情形，FCC 能否繼續維持不管制資

料服務與網際網路的立場，尚有待考驗。然而，由前述分析可知 FCC
面對新穎的通訊科技發展的態度十分正確：由市場，非政府，來決定誰

是新時代服務的贏家。我們可從 FCC 三十年來解除管制的經驗，得到

以下一些寶貴的經驗與啟發。 
1. 面對新興的科技與產業，應先持續觀察其發展之動態與市場之

反應，不要貿然套用舊有管制模式逕行加以規範，以避免扼殺新科技與

產業。 

 
2. 當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服務取代傳統服務時，與其著手進行管

制新型態之服務，不如解除對現有服務之管制。 

 
3. 須小心監督市場以避免不正競爭行為之出現。為維護公共利

益，必須確保所有在通訊市場的參與者，無論是電話網路或是有線電視

的廠商及使用者，都應有平等競爭的機會。此一目標，通常無法透過政

府管制達成，而須藉由市場力量之運作來完成。因此，必須避免僅因懷

疑未來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採取管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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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決定是否管制前，應先衡量政府介入的成本是否低於管制所

得之利益。亦即，任何管制措施都必須符合比例原則---管制手段必須維

持在最低必要限度內，且管制手段所耗費的成本不應超過管制所欲達成

的目的。更重要的是不可預設未來可能產生瓶頸設備而據以進行管制，

因為市場因競爭而激發的創意以及科技發展的力量，都不容我們低估。 

 
 
5. 對於頻譜之分配應考慮採用更有創意與效率之方式（例如不限

制使用用途），以發揮頻譜的最大效率，並鼓勵新科技的創新。 

 
6. 目前我國網際網路用戶除了支付月租費之外，尚需支付頗為可

觀之通話費（以通話時間長短計算）。此對網際網路在我國之普及與運

用極為不利。就長期而言，希望經由新的固網業者加入競爭導致通話費

之下降。就短期而言，似乎應仿美國之精神，儘量減輕 ISP 業者之成本，

而嘉惠網際網路的用戶。否則我國上網人數雖然不斷增加，但其使用網

路之質與量卻可能十分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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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些產業上的觀察 

我們可以用下圖觀察出整體 4C 產業因網際網路之加入（灰色框）而發

生之複雜連鎖反應 

有線電視/廣播

電信服務業

IP網路服務業

消費者電信製造業

交換機

線路

衛星

終端設備

IP網路製造業

網路卡

Hub

Switch/ Router

纜線

產品 商務

電子商務

資訊通信組 劉孔中、陳光禎

媒體

 

                             粗實線：傳統電信產業之相互關係 

實線：新興網際網路所引入新的相互關係 

 
圖 21 網際網路影響 4C 產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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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公平競爭上需考慮 
(1) 電子商務新通路而既存通路業者間公平競爭規範之新詮釋 
(2) 網際網路服務業和傳統電信業者，CATV 業者間公平競爭，及

現行法規新詮釋 

 
1. 網際網路之平台宜由市場決定 
關於網際網路之平台，政府應該放手給市場自力去決定。因為，第

一，法令制定曠日費時，即使針對某個現象制定規範，該現象可能早就

不存在了。第二，市場上出現能握有大多數市場的平台或標準，也代表

了消費者選擇的結果。政府較適宜的角色，應該制定中立的規則，讓各

家廠商可以自由競爭，而不能透過立法指定或保障少數真命天子。 

 
2. 電信集團之垂直整合值得注意 
在固定網路開放以後，網路商的垂直整合是必然會出現的。廠商也

期待握有系統開發與配銷的能力，作為競爭的策略資源。從電子商務發

展趨勢來看，相關服務提供者與各別垂直產業的合作是必然的趨勢，也

必然對既有產業供應鏈及通路產生衝擊，這是通路革命及市場競爭的效

應。因此業者應注意於自身優勢及特色的發展,擬定適當的結盟及購併

策略，以因應網際網路資源整合及人潮聚集的競爭生態。也由於網際網

路鼓勵創新及依賴人才的特性，事實上企業無論規模都有發展機會。 

 
但另一方面，網路及電信事業構成 4C 產業的基礎建設，需要龐大

的資金及技術，未來必將掌握在少數集團之手，若由這些掌握網路及電

信資源的業者向下垂直整合，勢必壓縮其他應用及內容提供者的發展空

間。因此，針對電信集團的垂直整合是其他網路服務提供者較為擔心之

事。 

 
3. 電子商務還不是市場主流 
國內電子商務的發展，相較於整體的商業比例，還不是很重要。無

論是企業與企業間或是企業與消費者間的交易金額，非常的微不足道，

因此電子商務不能夠單獨劃分為一個市場。而反托拉斯法介入的首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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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必須是事業對市場有影響力，在電子商務發展還不是很清晰，且規模

不大，公平法就獨占、寡占等濫用市場地位的情形，現在並沒有需要介

入的情況。即便某廠商在電子商務的交易量占了絕大部分，也不立即意

味該廠商具有獨占力，因為如果消費者有替代品可供選擇，例如傳統商

務模式，那麼該廠商仍然可能處於競爭的環境之中。網際網路上最顯著

且最常發生的類型，應該是不正競爭，包括非法多層次傳銷、欺罔、網

域名稱紛爭等。不過，以目前的消費者保護法以及公平法處理這些案

件，應無困難。 

 
 4. 市場失靈？ 
無論是以科技、企業經營，或是法律的角度觀察，電子商務是一個

尚在發展中的領域。但是，科技或許與過去的科技有異，但是企業經營

上，學者也開始發現，與其說電子商務是商業上的革命，不如說是演進。

而從法律的觀點，除了非常基礎的民法與刑法上關心的「行為」問題外，

電子商務的行為態樣也並沒有超出既有法令的範圍。 

 
公平法的目的是要促進市場效率，防止市場失靈。但是市場如果發

生「不公平」的狀況，並不見得就是市場失靈。不幸的是，論者很容易

在市場有不合理的現象出現時，就說是市場失靈，而要求政府介入，卻

低估了市場的矯正能力，例如，如果資訊不對稱是不正競爭的主要原

因，則網際網路零售業也自然會出現提供資訊服務的廠商，專門訪查各

商家的隱私權政策、送貨速率、退貨規定等資料，也對消費者做問卷調

查，提供給消費者參考，而不一定有勞公權力操心。 

  
電子商務的科技以及經營仍在繼續發展，目前很難說怎樣是適宜的

規範。而且，公平法立法根基來自於經濟學上的理論，而經濟學在看待

網際網路與經濟的關係也還沒有定論。因此，公平法應該保持關心，但

是針對網際網路上的商業行為若要採取預防的規範，則應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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