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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字：電信市場主導者、反競爭行為、價格管制、價格擠壓、網路互連、電路

出租 

 

一、研究緣起 

 電信事業有自然獨占之性質，掌控電信樞紐設施之業者，易具有相當之市場

力量。如何規範垂直整合電信事業的濫用市場地位，是一重要課題，其中又以定

價行為的管制為規範重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可能利用在批發服務網路接取之

定價，及零售市場上之定價，對競爭者進行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諸如採取「掠

奪性訂價」、「垂直價格擠壓」、「交叉補貼」、「差別待遇」、「拒絕樞紐設

施接取」等策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應於何時行使其調查

權，如何檢驗及判斷電信事業主導者是否涉及反競爭之定價行為，及公平會與電

信主管機關之分工原則應為何，以落實公平交易法促進市場競爭之目的，值得吾

人省思。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蒐集歐盟、英國、美國、澳洲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對於「電信事業市場

主導者的管制架構」、「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規範」及「網路互連

及電信出租定價之管制」等政策、法規之相關文獻，以該研究成果檢視我國現行

政策及規範有無不足之處，並瞭解上述先進國家電信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關機關

所扮演的角色及分工。 

針對國內現況部分，本研究先以問卷之方式，初步暸解國內固網業者對於市

場競爭現況之意見，及在與市場主導者進行網路互連或購買電路出租之批發服務

上，有無遭遇不公平競爭之問題，以作為後續深入訪談之準備。根據固網業者問

卷回收之資料進行研析，設算檢驗市場主導者現行定價有無不當之處，並藉由深

入訪談及座談會廣納各界意見與建議，為公平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涉及反

競爭之定價行為之介入點及機關分工原則提出建議。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認為，現行批發服務之價格爭議，於以下部分有檢討之必要： 

1. 並未定期檢討批發服務及價格有無不當之處，且未進行垂直價格擠壓之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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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現行批發價格採取「零售價格減成」（retail-minus）法，無法適用於

不具零售價格的批發服務； 

3. 對於市場主導者批發服務成本之計算，現行「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

會計處理準則」係以業務別為計算盈虧之基礎，無法反應新興電信業務及

相對應的成本會計資料，因此難以進行成本基礎的計算； 

4. 市場主導者對於接取批發服務收取相關之附屬費用，此一部份通傳會並未

加以管制，使得市內用戶迴路接取上有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疑慮； 

5. 對於市場主導者的認定採取業務別的方式，而未考量服務替代性之情形； 

6. 通傳會對於市場主導者之違法爭議，例如「申辦 ADSL 搭售市話服務」，

或者「要求市話撥打 E.164 網路電話之價格」等，市場主導者仍有拖延不

為處理之情事； 

7. 市場主導者疑似有採取「零售價低於批發價」訂價之情事。 

 對於上述爭議，國外電信主管機關對於採取事前管制的批發服務價格，多數

不限於採取單一的計算方式，以兼採如 LRIC 的方法。於管制上電信主管機關並定

期檢討批發價與零售價之價差，對於下游競爭者是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情事，

有以市場主導者之經營效率為準者，稱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test）；亦有以下游合理效率競爭者之效率為依據者，稱為「合

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 test）。多數國家採

取 EEO 測試，但為了促進下游市場的競爭，如英國電信主管機關 Ofcom 即兼採

REO 測試。此外，對於批發價格管制尚建立完善的成本會計制度作為認定之基礎。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認為，通傳會對於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確有調整改進之必要，

可分述如下：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一、檢討市場主導者有關網際網路免費對等互連（free peering）之條件，去除

不合理者； 

二、命市場主導者不得強制搭售市話服務，並儘速提報合理的「專用用戶迴

路 ADSL 服務」資費； 

三、命市場主導者提報合理的市話撥打網路電話資費； 

四、要求市場主導者提供 Line Sharing 及 Bitstream 的 LLU 方式，並訂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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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取條件及價格，以及開放光纖用戶迴路及管溝之接取； 

五、對於批發價及零售價之核定，進行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 

(二) 中長期建議 

一、修改電信法及「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將網際網路互連納入網路互連規

範； 

二、修改「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將新興電信

服務列為必須申報之成本會計科目，以及包括所對應使用的網路元件成

本； 

三、修改批發業務之相關規範（如資費管理辦法），以兼採其他的計算方法。 

    

針對相關之電信爭議，公平會之介入時點為何？本研究認為公平會對於通傳會

核定之資費，原則上無介入空間，但公平會若認為通傳會之電信資費管制有未符

合競爭政策者，得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向通傳會表達其意見。 

對於公平會介入電信市場主導者之訂價行為，本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 公平會對於通傳會未核定之電信事業主導者資費或相關費用，以及規避通

傳會資費管制之定價行為，可介入管制而無須禮讓通傳會。 

2. 公平會於所制定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已揭櫫「垂直價格擠壓」、

「差別定價」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作為獨占地位濫用的規範類型。

公平會可針對個案審理，要求獨占事業舉證。 

3. 公平會與通傳會應為資訊之交流及分享、必要時並應協調商同合作辦理。 

（二）中長期之建議 

與通傳會針對通訊傳播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以事前及事後管制出發，協

調彼此之分工及相互協調機制，以合作促進市場之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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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電信事業傳統上被認為具有自然獨占之性質，具有控制市場地位的電信事

業，由於掌控電信樞紐設施，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可能對市場的其他事業進行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一般而言，電信事業常見的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包

括「搭售及套裝服務」、「掠奪性訂價」、「垂直價格擠壓」、「交叉補貼」、

「差別待遇」、「拒絕樞紐設施的接取」等策略。 

對於上述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可能的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中，如何規

範垂直整合電信事業的濫用市場地位，是一相當重要的課題，其中又以定價行為

的管制為規範重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不論在批發市場對於樞紐設施網路接取

之定價，以及在零售市場上的定價策略，均有濫用市場地位以獲取超額利潤的可

能性，即為本研究計畫所欲探討及執行的動機。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應於何時行使其調查權，如何檢驗電信事

業市場主導者是否涉及反競爭之行為，以及公平會與電信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應如

何分工，以達成防止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反競爭行為之發生，落實公平交易法促

進市場競爭之目的值得吾人省思。本研究之動機乃公平會構思規範電信事業主導

者不當行為之可行政策作法。 

本研究之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1. 研析歐美、日本、澳洲等先進國家對於電信事業主導者定價行為之執法態

度與相關規範。 

2. 了解我國電信業者在行動通信、固定通信等業務之競爭現況與其定價策略

分析。 

3. 針對我國電信業者與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間有關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費

用衍生之爭議態樣及問題探討。 

4. 參照國外管制經驗，提出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推出優惠方案或電路出租費

用是否對行動電話業者或 ISP 業者造成垂直價格擠壓或交叉補貼等濫用

市場獨占地位行為之檢驗模式及判斷準則。 

5. 針對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涉及反競爭之定價行

為之介入點及機關分工原則提出建議。 

6. 對於公平會電信事業規範準則提出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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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 
進行本研究計畫所欲達成之目的，在於透過國外先進國家管制政策及規範的

研究，以該研究成果檢視我國現行政策及規範有無不足之處，以為借鏡，並就競

爭法主管機關與電信主管機關職掌之分工，進行研究分析： 

一、國外先進國家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規範及價格管制 

本研究計畫將針對歐盟、英國、美國、日本及澳洲各國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

導者的定價規範及實務進行研究，作為我國法制及實務之參考。在研究上擬先透

過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規範出發，以涵蓋以下幾項研究重點： 

1.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認定； 

2. 對於市場主導者之管制規範，以網路互連、電路出租及價格規範為主； 

3. 電信管制機關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價格管制實務現況分析，包括對

於防止價格擠壓及交叉補貼等濫用行為的檢驗模式及判斷準則； 

4.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電信事業價格管制的執法態度，以及與電信主管

機關之間的權限劃分及合作機制。 

在上述國外法制的研究分析上，於章節安排上，本研究計畫擬於第三章處理

第 1 點至第 3 點之部分，第 4 點則將於我國法制的部分處理。另在網路互連部分，

由於網際網路互連（internet interconnection）的議題較具特殊性，各國規範及管制

態度不盡相同，因此規劃獨立在第四章加以處理，在此特別予以說明。 

 

二、現行我國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規範之分析 

我國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定價規範，主要在於電信法第 26 條及依據該

條第 3 項授權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所制訂的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資費管理辦法」），另有關網路

互連接續費之協商、通信費之處理等規定，則適用「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綜觀電信法第 26 條及該資費管理辦法之規

定，採取「價格調整上限制」（price cap）適用於所有的第一類電信事業，並且應

同時包括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之管制。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資費之管

制，主要規範重點如下： 

1.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定義（資費§10）：有三個標準「指控制關鍵

基本電信設施者」、「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或「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

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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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資費及業務促銷方案之核定（資費§9）； 

3. 批發價格之訂定及管制（資費§9-2），並規定所適用的批發服務類型（附

表），共計有六大批發業務項目，如下表 1 所示。 

4. 提報核定或備查零售價格資料的提供（資費§13(4)）。 

 

表 1：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之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1 

批發價之業務項目 適用對象 

一、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

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二、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

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第一類電

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

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

電話服務者間之互連電路（含市、長專線

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

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

話服務之營業項目者 

四、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xDSL）電路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網際網路服務經營

者 

五、其他市內、長途數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六、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則規定有關網路互連之規範及接續費之計算原則，主

要規範包括：網路互連服務費用之項目及其負擔者（互連§10）、接續費之計算原

則及核可（互連§14）、接續費計算方式之公開（互連§16）、網路元件細分化之

項目（互連§17），以及細分化網路元件費率之協商及市內用戶迴路費率的計算方

法（互連§18）。性質上網路互連接續費之計算，亦為電信事業提供零售服務所需

                                                
1 取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http://www.ncc.gov.tw/chinese/law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89&law_sn=105&sn_f=1102&is_histo
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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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間產品要素（inputs），所以理論上應為批發或中間產品的一部份，亦有列入

考量的必要。 

 

三、公平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管制探討，及與通

傳會之分工 

對於上述電信法有關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之規範，其背後的理論依據及

判斷準則為何，與相關規定能否具體落實於執法實務上，應是身為競爭法主管機

關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所關切的事項。公平會於所頒佈的「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以下簡稱「電信事業規範說明」）

中，於第五點有關「獨占電信事業之規範」方面，即將常見的電信事業市場主導

者濫用市場地位的定價行為，明示其可能的行為態樣及認定標準。該行為態樣即

包括「掠奪性訂價」、「垂直價格擠壓」、「交叉補貼」及「差別取價」等情形，

在符合該規範說明所示的情形，且該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亦符合公平交易法（以

下簡稱公平法）第 5 條及第 5 條之一的管制門檻時，可認為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第 2 款）或「其

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第 4 款）。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之規範，明顯的將有電信法與公平法的競合適用，

其背後即涉及兩法所屬主管機關（通傳會及公平會）的權限競合、重疊及分工。

公平會雖然對於上述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的定價行為，僅能採取「事後管制」

（ex-post regulation），而不同於通傳會依據電信法及其子法所採取核准的「事前

管制」（ex-ante regulation）措施2。儘管兩大主管機關得以為上述之分工，公平會

依據公平法第 25 條所賦予有關競爭政策（公平交易政策）之研擬及執行、公平法

第 9 條規定商同各該部會（在此為通傳會）辦理的權限，以及在公平法第 46 條對

於規範競合的解釋，可說是我國在規範執行層面的重要議題。 

基於上述之背景，本研究除深入研析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定價行為及管制

規範外，對於公平會與通傳會於電信市場價格管制的分工合作，及管制介入之可

行性，進行分析。 

 

 

 

 
                                                
2 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雖為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禁止規範，其中包括「對所提供電信服務

之價格或方式，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第 3 款），但其性質應屬於「事後管制」，在此特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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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擬採取以下之研究方法： 

（一）國外政策及法規之文獻及實務研究分析 

本研究計畫擬針對歐盟、英國、美國、澳洲及日本有關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

之定價規範，進行研究探討。上述各國規範之研究，將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

的管制架構」、「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規範」及「對於網路互連及

電路出租定價之管制」為主，廣泛蒐集政策、法規等相關文獻，以進行深入研究

分析，並瞭解電信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扮演的角色及分工。 

    （二）電信事業及學者專家之深入訪談、問卷調查及座談 

為了有助於本研究團隊掌握研究議題，提出適當的政策及規範建議，本研究

計畫擬向通傳會、國內主要電信事業，及通訊領域之學者專家請益，以瞭解國內

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規範現況及問題，及電信主管機關的執法政

策及態度。 

為了有助於後續訪談之規劃，本研究計畫先以問卷之方式，瞭解國內固網業

者對於市場競爭現況之意見，以及在與市場主導者進行網路互連或購買電路出租

之批發服務上，有無遭遇任何問題，之後並再進行訪談，請其更進一步地提供相

關資料以檢驗市場主導者現行定價有無不當之處。於本研究計畫執行期間，雖以

問卷方式請固網市場主導業者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惟該業者以涉及營業秘密為

由加以拒絕，因此在說明上僅能具體呈現其他固網業者之意見及說明。此為本研

究執行上所面臨之限制。 

另本計畫已於提出期末報告之前，針對研究成果、心得及建議，以舉辦座談

會的方式，請教國內對此領域專精的學者專家，其中兩位並曾擔任通傳會委員之

職務，理論與實務兼具，以協助確認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是否妥當，作為提出期末

報告的重要參考意見。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計畫規劃的研究步驟(如圖 1)： 

1.蒐集、整理及研究國內外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管制政策及規

範； 

2. 瞭解國內現行電信市場定價策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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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談通傳會、國內主要電信事業，及通訊領域之學者專家，並舉辦座談會

進行交流； 

4. 撰寫研究報告，針對計畫需求提出說明及建議。 

 

 

 

 

 

 

 

 

 

 

圖 1：本計畫執行步驟 

 

 

 

 

 

 

 

 

 

 

 

 

國內現行電信市場競

爭及定價策略分析 

針對研究議題，與

NCC、電信事業進行

深入訪談 

國外電信事業市場主

導者之管制及定價行

為規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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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管制之理論分
析 

第一節 前言 

競爭政策及經濟管制植基於市場機制有效運作者，「公共利益」或「社會福

祉」始得極大化；換言之，市場環境有效競爭促進社會福祉極大化，並透過以下

方式達成： 

 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確保稀少性資源、產品及服務配置於最

具效用者使用。 

 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促進市場參與者將稀少性資源發揮最

大生產效率。 

 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鼓勵市場參與者適時創新及投資新技

術。 

是以，競爭政策終極目標為達成持續性有效競爭市場環境，即市場環境達到

「公平競爭」，同時，消費者與電信業者不復受制於反競爭行為。 

然而，實務上 ICT 產業多項相關市場尚未符合有效競爭要件。市場失靈肇因

頗多；其中，獨占（含自然獨占）及外部性等因素導致市場失靈，則有必要透過

行政管制導正之。 

就 ICT 產業而言，競爭政策管制通常包含禁止反競爭行為（諸如遏阻有效競

爭之併購行為），以及促進有效競爭（諸如網路互連及用戶迴路細分化）等二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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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效競爭分析程序 

依據 ITU 報告
3
指出，有效競爭分析程序主要如次： 

 界定相關市場。 
 分析無爭議行為下，相關市場有效競爭程度。 
 分析有爭議行為下，相關市場有效競爭程度。 

另外，依據歐盟於 2003 年 7 月 25 日生效實施之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管制架

構指令指出，監理機關對有效競爭分析程序主要如次： 

1. 界定相關市場 

依據歐盟架構指令第 15 條及「相關市場建議（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規定，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須界定相關市場，並由歐盟執委會定期分

析之。 

2. 市場分析 

依據歐盟架構指令第 16 條規定，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須評估各相關市場有效

競爭程度，諸如市場中是否有業者具有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市場進入障礙程度、必要設施之作用。各該相關市場未有效競爭者，評

估及指定相關市場之 SMP 業者。 

有關 SMP 業者之認定，主要以市場占有率認定之，並深入及通盤分析相關市場經

濟特性（「SMP 業者認定準則」詳後敘第三章第一節）。 

3. 判斷反競爭行為（其「判斷方法」詳後敘）。 

4. 評估反競爭行為效果：評估該行為有否重大遏阻或排除有效

競爭等效果或可能效果。 

5. 對 SMP 業者實施導正措施 

依據歐盟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8 條規定，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

者實施導正措施。諸如透明化、無差別待遇、會計分離、接取義務及價格管制等

義務（其「導正措施」詳後敘第三章第一節）。 

以英國為例，經 Ofcom 界定該市場之 SMP 業者，則實施不對稱之管制措施，

在批發市場方面，其義務包含透明化（諸如會計資訊、技術規格、網路特性、使

用與價格條件）、無差別待遇、會計分離（不同層級業務之會計分離）、接取義

務（接取 SMP 業者網路設施）及價格管制（採成本導向）等；在零售市場方面，

                                                
3 ITU, “ICT Regulation Toolkit: Module 2. Competition and Pric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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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義務包含不得超額訂價、不得以削價手段禁止市場進入或限制競爭、或對用戶

有差別待遇等。其管制措施依各市場特性，分別訂定，並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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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場界定分析 

在確認是否具有市場主導者存在上，即必須先進行市場界定的程序。以歐盟

為例，早於 1991 年所頒佈的競爭準則4中，歐盟執委會即承認有關相關市場的界

定，在面對電信等科技快速改變的產業時，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是以執委會在面

對電子通訊產業之市場界定上，即是以過去適用競爭規則的經驗作為制訂此一準

則的基礎5。市場界定並非一機械的或抽象的過程，其需要對於與過去市場行為有

關證據的分析，並且對於系爭產業有全面的瞭解。就電子通訊產業而言，有鑑於

主管機關所要執行的，是一具預測性或前瞻性的市場分析，因此有必要採取動態

的市場分析方法6。 

歐盟在 2002 年所頒佈的「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顯著市場力量之市場分析及評

定準則」（以下簡稱「分析及評定準則」）7對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標準，主要以「供

給面」及「需求面」之替代性，以及「潛在競爭」的可能性為主。供給替代性與

潛在競爭之差異，在於前者競爭者（供給者）已在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其得以

立即對價格的上漲加以回應；而後者潛在競爭者需要較多的時間，因為必須待其

進入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此外，具供給替代性之競爭者，於競爭上不需額外投

入相當的成本，反之潛在競爭者在進入市場時可能有相當沈入成本(sunk costs)必
須支出。潛在競爭亦為判斷市場是否有效競爭之重要參考因素8。 

不論供給面或需求面替代性之判斷，方法上通常採用所謂「假設性之獨占者

檢測」(hypothetical monopolistic test)，亦即先假設市場上只有一個獨占事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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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之

價格調漲」(a small but significant, lasting increase in the price)。倘若價格調漲將使

該假設性獨占者的利潤減少，即表示原先認定的市場範圍過狹，必須將其他替代

性產品納入，然後再重複進行此一檢測，直到市場參與者有能力將價格調漲卻不

減損利潤為止9。又一般在判斷價格調漲的幅度，係以 5%-10%為度10。另值得注

意的是，進行「假設性之獨占者檢測」的前提，必須是系爭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為廠商所自由決定而不被管制11。 

                                                
4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EC competition rul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OJ C 233, 

6.9.1991, p.2.  
5 See Guideline para. 33.  
6 See Guideline para. 35. 
7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2002/C 
165/03.  
8 See Guideline para. 38. 
9 我國公平會於「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中，亦揭示採取此一原則；其係用「微幅但

顯著且非暫時性的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 
10 至於持續（或非暫時）的時間，公平會於前揭「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則是指其價格調整後

維持至少一年以上。 
11 See Guideline para.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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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產品或服務之最終使用(end use)，與其有形的特性(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息息相關，然而不同種類的商品或服務，得以使用於相同的目的。「分析及評定

準則」特以纜線及衛星之接取服務為例，認為兩者雖在實體上有相當之差異，但

就接取網際網路一事而言，應屬同一產品市場12。而無線電叫人(paging)及行動電

話服務兩者，雖均具有可傳遞雙向簡訊之功能，但就消費者而言，考量兩者之功

能及最終使用，亦可認為屬於不同之市場13。 

另外在訂價模式(pricing mode)有所差異時，可能即有不同的消費群，此時會

員國管制機關得就相同的服務，區分商業用戶及家庭用戶。例如以國際零售電子

通訊服務為例，業者通常對於商業及家庭用戶予以差別待遇，給予不同的價格及

折扣，因此在解釋上應區隔為不同的市場。然而，此非意謂不同價格之產品，彼

此不具有需求面的替代性。當高價格及高品質的產品價格上漲時，相對低價格及

較低品質的產品，在個案中可能有足夠的替代性14。 

在有關地理市場的判斷上，一般電子通訊產業係採兩個主要標準：(1)網路所

涵蓋之區域；(2)考量法律或其他管制措施之內涵。前者為實體網路所涵蓋的範

圍，於解釋上較無疑慮；後者則是指管制法規所允許的經營區域，以行動通信為

例，在執照經營區域的限制下，非全區經營業者在網路建設上不得越過經營區域

外，對於其使用者於非經營區域通信服務的使用，只能與其他經營業者簽署漫遊

協議處理之。而在他區漫遊時，通常即無法享受與經營區域內相同的服務內容
15。 

 

                                                
12 See Guideline para. 45. 惟本文認為若從價格考量，由於衛星使用所需費用，相較纜線使用實屬

過鉅，從使用者端而言應不具替代性。 
13 同上註。 
14 See Guideline para. 46. 
15 See Guideline para. 59, F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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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信價格的管制原則 

價格管制是對於獨占市場失靈的傳統救濟手段，以提供相對於競爭市場存在

的價格壓力。不過，在價格管制上必須區分矯正市場失靈的價格管制，以及基於

其他目的的價格管制，例如社會目標、消費者目標、市場管理等目的。基於非矯

正市場失靈管制目標的價格管制，可能導致市場競爭的扭曲及無效率，一般而言

只有在政府進入市場作為消費者或客戶，以進行外在的補貼或讓與，可能是比較

好的作法16。 

價格管制得適用在終端消費者的零售價格、批發價格、接續費等方面，並且

應 定 期 加 以 檢 視 。 一 般 而 言 有 三 種 基 本 的 價 格 管 制 類 型 ： (1) 報 酬 率 管 制

（rate-of-return control）；(2)成本導向的價格管制（cost-based price control）；以

及(3)直接價格管制（direct price control）。價格管制通常僅針對具有顯著市場力量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的事業，對於競爭市場通常不進行價格管制，

而係委由市場競爭機制來處理；倘若在個案中可認為顯著市場力量事業在價格上

面臨有效競爭時，主管機關亦可考量對於該價格予以解除事前管制。 

   以下謹簡要說明上述三種價格管制類型： 

一、報酬率管制 

「報酬率管制」在於限制受管制事業對於他人利用其資產的獲利。核准的報

酬率，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視並評估在競爭市場下其合理的利潤為何。報酬率管制

的理論基礎，在於競爭市場上事業只能獲取合理利潤，因此以此一限制模擬市場

競爭的壓力，但此一理論實存有嚴重的瑕疵：報酬率管制無法掌握競爭的動態。

在市場競爭下，雖然競爭壓力會侵蝕經濟利潤，但事業得以在獲利及成長的誘因

下，尋求創新以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及效率的增加。然而，報酬率管制只是在確保

特定資產的報酬，與其經營是否具有效率無關，亦無法提供追求創新的誘因。 

報酬率管制亦將對於資源的配置效率造成不利影響。在報酬率管制下，事業

可能有過度投資（over-invest），作為擴展其獲利基礎之用。經學者的研究發現，

事業受允許的報酬（permitted return）若超過其資本成本（cost of capital），該事

業將支付以替代其他生產要素之資本，而非作為降低成本之用17。此外，由於受

允許報酬的計算，與資產評估的方法具有相當的關係。實務上必須將完全客觀的

歷史評估，與較實際但可能是推測性的、目前的衡量評估，兩者加以整合。在高

通貨膨脹的時代，報酬率管制勢必不可行。 

報酬率管制無法維持消費者價格的穩定，並且在生產成本或銷售數量有強烈

變動時，反而有擴大不穩定的作用。此外，報酬率管制必須高度的調查整個受管

                                                
16 John Buckley,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2003, 75.  
17 此為 Averch 及 Johnson 兩位經濟學者的主張，參見 Buckley (2003), p.76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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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事業的運作現況，將使得管制機關為了取得管制所需要的資訊，而可能使其遭

到被俘虜的危險（danger of capture）。最後，管制機關在判斷是否將特定的資本

項目認定為資產基礎時，將不可避免的介入受管制事業投資的決定，而影響其認

定。是以報酬率管制在目前只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已不為大多數的管制機關所採

用18。 

二、直接價格管制 

「直接價格管制」的使用，起於 1984 年 Oftel對於剛民營化的英國電信（BT），

作為替代報酬率管制之用，且今日已被廣泛的採用。直接價格管制是以每年可允

許的價格成長率，通常是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s index；CPI）或零售

物價指數（retail prices index；RPI）的方式，減去調整係數（X）呈現。此即為所

謂的價格調整上限制（price cap regulation）19。 

基於以下原因，直接價格管制可避免報酬率管制所產生的許多問題：1.直接

針對受管制事業的價格而非報酬，對於消費者是比較容易瞭解且有利的；2.其提

供誘因管制，在維持其利益的同時，使受管制事業享有改進流程及增加效率的自

由。3.此一管制對於管制機關而言較容易執行20。 

如何確認價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亦即在調整係數 X 值的認定上，必須考量

事業的效率、技術發展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銷售量而定。之所以考量銷售量的

原因，在於電信服務是非常資本密集的產業，其邊際成本較低，價格主要在於固

定成本的回收。再者，某些服務的需求，例如較高價格的長途及國際通話服務，

其價格彈性高，且價格改變對於銷售量有顯著的影響。對於 X 值的認定，管制機

關與事業應表達其對未來的預測及評估，以達成共識21。 

直接價格管制必須在一合理的期間，通常為三至五年，以提供事業得以做出

中期投資決定之用，避免不確定性產生。在期間屆滿之前，管制機關應徵詢產業

內各事業之意見，以與事業共同考量下一階段可能的獲利及銷售量。 

適用直接價格管制的服務，管制機關可以針對不同服務限制其價格，或者將

不同服務歸屬於同一價格類型（price basket），適用相同的價格管制幅度。目前在

管制實務上最常使用的價格類型，是將家庭用戶（residential customers）及商業用

戶（business customers）兩者，以及批發及零售服務兩者加以區分。因為在不同的

產品上，受管制事業所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不同，區分為不同的價格類型得以減

少受管制事業進行交叉補貼的誘因，亦即將面臨高度競爭的服務價格，訂的比增

                                                
18 Buckley (2003), pp.76-77. 
19 David E. M. Sappington, Price Regulation, in: Cave, Majumdar and Vogelsang (Ed.), Handbook of 
Telecommunications Economics, Vol.1, p.231 (2002).  
20 Buckley (2003), p.77. 
2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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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生產成本（incremental production cost）低，且對於不具競爭的服務提高價格以

填補損失22。 

三、成本導向的價格管制 

「 成 本 導 向 的 價 格 管 制 」 通 常 係 用 於 訂 定 批 發 價 及 網 路 互 連 費 率

（interconnection rate），以鼓勵市場競爭且具有強制市場主導者補貼競爭者的效

果。在採取成本導向的價格管制下，管制機關必須認定市場主導者提供服務之成

本，以及其得以回收資本成本的利潤，因此最後訂出的價格通常必須取決於對於

數量的預測23。 

一般在進行成本導向的價格管制上，可考量的成本有以下幾種：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s）、單獨成本（stand-alone costs）、全分攤成本（fully allocated 
costs）、增支成本（incremental costs）、長期增支成本（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
LRIC）以及不提供的可避免成本（avoided costs for non-provision）幾種。以下簡

要說明之： 

「邊際成本」係增加每單位生產所需負擔的成本。對於資本密集的電信產業

而言，其邊際成本相當低（如增加每一通話所需負擔的成本），因此以邊際成本

定價將導致價格過低而不適合作為價格管制。不過若有電信事業採取邊際成本訂

價，則應可認為該行為具有掠奪性（predatory）。「單獨成本」係假定一特定的成

本僅為該事業在競爭市場上，用以提供特定的服務。此一成本定價對於垂直整合

事業的成本而言，通常會有高估的現象，但可作為訂定該價格的上限（price 
ceiling）。「全分攤成本」是將該事業提供特定服務的成本，就共同成本訂出合理

的比例。在操作上是以該事業最佳效率實務運作為基準，而非該事業當時的成本

效率狀態，因此在認定上易起爭議。此外，應避免若干恣意的成本認列，例如營

運總部辦公大樓、運動贊助等，至於研發、行銷成本等是否應予認列，也容易引

起爭議24。 

「增支成本」係提供特定產品、服務，而在設備、功能、營運上所增加之成

本；屬於未生產該服務而須提供時所增加的成本。「長期增支成本」則以長期的

觀點，對於使用目前最佳技術實務，以提供一定時間及數量之服務所需的長期投

資25。增支成本與邊際成本不同之處，在於邊際成本並未包括服務所需的資本設

施成本（cost of the capital infrastructure）。長期增支成本的認定頗具爭議性，例如

對於動態產業而言，「長期」如何認定？計算所依據的數量如何認定？成本計算

                                                
22 M. Armstrong & J. Vickers, Price Discriminatio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41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335-360 (1993).  
23 Buckley (2003), p.78. 
24 Buckley (2003), p.79.  
2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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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範圍為何？像是對於共同成本（joint and common costs）而言，該服務之提

供如何分攤？在實務操作上均有待釐清26。 

更進一步的爭議為：長期增支成本應以歷史成本（historic costs）計算，抑或

前瞻性成本（forward looking costs）加以計算。「歷史成本」又被稱為嵌入成本

（embedded costs），是以建設網路的實際成本為基準；「前瞻性成本」則並未以

使用嵌入成本為基礎，而以假設性的網路基礎加以估算，是以近期實務上最佳的

科技及具效率的工程為考量。一般而言，既有的市話業者並不同意以理想上最低

成本且最具效率的網路，作為其計算的基礎，因為其目前所使用的網路科技並非

如此。反之，新進業者則希望以此一成本為計算基礎，以使其能夠以較低的成本

租用既有業者的網路設施。此外，以最具效率科技為基礎的定價，足以防止既有

市話業者的交叉補貼。在採用前瞻性成本計算方式下，將使得事業過去投入的全

部成本（total costs）難以回收，因為獲利會較全部成本為低。27 

以各國電信管制實務而言，採取長期增支成本管制模式者，似多以前瞻性成

本為主。管制機關若欲促進市話的競爭，採取前瞻性長期增支成本的計算方式係

較為可行的作法。雖然此一計算方式並非毫無爭論，但價格若未呈現下降、而是

以上漲為趨勢，並且因此延緩新進業者進入市場時，則採取此一計算方式應該比

較妥適28。 

「可避免成本」是指在不提供服務時所不會產生的成本，一般以之作為中間

產品（intermediate product）定價的方法；亦即以提供者之終端零售價格，扣減不

提供下游服務之可避免成本（零售價格扣減法 retail-minus）29。對於市場主導者而

言，若其所控制的基礎設施係不易複製，在管制策略上對於該批發服務即應採取

「成本加成」（cost-plus，如 LRIC）的價格管制。至於是否採取「零售價格扣減」，

有認為應考量以下因素： 

1、該批發服務所對應的零售服務市場，是否處於競爭狀態：若零售服務處於

競爭狀態，原則上市場主導者所訂的批發價應該是完全扣減可避免成本，而無進

行價格管制的必要。若僅具有部分的競爭時，則可要求市場主導者在批發價的訂

定上，必須符合無差別待遇原則，亦即對於事業內部提供下游服務所計算的中間

產品價格，以及對於下游競爭者的價格必須一致。 

2、該批發服務其創新程度，若為創新服務，採取成本加成法可能有導致市場

主導者的投資不易回收，或者有阻礙投資的風險，因此採取零售價格扣減較為妥

當。30 

                                                
26 Eli M. Noam, Interconnection Practices, in: Cave, Majumdar and Vogelsang (Ed.), Handbook of 
Telecommunications Economics, Vol.1, p.407 (2002). 
27 Noam (2002), p.408.  
28 Noam (2002), p.412.  
29 Buckley (2003), p.79. 
30 Buckley (2003),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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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反競爭行為之判斷方法 

依據前揭 ITU 報告指出，SMP 業者（係指具垂直整合且控制樞紐設施關鍵投

入要素的電信業者）可能反競爭行為態樣主要有濫用市場主導地位、拒絕提供樞

紐設施之接取、價格擠壓、交叉補貼、濫用資訊、長期契約或契約限制、掠奪性

訂價、搭售等。茲就濫用市場主導地位、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取、價格擠壓、

掠奪性訂價及搭售等反競爭行為之判斷方法分別說明如次： 

一、濫用市場主導地位 

1. 定義 

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之反競爭行為包含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取、專屬交易安

排（諸如限制通路商不得銷售其他競爭者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搭售、掠奪性訂

價等。 

然而，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之反競爭行為並非僅限於 SMP 業者，高市場佔有率

業者亦有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之虞。 

2. 判斷方法 

濫用市場主導地位之判斷方法主要如次：  

 分析相關市場是否有 SMP 業者。 
 分析 SMP 業者有否構成反競爭行為之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即該行為是否

損及有效競爭及消費者。另外，有損於個別業者而有利於消費者之積極

性競爭力行為（諸如降價）與反競爭行為二者，須加以區別。 

二、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取 

SMP 業者通常控制競爭者提供零售服務所需樞紐設施；易言之，SMP 業者於

批發層級將關鍵投入要素批發予競爭者，同時，於零售層級與渠等競爭者競逐。

爰此，SMP 業者時有防止或遏阻有效競爭之舉，諸如採取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

取（諸如用戶迴路），或以顯著高於批發成本之價格提供該樞紐批發產品予下游

競爭者（詳後述價格擠壓）。 

1. 特性 

樞紐設施主要特性如次： 

 零售服務之關鍵投入要素：樞紐設施屬生產鏈之批發層級，且為零售服

務之關鍵投入要素。 
 所有權歸屬 SMP 業者且由其控制：SMP 業者兼具零售市場及批發市場參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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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占者：SMP 業者為樞紐設施唯一提供者，零售市場競爭者僅能向其批

購。 
 樞紐設施複製或替代不具商業或技術可行性。 

2. 解決方法 

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取解決之道有二： 

 發展新技術，以替代該樞紐設施。 
 監理機關對 SMP 業者施以非專屬（non-exclusion）及無差別待遇等方式平

等接取其樞紐設施等義務。 

三、價格擠壓 

1. 定義 

所謂價格擠壓，係指 SMP 業者以顯著高於批發成本之價格提供樞紐設施批發

產品予下游競爭者。 

構成價格擠壓要件有二：一為與 SMP 業者具相同營運效率的下游競爭者於該

零售價格條件下無法獲利或生存，以及 SMP 業者自用批發產品價格低於其所提供

予下游競爭者。 

價格擠壓與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取，具類似效果。同時，價格擠壓可能導

致其他具有與 SMP 業者相同營運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其影

響甚鉅。 

2. 判斷方法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主要為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法。換言

之，倘若 SMP 業者的零售價格（p）未超過其批發價格（w）加上零售階段增支成

本（c），亦即 p ＜ w + c，則其批發價格之訂定足以排除其他具有相同營運效率

的下游競爭者，可能導致該下游競爭者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故可能構成價格

擠壓行為；反之，倘 SMP 業者的零售價格高於其批發價格加上零售階段增支成

本，亦即 p > w + c，則不構成價格擠壓行為。事實上，該公式為零售價扣減

（retail minus），亦即 w p ≦ - c。 

實務上，荷蘭郵電管理局（OPTA）所採用設算檢驗公式略有不同
31

。OPTA
假設零售階段增支成本（c）為批發價格（w）加成 23%，此外，考量國情（10 個

號碼可享折扣 10%），納入數量折扣 5%，乃將公式修正為 p  1.295w≧ 。 

                                                
31 Gert Brunekreeft, Eric van Damme, Pierre Larouche, Valter Sorana, “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RICE SQUEEZE IN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S - A PROJECT FOR 
KPN, ” Tilburg University, 14 Februa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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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澳洲競爭主管機關 ACCC 報告
32

指出，判斷價格擠壓行為是否構

成反競爭行為，除前揭設算檢驗法外，尚須綜合評估該行為有否重大遏阻或排除

有效競爭等之效果或可能效果。其主要考量因素如次： 

 對相關下游市場之效果。 
 下游市場進入障礙。 
 市場參與者零售價格訂價行為。 
 市場特性（諸如實際或未來成長性或呈衰退趨勢）。 
 實際或未來獲利能力。 

四、掠奪性訂價 
1. 定義 

所謂掠奪性訂價，係指業者採取暫時性低於成本之訂價策略，嗣排除其他具

有相同營運效率的競爭者，復將價格提高至獨占性水準，以回收前揭損失。 

2. 判斷方法 

實務上，掠奪性訂價甚難與促銷活動等區分，爰掠奪性訂價較不易判斷；再

者，掠奪性訂價策略風險亦較高。構成掠奪性訂價要件有二：訂價低於成本，以

及業者「客觀地合理預期」得以獨占利潤所能回收訂價低於成本之損失。茲分別

說明如次： 

 訂價低於成本：訂價低於成本之判斷尚未有一般公認檢驗方法。依據

Areeda-Turner 法則，價格低於短期邊際成本之訂價行為即為掠奪性訂

價。實務上，由於短期邊際成本較難衡量，一般以短期平均變動成本或

短期增支成本作為判斷準則。另外，亦有提出以長期增支成本作為判斷

準則；易言之，具有相同營運效率的業者，其長期增支成本亦相等。 
 預期回收訂價低於成本之損失：為「客觀地合理預期」掠奪性訂價策略成

功機率，業者須掌握以下要點： 
 訂價低於成本致競爭者退出市場之所需期間。 
 所能承受訂價低於成本之損失金額。 
 競爭者退出市場後，預期所能回收前項損失之獨占利潤金額。 

依據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的實務見解33，倘若事業的

個別價格高於 LRIC，但整體獲利無法填補所有成本，則該行為若被認為有損害競

爭者的目的，即可認為試圖進行掠奪性訂價。此外，如果其他競爭者較弱，只有

市場主導者可以獲利，則對於市場主導者訂定低於平均全部成本的訂價行為，並

不能被認為合理。 
                                                
32 ACCC, “Assessing Vertical Price Squeezes for ADSL Services,” May 2005 
33 以下係參考 Office of Fair Trading（OFT）, Competition Legislation: Competition Act 1998, the 
applica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para.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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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認事業的訂價策略是否為增支利潤（incremental profit）以填補成本，應

可採取所謂的純利潤測試（net revenue test），亦即比較特定決價的獲利可能性（例

如採取較低價格）與其他的標竿策略（例如維持既有價格）。如果降價並未不當

影響獲利，是因為需求增加而可以因此填補降價的損失，即表示價格夠高足以填

補產出增加所生的增支成本，則該降價行為可認為是合法的競爭行為。然而，倘

若事業並未真正期待獲利，或並未試圖衡量訂價策略對於獲利的衝擊，則降價行

為可能被認為是具有損害競爭者的意圖34。 

五、搭售 

1. 定義 

所謂搭售，係指業者運用特定產品或服務之市場主導力，並搭配銷售其他產

品或服務，導致競爭者因規模不經濟而增加其平均成本，或因網路外部性而流失

客源。而「套裝服務」（bundled service）與搭售有所不同：前者是將兩個以上的

產品搭配共同出售，客戶仍可分別購買，並未強制客戶只能為全部購買或不購買

的選擇；後者客戶只有全部購買或不購買的選擇，因此仍有不同。 

2. 判斷方法 

依據美國法院有關搭售之判斷方法如次： 

(1) 渠等服務或產品是否分屬不同市場； 
(2) 該公司對該搭售服務或產品有否具市場主導者； 
(3) 用戶對該搭售服務或產品有否選擇權； 
(4) 該搭售服務或產品於該相關市場之比重。 

 

 

 

 

 

 

 

 
圖 2：美國法院判斷搭售行為之方法(Test for Alleged Tying) 

                                                
34 OFT, para.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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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TU 

另外，依據荷蘭郵電管理局（OPTA）有關折扣政策原則主要如次： 

 不得造成可能限制相關市場有效競爭。 
 可證明具成本優勢者，原則上得予以折扣。 
 無法證明具成本優勢者，在不限制有效競爭之條件下，亦得予以折扣。 
 折扣方案不得造成特定消費者蒙受損害，並須相當多數消費者受益。 
 搭售行為不得兼含具競爭力服務與不具競爭力服務。 

六、交叉補貼 

交叉補貼（cross-subsidies）係指事業以一市場的利潤補貼另一市場的損失。

若事業使用其具有控制地位（dominant）市場的利潤，以英國實務為例，即可能違

反競爭法的規定而被處罰35。 

一般而言，交叉補貼的發生，是在事業預期不能從一活動（例如一新服務）

在經濟壽命期間（economic lifetime）內，取得填補該活動有關成本的利潤。管制

機關得以考慮該服務壽命內所得之利潤，是否超過長期增支成本。倘若超過長期

增支成本，該服務應可長期維持，不需要有交叉補貼的行為。而對於一群分擔共

同成本的服務，儘管個別服務的訂價均高於長期增支成本，但未必是能夠填補該

共同成本。對於此一分擔共同成本群組服務的價格，應採取群組檢驗（combinatorial 
test），確認是否可填補提供這些服務所需的增支成本及共同成本。倘若不能填補，

則這群服務可能就是具有交叉補貼的關係36。 

在衡量提供服務所得之利潤是否超過長期增支成本時，可採取「現金流量折

現分析」（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亦即提供該服務預期產生 有關增支

現金流量的前瞻性分析。對於新服務或位於萌芽期的服務，進行 DCF 分析較具成

效，因為合理預期一開始會有損失（initial loss）。DCF 的分析必須符合事業的營

業計畫，例如對於市場競爭條件的預期為何，不過對於事業而言，不可能符合所

有營業計畫所要達到的目標。倘若一營業個案是基於不正當且難以置信的假設，

或者在無法達到目標時，事業將難以採取救濟措施者，則可認為應有濫用控制地

位的證據37。 

對於成熟服務而言，可以會計數據（accounting data）做為獲利分析的依據，

以衡量有無構成交叉補貼。在確認生產所需的資金成本之後，倘若具有高度的風

險，相較於產品的平均風險，可以允許事業有較高的報酬率38。 

                                                
35 OFT, para. 7.20. 
36 OFT, para. 7.22. 
37 OFT, para. 7.23. 
38 OFT, para.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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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超額訂價 

超額訂價（excessive pricing）的發生，通常在於具有控制地位的市場主導者濫

用其市場地位，使產品價格與其經濟價值之間不具合理關係。歐洲法院在實務上

對於超額訂價會進行詳細的成本分析，以探討成本與價格之間的差距是否合理，

或者與其他競爭產品相較是否合理39。 

市場主導者對於下游市場競爭者所需的網路元件，如果有超額訂價情形時，

一般均會引發管制機關的關切。此一訂價行為若與產品的經濟價值無關，則將導

致競爭者難以競爭，以及造成下游市場的進入障礙。英國 OFT 指出，必須考量是

否仍有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以及該價格所產生的利潤是否高於競爭市場的預期利

潤。倘若該市場欠缺持續成功的創新、成功的新進業者或造成市場占有率的顯著

損失，則此一超額訂價應可認為違法。此外，倘若市場主導者在缺乏競爭下，可

能因維持較高的成本，而未必有超額利潤（supra-normal profits）的產生40。 

另外，若兩個以上的事業彼此協議訂定超額價格時，若對於競爭具有可感覺

效果（appreciable effect），即因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而違法。不過，單純的價

格領導（price leadership）與默示勾結（tacit collusion）兩者在競爭法的評價並不

相同。英國 OFT 認為事業之間是否具有默示勾結的行為存在，應考量價格的變更

是否與成本有關，特別是價格的上漲是否因為成本上漲，以及在價格降低時，是

否是因為成本下降之故41。 

 

                                                
39 Case C 27/76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1978] 1 CMLR 429.  
40 OFT, para. 7.35.  
41 OFT, para.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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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反競爭行為之導正措施 

依據 ITU 報告指出，SMP 業者前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導正措施主要有行政導

正措施（directive remedies）、罰則（事後管制）、轉售義務、價格下限管制及結

構導正措施（諸如會計分離、營運分離、功能分離及結構分離）等。 

至於搭售行為則通常視為挹注有效競爭及受惠消費者，爰監理機關較少進行

管制干預。茲將濫用市場主導地位、拒絕提供樞紐設施之接取、價格擠壓、掠奪

性訂價、搭售等反競爭行為之導正措施彙整如表 2： 

表 2：反競爭行為的導正措施 

事前管制 事後管制 項  目 

轉售義務 價格下限

管制 
結構導正

措施 
行政導正

措施 
罰則 

濫用市場主

導地位 
  ◎ ◎ ◎ 

拒絕提供樞

紐設施之接

取 

◎ ◎ ◎   

價格擠壓 ◎ ◎ ◎   

掠奪性訂價  ◎   ◎ 

搭售 - - - - - 

資料來源：ITU，TTC 整理 

茲就反競爭行為導正措施之轉售義務、價格下限管制及結構導正措施等三項

事前管制措施分別敘述如次： 

一、轉售義務 

轉售義務要求 SMP 業者提供批發產品予競爭者。美國於 1996 年電信法納入

本項作法。 

批發產品之ㄧ般公認訂價方法主要有二：一是「零售價扣減法（retail minus）」

〈亦稱為可避免成本扣除法（avoidable costs discount）〉，另一為成本基礎法

（cost-based）；不同方法適用於不同產品及服務。 

 零售價扣減法：係指競爭者所支付批發價格為零售價扣除 SMP 業者原提供

是項零售服務而由競爭者替代之可避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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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歐盟建議42，在判斷上應以下游零售價格與上游批發價格成本之差額，是否

足以使其他「具有與 SMP 業者相同營運效率」之業者可享合理之利潤。另依

澳洲 ACCC 建議
43

，零售價扣減訂價大於成本價者，以成本價作為批發價格；

零售價扣減訂價小於成本價者，則以零售價扣減訂價作為批發價格。 

 成本基礎法：採前瞻性、長期增支成本為訂價基礎，其計算方法主要有全

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TELRIC）及全

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法（Total Servic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TSLRIC）等。 

原則上，零售價扣減法適用於有可能為有效進入市場之產品及服務，其減成

額度相當於競爭者之經營效率高於或至少等於 SMP 業者之利潤；反之，成本基礎

法一般用在是項產品為競爭者依賴獨家供應之投入產品。 

二、價格下限（price floor）管制 

所謂價格下限，係指設定 SMP 業者經參照批發價格之零售價格下限。價格下

限須確保其他具有與 SMP 業者相同營運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得回收是項服務之成

本，通常以前揭「設算檢驗」法判斷之。 

三、結構導正措施 

結構導正措施係指透過會計分離、營運分離、功能分離或結構分離等方式，

分離 SMP 業者批發部門與零售部門之營運，以消弭可能之價格擠壓等反競爭行

為。會計分離、營運分離或功能分離係將 SMP 業者批發部門與零售部門之營運分

離；而結構分離則為將 SMP 業者批發部門或零售部門出售或分割。 

1. 會計分離 

會計分離係指強制更透明方式計算受管制服務之實際成本，以防範價格擠壓

等反競爭行為，或作為成本導向義務之功能目標。 

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多以會計分離作為相關市場具 SMP 業者之導正措施。 

2. 營運分離 

營運分離係指批發部門與零售部門之營運分離。茲以澳洲 Telstra 為例扼要說

明如次
44

： 

為回應電信管制體系有效性質詢，2005 年 8 月澳洲參議院建議，營運

（operational）及結構性（structural）分離 Telstra，以為管制導正措施。2006 年 1
月，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 修正案通過，包含透過新執照核發，營運分離

                                                
42 ITU, “ICT Regulation Toolkit: Module 2. Competition and Price Regulation” 
43 ACCC,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Local Carriage Service,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s,” November 2006 
44 ACCC, “Operational Separation - Retail Pricing Protocol,” Augu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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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tra （ 而 非 結 構 分 離 ） 。 2006 年 6 月 ， 澳 洲 通 訊 資 訊 科 技 暨 藝 術 部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同意 Telstra 營運分離計畫

如次： 

 分離批發營運部門與零售營運部門之重要網路服務。 
 分離批發營運部門與零售營運部門之營業場所。 
 執行特定營運部門員工獎勵計畫。 
 確保批發營運部門與其零售營運部門及其他競爭者之價格與非價格條件

無差別待遇等。 

Telstra 須自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執行上開計畫。 

3. 功能分離 

功能分離係指批發部門與零售部門之營運分離。茲以英國 BT 為例扼要說明

如次： 

鑒於固網接取網路競爭機制不充分等，Ofcom 認為實有必要介入，以導正市

場，爰提出對英國電信集團（BT Group）之接取網路服務部門與該集團其他部門

採取結構分離（structural separation）之建議。2005 年 9 月，Ofcom 同意 BT 集團

所提出「BT 承諾（BT Undertakings）」，包含實施 BT 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

等超過 230 項（含細項）改革開放措施。 

BT 集團為落實「投入平等（Equivalence of Inputs, EoI）」45，採功能分離作法，

於 2006 年 1 月 11 日將 BT 之接取網路及局間中繼電路（backhaul）產品等自 BT 
wholesale 部門獨立，成立新組織「Openreach」，以提供競爭者平等接取其網路，

為全球接取網路服務部門獨立經營之先驅。移轉資產總值約 80 億英鎊，移轉員工

人數約 30,000 名（2008 年 3 月 31 日，BT 集團資產總值逾 293 億英鎊、員工人數

約 111,858 名）。 

依據該 Undertakings 規定，組織功能分離包含 Openreach 經營團隊總部設置獨

立辦公場所、系統實體分離〈含作業支援系統（Operational Support System, OSS）

及資訊管理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46及實施會計分離（含

財務報表獨立）等。同時，Openreach 之 CEO 不得兼任 BT 集團董事職務，並對

                                                
45 所謂「投入平等」係指 BT 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應該在相同的條件（含費率及服務品質）、相同

的時間尺度（timescales）、相同的系統流程、以及相同的商業資訊（例如產品或服務、系統處

裡等資訊）的前提下，對所有通訊業者（含 BT 零售業務部門）一視同仁，確實提供相同的產品

或服務；除此之外，也包含 BT 零售業務部門和其他通訊業者，可以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產出性

能使用 BT 的系統流程。 
46 OSS（係指 Openreach 與 BT 間之作業支援系統）為支援企業、網路及服務運作之 IT 系統，以

處理服務申請作業、製作帳單及提供/維運產品與服務等。MIS 係指規劃企業發展策略及組織運

作決策等系統，通常含有商業資訊及/或客戶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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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集團 CEO 直接報告。此外，Openreach 高階經理人薪資與 Openreach 經營績效

連動，而非 BT 經營績效或股價。 

另外，歐盟執委會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提出電信改革方案（Telecom Reform 
Package）草案47，主要修正項目包含新增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為確保

有效競爭之「例外措施」等，以解決長期阻礙有效競爭之瓶頸設施課題（尤以寬

頻接取市場）的重要選項之一。其他國家諸如義大利、瑞典、紐西蘭，亦正討論

或推行功能分離措施。 

4. 結構分離 

結構分離將批發部門或零售部門出售或分割，其涉及所有權變更，爰屬結構

導正措施之最重度管制措施。 

美國 AT&T 於 1984 年解體為 AT&T 僅營運長途電話與設備製造等業務，以

及 7 家獨立的區域性貝爾電話公司（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RBOCs）
僅營運區域內地方電信業務，即屬結構分離。 

前揭導正措施均可達成防範反競爭行為之目標；然而，渠等導正措施亦可能

耗費大量成本。尤以施行結構分離之電信業者而言，可能造成垂直整合綜效及/或
成本節約喪失殆盡；其損失終將以提高資費方式轉嫁消費者。 

 

                                                
47 該電信改革方案草案於 2008 年9月 24日經歐洲議會一讀通過，預計2009年 4月歐洲議會二讀；

歐盟執委會預估於 2010 年轉化為歐盟會員國國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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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本章結論 

環顧近年來世界主要先進國家競爭政策管制莫不引用管制鬆綁（regulatory 
forbearance）概念，即逐步朝廢止事前管制，而原則上應由競爭管理機關採事後管

制方式；易言之，監理機關逐步朝鬆綁非必要管制，並以電信事業主要瓶頸部

份，例如寬頻高速接取服務等，尚未有效競爭及消費者利益保護尚闕如之市場為

事前管制重點，此外，致力於特定市場失靈之導正，包含超額訂價、無正當理由

拒絕競爭者接取網路、進入市場障礙及差別待遇等。另外，事前管制目標為確保

透過有效競爭市場，予以最終用戶最大利益。 

本研究計畫主要就網路互連接續費及電路出租產品之價格擠壓、掠奪性訂價

及搭售等反競爭行為進行深入探討，爰次章將以歐盟、英國、美國、澳洲、日本

等先進國家文獻之相關管制作法及其爭議個案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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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外主要先進國家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
價行為之規範及實務 

第一節 歐盟 

一、市場主導者之認定 

歐盟自 1998 年推動電信服務全面自由化政策以降，電信市場透過有效競爭，刺

激新服務推展及其基礎設施投資，進而促成消費者有更多樣選擇。 

然而，歐盟於開放各會員國電信市場，由國營獨占事業邁向自由化競爭市場迄

今，在促進有效競爭發展仍面臨重大瓶頸，諸如垂直槓桿行為、水平槓桿行為、市

場主導地位及接續費。有鑑於此，歐盟乃因應技術匯流及市場環境變遷，逐步修正

相關管制。 

（一）市場主導者管制架構 

1. 引進競爭法之市場主導地位（dominance）概念，作為「事前」

管制之起點 

現行歐盟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管制架構，包含架構指令、網路接取及互連指

令、許可指令、普及服務指令、隱私與電子通訊指令、競爭指令，以及接取用戶迴

路細分化規則等七項。 

其中，前五項通訊指令係於 2003 年 7 月 25 日生效實施，以建立歐盟調和性管

制，暨降低進入市場障礙及促進自由化競爭，進而提昇消費者利益。該新管制架構

朝鬆綁管制、技術中立及適足彈性方向，以因應市場快速變遷。 

歐盟 2003 年通訊管制架構之主要特點有二，其一為因應技術匯流，擴大適用範

圍於所有類型之「電子通訊」業；其二為引進競爭法之市場主導地位概念，作為「事

前」管制之起點，以確保事前管制限於適用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業者。 

2. 實施事前管制三程序 

為促進市場自由化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歐盟訂定會員國監理機關對電信 SMP 業

者，施予事前管制程序有三：  

(1) 界定相關市場 

依據「架構指令」第 15 條及「相關市場建議（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界定相關市場，並由歐盟執委會定期分析之。 

(2) 指定未有效競爭相關市場之 SMP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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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架構指令」第 16 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分析各相關市場自由化競爭

情形，各相關市場有未有效競爭者，評估及指定相關市場 SMP 業者。 

(3) 對 SMP 業者實施事前管制導正措施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8 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實施

事前管制導正措施。 

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經判斷市場「存在」SMP 業者且有「行使」市場支配力之虞

時，須對該 SMP 業者就網路互連及服務資費實施相關義務之不對稱管制，即所謂事

前管制；而對其他非 SMP 業者，採取事後管制為原則，以落實「歐盟 2003 年電子通

訊指令」之立法精神。 

具體而言，在批發市場方面，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須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9 條至第 13 條規定，SMP 業者須符合透明化、無差別待遇、會計分離、接取義務及

價格管制等義務。 

表 3：歐盟對業者有關網路互連及接取義務之管制 

項    目 SMP 業者 非 SMP 業者 

義務內容 提供網路互連及接取之義務主要如次： 

 透明化：諸如會計資訊、技術規格、
網路特性、使用與價格條件等 

 無差別待遇 

 會計分離：不同層級業務之會計分離 

 接取義務：接取 SMP 業者網路設施 

網路互連之協商義務 

資費  價格管制：採成本導向訂價 

 公開批發價格與內部交易價格義務 

當事人間協商 

NRA 職責  對支配接取最終用戶之業者實施網
路互連義務 

 爭議處理 

爭議處理 

資料來源：EU，2002 年 3 月 

有關零售市場義務，歐盟認為於批發市場義務或相關導正措施失靈，導致無法

確保有效競爭，始施行之；其主要規範於「普及服務指令」第 17 條至第 19 條規定，

SMP 業者不得超額訂價、不得掠奪性訂價、不得對特定最終用戶提供不合理之優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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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服務，並對 SMP 業者實施零售價格管制、提供最低限之電路出租服務及平等接

取等。 

表 4：歐盟對 SMP 業者有關零售市場之管制 

項    目 SMP 業者 非 SMP 業者 

義務內容 提供網路互連及接取之義務主要
如次： 

 不得對特定最終用戶提供不

合理之優惠或套裝服務 

 平等接取 

 定型化契約（連結及/或接取公
眾電話網路服務） 

 服務品質透明化（公眾電子通

訊服務） 

 號碼可攜服務（公眾電話服
務，含行動通信服務） 

資費  不得超額訂價 

 不得掠奪性訂價 

 價格管制 

透明化（公眾電話服務） 

NRA 職責 實施管制義務 爭議處理 

資料來源：EU，2002 年 4 月 

茲就界定相關市場及 SMP 認定準則等方面深入探討如次： 

（二）界定相關市場 

1. 鬆綁相關市場 - 由 18 項縮減為 7 項 

歐盟執委會於 2003 年首次發布「相關市場建議」，界定 18 項相關市場由會員國

監理機關可考慮採事前管制措施（諸如零售或批發接取或價格管制等）；該等市場發

展情形由會員國監理機關定期檢視，並向歐盟執委會報備。 

惟鑒於多數會員國認為多項市場已達有效競爭，而不適用相關管制（諸如市場

#15，目前僅塞普勒斯、馬爾他、斯洛維尼亞及西班牙等 4 個會員國仍施行相關管

制），歐盟執委會乃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發布「相關市場」由 18 項縮減為 7 項。 

相關市場經縮減者，不再由監理機關事前管制，而原則上應由競爭管理機關

（competition authorities）採事後管制方式，即以競爭法規範。惟經會員國監理機關審

慎分析市場，有未有效競爭者，特定電信管制得維持之；尤以部分新進會員國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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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及會員國監理機關將以電信業主要瓶頸部份，例如寬頻高速接取服

務等，尚未有效競爭及消費者利益保護尚闕如之市場為事前管制重點；並致力於特

定市場失靈之導正，包含超額訂價、無正當理由拒絕競爭者接取網路、進入市場障

礙及差別待遇等。事前管制目標為確保經由自由化競爭市場，予以最終用戶最大利

益。 

2. 相關市場修正前後對照 

本次修正將「相關市場」由 18 項縮減為 7 項，其中，刪除項目包含零售市場及

批發市場等各 5 項。茲將歐盟「相關市場」修正前後對照表列於后： 

表 5：歐盟事前管制之相關市場 

修正前市場# 相關市場名稱 修正後市場# 
零售市場 

1 
 
2 

原分別為住宅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Access to 
the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at a fixed location 
for residential customers）及商業公眾電話網路

之接取（Access to the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at a fixed location for non-residential 
customers），修正後合為公眾電話網路之

接取（Access to the fixed telephone 
network） 

 
 
1 

3 市話、長途電話服務（住宅） - 
4 國際電話服務（住宅） - 
5 市話、長途電話服務（商業） - 
6 國際電話服務（商業） - 
7 專用電路(2Mbps)（The minimum set of leased 

li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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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市場 
8 公眾電話網路之發話 2 
9 個別公眾電話網路之受話（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fixed 
telephone networks） 

3 

10 公眾電話網路之轉接服務（Transit services in 
the fixed telephone network） 

- 

11 市內用戶迴路之批發接取（Wholesale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 

4 

12 批發寬頻接取（Wholesale broadband 
access） 

5 

13 批售專用電路終端部分（Wholesale 
terminating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註 

6 

14 批售專用電路中繼部分（Wholesale trunk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 

- 

15 對行動網路之接取及發話（Access and call 
origination on mobile networks） 

- 

16 個別行動網路之語音受話（Voice 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mobile 
networks） 

7 

17 行動網路語音國際漫遊的國內市場（International 
roaming on mobile networks） 

- 

18 對終端用戶播送內容之傳輸服務 - 

註：修正後包含批發出租電路及專用電路等；另批發專用電路中繼部分（原市場

#14），業經刪除。 

資料來源：EU，2007 年 11 月，TTC 整理 

 

（三）SMP 業者認定準則 

依歐盟指引規定，各會員國監理機關須評估相關市場是否達有效競爭；各

相關市場有未有效競爭者，則評估及指定相關市場 SMP 業者。所謂有效競爭，

意指該市場無單一或聯合市場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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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歐盟指引規定，各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基於既有市場條件，進行相關市場

前瞻性結構評估（forward looking structural evaluation）。會員國監理機關須考量

未來適當期間可預期或可預測之市場發展，以決定市場未來競爭情形，及未能

有效競爭期間。實際適用期間應反映市場特定特性及下次檢視市場時機。 

通常，以市場占有率為顯著市場力量之表徵。易言之，市場占有率低於

25%者，通常較不可能成為相關市場之市場主導者；實務上，市場主導者之市

場占有率通常達 40%以上；高市場占有率48（即市場占有率逾 50%者），通常顯

示為具市場主導者之證據。 

然而，SMP 業者之認定非僅以市場占有率為絕對條件，會員國監理機關尚

須深入及通盤分析相關市場經濟特性。茲將歐盟指引所舉 SMP 業者主要認定準

則臚列於后：
49 

表 6：歐盟 SMP 業者認定準則 

主要認定準則 參考認定準則 
 原則上，SMP 業者之認定準則不能

僅以市場占有率達到 25%，即認定為

SMP 業者； 
 有業者市場占有率超過 40%者，須留

意該市場有否單獨支配之情事； 
 有業者市場占有率超過 50%者，為具

支配地位之證據，且該業者有長期穩

定維持該高度市場占有率者，則該業

者將被認定為 SMP 業者。 

 企業整體營運規模 
 支配不易複製之基礎設施 
 技術先進或優勢 
 買方議價能力弱 
 取得資本市場之資金來源容易或優

勢 
 產品/服務多樣化（諸如套裝式產品

或服務） 
 規模經濟 
 範疇經濟 
 垂直整合 
 高度完善之通路或行銷網路 
 缺乏潛在競爭者 
 是否存有業務擴展瓶頸 

資料來源：EU，2002 年 7 月 

 

                                                
48 高市場占有率可成為明確指標，其主要假設為競爭者提高價格時，其他競爭者無法擴充產

品，以移轉需求。 
49 EU,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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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SMP 業者之認定由前開認定準則綜合評估而得，甚難個別決定之。 

此外，歐盟 ERG（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SMP Working Paper 更進一

步列出 SMP 認定準則主要如次： 

 超額訂價能力、 
 進入市場容易、 
 成本及瓶頸易轉移、 
 以往反競爭行為證據、 
 擁有標準/行規（existence of standards/conventions）、 
 用戶取得及使用資訊能力、 
 價格趨勢及訂價行為，及 
 國際認定準則。 

二、網路互連及專用電路之定價管制 

誠如前述，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8 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實施導正措施。又依據歐盟「架構指令」第 8 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

關須確保管制措施目標，符合促進有效競爭、強化內部市場發展及提升歐盟國

民利益。 

準此，歐盟制定有關網路互連及專用電路之訂價管制主要如次： 

（一）市場主導者網路接取及互連管制 

1. 現行管制規範 

現行市場主導者之批發市場網路互連訂價標準管制方面，依據「網路接取及

互連指令」第 9 條至第 13 條規定，主要包含透明化（諸如會計資訊、技術規格、

網路特性、使用與價格條件等）、無差別待遇、會計分離（不同層級業務之會計

分離）、接取義務及價格管制（採成本導向）等。 

前開導正措施依各該相關市場特性，分別訂定，並非一致。茲分別摘要如

次： 

(1) 透明化義務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施予網路互連及接取資訊透明化，諸如會計資訊、技術規格、網路特性、

使用與價格條件等。 

又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SMP 業者有無差別待遇義務者，會員國監理機關

須對 SMP 業者施予網路互連條款透明化義務；必要時，會員國監理機關得依本

指令規定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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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差別待遇義務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有關網路互連及接取，施予無差別待遇義務。 

又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無差別待遇義務，須確保 SMP 業者自用批發

產品與其所提供予下游競爭者無差別待遇。 

(3) 會計分離義務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有關網路互連及接取，施予會計分離義務；尤以 SMP 業者批發產品價格及

其內部轉撥計價須透明化，以確保符合前揭無差別待遇義務，並防範不公平交

叉補貼。 

又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為確保符合前揭透明化及無差別待遇義務，會員

國監理機關得要求 SMP 業者陳報會計紀錄等資訊。 

(4) 接取義務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12 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認為拒絕接取

或接取條件不合理者，有遏阻零售市場持續性有效競爭或損及消費者利益之虞，

得課予開放特定網路元件及其附屬設施之接取義務，並符合公平、合理及適時。 

(5) 價格管制（採成本導向） 

指令第 13 條規範目的，在於當對於特定市場的分析結果，認為有競爭不足

的情形時，價格管制可能是一避免競爭惡化的重要措施。此一管制措施有輕重

之別的可能性，輕者如 97/33/EC 指令對於載具有合理訂價的義務；重者則像是

當市場競爭不足以防止超額訂價時，課予成本導向的訂價義務，以防止具顯著

市場力量的經營者，採取價格擠壓(price squeeze)的方式，對於提供相同零售服

務的競爭者，在零售價格與網路互連費用的差異上，採取無法維持競爭的訂價

方式（參見指令立法理由 20）。 

在價格管制上，另需考量投入資本是否可合理回收，包括適當的人力與建

造成本，以反應目前相關資產的價值與運作的效率。成本回收的方式，則需有

適於促進效率之需要，並得維持競爭與極大化消費者的利益。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有關網路互連及接取施予價格管制義務，包含成本導向訂價及其成本會計

制度等；前揭成本導向訂價，須納入相關風險之合理投資報酬率。 

又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確保訂價方法，有助於促進有

效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權益。 



 

 35 

另依據同條第 4 項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 SMP 業者實施符合價格管制

之成本會計制度，並確保該成本會計制度透明化（含成本分類及其成本分攤方法

等）。前揭成本會計制度每年經會計師查核，並出具遵行報告。 

2. 未來修法方向─新增功能分離措施 

歐盟執委會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提出電信改革方案（Telecom Reform 
Package）草案50，主要修正項目包含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為確保有

效競爭之「例外措施」等，以解決長期阻礙有效競爭之瓶頸設施課題（尤以寬頻

接取市場）。 

會員國監理機關得據以為導正措施，要求 SMP 業者之接取網路基礎設施部

門與其他服務部門分離（而未變更其股權結構），以提供下游競爭者平等接取其

網路基礎設施；惟僅限於經歐盟執委會同意，以確保與歐盟電信管制原則一

致。其准駁之必要條件有二：一為其他導正措施無以達成有效競爭；其二為未

施行功能分離者，基礎設施面有效競爭之展望渺茫。 

以英國為例，BT 於 2006 年 1 月 11 日內部成立新組織「Openreach」，為全

球接取網路服務部門獨立經營之先驅，營運及管理 BT 集團重要接取網路及局間

中繼電路（backhaul）產品等，以提供競爭者平等接取其網路。此外，設置平等

接取委員會（Equality of Access Board, EAB，於 2005 年 11 月 1 日成立）之監督

架構，為 BT 集團董事會所轄之委員會，以督導及定期報告有關 BT 執行

Undertakings 成效，並向 Ofcom 及大眾報告之。 

再者，瑞典業通過相關法規，授權監理機關一旦功能分離導正措施經歐盟

通過，即對其既有業者實施之。其他國家諸如義大利、紐西蘭、澳洲，亦正討

論或推行功能分離措施。 

（二）網路互連之訂價管制 

1. 訂價方法 

誠如前述，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訂價方法須

有助於促進有效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權益。其中，最符合有效競爭市場環境之網

路互連訂價方法，為前瞻性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法；此外，本法得以「加成」作

法，列入效率電信業者之前瞻性聯合成本及共同成本。 

2. 核定訂價合理性之相關資訊取得 
                                                
50 本次修法範圍包含架構指令、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許可指令、普及服務指令，及隱私與電

子通訊指令等五項。主要修正要點為大幅鬆綁市場管制、增強監理機關管制措施（諸如新增功

能分離）、促進次世代接取網路投資、強化無線電頻譜管理、鞏固電信內部市場、及提升消費

者權益保護等，以透過強化內部市場、保護歐盟人民與商業利益、及提升有效競爭與投資，

暨促進跨會員國服務及無線高速寬頻網路之發展。 

該草案業於 2009 年 5 月經歐洲議會二讀，並預估於 2010 年轉化為歐盟會員國國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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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歐盟為促進會員國監理機關核定網路互連訂價之合理性等，乃

建立網路互連之會計分離及其成本會計制度作法。茲將歐盟「電信自由化市

場有關網路互連之會計分離及其成本會計制度建議」相關規定摘要如次51： 

(1) 目的 

會計分離之目的為提供會計資訊分析，以反映部門別營運績效。 

(2) 部門別資訊 

SMP 業者之營業收入、營運成本及資產等須至少分類為以下部門： 

 核心網路（Core-Network）部門：包含批發網路互連服務及轉接互

連服務等。 
 市內接取網路（Local Access-Network）部門：包含用戶迴路電路

出租等。 
 零售部門：包含固網服務及最終用戶電路出租等；其中，各受管制

服務須予以分離會計。 
 其他部門：未列入前揭部門之營業活動，須依受管制服務及非受管

制服務，予以分離會計。 

(3) 成本分攤方法 

網路互連之訂價方法採前瞻性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法，蘊涵其會計制度係以

現時成本法為基礎，而非歷史成本法。準此，會員國監理機關對 SMP 業者實施

作業基礎成本會計制度（Activity Based Costing, ABC），並依成本動因為成本分

攤原則。 

此外，歐盟認為會員國監理機關對有關 SMP 業者之成本分攤方法（尤以無

法直接明確歸屬成本之分攤方法），須進行公開諮詢。 

(4) 會計報告 

SMP 業者須提供分離會計報告，包含部門別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其

中，其內部轉撥計價須予揭露，並公開此等分離會計報告。 

另外，基於一致性原則，SMP 業者之分離會計報告須與其財務報告調節。 

（三）電路出租之訂價管制 

1. 電路出租產品或服務分類 

歐盟將電路出租產品或服務分為零售及批發市場等二大類包括： 

                                                
51 EU, “Recommendation on Interconnection in a Liberalized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 

Accounting Separation and Cost Accounting,”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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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市場 
 零售專用電路（Retail leased lines） 

 批發市場 
 批發專用電路（終端部分）（Wholesale terminating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 

 批發專用電路（中繼部分）（Wholesale trunk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 

歐盟於 2007 對於專用電路零售及批發市場進行檢視，發現零售專用電路與

批發專用電路（中繼部分）因市場已具有效競爭，原則上由競爭管理機關採事後

管制方式，即以競爭法規範，惟批發專用電路（終端部分）市場仍需採取事前管

制。另經會員國監理機關審慎分析市場後，若有未有效競爭者，特定電信管制

得維持之。 

2. 批發專用電路（終端部分）市場之訂價管制 

有關批發專用電路（終端部分）之訂價方法採成本導向（含合理報酬

率）。其成本結構主要有二：一次性連結成本（通常以期約 2 年計，並分攤

為月成本）及其後續相關維運成本52。 

此外，歐盟建議部分專線電路價格，傳送速率以 64 kbit/s、2 Mbit/s、34 
Mbit/s 及 155 Mbit/s 等級距分類，並搭配電路長度以 2 公里、2 公里至 5 公里、5
公里至 15 公里，及 15 公里至 50 公里等級距分類。 

 

三、行動通訊價格規管 

自歐盟執委會 2003 年首次發布「相關市場建議」，界定 18 項相關市場由會

員國間理機關可考慮採事前管制措施可發現，歐盟並未曾將「行動業者零售市場」

列入事前管制市場。 

至於「行動網路批發」，因多數會員國認為「行動網路接取與發話」及「行

動網路國際漫遊的國內市場」已達有效競爭，因此歐盟執委會於 2007 年所發布

之 7 項相關市場中，行動網路批發僅剩「個別行動網路語音受話接續市場」(Voice 
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mobile networks, 原市場#16)需進行事前管制，因各

受話網路具有瓶頸性，發話方用戶無法選擇其他替代路由連接受話方，因此各家

行動業者於語音受話市場均為市場主導者，仍需維持事前管制。 

又依據「歐盟固定與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規管處理建議之幕僚工作小組

報告」指出，接續費為零合遊戲（zero-sum game），即特定電信業者在接續費

之減損金額與其他電信業者在接續費增益金額之總和相當。換言之，接續費下降

                                                
52 EU, “Recommendation on the Provision of Leased Lin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icing aspects of 

Wholesale Leased Lines Part Circuits,”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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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特定電信業者營業收入與其利潤之縮減，不致憑空消失，而係電信業者間（不

同業務規模及/或不同電信網路）營業收入之移轉。爰此，接續費以效率經營者

之成本為計價基礎，有助於確保該項電信業者間營業收入之移轉符合公平合理原

則，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及營造不同電信業者間公平競爭環境，進而提升消費者權

益（包含零售價格下降及訊務量/使用量增加等）。53 

爰此，歐盟執委會於 2009 年 5 月 7 日發布「歐盟固定與行動通信網路受話

接續費規管處理建議（Recommendation on the Regulatory Treatment of Fixed and 
Mobile Termination Rates in the EU）」，提出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新規管

作法，要求市場主導者之訂價方法應採長期增支成本法（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LRIC），且成本計算方法未分攤共同成本，以促進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

費下降。各會員國原則上須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導入，惟會員國有特殊因素

且所使用其他方法（諸如國際標竿法）能符合該建議規定者，得延長至 2014 年

7 月 1 日。茲將「歐盟固定與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規管處理建議」有關行動

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重點規範說明如次：54 

 監理機關核定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時，須依據效率經營者之現時成本

（current cost），並採用 bottom-up 模式之長期增支成本法（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 LRIC）。 

 監理機關得以 top-down 模式之實際成本法，即採用經會計師查核之實際成本

計算，並與前項（bottom-up 模式）數值比對及據以作必要調整。 

 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成本模式，須以模式建置時之現有效率技術衡

量。爰此，行動通信之核心網路原則上以次世代網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 
NGN）之現有效率技術為基礎，而其接取網路則以 2G 及 3G 技術為基礎。 

 所謂增支成本，係指效率經營者提供行動通信批售接續服務所發生長期成本

與其未提供是項服務所發生長期成本之差；即僅可避免成本，始得分攤行動

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之成本。 

 為期前項成本合理性，須區分為訊務相關成本（traffic-related costs）及非訊務

相關成本（nontraffic-related costs）。前者為僅與行動通信批售接續服務相關

之可避免成本，得分攤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之成本；而後者則不得分

攤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之成本，諸如手機、SIM 卡成本、間接成本

（overhead costs）及零售階段之銷售成本等。 

 固定資產折舊方法須採用可行之經濟折舊法（economic depreciation）。 

                                                
53 EU, “ERG’s Common Position on Symmetry of Fixed Call Termination Rates and Symmetry of 

Nobile Call Termination Rates,” 2007 
54 EU, “Recommendation on the Regulatory Treatment of Fixed and Mobile Termination Rates in the 

EU,”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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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經營者所能控制因素所造成之成本差異，諸如頻譜使用成本，監理機關須

定期檢視之。 

 新進行動通信網路經營者由於營運初期未符合市場規模（原則上以市場佔有

率達 20%以上為準），致其單位增支成本高於效率經營者。監理機關可接受

此項差異；惟其差異期間，不得超過新進行動通信網路經營者進入市場後 4
年，始為合理。 

四、反競爭行為之規範 

依據歐盟競爭指令第 2 條規定，會員國須採行必要管制措施，以確保任何

業者得提供電子通訊服務，或建置、擴充或提供電子通訊網路。又依據歐盟競

爭指令第 3 條規定，會員國須確保垂直整合之 SMP 業者自用批發產品與其所提

供予下游競爭者，無差別待遇。 

業者間合理接取、價格透明與無差別待遇之責任能協助解決問題，而會員國

管制機關監控是為確保下游市場無價格擠壓狀況與在充分競爭下達到基礎建設

升級，這需仰賴事先公告合理價格擠壓標準，並確信能快速解決所有的爭議。

為了鼓勵市場主導者與競爭者有效率投資與避免下游市場價格擠壓與掠奪性訂

價情況，清楚之訂價管制是必要的。而如何評估價格擠壓行為與快速解決所有

被提出之異議，合理解決方法需要事先提出，而且最小下游服務利潤是被視為是

新參進業者基本商業需求。 

準此，歐盟訂定有關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及搭售之價格擠壓的判斷準則

及導正措施。茲將其分別摘要如次55： 

（一）價格擠壓 

價格擠壓不同於其他反競爭行為，主要在於觀察上游產品與下游服務價格

間之價差，而非有否超額訂價、差別待遇或掠奪性訂價；易言之，價格擠壓判

斷之重點，非於上游產品或下游服務的個別價格之允當性，而係該二者之價差

效果。爰此，歐盟對價格擠壓行為採事前管制方式。 

1. 判斷方法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無關乎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二者或其中一者，

是否適用價格管制；誠如前述，其判斷重點在於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之價差。 

歐盟執委會於 1998 年提出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的主要設算檢驗

公式有二(參考歐盟電信接取公告第六節)56： 

                                                
55 ERG,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rgin squeeze tests to bundles, ERG (09) 07, 
para.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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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主要評估 SMP 業者下游公司，如果與競爭者付相同費用給 SMP 業者，是否

仍能產出收益，也就是能否滿足以下公式： 

 

where: 
P = SMP 業者下游零售服務價格 
r = 其他事業欲提供此下游服務時，所需支付的受管制批發服務

價格 
wSMP = SMP 業者上游產品成本 
dSMP = SMP 業者下游服務成本 

 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 

主要評估垂直整合業者的零售價格與競爭者上游成本的差，是否能提供「合

理效率」（reasonably efficient）的下游競爭者，具有正常獲利，也就是能否滿足

以下公式： 

 

Where wAO = 新進業者上游產品成本  
     dAO = 假定「新進業者合理效率」之下游成本 

茲將上開設算檢驗公式要點說明如次： 

(1) 公式比較：下游成本的計算基礎 

對於上述兩個公式的不同，可為如下之說明： 

上開二者差異主要在於計算成本的基礎；換言之，前者以 SMP 業者零售價

格及其自己（未受管制的）成本（wSMP + dSMP）之間的關係為基礎；而後者則以

SMP 業者零售價格與其他業者的成本（wAO + dAO）之間的關係為基礎。 

有見解認為由於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衍生於競爭法原則，若是排除

與垂直整合事業具有同等效率的事業，則該行為即是濫用行為。依據競爭法的規

範，不能期待市場主導者是以競爭者的成本訂價，只能認為競爭可以導致較不具

效率的競爭者退出市場，但並非以不法的手段排除均等效率的競爭者57。不過，

部分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認為，若市場環境有顯著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學習

                                                                                                                                       
56 se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Telecommunications Access Notice: paragraph 6 on the 
application on competition rules to access agre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57 ERG (09) 07, para.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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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效果或先驅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s）時，以下游競爭者較高成本作為

認定基準，可能比較妥當58。 

依據 ERG 的調查結果顯示，歐盟會員國多數的主管機關是以市場主導者的

成本資訊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分析，只有兩個會員國的主管機關是參考競爭者的

成本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分析。以上所述的這兩個會員國，是採取合理效率的價

格擠壓分析（REO）。其他僅考量市場主導者成本的會員國，即是採取均等效率

經營者檢驗模式，其中有半數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主導者的成本，在考量規模經

濟、範疇經濟或市場主導者的既有優勢之後，有調整其成本的情形59。 

歐盟執委會過去即認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較佳，不過各會員國管

制機關得視其國內市場環境及管制目標，而採取不同的檢驗模式。一般而言，成

熟市場及管制目標為促進有效競爭者，採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O）較佳；反

之，若係保障 SMP 業者的投資及創新誘因，則採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

為宜60。 

(2) 相關成本認定標準 

對於成本的認定，應以完全分攤成本（fully distributed costs）或可避免成本

（avoidable costs）作為認定標準，亦各具優劣。完全分攤成本的使用，在有關

上游及零售活動的共同成本61認定上，易有爭議。對於中間產品或零售服務的共

同成本，如何加以配置，將因為配置規則的改變而容易被認為是武斷的。而使用

可避免成本或增支成本，則可避免不同服務共同成本的歸屬問題。在事前管制的

工具上，可避免成本對於零售價格設定的門檻過低，在不保證可回收進入市場的

固定成本下，將可能限制潛在的、有效率的事業進入市場62。 

在判斷共同成本如何分配時，必須以會計分離作為工具，且會計分離制度上

應區分批發成本（管制與不受管制兩者）與下游成本。不過，在實務上多數的會

員國管制機關在會計分離制度上，並未要求明列下游的共同成本，甚至連未管制

的批發成本皆未要求獨立揭露。是以若零售服務、未管制的批發服務及管制的批

發服務之間有範疇經濟的存在，在會計分離制度上必須加以落實63。 

最後，相關成本的認定應依據不同市場的特性，而採取不同的認定標準：對

於成熟的市場而言，應以歷史成本或現時成本（current costs）作為衡量利潤的基

礎；反之對於快速成長的市場而言，則以長期增支成本（LRIC）較為恰當64。 

                                                
58 ERG (09) 07, para. 53. 
59 ERG (09) 07, para. 55. 
60 ERG (09) 07, para. 56. 
61 此處所謂的「共同成本」（common costs），是指提供一或多個服務所產生的成本，而無法直

接被歸屬於任一服務。共同成本是範疇經濟所造成的。參見 ERG (09) 07, Fn.25.  
62 ERG (09) 07, para. 60. 
63 ERG (09) 07, para. 62. 
64 ERG (09) 07, para.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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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驗期間 

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設算檢驗期間方法主要有二： 

A. 靜態法 

通常以最近一會計年度之收入及其成本為資料來源，亦得較短期間如一個

月。本法適用於既有收入及其成本資料足以作為預測未來獲利之指標，諸如窄

頻或語音服務等靜態市場（多數的歐盟會員國）。對於具有非靜態性質的利潤及

成本市場而言，由於無法考慮合理的短期損失，以及投資可能的風險，因此並不

適合以此作為檢驗方法65。 

B. 動態法，亦稱現金流量折現法 

通常以會計年度一年以上之收入及其成本為資料來源期間。檢驗時若該服

務的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NPV）為正數者，表示該服務可能獲利；反之，

負數表示該服務可能造成損失。 

「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DCF model）適用於非成

熟的產品，例如部分歐盟會員國對於寬頻服務市場，是以前瞻性的淨現值分析

（forward looking NPV analysis）為基礎。其主要優點為考量隨時間而有獲利及

成本的變動，避免靜態法所造成會計的扭曲。若市場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資，以作

為行銷產品之用（資本支出或行銷支出 capital or marketing expenditure），此一

模式是有用的。採取 DCF 可以考量適當期間資本的折舊成本（depreciation costs）
及非週期性成本（non recurrent costs）66。 

有關折現因子（discount factor），通常以該投資案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WACC）計之；至於究係以 SMP 業者或下

游競爭者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則視採均等效率經營者者檢驗或合理效率經營

者檢驗而定。 

採取 DCF 主要的缺點，在於不能確認不同年內成本是否可以回收。淨現值

為正可能是因為反競爭行為造成的結果。倘若研究期間越長，預測的結果越具不

確定性，而可能造成錯誤的結果。此外，DCF 亦可能允許市場主導者就初期損

失予以認列，但該損失未必是新進業者所遭受到的67。 

在現金流量估計期間方面，得依相關資產於經濟上的使用年限、用戶平均

存續期間、或可考慮包括營業或多投資循環的整體期間。部分歐盟會員國管制

機關是以終端用戶平均的存續期間，或者受管制批發價格不變的期間為準68。 

                                                
65 ERG (09) 07, para. 70. 
66 ERG (09) 07, para. 73-77. 
67 ERG (09) 07, para. 78. 
68 ERG (09) 07, para.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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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裝服務之價格擠壓 

1. 定義 

對於套裝服務（bundled service）而言，若管制機關已針對個別的套裝部分

產品（individual bundle product）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檢驗，則對於整體套裝服

務亦將進行事前價格擠壓檢驗。倘若該服務需求大部分是套裝服務的間接需求

（indirect demand），會員國管制機關必須依據現行的管制義務進行套裝服務檢

驗。對於會員國管制機關而言，必須考量有無造成市場封鎖的可能性及對於個別

服務排他的意圖69。 

垂直整合之 SMP 業者為使下游競爭者成本增加，時有整合非下游競爭者所

需批發產品，或者以提供套裝服務方式，對下游競爭者造成價格擠壓，上述情形

均需要進行價格擠壓測試。然而當競爭業者可以在有利潤的基礎下提供相似的套

裝服務，則可以考慮解除事前管制70。 

當套裝服務包含價格管制與未管制服務，而且價格未管制服務是競爭者無法

提供，則對於競爭者無法提供服務的部分，其收益與成本資訊在進行價格擠壓檢

驗時應予移除，以確認管制產品的成本是否能夠回收。僅限於管制產品組合的目

的，在於確保市場主導者遵守該部分的管制義務71。 

在成本標準部分，應以適當的增支成本為基礎。增支成本有兩重意義：一者

為增加新的部分成為套裝服務的一部份時，所增加的成本（added costs）；另一

者為垂直整合的市場主導者，對於其提供與第三者的上游批發產品，而不自己提

供下游服務的可避免成本72。 

在認定上游/批發服務方面，批發服務若與零售服務具有直接關係，則確認

批發服務價格比較容易。然而，若下游零售服務涉及許多不同的上游批發服務

時，則如何界定相關的批發服務將會相當不易。依據歐盟會員國管制機關的實務

經驗，確保下游服務的可複製性（replicability）即是主要的管制議題，是以多數

會員國管制機關即針對個別服務及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進行分析。而語音服務的

部分，僅需考量網路互連成本（interconnection costs），寬頻服務則必須整合市

內用戶迴路價格及位元串流（bitstream）的價格。關於位元串流的部分，由於可

以不同的網路層提供（aggregation node、parent node 及 distant node），因此即便

是相同批發服務的不同部分，可用以提供類似的零售服務。是以若沒有替代性的

基礎建設及網路接取，其他事業的成本及網路架構將以批發服務為基礎，使得任

一價格擠壓檢驗都相當複雜73。 

                                                
69 ERG (09) 07, para. 82. 
70 ERG (09) 07, para. 86. 
71 ERG (09) 07, para. 91. 
72 ERG (09) 07, para. 95 
73 ERG (09) 07, para.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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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價格擠壓檢驗上，於考量批發服務的相關範圍時，各會員國管制機關

必須考量組成此一套裝服務所需的目前及預期的批發服務，以及不同服務的需求

為何。此外，各國的市場狀況不一，像是市場主導者的力量強度、纜線事業或其

他基礎建設是否存在等等，都將影響管制機關進行價格擠壓檢驗的方式74。 

若套裝服務造成價格擠壓，且涉及超過一個以上的管制批發價格時，由於不

同的批發價義務，涉及不同的管制程序（如訂定或變更批發價的時間點等條件），

因此將可能限制批發價格變更的彈性。成本帳目審查（cost audits）將有助於批

發服務管制價格的訂定，不過套裝服務的零售價格每年可因為促銷或降價而有所

調整。倘若法律或程序要求（例如是否需要進行公眾諮詢）上，使批發標準服務

及價格不能快速反應新的下游市場狀態時，對於管制機關將構成挑戰。對於上述

此一情形，對於下游市場某種期中的干預可能即有必要75。 

2. 判斷方法 - 有關收入及其成本分攤方法 

有關搭售產品或服務收入及其成本分攤方法頗多，諸如成本動因或比例分

攤，惟須符合一致性原則。 

依據歐盟 ERG（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所提出收入及其成本分攤方法，

主要為無補貼（subsidy-free）法，此法主要參考 Faulhaber (1975) and Baumol (1993 
& 1996)提供之評估方法，其公式如次76： 

 

Where： IC (A) = A 服務之增支成本 
        C (A+B)= A 及 B 套裝服務之成本 
        C(B)= B 服務之成本 

這裡的重要觀念是服務增支成本與單獨成本。在採取無補貼法下，消費者所

支付的是提供服務所產生的增支成本，且不超過單獨成本77。 

在實務上有採取所謂的「原檢驗」（ortho test），其所考量的是競爭市場的

增支收益（incremental revenue）及增支成本。例如有 A、B 兩種服務，B 是處於

比較競爭的市場內。「原檢驗」考量的是 B 的內含價格（implicit price），應為

套裝服務價格及 A 服務價格的差額。若 B 的內含價格大於 B 的內含成本（implicit 
cost），則消費者可能考慮單獨購買 B，使得競爭者可以與該套裝服務競爭，獲

取合理的利潤。此一內含成本的認定，可以是介於兩種價值之間：B 的單獨成本

                                                
74 ERG (09) 07, para. 100. 
75 ERG (09) 07, para. 102. 
76 See G.R. Faulhaber,“Cross-Subsidization:  Pricing  in  Public  Enterpri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 Vol 65, pp 966-977; Baumol, W.,“Predation and the Logic of the Average 
Variable Cost 
77 ERG (09) 07, para. 104. 



 

 45 

（考量所有的共同成本，且該檢驗並不確認任何範疇經濟）78以及 B 的增支成本

（該檢驗是將範疇經濟均歸屬於 B）79。如何進行上述的選擇，得考慮以下觀點： 

(1) 對於 A 服務廠商的市場力量強度：倘若廠商對於 A 服務具有相當強的

市場力量，其他競爭者無法取得相同的範疇經濟，則對於 B 服務允許成本節省

較不合理； 

(2) 廠商範疇經濟的程度：若範疇經濟規模大，而不允許對於套裝的一部份

進行「原檢驗」，可能間接對於套裝服務的價格做過低的限制80。 

最後，為了配置獲利在特定的套裝部分，管制機關必須考慮分配套裝服務獲

利的方法。對於獲利分配的規則，應該與其所選擇的配置成本一致。例如如果採

取增支成本，則管制機關應該將該部分配置增支收益。若所採取的會計方法，是

配置共同成本，則對於收益的配置亦需反應此一規則81。 

                                                
78 依據 ERG 報告的說明，該單獨成本是短期的可變動單獨成本，或者單獨的長期增支成本，而

「單獨」（stand-alone）即隱含有部分共同成本在內。參見該報告註釋 33。 
79 ERG (09) 07, para. 106. 該增支成本的認定，可能是短期的變動成本，或者長期增支成本，但

不將共同成本列入考量。 
80 ERG (09) 07, para. 107. 
81 ERG (09) 07, para.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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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英國電信服務市場為全球電信自由化先驅之一，現今亦是歐洲最具有效競

爭市場之一。 

英國電信管制改革肇始於 1984 年 BT 民營化及首創英國獨立監理機關 Oftel
〈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以下簡稱 Ofcom）前身〉，對

BT 固定網路服務施行零售價格管制（Retail Price Controls, RPC），即 RPI - X，

以保護消費者利益。82 

演變至今，英國配合歐盟架構指令、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許可指令、普

及服務指令等四項指令之施行，於 2003 年 7 月 25 日通過其國內法「通訊法

（Communications Act 2003）」並成立 Ofcom，統籌電信、廣播及頻譜管理等職

掌 。其管制原則以降低市場進入門檻、事後管制為原則，事前管制僅針對市場

主導者。 

茲將英國市場主導者之認定及經 Ofcom 認定具 SMP 業者之相關市場，以及

其管制規範等分別說明如次： 

一、市場主導者之認定 

首先在「英國通訊法」第78 條中，明文指出SMP 的定義適用「架構指令

（2002/21/EC）」第14 條之解釋。換言之，英國在SMP 的定義已與「歐盟2003 
年通訊法」的定義接軌，即： 
 如果一個企業單獨或與其他企業聯合具有相當於市場支配地位，即在相

當程度上具有獨立於競爭企業、客戶及最終消費者之行動能力，享有強

勢的經濟地位時，得視為顯著的市場主導力（SMP）。 
 一個企業如果在特定市場具有顯著的市場主導力時，則該企業亦得被視

為與此關係密切市場的SMP。蓋此等市場因具有關聯性，在一市場的支

配力有可能影響另一市場而強化該企業在另一市場的支配力。 

(一) SMP 之認定方法 

在 SMP 的認定方法方面，依據英國通訊法第 78 條第 5 項規定，SMP 業者

之認定須符合歐盟架構指令第 14 條及其附錄 2 規定。83 爰此，當歐盟於 2002
年 7 月發布 SMP 認定指引後，Oftel（Ofcom 前身）即於同年 8 月發布 SMP 市場

分析指引 (Oftel’s market review gidelines:criteria for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作為英國認定 SMP 的作業準則。 

                                                
82 Michael Pollitt, “Does Electricity (and Heat) Network Regulation have anything to learn from Fixed 
Line Telecoms Regul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April 2009 
83 Id., at §78(5); “Framework Directive” §14 and annex 2, Mar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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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tel 認為 SMP 可能由單一企業形成，也有可能由兩家以上企業聯合形成，

因此在市場分析指引中把 SMP 分為單一（single）SMP 業者、共同（collective or 
joint）SMP 業者以及其他三大類。其認定準則整理如表 7。 84 

表 7：英國 SMP 業者認定準則 

單一 SMP 業者 共同 SMP 業者 
其他（適用於單一及共同

SMP 業者） 

 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

率低於 25%者，通常較

不可能成為相關市場

之 SMP 業者。實務

上，SMP 業者之市場

占有率通常達 40%以

上；然而，市場占有率

低於 40%的企業，相對

於其他競爭者營運規

模仍屬大者，或可顯示

具 SMP 業者 
 企業整體營運規模 
 支配不易複製之基礎

設施 
 技術先進或優勢 
 買方議價能力弱 
 取得資本市場之資金

來源容易或優勢 
 產品/服務多樣化（諸

如套裝式產品或服務） 
 規模經濟 
 範疇經濟 
 垂直整合 
 高度完善之通路或行

銷網路 
 缺乏潛在競爭者 
 是否存在業務擴展瓶

頸 

 市場高度集中 
 資訊透明化 
 成熟市場 
 市場成長性高 
 需求彈性低 
 產品同質性 
 成本結構相近 
 市場占有率相近 
 缺乏技術創新 
 備用網路容量不足 
 市場進入障礙高 
 買方議價能力弱 
 缺乏潛在競爭者 
 

 超額訂價能力 
 缺乏非價格競爭 
 轉換障礙 
 限制用戶取得及使用

資訊能力 

 
 

                                                
84 Oftel, “Market Review Guidelines: Criteria for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ugus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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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 在判定市場是否存在SMP 之前，必須參照歐盟所建議的市場，即

「持續存在市場進入障礙（結構面、法制面）」、「市場不具有效競爭」、「若

無事前管制競爭法難有效因應」等三項特性的市場，區分零售與批發兩大類，進

行市場分析，觀察市場是否存在SMP。 

(二) SMP 之管制 

在所界定的市場中如果存在 SMP，則 Ofcom 將對被認定為 SMP 的業者實

施不對稱管制，就網路互連及服務資費課予相關義務，即所謂的事前管制；如

果在所界定的市場中已經不存在 SMP，則必須解除過去在該市場被認定為 SMP 
的相關管制（見第 84 條第 4 項）。 

有關對SMP 的相關規管事項，規範於「英國通訊法」第87 條至105 條。其

規範內容原則上亦符合「歐盟2003 年通訊法」的立法精神。 

具體而言，在批發市場方面，「英國通訊法」引進「接取 /互連指令

2002/19/EC）」第 9 條至第 13 條的規範內容，要求 SMP 提供「資訊公開」、

「禁止差別待遇」、「會計分離」、「特定網路元件接取（LLU 等）」以及「資

費管制及計算成本（特定網路互連）」等義務。其中，依據英國通訊法第 88 條

第 1 項規定，市場主導者條件中，有關網路接取訂價原則，須符合促進效率與

持續性有效競爭，及保護最終用戶利益。85 

另外，前開導正措施依各該相關市場特性及 SMP 業者性質，分別訂定，並

非一致。 

(三) 公開諮詢 

依據英國通訊法第 80 及 81 條規定，Ofcom 於界定相關市場及認定 SMP 業

者前，應經公開諮詢程序（得分別辦理），其期間不得少於公告日後 1 個月。86 

(四) 經 Ofcom 認定具 SMP 業者之相關市場 

雖然歐盟執委會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發布「相關市場」由 18 項縮減為 7
項，但 Ofcom 經依國內市場分析，其認定 BT 在固定網路具 SMP 之市場高達 26
項，包含批發市場 18 項及零售市場 8 項。 

 

 

 

 
                                                
85 Id., at §88(1)  
86 Id., at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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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BT 在固定網路具 SMP 之相關市場(迄 2008 年 12 月 31 日) 

項次 相關市場名稱 最近檢視日 歐盟相關市場# 

批發市場 
1 批發類比交換電路住宅用戶市場（Wholesale 

residential analogue exchange line services） 
2009/09/15  

2 批發 ISDN2 交換電路住宅用戶市場（Wholesale 
residential ISDN2 exchange line services） 

2009/09/15  

3 批發類比交換電路企業用戶市場（Wholesale 
business analogue exchange line services） 

2009/09/15  

4 批發 ISDN2 交換電路企業用戶市場（Wholesale 
business ISDN2 exchange line services） 

2009/09/15  

5 批發 ISDN30 交換電路市場（Wholesale ISDN30 
exchange line services） 

2003/11/28  

6 固定公眾窄頻網路發話市場（Call origination on 
fixed public narrowband networks） 

2009/09/15 修正後市場

#2 
7 公眾固定窄頻網路市話彙接傳送與轉接市場

（Local-tandem conveyance and transit on fixed 
public narrowband networks） 

2009/09/1587 原市場#10 

8 批發市話接取市場（Wholesale local access market） 2004/12/16 修正後市場

#4 
9 公眾固定窄頻網路單一轉接市場（Single transit on 

fixed public narrowband networks） 
2003/11/28 原市場#10 

10 個別固定網路受話接續市場（Fixed geographic call 
termination on each individual network） 

2009/09/1588 修正後市場

#3 
11 批 發 國 際 電 話 發 話 傳 送 市 場 （ Wholesale 

international call conveya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each of the countries） 

2003/11/28 修正後市場

#2 

12 批發寬頻接取子市場#1（Wholesale Broadband 
Access in Sub-market 1）89 

2008/05/21 修正後市場

#5 
13 批發寬頻接取子市場#2（Wholesale Broadband 

Access in Sub-market 2）90 
2008/05/21 修正後市場

#5 
14 低速（2~8 Mbit/s）TI 對稱寬頻電路市場（Traditional 

interface symmetric broadband origination with a 
2008/12/08 修正後市場

#6 
                                                
87 該市場現行導正措施（包含接取義務、無差別待遇、價格管制及公開服務契約範本等）於過

渡期 12 個月後，始廢止。 
88 本次市場檢視擴大 SMP 適用範圍為所有提供固定網路受話接續服務業者，而非僅 BT。 
89 所謂子市場#1，係指 BT 為唯一批發業者之地區。 
90　所謂子市場#2，係指目前主要批發業者計 2 或 3 家、暨未來主要批發業者達 4 家以上（交

換網路伺服戶數低於 10,000 者）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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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相關市場名稱 最近檢視日 歐盟相關市場# 

bandwidth capacity up to and including 8 Mbit/s） 

15 CELA（倫敦中央與東區）以外地區之高速（8~45 
Mbit/s）TI 對稱寬頻電路市場（Traditional interface 
symmetric broadband origination with a bandwidth 
capacity above 8 Mbit/s and up to and including 45 
Mbit/s but not including the Hull Area and the 
Central and East London Area） 

2008/12/08 修正後市場

#6 

16 CELA以外地區之超高速（45 ~ 155 Mbit/s）TI對稱

寬頻電路市場（Traditional interface symmetric 
broadband origination with a bandwidth capacity 
above 45 Mbit/s and up to and including 155 Mbit/s 
but not including the Hull Area and the Central and 
East London Area） 

2008/12/08 修正後市場

#6 

17 1 Gbit/s 以下 AI 對稱寬頻電路市場（Alternative 
interface symmetric broadband origination with a 
bandwidth capacity up to and including 1 Gbit/s） 

2008/12/08 修正後市場

#6 

17a 批發專用電路中繼部分（Wholesale trunk segments） 2008/12/08 原市場#14 

零售市場 
18 類比交換電路住宅用戶市場（Residential analogue 

exchange line services） 
2009/09/15 修正後市場

#1 
19 市話住宅用戶市場（Residential local calls） 2009/09/15 原市場#3 
20 長途電話住宅用戶市場（Residential national calls） 2009/09/15 原市場#4 
21 市話撥打行動住宅用戶市場（Residential calls to 

mobiles） 
2009/09/15  

22 接線生協助撥號住宅用戶市場（ Residential 
operator assisted calls） 

2009/09/15  

23 A 類國際直撥電話住宅用戶市場（Residential IDD 
Category A calls） 

2009/09/15 原市場#4 

24 B 類國際直撥電話住宅用戶市場（Residential IDD 
Category B calls (on a route by route basis)） 

2009/09/15 原市場#4 

25 低速（8 Mbit/s 以下）TI 專用電路零售市場

（Traditional interface retail leased lines up to and 
including a bandwidth capacity of 8 Mbit/s） 

2008/12/08 原市場#7 

資料來源：Ofcom，2009 年 6 月及 2009 年 9 月（加刪除線部分摘自後者）；EU，

2007 年 11 月；TTC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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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 於 2009 年初再次檢視固定網路窄頻零售服務市場（項次#18-24）及

固定網路窄頻服務批發市場（項次#1-4, 6-7, 10）。 

在零售市場方面，Ofcom 繼於 2006 年 7 月廢止 BT 零售價格管制91，2009
年 3 月展開檢視固定網路窄頻零售服務市場。經市場分析，認為由於批發管制

得宜，該市場達有效競爭，乃決定全面鬆綁 BT 固定網路窄頻類比交換電路及電

話零售市場（項次#18-24）之 SMP 零售管制（主要為無差別待遇、透明化及監

理財務報告等行為管制）；此外，雖然 ISDN2 接取服務零售市場尚未有效競爭，

BT 仍具 SMP，Ofcom 考量該零售市場現行導正措施可能對有效競爭產生反效

果，爰亦鬆綁 SMP 零售管制，並僅以其批發市場之導正措施為準。92爰此，目

前零售市場管制項目只適用於項次#25。 

在批發市場方面， Ofcom 經本次市場分析，認為 BT 於用戶交換線路市場

（exchange lines, 項次#1-4）、固定網路發話市場（call origination, 項次#6）、

個別固定網路受話接續市場（fixed geographic call termination on each individual 
network, 項次#10）仍為 SMP 業者，而市話彙接傳送與轉接市場 （local tandem 
vonveyance and transit, 項次#7）則不復為 SMP 業者，並修正相關管制導正措

施；此外，在固定網路接續市場，所有提供固定網路接續服務業者均具 SMP。
93 

綜上，2009 年 9 月公布目前 BT 在固定網路仍具 SMP 之相關市場縮減為 18
項次，包含批發市場 17 項及零售市場 1 項。 

至於行動網路受話市場，Vodafone、O2、Orange、T-mobile 及 H3G 等 5 家

行動業者，則均具 SMP。94 

(五) 課予 BT 之特別義務 

Ofcom 認為健全的零售市場有賴於其批發市場有效競爭，而尚未有效競爭

者，則端視管制完備，爰以批發市場之市場主導（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

業者實施管制措施為主，並認為有必要確保批發層級管制架構完備。 

依據 2009 年 9 月固定網路窄頻批發服務市場調查後公布 BT 在下列相關市

場之 SMP 義務如表 9。 

 

 

 

                                                
91 “Retail Price Controls,” July 2006 
92 Ofcom, “Fixed Narrowband Retail Services Markets,” September 2009 
93 Ofcom, “Review of the Fixed Narrowband Services Wholesale Markets,” September 2009 
94 Ofcom, “Mobile Call Termination,” Marc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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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BT 在固定網路窄頻批發相關市場之 SMP 義務 

項

次 

相關市場名稱 SMP 義務 

1 &3 

 

2&4 

批 發 類 比 交 換 電 路 市 場 （ Wholesale 

analogue exchange line services） 

批發 ISDN2 交換電路市場（Wholesale 

ISDN2 exchange line services 

 提供網路接取 

 禁止差別待遇 

 計價基礎 

 成本會計 

 價格管制(ISDN 免) 

 提供用戶線批售(WLR) 

 公布供租參考合約及告

知供租條款及技術資料 

 服務品質透明化  

6 固 定 公 眾 窄 頻 網 路 發 話 市 場 （ Call 

origination on fixed public narrowband 

networks） 

 提供網路接取 

 禁止差別待遇 

 計價基礎 

 成本會計及價格管制 

 公布供租參考合約及告

知供租條款及技術資料 

 服務品質透明化 

 提供指定選接服務 

10 個別固 定網路 受話 接續 市場（Fixed 

geographic call termination on each 

individual network） 

 提供網路接取 

 禁止差別待遇 

 計價基礎 

 價格管制 

 公布供租參考合約 

 告知收費費率 

 

 

二、網路互連之定價管制 

（一）網路互連義務 

由於網路互連對促進有效競爭甚為重要，Ofcom 乃將網路互連列為未有效

競爭市場下，SMP 業者對受管制服務或產品須提供網路互連服務等義務。 

依據歐盟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9 及 10 條規定，SMP 業者之網路互連義務

主要如次：95 

 透明化（包含網路互連條款及資費條款等） 
                                                
95 ITU, “ICT Regulation Toolkit: Module 2. Competition and Price Regulation”, §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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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用與提供其他業者之無差別待遇 

另依據英國通訊法第 90 條規定，市場主導者條件須納入 SMP 業者與公眾電

子通訊服務業者網路互連相關事項，包含網路互連訂價及無差別待遇等義務

等。96 

目前，Ofcom 施予 BT 之網路互連義務主要如次： 

 網路接取義務 
 無差別待遇 
 成本導向訂價（採長期增支成本法） 
 透明化（包含網路互連條款、資費條款及服務品質等） 
 成本會計制度 
 會計分離 
 價格管制 

（二）網路價格管制(network charge controls, NCCs)97 

網路價格管制由 Oftel（Ofcom 前身）於 1997 年引進，以改善 BT 批發價格

管制措施，及賦予未來資費管制方向明確性。 

1997 年之前，Oftel 依據 BT 每年已發生成本，以核定其網路互連資費。此

法確保 BT 得回收其合理已發生之實際成本；其主要缺點為缺乏促進 BT 持續提

升經營效率及降低成本之動因。 

英國自引進網路價格上限管制（RPI - X），賦予 BT 提升經營效率之動因。

歷經 11 餘年來演進，造就英國批發價格為歐盟會員國最低者，進而受惠下游市

場。 

Ofcom 於 2009 年 3 月 19 日發布網路價格管制諮詢提案，以決定下一週

期之網路價格上限。於 2009 年 9 月發布適用網路價格管制(NCCs)之服務價

格上限如次： 

 

 

 

 

                                                
96 EU,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July 2002, §90 
97 Ofcom, “Review of BT Network Charge Controls,” Mar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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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005 - 2013 年英國批發窄頻市場網路互連價格管制 

服務/技術範圍/元件 2005 - 2009 2009 - 2013 

通話受話(Call termination)  RPI - 5% RPI + 3.75% 

通話發話(Call origination) RPI – 3.75% RPI + 2.75% 

互連電路(Interconncetion 

circuits) 

RPI - 5.25% RPI + 3.75% 

規劃之必要元件(Policy and 

Planning) 

RPI + 0.75% RPI + 1.5% 

適用期間 2005 年 10 月 1

日 - 2009 年 9 月

30 日(4 年) 

2009 年 10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4 年) 

資料來源：Ofcom， 2009 年 9 月，TTC 整理 

 

三、用戶線路批發及用戶迴路細分化 
Ofcom 經審慎分析市場，認為住宅及商業用戶線路產品或服務未有效

競爭(市場#1-4)，課與 BT 有義務提供用戶線路批發（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及用戶迴路細分化(LLU，包括完全細分化之線路(MPF)及共用之細

分化之線路(Shared MPF))。此等批發服務於 2006 年 1 月 BT 實施供能性分

離並成立 Openreach 後，轉由 Openreach 經營。 

Ofcom 於 2008 年 5 月進行此等市場機制檢討，於 2009 年 5 月就租用

費率上限提出建議草案，參附如下： 

表 11：BT Openreach 類比用戶線路批發價上限管制提案 

 Current Price cap Price in 2009/2010 Indexation in 
2010/2011 

WLR(家庭用) £100.68 £100.68 Further study 
WLR(商業用) £110.00 £100.00 Further study 
MPF £81.69 £86.4 RPI +5.5% 
Shared MPF £15.60 £15.60 RPI +1.0% 
資料來源：(1) Ofcom, A New Price Framework for Openreach, Second Consultation, 
December 2008. (2) Ofcom, A New Price Framework for Openreach,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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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之 WLR 服務條件主要如次：98 

 價格管制（RPI - X） 
 成本導向訂價（採長期增支成本法） 
 無差別待遇 
 透明化（包含資費條款及管制財務報告等） 

 目前 OFCOM 對於用戶線路批發的管制，在核心服務是採取價格調整

上限制，而在進階服務（enhanced service）則規劃採取 LRIC+99。 

 

四、行動通信價格規管 
Ofcom 依歐盟相關指令及英國「通訊法-2003 年（Communications Act 2003）」

等規定，界定相關市場；定期分析各相關市場自由化競爭情形，若相關市場有

未有效競爭者，Ofcom 界定該市場之 SMP 業者並對 SMP 業者實施管制措施。 

零售市場因已有 5 家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MNO)，及逾

百家 MVNO(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業者，行動零售市場已充分競爭且

消費者有充分選擇各家行動業者所提供的電信服務，因此 Ofcom 並未針對行動

零售市場施予事前訂價管制。 

至於批發市場，Ofcom 經市場檢視後，認定行動網路受話服務市場具 SMP，

其中 Vodafone、O2、Orange、T-mobile 及 H3G 等 5 家行動業者，均為市場主導

者100。因此針對行動業者之網路接續服務施予事前管制，以下說明其管制之歷程。 

1. 行動網路接續費之管制作法及歷程 

英國行動電信市場於開放後，對固網撥打行動之通話，爰引固網通話機

制，採取發話方付費（Calling Party Pay, CPP），且費率設定權交由固網業者。

固網業者之費率結構包括兩元素：一般固網通話費率及行動業者之網路接續費

（mobile network termination charge），當時行動業者之網路接續費由各業者訂

定。茲將圖示說明如下： 

 

 

 

                                                
98 Ofcom , “A New Pricing Framework for Openreach,” May 2009 
99參見 OFCOM, Charge controls for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related services, 2009/10, available at: 

http://www.ofcom.org.uk/consult/condocs/wlr/wlrcondoc.pdf (last visited 2009/11/8) 
100 Ofcom, “Mobile Call Termination,” Marc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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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minating operator charges the originating operator for call termination 

 

 

早期行動網路接續費約佔通話費率（i.e. retail price）三分之二，加上發話方

對接續之行動網路無選擇權，行動網路業者對該 termination traffic 具有絕對掌控

權，因此無意願降價，是以，網路接續費一直以來均居高不下，有損公眾利

益。 

(1) 首次施行價格上限（RPI - X）管制措施 

Oftel 於 1998 年開始思考對行動網路接續訊務（wholesale mobile voice 
call termination, MCT）採取價格管制措施，決定行動網路接續費應以成本導

向為目標。惟考量行動網路接續費立即回歸成本，對行動業者營運衝擊太

大，於是配合 Price Cap（採 RPI - X 公式），逐步降低行動網路接續費，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3 月 Price Cap 為 RPI - 9%，以達到 10.86ppm 及 10.2 ppm
之水準。其後，行動網路接續費在價格上限管制機制下快速下降，迄 2007
年 3 月止調降幅度如下： 

 2000/4 - 2002/3：每年調降 RPI - 9% 

 2002/4 - 2006/3：每年調降 RPI - 12% (其中 H3G 為 3G 新業者，不 

受價格管制，只有無差別待遇等行為管制) 

 2006/4 - 2007/3：RPI - 12%（展延一年） 

 

(2) Ofcom 持續檢視行動網路接續市場價格上限（RPI - X）管制措施 

2005 年 6 月起，Ofcom 再度展開檢視 MCT 市場，以決定 2007 年 4 月 1 日起

之 SMP 管制作法，深度討論市場結構、行動網路成本計算方式、相關管制措施

及其影響分析等。後於 2007 年 3 月 27 日發布各家行動網路接續費價格等政策決

議，茲將其要點彙整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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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dafone、O2、Orange、T-mobile 及 H3G 等 5 家行動業者均具 SMP。 

 前揭 5 家行動業者應受電信資費管制，採技術中立，不區分 2G 或 3G 網路；

適用期間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為期 4 年。 

 其他管制措施尚有網路接取條件應符合公平合理（含接續費）、禁止不當差

別待遇及資費透明等。 

然而，H3G 不服 Ofcom 於 2007 年 3 月認定有關其於行動通信網路接續市場

具 SMP 業者及價格管制上限，乃於同年 5 月向競爭上訴法庭（CompetitionAppeals 

Tribunal, CAT）提出上訴。 

競爭上訴法庭經徵詢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Commission）有關價格管制上

限之意見後，於 2009 年 4 月駁回 H3G 之上訴，並作成判決如下：H3G 於行動通

信網路接續市場具 SMP 業者，及其價格管制上限採競爭委員會之意見。（見下

表） 

表 12：英國競爭上訴法庭裁定行動通信網路接續市場之價格管制上

限表 

單位：便士/每分鐘 

 
註：括弧內數值為Ofcom 2007年3月所核定之價格管制 

資料來源：TTC整理自Ofcom 2009年5月之資料 

 

2. 成本計算模式 

Ofcom 計 算 行 動 網 路 接 續 費 成 本 模 式 採 TELRIC 方 法 ， 並 依

top-down/bottom-up 混合作法建構成本模式。Ofcom 新行動網路成本模式之

主要目標為評估單一網路業者透過 2G 及/或 3G 行動網路傳送語音服務之網

路成本；然而語音及數據服務具重大範疇經濟（尤其就 3G 網路），是以，

亦須納入數據服務，以提供正確之語音服務成本（尤其在語音接續方面）。 

3. 未來修正方向 

英國現行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價格管制採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加成法

（TELRIC+）訂價，即納入分攤固定成本及共同成本，並將於 2011 年 3 月 31
日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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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歐盟執委會甫於 2009 年 5 月提出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新規管作

法，其訂價方法採長期增支成本法，同時，基於固網行動匯流、行動通信市場

競爭益趨多元化與複雜性，及規管負擔等因素，Ofcom 認為不僅須檢視行動通

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成本計算方法，尚須考量不同規管作法，乃提出未來行動

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訂價方法之 6 種可能規管作法（適用期間為 2011 至 2015
年），主要包含鬆綁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規管、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加成

法、長期邊際成本法、網路容量基礎訂價法、強制性互惠法，以及計費保留

法。茲將其重點摘要如次： 

 鬆綁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規管：全面鬆綁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

市場主導者相關規管。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加成法（TELRIC+）：維持現行方法，納入分攤固定成

本及共同成本。 

 長期邊際成本法（Long Run Marginal Cost, LRMC）：因應前揭歐盟執委會提

出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訂價方法之規管作法，成本計算方法未納入分攤

共同成本。 

 網路容量基礎訂價法（Capacity Based Charges, CBC）：不同於其他行動通信

網路受話接續費訂價結構，而以網路容量(capacity required for terminating 
traffic)為基礎訂價。此法改變以往價格結構，即其計費方式將由現行以使用

分鐘數(per minute usage)計價，修正為依據網路容量(amount of capacity)以月

或年固定資費計之。 

 強制性互惠法（Mandated Reciprocity）：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訂價與固定

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相同；此法與美國規管作法相近。 

 計費保留法（Bill and Keep, B&K）：接續費設定為零。 

惟上開各種規管作法對不同用戶群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尤其考量規管作

法驟變之影響層面頗大（諸如可能造成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大幅調降）101 
及未來市場發展趨勢尚未完全明朗，Ofcom 目前尚未有最佳規管作法之腹案，

未來並將審慎考量歐盟相關規管措施之指導原則，以進行適當之調整。 

                                                
101 依據歐盟 ERG（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報告指出，目前歐盟會員國平均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為每分鐘 8.7 歐分，而依據歐盟執委會於 2009 年 5 月所提出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訂價方

法計算，預計將大幅調降為每分鐘 2.5 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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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競爭行為之判斷方法102 

Ofcom 基於促進市場競爭之考量，於反競爭行為之個案中是以先採取 EEO
檢驗，通過者再進行 REO 檢驗。REO 檢驗是考量到新進業者成本高於既有業者

之成本，此因既有業者享有先驅者優勢以及既有的獨佔地位所致。 

依據英國 1998 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規定，禁止反競爭協議行

為及市場主導地位的濫用等。前者適用於有排除、限制或遏阻有效競爭之契約

行為，即違反反競爭契約行為非僅適用於 SMP 業者；後者僅適用於 SMP 業者。 

又依據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有關競爭法對於電信

事業之規範說明規定，反競爭訂價行為態樣主要有掠奪性訂價、交叉補貼、價

格擠壓、差別訂價、不當折扣、超額訂價、拒絕提供、搭售、垂直限制或不當

網路互連契約等。 

茲就價格擠壓及搭售等反競爭行為之判斷方法分別說明如次： 

（一）價格擠壓 

1. 定義 

當產業特性具有垂直整合業者為上游批發市場之 SMP 業者，並提供該關鍵

投入要素予下游競爭者時，可能發生價格擠壓行為。該垂直整合業者提高關鍵

投入要素之批發價格予下游競爭者，可能導致其他具有與 SMP 業者相同營運效

率的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或無法有效競爭，則可能構成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

壓。 

2. 判斷方法 

判斷價格擠壓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須考量 SMP 業者與其下游競爭者在相

同價格條件下，於相關零售市場能否獲利(採取 EEO 檢驗)。此外，SMP 業者可

能將原應歸屬零售階段之成本，分攤於批發階段成本，以掩飾其價格擠壓行

為。 

此舉對 SMP 業者之營業收入總額可能不致影響，然而，卻嚴重影響下游競

爭者之營業毛利，甚至可能造成損失。是以，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須

慎密考量其成本分攤方法之合理性。 

（二）套裝行為 

1. 定義 

                                                
102 OFT, “Competition Act 1998: the Applica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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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行為（bundling）係指業者提供某項服務或產品時，綑綁另一項服務或

產品。 

非具 SMP 業者之套裝行為通常無反競爭行為之疑慮，而 SMP 業者之套裝行

為則可能有影響零售及批發市場等二者有效競爭之虞。 

2. 判斷方法 

判斷搭售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頗為複雜，主要考量重點為搭售行為有否造

成有效競爭排除效果及效益（諸如範疇經濟所產生價格下降）等二者之平衡。此

外，須考量未搭售之經濟或技術可行性103。 

另外，英國競爭法禁止下列反競爭行為： 

 SMP 業者提供接取網路服務或產品搭售其所提供電話設備。此外，搭

售之其中具競爭力服務或產品價格低於其成本者，亦構成反競爭行

為。 

 SMP 業者搭售實質上可分別提供之服務或產品，諸如提供予用戶已安

裝軟體之交換器（switch），其技術上可分別提供。 

 

六、英國公平交易局與 Ofcom 之共同管轄權機制 

 
根據英國 1998 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與 2002 年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OFT 與產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議題擁有存在共同管轄權，故必須設

置「共同管轄工作小組」（concurrency working party, CWP），以協調共同管轄

權之行使事宜。此共同管轄權之範圍亦包括協調共同處理「超級申訴」(super- 
complaints)104之任務。 所謂「超級申訴」，必須是市場之特質顯現有重大損害

消費者利益之情形，才能構成。可以提出超級申訴之人，係指最終消費者或消

費者團體。超級申訴所處理之市場係指區域性、全國性或超國家性，但受理之

主管機關只能考慮在英國境內之市場所受之衝擊。 
 
當有涉及 OFT 與產業主管機關(例如 Ofcom, Ofwat, Ofgem…)間可能存有潛

在職權重疊之情形，OFT 與產業主管機關會根據合適的協調程序加以處理，以

                                                
103 OFT, para. 7.50.  
10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 Available at OFT website at http://www.oft.org.uk . 在評估市場特質所造成之衝擊時，受理

機關需聚焦於對最終消費者所造成之效果，而非只評估對於事業所造成之影響, OFT Guidance 
s.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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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個別申訴案件將會由最適當的機關來受理，藉此達到處理之一致性105 。此

協調程序將由「共同管轄工作小組」（CWP）來運作106。CWP 之工作項目並擴

及協調共同處理超級申訴之案件，但此協調程序係完全獨立於「競爭法」所規定

之共同管轄條款之外。而有關 CWP 處理超級申訴之參考條件與作法，已公布於

OFT 網站供參考。107 
 
英國「共同管轄權」之相關立法與官方文件 

 
1. 早在 2000 年英國的公平交易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以下簡稱’OFT’）即已公布一份名為「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ct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的報告108，闡述有關英國競爭法適用於電信產業之

相關規範與適用，作為官方公佈之指導準則。其中不但具體說明英國 1998 年

「競爭法」及 1984 年「電信法」間之適用關係，亦特別強調公平交易主管機關

（DGFT）109與電信主事業管機關（DGT）110之間，就競爭法的適用與執行具有

共同管轄權(concurrent jurisdiction）。 
 

2. 後來，英國在 2002 年新訂立「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取代原 1973 年

「公平交易法」( Fair Trading Act 1973)，並且由成立新的公平交易主管機關—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取代原來由公平交易主管部門首長 DGFT 一人完全

負責的管制機制。OFT 因而依職權成為監管公平競爭及消費者保護議題之主管

機關。2003 年 7 月 OFT 公布一份名為「超級申訴」（Super-complaints）之指導

準則111，特別提到必須成立「共同管轄工作小組」（Concurrency Working Party, 
CWP），負責釐清並協調公平交易主管機關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之權責

劃分與合作。「共同管轄工作小組」（CWP） 之設置因而成為一項常設於 OFT
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之共識。 

 
3. 2006 年 5 月英國貿易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公布「產

業管制規範之共同競爭管轄權」報告（Concurrent Competition Powers in Sectoral 

                                                
105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ibid., s.3.4. 
106 CWP 係依「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 及「企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設立，用以

協調 OFT 與產業主管機關間共同運作。 
107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 
108 OFT (2000) Competition Legislation -- Competition Act 1998— The applica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OFT 417, January 2000. 
109 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110 Director Gener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111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3), Super-Complaints: Guidance for designated consumer bodies, July 
2003. Available at OFT website at http://www.oft.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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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112，再度重申公平交易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具有共同管

轄權，該報告並就相關運作細節詳加說明。 
 

4. 瀏覽 OFT 官方網站公布歷來共同管轄之案例，舉最近的案例為例，2007 年英

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Broadcast 與 Channel 4 公司簽訂契約之案例，涉及一家澳

洲資產公司 CBSL 併購 BBC Broadcast 案。申訴人 Independent Media Support 
Group, (IMS）認為依 Channel 4 之市場特殊性以及 BBC Broadcast 的高度市場佔

有率及其優勢地位，有違反競爭法規之情事。此外，IMS 又主張 BBC Broadcast
係以低於成本的出價方式，標得 Channel 4 之契約締結權，有鑑於其市場地位，

實有違反競爭法規定，故為此向 OFCOM 提出申訴。本案因涉及通訊傳播主管

機關 OFCOM 及公平交易主管機關 OFT 之職權，尤其 OFT 就本案同時受理

CBSL 與 BBC Broadcast 合併案之審理，故 Ofcom 恪遵與 OFT 間之「共同管轄

權」關係，待 OFT 對該合併案做成決定之後，才依據該決定相關部分之見解為

本案之認定與裁決。OFCOM 最終認定 BBC Broadcast 與 Channel 4 之約定行為，

並無如申訴人 IMS 所主張之違反競爭規範情事。由此案可見，在實務運作上，

OFCOM 與 OFT 之間確實施行一套相互協調的共同管轄機制。 
 

5. 再以救濟程序而言，就競爭相關之議題，當事人若對於 OFT 與 OFCOM 共同

管轄所做成之決議或裁定有所爭執，OFT 或 OFCOM 可將案件提送「競爭委員

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審議處理，由其做成最終之裁決。倘若對當事

人「競爭委員會」之最終裁決仍有爭議，或不服其裁決，則可依英國之行政救濟

程序法向「競爭專屬法庭」（Competition Tribunal）提出行政訴訟，透過司法體

系救濟來解決爭議。根據統計，目前為止僅有一個案例 (Cityhook 案) 進入英國

行政法院審理，且該案例仍在訴訟程序進行中，尚未有確定之判決。113 
 

綜上所述，英國公平交易主管機關 OFT 與產業主管機關（例如 OFCOM）

間之共同管轄機制已明文於法，並透過「共同管轄工作小組」之設置加以落實。

此機制一方面透過強制競爭主管機關產與業主管機關之溝通協調，來強化行政

機關做成裁量與決定之專業性與明確性；他方面更有助於實質提升行政機關內

部作業之效率與一致性，可以避免機關間因專業見解不同而做出裁判不一致或

見解相出入之困窘。英國執法經驗頗具價值，或可供作我國修法執法之參考。 
 

                                                
112 DTI (2006), Concurrent Competition Powers in Sectoral regulation — A Report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and HM Treasury, May 2006, URN 06/1244.  
113 參見 Cityhook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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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 

一、市場主導者之認定 

由於電信產業具有「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之特質，地區網路管線基

礎建設由既有業者所擁有，造成壟斷之經營情形，網路經濟效果將為既有業者

帶來競爭優勢，既有業者可能利用其競爭優勢從事價格擠壓、拒絕互連等反競

爭之行為，因此主管機關需對既有業者進行不對稱管制之措施，為市場引入競

爭。在美國，過去獨家經營地區電信服務的 RBOCs(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RBOCs)擁有完備的電信網路資源，為促使新進業者順利與既有業者

的合作，1996 年電信法規定市話網路業者之義務，可分為全體電信業者之義

務、地區市話業者之義務以及既有市話業者(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s, 
簡稱 ILECs)之義務三層次之要求，透過不對稱管制降低既有市話業者之競爭優

勢，要求 RBOCs 提供新進競爭者使用其設備，以降低新競爭者進入市場之障

礙。由此可推估美國 1996 年電信法認定，市話之市場主導者即為各地區之既有

市話業者。 

以下就 1996 年電信法 Sec251 之規定，分別介紹全體電信業者之義務、地區

市話業者之義務以及既有市話業者之義務： 

1. 全體電信業者的義務 

根據 1996 年電信法 Sec.251(a)規定，每一電信業者皆有義務與其他電信業

者直接或間接互連，各業者間不得裝置與法定程序建立之共通技術標準不容的

網路設備、功能。 

2. 地區市話業者的義務 

1996 年電信法 Sec.251(b)規定，地區市話業者(local exchange carrier, LEC)的
義務包括：(1)轉售：在轉售其電信服務時，不得禁止或附加不合理、歧視之條

款或限制。(2)號碼可攜：在技術可行範圍內遵照 FCC 之規定提供號碼可攜。(3)
撥號平等(dialing parity)：提供電話交換服務競爭者平等撥號、並允許其他業者

接取電話號碼、人工接線服務(operator services)、查號服務、號碼登記，而無不

合理的撥號延遲。(4)提供路權(Access to rights-of-way)：以合理費率、條件，接

取線竿、暗管 (duct)、管道和路權給競爭者。 (5)互惠補償協議：針對傳送

(transport)、終端話務(termination)建立互惠補償協議。 

3. 既有市話業者的義務 

1996 年電信法 Sec.251(c)規定，ILECs 的義務，包括以下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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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誠信協商 

既有業者依誠信來協商，以達成Sec. 251(b)(1)到(5)條之規定。 

(ii)網路互連 

既有市話業者有責任提供機器設備之互連予任一電信業者之請求。互連包

括，(A)電信交換服務與交換接取的傳送與撥送；(B)在任何技術可行點下互

連；(c)互連品質至少相等於其提供給本身、關係企業或其他企業互連時之品

質；(d)互連之價格與條件應公平、合理與無差別。 

(iii)網路元件細分化(Unbundled access) 

應其他業者之請求，無歧視的在技術可行範圍內，提供細分化的網路元

件，其費率、租期或條件應公平合理與無歧視性。既有市話業者所提供的細分

化網路元件應允許其他業者組合(combine)以提供電信服務。 

(iv)轉售(Resale) 

既有市話業者必須以批發價格轉售任何電信服務，這些電信服務乃既有業

者以零售價提供一般用戶之電信服務(非電信業者之客戶)。除各州公用事業委

員會(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s)得依據 FCC 就本條所訂定的規則而另擬其他措

施外，既有業者不得對於電信服務之轉售禁止，且不得附加不合理或歧視條件

或限制。114 

(v)變更的公告(Notice of changes) 

使用既有業者的設備或網路進行傳輸、電路所必須的資訊，若有變更，或

其他影響設備或網路互通(interoperability)時，既有業者應合理地公告。 

(vi)共置(Collocation) 

既有業者應提供公平、合理與無歧視性的價格、條件供互連或網路細分元

件所必要的實體共置(physical collocation)，除了既有業者能向各州委員會證明

實 體 共 置 因 技 術 上 不 可 實 際 運 作 或 空 間 限 制 ， 得 提 供 虛 擬 共 置 (virtual 
collocation)。 

二、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之定價管制 

根據美國 1996 年電信法 Sec. 203(a)，所有電信業者須依 FCC 之要求，向

FCC 提交所有指定之資費相關資料，包括業者本身以及該業者州際間、國外與

其接續之業者在自己系統上不同節點之間電話線或無線通信的計費。受本章受

管制業者本身系統上節點間、該業者連接之業者的系統節點、任何其他業者系

                                                
114 47 U.S.C.§251(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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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上的點，當路由(route)建立時，兩者之定價為整合或分離，並陳述其分類、

實施以及管制對定價之影響。以下分別 FCC 對於 ILECs 接續費訂價規範情形，

以及固網、行動市場資費管制狀況加以說明。 

1. 網路互連及網路元件計價標準 

依據 1996 年電信法 Sec. 252(d)(1)規定，由各州委員會所訂定的網路互連及

網路元件計價，應符合公平、合理費率，依提供互連或網路元件之成本(此成本

非以報酬率計算)並加計合理利潤之方式計算。FCC 要求各州委員會在需要裁決

關於爭議互連或細分化網路元件的價格，依據 FCC 所制定的規則作為裁決的依

據。FCC 所制定所規定的元件訂價規範之適用範圍，包括網路元件、互連、接

取方式細分化網路元件的定價，此外，亦包含實體與虛擬共置115。網路元件定

價則採用前瞻性經濟成本法(forward-looking economic cost)116。 

前瞻性經濟成本法應使用「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total element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 TELRIC)，加上既有事業的「前瞻性共同成本中之合理分攤」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forward-looking common costs)兩項之和來計算接續費。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 

網路元件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係指，既有固網業者(ILEC)提供網路元件所

直接發生的成本，或可合理辨別出是因提供該元件而增加的設備等長期前瞻性

成本。117 

「增支成本(incremental cost)」是因廠商生產額外數量的產品或勞務而增加

的成本，通常以每單位成本表示。增支成本具有前瞻性，當產出水準改變時成

本亦隨之改變，因此計算增支成本最重要的根據是其增量(increment)。118 

 前瞻性共同成本的合理分攤 

前瞻性共同成本(forward-looking common costs)係指，提供網路元件或服務

而實際產生的有效地經濟成本，其無法直接分攤於個別網路元件或服務中。119 

前瞻性共同成本的合理分攤，與該網路元件的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的總

和，不應超過該網路元件的單獨成本(stand-alone cost)；此單獨成本為有效率之

企業生產該網路元件所產生的包含共同成本之前瞻性總成本。120 

                                                
115 CFR§51.501 
116 CFR§51.505(a) 
117 47 C.F.R. §51.505(b) 
118 First Report And Order 675. 
119 47 C.F.R. §51.505(c)(1) 
120 47 C.F.R. §51.505(c)(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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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下四項因子不視為元件的前瞻性經濟成本，包括歷史成本(embedded 
costs)、零售成本(包括行銷、帳單、收款(collection)、其他與消費者有關的零售

成 本 ) 、 機 會 成 本 ， 及 補 貼 其 他 服 務 之 收 益 (revenues to subsidize other 
services)121。 

依據 1996 年電信法 Sec. 251(c)(3)規定，既有業者須依其他業者之要求，無

歧 視 的 在 技 術 可 行 範 圍 內 ， 提 供 細 分 化 之 網 路 元 件 ， 而 FCC 在 Local 
Competition Order 中，擬定全國性的規則執行細分化義務122，細分化網路元件

之成本的訂價方式基礎為前瞻性經濟成本，又關於 FCC 所訂定之特定元件之費

率結構標準規定於 CFR§51.509，規定如下： 

(a)市內用戶迴路(local loop)與子迴路應透過固定費率(flat-rated charges)回收

成本。 

(b)市話交換(local switch)，市話交換設備成本透過對電路端的固定費率，

以及對交換板(switching matrix)與中繼端(trunk ports)進行一個或更多的固定

費率或以每分鐘使用的費率，兩者合計作為回收的成本。 

(c)專用傳輸鏈路(dedicated transmission links) 應透過固定費率回收成本。 

(d) 彙 接 設 備 與 終 端 局 間 的 共 享 傳 輸 設 備 (shared transmission facilities 
between tandem switches and end offices) 得 透 過 與 使 用 量 有 關 之 計 費 
(usage-sensitive charges)，或以ILEC產生的成本計費以回收設備成本。 

(e) 彙接設備(tandem switches)得透過敏感度資費計費，或其他符合ILEC所

產生的成本計價以回收設備成本。 

(f)信號及通話相關的資料庫服務(signaling and call-related database services)
應透過任一方的詢問數或訊息數的使用量計費，除了訊號連結專用回路是

採固定費用回收成本。 

(g)共置成本應符合FCC互連程序中所規定的費率結構政策。 

(h)網路界面設備之費用則由，ILEC訂定一價格，此價格係以該細分化網路

元件以單獨基礎價格計算。 

2. 固網通信資費管制 

根據美國 1934 年通信法 Sec. 203 規定，所有電信經營者都有義務依照 FCC
規定的要求，向 FCC 提出有關調整資費標準之申請。為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

境，FCC 對具有支配力量的市場主導者 AT＆T 和 RBOC 進行資費管制。以下分

別就零售與批發市場資費管制介紹： 
                                                
121 47 C.F.R. §51.505(d) 
122 Local competition Order, 11 F,C,C Rec. at 15,624 para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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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售市場 

美國司法部於 1984 年將 AT&T 拆解，將市話、行動業務分割出給新成立的

七家公司，唯保留長途及國際業務。隨後 FCC 於 1989 年將 AT&T 之價格管制

方式由原本的報酬率管制法改為價格調整上限管制法，AT＆T 可根據市場的情

況自由定價。隨美國州際間長途電話市場競爭增加，FCC 自 1995 年 10 月起解

除 AT＆T 長途電話資費管制，AT&T 可依據市場的需求自由定價。 

自 1991 年起，FCC 亦開始對 RBOC 所收取的長途公司接續費的管制採取價

格調整上限管制法。受價格調整上限管制之 ILECs 需建立服務籃(baskets of 
services)，服務籃之設定和價格訂定的彈性有所關連，越有彈性越能保護消費者

不被高價所牽制；舉例：若將住宅用戶和企業用戶放在同一籃子裡，則廠商有

可能調降企業用戶之價格而提高住宅用戶的價格，因此為保護住宅用戶，管制

機關應要求將性質不同的業務分別植入不同的籃子裡。服務籃中需包含 LECs 的

所有業務，每類業務可再細分，而其調整空間為每年增減 5%之間；但若業務服

務為契約型或是暫時性的，則不受價格調整上限管制範圍123，舉例而言，提供

給聯邦政府的服務即為單一案件，可排除於價格調整上限之管制。 

依據 CFR §61.42 規定，FCC 將服務籃分為以下五類，分別為： 

A. 共同電路(common line)，包括公眾電信網路服務、行銷與其他跨州接取

元件的互連服務。 

B. 話務敏感的服務籃(traffic-sensitive basket)，包括地區交換、資訊、數據

接取服務、帳單名稱與地址、地區交換骨幹點、訊號交換埠服務。  

C. 中繼電路籃(trunking basket)，如入口設備(entrance facilities)、彙接交換

傳輸與彙接資費(Tandem-switched transport and tandem charge)、直接中繼傳輸

(Direct-trunked transport)、專用訊號傳輸(Dedicated signalling transport)、彙接交

換訊號(signaling for tandem switching)、每分鐘之剩餘接續費(Per-minute residual 
interconnection charge)。其服務種類包括： (A)語音級入口設備 (voice grade 
entrance facilities)、語音級直接中繼傳輸(voice grade direct-trunked transport)、語

音級專用訊號傳輸(voice grade dedicated signaling transport)，(B)DS1入口設備、

DS3入口設備，(C)彙接交換傳輸(tandem-switched transport)，(D)彙接交換訊號

(Signalling for tandem switching)。 

D. 長途交換服務(interexchange service)，跨州長途業者互連與州內長途業

者互連。 

                                                
123 See In the Matter of Policy and Rules Concerning Rates for Dominant Carriers, October 1990 
Second report and order, 5 F.C.C.R. 6786, para. 11, par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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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特別接取服務(special access services)，包括語音特別接取(Voice grade 
special access)、長途電話特別接取(WATS special access)、殊屬的特別接取

(metallic special access)、電報特別接取服務(telegraph special access services)、影

音媒體服務(audio and video services)、高容量特別接取(如DS1、DS3)、寬頻數

據與寬頻類比服務(Wideband data and wideband analog services)。 

而 FCC 於 1997 年後採純粹價格上限管制，將價格調整上限設定為 6.5%，

然而 FCC 不希望此價格調整上限造成懲罰 LEC 無效之經營，因此在 LEC 報酬

率未達 10.25%時，允許 LEC 有 10.25%的報酬率，即保障 LEC 之最低報酬率為

10.25%124。 

(2) 批發市場 

美國對於新進市話業者與既有市話業者課予不同的轉售義務。所有市話業

者(含新進市話業者)在進行電信服務轉售時，禁止且不得附加不合理或歧視條

件或限制125。ILECs 除上述義務外，又被課予「凡以零售價格販售給一般用戶之

電信服務之項目，皆須訂定該電信服務之批發價，以供轉售」之義務。126這是因

新進業者相較於既有市話業者缺乏市場力量，因此主管機關認為無須對新進業

者強制提供批發價格轉售之義務。 

又依據 1996 年電信法 Sec. 252(d)(3)規定，各州委員會應針對被要求之電信

服務項目訂定批發價格，而批發價格訂定應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包括

行銷、帳單、收款及其他成本。 

CFR §51.607 規定，「批發價格之定價標準」為既有業者向其他電信業者提

供電信服務的批發價格，應相等於零售價格扣減可避免零售成本(avoided retail 
costs)。又依據 CFR §51.609(c)之規定， ILEC 業者符合§32.11 所定義的 Class A
業者 127 ，可避免零售成本應包括(1)直接成本：統一會計科目制度(Uniform 
System of Accounts,簡稱 USOA)128中記錄於 6611(產品管理與銷售)、6613(產品

廣告)、6621(call completion services)、6622(number services)、6623(消費者服

務)；(2)間接成本包括 USOA 中記錄在 6121-6124(general support expenses)、
6720 (公司營運費用)、與 uncollectible telecommunications revenue 包括 5300 
(uncollectible revenue)；且(3)不包括廠房設備費用(plant-specific expenses) 與非

廠房設備費用(plant non-specific expenses)，除了一般支援費用。 

                                                
124 Price Cap Fourth Report and Order, para. 18, para 127. In this Order, the Commission adopted the 
single 6.5% X-Factor and eliminated sharing. 
125 U.S.C §251(b)(1) 
126 U.S.C §251(c)(4) 
127 CFR §32.11(b)(1)Class A. Companies having annual revenues from regulated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ions that are equal to or above the indexed revenue threshold. 
128 FCC 為達到管制電信事業的目的，制訂了一套統一會計科目制度(Uniform System of 
Account)，作為規範美國電信事業市話網路業者成本會計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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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各州公共委員會無法有足夠的資訊依照上述(CFR §51.609)之方法訂定批

發價格，各州公共委員會得選擇以低於既有業者現存零售價格扣減 17%至 25%
來作為「暫時性的批發價格」，所有電信服務之暫時性批發價格皆適用此折扣百

分比。但各州公用事業委員會訂定的暫時性批發價格應在一合理期間後依照

CFR§51.609 可避免轉售成本之基礎訂定批發價格。129 

3. 固網資費核定之程序 

新業者有權依據 1996 年電信法 Sec. 251 對 ILEC 於提出網路互連、轉售、

網路元件、設施共置等服務，約定內容原則上由雙方自行協議。130如業者能自

行達成協議，則該協議無須符合 FCC 所規定之網路元件、互連或批發價格等定

價原則，但協議內容需詳述互連及各項服務與網路元件之項目與計價方式，並

送至各州主管機關核准。各州主管機關對於業者提交之協議書無論是否核准，

都需以書面方式將理由記錄。131若協議之內容對雙方當事人以外之第三者造成

差別待遇，或協議的履行不符合公眾利益、便利及需要時，該州主管機關不應

核准其協議。132 

而若業者間未能達成協議，任一協商業者得請求各州委員會就協商之歧見

部分作調解(mediation)。133若協商失敗，國會賦予各州委員會權力以裁決設定

費率，其裁決將透過以下兩命令來管制。第一，互連與網路元件細分化之裁決

費率應以成本計價，此成本非為報酬率(rate-of-return)134。第二，源自其他業者

網路之終端通訊的接續費率應以相互補償(reciprocal compensation)來管制，相互

補填話務傳輸到對方網路上所需的成本。135此成本應合理近似此通訊的額外成

本，雖然業者可能放棄(waive)相互補償，以有利如帳單及記錄在系統上的安

排。此狀況造成大規模的市話聯盟，包括在許多先前歸屬於州管轄權內之地

區。136 

 

三、行動通信價格規管 

隨行動通信市場競爭的落實，FCC 認為部分對於傳統一般業者之管制

已不必要，遂於 1994 年廢除 1934 年通訊法第 Sec.203 行動業者價格管制與

                                                
129 CFR §51.611 

130 47 U.S.C §252(a)(1) 
131 47 U.S.C §252(e)(1) 
132 47 U.S.C §252(e)(2)(A) 
133 47 U.S.C §252(a)(2) 
134 47 U.S.C §252(d)(1) 
135 47 U.S.C §252(d)(2) 
136 As the Supreme Court noted in Iowa Utilities Board, “The question in these cases is not wheth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regulation of loc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etition away from the 
States. With regard to the matters addressed by the 1996 Act, it unquestionably has.” AT&T Corp. v. 
Iowa Utils. Bd., 525 U.S. 366, 378 n.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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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214 進場與退場之管制。雖然 Sec.202 理論上仍維持「禁止價格與服務

的不公平與不合理之歧視」，但一般而言，行動業者可自由地與性質相似之

消費者訂定不同資費與服務協議。換言之，行動業者僅需向 FCC 申報其資

費標準，其它不予管制137。 

美國是採用受話端付費系統（Receiving Party Pay, RPP），分別就固網撥打行

動及行動撥打行動情形分析如下： 

(1) 固網撥打行動 

發話端網路為固定網路，應由發話人支付固網費用，受話人使用行動網路

受話，也應支付行動網路費用。 

 
資料來源：www.ovum.com，2005年7月 

(2) 行動撥打行動 

發話人及受話人分別依所使用的空時費用，付費給所屬的行動電信業者，

若兩行動業者直接互連，不透過固網業者間接互連時，則無轉接接續費。 

資料來源：www.ovum.com，2005年7月 

綜合以上，由於不論發話或受話，均由各所屬的固網或行動電話業者

訂價，所以沒有行動受話端接續費問題。 

                                                
137 Jonathan E. Nuechterlein and Philip J.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2005), p.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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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洲 

一、市場主導者之認定 

依據澳洲「商業交易法（Trade Practice Act 1974, TPA）」第 XIB 章「電信

產業〉（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規定，電信業者（carriers）或電信服

務提供業者（Carriage Service Providers, CSPs）適用違反同法第 151AJ 條（反競

爭行為）規定，限於電信市場具重大市場主導地位（substantial degree of power），

並利用其造成重大遏阻有效競爭效果之虞者。 

前開重大市場主導地位之認定，商業交易法未予明定。澳洲競爭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通常以業者於競爭市

場環境中，得持續性收取較高資費及/或提供消費者較少服務，而非僅以市場佔

有率高為唯一認定準則。其他認定準則主要如次： 

 電信服務提供業者得於零售市場採高毛利訂價（由於其為該批發市場唯一業

者）。 
 少數市場占有率相當之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者聯合訂價行為。 
 擁有專利。 
 進入市場障礙：包含投資金額、規模經濟及市場成長性等。 
 過去電信獨占業者。 
 擁有及控制瓶頸設施。 
 垂直整合程度。 

ACCC 針對「受管制服務」(declared services)進行事前管制，依據「商業交

易法」第 152AL 條規定，所謂受管制服務者係指適用「商業交易法」第 XIC 章

（有關電信接取體系）規定之服務﹙eligible services﹚138，符合有助於促進「最

終用戶之長期利益﹙long-term interests of end-users, LTIE﹚」者﹙易言之，如是

項服務受管制者，有助於促進 LTIE﹚。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B 條第 2 項規定，判斷是否有助於促進「最終

用戶之長期利益」，須符合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之

互連性，及促進經濟效率使用與投資基礎設施等目標。茲分別摘要如次： 

 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 

主要審酌因素包含供給面情形（含類似服務）、對下游市場有效競爭之攸關

性、既有規管完備性，及是否有助於引進創新服務139等。 

                                                
138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L 條第 1 項及「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第 16

條規定，係指至少一端於澳洲之電信服務及提供該電信服務設施之服務。 
139 受管制服務者，有助於引進創新服務，較諸單純競爭者增多導致價格面競爭，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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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之互連性 

主要審酌因素為未受管制服務者，業者間達成互連協議所需時間及成本等。

如該項互連協議涉及多方者，透過受管制服務之標準接取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較具效率。至於其成本方面，主要為與其他業者網路互連

之投資成本及其網路整合之潛在風險；同時，亦須考量基礎設施使用效率與最終

用戶利益間之平衡。 

 促進經濟效率使用與投資基礎設施 

主要審酌因素包含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之影響等。 

另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LA 條規定，受管制服務每次檢視之適用期間

不得超過 5 年。 

ACCC 目前宣告為受管制服務包括以下九項服務140： 

 Foxtel 的數位機上盒服務(Digital Set-Top Unit Service) 
 國內公眾交換電話網路發話接取(Domestic PSTN Originating Access) 
 國內公眾交換電話網路受話接取(Domestic PSTN Terminating Access) 
 行動受話接取服務(Mobile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 
 用戶迴路共享服務(Line Sharing Service) 
 市話服務(Local Carriage Service) 
 國內傳輸服務(Domestic transmission capacity service) 
 非條件式的用戶迴路服務(Unconditioned local loop service-即 full unbundling) 
 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 

二、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之定價規範及實務 

（一）電信接取訂價原則 

依據 1997 年 ACCC「電信接取訂價原則指引（Access Pricing Principles：
Telecommunications - a Guide）」141規定，電信接取訂價原則主要如次，以作為

評估 undertakings 或仲裁接取爭議原則： 

 應依所提供服務成本計算接取價格。 
 接取價格不得有差別待遇，致降低自由化競爭。 
 不得抬高接取價格，以遏止相依市場的有效競爭。 
 接取價格不得採掠奪性訂價。 

                                                
140 參照 ACCC 網站，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777921 
141 ACCC, “Access Pricing Principles：Telecommunications - a Guide,” Jul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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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成本基礎法訂價者，原則上採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Total Service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model, TSLRIC）模式；惟個別服務另有合用者，得從

之。 

（二）訂價相關規範 

1. 標準接取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R 條規定，提供受管制服務業者須適用標準接

取義務。茲將其重點摘要如次： 

 提供受管制服務接取義務 

依據本條第 3 及 4 項規定，經服務提供業者之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以

與提供其本身相同之技術與作業品質、時間安排等前提下，提供受管制服務，以

供其提供電信及/或內容服務；惟有服務提供業者已接取是項服務，且已滿足其

預期之需求等情形，不在此限。 

 提供網路互連義務 

依據本條第 5 項規定，經服務提供業者之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以與提

供其本身相同之技術與作業品質、時間安排等前提下，提供網路互連服務，以供

其提供電信及/或內容服務。 

 提供網路互連帳務資訊 

依據本條第 6 及 7 項規定，經依本條規定使用受管制服務的服務提供業者之

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於符合有關網路互連帳務提供時機及內容之規定下，

提供其相關資訊。 

 例外條款 

依據本條第 9 項規定，受管制服務業者有正當理由認為該服務提供業者具

重大違反合約條款、或影響電信網路或設施安全之虞者，則不適用本條規定。 

2. 接取條件（terms and conditions） 

「商業交易法」第 XIC 章（有關電信接取體系）對於接取條件（含價格及

其訂價方法）設有相關規定。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H 條第 1 項規定，ACCC
核定接取條件合理性之主要考量因素如次： 

 符合有助於促進「最終用戶之長期利益」。 
 提供該受管制服務業者之合理商業利益及其投資。 
 該受管制服務使用者之利益。 
 接取該受管制服務之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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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信服務、網路或設施營運之經濟效率。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CH 條第 1 項規定，部長得作成有關標準接取義

務接取條件之訂價核定原則。 

此外，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CR 條第 1 項第 e 款規定，ACCC 於核定

接取爭議個案時，尚須考量一方擴充容量而由其他業者承擔之成本（the value to 
a party of extensions, or enhancement of capability, whose cost is borne by someone 
else）。 

3. 價格管制程序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QA 條（有關訂價原則）規定，ACCC 相關職

權如次： 

 應以書面訂定接取管制服務之訂價原則，亦得納入價格相關條件〈諸如參考

價格（indicative prices）〉。 
 時機：前項受管制服務公告或施行時；修正時，亦同。 
 公開徵求意見：ACCC 作成訂價核定前，應發布其草案，並廣徵各界意

見。 

4. 批發價之訂價方法 

ACCC 所 採 用 成 本 計 算 方 法 ， 主 要 有 二 ： 零 售 價 扣 減 法

（retail-minus-retail-costs, RMRC）及成本基礎法（cost-based）
142

。 

(1) 零售價扣減法 

零售價扣減法為 top-down 成本模式，即該受管制服務零售價減除可避免成

本（avoidable costs）。所謂可避免成本，係指網路接取提供業者終止是項零售

業務，可避免或毋庸發生之成本。 

另依澳洲 ACCC 建議，零售價扣減訂價大於成本價者，以成本價作為批發

價格；零售價扣減訂價小於成本價者，則以零售價扣減訂價作為批發價格。 

(2) 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模式 

成本基礎法為 bottom-up 成本模式，包含該受管制服務所需各種網路元件

成本（含分攤共同成本）。ACCC 依成本基礎法訂價時，通常採行 TSLRIC 模式

〈屬前瞻性成本法（forward looking approach）〉。其主要適用條件如次： 

 是項服務發展良好。 
 相關市場中競爭所需之服務。 
                                                
142 ACCC,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Local Carriage Service,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s,” Nov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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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競爭成效不彰，阻礙效率價格之形成。 

5. 資訊取得權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5 條規定，ACCC 得向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

者取得相關資訊，據以核定參考價格、檢驗渠等業者有關反競爭行為或受管制

服務等訂價行為，暨掌握電信市場行為，作為未來規範之準據。 

ACCC 資 訊 取 得權 主要 有資 費申 報、 紀錄保 存 規則 及監 理會 計架 構

（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AF）等。茲摘要說明如次： 

(1) 資費申報 

資費申報主要有二： 

 一般電信資費申報。 
 Telstra 特定資費申報。 

(2) 紀錄保存規則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1BU 條規定，ACCC 得制定紀錄保存規則。該規

則明定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者，相關紀錄編制、保存、申報、揭露等事

項。 

(3) 監理會計架構 

ACCC 於 2001 年引進電信業監理會計架構，屬兼具垂直性與水平性之會計

分離模式，以作為電信業者提供受管制批發與零售服務的營業收入、成本及其

使用量（諸如市話通話數及長話分鐘數）等資料予 ACCC 之準據。 

依現行監理會計架構規定，電信業者及電信服務提供業者應設置監理會計

作業程序手冊（regulatory accounting procedures manual, RAPM），說明其遵行作

業程序作法、成本分攤方式及所採用會計方法等。各業者所提報表應經外部會

計師出具遵行報告。 

再者，以行動服務而言，依前揭架構規定，澳洲 4 家行動業者之 3 家（即

Telstra、Optus 及 Vodafone）適用之。該 3 家業者應向 ACCC 提報有關部門別行

動服務零售、內部批發與外部批發之半年報及年報。 

（三）固網零售市場資費管制 

自 1989 年起對 Telstra 實施價格管制，ACCC 核定 2006 ~ 2009 年價格上限

主要如次
143

： 

                                                
143 Pritpal Warner, “Australia (Country Regulation Overview),” Ovum, Octo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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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路出租、市話、長話、國際及固網撥打行動等︰CPI - CPI。 
 基本電路出租（basic line rental）及接線費︰CPI - 0。 
 Telstra 須持續提供低收入用戶套裝服務。 

（四）固網批發市場資費管制 

1. 核定批發價格方法 

原則上，供租條件以商業協商方式為先。ACCC 核定批發價格之方法及參

考價格上限主要如次： 

 零售價扣減法：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市話服務

（Local Carriage Service, LCS） 
 TSLRIC+模式(加計固定成本及共同成本之分攤)：用戶迴路細分化（含 full 

unbundling）、用戶迴路共享（Line Sharing Service, LSS）、公眾交換電話

網路之發話與受話接取（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PSTN 
OTA，2007 年起，改用 Bottom-up） 

 TSLRIC 模式︰傳輸服務(Transmission Capacity Services)  

TSLRIC 與 TSLRIC+ 兩者之差異，在於後者分攤固定成本及共同成本。 

另外，ACCC 核定 WLR 及 LCS 零售價扣減法批發價格之平均可避免成本

（包含相關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及資金成本等）資料來源，係自 Telstra 依「規

範會計架構」規定，向 ACCC 提報之最近期相關資料。 

2. 參考價格 

ACCC 核定批發電路出租(WLR)、市話服務(LCS)及非條件是用戶迴路服務

(ULLS) 等產品 2008 ~ 2009 年參考價格如次： 

表 13：澳洲 2008 ~ 2009 年用戶批發電路出租參考價格 

資料來源：ACCC，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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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澳洲 2008 ~ 2009 年市話服務參考價格 

 

 

 

 

 

 

 
資料來源：ACCC，2008 年 

 

表 15：澳洲 2008 ~ 2009 年非條件式用戶迴路服務參考價格 

註：ACCC 未核定 2008 ~ 2009 年 ULLS Band 4 參考價格。 
資料來源：ACCC，2008 年 
 

三、行動通信價格規管 

ACCC 於 1997 年首次將 GSM（Global Systems for Mobiles）網路受話接續

服務列為受管制服務；2002 年 3 月擴大其適用範圍，增列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網路；2004 年 6 月再度擴大適用範圍，增列 3G 網路，並稱為

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Mobile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 MTAS），適用

期間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 

後 ACCC 於 2009 年 5 月 28 日發布有關「檢視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受管

制服務」諮詢結論，基於促進接續條件合理化、行動通信服務零售市場及固定網

路撥打行動通信網路服務市場有效競爭等因素，將受管制服務之適用期間延長 5
年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並維持原適用範圍，未增列簡訊

（Short Message Services, SMS）、多媒體訊息（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s, 
MMS）及數據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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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為受管制服務者，必須遵守商業交易法第 152AR 條所訂「標準接續

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之相關規範，主要包括網路互連義務、

接取條件（含價格及訂價方法）義務及網路互連費用資訊透明化等。 

迄今，ACCC 計三度發布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訂價原則及列舉式價格

（indicative prices）。ACCC 第一次發布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之列舉式價

格，係以三年（2004.7.1 至 2007.6.30）分四次的漸進方式，由每分鐘 21 澳分逐

年調降為每分鐘 12 澳分；其後維持每分鐘 9 澳分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表 16：澳洲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之列舉式價格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澳分/每分鐘 

年         度 列舉式價格 適用期間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21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18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15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12 

 
 

3 年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9 1.5 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9 3 年 

資料來源：TTC 整理自澳洲 ACCC 2009 年 3月之資料 

有關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訂價原則，ACCC 所採用的成本模型（cost 
model）為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加成法（Total Service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plus, TSLRIC+），依等比例加成法（Equi-Proportional Mark Up, EPMU）分攤共

同成本（common costs），即以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服務成本占成本總額之比

例，分攤共同及間接成本（joint and overheads）。ACCC 針對行動通信網路受話

接續費，採取 bottom-up 之 TSLRIC+成本模型之主要理由如次： 

 鼓勵個別市場之有效率進入與退出，以促進電信市場有效競爭； 

 鼓勵基礎設施之有效率投資，並提供接取需求者未來投資決策「佈建（build）」

或「購入（buy）」時之適切判準； 

 長期而言，TSLRIC 訂價法提供有效使用既有基礎設施，促進基礎設施使用

配置效率； 

 鼓勵接取服務提供者使用現行最具效率之商業化技術，以及與現存網路相容

之最佳技術，以提供其降低接續成本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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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有效率的接取服務提供者回收其提供接取服務之成本，以確保其合法商

業利益；以及 

 確保有權使用受管制服務者之權益。 

此外，ACCC 於核定前揭列舉式價格時，考量之因素包括：ACCC 請 WIK
顧 問 公司 建議 之成 本模 式、 業者 依監 理會計 架 構（ 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AF） 規定所提供財務資訊，以及國際標竿成本。ACCC 認為列舉

式價格之適用期間，須提供業者規管明確性、促進效率投資及有助於促進「終端

用戶之長期利益﹙Long-Term Interests of End-users, LTIE﹚」。 

四、反競爭行為之規範 

（一）反競爭行為管制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1AK 條規定，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者不得

從事反競爭行為。 

另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1AJ 條規定，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者之

可能反競爭行為主要有二： 

 於電信市場具重大市場主導地位，並利用其重大市場主導地位造成重大遏

阻電信市場有效競爭效果之虞者。 
 違反同法第 45 條（禁止限制交易或遏阻有效競爭之合約、安排或協議）、

第 45B 條（禁止遏阻有效競爭之合約）、第 46 條（禁止濫用市場主導地位）

及第 47 條（禁止專屬交易）等規定。 

「商業交易法」第 46 條及第 151AJ 條第 2 項，同為規範禁止濫用市場主導

地位，然而，二者「效果」檢驗（‘effect’ test）略有差異。依「商業交易法」第

46 條（禁止濫用市場主導地位），須舉證違反意圖；反之，同法第 151AJ 條（反

競爭行為）第 2 項，則須舉證該行為產生重大遏阻電信市場有效競爭效果。直接

舉證或推斷第 46 條之違反意圖可能較難，然而，取得遏阻有效競爭效果之證

據，或可據以推斷具違反意圖。 

（二）反競爭行為之判斷方法 

依據「商業交易法」規定，具重大市場主導地位業者可能反競爭行為態樣主

要有限制交易或遏阻有效競爭之安排、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及排他交易等。 

茲配合本計畫就價格擠壓及套裝等反競爭行為之判斷方法分別說明如次： 

1. 價格擠壓 

(1) 判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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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主要為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法，即零

售價格（p）未超過其批發價格（w）加上零售階段增支成本（c）（易言之，p ＜ 
w + c），則可能構成價格擠壓行為。 

另依據 ACCC 報告指出，判斷價格擠壓行為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除前揭

設算檢驗法外，尚須綜合評估該行為有否重大遏阻或排除有效競爭等之效果或

可能效果。其主要考量因素如次： 

 對相關下游市場之效果。 
 下游市場進入障礙。 
 市場參與者零售價格訂價行為。 
 市場特性（諸如實際或未來成長性或呈衰退趨勢）。 
 實際或未來獲利能力。 

(2) 設算檢驗個案 

依據 ACCC 判斷 Telstra 之 ADSL 服務是否構成價格擠壓行為之設算檢驗要

點如次
144

： 

 檢驗目的：設算檢驗乃為判斷具有與 Telstra 相同效率的競爭者，就 Telstra
所提供該服務之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於下游市場能否獲取正常利潤及/或
生存。 

 相關批發價格：以 Telstra 所提供最高批發價格計；惟批發折扣係反映實際

成本節約（諸如提供大型 ISP 業者數量折扣）者，不在此限。 
 成本標準：以前瞻性長期可避免或增支成本計，並定期檢視設算假設及進

行敏感性分析。此外，零售階段增支成本得納入傳送服務所需持有必要資

產之資金成本。 
 檢驗期間：須足以反映重大資產投資之預計經濟使用期限與未來不確定性

之平衡點。ACCC 於 2005 年 5 月進行前揭判斷，並以 3 年期為檢驗期間。 

2. 對套裝服務進行價格擠壓檢驗 

(1) 判斷方法 

ACCC 對反競爭行為之套裝服務判斷原則主要有二：145 

A. 非價格效果 

該行為之非價格效果有否構成反競爭行為，諸如合約期間、同一帳單效果

（one-bill effects）146、操縱市場主導地位或提高進入市場障礙；或 

                                                
144 ACCC, “Assessing Vertical Price Squeezes for ADSL Services,” May 2005. 
145 ACCC, “Bundling in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s,” August 2003 
146 同一帳單效果之判斷主要包含競爭者以合理價格提供類似搭售服務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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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訂價效果 

套裝服務訂價有否構成相關市場價格擠壓或掠奪性訂價之要件。 

其中，判斷套裝服務之價格擠壓行為仍採設算檢驗法，即批發價格與下游市

場零售價格之價差，是否足以回收零售階段增支成本。然而，套裝服務之設算檢

驗法非單採「總和式」即可，其主要理由及其調整作法如次： 

 該市場較套裝服務所界定市場為窄：設算檢驗時，則剔除非相關服務；即

僅就該市場之服務進行設算檢驗。 
 該市場包含套裝服務及未納入套裝之服務：依套裝服務及未納入套裝服務

之比例，加權其價格及成本。 
 競爭者未提供是項套裝服務者：設算套裝服務與各項個別服務之零售價格

之折扣，以瞭解用戶就套裝服務與競爭者個別服務間之選擇。 

另外，通常業者於套裝服務之至少ㄧ項產品/服務具市場主導地位，始可能

構成反競爭行為。 

(2) 設算檢驗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套裝服務設算檢驗公式，視個案而不同。主要如次147： 

A. 基本設算檢驗公式 

本項公式主要適用於是項套裝服務屬不同市場(非相關市場 non-relevant 
market)產品或服務（諸如付費電視服務套裝電信及網際網路服務）者： 

 

Where： Pxy 為套裝服務（x, y）零售價格 
Cy 為單獨提供 y 服務所需之成本 
Ax︱y 為 x 服務批發價格，假設該業者亦提供 y 服務 
Cx︱y 為提供套裝服務（x, y）下，X 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  
    零售產品之成本(零售成本) 

此一檢驗在於考量該事業同時提供 x,y 服務時，可能因範疇經濟而有成本節

省的效果，但在套裝服務價格訂定上，不應低於一服務的成本，加上另一服務的

「批發價格加上零售成本」。 

B. 競爭者無法提供該組合之全部服務算檢驗公式 

                                                
147 NERA, “IMPUTATION TESTS FOR BUNDLED SERVICES, ” a report for the ACCC, Jan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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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公式主要適用於競爭者無法提供該組合之全部服務(競爭者只可提

供 X 服務，無法提供 Y 服務)，檢驗應排除 Y 服務，確保競爭者於 X 服務

市場具有競爭力： 

 

Where： Pxy 為套裝服務（x, y）零售價格 
Ax 為 x 服務批發價格 
Cx︱y 為同時提供 y 服務時，x 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  
    產品的成本（零售成本） 
Py  為 y 服務的零售價格，y 服務為競爭者所無法提供者 

以此一方式檢驗的目的，在於剔除競爭者無法提供之服務（y）後，該價格

是否使具有競爭的（x）服務市場，不會因為此一套裝服務受到不利影響。 

(3) 紀錄保存規則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1BU 條規定，ACCC 得制定紀錄保存規則。為判

斷反競爭行為之套裝服務，ACCC 於 2003 年 3 月制定套裝服務紀錄保存規則，

據以要求 Telstra 提供相關資料；後於 2006 年 3 月修正，以改進申報項目及增修

特定報表格式。 

現行有關套裝服務之申報項目主要如次：148 

 固定網路個別語音服務之需求量。 
 套裝服務之需求量、營業收入總額及其折扣金額。 
 前項套裝服務下，其個別服務之需求量。 
 前開申報項目之各月計算明細。 

前開申報項目，Telstra 須於每季後四週內提供之。 

 

                                                
148 ACCC, “Bundled Service Record Keeping and Reporting Rules,” Marc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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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 

一、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及網路互連規範 
（一）日本電信法修法沿革 

日本在 80 年代大力推動電力、瓦斯、電信以及金融等管制產業之規制緩

和；就電信領域而言，經營超過一百年以上的電電公社於 1985 年完成改組股份

公司，成為「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以下簡稱「NTT 公司」）149。日本除於 90 年代修改相

關法制推動電信市場的競爭，並於 2000 年 IT 基本法頒布後，結合 IT 戰略政

策，進一步整合傳播．通訊服務的相關政策。透過「E-Japan 戰略」以及「E-Japan
戰略 II」之持續推動，已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之 IT 與光纖化寬頻大國150。以下

介紹日本電氣通信事業法（以下稱「日本電信法」）自 90 年代開始，與競爭架

構相關之修法歷程與內容。 

日本於 1995 年修改其電信法，廢除對行動電話等資費之許可管制措施，改

採事前報備制；1997 年將網路互連之義務納入規範，並導入指定電信設備制

度。1998 年廢除所有資費許可制，改為事前報備制，並針對 NTT 的電話以及專

用電路資費導入價格調整上限管制法。2000 年則修改日本電信法，導入長期增

支成本方式計算網路互連的接續費用，總務省令也修改了相關規定作為配套措

施，包括將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151以及機房共置（co-location）規則。2001 年修

改電信法，設立了電信業者紛爭處理委員會，並針對行動電話體系導入第二類

指定電信設備制度152，以及廢除了有關指定電信設備以外之相關互連協定之許

可制，改採事前報備制。上述一連串的修法，主要係在放寬電信業者進入行動

電話市場之條件以及相關資費的管制；此外，為了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就網

路互連導入了以成本計價的接續費制度。 

日本在 2004 年 4 月大幅度修改了電信法。修法前，日本對於電信業者的分

類與我國相同，根據是否架設市內用戶迴路以提供電信服務區分為第一類以及

第二類電信業者，並課予不同的義務規範153。而為了架構一個新的競爭架構，

                                                
149 電電公社於 1985 年更名為「NTT 公司」並於 1986 年發行股票上市。根據現行 NTT 法第四

條第一項之規定，政府仍負有至少持有三分之ㄧ以上 NTT 股權之義務。「講座・公的規制と産業

③ 電気通信」P.45，林 敏彦，NTT 出版株式会社（1994 年）。 
150 http://www.meti.go.jp/policy/it_policy/report/report_01/hajime/hajimeni.pdf。 
151 2000 年先就銅線迴路的部分加以細分化，2001 年則進一步修改省令將光纖網路也予以細分

化。 
152 將提供數據傳輸服務之相關設備也納為指定電信設備的範圍，包括市內用戶光纖迴路以及地

區 IP 網路之細分化義務。 
153 在 2004 年修改日本電信法之前，將「自行設置電信通信回線設備並提供電氣通信服務者」定

義為第一類電信業者，並針對第一類電信業者採取許可制。亦即，第一類電信事業應得總務大臣

之許可始可提供電信服務，並另設有外資不得超過三分之ㄧ之外資管制。除此之外，關於服務資

費以及網路互連條件等，亦須得到總務大臣之許可。不過如本文所述，自 1998 年陸續鬆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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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總務省以及情報通信審議會等之相關諮詢以及討論後，於 2004 年修改電

信法，主要修改內容包括廢除第一類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分類，執照申請改採

登記制或報備制154，課與業者義務必須在停止營業前通知，說明服務提供條

件，應採取合理且迅速的客訴處理，以及廢除網路互連協定之報備義務等。 

（二）網路互連規範 

 日本在架構電信設備之網路互連制度時，主要乃著眼於電信業者間存在著

交涉力差異懸殊的問題，對於擁有市場優越地位之業者如果要求相對人締結明

顯不利的契約，或是實際上透過拒絕網路互連等行為，將有礙公平競爭以及使

用者之利益。為了避免上述情形發生，並確保電信業者間能夠進行順暢的網路

互連，日本現行電信法對於網路互連之規範，分為一般網路互連規範以及對於

電信市場主導者之非對稱管制（日本或稱之為「指定電信設備制度」，如下圖）。 

 

 

 

 

 

 

 

 

 

 

 
圖 3：日本電信法現行指定電信設備制度之架構 

                                                                                                                                       
規範之後，將原本的事業設立以及服務資費由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並且放寬管制，除可提供電

話以及電信等基本服務之外，亦可提供附加價值通信服務（VAN）。而第二類電信業者係指未

自行設置電信通信迴路設備，經由向第一類電信業者租借迴路的方式進行電信業務者。所謂的

VAN 業者以及轉售迴路業者以及 ISP 業者即為第二類電信業者之典型代表。第二類電信業者更

有區分特別以及一般第二類電信業者。前者包括了大規模業者以及利用專用電路提供國際間的接

續服務之業者；後者則為一般(小規模)業者以及針對特定人提供服務之業者。上述這兩種第二類

電信業者均無外資管制，甚至 100%的外資法人亦可經營此類事業，但特別第二類電信業者係採

取登記制，而一般第二類電信業者則為報備制。 
154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2 條定義規定，「5.電信業者 就經營電信事業，根據第九條已為豋記之事

業以及根據第十六第一項規定完成報備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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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網路互連規範係課予自行設置有迴路設備之電信業者原則上均負有網

路互連之義務。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2 條規定，「電信業者於其他電信業者請求

就其所設置之電信迴路設備與該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進行網路互連時，除

該當以下各款情形之外，不得拒絕。1．有礙順暢提供電信服務之虞時。2．該

網路互連有不當侵害該電信業者利益之虞時。3．除以上兩款所規定情形外，有

總務省令規定之正當理由時。」因此，設置有迴路設備之電信業者原則上均負有

提供網路互連之義務。 

（三）電信市場主導者規範現況（指定電信設備制度） 

日本電信法對於電信市場主導者之網路互連規範，乃就具有不可欠缺性、

獨占性，或可容納相對多數的使用者等之電信設備，從確保公平競爭以及使用

者利益之觀點，而有必要特別予以網路互連規範時，總務大臣得依據電信法規

定將該類設備指定為指定電信設備。日本電信法分別就固網通信市場以及行動

通信市場區分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以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設置此兩類指定電

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即應分別依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以及第 34 條之規定負有提供網

路互連之義務。 

1. 固網通信市場之網路互連規範 

所謂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指語

音以及數據此類固定通信用的電信設備中被認定為不可欠缺（或稱「樞紐」）設

備；亦即，在各都道府縣只要擁有超過二分之一以上的市內用戶迴路總數規模

的固定傳輸迴路設備以及與該傳輸迴路設備構成一體之電信設備，即屬於「第一

類指定電信設備」155。此乃由於業者倘擁有相當規模之市內用戶迴路此一地域性

網絡設備，對於其他電信業者在推展事業上而言，此類設備係屬不可欠缺且具

                                                
155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指定內容： 

(1) 固定末端系傳輸迴路設備（包括使用者端的終端設置以及主配線盤等） 
(2) 第一類指定末端系交換等設備以及第一類指定中繼系交換等設備 

   但以下設備除外。 
 專門供提供 IP 電話服務使用之路由器 

   （設置於無法共置之機房之情形除外） 
 不具有分配至其他電信業者之設備功能之路由器 

   （與該路由器對向之路由器具有分配功能者除外） 
 DSLAM（僅限於依照 G.992.1/G.992.2 Annex C）以及 DSL 所使用之分離器 

     （設置於無法共置之機房之情形除外） 
(3) 第一類市內傳輸迴路設備以及第一類指定中繼系傳輸迴路設備 
(4) 信號用傳輸迴路設備以及信號用中際交換機 
(5) 使用於查詢電話號碼之查號資料庫、服務控制（管理）局 
(6) 使用於與 PHS 事業進行互連之 PHS 使用者模組以及末端認證用之服務控制（管理）

局 
(7) 公共電話機以及其所附隨之設備 
(8) 使用於查號服務或手動通訊之交換機、服務台裝置以及傳輸迴路設備 
(9) 至相互接續點之傳輸迴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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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占性之設備，所以基於確保公平且透明，順暢且迅速的網路互連之觀點，

將這類設備定義為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目前在日本全國各都道府縣 NTT 東西

日本公司所擁有的設備156被指定為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之規定，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負

有必須制定網路互連契約並獲總務大臣許可、公開網路互連契約、以網路功能

細分化(unbundle)的形式提供網路互連、整理與公開網路互連會計（會計分離制

度）、就特定功能之網路互連接續費以成本方式計算等義務157。規定內容可整理

如下表所示： 

                                                
156 根據 2001 年總務省告示第 243 號，基本上舉凡 NTT 東西日本公司所擁有的電信設備均被指

定為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不過 IP 電話所使用的路由器以及 DSL 所使用之 DSLAM 與分離器，

在目前仍不具所謂的不可欠缺性，所以並非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 
157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之規定：「總務大臣依總務省令之規定，區分全國區域，針對電信服

務之利用狀況以及都道府縣各區域之狀況，以總務省令規定各區域之劃分，針對其中一端與使用

者的電信設備（移動通信終端設備（係指使用者的電信設備中之移動無線局的無線設備。次條第

一項亦同。）除外）進行接續之傳輸迴路設備由同一電信事業所設置，且該傳輸迴路設備的電信

迴線的數量佔該區域內所設置之所有同種傳輸迴路設備的電信迴線數量超過總務省令所規定之

比例，以及該電信事業於該區域就該傳輸迴路設備原本即有設置的電信設備，且經總務省令所規

定之整體，得指定為與其他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接續，將會提升使用者的便益，並於發展整體且

合理的電信事業所不可欠缺之電信設備（第 1 項）。 
設置依據前項規定而被指定為電信設備（以下稱「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就該第

一類指定電信設備與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進行接續時，應就設置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

信業者所應取得之金額（以下本條稱為「接續費」）、與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接續點之技術性

條件、決定相關電信服務資費之電信業者類別以及其他接續條件（以下稱「接續條件」）訂定互

連契約，並獲總務大臣之許可。變更互連契約時，亦同（第 2 項）。 
關於前項應接受許可之互連契約中所訂定之接續費以及接續條件，倘其內容對於提升使用者的便

益以及對於電信之整體且合理的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較小時，並經總務省令規定，可不受同項

規定之限制，不需經過總務大臣之許可（第 3 項）。 
總務大臣於審查第二項（包括根據第十六項之規定改變文言後而有適用之情形。以下本項、第六

項、第九項、第十項以及第十四項，亦同。）許可申請時，於該當以下各款情形之ㄧ者，應予以

許可。1．已合理且明確規定以下事項：(1)在與其他電信業者的電信設備進行網路互連，為技術

上以及經濟上接續可能而經總務省令規定為標準接續點之技術性條件。(2)總務省令所規定之不

同功能別之接續費。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以及與該電信設備進行互連之其他電信

業者之相關責任內容。(3)決定相關電信服務資費之電信業者類別。(4)除上述所規定事項外，其

他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可順利進行網路互連之必要事項，並經總務省令規定者。2．應計算效

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對照依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方法所計算出來之成本係屬公正與妥當。3．與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就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與自己的電信設備互連時的條件

相較，無較不利的互連條件。4．對於特定的電信業者沒有採取不當的差別待遇（第 4 項）。 
前項第二款總務省令所規定之計算成本方法（僅限於同項第一款總務省令所規定之功能中，透過

導入高度且新電信技術，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進行互連時，可認與該功能相關電信之服務提供

達成相當程度之效率，且就總務省令規定功能之相關接續費用訂有規定者。），於使第一類指定

電信設備可成為在通常使用下利用高度且新電信技術之具有效率的設備而新架設之情形時，必須

為斟酌透過與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進行互連，伴隨因該第一類所提供之相關電信服務之通信量

或迴路數量之增加而增加之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相關費用（第 5 項）。 
總務大臣就已許可之互連契約中所規定之接續費用，對照第四項第二款所規定之成本認有不適

當，或該互連契約所規定之接續條件因社會的經濟情事變動而有顯著不適當之情形，或有礙公共

利益之促進時，得定相當之期限，命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應申請該互連契約之變

更許可（第 6 項）。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就與其所設置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進行互連之接續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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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續條件，針對第三項總務省令所規定內容應訂定互連契約，並於實施前向總務大臣報備。變

更互連契約內容者，亦同（第 7 項）。 
總務大臣就根據前項（包括根據第十七項之規定改變文言後有適用之情形。）規定已提出報備之

互連契約中所規定之接續費用或接續條件認有妨礙促進公共利益時，得定相當之期限，命設置第

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應變更該互連契約（第 8 項）。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未依根據第二項之規定獲得許可或根據第七項（包括根據第

十七項之規定改變文言後有適用之情形。）之規定已提出報備之互連契約（以下本條稱「許可互

連契約等」），則不可與其他電信業者締結或變更與其所設置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互連之協定

（第 9 項）。 
倘依照許可互連契約而有困難之特別情事時，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於獲總務大臣

之許可後，得締結或變更與該許可互連契約等所訂定之接續費用以及接續條件不同之接續費用以

及接續條件（僅限於該當第二項所規定之接續費用以及接續條件，而符合第四項各款（第一款イ

以及ロ除外）規定。）之與其所設置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互連之協定，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

10 項）。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應根據總務省令之規定，公開許可互連契約等（第 11 項）。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根據總務省令之規定，應分別就與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

進行互連之第四項第一款之總務省令所規定之功能，事先記錄其通信量或迴路數量以及其他總務

省令所規定之事項（於第十四項，總稱「通信量等」）（第 12 項）。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根據總務省令之規定，應整理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互連

之會計，並應公開根據該會計之與該互連相關收支狀況以及其他總務省令所規定之事項（第 13
項）。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就第五項所規定之接續費用，於獲得第二項之許可

後在未超過五年之範圍內，於每經過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期間時，就前開接續費用根據前項之規定

於整理每一事業年度之會計時，為使第五項所規定之接續費用，對照依通信量等之紀錄以及同項

規定之會計整理結果且根據第四項第二款總務省令所定方法計算而得之成本係屬公正合理，應重

新再計算接續費（第 14 項）。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為了使其他電信業者就其電信設備能順利地與第一類指定

電信設備進行互連，應盡力提供所需資訊（第 15 項）。 
電信業者設置有根據第一項之規定而被新指定為電信設備時，應於該指定之日以後，就依第二項

之規定應獲總務大臣許可之互連契約中所訂定之接續費以及接續條件，同項中之「並獲總務大臣

之許可。變更互連契約時，亦同」文言改為「根據前項規定而被新指定之指定日起三個月內，應

向總務大臣申請許可」（第 16 項）。 
電信業者設置有根據第一項之規定而被新指定為電信設備時，應於該指定之日後，就依第七項規

定應向總務大臣報備之互連契約中所訂定之接續費以及接續條件，同項中之「並於實施前向總務

大臣報備。變更互連契約內容者，亦同」文言改為「根據前項規定而被新指定之指定日起三個月

內，應向總務大臣報備」（第 17 項）。 
電信業者設置有根據第一項之規定而被新指定為電信設備時，根據依第十六項之規定改變文言後

適用第二項之規定，自該電信業者獲得總務大臣許可互連契約之日，或依前項規定改變文言後適

用第七項規定，自該電信業者報備互連契約之日之其中較晚之日（以下本項稱為「起算日」），就

現在已締結之與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相關互連協定中就該新被指定之電信設備之互連部

分，自起算日起三個月內不適用第九項之規定（第 1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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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網路互連規定主要項目 

規範義務 內容 

制定互連契約、取得互

連契約之許可（電信法第

三十條第二項）以及公開

互連契約（同條第十一

項） 

‧針對接續費用以及接續點之技術性條件等制定互

連約款，並應取得許可（根據同條第十六項之規定，

針對被新指定之設備應於三個月內取得許可）。而於

變更互連契約時亦同。 

許可要件(同條第四項規定) 

1.合理且明確訂定標準接續點之技術性條件、各項功

能之接續費以及業者間責任之相關事項。 

2.接續費應計算在效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對照依接

續費規則所規定方法所計算之成本係屬公正且妥

當。 

市內交換功能等之接續費→其成本依長期增支成本

方式(LRIC)計算。 

3.與業者本身與其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互連時之條件

相較，其所提供之互連條件並無較不利。 

4.對於特定電信業者無不當之差別待遇。 

‧許可互連約款自實施之日起，除應放置於營業處

所以及其他事業處所供閱覽外，並應公開在網路

上。 

互連契約之報備(同條第

七項) 
在互連契約條件中，針對具附加性功能之接續費等

一定之輕微事項，得於實施前提出報備即可（依同條

第十七項之規定，針對新指定之設備，於三個月內

提出報備）。 

互連契約之變更許可申

請命令(同條第六項)以及

變更命令(同條第八項) 

於認有礙公共利益之促進時，總務大臣得命其提出

互連契約之變更任可申請。 

根據許可互連契約締結

互連協定(同條第九項) 
‧原則上應根據許可互連契約締結互連協定。 

‧但根據許可互連協定而有困難之特別情事時，得

於獲總務大臣之許可後，締結未依該許可互連契約

之互連協定(同條第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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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量等之記錄(同條第

十二項)與會計分離(同條

第十三項) 

‧依據接續費規則所規定之各項功能記錄其通信量

以及迴路數量等。 

‧依據接續費規則整理接續會計，公開與互連相關

之收支狀況等。 

接續費之再計算義務(同
條第十四項) 

根據 LRIC 所計算之接續費，於互連契約許可後五年

以內，每年（依現行接續費規則）針對該接續費，於

整理每一事業年度之接續會計時，應重新計算每一

項接續費。 

努力提供互連所需之資

訊(同條第十五項) 
應盡力提供為達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順利進行互

連所需之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2. 行動通信市場之網路互連規範 

日本電信法第 34 條乃規範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網路互連規定，係日本電

信法 2001 年修正後所追加的規範，其規範的用意即在於，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

雖非不可欠缺性設備，但有鑑於行動通訊市場的電波頻譜係屬有限資源，在物

理條件上可進入市場的新進業者本來就受到限制，為一寡占市場。根據同條第

一項之規定，業者所設置與行動通訊末端設備互連之傳輸迴路設備數量，佔與

使用該傳輸迴路設備之電信服務之相關業務區域之同一區域內所設置之所有同

種類之傳輸迴路設備數量，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者，該電信設備即為「第二類指定

電信設備」。目前該當上述條件者只有三家行動通訊業者，包括 NTT 行動通訊

公司、KDDI 以及沖繩 Cellular 電話公司所擁有的設備。 

根據同條第一項之規定，設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條件之業者，負有制定

網路互連契約並向總務大臣報備，以及公開網路互連契約之義務；而關於其網

路互連費用，根據同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設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

者所應取得之金額（即接續費），「超過於效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上加上合理利

潤之金額」時，總務大臣得定相當之期限，命設置該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

業者變更該互連契約158。 

                                                
158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4 條之規定，「總務大臣依總務省令之規定，就一端與特定移動終端設備

（係指由總務省令所規定之移動終端設備。以下本項相同。）互連之傳輸迴路設備中由同一電信

業者所設置，且與該傳輸迴路設備互連之特定移動終端設備數量佔與使用該傳輸迴路設備之電信

服務之相關業務區域之同一區域內所設置之所有同種類之傳輸迴路設備互連之特定移動終端設

備數量，超過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比例，以及該電信業者為提供該電信服務所設置之電信設備，且

經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整體，得指定為應確保與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進行合理且順暢的互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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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市場主導者規範 

對於市場主導者之規範，除了上述關於網路互連之非對稱管制外，日本電

信法第 30 條亦有所謂禁止行為等之規範。根據該條法文第一項之規定，「總務

大臣依總務省令之規定，針對設置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之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

電信業者，就其使用該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相關業務於最近一

年內之收益金額佔該電信服務相關業務區域之同一區域內之所有同種類電信服

務業務提供之一年收益金額之總額之比例，超過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比例時，經

考量該比例變動情形以及其他情事，於認有必要確保與其他電信業者間之適當

的競爭關係時，得指定設置該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為應受第三項至

第五項規範之電信業者。」159復根據同條第 3 項之規定，除第 1 項經總務大臣指

定之業者外，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亦為受第 3 項至第 5 項規範之

對象。亦即，凡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以及經總務大臣依電信法

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所指定之設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均為本條之適

用對象。 

根據同條第 3 項所規定之禁止行為包括，「1．就與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

備互連之相關業務所得知之該其他電信業者以及其使用者之相關資訊，除供該

業務使用之目的外，不得為其他目的之使用或提供。2．關於該電信業務，對於

特定之電信業者不得不當給予優先待遇或利益，或不當給予不利待遇或不利

                                                                                                                                       
電信設備（第一項）。 
設置依前項規定被指定為電信設備（以下稱「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就該第二

類指定電信設備與其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進行互連時，應就設置該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

業者所應取得之金額以及接續條件訂定互連契約，根據總務省令之規定，應於實施前向總務大臣

報備。變更互連契約時，亦同（第二項）。 
總務大臣根據前項（包括依第六項之規定改變文言後而有適用之情形。）規定認已報備之互連契

約有該當以下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定相當之期限，命設置該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變更

該互連契約。1．未適當且明確訂定設置該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以及與該電信設備互

連之其他電信業者之相關責任事項。2．未適當且明確訂定與其他的電信業者的電信設備進行互

連時接續點之技術性條件。3．未適當且明確訂定決定相關電信服務資費之電信業者類別。4．設

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所應取得之金額，超過於效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上加上合理利

潤之金額。5．對其他電信業者課與不當條件。6．對特定之電信業者給予不當差別待遇（第三項）。 
設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未依根據第二項（包括依第六項之規定改變文言後而有適用

之情形。次項亦同。）規定所報備之互連契約，不得與其他電信業者締結或變更與第二類電信設

備互連之相關協定（第四項）。 
設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依總務省令之規定，應公開根據第二項規定所報備之互連契

約（第五項）。 
電信業者設置有根據第一項之規定而被新指定為電信設備時，應於該指定之日以後，就依第二項

之規定應向總務大臣報備之互連契約中所訂定之該電信業者所應取得之接續費以及接續條件，同

項中之「應於實施前向總務大臣報備。變更互連契約時，亦同。」文言改為「根據前項規定而被

新指定之指定日起三個月內，應向總務大臣報備」（第六項）。 
電信業者設置有根據第一項之規定而被新指定為電信設備時，依前項規定改變文言而有適用第二

項規定時，於該電信業者報備互連契約之日（以下本項稱為「報備日」。），就現在已締結之與其

他電信業者之電信設備互連之相關協定中就該新被指定為電信設備之互連部分，自報備日起三個

月內不適用第四項之規定（第七項）。」 
159 根據同條第二項之規定，「總務大臣於認已無必要為前項指定時，應解除該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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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3．對於其他電信業者（包括經營電信法第一百六十四條一項各款所列電信

事業之人。）或電信設備之製造業者或銷售業者，不得不當限制或干涉其業

務。」復根據同條第 4 項之規定，「總務大臣認有違反前開規定之行為出現時，

得命根據第一項規定被指定之電信業者或設置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第一類

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停止或變更該行為。」 

此外，根據同條第 5 項之規定，「根據第一項規定被指定之電信業者或設置

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依總務省令之規

定，依據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戡定科目之分類以及其他相關會計作業，整理其會

計並公開電信服務相關收支狀況與其他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會計事項。」換言之，

根據此條項之規定，凡市場主導者均負有成本會計之義務。 

4. 新增提供批發電信服務之準用規定 

日本電信法於 2001 年新修正電信法規範，將批發電信服務160加以制度化，

其目的即在於促進電信業者利用各地方自治團體以及公共事業所架構的光纖網

路來架構網路系統，開放批發電信服務之提供業務。 

電信法第 39 條161為關於批發電信服務之準用規定，批發電信服務之提供條

件，包括價格等，係由當事人間進行協議，如無法取得合意則可向總務大臣申

請裁定。 

                                                
160 電信業者僅以電信業者為對象提供電信服務。此類服務之提供者稱為「Carriers・Carrier」，或

稱為「批發電信業者」。批發電信服務制度，乃日本電信法於 2001 年修改後所創設的制度。其目

的在於使電信業者能夠更有彈性地採購迴路設備，並且促進地方自治體或公益事業所擁有之光纖

網路可供通訊利用。 
   總務省過去將這項制度稱之為「契約外服務」，以因應業者之間租借迴路設備的業務。不過，

雖然其提供型態單純地為第一類電信業者提供給第二類電信業者，但仍須依服務之類別不同，取

得總務大臣之許可。2001 年修法後，批發電信服務，其提供者雖僅限於第一類電信事業，但被

提供人則不問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其所個別締結之契約都只要向總務省報備即可。而且，

專門提供批發電信服務之業者申請第一類電信業者之許可手續也變得比較簡化了。透過這項制度

之設計，日本軟體銀行 BB（前身為 BB Technology）子公司的 BB Back Bone 公司以及電源開發

子公司的日本網路引擎(Japan Network Engineering，簡稱 JNE)等，也成為提供批發電信服務之第

一類電信事業。 
   根據 2004 年所新修法施行的電信法規定，進入批發電信服務市場時，只要根據設備之規模

接受總務省之登記或報備必要文件即可。不僅如此，更進一步廢除了批發電信服務之契約或資費

表必須提出報備的規定。 
    除了批發電信服務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在不取得電信業者資格之狀況下而提供電信業者迴路

設備之業態，也就是俗稱的「零種」。根據「IRU」（indefeasible right of user）提供「光纖芯數」

的出租服務，或由第一類電信事業接受地方自治體等之「業務委託」提供迴路設備即為代表。不

過其可出租之服務種類以及出租對象等受有限制。 
 以上內容整理自 http://itpro.nikkeibp.co.jp/word/page/10011654/。以及，「キャリア間の競争 構

造を突き崩す 新接続ルールの深層」，小野憲男，『Telecommunication』2001 年 8 月，P41-43。 
161 日本電信法第 39 條規定：「批發電信服務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至第十項以及前條第一項之

規定。準用各條項規定時，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以及第四項中『接續條件』之文言改為『提供條

件』，同條第三項以及第四項以及前條第一項中『協定』之文言改為『契約』，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中『設置與電信設備接續之電信設備』之文言改為『與電信業者締結契約』，『第 155 條第一



 

 92 

雖日本多數學者認為設置了指定設備之電信業者對於要求網路互連之電信

業者僅只是提供「接續」這樣的功能而已，尚難謂為「使用電信設備，媒介他人

之間的通信」之電信服務162。不過，誠如前述，日本 2001 年修改電信法之所以

導入批發電信事業這樣的架構，主要乃著眼於要有效利用沒有被使用到的光纖

芯數(dark fiber)以及銅線迴路等，所以不受過去關於網路互連之相關規定或交易

慣行等之侷限，改採容許不同交易類型的規範態度。 

因此，在與設置指定電信設備以外之電信業者進行網路互連時，基本上區

別接續與批發電信服務之意義僅在於同法第 32 條網路互連之規定。換言之，在

這種情形下，電信業者選擇不根據同法第 32 條規定要求網路互連，而希望以自

由交易的方式提出互連的請求時，應可解釋為可援用第 39 條批發電信服務之規

定來進行交易。而撇除同法第 32 條網路互連之規定，對於要求與設置指定電信

設備之電信業者進行網路互連之電信業者而言，差別亦僅止於其係要求根據同

法第 33 條以下之規範來進行網路互連，還是要採取較為自由的批發電信服務而

已163。 

二、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之訂價規範 

依據日本目前現行針對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網路互連規範，在各都道府

縣只要擁有超過二分之一以上的市內用戶迴路總數規模的固定傳輸迴路設備以

及與該傳輸迴路設備構成一體之電信設備，即屬於「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見

圖 4）。目前設置了該當上述要件之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即為 NTT 東日本以及

NTT 西日本兩家電信公司，因此 NTT 東西日本公司負有就網路互連進行會計分

離以及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規定計算接續費以及明訂接續條件等網路互連契

約之義務。 

 

 

 

 

 

                                                                                                                                       
項』之文言改為『於第 156 条第二項之情形時準用第 155 條第一項』，同條第四項中「第一項或

第二項」之文言改為『於第三十九條之情形時準用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以及前條第一項中『其

共用』之文言改為『其提供』，以及『第 156 條第一項』之文言改為『第 156 條第二項』。」 
162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二條之定義規定，所謂「電信服務」係指「使用電信設備，媒介他人之間

的通信，以及其他將電信設備供他人通信之用」。 
163 整理自舟田正之教授針對 NTT DcCoMom 與日本通信公司間關於網路互連所生爭議之分析，

詳參 
http://www.pluto.dti.ne.jp/~funada/0709%20tushin%20memo%20teise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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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日本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範圍 

日本關於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接續費，於 1997 年 12 月制定了「第一類指

定電信設備接續會計規則」164之規定；根據該規定，設置了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

之業者自 1998 年 4 月開始，應依照管理與經營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時實際上所

需費用之成本來計算其接續費，亦即接續費用之計算乃採行實際費用方式。後

於 2000 年修改日本電信法並新增「接續費規則」後165，就市內用戶交換機等電

話網絡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的相關接續費用計算方法，則從實際費用方式改

為長期增支成本方式；而在計算上述長期增支成本時所使用的模型，則被稱為

「長期增支成本模型」166。而對於光纖、IP 等寬頻網絡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

的相關接續費計算方式採取實際費用方式。 

 

                                                
164 法文請參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09/H09F04001000091.html。根據該法第一條立法目

的之規定，「本省令特制定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互連之關會計整理方法，明確與該互連相關之

收支狀況，以有助於接續費之合理計算。」該規則係規範了接續費計算之相關會計制度。 
165 法文請參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2/H12F04001000064.html。 
166 日本自 2000 年開始援用「長期增支成本模型」計算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接續費後，即於總

務省情報通信審議會之下設置了「長期增支成本模型研究會」，由該研究會主導相關討論並已修

改「長期增支成本模型」四次，此外，每年並會定期檢討次年度計算接續費輸入數值。關於該研

究會之相關議程及資料請參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policyreports/chousa/chouki_index.html。 



 

 94 

（一）接續費成本應於功能細分化基礎下計算效率經營下之合理

費用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第 4 項第 2 款之規定，接續費「應計算效率經營下

之合理成本，對照依總務省令所規定之方法所計算出來之成本係屬公正與妥

當」，以及接續費規則第 8 條第 1 項「接續費…之成本應分別就第四條所規定之

功能…，於該功能相關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外，加上根據第十一

條至第十三條規定計算之他人資本費用、自己資本費用、調整額以及利益對應

稅之合計總額」之規定，揭示了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接續費，應在功能細分化

下基礎下計算其成本之原則。 

而所謂「效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根據前開規定，具體而言包括了第一類

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他人資本費用、自己資本費用以及利益對應稅額此

四項合計總額（見圖 5：接續費成本之內容）。一般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

營運費用稱為設備成本，其他三項則稱為合理利潤；前者計算方法規定於接續

費規則第 9 條以及第 10 條；後者計算方法規定於同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 

 

 

 

 

 

 

 

 

 

圖 5：日本電信法接續費成本之內容 

 

（二）接續費成本計算方法 

根據電信法以及接續費規則之規定，就設備之功能等分別以長期增支成本

方式、前瞻性成本與歷史成本方式，以及零售價格減去方式計算接續費，詳細

內容列表如下： 

利益對應稅額 

他人資本費用 

自己資本費用 

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 
 

 

 

 

為管理與營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所需之費用總額 

折舊攤提費用 
設施保全費用 

固定資產除卻費 

運用費   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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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日本網路互連接續費成本之計算方法 

 

                                                
167 根據該條之規定，「電信法第三十三條第五項之總務省令規定功能（以下稱「電信法第三十

三條第五項之功能」係指前條表第一項（限於基地台設備用末端迴路傳輸功能）、第二項（加入

計算方法 內容 主要對象功能 相關法令 

長期增支

成本方式

（LRIC） 

→在假設的前提下所構築具有

效率網絡下之成本計算接續

費。 

→使用前年度下半期＋當年度

上半期的通信量計算。 

→使用 BOTTOM-UP 的 LRIC

模式計算。 

‧ 電話網絡 

（市內用戶交換機、中繼

交換機、市內用戶交換機

－中繼交換機迴路、信號

網等） 

‧ PHS 基地台迴路 

‧電信法第33條第 5項規

定。 

‧接續費規則第 4 條、第

5 條（電信法第 33 條第 5

項之功能167）、第 6 條、

第 7 條、第 8 條至第 13

條。 

前

瞻

性

成

本 

→適用於利用該設備所提供之

服務屬於新型態且可預見今後

會增加相當之需求之情形。 

→原則上根據五年內的預測需

要‧費用計算接續費。 

‧ 市內用戶迴路（光 

     纖） 

‧ 地域 IP 網、IP 相關 

     裝置  （GE-PON、 

     Media Conveter 等） 

‧電信法第三十三條第四

項第二款規定。 
‧接續費規則第四條、第

七條、第八條至第十三

條。 實
際
費
用
方
式

 

歷  
    
史  
  
成  
  
本  

→根據前年度的實績需要‧費

用計算接續費。 

→在得出前年度的實績值時，

會於事後計算出與根據該實績

值所計算之接續費兩者之間乖

離部份的二分之一數值。 

‧ 市內用戶迴路（銅 

     線） 

‧ 中繼光纖迴路 

‧ 專用電路 

‧ 查號服務 

‧ 公共電話 

‧電信法第33條第 4項第

2 款規定。 
‧接續費規則第 4 條、第

8 條至第 13 條。 

零售價格

減去方式 

（CARRIE

R’S RATE） 

→從已報備的零售價格減去營

業費相當部份後，作為接續

費。 

‧ ISDN 市內用戶迴 

     路（INS1500） 

‧ 專用電路 

‧電信法第33條第 4項第

2 款規定。 

‧接續費規則第 4 條第 1

款之綜合數位通信末端迴

路傳輸功能以及第 13 款

之端間傳輸等功能、第 8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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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話（語音）網路之接續費 

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第 5 項規定了應以長期增支成本方式計算接續費用之情

形，「前項第二款總務省令所規定之計算成本方法（僅限於同項第一款ロ總務省

令所規定之功能中，透過導入高度且新電信技術，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進行互

連時，可認與該功能相關電信之服務提供達成相當程度之效率，且就總務省令規

定功能之相關接續費用訂有規定者），於使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可成為在通常使

用下利用高度且新電信技術之具有效率的設備而新架設之情形時，必須為斟酌

透過與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進行互連，伴隨因該第一類所提供之相關電信服

務之通信量或迴路數量之增加而增加之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相關費用」，目前

日本現行的長期增支成本方式乃是以在虛擬情況下，業者如果以目前這個時間

點全新架構一個在設備與技術上可達成最低廉且最具效率之網絡的費用來計算

接續費用。亦即，日本現行就包括市內用戶交換機等電話網絡採用的長期增支

成本方式168計算接續費用，並非以特定業者的設備架構為前提，乃係以有效率

地組合具合理且一般性規格之機器的架構為前提169。    

（四）寬頻網路之接續費 

上述市內用戶交換機等電話(語音)網絡以外之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接續

費用，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33 條第 4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及接續費第 8 條第 2 項規

定，應以歷史成本方式或前瞻性成本方式等實際費用方式計算。 

接續費規則第 8 條乃針對接續費成本之規定，其中第 2 項規定：「接續費成

本以一年為計算期間。但第四條所規定功能之相關接續費成本於以下情形時，

最長得以五年為計算期間。一、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進行接續之電信業者利

用第四條所規定之功能（電信法第 33 條第 5 項之功能除外）所提供之電信服務

為新型態，且預測今後會增加相當之需要。二、前款以外之情形，有緩和接續

費激烈變動之必要時。」 

根據上開規定，日本目前就 NTT 東西日本公司之市內用戶迴路（光纖）以

及 IP 網絡，乃採取前瞻性成本方法計算接續費；而就 NTT 東西日本公司之市內

用戶迴路（銅線）、中繼光纖迴路以及專用電路等採取歷史成本方式計算接續

                                                                                                                                       
者交換功能中同表備考二之イ功能、信號控制交換功能、優先接續功能以及號碼可攜功能除外）、

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光信號中繼傳輸功能除外）以及第八項之功能。」 
168 目前日本所使用「長期增支費用模型」乃為第四版。總務省根據「新競爭促進計劃 2010」的

結論，於 2007 年 9 月向情報通信審議會提出 2008 年度以後接續費用計算方法之諮詢。該審議會

遂重開「長期增支費用模型研究會」，著手檢討適用 2005 年至 2007 年度之第三版「長期增支費

用模型」，針對固定電話網絡出現投資抑制以及 IP 化的發展等環境變化，檢討應如何納入模型

之計算中，並已提出適用 2008 年以後之「長期增支費用模型」最新版(第四版)。不同過往之計

算模型，最新版「長期增支費用模型」乃將部分原本以基本費用負擔之 NTS（Non-Traffic 
Sensitive）成本，自 2008 年度開始改以接續費的方式由接續業者負擔。 
169 「長期增支成本模型報告書」P.15-16，長期增支成本模型研究會，20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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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接續費成本之計算內容，如前述，依接續費規則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包括

了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用（設備成本）以及合理利潤。 

關於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用，根據接續費規則第 9 條第 1 項之規

定，就適用歷史成本成本方式計算接續費之對象設備，其管理營運費應以記載

於「設備區分類別費用明細表」之費用為基礎進行計算；而適用前瞻性成本方式

計算接續費之對象設備，其管理營運費應以記載於「設備區分類別費用明細表」

之費用金額以及通信量等實績值為基礎，根據合理的未來預測進行計算（見下

圖，接續費成本-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之計算方法）。 

 

圖 6：日本接續費成本-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管理營運費之計算方法 

資料來源：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policyreports/chousa/cost_driver/pd
f/080526_2_si3.pdf 

 

三、電信服務資費管制之相關規範 

(一)解除事前管制：行動電話、ADSL 及國際電話 

日本對於電信服務零售市場的資費以及其他提供條件，原則上採取非管制

之態度，包括例如行動電話、ADSL 以及國際電話等，原則上就電信服務之資

費以及其他提供條件等，不須訂定契約或向總務大臣事前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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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輔助市場機制等政策觀點，就該領域具有比較強的公共性，

或是存在著具有市場支配力的業者時，須採行一定之行政規範。日本電信

法第 19 條至第 21 條將電信服務區分為基礎電信服務、指定電信服務以及特

定電信服務分別規範其資費以及其他提供條件。 

（二）固網依服務之特性明定不同的管制規範 

1. 基礎電信服務-訂定契約並向總務大臣報備 

針對國民生活不可欠缺，應確保以合理、公平且安定的條件普及提供於日

本國內之電信服務，例如：市話（市內用戶迴路接續、離島特殊通話以及緊急通

報）以及公共電話（第一種公共電話之市內通話、離島特殊通話以及緊急通報），

即受日本電信法第 19 條（基礎電信服務之契約）之規範。根據該規定，「提供

基礎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應就其所提供之基礎電信服務之相關資費以及其他

提供條件（須依第 52 條第 1 項或第 7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接受許可之技術性條

件之相關事項以及總務省令所規定事項除外）訂定契約，並依總務省令之規定於

實施前向總務大臣報備。變更契約時，亦同（第一項）。總務大臣於認根據前項

規定提出報備之契約如有該當以下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定相當期限命提供基礎

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變更該資費。1．未合理且明確地訂定資費的計算方法。

2．未合理且明確地訂定電信業者及其使用者責任之相關事項以及關於設置電信

設備之工程等其他與工程相關費用之負擔方法。3．不當限制電信迴路設備之使

用態樣。4．對於特定人給予不當之差別待遇。5．就重要通訊相關事項未予以

合理之考量。6．有引起其他電信業者間之不當競爭，且對照其他社會經濟情事

係屬顯著不適當，而有阻礙使用者之利益（第 2 項）。提供基礎電信服務之電信

業者就根據第一項規定應制定於契約中之資費與其他提供條件，應遵照根據同

項規定提出報備之契約提供該基礎電信服務。但根據次項規定減免訂定於契約

中之該基礎電信服務資費之情形，不在此限（第 3 項）。提供基礎電信服務之電

信業者根據總務省令所規定之基準，得減免規定於根據第一項規定提出報備之

契約中之該基礎電信服務之資費（第 4 項）。」 

2. 指定電信服務-訂定保障契約向總務大臣報備 

設置瓶頸設施之電信業者利用該瓶頸設施所提供之服務，無法由其他電信

業者充分地提供可替代之電信服務，例如: NTT 東西的市內用戶電話、ISDN、

公共電話、專用電路、B Flet’s(利用光纖網路提供數據通訊服務 )、Flet’s 
ISDN、光纖電話等，即受日本電信法第 20 條（指定電信服務之保障契約）之規

範。根據該規定，「提供指定電信服務（設置第 33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第一類指

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利用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電信服務，在考量

其他電信業者無法充分提供應取代該電信服務之電信服務以及其他情事，有必

要特別保障設置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會根據合理之資費與其他提

供條件提供利用該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電信服務，以保護使用者的利



 

 99 

益，且經總務省令規定者。以下亦同。）之電信事業，應就其所提供之指定電信

服務之相關資費以及其他提供條件（須依第 52 條第 1 項或第 7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接受許可之技術性條件之相關事項以及總務省令所規定事項除外。於第

5 項以及第 25 條第 2 項亦同。）訂定契約，並依總務省令之規定於實施前向總

務大臣報備。變更契約時，亦同（第 1 項）。指定電信服務中之該當基礎電信服

務之電信服務，不適用前項（包括根據第四項規定改變文言而有適用之情形。）

之規定（第 2 項）。總務大臣於認根據第一項（包括根據次規定改變文言而有適

用之情形。）規定提出報備之契約（以下稱「保障契約」）如有該當以下各款情

事之一者，得定相當期限命提供指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變更該保障契約。1．

未合理且明確地訂定資費的計算方法。2．未合理且明確地訂定電信業者及其使

用者責任之相關事項以及關於設置電信設備之工程等其他與工程相關費用之負

擔方法。3．不當限制電信迴路設備之使用態樣。4．對於特定人給予不當之差

別待遇。5．就重要通訊相關事項未予以合理之考量。6．有引起其他電信業者

間之不當競爭，且對照其他社會經濟情事係屬顯著不適當，而有阻礙使用者之

利益（第 3 項）。設置根據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被新指定為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

就於該指定之日期之後之根據第一項規定向總務大臣報備之契約，同項中所規

定之「於實施前應向總務大臣報備。於變更時，亦同。」之文言改為「應於根據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被新指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向總務大臣報備。」（第 4
項）。提供指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就該指定電信服務之提供相對人以及資費等

其他提供條件，除另有達成合意外，應根據該保障契約所制定之資費與其他提

供條件提供該指定電信服務。但根據次項規定減免訂定於保障契約中之該指定

電信服務資費之情形，不在此限（第 5 項）。提供指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根據

總務省令所規定之基準，得減免規定於保障契約之該指定電信服務之資費（第 6
項）。」 

3. 特定電信服務-價格調整上限管制規範對象 

針對利用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電信服務，由於該電信服務領域尚

未有充分的競爭關係，且對於使用者之利益具有重大影響，因此，透過對於此

類電信服務訂定資費水準上限，將有助於促進事業的經營更具有效率，且實現

資費變得更為低廉之目標，所以導入價格調整上限管制的制度。 

價格調整上限管制規範對象乃針對指定電信服務中對使用者的利益有重大

影響之電信服務。根據日本電信法第 21 條（特定電信服務服務資費）規定，「總

務大臣應至少每年一次依總務省令之規定，關於指定電信服務中就其內容、使

用者之範圍等之觀點對於使用者利益具有重大影響，且經總務省令規定（以下稱

「特定電信服務」）之資費，分別依總務省令規定之特定電信服務之類別，考量

在效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以及物價等其他經濟情事，根據資費指數（係指根據電

信服務之類別，用以作為表示資費水準之數值，以通訊距離與速度以及其他各

種區分之資費額度以及其所使用之通訊量、迴路數等為基礎，依總務省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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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所計算而得之數值。以下亦同。）訂定通常認可實現之水準資費，該資費指

數（以下稱「基準資費指數」）應於其適用日前之總務省令所規定之天數前，通

知提供該特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第 1 項）。提供特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

擬變更特定電信服務之相關資費時，於該變更後資費之資費指數超過該特定電

信服務相關基準資費指數之情形，不受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或前條第一項（包括

根據同條第四項規定改變文言而有適用之情形。）規定之限制，應經總務大臣之

許可（第 2 項）。總務大臣於受理前項許可申請時，低於該基準資費指數之資費

乃有困難之特別情事，且該申請相關變更後之資費未該當以下各款情形之ㄧ

者，應予以同項之許可。1．未合理且明確地訂定資費的計算方法。2．對於特

定人給予不當之差別待遇。3．有引起其他電信業者間之不當競爭，且對照其他

社會經濟情事係屬顯著不適當，而有阻礙使用者之利益（第 3 項）。總務大臣於

基準資費指數適用後，關於該基準資費指數所適用之特定電信服務資費之資費

指數有超過該基準資費指數時，除於認以低於該基準資費指數之資費乃有困難

之特別情事外，得定相當之期限命提供該特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變更該特定

電信服務之相關資費（第 4 項）。設置根據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第一類指定

電信設備之電信設備之電信業者，利用該電信設備所提供電信服務（限於基礎電

信服務。）之相關資費，且於根據同條第一項規定解除指定時有依據第二項規定

之許可，則視為規定於根據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出報備之契約中之資費（第 5
項）。提供特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就應根據第二項規定獲得許可之資費，非依

同項規定獲得許可之資費，不得提供該特定電信服務。但根據次項規定減免該

特定電信服務資費之情形，不在此限（第 6 項）。提供特定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

根據總務省令所規定之基準，得減免根據第二項規定獲得許可之該特定電信服

務之資費（第 7 項）。」 

目前，受到價格調整上限管制規範的電信服務，僅限於 NTT 東西日本公司

所提供之市話服務、ISDN 以及公共電話等；NTT 東西日本公司所提供之專用電

路服務自 2009 年 4 月 1 日開始改為指定電信服務之對象。 

（三）日本總務省所頒布之「接續費以及使用者資費關係之檢證

運用指針」 

日本總務省制訂有「接續費用以及使用者資費間之關係檢證(Stack Test)運用

指針」170，透過檢驗使用者資費營收以及接續費營收之差額，亦即該營業費用是

否低於使用者資費營收之 20％，以確保電信資費之公平性，乃為該指針制定之

目的。 

根據日本電信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第二款之規定，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

接續費應對照在效率經營下之合理成本為公正且妥當之設定。具體而言，根據

接續費規則第十四條（接續費設定之原則）第一項之規定，接續費之設定應與接

                                                
170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2009/pdf/090129_5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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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費成本一致（接續費×通信量（需要）＝接續費成本），亦即接續費＝接續費

成本/通信量，同條第四項復規定，接續費水準不可造成設定該接續費之業者與

接續業者間之不當競爭。 

因此，有鑑於使用者資費通常為在成本之另加上合理之利潤來進行設定，

因此為了要確認接續費水準有無不當，於許可接續費時，可透過本指針檢驗使

用者資費以及接續費之間的關係。不過，總務省也強調此檢證運用指針並非用

來檢驗使用者資費是否妥當。 

1. 基本原則 

關於實施接續費用以及使用者資費間之關係檢證（以下稱「Stack Test」）

之基本原則有三，包括： 

(1) 為有效且有效率地實施 Stack Test，基本上接續費設定業者應依以大致

區分的服務類別進行驗證，而針對有特別必要詳細檢討之服務，由總

務省依接續費設定業者所訂定之電信服務品項與細目之區分（根據維修

時間之態樣所作之區分除外，以下稱「服務項目」）進行驗證。 

(2) 實施 Stack Test，將使用者資費以及接續費之間的差額視為營業費用，

並檢證該營業費用是否低於營業費基準值，符合此一要件時，則以

Stack Test 的觀點，即判斷該接續費之水準係屬妥當。而由於本檢證對

象為判斷接續費水準之妥當性，因此為獲取顧客所需之費用（販促費

用）不算入在該營業費之中。 

(3) 但是，使用者資費的設定不一定會與接續費產生連動關係。因此，本

Stack Test 關於判斷接續費水準是否妥當，並非單一的基準；關於接續

費水準之妥當性，在運用上係作為要求接續費設定業者提出合理的根

據之判斷基準。因此，就算未能符合本 Stack Test 之要件，接續費設定

業者如果能夠提出合理的根據時，則該接續費水準就 Stack Test 的觀點

來看仍屬妥當。 

2. 實施方法 

(1) 設定接續費之業者所實施的檢證 

設定接續費之業者於申請接續費許可以及公開接續會計時，應進行 Stack 
Test。依服務的代替性以及提供服務時所利用功能之差異設定驗證分類。現行

驗證分類如下：（1）市內電話・ISDN 基本費、（2）市內電話・ISDN 通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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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電話、（4）查號服務、（5）Mega Data Netz、（6）B Flet’s171（7）

Flet’s ADSL、（8）Flet’s ISDN、（9）Flet’s 光 Next、（10）光纖電話172。 

驗證方法為根據驗證分類檢證使用者資費營收以及接續費營收之差額（營業

費用）是否低於營業費用的基準值為判斷。而總務省經審酌接續費設定事業（亦

即 NTT 東西日本公司）電信事業會計中電信事業收益（電報營收除外）的營業

費用（顧客營業、銷售支援中支付給特約店的手續費、宣傳以及企劃相關費用除

外）約佔 20%（2001～2005 年度的平均值），因此本 Stack Test 中所使用的營

業費基準值則設定為使用者資費營收之 20%，若營業費用未低於此基準值，則

認定該接續費水準係屬妥當，Stack Test 的流程概要圖如下： 

 

圖 7：日本 Stack Test 的流程概要圖 

(2) 總務省所實施的檢證 

總務省於業者在每一事業年度根據歷史成本再計算接續費後提出許可，以

及於許可對象服務之相關接續費（前者情形除外）時，均應實施 Stack Test。總

務省會以每一個服務項目為基礎，基本上就以下服務中其市場有擴大傾向者為

對象範圍，每一年度決定驗證分類。 

A. 利用接續費被設定之功能提供新型服務； 

B. 利用已變更接續費計算方法之功能提供服務； 

C. 利用前瞻性成本所計算出之功能提供服務。 

                                                
171 NTT 東西日本公司所提供 FTTH 服務之品牌名稱即為「B Flet’s」。 
172 Flet’s 光纖以及光纖電話將於公開 2009 年度接續會計時，開始成為檢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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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A.以及 B.只有在第一年度時認為無法判斷該接續費水準之妥當性時，

才需要經過好幾年的時間反覆進行檢證，一直到掌握一定程度之需要等傾向為

止。 

由於營業費用並不會依服務項目平均地發生，因此會以由接續費設定業者

認定為同種服務之服務項目總合為單位，驗證營業費用以及營業費基準值之間

的關係。 

不過，由於接續費基本上會隨服務項目而有不同，所以會一併以服務項目

為單位驗證使用者資費是否有出現高過於接續費的情形。 

總務省針對營業費之基準值，亦以使用者資費營收之 20%為基準。 

(3) 未滿足 Stack Test 要件時的處理方法 

針對未滿足 Stack Test 要件的服務（公共電話、查號服務以及市內電

話 ISDN‧ 通話費等其接續費係依據長期增之成本方式計算者除外），就算該接

續費水準尚屬妥當，但總務省仍應要求接續費設定業者提供無法滿足該要件之

根據。 

總務省就該根據進行檢證，如認該根據並不合理時，應採取相關措施173以

改正該接續費。 

3. 結果公開與檢討 

為了確保 Stack Test 的透明性，除考量該結果有可能會該當接續費設定業者

之經營資訊外，應盡可能公開檢證結果。 

具體而言，原則上應公開接續費設定業者所進行之檢證結果，而總務省所

進行之檢證結果，則就依驗證分類是否滿足要件之相關資訊、在未滿足要件時

就接續費設定業者所提出之論點以及總務省對該論點之檢討結果，以及其他該

資訊未該當經營資訊之情形時，應予以公開。 

除此之外，該指針同時也規定了應重新檢討 Stack Test 的情形；在接續費設

定業者開始提供新型態服務，會計資料掌握方法等出現變更以及接續規則經修

正等情形時，應視情況檢討是否有需要修正 Stack Test 之內容。 

 

四、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管制 

固網撥打行動時，發話端用戶所支付之通話費可能依行動業者訂價計收，

也可能依固網業者訂價計收，端視固網發話端用戶之選擇而定。174 
                                                
173  具體而言，例如依日本電信法第三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對於所申請許可之接續約款變更予

以不許可處分、或命其提出變更現行接續約款之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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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通話費是依行動業者訂價計收時，則此通話費營收歸行動業者，行動

業者需支付固網業者「固定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及帳務處理費。而當此通話費

是依固網業者訂價計收時，則此通話費營收歸固網業者，固網業者需支付行動

業者「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 

日本固網撥打行動接續費處理模式 

 

當行動撥打行動時，行動發話端用戶依據所使用的通話時間及費率（其費率

訂價包括發話端行動業者的網路費用及受話端行動業者之受話接續費用），付費

給發話端行動業者後，該業者再與受話端行動業者拆帳。 

日本行動撥打行動接續費處理模式 

POIPOI
Mobile

network
Mobile

network

Pay Pay

Originating Terminating

 

雖然，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係由業者採商業協商方式訂之，但依據日本

電信事業法規定，行動通信服務之「指定電信設備業者」175須向總務省報備其行

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率。其費率如符合公平、合理等原則，總務省將不介入干

涉，否則總務省有權要求行動業者變更其受話接續費率及服務條款。指定電信設

                                                                                                                                       
174 總務省於 2004 年 4 月開始引進「費率選擇制度」，將固網撥打行動費率設定權由僅行動通信

網路業者，擴大適用範圍於固定網路業者。具體而言，固網用戶撥打行動電話時，僅需在

行動電話前面加上 4 碼固網業者代碼，即可適用該固網業者設定的費率；否則適用行動業

者設定的費率。 
175 依據日本電信事業法規定，行動通信服務指定電信設備業者之認定標準，包含管理行政區域

內用戶數達 25%者等。目前 NTT DoCoMo、KDDI 及沖繩移動電話，為行動通信服務之指

定電信設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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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業者之行動通信網路受話接續費通常採成本導向法計算，以避免潛在爭端，並

輔以實際成本為參考。另外，營業收入市場占有率超過 25%者，尚須符合無差別

待遇之規範，目前僅 NTT DoCoMo 適用之。 

鑒於行動電話市場用戶數快速成長，並躍居為企業營運與民眾日常生活之關

鍵基礎設施，加以固定與行動網路匯流儼然成形，總務省於 2009 年 2 月 24 日展

開通盤檢視行動通信市場之網路互連政策，以確保市場有效競爭。其中，有關行

動通信資費檢視課題，主要在於其計算方法，暨固定與行動網路匯流時代之網路

互連政策、指定電信設備業者管制及其資費計算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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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外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爭議個案解析 

一、美國案例：DSL 價格擠壓爭議176 

1. 背景介紹 

linkLINE 為獨立的 ISPs(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加州獨立業者，linkLINE
販售 DSL 網路接取服務，利用現有的電話線零售販賣給加州的消費者。因電信

高昂的基礎建設建置成本，地區既有市話業者(ILEC)已建置完成，ILECs 控制

地區之電信服務的傳遞，特別在個別消費者連接到網路的最後一哩(last mile)，
享有獨占優勢，因此獨立 ISPs 業者想連接至消費者必須透過 ILECs。 

2. 案件緣由 

本案 ILEC 為 SBC California(SBC 通訊的分公司)，現為 AT&T。SBC 透過不

同的子公司分別進行 DSL 批發接取服務與 DSL 零售服務。2003 年七月，ISPs
向地方法院控告 AT&T 違反 Sherman 法第二條177。控告主張「AT&T 利用價格

擠壓，對 ISPs 索取高的批發價格」。AT&T 拒絕接受原告接取他的基礎設備，

並從事價格擠壓。原告控告 AT&T，藉由對 DSL 傳輸設定高的批發價格，且在

DSL 網際服務設定低的零售價，擠壓他們的邊際利潤。AT&T 之動機乃排除且

阻礙競爭，欲藉此以維持其在 DSL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的獨占力。 

3. 最高法院判決 

零售價格，並未發生掠奪性訂價，因此並無處理必要。但原告的價格擠壓

乃宣稱被告擠壓競爭者的邊際利潤。因此被告需為自己在批發 (上游) 市場與

零售(下游)市場進行辯護。當廠商在上游市場具有市場力量，可透過抬高批發

價格來擠壓他們的下游競爭者，同時減縮他們的零售價格。這使得競爭者的成

本提高(需付更多的投入成本)且營收下降(因需主導者低的零售價競爭)。遭受價

格擠壓的原告宣稱他們在批發價與零售價之間應有「公平、恰當」的利潤。 

又依據最高法院於Trinko案之判決，可適用於排除對AT&T的批發價格的異

議權。在Trinko案中，Verizon透過命令(statute)被要求以批發價格出租他的網路

元件給競爭者。原告是Verizon的競爭者中的一位顧客，主張Verizon拒絕讓他的

競爭者接取到互連支援服務，使競爭者難以滿足他們顧客的要求。控訴宣稱此

型況為在上游市場違反Sherman法第二條，藉由阻礙獨立業者在市話服務的下游

                                                
176 Pacific Bell Telephone CO. v. Linkline Communications, INC.,  129 S. Ct. 1109 (2009).  
177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makes it unlawful to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15 U.S.C. § 2. Sherman 法第二條規

定，在數州或與外國之交易或貿易中進行獨占、意圖獨占、聯合或結合其他一人或多人進行獨

占，為違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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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競爭能力。然而，因被告不負有反托拉斯之義務去提供批發服務給競爭

者，此類之義務僅源於FCC之管制而非Sherman法。 

雖Trinko案中，原告質疑Verizon的互連服務品質，而本案涉及質疑AT&T
之價格結構。但對於反托拉斯之目的，對於交易的價格與非價格要素並無區

別。任何對過高費率的主張可表示為主張不適當之服務，反之亦然。在Trinko
與本案皆為可視為-原告宣稱被告(上游獨占者)濫用在批發市場的市場力量，以

防礙競爭者可於零售市場中予其有效競爭。Trinko案之見解為，在缺乏反托拉

斯義務之情形下，此類主張不為Sherman法之審查權限。 

原告要求最高法院同意修改他們的控訴，以提及 Brooke Group 案178對掠奪

性訂價之主張之訴訟。上級法院無須判定是否同意該修改。上級法院之

certionrari 限於審定「在反托拉斯義務的缺乏下，是否價格擠壓的主張需被審

理」。(Our grant of certiorari was limited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price-squeeze 
claims are cognizable in the absence of an antitrust duty to deal.)上訴法院僅依原告

原先的控訴，對 AT&T 做出裁定，據此，最高法院裁定，在先前的控訴中，價

格擠壓之主張不屬 Sherman 法審理範圍。 

 

二、英國案例：BT 潛在反競爭行為調查179 

1. 背景介紹： 

2004 年 3 月 BT 宣佈將收回他原本的零售用戶電路及其費率方案，將改用統

合用戶計畫方案取代，並同時宣佈新的統合用戶計畫方案費率。 

2. 案例內容 

在 BT 宣布此計劃後，許多 CPS 業者抗議新的費率將嚴重衝擊競爭業者的市

場競爭，抗議此計畫是反競爭行為。 

3. 主管機關調查 

指定選接(Carrier Pre Selection, CPS)允許 BT 的零售用戶可以選擇 CPS 業

者，用戶可經由 CPS 業者或是 CPS 轉售業者轉送話務服務。 

間接接取(Indirect Access,IA)用戶也能經由輸入一個簡短代碼來繞過 CPS 服

務，也就是發話路由中，IA 服務落在 CPS 服務的前面，以選擇不同於 CPS 的業

者。 

                                                
178 Brooke Group 案對掠奪性訂價之測試需符合以下兩要件：(1)被告的零售價格低於成本；且(2)
被告將可用以低於成本之價格回收期投資。 
179 http://www.oft.gov.uk/shared_oft/ca98_public_register/decisions/btgrouppl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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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例，CPS 業者主要主張有以下幾點： 

(1) CPS 業者必須負擔批發話務成本給 BT，而 BT 開發新的統合計畫費率

給零售電路用戶，將直接衝擊下游的零售市場，過低的利潤壓縮將使

CPS 業者失去競爭力。 

(2) BT 的新的統合計畫將提高電路的月租費和減少通話費率，如此同時也

將提高 CPS 業者的電路月租費，並以較低的通話費率來與 CPS 業者競

爭，也就是 BT 利用通話費和電路月租費的交叉補貼來減低 CPS 業者的

競爭力。 

(3) BT 是有計劃的修改其費率結構，並預期以掠奪性的訂價來剷除相關的

競爭者。 

為了評估 BT 是否有違反競爭的行為，Ofcom 主要從兩個角度來評估此案

例，一是在相關的市場，BT 是否具有市場主導者的地位；二是 BT 的新方案是

否濫用市場優勢。 

Ofcom 另進行相關市場分析，依此案例，在上游 BT 提供指定選接業者之批

發服務，在下游 BT 提供零售話務給用戶，視為 CPS 業者的競爭者。故 Ofcom
將致力於這上下游兩個市場的研究。 

Ofcom 的主要觀點將從 BT 的零售業務如果必須負擔相同的上游費率，其零

售業務是否能在新方案中得到利益。 

首先採用 EEO test(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此

方法將有效檢核業者是否利用上下游的垂直整合來達到相關優勢，並進而與競

爭業者產生不同的市場競爭效能。在此測試當中，也必須考量新進業者與既有

業者的不同效應，也就是新進業者將會有較高的成本，因為既有業者將會有不

相等的市場既有優勢。 

依據測試的過程，Ofcom 採用其相信是最適當的資料。而這個測試的結果

顯示，BT 並沒有產生反競爭的利潤擠壓，而這個測試結果是依據 BT 新的統合

計畫的方案一所得的結果。而進一步的測試新計畫的其他兩個方案，方案二和

方案三均顯示其獲利均比方案一來的高，所以 Ofcom 結論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此次 BT 新方案的價格修訂將產生反競爭的利潤擠壓。 

上面採用的每一種測試主要是架構在三個元素： 

(1) 上游的批發價格，也就是 BT 向競爭者的收費。其中並考量業者規模大

小的優勢，還有話務路由產生不經濟路由的效應。 

(2) BT 零售的收益，其中並考量話務量的差別，話務量的優惠等級，和相

關的收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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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售的成本，並考量不同業者將有不同用戶的取得成本。 

4. 結論 

根據相關的測試分析，Ofcom 認為 BT 並沒有違反市場主導者的相關規定，

新的統合方案計畫的訂價也並沒有違反相關規定，因此 Ofcom 決定將不會對 BT
採取任何行動。 

 

三、英國案例：ISP 業者抗議 BT 降低 0845 和 0870 話務費率180 

1. 案例內容： 

2003 年 6 月一些 ISP 業者抗議 BT 降低 0845 號碼夜間時段和 0870 周末時段

的費率，將可能對窄頻的網路互連業者造成違反競爭行為。 

2. 主管機關的調查 

在當年 4 月時，BT 宣佈將降低市話的夜間時段費率和長途電話的周末費

率，這包含 0845 和 0870 號碼，而許多 ISP 業者提供窄頻計時網路服務即是利用

此兩組號碼讓用戶進行撥接上網。 

BT 的用戶利用此兩個號碼撥接上網的話務，經由號碼轉換服務(Number 
Translation Service, NTS) 傳 送 到 BT 自 己 的 網 際 網 路 終 端 業 務 (Internet 
Termination Business, IT Business)，或傳送到其他的 IT 業者。 

為了接觸較多的潛在末端用戶，IT 業者必須向 BT 購買 NTS 服務，而話務

在 NTS 服務中，扣除發話的費用與傳送的成本後，剩餘的收益將會送給 IT 業

者，而這些剩餘收益將由 IT 業者與 ISP 業者依合約依比例分享。所以當前端減

少發話費用，末端上網的 ISP 業者將減少相關收益。 

一些 ISP 業者主張在這樣的價格下，他們已沒有充足的利潤，BT 是濫用其

在發話市場上的主導位置，排除下游的窄頻計時網路服務業者的競爭。 

上游的發話市場，BT 是被定義為市場主導者。所以 Ofcom 主要進行的研究

是，BT 上游的定價，是否會嚴重影響下游 NTS 傳送出的剩餘利潤，進而壓縮下

游業者的利潤。 

而 BT 在下游市場並沒有站主導地位，實際上 BT 也沒有道理需要主導這塊

區域。 

                                                
180 http://www.oft.gov.uk/shared_oft/ca98_public_register/decisions/btis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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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 BT 沒有主導下游市場，且當上游的成本沒有增加的情況下，ISP 業者

宣稱會造成下游業者利潤壓縮的情況；所以 Ofcom認為必須調查 BT 是否有垂直

整合，及交叉補貼的情況。 

調查業者有關的垂直整合，通常採用相同效能業者測試(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test)，也就是 Ofcom 將調查 BT 本身擁有的 ISP 業務，如果負

擔相同的上游成本給 BT，是否仍能在下游市場產生收益。 

三個主要元素被帶入 EEO test，上游 BT 收費的費用，NTS 傳送的剩餘利

潤，和 BT 的下游成本。 

為了產生較公平的測試環境，下游競爭的 ISP 業者也必須採用 BT 減價時段

的情況帶入測試，以不同業者提供的成本交互帶入測試中。 

EEO 測試的結果顯示並沒有利潤擠壓的情形，因為在此測試中，BT 擁有的

ISP 業務可在此假設的情況產生利潤，沒有道理其他的 ISP 業者不能獲得利潤。 

Ofcom 不僅進行減價時段的測試，也對白天非減價時段的費率進行測試，

而歷史會計方法(Historical Accounting Approach，HAA)明顯是較適用於此測

試，因為這個市場是相當成熟的，而且依據時間軸的調整 HAA 是較方便的。 

Ofcom 認為這個案例最適當的方法是從 BT 的窄頻計時網路連結產品，帶入

歷史會計資訊和適當的調整，來進行測試 EBIT 的利潤率，並考慮相關的成本標

準在 HAA 中。 

帶入各種產品的資料，上面的測試顯示 BT 的窄頻計時產品在長期平均增支

成本(long-run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LRIC)調整之前即可產生相關利潤，且已

超過比較的門檻。除此之外，Ofcom 認為 BT 和其本身的 ISP 業務間共用成本的

部份相當有限，應該只佔 BT 集團的極少部份。 

另外四家窄頻計時網路互連的業者也被要求提供相關的利潤和成本資料，

但這些資料比起 BT 的資料不僅較不深入，而且資料相當沒有一致性。依據這些

資料，ISP 業者提供的資料在毛利部份和 BT 的資料顯示是一樣的，並沒有利潤

擠壓的現象，而且是有些許的淨利。 

3. 結論 

依據上面的測試，在新的減價之後，BT 的窄頻計時 ISP 業務仍能超過測試

的門檻，且產生相關的利潤，所以 Ofcom 認為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在上游 BT
批發業務費率與下游 ISP 的零售費率有利潤擠壓的情況，因此 Ofcom 結論 BT
並沒有違反主導者的反競爭行為和掠奪性訂價行為，Ofcom 將不會對 BT 採取任

何行動。 



 

 111 

四、英國案例：GAMMA 電信抗議有關 BT 降低批發話務費率181 

1. 背景介紹 

在 2004 年 10 月 BT 發佈將在同年 12 月 1 日起降低市話、長途、固網打行

動，及固網國際直播等批發業務的費率，且此費率將應用於優惠及非優惠費

率。根據 BT 的階梯優惠表，最高可達到 46.8%的優惠，但根據 BT 的批發話務

規定，用戶每年須達到他們承諾的話務門檻，否則須賠償 BT 相關費用。 

2. 案例內容 

Gamma 公司(簡稱 Gamma)抗議 BT 降低批發話務優惠費率結構是反競爭的

利潤擠壓行為，Ofcom 決定進入調查。 

3. 主管機關的調查 

指定選接(Carrier Pre Selection, CPS)允許 BT 的用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話

務經由不同的業者，用戶可經由 CPS 業者或是 CPS 轉售業者購買話務服務。 

BT 是綜合固網業者，其批發業務主要提供予電信業者，當然也包含其本身

同集團的其他業務公司，像 BT Retail, BT Global Services 和 BT Openworld。 

Gamma 是固網業者，它的內部網路已可提供全國性服務，Gamma 向 BT 購

買批發互連的服務(Gamma 是 CPS 業者)，以利用本身的網路提供點對點服務給

CPS 轉售業者，Gamma 本身並不面對終端用戶。 

BT Retail 公司(簡稱 BTR)和 CPS 業者必須向 BT 購買批發互連服務；而因為

BTR 沒有擁有自己的網路，所以直接由 BT 提供 BTR 末端用戶話務服務，也就

是 BT 提供點對點的批發轉售服務給 BTR(在此 BTR 是 CPS 轉售業者)。 

Gamma 抗議的就是 BT 壓縮批發直連服務(目前 Gamma 採用)與點對點的批

發轉售服務(目前 BTR 採用) 間的利潤，也就是抗議 BT 不僅扮演上游批發直連

服務的提供商，也扮演下游點對點批發轉售服務業者的競爭者，當降低下游的

點對點的批發轉售服務費率，而上游批發直連服務費率未變下，Gamma 將無從

與 BT 進行競爭。 

在評估這個案例，Ofcom 利用不同的假設設定不同的測試，並利用敏感性

分析以加強這些假設的正確性。 

Ofcom 首先使用相同效能業者測試(EEO test)(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這是典型驗證是否有垂直整合情形的測試。也就是假設 BTR 必須購買上

游批發直連服務，而且價錢必須與 BT 提供的費用相同，後再使用調整的 EEO

                                                
181 
http://www.ofcom.org.uk/bulletins/comp_bull_index/comp_bull_ccases/closed_all/cw_802/26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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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也就是假設 BTR 必須加入一些額外必要的成本，像是發話，傳輸，終

止，及 CPS 的轉換費用等。調整的 EEO 測試是比 EEO 測試更嚴格，因為加入

了額外必要成本，所以如果調整的 EEO 測試沒有顯現利潤擠壓，則 EEO 測試也

將會顯示無利潤擠壓。 

另外測試中並考量不是付給 BT 的成本部分，像是話務落地在行動業者及其

他業者的成本，CPS 本身網路交換系統及維護的成本(因為 BTR 沒有自己網

路)，另還有非技術的銷售及管理成本，這些均需被帶入評估的測試中。 

經過帶入BT，Gamma，及其他CPS業者的相關數據，並帶入各種形式的話

務，在下游的批發點對點服務仍顯示利潤是高於相對應的成本，因次此測試驗

證並沒有任何利潤的擠壓。 

Ofcom 並依點對點批發轉售業者承諾的不同話務量進行分析，結果總成本

均低於相對的訂價收益；即使是 Gamma 所特別指出的每年五千萬英鎊層級，依

然是總成本低於相對訂價收益，故在承諾的總話務量分析測試，仍然沒有利潤

擠壓的證據。 

4. 結論 

依據目前 BT 收取上游批發直連服務及下游點對點批發轉售服務的費率，

Ofcom 相信相關的競爭業者均能在各種話務上創造相關的利潤。 

依據這些設定分析，BT 與BTR並沒有扮演垂直整合的證據，並且上游與下游間

的利潤是足夠頂替下游產生的成本，再加上 BT 並沒有積極從事於下游市場的競

爭，故 Ofcom結論 BT 修改的批發話務費率並沒有產生利潤擠壓問題，Ofcom也

不會對 Gamma 的抗議採取任何行動。 

 

五、香港案例：HKISPA 抗議有關寬頻網路接取的掠奪性訂價182 
1. 背景介紹 

1999 年 4 月香港電信管理局(TA)收到香港網路服務業者聯盟(HKISPA)的抗

議信，說明香港電信無線及有線電視 IMS 業者(CWHKTIMS，簡稱 IMS)提供給

用 戶 的 網 路 接 取 服 務 價 格 ， 比 起 香 港 電 信 無 線 及 有 線 電 視 CAS 公 司

(CWHKTFTNS，簡稱 CAS)提供給 ISP 業者的基本傳輸的費率還低，表達這是一

種掠奪性訂價。另外 IMS 提供高用量時間(上午 10 點到晚上 10 點)免費和低用量

時間(其他時間)每小時港幣2元的寬頻服務，並提供每小時港幣1.98元的PNETS
服務，這顯示 IMS 想以價格優勢去除窄頻的競爭業者。 

                                                
182 http://www.ofta.gov.hk/zh/c_bd/completed-cases/t76-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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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內容 

因為抗議是有關於寬頻網路接取和寬頻傳輸服務等兩個市場，所以 TA從手

上已有的 IMS 業者的財務資料開始，且檢視 IMS 與 CAS 間的基本傳輸服務(CRS)
並調出 CRS 的帳務資料，並也一起參考 IMS 的相關數位電視服務(iTV)，即使他

沒被提出抗議。 

3. 管理當局的調查 

當初掠奪性訂價立法的用意，主要是針對當市場主導者運用他的優勢同時

扮演業者和用戶，或是一家公司採取短期損失以求消滅其他競爭者，後在未來

能以較高費率回復損失。 

有關 iTV 部分，IMS 的寬頻接取服務是被當作 iTV 的附屬功能，利用機上

盒技術來提供寬頻接取服務。TA 調查認為，IMS 利用 iTV 提供寬頻接取新服務

的優惠訂價是和市場其他業者的訂價相同的，初期新服務為爭取市場提供限期

優惠費率是正常的，當優惠期過後，因產品成熟和用戶增加，成本減少也是合

理的。當寬頻接取服務開始獲利，這服務的反競爭交叉補貼是無法成立的。因

此 TA 也發現，除了推廣新的科技和服務所訂的優惠，在 iTV 這部份是沒有任何

想影響市場競爭的證據。 

TA 發現，在調查的期間，寬頻網路接取服務的新業者已有很低的進入障

礙，CAS 有發表了”C 服務”，其費率是和 CRS 的費率相當的，如此 IMS 的競爭

者是無疑可以提供服務的。另外香港有線電視公司獲得固網執照，應用其光纖

寬頻纜線提供服務；還有另五張固網執照發給新進業者利用無線技術經營地方

固網服務，這些業者將很快提供寬頻網路接取服務，促進市場競爭，如此情況

掠奪行為將變的行不通，IMS 也不能在競爭的市場中提高費率來回復過去的損

失，用戶也可在未來自由更換窄頻或寬頻的業者，故 TA認為此部份無法構成掠

奪行為。 

有關 IMS 提供低用量時間(晚上十點到早上十點)每小時港幣 2 元的寬頻服務

部份，IMS 提出的計算基礎是容易讓人誤解的，TA 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 CAS
提供的 CRS 服務費率基礎和 CAS 與 ISP 業者直連電路的費率基礎是不同的，

CRS 基礎是流通的話務及資料量，而直連電路的基礎是時間。二是 IMS 計算寬

頻接取服務費率基礎和 CRS 的費率基礎也是不同。TA 並發現即使 CRS 的話務

資料量低到一個程度，CAS 仍能從用戶收到足夠成本的費用，也就是收入足夠

負擔成本，並不構成掠奪性訂價。 

有關 CRS 服務，TA 有要求 IMS 提供資料作為證據，根據資料，CAS 有向

IMS 收取 CRS 服務的公告費率，並沒有差別待遇。另外在審查 IMS 的寬頻接取

服務，”C 服務”，和 CRS 的費率，並沒有證據顯示 IMS 有收到回饋或是交叉補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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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綜合以上的調查，TA 認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掠奪性訂價的行為，故抗議並

不成立。 

 

六、香港案例：PCCW-HKT 有關削價競爭及掠奪性訂價研究183 

1. 案例內容 

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1 月期間，香港電信管理局從兩個電信業者收到大約

140 封的抗議信，主要懷疑 PCCW-HKT 提供未經核准的固網商品折扣予企業用

戶，因此電信管理局著手調查 PCCW-HKT 是否提供未核准的訂價進行削價競

爭，和是否違反掠奪性訂價之規定。 

2. 主管機關的調查 

在相關案例中，大部分被提到的企業用戶不是否定有收到如此的折扣，就

是不願意揭露他們的身份，因此造成調查相當困難，最後僅能針對三個有事實

焦點的案例進行調查。 

第一個案例指出有一企業用戶曾被 PCCW-HKT 的業務電話遊說，只要企業

用戶將 business direct exchange line (BDEL)服務轉至 PCCW-HKT，則將會收到

國際電話及寬頻服務的折扣，PCCW-HKT 的業務提供的優惠最後並未成功，主

要是因為 PCCW-HKT 的業務不願將優惠內容寫於合約中。 

第二個案例指出 PCCW-HKT 的業務願意提供企業用戶原業者的優惠費率，

並且每年將額外提供現金折扣，條件就是企業用戶必須將所有有關固網的服務

均轉由 PCCW-HKT 提供。 

第三個案例指出 PCCW-HKT 提供企業用戶每個月國際電話的優惠，但優惠

的金額均大於用戶每個月實際播打的國際電話費用，因此懷疑 PCCW-HKT 實際

是提供全部的固網服務優惠來綁住國際電話服務。 

以上案例均被 PCCW-HKT 給否定，雖然許多的抗議最後激起管理當局進行

調查，但如果完全從證據角度，管理當局根本無法做出任何裁罰。在案例一，

沒有任何契約文字，也沒有成功案例。在案例二，一樣是沒有正式的契約文字

證據，只有一些書寫的便條，根本無法成為嚴苛法律的證據。在案例三，不僅

沒有相關的文字紀錄，企業用戶並且不願完全配合當局的調查。 

 

                                                
183 http://www.ofta.gov.hk/en/c_bd/completed-cases/t156_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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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論 

沒有實質的證據，根本很難來證明 PCCW-HKT 違反相關規定。而且原提告

業者除了企業用戶的名稱與電話，無法提供更多的資訊，再加上企業用戶不願

完全配合當局的調查，因此當局僅能根據明顯的事實作判斷，最後裁決

PCCW-HKT 並沒有提供未核准的訂價進行削價競爭，和並沒有違反掠奪性訂價

之規定。 



 

 116 

第七節 本章結論 

   針對本章對於歐、美、英、日、澳電信法制有關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認

定、網路互連訂價規範，以及濫用市場地位的訂價行為規範，在此作一簡要的

歸納整理： 

一、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認定及規範 

    從本研究對於歐、美、英、日、澳電信法制之分析可知，各國對於電信事

業市場主導者的認定方式有相當之差異，有採取競爭法的認定方法，也有按其

所掌控電信設備的性質，加以認定者。可歸納如下表所示： 

表 19：各國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認定及規範比較 

認定標準/方式 採用國家 對於市場主導者之規範 

歐盟及所屬會員國： 

採用競爭法「控制市場地

位」（dominance）的標

準加以認定，即採取所

謂「顯著市場力量」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並針對

必須事前管制的相關市

場加以界定，由各會員

國管制機關考量其各國

市場競爭狀況，認定所

需事前管制的相關市

場。 

於歐盟「網路接取指令」

第 8 條至第 13 條加以規

範，包括第 8 條「義務的

課與」、「透明義務」（第

9 條）、「禁止差別待遇

義務」（第 10 條）、「會

計分離義務」（第 11
條）、「接取與使用特定

網路設施義務」（第 12
條）及「價格控制與成本

計算義務」（第 13 條） 

依競爭法「控制市場地

位」之標準認定 

澳洲： 

採取競爭法的認定標準

「重大的市場力量程度」

（substantial degree of 
power） ，由 ACCC 認

定 

澳洲 1974 年「商業交易

法」，對於「受管制服務」

（declared service）規範

其網路互連條件、標準

接取義務及價格管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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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否掌控樞紐電信設

施認定 
美國：針對既有市話業

者（ILECs）進行管制 
美國 1996 年電信法

Sec.251(c)規定，包括

「誠信協商」、「網路互

連」、「網路元件細分化

接取」、「轉售」、「變

更之公告」以及「共置」

等要求。 

 日本： 

擁有「第一類指定電信設

備」（固網）及「第二類

指定電信設備」（行動）

的電信事業 

第一類：語音以及數據

此類固定通信用的電信

設備中被認定為不可欠

缺（或稱「樞紐」）設備，

亦即在各都道府縣只要

擁有超過二分之一以上

的市內用戶迴路總數規

模的固定傳輸迴路設

備，以及與該傳輸迴路

設備構成一體之電信設

備。 

第二類：業者所設置與

行動通訊末端設備互連

之傳輸迴路設備數量，

佔與使用該傳輸迴路設

備之電信服務相關業務

區域之同一區域內所設

置之所有同種類之傳輸

迴路設備數量，超過百

分之二十五者 

1.「第一類指定電信設

備」事業的管制：網路互

連契約之規範、網路功

能細分化、會計分離、

接續費之計算標準等（電

信法第 33 條） 

2.「第二類指定電信設

備」事業的管制：網路互

連契約、網路接續費規

範（電信法第 34 條） 

3. 其他共同事項：資訊

使用、禁止差別待遇、

禁止不當限制其他電信

事業或設備製造或銷售

商（電信法第 30 條） 

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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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認定方式有所差異，但觀其對於市場主導者所課予之義務，均以網路

互連為主，是以採取競爭法認定模式的立法例，所著眼者係市場主導者所掌控

的樞紐設施，進而產生的市場力量，以及在網路互連方面必須預先加以規範。

是以兩者在執法上未有太大的差異。 

 

二、對於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的訂價規範 

   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訂價，歐、美、英、日、澳

電信法制多採成本訂價的價格管制，惟對於不同的服務或元件，認定成本的標

準及計算方式略有不同，本研究歸納如下表所示： 

表 20：各國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訂價規範之適用對象及計算方式比

較 

 適用對象 計算方式 
歐盟 針對特定網路互連及接續

之類型，各會員國管制機

關得課予成本回收及價格

控制義務，包括成本導向

義務及成本會計系統義務

（網路接取指令第 13 條） 

揭櫫成本導向原則 

英國 針對部分 BT 網路互連服務

（2003 年通訊法 Sec.90）：

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WLR）及企業

用戶電路市場（business 
connectivity market） 

進行價格調整上限制（RPI-X）及

成本導向訂價（採 LRIC） 

美國 針對既有市話業者（ILECs） 1. 網路互連元件的訂價，採取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

（TELRIC）+「前瞻性共同成

本的合理分攤」； 
2. 對於 ILECs 的零售服務設定服

務籃，進行 price cap； 
3. 要求 ILECs 提供（批發）轉售

服務，採取 retail-minus，並規

定可以現存零售價格扣減

17-25%作為「暫時性的批發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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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受管制服務」（declared 
service） 

1. 採取 TSLRIC 者：傳輸服務； 
2. 採取 TSLRIC+（需分攤固定成

本及共同成本）者：LLU、LSS
（電路共享）、PSTN 的接取； 

3. 採取 retail-minus：WLR（批發

電路出租）、LCS（市話服務） 
日本 具有「第一類指定電信設

備」之事業 
1. 採取 LRIC 者：電話網路、

PHS 基地台迴路； 
2. 前瞻性成本：光纖 local loop、

地域 IP 網路 
3. 歷史成本：銅絞線 local 

loop、中繼光纖迴路、專用電

路、查號服務、公共電話 
4. retail-minus：ISDN local 

loop、專用電路 
5. 針對不具競爭的服務184，除依

據前揭 LRIC 檢驗外，再進行

retail-minus 驗證（零售價格扣

減 20%） 
來源：本研究自製 

 

   從上表可知，各國對於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的訂價，雖大多採取成本導向的

訂價模式，但有採取成本加成（cost-plus，如 LRIC）者，也有採取零售價格扣

減（retail-minus）者，未有一致的作法。本研究認為原因可能在於各國電信市場

的競爭狀態不一，多數國家電信法制均授權由管制機關針對成本訂價的對象及

方法加以規範，以保持管制彈性。此一規範模式應可值得我國加以參考。 

 此外，電信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主導者成本的認定上，必須事先建立完善的成

本會計系統，並要求市場主導者確實填報資料查核，有如歐盟網路接取及互連指

令第 13 條、美國「統一會計科目制度」、澳洲 ACCC「電信業規範會計架構」

之規範。 

 

                                                
184 （1）市內電話・ISDN 基本費、（2）市內電話・ISDN 通話費、（3）公共電話、（4）查號

服務、（5）Mega Data Netz、（6）B Flet’s、（7）Flet’s ADSL、（8）Flet’s ISDN、（9）Flet’s
光 Next、（10）光纖電話。均為 NTT 東西日本所提供的固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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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價格擠壓、套裝服務等反競爭行為的認定方法 

 就本研究所蒐集有關歐盟的資料，在有關價格擠壓的部分，歐盟會員國大

多採取事前管制。在認定方法上，歐盟執委會過去認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

（EEO）較佳，不過各會員國管制機關得視其國內市場環境及管制目標，而採取

不同的檢驗模式。一般而言，成熟市場及管制目標為促進有效競爭者，採合理

效率經營者檢驗（REO）較佳；反之，若係保障 SMP 業者的投資及創新誘因，

則採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為宜。 

以英國 Ofcom 為例，Ofcom 基於促進市場競爭之考量，於反競爭行為之個

案中先進行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若通過 EEO 檢驗，再進行合理效率經營

者檢驗(REO)。 

在成本認定上，歐盟管制機關團體（ERG）的研究認為，應依據不同市場的

特性，而採取不同的認定標準：對於成熟的市場而言，應以歷史成本或實際成

本（current costs）作為衡量利潤的基礎；反之對於快速成長的市場而言，則以長

期增支成本（LRIC）較為恰當。 

在套裝服務部分，進行價格擠壓方面，若管制機關已針對個別的套裝部分產

品（individual bundle product）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檢驗，則對於整體套裝服務

亦將進行事前價格擠壓檢驗。倘若該服務需求大部分是套裝服務的間接需求

（indirect demand），會員國管制機關必須依據現行的管制義務進行套裝服務檢

驗。 

檢驗方式為採取「無補貼法」（subsidy-free），亦即「A 服務的增支成本=AB
套裝服務成本-B 服務之成本」：消費者所支付的是提供服務所產生的增支成

本，且不超過單獨成本。 

澳洲判斷套裝服務之價格擠壓行為仍採設算檢驗法，即批發價格與下游市場

零售價格之價差，是否足以回收零售階段增支成本。然而，套裝服務之設算檢驗

法非單採「總和式」即可，其主要理由及其調整作法如次： 

 該市場較套裝服務所界定市場為窄：設算檢驗時，則剔除非相關服務；即僅

就該市場之服務進行設算檢驗。 

 該市場包含套裝服務及未納入套裝之服務：依套裝服務及未納入套裝服務之

比例，加權其價格及成本。 

 競爭者未提供是項套裝服務者：設算套裝服務與各項個別服務之零售價格之

折扣，以瞭解用戶就套裝服務與競爭者個別服務間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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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外主要先進國家網際網路互連及定價規範 

第一節 前言 

網際網路是個由許多網路形成的開放式通訊網路系統，而這許多網路係由不

同的業者所擁有及營運。因此，為了使終端用戶能夠透過電腦與鄰居或地球另

一端的人通訊，達到無接縫式的網網相連的(universal connectivity)網路系統，這

些大大小小網路之間的互連安排就顯得非常重要。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185之間的互連安排可分

為兩種：對等互連(peering)或轉接服務(transit)。所謂對等互連(peering)，通常指

ISP 業者之間在對等互惠(以免費為原則)186的情況下相互交換訊務流量，而兩者

之間僅交換各自的終端用戶及轉接客戶之終端用戶之訊務流量，並不傳輸訊務

至其他與自己有對等互連之第三者的終端用戶。如下圖所示，ISP A 與 ISP C 對

等互連，故 ISP A 之終端用戶與 ISP C 之終端用戶可彼此交換訊息；ISP B 與 ISP 
C對等互連，故 ISP B之終端用戶與 ISP C之終端用戶亦可彼此交換訊息，但 ISP 
A 之終端用戶與 ISP B 之終端用戶無法透過 ISP C 之網路彼此交換訊息。 

 

 

 

 

 

圖 8：對等互連(Peering) 

 

所謂轉接服務，則是一 ISP 業者付費給提供轉接服務的 ISP 業者，再由提供

轉接服務的 ISP 業者將其訊務傳輸至網際網路上的其他終端用戶。如下圖所

示，ISP A 向 ISP C 購買轉接服務，換言之 ISP A 是 ISP C 的轉接客戶(transit 
customer)，也是 ISP C 的批發客戶(wholesale customer)。因此，ISP A 的終端用

                                                
185 若進一步細分，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可分為提供終端用戶終端

網路連線服務之提供者(Internet Access Provider; IAP)，以及提供骨幹網路之業者(Internet 
Backbone Provider; IBP)。由於國際間許多 IAP 業者與 IBP 業者合併，或相互進入彼此之市

場，或由同一事業集團經營，因此本文之討論不再區分 IAP 業者與 IBP 業者，僅以 ISP 業者通

稱之。 
186 傳統上，對等互連以免費為原則，但近年來付費互連(paid peering)時有所聞。主要是因為部

分 ISP 業者認為自己的規模超過對方，不願再與對方維持對等關係，而要求對方付費。 

ISP A 

ISP C 

ISP B 
對等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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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不但可以與 ISP C 的終端用戶交換訊息，亦可透過 ISP C 與 ISP B 的終端用戶

交換訊息，因為 ISP C 與 ISP B 之間有網路互連。 

 

 

 

 

 

 

 

圖 9：轉接服務(Transit) 

 

許多 ISP 業者採用混合方式進行網路互連，與規模相當之 ISP 業者對等互

連，同時購買其他較大 ISP 業者之轉接服務，如此不但能接取該較大 ISP 業者之

網路，亦能接取與該較大 ISP 業者對等互連之 ISP 業者之網路。一般而言，一個

國家會有數個 ISP 業者僅須彼此對等互連，而不需要購買任何其他 ISP 業者之轉

接服務，這類 ISP 業者被稱為最高等級(top-tier)或第一等級(tier 1)的 ISP 業者。 

在網際網路接取市場及骨幹網路互連市場中，通常 ISP 業者皆會面對一個

矛盾動機(conflicting incentives)，一方面，他們希望彼此合作以便使其終端用戶

能接取最多的網際網路終端用戶及內容供應者。另一方面，他們又在零售市場

及批發市場彼此競爭。ISP A 需要與 ISP B 網路互連，以便使其終端用戶能與

ISP B 之終端用戶通訊，此即為競爭性的網路外部性 (competitive network 
externality)。187 同樣地，此網路互連亦使得 ISP B 之終端用戶能與 ISP A 之終端

用戶通訊。只要雙方一直維持著相對的對等規模(relatively equally sized)，就有

強烈動機促使雙方不管彼此處於競爭狀態而繼續合作下去，因為任何一方單方

面停止互連，都無法保證它將因此而獲利。 

一個 ISP 業者拒絕與其他 ISP 業者對等互連之效果，取決於網際網路互連市

場之競爭程度。在有效競爭市場中，大 ISP 業者基於合法理由拒絕與其他較小

ISP 業者對等互連，但又基於大 ISP 業者間之競爭及網路外部性等原因，願意以

                                                
187 參見 FCC(2000), Michael Kende, Director of Internet Policy Analysis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The Digital Handshake: Connecting Internet Backbones, OPP Working Paper No. 32,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554, September 2000, 
p3. 所謂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係指愈多人使用網路，則此網路對使用者而言也

愈有價值。即愈多人使用的網路，愈有價值。 

ISP A 

ISP C 

ISP B 
轉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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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競爭性之價格提供較小 ISP 業者轉接服務，較小 ISP 業者於是尚能生存與發

展。但若市場中存在一個具市場力量之主導業者，此業者便可能藉由不與較小

ISP 業者對等互連或以高價提供其轉接服務等反競爭行為，而使現存或潛在的競

爭對手處於不利地位，甚至不得不退出市場。 

因此可見，網際網路互連議題對於網際網路市場是否能健全發展影響深

遠，因此如何維持一個充分有效競爭的網際網路互連市場，就成了各國電信主

管機關深切關注的議題。以下分別針對美國、英國、澳洲及韓國等國家進行研

析，希望能獲得一些值得參考的作法與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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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 

一、反競爭行為之損害 

首先，FCC 認為反競爭(Anti-competitive)188行為之評斷標準，主要在於檢視

受評斷行為是否損害消費者，而非損害競爭者。因為損害競爭者之行為不見得

會損害消費者。例如，公司之合併將增進營運效率，進而可能降低零售價格。

此一合併可能損及某競爭者，但若市場中仍存在許多競爭者，則此一合併並非

反競爭行為，因為零售價格之降低將使消費者受益。 

其次，在以消費者權益為優先考量下，FCC 提出具有市場主導力量之業

者，有能力以各種反競爭行為損害消費者。這些方法大致可分為三類：189 

1. 直接任意提高零售價格或降低零售品質 (directly raise retail prices 
and/or reduce retail service quality) 

2. 利用市場力量影響相關市場之競爭狀態(leverage market power into 
related market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competitive) 

3. 拒絕競爭者接取其網路及阻礙競爭者進入核心市場(deny access to its 
network and thus bar entry into its core markets) 

換言之，具市場力量之主導業者能夠運用一些反競爭行為損害公眾利益。

首先，主導業者有能力任意提高或維持高於競爭水平的零售價格。其次，ISP 主

導業者有能力任意停止與較小 ISP 業者之合作，這些拒絕合作之形式包括：拒

絕網路互連、實行價格擠壓(price squeeze)、藉由不提升互連容量而降低互連品

質 (degrading the quality of interconnection by not upgrading the capacity of 
connections)等。190 

當 ISP 主導業者藉由拒絕與較小 ISP 業者網路互連而濫用其市場力量時，較

小 ISP 業者之終端用戶可能因為無法與網際網路上大多數的終端用戶通訊，而

被迫改用 ISP 主導業者之網路，以獲得較大之網路外部性。因此，將造成小者

愈小、大者愈大的扭曲狀況。 

                                                
188 反競爭行為定義為一個(或多個)公司能夠維持獲利價格，而其獲利率高於在競爭市場中的獲

利率。 
189 參見 FCC(2000), Michael Kende, Director of Internet Policy Analysis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The Digital Handshake: Connecting Internet Backbones, OPP Working Paper No. 32,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554, September 2000, 
p7-8. 

190參見 FCC(2000), Michael Kende, Director of Internet Policy Analysis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The Digital Handshake: Connecting Internet Backbones, OPP Working Paper No. 32,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554, September 2000,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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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路服務市場中，「接取主要骨幹網路」仍是「關鍵中間產品」

(essential inputs)，小 ISP 業者藉此「關鍵中間產品」方得與 ISP 主導業者在批發

市場與零售市場競爭。若 ISP 主導業者拒絕與較小 ISP 業者對等互連或提高轉接

服務費用，將擠壓現存競爭對手之生存空間，並阻礙新業者進入市場。最後當

小 ISP 業者皆無法生存後，ISP 主導業者將可再提高零售價格以增加獲利，因而

損害消費者權益。 

ISP 主導業者還可能進行與定價無關之差別待遇(non-price discrimination)，
藉由降低與較小 ISP 業者之網路互連品質，賺取較小 ISP 業者之終端用戶。若主

導業者 ISP A 降低與較小業者 ISP B 之網路互連品質時，ISP B 之終端用戶將受

影響而被迫轉向使用 ISP A 之網路。當然 ISP A 之終端用戶亦會受影響，但若

ISP A 之規模較 ISP B 大很多，則 ISP A 就幾乎不受影響。 

二、美國網際網路市場已達充分有效競爭狀態 

網際網路最早是由美國國防部及聯邦科學委員會主導而發展起來的，隨後

學術界首先加入，當時皆以協商方式達到互連之目的。企業界加入後，即網際

網路商業化初期，美國 ISP 業者依然本於互利精神，在網際網路交換中心

(Internet eXchange; IX)191彼此免費對等互連。經過多年來的整併，直到現在都沒

有任何一家 tier 1 ISP 業者具有市場主導力量，故無任何一家 tier 1 ISP 業者有能

力任意拒絕其他 tier 1 ISP 對等互連之要求，或要求其他 tier 1 ISP 業者購買其轉

接服務。由於網際網路互連協定係經由商業協商完成，各業者基於商業機密皆

未公開互連相關資訊，因此很難精確計算美國 tier 1 ISP 業者之數量。根據 FCC
發布的「2000 年網際網路骨幹市場調查」報告，在美國約有五個 tier 1 ISP 業者，

分別為 Cable & Wireless、WorldCom、 Sprint、AT&T 及 Genuity (前身為 GTE 
Internetworking)。192 因此，可看出美國網際網路市場是一個相當競爭的市場。 

同時，前述市場調查報告指出，並沒有明顯證據顯示 ISP 業者之間的網路

互連安排是反競爭行為(anti-competitive actions)下的產物。因此，網際網路骨幹

市場最好由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商業互動(commercial interactions)來自行運作。故

與其他網路服務提供者不同，ISP 業者並不需受到 FCC 有關網路互連之管制，

反而能夠自行依據互連之成本與利潤決定是否與其他業者互連。換言之，在美

國，ISP 業者之間的互連安排是經由商業協商(commercial negotiations)完成的。 

另外，2001年10月美國審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簡稱GAO)的「網

際網路骨幹市場競爭報告」193指出，在與學者、FCC官員、ISP業者與市話業者

                                                
191 IX 又稱為 Network Access Point(NAP) 
192 參見 FCC(2000), Michael Kende, Director of Internet Policy Analysis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The Digital Handshake: Connecting Internet Backbones, OPP Working Paper No. 32,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554, September 2000, 
p7. 

193  美國所稱之網際網路骨幹市場，即是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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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之後，發現以下證據顯示骨幹網路接取市場已是一個有效競爭之市場。這

些證據包括：194 

 許多 ISP 業者指出，伴隨著全國各地骨幹網路提供者(IBP 業者)的增

加，近年來骨幹網路接取價格有顯著降低。 
 一些代表公司的受訪者表示，雖然 IBP 業者都有提供制式合約，但他

們的公司仍可就合約中重要的條款與 IBP 業者進行協商。 
 一些 ISP 業者表示，各 IBP 業者經常提供他們促鎖方案。 
 一家 ISP 業者表示，許多 IBP 業者正在努力增加其網路傳輸速率與降

低網路傳輸延遲(decrease the latency of transmission)，以改善其市場

競爭力。 
 雖然骨幹網路市場已出現破產與合併之現象，但最近仍有一些新的

IBP 業者進入市場。 
 部份 IBP 業者在提供客戶骨幹網路接取服務時，同時提供獨一無二的

或加值的服務(additional or unique services)，藉此取得其市場利基

(market niches)。 

三、 FCC 避免不必要管制之立場 

多年來，FCC 的一貫政策皆是避免加諸不必要之管制在電腦服務(computer 
services)提供者身上，這些電腦服務提供者依靠電信網路傳輸其服務，但並不提

供電信網路服務。由於美國加值服務市場並未出現具有市場力量之業者，因此

FCC 認為介入該市場之管制是不需要的，而且可能扭曲剛起步的數據市場及阻

礙創新之服務。 

FCC 為落實其電腦服務政策，特別將業務類別分為基本服務(basic services)
及 加 值 服 務 (enhanced services) ， 亦 即 是 1996 年 電 信 法 所 稱 之 電 信 服 務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與資訊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195 基本服務即是

通訊鏈路(communications pathway)之提供，例如電話線。而加值服務則是在通

訊鏈路上所提供的與電腦相關之服務(computer-enhanced offering)，網際網路服

務(Internet services)即是加值服務之一。在美國的加值服務市場中，市場競爭機

                                                
194 參見 GAO(2001), Telecommunic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ternet 

Backbone Market, GAO-02-16, 2001, p17-18. 
195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introduced new provisions referring to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FCC has concluded that these definitions correspond to the 
categories of basic and enhanced services, respectively. The term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means the offering of telecommunications for a fee directly to the public, or to such classes of users 
as to be effectively available directly to the public, regardless of the facilities used.' (see 47. U.S.C. § 
153(46)) The term `information service' means the offering of a capability for generating, acquiring, 
storing, transforming, processing, retrieving, utilizing, or making available information via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cludes electronic publishing, but does not include any use of any such 
capability for the management, control, or operation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or the 
management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see 47. U.S.C. § 1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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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足可確保消費者享有低價及創新之服務，故並不需要電信主管機關介入事

前管制(industry-specific regulations)196。 

四、小結 

首先，判斷市場是否有效競爭之重要決定因素(important determinant)，在於

新業者能否進入市場，以及較小業者是否有發展空間。藉此判斷，主管機關得

以決定是否有必要限制既有較大業者濫用其市場力量之可能性。事實上，在有

效競爭的環境上，拒絕對等互連並不一定會造成進入市場之障礙，只要轉接服

務是在競爭的基礎上被提供的，骨幹網路市場就能維持競爭狀態，較小 ISP 業

者就能進入市場並順利發展。 

其次，較大 ISP 業者可能為避免較小 ISP 業者免費使用其網路，而造成所謂

搭便車(free-riding)現象，因此拒絕與較小 ISP 業者對等互連。在有效競爭市場

中，較大 ISP 業者的拒絕不見得有任何反競爭之意圖，事實上還可能促進競

爭。因為，較小 ISP 業者將努力建設其網路並爭取更多各種不同類型之用戶，

以達到對等互連之標準，這將導致更多具競爭能力的大 ISP 業者的產生。 

 綜上所述，FCC 認為只要互相競爭的最高階 ISP 數量足夠，有效競爭就能

維持，現行網際網路的不管制狀態就不需任何改變。換言之，當一個市場是在

有效競爭之狀態時，管制就可以鬆綁(relaxed)或解除(eliminated)，由市場機制

(market forces)之運作來取代管制。 
 
 
 
 
 
 
 
 
 
 
 
 

                                                
196 參見 FCC(2000), Michael Kende, Director of Internet Policy Analysis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The Digital Handshake: Connecting Internet Backbones, OPP Working Paper No. 32, Office of 
Plans and Policy,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554, September 2000,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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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 197 

一、 LINX 倫敦網際網路交換中心 

英國網際網路市場幾乎以寬頻上網為主，其寬頻普及率如此蓬勃，主要歸

因於活躍且競爭激烈的市場活動，其中尤以零售網際網路服務市場的充分競爭

為主要原因。小型 ISP 業者湧入市場，以各種價格方案提供多元服務，搶攻商

業及個人用戶。除了多元服務搭配優惠價格的多重選擇外，充足而不虞匱乏的

網路容量，確保連網品質之穩定，亦是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主因。而在英國網

際網路市場中，確保穩定之連網品質且網網相連之主要功臣就是「倫敦網際網路

交換中心」(London Internet Exchange, LINX)。 

LINX 的孕育期，始於兩個 ISP 業者 PIPEX198及 UKnet 之間的互連；當時

英國本島內的資料數據傳輸必須跨過大西洋，透過美國的網路交換中心來交

換，為了減少因此而生的高額傳輸費用與網路遲滯，兩業者透過一條 64kbps
的串行式網路（Serial link）來相互連結。之後 Demon Internet199、UKERNA200

（英國學術網路前身），及其他 ISP 業者對於建立類似模式的網路互連也開始

表示高度的興趣。 

LINX 從初期就被定位成一個為全體成員利益而運作的非營利組織，且成

員透過定期的會議來共同管理 LINX。直到今天，這個慣例依舊維持著。因為

存在這樣以成員利益為目的的組織結構，LINX 提供给成員高品質的網路基礎

設施，以及高速、費用合理及有效率的網際網路傳輸服務，並藉此使得 LINX
在高速發展的網際網路產業中持續維持領導地位。 

2003 年，LINX 提出「LINX 無所不在（LINX from Anywhere）」的服務

目標，在硬體設備的使用上，開放給較小的 ISP 業者能夠透過 LINX 會員既有

的網路設施，毋須再自行花費人力、物力在倫敦建立自己的機房設備，即可

在 LINX 取得一個安全且虛擬存在的網路交換機制。 

1. LINX 的發展現況 

                                                
197 有關英國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之管制部分，本研究案之顧問黃郁雯已於 98 年 6 月 18 日發表於

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網際網路互連政策白皮書」初稿發表學術研討會，論文名稱為《英

國網際網路互連市場運作及批發價之管制經驗》。 
198 PIPEX 為英國第一家商業 ISP 業者，2007 年為英國第 6 大規模的 ISP 業者。相關資料參見

PIPEX 官方網站<http://www.pipex.co.uk > (latest review on 06/10/2009) 
199 Demon Internet 為英國最早期的 ISP 業者之一，尤其在是第一家針對撥接上網（dial-up）的用

戶的 ISP 業者。相關資料參見 Demon Internet 官方網站<http://www.demon.net > (latest review on 
06/10/2009) 

200 全名為 United Kingdom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 Association，前身為 JANET，從 1994
年即負責執行英國高等教育網路計劃，管理連結英國國內各大學及研究組織網路，2007 年改

名為 UK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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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草創迄今，LINX 發展已超過 15 年。LINX 的會員，除了國內

主要的 ISP、ICP 業者外，來自於世界各洲的大 ISP、ICP 業者，加入者眾多，

迄今已有 330 個會員201。因為 LINX 屬非營利組織，且在提供網路互連的價格

與品質上擁有相當優勢之市場地位，使 LINX 成為全球最大的網際網路交換中

心之一。 

在互連容量方面，1996 年，LINX 成為全球第一個配置單位連接埠

100MB 網路交換機的網際網路交換中心，並在 2002 年成為第一個使用單位連

接埠達 10GB 乙太網路連結裝置的網路交換中心。而在交換訊務量方面，以

2009 年為例， LINX 最大訊務交換量可達將近 450Gbps ，而其平均交換訊務

量亦已達到 105Gbps。 

自 2004 年開始，LINX 即掌握了英國國內高達 90%以上的網路訊務交換

量202，在 2005 年甚至高達 96%203。即使 LINX 在英國國內及國際市場具有相

當的市場主導地位，但在提供網際網路交換的價格與服務上，鮮少有發生濫

用市場地位的情況204。而且發展至今，LINX 的成立，從因應國內網路業者訊

務交換與連結國外網路的遲滯問題，到積極促進英國網路產業的發展，成果

相當可觀。尤其對於英國國內的 ISP 業者而言，無論其規模大小，皆得以相當

合理且低廉的費用，與各個 ISP 相互交換訊務，達到網網互連的效果。 

同時，英國的地域屬性為島嶼型態，網際網路互連服務若於島內進行，

將可獲得較佳效率與品質之網路訊務交換，是以對於 LINX 現況之發展成效應

非意外。惟值得注意者係 LINX 之會員運作方式與非營利組織之屬性，應為其

成功發揮功能且少有影響市場競爭之關鍵，非常值得我國建置改善公共網路

交換中心之參考。 

2. LINX 的服務與收費 

LINX 採會員制，其服務只對 LINX 會員開放。除了提供基本網際網路互

連服務外，會員亦可免費獲得進出某一特定網路訊務流量之相關資訊，對於

ISP 業者規劃互連政策及佈局極為有用。LINX 不但在運作與服務項目上力求

有效，更致力於簡化互連費與會員費，使會員得依個別需求選擇所需之互連

                                                
201 London Internet Exchange ,Member List of LINX, Updated on 2009. available at < 

https://www.linx.net/about/memberlist.html > (latest review on 04/05/2009). 
202 Graeme Wearden,UK's Internet link with America boosted, ZDNet.co.uk, Published on 16 April 

2004. available at < http://news.zdnet.co.uk/communications/0,1000000085,39152274,00.htm > 
(latest review on 04/05/2009).  

203 London Internet Exchange, LINX further strengthens UK Internet, First Release on 29 November 
2005. available at < https://www.linx.net/publicity/2005releases/pr2005-19.html > (latest review on 
04/05/2009). 

204 Different Opinion, See D'Ignazio, Alessio and Giovannetti, Emanuele,'Unfair' Discrimination in 
Two-sided Peering? Evidence from LINX(January 2006).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880077>(latest review on 04/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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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根據 LINX 現行作業，會員可透過連接 LINX 機房設備，自行選擇所欲

交換之訊務流量。現行服務分為 100Mbit、1Gbit 及 10Gbit 三類，分別取價。 

LINX 服務費之訂定由每年召開之會員大會決定，收取之服務費包括基本

的會員年費及連接埠接取費。205另外，會員加入或退出 LINX 皆需另行繳納一

筆設定費，根據所連接之纜線種類及連結地點有不同之取價。2009 年之會員

年費定價為 2,250 英鎊 (約 NT$ 122,500)206 。下表為 2009 年 LINX 多方互連

連接埠收費價格參考：207 

表 21：英國 LINX 公共互連連接埠收費價格 

連接埠接取月租費 

連接埠

容量 
使用 Brocade 交換

機系統區域網路 
使用 Extreme 交換

機系統區域網路 
備註 

100Mbit 
160 英鎊 (約新

台幣 8,000 元) 
160 英鎊  (約新台

幣 8,000 元) 

若會員在主要互連 LAN 上

已取得單一連接埠，則就第

二條互連 LAN 可享有免費

介接 100Mbps 連接埠之優

惠。 

1Gbit 
445英鎊 (約新台幣

22,250 元) 
335 英鎊  (約新台

幣 16,750 元) 
  

10Gbit 
1665 英鎊 (約新台

幣 83,250 元) 
1250 英鎊 (約新台

幣 62,500 元) 
  

註：以月計費208 
資料來源：英國倫敦網際網路交換中心(London Internet Exchange, LINX) 

 

3. BT 在 LINX 之運作 

基本上，當 ISP 業者加入 LINX 會員後，即可取得利用 LINX 設備來交換

訊務流量之權利，但仍須透過商業協商方式與其他會員協議訂定雙方所需之

訊務頻寬及條件。以英國國內最大寬頻網路業者英國電信公司(BT)為例， BT

                                                
205 有關 LINX 服務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可參考 LINX 網站 Fee Schedule and Service Definition 部分, 

available at < https://www.linx.net/govern/servicesfees.html >  (latest review on 02/05/2009) 
206 詳情參見 LINX Installation Fee < https://www.linx.net/govern/installfees.html > (latest review on 

02/05/2009). 
207連接 1Gbite 及 10Gbite 之所以會出現不同取價，主要是為了鼓勵會員同時使用 LINX 所提供的

兩種網路交換機系統 (Brocade based Network 以及 Extreme based Network)。 
208為便於與我國業者做比較，此部分表格之匯率，以英鎊對新台幣 1：50 換算，惟實際價格仍

以英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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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X 中有多套 IP 網路連結全球之網際網路，其中兩套 IP 網路分別處理連

結英國國內網際網路及連接歐洲網際網路之互連訊務。此兩套網路皆連接進

駐於 LINX 機房，BT 除須給付 LINX 會員費及連接埠費用外，仍須與其他會員

協商互連事宜。為便捷省事，若會員同意採行「開放互連政策」 (open peering 
policy)，則一旦與 LINX 路由伺服器互連，將自動與其他同樣採行開放互連政

策之會員互連，省卻一一協商之麻煩。由於會員於 LINX 中可享有免費互連，

故 BT 對於在 LINX 中之訊務交換並不收取亦毋需給付互連費用。就現況運作

而言，BT 在 LINX 中購置 6 座 10 GigE 的連接埠，提供英國國內網路交換訊務

達 60Gbit；另外 BT 則在 LINX 中購置 1 座 10 GigE 的連接埠，提供交換歐洲

網路訊務達 10Gbit。209 除了於 LINX 中之免費互連外，BT 傾向將最大宗的訊

務交換透過雙方互連方式進行，但仍維持充份適足之訊務頻寬於 LINX 中供作

交換。 

另外，在雙方互連作業上，BT 的 Transit 定價係根據轉接訊務量及轉接期

間長短而定。以「最低價/大量訊務/長期」(cheapest/ large quantity/long term)之
轉接服務為例，預期將收取每月 3-4 歐元/M 之費率(約合新台幣 132.9-177.2 元

/M)，若為「較貴/較小訊務量/較短期之轉接服務」則可能收取每月 15-20 歐元

/M 之費率(約合新台幣 664.5-886 元/M)。對於大部分大宗的轉接服務，BT 均

會先訂定一基本轉接訊務量，依基本轉接價格收費；超過此基本訊務量之部

分，則依超出之用量計價。例如約定 2G 為基本訊務量，此部分以每月

USD$10/Mbps 收費，超出 2G 之訊務量，另約定依每月 USD$11/M bps 收費，

則 對 使 用 高 達 3.4G 之 用 戶 ， 其 當 月 網 路 互 連 費 則 為

2000*(USD$10)+1400*(USD$11)= USD$35400。 

目前英國的 Transit 價格皆由業者自行協商決定，Ofcom 對此並不管制，

亦無價格上限(price cap)規範。此市場中不存在具有『相當市場力』(SMP)之優

勢業者，據了解，BT 未曾遭到有關 Transit 轉接服務之抱怨，亦未有與其他業

者間爆發爭議而提送 Ofcom 之前例。210  下表整理最新蒐集的英國 Transit 價

格供參，由各家表列價格之差異可見英國 IP 網路市場存在相當之價格選擇與

競爭。 

 

 

                                                
209 資料來源來自筆者詢訪 BT 全球服務部，商業、法律暨法規處主任—Phil Stubbington, Head of 

Commercial, Legal and Regulatory, BT Global Service. (資料提供於 2009 年 5 月 27 日)  
210 此部分資料來自詢訪 Phil Stubbington ( BT 全球服務部，商業、法律暨法規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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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英國 IP Transit 價格參考表211 (2009) 

英國 IP Transit 服務業者 Monthly Fee / Mbps  

Aexiomus Ltd £20（約 NTD$994）212 

British Telecom ( BT) €20（約 NTD$886）213 
Bytemark Hoting £50（約 NTD$2485）214 
Gravity Internet £19（約 NTD$944）215 
Kewlio.net Ltd £60（約 NTD$2982）216 
MelbourneNetworkSolutions Ltd £45（約 NTD$2236）217 

資料來源: 本研究蒐集自製 

在英國，由於LINX運作相當成功，不但囊括了英國國內90%以上之交換

流量，會員間網際網路互連爭議案件少，且互連價格及接取 LINX 之費用又逐

年下降，整體趨向以配合發展網際網路產業之未來應用與商機為優先目的，

故在作法上係以提升網路互連容量，降低網路互連障礙與成本為優先考量。

這種由功能完善、成效顯著的公共交換中心領導網際網路互連之模式，不但

節省各級 ISP 間相互協商之交易成本，更使英國網際網路互連效益達到令人稱

羨之地步。 

二、英國網際網路互連服務之管制 

1. 朝向解除管制之原則 

關於價格管制, 英國主管機關向來只針對具有市場主導力之業者 (BT 及 
Kingston in Hull) 進行零售及批發價格管制。1984 年由 Professor S. Littlechild

                                                
211 本研究企圖蒐集英國 LINX 會員 ISP 之轉接費率，但基於各家 ISP 之轉接與付費互連費率均

屬非公開之商業機密，可取得之資訊有限，故無法提供全面的資訊。表列數據係根據可取得

之網站資訊匯整而得。本表以英國 2008 至製表日期 (15 May 2009) 之期間，可取得之最新價

格者為比較對象，惟英國業者所提供之 IP Transit 服務非皆以單位流量（Mb）計價，視客戶需

求作不同計價設計，在需求流量大或長期服務者，皆可享有更低的價格。此表格採以業者提

供價格最高者為比較，以強調我國目前此部分價格之不合理。 
212 Aexiomus Ltd, IP TRANSIT ORDER FORM, available at  

<http://www.cyberstrider.net/legal/Aexiomus-OF-20080701-offline.pdf>(latest review on 
05/17/2009) 

213 由於公司政策因素，英國電信公司並無公開價目表(Price List)，此部分價格為實際詢問英國

電信公司之相關部門所得之者，取其最高價格為比較對象。 
214 Bytemark Hoting, Price List, available at <http://www.bytemark.co.uk/hosting/pricing>(latest 

review on 05/17/2009) 
215 Gravity Internet, Complete Price List, available at <http://www.gravity.net.uk/pricelist.pdf>(latest 

review on 05/17/2009)  
216 Kewlio.net Ltd, Extended Price List, available at 

<http://www.kewlio.net/kewlio.net-extended-pricing.k>(latest review on 05/17/2009)  
217 Melbourne Network Solutions Ltd, Internet Connectivity (IP Transit), available at 

<http://www.melbourne.co.uk/iptransit.htm>(latest review on 05/1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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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之"RPI-X 價格上限管制法"也是針對 BT 而設計的價格管制規範。而近

年來 Ofcom 也基於市場調查結果，肯定英國的電信零售市場已發展出相當程

度之有效競爭，故決定於 2006 年 7 月底解除對 BT 的零售價格管制。英國目

前僅剩批發價格管制(wholesale price control)，且亦隨市場調查分析的結果，

逐步朝向解除管制目標調整。 

2. 歐盟「接取互連指令」 

依歐盟「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 ECN)之定

義，網際網路屬於「公眾電子通訊網路」(Public ECN)。因此，在現行歐盟「電

子通訊管制架構」218下，英國的網際網路業者皆受制於此規範。換言之，ISP
業者及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X)皆屬於「公眾電子通訊網路提供者」(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vider, PCNP)，故 ISP 業者及 IX 皆需受

「歐盟接取及互連指令」之規範。根據此指令，任一公眾電子通訊網路提供者

皆須與歐盟境內其他任何公眾電子通訊網路業者協商互連作業事宜。此外，

若 ISP 業者及 IX 為具市場力量之市場主導者(SMP)，則尚須符合網路互連資訊

透 明 化 （ Transparency） 、 無 差 別 待 遇 （ Non-discrimination） 、 會 計 分 離

（Accounting separation），以及成本計價(cost-based pricing)等義務。219 

                                                
218 The New EU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Framework (2003 發布), 包括一系列的「電

子通訊網路整體架構指令」、「授權指令」、「接取互連指令」、「普及服務指令」及「隱私

權指令」。  
219 Directive 2002/19/EC, (Directive of Access and Interconnection) <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2:108:0007:0020:EN:PDF >, EU 
Directive of Acc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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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洲 

一、澳洲電信法相關規範 

根據澳洲 1997 年電信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規定，網路機線設

備 (network units)之載具提供者 (carrier)，需取得執照(carrier license)方得提供

服務。而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包括傳輸服務提供者(carriage service 
provider)及內容服務提供者(content service provider)則不須要申請任何執照。同

時，載具提供者具有互連義務，但服務提供者則未被明確要求具網路互連之義

務。220 

其次，根據澳洲 1974 年交易行為法(Trade Practices Act 1974)§152AL規定，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以下

簡稱 ACCC)得依 1997 年電信法 Part 25 規定之公開諮詢程序，評估是否符合終

端用戶之長期利益(Long Term Interest of End-users; LTIE)後，將適格服務

(eligible service)列為宣告服務(declared service)。221 

適格服務一旦被「宣告」後，該類服務提供者在服務需求者之要求下提供服

務時，必須採取所有合理之措施，以確保在技術及營運方面之服務品質與提供

給它自己之服務品質是相當的，即所謂的無差別待遇。222 同時，宣告服務必須

遵守§152AR 有關「標準接續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之規定，以確保

服務提供者能取得提供終端用戶服務時所需之「中間產品」(inputs)。接續之條

件雖經由商業協商完成，但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時，任何一方得請求 ACCC 為爭

議之仲裁。 

在澳洲，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屬於傳輸服務(carriage service)之一種，而傳輸

服務即是適格服務之一，故得被列為為宣告服務。一旦網際網路互連服務被列

為宣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互連服務之載具提供者和傳輸服務提供者就必須遵

守前述「標準接續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之相關規定。 

二、網際網路市場競爭概況 

在澳洲，網際網路係由四個主要的骨幹網路所組成，這四個骨幹網路涵蓋

相似的地理區域與人口覆蓋範圍。這些骨幹網路在各自的網路介接點上互連，
                                                
220 參見王郁琦、王明禮主持研究，《網際網路互連與計價機制》，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委託，93 年 8 月，頁 30。 
221 參見 ACCC (2004), Final Report on whether or not an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service should be 

declared under Part XIC of 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Cth), December 2004.本章節有關澳洲部

分沒有明確註明出處者，主要引用自本報告。 另外，1974 年交易行為法(Trade Practices Act 
1974)§152AL 明訂 Eligible service 為(a) a listed carriage servi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 or (b) a service that facilitates the supply of a listed carriage servi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at Act); where the service is supplied, or is capable of being supplied, by a 
carrier or a carriage service provider (whether to itself or to other persons). 

222 參見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Section 152A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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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競爭環境，使得較小的網路得以自由地選擇骨幹網路連接至全球的網際

網路。223但是，當 ISP 業者開始營運後，是否能成功擴展其網路及用戶數仍將

受下列因素限制。 

 網路所具備之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使較大 ISP 業者具有較佳

服務品質及較大談判實力(bargaining power)之優勢。 
 為增進服務品質，必須直接與較大 ISP 業者互連，將使較大 ISP 業者

藉機收取較高之網際網路互連費用。 
 無法成為適格的 ISP 業者，與競爭公告(competition notices)中所列的

ISP 業者完成互連安排。 

為克服上述限制因素，較小的 ISP 業者可以有一些其他選擇。例如：藉由

吸引內容服務提供者或增加用戶數以聚集流量，與多家 ISP 業者互連以減少對

任何 ISP 業者的依賴，或經由替代路徑或間接路徑傳輸及接收較大 ISP 業者之流

量以避免高額的網路互連費用。 

然而，一方面較小 ISP 業者與較大 ISP 業者在上游批發互連市場及下游零售

市場皆處於直接競爭狀態，另一方面較小 ISP 業者因為需付給較大 ISP 業者轉接

費(transit fees)而墊高其服務成本。因此，較小 ISP 業者將失去吸引下游內容服

務提供者、終端用戶及其他 ISP 業者採用其服務之能力。 

雖然在競爭市場中存在著上述不平衡的談判實力(bargaining power)，但在

澳洲市場中卻未出現大業者比小業者取得較低網路互連費用之情況，導致

ACCC 懷疑市場中可能尚存有其他可選用的市場力量(selective use of market 
power)。 

另外，由於網際網路互連市場具有大 ISP 業者之營收來源是小 ISP 業者之成

本的特性，因此 ACCC 認為大 ISP 業者除了獲取獨占收入外，並順便免費享有

(free-riding)小 ISP 的網路投資。所有主要的 ISP 業者將垂直整合上下游市場，導

致他們有能力操弄各種服務的定價策略而影響市場的競爭狀態。 

但是當 ACCC 擔心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及相關下游市場的競爭狀況時，卻無

法獲得足夠廣泛的資料，以便就這些市場的競爭狀況下決定性判斷。 

三、公開諮詢與 LTIE 評估224 

由於 2001 年初，ACCC 陸續收到較小 ISP 業者對 Tier 1 ISP 業者(澳洲的前

四 大 ISP 業 者  ─ Telstra 、 Optus 、 connect.com.au(AAPT) 、

Worldcom/UUNET(OzEmail)) 之抱怨，指控 Tier 1 ISP 業者使用他們的網路時，

                                                
223 參見 ACCC (2000),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Factors affecting commercial arrangements between 

network operators in Australia, Discussion Paper, 17 February 2000, p xii. 
224 ACCC (2004), Final Report on whether or not an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service should be 

declared under Part XIC of 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Cth), Dec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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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付任何費用，但 Tier 1 ISP 業者卻向他們收取網路互連費，而且所收取的費

用明顯遠高於網際網路的成本，已經扭曲了市場競爭機制。225 於是，在通信暨

資訊技術與文藝部(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DCITA)要求下，ACCC 於 2003 年 4 日提出公開諮詢文件，討論及評估

是否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列為宣告服務。完成公開諮詢程序及評估後，ACCC
於 2004 年 12 月發布結論報告(Final Report)，報告中並未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列

為宣告服務。該報告之重點簡述如下： 

ACCC 所要評估的是「宣告」(declaration)是否會促進終端用戶的長期利益

(LTIE)、ISP 合法的商業利益，以及提供相關服務的技術可行性。其中，LTIE
評估包括「宣告」是否 

 促進電信市場之競爭； 
 完 成 任 何 終 端 用 戶 到 任 何 終 端 用 戶 之 間 的 互 通 (any-to-any 

connectivity)； 
 鼓勵電信基礎建設之投資與經濟上之有效使用(economically efficient 

use)。 

首先，ACCC 無法獲得足夠的資訊，評估「宣告」可能或不可能促進競爭到

何種程度。資訊的缺乏亦使得 ACCC 無法確認提供轉接服務之 ISP 業者的成本

優勢，如何在下游市場中削減需要轉接之 ISP 業者之競爭能力。缺乏此資訊，

ACCC 將無法確認「宣告」是否能夠確保下游市場終端用戶之權益，以及確保到

什麼樣的程度。且網際網路中任何終端用戶間之互通是經由第三者網路之互連

而完成的，ACCC 認為「宣告」並不太可能影響任何終端用戶間互通之完成。 

其次，ACCC 認為，現行網際網路互連安排將使得較小 ISP 業者為了節

省轉接費用，在某種程度上繞過較大 ISP 業者之網路，而可能造成傳輸容

量在使用上的無效率。但是 ACCC 無法取得足夠的訊務流量(traffic flows)
及網路容量(network capacities)資訊，因此無法評估「宣告」是否能夠鼓勵

電信基礎建設之投資與有效使用。 

綜上所述，ACCC 認為目前不需要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列為宣告服務。雖

然 ACCC 嚴重關切市場力量之濫用將限制市場之競爭狀況，但經驗資料之缺乏

使得 ACCC 無法判斷現行的互連安排是否真正反映提供互連之成本及價值。因

此，ACCC 無法確定「宣告」將符合終端用戶之長期利益(LTIE)。 

由於現行網際網路互連服務之提供係在競爭環境下經由雙方之商業協定完

成，ACCC 認為再也沒有比公平公開的互連安排更能獲致合法的商業利益了，

因此，並未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列為宣告服務。另外，為確保市場機制能有效

                                                
225 ACCC (2003), Discussion Paper examining whether an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service should be 

declared under Part XIC of 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April 2003,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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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作用，ACCC 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包括：委託網路交換中心(Internet 
eXchanges; IXs)進行互連、使用「競爭通告」(competition notices)，或引進監督

機制(monitoring regime)，但每一種方法皆有其問題。ACCC 綜合各種考量因素

後，認為建立監督機制是最適當之方法，因為它能及時發現與處理任何市場力

量之濫用。因此，ACCC 乃發布「紀錄保存規定」(Record Keeping Rule; RKR)
及「資訊揭露指令」(Disclosure Direction)，以持續積極監督並增進市場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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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韓國226 

一、韓國網際網路互連市場概況 

依據 Asia Pacific Telecommunity 的研究報告，韓國 ISP 業者的個數在 2001
年 12 月達到高峰，共 99 個 ISP 業者，之後便逐漸減少，2003 年 12 日僅剩下 78
個 ISP 業者。其中 KT 及 Dacom 是最大的兩個 ISP 業者，提供全國各地區終端

用戶網際網路接取服務。KT 及 Dacom 也提供 IX(Internet eXchange)服務，分別

稱為 KTIX 及 DIX。另外，還有一個非營利 IX(KIX)及營利 IX(KINX)。其中，

KIX 隸屬於國家電腦化機構(National Computerization Agency)，除了與 KT、

Dacom 及 KINX 互連外，亦與非營利網路(如國家高速網路及地方性高速網路)
互連。 

KINX 採會員制，其會員皆是 ISP 業者，KINX 提供實體空間使得其會員之

網路得以互連(KT(DIX)及 Dacom(KTIX)除外)。KT(DIX)及 Dacom(KTIX)彼此等

對互連，KT(DIX)及 Dacom(KTIX)及 KINX 則在 KIX 對等互連。KT(DIX)、
Dacom(KTIX)及 Hanaro Telecom (HIX)等最高等級 ISP 再提供其他較小之 ISP 轉

接服務，以達到網網互連之效果。 

未來，由於 ISP 業者之數量不太可能增加，且網際網路互連費用亦有持續

調降之趨勢，故韓國網際網路互連市場將不會超過韓幣 400 億元(KRW 40 
billion)，約新台幣 11.4 億元(以當時台幣對韓幣匯率 1:35 換算)。 

二、韓國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不公平競爭議題 

相較於其他電信市場，雖然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之規模較小，但因為網際網

路互連為無縫式網際網路服務之必要條件，故該市場之競爭狀況卻與其他較大

規模市場之競爭一樣激烈。長期以來，許多 ISP 業者曾向主管機關抱怨主要業

者(KTIX 及 DIX)的不公平競爭行為，這些行為分為下列形式。 

1. 拒絕對等互連(Refusal to Peer)  

KTIX 及 DIX 拒絕與 HIX、KINX，以及其他一般 ISP 業者進行對等互連，

僅將他們視為一般用戶，並要求他們購買轉接服務(transit services)。KTIX 及

DIX 直到 2003 年才同意與 HIX 對等互連。 

KTIX 及 DIX 認為：在規模及訊務流量相當的經營者之間才具備所謂免費互

連之條件，而此係為促進網際網路發展之動力，最終並將使得所有終端用戶受

益。但另一方面，其他 ISP 業者指控 KT 及 Dacom 企圖以拒絕對等互連及強迫

                                                
226 Soo Cheon Kweon / Moon-Soo Kim, Asia Pacific Telecommunity, APT Study Groups (Study 

Cycle 2003 - 2005), THE FINAL REPORT OF SQ2.8, ALTERNATIVE SETTLEMENT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APT COUNTRIES: A PILOT STUDY, 
Approved at The 26th APT Study Groups Meeting (25-28 July 2006), p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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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轉接服務等方式，增加 ISP 業者之營運成本，並阻礙新 ISP 業者或 IX 進入

市場。 

對於 ISP業者之指控，KT 及Dacom則回應：允許小 ISP業者與 KT 及Dacom
對等互連，將使得小 ISP 業者免費使用(free ride)大 ISP 業者之網路，並降低網際

網路骨幹網路之投資意願，如此導致市場之失敗，最後並將損害網際網路產業

之發展。 

2. 故意在互連能量之升級上扯後腿(Intentional Foot-dragging 
with Connection Capacity Upgrade) 

據稱，KT 及 Dacom 拒絕其他 ISP 業者提升網際網路互連電路之要求，或故

意造成延遲，以取得互連協商之優勢地位。簡言之，其他 ISP 業者指控 KT 及

Dacom 藉由任意降低競爭對手之網路品質以獲得談判力量，並贏取更多的網際

網路用戶。 

3. 套裝服務(Bundling)  

KT 及 Dacom 所訂之轉接費用，包括專線費用(dedicated circuit charges)及
20%電路費用(20% of circuit charge)。因此，其他 ISP 業者指控 KT 及 Dacom 強

迫其轉接服務之客戶購買其專線電路。這種搭售使得轉接用戶(transit clients)無
法自由選擇專線電路之提供者，並使得轉接服務本身的真正費用無法計算清

楚，轉接用戶被迫不情願地付出超額的轉接費用。 

4. 在轉接服務中限制路由之完整性  (Restrictions on Full 
Routing for Transit Services) 

藉由技術性過濾方法，KT 及 Dacom僅轉接其轉接客戶之直接終端用戶之訊

務流量，但卻限制來自於其轉接客戶下層 ISP 之訊務流量。經過協商之後，KT
及 Dacom 才提供 Hanaro Telecom 或 ENP (formerly GNG)完整的轉接服務(full 
transit service)。 

但是，KT 及 Dacom所提供的完整轉接服務是需要額外付費的，這兩個主導

業者藉此壓制完整轉接服務之需求，並迫使 ISP 業者必須直接購買其轉接服

務，其最終目的在於阻礙 ISP 業者相互結合成一個較大之經營者。 

另一方面，若這類完整轉接服務之價格非常便宜或完全免費，將使網路擁

塞之現象更加惡化，導致網路品質的下降。因此，完整轉接服務價格之合理化

是非常重要的。 

5. 網 路 互 連 協 定 不 夠 透 明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Interconnection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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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亦來自於網際網路互連協定相關資訊之缺乏，包括互連條件

(terms of connection)及套裝訂價(bundled pricing)。 

6. 聯合壟斷(Collusion)  

主導業者 KT 及 Dacom 就其互連協定相互協商，企圖彼此聯合，從市場中

獲得不當利益。 

三、韓國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之管制 

由於韓國大多數 ISP 業者不斷向主管機關抱怨 KT 及 Dacom 二大電信業者

在韓國網際網路互連上的諸多不公平待遇，例如拒絕對等互連、故意在互連能

量之升級上扯後腿、搭售、網際網路互連協定不夠透明等。為解決這些 ISP 業

者 所 抱 怨 之 不 公 平 行 為 ， 由 資 訊 通 信 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為首的政府機關已持續數年積極針對網際網路互連管理問題進

行檢討與改善。 

2001 年 11 月，資訊通信部網際網路政策局(Internet Policy Bureau)公佈網際

網路升級計劃(internet network upgrade plan)，其中包含 ISP 間公平競爭之建議，

以及網際網路交換中心(IX)之互連原則。同年 12 月，Hanaro Telecom 要求與 
KTIX 對等互連，但因 KT 認為 Hanaro Telecom 並未符合其對等互連之標準而未

達成協定。 

之後，網際網路政策局(Internet Policy Bureau)於 2002 年 4 月主導成立網際

網路交換中心委員會(IX commission)，解決網際網路互連議題，並針對業者間

之爭議進行仲裁，但該委員會最終並未成功。2002 年 7 月，Hanaro Telecom 終

於和 KT 達成互連協定(仍為轉接互連(transit connection))，並得於 2004 年開始建

置自己的連接電路。 

同時，資訊通信部競爭政策局(Competition Policy Bureau)於 2002 年 10 月亦

開始尋求改善網際網路互連之可能性，並於 2003 年 4 月成立由 ISP 業者參與組

成的「工作小組」(taskforce)，進行網際網路互連相關議題之研究分析，包括對

等互連(peering)及互連費率(connection prices)等。 

資訊通信部進一步於 2004 年 6 月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指定為「公共通訊服

務」(common communications service)，強制擁有網際網路骨幹網路的電信業者滿

足 ISP 業者互連之需求。 

經過包含政府與業者共同參與的調整程序，資訊通信部接著在 2005 年 1 月

修訂完成的「網際網路互連通知」(Internet Connection Notice)中，將數據網路互

連納入網際網路互連範疇中，並增加「要求公開網際網路互連條件」、「計費準

則」、「互連費拆帳準則」三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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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公 開網 際網 路互 連條件 (requirement of disclosure of Internet 
connection terms)：為促進網際網路互連協議之透明化，網際網路互

連服務提供者有義務公開與互連相關之條件，這些條件必須符合公平

合理之原則，同時亦必須揭露提供者本身網際網路的營運狀況。要求

公開之具體細節包括：網路大小(size of network)、用戶數(number of 
subscribers) 、 流 量 交 換 比 例 (traffic exchange ratio) 、 網 路 介 接 點

(interconnection or exchange points)，以及路由原則(routing principles)
等。 

 計費準則(pricing guidelines)：「網際網路互連通知」規定接續費用計

算必須依成本計價(cost-based)，並且建議互連雙方能經由協商獲致雙

方皆滿意之收費方式。為解決搭售等不公平問題，該通知規定網際網

路骨幹提供者(IBPs)必須提供兩種計價方式，讓客戶可以有不同選

擇 。 此 兩 種 計 價 方 式 為 ： 連 線 電 路 費 用 (charges on connection 
circuits)、可合併或分開計算之互連費用(connection charges priced 
together or separately)。 

 互連費拆帳準則(guidelines on connection fee settlement)：「網際網路互

連通知」建議同等級(tier)ISP 業者之間採用免費互連(settlement-free)，
不同等級(tier)ISP 業者間才採用付費互連，須進行拆帳。 

韓國政府充分了解網際網路互連爭議存在的必然性，同時也理解不同等級

的業者之間必須收取或支付網路互連費用或轉接費用之情況。但是當市場出現

諸如資訊不公開、差別待遇或搭售等不公平或反競爭行為時，政府的管制介入

(regulatory intervention)就有必要，用以改善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之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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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章結論 

在建置公平有效競爭環境方面，每個國家皆有值得參考的作法與思考方

向，以下針對各個國家比較值得借鏡之處歸納如下： 

美國 FCC 認為只要互相競爭的最高階 ISP 業者數量足夠，有效競爭就能維

持，現行網際網路的不管制狀態就不需任何改變。換言之，當一個市場是在有

效競爭之狀態時，管制就可以鬆綁或解除，由市場機制之自行運作來取代管

制。FCC 除了表明避免不必要管制之堅定立場外，在網際網路互連市場已經充

分競爭的情況下，仍明確地以具體的檢視標準定期檢討網際網路互連市場的競

爭程度。另外，FCC 判斷一個反競爭行為之標準，主要在於檢視受評斷行為是

否損害消費者，而非損害競爭者。並且歸結出具市場力量之主導業者所運用的

損害公眾利益的反競爭行為包括：拒絕網路互連、實行價格擠壓、藉由不提升

互連容量而降低互連品質等。 

在歐洲，依歐盟「電子通訊網路」(ECN)之定義，網際網路服務屬於「公眾

電子通訊網路」(Public ECN)。因此，ISP 業者及 IX 皆需受「歐盟接取及互連指

令」之規範。若 ISP 業者及 IX 為具市場力量之市場主導者(SMP)，則尚須符合

網路互連資訊透明化、無差別待遇、會計分離，以及成本計價等義務。 

在英國，90%以上的網際網路訊務交換流量在網際網路交換中心 LINX 進

行，會員間網際網路互連爭議案件少，互連價格及接取 LINX 之費用又逐年下

降，運作相當成功。LINX 的成立，從因應國內網路業者訊務交換與連結國外網

路的遲滯問題，到積極促進英國網路產業的發展，成果相當可觀。尤其對於英

國國內的 ISP 業者而言，無論其規模大小，皆得以相當合理且低廉的費用，與

各個 ISP 業者在 LINX 相互交換訊務，達到網網互連的效果。而且，英國與我國

一樣屬於島嶼型態，島內的網路訊務交換是取得最佳效率與品質的方法，故互

連服務應於島內進行為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LINX 屬非營利組織、會員制

運作方式，以及盡量降低網路互連障礙與成本為優先考量等，應為其成功發揮

功能且維持市場有效競爭之關鍵。 

在澳洲，ACCC 在考慮是否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列為宣告服務時，係以終

端用戶之長期利益(LTIE)為考量。雖然 ACCC 嚴重關切是否有市場力量之濫

用，但由於缺乏相關佐證資料，因此 ACCC 無法判斷現行的互連安排是否真正

反映提供互連之成本及價值，而未將網際網路互連服務列為必須遵守「標準接續

義務」之宣告服務。雖然，網際網路互連服務不需要事前管制，但 ACCC 為確

保市場機制能有效發揮作用，乃建立監督機制，期能及時發現與處理任何市場

力量之濫用。而且 ACCC 為取得必要之資料，發布「紀錄保存規定」(Record 
Keeping Rule; RKR)及「資訊揭露指令」(Disclosure Direction)，以持續積極監督

並增進市場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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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韓國政府充分了解網際網路互連爭議存在的必然性，同時也理解不

同等級的業者之間必須收取或支付網路互連費用或轉接費用之情況。但是當市

場出現諸如資訊不公開、差別待遇或搭售等不公平或反競爭行為時，政府的管

制介入(regulatory intervention)就有必要，以改善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不公平競爭

之狀況。因此，為解決 ISP 業者抱怨 KT 及 Dacom 在網際網路互連服務上的諸

多不公平待遇，在經過數年之檢討後，資訊通信部終於在 2004 年 6 月將網際網

路互連服務指定為「公共通訊服務」，強制擁有網際網路骨幹網路的電信業者必

須滿足 ISP 業者互連之需求。接著在 2005 年 1 月修訂完成「網際網路互連通

知」，將數據網路互連納入網際網路互連範疇中，並增加「要求公開網際網路互

連條件」、「計費準則」、「互連費拆帳準則」三項內容。 

綜上所述，大多數主管機關在考量是否介入事前管制時，主要原則皆在

於：若市場競爭機制已足可確保消費者享有低價及創新之服務，就不需要電信

主管機關介入事前管制，而僅需維持低度的事後管制即可。因此，美國、英

國、澳洲、韓國等皆會定期舉行市場調查，檢討市場中是否存在市場主導者從

事反競爭行為，再決定是否介入事前管制。換言之，低度管制的必要條件是市

場中不存在市場主導者從事反競爭行為。 

這些國家在檢討後都發現，在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中存在著數量足夠的相互

競爭的 ISP 業者，維持一定的平衡與有效競爭，沒有任何一個 ISP 業者能夠在網

路互連安排中從事反競爭行為。因此，在這些國家中，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主要

皆由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商業協商來自行運作，除非必要主管機關並不介入事前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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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國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規範及

實務 

第一節 我國電信市場之競爭現況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名單既

其業務表顯示，截至 2008 年 12 月底，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共計 91 家，分別

經營固網通信網路業務、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以及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共發出 111
張執照(表 15 固定通信網路業務中，綜合網路業務經營者（以下簡稱固網業者）

包括中華電信公司、台灣固網公司、亞太電信公司、新世紀資通等 4 家，國際

網路業務經營者有和宇寬頻網路 1 家，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為威達超舜電信多

媒體 1 家，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以下簡稱電路出租業者）計

有 64 家；行動通信網路業務部份，行動電話(2G)業務經營者計有中華電信227、

台灣大哥大228、和信電訊、遠傳電信229等 4 家；第三代行動通信(3G)業務經營

者計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威寶電信、遠傳電信等 5 家。根據

通傳會資料顯示，行動電話用戶數至 2008 年年底達 2540 萬戶，手機門號人口普

及率為 110%，也就是說每 100 位台灣民眾就持有 110 個手機門號。 

表 23：我國電信市場業務型態與執照數 

事業分類 業務型態 執照數 小計 總計 

綜合網路業務 4 

電路出租業務 國際海纜電路 4 

電路出租業務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

電路 
64 

國際網路業務 1 

固定通信 

市內網路業務 2 

75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 1 

行動電話業務（2G） 8 

第一類 

電信事業 

行動通信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3G） 5 

25 

111 

                                                
227 中華電信 2G 行動電話業務有 GSM900、DCS1800 各 1 張，共計 2 張執照。 
228 台灣大哥大 2G 行動電話業務有 2 張 GSM900、1 張 DCS1800，共計 3 張執照。原東信電訊已

與泛亞電信合併，並以泛亞電信為存續公司。又台灣大哥大已於 97.9.2 整併泛亞電訊。 
229 遠傳電信 2G 行動電話業務有 GSM900、DCS1800 各 1 張，共計 2 張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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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分類 業務型態 執照數 小計 總計 

無線電叫人業務 6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 4 

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1900
兆赫） 

1 

衛星通信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 11 11 

 

服務項目 家數 執照數 

網際網路接取 175 

語音單純轉售 81 

網路電話(含 E.164 及非 E.164) 76 

 

第二類 

電信事業 

其他網路加值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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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張執照可含多種服務項目 

資料來源：通傳會，民國 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93 

 

一、固定通信網路市場 

自 2001 年發出第一張民營綜合網路業務執照，目前固網業者共計四家，分

別為中華電信、速博、台灣固網及亞太電信。固網業務發展迄今，新進業者仍

無法與既有業者競爭，根據通傳會 2008 年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市話普及率為

56.8%，中華電信公司在市內網路業務之用戶數占有率仍然高達 97.3%，2008 年

度長途網路營收佔全體固網業者營收 80.5%，國際電話營收佔全體固網業者

60.3% (圖 10)。由上述數據可看出，新進 3 家固網業者在市話市場，可能受限於

中華電信在市內用戶迴路之壟斷地位，且過去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承租費用

似乎過高而難以為新進固網業者接受，據轉述每戶每月為 140 元（MDF 至大樓

電信室）+200 元（銜接電路）+施工費用等，因此新進業者租用意願低，造成新

進業者於市話用戶數上未有顯著成長。 

通傳會於民國 2009 年 10 月 14 日第 321 次委員會議審議核准為每對全迴路

月租費 126 元，並回溯自 2008 年 9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本次費率與前次核准費

率 140 元比較調降幅度約為 10%，希望可提升固網非既有經營者向中華電信租

用用戶迴路之意願。就現況而言中華電信無疑地在市內、長途及國際網路服務

業務上皆具主導地位，可謂是固網市場之市場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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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我國固網業者市占率 

資料來源：通傳會資料整理 

  

 由於行動通信市場的發達與便利性，用戶通訊習慣的改變，造成固網語音

營收，自民國 90 年的 948.6 億元，逐年下降至民國 97 年的 705.5 億元，跌幅達

25.62%，固網訊務量與營收下降；此外，每人每年固網語音支出也從民國 90 年

的 7,411 元，下降至民國 97 年的 5,393 元，下降幅度達 27.23%(圖 11)。因此，

固網業者也積極開發與拓展固網加值服務，如中華電信積極推廣 MOD 業務，尋

求開發新商機，以為固網營收帶來新成長。 

 

 

 

 

 

 

 

 

圖 11：我國每人每年固網語音支出 

註：每人每年固網語音支出=(市內+長途+國際語音服務營收)/市話總用戶數 

資料來源： 通傳會，民國 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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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信市場 

我國目前的行動通信市場計有 2G 業務、無線電叫人業務、中繼式無線電話

業務、行動數據通信、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1900MHz）或稱 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以及 3G 業務。由於行動數據通信、中繼式無線電話及

CT-2（Cordless Telephone）業務不及 PHS、2G 或 3G 服務的便利性與多樣性，

根據 97 年底資料顯示，中繼式無線電話剩下 7 個用戶，而行動數據通信業務及

CT2 業務因業者申請結束營業或執照已到期，故已無該兩項業務，另無線電叫人

業務已式微且非無雙向語音通話服務，本研究所研析之行動通信市場僅 PHS、2G
和 3G 三項業務。 

根據通傳會資料顯示，行動電話用戶數至民國 97 年底達 2540 萬戶，手機門

號人口普及率為 110%。 

下圖為我國 2G+3G+PHS 市場用戶數占有率 2007 年第 2 季至 2009 年第一季

之變化情形。 2009 年第一季 2G 手機門號數降低至 1,182 萬戶，較上季少了

6.7%，減少 84 萬戶，而 3G 用戶則持續成長，較上一季成長 10.0%，增加 113
萬戶，達 1,242 萬戶，首度超過 2G 用戶數，已占台灣行動通信總門號數的 48.4%，

（見圖 12），是 3G 業者的一重要里程碑。PHS 用戶數則每季衰退。 

圖 12：我國 2G+3G+PHS 行動通信用戶數占有率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2009/5) 
 
 
 以下分別分析各業務市場競爭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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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00MHz 市場(PHS 市場)競爭態勢 

目前僅有大眾電信提供該服務，因此大眾電信市占率為 100%，於 PHS 市場

為一獨占業者。 

 然從實際面而言，PHS 與 2G、3G 行動電話在語音市場上，需求與供給面

皆具替代性。因此，若將 PHS 視為一獨立市場，並對「1900MHz 業務」公告市

場主導者並無實質意義。 

 (二)  2G 市場競爭態勢(按集團統計) 

目前我國行動通信 2G 市場經營者計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

和信電訊四家。其中和信電訊為遠傳電信百分之百持股公司，因此本研究將和信

電訊之營收數與用戶數併入遠傳電信集團中計算。 

從下圖可看出，2008 年年底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之用戶數市

占率均達 25%以上；按 2008 年全年營收市占率均達 30%以上。其中中華電信用

戶數市占率與排名第 2 位的集團業者差距達 10%以上。 

前電信主管機關交通部分別於 2000 年宣告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 2007
年公告遠傳電信為 2G 市場之市場主導者，因此經營 2G 業務之三家業者，直到

現在仍均為市場主導者，資費之調整及促銷方案，均需於預定實施日前 14 日報

請通傳會核定。 

 

 

 

 

 

 

 
圖 13：我國 2G 行動電話市場占有率 

註：用戶數市占率為 2008 年底資料，營收市占率為 2008 年全年營收資料 

資料來源：通傳會資料整理 

 

  (三)  3G 市場競爭態勢(按集團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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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台灣 3G 的發展進程，亞太電信於 2003 年 7 月正式開台，成為台灣首

家 3G 業者，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中華電信與威寶電信亦先後於 2005 年間

陸續開台，3G 市場後續成為五家爭鳴之狀態。 

 下圖為 2008 年底 3G 行動通信用戶數市占率及全年營收市占率比率圖，只

有中華電信在用戶數市占率逾 25%、而在營收市占率方面，中華電信和遠傳兩集

團均逾 25%。若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

場主導者判定準則，中華電信絕對是 3G 業務之市場主導者，但國家通訊委員會

截至目前為止，未曾對 3G 市場宣告市場主導業者。 

 

 

 

 

 

 

 

 

 

 

 

 

 

圖 14：我國 3G 行動電話市場占有率 

註：用戶數市占率為 2008 年底資料，營收市占率為 2008 年全年營收資料 

資料來源：通傳會資料整理 

 

  (四)2G+3G 市場競爭態勢(按集團統計) 

由於 PHS 網路涵蓋範圍僅限於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高雄等地

區，非為全國性之網路。因此，若依照行動通信業務經營區域界定，網路涵蓋範

圍遍及台澎金馬等地區，則可將 2G+3G 視為單一獨立市場。此市場經營者包括：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威寶電信、亞太電信等五家。 

 下圖為 2008 年底 2G+3G 行動通信用戶數市占率及全年營收市占率比率圖。

用戶數市占率逾 25%門檻者有中華電信及台灣大哥大；營收市占率逾 25%門檻

者有中華電信、遠傳及台灣大哥大三集團。其中中華電信在用戶數市占率幾近

40%、與排名第 2 位的集團業者差距達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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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我國 2G+3G 行動電話市場占有率 

註：用戶數市占率為 2008 年底資料，營收市占率為 2008 年全年營收資料 

資料來源：通傳會資料整理 

 

下圖根據 2G+3G 市場前三大業者各年 12 月當月份之 ARPU，民國 94 年 12
月 2G 及 3G 之 ARPU 分別為 842 元及 1,256 元，民國 97 年 12 月 2G 及 3G 之

ARPU 分別為 635 元及 885 元，可看出 3G 之 ARPU 值約為 2G 的 1.3 至 1.5 倍(圖
16)，這代表 3G 相較於 2G 可替業者帶來較高的經營利益。另外，因 2G 執照之

特許費為業者須每年提撥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二繳納國庫，而 3G 之執照費則為

買賣斷方式進行，營收可百分之百落入業者口袋，因此三家業者積極推出各項

行銷策略，以鼓勵 2G 用戶移轉至 3G 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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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我國電信三雄 2G 與 3G 之 ARPU 

資料來源；通傳會，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103 

  

   (五) 2G+3G+PHS 市場競爭態勢(按集團統計) 

 因目前國內2G行動電話、3G行動電話及PHS三項行動通信業務，在語音服

務上彼此皆具有替代性。因此，本研究認為，應可將2G+3G+PHS界定為同一服

務市場。換言之，我國現行行動通信服務市場之經營者可區分為6家電信集團，

分別為中華電信(2G+3G)、台灣大哥大(2G+3G)、遠傳電信(2G+3G)、亞太電信

(3G)、威寶電信(3G)、以及大眾電信(PHS)。 

 將 2008 年度 2G、3G、PHS 三業務之營收合併，營收市占率超過 25%之業

者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三家。又將 2008 年年底 2G、3G、PHS
三業務之用戶數合併，發現唯有中華電信超過 25%、高達 35%以上，與排名第 2
位的集團業者差距達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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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我國 2G+3G+PHS 行動電話市場占有率 

註：用戶數市占率為 2008 年底資料，營收市占率為 2008 年全年營收資料 

資料來源：通傳會資料整理    

 

從市場占有率的差距，可提供競爭狀態的參考。當市場占有率排名第 1 之

業者與排名第 2 之業者差距很大時(達 10%以上)，表示第 1 名業者在價格設定上

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容易形成市場支配地位。但因目前通傳會對於第一類電信

事業之資費進行管制，因此各家行動通信業者皆受到資費管制，因此，判斷中

華電信行使市場支配力可能性不高。此外，市場主導者與非主導者在資費管制

方面，僅為核定或備查之差。據本研究訪談市場新進業者威寶電信所述，實務

上威寶需送交通傳會資費備查的資料與市場主導者依核定制所需送交的資料大

致相同，如產品資費名稱、實施期間、成本效益分析，然對新進業者而言，成

本效益分析資料必是提報零售價在「中長期」下可高於成本之估算，此成本效益

分析是否具實質意義有待思考。建議通傳會對於非市場主導者之零售價格應可

解除管制，並將管制中心朝向批發市場。 

 

三、寬頻市場 

根據通傳會統計資料顯示，2008 年底有線寬頻共計有 496.8 萬戶，其中

xDSL (ADSL 及 VDSL)佔 428.5 萬戶，Cable Modem 有 64. 8 萬戶，固網專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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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萬戶；無線寬頻共計有 215.9 萬戶，其中公眾無線上網（Public WLAN）有

5.6 萬戶，3G 寬頻上網（含手機上網及數據卡上網）有 210.3 萬戶，將有線寬頻

與無線寬頻加總，可推估出我國寬頻上網共計有 712.7 萬戶230。 

從整體寬頻市場資料分析，xDSL 接取型態的市占率約為 60.13％，3G 手機

上網的接取型態市占率約為 29.50%，Cable Modem 接取型態的市占率約為

9.10%，其他類型僅約占 1.27%(圖 18)，據此，主要的寬頻接取型態仍以有線寬

頻上網 xDSL 為主要方式。 

 

 

 

 

 

 

 

圖 18：我國整體寬頻市場市占率 

資料來源：通傳會資料整理 

 

 有線寬頻市場 

將有線寬頻市場(包括有線寬頻 xDSL、Cable Modem、固網專線)單獨拉

出，做進一步分析，可發現 2008 年底 xDSL 在有線寬頻市場占有率為 86.25%，

Cable Modem 則為 13.06%231，因此，xDSL 為民眾主要寬頻上網接取之媒介。又

中華電信寬頻客戶數(ADSL 及光世代)佔有線寬頻市場 83.8%232，在 xDSL 市場

幾乎具有獨占的主導地位。 

 

 

 

 

                                                
230 通傳會，民國 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110。 
231 通傳會，民國 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110。 
23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報，P80。 

其他

1.27%

3G手機上網

29.50%

Cable Modem

9.10%

xDSL

60.13%

xDSL

3G手機上網

Cable Modem

其他



 

 154 

 

 

 

 

 

 

 

圖 19：有線寬頻市場市占率 

 

消費者使用寬頻上網服務時，寬頻網路費用分為「網路連線費」及「電路月

租費」兩者，雖通傳會已將「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電路」列入六大批發業務

之中233，但批發價格迄今尚未核定公告，由於中華電信掌握最後一哩(last mile)
之優勢， IASP 業者無法以自己名義提供服務而與主導業者競爭，IASP 業者在

承接新用戶時，尚須為此新客戶代辦申請中華電信 ADSL 電路出租，消費者每

月所繳之電路月租費全數納入中華電信公司營收。中華電信握有租用其 ADSL
之客戶資料，在消費者欲升級 ADSL 寬頻時，相較於其他業者，似乎較易拉攏

客戶成為 HiNet 之用戶。因此，在透過 ADSL 電路提供消費者網際網路服務的

ISP 業者中，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HiNet)2008 年底之市占率高達 82.57%234，其

他 174 家業者合計僅取得 17.43%之市場，中華電信 HiNet 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

當 ISP 市場唯一主導業者中華電信，喊出升速不加價之行銷策略時，此策略乃

針對「網路連線費」的降價，而非寬頻上網之電路費，新進 ISP 業者為了於市場

中爭取客戶，必需跟進市場主導業者之降價策略，這也意味新進 ISP 業者之收

入不但沒有增加，還得向中華電信租用更多 ATM trunk 頻寬線路來滿足消費者

需求，進而增加經營成本。故建議應儘我國應早完成「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
電路之批發價格核定與公告作業」，俾利我國寬頻產業之發展。 

                                                
233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九條之二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其提供予其

他電信業者之電信服務，應訂定批發價格，而現行通傳會要求市場主導者提供之批發價之業務

項目包括以下六項：1)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2)網
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3)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間、第一類電

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音純轉售服務及 E. 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者間之互

連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4)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 電路)；5)其他市內、長

途數據電路；6)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234 通傳會，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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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第四季，10Mbps VDSL 用戶數所占比例達 24.26%，較前一季增

加 12.83%，約占整個 xDSL 網路用戶 4 分之 1，總計 2Mbps 以上者有 72.37%。

觀察寬寬頻速率用戶比例可發現，相較於 2007 年第四季，256kbps 略為降低

1.47%，1Mbps 與 8Mbps 約降 6%，2Mbps 降幅最多為 10.87%，僅光世代網路

10Mbps VDSL 上升 24.26%，可看近年網路資訊發達，多項新媒體網路應用服務

開發展下，使得民眾對頻寬需求有增加之趨勢。 

 

表 24：我國 ADSL 及 VDSL 不同速率用戶比例 

ADSL VDSL  

下行速率 256kbps 1Mbps 2Mbps 8Mbps 10Mbps 2Mbps 以上
235 

96/4Q 16.26% 17.31% 45.63% 17.29%  64.65% 

97/1Q 14.43% 14.18% 39.46% 14.38% 14.41% 69.58% 

97/2Q 14.55% 13.22% 37.99% 13.31% 17.78% 70.68% 

97/3Q 14.60% 12.09% 36.31% 12.36% 21.50% 71.78% 

97/4Q 14.79% 11.31% 34.76% 11.56% 24.26% 72.27% 

資料來源：通傳會，民國 97 年通訊傳播績效報告，P111 

 

 無線寬頻市場 

 3G 通信服務講求可提供多樣化數據服務，因此各家行動電信業者積極提供

各種優惠方案，爭取新 3G 用戶以及促使消費者 2G 門號轉至至 3G 門號。在 2009
年 2 月起，我國 3G 用戶數首度超過 2G 用戶數，但對於行動通訊整體營收之成

長尚未見效。依據通傳會資料顯示，下圖 20 為我國 2008 年各月 3G 行動數據營

收，2008 年 3G 數據營收約 32.3 億元，又 3G 總營收約 956.3 億元，因此 3G 數

據營收占 3G 總營收的 3.38%。3G 通信服務上可傳輸多樣化數據服務，多數用戶

可能尚未習慣使用行動數據服務，因此 3G 之 ARPU 值未能成長，但對電信業者

而言，3G 行動之數據服務應用是在行動語音激烈競爭下營收之重要來源，因

此，各業者都積極開發，尋求 3G 行動的殺手級應用服務。 

 

                                                
235 此欄 2Mbps 以上速率略大於 2Mbps、8 Mbps、10 Mbps 之加總，本研究推估此數據可能亦將

3Mbps 加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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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我國 97 年 3G 數據營收及成長率 

千元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6%

-4%

-2%

0%

2%

4%

6%

8%

10%

12%

3G數據營收

3G數據月成長率

百分比 

月份 



 

 157 

第二節 電信市場主導者之定價策略 

一、固網通信市場主導者之定價策略 

    (一) 市內電話的定價策略 

至民國 97 年底，中華電信於國內市內網路業務之用戶數市占率達 97.3%。

據本研究訪談了解，目前我國市話零售價已相當便宜，電信主管機關於市話零

售市場已為消費者爭取到最優惠之價格，是以單純就市話服務而言，新進業者

因此並無意願進入該市場236。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月租費與通信費 如下表所示： 

表 25：中華電信市內電話基本型月租費與通信費 

單位：元 

月租費 通信費 

第一級收費區 第二級收費區 
非住宅 非住宅 

 

 

種類 住宅 

營

業 
非

營

業 

住

宅 

營業 非

營

業 

一般時段  

週一 ~ 週五 

0800~2300 

週六 

0800~1200 

 

減價時段  

週一 ~ 週五 

2300~0800 

週六 1200~週

一 0800 ， 

國定放假日：

全日  

A 50 245 195 70 295 245 1.6 元 /3 分  1 元 /10 分  
B 50 265 215 70 315 265 1.6 元 /5 分  1 元 /10 分  

基 
本 
型 C 75 315 265 95 365 315 1.5 元 /5 分 1 元 /10 分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網站(實施日期 90.01.01，修正日期 97.07.15，修正日期

98.06.30 ，修正日期 98.10.20 )   

 在中華電信市話用戶數市占率高達 97.3%下，新進固網業者難以與其抗

衡。新進業者欲藉由推出E.164用戶號碼網路電話(070網路電話)之方式，與中華

電信競爭。然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撥打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通信費率，一般時

段為 0.033 元/秒，減價時段 0.023 元/秒，平均每分鐘費率為一般時段 1.98 元，

減價時段 1.38 元；相較於中華電信現行市話撥打市話通信費(基本型 C)費率，其

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之定價一般時段及減價時段分別約為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市話訂價的 6.6 與 13.8 倍。中華似透過對於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訂定高通信費

率，藉由差別訂價以維繫其現有市話產品之優勢地位237。 

                                                
236 通傳會綜企處接受本研究訪談之意見。 
237 參見本章第三節、電信市場主導者爭議個案檢討分析：四、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164(網路電

話 070)通信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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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市話撥打行動之定價策略 

由於目前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20 條之 1 規定：「行動通信與固定

通信網路間之通信，除國際通信外，通信費由發話端電信事業依行動通信網路

事業之訂價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營收歸屬於行動通信網路事業。」因此，

中華電信市話撥打各業者行動電話之通話費率由各行動業者自訂(見表 27)，中

華電信僅代收話費，營收歸各行動通信事業。由下表可發現，各 3G 行動業者所

訂定之市話撥打 3G 行動通話費率皆為 0.11 元/秒(唯中華電信為 0.1 元/秒)，2G
行動業者中華電信所收之通話費略低於其他 2G 業者；又市話撥打 2G 較 3G 每

分鐘約便宜 1 元。 

表 26：中華電信市話撥打各業者行動電話之通話費率 

                                                     98.04.01 修訂 

公司 
中華電

信  
遠傳  

台灣大

哥大  
和信  泛亞  

大眾

PHS 

亞太行

動寬頻 

威寶電

信 

一般 

時段  

2G 

0.08605

元/秒 

 

3G 

0.1  元/

秒 

2G 

0.09464

元/秒 

 

3G 

0.11  元/

秒 

2G 

0.09454

元/秒 

 

3G 

0.11  元/

秒 

0.09464

元/秒  

0.11033

元/秒  

0.11 元/

秒  

0.11 元/

秒  

0.11 元/

秒 

減價 

時段  

2G 

0.04302

元/秒 

 

3G 

0.05 元/

秒 

2G 

0.04984

元/秒 

 

3G 

0.108 

元/秒 

2G 

0.09112

元/秒 

 

3G 

0.106 

元/秒 

0.09283 

/秒  

0.07447

元/秒  

0.11 元/

秒  

0.11 元/

秒  

0.11 元/

秒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網站 

     

    (三) 中華電信寬頻上網之定價策略 

中華電信因為固網之既有業者，於全台已鋪設綿密之管線，利用既有之管

線即可提供寬頻上網服務。自早期撥接上網，至 2001 年固網開放競爭後，始將

撥接提升至 ADSL 上網。然新進固網業者受限於路權取得、消費者抗拒家中拉

進第二管道等問題，因此中華電信於寬頻電路之市場主導地位難以撼動。惟近

年隨數位匯流趨勢之發展，有線電視業者跨業經營上網服務(cable modem)，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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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信開始感受到威脅，便推出上網費之促銷專案，利用「升速不加價」之方

式，促使消費者升級至大頻寬之光纖上網服務。中華電信與有線電視業者上網

費比較，見下表。 
 
中華電信因有線電視業者競爭，始積極提供大頻寬上網服務。中華電信可

再利用 HiNet 於有線寬頻接取市場之市場力量，熟知其他 ISP 業者不得不申請與

HiNet 進行網際網路頻寬(IP Peering)互連，藉由向其他 ISP 業者收取不合理之 IP 
Peering 價格238，增加競爭之 ISP 成本，利用寬頻上網服務批發價與零售價間之

價差擠壓其他 ISP 業者239，減低其他 ISP 業者之競爭能力。透過上述策略，以鞏

固寬頻上網之整體營收(含批發與零售市場之收入)。 
 

表 27：中華電信與有線電視業者寬頻上網費率比較 

寬頻上網服務連

線速率 

(下行/上行) 

CHT電路費

牌價 

（A） 

HiNet 上網

費牌價 

（B） 

HiNet 上網

11月促銷價 

(C) 

中華電信寬

頻上網費

(A+C) 

有線電視

(凱擘)寬頻

上網牌價 

2M/256K 370 429 386 756 649 

3M/768K 430 459 413 843 - 

8M/640K 473 499 449 922 899 

10M/2M 550 550 493 1043 999 

20M//2M 700 689 - - 1300 

資料來源：民國 98 年 11 月 26 日參見業者網站資料 

 

                                                
238 參見本章第三節、電信市場主導者爭議個案檢討分析：一、台灣固網與中華電信「網際網路

互連(IP Peering)頻寬」爭議。 
239 參見本章第三節、電信市場主導者爭議個案檢討分析：六、中華電信寬頻上網服務批發價格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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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信市場業者定價策略 

 中華電信於市內電話具有獨占地位，然由於目前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

法第 22 條規定：「行動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定

價並由其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歸屬發信端事業，‧‧‧（以下省略）。」

因此各家行動通信業者皆有能力推出行動與市話包裝組合之優惠方案，諸如中

華電信「元氣方案」、台灣大哥大「通通省方案」、遠傳電信「大雙網方案」。

由電信三雄所提供之方案可看出，各家行動通信業者皆得於網內、網外及市話

提供消費者類似月租費方案。似可推估固網既有業者因市內電話撥打行動通信網

路之定價權屬行動發話端，就現階段而言固網既有業者尚難透過市內電話市場

之獨占力，阻絕其他行動業者進入，因此整體而言行動通信零售市場已具競

爭。各家行動業者皆積極推出各種不同優惠之方案，以滿足各種業務、情侶、

家人等不同目標族群之需求。又隨號碼可攜服務的發展與生效時程縮短，民眾

申請號碼可攜服務更加便利，各家行動通信業者之定價策略目標無非為「鞏固既

有客戶」與「積極爭取新客戶」兩者。 

表 28：電信三雄市話、行動優惠費率包裝方案 

語音費率 服務類型 月租費

(元/月) 
優惠內容 

網內 網外 市話 

中華電信 

元氣 699 / 999 

(2G、3G) 

699 元/ 

999 元 

 贈送網內(含優惠網)通信

費 699 元、網外通信費

699 元、市話通信費 699
元 

0.07/
秒 

0.15/
秒 

0.15/
秒 

台灣大哥大 

通通省 699 

(限 3G) 

699 元 

 

 網內每通前 10 分鐘免費 

 國內免費通話 80 分鐘，

網內、網外、市話皆可

抵 

0.065/
秒 

0.13/
秒 

1.5/3
分 

遠傳電信 

大雙網 465 

465 元  三組熱線免月租費 

 網內/優惠網每單通打 1
分鐘送 1 分鐘  

 月租費可抵通話費 

0.08
元/秒 

0.15/
秒 

0.15/
秒 

遠傳電信 

大雙網 765 

765 元  月租費可抵國內網外通

話費 765 元 

 免費國內網內通話及優

惠網共 765 分鐘 

0.05/
秒 

0.15/
秒 

0.15/
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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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亞太及威寶電信則主打網內免費，新進業者為吸引消費者，必須提供更

優惠之零售價格以吸引消費者轉換或新申辦第二支門號，藉此以與既有業者競

爭，這使得通信費之零售價不斷下降。據行動通信業者表示，行動業務前二大

成本費用分別為基地台與接續費。就我國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中對於接續費應符

合成本導向，按全元件長期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並每年定期檢討之，

然對於行動電話業者之間的話務空時費(每累計分鐘 2.15 元)卻未定期檢討，使

得行動語音通話費零售價與空時費之價差(margin)幅度越來越小，新進業者回收

成本之期間落後於預期。 

 

 行動通信市場經營者有電信三雄、新進 3G 業者(亞太、威寶)、PHS、WiMAX
陸續開台、MVNO(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業者數家，經營者眾多，消費

者也可透過號碼可攜，自由選擇業者，因此目前於零售市場已具有充分競爭，其

合理價格可藉由市場機制訂定，主管機關對零售市場價格應可考慮解除管制，

而將管制重心移向批發市場，包括 MVNO 批發服務及行動網路受信接續費。 

 

 就現況而言，中華電信是我國唯一於行動市場及固網市場中皆具有市場主

導力量之業者，隨行動寬頻市場蓬勃成長，行動對固定網路之依賴程度將隨之

提高，以 3.5G 為例，3.5G 服務僅需就現有 3G 基地台提升軟體設備，無需新增

基地台，但要於基地台後方加設寬頻網路，而基地台設置之位置若於大樓建物

之頂樓，落地後之最後一哩仍為中華電信所獨占，再加上目前光纖用戶迴路並

未納入瓶頸設施，因此通傳會對於中華電信之管制，必須思考如何有效防止其

將固網市場之市場主導力量，延伸至行動通信市場。 

 
 相較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中，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主導者之批

發服務由主管機關每年定期檢討公告之，但於行動通信之空時費卻已施行多年

且並無檢討。當業者採用不同規格之基地台時，其網路基建成本理應不同，然

目前行動業者間之空時費卻僅有 2.15 元/分之單一價格，電信網路成本計算複

雜。本研究認為可參考國外電信管制經驗，由主管機關聘請國外專業顧問公司

檢視其電信市場結構，以設計出可選擇之網路成本模型。建議通傳會可予以借

鏡，聘請專業顧問公司作短、中、長期之研究計畫，以建立合適之成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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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信市場主導者爭議個案檢討分析 

一、台灣固網與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頻寬」爭議 

(一) 原因 

台灣固網向中華電信提出要求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雙方網際網路互連頻寬(以
下簡稱 IP Peering)免費互連，雙方歷經三個月以上協商仍無法達成共識，台固

遂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向通傳會申請裁決。 

 

台固論點240： 

1. ISP 所買總頻寬 500Megabyte 以內，每 1Megabyte 為 1,500 元；超過部分，

每 1Megabyte 為 3,000 元，再依中華電信所自訂的六項「分級折扣優惠條件表」

適用折扣優惠條件，造成 ISP 業者購買越多，單價越高之不合理現象。 

2. 中華電信獨占寬頻網路接取服務市場中 75%以上的市場，其所自行制定

的 IP Peering 免費互連標準，標準較國際業者嚴格，中華電信現行批發之六項折

扣優惠條件中，要求與其互連之業者其 IP Address 擁有數量需達中華電信之 1/3
以上，惟檢視國內網際網路服務市場現況，中華電信市佔率仍高達 75%以上，

即使將中華電信以外之所有網際網路接取業者擁有 IP Address 擁有量加總，亦

無法達此條件，此條件顯然不合理。 

3. 另要求國際互連總頻寬不低於 HiNet 之 1/3，IP Peering 訊務僅於網際網

路互連業者間相互傳送，並無需由互連業者將訊務轉送至國外其他業者之情

形，因此國際互聯總頻寬與業者間網際網路訊務互連完全無涉，不應列為業者

間得否免費對等互連之評量條件中。 

4. 免費對等互連之評比標準係以網路流量為主，台固用戶數雖與中華電信

差異很大，但雙方實際流量仍相當，雙方應為免費互連，惟中華電信挾其市場

力，要求申請人負擔來去雙向流量頻寬，使台固每月需支付中華電信 IP Peering
費用約 1,700 萬元。 

 
 中華電信論點241： 
 1. 依現行法規，網際網路互連(以下簡稱private peering)非屬「電信事業網路

互連管理辦法」規範範圍，而係屬於第一類電信資費管理辦法第九條之二規定中

提供其他電信事業的電信服務項目之ㄧ。 
 2. 世界各國對private peering的監理均採行低度管制、高度協商，且未強制

一定要免費互連，而係由業者自行依雙方各自最大利益協商。規模相當為業者

免費互連的前提，規模小之ISP付費予規模較大之ISP是網際網路世界推出至今

                                                
240 台灣固網申請為雙方「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頻寬」應採免費互連(Free IP Peering)，無法

達成協議乙事，申請裁決書，98 年 3 月。 
241 中華電信接受本研究問卷訪談之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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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的法則，互連能帶給雙方效益相當的免費互連的義務，業者認為訊務相當

即應免費互連在網際網路世界並不恰當，因為對互連雙方而言，價值並不同，

由雙方互連獲得較高價值之一方付費方合理且最具符合網路產業發展。 

 

(二) 過程 

1. 台固於 98 年 3 月 6 日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定，就與中

華電信間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之爭議，申請通傳會進行裁決。 

2. 中華電信因台固自 98 年 2 月起拒付中華電信 IP Peering 費用，於 98 年 4
月 9 日逐步限縮台固租用 IP Peering 頻寬 2G 之措施，通傳會介入關切後隨即恢

復頻寬。98 年 4 月 10 日通傳會發佈新聞稿表示該兩公司 IP Peering 費用之商業

爭議，不應以用戶權益作為談判籌碼，挾持電信主管機關強行介入兩造糾紛，

通傳會籲請雙方不得再有此類似行為，爲公司自身利益枉顧消費者權益，否

則，將會同公平會介入調查處理。 

3. 98 年 4 月 14 日，通傳會就調降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批發價事宜，

召集四家固網業者進行協調；至 98 年 5 月 4 日指，共舉行 11 次協商會議；唯雙

方對於 IP Peering 價格之建議案仍有差異，未達共識。 

4. 98 年 4 月 28 日通傳會委員會討論裁決案，決議「續行討論，加速批發價

格協商」。 

5. 98 年 5 月 8 日通傳會四位委員邀請四家固網業者董事長進行協商，仍未

達共識。 

6. 98 年 6 月 1 日通傳會函覆台固，表示因調查之必要，延長台固裁決申請

案裁決期間一個月。 

7. 98 年 6 月 17 日通傳會委員召開四家固網業者進行協商： 

  (1) 會中針對中華電信 IP Peering 批發價調降事宜達成共識，由中華電信

就共識內容向通傳會提報調降批發價。 

  (2) 通傳會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組處理網際網路數據互連議題，將檢視現

行法規研議修法作業，各公司也可以提供相關資訊及建議供參，請台固撤回向

通傳會提起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裁決申請案。 

 

(三) 結果 

通傳會 98 年 8 月 5 日第 311 次委員會議審議，核定中華電信提報之 IP 
Peering 批發價為 1480 元/Mbps 及大量租用折扣表(如表 30)，並自 98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中華電信預估本次費率調降，其 IP Peering 營收調降幅度約為

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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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批發費率       

單位：新台幣元 

零售價 批發價 

項目 
牌價 

優

惠 
促

銷 
牌價 

大量租

用優惠

折扣 
機箱月租費（備註二）/每月每單位 11,000 

FE 65,000 
1/3 70,000 

通信埠月

租費/每
月每一通

信埠 
GE 

Full 170,000 

T1 3,000 ISP 進線

維護費/
每月每路 

T3(含)以上速率 10,000 

T3 5,000 
FE 5,000 

TWIX 

ISP 互連

維護費/
每月每端 STM-1(含)以上 10,000 

多方互連（備註三）（Public 
Peering） 

0 

無 

HiNet
頻寬

連接 
雙方互連 

（Private Peering） 

本服務係

為專門提

供 ISP（備註

一） 
透過本公

司 TWIX
與 其 他

ISP 互連

之 IX 費

率 ， 及

HiNet 與

ISP 間連

接 之 費

率，故並

無提供一

般客戶的

零售價 

無 無 

1,480/Mbps 適用 

註一：營業項目為『網際網路接取服務』者。 

備註二：機箱每單位為寬 19 英吋*高 7U（約 30 公分）*深 85 公分，電力為

6A/110V 

備註三：多方互連限適用總頻寬少於 100Mbps 之 ISP 

大量租用優惠折扣表 

租用頻寬(bps) 折扣 

1G＜ISP 總頻寬 2G≦  94 折 

2G＜ISP 總頻寬 3G≦  89 折 

3G＜ISP 總頻寬 5G ≦  85 折 

5G＜ISP 總頻寬 7G≦  81 折 

7G＜ISP 總頻寬＜10G 78 折 

10G ISP≦ 總頻寬 7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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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折扣優惠條件表 

項次 1 2 3 4 5 6 

項目 
國內

POP 數 

主節點骨

幹網路

Trunk 容量 

國際互

連總頻

寬 

與 HiNet
間訊務量 

與 HiNet
訊務交換

比 

IP Address
擁有數量 

符合 

條件 

ISP：HiNET 

不低於

1:3 
不低於 

1:4 
不低於

1:3 
不低於

622M 
不高於

1:2 
不低於 1:3 

註一：符合 6 個條件適用免費互連時，互連之 AS NO.由雙方另行協議之。 

註二：因實施大量租用優惠折扣表，本表之分級折扣優惠於調整後取消，僅保

留符合 6 個條件適用免費互連，由業者自行協商。 

資料來源：通傳會網站 

 

本研究之分析： 

  
    依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營管處長官，其表示在審核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

頻寬爭議時，中華電信指出：現行電信法及「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

理準則」規範，在以「業務別」為分別計算盈虧之區分基礎下，該公司財務報表

僅有整體第二類電信業務之損益表，並未細分至網際網路接取服務，遑論被中

華電信歸類為「第二類電信業務部門」的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因而拒絕提供

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所需之成本資料。由此可知，現行會計制度處理準則已

有迫切修改的必要，否則不僅難以認定費率是否採取成本計價，對於第一類電

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的管制手段—會計分離制度（電信法第 19 條）亦將難以

落實，對於市場主導者的不對稱管制可說因此大打折扣，成效難以突顯。 

 
     另該次核定的網際網路互連頻寬，仍保留以 IP 位址必須達 HiNet 三分之一

之條件，作為雙方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之一，是否合理實不無疑問。中華電信

主張「國際間免費互連，為反應 ISP 網路業者於網路建設投資與回收，係以網路

規模衡量之，非以網路流量為主」，此一見解是否屬實，在世界主要國家基於網

際網路互連市場具有充分競爭而無事前管制，且係屬契約協議內容而未可得

知。通傳會於今年（2009）4 月 10 日有關台灣固網與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

寬爭議的新聞稿中，表示此一 IP Address 擁有數量需達中華電信 1/3 以上之條

件，「檢視目前國內網際網路接取市場結構，無業者可達此條件，NCC 認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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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顯然不合理，形同箝制市場之武器」242，但並未見此一要件在新核定的費率

中刪除，明顯立場有前後不一的情形。 
 
    本研究認為，以 IP 位址比例作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確實並不合理而有

檢討的必要。網際網路互連性質為電信基礎網路的加值服務，並無所謂網路建

設的投資回收可言，因此在對等互連的談判考量上，所應著重者應在於訊務量

的交換，而非使用者的數量規模。IP 位址比例的條件，將使得中華電信可挾既

有用戶之優勢，掠取其他 IASP 努力爭取客戶之成果，市場競爭傾斜之狀態將因

此難以有改變之時。此外，以國際互連總頻寬之比例，作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

件，亦不合理，因為網際網路互連並不涉及對國外的訊務，因此不應列為免費

對等互連的條件243。 
 
    此外，對於現行網際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有大幅修改的必要。以歐盟為

例，2003 年電信管制架構不僅在「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將網際網

路列為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ECN）的一種型態，於

「網路接取指令」（Access Directive）尚明訂「互連」（interconnection）係公眾

通訊網路的實體及邏輯連結（physical and logical linking），即包括網際網路互連

的態樣。對於公眾通訊網路的經營者，不論是實體或邏輯層的網路互連，即適

用相同的管制架構及原則，包括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的原則。有鑑於網際

網路已然成為資訊化社會資訊主要的傳輸管道，因此我國法制有必要參考歐盟

指令，將網際網路互連納入現行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在此一管制架構下，更

可證立對於網際網路互連 peering 的計價，應以訊務量為主要的計算基礎，IP 位

址數量不應為考量的因素！ 
 

     當務之急，應由通傳會檢討上述條件之妥當性，並著手檢討現行第一類電

信事業會計制度處理準則，以要求市場主導者據實填報相關成本會計資料，作

為認定批發價格之基礎。中長期則應修改電信法及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將網際

網路互連納入現行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以為妥當的規範。 

 

                                                
242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 將檢討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批發價，以

促進網際網路市場之競爭」，available at: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3&sn_f=10
159 
243 劉孔中，網際網路互連改革方案芻議，收錄於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網際網路互連政

策白皮書，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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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電信 ADSL 搭售市話 

(一) 原因 

 消費者向中華電信申租 ADSL 電路，遭強制要求搭配其市內電話服務。中

華電信對於轉售代租業者亦有此項要求。 

 通傳會論點： 

 中華電信 ADSL 服務及市內電話服務為兩項獨立之服務，現行中華電信

ADSL 費用已含電路租費（另有 Hinet 上網租費），因此，既已收取用戶電路租

費，中華電信應保證提供 ADSL 服務，不應以尚需附掛市話為提供服務之要

件；用戶在使用 ADSL 服務時已支付電路費，若用戶未要求或使用該線路提供

市話服務，依使用者付費及平等互惠原則，無需負擔市話月租費。 

 

 (二) 過程 
 1. 通傳會於民國 96 年 7 月 19 日第 181 次委員會議中曾就中華電信用戶申

租 ADSL 時須同時申租市話並支付市話月租費之搭售行為，認「有損害消費者

權益及顯失公平情事，足以影響通訊市場之公平競爭，應依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 30 萬元，並限期於 2 個月內改正。」 

 2. 民國 97 年 9 月 4 日中華電信向通傳會提報新增專用用戶迴路 ADSL 服

務案，案經本會第 273 次委員會議審議以申請者涉及申租 ADSL 須同時申租市

話之搭售行為，不予核定。 

 3. 中華電信不服通傳會處分，旋於民國 98 年 2 月 5 日提起訴願，現由行政

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審理中；同年 4 月 1 日中華電信又向通傳會提報「專用用戶迴

路 ADSL 服務」資費核定申請。依據通傳會第 311 次委員會紀錄(民國 98 年 8 月

5 日)，委員會審酌中華電信此次所陳報「專用用戶迴路 ADSL 服務」資費案，

其新增該服務案之理由及相較於該公司現行「ADSL 服務」或「光世代網路服務」

等費率，皆明顯有不合理之處，有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虞，爰不予核定，不予核

定前揭服務資費之主要理由如下： 

(1) 中華電信本次提報之「專用迴路 ADSL 服務」傳輸速率 2M/256K 者為

例，其費率為 533 元/月，其相較於服務品質較優、傳輸速率更快之「光世

代網路服務」3M/768K 者（費率為 430 元/月）而言，其服務費率竟然更高

更貴，且價差高達每月新臺幣 103 元（533-430=103），顯不合理。 

(2) 再以現行同速率 2M/256K 之「ADSL 服務」費率（費率為 370 元/月）

相較，其費率亦較高出甚多，二者價差竟高達 163 元/月（533-370=163），

同為提供用戶上網之電路，且前者尚不提供「市內電話服務」，其費用竟比

同時可提供「市內電話服務」者為高，其不合理之處，顯而易見。 

 

本研究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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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L 與市話服務為兩個不同可分離之服務。依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相關業

務處主辦官員，其表示「本會已函請中華電信公司應儘速提報合理可行之資費方

案到會。又，中華電信公司已取消有關市內電話第二門號之強制搭售行為」。 

 
   何以市內電話第二門號可以不強制搭售，但只有一個市話門號時，申辦

ADSL 即須強制搭售市話？未見中華電信提出合理之說明，在理論上也難以理

解。公平會於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已經指出：「強制搭售行為，除剝奪交易相對

人之選擇空間，亦妨礙相關市場的公平競爭。電信事業倘強制交易相對人就其

所供給之多項電信服務一併交易，或以套裝服務、贈品折扣之方式，不合理剝

奪交易相對人單獨選擇交易標的之機會，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者，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上述說明誠屬的論，基於維護

電信市場的競爭秩序，以及維護交易相對人的選擇空間，公平會似乎應考量介

入調查，以確認中華電信申辦 ADSL 強制搭售市話服務，是否有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情事。 

 
 此外，據新進業者表示，中華電信經常採行拖延(delay)調降費率之策略。

當主管機關認為中華電信申請核定之資費不合理，要求中華電信重新提報時，

經常於公文往返花費數時。中華電信亦熟知此遊戲規則，常於首次提報核定之

費率訂定高於合理價格之費用，被通傳會退回要求重新提報後，中華電信又再

過一段時間才提報，公文往返時間就花費三個月。檢視 2008 年中華電信在有線

寬頻市場占有率高達 83.8%，即八成以上的有線寬頻上網民眾對於「中華電信專

用迴路 ADSL」資費方案可能有立即性之需求。建議當通傳會認為市場主導者之

資費方案若與市場競爭與多數消費者權益有重要攸關時，應要求業者立即改進

並縮短重新提報之公文往返時間。 

 

三、中華電信 F2(Friends&Family)熱線費率爭議244 

 (一) 原因： 

 中華電信「F2 熱線」促銷方案推出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共同行銷方案，以

「群內互打超便宜」、「F2 打市話本來就超便宜」及「獨一無二的市話超優惠

費率」等為主要訴求，該促銷方案中，用戶得指定最多 10 門行動號碼加 6 門市

內電話設定為同一群組，由群首支付每群月租費 50 元、設定費 20 元、異動費每

次 20 元等費用，群內行動電話互打 0.03 元/秒、群內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互打

0.06 元/秒。 

 

 遠傳論點： 
                                                
244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60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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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華電信於市話市場之獨占力而言，其他任何一家電信業者之行動電話

用戶只要與市內電話互撥，幾乎全是與中華電信之市內電話互撥，用戶在考量

上開「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互撥」之優惠費率時，極可能選擇辦理其行動電話為

優先，如此將排除其他電信業者於第二代、第三代行動電話市場與中華電信競

爭之可能性，尤其是第三代行動電話市場正值起步之初，中華電信前開透過其

在市內電話市場之獨占力，阻絕他人參進、建立無關效率門檻之意圖明顯，核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  

 2. 中華電信 F2 強調「行動電話服務與市話服務」互撥之優惠，確實可能造

成市話用戶在決定申請行動電話門號時，自由意志遭到扭曲，該當於「分開定

價、分開交易，卻事實上導致強制搭售效果」之虞，由於中華電信於市場幾近為

獨占事業，故其前開行為仍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適用。  

 3. 中華電信之前開優惠費率方案，再配合門號可攜制度，可能使其於行動

電話市場抑或市內電話市場中的任一市場取得新用戶後，再行提高費率，形成

掠奪性定價之情形。另倘中華電信未將經營行動電話業務之成本，歸屬或轉嫁

於其他區電信分公司，「F2 熱線」所提供之行動撥打市話之優惠費率，必不可

能降低一半，是中華電信為使「F2 熱線」促銷方案能推行，勢必隱藏有交叉補

貼之嫌疑，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  

 

 台灣大哥大論點： 

 1. 中華電信為國內唯一經營行動電話業務與市內電話業者，其於國內市內

電話市場具獨占地位，於國內號碼可攜服務甫實施之際，為獲取其他行動電話

業者之用戶，趁勢推出「F2 熱線」專案，提供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互撥之優惠

資費方案，並強調其為「獨家提供」、「獨一無二」之專案。由於其他業者根本

無法提供類似服務，即使欲提供該項服務，亦須向同為競爭對手之中華電信合

作，並提供方案內容與用戶名單等商業機密，其風險之高，絕不可能為其他業

者所接受，前揭所為顯屬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2. 中華電信為國內唯一兼營行動電話、市內電話、國際電話及無線上網等

電信業務之業者，其於國內市內電話、國際電話及無線上網市場均具獨占地

位，不僅未嚴守各項業務應會計分離，不得交叉補貼之規定，反以各類電信服

務共同行銷之方式，推出前開「F2 熱線」促銷專案，涉及不當交叉補貼，核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二) 公平會調查經過 

 1. 函請電信主管機關就本案相關反映事項提供資料與說明，先後經交通部

電信總局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復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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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華電信係分別於民國 92 年 1 月 6 日、93 年 10 月 27 日、94 年 5 月 6
日、94 年 8 月 8 日及 94 年 10 月 4 日依第一類電信資費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陳

報當時交通部電信總局（下稱電信總局）備查並實施在案。其所實施之「F2 熱

線」方案內容，與電信總局前開備查之內容相符。 

 (2)中華電信「F2 熱線」群組內行動電話之通信費率每秒介於 0.01 元及 0.03
元之間，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互撥之通信費率每秒介於 0.05 元及 0.06 元之間，

均屬行動電話業者端之訂價，符合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另中華電

信電信會計制度均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作為普及服務分攤及特許費徵收依據。  
 (3) 國內相關電信業者倘有意願推出類似中華電信「F2 熱線」等促銷方案，

相關電信業者可向中華電信提出合作意願，透過協商方式，就擬加入前開促銷

方案之雙方用戶號碼、費率設定及資訊系統介接等相關議題達成協議，即可提

供類似服務。  

 2. 中華電信提出陳述書並到公平會說明略以： 

 (1) 由於目前國內行動通信服務市場之競爭程度高，相關電信業者很難在

既有市場中開拓新的用戶，中華電信實施「F2 熱線」等資費方案之主要目標，

即在於提昇相關電信網路之使用效率，以及保留既有的用戶。  

 (2) 中華電信於民國 92 年開辦「F2 熱線」業務（6 個行動電話門號加上 2
個市內電話門號），主管機關於 92 年 1 月 6 日同意備查。其後變更皆依第一類

資費管立辦法規定，主管機關同意備查。另於 94 年開辦 3G 行動電話「F2」業

務，主管機關於 94 年 5 月 6 日同意備查。 

 (3) 就主管機關所公告之資料顯示，於行動通信服務市場中，中華電信於

實施「F2 熱線」促銷方案前一年度（即民國 91 年）之市場占有率為 34.8%，92
年實施至 94 年為止，則微幅提昇約為 35%，期間尚無顯著差異。  

 (4) 中華電信「F2 熱線號碼」服務雖對於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用戶採取優惠

模式，但關於跨網業務之應收、應付款項均依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

理，並無任何交叉補貼、濫用市場地位、掠奪性定價等情事。倘其他電信業者

有意願與該公司進行類似之群組包裝，並願意經過適當協商程序處理，諸如用

戶個人資料、雙方用戶資料提供及系統介接等問題，則其亦願意合作推出相同

服務包裝，讓更多用戶享受優惠。 

 

 (三) 結果： 

 公平交易委員會裁決：「F2 熱線」促銷方案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理由如下： 

 1.中華電信在市話業務市場占有率雖高達九成以上，惟在網路互連義務及

其資費管理辦法之下，有對其他市場參與者提供互連義務。另中華電信辦理「F2
熱線」優惠資費促銷方案，不論於開辦之初或其後變更促銷方案內容，皆依法於

事前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在案。中華電信辦理「F2 熱線」促銷方案，已依法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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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在案，且在網路互連義務下，其他電信業者亦得推出類似

促銷方案，故依現有事證，尚難認中華電信辦理「F2 熱線」促銷活動，涉及以

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第 1 項規定之情形。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復函則表示，中華電信電信會計制度均依規定陳報

該會作為普及服務分攤及特許費徵收依據。復就中華電信經監察院審計部所審

定的財報資料以觀，於辦理「F2 熱線」促銷方案期間，其市話業務部門及行動

業務部門之帳面資料均有盈餘，並無虧損之情形，是中華電信依據會計分離原

則製作電信會計報表，而該報表復顯示辦理「F2 熱線」促銷方案期間，其市話

業務部門及行動通訊部門均無虧損情形，故本案依現有事證，尚難認中華電信

「F2 熱線」促銷方案有掠奪性定價或交叉補貼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之情形。  

 3. 至有關檢舉人遠傳公司指陳中華電信「F2 熱線」促銷方案，強調「行動

電話服務與市話服務」互撥優惠，可能造成市話用戶在決定申請行動電話門號

時，自由意志遭到扭曲，該當於「分開定價、分開交易，卻事實上導致強制搭售

效果」部分，由中華電信辦理「F2 熱線」促銷方案，其資費方案均於事前陳報

主管機關備查在案；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復函亦表示，中華電信「F2 熱線」

群組內行動電話之通信費率每秒介於 0.01 元及 0.03 元之間，行動電話與市內電

話互撥之通信費率每秒介於 0.05 元及 0.06 元之間，均屬行動電話業者端之訂

價，符合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應屬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等爭取

交易之行為，故尚無檢舉人所指陳市話用戶在決定申請行動電話門號時，自由

意志遭到扭曲，致生強制搭售涉及濫用市場地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

規定之情形。 

 

本研究之分析： 

 

    本案所涉及的中華電信「F2 熱線」促銷方案，由於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及「資

費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必須報請通傳會備查。對於經通傳會備查之資費促銷

方案，本研究認為「備查」由於並未實質審究資費之內容，公平會確實可考慮介

入檢討該資費之適法性（詳見本章下節之說明）。 

 

    由於「固網-行動網路的整合服務」（Fixed-Mobile Convergence; FMC）已經

成為未來電信網路及服務的發展趨勢，對於類此橫跨固網及行動的促銷方案，

主管機關必須確認，固網的市場主導者有無藉此一方案，將其在固網的市場力

量延伸至行動市場上。有行動通信業者認為如果欲提供類似「F2 熱線」促銷方

案，必須與中華電信合作並且提供該方案內容與用戶名單等商業機密，因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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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動通信事業難以提供此一服務，此一主張實屬正確245。通傳會如何審理市

場主導者的促銷方案，外界無從得知，公平會如認為有不當之處，應考慮向通

傳會表達其意見。 

 

四、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164(網路電話 070)通信費率 

 (一) 原因 
 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070 通信費率之訂價高於其市話撥打市話的費率，造成

消費者「發話經濟、受話不經濟」之狀況。 

 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撥打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通信費率，一般時段 0.033
元/秒，減價時段 0.023 元/秒，平均每分鐘費率為一般時段 1.98 元，減價時段

1.38 元；現行 070 受話接續費費率為每分鐘 0.2 元，因此，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164 一般時段每分鐘收入為 1.78 元(1.98-0.2)，減價時段 1.18 元(1.38-0.2)。相

較於中華電信現行市話撥打市話通信費(基本型 C)費率訂價，一般時段每 5 分鐘

1.5 元(每分鐘平均 0.3 元)，減價時段每 10 分鐘 1 元(每分鐘平均 0.1 元)。從上二

費率可算出，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164，一般時段及減價時段分別約為中華電信

市話撥打市話訂價的 6.6 與 13.8 倍。 

表 30：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164 與市話費率比較表 

費率 中華市話撥打 E.164 中華電信市話撥打市話費率 相差 

一般

時段  
0.033 元/秒(平均 1.98 元/分) 1.5 元 /5 分(平均 0.3 元/分) 6.6 倍 

減價

時段  
0.023 元/秒(平均 1.38 元/分) 1 元 /10 分(平均 0.1 元/分) 13.8 倍 

 

 中華電信論點246： 

 中華電信之解釋為因反映該公司網路架構之元件成本所致，中華電信市話

撥打 E. 164 話務路徑為透過該公司長途彙接局彙接後再送進遠傳電信。由於中

華電信僅設置一組網路電話交換機，若採取現行市話彙接，中華電信資料庫解

                                                
245 何之邁教授於「獨占事業從事優惠促銷活動合法性之迷思—簡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七年度

訴更一字第一０七號判決」中，即針對本案爭議認為：A 事業（按：中華電信）於市話市場具有

獨占事業之控制地位，因其市話市場之強大市場力量，其所推行之「市話撥打行動電話優惠」服

務，其他行動電話事業客觀上實無法進行相同之促銷活動，A 事業進而得維持或擴大其行動電

話市場占有率，並鎖住市話市場之獨占地位，排除其他行動電話事業競爭之機會，構成市場地

位濫用，係屬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該文收錄於台灣法學雜誌第

134 期（2009,08,15），頁 209-213。 
246 中華電信之論點之資料為速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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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分譯有困難，故必須採取長途交換局彙接，因此導致內部市長話之間的轉

送，是墊高成本的主因。 

 

 速博論點： 

 1. 民國 97 年底，中華電信市內網路用戶數市占率高達 97.3%，中華電信疑

似透過差別訂價策略，對於中華市內電話用戶撥打 E.164(070 網路電話)之訂價

高於其市話撥打市話，以維繫其現有市話產品之市場優勢地位，進而阻礙其他

業者參與競爭。 

 2. 中華電信此話務規劃與市話交換僅透過市話彙接局直接送至遠傳市話交

換路逕相比，不僅路徑較長，頻寬更只有目前中華電信與遠傳市話交換路徑的

三十分之一。對此，遠傳認為網路電話可採行與市話方式相同之互連模式，不

會增加中華電信任何負擔或成本。 

    3. 由於目前 070 之解碼只需分析至前六碼，中華電信只需要比照現行 0809
話務（toll free）及 00807 話務（ITFS）方式解碼（分析至前六碼）即可，完全

無須更改現行市話交換路由（如下圖中虛線路徑所示）。依據【電信事業網路互

連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之網路互連應符合經濟、技術及行

政效率，本公司認為中華電信所規劃之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路由為反該條之

精神。 

    4. 新進固網業者短時間內無法建設綿密之用戶迴路，因此無可能於短期在

市話市場與中華電信競爭，固新進業者僅能透過 070 此種市內電話之替代產品

參與市場競爭。而中華電信於其市話撥打 070 所採行之高資費定價，必然將對

070 形成價格擠壓效果，不僅厄殺新進業務的發展，更已違公平法第十條，「已

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及「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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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中華電信市話撥打遠傳 070 網路電話話務路線圖 

資料來源：遠傳電信公司提供 
 

(二) 過程與結果 

 1. 2008 年 9 月通傳會通過中華電信提報「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資費方

案，作為所有網路電話，撥打或接受國內最大固網市話之間的通訊費率基準。

不過，因為中華電信提出「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的費率偏高，通傳會要求中

華電信在三個月內調降，以中華電信目前提供的市話互打費率為降價目標。然

截至目前為止，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 164 之費率仍與 2008 年 9 月通過費率相

同。 

    2. 通傳會表示，有關資費方案之擬定及其費率，係由經營者先行評估擬定

後，檢附相關資料提報本會核定或備查，本會僅就其成本合理性等項目進行審

查，資費方案經本會核定或備查後，經營者即得自決定是否公告實施，合先敘

明。本會雖於核定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 164 之費率時，認為該公司訂價似乎有

偏高之嫌，惟依現行法令規定，於本會核定該費率後，尚無強制該公司為資費

調降之權力。又，中華電信公司主張速博現行 E. 164 之費率有偏低之嫌，且中

華電信公司主張該公司網路建置成本與速博並不相同，又 E. 164 用戶規模目前

尚屬不經濟階段，因此，該公司現階段並無調降資費之空間。 

 

本研究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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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電話不論在網路架構及成本上，均較傳統的公眾通信網路（PSTN）為

低，因此反映在資費上不應有高於現行市話互撥費率之情事。中華電信主張有

資料庫解碼分譯的問題，必須採取長途交換局彙接，此涉及網路互連規範，必

須加以釐清。 

 

    依據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提供網路

互連服務時，應於任一技術可行點設置網路介接點。技術可行點即包括「市內交

換機」及「市內彙接交換機」在內。在網路互連的規範下，新進業者有權選擇對

自己有利的網路互連介接點，中華電信不得無正當理由加以拒絕。再者，新世

紀資通已經主張 070 之解碼只需分析至前六碼，中華電信只需要比照現行 0809
話務（toll free）及 00807 話務（ITFS）方式解碼（分析至前六碼）即可，完全

無須更改現行市話交換路由。是以中華電信要求必須至長途交換局彙接的主

張，似乎難以成立。 

 

    另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相關業務處時，依該處所提供之書面資料表示：「本會

雖於核定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 164 之費率時，認為該公司訂價似乎有偏高之

嫌，惟依現行法令規定，於本會核定該費率後，尚無強制該公司為資費調降之

權力」。此一情形實有檢討之必要。本研究認為在規範上除應賦予通傳會有要求

市場主導者變更費率的權限，以避免中華電信濫用其訂價權外，在管制手段上

應可考慮對於「未於期限內調降」的訂價行為，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第 1 項

第 3 款加以處罰的可能性，以收管制之效果。 

 

五、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出租探討 

 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可分為全迴路租用(full unbundle)、分享式用戶迴路租

用(Line sharing)以及 Bitstream 批發接取三種模式，以下分別介紹此三種模式： 

    (1) 全迴路租用(full unbundle)，新進固網業者將自己的寬頻設備、交換機

共置於既有業者機房中，既有業者將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租予新進業者，由新

進業者獨家使用，並擁有全部用戶迴路與客戶關係之控制權，同時提供傳統市

話及數據服務。 

    (2) 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Line sharing)，既有業者保留用戶迴路訊號傳輸及

傳統市話服務，但將高頻部份提供予另一個新進業者(DSL 業者)，因此新進固

網業者僅維運寬頻線路，而既有業者保留語音頻道(voice channel)繼續提供基本

電信服務，而由競爭者利用自己的 xDSL 數據機來提供寬頻服務。 

    (3) Bitstream/ wholesale access，既有業者提供批發傳輸頻寬給新進業者提

供 DSL 服務，使新業者可提供加值服務給終端客戶。既有業者控管用戶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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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分配頻譜給新業者，新進業者無須管理實體用戶迴路。Bitstream access 與 line 
sharing 最大的差易在於 DSLAM 的提供；在 line sharing 下 DSLAM 通常由新進

業者經營，而 Bitstream access 則由既有業者經營，新進業者無法改變 xDSL 
access link，因此會受限於既有業者提供的速度(如 2M/256K, 
3M/768K,8M/640K)。 

 
  
 
 
 
 
  
 
 

 圖 22：xDSL 接取網路之架構 

資料來源：ICASA(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South Africa),Local 
loop unbundling, 2007/5/23. 

  
    我國為促進固網市場充分競爭，加速最後一哩（last mile）之開放，通傳會

於 2006 年 12 月 21 日發文，公告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項目，字號：通傳企字

第 09505150780 號，公告事項：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項目如下：一、橋樑、

隧道、用戶大樓引進管、電信室。二、建築物屋內垂直水平電信管線。三、自

市內交換機房總配線架(MDF)至用戶終端設備(CPE)間之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

但不包含用戶所有之建築物屋內垂直水平電纜線；於 2007 年 1 月 9 日公告綜合

網路業務經營者應提供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之數量及品質條件；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發布修正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出租費率

應按歷史成本法計價，以鼓勵充分利用既有之銅絞線用戶迴路。而光纖用戶迴

路未納入瓶頸設施範圍以要求按成本出租，以鼓勵業者加速投資建設光纖到府

網路。  

 根據通傳會於 2006 年 10 月 30 日召開「公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為固定

通信網路瓶頸設施』案」聽證會結果研析中寫道，關於配套措施之建議中關於市

內用戶迴路細分化之方式，中華電信表示，因分享式用戶迴路屬於實體共用性

質，容易互相影響，及對網路架構 IP 化時，影響既有網路業者改為分散式更新

機會。而台灣固網、新世紀資通則建議同時採全迴路及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

通傳會研析，如電信自由化一般，開放政策之推動應採漸進式、階段性，通傳

會宣告銅絞線用戶迴路為瓶頸設施，係打開市話市場競爭大門之首步，不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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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急，應從技術干擾最小，施行最易之全線路出租開始，復以時日，評估該

出租之相關成效，再考量是否打開爭議較大之分享式用戶迴路。因此決議，現

階段擬採用全迴路租用，未來視用戶迴路之租用情形，再考量施行分享式。 

 通傳會於 2009 年 10 月 14 日第 321 次委員會議審議核准每對全迴路月租費

126 元，此次費率與前次核准費率 140 元比較調降幅度約為 10％，藉此通傳會盼

望提升固網非既有經營者向中華電信公司租用用戶迴路之意願，並促進固網

ADSL 市場之競爭。但據新進固網業者表示，肯定主管機關之努力，但僅全迴

路月租費降至 126 元對現況之改善助益並不大，除新核定之價格 126 元仍偏高，

尚有中華電信強制新進業者租用其銜接電路，與一次性施工費由中華訂定等問

題，每戶每月為 126 元（MDF 至大樓電信室）+200 元（介接電路）+施工費用，

在這樣的成本結構下商業模式之運作實不可行，因此新進固網業者仍無意願租

用中華電信之市內用戶迴路。 

 

本研究之分析： 

 

  針對市內用戶迴路出租之問題，本研究認為有以下議題有待釐清： 

 

1. 對於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是否應僅限於全迴路之租用？ 

 

   本研究認為，對於市內用戶迴路的細分化（Local Loop Unbundling; LLU），

應讓承租的電信事業有選擇租用何種網路元件的權利。全迴路租用，相較於可

採取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成本較高，若採用分享式用戶迴路下將可降低新業者

成本進而增加與既有業者於市場中之競爭能力。以提供 xDSL 上網服務的 IASP
業者而言，其無須使用語音部分的元件，現行僅提供全迴路租用的單一選項，

對其並不合理，並將使得「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電路」的批發業務無法

推動，且讓中華電信可因而掌握各家 IASP 之用戶資料（用途為何？！），IASP
無法將電路及上網費率組合具有較具競爭力的費率，使得其定價策略及競爭空

間因此受到不當限制。因此通傳會應積極考慮開放 Line Sharing 及 Bitstream的細

分化接取方式，以讓 xDSL 服務有新的生機。 

 

    此外，「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電路」批發業務之遲不推出，已經影

響行動通信市場無線寬頻上網的業務。據新進業者表示，中華電信拒絕該公司

租用一般供終端用戶 xDSL 上網的電路，作為連接 3.5G 基地台數據電路之用。

建設於建築物頂樓的 3.5G 基地台，仍須仰賴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或 xDSL 電

路的連結，以較大的頻寬提供終端用戶上網之用，若不要求中華電信開放接取

xDSL 電路，恐將使中華電信得延伸其在固網的市場力量至行動通信市場，進而

對行動通信市場之競爭有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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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內用戶迴路之開放，是否應僅限於銅絞線？ 

 
目前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均在推動所謂次世代網路（NGN）的建設，以因

應寬頻網路及應用服務的需求。依據中華電信去年（2008）在美國證期會的年報

資料（Form 20-F），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為止，中華電信 FTTx 的網路覆蓋

率（network coverage）已達 58%247，且在其大力促銷的策略下，目前使用「光

世代」服務的訂戶數逐漸增加（1,016 千戶248），相對的 ADSL 訂戶數則為下降

趨勢249。 
 
    本研究認為，市內用戶迴路具有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之性質，在經

濟上具有不可複製性，不應區分其所使用的技術而在開放接取上有所差別待

遇，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亦有此一明文要求。另 WTO 基本電信服務管制架構

參考文件將「樞紐設施」定義為：僅由一家或少數幾家業者供應，且缺乏技術上

或經濟上替代可行性的基本電信傳輸網路或服務。倘若仍持續現行不開放光纖

市內用戶迴路的政策，不僅與 WTO 要求樞紐設施應開放接取的意旨不符，對於

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將構成服務推動的障礙：在光纖用戶迴路鋪設的地區，新進

固網業者將無法租用該市內用戶迴路提供服務。目前國際上常見的市內用戶迴

路光纖鋪設技術方案，可參考下圖所示： 
 

                                                
247 See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Form 20-F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8, p.20.  
248 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綜企處，綜企處長官表示，目前中華電信光世代用戶數已經超過 150 萬

用戶。 
249 前揭中華電信美國證期會 2008 年報（Form 20-F）,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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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市內用戶迴路光纖鋪設之技術方案 

資料來源：WIK-Consult (2008), p.75 
 
    若吾人假設中華電信 FTTX 58%網路覆蓋率，係以 FTTC-VDSL 為主要的技

術模式，即可推知目前至少已有 58%的網路，自市內交換機房總配線架(MDF)
至路邊交接箱（street cabinet）的網路是無法租用的，其他固網業者如要租用中

華電信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在 FTTC 的覆蓋區域，必須拉線至路邊交接

箱方能與中華電信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介接，此一網路互連安排是否妥

適，仍有待釐清。  
 
    就現行新興網路技術的發展而言，可否作為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包括電

路及管道）之替代方案？以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97 年 7 月之「M-台灣計畫-寬頻

管道建置之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寬頻管道建置之可行性研

究」(以下將該二項研析簡稱 M-台灣計畫)，分析下列相關可能替代技術後，均認

定無法取代傳統之管線： 

(1) 無線接取技術(Wi-Fi 與 WiMax)： 受限於無線傳輸之限制，覆蓋率

小、生命週期短、天候影響、電磁波干擾以及速率低等，故無替代性。  
(2) 電力線寬頻(Broadband over Power Line, BPL)：可能造成無線干擾，傳

輸安全性以及相關法令等之限制250，此技術仍無法取代光纖網路。  

                                                
250 台灣固網業者表示，電業法中規定電力室為電力專用，台電不敢擅自判定是否可開放供電信

使用。又固網業者欲利用台電之引進管管線，但其涉及公有權、私有權之介接，需由行政院經

濟部與通傳會做跨部會合作，台電或固網業者皆無權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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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瓦斯管線鋪設光纖:：瓦斯管普及率過低，且以「高壓高爆」之特性，增

設困難，維修不易等因素，亦無法取代寬頻管道。  
(4) 污水下水道光纖附掛:易受限於污水下水道普及不足，都市住宅區密集

區管線遷移與施工困難等，亦無法全面取代寬頻管道。 
 
是以就可預見之將來而言，固網電信市場的「最後一哩」仍須仰賴市內用戶

迴路之使用，其他網路技術仍未成熟，短期內不足以作為市內用戶迴路的替代

方案。 
 

    或有認為，若在管制政策上強制光纖市內用戶迴路開放接取，將使得中華

電信喪失對於次世代網路投資的誘因。對此看法本研究認為，若考量光纖市內

用戶迴路開放可能造成的風險，應在網路接取批發價格的訂定上列入考量，適

度調高該服務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應屬可行的作法251，而非一昧的拒

絕光纖市內用戶迴路的開放接取。以日本為例，日本於 2000 年將元件細分化政

策之適用範圍由銅纜迴路延伸至光纖，且包括 full unbundle 及 line sharing。另從

2000 年至 2008 年日本電信業者整體投資金額與光纖用戶迴路投資金額趨勢圖

(見圖 26)可發現，開放光纖用戶迴路接取並不會傷害業者投資意願。 

圖 24：日本銅纜元件細分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日本國家寬頻政策簡報，(Counselor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Em
bassy of Japan, FUJINO Masaru, Octorber 2009, P20) 

 

                                                
251 See WIK Consult, The Economics of Next Generation Access—Final Report, 2008, 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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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日本光纖元件細分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日本國家寬頻政策簡報，(Counselor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Em
bassy of Japan, FUJINO Masaru, Octorber 2009, P21) 

 

 

 

 

 

 

 

 

 

 

 

 

圖 26：日本電信整體投資額與光纖用戶迴路投資額趨勢圖 

資料來源：日本國家寬頻政策簡報，(Counselor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Em
bassy of Japan, FUJINO Masaru, Octorber 2009,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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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歐盟今年（2009）6 月所提出的「次世代接取網路之接取管制建議草稿」
252 （ Draft Recommendation on Regulated Access to 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s），亦認為現行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LLU）必須適用於光纖用戶迴路，

且在 WACC 計算時需考量在投資回收期間合理反映投資之系統風險。另依據著

名的顧問公司 WIK-Consult 的研究成果，對於次世代接取網路（Next Generation 
Access; NGA）的投資，將足以產生顯著且可維持的先驅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縱使未來可能有替代性網路的出現，但短期內仍難以望其項背，

是以在管制政策上必須維護 NGA 市場的有效競爭253。現行未強制開放光纖市內

用戶迴路的政策，實有深入檢討的必要。 

 

3. 現行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是否合理？ 

 
目前通傳會核定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 126 元 /月，由於是採取 full 

unbundle，可提供語音及數據服務，語音目前月租費為 70 元。依據新進固網業

者所言，中華電信要求新進業者在租用其市內用戶迴路時，必須租用其銜接電

路 200 元/月，並且有一次性施工費用 3500 元（若用戶綁約二年，則每月分攤為

146 元/月），總計其成本將高達 472 元/月（126+200+146）。本研究認為，在計

算批發價時必須將上述成本併入計算，以避免既有業者以「附加費用」之方式規

避批發價格的審查，此一批發價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就算其同時以之提供

語音及數據上網服務，在中華電信現行的定價下亦難以有利可圖，而且只有在

提供 10M/2M 上網速率時，勉強可以通過美國 FCC 的暫時性批發價格測試254（參

見下列表 32）。事實上，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其可以選擇自建銜接電路至

中華電信機房，倘若中華電信以技術為由不准，應屬以無正當理由拒絕網路互

連請求之情形，於規範上有予以導正之必要。 
 

                                                
252 取自歐盟執委會網站：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public_consult/nga/dr_recomm_nga.
pdf 
253 WIK-Consult (2008), at 228.  
254 本研究在此雖試以美國暫時性批發價格之訂定方式試算，但並不代表本研究認為應採取此一

扣減 17%-25%的方式，我國應可考慮以 top-down 的方式，發展適合我國通信網路架構的「暫時

性批發價格」的零售價格扣減比例，實有賴主管機關未來的努力，而非本研究所能處理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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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與其零售價格之比較 

寬頻上網服

務速率 
(下行/上行) 

CHT 上

網電路

費 
（A） 

CHT 市內用

戶迴路的零

售價（B）=
上網電路費

（A） + 語音

基本費（70
元/月）  

CHT 零售

價與其向新

進固網業者

收取費用

（批發價

格）之價差

（B-472 元/
月） 

以美國暫時

性批發價格

進行測試（零

售價格扣減

17%-25%） 
（B*75%- 
83%） 

以美國暫

時性批發

價格檢驗

批發價

（472 元）

有無通過 

2M/256K 370 440 -32 330 – 365 N （<472） 
3M/768K 430 500 +28 375 – 415 N  （<472） 
8M/640K 473 543 +71 407 – 451 N  （<472） 
10M/2M 550 620 +148 465 – 515 Y  （>4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中華電信寬頻上網服務批發價格探討 

 (一) 中華電信寬頻上網的定價策略 

 下表為中華電信將上網費與電路費捆綁(bundling)促銷，今年（2009）9 月份

所適用的促銷價格，其他新進業者受限於最後一哩(last mile)，且主管機關尚未

核定中華電信寬頻電路(xDSL)之批發價，因此現況實務上為消費者直接向中華

電信租用寬頻電路(xDSL)，因此在分析中華電信是否對新進業者提供寬頻上網

連線服務(即 IASP 業務)構成價格擠壓時，需將中華電信上網、電路月租費捆綁

促銷價格優惠折扣反應於上網服務(即促銷價格扣減其他業者無法提供的電路

費)，HiNet 上網促銷價如下表所示。從下表可發現 8M、10M 之 HiNet 上網費促

銷價皆為 449 元，可看出中華電信欲藉由 8M 升速 10M 上網不加價之行銷策略，

積極推廣消費者轉換為 HiNet 光世代上網用戶。 

 惟 11 月份之促銷價格，中華電信已將 HiNet 上網與電路分開定價，各速率

之上網費用促銷價格則與 9 月份促銷價皆相同，惟 10M 上網費調高至 493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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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中華電信 xDSL 電路及上網費率 

寬頻上網服務連

線速率 

(下行/上行) 

CHT 電路費

牌價 

（A） 

HiNet 上網

費牌價 

（B） 

HiNet 上網費+電路

費促銷價(9/1~9/30) 

（C） 

HiNet 上網促銷

價 

（C-A） 

2M/256K 370 429 756 386 

3M/768K 430 459 843 413 

8M/640K 473 499 922 449 

10M/2M 550 550 999 449→4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中華電信寬頻上網批發價格設算檢驗 

1. xDSL 上網服務 

基於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之考量，本研究擬採取「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O）

的方式，以新進業者所提供的批發成本、上游產品成本及其零售成本之平均值
255進行試算。 

 將中華電信 98 年 11 月份 HiNet 上網促銷價與市場主要固網競爭者所提供之

平均 xDSL 上網服務所需之批發成本以及零售成本套入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

發現 3M、8M、10M 皆未通過檢驗，在此成本結構下提供 3M、8M、10M 上網

月租費即使與市場主導業者中華電信訂定相同之零售價，仍須分別賠 17.4%、

29.84%及 13.2%；又因新進業者初即進入市場為爭取客戶，必訂定較市場主導

者更低之零售價，因此將賠本經營之情況將更為嚴重。從下表新進固網業者為

與既有業者競爭，於零售價定低價以吸引消費者青睞，因此其實際利潤(下表 F
欄)皆為負利潤，且新業者提供光纖上網之速率(3M 與 10M)，其承受的虧損較

多。 

                                                
255 有鑑於避免揭露新進業者提供本研究單位的數據資料，因此以平均值作為試算之數據，在此

特別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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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中華電信 xDSL 上網費率之設算檢驗 

寬頻上網服

務連線速率

(下行/上行) 

HiNet 上

網 費 促

銷價 

A 

新進業者

平均上網

促銷價 

B 

CHT 現 行

平均批發價

（新進業者

提供之數據

平均值） 

C 

CHT 上 網

促銷價與批

發價平均值

之價差 

 

（A-C） 

新進業者

零售成本

與上游產

品成本平

均值 (網路

成本 /每用

戶) 

D 

新進業

者利潤

空間上

限 

E 

新業者

實際平

均利潤 

F 

2M/256K 386 254 80 306 210 33.10% -12.41% 

3M/768K 413 254 120 293 380 -17.40% -49.20% 

8M/640K 449 404 200 249 440 -29.84% -36.88% 

10M/2M 493 414 220 273 570 -37.59% -47.59% 

註 1：E = (A-C-D) / (C+D)  以 CHT 上網費為計算基準 
註 2：F =(B-C-D) / (C+D)   以新進業者之上網費平均值為計算基準 
註 3：C 欄之批發業務，為新進固網業者必須支付 CHT 之「ATM 介接電路」256、「IASP

介接電路」及「IP Peering 頻寬」三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之分析： 

 
   現行「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規定，批發服務之服務項目及適用對象，

由通傳會每年定期檢討公告。此一規定並未將「批發價格」列為必須每年定期檢

討的項目，在通傳會「依法行政」的自我限縮下，並未對其定期檢討257。 
 
   本研究認為，批發價與零售價之間應具有連動關係。依據「資費管理辦法」

第 9 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及其調整方案應報請通傳

會核定。不論是在零售價或批發價的核定上，均應避免因零售價的調降，或者

批發價的調高，而有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的可能。縱然認為批發價未有定期檢討

之必要，則對於零售價格及促銷方案的核定，必須進行避免垂直價格擠壓的設

算檢驗（imputation test），以免讓市場主導者藉由零售價格的調降，擠壓其他競

爭者的利潤空間。 
 
                                                
256 有新進業者反應，中華電信拒絕其自建 ATM 介接電路連接至中華電信機房，似乎有藉由拒

絕網路互連安排以影響市場競爭之疑慮。 
257 此為通傳會營管處接受本研究訪談時，以書面陳述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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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國現行電信市場的競爭狀態而言，雖然行動通信市場較具充分競爭，

但行動通訊基地台仍須仰賴固網的連結，因此對於固網批發業務的管制，實為

促進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必須謹慎掌握而不可偏廢。 
 
    從上述對於中華電信 xDSL 上網費的分析可知，新進固網業者為與中華電

信 xDSL 上網服務競爭，必須採取「價格跟隨」的訂價策略與之競爭。在現行中

華電信所提供的批發服務費率下，新進業者難以獲利，此一原因可能是新進業

者的上游投入要素或零售成本過高，也有可能是中華電信的批發價格過高所

致，或者兩者兼有，本研究難以斷言。本研究認為，在判斷上可以參考英國

OFCOM 之實務作法，先進行「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通傳會於核定

中華電信的 xDSL 上網費率時，應就「上網促銷價與批發價之價差」，要求中華

電信說明在此一價差（margin）下，其下游事業單位（HiNet）提供 xDSL 服務能

否獲利，以作為檢驗有無價格擠壓之基礎。在通過 EEO 測試後，再行參考新進

業者的上游成本及「合理效率」的下游成本，以進行「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

（REO）的檢驗方法，以確認中華電信零售價與批發價的價差，是否足以讓具有

合理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得以獲得合理利潤。在採取 REO 的檢驗方式下，如何確

認新進業者「合理效率」的下游成本，將會是重要問題。雖然消費者團體普遍關

切 xDSL 等服務之零售價格調降與否及幅度，但主管機關若未考量「零售價格調

降，批發價格不動」是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情勢，無利可圖的新進業者恐將難

以立足於市場！長期而言對於消費者福利恐將造成相當之損失。 
 

    此外，欲對於中間投入要素進行批發價格管制，尚須有相關制度之配套：

就現行通傳會對於電信服務價格管制的實務而言，除非能掌握中華電信各項網

路元件及其對應服務之成本會計資料（但在現行會計制度處理準則下，能否達

到？），並建立前瞻性的網路架構以估算其前瞻性長期增支成本（LRIC，但銅

絞線應為歷史成本），否則批發價格管制只有淪為空談的可能！ 

 

七、中華電信市內數據電路批發價格探討 

 現行中華電信提供市內及長途數據電路的批發價，為其零售牌告價的七五

折。若以美國 CFR §51.611 有關「暫時性批發價格」的檢驗，恰為最低下限「扣

減 25%」的程度，因此從美國暫時性的批發價格檢驗的標準而言，似無不當之

處。惟我國是否適合援引以此一扣減比例，作為「暫時性」的批發價格，仍有待

斟酌，已如前述。 

 

 另本研究依據新進固網業者所提供之數據資料，將中華電信市內數據電路

牌價，與市場主要固網競爭者提供市內數據電路所需之平均批發成本、零售成

本套用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發現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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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以及其他都會區市內數據電路 768K~2048K 之現行批發價格下，若與中

華電信之零售牌價相較，市場主要固網競爭者得有 6.38%之利潤空間上限；而

三大都會區以及其他都會區市內數據電路電路 128~512K 在中華電信現行批發價

下，市場主要固網競爭者即使於零售價格訂定與中華零售「牌價」相同，仍至少

需賠 3.2%才得經營。然中華零售牌價是否真為成交價？據某業者提供資料，下

表 B 欄為該業者三大都會區及其他都會區之平均零售價格，將其與中華電信零

售牌價(A 欄)相比較，可發現數據專線市場之零售牌價與實際成交價格之價差可

高達 50%，高頻寬部份更低於批發價格。REO 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34：中華電信市內數據電路之設算檢驗 

市內數

據電路 
傳輸速率 

 

CHT 數

據專線

零售牌

告價 

（/每用

戶） 

 

A 

某新進

業者數

據專線

售價258 

(/每用

戶)  

 

B 

CHT 向

新進業

者收取

的平均

批發價

（/每用

戶） 

C 

CHT 零

售牌告

價與批

發價之

價差

（A-C） 

 

D  

新進業者

依據批發

產品提供

零售服務

所需之平

均成本與

費用（/每
用戶） 

E 

新進業者

利潤空間

上限 

F 

128K~512K 4,600 3,358 3,335 1,265 1,417 -3.20% 1.三大

都會區 

768K~2048K 12,700 6,096 9,208 3,492 2,772 6.01% 

128K~512K 4,600 3,358 3,335 1,265 1,426 -3.38% 2.其他

地區 

768K~2048K 14,000 6,720 10,150 3,850 3,010 6.38% 

註：F = (D-E) / (C+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之分析： 

 

依據本研究訪談新進固網業者得知，據業者在與國內企業用戶接洽所得之

資訊，中華電信與企業用戶之交易價格，是以牌告價為基礎作相當多的折扣，

                                                
258 此一數據專線售價資料為某新進業者提供之數據，可發現在與中華電信之批發價差皆小於

100 元內，於 768~2048K 更是低於批售價格，在此批發成本與零售價下，業者賠本經營無利可

圖。 



 

 188 

甚至比給電信業者的批發價為低的情形。例如中華電信提供給電信業者之 IP 

Peering 頻寬批發價 1480 元/Mbps，但從市場上得知中華給特定客戶之價格為 580

至 800 元，且其中已含 Peering 與國際的頻寬。另市內電話中華電信可開給客戶

為其牌價之 5 折(此費率已低於接續費 0.75/5 分鐘)，市內/長途數據專線部份，

128K~512K 為牌價 5 折、大頻寬(768~2048K)可至牌價 2 至 3 折。均明顯與批發價

格（批發價為零售價的七五折）相比低出甚多259。 
 
     倘若上述數據屬實的話，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進一步調查給予特定企業客

戶如此高折扣之情形，其背後的原因為何。從經濟理性的觀點而言，中華電信

不可能採取長期的低於成本定價（企業採購必定有長期供應契約為其基礎），且

是針對相當數量的企業用戶及政府標案採取此一定價策略。對於上述現象，似

乎僅能推論現行通傳會核定的批發服務價格，可能有明顯過高而未符合成本定

價的嫌疑，因此中華電信可以牌告價為基礎與新進固網業者進行高折扣戰，且

不會有任何損失；通傳會對於批發價格的管制成效，確實頗受質疑。 
 
    由於電信事業對於特定企業客戶的定價策略，可能往往因個案而採取不同

的考量，例如採取選擇性折扣、忠誠折扣或者數量折扣（volume discount）之情

形，必須視個案情形加以觀察。忠誠折扣之判斷，公平會於該會所制訂的「對於

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已經說明其合理性的考量因素，可供參考；對於數量折扣

的判斷，澳洲主管機關 ACCC 認為必須該折扣係反應其成本的節省，若超過成

本節省過多，即有構成不公平競爭的可能，可供吾人加以參考。 
 
   若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中華電信與企業用戶的實際成交價，長期且普遍低

於零售價，甚至低於批發價之情形，除可認為此為「批發價過高」的事證，而需

檢討批發價之訂定是否合理外，應酌採「舉證責任倒置」的法理，由最瞭解自家

成本的中華電信，說明「在其所陳報的批發價格下，該公司以該價格提供零售服

務，是否能夠獲利」，或者如歐盟執委會的實務作法，由既有業者舉反證證明所

屬的下游經營者具有特殊效率（exceptional efficiency）260。 
 

以歐盟實務經驗為例：歐盟執委會過去對於德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 
DT）在市內用戶迴路接取定價上，是否有不公平競爭一案，認為在 1998 年至

2001 年之間，DT 對於競爭者接取市內用戶迴路的定價，明顯高於其提供給零售

用戶的零售價，認為已經構成價差的擠壓（margin squeeze）。於 2002 年，DT
對於批發接取的價格仍高於零售價格，且仍不足以回收 DT 自己提供給終端使用

                                                
259 依據現行中華電信在市內/長途數據電路的「批發價大客戶折扣」，最多折扣為 8.5 折（且租

費必須高達上億元才有此優惠），亦即為零售價的 63.75%，明顯比中華電信給企業用戶的價格

高出甚多。 
260 See Antonio Bavasso,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200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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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務所需之成本。縱使當時的德國電信主管機關 RegTP（現為 BNetzA）已要

求 DT 必須降低其批發價，但執委會認為還是構成價差擠壓，經審酌其嚴重性及

持續時間，執委會決定處罰 12.6 百萬歐元的罰鍰261。 
 
   德意志電信對於上述執委會的處分不服，向歐洲初審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FI）提起訴訟 。歐洲初審法院支持上述執委會的處分。

首先，歐洲初審法院認為，雖然 DT 的費率經德國電信主管機關 RegTP 許可，

但並不因此得以免除競爭法的規範（在此為歐體協約第 82 條防止控制市場地位

之濫用行為）。縱使潛在競爭者與 DT 具有相同效率，仍無法在不遭受損失的情

形下進入零售接取服務市場，此一影響從 DT 競爭者的市占率總計只有 5%的情

形即可證明262。 
 

   若如新進固網業者所言，中華電信普遍以低於批發價格的方式，提供企業用

戶服務，此一見解若為屬實，則按歐盟執委會及歐洲初審法院之意見，構成垂

直價格擠壓應毫無疑慮！本研究認為通傳會與公平會確有必要深入調查此一現

象是否屬實，以導正電信市場的競爭秩序。 

 

                                                
261 See Press Release IP/03/717 of 21 May 2003, Commission fines Deutsche Telekom for charging 
anti-competitive tariffs for access to its local networks.  
262 See CFI, Case T-271/03, Deutsche Telekom AG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ess Release MEMO/08/232 of 10 April 2008, Competition: Commission welcomes Court judgment 
wholly upholding margin squeeze decision against Deutsche T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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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平會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探討 

 
    對於上節所分析的實務問題，執行公平交易法的公平會應如何管制，以導

正現行電信市場的不當訂價或相關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本研究進行如下之分

析： 
 

一、公平會對於通傳會核定之資費，原則上無介入之空間，但

應向通傳會表達其意見 

 
   通傳會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及「資費管理辦法」對於市場主導者資費（含主要

資費及促銷方案）的核定，係依據電信法的授權加以訂定。基於行政處分之作成

具有一般性的拘束力，公平會對於通傳會所核定的資費及促銷方案確實不宜介

入263。如果承認有所謂「行政屏障」理論者，應僅限於通傳會依法所做成的行政

處分，才有此一原則之適用。因此其他電信事業或相關利害關係人，若對通傳

會核定之費率，認為有不當或者違法者，應依據行政爭訟程序提出救濟。 
 
   若公平會認為現行通傳會之電信資費管制有未符合競爭政策者，本研究認為

應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向通傳會表達其意見，以維護電信市場之競爭

秩序。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雖僅抽象就「本法規定事項」為規範，而未針對特定

行政行為，惟可作為公平會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互動之依據，在電信資費涉及

通傳會職掌的情形下，涉及通傳會行政行為之作成及其判斷，因此可依此向通

傳會表達其意見。 
 

二、對於未符合競爭政策的資費，公平會應有介入管制之空間 

 
    本研究已於前述指出，通傳會並未定期檢視現行電信批發價格（含接續費）

與零售價格之間的關係（例如有無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且並未就中華電信是否

規避現行電信資費管制之情形加以調查處理。對於前者而言，若經公平會依據

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向通傳會表達意見，且經協調不為處理時，此時應具體審酌

公平法與電信法相關法規之間的規範競合問題，即涉及現行公平法第 46 條之規

範。 

                                                
263 依據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規定，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調整及促銷方案，目前有「備

查」及「核定」兩種機制。有鑑於電信主管機關並未就「備查」進行嚴格的實質審查，因此公平

會對於僅「備查」通過的資費及促銷方案，應有介入的空間；反之若經通傳會「核定」之資費及

促銷方案，即不宜再行介入調查，以維護行政處分的一般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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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多數學者意見，在有關競爭行為的規範上，現行公平法第 46 條在與第

9 條第 2 項的規範關係上，似居於輔助之地位，由公平會基於公平法應優先適用

的原則，商同其他主管機關，謀求解決之道。或有認為兩者應屬相輔相成的關

係，以讓公平法第 46 條「牴觸本法立法意旨」的法律規定減少，可以藉由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的積極適用，而得以實現264。 
 
    倘若公平會經與通傳會協調處理可能違反競爭政策之資費管制，未獲通傳

會之具體回應及處理時，為貫徹公平競爭之理念及維護電信市場之競爭秩序，

本研究認為公平會應主張相關電信法規或管制政策有公平法第 46 條「牴觸本法

立法意旨」之情形，進而依據公平法加以處理。 
 

 在此必須討論的是：對於類此行為公平會介入管制，是否有構成「一事二

罰」的疑慮？此一問題涉及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與公平法第 10 條有無「規範競合」

此一議題。就兩者之規定觀之，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是以市場主導者網路互連之

拒絕為主要規範對象，與公平法第 10 條有競合可能者，為該條第 3 款「對所提

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方式，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以及「對其他事業給予

差別待遇」，與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 3 款具有直接競合的效果。 
 
誠如石世豪教授於本計畫主辦的座談會中所言：「在『差別待遇』，以及『費

用的訂定及維持』的競合上，事前或事後是可以作為劃分的考量，但只是理論上

的劃分。國內實務上劃分要比較精準的是，NCC 在什麼時候、什麼範圍內對於

價格的訂定或維持，有公權力介入行為才是比較明確的劃分。如果有這一條線

的話，公平會在 NCC有公權力介入時才需要禮讓，不然可以直接調查而沒有任

何限制。至於差別待遇的部分，電信法第 21 條有重複規定，不過此應為平行調

查事項，因為差別待遇有很多種。NCC 是以業務別去看公平問題，而公平會是

以市場競爭問題去看公平問題，所以這兩者有很大差別。公平會的觀察視野是

比較廣的，主管機關的業務別比較窄，這樣子的平行權限是不妨礙公平會依據

公平法第 10 條的平行調查」。 
 

   換言之，雖然公平法與電信法在規範性質上，具有事後及事前的關係，然而

有鑑於爭議個案已經形成，在確認通傳會並未處理、未有行政處分或管制手段

做成之前，公平會自可依據公平法介入調查處理。以通傳會或者前主管機關電

信總局的執法經驗而言，由於未曾動用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的規定，難以判斷其

實效性，因此就現況而言公平會並不需要擔心會有「一事二罰」的問題。在公平

會調查處理個案的過程之中，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公平會自應「商同」

                                                
264 以上參見廖義男主持，黃銘傑撰寫，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 25 條至第 49 條，

第 46 條，邊碼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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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會辦理，請通傳會針對系爭個案表達意見，以協助公平會做出適當之處

理，不影響公平會為此一個案調查機關的主體地位。 
 

進一步而言，現行公平法第 46 條之規範，並不意味著公平會或公平法在有

其他競爭規範存在時，即須退讓至第二位，特別是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為處

理時，縱使設有特殊產業競爭規範，但基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考量，仍必須

依據公平法介入管制，以解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能因「管制失靈」而讓獨占事

業有扭曲市場競爭機制的風險。公平會與通傳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管

制上，在通傳會未調查處理之下，公平會無須禮讓即可依據公平法調查處理。 
 
從比較法的觀點而言，除非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特殊產業之管制仍應有一

般競爭法的適用，例如德國電信法第 2 條第 3 項即規定：「本法未有明文排除之

規定下，仍有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適用。卡特爾署之任務及管轄權，不受影

響。」德國學者普遍認為電信法與競爭法即屬於平行適用的情形，只要電信法並

未明文排除競爭法的適用，以競爭法規範電信市場實屬無庸置疑265。德國電信

法第 123 條尚且要求對於市場的界定及分析、頻率使用權之指配有影響機會均

等之競爭（chancegleicher Wettbewerb）以及頻率使用權之交易是否扭曲相關產

品市場或地理市場的競爭266，在認定上聯邦網路管理局（BNetzA）必須與聯邦

卡特爾署做出一致決定。聯邦卡特爾署對於控制市場地位濫用（GWB §19）及

差別待遇（GWB §20）、歐體協約第 82 條以及事業結合管制（GWB §40II），

於程序完成前須徵詢聯邦網路管理局之意見。雖然法律上要求聯邦卡特爾署與

聯邦網路管理局必須致力於採取一致的解釋，但並未因此限縮聯邦卡特爾署或

聯邦網路管理局的意見權（Stellungnahmerecht）267。就本研究所討論的市場主導

者不當定價的爭議而言，在德國很顯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自為調查處理，電

信主管機關的意見僅供參考。 
 

而對於規避通傳會資費管制的定價行為，由於並未受通傳會之核定，因此應

無「行政屏障」之疑慮，為不受通傳會管制的地帶，公平會得逕自依據公平法第

26 條調查處理。 
 
或有認為，我國電信自由化以來政府決策形成背景以及政府投資電信事業在

服務推出與定價上，受有非經濟因素之影響，特別是政府在對應經濟發展與民生

需求上透過其投資之電信事業，對於個別競爭措施產出之決定有所影響。此一論

點似涉及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衝突時，應如何處理？本研究認為，公平會依法應

依據公平法第 26 條及第 46 條之授權，針對涉及市場競爭之個案妥為認定是否應

                                                
265 Vgl. BeckTKG-Komm/Schuster, §2 Rdnr.42ff.  
266 關於德國電信法無線電頻率管制的一般性說明，可參考陳人傑，轉向競爭的無線電頻率管制

規範—德國 2004 年新電信法之啟示，收錄於輔仁法學第 35 期，頁 179-189。 
267 Vgl. BeckTKG-Komm/Geppert, §123 Rdnr.2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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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介入。對於政府所投資之電信事業，若認為其肩負某種公行政任務而欲採取若

干不符公平競爭理念的訂價策略時，而欲「豁免」公平法的管制，該產業主管機

關（如交通部）自應向公平會說明並闡述其產業政策理念，公平會可審酌決定是

否續行處理。作為獨立機關之公平會，並不受上述產業主管機關意見之拘束，原

則上應以競爭政策為念，以建立及維護市場之有效競爭而努力。公平會可於個案

決定中說明其對於產業主管機關意見採行與否之理由，善盡其個案審理之說明義

務，以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明瞭其執法理念與考量，此方為獨立機關與

其他機關之互動格局。 

 

三、公平會依據公平法介入電信資費管制之規範適用探討 

 
如上所述，由於實務上實際交易價格與通傳會所核定的牌告價有所不同，實

際交易價格及交易條件不在通傳會所做成行政處分（核定牌告價）的效力範圍

內，因此公平會得依據公平法調查處理有「違反公共利益」的市場主導者定價行

為。 
 

在公平法的適用上，於公平會所制訂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已經揭櫫

「垂直價格擠壓」、「差別訂價」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作為獨占地位濫用

的規範類型。在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規範上，如前所述，就現行通傳會

的管制實務而言，前兩者應無管制衝突或者「行政屏障」的疑慮，只要有個案公

平會即可調查處理，且容易藉由調查取得市場上的相關資訊，公平會大可放手

一搏。在程序方面，吾人可參考國外競爭法管制實務之作法，以「間接證據」或

者舉證分配之法則，由受不利益的一方舉證是否有其他例外要素的存在，使得

佐證之事實難以為不利益之推定268，亦即在個案審理上要求獨占事業舉證。此

外，在程序進行上可考慮採取對立式的諮詢（consultation）或者聽證（hearing），

不要由主管機關對被處分人，而是利害關係人對被處分人，在資料蒐集上善用

間接證據，將有助於管制機關之個案處理。269 
 
樞紐設施部分，於電信法的部分涉及主管機關對於瓶頸設施之認定，依據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37 條必須經通傳會公告核定之。目前通傳會及前

主管機關交通部僅公告「橋樑、隧道、用戶大樓引進管、電信室、建築物屋內垂

直水平電信管線」，以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為該條所謂的「瓶頸所在設施」。

從理論而言，不論是競爭法「樞紐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或者電

信法的「瓶頸設施」（bottleneck），於定義上似未有差異之處（後者似乎僅限

                                                
268 間接證據之推定，以聯合行為的管制實務較多採用。參見吳秀明，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

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公平會 89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 
269 以上為石世豪教授於本研究案座談會的發言意見。 



 

 194 

於硬體的固網設施）。所不同者在於：基於電信法事前管制之需要，必須藉由主

管機關的事前公告以課予其開放接取義務，作為事前管制之對象，反之競爭法

僅能事後針對個案認定是否涉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而有市場地位濫用違法之情

事。是以吾人應可認為，對於未為通傳會公告之「樞紐設施」，仍有競爭法事後

監督規範之適用，通傳會的公告並非競爭法樞紐設施的認定要件，公平會基於

對於個案事後管制的權限，自得依據「樞紐設施理論」逕為認定，無須遷就通傳

會基於事前管制所需做出的種種考量。對此而言，公平法與電信法的規範目的

不同，實無規範競合之情形。反之，通傳會若認為公平會對於電信樞紐設施的

認定有不當之處，自應向公平會表達其意見，公平會僅需參考自為決定，不妨

礙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地位。 
 
    此外，有鑑於公平交易法的罰則遠比電信法高出甚多，因此對於第一類電

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地位之反競爭行為，雖然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設

有罰則（第 62 條之一，為 30 萬元以上，500 萬元以下罰鍰，可連續處罰），然

若市場主導者有再犯之情形，通傳會可審酌其行為之違法性、持續期間等事

態，商請公平會介入調查。如前所述，公平會本得按公平法第 26 條依職權或檢

舉調查處理，無須過於遷就通傳會的管制實務，以公平法對於獨占事業濫用市

場地位處罰之重（第 35 條及第 41 條），應可收制裁及威嚇之效果。此一處理方

式應符合行政罰法第 24 條之意旨，且可避免公平法因特殊產業競爭規範之制訂

及執行，而有難以落實之感！ 
 

四、公平會與通傳會應為資訊之交流及分享，必要時並應協調商

同合作辦理 

 
    通傳會基於電信法對於電信資費事前管制之要求，必須掌握第一類電信事

業之成本會計資料，以作為有關批發價（應含接續費）及零售價核定之基礎。反

之公平會作為一般競爭法的主管機關，並未取得相關之成本會計資料，且依據

公平法第 26 條及第 27 條規定觀之，公平會僅有個案的調查權，而未有一般性的

市場調查權限270，是以公平會於依據第 26 條決定調查處理時，通傳會應負有機

關協助義務，提供必要的資訊以供公平會參考（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1 項參

照）。 
 

                                                
270 一般認為，公平法第25 條第 3款公平會的職掌事項「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因未涉及個案違法事證之調查，在受調查者自願配合時固得為之，但不宜循第 27 條程序進行，

因此不適用第 43 條規定以罰責強制當事人或關係人配合。參見廖義男主持，石世豪撰寫，公平

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第 25 條至第 49 條，第 27 條，邊碼 12。是以應可認為公平會並

無一般的調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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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由於現行通傳會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認定，仍係以業

務別作為市場界定之方式，而未考量服務之替代性，此一市場界定方式明顯不

符合一般經濟理論的要求。公平會基於過去執行公平交易法良好的實務經驗，

應可協助通傳會進行適當的市場界定，並為市場競爭狀態的評定，以確認特定

市場有無事前管制的必要。本研究認為公平會與通傳會應及早建立兩機關的分

工協商機制，針對通訊傳播市場的事前及事後管制進行合作，以共同確保通訊

傳播市場競爭之健全。 
 

以比較法經驗出發，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與通傳會之職權行使與競合議題，

英國「共同管轄權」（concurrency power）機制，要求競爭主管機關 (例如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與產業主管機關（例如通訊傳播主管機關 OFCOM）就競爭

議題之處理負有共同管轄之義務與權利。此機制一方面透過強制競爭主管機關

產與業主管機關之溝通協調，來強化行政機關做成裁量與決定之專業性與明確

性；他方面更有助於實質提升行政機關內部作業之效率與一致性，可以避免機

關間因專業見解不同而做出裁判不一致或見解相出入之困窘。英國執法經驗頗

具價值，或可供作我國修法執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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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
說明」修正初稿研擬 

基於本研究係針對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定價規範，進行國內外之比較研

究，因此擬針對有關獨占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提出下列之修正建議供參。基

於「電信事業規範說明」於過去適用上並無太多爭議，因此謹研擬小幅增訂建

議： 

一、垂直價格擠壓 

 
現行說明 修訂說明建議 修訂理由 

(二)垂直價格擠壓：係

指同時經營上、下游

市場的垂直整合電信

事業，為阻礙或排除

下游市場內之競爭

者，而提高上游市場

產品或服務的價格，

增加下游市場競爭者

購買中間投入要素所

需成本，藉以削弱競

爭者在下游市場之競

爭能力。判斷是否構

成垂直價格擠壓，本

會將審酌以下因素： 

1. 行為主體是否為垂

直整合，且在上游市

場係處於獨占狀態。 

2. 其於上游市場所提

供產品或服務，是否

為其他下游市場內競

爭者的關鍵投入要素

（essential input）。 

 

(二)垂直價格擠壓：係

指同時經營上、下游

市場的垂直整合電信

事業，為阻礙或排除

下游市場內之競爭

者，而提高上游市場

商品或服務的價格，

增加下游市場競爭者

購買中間投入要素所

需成本，或以降低下

游市場商品或服務價

格的方式，縮小零售價

與批發價之價差，藉

以削弱競爭者在下游

市場之競爭能力。判

斷是否構成垂直價格

擠壓，本會將審酌以

下因素： 

1. 行為主體是否為垂

直整合，且在上游市

場係處於獨占狀態。 

 

 

1.參考歐盟管制機關團

體（ERG）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rgin 
squeeze tests to bundles
報告。 

2. 構成垂直價格擠壓

之方式，在於批發價

格與零售價格的差

距，是否足以讓下游

市場的競爭者有生存

空間。是以除了提高

上游的批發價格外，

降低下游的零售價格

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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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格是否足以迫使

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

競爭者退出市場。 

2. 其於上游市場所提

供商品或服務，是否

為其他下游市場內競

爭者的關鍵投入要素

（essential input）。 

3. 價格是否足以迫使

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

競爭者退出市場。於

實務判斷上，若市場

環境有顯著規模經濟

與範疇經濟、學習曲

線效果或先驅者優勢

（first mover 
advantages）時，應以

下游競爭者之合理成

本作為認定基準。 

4. 電信主管機關對於

批發服務價格有無事

前管制，以及有無進

行防止垂直價格擠壓

檢驗。 

3. 垂直價格擠壓是否

構成獨占地位之濫用

行為，歐盟會員國有

採取「均等效率經營者

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EEO），

亦有採取「合理效率經

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REO）者。前者是

以上游市場的市場主

導者的效率為準；後

者則以合理效率的競

爭者成本為基準。基

於競爭法的原則，不

能期待市場主導者是

以競爭者的成本訂

價，只能認為競爭可

以導致較不具效率的

競爭者退出市場，因

此原則上可採 EEO 檢

驗。但若認為市場主

導者具有下游競爭者

所無法突破之優勢

時，基於促進市場有

效競爭之考量，應考

慮改以下游競爭者之

合理成本為認定基

準，亦即改採 REO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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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電信主管機關對

於必須審核的批發服

務價格，已進行垂直

價格擠壓檢驗，則本

會原則上應無介入之

必要。惟為確認其實

際審查標準，本會應

請電信主管機關協助

提供相關成本資料供

參。爰補充上述內

容。 

 
修改例三之說明： 
 
例三、如何判斷反競爭的垂直價格擠壓— 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 
 

假設甲公司是垂直整合的電信事業，同時提供批發服務（例如細分

化用戶迴路出租）及零售服務（例如市內電話或 DSL 服務），甲公司在

批發市場是唯一的提供者，而下游零售市場則有多家業者競爭，甲公司

將批發服務以每單位 w 元的價錢提供給本身及其他下游競爭者，甲公司

的零售價格及零售階段的成本分別為 p 及 c，則其批發價格之訂定是否

足以排除其他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倘若甲公司所訂定的批發價

格高於其零售價格扣掉零售階段的成本，亦即 w>p-c，這樣的批發價格

將使得與甲公司具有相同效率的其他下游競爭者，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

場，故可能會構成垂直價格擠壓行為。反之，倘甲公司訂定的批發價格

未超過其零售價格扣掉零售階段的成本，亦即 w≦p-c，則不構成垂直價

格擠壓的行為。此種以垂直整合市場主導者的效率，作為認定標準的檢

驗方式，稱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test）。 
    不過，若認為市場主導者具有下游競爭者所無法突破之優勢，基於促進

下游市場的有效競爭，於個案中可考慮採取「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

（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REO test），以下游競爭者之合理成本為

認定基準。倘若某種原因使零售成本 c 變小，甲公司因此降低零售價格

p，若不變更批發價格 w，此時是否仍構成價格擠壓？本會將考量下游競

爭者的效率有無相對應的提升，亦即以 REO 之測試確認是否仍構成價格

擠壓。 
於個案中究應採取何種檢驗方法，本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規

定，商同電信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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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對套裝費率的部分，舉例說明進行垂直價格擠壓的檢驗： 
 
例○：對於套裝服務費率進行設算檢驗 
 
    電信事業時常藉由套裝服務（bundled service）及優惠費率的組合，

作為其訂價策略，為避免電信事業以此進行反競爭之垂直價格擠壓，本

會將以該「套裝服務的價格」，是否大於或等於「個別服務之批發價格」

加上「個別服務批發轉換為零售的成本」（零售成本）為檢驗原則，並

將輔以下列方式進行檢驗： 
 
一、該套裝服務之個別服務，分屬不同市場的商品或服務（例如付費電

視服務與網際網路服務兩者之組合） 
    以 Pxy-Cy ≧ Ax|y + Cx|y 進行設算檢驗 
    Pxy 為套裝服務（x,y）的價格 
    Cy  為單獨提供 y 服務所需之成本 
    Ax|y 為 x 服務的批發價格，假設該業者亦提供 y 服務 
    Cx|y 為同時提供 y 服務時，x 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產品的成

本（零售成本） 
    此一檢驗在於考量該事業同時提供 x,y 服務時，可能因範疇經濟而

有成本節省的效果，但在套裝服務價格訂定上，不應低於一服務的

成本，加上另一服務的「批發價格加上零售成本」。 
 
二、該套裝服務，為競爭者所無法提供者（例如市話及行動通信服務之

費率組合，為不具固網執照之行動通信事業所能提供者） 
    以 Pxy-Py ≧ Ax + Cx|y 進行設算檢驗 
    Pxy 為套裝服務（x,y）的價格 
    Py  為 y 服務的零售價格，y 服務為競爭者所無法提供者 
    Ax  為 x 服務的批發價格 
    Cx|y 為同時提供 y 服務時，x 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產品的成

本（零售成本） 
     以此一方式檢驗的目的，在於剔除競爭者無法提供之服務（y）後，

該價格是否使具有競爭的（x）服務市場，不會因為此一套裝服務受

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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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別訂價 

 
   增列一舉例： 
    
例○：對於大企業客戶或政府標案的特殊訂價或折扣優惠 
 
   電信事業為競逐國內各大企業用戶，或者政府機關、學校或研究單

位網際網路接取或電路出租之標案，通常會以較一般企業用戶牌告價或

優惠價為低的價格，爭取此一交易之機會。此一較低價格或折扣有無構

成反競爭行為，本會將評估以下事項： 
(1) 該服務市場之競爭狀態（有無市場主導者之存在）； 
(2) 該市場主導者與其他電信事業，於前揭大企業客戶，或者政府機

關、學校等各單位競標市場（bidding market）的競爭現況； 
(3) 此一特殊訂價或折扣優惠相較於提供其他企業用戶之價格而言，是

否反應成本差異，或者有低於批發價格或者低於成本訂價的情形； 
(4) 有無不當忠誠折扣條件或者限制轉換交易對象之情事。 
 

有鑑於電信事業常以營業秘密為由，以契約要求給予特殊訂價或折扣優惠

的大企業用戶有保密之義務，藉此策略將個案常態化，規避電信法要求電信

事業主管機關進行價格管制之規範，本會除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決定是否

針對個案調查處理外，另將依據第 9 條規定商同電信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之。 
 



 

 201 

第七章 我國電信事業與市場主導者有關網路互連及
電路出租費用衍生之爭議態樣及處理方式建
議 

 
    以下謹就本研究案，針對我國電信市場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費用爭議態樣之

研析，通傳會及公平會可為之政策及作法建議，彙整如下以供卓參： 
 

爭議態樣 對於通傳會之建議 對於公平會之建議 
一、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IP Peering）爭議 
一、通傳會應掌握市場

主導者服務成本之資

料：建議檢視現行「第一

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

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

將新興電信服務列為必

須申報之成本會計科

目，以及包括所對應使

用的網路元件成本。 
二、法制上應將「網際網

路互連」納入電信法網路

互連之規範：參考歐盟

「網路接取指令」

（Access Directive）之規

定，將網際網路互連列

為網路互連的管制規

範，以符合公平、合理

及無差別待遇的原則。 
三、有關免費對等互連

的條件上，「IP 位址」及

「國際互連總頻寬」的比

例要求並不合理，應以

訊務量的比例作為標

準，因此應命市場主導

者改正之。 

對於通傳會所核定有關

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

應認為「IP 位址」及「國

際互連總頻寬」的比例不

合理，有不公平競爭之

嫌，應向通傳會表達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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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DSL 服務搭售市

話爭議 
一、應命市場主導者不

得強制 ADSL 服務搭售

市話服務。 
二、命市場主導者儘速

提報合理的「專用用戶迴

路 ADSL 服務」資費。 

通傳會已於 2007 年 7 月

19 日命市場主導者改

正，市場主導者並未完

全改正，因此公平會可

依據公平法第 26 條考量

是否針對市場主導者強

制 ADSL 服務搭售市話

服務，進行調查，確認

有無違法公平法第 19 條

第 6 款之情事。 
三、市場主導者 F2 熱線

費率爭議 
一、F2 促銷方案的提

出，是因為其為固網市

場的市場主導者，其他

電信業者若欲提供相同

的促銷方案，必須與市

場主導者合作，且需提

供市場主導者機密的客

戶資料，因此於實務上

難以提出相同的促銷方

案。 
二、F2 促銷方案將強化

使用者被市場主導者套

牢（lock-in）的現象，不

利於市場的公平競爭，

因此通傳會應不得再行

同意備查後續 F2 促銷方

案，並限期命市場主導

者停止實施此一方案。 

一、對於通傳會「同意備

查」的電信資費促銷方

案，由於並未為通傳會

實質審查，解釋上並不

阻礙公平會依據公平法

介入調查之權限。公平

會可探究有無構成公平

法第 10 條之違法情事，

而可逕自加以處理。 
二、考慮請通傳會命市

場主導者停止實施此一

方案。 

四、市場主導者市話撥

打 E.164 通信費率爭議 
通傳會應命市場主導者

限期提報合理的市話撥

打網路電話資費。若市

場主導者未於合理期限

內提出，或者拒絕調降

現行資費，應考慮依據

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加以處

罰。 

通傳會已於 2008 年 9 月

要求市場主導者提報合

理的資費方案，市場主

導者迄今為止並未提

出。公平會若認為現行

市話撥打網路電話費率

有不公平競爭之情形，

應考量有無違反公平法

第 10 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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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內用戶迴路出租

爭議 
一、通傳會應要求市場

主導者提供 Line Sharing
或 Bitstream 的細分化接

取方式，並訂定合理的

接取條件及價格； 
二、市內用戶迴路之租

用，有鑑於市場主導者

的 FTTx 網路覆蓋率已達

58%，因此通傳會有必

要要求市場主導者開放

接取，以促進市場競

爭； 
三、依據新進固網業者

反映，租用市場主導者

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

尚須支付銜接電路及一

次性施工費用等「附屬費

用」。依據本研究試算之

結果，相關成本合計確

實可能對新進固網業者

構成垂直價格擠壓，因

此應考慮將相關附屬費

用列入管制，並要求市

場主導者提出垂直價格

擠壓測試之試算（均等效

率經營者檢驗）。若確認

市場主導者確實通過其

所提出的垂直價格擠壓

測試，通傳會應考慮以

下游事業合理效率經營

者之成本進行試算，進

行合理效率經營者檢

驗，以促進下游市場（尤

其是 ADSL 服務）的競

爭。 

一、針對本研究所試算

的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

與零售價之比較（表

31），要求市場主導者試

算在此一批發價與零售

價的價差下，其下游事

業單位（HiNet）可否獲

利。此外，並可請新進

固網業者針對其租用此

市內用戶迴路提供市話

及上網服務，所需之零

售成本及合理利潤進行

說明，以綜合考量有無

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情

事。 
二、於程序上，公平會

可考慮針對此一爭議，

於調查時進行對立式的

聽證或者諮詢程序，請

爭議雙方就核心問題提

出說明，以協助公平會

處理此一爭議。 
三、針對此一爭議，依

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商

同通傳會請其表達意

見，並請其提供相關資

料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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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場主導者寬頻上

網服務批發價格 
一、對於無零售價之批

發業務，由於難以實施

現行所採取的「零售價格

扣減法」（retail-minus），

因此通傳會應考慮修改

現行「資費管理辦法」之

規定，參考國外電信管

制機關之實務，納入長

期增支成本（LRIC）或

實際成本（current costs）
等其他之訂價方式，以

對於批發價格進行有效

管制。 
二、針對現行六大批發

業務批發價格之訂定，

應定期檢討，以維護下

游市場的公平競爭。 

考慮調查市場主導者針

對相關批發服務，有無

「零售價低於批發價」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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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市場主導者數據電

路批發價格 
一、針對新進固網業者

陳述，市場主導者對於

企業用戶及政府標案的

實際成交價格，有低於

批發價之情事，通傳會

應深入瞭解，以研析現

行市場主導者批發服務

批發價及零售價之訂定

是否合理。 
二、針對市場主導者所

申報之批發價格及零售

價格，應請其提出有無

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試

算。通傳會並應將市場

主導者試算所依據的成

本數據資料，與其依據

「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

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所

申報之成本會計資料相

互勾稽，確認有無正

確。 
三、若確認市場主導者

確實通過其所提出的垂

直價格擠壓測試，通傳

會應考慮以下游事業合

理效率經營者之成本進

行試算，進行合理效率

經營者檢驗，以促進下

游市場的競爭。 
 

一、相較於通傳會依據

電信法第 52 條僅有報表

的調查權限，公平會依

據公平法第 27 條具有相

當的調查權，因此相較

於通傳會更可深入調

查，請市場主導者及其

交易相對人（企業用戶及

政府標案之採購機關）提

出其實際交易資料，確

認有無「實際成交價低於

批發價」之情事。 
二、請新進固網業者針

對上述爭議提出相關資

料說明，包括市場主導

者給予該事業的實際批

發價格，以及有關「零售

實際成交價低於批發價」

之事證。 
三、經調查確認有上述

情事者，參考歐盟執委

會及歐洲初審法院處理

德意志電信價格擠壓之

見解，係屬違反歐體協

約第 82 條之濫用獨占地

位之行為，可認為有違

反公平法第 10 條之嫌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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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信零售價格之核定

或備查 
一、不論是採取核定或備

查方式，通傳會應進行垂

直價格擠壓測試，以確認

該零售價或促銷方案是

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 
二、對於已具有有效競爭

的行動發話市場，可考慮

解除事前價格管制，而改

以朝向中間產品訂價管

制（接續費）之管制方

向。 

若認為市場主導者之零

售價及其促銷方案有構

成垂直價格擠壓之嫌，應

向通傳會表達關切。對於

通傳會備查或未管制之

資費，認為有違反公共利

益之情事，可依據公平法

第 26 條介入調查處理，

確認有無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之情事。 

九、網路互連介接及機房

共置（co-location）爭議 
一、網路互連需求者

（access seeker）有權決

定對其有利的適當介接

點，提供網路互連的市場

主導者無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 
二、網路互連之機房共

置，應以實體共置

（phisical co-location）為

原則，虛擬共置（virtual 
co-location）為例外，通

傳會應確認市場主導者

所提出之共置條件是否

合理。 

對於違反公平競爭之網

路互連介接及機房共置

條件，公平會應考慮依據

公平法第 26 條介入調查

處理，確認市場主導者有

無因樞紐設施之拒絕接

取，而有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之情事。 

十、網路互連品質之爭議 通傳會應要求市場主導

者確實落實通信紀錄保

存之規則（record keeping 
rule），包括話務及訊務

部分，以確認是否對於競

爭者在服務品質提供上

有差別待遇之情事。 

對於有關網路互連品質

之爭議，於個案爭議上常

有舉證之困難，因此應請

通傳會落實對於電信事

業紀錄保存規則之要

求，作為監控之基礎。 

 



 

 207 

中文摘要 

關鍵字：電信市場主導者、反競爭行為、價格管制、價格擠壓、網路互連、電

路出租 

 

    本研究計畫「規範與調整獨寡占業者不當行為之可行政策作法—以電信事業

主導者定價為例」，係針對國內、外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定價規範及實務進行

分析。主要的研究議題如下： 

 

1. 研析歐美、日本、澳洲等先進國家對於電信事業主導者定價行為之執法態度

與相關規範。 

2. 了解我國電信業者在行動通信、固定通信等業務之競爭現況與其定價策略分

析。 

3. 針對我國電信業者與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間有關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費用衍

生之爭議態樣及問題探討。 

4. 參照國外管制經驗，提出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推出優惠方案或電路出租費用

是否對行動電話業者或 ISP 業者造成垂直價格擠壓或交叉補貼等濫用市場獨

占地位行為之檢驗模式及判斷準則。 

5. 針對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涉及反競爭之定價行為之

介入點及機關分工原則提出建議。 

6. 對於公平會電信事業規範準則提出修訂建議。 

 

    針對上述的研究議題，謹就研究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一、歐、美、日、澳電信主管機關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管制及

規範 

    對於具有「控制市場地位」或者「樞紐設施」的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歐、

美、日、澳之電信主管機關均對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s）的批發服務，，

對其批發價格進行事前管制，以確保下游市場之有效競爭。對於批發價格的管

制，有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者，亦有採取「成本基礎」法（cost- 
based）者，且針對不同業務採取不同的計算方法，各國作法不一。有鑑於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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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業務性質有所差異，因此在管制規範上應預留適度的彈性，以讓主管機關得

以選擇最適合的計算方式。此外，不論是採取何種的計算方式，電信主管機關

都必須適度掌握市場主導者的成本會計資料，因此必須落實電信成本會計制

度，以呈現市場主導者各項業務及其相對應網路元件之成本，作為電信資費管

制之基礎。 

   對於市場主導者批發價格的規範上，如何避免垂直價格擠壓的產生，為管制

之主要議題。本研究分析歐盟各會員國管制機關及澳洲的管制實務經驗發現，

對於批發價格的事前管制，均會進行垂直價格擠壓的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在設算方式上，有以市場主導者的效率作為檢驗之標準者，此稱為「均

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或者有以下游事業

經營者的合理效率作為檢驗標準者，以確認在此一零售及批發價的價差下，下

游合理效率的競爭者能否獲利，此稱為「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究竟以何種檢驗方式為當？多數歐盟會員國及澳

洲的管制機關（ACCC）是採取 EEO 的檢驗方式，惟英國管制機關 OFCOM 則

同時採取 EEO 及 REO 的檢驗方法，以促進下游市場的有效競爭。 

 

二、我國電信市場的競爭現況及定價策略分析 

    以目前我國電信市場的競爭現況而言，固網通信市場以中華電信為市場主

導者。行動通信市場若從整體的語音通信服務之間的替代性而言，應將 2G、3G
劃為單一市場，並以集團別認定各電信集團的市占率及其市場力量。寬頻市場

的部分，若僅就有線寬頻市場加以觀察，應可認為中華電信於該市場具有獨占

地位。 

 針對固網通信市場之市場主導者定價策略，發現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070 網

路電話之定價策略，似透過訂定高通信費率，藉由差別訂價以維繫其現有市話

產品之優勢地位。中華電信寬頻上網定價策略為，在競爭的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IASP)，利用升速不加價、調降上網費率等策略，以擠壓其他競爭者利潤及降

低其競爭能力；而在寬頻電路出租市場因具有獨占地位，則採取維持電路月租

費率。行動通信市場之市場主導者定價策略目標主要為：「鞏固既有客戶、積極

爭取新客戶」，由於行動通信零售市場經營者眾，並已實施號碼可攜，用戶可自

由選擇業者。各業者設定之資費水準差異不大，市場上不存在有業者控制價格

的反競爭行為，建議電信主管機關於零售市場可考慮解除管制，將管制重心移

向批發市場。 

 

三、電信市場主導者爭議個案探討及濫用市場獨占地位行為之設算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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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以下我國電信業者與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間有關網路互連及電

路出租費用衍生之爭議個案進行探討。並針對中華電信市內用戶迴路、寬頻上

網服務批發價格、市內數據電路批發價格進行設算檢驗。檢視公平會可考慮介

入並加以調查處理之電信市場主導者不公平競爭行為。 

 (1)「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頻寬」爭議：本研究研析，我國第一類電信事

業會計制度處理原則，係以「業務別」為分別計算盈虧為區分基礎，故難得知被

中華電信歸屬於第二類電信業務部門的網際網路互連頻寬之成本資料。建議通

傳會檢視現行「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此外，法制

上應將「網際網路互連」納入電信法網路互連之規範。此外，通傳會所核定有關

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中，「IP 位址」及「國際互連總頻寬」的比例不合理，有

不公平競爭之嫌，公平會應向通傳會表達意見。 

    (2)「ADSL 搭售市話」：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命市場主導者不得強制

ADSL 服務搭售市話服務，另亦需儘速提報合理的「專用用戶迴路 ADSL 服務」

資費。而公平會應可考量對此案介入調查，以確認是否有違反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情事。 

 (3) F2 熱線費率：若其他電信業者欲提供與「F2 熱線費率」相同的促銷方

案，必須與市場主導者合作並且提供客戶名單等商業機密，因此其他業者客觀

上難以提出相同的促銷方案。市場主導者此促銷方案排除其他行動電話業者競

爭機會，通傳會應不得再行同意備查後續 F2 促銷方案，並限期命市場主導者停

止實施此一方案。F2 促銷方案為通傳會「同意備查」的電信資費促銷方案，由

於並未為通傳會實質審查，解釋上並不阻礙公平會依據公平法介入調查之權

限。公平會可探究有無構成公平法第 10 條之違法情事，而可逕自加以處理。或

考慮請通傳會命市場主導者停止實施此一方案。 

    (4)市話撥打 E.164(網路電話 070)通信費率：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命市場主

導者限期提報合理的市話撥打網路電話資費。若市場主導者未於合理期限內提

出，或者拒絕調降現行資費，應考慮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加以處罰。另，公平會若認為現行市話撥打網路電話費率有不公平競爭之情形，

應考量有無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之情形。 

    (5)「市內用戶迴路出租」之爭議：依據本研究試算之結果，相關附屬費用

於成本合計上，確實可能對新進固網業者有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疑慮，因此通傳

會應考慮將相關附屬費用列入管制，並要求市場主導者提出垂直價格擠壓測試

之試算（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若確認市場主導者確實通過其所提出的垂直價

格擠壓測試，通傳會應考慮以下游事業合理效率經營者之成本進行試算，進行

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以促進下游市場（尤其是 ADSL 服務）的競爭。另應開

放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line sharing)。此外，由於管道與纜線(含銅纜與光纖)均
具有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之性質，故光纖市內用戶迴路應開放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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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寬頻上網服務批發價格」部分：通傳會針對市場主導者所申報之批發

價格及零售價格，應請其提出有無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試算，且同時採取 EEO
及 REO 之測試，以促進下游市場的競爭。另，對於無零售價之批發業務，由於

難以實施現行所採取的「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因此通傳會應考慮

修改現行「資費管理辦法」之規定，參考國外電信管制機關之實務，納入長期增

支成本（LRIC）或實際成本（current costs）等其他之訂價方式，以對於批發價

格進行有效管制。 

    (7)「市內數據電路批發價格」部分：通傳會應深入瞭解，以研析現行市場

主導者批發服務批發價及零售價之訂定是否合理，並針對現行六大批發業務批發

價格主動定期檢討。公平會有必要深入調查此一現象是否屬實，以導正電信市

場之競爭秩序。 

 

四、公平會與通傳會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與機關分工原則之建議 

(一) 有鑑於公平交易法是屬於事後管制的競爭規範，因此公平會對於通傳會核

定之資費，原則上無介入空間。但公平會對於通傳會之電信資費管制有未

符合競爭政策者，得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向通傳會表達其意見。 

(二) 公平會對於通傳會未核定之電信事業主導者資費或相關費用，及電信市場

主導者規避通傳會資費管制之行為，導致有未符合競爭政策之情事，應有

介入空間。 

(三) 於公平會所制定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已揭櫫「垂直價格擠壓」、「差

別定價」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作為獨占地位濫用的規範類型，以上均

為公平會適合介入進行管制之類型。公平會可針對個案審理，要求獨占事

業舉證。此外，對於未為通傳會公告之「樞紐設施」，公平會得基於個案事

後管制之權限，依據「樞紐設施理論」逕為認定。 

(四) 公平會與通傳會應為資訊之交流及分享、必要時並應協調商同合作辦理。建

議可參考英國 OFT 與 OFCOM 的「共同管轄權」（concurrency power）機制

之實質規定，建立競爭主管機關產與產業主管機關之溝通協調，強化行政機

關做成裁量與決定之專業性與明確性。此外，更有助於實質提升行政機關內

部作業之效率與一致性，以避免機關間因專業見解不同而做出裁判不一致

或見解相出入之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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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telcecommunication dominant market player,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pricing regulations, price squeeze,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wholesale line rental 
 

This research thesis is “Regulatory policy and strategy on the Unfair Behaviors of 
Monopoly and Oligopoly Enterprises：focused on the pricing behavior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dominant market player”. In the research, we analysis the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and wholesale line rental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in EU telecom 
framework, UK, US, Japan and Australia. We find that the telecom regulators in these 
countries take the ex-ante regulations for the wholesale service markets, which not in 
effective competition. The dominant market players (in EU framework: SMP players）
need to open access the essential inputs for their downstream competitors in the fair 
and reasonable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cost-based pricing.  

 

   In the wholesale pricing regulations, the top-down and bottom-up methods are 
adapted for the different inputs to measure the prices. The top-down method in the 
pricing regulation is “retail-minus”, which is the retail price minus the avoidable costs. 
The bottom-up method is “cost-based”, which is the network element costs and adds 
some reasonable expectable profits (ex. LRIC). Some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and 
Japan, use these two methods to review prices for different wholesale services. For 
the pricing regulations, the cost accounting systems should be well established and 
reviewed periodically.  

 

   For the pricing regulation, the price squeeze test should be taken by the regulators. 
It’s import for the downstream competitors to sustain the reasonable margin between 
wholesale and retail prices. In the European regulation practices, the EEO（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is taken in most countries to avoid the downstream 
competitors as efficient as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firm (the SMP player )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 market. And the REO（Reasonable Efficient Operator）test is taken 
in some countries, which the cost is evaluated by the downstream efficient 
competitors. These two methods are used by the Ofcom in the UK regulatory practice.  

 

   For the reference to these countries above, we find that some kinds of telecom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aiwan. The wholesale servi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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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pricing of dominant market players should be reviewed periodically. And the 
price squeeze test needs to be taken ex-ante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EEO and REO 
test mentioned above. The ex-ante retail price regulations for mobile origination 
market should be abolished, because of the market is effective competi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NCC to amen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and its regulations to fit the 
needs. We think that the FTC may review the pricing behaviors by competition law, 
which the prices aren’t ex-ante regulated by NCC. If the FTC thinks that the pricing 
behaviors are anti-competitive, it should notice the NCC to review the prices. When 
the issue cases happened, the FCC may investigate for the cases and not yield to NCC. 
For the ex-post regulations, we think that some market power abusing behaviors, such 
like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abusing”, “price squeeze” and “discrimination behavior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FTC. To coordinate the legal opinions and the regulation 
tools, we think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NCC 
and FTC. By the way, 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telecom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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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資費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專家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2009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十時 
地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會議室 
主席：王碧蓮 資深顧問 
與談專家：石世豪 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劉孔中 教授（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江耀國 教授（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周韻采 教授（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討論議題： 
一、 公平交易法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規範 

1. 以事後管制為主的公平交易法，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

如何管制其不當的定價行為？ 
2. 對於現行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定價，有無造成垂直價格擠

壓等濫用獨占地位之情事，應採取何種認定方法加以檢驗？ 
3. 在規範制度設計上，競爭法應如何與電信法組合形成適當的

管制架構，以有效防止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不當定價行

為？ 
 
二、 公平會與通傳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之管制分工 

1. 對於經通傳會核定之資費及促銷方案，是否因構成「行政屏

障」而使公平會不得再行介入調查？若有此一原則之適用，其

範圍是否包括未經通傳會定期檢討的電信資費？ 
2. 公平會與通傳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定價爭議，應如

何合作以為處理？例如進行成本及價格資訊的交流，以及如

何避免一事二罰？ 
 

第一輪發言： 

石世豪老師意見： 

我針對討論議題第一大題依序回答： 
1. 每一個主管機關應依據自己主管的法律發動權限，不需要在乎其他法律的存

在。以中華電信來說，公平會可以依據公平法第 10 條，對於電信市場具有

主導價格能力的業者，依據其行為類型加以調查處理。研究團隊擔心有公平

法第 27 條及機關相互協助的部分，在有個案形成後即不是問題，不需要區

分事前及事後，有個案即可介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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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會有的調查權而言，形式上比 NCC 要來的強，因為業者不配合是可

以開罰的。電信法只有一般報表的調查權，相對於公平法並不是那麼好用。 
2. SSNIP 的獨占檢驗方式，公平會已經操作很成熟。以獨占地位濫用的「榨取

式濫用」及「掠奪式濫用」類型而言，在 X 值實施後，是以掠奪式濫用為主，

中間投入要素或批發價的認定即相當重要。在掠奪式濫用的案例上，公平會

也累積不少案例。競爭法在認定掠奪式濫用上，並非以其主觀目的，而是客

觀就其行為效果加以判斷，考量的是企業的經濟理性，而非其真實的動機。 
    比較複雜的是，有關成本的具體認定及判斷非常複雜。在報告中提到，

現行會計制度是以業務別去拆分成本池庫及細項成本池庫，在會計分離準則

上，二類別是整塊的，可是二類有它的網路結構，所以細看還是看的出來。

對於競爭主管機關而言，則很難去查核成本的實在性，因為資料是池庫中的

一部份，internet 的電路費涉及市內、長途等其他各業務，且包括行動接續

費在內，所以確實查核時不是那麼精準。可以考慮以程序去補強實體，亦即

在實體上不做太多精準的舉證，而是以程序替代實際上的舉證，所以在聯合

行為所採取的間接舉證法則應該可以運用。亦即某種典型市場所可能出現的

情況，除非出現例外要素，但眼前並未出現，例外要素應該由對其不利益的

一方去舉證。在構成要件運用上，公平法第 10 條應該是「合理要素」，此一

部份應該由獨占事業去舉證。至少給他舉證，事項證明困難處於不確定狀

態，由其舉證證明是否存在。第二個在程序上可以考慮的，是進行對立式的

聽證，半正式的諮詢（consultation）或正式的聽證（hearing）都可以考慮，

不要由主管機關對被處分人，而是利害關係人對被處分人，在資料蒐集上善

用間接證據比較明確。不過，主管機關對於被處分人的市場主導地位，必須

善加說明，對於公平法第 10 條的主體地位，應該要達到「釋明」--理論上很

難推翻的程度。所以必須跳脫業務別的認定，而是回到公平法第 5 條，所以

採取跟主管機關不同的認定標準。公平會對此求助於 NCC 者有限。 
3. 公平會陳志民委員在其研究案中有提到，美國認為競爭法與特殊產業競爭規

範，是規範的競爭，與歐洲法系認為是規範整合的看法不同。歐盟習慣用政

治及法律過程去統合規範，美國則採取實力原則，哪種好哪種勝出！如果是

相信競爭的話，那應該採取競爭法的競爭，也就是好的競爭法會勝出！

FTC、NCC 誰管的好，那就走的瞧！ 
    雖然有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的規範，但是政治上哪一個二級部會表現的

好，自然資源就多，所以和諧是表象，競爭才是實質。法律要求和諧，美國

FTC、FCC 也是有協議，但不幸的是美國 FTC 越來越像消費者保護署，其業

務被 DOJ 接手。國內規範向來講究統合，美國三個機關有許多正式與不正式

的協定，協定彼此管轄區域，權限分清楚就好辦事！但是以政治系統運作來

說，競爭比較好！理論上 NCC 是事前管制，FTC 為事後管制，但是絕對高

度重疊，公平會可以不用管電信法長的什麼樣子，因為公平法是你要執行的

法律。電信法如何解釋，是主管機關要向公平會解釋的，後續互動可能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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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此一模式。競爭法是否一定是事後管制，我認為未必，我舉一個競爭法核

心的例子：當行為管制不足以解決問題時，一定要前進到結構管制，後續的

濫用行為不好處理時，就要去處理結構面的。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樞紐設

施（essential facility），一直管理下游的濫用行為，不如去調整上游的結構。

雖然很多人去評論 1984 年對於 AT&T 的解體案，但在時間上是很不錯的決

定。所以競爭主管機關不應該僅侷限在零星的行為管制上，行為管制上如果

看到行為不斷的重複，就應該著手到結構的調整，我認為有此一空間！公平

法第 10 條及第 38 條的刑事制裁，是可以有美國休曼法的操作，雖然該法也

是很僵硬，但是可以操作到解體的程度！ 
 
討論議題第二大題： 
1. 關於管制分工的部分，我向來不贊成行政屏障的說法。如果要承認行政屏

障，要做比較精緻的細分！美國之所以會有行政屏障的理由，是在於聯邦跟

邦的分權架構，因為休曼法是聯邦法，聯邦不介入州行為（state action）的管

制，所以沒有行政屏障的理論。所以主管機關如何處罰中華電信，都不涉及

行政屏障的問題。對於主管機關所核定的商業行為，還是可以公平法規範。 
基於機關彼此之間的相互尊重、行政一體或者說行政處分有一般性拘束力，

具有拘束一般行政機關的效力。基於行政處分的對世效力，競爭法主管機關

不好去挑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決定。 
回到電信法的部分，報告中有提到，但還不夠細的地方是：NCC 核定的是

牌告價，而非實際定價，所以實際定價行為不在核定範圍內，這是可以處理

的。所以行政處分的一般拘束力，並不包括實際定價的部分。 
2. 網路互連接續費的部分，不論是 2.15 或 2.35 元/分，主管機關都可以介入，

因為目前網路互連是以議訂先行，行政處分在後的強制效果，所以本質上還

是商業行為。在此事前與事後管制有相當大的重疊，基本上網路互連的協議

是商業行為，只有在協議不成時主管機關才以裁處介入，所以其架構跟行政

處分有些差距。我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積極介入處理。 
3. 一類與二類的互連，目前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與一類與一類的互連相比，密度

不同，所以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此一部份的介入空間很大，必須進一步去區

分這中間的差異。至於定期檢討 NCC 做的好不好，作為同僚機關可以給予

很多建議，可適用裁處行為或繞過業者再回到主管機關，這是不太合宜的，

所以要適用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這是僚屬機關的互動格局。 
4. 定價行為有沒有一事二罰的問題，我認為要看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與公平法

第 10 條的競合關係。我個人認為只有一小塊的重疊。電信法第 26 條之一，

印象中 NCC 從未發動過，所以規範的實效性受到質疑。及使電信法第 26 條

之一的實效性沒有問題，但其規範的重點在(1)一類電信事業之間，(2)互
連，(3)典型行為是拒絕交易，只有幾款比較概括的是差別待遇，以及費用

的訂定及維持。這兩款與公平法第 10 條較為類似，而有直接競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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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概括條款還需要主管機關認定，與公平法第 10 條的訂法不同。該概括

條款沒有直接拘束力，要經過主管機關認定後才有禁止效用。 
在「差別待遇」，以及「費用的訂定及維持」的競合上，事前或事後是可以

作為劃分的考量，但只是理論上的劃分。國內實務上劃分要比較精準的是，

NCC 在什麼時候、什麼範圍內對於價格的訂定或維持，有公權力介入行為

才是比較明確的劃分。如果有這一條線的話，公平會在 NCC 有公權力介入

時才需要禮讓，不然可以直接調查而沒有任何限制。 
至於差別待遇的部分，電信法第 21 條有重複規定，不過此應為平行調查事

項，因為差別待遇有很多種。NCC 是以業務別去看公平問題，而公平會是

以市場競爭問題去看公平問題，所以這兩者有很大差別。公平會的觀察視野

是比較廣的，主管機關的業務別比較窄，這樣子的平行權限是不妨礙公平會

依據公平法第 10 條的平行調查。 
至於成本及價格資訊的交流，這個難度有點高。一個是交通部的大兒子，一

個是小兒子，所以如果中華電信不給資料的話，NCC 大概也不會給！雖然

研究報告內有提到，行政程序法有機關協助的規定，但他只要找到任何主管

權限或營業秘密等理由，就可以不提供，所以不用抱太大的期望。一般性資

料提供應無問題。 
在調查的部分，如果進入個案的話，我認為發動公平法第 27 條調查是沒有

困難的，如剛才所提到的，一旦進入個案調查就沒有太大問題。競爭法主管

機關我認為，也需要慢慢養成領域上的熟悉度。每個獨占事業的領域個性是

完全不同的，特別是成本結構的資訊，差異度相當大，所以要累積對於電信

服務業的資訊，我個人認為不妨從簡單的個案開始，掌握問題的結構，慢慢

掌握產業的特性。像是 KTV 業就是如此！一事二罰就構成要件的差異度來

看，就沒有一事二罰的問題，因為從一重處罰是在於行為同一，構成要件不

同就沒有行為同一的問題。 
 
劉孔中老師意見： 

1. 通傳會主要為事前管制同時也是競爭機關，公平會是事後管制主要為競爭

機關，但就目前 NCC 第二屆委員看來，缺乏競爭法之人力，因此事前競爭

主管機目前為空有，簡言之，非常認同世豪的看法，公平會有很大的執法

空間。上週公平會鄭委員提到，461 專案，民國 82 年大家沒什麼競爭法之

觀念，因此公平法 46 條第一條有 5 年過渡期間，讓國營事業暫時豁免，在

此期間與各機關強力協商。在數位匯流這件事來看，NCC 第二屆委員難有

明顯改善之可能，因此公平會應有很大的執法空間，可依照公平法原則執

行。回到研究所談的，業者是否為公平法中獨占利益(可依公平法第 10 調推

導)、是否有不當價格決定、掠奪性定價，公平會過去都執行過此類要件要

操兵應不難，是否從事價格擠壓？公平會也有 w>p-c 之公式，因此公平法

第 10 條有很大的執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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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公平法執法官來看，公平會 4C 中也有瓶頸設施的概念，因此只要

用即可。過去我在通傳會只走了一半，僅將銅絞線列為瓶頸設施就結束

了，但至今租用效果不佳，英國已租出六百多萬條。因此我認為，依瓶頸

設施理論，不管實體電路為何，公平會都有執法空間。而瓶頸設施是否僅

限於銅絞而不及於光纖？都有許多討論空間，我也有看過業者(賀陳冉)提
供資料統計，光纖僅占建置成本 6%，真正貴的是管溝，(工程占其費用

75%以上)，因此，銅絞線 why not?光纖 why not? 
 當然公平會沒辦法像通傳會會事先訂價原則，但共同想法皆為反映成

本(cost plus/cost base/cost reflect)，若價格與成本價差很大必有地分出問

題。因此公平會還是有很大執法空間，惟公平會委員、通傳會委員都有任

期交替問題，因此我建議執法時要有專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的觀念，

即要針對電信事業調查時，明定開始與結束時間，以免中華拖延。我也贊

同世豪的看法，借重外界的力量，主管機關沒有像業者有這麼多第一手資

料，但可像今天會議資料，由遠傳、台固所提供的資料轉交中華，請中華

提出回應。 
 至於 Local loop 模式要做 bitstream 或 line sharning，其實當初在第一屆

NCC 委員就已要求中華至少提供 15%做 ling sharing，除非中華 capacity 可

證明已沒有剩餘的空間，但目前都尚未執行。中華電信銅絞費租用一次性

施工費用等，中華電信有許多地方巧立名目向其他業者收費之情事，NCC
管制密度很低，公平會應有很多地方可以介入。 
 不會有一事二罰的問題，因為目前無論通傳會或公平會都沒有處罰，

若屆時有一事二罰之狀況，再由兩機關協調。而 NCC 是否有缺失則由監察

院調查，公平會應無法介入。 
 

江耀國老師意見： 

1. 我就會議資料發表意見，會議資料花很多篇幅再說批發價格的問題，批發

價格常與零售價作對照組觀察，但我想到一個問題，其實我們並未針對批

發服務加以定義。也就是說，是否要有零售價格的服務，此服務非給 end 
user，而是一業者賣給另一個業者才會有批發價格？這點是不清楚的，以

致於會議資料第 2 頁寫到，通傳會公告六項批發業務中有三項未有零售價

格。美國法中用轉售(resale)稱之，若是轉售的概念則不一定要有零售價，

美國轉售定義為：只要一個業者賣給另一業者的服務皆稱為轉售，而業者

的定義為只要不是 end user，則皆為業者。因此，服務沒有零售價不意味這

項服務不必進行批發價格管制。我認為，資費管理辦法對市場主導者的管

制，應是由競爭法出發的市場力管制，研究報告中未提到主管機關應將哪

些業務列入批發業務項目，換句話說，這六項批發服務是否大體上可規範

市場主導者對其他業者進行價格擠壓之行為？研究報告可針批發業務應包

含哪些業務項目列入可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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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會議資料也討論很多關於批發價格管制，我國主要學習美國法採用

retail minus，英國及澳洲則採其他價格管制方法，大體上我贊同報告所說

retail minus 為 top down、其他方法如增支成本法則為 bottom up 之作法，其

實二個作法應該都是取向於不要讓主導者用任何的方法離開跟成本有關的

方法來進行價格擠壓或達其他類似目的，因此我贊成報告所寫的，似乎

retail minus 不是管制批發價格的唯一方法。因此，資費管理辦法是否應在

此做修正，這是可以考慮的。 
3. 另外，補充一點，似乎會議資料將美國零售價格扣減 17~25%作為批發價

格，但此準則為美國 FCC 96 年電信法當時訂定的過渡時期規定，主要還是

交由各州自行核定，非為完全依 17~25%為標準。 
4. 電信法對於市場主導者之定義與公平法對獨占事業定義是不一致的。電信

法對於市場主導者認定有三標準，實際上運用的是 25%的標準，此源引歐

盟一項舊的規定，但歐盟於 02 年的通訊傳播指令都以變更，對於市場主導

者的定義已將其回歸競爭法的原則，亦即對其他業者或消費者有市場力即

可視為市場主導業者，若我們未對於電信法市場主導者概念作一修改，將

與公平法對於獨占事業之定義有差異，公平法獨占事業直接定義為不具競

爭或有壓倒性地位等，但還有一個反面的規定為要有 50%的市占率，不然

不會成為獨占事業。但從電信法市場主導者角度來看，行動通信零售價格

管制(X 值)，將不會有廠商是獨占事業，因此，研究報告可針對此建議，電

信法對於 SMP 之定義已相當過時，應修改。 
5. 剛才石教授與劉教授都談到，公平會有許多的執法空間，但我提出另一個

看法，事實上管制法跟競爭法在競合時或一同介入時，應釐清兩者之界

限。公平法 46 條並不是一個寫的很好的條文，46 條僅提到不牴觸公平法的

立法意旨時優先適用其他競爭法，這是否意味公平會需做某程度之自我節

制呢？這應可進一部釐清，且我認為，當公平會在某些事項不想介入時，

46 條應該是它可以作為著力點的地方。我提出一個比較法的觀察，美國法

對於競爭法跟管制法在重疊時，經由美國的一些判例其發展出兩個標準，

第一叫做普遍性標準，如果一個管制的制度，它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它

的管制制度是全面性、普遍性時，競爭法可考慮退居第二線。第二標準是

牴觸標準，如果競爭法管制機關運用競爭法的執行手段或裁罰手段去處罰

業者時，反而會使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從去管理他受管制產業時。在此

二要件都充分情況下，美國法院才會視為默示的競爭法豁免。 
 
周韻采老師意見： 

1. 中間有幾個問題層次還為清楚釐清，因題目講的好像是以電信市場主導者

定價為例的研究計畫，根據電信法資費管制來說，電信主導業者因身份界

定能管的價格其實是零售價格(retail price)，而非中繼產品的價格。因此，

我不清楚 如何用電信市場主導者這一個 category 去延伸到去管批發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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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要做批發價，也就是在中繼市場雙方在價格議價過程中，有沒有因資

訊無法揭露或市場力的可能性使得價格出現可能的反競爭而不利於其他業

者在下游市場競爭。這個部份除非修改電信法，將批發價格納入管制的部

份，這個部分不完全只有電信市場主導者，因為他還有不同的層次，同時

有無線跟有線電信業者的基礎設施，在有線的中繼市場的接續會影響他在

無線市場、行動市場終端的競爭，或許 back haul 是走 wireline 的競爭，其

實這是好幾個不同的市場跟面向，這個部分我認為現在的處理方式，這個

題目必須做重新定義才可談批發價的問題，若不是這樣的話，現在這個題

目應只限於 X price/ X 值的討論，無法去延伸，因從電信法就無法談到批發

價的問題。並不是因為中華或有一個市場主導業者特別大，就應該將他跟

業者所有相關的交易行為的價格都受到控制，這個是現在在法源上要寫批

發價的管制，根本就不能用電信市場主導者的概念去處理。 
2. 另一個常 misuse 的概念是，市話迴路開放跟瓶頸設施的關係。市話迴路開

放是指可用好幾種不同方式來接續既有業者的網路，也就是說我可以直接

用兩條線互連(interconnection)，也可以租用既有業者部份元件以提供服

務。但宣告為瓶頸設施則為強制開放，也就是說，業者不得拒絕且有強制

開放之義務，但市話迴路開放僅為其接取的方式，所以未必一定是強制

的，換句話說，如果市話迴路並沒有宣告為瓶頸設施的話那麼中華電信其

實可以拒絕開放，若要看這個問題，且跟公平法有關的話，應該是說在他

拒絕的時候有沒有涉及不當的競爭的影響，所以我們要談的是，未來假設

說要做批發價格，其實不是基於市話迴路的開放，而是基於可能性上面，

業者在中繼產品的價格的交易行為有沒有牽涉到反競爭的可能，所以這個

部份也不一定要宣告為瓶頸設施且也不一定要限於市話迴路之上，所以在

中繼價格服務的提供，以後不一定是用到市話用戶迴路那條線而已，其實

包括現在講的很多是 back haul 的部份，我覺得 NCC 在過去幾年還有以前總

局時代，因很多時候是引進國外的法規，但他們有一些其他的配套措施或

法規規管架構有特殊之處，造成我們這邊一塊、那邊一塊，疊來疊去後就

長的很奇怪。在第一屆 NCC 委員曾經公告過批發業務項目，這個部分的確

幾乎涵蓋所有中繼業務的可能性，且其有可能影響到下游市場的競爭，但

談到批發價問題會一直以為是下游市場有對應的上游市場，但問題是下游

市場與上游市場不在同一位階，retail minus 的最大問題在於，中繼產品為

一個獨立的服務而沒有下游市場的連結，大家最後變成在喊價， NCC 制

定了批發價業務項目其實意思是說，這些項目是大家要來跟 NCC 一起喊

價，已達成一個 agreement/ consensus，而非這些批發業務真的可以適用

retail minus 原則。需將電信法誤用或混淆的概念重新釐清，否則在規管上

總有 bug 無法處理。 
3. 市話迴路開放是否要宣告為瓶頸設施，這幾年的趨勢很明顯的看來是，我

們到底要談的是技術之間 (within)的競爭、或跨技術(across)的競爭？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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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的 wireline 市場的競爭程度，還是所有的 wireline 技術之間的競

爭。也就是說在看傳統的 telecom 雙絞線加值的 DSL 跟 cable modem 的競

爭、跟 fiber optic 的競爭。還是單純雙絞線引申出來的加值的、within 競

爭。所以這要看你對競爭與市場的定義而決定，很明顯的在 DSL 市場中華

電信是獨占且絕對的壟斷(monopolize)，且有許多可以被 charge 的反競爭行

為，但若要做到技術中立的下世代寬頻的競爭政策，所謂的強制市話迴路

甚至包括 DSL 線路都再次宣告為瓶頸設施，也就是擴大瓶頸設施的定義，

是否有助於不同技術間的競爭以及下世代寬頻 high brand network 的概念。

不管是公平會或 NCC，未來要處理這種反競爭行為的時候，必須很清楚的

知道他談的市場是什麼，市場的反競爭行為是在哪一個範圍(scope)決定。

同樣的問題在過去這麼多年來，美國一直在處理的是 MVT(多視訊媒體)的
問題，到底市場界定是在 cable 市場的壟斷(monopolize)或是在多媒體包括

衛星等其他的統籌市場，美國已開始在談，是走向多媒體視訊市場的競爭

概念，因此對於 cable 本身的管制已逐漸放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

當其他的競爭技術越來越可行時，不斷的再去做市話迴路列入瓶頸設施的

定義不斷擴大，到底有沒有助於跨技術(across technology)的競爭。我認為

這部份，主管機關必需非常仔細的思考。在市話迴路的確由中華電信獨

大，但所有的證據(evidence)證明，開放市話迴路對於即使本身 local 
market、voice market，美國 1996 年到現在為止，其實能夠影響競爭的幅度

其實有限，它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在美國來說根據最新研究大概不到為

市場營收(revenue)的 1%。意味寬頻市場是由更多的 cable modem 或 fiber 
optic、3G 等技術的競爭帶動產值上升。強制開放的 approach，切割原來既

有業者的網路結構的 approah，在新的技術越來越普遍且越來越有競爭力

時，其實對整個市場的競爭影響是越來越小的。大家常舉英國的例子，但

英國最重要的概念是 Openreach，整個市話迴路做功能性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即使連 BT 現在也是用 Openreach 的網路去做 DSL 服務，所以

全面採用市話迴路用 line sharing 或 unbundle 的技術，這是很弔詭的事實，

我覺得大家在引用例子一定要非常清楚後面整體的狀況，也就是說，對 BT
來說他在回來用過去的 DSL 線路時，也都宣稱是用 LLU，所以你看起來

LLU 這個整個的數據，在 Openreach 成立那年就整個迅速上升，但大家就

將其認為是因功能性分離的成效有多麼好阿!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解釋

在我們引用例子是要仔細思考(carefully thinking)，不要今天要看 LLU，就

一直去尋找適合(fit) LLU 的例子，而是要其整體後面的政策環境。我覺得

這幾個問題要先釐清，不然今天看這個討論提綱會一直有一些好像 missing 
point，我覺得在我認知中不是那麼對階。 

4. 網際網路頻寬，我認為要非常的小心，因為網際網路互連會比一般的電信

網路互連更為複雜，因為上面的流量不是指有 ISP 而已，還有 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會產生(generate)流量，所以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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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駭客 originate 的 site，大量的流量出來會反而造成 ISP 要付你錢(若
完全 total free peering 之概念下)，美國說的 free peering 是在大的 IBPs 之間

去做 free peering，但其實他有限定範圍，但因為台灣生態太詭異了，以至

於你想要引用時常會出現一些盲點，那現在談 IP Peering，包括 ICP 業者是

否要一起做到 free peering？其實台灣目前只有三家有固網線路的才是有可

能放在這裡面，所以還是這三家自己談的問題，若將 ICP 加入，應僅垃圾

郵件、攻擊的網站要收錢才對。不應因他是中華電信所以就要怎樣怎樣。 
5. 在釐清以上幾點後，我試著回答研究所提出的問題。中繼價格會影響到下

游市場，因此若為競爭政策導向的主管機關，的確應該有批發價格的制

定。我認為目前 NCC 已公告的批發業務已非常 OK，因已包括幾乎所有中

繼產品。但若非為瓶頸設施，基本上對於中繼產品其實沒有任何強制完成

交易的議定。公告批發價格應為定價方針(pricing guideline)，但 pricing 
guideline 如何制定，美國發現長期增支成本是一個很好的概念，用在零售

服務(retail service)是 OK 的，因為零售價格是觀察的到，較容易施行，但若

要用在中繼產品，中繼產品的價格是業者間的協議，要用長期成本增支法

處理元件的問題，其難度高很多。長期成本增支法可作為道德指標，但

NCC 在資訊揭露、實務上人員訓練、即使聘請顧問公司都沒有辦法難以解

決，若聘請顧問公司即可解決，美國就不會還有很多州仍採 retail minus 之

作法，因為成本資訊就是最難揭露的資訊，顧問公司也是由委託人所提供

資料計算，因此 retail minus 或許還是一個比較可行的作法。去年我有提過

retail minus 的處理，將中繼產品的價格參照各國的可能交易價格範圍，或

以目前已公告的價格作為統計標準，扣除基本的利潤空間、管銷成本等，

因既有業者容易將管銷成本降低，以墊高黑數(接取線路的價格)，因此需

利用競爭者的管銷成本為基準計算出黑數。 
6. 公平會跟通傳會的分工，我也相當同意劉老師的看法，因為今天若只是公

告批發價格，對於不公平競爭行為的管制權限還是在公平會，NCC 批發價

格公告是採 price cap 的概念，在價格上限內是否涉及價格擠壓或差別待遇

等行為，仍可由公平會調查。但若對於 retail price，因通傳會已審核，公平

會應放掉，但若未來 retail price 放鬆管制，則可回歸於競爭法管制。 
 
第二輪發言： 
石世豪老師意見： 

1. 今天討論的的確涉及許多議題。我還是回到研究計畫的委託主題，我猜想林

委員所想的，對付電信市場的限制競爭問題，到底找一兩件事情可以鬆動整

個結構，讓壞的循環可以停止，好的循環可以開始。 
2. 公平會不是 NCC，所以許多 NCC 的事情可以不用理他！ 
3. 我認為歐盟指令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架構，因為他是建立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的執行架構，所以思考的就是競爭！至於各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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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A）要怎麼做，在歐盟層次要不要介入各會員國行為的基準，以落實第

81 條、第 82 條的架構。我認為非常適合公平會參考，因為它的出發點就是

競爭政策。 
4. 我參觀過美國五個 PUC（公用事業委員會），非常小，絕對不是 NCC 要去

學習的對象，他要搞清楚電信事業長什麼樣子已經不錯了。在華府的聯合辦

公室我去參觀過，比電信事業的 lobby center 不能比，PUC 及 NRA 的架構都

是管制，加總過後能力有很大的差距。周老師提到的，有一點可以思考：美

國的顧問公司（consulting firm）是在 lobby 跟 lawsuit 之間，靠 big case 就可

以賺錢，跟我們架構不同。我要強調的是，歐盟架構是值得公平會參考的，

因為公平會就是在執行公平法。公平會要挑一兩個 good case，而不是試圖去

overall 整理整個管制架構的話，要挑一個好的 case，也就是要勝算大，有前

瞻性的，贏了之後可以再做第二個 case。劉老師剛才提到一個好的思考架

構：電信、4C 的規範準則，作為解釋公平法的核心準則，看要如何搭上關

連！你可以看看電信業者給你什麼爭議（argument），我認為電信業者給的

爭議都是參考，只是「不當」、「公平」的事由而已。競爭法主管機關要思

考的是有沒有限制競爭行為，行為類型如何，哪個主體在哪個市場的典型濫

用行為為何！對於 LLU、接續費或者中間投入市場的管制，其實都是涉及

EF（樞紐設施）的管制，在 4C 規範說明都有提到。沒有具備此一條件的話，

什麼問題都沒了！我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EF 原本所指的是服務，而非

網路，包括鐵路、公路、港口，以及後來的 IPR（智慧財產權），都是服務

而非網路。所以我們要看中間服務市場如何去操作，讓相鄰近市場的競爭秩

序受到破壞，這就是競爭主管機關必須要思考的核心問題！以歐盟為例，容

易成功的例子就是在零售市場上很突兀的價格，這也就是為什麼研究上去挑

ADSL，因為這個很清楚！這在零售市場上的相關性，有很多證據是可以用

的。第二件事情是，有什麼會成功呢？針對價格擠壓的部分，這證據很好

找，上下一夾就出來了，這是典型的掠奪式濫用行為類型。所要想的是從行

為上去找到結構的解套要素，我說這句話是順著林欣吾委員的思考模式去說

的啦！ 
 
周韻采老師意見： 

1. 我很贊成石教授的觀點，以公平會的角度的確應該從個案來作反競爭行為的

裁罰，而不是現在花很多時間去檢討整個電信市場的規管架構，因為這個部

份會牽涉到在規管中雖然大家會希望去創立一個相對性的競爭的基礎，但

NCC 應對於下世代網路有一個較宏觀、整體的 vision，再回來看現在的規管

架構。但公平會只需在個案中判定業者是否有反競爭行為阻撓了市場競爭的

可能性，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份來說，可能林委員希望有一個代表作，若可

以在 IP Peering 或 ADSL 的批發價格上做一個調查的話，事實上的確是加強

競爭的效果，我覺得這樣在公平會執掌跟主體性是更好彰顯的，若是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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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目前的規管架構，我認為 NCC 在個案上的觀點與公平會未必會相同，

因 NCC 不只要做到競爭而已，還需要有更新的架構讓市場可以不斷發展並

可以競爭。 
 
劉孔中老師意見： 

1. 韻采剛提出很多有趣的觀點，讓我們重新思考管制手段的關連性為何。但我

認為一切都還是來自於瓶頸設施、關鍵設施，特別是在這種網路產業中，因

為在網路產業中網路效應一但形成，抑制競爭的效果就很強。對於想要進入

產業的競爭者，一定要先能取得顧客(reach customers)，若他不能取得顧

客，必是一個失敗(losing game)，今天不是說我們要把中華充公一樣，最佳

的（first best）當然若他可以克服路權、管溝、消費者抗拒的問題，蓋一個最

先進的網路到消費者(end user)，但這個不可能達到。因此次佳的（second 
best）講法就是說，既然是一個瓶頸，如果你有剩餘的容量(capacity)讓急於要

創造一個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的新進業者來說，這是很重要，如此他才

可以去接觸到顧客，這是產生的背景，那到底開放最後一哩有沒有效？在美

國的確沒什麼用，因為 cable TV 是很強的競爭者，可是我看了英國成功的原

因，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不只是說因為有 Openreach 還有因為有 OTA(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djudicator)的存在，OTA 的監督下不僅價格、每天

的施工，因此 06 年才可大幅的增加。還有很大的原因不是 Ofcom 去強制

他，而是 BT 自我承諾(commit)服從 OTA 的所有裁決，但這個狀況台灣也沒

有，因此 LLU 每個國家狀況跟台灣都不一樣，但在現在這個架構 NCC 玩法

一定不成功，就是說他根本不管價格這件事，事實上 LLU 定義沒有改變，

銅絞線當初只是一個妥協，我認為真正重要的管溝、路權還有消費者意願，

至於裡面是銅的、金的、銀的我都不管，只是當初中華電信說如果市光纖我

就跟你拼命，所以就先開放銅絞線。我們不是說要不斷把 LLU 範圍擴大，

因此阻礙跨技術的競爭，最重要的想法應該還是要先接觸(reach)到消費者，

讓消費者有選擇才可能產生商業模式，才可能有後續真正的投資。我甚至覺

得說，若我是中華電信，當我有 1000M 時也很煩惱，我要給消費者什麼？

我是從瓶頸設施理論來看 LLU，甚至從瓶頸設施理論來看他與批發價的關

係，若你不是市場主導者或公平法中的獨寡占業者，我也無須管你批不批發

這件事，正因為你是市場主導者，別人會變下屬來跟你買中間材料的時候，

很容易作價格擠壓，藉由價格擠壓將你從市場中擠出，他之所以能作價格擠

壓、能擁有強大市場力量就是因為掌握了瓶頸設施，沒有人能避開他而進入

這個市場，因此是要防止價格擠壓也有防止榨取的味道，最重要的是這是人

為要去創造一個競爭的市場，那最佳的（first best）當然永遠是說業者你們最

好有辦法就自己去蓋克服管溝的問題、路權的問題、消費者抗拒的問題等，

這永遠都就是一個兩手的策略讓業者去做。但是不是說將中華電信宣告為瓶

頸設施他就沒有投資意願？事實上中華電信現在沒有什麼真正了不起的投



 

 228 

資，他 NGN 都是講給消費者、外界聽的，就跟 2G 業者一樣，我 2G 都還沒

攤提完，我幹麻沒事升級去到 3G，這永遠是在需求的背景之下。因此，中

華電信說真的把他弄了，他就不做投資，我一直是懷疑的態度。剛才韻采提

到這個問題，我重新再想，但我認為還是瓶頸設施的問題，為什麼在競爭法

中要談瓶頸設施，因為這就是一個網路的產業，在這個網路的產業你不談瓶

頸是不可能的。 
 
周韻采老師意見： 

1. 我自己的想法，我會對 LLU 的解讀是，到底 LLU 的定義與範圍要到什麼樣

的程度，其實影響的不是中華電信的行為，而是新進業者的行為，就是新進

的幾家固網業者他會怎麼選擇它的投資(invest choice)，這才是我關心的

(concern)，因為這個部份，如果我們在真正的經濟誘因來說的話，應該是說

他走到設備基礎競爭(facility base competition)這是大家的希望，因為 DSL 畢

竟是一個階段性的過渡的技術，他到最後一定會有它的瓶頸，而且這個在日

本的例子證明了 DSL 跟光纖的技術剛好是相反的趨勢，在 2007 年第 4 季

DSL 線路是負成長，去年 4 月開始呈現黃金交叉的可能性，過去日本早期做

的是 ISDN 的技術，所以整個寬頻是非常落後，目前日本光纖普及率約占所

有寬頻普及的 10%，幾乎是亞洲甚至全世界中相當高的。LLU 不光是會中華

電信甚至是新進業者的投資誘因，當然中華電信的投資也是某種程度的停滯

但反過來新進固網業者的投資又是在哪裡？更是看不到，那這是你可能替代

的是什麼？或許是 cable modem，他直接就走 FTTB，所以對我來說，看到的

不只是 LLU 影響到傳統固網 ADSL 市場的競爭，而是整個下世代寬頻的競

爭。 
 
江耀國老師意見： 

1. 我只有一個意見(comment)，就是即使(even)我們能把中華電信光纖的部份宣

告為瓶頸設施，但我蠻擔心的是會不會重蹈覆轍，就是最後算出的價格還是

新進業者覺得「好吧，我不要承租的價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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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固網業者對政策法規、產業技術、市場結構意見統計表 

構面 項目 市場主導者 
3 新進業者

平均 
1.市場主導者零售定價規範之健全程度 5* 2.33 
2. 市場主導者批發價格管制之健全程度 5* 1.67 
3. 會計分離制度之健全程度 5* 2 

4.網路互連法規之健全程度 5* 2.33 
5.瓶頸設施接取規範之健全程度 5* 1.67 

6.管道取得規範之健全程度 5* 1.67 
7.共構法規之健全程度 5* 2.33 

8.無法建構管道之處，替代方案法規之健全程度

（如邊溝暫掛，台電電桿暫掛） 5* 2.67 

政策

法規 

9.主管機關對 070 網路電話價格管制之健全程度 
4* 3.67 

補充

說明 

*市場主導者對健全程度之判定係以法規規範密度高低、管制嚴厲程

度，非指規範之合理性。 

1.網路互連技術規格之相容程度 5 4 
產業

技術 
2. 市場主導者於網路互連上，提供技術可行介

接點之充足程度 5 2.33 

1.市場競爭程度 5 1.67 

2.市場垂直整合程度(上下游供應關係)  本公司為整

合 性 之 企

業，並無上

下游供應關

係 

4.67 

3.市場水平整合程度(結盟或購併) 本公司與其

他 電 信 事

業，並無結

盟或購併 

2.67 

4.外資參與程度 5 1.67 
5.市場進入的難易程度 1 4 

6.市場主導者促銷方案的合理程度 5 1.33 
7.市場主導者電路批發定價高低程度 1 3.33 

固網

市場

結構 

8.市場主導者電路零售定價高低程度 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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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市場主導者給予大用量客戶折扣之合理程度 
5 1.33 

10.市場主導者電路批發價格之差別待遇程度 
1 3 

11.市場主導者供租品質之差別待遇程度 1 3.33 

12.市場主導者瓶頸設施定價之合理程度 1 1.33 
13.無法建構管道之處，替代方案（如邊溝暫掛，

台電電桿暫掛）定價之合理程度 
本公司並無

提供替代方

案，宜由市

府及台電回

答 

2 

14.市場主導者對於撥打 070 網路電話定價之合

理程度 5 3 



 

 231 

附件三、固網業者開放式問項回收結果(2009 年 6 月回收) 

1. 對於市場主導者零售服務之促銷套裝服務（bundled service）

定價，貴公司的意見為何？ 

A 業者： 

(1) 本公司無從了解中華電信促銷價格的成本結構，但「為何中華電信可

以對特定客戶或對政府標案以低於批發價格的內容提供長期促銷價

格」之部分深感不解。 

(2) 就目前中華電信之「ADSL 電路強制要求轉售代租業者搭配市內電話

業務」部分，顯有不合理及影響競爭，故應要求該公司「取消搭配附

掛電話才能申請 ADSL 電路」之限制。 

B 業者： 

    本公司認為固網市場主導者於推出 bundled service 時，其仍應接受有無價

格擠壓及有無略奪性定價等之檢驗。除價格以外，仍應檢視其有無以具市場

力產品強迫搭售新興產品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C 業者： 

    無特殊意見，若資費管理機制健全自應有主管機關審核管制 

 

2. 現行市場主導者之批發價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貴公司的意見

為何？ 

A 業者： 

(1) 即使在法規已明訂有提供批發價格義務，但中華電信之 FTTB 電路及

xDSL 電路目前只有大客戶及老客戶折扣，尚無提供批發價電路折

扣。 

(2) 中華電信雖然在其他電路(除上述 xDSL 電路外)提供上訂有批發價

格，但是在面對政府各項標案時，往往以低於批發價甚或更低價格

取得標案，各業者受限於批發成本，除非補貼，否則無從與之競

爭。 

(3) 本公司認為批發價格之訂定應回歸「第一類電信資費管理辦法」第九

條之二的精神，以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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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費用為計算方式，目前以市場主導者牌告價為計算基準，違

反該辦法之規範。 

(4) 另就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依上開資費管理辦法訂定之「市場主導者應

提供批發價之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表中，仍有「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xDSL)電路」之批發價格迄今尚未核定公告，致使 ISP 業者遲遲無法

以自己名義提供服務而與主導業者競爭，且因該項業務之批發價格

遲未核定公告，非僅使主導業者透過該項業務進行實質之價格擠

壓、遂行其限制競爭之行為，消費者對於申請相同服務，於向其他

業者申請時卻需填寫二份申請書表、收受二份帳單，遇有服務障礙

時亦需透過 ISP 業者向主導業者申告，服務上顯然已造成消費者權益

受損，於競爭上亦已造成排擠效應；故建議應儘早完成「數位用戶迴

路家族(xDSL)電路之批發價格核定與公告作業」，俾利我國寬頻產業

之發展。 

B 業者： 

(1) 如本公司於本問卷第三部份所提供之資料，依 CHT 現行提供之批發

價格，本公司不論是在 A.「具有零售價格的批發業務」(數據電路)或

B.「不具有零售價格的批發業務」(ATM 電路、IP Peering 電路、IP 

Peering 頻寬等)，在不計入資金成本/預期合理利潤之情形下，皆呈現

大幅虧損之情形。顯見，中華電信現行提供之批發價格明顯偏高，

已造成限制競爭之事實。 

(2) 中華電信現行提供予電信業者之批發價，較中華電信提供予一般企

業用戶零售價高，導至其他業者根本無法利用中華電信提供之批發

產品進行轉售，完全喪失推動批發價制度以促進市場競爭之美意。 

C 業者：主管機關對市場主導者之成本無審核能力，批發價格有名無實。 

 

3. 貴公司認為通傳會為維護網路互連之競爭秩序，是否應對市場

主導者進行不對稱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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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者：■是 □否 

原因： 

(1) 對於電信事業之市場主導業者進行不對稱管制為世界潮流，且就實

質上存在不公平競爭，應由公權力介入管制之處，電信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本已課與主管機關以此權利義務。 

(2) 惟因「不對稱管制」與「市場主導者宣告」間存有因果關係，業者於

受宣告具有市場主導力時，即有受不對稱管制之結果，對於該業者

之營運自由影響重大，故在市場主導者判斷標準上應更為謹慎，且

須與時俱進；今我國認定市場主導者之標準自訂定迄今業已逾九年

均尚未修訂，較諸國外如歐盟、日本甚或中國大陸，我國認定標準

顯然有過於僵化之問題亟待解決，故建議應儘速就「市場主導者認定

標準」進行檢討修訂，避免影響我國通訊傳播產業之健全發展。 

B 業者：█是 □否 

原因：依據國際間電信先進國家之管制經驗，在已達充份競爭之市場中，市

場價格政府交由市場競爭機制決定，並不介入管制；當市場機制失靈

時，政府即介入，對於市場主導者進行管制，當市場機制恢復時，再

行中解除管制。以我國現行市場競爭情形，固網市場仍為中華電信一

家獨大，政府應立即介入，對固網市場主導者進行不對稱管制措施。 

當對固網市場主導者進行不對稱管制措施仍無法真正促進市場有效競

爭時，建議國家訊傳播委員會與公平會應仿效英國及歐盟之作法，將

市場主導者進行功能性切割，將其網路部門獨立，落實公平接取並維

持網路互連之競爭公平接取，以期真正能建立公平競爭環境。 

C 業者：■是 □否 

原因：避免壟斷。 

D 業者：□是 ■否 

原因：為維護網路互連之競爭秩序相關管制應規範所有電信業者，對於市場

主道者實無須再進行不對稱管制，否則過度保護其他業者，除不利於

產業健全發展外，市場主導者受到諸多束縛，亦無法充分展現電信新

技術及新業務，實有害國家整體電信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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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貴公司對目前通傳會管制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訂價管制之看

法，及其原因？ 

A 業者：□高度管制 □適度管制 ■低度管制 

原因： 

(1) 批發為商場習見交易行為，公平法第十條及第二十四條已有事後管

制之設計。事前管制之所以需要介入電信市場的批發價格則是基於

「不對稱管制」的精神，其最終目的不完全在「阻卻」不公平競爭行

為，更在積極「創造」充分競爭市場，檢視批發價格是否符合政策目

標，實宜由此出發。 

(2) 寬頻批發市場是一典型綑綁服務市場，基本上電路出租、上網服務

及上網後的加值服務可視為三個獨立的市場區塊，故市場主導者批

發價格需同時通過二項檢驗：是否有單一市場之掠奪性訂價？是否

有跨市場綑綁服務之垂直價格擠壓及交叉補貼。對此，建議參考澳

洲競爭主管機關 ACCC 之 Price Equivalence Framework 機制，並對市場

主導業者所提供之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進行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 

(3) Imputation Test 之基本精神為： 

A. 只要與 SMP 有相同效率，批發價與零售價之訂定，必須使競爭者

有合理的利潤(normal economic profit; 包含機會成本)，以使其能在

市場競爭下存活。 

B. 並不以 Imputation Test 結果做為是否違反競爭之唯一判定依據，

尚須另外檢視有無以下情形： 

(A) 競爭者產品或相關產品獲利的現況與可能變化。 

(B) 競爭者爭取新客戶，提供新產品或以新技術提供替代產品之現

況或可能性。 

(4) Imputation Test 之設計，則須包含下列之比較： 

A. 垂直整合業者對於下游服務訂定之零售價；及 

B. 垂直整合業者對於上游服務訂定之批發價，加上將批發服務轉換

為零售服務之額外成本(長期增資或可避免成本)。 

(5) 澳洲採用 ex-ante 方式，隨時 update 現值，並做敏感度分析，而其所有

計算資料(業務與財務)均來自於市場主導業者 Telestra。 

(6) 從本問卷中本公司所提供之相關數據，本公司合理懷疑中華電信公

司涉及價格擠壓，建請  貴會依職權進行 Imputation Test，調查中華

電信公司是否有濫用其市場地位進行掠奪性訂價及垂直價格擠壓之

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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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業者：□高度管制 □適度管制█低度管制 

原因：以下分別針對零售價及批發價二方面提出看法： 

(1) 零售價管制： 

A. 現行法規是採「價格上限管制」，係針對市場主導者零售價之「上限」

進行管制；然依業者實際競爭經驗而言，更應加強對於市場主導者降

價(促銷)之行為管制，避免市場主導者利用其市占有率及較低之網路成

本優勢，以低於新進業者成本之價格(但仍可能高於市場主導者成本，

尚難認定有掠奪性訂價)，將新進業者排除於市場之行為。 

B. 針對市場主導者同時經營上下游服務之市場，主管機關於審查市場主

導者調降零售價格或進行促銷之行為時，並未同時審查及對應之批發

價格是否有調降，及降價或促銷之結果是否會對其他競爭者造成價格

擠壓，反以「消費者短期利益」為優考量。主管機關此審核方式若造成

市場競爭失序時，恐將對「消費者長期利益」造成傷害。 

(2) 批發價管制： 

A. 依業者實際經營情況，依中華電信現行提供之批發價格，加上業者將

批發服務轉化成零售產品之成本，皆已高於業者提供消費者之零售價

格，顯示中華電信現行之批發價格偏高，存在嚴重之價格擠壓情形。 

B. 批發價格需視零售市場之變動機動調整，惟現行中華電信提供之批發

價格係於 95年向 NCC 提報，至今已三年。此三年來，中華電信多次調

降零售價格，但對於批發價格卻不動如山，實應立即檢討大幅調降。 

實施批發價之項目應與時俱進：現行要求市場主導者提供之批發價

格項目僅包括以下六項：1)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

介接電路(ATM/GE 電路)；2)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

路(IP Peering 電路)；3)互連電路；4)市內用戶迴路、XDSL 電路(皆

未核定)；5)市內、長途數據電路；6)網際網路互連頻寬(IP Peering

頻寬)；對於近年來成長最快之 FTTx 電路卻遲未列入，實應立即

要求中華電信提供。 

C 業者：□高度管制 □適度管制 ■低度管制 

原因：主管機關對市場主導者之成本無審核能力；互連接續應同意依成

本差別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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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業者：■高度管制 □適度管制□低度管制 

原因： 

(1) 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

之資費採事前報請「備查」，市場主導者之各項業務主要資費則採事

前報請「核定」之管制。惟實務上，NCC 對本公司經營第一類電信事

業之各項業務之資費，包含主要資費及非主要資費項目，均以「核

定」之方式管制。 

(2) 第二類電信事業提供之服務應依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規範，惟

NCC 對於本公司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之服務，亦按第一類電信事業

之法規進行管制，係對相同服務為不同之管制，有違公平原則。 

 

5. 貴公司遭遇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爭議的實際經驗？ 

A 業者案例： 

(1)    原因： 

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070 通信費率之訂價高於其市話撥打市話的費率，

造成本公司 070 網路電話「發話經濟，受話不經濟」的市場失衡結果，

對於市占率比約為 1：97 的市內網路業務市場，中華電信之定價策略

顯係透過顯著差別訂價維繫其現有市話產品之市場優勢地位，進而

阻礙其他業者參與競爭。  

(2)    過程與結果： 

A. 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撥打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通信費率，一般時段

0.033 元/秒，減價時段 0.023 元/秒，平均每分鐘費率為一般時段 1.98

元，減價時段 1.38 元；扣除現行 070 受話接續費率每分鐘 0.2 元之成

本計算，中華電信每分鐘收入高達一般時段 1.78 元，減價時段 1.18

元。相較於中華電信現行市話撥打市話通信費率訂價最低一般時段

每分鐘平均 0.3元，減價時段 0.1元(基本型 C)，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070

之訂價上，於一般時段/減價時段費率，分別約為其市話撥打市話訂

價之 6.6 倍與 13.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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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此，中華電信公司之解釋為因反映該公司網路架構之元件成本所

致，然該公司市話撥打網路電話 070 話務路徑為透過該公司長途彙接

局彙接後再送入本公司。中華電信的解釋為，由於本公司僅設置一

組網路電話交換機，若採取現行市話彙接互連電路傳送，該公司資

料庫解碼分譯有困難，故必須採取長途交換局彙接，而因此導致其

內部市長話之間的轉送，是墊高成本的主要原因。此種話務規劃與

市話交換僅透過市話彙接局直接送入本公司之網路路徑相比，不僅

路徑較長，頻寬更只有目前該公司與本公司市話交換路徑的 1/30。對

此，本公司認為，網路電話可採行與市話方式相同之互連模式，不

會增加中華電信公司任何負擔或成本。 

C. 由於新進固網業者短時間內無法建設綿密之用戶迴路，因此無可能

於短期在市話市場與中華電信競爭，故新進固網業者僅能透過 070 此

種市內電話市場之替代性產品參進市場競爭。而中華電信於其市話

撥打 070 所採行之高資費定價，必然將對 070 形成價格擠壓效果，不

僅扼殺新進業務的發展，更已違公平法第十條，「以不公平之方法，

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及「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

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B 業者案例： 

本公司與中華電信間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爭議。 

(1) 原因： 

因中華電信要求本公司單方負擔雙方網際網路互連頻寬，其互連頻

寬費用數倍於國際行情又拒決調降，雙方歷經三個月以上協商仍無

法達成協議，本公司遂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規定，向

NCC 申請進行裁決。 

(2) 過程： 

A. 本公司於 98 年 3 月 6 日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定，

就與中華電信間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之爭議，申請 NCC 進行裁

決。 

B. NCC 於 98 年 4 月 2 日要求本公司到場陳述意見。 

C. 98 年 4 月 14 日，NCC 就調降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批發價事

宜，召集四家固網業者進行協調；至 98 年 5 月 4 日止，共計舉行 11

次協商會議；惟雙方對於 IP Peering 價格之建議案仍有約 1,000 元

/Mbps 之差異，未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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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98/04/28 NCC 委員會討論裁決案，決議「續行討論，加速批發價格協

商」。 

E. 98 年 5 月 8 日 NCC 四位委員邀請四家固網業者 CEO 進行協商，仍未

達共識。 

F. 98 年 6 月 1 日 NCC 來函，表示因調查之必要，延長本公司裁決申請

案裁決期間一個月。 

G. 98 年 6 月 17 日 NCC 委員召開四家固網業者進行協商： 

(a) 會中針對 CHT IP Peering 批發價調降事宜達成共識，由 CHT

就共識內容向 NCC 提報調降批發價。 

(b) NCC 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組處理網際網路數據互連議題，將

檢視現行法規研議修法作業，各公司也可提供相關資訊及

建議供參，請業者撤回向 NCC 提起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費用裁決申請案。 

(3) 結果：本公司依 NCC 會議決議，撤回裁決申請案。 

C 業者案例： 

原因：頻寬互連費用機制不健全，主管機關無審核主導業者價格能 力。                                   

過程：主管機關邀集協商。                                                                                                                

結果：尚未有具體結果。 

D 業者案例： 

(1) 原因： 

台灣固網公司及速博公司對於租用本公司「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時，

欲免費互連，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申請

裁決。 

(2) 過程： 

台灣固網公司及速博公司提出要求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雙方免費互連，

歷經三次協議會議無法達成共識，台灣固網字98年 2 月份起拒繳網際

網路互連頻寬費用迄今，本公司依雙方合約規定，於 98 年 4 月 8 日暫

停 2G 之訊務，NCC 介入關切隨即恢復頻寬，總計為期半天，之後，

NCC 舉辦十一次調處，及三家業者多次協商後，終於達成共識，本

公司並依法規令陳報新的費率調整方案。 

(3) 結果： 

A. 依現行法規，網際網路互連(以下簡稱 private peering)非屬「電信事業網

路互連管理辦法」規範範圍，而係屬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

第九條之二規定中提供給其他電信事業的電信服務項目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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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世界各國對 private peering 的監理均採行低度管制、高度協商，且未強

制一定要免費互連，而係由業者自行依雙方各自最大利益協商。規模

相當為業者協商免費互連的前提條件，規模較小之 ISP 付費予規模較

大之 ISP 是 Internet 世界推出至今不變的法則，互連能帶給雙方效益相

當是免費互連的意義，業者認為訊務相當集英免費互連在 Internet 世界

並不恰當，因為對互連雙方而言，價值並不相同，由雙方互連獲得較

高價值之ㄧ方付費方合理且最符合網路產業發展。 

C. 本案經 NCC 舉辦十一次調處，及三家業者多次協商後，終於達成共

識，本公司依法規定陳報新的費率調整方案。 

 

6. 貴公司對主管機關（通傳會及公平會）處理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

爭議之看法？ 

A 業者：(請參考第 7 題的答案)  

B 業者：前述本公司與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費用爭議案，因最終業者撤案，

故無法針對裁決結果提出看法；故以下所述為本公司針對此裁決案之看法： 

(1) 網路互連為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所需面臨重大課題，若無法順利與市

場上既有業者完成網路互連，其各項電信服務便無法順利推出，因

為若無網路互連，該業者用戶是無法與市場中既有業者用戶相戶通

信的。 

傳統電信服務以語音服務為主，故現行「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

法」對於語音服務之通信費營收歸屬、接續費、網路互連費用負擔原

則等皆有所規範，業者間若有爭議時，亦可透過申請 NCC 裁決加以

解決。 

反觀近年來大量成長之數據信服務，目前「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

法」雖已針對網路互連明確定義，且依其定義，網際網路服務等數據

通信互連確可包括在網路互連中，但對於接續費、網路互連費用負擔

原則等尚無明文規定，導致主管機關對是否可為裁決時有所遲疑。 

(2) 因現行相關法規規範未明確，既有市場主導者即可將其市場主導力

發揮至極致，要求與其互連之業者負擔全數互連費用、不與業者簽

訂公平合理之互連合約僅以制式之租用契約代替、租用契約內容及

條件市場主導者可隨時更改，無需與其互連之業者同意、互連頻寬

購買越多單價越高等等不可思議之條件皆被市場主導者視為理所當

然。市場主導者之所以敢採如此濫用市場地位，其最大之原因即在

於法無明確規範，以及主管機關對此問題之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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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六條規定：「政府應鼓勵通訊傳播新技術

及服務之發展，無正當理由，不得限制之。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解

釋及適用，應以不妨礙新技術及服務之提供為原則。」；同法第十一

條規定：「政府應採必要措施，促進通訊傳播基礎網路互連。前項網

路互連，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及無差別待遇之原則。」；第十六條

規定：「政府應於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後二年內，依本法所揭示原

則，修正通訊傳播相關法規。前項法規修正施行前，其與本法規定

牴觸者，通訊傳播委員會得依本法原則為法律之解釋及適用；其有

競合者，亦同」。綜合上述法律規定，為促進網際網路服之發展及互

連，即使於現行法令未規定之情形下，主管機關亦有義務對於網際

網路服務互連之爭議進行裁決，裁決之結果應符合合理化之原則。 

C 業者：欠缺審核成本能力，常流於喊價方式。 

D 業者：電信鬆綁是世界各國的趨勢，世界各國皆把 Internet 互連定位為加值

服務，採低度管制，方能刺激業者擴大投資，加速數位匯流服務之發展。就

網際網路互連而言，建議通傳會應本著低度管制、高度協商之精神，由業者

間互相協議，減少事前管制以促進市場之競爭，若悖離國際趨勢，枉顧

internet 產品的特性，過度偏袒其他電信業者，干涉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批售之

訂價，恐顯失公允。 

 

7. 貴公司認為公平會是否應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定價行

為？以及介入的時點為何？ 

A 業者： 

(1) 先進國家競爭主管機關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的情形並不

多見，因競爭主管機關管轄者為所有業別之競爭行為，而電信事業因

市場型態特殊，多半具有公營移轉民營之繼承包袱，較獨特於一般競

爭市場之外，故多半另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以專任。目前可見之

競爭主管機關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定價行為的國際參考例為澳洲

競爭及消費者權益主管機關 ACCC。在泛通訊傳播匯流管制項下，澳洲

雖亦有另一主管機關 ACMA，惟其管制範圍較偏重傳播領域，對於電

信市場競爭著墨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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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原因為法源因素，澳洲於其 1974 年交易法中特設第 11 之 C 章規範

電信事業之競爭管制（Telecommunication Access Regime），ACCC 據此

取得職掌電信事業管制之權，其他國家若採競爭法與電信法雙軌制的

國家，便較少發生同一主管機關的情事。 

(3) 依據 Telecommunication Access Regime 之授權，ACCC 可介入之管制項目

至少包含以下： 

A. 價格管制原則由 ACCC 公告。 

B. 對於法定管制的接取網路價格及非價格因素，ACCC 擁有最後決

定權。 

C. ACCC 計畫建立一個依據 TSLRIC 指標的 wholesale price。 

D. 在  interconnection rate 方 面 ， 主 導 業 者 Telstra 已 建 立 一 個

bottom-up的 TSLRIC cost model，ACCC 將之與其 BU-LRIC 對照後

訂出官定的 interconnection rate，每分鐘為 0.75 US 分。 

E. ACCC 正在發展一套計算 Telstra 網路成本的模式。 

F. 2008 年 3 月 Telstra 提出 LLU US$21 的租金及其成本結構，被

ACCC 退回，2008 年 11 月 ACCC 公告 LLU 租金為 US$9.4。 

G. ACCC 不顧 Telstra 反應激烈，表示 retail-minus 可能是 FTTN 批發

價格的選項。 

H. 2006 年 12 月 ACCC 訂定 LSS 零售價格為每月 US$2.24（Telstra

原來租金為 US$6.3），理由是 LSS 的成本已從電路出租租金中

recover 了。2007年 8 月 ACCC 調降 LSS 的批發價為每月 US$1.75。 

I. ACCC 設有一 benchmark MTRs，作為其仲裁時之依據。 

(4) 從以上敘述可知，ACCC 基本上已經與其他國家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

責無異。因我國係採競爭法與電信法雙軌制的國家，且明列二主管機

關，如由公平會介入定價，恐易生事權不一的情形，須先做法制上的

修正。 

(5) 且現行電信法對電信事業之特定競爭行為亦訂有規範，相較於公平交

易法，電信法扮演「產業管制」（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角色，著重

於「事前規範」（ex-ante regulation），亦即透過資費管制、網路互連、

平等接取、會計分離等機制的設計，降低反競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公平交易法則扮演「一般競爭法」（general competition law）角色，著重

於「事後規範」（ex-post regulation），透過調查權的行使，以及對違反

公平交易法事業的處罰，產生嚇阻效果，防止反競爭行為的發生。基

於「不對稱管制」之理念及防止既有電信事業濫用市場力量，電信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特定反競爭行為亦

訂有禁止規定。公平會認為：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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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力濫用行為原則上優先依據電信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處理。公平

會亦認為：執行公平交易法之目的在於促進市場競爭，惟對於涉及電

信法之事前規範義務，例如資費管制、網路互連、平等接取、會計分

離、號碼可攜等，雖亦涉及競爭議題，但因電信法已有特別規定，原

則上優先適用電信法處理。 

B 業者： 

    依據國際間電信先進國家之管制經驗，在已達充份競爭之市場中，市場

價格政府交由市場競爭機制決定，並不介入管制；當市場機制失靈時，政府

即介入，對於市場主導者進行管制，當市場機制恢復時，再行中解除管制。

以我國現行市競爭情形，固網市場仍為中華電信一家獨大，政府應立即介入

管理固網市場主導者之訂價行為。 

    對於市場主導者訂價行為之管制，分為零售價及批發價二方面提出建

議： 

(1) 以零售價管制而言：現行法規是採「價格上限管制」，係針對市場主導

者零售價之「上限」進行管制；然依業者實際競爭經驗而言，更應加強

對於市場主導者降價(促銷)之行為管制，避免市場主導者利用其市占有

率及較低之網路成本優勢，以低於新進業者成本之價格(但仍可能高於

市場主導者成本，尚難認定有掠奪性訂價)，將新進業者排除於市場之

行為。 

(2) 以批發價管制而言： 

A. 依業者實際經營情況，依中華電信現行提供之批發價格，加上

業者將批發服務轉化成零售產品之成本，皆已高於業者提供消

費者之零售價格，顯示中華電信現行之批發價格偏高，存在嚴

重之價格擠壓情形。 

B. 批發價格需視零售市場之變動機動調整，惟現行中華電信提供

之批發價格係於 95 年向 NCC 提報，至今已三年。此三年來，中

華電信多次調降零售價格，但對於批發價格卻不動如山，實應

立即檢討大幅調降。 

C. 實施批發價之項目應與時俱進：現行要求市場主導者提供之批

發價格項目僅包括以下六項：1)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

戶之介接電路(ATM/GE 電路)；2)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

介接電路(IP Peering 電路)；3)互連電路；4)市內用戶迴路、XDSL

電路(皆未核定)；5)市內、長途數據電路；6)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IP Peering 頻寬)；對於近年來成長最快之 FTTx 電路卻遲未列

入，實應立即要求中華電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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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業者：電信主管機關怠於作為且造成市場競爭機制失靈時。 

D 業者： 

    現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NCC)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訂價，採「事前

管制」，市場主導者之ㄧ類電信事業主要資費採高度管制(報核)。然實務上，

NCC 對市場主導者定價採高度管制，公平會針對 NCC 已核准之資費實不宜再

介入監管。倘公平會亦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定價，將形成重複監管；

若兩機關之見解及處置不同時，應以何者為準，業者將無所適從。況電信業

已自由化多年，政府應逐步解除監管，除非市場競爭機制失靈，否則應讓市

場充分自由競爭，主管機關無庸介入市場主導者之定價行為。 

 

8. 貴公司認為新興技術(無線技術、LTE、WiMAX、4G)的使用，對

未來政策法規、市場結構及競爭程度的影響為何? 

A 業者： 

(1) 在行動寬頻部分，包括目前已經有效商轉的 3.5G（HSPA）和發展中的

WiMAX 和 4G。 

(2) HSPA(HIGH-SPEED PACKET ACCESS，高速分組接入)技術包含 HSDPA

（HIGH-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速度理論值達 14Mbps）

與 HSUPA（HIGH-SPEED UPLINK PACKET ACCESS，速度理論值達 

5.7Mbps）。HSPA 已經佈建在 850、1700、1800、1900 和 2100MHz 等

多個頻段上，在 900MHz 頻段上的佈建也即將啟用。可提供的手機寬

頻傳送速度，至少都超過每秒 500KB。Juniper 研究報告稱，到 2012 年

前，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手機用戶將使用手機寬頻連接方式。 

(3) 在 4G 部分， LTE（Long Term Evolution）是一項 3GPP 國際標準組織定

義的新技術，被認為是第 3.9 代行動通訊技術。這項技術理想值是達到

下載速度 100Mbps 和上傳速度 50Mbps，已於 2009 年商用化。LTE 在全

球範圍內得到廣泛支援，此外，在向 4G 發展的演變過程中，空中介面

技術從 CDMA-based 向 OFDM-based 發展，不論是 LTE 還是 UMB 都將和

EVDO RevA 是疊加的關係，不存在前向相容的問題。所以，LTE 也可

以作為 EVDO RevA 的演進方向。根據國際電聯的 4G 時間表，2006 年到

2007 年完成頻譜規劃，2010 年左右完成全球統一的標準化工作，2012

年之後開始逐步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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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於 WiMAX ，專家認為，由於 HSPA 只需就現有的 3G/GSM 進行軟體

升級，而不必像 WIMAX 需要新的實體網路建構，因此 WIMAX 在 2012     

年之前，仍將在全球市場停留在個位數的比例。 

(5) 行動寬頻看似蓬勃，其最大的隱憂仍在落地。行動寬頻市場越大，對

於固定網路的依賴就越深，如果固定網路光纖接取市場仍呈現銅絞線

固定網路接取市場的獨占局面，對於我國行動寬頻的發展絕對有不利

影響。若行動寬頻網路與固定網路非屬於同一業者，欲以行動接取作

為最後一哩，終仍將受制於固定網路業者。即以 3.5G 為例，推出 3.5G

服務，雖然不用新增基地台，只需要現有的 3G 基地台提升軟體設備即

可，但 3.5G 服務必須在基地台後方加設光纖，對電信業者而言，成本

相對提高。所以行動寬頻不僅無法成為替代網路，甚至可能成為一個

有效的「槓桿」，協助固網市場之市場主導業者延伸其市場力至無所不

在的寬頻市場中，且此槓桿效果會隨行動寬頻市場之蓬勃而更加嚴

重。 

B 業者： 

    有線網路能提供頻寬是無限的，無線網路能提供頻寬是有限的。隨著無

線技術、LTE、WiMAX、4G 等無線新興技術之發展，業者對於有線基礎網路

之需求將日趨成長，對於控制關鍵性基礎網路設施之固網業務市場主導者依

賴性將日益增加，因此需要及早規劃相關促進公平接取之法規政策及措施。 

    以英國為例，為促使市場主導者 BT 能真正落實公平接取，並促進市場競

爭，主管機關即對 BT 實施功能性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將 BT 之網路台平

成立 Openreach 部門，並設獨立之平等接取委員會，監督 Openreach 確實開放公

平接取。2006 年 1 月 Openreach 成立時，原 BT 釋出之用戶迴路僅有 20 萬條，

至 2008 年 2 月時已超過 400 萬條，成長達 20 倍以上，成效顯著。因英國對 BT

實施功能性分離成功之經驗，目前歐盟及義大利、紐西蘭等國家亦積極朝此

方向推動。 

    我國固網業務自 88 年開放迄今已近 10 年，惟 10 年來固網市場一直仍為既

有業者一家獨佔之局面，並無法達成藉新業者加入促進市場競爭之初衷。且

因價格及既有業者技術性阻礙等多方因素，市內用戶迴路開放亦毫無成效可

言。於此情形下，我國實應參照其他電信先進國家之作法，對既有業者之網

路平台及營業平台實施功能性，以真正落實公平接取。如此一來，未來投入

新興無線網路服務之業者，方能有多家質優價廉之基礎網路可作選擇，進而

促進新興技術之發展。 

C 業者：過度重視無線發展，長期將使固網市場遭受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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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業者：法規政策原則上應與新技術無關，技術是中立的。一種業務可以用新

技術經營，也可以用舊技術經營。例如，市話業務可以用舊技術經營(傳統交

換機)，也可以用 NGN 技術(IP 交換機)。新技術的開發或可以開創新的業務，

法規政策應與時並進，不宜形成業務發展之障礙。新技術或新業務都有可能

取代舊有業務，進而改變市場結構，影響業者間之競爭關係。 

    

 

9. 貴公司與市場主導者有無其他非價格之競爭爭議？如有，請說

明之 

A 業者：企業用戶受阻擾案例：本公司「光泉嘉義營業所搬遷案」 

(1) 中華電信給予不符用戶所需之 ADSL 頻寬，且該公司告訴客戶「只要將服

務全部轉回到中華電信」，該公司即可以想辦法提供所需頻寬。 

(2) 此外，中華電信新竹服務中心於 6/21 更拒絕受理本公司代用戶申請之「固

定制光世代電路」。 

(3) 中華電信公司北西區營運處針對業者代替客申請之電路，均需檢附客戶同

意書才能受理進件，其他營運處則無此一規定；因該要求與合約內容無

關，亦與終端用戶雙證規定無涉，明顯有技術阻擾之嫌。 

B 業者： 

    本公司近期因與中華電信間就 98 年度起之 IP Peering 費用未達協議，故暫

緩支付 98年 1 月起之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並將款項按月交付公正第三人保

管。 

    期間，中華電信於 98 年 4 月 8 日以本公司費用未繳為由，限縮與本公司間

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2G/bps，在主管機關 NCC 之要求下，中華電信於隔日恢復

雙方互連頻寬。後因用戶使用頻寬增加，本公司於 98 年 5 月 13 日、98 年 6 月

1 日及 98 年 6 月 8 日(由 NCC 陪同至 CHT 送件)等三次向 CHT 申請增加雙方網

際網路互連頻寬，惟均遭 CHT 拒絕。顯示 CHT 意圖以控制雙方互連頻寬此瓶

頸，使本公司業務無法順利推展，進而壓迫本公司接受其不合理之互連條件

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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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建議 

A 業者： 

(1) 從本問卷應可發現中華電信公司在批發價格市場涉及濫用其市場地位

進行垂直價格擠壓之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然縱經  貴會調查屬實，

並要求中華電信公司重新提報批發價格，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

理辦法』第九條之二，其所訂定之批發價格仍應「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

免成本及費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此時首將發生的問題是在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中「零售價格」之法律定義為何？ 

(2) 「零售價格」於經濟學上之定義為「提供予零售用戶之商品或服務的價

格」    271。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各電信服務之『零售價格』應包含有：

（1）公告之業務資費（俗稱「公告牌價」）；（2）公告之促銷價（俗

稱「公告促銷價」）；（3）與用戶各別商業協商之價格。上述三者中

之任何單一標準均無法作為「零售價格」之唯一標準，應以較為精確之

方式查知「零售價格」，始能符合該法規之目的。 

(3) 然因「零售價格」之法律定義至今尚未明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僅以

中華電信之公告牌價為認定，造成核定公告之批發價格高於中華電信

公司之零售價格，最終仍未能解決問題。因零售價格為市場公平競爭

之重要參考指標，建議  貴會明確定義「零售價格」，俾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於重新核定中華電信公司之批發價格時，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271 「零售價格為提供予零售用戶之商品或是服務的價格，零售商自批發商處批發商品後，增加

該商品之零售價格，以平衡其成本及合理利潤」（“Price charged to retail customer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Retailers buy goods from wholesalers, and increase the price to cover their costs, plus a 
profit.”） Dictionary of Finance and Investment Terms ,P.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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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訪談紀錄(營管處、綜企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訪談紀錄(營管處、綜企處) 
時間：98 年 11 月 9 日 下午 2:00-4:30 
通傳會與談人：蔡科長國棟、李科長明忠 
TTC 出席人員：王資深顧問碧蓮、陳人傑、羅山珊 
 
一、 對於固網批發服務批發價格的管制規範及實務 

(一) 三大批發業務 
1. 市內用戶迴路： 

甲、 鈞會審查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之計算方法為何？是採取「零售價格

扣減法」或「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 
答： 

i. 依本會 96 年 4 月 16 日發布令修正「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第 18 條第 3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對其他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出租

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之費率應按歷史成本法計價，並應每年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對其他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

出租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之費率應按歷史成本法計價。其立法理

由係考量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已長期折舊，利用折舊後之殘餘成

本，刺激業者創造服務型價值之競爭，另參酌香港於一九九五年

要求既有固網業者出租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應採歷史成本法計

價，爰增訂第 3 項。 

ii. 惟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第 1 項）第一類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其提供予其他電信事業之電信服務，應訂

定批發價格。（第 2 項）前項電信服務，其服務項目及適用對象如

附表，並由本會每年定期檢討公告之。（第 3 項）批發價格之訂

定，應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

案。（第 4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對其他電信事業不得有

不公平競爭行為。（第 5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批發價格

之提報期限及實施日期，由本會公告之。」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電路業經本會公告列

為批發價之業務項目之一，其批發價格之訂定，應以零售價格扣

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並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 

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之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       附表 

批發價之業務項目 適用對象 

一、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

介接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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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

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第一類電

信事業經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

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

話服務者間之互連電路（含市、長專線電

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

音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

服務之營業項目者 

四、市內用戶迴路、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xDSL）電路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網際網路服務經營

者 

五、其他市內、長途數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六、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iii.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計算銅絞線市內用戶迴

路費率之公式如下： 

 

  （一）                        ＝  單位成本 

 

（二）總成本=淨營運成本+資金成本 

（三）淨營運成本=總營運成本+攤出成本 

（四）資金成本=使用資產*資金成本率/(1-所得稅率) 

 （五）資金成本率 WACC 公式 

WACC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 

WACC ＝ Re ×  )/( 21 DDEE  + Rd1 ×  DDED 211 /(  + Rd 2 ×

 DDED 212 /(   

                                     

              ：自有資金成本率 

                 ：無風險利率 

                 ：本公司股票之市場風險 

                 ：證劵市場投資組合之平均投資報酬率 

                 ：公司之專案借款之加權平均年利率 

                 ：公司之一般性負債之加權平均年利率 

              E ：公司之自有資金總價值 

              D1 ：公司之專案借款之負債價值 

             D2 ；公司之一般性負債價值 

分攤成本之總芯線

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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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會 96 年 11 月 1 日第 206 次委員會議決議自 9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97 年

8 月 31 日止中華電信公司每對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月租費為 140 元。為建

立電信網路市場之公平競爭環境，促進通訊傳播相關產業皆能合理利用此

一基礎設施，審酌中華電信公司所報之資料正確性、合理性及實際查核狀

況，於調整分攤成本芯線數損失率及資金成本率並刪除專案優退之營運成

本後，本會 98 年 10 月 14 日第 321 次委員會議決議核准每對銅絞線市內

用戶迴路自 97 年 9 月 1 日起月租費為 126 元。 

 
乙、 現行市內用戶迴路新進固網業者租用情形為何？ 
答：3 家固網公司反映除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單位成本外，仍須負擔銜接

電路之月租費及一次性費用之成本，致令業者無租用用戶迴路之誘

因；另光纖高頻寬網路已經是市場趨勢，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已無

法滿足市場主流頻寬所需，爰租用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之數量未增

加，合計未超過 50 路。 

 

丙、 鈞會是否認為光纖用戶迴路應公告為瓶頸設施，以供其他固網業者開

放接取？原因為何？ 
答：光纖用戶迴路是否應列入瓶頸設施，NCC 考量主為可分為兩個角

度(1)促進競爭，(2)鼓勵寬頻建設。光纖用戶迴路是否應列為瓶頸

設施，NCC 會中工作小組評估中。中華電信陳報給營管處的資料

光纖性線數/銅絞線對公里數=2.4~2.6，但中華於零售市場的光世

代用戶數已有 150 萬，推估原因為光纖性線數是放在都會地區(或

較密集之地區)，所以呈現出於光纖對全省的銅絞線公里數之比例

較低，且一條光纖可分割成 32 容量遠高於銅絞線，中華每年光纖

投資約有 260~300 億元。 

 

丁、 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之模式，鈞會目前係採用全迴路租用(full 
unbundle)，未來是否考量施行分享式(line sharing)或批發接取

(wholesale access/Bitstream)方式？理由為何？ 
答：目前會內尚未討論過 line sharing 或 bitstream，因全迴路分租的

co-location 尚未解決，且 co-location 之後的線路成本及 backhaul 的

成本在全迴路租用下須 40 個用戶方達損益兩平，若採 line sharing

式約需 50 個用戶；其他業者尚未向 NCC 反應市內用戶迴路細分

化模式之問題。 

 
2. 網際網路互連頻寬：鈞會核定中華電信 IP Peering批發價格之計算方法

為何？對於其他業者與中華電信 HiNet 免費互聯條件中「IP Address 擁
有數量不低於 HiNet 三分之ㄧ」之考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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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i. 中華電信公司稱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為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

一部分，依據電信法及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處理準則規

範，在以「業務別」為分別計算盈虧之區分基礎下，該公司財務

報表僅有整體第二類電信業務之損益表，並未細分至網際網路

接取服務，遑論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 

ii. 台灣固網公司稱依目前國內 ISP 服務市場現況，中華電信擁有

75%以上之寬頻用戶，即使將中華電信以外之 ISP 業者擁有 IP 

Address 擁數量加總，亦無法達 HiNet 之 1/3；且依台灣固網公司

與中華電信公司 HiNET 雙向互連流量統計資料，自 96 年 3 月至

97 年 7 月，由台灣固網公司至 HiNet 之流量均大於由 HiNet 至台

灣固網公司之流量，顯示即使業者用戶數規模差異很大，但雙

方實際流量仍可能相當接近，甚至小業者流往大業者之流量還

比較大，顯見以 IP Address 擁有數作為評量標準並不適當。 

iii. 中華電信公司則稱 HiNet 在整體寬頻市場市占率並非如業者所

述，有超過 75%的市占率。目前世界各國業界普遍作法，均由互

連 ISP 雙方採商業協商決定彼此間互連模式，主要國家監理機構

(包括美國 FCC)對 ISP 互連議題，均採低度管制、高度商業協商

機制之處理態度。尤其 ISP 間付費互連費用在各國普遍屬商業機

密亦非監理範圍，且 private peering 批發價並未在其它國家實

施。HiNet 之互連政策係參考美國及各國 ISP 互連政策制定，也

於 93 年 9-12 月間陸續與台固、新世紀資通、APOL 等各大 ISP 商

業協商獲得其同意。國內無任何業者符合其免費互連標準，實

因雙方網路規模相距甚大所致。國際間免費互連，為反應 ISP 網

路業者於網路建設投資與回收，係以網路規模衡量之，非以網

路流量為主。且 TWNIC 於 93 年接受電信總局委託之網際網路交

換中心服務品質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對 ISP 互連議題中，也提

出以 IP 數評量 ISP 規模之基本要素之一。 

 

3. 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鈞會未核定數位用戶迴路家族

(xDSL)電路批發價格之原因？ 
答：目前已有用戶迴路批發價格之實施，經營者已可利用租用用戶迴

路提供諸如市內電話、寬頻上網等服務，xDSL 電路批發價格之實

施，恐有阻礙或延遲新進固網業者之寬頻網路建設意願或時程，

因此，於新進固網向社會大眾吸引眾多之資金，理應儘速建設並

擴充其固定通信基礎網路，尤其是屬骨幹之寬頻網路為甚，在衡

量現階段新進業者未充分履行其進入市場之義務前，如貿然實施

xDSL 電路批發價格，恐將造成既有業者無意願繼續擴充或更新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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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網路，而新進業者亦可能有延遲或不予建設寬頻網路之缺失，

整體而言，將使我國寬頻網路建設處於不利益之狀態，長期而

言，因寬頻網路建設之停滯，連帶無法提供消費者質優價廉之寛

頻服務，對消費者而言亦屬不利益。 

 

(二) 鈞會現行批發業務批發價審核程序為何？於審核過程中，

公平會及其他業者有無參與表示意見之機會？鈞會有無對

於批發價格作定期檢討？ 
答： 

I. 有關批發價格之審核程序，係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

第 9 條之 2 規定辦理。於必要時，本會會徵詢相關機關（構）之意

見，其中亦可能包括公平會或相關業者。有關批發價格之檢討，

本會係依據市場發展狀況，適時加以檢討。 

II. 中華電信公司係依本會核准 96 年 1 月公告之批發價收費，且於研

商「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收費牌價(批發)調降事宜會議期間，已承

諾及修正租用互連頻寬愈多者，其所須支付費用愈高之不合理定

價，目前該公司願意配合以 1480 元/M 單一牌價及大量租用折扣提

供 ISP 業者，爰無為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之違反規定情事。 

III. 財團法人 21 世紀基金會 98 年 5 月 20 日召開「網際網路互連政策

白皮書」之研究座談會，公平會代表表示，中華電信公司「網際網

路互連頻寬」收費牌價買越多越貴乙節，公平會並不追究過去已發

生之事實，而僅對現況中華電信公司是否進行改善，及小 ISP 是

否有存活之空間，論斷公平會介入時機，如中華電信公司已同意

調降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且小 ISP 在市場競爭下仍可繼續經

營，公平會將不會介入本案。 

IV.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2 項僅規定：

「（第 1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其提供予其他電信事業

之電信服務，應訂定批發價格。（第 2 項）前項電信服務，其服務

項目及適用對象如附表，並由本會每年定期檢討公告之。」未就批

發價格檢討作規範。 

 
(三) 對於「資費管理辦法」中，批發價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

成本及費用」，「零售價格」應如何認定，鈞會之意見？ 
答：有關零售價格（含促銷價格）係指經營者提供一般用戶之牌告價格或促

銷價格。依據 Pt-1 值為準，即以 3 月 31 日之牌告價作為下一年度之費率

基準。 

 
二、行動通信市場主導者未來管制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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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動通信市場(含 2G 業務、PHS 業務、3G 業務)之市場界

定，鈞會意見為何? 
答： 98 年委託研究案「電信市場主導者界定及相關規管架構之研究委託研

究案」，依據研究案初步建議，應檢視服務之替代性劃分市場。另有一

派說法為依照業務別區分市場，如語音市場、數據市場。NCC 內部將持

續討論。 

 
2. 鈞會對於現行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認定標準之意見？ 

答：承上述，該研究案建議為固網與行動市場分別界定市場主導者。行動通

信方面，歐盟規定市占率 40%、日本 25%，會中將於報告結案後評估討

論。 

 
3. 鈞會對於電信市場主導者資費方案(零售)審核之考量因素

及審核程序為何？鈞會是否考慮放寬行動零售市場定價

管制？ 
答：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審核，營管處有設計資費審核表。 

 
4. 鈞會是否針對行動電話接續費/空時費定期檢討？鈞會核

定行動接續費/空時費之考量因素及程序？鈞會認為對於

零售價格與批發價格之訂定，是否應連動？ 
答： 

I. 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義，接續費係

指「網路互連時依使用網路通信時間計算之費用」。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及第 4 項規定，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

理原則，並不得為差別待遇；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

無論訂定或修正均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可。因此，本會 99 年度研究發

展計畫項目已將行動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研究列為優先委託研究

計畫，將委託專業顧問機構進行行動網路接續費成本之研究，期掌

握行動網路相關成本資料、瞭解國際行動網路接續費監理政策、建

立可行的行動網路成本實證模型、核算 2011 年至 2013 年我國行動網

路接續費，及提供可自行使用之成本計算工具，使本會未來得以自

行輸入參數及假設值進行成本評估，供作行動通信網路市場主導者

接續費成本核定之參考，俾營造合理、公平競爭之行動網路受話市

場。 

II.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間簽

訂完成之互連協議書，應於一個月內由各方業者以書面報請本會備

查。同辦法第 28 條復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應於其他第一類電信事

業提出網路互連要求或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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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任一方得檢具申

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他方當事人。第一類

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第 27 條所定互連協議應約定

事項範圍內，任一方得檢具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裁決，並應將申請書

副本送達他方當事人。 

 

三、爭議個案現況（※本議題涉及個案，本會恕無法予以回應） 

1. 97 年 9 月鈞會通過中華電信提報「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

資費方案，作為所有網路電話，撥打或接受國內最大固網市

話之間的通訊費率基準。不過，因為中華電信提出「市話撥

打 070 網路電話」的費率偏高， 鈞會當時曾要求中華電信於

三個月內調降。然目前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 164 之費率仍與

97 年 9 月通過費率相同，目前處理進度為何？ 
答：有關資費方案之擬定及其費率，係由經營者先行評估擬定後，檢附相

關資料提報本會核定或備查，本會僅就其成本合理性等項目進行審

查，資費方案經本會核定或備查後，經營者即得自決定是否公告實

施，合先敘明。本會雖於核定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E. 164 之費率時，認

為該公司訂價似乎有偏高之嫌，惟依現行法令規定，於本會核定該費

率後，尚無強制該公司為資費調降之權力。又，中華電信公司主張速

博現行 E. 164 之費率有偏低之嫌，且中華電信公司主張該公司網路建

置成本與速博並不相同，又 E. 164 用戶規模目前尚屬不經濟階段，因

此，該公司現階段並無調降資費之空間。 

 
2. 98 年 4 月 1 日中華電信陳報「專用用戶迴路 ADSL 服務」資

費案，費率有明顯有不合理之處，鈞會第 311 次委員會(98 年

8 月 5 日)不予核定。目前中華電信 ADSL 與市話搭售行為處

理進度為何？  
答：本會已函請中華電信公司應儘速提報合理可行之資費方案到會。又，

中華電信公司已取消有關市內電話第二門號之強制搭售行為。 

 

3. 有新進業者反應，中華電信對於特定客戶及政府標案有「以

低於批發價格提供長期促銷價格」之情事，有無向鈞會提出

檢舉？電信業者與特定客戶簽訂專案合約提供電信服務，是

否應依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報請鈞會核定或備查？ 
答：本會並未接獲相關檢舉案件。有關經營者與特定用戶或參與政府標

案，因屬經營自由權範疇，本會自應予以尊重，惟若有不公平競爭行

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時，應可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為導正，本會自

當尊重公平會之職權及處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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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爭制度及規範面 

1. 我國現行固網市場主導者會計分離制度之實施情況為何？鈞

會是否定期檢視會計分離制度之健全與時效性？ 
答：96 年曾與業者協商，要將中華分道管道與線，再依縣市別分開，但中

華回覆依照電信法第 19 條規定回絕。 

今年電信法工作小組已有討論針對會計分離修法，將由業務別改以服

務別做為區分，如電路出租分為專線、ADSL、MOD、光纖，縱軸再依

縣市別區分。 

 
2. 鈞會認為對固網市場主導者實施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之可能性與必要性？ 
答：NCC 會中有討論，但茲事體大，如歐盟所述在所有競爭政策無效果

時，此為最後之手段，對固網市場主導者時施功能分離，目前持保留

態度。 

 
3. 鈞會認為對於市話、xDSL 電路及寬頻上網市場，應採行何

種管制政策，以促進競爭？ 
答：LLU、co-location、interconnection 做好，才可落實市話的競爭，目

前市話零售價已相當便宜，實際上主管機關已為消費者爭取到最便宜

價格，因此單純就市話服務而言，新進業者沒有意願進入此市場。 

 
4. 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管制，包括電信定價在內，鈞會

認為是否應與公平會進行權責之分工？對於公平會受理調查

有關電信事業違反公平法之個案，鈞會是否給予必要之協

助，包括提供電信事業的成本會計資料供參？ 
答：資費核定由通傳會規管，公平會原則上為事後管制機關。 

蔡科長認為，兩機關之協調應重於分工，公平會對於結合、獨占、聯

合行為時，都會會請通傳會表示意見。針對個案，通傳會與公平會會

各自引述其作用法為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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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台灣固網訪談紀錄 

時間：98 年 11 月 10 日 下午 2:30-5:00 
 
一、 對於固網批發服務批發價格的管制規範及實務 

1. 對於新核定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及管制規範，貴公

司的意見？ 
答：NCC 新核定之銅絞線用戶迴路價格為 126 元，較原先低 14 元。然而從

市場實際面來看，126 元業者仍無意願租用之，理由如下：市內機房到

用戶端$126/月、中華市內交換機房到業者租用銜接電路$200/月，尚未

加計管銷費用卻已與中華零售 2M 零售電路價格相差不遠。此外銜接電

路造成與客戶端之距離增加，新業者提供給用戶寬頻速度將低於中華電

信(品質有差異)，新進業者欲提供高頻寬面臨技術問題。 

 此外，租用中華電信用戶迴路尚有一次性費用，前段與後段網路費用各

為 3000 元(此一次性費用通傳會無涉入裁定)，因此，在此成本費用結構

下商業運作不可行的，新進業者仍無意願租用中華電信的銅絞線用戶迴

路租。 

 
2. 對於通傳會新核定的 IP Peering 批發價及折扣條件，貴公司的

意見？ 
答：新核定之 IP Peering 批發價為妥協的結果， NCC 亦允諾往後每年定期

檢討，因此事件暫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上多數國家未針對 IP 
Peering 進行管制之原因為其市場已具充分競爭，然而我國在寬頻上網市

場仍為中華一家獨占，我國主管機關應介入管制。 
 
3. 對於市內用戶迴路及 xDSL電路的批發服務，貴公司認為應採

取 Full Unbundle，Line Sharing 或者 Bitstream？理由為何？ 
答：採 line sharing 可節省租用業者的租用成本，然而在對中華電信會計成

本不透明之情況下，討論以成本計價的用戶迴路租用較無幫助。近期內

可以做到的是盡速訂出 xDSL 電路批發價格，因 Wholesale price 採 Retail 

minus，在消費者市場的零售價(中華電信給老客戶之折扣條件)較容易確

認，建議主管機關應優先處理 xDSL 之批發價格訂定。 

 
二、 對於固網市場主導者的價格管制規範及政策 

1. 對於市場主導者的訂價策略，貴公司的意見為何？現行零售

價格與批發價格之訂定，有無連動關係？ 
答：中華電信定價策略可分以下兩市場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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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線：企業市場的特性上為個別客戶洽談，中華電信提報至主管機關的

牌告價不會是最後的售價(成交價)，最後的成交價是個別客戶談出來

的，因此業者在個別企業客戶面臨與市場主導者競爭狀況皆不同。 

(2)寬頻上網(ADSL/光纖)：台固、速博目前會請消費者自行向中華電信申租

電路，只銷售上網服務。中華電信目前策略為上網費降幅很快(近 2、3

年降幅約為 20%)，但電路費僅依照主管機關 X值下降。從此可看出，中

華電信在沒有競爭的市場，僅依主管機關之要求調降，在有新業者競爭

的市場，則降幅很大。 

   零售價與批發價無連動關係，批發價自 95 年核定後，未曾調整。針對

HiNet 上網費調降，寬頻上網所需使用之批發元件卻未隨之對應，主管

機關回應為 IP Peering 電路、ATM 介接電路、IP Peering 頻寬並無對應之

零售價，因此批發價無隨之對應調整。 

 
2. 對於現行固網市場主導者會計分離制度的意見，應如何進行

改善？ 
答：不了解中華的會計分離實施狀況，目前會計分離制度僅是原則性規

定，各家業者根據會計分離規定自行訂定會計執行手冊，會計執行手冊

中各項成本如何分攤才是重點(如：電路的 common cost 如何分割至

ADSL、MOD、市話業務)。 
 
3. 現行固網市場主導者 070 網路電話的定價，是否認為合理，

及其理由（參考CHT費率：一般時段為 0.033元/秒，平均 1.98
元/分，相較於撥打市話費率為 1.5元/5 分，平均 0.3元/分，相

差 6.6 倍） 
答：中華長途費率為一般時段 2.1 元/分、減價時段 1.5 元/分，長途話務尚需

透過長途網路傳送話務，然而市話撥打 070，中華只需將話務丟至 POI

給 070 業者，毋需用到中華長途網路，此資費明顯不合理。 

 
4. 有其他新進業者反應，CHT 對於特定客戶及政府標案有「以

低於批發價格提供長期促銷價格」之情事，貴公司有無遭遇此

一情形？ 
答：有，且非常嚴重。中華提供給電信業者之 IP Peering 頻寬批發價 1480 元

/Mbps，但從市場上得知中華給特定客戶之價格為 580 至 800 元，且其中

已含 Peering 與國際的頻寬。另市內電話中華可開給客戶為其牌價之 5 折

(此費率已低於接續費 0.75/5 分鐘)，市內/長途數據專線部份，

128K~512K 為牌價 5 折、大頻寬(768~2048K)可至牌價 2 至 3 折。以上數

據為市場客戶陳述提供，因客戶與中華具契約關係須負保密責任，無法

提供任何書面資料予其他競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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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資費管理辦法」中，批發價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

本及費用」，「零售價格」應如何認定，貴公司的意見？ 
答：應由中華電信自行陳報。因中華電信與企業客戶之成交價，其他業者

無法取得書面資料。 

 
三、對於固網市場主導者的非價格管制規範及政策 

1. 貴公司對於推動 070 網路電話的策略，以及對於現行管制政

策意見為何 
答：由於之前與中華在談互連(IP Peering)前後花了一年的時間，目前告一段

落，之後將有推行 070 之計畫。台固目前已與中華電信建立許多互連

點，因此推行 070 只需利用現行網路架構，對於 070 沒有特別的意見。 

 
2. 固網進行號碼可攜所需之時間，及有無遭遇其他困難？ 
答：有。以一家銀行客戶為例，原使用中華電信 DID 門號欲號碼可攜至台

固，但中華以交換機老舊為由，表示客戶號碼可攜後只可單機而無法進

行 DID 群組；又銀行客戶之門號為對外營業用的門號，不願讓台固進行

測試號碼可攜後 DID 是否可行。 

 
3. 貴公司有無與固網市場主導者的非價格爭議？ 
答：(1)對新進業者之話務進行話務分群，造成新進業者話務擁擠。 

    (2) 針對特定客戶電路租用申請之拖延，拒絕。 

    (3) 台哥大未因應行動上網用戶增加之需求，欲向中華電信租用光世代

電路作為行動基地台之後端電路，但中華電信稱光世代電路僅可租用

一般用戶，拒絕承租予一類電信業者。 

 
四、對於現行使用電力線（power line）、纜線（cable）或者 WiMAX

上網及作為市內用戶迴路之替代方案，貴公司認為在技術、政

策及法規上有無需要調整或改進之處？ 
 答：1. 電力線作為市內用戶迴路替代方案面臨的問題：(1)新進業者欲以台

電電力線作為東部 Backbone，但台電回應東部也沒有 Backbone。(2)新進業

者欲利用台電之引進管管線，但台電回應此牽涉公權、私權介接，台電無

權主導。(3)以電力線當做 last mile，當初在大樓設立電力室乃根據電業

法，但電業法中規定電力室為電力專用，是否可開放供電信使用，台電不

敢擅自判定。(4)電錶以後到住戶家之線路為用戶自備，即屋內電力配線為

客戶產權，非為台電之所有。 

      2. 纜線作為市內用戶迴路替代方案面臨的問題：以 cable 角度觀察寬

頻上網市場，有線電視有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訂戶數三分之ㄧ上限，

因此 cable 上網無法如同中華電信達到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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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新世紀資通訪談紀錄 

時間：98 年 11 月 12 日 下午 2:00-4:30 
 
一、 對於固網批發服務批發價格的管制規範及實務 

1. 對於新核定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及管制規範，貴公司的意見？  
答： 

甲、以 CHT 之 ADSL + FTTx 電路年營收 20 億元以下(見表 1)不可能支應此一成本(表

2)。 

乙、若該費用為內部無償轉撥，則對競爭業者為不公平之競爭。 

丙、若該價格為正確，則業者一定鉅額虧損，有違 wholesale pricing shall enables the 

new entrant duplicate the business and in a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market 之目的。 

丁、最可能的情況是 CHT 未真實反應成本，NCC 不查即逕為公告。 
 

         表 1. 中華電信電路(ADSL 與 FTTx)之年營收      (單位：十億元)  

 
資料來源：美國證管會

http://www.sec.gov/cgi-bin/browse-edgar?company=Chunghwa&CIK=&filenum=&State=&SIC=&o
wner=include&action=getcompany  

表 2. 以中華電信批發價試算其不合理 

 

 另一參考價格為，因消基會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寬頻上網費用太高，中華電信於 11 月 1

日澄清，消基會資料為日本 Yahoo! BB 向 NTT 租用銅絞線用戶迴路費用，換算台幣約為每

月 56 元。以台灣與日本兩地人口密度與網路佈署狀況應相似，此租用費用應可做為參考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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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通傳會新核定的 IP Peering 批發價及折扣條件，貴公司的意見？ 
答：ISP 之電信成本：(1) ATM trunk、(2)骨幹網路、(3)國際頻寬、(4)IP Peering 頻寬。 其

中 ATM trunk 電路目前中華電信強制新進固網業者只可租用，中華電信稱因目前法規

(電信法)未規範，因而不願讓新進固網業者自行建立 ATM trunk 彙接。 

 IP Peering 頻寬與其他業者多為免費互連模式，僅需建立實體電路即可。針對 Peering 部

分，速博在全國皆有服務據點，在於網路成本與中華電信之條件相同，並沒有佔到中

華電信便宜。寬頻上網服務之最終目的為使消費者連接到國外都可以很通順，但目前

面臨中華電信 IP Peering 之額外支出，造成投資減少。希望未來可修法將數據互連方式

比照語音互連方式計價，在未修法前新進業者只可以訴願方式提請 NCC 每年檢討中華

電信 IP Peering 價格。 

3. 對於市內用戶迴路及 xDSL 電路的批發服務，貴公司認為應採取 Full 
Unbundle，Line Sharing 或者 Bitstream？理由為何？  

答： 

甲、依電信法全元件長期增資成本法(TELRIC)之要求，成本之計算，首先須將影響服

務或設施之所有網路元件逐一列出，並查出其相對應之原始成本，再依使用之關

連性，按比例分攤至該項服務或設施，(此即為電信成本計算必須依循“作業基

礎成本”之基本原則)。  

乙、由於“提供服務”牽涉的元件與項目太多，現行的會計制度無法據以計算其成

本，故不建議計算服務的批發價，而應限縮在硬體設施的成本計算，故建議應以

成本價開放光纖與管道，以因應消費者對快速成長的寬頻需求，並避免再一次形

成另一次的不公平競爭。由於只針對管道(土建費用)與光纖(工料費)等硬體設

施，而不涉及與服務相關之其他網路元件與使用之分攤比例，將可簡化管道與光

纖成本之認定，而更容易處理。 

丙、Full unbundle 與 partial unbundle (MDF-street cabinet 或 street cabinet – CPE)因只涉及

硬體設施，容易處理；bitstream 涉及 voice 與 data 的分離，較難處理(如設施的

co-own, cost driver etc)，可在 unbundle 完成後再做。 

丁、若限縮於管道與光纖，則均屬於市內用戶迴路會計科目項下，故應依「第一類電

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以及「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成本分攤基礎設

置要點」(以下簡稱設置要點)之“市內用戶迴路”科目，其會計科目編碼為

5XXX.111X，且在市內用戶迴路會計科目下，又分成資產與營業成本等，依薪

資、折舊、攤提、耗材與維修等，再依設備別細分成 30 項，其中屬於纜線及管道

之會計科目包括 1531.1110、1531.1111、1531.1112、1531.1113、1531.1114、

1531.1121、1531.1121 等 7 項。該設置要點已於民國 89 年 8 月 8 日經當時之交通部

電信總局公告，NCC 雖於民國 97 年 11 月 20 日略作修正，但仍在其格式五「網路

元件單位成本計算表」以及表五「通信設備明細表」中保留市內用戶迴路為單獨

之會計科目。換言之，中華電信理應留有完整之市內用戶迴路成本資料可供核算

(包括成本、資金成本率、本期增減與餘額等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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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固網市場主導者的價格管制規範及政策 
1. 對於市場主導者的訂價策略，貴公司的意見為何？現行零售價格與批發價

格之訂定，有無連動關係？ 
答： 

甲、 CHT 之訂價策略為 

. 利用既有管線提供寬頻服務 

. 當競爭可能出現時，才由 dial-up 提升到 ADSL (2001 年固網開放才開始，之前

都用 dial-up 賺撥接與分鐘二項營收) 

. 當競爭已出現時，利用新業者網路不足(不夠綿密、速率較低、成本較高)，先

將低速寬頻大幅降價，以擠壓新業者。CHT ADSL 歷年來 ADSL 每 M 的價格如

表 3 所示。 
 
                 表 3 中華電信 ADSL 每 Mbps 每月平均價格              (單位：元/Mbps/月)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Average ADSL monthly access charge per Mbps 249       178       161       169       119        
資料來源：美國證管會

http://www.sec.gov/cgi-bin/browse-edgar?company=Chunghwa&CIK=&filenum=&State=&SIC=&o
wner=include&action=getcompany ,以 ADSL 之電路營收，除以 ADSL 客戶數，再除以 ADSL 客

戶平均速率計算而得 
 

. 當競爭較明顯時，仍重覆上述模式，但改用加速不加價的方式，將客户“培養成

習慣大頻寬”的光纖(其光纖建置完成量與時程如表 4 所示)，同時，用其 Hinet 上網的

優勢加上高價的 peering 費用，阻擋業者。故其上網之營收亦得以維持每年約 10%之增

長，如表 5 所示。 
 

表 4 中華電信民營化前後三年光纖建置完成量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繼光纖 (Fiber KM) 900,000    998,009    1,007,963 1,005,180 1,033,900 1,100,000        
用戶迴路光纖 (Fiber KM) 737,300    859,520    925,671    1,036,437 1,233,800 2,400,000        
光纖總長度 (Fiber KM) 1,637,300 1,857,529 1,933,634 2,041,617 2,267,700 3,500,000        

55% 58% 65% 100%民營化前以政府預算所建設之光纖比率  
資料來源：美國證管會

http://www.sec.gov/cgi-bin/browse-edgar?company=Chunghwa&CIK=&filenum=&State=&SIC=&o
wner=include&action=getcompany  

               表 5 中華電信上網之年營收                (單位：十億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Broadband Internet service
(ADSL and FTTx) 2.6 5.5 7.8 10.8 12.2 13.6 15 16.3

revenues from Internet services(in billions, NT$)

 
資料來源：美國證管會

http://www.sec.gov/cgi-bin/browse-edgar?company=Chunghwa&CIK=&filenum=&State=&SIC=&o
wner=include&action=get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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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對市場應以成本價提供之各種互連要求，均因為主管機關未妥為把

關，以至我國寬頻普及增加率明顯低於各國(下圖 1)，以致我國相關之國家競

爭力排名不斷下滑。 

 

排名優於台灣之各國寬頻普及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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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寬頻普及率網與其他國家之比較 

資料來源：OECD 資料以及 NCC 統計(扣除無線用戶以便與 OECD 有相同之比較基礎)  
 

 
2. 對於現行固網市場主導者會計分離制度的意見，應如何進行改善？ 
答： 

對固網市場主導者施以差別會計分離制度 - 嚴格要求落實以下各項 

(1) 元件成本 

(2) 資料透明 

(3) 依法對“市內用戶迴路”科目，及其下之資產與營業成本等，依薪資、折舊、攤

提、耗材與維修等，再依設備別細分成 30 項，其中屬於纜線及管道之會計科目包括

1531.1110、1531.1111、1531.1112、1531.1113、1531.1114、1531.1121、1531.1121 等 7

項。均應逐一詳實列表 

(4) 上述之報一表對民營化前後之資產應明確區分 

(5) 所有資產應列出固定資產原始成本與帳面(折舊)金額，以及各元件或對應科目之

折舊年限，並不得加計資產重估之增值。 

(6) 攤提方式(含原則與計算方式以及對象)應明白公告。 

 
3. 對於「資費管理辦法」中，批發價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

「零售價格」應如何認定，貴公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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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華電信有許多專案或配合政府之個案，其價格遠低於市場價格。如中華電信 95 年提

供警政署報案電話的專線之價格為低於市場 10%之價格；建議主管機關應將零售價格

加以定義。 

 企業用戶採取議價方式，所取得之議價空間與購買量多寡有關，在商業上有其正當

性，當批發價格設定為 retail minus，但卻無法取得 retail price(企業用戶成交價格)，retail 

minus 機制將無法反映真實狀況，使得新進業者相當困擾。 

 
三、 對於固網市場主導者的非價格管制規範及政策 

1. 對於市場主導者的認定標準，貴公司的意見？ 
答： 

i. 對於市場主導業者之認定，本公司的意見有以下三點： 

①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比照現行歐盟電子通信管制架構（EU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framework）的管制步驟，先由各國主管機關 NRA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進行市場界定與市場分析，並評估特定市場之

競爭狀態後，再定義並依比例原則對顯著市場力 SMP（significant market 

power）進行不對稱管制。 

② 對於 SMP 之管制，主管機關對於業者之價格策略應先進行設算檢驗

（Imputation tests），以便測試其市場行為是否真會造成垂直性價格擠壓或掠

奪性訂價的反競爭效果。若測試結果並未有反競爭效果，因不予管制。 

③ 比照歐盟 2007 年指令修正的精神，在提高市場競爭程度的議題上，授權各會

員國主管機關在一般性政策失靈時，於其內國管制上以對其掌握瓶頸設施的

市場主導業者進行「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 或 operational separation）」

去克服難以突破的競爭障礙。 

ii. 循此三點，國內對於行動通信市場以及固定網路市場的 SMP 之認定以及配套管制

便應有不同的作法。以行動通訊為例，本公司認為： 

① 電信市場對主導業者的認定與管制，伴隨非對稱管制義務之課予，其目的是

在市場失效的前提下，藉非對稱管制手段，促使市場發生「有效競爭」272。因

此，若市場機能已經充分發揮，即不需要介入，否則反而影響市場競爭機制

之正常運作。 

② 我國於2000年公告第二代行動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當時正逢國內行動電話

市場快速成長，又有多家全區、單區經營業者投入市場，以當時之市場環境，

或有必要由主管機關介入，以促進市場之有效競爭。時至今日我國行動電話

用戶數已超過人口數，市場已經飽和，而五家全區第三代行動通信業者於2004

年底起陸續開始提供服務以來，均必須不斷努力提供新的服務內容，提高服

                                                
272 以歐盟於「有效競爭」之定義在於：「在相關市場中沒有一事業具有支配力(dominance)」；而對於「支配力」
之標準，係相當於「沒有一家業者享有單一或聯合之市場主導地位」，亦即於單一事業超過 40%市占率才推定為
具備市場主導地位，而市占率高於 50%則視為為市場之主導者，低於該標準者，除非有符合「特定事由」方會對
其進行認定，否則原則上會尊重其競爭而不介入管制，一旦市場中無具有支配力業者存在時，就可認定該市場是

處於「有效競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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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品質，以爭取客戶青睞。同時在價格上也必須不斷推出更具吸引力的方案，

消費者也可透過「號碼可攜服務」，自由選擇最符合其需要之業者或資費方

案，不僅保障消費者選擇服務之權利，更說明了國內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市

場已存在有效競爭。 

③ 睽諸「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文字，市場主導業者除

需符合所列要件，尚需由主管機關公告，而且條文中並未規定主管機關「應」

公告，當係為保留主管機關可視市場競爭狀況以決定是否公告之彈性，亦即

市場主導業者之認定並非必須為之，此點觀乎  鈞會迄今均未對「1900兆赫

數位式行動電話業務」公告市場主導者可證。 

iii. 反之，在固定通信市場，既有業者中華電信仍佔據將近98％的語音市場及八成的

寬頻上網服務市場，完全未能收到電信自由化政策的成效。究其原因，實因中華

電信掌握關鍵性瓶頸設施所致。故本公司建議對於中華電信公司，行政院應著手

進行修法，增加「功能分離」的管制工具。 

 

2. 貴公司對於推動 070 網路電話的策略，以及對於現行管制政策意見為何？ 
答：NCC 對於中華電信市話撥打 070 網路電話之資費審查作的不盡理想，以中華目前市話

的普及率程度，其他業者難以與其抗衡，只可藉由提供如 070 網路電話方式提供消費

者更多選擇。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撥打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通信費率，一般時段

0.033 元/秒，減價時段 0.023 元/秒，平均每分鐘費率為一般時段 1.98 元，減價時段 1.38

元，造成 070 發話經濟受話不經濟之狀況，影響民眾接受程度。最初 NCC 不同意中華

上述定價，然中華後來至NCC說明其網路架構後，NCC暫時同意但限期改善，但目前

尚未有新費率。 

 中華電信稱因 070 碼長，中華電信對於解碼有困難，但速博舉證如下：網路電話可採行

與市話方式相同之互連模式，請參考下圖，由於目前 070 之解碼只需分析至前六碼，中

華電信公司只需要比照現行 0809 話務（toll free）及 00807 話務（ITFS）方式解碼（分析

至前六碼）即可，故可經由目前 0809 話務（toll free）及 00807 話務（ITFS）所經之路由

完成交換（如下圖中深紅色粗虛線所示），完全無須更改現行市話互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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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網進行號碼可攜所需之時間，及有無遭遇其他困難？ 
答：因中華電信人力配置關係，一天固網號碼可攜作業時間只可攜幾百個門號。固網號碼

可攜由於交換機之關係，固網內碼設定於交換機上，因此固網號碼可攜後用戶原號碼

仍可受話，惟發話時會給予一個新號碼(此為速博所配置的號碼)。若欲改善上述問

題，中華電信需更新交換機，將會是一大成本支出，此成本支出中華要求由新進業者

支付。 

 
4. 對於市話、xDSL 電路及寬頻上網市場，貴公司認為主管機關應採取何種

管制政策，以促進競爭？ 
答：以促進競爭角度來看，觀察幾種主要管制政策為：結構分離、或以不對稱管制為基礎

的傳統電信管制，其核心要件為批發價格管制、公開透明、會計分離等。 

 就目前固網市場競爭狀態而言，認為 NCC 對於批發價格管制的力度上著力太淺，把整

個網路攤開來看以競爭發生應由 A to Z 來看，但就現在六大批發價格管制僅規範 A to 

Y(接取價格未管制)，NCC 欲由 local loop unbundle 來處理此問題，但卻又無法計算出

local loop 之成本價格。就目前 NCC 著重於零售市場價格管制，並無法助於競爭水準提

升或服務品質提高，NCC 應對接取網路端採取批發價格管制，甚至實施更激進的結構

分離政策。 

 
5. 光纖市內用戶迴路是否應列為瓶頸設施，貴公司的意見為何？ 
答：當然應該，且應將管道一併列入為瓶頸設施，理由如下： 

i. 依固網管理規則之規定，若管線設施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者即為瓶頸設施。 

ii. 目前中華電信所擁有之銅纜線至少約為 6297 萬對公里 ，光纜約為 350 萬公里 ，

管道至少約為 58 萬公里 。此一管道與線路之建設均為中華電信公司及其前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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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電信總局自政府遷台以來數十年之建設，以及民國 60 年十大建設時村村有電

話等以政府預算所完成之網路，絕非新進業者在合理期間內得以完成。其原始成

本如下表 6 所示，顯示其現有之 8,396 億元資產中，絕大部份圴在民營化前，由政

府投資所完成；再以 2002 年民營固網業者開始營運時，中華電信所即已擁有

7,798 億元之資產而言，亦絕非新業者從零開始建設所能與之公平競爭。 

 

表 6 中華電信固定資產原始成本逐年增加统計表 

1,997 1,998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固定資產原始成本

 (新台幣：億元)
6,097 6,299 7,455 7,798 7,960 8,040 8,121 8,205 8,293 8,396 

以2005年

民營化基準日之比較
78% 92% 96% 98% 99% 100% 101% 102% 103%

 
資料來源：鉅亨網中華電信相關之資產負債表 http://www.cnyes.com/twstock/bs/2412.htm  

 
iii. 由於管道與纜線(含銅纜與光纜)為電信事業之基礎設施，不論行動或固網、一類

或二類、語音或數據之傳輸，都必須籍助於管道內之纜線做為傳輸介質，中華電

信光纖建設量已達 350 芯公里(如表 4 所示)，其中超過半數係在民營化之前建設完

畢。此外，中華電信僅需抽換銅纜改用光纖即可，其成本約 30 萬元/KM，換言

之，民營業者為提供相同的光纖必須支付較中華電信高出數十倍之成本(詳見“iv

重新建設成本“之分析)，此結論與 FTTH Council Europe ”Regulatory Barriers for 

Fiber Deployment”之分析有相同之結論(fiber itself is relatively cheap, it cost less then 

6% of total cost of a new network)。中華電信奠基於民營化之前的管道建設成果，故

得以在各項電信業務與服務中，居於獨佔地位，如圖 2 所示，依現行市場主導者

之定義，中華電信之管道與光纜均應受瓶頸設施之管制。  

iv. 重新建設成本 

 由於中華電信歷經政府數十年之經營，方有今日綿密之管線網路，如新進業

者欲重新建設相同規模之網路，以與中華電信競爭，究竟應投入多少資金方

能完成相同規模之網路，似無公正資料可供比對，但 M-台灣計畫自民國 94

年開始執行，至今已屆滿四年，以其經濟分析與建造成本之結果，應可供公

正之參考比對。  

 內政部營建署依「96 年度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受補助單位之合約詳細價目」、

「財團法人公共營建研究院出版之 2007 年營建物價」、「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於 97.9.15 公告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政府採購法令彙編- 依建造

費金額，訂定管理費、設計費以及監造費之上限比例(95.4.17 出版)」等資料，

計算出每公里管線之施工成本約為 520 萬元/公里(詳表 7)，依此分析，計算若

新進業者欲建設與中華電信有相同規模之 58 萬公里管道(不含管道內之銅

線，亦不含光纜)，其一次性資本投資高達新台幣 3 兆元，決非法定資本額新

台幣 400 億元(現己調降為新台幣 210 億元)之新進综合固網業者所能負擔；即

便願意舉債建設，以目前全國電信業者每年總營業額 3600 億元而言，亦不可

能支應此一建設。而中華電信由於數十年來之固定資產，大多已折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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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4 年止，其 58 萬公里之管道與線路折舊後之金額如表 8 所示，每公

里管道之帳面金額僅為 8.2 萬元/公里，總帳面金額僅為 47 億元，其立足點完

全不同之不公平競爭至為明顯。 

v. 網路性 

 電信網路成敗之關鍵因素在於儘速完成完整之網路，佈建速率與網路之完整

性二者缺一不可。 

 從民國 90 年電信自由化開放各類電信執照以來，凡未能快速佈建或未能佈建

完整網路之業者，無一能在此一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存活。M-台灣計畫雖以

100%政府資金投入建設，業者僅需支付租金，但因網路不夠綿密、無法入戶

等兩大因素，以致租用率偏低，而在同一時期，中華電信之寬頻用戶卻逐年

躍升，並逐漸擴大其市場佔有率即為明證。 
 

 
表 7 內政部營建署 M-TW 計畫審查各機關申請補助之統計資料 

造價 管理費 設計費 監造費 合計

4"四管 573.2 20 24.4 18.9 636.5 523.0        
 Higest : 594.3

Lowest : 471.5

4"六管 676.9 23.7 28.8 22.3 751.7 520.8        
 Higest : 568.8

Lowest : 500.0

說明

參考依據

1. 96年度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受補助單位之合約詳細價目.

2.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出版之2007年營建物價.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97.9.15公告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4. 依政府採購法令彙編(95.4.17出版), 依建造費金額, 訂定管理費, 設計費, 以及監造費之上限比例.

實際核定之

最高及最低值

實際核定

之平均值

內政部營建署M-TW計畫, 審查各機關申請補助之統計資料    97.11月

希籍由95年度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實際執行經驗, 針對寬頻管道之造價, 提出符合本計畫推動理念, 並能反

應目前市場價格之合理造價分析與建議.

管道建設費用(營建署製表)     單位　：　(萬元/公里)

類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M-TW 計畫審查各機關申請補助之統計資料 

 

表 8 民國 93 年中華電信管道與線路之成本 

財產別 單位 財產數量 財產金額（元） 累計折舊（元） 帳面金額（元）

管道 管公里 576,022 138,787,043,442 91,558,937,962 47,228,105,480

線路 107,627,806,602 67,527,312,532 40,100,494,070

小計 246,414,850,044 159,086,250,494 87,328,599,550

管道 24.1 15.9 8.2

線路 18.7 11.7 7.0

小計 42.8 27.6 15.2

管 線成本　　　　　　　　　資料年月：93/03

平均成本(萬元/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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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華電信在各類市場均為獨佔 

 
6. 貴公司對於固網市場主導者實施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的意見 
答：樂見其成，但前提為會計(財務)分離完整，否則恐有失敗危機。如澳

洲 NGN 網路最初評估需花費 40 億澳幣建置 NGN 網路且已標出，但網路可

否達到自償性?評估需 400 億才可達成。澳洲 NGN 網路建置失敗之例可能是

在當初業務成本估計時低估，我國應引以為戒，在實施功能分離之前應先

做好會計分離作業，功能分離使得成功。 

 
四、 對於現行使用電力線（power line）、纜線（cable）或者

WiMAX 上網及作為市內用戶迴路之替代方案，貴公司認為在技

術、政策及法規上有無需要調整或改進之處？ 

答： 

甲、依照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7 年 7 月之「M-台灣計畫-寬頻管道建置之選擇

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寬頻管道建置之可行性研究」(以

下將該二項研析簡稱 M-台灣計畫)，開宗明義即說明 M-台灣計畫之目

標為:  

i. 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建構優質價廉之寬頻網路。 

ii. 活絡寬頻網路競爭機制，紓解用戶迴路瓶頸。  

iii. 推動 6,000 公里寬頻管道建設，建置全國無縫隙之寬頻網路環境。  

但 M-台灣計畫在分析下列替代技術後，均認定無法取代傳統之管線:  

1. 無線接取技術(Wi-Fi 與 WiMax): 受限於無線傳輸之限制，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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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命週期短、天候影響、電磁波干擾以及速率低等，故無替代

性。  

2. 電力線寬頻(Broadband over Power Line, BPL): 可能造成無線干擾，傳

輸安全性以及相關法令等之限制，此技術仍無法取代光纖網路。  

3. 瓦斯管線布設光纖: 雖然瓦斯管線本身即為光纖管道，但由於瓦斯管

普及率過低，增設困難，維修不易等因素，亦無法取代寬頻管道。  

4. 污水下水道光纖附掛:易受限於污水下水道普及不足，都市住宅區密

集區管線遷移與施工困難等，亦無法全面取代寬頻管道。  

 

乙、综上所述，M-台灣計畫因之認定目前尚無替代技術可以取代中華電信

既有之管道纜線系統，亦不可能在合理期間內自行建設。故管道與光

纖應依法定義為瓶頸設施當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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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威寶電信訪談紀錄 
 
時間: 98 年 10 月 6 日 上午 10 時-12 時 

 
一、 行動市場界定、市場主導者的認定標準 
1. 對於行動通信市場（含 2G 業務、PHS 業務、3G 業務）之市場界

定，貴公司的意見? 
答：NCC 目前以執照業務別、技術別作為市場界定。過去在第一屆委員修訂 NCC

通傳大法草案中，在認定市場影響力有擴增相關市場(related market)之概念，

認定方式基本上以原有業務市場作為基本市場界定，但可擴展到相關市場作

一併評估，或是在目前業務市場中再細分為小市場，然而通傳大法未通過。

因此，現行 NCC 法制，還是以業務市場為主。依業務市場區分之問題是：

業務市場認定依照基本設施、市場價格主導力量以及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業

務市場之 25%以上。主管機關採用零售市場認定之方式，使得批發市場

(wholesale market)被忽視。此外，所有一類電信業者都受 X 值價格調整上限

管制。以競爭法的角度而言，主管機關管制重心應在於批發市場，對於零售

市場，只要市場具有競爭，市場競爭機制即可發揮作用。 

 近來爭議較大的 IP Peering 問題，主管機關並未採行法制上檢討來解決此爭議

問題，而是採以行政處理之方式，因此，最終申訴之業者只獲得不滿意但可

以接受的妥協結果。 

 因語音具完全替代性，應將 2G、3G 市場視為同一市場。2G 執照將於 2012

年到期，電信三雄積極爭取 2G 執照期限展延。2G 執照期限展延國際上亦有

此機制，而展延條件為：(1)展延期限至與 3G 到其期限相同，(2)執照條件特

許費繳交方式需一致，(3)頻譜大小拉齊。 

 
2. 貴公司對於現行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認定標準之意見？（現行第

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

導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NCC)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二、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

量者。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

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目前主管機關僅公告 2G 業務之市場

主導者，為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遠傳電信；固網業務為中華

電信。) 
答：對於市場主導者認定業務市場佔有率 25%改成 40%，國外文獻也有此趨勢，

唯我國主管機關於實務上未採用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以及對市場價格

有主導力量者去認定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國外對於受話市場(terminate 

market)個別業者皆為單一市場，可依第一條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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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又主管機關對批發市場之管制仍不成熟(行動接續費並未定期檢討)，在

此情形下，若將 25%提高至 40%，威寶擔憂遠傳與台灣大哥大的 NTR 將不

受管制。 

 
二、 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之現況及爭議 
1. 貴公司對於行動通信市場主導者之零售服務定價策略，意見為

何？ 
答：目前行動通信市場主導者的零售定價都是跟隨威寶電信，如威寶主打網內

互打免費，各家業者皆紛紛跟進。威寶目前對學生有很優惠的方案，近來

有學校透露，中華直接問學校其他業者給予多少優惠，中華可直接提供更

優惠之價格。被搶走的客戶表示與中華簽署之合約需保密，因此不願提供

優惠費率為何。 

  據威寶所知，中華提報的價格都是暗藏玄機，主管機關沒有能力審核中華

電信之定價。未來 FMC(fixed mobile convergence)將需用到更多的固網電路，

對於中華電信擁有既有的固網電路資源，且帳目只有一本，將更具優勢。 

 此外，NCC 應確實試算檢驗，方得核定市場主導業者之費率。如中華 F2 費

率曾檢舉至公平會，但公平會反映為此費率 NCC 已備查在案，公平會尊重

事業目的主管機關。從此可見，凡 NCC 核定通過之費率皆可成業者之擋箭

牌。 

 
2. 貴公司承租中華電信之電路時，是否遭遇價格或非價格之不公平

待遇？ 
答：中華提供企業客戶優惠折扣，例如，給予電路、頻寬贈送之非價格優惠行

為，由於牌價並未更動難以舉發，主管機關亦無法僅用價格機制檢視其是否

對其他業者進行不公平之競爭。 

 以前兩天之新聞為例，中華營運處 10M/2M 未依牌告價販售，但總公司回應

此為營運處為推廣 MOD 爭取客戶升級自行推廣之方案。 

  
3. 貴公司與其他行動業者進行網路互連時，是否遭遇價格或非價格

之不公平待遇？ 
答：(1) 以通話服務為例，威寶打到中華、台哥大，要支付接續費。威寶打出網

內互打免費方案，市場主導者不斷跟進，新業者如威寶必需提供更低

之零售價格以吸引消費者，與市場主導者競爭。零售價格不斷下降，

然而批發價未定期檢討($2.15)，造成零售價與批發價差之幅度(margin)

越來越小。 

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中，長期增支成本(Long-Run incremental Cost)等原則性

規定都有，於固網市場中主導者接續費有每年都有檢討，然而，電信三

雄接續費卻沒有每年檢討。此外，NCC 對於零售價 X 值價格調整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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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理由為給予業者誘因(effective factor)，以促進業者網路效能增加，

對於此網路效能之增加應同樣反應於電路費批發價格上。 

此外，不同網路基建成本不同，如 800MHz 全台灣約需兩千個，而

2100MHz 需要其數倍，接續費應有不同價格，但目前僅有$ 2.15 單一價

格。  

(2) 中華開通新號碼經常拖到最後一天，雖無違法但就是採取延後(delay)新

進業者提供服務之策略。 

(3) 中華在於(網路互連上)向其他電信業者收取(1)局端探勘費，(2)端子設定

費。此二費用僅中華單方面向新進業者收取。 

 
4. 貴公司與固網業者進行網路互連時，是否遭遇價格或非價格之不

公平待遇？ 
答：NCC 在批發價格檢討(wholesale price review)一直沒進行。威寶電信兩大成本

為電路費與接續費。許多基地台都是建在大樓頂樓由於最後一哩(last mile)之

問題，只能租用中華的電路。新進固網業者因無法達經濟規模，且無法與中

華競爭，都紛紛停止服務。 

 中華電路租用給企業客戶之的價格，可能低於其他一類業者，此外，還有以

贈送電路的非價格優惠方式，受到契約保密之拘束，無法舉證。 

 
三、 對於通傳會、公平會電信市場管制之意見 
1. 對於通傳會現行電信事業及市場主導者價格管制之作法，意見為

何？ 
答：NCC 應將重心放於市場主導業者與批發價格。此外，行動零售市場應可解

除管制，僅對固網進行管制即可。 

 
2. 對於通傳會行動電話費率管制(批發、零售管制)之意見為何？又價

格管制應針對全體一類業者，或是僅針對市場主導業者？ 
答：現行法規威寶(非市場主導者)為備查制，可能因客戶數不高，市場影響力不

大。實務上送交 NCC 資費備查的資料與市場主導者依許可制所需送交的資

料差不多，如產品資費名稱、實施期間，但也需送交成本效益分析，對於

新進業者而言，必是提交零售價在中長期下可高於成本，但成本效益分析

不具意義，NCC 應如上題，需將重心放於市場主導業者與批發價格。 

 中華不會據實提供成本資料，NCC 應自己訂出一套成本計算方法。如前所

述之探勘費、設定費成本為單一區域可一次完成，但中華提供給主管機關之

成本採每用戶申請所需之成本加總，不符合實際成本發生之情況。 

  

3. 貴公司認為通傳會為維護網路互連之競爭秩序，是否應對市場主

導者進行不對稱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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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 

 
4. 貴公司對主管機關（通傳會及公平會）處理網路互連及電路出租

爭議之看法? 
答：NCC 目前對於網路爭議之處理方式都採行政介入，非以法規監理檢討解決。

而公平會對於電信市場之管制似乎只在於以下 3 處：(1)廣告、(2)業者結合、

(3)公平會管理規則。 

 
11.貴公司認為公平會是否應介入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定價行為？

以及介入的時點為何？ 
答：公平會為事後管制機關，建議未來每年電信市場概況檢討可由公平會來進

行。 

 
四、 貴公司認為新興技術(無線技術、LTE、WiMAX、4G)的使用，

對未來政策法規、市場結構及競爭程度的影響為何? 
答：LTE、WiMAX 技術成本不同，特許費、成本也都不同，未來如何競爭，仍

不明朗。但政府政策對業者的影響程度頗大，如各執照特許費收取方式不

同，WiMAX 特許費類似 2G 執照費收取方式，業者須提撥營業額的特定百

分比，但 3G 執照特許費為需一次預繳 15 年之執照費，業者業務經營財務

壓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