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報告提要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不斷演化蛻變，歷經「社區共同天線」、「第四台」與「播

送系統」等不同發展階段，終於轉型為正式依法核准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在有線電視產業漫長曲折的演變歷程，逐漸融入 4C 整合的發展趨勢之際，

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本研究小組合作執行本項計畫，主要目的即在探索：被視為一

般性市場競爭規範的公平交易法，將如何適用於邁向 4C 整合的有線電視產業。

為達成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成員分別就通訊科技、產業經濟及法律規範等

不同面向彙集相關資料，分析我國當前狀況下的問題焦點、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層

面，藉以整理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及法令執行上所涉及的重要議題，並且試圖

勾勒相關競爭議題的可能規範模式。 

本研究首先依國內目前相關產業活動現況，將所謂 4C產業界定為：cable（有

線電視產業）、telecommunication（電信產業）、computer network（Internet，網際

網路相關產業）、E-commerce（電子商務相關產業）四者，並且，隨即說明有線

電視產業分別以混合光纖網路（HFC）與衛星通信等技術，跨業經營電信、網際

網路與電子商務的可能路徑；另一方面，則為電信及網際網路產業利用LMDS、
xDSL等技術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可能路徑。就個別業者提供寬頻網路相關業

務、語音及影像傳送等服務等實例分別解析其市場參進策略，再從多數業者之間

相互結合、聯合或組成各種策略聯盟的角度，說明有線電視產業如何透過事業外

部擴充策略邁向 4C整合之後，則在各項技術可能路徑及市場策略的基礎分析之

上，即可試圖建構 4C整合下有線電視產業與電信、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相關產

業，以及其上游設備∕軟體製造、內容製作∕發行等業者之間的動態發展架構。 

本研究報告在法律規範分析方面，係從（舊）有線電視法的立法結構的解析

著手，藉以觀察歷來有線電視產業管制規範的基本架構；其具體項目，例如：法

制化遲延所滋生的歷來執法困擾、特許經營及公益負擔、股權分散及跨業限制、

分區寡占、營業及費率監督等，均對有線電視產業結構及市場競爭生態的發展留

下深刻影響。至於民國八十八年初修正通過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經整理其管制方

針的調整重點，計有：1.開放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事業的可能性，並概括規定

另依電信法規範的意旨；2.將「頻道經營者」刪除，改依市場現況規定「頻道供

應者」；3.修正審議委員會的組織方式與職權；4.刪除跨媒體經營限制；5.部分開

放外國人投資及經營系統；6.降低系統業者公益負擔；7.加強地方主管機關執法

職務及權限 8.針對歷來交易爭議，另訂營業監督及糾紛處理規範；以及，9.增訂

水平與垂直整合管制規範，並保留調整分區寡占結構相關規範等。 

在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規範架構之外，亦可能因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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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路出租及參與固定通信網路經營等方式跨入電信產業，涉及不同產業管制法

律之內的許可規定及各項營業監督規範。另一方面，公平交易法內跨產業別的（一

般）競爭規範，以及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內的市場結構規範、以市場結構為

核心的競爭規範之間各種可能發生的交錯適用型態，即使在法律規範及其彼此關

聯性的靜態分析下，亦將凸顯有線電視產業未來邁向 4C 整合趨勢下的各項競爭

規範相關議題，例如：寬頻網站互接、頻譜的分配與指配及技術規範、電信網路

傳送視訊所可能引發的法律問題、以 Internet 或 cable 傳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

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不公平競爭相關議題，以及交叉補貼相關議題等。 

本研究報告隨後轉而以動態的觀點，逐一就有線電視產業當前所面臨的各項

管制規範失衡及（整體）法律架構轉型等迫切問題加以分析。例如：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跨業經營固定通信業務、有線電視「費率」管制、有線電視「斷訊」爭議、

有線電視「反壟斷」規範，以及各界熱切討論中的設立「單一主管機關」等相關

議題。各項議題之中，均可以發現其中不乏涉及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內

各項管制規範立法規劃未周、產業結構及市場生態變化快速，或主管機關未能有

效執行法定政策目標等導致管制措施難以充分發揮規範作用的情況。 

回歸公平交易委員會推動跨產業別競爭政策、執行公平交易法的基本觀點之

後，本研究報告再次檢視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項及同法第四十六條加以劃定，

並且在整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歷來有關結合及處分案件之後發

現：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與管制機關之間逐漸形成一套新的分工模

式，亦即，有線電視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由管制機關依法調節監控，公平交易

委員會則依跨產業別的競爭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令上的各種漏洞；基於「行政

一體」觀點，本研究小組基本上亦贊同公平交易委員會依上述方式與管制機關之

間充分協調合作，導引有線電視產業邁向市場開放、公平競爭的 4C 整合發展趨

勢。 

然而，在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 整合的發展過程中，「相關主管機關」是否

足以為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釐訂有效管制政策，尤其，在電信法、有線廣播電

視法相繼納入「產業內（∕特殊）反托拉斯法」有關規範之後，公平交易委員會

依競爭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令漏洞的角色是否將隨之調整？公平交易法及競爭

政策跨產業別的特性，是否將更有助於促成相關產業順利發展出 4C 整合的開

放、公平的市場結構？有線電視產業一旦轉型為 4C 整合產業（或者，其中一環），

則上述問題均與管制法令架構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改造緊密關聯，形成（跨產

業別及產業內）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未來所將面對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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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係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施俊吉委員、鄭優委員、何之邁委員與國

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石世豪、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學院電信工程研究所教授蔡

志宏共同主持的合作研究計畫，並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第一處陳惠平科長與

陸麗娜、廖賢洲、陳怡呈、劉栖榮、陳俊廷等同仁，以及國立台灣大學電信工程

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徐偉仁、簡志昇與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謝

長育協助研究暨擔任助理工作，自民國八十八年十月一日起開始正式執行，並於

民國八十九年三月二十二日提出期末報告初稿完成審查。本研究同時亦為行政院

公平交易委員會同一年度就電信、有線電視、網際網路與電子商務等產業及其整

合發展相關競爭規範議題所進行的系列合作研究計畫之一。 

 

一、研究目的與背景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不斷演化蛻變，歷經「社區共同天線」、「第四台」與「播

送系統」等不同發展階段，終於轉型為正式依法核准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然而，就在部分申請正式許可的業者尚以「籌設」名義經營之際，積極開

發「定址鎖碼」、「機上盒」等技術以推展雙向通訊的系統業者已經出現，「寬頻

網路」似乎日漸取代多頻道電視，成為業者向收視大眾促銷的新產業形象。 

另一方面，規範有線電視產業活動的法律體系與政府管制措施，也隨整體法

治環境變遷而不斷演進。解除戒嚴之前，「廣播電視法」兼及影音訊號的無線及

有線傳輸型態，主管機關則依含糊的許可程序規範實際阻斷新進業者合法參與經

營，僅透過行政命令局部開放「電視增力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立，

並且多次強力取締未依法取得營業許可的「第四台」業者。國內外各方力量促成

「有線電視法」通過立法，表面上，似乎就此將有線電視產業管制架構法治化；

其實，法律公布施行數年之間，仍舊以「暫行管理辦法」為管理系統業者的主要

規範依據，頻道業者則歸入「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依舊法加以規範。 

迄至「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通過，解除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的法定限制，

「衛星廣播電視法」另就頻道業者設立規範，以及兩部法典內增設、調整其他細

節規定，法律規範架構與產業現況之間的落差終究得以拉近。在有線電視法制遞

變轉型的同時，電信自由化政策伴隨公共電信體制的「經營與管理分離」，以及

開放民間參與經營行動通信業務、固定通信業務、電路出租業務與各種加值服

務，4C 整合的嶄新市場結構正在逐漸成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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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線電視產業漫長曲折的演變歷程，逐漸融入 4C 整合的發展趨勢之際，

公平交易委員會與本研究小組合作執行本項計畫，主要目的即在探索：被視為一

般性市場競爭規範的公平交易法將如何適用於轉變中的有線電視產業。為達成以

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成員分別就通訊科技、產業經濟及法律規範等不同面向

彙集相關資料，分析我國當前狀況下的問題焦點、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層面，藉以

整理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及法令執行上所涉及的重要議題，並且試圖勾勒相關

競爭議題的可能規範模式。 

 

二、報告架構、研究方法與執行概況 

本研究報告共分五章，其架構則大致有如下（圖一）所示： 
 

第一章  研究目的與背景 
          報告結構、研究方法與執行概況 

 
 
 
 
 
 
 
 
 
 
 
 
 
 
 
 
 
 
 
 

管制規範

第五章 
結論與展望  

競爭規範 

第四章  競爭規範議題 

個別議題  互接 機上盒 
頻譜 視訊 廣播 交叉補貼 

競爭       適用問題 
           市場結構規範 
規範       結構性競爭規範

管制       跨業許可規範 

架構       營業監督規範 

有
線
電
視
法
制 \ 

變
遷

第三章  4C 整合對有線電視法制衝擊

第二章  4C 整合下的有線電視產業  "4C"產業及其整合（研究範疇） 
           
 相關產業相互整合/ 

有線電視動態發展 

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

合：市場面 
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

合：技術面 

圖一、『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架構 

 

本研究小組於初步討論確定研究題旨及研究方向之後，即積極蒐集相關資料

加以整理分析，一方面在紛雜多變的現象中釐清問題癥結所在，另一方面亦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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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進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背景知識；因此，初期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

獻分析與專家深度訪談兩種型式。至於資料收集範圍，除法律、通訊科技相關專

業基本文獻之外，本研究小組亦針對產業資料、主管機關歷來所處理案件，以及

國內外平面與電子媒體關於有線電視產業整合相關報導廣泛蒐羅，由小組成員各

依其既有專長提出文獻分析報告，再透過小組討論程序展開跨科際對話，經小組

成員確認之後始寫入研究報告之中。 

本研究小組主持人石世豪及共同主持人蔡志宏首先建構研究策略，帶領碩士

班研究生徐偉仁、簡志昇，整理相關資料之後陸續界定「4C 產業及其整合」、描

述「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合的路徑：技術面」與「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合的路徑：

市場面」，並且逐一完成第二章第一節至第三節報告。透過本研究小組與電信（劉

紹樑∕劉崇堅∕莊春發）、網際網路（陳光禎∕劉孔中）及電子商務（謝穎青）

各研究小組多次討論、交換研究心得，再由主持人石世豪彙整為「4C 整合下的

有線電視動態發展」概念圖及簡要說明（第二章第四節）。 

在上述資料基礎支持下，小組研究人員各依其專長整理有線（廣播）電視法

（石世豪）、（跨業經營）電信法（蔡志宏）及公平交易法（石世豪）相關法律規

範，並且探討 4C 整合對於相關法制所造成的衝擊（第三章第一節至第三節），

藉以準備動態分析所需的規範現況概述。 

進入研究中期階段，本研究小組發現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 整合的趨勢中，

各種特殊現象層出不窮、其發展過程亦動態十足；為彌補靜態分析的缺點與侷

限，於是另以「議題取向」的角度擷選具體問題、深入分析。其中，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帶領徐偉仁、簡志昇兩位助理完成「寬頻網站互接問題」、「頻譜的分配與

指配及技術規範」、「電信網路傳送視訊的法律問題」、「透過 Internet 或 cable 傳

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不公平競爭相關議題」及「交叉補

貼相關議題」的整理與分析（第四章第一節至第六節）；主持人石世豪則整理「轉

型中的有線電視產業管制規範相關議題」及「整體競爭政策及公平交易法執法問

題」（第四章第七節及第八節），並且協調全體研究成員各依彼此專長交互支援。 

各項議題整理、分析的過程中，研究小組成員定期假台灣大學及政治大學研

討空間，分別由石世豪及蔡志宏主持內部研究會議，就各項議題充分交換意見、

形成小組共識（相關記錄見「附錄」資料）。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十八日，公平交

易委員會在施俊吉委員主持下舉行本研究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施委員、何之邁委

員、第一處吳處長、張副處長及其他同仁均與會，並且就當前有線電視產業競爭

規範問題提出相關專業見解與來自實務面上的第一線觀察。同年三月二十二日，

公平交易委員會在鄭優委員主持下舉行本研究期末報告審查會議，本研究再次就

實務見解方面有所補強（相關記錄見「附錄」資料）。 

至於報告第五章「結論與展望」，則由主持人石世豪彙整各章內容及歷次會

議資料改寫而成；第二章至第五章報告草就之後，並且依實際研究過程改寫第一

章、修潤原已完成各章節文句，完成本研究報告全文。此外，本研究行政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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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持人石世豪在林艾琦（後由謝長育接替）同學的佐理下統籌協調；技術文獻

及網站檢索、版面編排及特殊圖檔處理方面，則由徐偉仁及簡志昇兩位同學協助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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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4C 整合下的有線電視產業 

第一節  "4C"產業及其整合 

關於一般所謂的 4C產業，根據相關文獻上的說法，固然有著重其論述焦點

而分別以「（通訊∕）傳播」（Communication）、「內容」（Content）、「社群

（Community）」等面向，定義經由傳播科技與產業匯流（Convergence）相互融

合的不同生活領域者。本文研究焦點既然在於我國產業在整合過程中的競爭規範

問題，因此，直接以國內目前相關產業活動現況為準，將所謂 4C產業界定為：cable
（有線電視產業）、telecommunication（電信產業）、computer network（Internet，
網際網路相關產業）、E-commerce（電子商務相關產業）四者。本研究關於 4C
產業之間的分類方式，有如下圖所示。 

 

有線電視產業

系統經營者

頻道供應商

擁有固定網路之

第一類電信事業

網際網路

網路服務業者

網路接取業者 網路內容提供者

B to C

E-commerce

B to B

E-commerce

電子商務

電信產業

 

圖二、4C 產業界定 

 

在上圖中所標示的各項產業，依其在國內的發展現況，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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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線電視產業」：包括「系統經營者」及「頻道供應商」。「系統經營

者」即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核准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或正依法申請籌設之中者1，

例如，台北市中山區內的「金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即屬之；此外，依舊

有線電視法第六十九條與「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行管理辦法」2，原「第四

台」與部分「共同天線業者」繼續經營者，中央主管機關（新聞局）與公平交易

委員會則以「播送系統」稱之。至於「頻道供應商」，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

第四款規定，即指「以節目及廣告為內容，將之以一定名稱授權予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播送的供應事業」而言，業者除了自行製作或組裝頻道節目之外，也有代理國

內外其他節目供應業者組裝完成的頻道節目，前者例如經營TVBS頻道家族的年

代企業集團，後者例如代理HBO、Cinamax等電影頻道的世代公司3。 

（二）「電信產業」：為方便與「網際網路」相關產業區分起見，本研究在此

採取比較狹義的界定方式，用以專指第一類電信事業而言，亦即「設置電信機線

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4；依國內電信產業目前營運及開放申請設立的情

況，可以再區分為：經營綜合網路業務（含市內、長途及國際網路業務）的電信

事業，例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申請許可經營電路出租業務的第一類

電信事業（目前開放申請中）5。 

                                                 
1 根據（舊）有線電視法第二條第二條第一款定義，「有線廣播電視」係指「以設置纜線方式傳

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則指「有線廣播電視之傳輸網路及包

括纜線、微波、衛星地面接收等設備」。 

理論上，線纜（cable）既可以是「有線電視」，也可以是「有線廣播」，甚至以線纜設備進行

資料傳輸，「有線廣播電視法」在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後，在法律用語上改採比舊

「有線電視法」更為廣義的界定方式，所謂「有線廣播電視」的相關營業活動，在法律上並不限

於「有線電視」一項。然而，國內提供線纜傳輸影音服務的業者，迄今仍以視訊節目（vedio 

programming）為招攬訂戶的主要營業事項，有線音訊傳播服務業在一九八○年代末的台北市曇

花一現之後，即未再受到各界注目；相關處分案件，參閱：行政法院 80 判 1378 號判決。因此，

本研究於是沿用國內歷來的名詞使用習慣，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統稱線纜系統經營者，不

另外探討「有線廣播」系統經營者的相關問題。 

2 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二條大體仍延續「暫行管理辦法」的規範架構。 

3 舊「有線電視法」規範架構下的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結構概況，並請參閱：施俊吉、石世豪

（1998），《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量標準》，公

平會八十七年度合作研究計畫十，頁 11 以下。 

4 參照電信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5 根據「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電路出租業務屬於固定通信業務的一種，

其內容為「經營者出租其所設置不具交換功能之網路傳輸機線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同條

項第五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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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路」相關產業：包括 1.網路服務業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即提供網路傳輸骨幹的第二類電信事業；2.網路接取業者（IAP：Internet 
access provider），即提供使用者連線上網服務者，目前國內大多數ISP皆同時兼

營IAP業務，例如Hinet與Seednet；3.網路內容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即製作網站，整理資訊，供大眾使用者，例如中時電子報6。 

（四）「電子商務」相關產業：「電子商務」由不同的方式加以界定，則所涉

及的交易活動與產業類型極為繁複多變，本研究所關注者，則僅指經由網際網路

技術所進行的商業交易行為。其中，大致又可以區分成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電子商務，即企業之間所進行的電子商務，以及B to C（business to 
consumer）電子商務，即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所進行的電子商務兩大類7。 

 

Platform Access User

業者

業者

業者

Service

圖三、4C 整合架構圖 

 

                                                                                                                                            

該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經營電路出租業務者，以申請時已依公司法設立之股份有限

公司並已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路之公用事業為限。前項所稱公用事業係指下列事業：ㄧ、電力事

業。二、大眾運輸業。三、石油業。四、自來水事業。五、天然氣事業。六、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七、其他經交通部認定為公用事業者。」由此可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得依法申請電路

出租執照，成為第一類電信事業。 

6 迄至民國八十八年初我國網際網路相關產業概況，並請參閱：施俊吉、羅昌發、石世豪（1999）：

《網際網路發展與競爭法相關問題之研究》，公平會八十八年度合作研究計畫一，頁 26 以下。 

7 關於電子商務的定義及其發展概況，並請參閱：羅昌發、施俊吉、劉靜怡（1999）：《電子商

務不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研究》，公平會八十八年度合作研究計畫二，第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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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以上四大產業彼此整合的發展方向，目前固然已經透過業者所推動的市

場活動而漸露端倪8；未來 4C整合之後所呈現的具體形貌如何，本研究首先簡化

各項複雜因素，概略鉤勒出一套靜態的架構圖： 

 

其中，「有線電視產業」之中，依系統業者的營業項目而言，主要在於通路

接取（access）部分，讓訂戶（subscriber，圖中循電腦及一般家電使用者，統稱

為 user）藉此接取網路基磐所在的傳輸平台（platform），接取衛星、無線或固定

通信網路以便進行單向或雙向通訊。各種服務（Service：含內容 Content 與電子

商務 E-commerce )則由其他業者（例如頻道供應商提供節目視訊服務），以適當

的方式（例如頻道供應商利用衛星下鏈訊號）傳送到傳輸平台，再以適當的接取

方式（例如系統業者所使用的同軸線纜或混合光纖網路）提供予個別使用者（例

如有線電視訂戶收視頻道節目）。另一方面，由於業者也必需取得適當通訊網路

以接取傳輸平台，所以，從換一個角度來看，提供各項服務的業者也是某種意義

下的使用者，必須付費予經營傳輸平台及提供接取服務的其他業者，由此而維繫

整體通訊網路營運上所需的資本基礎（包括軟應體設備的投資、管理維護成本

等）。 

基於以上理解，則有線電視、電信、網際網路及電子商務相關產業之間的區

分現況，在 4C 產業整合下的靜態關係架構將有如下圖所示： 

電信

Cable

Internet

E-commerce

platform accessservice

 

圖四、4C 產業靜態關係架構 
 

必須補充說明的是：在上圖中，並未標示有線電視頻道供應商與網際網路內

容提供者（ICP）所應有的地位；概略而言，由於兩者涉及「節目」或「內容」

等繁複多變的資訊品質，前者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性質比較近似，後者則

與電子商務比較接近，大體都可以視為透過 4C通訊基磐所提供的特定服務型態

                                                 
8 一般性的介紹，參閱：Baldwin/ McVoy/ Steinfield（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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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外，電信業者透過市內電話、行動通信與各種加值網路（VAN）等適當的

通訊網路及終端設施，也可以直接連接一般用戶或企業用戶，就此，電信事業也

是一類極為重要的接取業者。 

本研究以下，將從上述 4C 產業之間的靜態關係架構出發，分別從技術面及

市場面，探討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合的路徑及業者所可能採取的策略。 

 

第二節  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合的路徑：技術面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轉型為網際網路相關產業中的網路接取業者，可以藉由

網路升級為同軸光纖混合網路（HFC 網路）的方式達成；其技術上的配合措施

大致如下：在系統頭端部分裝設纜線數據機終端系統（CMTS），訂戶終端則安

裝纜線數據機（cable modem）連接 HFC 網路，藉以提供寬頻上網的服務，與透

過傳統電話撥接方式上網的網路接取業者相互競爭。由於 cable modem 的訊號傳

送速率遠高於使用電話撥接的傳統 56kbps 數據機，而 HFC 所提供的頻寬也遠大

於傳統電話線，在技術面上因而擁有相當的優勢，對於頻寬需求比較迫切的使用

者而言更具吸引力。 

國內業者目前所推廣的主要 cable modem 系統技術，可以依上行訊號是否透

過有線電視網路傳遞，再區分為單向與雙向兩種：在單向 cable modem 系統的技

術條件下，資料或其他訊號下行（由網路至使用者端）時固然經由有線電視網路，

上行（由使用者端至網路）則必須另外透過傳統電話網路數據機進行，其傳送瓶

頸往往就導因於上行線路的速率低或頻寬不足；國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目前所採

用的 cable modem 系統，大多屬這類單向 cable modem 系統。雙向 cable modem
系統技術較為先進，其資料上下行均經由 HFC 網路，理論上最快可達上行

10Mbps、下行 38Mbps 的資料傳輸速率。此外，有線電視系經營者也可以成立

ISP，並致力於建設寬頻網站，提供其 cable modem 使用者特殊的寬頻內容

（broadband content）。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如欲跨足電信產業經營語音服務，可能採用的方式為利

用 cable telephony 或 I-phone 的技術，在投資電信公司並經取得綜合業務執照後，

提供電話服務，直接與原有的電信事業競爭。因 cable telephony 或 I-phone 在長

途電話與國際電話服務上收費可能較傳統電話業者低廉，而有一定的競爭力，較

容易切入市場。例如東森集團即有可能聯合其旗下的系統經營者，提供 cable 
telephony 服務或以 cable modem 為基礎提供 I-phone 服務，但此時其服務 

                                                 
9 傳統媒體通訊產業與網際網路之間的互動關係，詳請參閱：施俊吉、羅昌發、石世豪（1999），

前揭合作研究計畫報告，頁 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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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電腦 Cable Modem

I-Phone Cable Telephone

HFC網路 頭端
網路電話接取服務提供者

(ITSP)

電信網路

一般電話

同軸電纜乙太網路

Internet或
其他數據網路

網路電話接取服務提供者
(ITSP)

CATV網路電話服務架構

圖五、有線電視系統跨業電信相關技術 

 

需與提供I-phone交換服務的電信業者（ITSP）10合作，以提供完整電信服務。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另一跨足電信產業的方式為利用其本身在區域上擁有的路權

及已完成預先舖設光纖的優勢，在取得電路出租執照之後，將其線路租予其它電

信事業使用，此方式任何系統經營者皆有可能採用。 

經營語音服務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PSTN公眾電話網路連接的方式有

三種不同情形。其一為終端使用者使用多媒體電腦，利用音效卡、麥克風、揚聲

器、軟體將語音訊息轉成IP封包；將封包由乙太網路介面傳至纜線數據機，再經

由同軸電纜傳至頭端；頭端連到網路電話接取服務提供者（ITSP），再經由Internet
或其他數據網路連到其他ITSP；其二為終端使用者使用IP-Phone，利用具有乙太

網路介面的IP-Phone直接連接纜線數據機，再將封包經由同軸電纜傳至頭端，最

後連接至IP Telephony 交換網路或PSTN公眾電話網路11。 

其三，則為終端使用者使用 Cable Telephone，可直接連接同軸電纜，再將訊

號經由同軸電纜傳至頭端，最後連接至 PSTN 公眾電話網路。以上三種架構，如

上圖所示。 

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亦可以其經常使用的衛星技術（原供節目訊號下鏈至系

統頭端之用）投入網際網路，成為網路服務業者或網路接取業者。頻道供應者在

此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固然在於熟悉衛星技術，另一方面則在衛星頻寬的租售業

務上具有較強的購買力，可以較低的成本，建設衛星網際網路骨幹連接至國外，

成為網路服務業者；或者，以DirecPC技術，提供使用者衛星網路接取服務，進

                                                 
10 所謂ITSP業者可能以新設的綜合業者，或者，以未來開放申請設立的ISR（語音轉售業者）等

不同型態出現。 

11 如果纜線數據機有內建的IP-Phone模組，則亦有可能允許使用者以一般電話機連接至有線電視

纜線數據機，此時其介面為RJ-11，而非以太網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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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網路接取業者。目前國內主要提供衛星網路業務者為TVBS成立的年代網

路公司（Eranet）12。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未來亦可經由其所經營的寬頻網站，提供電子商務有關服

務，並充分利用 cable modem 寬頻接取的技術特性，提供一般電話撥接無法達成

的特殊服務內容。 

 

綜合以上關於有線電視邁向 4C 產業整合，在技術方面所可能選擇的的各種

路徑，則有如下圖所示： 

有線電視產業

系統經營者

頻道供應商

擁有固定網路之

第一類電信事業

網際網路

網路服務業者

網路接取業者 網路內容提供者

I-phone over cable modem

光纖及路權

cable modem

衛星骨幹網路

DirecPC

電信產業

B to C

E-commerce

B to B

E-commerce

電子商務
寬頻網站

 
圖六、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 整合相關技術 

 

在 4C 整合的過程中，有線電視產業可以透過不同的方式來跨足其他 3C 產

業，相對的其他 3C 產業也可以同時跨足有線電視產業，可能採取的方式是成為

系統業者。 

 

(一)電信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方式 

第一類電信業者如果想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競爭，可能的方式是利用能夠

傳送寬頻資料的新網際網路技術及電信技術，如MMDS、LMDS、FTTC、xDSL
                                                 
12 根據消基會於民國 88 年 9 月份公布的調查顯示：年代為當時國內第四大ISP業者；詳請參閱：

《消費者報導》，第 221 期，頁 2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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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來傳送需要高頻寬的數位影片，藉以與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競爭。例如中華

電信可以與股票資訊業者合作，使股票資訊傳播的內容，除了資料之外還有數位

影片的形式（如專家解盤）；或是可以與頻道供應商合作，提供地區系統台沒有

提供的影片內容，以爭取收視戶為其電信用戶。目前透過寬頻技術來傳送數位影

像時，多半是採用數位電視的標準，而臺灣所採用的標準，在衛星傳輸上是採用

歐洲DVB-S標準（1997年9月），透過有線電視網路傳輸是採用歐洲DVB-C標準

（1997年9月），在地面廣播是採用北美ATSC標準（1998年3月），而透過LMDS
傳輸的標準目前則尚未決定。由於各傳輸媒介下數位電視標準的制定，加上單∕

雙向資料傳輸標準，使得在電信網路上得以進行各種信號的傳送。 

另一方面，由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以透過纜線數據機，成為寬頻的網路

接取業者，相對的第一類電信業者，也可以透過上述網際網路技術及電信技術，

成為另一種寬頻網路接取業者來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競爭。例如中華電信所提

供的網易通（HiFly）服務，即是利用ADSL來做到寬頻的網路接取服務。 

 

(二)網際網路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方式 

網際網路產業如欲跨足有線電視產業，可能的方式是由網路內容提供者，與

網路服務業者簽訂主機代管或是連網合約，將其所製作的數位影片內容連接至網

路，來與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競爭。不過這種方式由於目前骨幹頻寬不足及群播

協定未普及，因此尚無經濟效益；未來骨幹頻寬足夠且寬頻網路接取服務也同時

普及時，才會較具優勢。 

以上所述其他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可能路徑，總結圖示如下： 

有線電視產業

系統經營者

頻道供應商

擁有固定網路之
      第一類電信事業

網際網路產業

網路服務業者

網路接取業者 網路內容提供者

透過MMDS, LMDS, FTTC,
xDSL提供數位影片

電信產業

透過MMDS, LMDS, FTTC,
xDSL提供寬頻接取

數位影片內容

圖七、其他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可能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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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有線電視進入 4C 整合的策略：市場面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網際網路相關產業，可能採取各種方式鞏固原有的

寬頻接取優勢，並且藉以擴大相關市場上的占有率。國內兩大有線電視系統集團

（東森、和信）目前所採取的主要策略，就是試圖透過製作精良的寬頻網站，提

供豐富的寬頻內容供其 cable modem 訂戶下載，達到以寬頻內容吸引消費者選用

其 cable modem 的目的。雖然，傳統電信使用者藉由電話撥接的方式，也可以連

上這些寬頻網站；但是，由於電話撥接技術所提供的下載頻寬有限，透過電話撥

接下載需要高頻寬的影像資訊，將耗費相當長的時間，也無法接收即時互動式的

各種影音資訊。因此，快速獲取豐富的寬頻內容，是目前經營 cable modem 者對

外推廣時的主要訴求；其背後的策略，則是以經營 ICP 鞏固其 IAP 與 ISP 的市場

地位。 

此外，系統業者也可以將其寬頻網站上的瀏覽人數（次）轉化為商機，販賣

廣告及超連結等各種網路服務，或者，利用 cable 傳送寬頻資訊的較佳條件，架

設寬頻的電子商務網站。其實，寬頻技術只是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一項可能有利

條件，並非不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在行銷策略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也可能利

用搭售有線電視服務、網際網路服務及 cable modem 上網服務的策略，藉以爭取

本身在相關市場上的有利地位。例如，推出預繳三年有線電視費用即免費試用

cable modem 一年的促銷方案，為本身所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業務爭取更多的收

視戶。 

 

壹、寬頻網路業者的策略分析 

1.寬頻網路策略－以東森多媒體為例 

東森多媒體規劃有線電視寬頻網路目前及未來所提供的服務型態，包括：寬

頻網際網路服務、有線電視電話、遠距醫療、遠距教學、視訊會議、聯網保全、

虛擬銀行、電子購物、隨選視訊等。未來透過寬頻網路上所提供的各項附加價值

服務，則以更多使用者享受更快速、更便利、更經濟、更多元的寬頻生活為目標。 

東森集團跨入有線電視寬頻網路的同時，也努力充實其所提供的內容。例

如，東森將其所經營的內容資料儲存於伺服器上，以網站的型式適度對外公開；

或者，編輯、加工他人所提供的內容資料，再置於其網站上供人點選。目前在東

森所架構的網站上可以看到的內容，有新聞、旅遊短片、購物、服裝秀、電影簡

介、音樂簡介等；由此可見，東森集團有意藉此以鞏固其所經營的 ISP 業務。雖

然，東森目前所提供的寬頻內容，一般人也可以透過窄頻的 Internet 接取，但是，

如此接取的效果明顯較差；因此，東森集團目前的主要經營策略，顯然試圖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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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內容資料，吸引一般網際網路使用者轉而裝置寬頻設備。 

2.寬頻有線電視網路的競爭優勢分析 

本研究小組認為：纜線數據機固然傳輸速度較快，因此在接取有線電視機房

專屬伺服器中的寬頻內容（如影音多媒體）時占有相當優勢；但是，有線電視收

視戶下載其他外在網頁時，對外連網頻寬（不論是國內或國外）就很容易形成瓶

頸；此時，瓶頸並不存在於接取網路的纜線數據機。因此，業者也必需適度擴充

其對外頻寬，或者，與其他寬頻內容提供者合作，建立類似階層式代管伺服器

（proxy）的架構以利寬頻內容的交換作業。如果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在固定通信

網路的新興業務中取得相當的主導權，則取得對外頻寬之際將可能掌握局部優

勢，而不再完全受制於既有第一類電信事業。 

此外，本研究小組也同意：東森集團提供較為豐富的寬頻內容，應該可以吸

引部分新訂戶。然而，此舉對於電子商務未必形成重大影響；因為，多數電子商

務仍然可以透過非寬頻網路達成。 

 

貳、有線電視業者經營語音服務及影像傳送的可能方式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以提供電話服務跨足電信產業時，可能採用的技術如上

節所述，分 cable telephony 與 I-phone 兩種，在法律上，應用兩種技術從事營活

動者所必須取得的許可條件卻並不相同。倘若業者選用 cable telephony 技術，或

者，允許使用者以一般電話機連接至 cable modem 或機上盒（set-top box），此時，

其介面為一般電話介面，法律上就必須取得第一類電信事業綜合業務執照，其營

業活動才算合法。倘若業者選用 I-phone 技術，則其通過使用者終端設備與業者

網路介面的訊號是 IP 封包，此時，業者取得的營業許可，既可能是第一類電信

事業綜合業務執照，也可能是取得電路出租執照之後將電路出租予合法經營的第

二類電信事業，藉以提供 I-phone 服務。有關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營電話業務，

收發話兩端可能採用的技術形式與業者依法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整理如下表： 

 

發話端技術 受話端技術 發話端的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條件
備註 

cable telephony 及

POTS 
PSTN phone 
mobile phone 綜合網路業務執照  

cable telephony 及

POTS cable telephony 綜合網路業務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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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綜合網路業務執照

/電路出租執照 
發受話兩端間需經綜合

網路業者交換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PSTN phone 
mobile phone 

綜合網路業務執照

/電路出租執照 同上 

cable modem based 
I-phone ISR 

綜合網路業務執照

/電路出租執照 

受話端經過的 ISR 在國

內設 gateway 則必須為合

法第二類語音轉售業者

*以上條件以外的方式經營電話業務者，依法有可能被視為非法 
*POTS：Plain Old Telephone Service，指一般傳統電話 

表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電話業務可行性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影像訊號的方式，除了傳統的類比廣播電視節目之

外，也可能是數位廣播電視節目，以 IP 封包的形式傳輸其訊號，再經機上盒轉

換訊號之後以一般電視收看；例如，隨選視訊（VOD：video on demand）技術。

此外，透過 cable modem 上網的使用者，也可以純數據方式從網際網路直接下載

數位化的視訊影像，利用多媒體電腦加以播放。雖然，這種數位傳輸技術的具體

應用型態，預期將超出舊有線電視的範疇；但是，依其使用者接取影像服務的方

式而言，現行法上並無明文禁止或附有許可條件。因此，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改

以上述技術提供影像服務，並無需要另外依法取得許可。 

 

參、事業外部擴充 

有線電視系統跨入電信產業，或將營業目標設定在 4C 整合的相關市場，未

必均需在事業內部擴充產能、開發新技術或產品，更未必另設分支機構或部門推

動新增營業項目，甚至依法自行申請特許執照或營業許可。透過事業外部擴充的

方式，例如，與目標市場上既有業者進行（垂直或異業）結合、聯合或組成各種

型態的策略聯盟等，也能達成近似的整體產銷目標，或強化參與合作者共同對外

的競爭優勢。 

多數業者共同合作跨入新市場，固然不乏既有營業項目較為接近的相關產業

相互整合，參與整合者卻也未必以鄰近產業為限；例如，民國八十八年底申請第

一波固定通信網路業務執照的團隊之中，除合作外資事業原已在外國電信市場活

動之外，其他參與者則來自線纜製造、營建、運輸、電腦製造、網路網路服務、

金融及公用事業等不同產業，或本身即屬多角化經營的企業集團者。此時，關鍵

性通訊技術已非唯一考慮因素；法定申請資格上的限制、資本、上下游關係、客

戶服務經驗、銷售通路與相關營業秘密等，均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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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4C 整合下的有線電視動態發展 

從以上第二及第三部分的討論中可以發現：在邁向 4C 整合的過程中，有線

電視產業與相關產業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非固定不變。另一方面，單就 4C 產業個

別所提供的通信服務型態檢視其彼此關係，不免低估關鍵性通信技術提供者與通

信終端設備製造業者的重要性。基於以上認知，關於有線電視產業在 4C 產業之

間的定位，以及其彼此之間整合發展的基本架構，本研究小組於是改以較具動態

意涵的下圖加以表示： 
 

 
電信製造業

IP 網路製造業 

廣播電視製造業 

IP 網路服務業

廣播電視服務業

消費者 

電子商務 

傳統商務商品∕服務 
內容  ∕   頻道節目 

電信服務∕加值服務

廣
告 

 

 

 

 

 

 

 

 
 

（本圖基本架構由陳光禎教授提供，本研究小組修訂） 

圖八、4C 整合動態架構 

 

在上圖中，電信、IP 網路（即一般所稱 Internet）及廣播電視 3C 服務業（含

有線、無線與衛星），在技術具體應用過程中，固然曾經分別連結為語音與加值

服務通訊（電信）、IP 封包數位資訊（網際網路）與影音節目訊號（廣播電視）

等不傳輸管道；在通訊科技與個別產業匯流發展的趨勢下，三者均能互換傳遞原

屬於其他通訊網路的訊號與資訊內容。就傳播資訊匯流的技術觀點而言，3C 產

業整合的重要關鍵，在於取得適當的軟硬體設備與技術，並且以市場所接受的策

略推廣整合服務；如此，則提供軟硬體設備與技術的製造業者將占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例，選擇適當的機上盒、線纜數據機等雙向通訊設

備及技術，並且以合理的價格或租用條件加以推廣，將成為業者跨入 4C 整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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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關鍵所在。 

另一方面，從消費者接納新型態整合通訊服務的角度切入，則直接提供接取

的廣播電視、電信及網際網路服務業者，除了將本身所提供的通訊服務升級之

外，頻道節目、（寬頻）內容與電子商務是否足以吸引使用者，將是促成 4C 產

業整合的重要關鍵所在。此外，由於各項用戶終端所需的軟硬體設備，以及各項

通訊或內容服務往往無法透過單一業者完整提供；因此，由另一業者（例如信用

卡銀行）整合各項產品與服務之後轉向個別使用者銷售，或者，由銷售各項產品

與服務的不同業者相互整合，讓使用者得以減低分別交易之際規格不相容、產品

或服務難以搭配，以及交易條件相互衝突等各種風險，也可以加速 4C 相關市場

的整合。 

在實際從事市場競爭時，跨足電信與有線電視產業的業者，可能搭配各種不

同產品、靈活運用技術障礙與定價策略等方式，藉以開展其於 4C 整合市場中的

經營空間。試以東森及和信兩家多系統經營者進入 ISP 市場的概況，說明如下： 

 

 

=============================================================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進入 ISP 市場概況 

國內兩大有線電視集團東森及和信，目前都致力於發展纜線數據機，推動寬

頻上網業務。本研究小組為瞭解兩大集團目前在市場上的發展近況，特別自消基

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社於民國 88 年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5 日間進行，並於 89
年 3 月公布統計結果的 ISP 調查報告之中，整理相關資料並且進行分析。 

首先，由該問卷回收份數狀況，可以推估出纜線數據機使用者在整體上網人

口之中所占的比例。本次調查回收問卷的結果顯示，回答表示自己使用纜線數據

機的問卷 56 份，使用 ADSL 的問卷亦 56 份，而使用傳統電話數據機撥接方式上

網的用戶共計達 4261 份，由於可見，目前纜線數據機的使用率仍低，僅占本次

調查對象總數 1.3%。以台灣目前已有 3~4 百萬 Internet 用戶推估，上述比例與該

二業者對外各自宣稱約一萬多用戶的數目大致相當。雖然，經營纜線數據機業務

的最近頻頻推出促銷活動；然而，一方面由於一般消費者接受新技術仍必須經過

一段適應期，對於目前所採用的傳統數據機撥接方式則已經養成習慣；另一方

面，由於目前使用者普遍抱持等待業者網路升級、推行雙向服務之後再行申請的

態度，使得纜線數據機業務在短期內仍不易成為主流。 

在上述問題背景下，唯有當業者已經完成雙向 HFC 網路建設，並且在市場

上發展出更多樣化的寬頻資訊、寬頻服務時，纜線數據機的市場占有率才能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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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然而，當前業者推動雙向網路升級的障礙，主要是卡在相關執照申請的法

令規範及程序作業問題上，除了少數實驗地區及已經獲得電路出租執照的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之外，多數業者尚未獲准將其網路升級為雙向通訊的 HFC 網路。 

再就目前纜線數據機的服務品質而言，上述調查在連線穩定度方面所獲得的

資料顯示，認為經常無故斷線的使用者占 42.9%，高於所有固接服務（專線、

ADSL、纜線數據機）使用者所回答的平均 32.0%；在連線速度方面，三者之間

的差異並不大；而申訴經驗方面，則有 60.7%的纜線數據機使用者表示曾經申

訴。由此可見，目前纜線數據機仍在推行的初期，不論工程人員或使用者，在提

供服務及使用方面的經驗都還不足。 

儘管有上述種種不利因素，纜線數據機的成長速度仍然相當驚人。在所有填

答問卷的使用者之中，纜線數據機的使用期間有 83.9%是在半年以內，顯示絕大

多數用戶直到最近才開始使用，足見本項業務成長快速。由於台灣的有線電視普

及率相當高，幾乎深入每一個鄉鎮社區，因此，只要法令規範上的限制能早日解

除，使業者得以儘速將其網路升級，配合各種寬頻服務的推出，寬頻加上 4C 整

合的基礎通訊架構，在可預見的未來將會加速發展。 

東森及和信兩大集團目前所提供的纜線數據機服務、價格及其促銷方式，有

如下表所示： 

表二、線纜數據機基本服務價格 
 東森多媒體 和信超媒體 

 單向 雙向 購買 Cable 
Modem 

租用 Cable 
Modem 

月繳 900 1250 
季繳 2700 3600 

以分計費制 
0.5 元/分鐘 

半年繳 5000 7000 

上網費 

年繳 9700 13500 
包月制 
999 元/月 

以分計費制 
0.5 元/分鐘 

月租費 無 無 200 
保證金 3000 購買價 3000 4000 
裝機費 1000 1000 
價格來源 http://www.ethome.com.tw http://www.hgc.com.tw
資訊收集日期 3/16 3/16 

表三、線纜數據機促銷方式 
東森多媒體(89/2/26~89/4/30) 和信超媒體(89/3/6~89/3/31) 
1.單向上網費前三個月 1999 元，並送

2000 元折價禮券；雙向上網費第一個

月 1000 元，並送 1000 元折價禮券 
2.贈送遊戲光碟「人在江湖」 
3.贈送儒碩金融商情使用帳號 

1.Cable Modem 購買價 3000 
2.五人一起申請,前三個月每人 333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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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兩大集團以上的服務價格觀之，東森為每月固定費率，比較接近將纜線數

據機上網方式定位為「固接式」服務的交易型態；和信則對租用纜線數據機的用

戶採取以分計費制，以此計費方式推算，使用者若想把使用費控制在東森的價格

水準上（每月 900 元），則平均一天只能上網一小時，對於長時間以纜線數據機

上網的使用者較不划算。另一方面，和信提供租用纜線數據機服務的價格近日才

剛調整，原為免租費且使用者可選擇包月制付費，上網費和購買纜線數據機者一

樣為每月 999 元；至於購買纜線數據機的費用，則由原先的 4999 元降為 3000 元。

由此可見，和信近日的價格調整策略，頗有向使用者促銷纜線數據機的意味。 

至於促銷方式，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東森贈送「儒碩金融商情使用帳號」，似

乎已經開始嘗試將電子商務與上網服務配套銷售。 

 

============================================================= 

 

從以上實例中可以發現：4C 整合下的有線電視產業，不但可跨業經營電信

及加值服務、IP 網路服務，更可能聯結設備製造部門以利用技術障礙，並且靈

活搭配運用價格策略與各項銷售手法，藉此擴大自身與合作夥伴的競爭優勢。綜

而言之，以動態的角度觀察有線電視產業的跨業整合發展，則各種繁複多變的具

體現象背後，往往蘊涵極不相同的管制及競爭政策議題，與傳統靜態市場結構分

析所呈現的面貌頗為不同。有鑑於此，本研究報告將在以下關於法律規範的靜態

解析之後，在第四章部分，特別針對當前 4C 整合趨勢下的有線電視競爭規範相

關議題，逐一提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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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4C 整合對有線電視法律規範的衝擊 

我國（舊）有線電視法於民國八十二年八月十一日公布施行；民國八十八年

二月三日總統令修正公布有線廣播電視法、制定衛星廣播電視法，大幅調整我國

有線電視產業的管制方針。相較於其他出版、（無線）廣播電視等媒體現有法律

規範，以上各法對於有線電視系統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設有相當詳細的規範。連

同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三日公布的電信法部分條文修正規定，以及八十八年二月

三日公布修正的公平交易法，有線電視相關產業邁向 4C 整合環境的規範架構逐

漸成型。依以上各法相關規定正式適用於有線電視相關產業，勢必對於業者的經

營環境與競爭生態造成直接的影響。 

然而，每屆年底頻道供應商與系統經營者換約之際所引發的相關爭議（所謂

「斷訊」）13，以及民國八十九年初所爆發的「有線電視大戰」14，卻不斷考驗相

關法律規定具體執行的成效。雖然，依中央法規標準法及法學上關於「時的效力」

的認定標準，舊法律及其附屬法規在新法實施之際未設保留規範者15，原則上應

即失其效力16；然而，就行政實務及產業活動的實際情況觀之，舊法所留下的規

範架構與管制實務，勢必對於新法的實施成效造成不小的影響。 

依我國現行法有關規定，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 整合發展之際，可能涉及的

                                                 
13 歷次「斷訊」爭議及各級政府處理情形，參閱：官智卿（1999），《論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垂

直整合」問題及其規範－以「斷訊」爭議為核心》，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論文，頁 113

以下。 

14 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三十日，台北市政府核定公告調降有線電視收視費之後，即有系統業者

抗議地方政府違法；嗣後更因部分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不服取締，引發地方政府與中央各機關之

間關於執法方式與權限的爭議。相關報導，參閱：中國時報，1999.12.1. [23]，「業者：不排除

繼續收 600」，中時電子報，「新聞檢索」，1999.12.18.「行政院新聞局：市府訂有線電視費率

違法」、1999.12.22.「有線電視業者決照收六百元」；聯合報，2000.01.04.[2]，「新聞局：不能

強制業者交易」、「北市府不手軟 邀業者會商」，2000.01.05.[3]，「趙怡再邀業者協商 今可望

有結果」、「北市連續開罰單 今天累計八百萬」，2000.01.06.[3]，「有線電視大戰 風雨初歇」，

2000.01.07.[2]，「有線電視大戰 向『上』延燒」。 

15 以成文法明文規定保留舊法效力或承認舊有事實的法律效力者，以有線電視產業規範為例，

有如：（舊）有線電視法第六十九條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二條規定。 

16 參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翁岳生（編），《行政法（上）》，

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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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管制法律規範架構，大致有如下圖所示（見次頁）： 

 

電信法：網路接續義務、禁

止交叉補貼、費率監督等 

第一類電信 
特許 
高密度管制 

第二類電信

許可 
中密度管制

系統業者 
執照及監督、

跨業電信問題

頻道供應者

低度管制 
內容管制 

衛星廣播電視法：節目供應及代

理、直播衛星、境外頻道、衛星服務 

有線廣播電視法：分區許可、

防壟斷、費率及消費者保護等

 

 

 

 

 

 

個資法：電磁處理個人資料規範（民

刑事責任）、專以處理個資為業者應

取得許可（登記及公報制度） 

 

 
廣播電視法：無線電波國有、股權

轉讓許可制、內容管制、高密度管制 

出版法 (平面及有聲媒介物管理)
（已廢止！） 
錄影帶管理（廣電法§29-1）： 

登記/許可，內容責任

 
專利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專有權利的行使→「合法獨占」？ 

 

圖九、有線電視 4C 整合管制規範架構 

 

在各項通訊、資訊與（大眾）傳播媒體管制法律之中，立法者所創設的管制

架構，以及賦予主管機關干預、調節市場供需或取締違法營業的執法工具各不相

同。以進入市場的法定限制為例，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系統經營者採取分取許可

制，透過詳細的資格限制與分區核發經營許可等規範，管制密度幾乎已經接近特

許制；至於頻道業者部分，（舊）有線電視法中尚就「頻道經營者」設有規範，

修正後的有線廣播電視法中，除少數規範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之間關於節目訊

號處理及垂直交易關係的有關規定外，依舊透過廣播電視法關於節目供應事業及

新制定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加以規範。廣播電視法中關於無線廣播電視業者的申請

設立規範，由於另需配撥無線電波供電台播送節目之用，實際運作上也與特許制

無異。至於電信法中的進入市場限制規範，則依電信事業是否設置機線設備，區

分為應經特許的第一類電信事業，以及應經許可的第二類電信事業，兩者的管制

密度也明顯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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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有線電視管制規範架構及其變遷 

由於我國有線電視正式立法的時期較晚，相關產業的發展歷程並非由法律規

範所導引；因此，在所謂「合法」化的過渡時期中，相關主管機關與業者彼此之

間，均嘗試摸索出依法互動的適當模式，個別管制活動所呈現的具體實況，往往

與法律條文未必一致。另一方面，遲至有線電視法修正之後，仍有不少系統業者

尚未完成籌設、正式取得營運許可，甚至，更有以過渡性質的「播送系統」登記

證繼續營業者，舊法或新法各項規定的適用範圍不免有所限制17。 

壹、法制化遲延滋生困擾 

回顧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發展歷程，自其初期起，即有相當長期間未經

正式納入法律體制加以規範。基於這種特性，我國有線電視相關業者與主管機關

之間的互動關係，不便於套用一般就政府管制活動所設的理論模型；尤其，有關

管制理論中著重立法及執行等「正式」管制活動的理論說明，很難據以解釋我國

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地下媒體」特色，以及我國政府進行管制活動的實況。 

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自民國五十八年以來，即以「社區共同天線」及「第

四台」等型態出現，其傳播設備、內容及經營方式亦不斷發展演進。與此相對，

我國政府對於有線媒體的管制規範，仍以民國六十二年間頒布的「電視增力機、

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立辦法」，以及民國六十五年公布實施的「廣

播電視法」為主18。根據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規定，設立電台及其分台、轉播站者，

必須依法申請許可；民國七十一年廣播電視法修正，增列第四十五條之一規定：

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台、轉播站、其他播送系統、電視增力機、變頻機或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者，將依法取締、沒入其設備。至於政府對非法第四台的取締工

                                                 
17 舊法第六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授權新聞局訂定「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暫行管理辦法」，後者

則數度調整有線電視法母法的適用範圍；新法第七十二條規定雖然縮小授權範圍，該條第三項規

定僅就「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登記證之發給、註銷、營運及依前項但書許可繼續經營之條件及

期限等事項」賦予新聞局另定辦法的權限，同條第四項則又自行限定母法適用範圍為「有線電視

節目播送系統之節目管理、廣告管理、費用及權利保護準用本法各有關之規定。違反者，依本法

處罰之」，因而排除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等重要修正條文的適用。 

18 「電視增力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立辦法」由交通部於民國六十二年四月三

日以交郵(62)字第五九九六號令發布。民國六十五年一月八日，總統令公布「廣播電視法」，新

聞局再次成為廣播電視主管機關；民國六十八年二月二十八日，交通部與新聞局會銜發布「電視

增力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立辦法」，正式確立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管制規範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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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則早在民國六十八年即有記錄；民國七十二年之後，更展開一連串所謂「順

風專案」，加強取締包括「第四台」在內的地下電台19。 

在主管機關上述禁絕「第四台」的管制政策之下，僅有社區共同天線業者得

以轉播無線電視台節目的型態，合法經營系統相關業務。另一方面，對於就個別

節目或頻道節目進行策劃、發行、託播等營業活動者，新聞局亦以「廣播電視節

目供應事業」之名，與製作設備出租業、廣告業及錄影帶租售業等經營型態、產

業規模均相去甚遠的其他周邊業者，一併納入相同的法律規範中加以管制（並請

參照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規定）。綜觀以上關於有線視

法立法以前的管制情形，並無正視有線電視系統及頻道節目供應相關產業特性，

並針對其傳播活動與市場交易實況所訂定的適當法律規範。 

民國八十二年八月十一日（舊）有線電視法公布施行之後，固然為有線電視

系統及頻道節目事業提供法律規範基礎，卻因為產業經營環境與交易慣例業已逐

漸成形，該法第六十九條規定又賦予業者依現況繼續營業、主管機關另定「暫行

管理辦法」以資因應的法律依據。新聞局基於上述法律授權，一則頒定「有線電

視節目播送系統暫行管理辦法」以資遵循，再則就其實際管制措施，確立「就地

合法」的政策方針20。如此一來，法律規範創設產業架構、維繫業者「遊戲規則」

的作用亦隨之削弱。 

貳、特許經營及公益負擔 

舊有線電視法第十九條規定：「有線電視之經營，應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同法第六十四條並規定，擅自設置有線電視系統者應予處罰、並沒入其設

備。就以上兩條規定而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廣播電視法上所稱的「電臺」相

同，必須取得主管機關的許可，依法不得自由進出市場、參與競爭。有線電視系

統與無線電視台在管制規範上的相似之處，亦顯現在法令對於經營者資格及資本

                                                 
19 關於我國有線電視早期以「地下媒體」型態發展的歷程，參閱：翁秀琪（1993），〈台灣的

地下媒體〉，收錄於鄭瑞城等（1993），《解構廣電媒體：建立廣電新秩序》，第八章，頁 459

以下；林靜宜（1996），《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之垂直整合（1992-1994）－政策法規之探討》，

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53 以下。 

20 八十六年三月十日新聞局第四十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結論：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簡稱有線播送系統）申請變更地址依下列原則處理： 

訂定暫管辦法之目的，希望在有線電視系統未正式開播前，暫准未依法定程序架設之電臺（俗稱

第四台）就地合法，俟依法設立之有線電視系統開播，該地區之有線播送系統應即停止播送。以

故有線播送系統，應以原營業區域為範圍。日後如有擴大營業區域時，應以該區域經向本局申請

登記有案者為限，以鼓勵有線播送系統間之整合。不符此項情形之越區經營，應不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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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所設的限制21。然而，依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規定取得設立許可的無線電視台，

其以地表無線電波所播送的節目及廣告，仍以單一頻道的方式呈現；至於無線電

視台另行經營的所謂「第二頻道」或「二台」，則透過頻道節目供應業者或所謂

「衛星電視」，由有線電視系統（或直播衛星）傳送訊號。細究其實，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除少量自製節目之外，最主要仍以配送節目訊號為其營業內容，並且在

平行的配送管道中占有最具支配性的地位。基於此種近似電信事業般的公用事業

特性，有線電視系統產業結構遂與無線電視產業不盡相同22。 

典型提供「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服務者乃是一般電信產業，依（舊）

電信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電信機線設備（網路、交換設備等）

者，應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基於此種「共同載具」的特性，（第

一類）電信事業依法即負有網路接續與提供普及服務、不得為差別待遇等義務
23。有線電視系統是否負有類似的義務，雖然法律並無明文規定；由於審議中的

幾項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已有放寬系統業者自行架設幹線網路，以及跨業經營

電信業務的規定24，立法政策上實有必要配合制定妥當的規範架構25。 

至於舊有線電視法對於系統業者，亦基於公益考量而課予各項公法義務，或

透過許可程序要求系統業者接受特定負擔。例如，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款規定：申請經營有線電視系統者，必須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益

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同條第三款規定：有線電視提供服務符合當地

民眾利益及需求者，與前款同為審議委員會決議許可其申請的要件。既已取得營

運執照者，除必須符合工程技術方面的安全要求（參照舊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之外，尚應將可供利用頻道三分之一以上，交予頻道經營者經營，其數量

則由審議委員會視其營運計畫具體訂定（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關於節目內

容方面，則系統業者提供基本頻道同時轉播無線電視台節目及廣告（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以及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本國自製節目（第三十六條）等規範，均附

                                                 
21 以新聞局於八十五年五月二十九日所頒布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第九條、第十八至第二十條規

定，對照新聞局於八十六年七月二日所頒布（舊）有線電視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以及舊有線電

視法第二十條規定，可以發現其彼此間頗為類似的規定。 

22 關於有線電視產業的公用事業特性的一般說明，參閱：鍾蔚文（1993），〈有線電視〉，收

錄於鄭瑞城等，前揭書，第七章，頁 414 以下。 

23 參照電信法第十六條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 

24 行政院所提草案（刪除第四條、修訂第五條），柯建銘等委員所提草案（刪除第四條），以

及朱鳳芝等委員所提草案（修訂第四條及第五條），參閱立法院關係文書，院總第一五六二號。

並請對照現行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25 相關議題，參閱吳梓生（1997），《由市場競爭與科技發展論電信與有線電視跨業經營之法

制：以美國法為借鏡》，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尤其，頁 2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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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程度的罰則，使主管機關得透過取締的方式督促業者遵行（第五十八條、

第六十條規定）。對於經營地區內民眾付費收視的要求，系統經營者及頻道經營

者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此點與電信事業等公用事業

極為近似26。 

此外，舊有線電視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年提撥相當於營業額

百分之三的金額，其中百分之二撥付地方政府供文化等公共建設使用；另百分之

一則直接撥付公共電視經費使用27。 

參、股權分散及跨業限制 

舊有線電視法要求經營有線電視者，「應具備本國公民身分」、「並以股份有

限公司或財團法人為限」，並且限制外國人不得為有線電視系統的股東（參照舊

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28。同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則規定：「有線電視

之股權應予分散」29。同項後段並且明文限制個別股東持股不得超過百分之十，

股東與其「相關企業」或其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二親等以內血親持有股

份，合計不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依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所謂「頻道

經營者」亦適用相同的持股上限規定。根據以上規定，則任何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及所謂「頻道經營者」的股權結構，應使同一「相關企業」集團或具有法律所定

親等關係的親屬團體，不得掌握五分之一以上的表決權30。藉此，舊有線電視法

就有線電視系統及「頻道經營者」內部的股權結構，至少維持形式上的多樣化要

                                                 
26 請對照電信法（1996. 2. 5.）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及電業法（1965. 5. 21）第五十七條規定。 

27 本條立法意旨，並未見於八十六年通過的公共電視法條文有任何配合規定；此外，審議中的

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已有著手修訂本條規定，刪除提撥公共電視經費，並將提撥額度改為「稅

後營利淨額」者，參閱朱鳳芝等委員提案及柯建銘等委員提案第四十四條，後者甚至將提撥比例

調降為百分之二。資料來源：立法院關係文書，院總第一五六二號。 

28 本條文字多有自相矛盾、語義不清之處。以第一項規定第一句為例，所謂「公民」，一般均

指國民（自然人）中具有行使特定公權（通常為選舉、罷免權）資格者而言；至於股份有限公司

等營利性社團法人，則有所謂「外國公司」的認許問題。兩者混合立法，極易產生適用上的困擾：

究竟該項係針對實際「經營」有線電視業務的自然人，抑或是針對申請許可、名義上從事有線電

視相關業務的「事業（組織體）」，要求其具備「本國公民身分」？ 

29 適用上將發生爭議者，係「財團法人」如何進行「股權分散」的問題；因為，財團法人係經

捐助行為設立，並無所謂「股份」甚至「持分」的概念。目前實務上尚無此類問題產生，係因相

關業者均以營利事業的型態出現，並無採取「財團法人」的組織型態者。 

30 由於該項規定並未明定所謂「股權」，究竟係專指有表決權股份或包括無表決權的特別股在

內，解釋上不免發生疑義。依該項規定強調「股權分散」的精神，以及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均著重事業經營權限的情形觀之，似不應將無表決權的股份納入計算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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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31。 

其次，關於股權轉讓的限制規範，舊有線電視法沿襲廣播電視法第十四條規

定，要求系統經營者轉讓股權或變更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代表人時，必須報

請新聞局核定（參照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未

依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分散股權者，審議委員會應不許可其申請；至於取得許可

後違反股權分散規定者，依第六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尚得撤銷其許可。 

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或

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不得為有線電視之申請人、董事、監察人、經

理人」。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則將「有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明

文排除其取得有線電視經營許可的資格。前述規定，通常被稱為「跨業經營限

制」，規範目的在於避免跨媒體集中化（die intermediäre Konzentration），藉以維

持不同媒體之間的競爭關係32。依上述第二十二條第一款及第六十二條第二款規

定，違反跨業限制規定者無法取得營業許可，其已取得許可者並撤銷其許可。由

於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規定並未明文禁止「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

或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的股份，因此，執行上仍

不免有疏漏之虞33。 

至於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雖然可以防止既有固定通信網路

業者（中華電信公司）夾其優越市場地位，參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活動、對其他

系統經營者形成不對等競爭的關係，卻同時阻斷系統業者跨入（第一類）電信事

業的通路34。 

肆、分區寡占 

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線電視在同一地區以五家經營為

                                                 
31 姑且不論國內習見的「人頭」持股現象，以及個別業者為提升經營者意見的一致性、間接促

使控制權集中於少數股東手中；至少，該項規定已先揭示「股權分散」的意旨，並且明定持股上

限以資遵循。 

32 論者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媒體內容，尤其「意見市場」上對於輿論影響方面的競爭關係，並

非經濟上的市場競爭關係。以國內特定議題，例如，關於「斷訊」事件的報導及評論而言，電子

媒體與平面媒體之間確有「互別苗頭」的情形。 

33 對照新聞局於民國八十五年五月二十九日所頒布「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規定，明文列舉相關平面及電子媒體或其負責人為受讓人者，其股權轉讓的申請不予許可；至

於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二日所頒布「有線電視法施行細則」中，除訂有關於申請所應檢附文件的條

文（第二十四條）之外，已無類似規定。 

34 參閱：吳梓生（1997），前揭論文，頁 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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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同條第二項則規定新聞局審酌行政區域、自然地理環境、人文分布及經濟

效益，並經會商交通部之後劃定、公告有線電視系統的經營地區。民國八十三年

初，新聞局以（83. 1. 25.(83)強廣五字第○一五三二七號及）83. 3. 17.(83)強廣五

字第○四四六七號，公告有線電視經營地區劃分為五十一區；各區仍沿現有行政

區界線，並依人口密度等因素將部分行政區域再次分區，例如：台北市分五區，

台北縣分八區，台中縣及台東縣分三區，桃園縣、苗栗縣、彰化縣、雲林縣、嘉

義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花蓮縣分二區，其餘十縣市

則以其行政區為範圍、不再分區。 

由於經營地區係接受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核發許可的重要依據，一方

面固然涉及審議委員的組成及決議（參照舊有線電視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審

議標準（參照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強制締約及設置頭端義務的範圍（參

照第四十八條規定）等法律規範；另一方面，新聞局在上述「就地合法」政策之

下，不准變更登記證所載營業地區，間接促使「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之

間加速地區整合。就「播送系統」的登記證數目而言，僅民國八十六年間，即自

四百八十五家銳減至一百四十八家。新聞局已核發籌設許可名單的分佈變化，亦

顯示出日益集中的發展趨勢：一區一家的地區，民國八十五年八月間計有八區，

至民國八十七年元月間則已增為十四區；同一期間內，一區兩家的地區，亦從十

二區增為十七區35。 

至於經營地區重劃或調整的條件或限制，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七條）並未

明文規定；新聞局於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二日所頒布施行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則間

接涉及主管機關調整經營地區的時機：經營地區公告申請期間內無人申請、該地

區無人獲得許可，或者該地區系統終止經營，經審議委員會決議重新受理申請，

以及「該地區系統經營者係獨家經營，主管機關為促進公平競爭，經附具理由，

報請審議委員會決議，須重新受理申請」等情形36，新聞局即得另行公告重新受

理申請；經重新公告受理申請而以上情形未獲改善者，新聞局即得會同交通部重

行劃分及調整經營地區、鼓勵其他地區系統業者跨區進入該地區經營，或者由審

議委員會決議採取其他解決辦法37。此外，由於有線電視系統正式取得營運執

                                                 
35 引自：公平交易委員會（1998），「有線電視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相關議題之探討」座談會

會議資料，1998.1.14.。 

36 （舊）有線電視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四款，關於獨家經營亦得公告重新受理申請的

規定，係公平交易委員會協調新聞局之後所增訂；參閱公平交易委員會（1998: pp. 2）。 

37 舊有線電視法本法中並未設有以上限制，因此，關於此類主管機關於施行細則自我設限的規

定，理論上，在不違背公法上一般原則（例如：信賴保護原則、比例原則）與適當維護既得權益

的前提下，新聞局仍得依職權修訂、調整。嚴格依「授權明確性原則」而言，立法者原即應於本

法中明確加以規定；倘若我國「行政程序法」相關制度及早確立，就行政機關頒布及修正行政命

令的要件及程序妥為規範，則此類法律狀態不明的尷尬情形，或可整體規劃、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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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開始播送節目之後，依舊有線電視法第六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同一地區「播

送系統」的登記證隨即失效，對於系統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收視戶的收視權益

將造成直接衝擊38。 

對於以上分區過狹、鞏固寡占（甚至獨占）經營條件的進入市場障礙規定，

固然不乏基於競爭政策考量所提出的批判39。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八條（禁止委

託經營、租借或轉讓頭端及網路設備）、第三十條第二項（負責人變更及股權轉

讓應報請核定）及第三十四條（暫停或終止營業應於三個月前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等規定，則更進一步設下「退出市場障礙」。同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則明

定「在同一行政區域中經營一家以上之有線電視系統者」，審議委員會應不許可

其經營同一「行政區域」（及其所屬各經營地區）內其他系統的申請案件。自傳

播學者強調有線電視係「地方媒體」、具有「獨占事業的特性」的立場而言，則

此類規定另有傳播政策上的規範考量，未必均能透過市場競爭的觀點加以理解
40。 

伍、營業及費率監督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於申請經營之初，即應依法向新聞局提出營運計畫，內容

包括：經營地區、設置時程及預定開播時間、財務結構、人事組織、頻道數目、

頻道使用方式、經營方式、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每日播送時間、節目內容、工

程技術及設備說明、推展業務計畫、人才培訓計畫與技術發展計畫等項目（參照

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根據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申

請人所提財務規畫及技術足以實現其營運計畫，則是審議委員會為許可決議的積

極要件之一。綜合以上營運計畫法定應載明事項，則幾乎涵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在生產投入與市場競爭上的各種「競爭參數（competition parameter）」，所涉範

疇相當廣泛、詳盡。在上述分區寡占的產業結構規範之下，審議委員會能否充分

考量排除或限制競爭之後的影響，並且代以適當的管制與監督措施，成為舊有線

電視法制順利運作的一項決定性關鍵所在。 

營運計畫經核定後，系統經營者欲變更營運計畫者，必須申請主管機管許可

（參照舊有線電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審議委員會並應就營運計畫的執行

情形，每兩年評鑑一次；未達營運計畫者，新聞局即通知系統經營者限期改善（參

照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系統經營者如未遵期改善，依法處以新台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參照同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規定）；對於一年之內經處罰

                                                 
38 關於基隆地區兩家系統業者僅其中一家率先取的經營許可，在另一家系統取得正式許可之

前，將使另一家系統收視戶受到「斷訊」衝擊的報導，參閱聯合報 1998. 4. 24.[6]。 

39 參閱：公平交易委員會（1997），《公平交易法對有線電視市場之規範研究》，頁 83 以下。 

40 參閱：鍾蔚文（1993），前揭文，頁 417 及 4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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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而再有相同情形者，除罰鍰額度提高之外，並得命其停播三日以上三個月以

下（第六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變更營運計畫情節重大者，

經審議委員會決議，並得撤銷其許可（第六十一條規定）。 

舊有線電視法關於系統經營者營業活動所設的監督規範，主要仍集中於收視

戶相關權益的保障方面。例如，該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於

營運每滿一年之一個月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收費標準，並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收費標準向訂戶收取費用」。根據新聞局於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二日所頒布該法

施行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系統經營者申報收費標準時，應提出「一、各項費用

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度。二、成本分析及投資報酬率計算書。三、上一年度資產

負債表及損益表。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至於新聞局委託政治

大學經濟系，於民國八十五年十一月三十日所完成的「我國有線電視收費標準與

計算公式之研究」，其結論則建議計算公式應包含市場競爭、系統規模、產品組

合、非節目成本及人口統計等變數，需要系統經營者所提供的資料則包括訂戶數

等三十七項之多41。 

此外，新聞局依相關法令認為有線電視營運不當或節目內容不妥，足以生損

害於訂戶權益時，得經審議委員會決議後通知系統經營者限期改善（參照舊有線

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依法並設有警告、罰鍰、停播等處罰規定（參照同法

第五十七條第四款、第五十九條第一款、第六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六十二條第

五款等規定）。關於系統業者與收視戶之間的收視關係，以及所謂「定型化契約

範本」的制定與推動，亦屬新聞局歷來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監督重點所在42。 

陸、新法修正管制方針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公布之後，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管制規範架構大體上仍

然沿襲舊制。新法所調整規範重點之中，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競爭影響較大者計有
43： 

1.開放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事業的可能性，並概括規定另依電信法規範的

意旨（參照新法第四條、第二十四條，比較舊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 
                                                 
41 參閱：政治大學經濟學系（1996），《我國有線電視收費標準與計算公式之研究》，頁 61。

該項報告主要依據美國 FCC費率管制經驗探討相關計算公式問題，並建議我國應採取所謂「價

格上限法」管制有線電視系統的收費標準。 

42 參閱：新聞局（1997），《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廣播電視白皮書》，頁 32。 

43 新法尚將適用範圍擴及「有線廣播」（參照新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增

訂節目分級等內容管制規範（參照新法第四十一條），以及加重罰則等修正重點。此外，新聞局

於民國八十八年七月十二日發布新法施行細則，相較於舊法施行細則，總計新增十二條、刪除十

七條、修正二十四條，調整幅度也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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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頻道經營者」刪除，改依市場現況規定「頻道供應者」（參照新法第

二條第四款，比較舊法第二條第四款、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3.修正審議委員會的組織方式與職權（參照新法第八條，尤其第四款規定，

以及，比較新法第九條與舊法第九條規定）； 

4.刪除跨媒體經營限制（比較舊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5.部分開放外國人投資及經營系統（參照新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

第二十三條，比較舊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6.降低系統業者公益負擔（參照新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第五十三條，比較

舊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四十四條規定）； 

7.加強地方主管機關執法職務及權限（參照新法第三十二條、第五十一條、

六十條、第六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二條第四項，比較舊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六條等規定） 

8.針對歷來交易爭議，另訂營業監督及糾紛處理規範（參照新法第八條第四

款、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九款、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六條、

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六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七

十四條等規定）； 

9.增訂水平與垂直整合管制規範，並保留調整分區寡占結構相關規範（參照

新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第六十八條第二項等規定）。 

以上各項修正重點之中，8.及 9.兩項恰巧與公平交易法上對於「不公平競爭

行為」與「限制競爭行為」規範架構形成互補關係，具體執行上相關主管機關尤

其應該特別注意其搭配運用的成效44。 

此外，新制訂的衛星廣播電視法中，明文界定「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

者」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兩類「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並且要求經營

者應依法取得新聞局許可（參照該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第五條至第十四

條、第四十條等規定）；「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節目或廣告至我國境內，

依法亦應在我國設立分公司、申請許可始得營業（第二條第五款、第十五條），

並且以其分公司為我國法的執行對象（第三十四條）。 

在衛星廣播電視法所創設的新規範架構下，以往將頻道業者依廣播電視法第

二十九條之一加以管理的情形，短期內即轉換為五十二家「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者」所經營的七十八個頻道（1999. 12. 06.），以及十五家「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44 關於競爭法與廣播電視相關產業管制規範之間的調和，參閱：石世豪（1996），〈市場競爭

規範適用於廣播電視領域的理論基礎：德國法學界逾十載「卡特爾法」與「廣電法」論戰的啟示，

《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三集，頁 161，尤其，頁 17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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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供應者」所經營的三十四個頻道（1999. 12. 14.）經新聞局許可後投入有線

電視上游產業的熱絡景象45。另一方面，依新法所登記的三家境外直播衛星電視

服務經營者46，以及兩家「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47，則儼然成為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的潛在競爭對手。 

 

第二節  4C 整合下的管制架構 

純就通訊科技的觀點而言，有線電視系統原是電信事業的一種特殊型態；而

電信法並未將單向視訊傳播排除在外，該法相關規範自然也應該適用於系統業

者。未來在「機上盒」等雙向通訊技術應用之後，更應該重新定位有線電視相關

產業：系統業者以其既有的寬頻網路，其實也可以電信事業的營業型態，同時向

收視戶及頻道業者雙方提供通信服務，並且如同其他電信事業依營業規章收取視

訊傳輸費用，類似行動電話業者分別向發話端與收話端收費。如此，則頻道業者

就成為系統業者的「企業用戶」，透過衛星下鏈訊號到系統頭端之後，再以寬頻

網路向收視戶提供「加值服務」；無論頻道業者利用「定址鎖碼」等技術收費，

或以廣告收入為營運財源，也都可以代收視戶向系統墊付通信費用（類似目前電

信業者所提供的○八○免費電話專線服務）。 

在上述觀點下重新檢視現行法制，則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兩套不同管制

規範架構，在 4C 整合過程中即應試圖相互調和，甚至，進而融合為單一法律規

範體系。再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以此朝向 4C 整合發展的趨勢

而言，電信法上關於特許、許可與各項營業監督規定，更成為有線電視產業從事

交易活動，以及設定中長程營運策略之際所不可忽略的重要法律規範。 

壹、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的許可規範 

在現行電信法規範之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從原本的有線電視產業跨足電

信產業時，可能採取方式為取得電路出租或綜合網路業務執照而成為第一類電信

事業，或是投資設立 ISP 成為第二類電信事業。然而不論成為第一類或是第二類

電信事業，其所遵循的法律規範皆與過去在有線電視產業內的規範不同，因此以

下針對三種不同的電信產業進入方式，探討其將受到的規範為何： 

                                                 
45 個別業者名單及其經營頻道名稱，參閱：新聞局（2000），《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廣播電視白

皮書》，頁 214 至 218。 

46 分別為：「新加坡商全球廣播商業新聞電視台無限公司」、「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及「英屬開曼群島商台灣音視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所設立的台灣分公司。 

47 分別為「太平洋世代直播股份有限公司」與「房金傳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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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取得電路出租業務執照，成為出租電路的第一類電信事業 

其型態包括自設 Cable Modem 及 CMTS（Cable Modem Terminal System），

或是僅提供 HFC 網路的頻寬，而由 ISP 提供 Cable Modem 及 CMTS，茲分述如

下： 

 

(1)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自設 Cable Modem 及 CMTS 
此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頭端機房設置 CMTS 設備，透過 HFC 網路連接

Cable Modem 使用者，而其 Cable Modem 是由使用者向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

租用。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其 HFC 網路頻寬提供第二類電信事業 
此時頭端機房的 CMTS 設備由 ISP 設置，而 Cable Modem 也由 ISP 租用予

使用者，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僅提供 HFC 網路頻寬。 

在上述兩種型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必須先取得電路出租業務執照，因此

成為第一類電信事業，而必須遵循電信法中有關第一類電信事業的規範民國 88
年 11 月 3 日公布施行的現行電信法主要相關條文茲分述如下： 

對於網路互連，電信法第十六條明定「第一類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

與他方之網路互連時，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他方不得拒絕」，此於固定通信業

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三條中亦有類似規定。但以目前 cable modem 上網的促銷方式

觀察，消費者幾乎沒有機會選用非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指定的 ISP，如何以相關

條文雖然可以保障部分互連義務的執行，使 Cable 上網方式對消費者在選用 ISP
時有最大的自由選擇，則有賴進一步的分析及宣導。 

對於服務的普及與公平，第二十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

得依不同地區及不同服務項目指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電信普

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的管理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

繳交至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此於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四條亦有類

似規定，這表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亦必須負擔普及服務分攤48；而第二十七條

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電信總局

轉請交通部核准後公告實施；變更時亦同」，第二十八條提到「前條營業規章，

應訂定公平合理之服務條件」，此於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五十條亦有類似規

定。注意此時營業規章的核備在於電信總局，因此其服務型態便受電信主管機關

                                                 
48 （不論是否為語音）但是如果業者將主要營收歸於其自設之ISP，在目前草擬中之「電信普及

服務管理辦法」草案中，似乎亦沒有立即普及服務分攤義務，這似乎又隱藏著公平性上之漏洞。 

 37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九年度合作研究 

的約束。 

對於電信設備的設置，第三十九條規定「電信事業設置之電信設備，應符合

電信總局所定之技術規範」，「與其他電信事業相連接之電信設備，應有明確之責

任分界」，此於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三、三十四條有類似規定。因此有

線電視經營者設置Cable Modem相關電信設備時，亦須遵循電信總局所述標準，

而非任意選購或指定終端使用者的設備廠牌49。 

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中，另有對經營型態及服務提供的詳細規定，分述如

下： 

對於經營型態方面，該規則第十二條規定「申請經營電路出租業務者，以申

請時已依公司法設立之股份有限公司並已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路之公用事業為

限」前述公用事業包含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者，另外，「申請電路出租業務者，應

於申請時敘明已設置有線傳輸網路之實際佈設線路明細、既有傳輸網路分割計

畫、傳輸設備及網路架構圖」，「出租之傳輸設備應符合電信總局所定之技術規

範」，「經營電路出租業務者，其電路出租對象以第一類及第二類電信事業為限」。

故預期系統經營者提供的 Cable Modem 上網服務必須經由 ISP 再轉提供予一般

使用者。 

對於服務提供與品質方面，該規則第五十一條規定「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

務，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受理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營之營業區域內提供固定通

信業務之服務」；第五十四條規定，「經營者無正當理由，不得為差別待遇」；第

五十五條規定，「經營者所經營之固定通信網路，其客戶服務品質及網路性能服

務品質，應符合電信總局所定服務品質規範」。因此，以不同服務品質方式進行

差別待遇，亦不被允許。 

以(1)的方式所設置的 Cable Modem 及 CMTS，屬於第一類電信事業範圍，

因此其技術規範與資費等必須遵循上述第一類電信事業的嚴格規定；若以(2)的
方式，而另外成立一家屬第二類電信事業的 ISP 來提供 Cable Modem 及 CMTS，

則其遵循的是較不嚴苛的第二類規範，因此較容易以技術障礙等原因做為妨礙互

連或差別待遇的藉口。目前已有部分 ISP（如 Seednet）採用後者與有線電視系統

合作，故值得持續觀察。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固定通信網路，成為提供綜合網路業務的第一類電信

事業 

其型態包括以電路出租方式與綜合網路業者互連，以及將有線電視網路提供

                                                 
49 倘若本條文未能落實，由於cable modem有許多標準正在迅速演進中（如DOCSIS 1.0 1.1 等），

藉由非標設備之指定選用可以對使用者造成「鎖定」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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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網路業者為其接取網路的一部分，而該綜合網路業者可能同時經營 ISP 業務

或不經營 ISP 業務，茲分別分析如下。 

 

(1)有線電視原有網路以電路出租方式與綜合網路業者互連，並以綜合業者網路

為其各 HFC 網路間的骨幹 

一旦有線電視業者投資固定通信網路，且其業務包含 ISP，則不可給予自己

的電路出租網路特別待遇，而其主要受到「第一類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

的規範，對於網路互連的公平性，該辦法第五條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提供其本

身、關係企業或其他電信事業之網路互連服務，其價格、品質及其他互連條件，

應符合公平合理原則，且不得為差別待遇」。 

對於網路介接點的設置，其第六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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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場主導

者遇有無法設置網路介接點之情事，應以書面向提出網路互連要求之一方說明理

由」，「不得以空間、場所及經濟性因素作為技術不可行之理由」；第八條規定「網

路介接點之設備容量應足以完成良好之通信品質及通信流量」；第九條規定「網

路互連之各電信事業應負責維護其網路端至網路介接點部分之鏈路」。上述條文

應可對有線電視業者所投資的綜合業務經營者有一定的規範約束力。 

但在第一類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中，仍有部分條文因規範不明確而容

易引起爭議，如第十二條規定「網路互連時，其相關服務費用如下：一、網路互

連建立費；二、接續費；三、鏈路費或其他設備租金；四、其他輔助費」，「前項

各款費用除接續費應由通信費歸屬之一方負擔外，其他費用應由因要求互連造成

他方成本增加之一方負擔」。因為無法明確界定成本增加部分之合理性，因此在

執行上仍具爭議性。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 HFC 網路提供綜合網路業者，成為其接取網路的一部

分 

此時由於原有線電視網路為單向傳輸，升級為 HFC 雙向傳輸網路的工程須

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執行，或是由綜合（及市內電話）業者執行，則有待電信

主管機關在「自行建設網路」的要求而定。目前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二十二

條中規定，「申請經營綜合網路業務者，於網路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限內，應自行

建設之市內網路不得少於可提供一百萬使用者門號或使用者通信埠或使用者門

號及使用者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量」。如果「自行建設」的定義在未來放寬，則

預期將來採用此方式將較可能，否則缺乏誘因。 

而上述的經營型態 2-(1)可與 1-(1)共存，但 2-(2)不可與 1 共存。因此，有部

分法律上的問題可能同時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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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綜合網路業者同時經營 ISP 業務或不同時經營 ISP 業務的分野 

是否同時經營 ISP 業務，這牽涉到業者申請時在申請第一類特許執照時，是

否有涵蓋固定網路的 ISP 部分。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如果業者在事業計畫書內提

到它的 ISP 是利用其投資建設的固定網路來營運的話，此 ISP 應可認定是屬於第

一類電信事業；如果沒有寫在計畫書內，而是在取得第一類電信業務執照後，另

外再申請一張第二類電信業務執照，來成立一個 ISP 部門並單獨申請第二類電信

事業許可，則此部門會被認為是第一類兼營第二類電信業務，如果是獨立成立一

家 ISP 公司，則是單純屬於第二類電信事業。 

將 ISP 歸類在第一類電信事業有其優勢及缺點。缺點是當電信網路要互連

時，對第一類電信事業有強制性，而如果網路是屬於第二類電信事業的話，則互

連純粹是契約協議，不受強制互連的管制，因此申請固網執照時所採用的策略不

同，可能會導致 ISP 互連談判時不對等的現象。此外，如果一個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申請成為固定通信網路業者，而它把 Cable modem 上網業務寫在計畫書內，

則 Cable modem 的費率就要受到第一類電信事業資費管制的限制。整體而言，第

一類電信事業受到的管制在各方面都遠比第二類電信事業嚴格。 

但本策略優點在於，業者可採用的網路形態及架構的變化超過第二類，如果

ISP 是歸類於第一類電信事業的話，則它跟任何網路架構的組合都是可行的，而

可以把各種服務（如 I-Phone） bundle 在特定設備條件下提供；如果是歸類在第

二類電信事業的話，則它必須以成立另一家公司的方式來做財務及網路上精確的

切割。 

此外，將 ISP 歸類於第一類或第二類電信事業時，其所受到的技術規範也屬

不同類，由於兩規範的訂定進度及鬆緊程度差很多，因此當 ISP 歸類於第二類

時，可能會以技術不相容做為拒絕互連的藉口。 

 

3.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設立 ISP，而成為第二類電信事業，並同時成為 ICP
及 IAP 

此方式需以第二類電信事業的身分來架設網路，並需遵循電信法及第二類電

信事業管理規則的規範。而 HFC 網路與 ISP 及其他服務提供者的連接方式，可

能有下面兩種不同的連線架構： 

 

(1)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 ISP 的 Cable Modem 及交換網路混合架構 

此架構下每個頭端都接到高速的區域交換網路骨幹，再經由骨幹連接至其他

ISP 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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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連線架構的優點，在於使用者可依自己的喜好與需求選擇 ISP 服務提供

者，而非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指定，也可節省以專線方式連接各個 ISP 所需的成

本。但缺點是必須考慮高速區域交換網路骨幹由誰來營運控制才能使人信服，及

骨幹連接到每個頭端的頻寬要如何分配及同級的服務品質才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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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C網路

HFC網路

高速交換區域
網路骨幹

(ATM,
Frame-Relay
IP或其他)

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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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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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CATV系統業者與ISP之Cable Modem及交換網路混合架構

圖十、有線電視系統與網路混合架構 
 

(2)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 ISP 專線連接架構 

當 ISP 的距離較近時，或是有線電視業者本身自設 ISP 時，則可用高速的區

域網路介面直接連接；而距離較遠時，則可用專線來連接。 

此連線架構的優點是，ISP 透過專線享有固定頻寬，因此頻寬分配問題較少，

所有談判協議較為單純，參與對象較少。但缺點是當服務提供者的數目增多時，

業者就必須考慮連接那幾家才能符合使用者需求及經濟效益；而互連所造成的成

本增加，雙方應該如何分擔才算公平合理；而由於高速的區域網路介面相較於專

線有較高的速度，因此業者可將自設或是有聯盟關係的 ISP 伺服器放置在近端的

機房，透過高速的區域網路介面來連接，因此衍生出另一種公平性問題。 

此外，由於 HFC 網路與其他 ISP 是透過頭端的 CMTS 設備來連接，如果此

設備是由第二類電信事業的 ISP 提供，則不受第一類電信事業技術規範的限制，

因此連線介面可能為非標準化，而業者也可能以非標準化造成的技術障礙來做為

拒絕互連的藉口。 

 4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九年度合作研究 

 

HFC網路

近端服務提供者
(可能CATV自設)

ISP
及
其
他
服
務
提
供
者

頭端

專線(T1,T3,ISDN等介面)

區域網路介面

CATV系統業者與ISP專線連接架構

C
M
T
S

 
圖十一、有線電視系統與專線連接架構 

 

貳、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的營業監督規範 

關於有線電視系統在民國八十八年底引發爭議的收視費（率）核定問題，一

旦有線電視另行取得固定通信網路執照或電路出租執照，正式轉型為電信事業依

法提供通信服務，則其資費的訂定程序將依電信法第二十六條的規定為之（參照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規定）： 

「第一類電信事業之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第一項），第二類電信

事業的資費，則由業者自行訂定（第五項）。關於「價格調整上限制」，同條第二

項規定：係指「受管制電信事業之管制業務資費調整百分比」而言，其管制標準

則在於：「不得超過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數之年增率減調

整係數」，以及「第一類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不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

第一類電信事業兼營第二類電信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第四

項）。至於「價格調整上限制」的適用對象、適用業務、資費項目、調整係數如

何訂定、管制方式，以及各項資費首次訂定等事項的管理辦法，則授權由交通部

訂定（同條第三項）。 

關於營業監督方面，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法取得許可經營電信事業、提供相

關通信服務之際，電信法相關規定也有適用。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第

一類電信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電信總局轉請交通

部核准後公告實施；變更時亦同」。同條第二項對於第二類電信事業的服務有關

條件，則採取比較低密度的管制方式，僅規定：應「訂定營業規章，於實施前報

請電信總局備查；變更時亦同」。 

 42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第三節  市場結構與競爭行為規範 

公平交易法上關於市場結構與競爭行為的各項規範，除個別依產業特性而調

整其具體適用的方式之外，原則上應該通用於所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

的產業（參照該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據以規範其「在市場上以較有利之價格、

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的各種競爭行為（參照該法第四

條規定）。另一方面，有線電視產業及其所將跨入的 4C整合有關產業，各有其所

遵循的各項法律規範；兩者之間，難免發生個別規定重疊交錯、甚至相互牴觸的

情形，進而導致相關立法目的難以落實50。 

關於以上問題，以公平交易法相關規範是否適用的角度而言，基本上可以分

為兩個層面加以處理：除外適用領域與重疊適用問題。 

 

壹、除外適用領域層面 

新修正後的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則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

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

定」。本條揭示我國競爭法與其他管制法律彼此之間的適用關係，對於網際網路

及其周邊產業及其所從事的各種營業活動，當然應該依相同原則加以處理。 

準此，則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等「其他法律規定」，就事業之間的競

爭關係另依產業特色設有規範時，則依其法定標準及法定程序所為的營業活動，

並且，自公平交易委員會執行公平交易法的權限而言，「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

之範圍內」，即不再以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加以拘束。因此，「其他法律規定」

中另行設訂替代一般市場競爭的管制架構，並且符合「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

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目的時，就應該依據該項規定，不

再適用公平交易法與這類管制規範不相容的有關規定；至於與「其他法律規定」

的管制規範相容的公平交易法規定，則應該仍在適用之列。亦即，除非法律設有

明文規定，否則，在法理上不宜採取「集體排除」的方法，處理公平交易法與其

他法律在適用上的競合問題51。 

此外，相對於上述同一事項同時成為公平交易法與其他法律規範對象，依

法排除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不予適用者，尚有所謂「自始不受公平交易法適用（規

                                                 
50 競爭法與廣播電視管制法律競合適用的相關問題，詳請參閱：石世豪（1996），前揭文。 

51 法學上的相關理論，詳請參閱：黃茂榮（1993），《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頁 58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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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類型，亦即「主體不具備公平交易法上各該規定」，「或在客體方面

因其法律關係不屬於私法關係」而不適用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的情形。從該法第

二條規定對於各條行為主體「事業」的界定，以及第四條規定對於該法核心概念

「競爭」的定義，則國家以公法主體及機關的組織形式，或基於公權力所做成的

行政行為，原則上即不適用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公研釋字○三四號）。細究公

平交易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卻可以發現「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為該法判

定適用主體的重要標準，公法或私法組織型態反倒在所不問。因此，我國政府積

極參與、輔導4C整合所採取的各種輔導與獎勵措施，基本上也應該依此要領，

判定有無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的適用。 

 

貳、重疊適用問題層面 

對於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與其他法律相關規定均有適用的同一事項，倘若

兩者所訂的法律效果彼此矛盾，勢必造成受規範主體在採取適法措施之際的困

擾，從而抵銷相關規定所設定的規範功能、妨礙個別法律立法目的實現。這類問

題，在競爭法與電子媒體管制法令之間就相當明顯。縱使在立法目的與公平交易

法較為接近的其他法律中，個別規定的具體適用結果也未必完全不影響公平交易

法應有的規範功能。例如，為保障消費大眾的權益、使其不受業者不當定價措施

所侵害，（舊）有線電視法第四十六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與訂戶訂立書面契約，

依法載明收費標準、調整費用的限制及基本頻道數等事項，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則規定系統經營者應申報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的價格管制規範。消

費者保護法對此，除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規定就定型化契約設有規範之外，只有

一般性的消費者爭議處理規定如申訴與調解（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六條）及消費

訴訟（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實務上擴張解釋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八條關

於行政監督範圍的見解，在法理上則有逾越法條文義範疇的疑慮。 

以上兩部法律中所提供的消費者保護作用，與公平交易法關於獨占事業的

監督、聯合行為的禁止，以及不公平競爭行為的規範等在適用對象上極可能發生

重疊。至於介入干預事業活動型態的手段，（舊）有線電視法有關規定，是在法

定分區寡占的架構下進行價格監控；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規定，則是透過調整契約

效力及強化民事程序修正既有民事法律體系。前者是以經濟管制的手段，遂行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產業的監督與控制；後者則是基於契約自由原則，在例外事

例上以強制規範調整私法上的實體關係，再輔以程序法上提升弱勢當事人地位的

措施。嚴格而言，以上兩套法律干預措施均與公平交易法有所不同：消費者保護

法在尊重私法自治的範疇內，容或與公平交易法維護市場競爭機能的立場一致；

（舊）有線電視法所預設的經濟管制觀念，則無論在法制運作基本邏輯或具體管

制措施上，均與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有所扞格。因此，在公平交易法與其他法律

就同一事項均有適用的情況下，如何化解個別法律效果及主管機關干預措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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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提高個別立法政策目標之間的最佳實現。有線電視產業邁向4C整合所

涉及的管制法令繁多，其中最具關鍵性的電信法對於第一類電信事業又採取極高

密度的管制架構，第二類電信事業也必須接受主管機關廣泛的監督（參看第十二

條至第二十九條）；因此，公平交易委員會更應注意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

溝通，藉以避免不必要的權限衝突，致令相關業者無所是從、抵銷個別法律所應

有的規範功能。 

關於公平交易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電信法之間，就有線電視轉型為4C整

合產業之際的市場結構及競爭行為規範架構，大致可以下圖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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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公平交易法上有線電視產業規範架構 

 

參、有線電視的市場結構規範 

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三日修正公布的「有線廣播電視法」，大幅翻修舊法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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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條結構管制規定。根據（舊）有線電視法第二條規定，該法所稱有線電視為「以

舖設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收視、收聽」（第一款）；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則為「有線（廣播）電視之傳輸網路及包括線纜、微波、衛星等設備」

（第二款）。依同法第十九條及第六十四條規定，經營有線電視及設置有線電視

系統，均應事前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52。在以上法律架構之下，「有線電視」

由於被界定為由公眾單向「收」取視聽訊號的傳輸型態，對於網際網路及其周邊

產業的規範意義原來並不明顯53。新修正完成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第一

款規定中，除擴大包括「廣播」之外，並且將舊法規定中的「收」字刪除；對於

具備雙向互動功能的網際網路傳播型態，新法上述規定至少在文義上已能加以涵

蓋，亦即，網際網路及其周邊產業亦有可能依法被界定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

者」。 

依（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營有線電視依法以股份有限公

司或財團法人兩種組織型態為限，外國人不得成為有線電視系統事業的股東。同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則分別限制新聞紙、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跨媒體經營有線

電視，以及要求有線電視股權分散。新法第十九條規定一方面刪除關於財團法人

的規定（參照第一項規定），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純以營利性法人的型態，

在資本市場上向一般大眾募集營業所需財務基礎。另一方面則刪除跨媒體經營的

限制，報業、無線廣播電視事業從此均得投資有線廣播電視產業。 

此外，關於外國人投資系統經營者的限制，新法亦加以大幅放寬：外國人持

股總額，可略低於系統經營者已發行股份之半；直接持有股份者則以外國法人為

限，上限則為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二十（參照第三項規定）。關於系統經營者

的國籍規範，新法第二十條則仍限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監事，以及董事長應具備

中華民國國籍。 

舊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則進一步對於個別有線電視經營

地區、同地區許可家數上限，以及業者經營同一行政區域內有線電視的家數予以

限制；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則更明文禁止「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經

營有線電視54。新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刪除關於電信事業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間

                                                 
52 我國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的結構深受歷來管制規範所影響，因此，（舊）有線電視法相關規定

仍不失為解析相關產業生態的參考資料。相關說明，參閱石世豪、官智卿（1999），前揭文。 

53 網際網路及其周邊產業自行「舖設纜線」，所傳輸的訊號又可以轉換為「影像、聲音」，技

術上並且足以透過適當的終端設備「供公眾直接收視、收聽」者，依上述規定即應事前向新聞局

申請許可。至於將網際網路及其周邊產業納入（舊）有線電視法關於許可程序與分區、家數等限

制規定適用的對象是否合理，則是立法政策上值得重新考量的問題（石世豪，1997）。 

54 依歷來實際適用（舊）有線電視法關於申請許可規定的情形而言，主要問題並不在於是否將

網際網路及其周邊產業視為「有線電視」納入管理；反倒關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一旦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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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業限制，第四條並且明文規定：「系統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應依電信法相

關規定辦理」，揭明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跨業經營者交錯適用的必要

性；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則增列舊法所無的「系統業者自行設置…網路」的規範，

正式承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的「共同載具」特性。至於分區寡占規範則仍保留其

架構，僅刪除各區家數上限，並且增列重新開放申請與調整營業區劃分的規範（參

照新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 

新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另設有所謂「反壟斷條款」，藉以防範在全國層

次或同一行政區內，有線系統的控制權過度集中於單一關係企業：系統經營者與

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的系統經營者，其總訂戶數合計不得超過全國總訂

戶的三分之一，所控制系統經營者不得超過同一行政區域總家數的二分之一或全

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的三分之一。由於該法第六十八條訂有類似結合管制上的各

種所謂「解體處分」，為使相關業者能預見事業擴張時的法律效果，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則仿自（舊）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全

國總訂戶數、同一行政區系統經營者總家數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 

關於垂直整合規範，依舊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所謂「頻道經營者」

也適用與系統經營者相同的持股上限規定。根據以上規定，則任何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及所謂「頻道經營者」的股權結構，應使同一「相關企業」集團或具有法

律所定親等關係的親屬團體，不得掌握五分之一以上的表決權55。藉此，有線電

視系統及「頻道經營者」內部的股權結構，至少在表面上維持分散化要求56。新

法對此則另闢蹊徑，於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

業供應者，不得超過可利用頻道之四分之一」，並且賦予主管機關依六十八條規

定「限期改正」的權限。 

至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依電信法取的固定通信業務或電路出租執照，進入電

信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在市場上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

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參照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第四款、第四條規

定），其所面對的市場結構及競爭條件，在法律規範層面上的相關規定並不明確，

主要決定者仍是行政院與交通部：「第一類電信事業應經交通部特許並發給執

                                                                                                                                            
業經營網際網路或電信相關業務，如何依上述電信法申請特許或許可，以及（舊）有線電視法第

二十二條第五款關於禁止「經營電信總局（局）業務者」經營有線電視如何適用等，更容易因法

令現況曖昧而引起爭議。 

55 由於該項規定並未明定所謂「股權」，究竟係專指有表決權股份或包括無表決權的特別股在

內，解釋上不免發生疑義。依該項規定強調「股權分散」的精神，以及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均著重事業經營權限的情形觀之，似不應將無表決權的股份納入計算為妥。 

56 姑且不論國內習見的「人頭」持股現象，以及個別業者為提升經營者意見的一致性、間接促

使控制權集中於少數股東手中；至少，該項規定已先揭示「股權分散」的意旨，並且明定持股上

限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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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始得營業」（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類電信事業開放之業務項目、

範圍、時程及家數，由行政院公告」（同條第七項）；「第一類電信事業各項業務

之特許，交通部得考量開放政策之目標、電信市場之情況、消費者之權益及其他

公共利益之需要，採評審制、公開招標制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同條第八項）。 

 

肆、以市場結構為核心的競爭規範 

新版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的另一項特色，在於引進以調整市場結構為核

心的競爭規範架構。例如，電信法中所增訂的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就明

文禁止市場主導者各項濫用市場力的行為： 

「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不得有下列行為：一、以專有技術直接或間

接阻礙其他第一類電信事業提出網路互連之請求。二、拒絕對其他第一類電信事

業揭露其網路互連費用之計算方式及有關資料。三、對所提供電信服務之價格或

方式，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四、無正當理由，拒絕其他第一類電信事業

租用網路元件之請求。五、無正當理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路之請

求。六、無正當理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協商或測試之請求。七、其他濫

用市場地位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不公平競爭行為」。 

同條第二項規定，則將所謂「市場主導者」的認定交由交通部為之。關於後

者，固然保持主管機關監督市場主導者之際，得依具體情況彈性適用法律規範的

優點；在執法過程中，卻也可能發生公平交易委員會另依公平交易法第十條規定

監督獨占事業，進而與電信主管機關權限相互衝突的情形。 

此外，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也凸顯立法者正視市場結構對於競

爭行為規範上的重要性。該條第一項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另行公告重新受理申請：一、在公告期間內，該地區無人申請。二、該地區無

人獲得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三、該地區任一系統經營者終止經營，經審議委員

會決議，須重新受理申請。四、該地區系統經營者係獨占、結合、聯合、違反第

二十一條規定而有妨害或限制公平競爭之情事，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公平競爭，

經附具理由，送請審議委員會決議，須重新受理申請」。同條第二項則進一步授

予主管機關彈性調整市場結構的權限：「重新辦理公告，仍有前項情形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視事實需要，依下列方式擇一處理之：一、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重新劃分及調整經營地區。二、獎勵或輔導其他行政區域之系統經營者經

營。三、其他經審議委員會決議之方式」。 

由於該條明文規定「獨占、結合、聯合」等公平交易法上相關規定（參照第

五條至第七條規定）為其要件，其認定方式及標準，以及同時涉及公平交易法上

相關禁止及監督規範（參照第十條至第十七條）的執行問題，不免與公平交易委

員會既有權限相互重疊。就此，主管機關之間實有必要就各自主管事務，有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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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相關監督與取締措施，藉以提昇整體行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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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4C 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競爭規範議題 

本研究第三章整理有線電視產業管制架構及其歷來變遷概況，相對於目前正

在加速邁向整合的有線電視產業而言，主要仍停留在相關法律規範內涵的說明及

其規範作用的解析等靜態面向。為提出動態面向的相關說明、以便對照觀察起

見，本章將就有線電視產業轉型過程中所凸顯的競爭規範議題加以分析。 

 

第一節  寬頻網站互接問題 

目前國內的有線寬頻網路，主要有東森與和信兩家公司旗下的系統經營者提

供，兩家公司亦皆有設置寬頻網站，供其使用者下載短片等寬頻內容。但兩業者

間僅透過窄頻的網路互接，使得兩方的使用者雖都具備寬頻的接取網路，但卻身

處於各自系統的孤島，無法下載對方網站上的寬頻內容。 

 

ISP2

ISP1

CATV1

CATV2

Broadband Content Server1

Broadband Content Server2

ISP3
Broadband Internet

Exchange
(BB-TWIX) 專線互連

圖十三、寬頻網站互接架構 

 

兩家公司間可能的互連方式包括透過專線方式互連、由第三家網路服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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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提供互連服務、或者由兩家公司協議成立一寬頻交換中心，架構如圖所

示。關於以上三種可能的連線方式，本研究小組向東森總經理詢問其技術與經濟

可行性，得到答覆為：「兩家公司以專線互連的方式成本太高，較不考慮。如果

第三家ISP有意願提供兩家公司互連的服務，透過第三家ISP互連，對和信與東森

是最方便的方式；成立寬頻交換中心亦為可行，但因成立交換中心尚需各家公司

間的協議，實現上可能不及由第三家ISP提供互連服務來得方便有效率。」而陳

光毅先生認為目前和信、東森之間尚未寬頻互連，並非有阻力存在，而是因兩者

都剛起步，尚未發展完全所致。 

本研究小組的討論則認為，除了互連之外，如果兩家公司有合作的意願，亦

可用 web hosting 的方式，把對方的 content server 做一份 mirror site 直接放在自

己的機房內。但此種作法目前尚未能實現，可能的理由在技術面上是因主機代管

會增加機房管理人員的工作量；在市場面上則是因目前寬頻內容是系統業者爭取

市場的重要憑藉，雙方皆以豐富的寬頻內容做為宣傳主力，在此行銷策略下，

content 是搶攻市場的重要資源，在競爭時絕不可能讓給對方使用，誰先出讓自

己的 content 誰就在搶占市場上先吃虧。因此雙方在 content 上達到可以互相使

用、交換，或互連，應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實現。 

 

第二節  頻譜的分配與指配及技術規範 

未來頻譜分配相關問題，應涵蓋有線及無線兩個部分。無線部分的頻譜分配

是由電信總局依「中華民國無線頻率分配表」的規畫來「分配」(allocate)不同頻

段的用途，用途決定了之後，再「指配」(assign)給不同業者某一頻段的使用權，

業者在 assign 給它的頻段中有分配使用的自由，除非在授權時另有但書；至於有

線頻譜部分，交通部電信總局所能規範者為是機上盒等相關設備的技術規格，並

由規格的制定來規範頻譜在類比節目、數位節目、資料之間的分配，在符合規格

的條件下，業者可以自由選擇各頻段的內容。 

在規格制定的過程中，電信總局可能在兩方面犯下錯誤，一是技術規範定得

太模糊，造成業者引入非標準化的方案，造成使用者被業者鎖定，難以轉換系統；

另一可能錯誤是規範定得太嚴，造成技術不易發展，國家競爭力下降。當規格並

未有明確的訂定時，系統的相容性將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如果系統的相容性不

高，使得用戶在移轉時會有困難，或是要負擔較高的費用，造成消費者不能自由

移動，易形成不公平的競爭。在前項狀況下，如果業者利用非標準化的方案，造

成使用者轉換設備上的成本障礙，則有造成排他性不公平競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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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信網路傳送視訊的法律問題 

如果電信業者透過網路(含網際網路，或寬頻接取網路)代頻道供應商播送節

目時，是否要先取得有線電視執照？若是，則代表有線廣播電視法效力強於電信

法。不過事實上網路傳送的 Video，是經過數位處理過的資料，因此基於用戶內

容的保密及電信法對於電信的定義，對於是否傳送 Video 訊號，業者可宣稱無權

過問。這代表寬頻技術上的新發展，導致現行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面臨重大

挑戰，所以現在的問題爭議點並非有線廣播電視法或電信法效力熟優，而是這種

行為適宜受哪個法的管制，已經不是用原來的法規結構可以判斷。此外，有線電

視與電信、網際網路之間相互跨入的法律問題，有些可能是技術上面的自然趨

勢，而不見的是為了刻意規避法律而採用的一些特殊步驟。 

在實務上，例如中華電信可能與某些股票資訊業者有緊密的合作，其股票資

訊傳播的方式，除了 Data 之外還可能以 Digital Video 的形式(如專家解盤)傳遞，

此時中華電信自然成為一個 Video Distributor，而等於是另一種形態的系統業

者。事實上從電信法對”電信”的定義來看，將無法分辨這是類似系統業者的視訊

傳送服務（Video Distribution），還是屬於電信服務（Telecomm Service）。 

 

第四節  以 Internet 或 cable 傳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 

以 Internet 來供節目傳輸，目前較領先的領域為廣播電台，而不是有線電視

節目提供者。無線廣播電台因為執照與功率的限制，往往只能做為地區台，因此

他們便想透過網際網路來廣播以擴大聽眾群。而透過網際網路來廣播聲音所需的

頻寬遠小於電視節目，因此短期內媒體要經由網際網路來傳輸，廣播電台會較領

先於有線電視節目。依國內目前狀況而言，Internet Radio 已有多家電台正式提

供，而 Internet TV 則在實驗階段。 

另外有線電視業者在處理視訊傳送時，還會受到無線電視台的競爭。因為無

線電視台是廣播系統，因此 ISP 或學校可在接收無線訊號後再送入網路，這比 ISP
之間跨網路傳送節目速度較快。如果是透過 Cable Modem 下載短片的話，Media 
Server 必須設置在該地區的機房，而只能做區域性的服務；如果想將所有的 Media 
Server 集中在一個機房，再經由 Internet 向全國廣播，目前由於骨幹頻寬不足及

群播（multicast）協定未普及，因此並無經濟效益。但是未來寬頻骨幹逐步實現

後，預期 Internet 上的電視及廣播，對原來較受電波資源限制，或政府所管制地

區很可能因此而有新的通路，其「管制」的必要性，也就成為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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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不公平競爭相關議題 

國內有線電視發展政策上目前熱烈討論的「機上盒（set-top box）」問題，

雖然起因於民國八十八年底、八十九年初所爆發的「收視費」「斷訊」兩項爭議，

其影響層面卻及於有線電視產業轉型過程中的整體市場結構。由於相關軟硬體設

備及技術應用型態未臻明朗，未來市場發展情形難以預先加以確實掌握；因此，

本研究小組於是借自美國聯邦及各州司法部控告微軟獨占案所帶來的競爭政策

啟示，分析業者推廣機上盒應用之際所可能形成的技術障礙與不公平競爭相關議

題57。 

                                                 
57 微軟以不公平競爭手段降低Netscape Navigator的市場占有率的方式，主要為在OEM和IAP這兩

個瀏覽器的主要散布管道上，利用不正當競爭手段增強其獨占地位。根據美國哥倫比亞特區聯邦

初審法院所為判決，並不採納該公司所提出關於智慧財產權上的各項辯護；此一見解，對於我國

公平交易委員會及法院處理類似案件、適用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之際發展（資訊及通訊業）

個案判準，頗具有參考價值，茲摘錄如下： 

「在 OEM 管道上，微軟的行動主要有三項。第一微軟先是在合約上，稍後又在技術上，

結合 IE 和 Windows 作業系統，其目的是使得 IE 存在於所有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

並且增加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上 Navigator 使用者的成本；第二，微軟對 OEM 施加嚴格的限制，

禁止他們修改 Win95 和 Win98，造成 Navigator 的使用者增加；第三，微軟用利誘和威脅的方式，

使得重要的 OEM 做各種有利於 IE 的努力，包括流通、促銷、技術等方面。微軟的行為使得在

Windows 上預先裝設 Navigator 可能造成使用者困惑和系統效能下降，因此造成 OEM 更高的技

術支援成本和銷售下降。 

微軟宣稱他們受到著作權的保護，因此利用聯邦著作權法做為其加諸於 OEM 廠商種種限

制的一個正當理由，然而實際上著作權保護並不能使他們免疫於 Sherman Act.的規定。微軟認為

聯邦著作權法,17 U.S.C §101 及以下條文，授與軟體著作權的擁有者有絕對的權利來防止被授權

人，如 OEM 廠商，在沒有特別的許可下出售其修改過的產品。事實上，Windows 95 及 Windows 

98 已有著作權的註冊，因此構成其著作權有效的初步證據，但問題是微軟的著作權保護的究竟

是什麼？ 

微軟無法提出證據，來證明他所加諸在 OEM 廠商種種合約上或技術上的限制，是源自於

著作權法中任何列舉的著作權人權利之一。相反的，微軟認為這些限制只是重新敘述一個擴張的

權利，是用來維護版權軟體的完整性，以防止任何的失真、截取或變更，但這個權利並沒有在著

作權法所列舉的任何除外權利中提到，因此對於這個權利是否存在便引起了懷疑。根據以往案

例，並非所有著作的使用權都受著作權人的控制，一些權利是受限於特別授予的除外權利。 

可以充分地確定的是，著作權人並不能利用著作權所給予的權利，來助長他威脅市場競爭

的行為。從以往的案例可知，經由自然的或法律上的優勢地位所獲得的權利，例如著作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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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年起，微軟開始利用其市場獨占地位，對其瀏覽器 IE 的主要對手

Netscape Navigator 進行不公平競爭，其手段包括行銷策略、同業∕跨業結盟及

技術障礙等。微軟在去年十月結束的美國法院調查之中，被判定為濫用市場獨占

地位。總結其判決書中所述微軟的行為，有關非法技術障礙的部分，包括以下各

項： 

在策略上，微軟將IE與Windows進行緊密的結合，其目標在使任何人，包括

一般使用者、系統管理者、及應用程式開發人員，更難以從Windows中將IE移除，

也使得在Windows上使用Navigator，變得更為困難。註一

根據華盛頓特區初審法院的上述判決書，為了達成上述目標，微軟採用了

兩種技巧：其一為經由程式寫作時的特別安排，使得在移除瀏覽器時，會同時損

害Windows的運作功能。而與微軟簽有授權合約的廠商雖然可得到Windows的程

式原始碼，在技術上可能改變上述障礙，但微軟的授權合約上卻禁止他們如此

                                                                                                                                            
其擁有者濫用它在某一市場的主導地位來擴張到另一市場，則可能會造成不利的影響；當著作權

被用來做為獨占的手段之一時，著作權並不能使著作權人免除反托拉斯的調查；不管智慧財產權

或是反托拉斯法的目的，都不是為了讓一個獨占者能夠以商業上的正當性，做為反競爭行為的藉

口。 

法庭認為沒有任何和品質相關的理由或技術上的正當性，能夠解釋微軟拒絕提供不含 IE 的

Windows 版本給 OEM 廠商，或者拒絕他們移除 IE 的行為。法院的結論是，微軟將 IE 和 Windows

結合的決定，沒有辦法被解釋為對消費者有利，或者可以增進軟體市場的效率性，而是為了打壓

可能威脅到微軟獨占地位的創新。 

在 IAP 管道上，微軟免費授權 IE 給數百家 IAP。微軟更對十家最重要的 IAP 提供優惠待遇，

使得他們同意推廣 IE，將 Navigator 排除在外。因 IAP 對瀏覽器的市場占有率有重要影響，微軟

的勸誘和限制，是造成 IE 和 Navigator 市場占有率發生重大改變的主因。微軟在 IAP 管道上的行

為，也是為了保護市場進入障礙所為。」 

註一 摘錄自美國初審法院判決微軟濫用市場地位判決書，第 160、170 點，譯文如下： 

160.微軟的經營者相信，僅管他們對 OEM 加以合約上的限制，不允許他們移除 windows 的任何

部分，包括 IE，這仍不足以使 Navigator 已有的市場占有率下降。因此，在 95 年末或 96 年初，

微軟開始在技術上將 WIN95 與 IE 做更緊密的結合。其目標是使得任何人，包括系統管理者與使

用者，更難從 WIN95 移除 IE，同時使得在 WIN95 上使用 Navigator 變得更複雜。Brad Chase（微

軟員工）在 95 年底寫給他的長官：「我們將把 shell 結合（bind）至 IE，使得執行任何其他的瀏

覽器變成一個顛簸不安的經驗。」 

170.微軟的技術人員用兩種方式來完成 Allchin（微軟經理之一）的 ” Windows integration ”策略。

第一，從 WIN98 開始，他們不提供使用者移除 IE 的能力，這件事在 WIN98 有提供使用者移除

大部分除了 IE 之外的功能的情形下，變得更明顯。僅管在 Gateway 要求微軟提供從 WIN98 移除

IE4.0 的方法的情形下，微軟仍然採取上述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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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註二

技巧二則為強制使用者改變他們的預設瀏覽器設定為IE。僅管使用者可以

再改變這個設定，作業系統仍在許多情形下要求使用者使用IE。當使用者想閱讀

某些檔案時，系統仍然會自動開啟IE，造成使用者感到困惑與不安。註三

該初審法院認為，微軟的作法，不只損害到Navigator的使用者，同時還對

完全不想使用瀏覽器的人造成困擾與傷害。使用者若只想使用系統其他功能，及

其他非瀏覽功能的應用程式，他們還是得忍受較慢的作業系統、更高的不相容

性、及更多的系統錯誤（bugs）；瀏覽器與作業系統程式庫的混雜，也使得病毒

較易從瀏覽器侵入系統其他部分。註四

                                                 
註二摘錄自美國初審法院判決微軟濫用市場地位判決書，第 164 點，譯文如下： 

164.從 WIN95 OSR2（OEM Service Release 2.0）開始，微軟把許多 IE 用到的程式庫，包括專為

瀏覽功能的程式庫，放在支援 Windows 32-bit APIs 同一個檔案裡。微軟這個行為的主要動機，

在於確保刪去任何含有專為瀏覽功能的程式庫的檔案時，也將會刪去重要的作業系統程式庫而使

得 WIN95 無法運作。雖然在不影響作業系統的方式下，仍有辦法進入一些個別檔案，選擇性地

移除只有瀏覽功能的程式庫，但這在微軟的軟體授權合約上是被禁止的（禁止 reverse engineering , 

decompiling , disassembling 任何檔案）。而即使不是如此，這對沒有程式原始碼的人來說，想改

變程式庫在檔案中的放置位置，變動軟體的內部架構，還保持整個軟體的功能，也是極為困難的。 

註三摘錄自美國初審法院判決微軟濫用市場地位判決書，第 171、172 點，譯文如下： 

171.第二種方法是，使得 WIN98 在某些情況下，拒絕（override）使用者原先對預設瀏覽器的設

定。當運送給使用者時，WIN98 將 IE 設為預設瀏覽器。僅管 WIN98 提供使用者修改預設瀏覽

器設定的能力，它卻不把使用者的選擇當作 ”預設瀏覽器” 這個名詞應有的意義來對待。例如，

僅管使用者設定非 IE 瀏覽器為預設，微軟仍然在許多情形下要求使用者使用 IE，且是完全不在

使用者預期中的。因此，設定非 IE 瀏覽器為預設的使用者在使用 WIN98 時面臨討厭的不確定感

與困惑。 

172.微軟不尊重使用者選擇預設瀏覽的做法，達成了 Brad Chase 在 95 年的承諾：「把在 windows

上使用非 IE 的瀏覽器變成一種顛簸不安的經驗。」經由增加使用 Navigator 造成不愉快後果的可

能性，微軟進一步消除了 OEM 在電腦上預先安裝 Navigator 的意向。拒絕使用者設定非 IE 為預

設瀏覽器的決定，也直接使得 WIN98 使用者較不傾向使用 Navigator 為預設瀏覽器，且傷害到那

些仍使用 Navigator 的人的權益。明白地說，微軟使得 WIN98 作業系統上的 Navigator 的使用者

暴露於 IE 與 ActiveX 在控制上所造成的隱私權與網路安全問題下。 

註四摘錄自美國初審法院判決微軟濫用市場地位判決書，第 173、174 點，譯文如下： 

173.微軟的做為也對不想使用瀏覽器的人造成並行的傷害。如果這些人只想使用 WIN98 的其他

功能，與沒有把瀏覽功能程式庫交錯在其他作業系統需要的程式庫的狀況比較起來，他們必須要

忍受一個較慢的作業系統。更一般化地說，微軟此舉強迫不想用瀏覽器的 WIN98 的使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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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面上看來，此一技術障礙的確造成使用者選擇使用 IE 的傾向。換言

之，軟體或硬體的主要製造者，若占有一定的市場地位時，是有可能利用其既有

的優勢，以種種不公平競爭行為圖利或損害特定對象。 

在未來以機上盒為家庭網路核心元件 4C 整合的寬頻網路中，在機上盒中也

可能發生類似微軟模式的技術障礙。關於以機上盒為核心元件的家庭網路未來可

能的架構，本研究小組做了以下的分析： 

機上盒的源起，是接收無線電視（TV broadcasting，直譯為「電視廣播」）

的傳統類比訊號電視機，在改接有線電視（cable TV，直譯為「纜線電視」）時，

由於廣播訊號與纜線上的訊號特性不同，因此需要機上盒來彌補電視機收訊電路

的功能不足之處。在未來數位電視推行初期，為了使傳統類比電視仍可收視，轉

換數位∕類比電視訊號將是機上盒的主要功能。此外，由於未來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除了提供電視節目訊號之外，還可以透過纜線數據機（cable modem）、I-phone
或 cable telephony 技術提供多種通訊服務，而且，各種訊號皆以數位型態，在同

一條纜線上傳送，因此，機上盒將面臨功能多元化及功能整合的需求。 

在技術整合的初期，家庭網路的可能架構如下圖所示：不同的功能，將分

別以不同的設備來達成。其中，cable telephone box 可直接連接一般市話電話機，

進行電話機與業者 cable telephony 服務中語音壓縮格式之間的轉換，並在纜線上

特定頻帶傳送；cable modem 則提供電腦經由纜線上網、傳送數據封包的功能；

至於 I-phone box，雖然也提供電話服務，但它與 cable telephony 不同，是將電話

機訊號轉換成一般網際網路上傳送的封包格式，透過纜線數據機連網功能上網，

在網際網路上傳送。 

                                                                                                                                            
沒有提供任何好處的情形下，在電腦系統上負擔關於增加軟體的額外花費。這包括了系統表現變

差、不相容性的風險上升、與更多的 bugs。 

174.微軟甚至也傷害到了那些想在 WIN98 上用 IE 的使用者。把瀏覽功能的程式庫與作業系統 程

式庫混雜到超過必要的程度，微軟已經不合理地傷害到作業系統的安全性與穩定度。明白地說，

它增加了瀏覽器 crash 造成整個系統 crash 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得病毒較易從 IE 滲透系統，感染

系統其他部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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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modem
個人電腦

I-phone轉換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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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纜線電話轉換盒

電視機
set-top box

一般電話機  
 

圖十四、第一階段機上盒整合架構 

 

第一步可能發生的技術整合，可能是 cable modem 與 I-phone box 的結合，

也就是 cable modem 上將內建有 I-phone 功能與電話機的接孔，可直接連接電話

機，經由一個設備同時提供上網與 I-phone 服務。該類 cable modem 可能稱為整

合式纜線數據機。 

更進一步的整合，將會使機上盒、纜線數據機、cable telephone∕I-phone box
以及具有家庭網路管理功能的設備或軟體合而為一，可能的架構如下圖所示。此

時的機上盒功能將不僅提供電視訊號轉換，而是扮演一個「家庭網路」對外出口

（home gateway）的角色，除了電視之外，所有與網路有關的設備，也都以有線

甚至是無線的方式與機上盒相連，經由機上盒對外的纜線連接上網，接收視訊、

語音、數據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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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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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無線設備

 

圖十五、第二階段機上盒整合架構 

 

技術整合之後，單一的設備即可提供使用者多種服務，更可能經由技術的

整合，發展出新型態的服務。從一方面來說，固然大幅提升了使用上的便利性與

可能性，但從另一方面來說，技術整合之後，可能會伴隨發生的不公平競爭行為，

例如：以不正當的技術障礙，限制消費者選擇空間或鎖定消費者、產品聯賣搭售、

各種業務間交叉補貼等等，也有更多運作的空間，詳述於後。 

技術整合的過程之中，以類似於微軟的模式，在機上盒上創造人為技術障

礙，可能以如下的形式出現： 

在使用者介面模組（提供使用者選台操作、輸入資料、功能設定等的模組）

上，可能以提高操作上的複雜度，使得使用者不易更改機上盒的某些預設值，例

如：選用的 ISP 設定、電子商務交易對象等，達到圖利特定廠商的目的。 

在機上盒本身內建的作業系統上，如果經過特別的調整、安排，可能使得

作業系統對外加的 cable modem 模組或機上盒中其他內建的軟體具有排他性，使

得非結盟關係的軟硬體製造商所提供的設備或子系統互不相容，造成使用者維

修、版本更新及功能升級時極大的困擾。 

而在機上盒的系統界面（透過纜線與頭端相連的界面）上，不同有電視系

統經營者可能使用不同的頻率分配或標準，造成使用者在轉換系統時原先已投資

的設備無法續使用，因而須付出極大的代價重行購置機上盒，最後達到以轉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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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障礙來鎖定既有的使用者的目的。 

在纜線數據機的標準方面，由於標準正在快速演進中，目前通行的 DOCSIS 
1.0 1.1 僅為過渡，尚未完全統一，因此較可能發生使用者的 cable modem 與頭端

的 CMTS 不相容而無法順利連線的情形。目前的狀況是，若不同系統業者使用

不同廠牌的設備，則其纜線數據機依循的標準版本可能不同，而造成使用者轉換

困難。因此，為了避免被認定是使用技術障礙來鎖定消費者，現在的系統業者都

採取出租 cable modem 的方式提供服務。上述現象在 cable modem 標準新版本

（DOCSIS 2.0）訂定，且系統業者互通測試完成之後，應會改善，此時使用者才

適合自購 cable modem。 

此外，未來的 cable modem 上將納入 I-phone 功能，此時技術上的不相容性

可能主要來自 I-phone 部分。由於 I-phone 標準仍在演進中（MGCP、H.GCP 等

常在更新版本），依 I-phone 業者支援的 I-phone 標準與 cable modem 上 I-phone
採用的標準，使用者在業者的選擇上可能仍然受到相當的限制。 

原則上，cable modem 的軟體功能是否能順利更新，即為判斷技術障礙是否

存在的重要指標。系統業者雖然未必故意創造新的技術障礙，卻仍然可以利用技

術快速演進之際新舊版本之間不相容問題，調整自身的行銷策略，藉以鎖定消費

者。 

另外一種可能的模式，則是機上盒或 cable modem 上網服務與電子商務軟體

配套一併銷售時的問題。此時業者提供的，可能是只能與特定對象交易的電子商

務軟體，依公平法第十九條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其中第三款「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之

方法，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第六款「以不正當限制交易

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若上網服務搭配只能與特定對

象進行交易的軟體一併銷售，則有構成上述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虞，然而，第十九

條的構成要件包括『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因此，若上網服務中搭配

的只是眾多具有相同功能的軟體之一，則不易構成第十九條所禁止的行為（因為

使用者可再自行選擇其他品牌的軟體）。問題在於：個別行為是否足已發揮『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影響力，必須要依個案狀況具體判斷，才能認定

是否該當公平法第十九條的禁止規定。 

至於個別行為是否另有足已排除公平法第十九條適用的原因，主要在於「正

當理由」（亦即：美國 Antitrust Law 上所謂「rule of reason」法則），即行為在該

產業的競爭活動中，是否為市場一般所接受且為發展過程中的常態，若是則不違

反公平法第十九條各款規定。第十九條第三及第六兩款是典型的不公平競爭行

為，第十九條第三款是以搭售方式跨入別人的領域奪取顧客的行為，第十九條第

六款則是限制自己既有顧客，使其難以轉換服務提供者的行為；一般而言，事業

的「顧客」就是最終消費者的交易型態，則又難以納入該款規定加以規範。以上

二款可能是未來較適合作為規範業者在機上盒相關反競爭行為的法律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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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若在專利的保護下，則即使上網服務所搭配的是市面上唯一具有特定

交易功能的軟體且指定交易對象，其他業者也難以對此加以挑戰。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

之規定」；本條除外規定僅限於「正當行為」，若行為本身不正當則仍應受管制。

換言之，透過專利所形成的獨占地位，仍不可違反公平法第十條規定：「獨占之

事業，不得有左列行為：一、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三、無正當理由，使

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如何在適當保護智

慧財產權，與保護消費者公平接取各種服務等基本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未來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適用於 4C 整合產業中的重要議題。 

 

第六節  交叉補貼相關議題 

在未來 4C 整合過程中，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能使用的交叉補貼模式可以

區分為兩大類，茲分述如下： 

 

1.利用機上盒或纜線數據機進行交叉補貼 

由於有線電視系統進入 4C 整合之後，整合式的數位機上盒將有可能同時提

供上網、頻道選擇以及電話等功能，或者以單一纜線數據機提供上網與電話功

能，因此在不同業務之間，如上網業務、有線電視業務及電話業務，如果必需分

攤用戶終端設備的租用成本，則營運者會有極大的交叉補貼空間。 

在機上盒部分，推廣初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能以中低價位租用給用戶

或是由用戶購買，提供 Cable phone 服務或 I-Phone Box 等；由於初期不具有市場

優勢地位，因此價格可能接近或低於成本，以利進入這個市場。然而，此時它所

有終端設備的租用費可能會不敷成本，所以，業者可能會以服務費用進行交叉補

貼；而在纜線數據機部分也會有同樣的情形，即業者可以用上網費用補貼纜線數

據機的租用費，例如，部分業者提供纜線數據機並未收取租用費。 

然而，等到業者在該地區已形成市場主導或獨占地位時，就可能開始鼓勵消

費者購買機上盒或纜線數據機，隨後再配合特定技術障礙鎖定客戶；對於不願意

購買的消費者，則可能藉由版本更新或功能升級的理由開始提高終端設備租金，

或是以系統不相容等理由阻止用戶繼續租用，顯示原有補貼已經逐步解除；然

而，業者提高租金的服務項目，往往已經具備某種市場優勢地位，而該業務可能

為有線電視、I-Phone 或纜線數據機服務，視當時市場狀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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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電信服務及有線電視服務進行交叉補貼 

在 4C 整合過程中，電信及有線電視相關業務經常出現的交叉補貼現象，可

以區分為以下型態：第一種是機房共用，指建築或設施共用，成本則是算入具有

市場優勢地位，或價格依成本結構受管制的營業項目下，藉以吸收共用機房的各

項業務成本。如此一來，競爭激烈的項目雖然大量使用機房設施，但幾乎不需支

付成本，例如有線電視、Cable Telephony 及 Cable Modem 的設備，可以在同一

個機房內共用，而成本皆算入處於（法定）寡占狀態的有線電視系統部門。第二

種是人力成本，也就是說櫃台營運、設備維護及帳務系統等各項成本，事實上相

互重疊，卻由具優勢的營運項目加以吸收掉，使其他競爭激烈項目可以較低成本

打開市場，例如 Cable Modem 的所有上網費用，轉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吸收，

所以，帳單、營業櫃台及服務電話等都由有線電視的客服人員處理，藉以降低 ISP
在這部分所應負擔的人力成本。第三種是工程管線鋪設成本，亦即：管線鋪設費

用由較具優勢的營業項目下支出，其他營業項目則便宜租用或免費搭載在管線

上，例如：由具市場及歷史優勢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鋪設管線，藉以吸收新進市

場的 Cable Modem 業務管線成本；第四種則是廣告及行銷成本的交叉補貼。 

業者進行交叉補貼，一則可以將市場競爭激烈的營業項目成本，轉嫁到具有

市場優勢地位的營業項目下，另一方面，由於具市場優勢地位的營業項目通常會

受到管制，成本轉嫁後會將使帳面處於虧損狀態，業者於是有充分理由要求調漲

價格。再者，如果競爭激烈的營業項目以極低價格與其他對手相互競爭，由於其

成本已轉嫁到具優勢的營業項目，因此，競爭對手將難以傾銷為由提出指控。 

在相關法令規範方面，對於上述可能的交叉補貼行為，為避免不公平競爭及

其他影響消費者權益的不良後果，適用電信法、公平交易法及固定通信業務管理

規則中相關規定加以約束，即有其必要，茲分述如下： 

電信法第十九條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依其所經營業務項目，建立分別

計算盈虧之會計制度，並不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第一類電信事業兼營

第二類電信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由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經

營網際網路接取服務時，依法應先取得第一類電信事業的電路出租執照；因此，

除非機上盒的出租業務，並非由取得電路出租執照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所

屬事業提供，或該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未提供網際網路上網服務且不具電路出租

執照，才能排除電信法第十九條後段「第一類電信事業兼營第二類電信事業或其

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的禁止交叉補貼規定。 

然而，如果業者刻意規避電信法第十九條規定的適用，則可能另行投資設立

事業或透過事業間交叉持股及結盟等方式，實際控制表面上獨立的另一事業，以

便進行彼此業務之間的交叉補貼。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小組認為：由於出租機

上盒的該業者與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間，實際上可能具有公平交易法第六條

第一項所界定的結合關係，或從事第七條所界定的聯合行為，因此，只有援引公

平交易法中關於結合或聯合行為的相關條文，而非電信法，才能直接針對類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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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的交叉補貼行為加以規範。 

在公平交易法具體執行階段，就特定市場上的結合行為或獨占的認定，目前

主要針對位於同一產銷層級的業者加以認定。對於是否為同一市場，理論上應就

產品市場、地理市場及時間市場上加以劃分，實務上則傾向以產業別，亦即資本

投入面為主要認定標準。因此，在面對跨業的交叉補貼行為時，往往面臨實際規

範上的困難，甚至引用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的概括條款為依據。 

此外，在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中，對於電信事業交叉補貼的行為亦有所約

束，明定經營者應依會計分離原則建立會計制度及會計作業，例如：該規則第四

十六條規定：「經營者應依其所經營之業務，建立分別計算資產、收入、成本及

盈虧之會計制度」；第四十七條規定：「經營者之會計制度及會計處理，應依交通

部所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會計制度及會計處理準則辦理」。如果引用該規則就取得

電路出租執照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予以適當規範，配合電信法及公平交易法的

相關規定，也可以在現行法的架構下，逐步建立相關交叉補貼措施的規範體系。 

 

第七節  轉型中的有線電視產業管制規範相關議題 

在本報告完成之際，交通部固定通信業務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三家固網執照

申請案，包括有新世紀資通、台灣固網及東森寬頻電信。其中新世紀資通與台灣

固網的主要經營者，均同時為行動通信業者，因此能順利引進該團隊在行動通信

業務的既有技術、經營模式及團隊組織能力。該兩家公司預期初期將以經營語音

服務等業務為主，中期則在寬頻及加值服務相關業務將大幅增加，最終階段將以

語音、數據及視訊等整合寬頻服務為長期發展目標。該兩家公司皆預定以光纖、

xDSL 及 LMDS 等同時建設網路，而交換機包含數據分封交換及電路交換服務

等，最後將朝向整合式網路架構邁進，因此其對市場形勢及技術應用所預估的發

展方向，皆與本計畫所預測的 4C 整合模式相近． 

在此次固定網路開放之際，國內兩大有線電視業者中，和信集團選擇以第二

類電信事業的型態來發展，旗下所成立的和信超媒體積極與微軟合作，已在美國

NASDAQ 上櫃；而在第一類電信事業方面，則以旗下和信電訊為主發展行動通

信業務，並以為此基礎參與「新世紀資通」團隊參與投標固網執照，另一方面則

由旗下系統業者分別取得電路出租執照．因此，在固定通信業務「綜合網路」執

照部分，只有代表力霸集團的東森寬頻電信自組團隊參與申請，運用其擁有的有

線電視資源，並與有意投資電信者結盟，例如與台鐵結盟而可利用其鋪設光纖網

路上的路權優勢。然而，由於東森集團較欠缺無線通訊技術基礎及相關業務經

驗，因此，並未利用無線用戶迴路及 LMDS 來建設其市內網路，其市內網路仍

以 HFC 及光纖網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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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固網業者所經營的光纖網路設施，將以商業用戶為主要對象，提

供整合服務，至於商業用戶及其內容服務提供者之間是否將因而加速 4C 整合趨

勢，目前尚難以預料。然而，就三個團隊的投資者組合型態來看，行動通信、有

線電視、電腦設備、電機、金融、營建、無線電視，甚至消費電子通路業者等跨

業整合的情形十分明顯，其目的應是著眼於互補彼此在不同市場上的競爭優劣

勢。 

對家庭用戶而言，新型態的整合通訊服務將首先出現在臨近商業用戶的住宅

區，例如：光纖到府、高速 xDSL 等服務；至於其他住宅區內的家庭用戶，短期

內將只能期待業者提供較低速的 xDSL，或以纜線數據技術提供寬頻通信服務。 

既存業者中華電信公司與三家新進業者之間，是否能完全公平競爭，以及，

電信主管機關是否應該採取所謂「非對稱管制」，則有待進一步就技術應用、市

場結構的具體演變情形而定。 

此外，有線電視產業轉型邁入 4C 整合之前，其舊有產業結構及各項管制問

題，例如：「費率」管制問題、「斷訊」爭議及其規範與「反壟斷」規範等，以及，

各項議題在整合趨勢下造成的影響，本節報告中也將逐一加以分析。在本研究報

告進入結論之前，關於設立「單一主管機關」及公平交易委員會執法方針等，就

跨產業別的（一般）競爭政策而言更為根本的產業管制暨競爭政策議題，本研究

小組成員將根據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實際發展近況一併提出討論。 

 

壹、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業經營固定通信業務的管制法律規範議題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規定：「系統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應依電信法相關規定

辦理」，電信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則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經交通部特許並發給

執照，始得營業」。電信法第十一條規定將電信事業區分為第一類及第二類電信

事業，同條第二項則界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指設置電信機線設備，提供電信服

務之事業」，第三項再將「電信機線設備」定義為：「連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路

傳輸設備、與網路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

上述依法應取得特許執照始得經營的「第一類電信事業」，在俗稱「大哥大」的

行動通信業務之外，最引人注目者首推被簡稱為「固網」的「固定通信業務」。 

行政院依據（八十八年十一月三日修正公布前的舊）電信法第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58，業已公告分別於八十八年六月開放電路出租業務及八十八年十二月開放

                                                 
58 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三四修正公布（新）電信法第十二條規定大幅修正，原第四項規定已移

至第七項，其後並且新增第八項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各項業務之特許，交通部得考量開放政

策之目標、電信市場之情況、消費者之權益及其他公共利益之需要，採評審制、公開招標制或其

他適當方式為之」。由於行政院首次公告開放申請第一類電信事業特許在電信法最近一次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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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網路業務。依「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二條第一款定義，「固定通信系

統」是指「利用有線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傳輸方式連接固定發信端與受信端

之網路傳輸設備、與網路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

設備所組成之通信系統」，相當於法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所設置的「固定」「電

信機線設備」；該規則第四條第一項進一步將「固定通信業務」區分為：「市內網

路」、「長途網路」、「國際網路」、「綜合網路」及「電路出租」等五款業務種類。 

根據以上法令規範，八十八年起個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申請經營「第一類電

信事業」者，主要在於取得經營「電路出租業務」所需的特許資格59；八十九年

三月十九日晚間審議通過的三家「固定網路通訊業得標團隊」60，則依法取得「綜

合網路業務」籌設核可，集資、繳納保證金之後並將取得籌設同意書61。前者依

「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定義，僅限於「經營者出租其所

設置不具交換功能之網路傳輸機線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目前多數有線電

視系統的纜線設施已可提供此類服務。至於後者，由於取得「綜合網路業務」執

照的三家業者，均尚未正式利用「固定通信系統」所組成的網路，經營「市內」、

「長途」及「國際」通信服務及營業區內電路出租業務。因此，業者除自行建構

其「固定通信網路」之外，即有必要利用既有線纜系統或電信設備，儘快完成市

內網路十五萬用戶門號、用戶通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的系

統容量標準，藉以取得特許執照正式開始營運62；最遲亦應於六年內依網路建設

計畫，完成一百萬用戶的系統容量標準63。 

以交通部「固定通信綜合網路業務審查委員會」核可的「三大團隊」為例：

「東森寬頻電信」公司由力霸集團主導，除利用台灣鐵路管理局所提供的骨幹光

纖網路之外，主力投資者參與各地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藉此取得混合光纖同軸網

路（HFC）的寬頻通訊能量亦為其特色所在。「新世紀資通」公司由遠東集團主

導，其國內投資者即包括我國有線電視市場上的另一大型多系統經營者（MSO）

和信集團，國際投資部分則有新加坡電信參與；其寬頻網路建構模式則較為多樣

化：除租用台灣電力公司環島光纖網路、並且利用有線電視系統HFC網路之外，

亦將採用主導集團旗下事業（遠傳）所熟悉的無線通訊技術，建設LMDS寬頻區

                                                                                                                                            
前，因此，關於「固定通信業務」申請審查作業的主要法令依據，仍是修正前的（舊）電信法與

依據舊法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所頒布的「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 

59 參照前揭「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十二條第二項第六款規定。 

60 參閱《聯合報》，89.03.20.，21 版；並請對照《工商時報》，89.03.20.，焦點新聞（中時電子

報，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tw，資料蒐尋日期：2000.03.20.）。 

61 參照前揭「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十五條、第十六條規定。 

62 參照前揭「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規定。 

63 參照前揭「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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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迴路。至於「台灣固網」公司則由太電集團主導，國內投資者包括「台灣大哥

大」原投資者、台電及電腦、營建、運輸、金融業者，國外投資部分則有美國通

用電信參與；在利用台電環島光纖網路、建構LMDS寬頻區域迴路之外，該集團

並且計畫自行建構骨幹SDH光纖網路64。 

由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業進入電信事業的可能路徑，

一方面固然可以自行申請「電路出租」特許執照、出租系統網路（包括幹線及分

配線網路）65、提供電信事業傳輸訊號之用；另一方面，（多）系統經營者直接

參與「固定通信」特許事業的申請及籌設團隊（例如：東森、和信分別主導或參

與「東森寬頻」、「新世紀資通」），或者，與「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進行策略聯

盟，則更得以直接跨入電信市場拓展業務。以上兩條可能路徑所涉及的管制法律

規範，除電信法上的特許相關規定之外，主要仍在於有線（廣播）電視法新、舊

版本中營運許可條件有關規定66。例如：（舊）有線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就申請者提出營運計畫所應載事項的規定中，

即包括「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新法修正為「頻道之規劃及其類型」）、「收

費標準及計算方式」等，不僅為審議委員會為許可的重要考量標準67，並且成為

審議委員會定期評鑑、主管機關依法監督的重點所在68。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入電信事業的可能路徑之中，「電路出租業務」僅透過

其原用以傳送節目視訊的 HFC 網路幹線（光纖）部分加以經營，對於既有節目

播送業務的「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或「頻道之規劃及其類型」影響較小。

其餘新增「固定通信業務」一旦使用 HFC 網路分配線（同軸電纜）部分加以經

營（例如：出租接近收視戶的末端網路提供電信事業利用），由於頻寬有限而必

需調整「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或「頻道之規劃及其類型」，甚至，自頭

端以下即全面調整「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或「頻道之規劃及其類型」（例

如：參與經營固定通信網路的「綜合業務」），有線電視系統主管機關依法即應介

入干預。此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相互搭配既有節目播送業務與新增電信業務，

進而推出多種組合式定價或特殊折扣，勢必因而牽動既有節目播送業務「收費標

準及計算方式」，成為有線電視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法定事由。 

                                                 
64 參閱《聯合報》，89.03.20.，21 版；並請對照《新新聞》，677 號，頁 21。 

65 參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四條、第三十四條（對照舊有線電視法第

二十八條：「…其頭端及分配線網路不得出租、出借或轉讓」已刪除）規定。 

66 由於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公布於八十八年二月三日，在此之前，系統業者已經依法申請營運

許可進行籌設，部分業者甚至完成系統查驗、正式取得營運許可；就此，關於籌設及營運許可條

件的法律規範，仍應適用（舊）有線電視法有關規定。 

67 參照舊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及新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 

68 參照舊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以及，新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三十六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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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線電視「費率」規範相關議題 

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系統業者向收視戶收取收視費用應受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的雙重監督。該條所規範的收費標準審核程序為：新聞局訂

定會計制度及其標準程式（第三項規定），並且依法接受系統經營者於每年一月、

四月、七月及十月所申報的前三個月訂戶數（同條第四項）；至於收費標準，則

由（中央）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訂定（第一項後段）。然而，接受系統經營

者於每年八月一日起一個月內所申報的收視費用，並依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

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公告者，卻是直轄市、縣（市）政府（第一項本文）；該條第

二項並且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審核前項收視費用，得另設費率委員會

負責69。 

上述有線電視費率管制架構，在民國八十八年底卻引發系統業者、地方政府

與新聞局之間的激烈爭議70。由於舊有線電視法就費率管制規定系種業者統一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報收費標準」，並依其所核准的收費標準向訂戶收取費用（舊

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因此，依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新規定實施費率管制

第一年即爆發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重大爭議，除法條文字語意含糊所導致主管

機關之間意見相左之外71，地方主管機關直接回應當地民眾與議會要求，積極爭

取就有線電視管制事務享有更大的決策空間，亦有所關聯。 

從以上「系統業者－地方政府－中央主管機關」之間的爭議中可以發現：我

國有線電視費率管制規範架構，其實可以視為多重管制目標交錯或混合之後的複

雜機制：(1)對壟斷企業進行價格監督（，亦即競爭法上所謂「獨占事業濫用市

場地位之監督」），(2)「公用事業」價格管制，(3)類似電信事業「普及服務」規

範下的「合理價格」概念，(4)（線纜）產業（保護及）調節政策，(5)地方自治

                                                 
69 至於新聞局於民國八十八年七月十二日所公布「有線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其中第三十三

條僅規定系統業者申報收視費用，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收視費用的相關程序與費率委

員會組織，同條第三項規定則僅要求地方政府「於每年十一月底前公告第一項收視費用，並副知

中央主管機關」，大體符合原行政院提案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權力下放」的宗旨。 

70 相關報導，參閱：〈北市要降價有線業者嚇一跳〉，《中國時報》，88. 11. 15，影視娛樂版；

〈有線月費上限 550 元市府不鬆手〉，《中國時報》，88. 11. 19，地方新聞版；〈有線電視業者

決照收六百元〉《中國時報》，88. 11. 22，地方新聞版。 

71 關於有線廣播電視法自行政院版擬將費率管制權限下放地方政府以來，立法院審議過程中各

方立場的簡要說明，以及，民國八十九年底地方政府與新聞局就有線電視費率核准問題所生爭議

的法律分析，詳請參閱：江耀國（2000），〈美國有線電視的費率管制－兼論我國的情形〉，《政

大法學評論》第六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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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央委辦事項的（再）界定，以及(6)為狹義「傳播（媒體）政策」（例如：「多

元化」、「地方媒體」等）提供管制手段。不同主管機關各有其所側重的政策目標，

在權限重疊領域內於是極易發生各種衝突與爭議。 

有線電視產業跨業經營電信之際，又將面對電信法上更為細膩的價格管制架

構72。未來在跨業經營形成新的競爭關係之後，業者難免就電信∕有線電視各項

服務（營業項目）之間相互搭配、混合定價；就此，各主管機關之間更有必要相

互會商、調和彼此管制措施，甚至，整合個別主管機關的組織與功能，藉以避免

各種權限衝突或爭議。 

 

參、有線電視「斷訊」爭議相關議題 

有線電視系統及頻道業者每年就節目授權重新議定契約（俗稱「換約」）之

際，往往就價格與各項交易條件無法達成共識，而各項展延或臨時授權應急措施

又未甄成熟，部分「換約」不成的頻道節目因而無法由系統播出、供其營業區內

的收視戶觀看。這類所謂「斷訊」的爭議，在有線電視正式立法規範之後每年均

曾發生，其具體情形與原因卻又每年有所不同；其中原因，既有系統業者反制頻

道業者不合理交易條件者，也有頻道業者反制系統業者不合理交易條件者。晚近

更從個別業者之間的「斷訊」爭議，轉而朝向集團化或策略聯盟之間相互對抗的

新發展趨勢73。 

關於所謂「斷訊」各項爭議，由於動輒牽涉廣大收視戶實際可以觀看節目頻

道，不但有關主管機關特別就此訂定處理準則，立法層次上亦有各項相應的法律

修正草案74。針對引發所謂「斷訊」爭議的各種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例

                                                 
72 電信法於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三日公布修正後，第二十六條關於資費審查程序、第二十七條

關於營業規章監督等規定均已簡化，與該法修正後各條類似，相關權限集中於交通部及其所屬的

電信總局。此外，新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並且明文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之資費管制，採價格

調整上限制。」 

73 關於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發展及「斷訊」爭議的系統性整理與說明，詳請參閱：官智卿（1999），

《論台灣地區有線電視「垂直整合」問題及其規範－以「斷訊」爭議為核心》。 

74 迄至民國八十七年二月底，審議中的「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記有：委員朱鳳芝等提案（委

員提案第 1673 號）、委員柯建銘等提案（委員提案第 1847 號）、委員謝聰敏等提案（委員提案

第 1888 號）、委員范巽綠等提案（委員提案第 2017 號）、委員謝錦川等提案（以下進一步說明），

以及行政院提案（政府提案第 6091 號）；其中，僅行政院提案及委員朱鳳芝等提案為全案修正

版本，其餘均為部分修正草案。相關資料，參閱：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62 號。嗣後，

委員范巽綠等提再修正草案、委員洪秀柱等及委員朱惠良等亦各自提出修正草案，形成我國法案

審議史上少見的熱絡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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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頻道節目聯賣、聯合製播、頻道業者向下整合有線電視系統、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進行區域整合、統購、聯合訂價或共同抵制、獨家區域代理等，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則早在民國八十六年三月間，即已印製「公平交易法對有線電視相關

產業之規範說明」對相關產業進行宣導。為處理頻道業者、系統業者及其彼此之

間足以引發「斷訊」爭議的各種問題，公平交易委員會並且頒布「事業涉及銷售

有線廣播電視頻道節目交易資訊透明化案件審理原則」、「有線廣播電視頻道節目

供應業者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垂直結合申請案件審理原則」、「事業涉及共同

購買有線廣播電視頻道節目案件審理原則」、「有線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者聯賣頻

道節目案件審理原則」等行政命令以資遵循。 

然而，在各項成文法律規範之外，直接塑造頻道業者、系統業者彼此之間的

水平互動模式，支配、影響上下游交易關係，從而使得頻道節目授權問題反覆演

變為歷來「斷訊」爭議的主要成因，仍根植於有線電視產業結構、市場生態75，

以及相關政治與社會脈絡76。在有線電視邁向 4C整合的趨勢下，產業政策及法

律規範架構方面的整體因應之道，一方面在固然於管制體系的重新調整77；另一

                                                                                                                                            

在上述各版本委員提案的「有線電視法」修正草案之中，不乏直接或間接就「斷訊」所引發爭議

調整歷來法律規範者。例如：委員謝錦川等三十七人所提「有線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

國 87 年 2 月 25 日印發，委員提案第 2049 號），「修法背景說明」即針對「斷訊」等現象批評

「有線電視法」「規範不周詳」，其修正條文則包括「明定固定基本頻道為業者申請有線電視時

所應載明事項」（修正第二十一條）、「增訂節目供應商在一個系統台中所能提供節目之上限改

為系統頻道總數之六分之一」（修正第三十二條）、「以抽查方式來要求業者據實申報」（增定

第三十二條之一）、「明定有線電視頻道業者所提供之節目，系統經營者皆不得變更其形式或內

容」（增定第三十九條之一），以及「明確規定書面契約該有的格式…內容」（修正第四十六條）

等。此外，委員范巽綠等提案增定「交付…仲裁」（第五十五條之一）、委員洪秀柱等提案增定

「不得…合併、停止播送各該頻道」與「不得…覆蓋各該頻道託播之廣告內容」（修正第四十二

條、第四十四條）等，均為回應所謂「斷訊」所引發爭議的立法草案。 

75 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進行垂直整合之後，尤其，代理多數頻道的上游業者與參與多數系統經

營的下游業者相互整合，「斷訊」的型態轉變、影響範圍及規模亦隨之擴大；自一九九五年以後

相關資料整理，詳請參閱：官智卿（1999），前揭論文，頁 148 以下。 

76 詳請參閱：行政院新聞局、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與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合辦「問題

與對策－全國有線電視研討會」相關引言及討論資料，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二十五日、二十六日，

台北世界貿易中心。其中，本計畫主持人石世豪曾就「頻道節目授權問題千千結」發表引言，亦

曾提出類似觀點。 

77 例如：本研究小組成員石世豪、蔡志宏及參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同一（整合）研究計畫電信產

業研究小組成員莊春發，即曾兩度合作撰文（「依據電信公平服務規範根治『斷訊』問題」及「給

本土電視節目映照眾生的頻道」），提出全盤更張我國有線電視管制規範架構的政策建議；詳請

參閱本報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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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在於提高法律規範的執行成效，具體而言，管制機關的組織層級、人員

組成、職掌、監督與程序設計，以及有關主管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等行政組織整

體效能，均有進一步改造及強化的必要。 

 

肆、有線電視「反壟斷」規範相關議題 

新修正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

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不得在全國層次或同一行政區內，掌握

「全國總訂戶數三分之一」、「同一行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二分之一」或「全

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三分之一」以上，藉以防範控制權過度集中於單一關係企

業。關於有線電視系統與頻道業者垂直整合限制，新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則規

定：「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不得超過可利用頻道之四分之

一」。由於上述規定均涉及「關係企業」定義問題，依新聞局於民國八十八年七

月十二日所頒布「有線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法所

稱「關係企業」及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相關企業」，均「依公司法有關關

係企業之規定」。新聞局如此解釋新法有關用語，固然排除關於舊法「相關企業」

究竟所指為何的疑義，同時劃一相關法律概念之間的定義方式；但是，新法第十

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各有其規範目的，忽略其間差

異而透過行政解釋硬行劃一，結果反而抵銷個別「反壟斷」規範的原有功能：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係以「系

統經營者與（∕及）其關係企業」為其適用主體要件，依新聞局上述施行細則規

定，則其適用對象為單一系統業者與「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或「相互投資

之公司」兩者78，以及兩者與該系統業者合併計算的總額。「控制與從屬關係」

依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二規定，係依：一公司持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另一公司總額半數，或者，一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兩項標準加以認定；同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三關於推定控制與從屬關係的規定，

亦僅限於執行業務股東、董事及持有具表決權股份總數半數以上股東∕出資總額

半數以上出資人相同的情形。至於則以構成公司法「關係企業」章（第六章之一）

所謂「相互投資」者，係指「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數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而言。無論「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或「相

互投資之公司」，其要件均不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所規定持股上限

（同一股東持有股份不得超過總數百分之十、關係企業與親屬總持股不得超過百

分之二十）嚴格；因此，倘若參與經營個別有線電視系統者均依法維持「股權分

散」，則其他兩條「反壟斷」規範所能適用的具體個案將極為有限。 

以上推論來自於系統業者均切實遵循有線廣播電視法有關規定，無違法或以

                                                 
78 參照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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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規避法律規範手段經營的情形：由於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者有線廣播電視審

議委員會應不許可其申請79，理論上，合法取得營運許可的系統業者應無個別股

東持股超過百分之十，關係企業或親屬持股總數也應低於百分之二十。果然如

此，則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與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幾乎形同具文。首

先，就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進文義分析：該條關於訂戶數及系統家數上限規定

所適用的對象，限於「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

者」。該條在適用上，據以合計相關系統業者訂戶數或加總系統家數的核心要件，

雖然為「直接∕間接控制」概念。然而，由於個別系統經營者（依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為股份有限公司）突破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直接∕間接控制」多數系統

的可能性極微；因此，經由參與系統經營的個別股東及其關係企業「直接∕間接

控制」其他系統業者，反而比較接近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實際狀況。如此一來，「關

係企業」概念轉而取代「直接∕間接控制」概念，成為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的

核心要件。根據以上關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規定

的適用型態解析，系統業者成為其他企業控制下或交叉持股達三分之一的「關係

企業」可能性不高，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的適用對象因而相當有限。 

其次，就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而言，其適用對象完全限定

於「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依同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由主管機關所下的（行

政）定義，該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適用的情況可以分為五類：(1)單一系統

所供應頻道節目已達可利用頻道四分之一；(2)單一系統經營者對於單一或多數

頻道業者的控制程度，已達到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二所規定程度，依法加計

該系統業者及其所控制上述頻道業者所提供頻道節目，因而達到可利用頻道四分

之一；(3)多數系統業者共同對於單一或多數頻道業者的控制程度，已達到公司

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二所規定程度，依法加計該多數系統業者及其所控制上述頻

道業者所提供頻道節目，因而達到可利用頻道四分之一；(4) 單一或多數系統業

者共同控制單一或多數企業（例如：控股公司），而後者對於單一或多數頻道業

者的控制程度，已達到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二所規定程度，依法加計該系統

業者及其所控制上述頻道業者所提供頻道節目，因而達到可利用頻道四分之一；

(5)單一或多數頻道業者依上述四種方式控制系統業者，依法加計該系統業者及

其所控制上述頻道業者所提供頻道節目，因而達到可利用頻道四分之一。然而，

從以上關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的分析中可以推

論：第(5)類情形的具體適用空間並不大。其餘各類適用情形中，第(1)類情形實

際上並不常見；至於第(2)類至第(4)類適用情形，則視有線電視產業中系統業者

參與整合的實際狀況而定。 
                                                 
79 參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至於事後違反該項規定者，按許可條件不得事

後任意自行變更的一般原則，解釋上也應撤銷（實則為行政法學上所謂「廢止」）其營運許可；

然而，有線廣播電視法就此卻漏未規定，就此類剝奪相對人既得權益的處分而言，執行上不免欠

缺堅實的法律明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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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我國有線電視市場結構具體觀察：最大兩家多系統經營者（MSO）所

掌握的全國總訂戶數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相關論述中均推估約略低於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法定上限80；另一方面，關於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進行所謂「三合

一」或「三加一」垂直暨水平整合的規模，一般估算也都高於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所規定的頻道比例上限81。倘若各項文獻推估「關係企業」之間控制關係所採用

的指標並無錯誤，則主管機關接受業者所申報的股權資料勢必與產業內實際情況

有所出入，或者，業者已經成功透過所謂「人頭」控股方式規避法律規範。由此

可見，有線廣播電視法內各項「反壟斷」規範及其監控機制，其實際執行成效與

法定目標之間存在相當大的落差82。 

在有線電視邁向 4C整合的趨勢中，上述「反壟斷」規範在適用上將面臨更

為複雜的產業及市場結構變化。例如：以直接參與「固網」經營團隊或以「電路

出租」提供「固網」經營者所需（線纜）通訊基盤等不同型態，對於水平面上的

「全國總訂戶數」與垂直面上的「可利用頻道」數目計算方式有何影響？再者，

同一業者搭配電信通訊與有線電視收視服務，或者，電信通訊服務業者與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透過交叉持股、共同開發設備或市場，以及各種不同策略聯盟相互整

合，「防壟斷」規範中的各項限制又將如何計算、如何認定、相關資料如何蒐集

檢證？至於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各項營業許可、執照、特許與評鑑、檢查、費率

監督、命令改正不當營運與取締措施之間的適當搭配協調，又將涉及各管制機關

之間職掌、權限與組織架構如何重新配置等相關議題83。 

 

                                                 
80 例如：官智卿（1999），前揭論文，頁 85 以下、頁 97 以下，及其所整理相關資料來源；以

及，江耀國（2000），〈我國有線電視第二次管制革新－從市場轉型論「有線廣播電視法」〉一

文。 

81 例如：官智卿，前揭論文，頁 91 以下；以及，江耀國，前揭文。 

82 此外，管制機關以行政干預措施積極介入個別業者之間的組織安排（合併、取得股權、參與

投資或締結各種策略聯盟），亦有傾向於捨棄「實質」判斷、轉而採取較為「形式化」的標準；

因此，訂有固定比例並且具有明確計算標準的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由於顯然較「直接∕間接控

制」等富有高度評價性質的標準易於操作，管制機關當然優先採用此類「形式化」程度較高的標

準。管制機關如此「偏好」「形式化」標準，固然有可能因而悖離立法目的；然而，管制機關優

先採取「形式化」標準的結果，其實正足以提高法律規範的可預見性與管制政策的透明化程度。 

83 類似問題，在有線電視法修正、開放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事業之前，即已存在，例如：關

於有線電視系統垂直結合在公平交易法上的管制問題，參閱：施俊吉、石世豪（1998），《有線

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量標準》，頁 4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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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單一主管機關」相關議題 

由於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合法化歷程短促，有關主管機關各依其法定職掌介入

市場活動的管制、監督過程中，難免發生職掌重疊、權限衝突，以及執行成效低

落等組織紊亂所造成的各項問題。有鑑於此，學術界與實務界一直都有要求設立

「單一主管機關」、藉以化解當前所謂「多頭馬車」亂象的呼聲。在經濟部委託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就此所進行的一項研究報告中，研究小組比較美、日、英、德

四國主管機關之後發現：「面對傳播媒體匯流及數為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各國在

各自所處的不同政策環境下，分別選定其通訊資訊及媒體政策方針，並且據以為

主管機關設定不同任務目標。至於具體執行通訊資訊及媒體政策、實踐任務目標

的主管機關，無論以舊機構推動新立法，或調整、創設新機關以徹底改造管制架

構，其主管機關組織均扣合管制任務及執法工具，並且配合其既有行政組織、整

體規劃。我國規劃成立通訊資訊暨媒體單一主管機關，除比較、參考各國主管機

關組織型態之外，同樣不應忽略整體政策方針及配套法制的調整、修正問題」84。 

該研究報告進一步指出：「我國成立通訊資訊暨媒體單一主管機關，必須在

法制上提供適當的配套機制，始能充分發揮其組織效能、確保其公正超然的管制

者地位。然而，在我國既有法制及行政組織架構之中，嚴格而言，獨立行政委員

會的組織型態從未在我國具體採行，未必可以與行之有年的舊有法制完美嵌合。

根據比較法上的經驗顯示：確認整合我國現有通訊資訊及媒體主管機關的必要性

之後，仍應就確保委員會體制在『獨立性』及『中立性』等方面的優點、補強其

政治責任不明等缺點妥為規劃；至於其內部組織建制、人員需求、預算及其他行

政支援等方面的配套規劃，更是具體確保委員會體制優點、補強其缺點的制度性

保障所在」。 

至於我國調整通訊、資訊及媒體主管機關架構的可行辦法，該研究報告則以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小組」於民國八十八年初所提方案為基礎
85，具體建議： 
                                                 
84 本段及以下結論，引自：石世豪、黃銘傑、劉靜怡（1999），《我國成立通訊資訊暨媒體單

一主管機關之研究》。 

85 該小組所提方案主要為：「（一）有迫切需要將交通部電信總局、新聞局廣電處等相關監理

與管理業務予以整合，成立『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該委員會之組成原則：1.直屬行政院。2.

由五位專業全職委員組成，採任期制。3.半數預算由相關業者所繳納之年度規費撥充。4.委員會

之幕僚及執行單位以交通部電信總局及新聞局廣電處為主改編組成。（二）前述委員會之主要工

作職掌如下：1.維護消費者權益。2.確保公平競爭，維持市場秩序。3.分配及協調與電信、資訊、

傳播相關有限資源之運用。4.促進資訊化社會相關技術標準之發展，及維護我國在國際間之相關

權益。惟依先進國家慣例，前述委員會之工作職掌不包括目前新聞局廣電處有關節目與廣告內容

之管理業務」。該小組並且建議，「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成立前，由交通部與新聞局為主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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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籌設新主管機關階段，交通部及新聞局應於適當時機廣邀各界參與研議； 

2.新主管機關業務單位如果以電信總局、廣電處人員為主，則應晉用法律、經濟、

社會及電腦科技等專業人才，並且輪調現有人員進修業務所需專業知識。 

3.電腦資訊及網路事務是否納入新主管機關職務範圍內應單獨檢討； 

4.內容管制及文化補貼有關規範亦應提出另行檢討； 

5.公平交易委員會及經貿部門與新主管機關間的互動模式亦應提出另行檢討； 

6.在立法步驟上：先修訂組織法令成立新主管機關，同時修改管制法令中關於管

機關條文，並且限期由新主管機關提出其所主管法律修正草案，依序建立我國

通訊資訊及媒體完整法律架構。 

至於所調整主管機關組織架構所涉及應一併修正的法律清單，該研究報告則

區分為以下三大類： 

a. 組織法令：在「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目前

均為草案）的架構下，以「組織法」規定機關名稱、隸屬、設立目的、權限

及職掌、委員人數及選任方式、官等，以及委員會決議程序等事項；內部業

務單位及輔助單位僅規定其分設原則，其具體建制、員額、職掌及分層負責

明細表則較適宜授權由委員會決議後定之； 

b. 管制法令：現行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

其附屬法規及相關命令均應檢討修訂，長程則以整合各項電子通訊及媒體法

令、建立完整通訊資訊及媒體法律體系為目標； 

c. 程序法及訴訟法：除施行在即的「行政程序法」中的一般性行政程序規範之

外，針對委員會特殊決議如核發執照、頒布重要規格標準等，均應考慮增訂

聽證或接受公評的適當程序規定；此外，對於委員會依聽證所做成的決定，

以及其他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裁決，在未來新修正「行政訴訟法」及「訴願法」

正式施行之後，關於訴願受理機關及行政法院如何遵重委員會「判斷餘地」，

充分維護其「專業性」與「獨立性」等問題，亦應及早規劃因應。 

此外，該研究報告亦指出：「立法程序上亦應有整體配套措施，以減少利益

團體滲入法制建構過程、從而侵害我國通訊資訊及媒體法制中立性的不當情勢發

生」。 

本研究小組基本上贊同該研究報告結論86。從公平交易委員會所關切的競爭

                                                                                                                                            
「電信資訊傳播協調工作小組」，處理跨部會協調及委員會設立規劃事宜。 

86 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金會（1998）稍早所執行的一項研究《資訊化社會電信管理機制

之研究》，參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同一（整合）研究計畫資訊產業研究小組成員陳光禎、劉孔中等

均參與其事，其研究報告亦大體歸納出近似的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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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架構及其執行方針觀之，具體問題仍將集中於管制機關（無論「單一」化或

繼續維持所謂「多頭馬車」架構）與競爭主管機關之間有效協調相關監督與取締

措施方面87。 

 

第八節  整體競爭政策及公平交易法執法問題 

公平交易委員會法定職掌主要為執行公平交易法，以及推動跨產業別的一般

性競爭政策（參照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五條、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一條規

定）。從行政組織法的觀點而言，主管機關之間就產業競爭規範有關職掌的劃分

方式，公平交易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基本上並不排除重疊管轄，轉而要求相關（部

會級）主管機關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辦理」88。至於（個案）實體法律關係

方面，公平交易委員會的具體職掌範圍與權限衝突之際的執法優先次序，主要還

是透過同法第四十六條加以劃定：「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

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 

另一方面，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最近修正時所增訂的各項「以市場結構

為核心的競爭規範」，又與公平交易法上相關禁止及監督規範相互重疊（本報告

第三章第三節之肆），形成學者所謂「產業內（∕特殊）反托拉斯法」89。在管

制與競爭兩套法律交錯適用的範疇內，公平交易委員會固然可以依上述規範釐訂

執法方針；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所監督產業而言，公平交易委員會執行公平

交易法或推動跨產業別的一般性競爭政策，卻對其既定政策目標帶來一定程度的

不確定性。尤其，在具有寡占結構的管制經濟範疇之內，業者與管制機關之間的

互動關係較為密切，對於公平交易委員會執行跨產業別的競爭規範，以及試圖將

產業結構導向近似市場競爭狀態的跨產業別（競爭）政策，難免改變業者既有營

運條件而造成衝擊，進而影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熟悉的（舊）管制型態。 

具體觀察有線（廣播）電視法、電信法及有關管制機關執法標準90，其修正

方向大體以公平交易法內各項競爭規範為藍本（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三節之

                                                 
87 尤其，我國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最新修正條文中，均已大量增加「以市場結構為核心的

競爭規範」，詳請參閱：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三節之肆相關說明。 

88 該項規定為：「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各該部

會辦理之」。 

89 相關理論說明，詳請參閱：江耀國（1998），〈美國有線電視的特許、整合及競爭管制－市

場與法律政策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卷第四期。 

90 例如：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二日行政院新聞局（86）維廣五字第○八九二五號令所公布「有線

電視法施行細則」，尤其，其中第十一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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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至於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執行公平交易法，也逐漸發展出與

管制機關之間相互分工的新模式。公平交易委員會迄今處理有線電視產業相關案

件，大致有如下表所示： 
 

日期 所涉條文 案號 案由 備註 
85.2.24 公平法§24 

公平法§41 
(85)公處字

第 025 號 
眾樂有線播放系統因舉辦贈品

促銷活動違反公平法案 
 

86.1.22 公平法§6Ⅰ(i) 
有線電視法§43 
公平法§12 

(86)公結字

第 019 號 
長宏有線播送系統與允中傳播

公司申請結合許可案 
 

86.6.12 公平法§19(iii) 
公平法§22 
公平法§24 

(86)公處字

第 076 號 
文山有線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被

檢舉以利誘方法使競爭者之顧

客與自己交易案 

 

86.6.12 公平法§22, §24 
公平法§19(iii), §41 

(86)公處字

第 077 號 
新唐城開發公司被檢舉於散發

傳單，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案 
 

86.7.5 公平法§6 I(iv) 
公平法§11Ⅰ 
公平法§13Ⅰ, §40 

(86)公處字

第 095 號 
世新有線、諸羅山民主有線播

系統未經許可結合違反公平法

案 

 

86.9.24 公平法§6Ⅰ(i), §12 
有線電視法§43 
暫行管理辦法§11a 
暫行管理辦法§12 

(86)公結字

第 339 號 
大台南有線電視與大府城有線

播送系統申請結合許可案 
 

86.10.29 公平法§22 
公平法§41 

(86)公處字

第 188 號 
豐盟視訊工程公司因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違反公平法案 
 

86.10.29 公平法§22 
公平法§41 

(86)公處字

第 189 號 
大甲溪民主視聽公司因損害他

人營業信譽違反公平法案 
 

86.10.30 公平法§19(iii) 
公平法§4 

(86)公處字

第 191 號 
熊貓公司以不正當方法使競爭

者之顧客與自己交易案 
 

87.1.23 公平法§24 (87)公處字

第 034 號 
吉元電纜電訊公司未代理苗栗

南區系統業者附加不實註記案 
 

87.1.24 公平法§24 
公平法§26, 41 
暫行管理辦法§11 

(87)公處字

第 014 號 
和威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頻

道節目過程對交易相對人隱匿

價格資訊案 

 

87.1.24 公平法§7, §14 
同法施行細則§2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015 號 
海山、太豐有線播送系統調整

大樓收視費涉及聯合行為案 
 

87.2.3 公平法§19(vi), §24 
公平法§24Ⅱ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037 號 
新視波有線播送系統被檢舉取

得頻道節目區域代理權及存證

信函，警告競爭者等行為違反

公平法案 

 

87.2.3 公平法§19(ii)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038 號 
木喬傳事業被檢舉無正當理由

授與特定有線播送業者頻道節

目代理權，違反公平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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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3 公平法§24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039 號 
東森多媒體被檢舉與特定有線

播送統業者區域代理權並約定

從新議價，違反公平法案 

 

87.2.3 公平法§19(vi), §41 
同法施行細則§24 

(86)公結字

第 053 號 
新頻道有線播送系統被檢舉區

域代理節目涉及違反公平法案 
 

87.2.9 公平法§19(vi), §41 
同法施行細則§23 

(87)公處字

第 053 號 
豐盟視訊工程公司被檢舉區域

代理節目涉及違反公平法案 
 

87.3.8 公平法§24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073 號 
洄瀾傳播公司未充分告知重要

事實以引人錯誤方法促銷案 
 

87.5.7 公平法§21 Ⅲ,Ⅰ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103 號 
花蓮有線播送系統被檢舉刊登

不實廣告案 
 

87.8.4 公平法§11, §12 
公平法§6Ⅰ(iii) 
暫行管理辦法§11 

(87)公結字

第 383 號 
東台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線公

司與台東民主有線播送系統申

請結合許可案 

 

87.8.4 公平法§11Ⅰ(i),(ii) 
公平法§6Ⅰ(iii) 
公平法§12 
有線電視法§43 
同法施行細則§11 
暫行管理辦法§13 
有線電視法§69 

(87)公結字

第 509 號 
大埔里傳播公司與新南投傳播

事業公司申請結合案 
 

87.8.7 公平法§7, §14 
同法施行細則§2 
公平法§41 

(87)公處字

第 173 號 
和威傳播公司、木喬傳播事業

被檢舉共同發函東森多媒體公

司協商交易涉及聯合行為案 

 

87.11.27 公平法§6Ⅰ(i) 
公平法§11Ⅰ(I),(ii) 
公平法§12 
有線電視法§69 III 
有線電視法§43 
同法施行細則§11 

(87)公結字

第 787 號 
全聯有線電視公司與今光公司

申請結合許可案 
 

88.2.1 公平法§21 Ⅲ,Ⅰ 
公平法§41 

(88)公處字

第 012 號 
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公司因廣

告不實違反公平法案 
 

88.3.22 公平法§21 Ⅲ,Ⅰ 
有線電視法§26 

(88)公處字

第 032 號 
太平陽有線電視事業公司因廣

告不實違反公平法案 
 

88.5.7 公平法§6Ⅰ(iv) 
公平法§11Ⅰ(I),(ii) 
公平法§40 

(88)公處字

第 047 號 
第一家有線播送系統、龍影有

線播送系統未經許可結合違反

公平法案 

 

88.5.7 公平法§6Ⅰ(iv) 
公平法§11Ⅰ(I),(ii) 
公平法§13, §40 
同法施行細則§7Ⅰ 

(88)公處字

第 048 號 
大府城有線播送系統、永建電

訊傳播公司未經許可結合違反

公平法案 

 

88.6.5 公平法§6Ⅰ(i) 
公平法§11Ⅰ(i),(ii) 
公平法§13Ⅰ, §40 

(88)公處字

第 059 號 
太平陽有線播送系統、西海岸

電訊公司未經許可結合違反公

平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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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施行細則§7(i) 
88.6.11 公平法§11, §12 

公平法§6Ⅰ(iii) 
有線廣電法§33 
有線廣電法§51 

(88)公結字

第 465 號 
威達有線電視公司、長宏有線

電視公司、台中一有線電視公

司申請結合許可案 

 

88.6.25 公平法§7, §14 
同法施行細則§2Ⅱ 
公平法§41 

(88)公處字

第 070 號 
信義歡樂、富視、龍馳有線播

送系統同步調漲收視費涉及聯

合行為案 

 

88.6.25 公平法§7, §14 
同法施行細則§2Ⅱ 
公平法§41 

(88)公處字

第 071 號 
金頻道、長德有線播送系統同

步調漲收視費涉及聯合行為案 
 

88.8.26 公平法§11, §12 
公平法§6Ⅰ(iii) 
有線廣電法§51 
有線廣電法§72 III 

(88)公結字

第 689 號 
長德有線播送系統與大城有線

播送系統申請結合許可案 
 

88.8.30 公平法§6Ⅰ(v) 
公平法§11Ⅰ(ii) 
有線廣電§19 II, III 
公平法§12 

(88)公結字

第 704 號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公司籌備處

轉投資南桃園有線電視公司申

請結合許可案 

 

88.8.30 公平法§6Ⅰ(v) 
公平法§11Ⅰ(ii) 
有線廣電法§51 

(88)公結字

第 705 號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公司籌備處

轉投資南桃園傳播公司申請結

合許可案 

 

88.8.30 公平法§6Ⅰ(v) 
公平法§11Ⅰ(ii) 
有線廣電法§51 
公平法§12 

(88)公結字

第 706 號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公司籌備處

轉投資新壢傳播公司申請結合

許可案 

 

88.8.30 公平法§6Ⅰ(v) 
公平法§11Ⅰ(ii) 
公平法§12 

(88)公結字

第 707 號 
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公司籌備處

轉投資東台有線播送系統申請

結合許可案 

 

88.10.13 公平法§6Ⅰ(v) 
公平法§11Ⅰ(i),(ii) 
公平法§13, §40 

(88)公處字

第 127 號 
花蓮、洄瀾、嘉仁有線電視未

經許可結合違反公平法案 
 

87.4.30 公平法§19(i),(iii) 
公平法§22, §24 

第 361 次委

員會議 
鴻海精密工業檢舉美商莫仕公

司散布美國專利訴訟不實案 
*電腦業

域外案

87.11.2 公平法§19(i),(iii) 
公平法§22, 24 

第 368 次委

員會議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被
檢舉收取網域名稱費不合理案 

*網路業

管理者

表四、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有線電視相關案件情形 

 

上述案件中，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公司籌備處轉投資南桃園傳播公司與新壢傳

播公司申請結合許可案，適足以說明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與管制機

關之間這套新近形成的分工模式，亦即：有線電視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由管制

機關依法調節監控，公平交易委員會則依跨產業別的競爭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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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上的各種漏洞。公平交易委員會核准兩件結合申請的理由之中，即明確表示：

「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是以，縱本案渠等業者因結合取得較大之價格控制能力，惟亦受主管機關管制，

故本結合對收視戶權益尚無明顯不利益。結合後，南桃園經營區內之南桃園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南桃園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壢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雖為同

一多系統經營者所經營，惟鑒於現行有線電視經營家數限制，並禁止跨區經營之

法令架構下，各區市場結構均相當集中，似難逕與一般產業之市場結構相提並

論」。 

再從案件數量及類型觀察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執行公平交易

法的發展趨勢，本研究小組整理上述資料的過程中發現最近幾年案件在(1)數量

上的波動情形：民國八十五年度起作成第一件處分案，民國八十六年度計有八件

處分及結合許可案，民國八十七年度增加為十四件處分及結合許可案，民國八十

八年度迄至十月中旬也計有十四件處分及結合許可案。(2)在案件類型方面，八

十五年度及八十六年度尚以不公平競爭案件為主，八十七年度以後則限制競爭案

件（結合、聯合、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動等）所占比例明顯上升，到了八十八

年度更以結合案件（申請許可及未經許可者的處分）為大宗。由此可見，公平交

易委員會所面對的有線電視產業轉向閉鎖、事業之間的水平及垂直競爭已經不再

活潑（轉向集團化發展）91。在電信、網際網路及電子商務等產業帶來新的衝擊

之前，有線電視產業的既有市場結構幾乎不再有大幅轉變、競爭轉向活絡化的餘

地92。 

以跨產業別的一般競爭政策角度而言，有線電視產業上述結構轉變並不利於

市場開放及競爭秩序。公平交易委員會曾於「有線廣播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包

括製作業者及代理銷售業者）與有線廣播電視（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申請案

                                                 
91 迄至一九九九年中有線電視產業內的水平及垂直整合概況，參閱：官智卿（1999），前揭論

文，頁 90 以下。 

深究其實，有線電視產業生態及市場結構的轉變，與管制法令所塑造的經營條件亦有密切關係：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自開始播送節目之日起十五日內，該地區

內前項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應停止播送，原登記證所載該地區失其效力」。由於各地區業者所

取得籌設許可期限將至，八十八年度起加速系統建設以通過交通部設備檢驗程序、正式取得系統

經營許可者大幅增加，因此，同一經營地區依「登記證」暫時營運的「播送系統」業者面臨停播

命運，紛紛轉而與正式取得營運許可者結合。 

另一方面，所謂「幽靈台」無營業實績的登記證或籌設許可持有者，尤其，同一企業集團所控有

的證照持有者，亦陸續與正式取得營運許可的系統經營者結合。 

92 相關學者所從事的實證觀察，亦獲致類似的結論，參閱：江耀國，前揭〈我國有線電視第二

次管制革新〉文；以及，本報告附錄，莊春發教授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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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審理原則」中所採取的見解，似乎正足以表達其競爭政策推動者面對管制機關

時的應有立場93：雖然，「有線廣播電視垂直結合案件可能產生之利益包括：降

低交易成本、確保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網路服務等」，卻可能對於

競爭者造成被迫退出及上下游市場閉鎖等不利益，消費者權益也將隨之遭受損

害。因此，「有線廣播電視事業向本會提出結合申請時，其能否將垂直結合之利

益廣由全體社會大眾分享，並消弭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才是該會審查重點所在。

該會並且在「相關主管機關意見」項下，增列其他相關考慮因素：「結合行為有

高度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時，若基於產業政策、行政管理、傳播文化政策或科技發

展等事實上原因所必需，經由相關主管機關釋明其理由，且表示其必要性者，本

會基於行政一體原則，仍應衡量主管機關對該結合案正面支持之強度」。 

然而，在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整合的發展過程中，「相關主管機關」是否足

以為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釐訂有效管制政策，尤其，在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

法相繼納入「產業內（∕特殊）反托拉斯法」有關規範之後，公平交易委員會依

競爭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令漏洞的角色是否將隨之調整？公平交易法及競爭政

策跨產業別的特性，是否將更有助於促成相關產業順利發展出 4C整合的開放、

公平的市場結構？有線電視產業一旦轉型為 4C整合產業（或者，其中一環），則

上述問題均與管制法令架構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改造緊密關聯，形成（跨產業

別及產業內）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未來所將面對的重大挑戰。近來，公平交易委員

會就個別案件適用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之際，對於相關產業內特許制度、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監督模式及轉變中的市場結構，以及有線電視跨業經營資訊或電信相

關業務等議題，均已根據跨產業別的一般競爭政策及執法方針，試圖積極防堵既

有產業管制措施上的各種漏洞、補強各項維持市場開放與合理競爭秩序的競爭條

件所需的規範架構94。 

 

                                                 
93 公平交易委員會 87.8.26.第三五五次委員會議通過，88.1.14.第三八八次委員會議修正。 

94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九年初受理有線電視系統水平及垂直結合申請案（「群健∕威達」

案，「東森∕聯群∕新台北∕金頻道∕振道」案）審理方針，已明確就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

相關管制架構，分析既有或潛在競爭者在結合完成之後遭受結合事業排擠等相關影響，並且就結

合所獲致各項內部經濟利益是否有適當機制外部化、特許條件及特許後新競爭者參進市場所需時

程，以及跨業經營資訊及通訊市場（例如電路出租或參與經營綜合電信業務）等問題逐項提出相

關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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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展望 

我國有線電視產業不斷演化蛻變，歷經「社區共同天線」、「第四台」與「播

送系統」等不同發展階段，終於轉型為正式依法核准經營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在有線電視產業漫長曲折的演變歷程，逐漸融入 4C 整合的發展趨勢之際，

公平交易委員會與本研究小組合作執行本項計畫，主要目的即在探索：被視為一

般性市場競爭規範的公平交易法，將如何適用於邁向 4C 整合的有線電視產業。

為達成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成員分別就通訊科技、產業經濟及法律規範等

不同面向彙集相關資料，分析我國當前狀況下的問題焦點、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層

面，藉以整理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及法令執行上所涉及的重要議題，並且試圖

勾勒相關競爭議題的可能規範模式。 

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一節部分，首先依國內目前相關產業活動現況，將所謂

4C產業界定為：cable（有線電視產業）、telecommunication（電信產業）、computer 
network（Internet，網際網路相關產業）、E-commerce（電子商務相關產業）四者，

並且，依其彼此之間目前的互動關係描繪 4C整合前的（靜態）產業架構圖。該

章第二節部分，隨即說明有線電視產業分別以混合光纖網路（HFC）與衛星通信

等技術，跨業經營電信、網際網路及電子商務的可能路徑，另一方面，電信及網

際網路產業利用LMDS、xDSL等技術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可能路徑，亦於該節

中一併加以說明。 

第二章第三節部分，改從市場面觀察有線電視產業進入 4C 整合的策略。該

節就個別業者提供寬頻網路相關業務、語音及影像傳送等服務等實例，分別解析

其市場參進策略；再從多數業者之間相互結合、聯合或組成各種策略聯盟的角

度，說明有線電視產業如何透過事業外部擴充策略邁向 4C 整合。該章第四節部

分，則在各項技術可能路徑及市場策略的基礎分析之上，試圖建構 4C 整合下有

線電視產業與電信、網際網路及電子商務相關產業，以及其上游設備∕軟體製

造、內容製作∕發行等業者之間的動態發展架構，以便本研究報告第三章以下部

分，據以進一步檢視我國相關產業管制及公平交易法的實際規範作用。 

本研究報告第三章從解析（舊）有線電視法的立法結構著手，藉以觀察歷來

有線電視產業管制規範的基本架構；其具體項目，例如：法制化遲延所滋生的歷

來執法困擾、特許經營及公益負擔、股權分散及跨業限制、分區寡占、營業及費

率監督等，均對有線電視產業結構及市場競爭生態的發展留下深刻影響。至於民

國八十八年初修正通過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經整理其管制方針的調整重點，計

有：1.開放系統業者跨業經營電信事業的可能性，並概括規定另依電信法規範的

意旨；2.將「頻道經營者」刪除，改依市場現況規定「頻道供應者」；3.修正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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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組織方式與職權；4.刪除跨媒體經營限制；5.部分開放外國人投資及經

營系統；6.降低系統業者公益負擔；7.加強地方主管機關執法職務及權限 8.針對

歷來交易爭議，另訂營業監督及糾紛處理規範；以及，9.增訂水平與垂直整合管

制規範，並保留調整分區寡占結構相關規範等。 

在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規範架構之外，本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二節以下部

分，亦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透過電路出租及參與固定通信網路經營等方式跨入

電信產業的許可規範，以及跨入之後的營業監督規範加以整理分析；再就公平交

易法內跨產業別的（一般）競爭規範，以及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內的市場結

構規範、以市場結構為核心的競爭規範等分別加以說明，並且試圖釐清各項規範

之間交錯適用的可能型態。藉由上述法律規範及其彼此關聯性的靜態分析，有線

電視產業未來邁向 4C 整合趨勢下的各項競爭規範議題亦隨之而益形凸顯。例

如，本研究報告第四章第一節至第六節部分個別提出分析者，即有：寬頻網站互

接問題、頻譜的分配與指配及技術規範、電信網路傳送視訊的法律問題、以

Internet 或 cable 傳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不公平競爭相關議

題、交叉補貼相關議題等。 

本研究報告第四章第七節部分，轉而以動態的觀點，逐一就有線電視產業當

前所面臨的各項管制規範失衡及（整體）法律架構轉型等迫切問題加以分析。例

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業經營固定通信業務、有線電視「費率」管制、有線電

視「斷訊」爭議、有線電視「反壟斷」規範，以及各界熱切討論中的設立「單一

主管機關」等相關議題。各項議題之中，均可以發現其中不乏涉及有線（廣播）

電視法與電信法內各項管制規範立法規劃未周、產業結構及市場生態變化快速，

或主管機關未能有效執行法定政策目標等導致管制措施難以充分發揮規範作用

的情況95。該章第八節部分，回歸公平交易委員會推動跨產業別競爭政策、執行

公平交易法的基本觀點，就以上所提出的各項議題試圖將管制規範接合於競爭規

範，藉以澄清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跨入 4C整合之際的角色定位。 

整體而言，公平交易委員會法定職掌主要為執行公平交易法，以及推動跨產

業別的一般性競爭政策。從行政組織法的觀點而言，主管機關之間就產業競爭規

範有關職掌的劃分方式，公平交易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基本上並不排除重疊管

轄，轉而要求相關主管機關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辦理」。至於實體法律關係

方面，公平交易委員會的具體職掌範圍與權限衝突之際的執法優先次序，主要還

是透過同法第四十六條加以劃定：「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

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 

                                                 
95 相關管制法律不斷修正，亦反映產業結構方面的問題未能有效解決，導致主管機關主動提案

或個別立法委員因而爭相提出對案；繼電信法於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大幅修正公布之後，行政院

已經就同年二月間公布施行的有線廣播電視法提出修正案，主要目的即在於避免年度授權談判期

間所一再引發的「斷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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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制與競爭兩套法律交錯適用的範疇內，公平交易委員會固然可以依上述

規範釐訂執法方針；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所監督產業而言，公平交易委員會

執行公平交易法或推動跨產業別的一般性競爭政策，卻對其既定政策目標帶來一

定程度的不確定性。尤其，在具有寡占結構的管制經濟範疇之內，業者與管制機

關之間的互動關係較為密切，對於公平交易委員會執行跨產業別的競爭規範，以

及試圖將產業結構導向近似市場競爭狀態的跨產業別（競爭）政策，難免改變業

者既有營運條件而造成衝擊，進而影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熟悉的（舊）管制型

態。 

本研究小組整理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歷來有關結合及處分案

件之後發現：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與管制機關之間逐漸形成一套新

的分工模式，亦即，有線電視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由管制機關依法調節監控，

公平交易委員會則依跨產業別的競爭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令上的各種漏洞。然

而，在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 整合的發展過程中，「相關主管機關」是否足以為

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釐訂有效管制政策，尤其，在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法相

繼納入「產業內（∕特殊）反托拉斯法」有關規範之後，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競爭

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令漏洞的角色是否將隨之調整？公平交易法及競爭政策跨

產業別的特性，是否將更有助於促成相關產業順利發展出 4C 整合的開放、公平

的市場結構？有線電視產業一旦轉型為 4C 整合產業（或者，其中一環），則上

述問題均與管制法令架構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改造緊密關聯，形成（跨產業別

及產業內）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未來所將面對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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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 

 
主題：有線電視產業結構與競爭關係 
訪談：石世豪（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受訪：莊春發（中興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時間：一九九九年十月二十三日 
地點：台北市凱悅大飯店 
 
莊：其實有線電視並不一定是自然獨占，自然獨占是要講特許權的必要條件，不

是充要條件，應讓有線電視是自然獨占，從美國的資料來看，每一個系統

才六千戶，也可以存活下去，台灣為何要 15 萬戶區一家有線系統呢？是有

密度經濟沒錯。 
 
石：在經濟上看不出有分區獨占的必要？其他理由呢？ 
 
莊：是的。其他理由或許也講不過去…經濟角度上，一家經營絕對會腐化，沒有

競爭的市場廠商絕對會有獨占力濫用的情形。 
 
石：如果是數家在競爭的狀況之下，要求他負擔一些成本以外的公共任務，比如

政府、教育、公益頻道等，會不會影響整體成本結構？ 
 
莊：但是影響不大，這應當不是太大的問題，自然獨占有一個名詞「次佳性」，

是指一家的成本小於 N 家個別成本的總和，則有兩種結果，一為「可存活」

一為「不可存活」，有線電視的情形較會傾向「不可存活」的現象，若政府

管制價格讓第二家進入，可能無法存活。但如果政府把特許管制，只管制

市場進入，對價格不管制時，政府常被業者吃的死死的，像斷訊…，所以

等於幫著業者剝削消費者，像目前台北市力霸集團，給你強烈的訊息，要

求政府漲價，政府對管制成本的方式最常用是「平均成本價格」，就是建議

業者每一個客戶分擔多少成本，再加上百分比，就成為價格，最後政府就

成為業者得幫凶，過去天然瓦斯就是這樣。 
 
石：再從理論回到現在結構，目前 51 區中官方統計數字，每區家數未必少到只

有一家，雖然一、兩家的區域愈來愈多，五家的區域明顯變少… 
 
莊：這都是公平會的資料，87 年資料一區一家變成 16 區，兩家 14 區，三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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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四家 2 區，五家兩區，分別是高雄的北區跟南區，昨天跟和信的總經

理談，也是已經差不多了。吳德美的系統被砸了…，以後高雄也剩下北區、

南區各一家，一區一家有 34%，兩家的 30%、三家的 26%、四家的 6%，兩

家的 4%，後來會變成一半以上的區只有一家。 
 
石：現在這邊的家數是否都已經通過技術檢查的部份？ 
 
莊：沒有。只領有登記證而已，或者是領有登記證自己有系統正在經營的，用這

種方式算，因為系統只是暫時的，責任許可證剩下 86 張，因為基隆的「大

世界」是松山區的大成開的，已經被撤銷了，所以只剩 86 個名單，昨天我

跟和信的經理問一下，將來可能只剩 80 個，大部份地區一家，剩下地區是

力霸跟和信同時存在的，像台北市的大安、文山、內湖、松山，其他如台

中、苗栗、新竹等獨立系統，屬於獨家的，而台北縣最多兩家。 
 
石：現在的 80 家絕大多數領有登記證，如果用籌設許可去算是 87 家… 
 
莊：籌設許可是 87 家，估計未來會較少剩下 80 家，因為檢驗不通過，或被撤銷

的，平均一區 1.6 家差不多，現在新聞局檢驗全區合格的只有 12 家，部份

分區合格也只有 12 家。 
 
石：所以現在拿到正式許可只有 24 家，其中 12 家有業者所經營地區競爭對手全

部合格的？ 
 
莊：不一定，像永和裡面有兩家，同區其他業者還沒有完全通過。 
 
石：那 12 家全區已經許可的跟部份區許可的差別在哪裡？ 
 
莊：部份區許可，是網路鋪設有一部份沒問題，有一部份沒有鋪設好，新聞局稱

之「分區營運許可名單」，前者叫做「全區營運許可名單」。 
 
石：所以這 24 家可能同一營運區的對手沒有通過許可，也可能他的競爭對手也

通過許可的，兩種情形都有？ 
 
莊：對。只是用家數來看沒有用區來看。 
 
石：假設每個業者彼此間是獨立的家數是 80 家，若加上 MSO 或交叉持股的話

實際可分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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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應將和信跟力霸的抓出來不過不容易，以前松山區原有金頻道、大成跟常德，

大家以為大成是賣給常德，其實不然，和信跟力霸分別持股大成 50%，名

目上若查驗合格還是有三家，實際上只有兩個 MSO，大致看來，力霸跟和

信超過一百萬戶左右，剩下為獨立系統，有 23 家公司但都很小，不確定能

不能通過正式許可。 
 
石：理論上瞭解有線電視相互替代產品的市場，第一觀點是「區域市場」，在一

般觀點是看同業營業區有幾家業者實際上有無相互競爭，資料一區有幾家

頻道價格跟頻道品質分析，有沒可能跨越頻道地理市場之上還有另一層面

的競爭關係？ 
 
莊：可以，從公平法的分析中，應當按照分區分析，若從產地經濟觀點來看，應

當以 MSO 觀點觀察，美國 MSO 前八大…，第一名是 AT&T、Internet Service
這些公司有 1500 萬戶…Fox 有 500 萬，前六家已經超過 5100 萬，佔美國有

線電視收視戶的 70%。 
 
石：競爭結構是在購片市場的競爭力量，有沒有對收視戶的直接衝擊？ 
 
莊：沒有。購片是供給面的考慮，消費者的競爭應是指需求面部份，比如我是住

在桃園的人，就不能到新竹看電視，有地域性的差別，公平法所要規範的

相關地理市場和相關產品市場，應當只在一個區裡面較適合。如果產業經

濟學理論觀察的話，要把東森集團、和信集團當成一集合體來看，就會像

美國 MSO 方式看四家集中度多少。但若用 MSO 算獨占事業的話，應當力

霸跟和信集團都逃不掉。 
 
石：MSO 跟一般獨立業者有何差別，及跟一般用戶間有何關係？同樣技術他所

有以下系統都可用，硬體建設上也可大量採購，所以系統可得相當優勢，

開發技術也是如此，扣掉購片以外部份，他可提供每一區用戶同樣品質的

服務，是否相對上所有成本都較低？ 
 
莊：可以這樣講，這是互相…，若 MSO 有 100 萬戶，他從國外買 HBO 或 ESPN

的頻道進來後，起碼基本用戶就有 100 萬戶，或者和信跟力霸兩個策略聯

盟，透過木喬共同投資，他買的 ESPN 基本用戶就有 200 萬戶，一起分擔

總成本。 
 
石：先從購片跳到別的部份，因為跟電訊有點關係，他的機盤建構上面是否成本

更低？光是採買硬體、開發技術或是系統建構的專業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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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會。如果有 MSO 的話，硬體技術的建構確實可以達成規模經濟的效果，例

如和信最近要推動定址解碼器，他會覺得如果推動的話，系統就有 100 萬

戶，比個別的系統 7 萬戶、5 萬戶，節省非常多成本，成本在市面上大概是

3600 元購買，給消費者使用是 5000 塊押金，如果夠超過向東森這樣幾十萬

戶購買的話，價格可壓到 2000 塊甚至更，因為達到一定規模量時，定址解

碼器可以移到台灣生產，不需從國外進，所以從個別系統透過 MSO 的方

式，確實可以達到節省成本的效果，它有規模經濟的效果。但從觀賞有線

電視角度看，我不太同意只有少數幾家持有。 
 
石：以前有線電視都從分區發放執照的角度思考，其實最重要關鍵是從信號衰竭

的範圍去劃分，現在訊號衰竭原來劃區考慮是在同軸電纜，它不斷要有強

波器總有一個耗竭最大的範圍嘛！所以用這方式是技術上的極限，今若改

成混合光纖電纜的話，可不可能兩區系統互連？ 
 
莊：當然可以啦！陳百齡老師一個研究說英國同軸電纜大概是 50 公里，不是 50

公里就收不到訊號，而是減弱到不值得用放大器，所以政府當初劃分地理

區域時，以設定一個中心站畫一個商業區，差不多 20、30 公里，考量人口

數、人文地理，但若用光纖網路的話，這種市場範圍就沒太大限制。 
 
石：假設新聞局執照跟區域並未調整，可是業者經營技術上可以跨區連網，這情

況下範疇經濟跟密度經濟是否更明顯？ 
 
莊：沒錯。若能跨區經營的話，MSO 顯現的購片成本、投入成本的經濟效果外，

還展現在使用客戶數所帶來的效益… 
 
石：這是比較有趣的，因為以前分析架構基本上仍以區為範圍，以技術觀點考量，

業者即使有範疇經濟，因為受到技術上限制，要跨區經營反應出的範疇經

濟或密度經濟，都是透過其他生產投入成本的下降所反映出，現在若兩區

域可以聯合經營，條件全都改變了。 
 
莊：這回到基本的「自然獨占」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一個地理區內有線電視

不重疊才能成本最小，那是以前的想法。有線電視是自然獨占，最好線路

事前不要重疊，但若能透過 MSO 跨區經營且光纖訊號不會像以前一樣減弱

的話，事實上會達到規模經濟的效果沒錯，但是過去美國研究發現，密度

經濟確實存在，一條線路通過提供服務的消費者人數愈多，對成本降低越

高沒錯，若一城市東、西邊各有一個人口密集的系統，硬要他獨占變成一

個系統提供的話，可能變成沒有規模經濟，問題是美國許多實證研究做過，

密度經濟絕對沒有問題，以一公里為標準的話，通過的人口增加一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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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可以降二分之一以上，但是規模經濟方面研究結果發現，是存在但不

是很明顯，人口數增加一倍後，所得到平均成本只能降低 14%，若此區改

為兩家生產，也只不過能將成本提高 14%的部份而已，與其這樣還不如引

進兩家，讓其競爭以壓制價格上漲，若獨家經營雖可降低 14%成本，卻不

會把此好處反應給消費者，而且反而會用其壟斷地位用在價格上，把價格

定得較高。所以市場的廠商越多，價格應該會越低才對。 
 
石：回到 MSO 特色，是指水平市場上擁有多數的獨立產銷層級事業，有無可能

在水平上做交叉補貼，垂直面上的交叉補貼？ 
 
莊：絕對是，因為同一個系統下，哪一個區賺錢，就可以彌補到其他區降價，如

果有競爭者的話，他一定會這樣做。 
 
石：也就是交叉補貼不但在垂直面上會有，在 MSO 的情況下，水平面照樣會？ 
 
莊：會，一樣。只是政府制度上驗證分成不同的區，可以想像成 MSO 是一個大

公司有 A 部門跟 B 部門，A 相當於台北松山區，B 部門相當於內湖區，如

果內湖區有別人競爭，A 沒有人跟他競爭，如果賺錢就會補貼另外一個區

一樣，把對方趕出市場為止。 
 
石：假設一業者不但使用 MSO，還垂直整合頻道、甚至下到電信基磐，還有其

他附帶加值型的通訊或資訊服務，以有線電視來看，他最可能以哪一邊的

利益補貼要進入的市場？ 
 
莊：應該是看他原來策略，因為他可能用有線電視賺到的錢補貼要進入的電信市

場。 
 
石：是不是因為有線這邊要申請執照，別的新進申請者被法律攔住？ 
 
莊：基本上特許事業是他市場的進入沒有的話。一般來講究會有暴利，唆使他進

入別的市場時用這邊暴利補貼。 
 
石：就現在情況說，有線電視有做價格管制，各地方政府對抬價部份核准上都有

點遲疑，這會不會妨礙 MSO 業者用補貼其他的新進市場？ 
 
莊：這很難有定論，如果業者有辦法透過平均成本定價法，或價格管制灌水的方

式，他還是可以取得相當大利益，政府在這種對抗情況下，通常是佔劣勢，

在訊息不對的情況下，政府只能粗略的從皮毛上測定業者報價是否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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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天然瓦斯這種特許事業，大台北瓦斯曾經誇張的報過一個員工一年的

訓練費是 1600 萬，可見問題嚴重性，政府難用這種方式達成價格管制目的。 
 
石：有線電視同時有很高的退出障礙，例如原來投入的固定成本，在結束營業時，

是很難轉手的，如此已經在裡面的業者會不會全力一搏，尤其獨立系統業

者，會不會構成 MSO 在犧牲有線收視戶補貼新進市場時企業策略的操作？ 
 
莊：一般來講 MSO 要壓制獨立系統其他廠商時，不會全然用廝殺的方式，因為

廝殺是最後的一搏，殺到最後結果還是會妥協，結果就是 MSO 將其收購，

所以那些固定資本都不會自然消失，只是所有權換另一個人，就是 MSO 的

老闆，還是不會丟掉。 
 
石：另一面向，假設有線市場是壟斷或寡佔性競爭，加上有法令的進入障礙，所

以 MSO 業者可能拿收視戶較高的收視費來補貼最近要打入的新市場，但若

有獨立業者存在，MSO 做此動作會有顧忌。 
 
莊：如果個別市場有其他非 MSO 的系統，可能價格漲不起來，就得不到高額利

潤，86 年 6 月官方資料，一區一家半年繳的平均費率是 3267.3 元，如果為

兩家的話，為 2998.4 元，三家的價格再降為 2664.5 元，四家則稍微調高為

2762 元，五家降為 2422 元，可見市場有競爭價格會不斷下降，最近我把收

視戶數、頻道數一併考慮，發現跟價格皆無關，因此價格最重要影響是市

場家數。如果以全年費率觀察，一家 6063 元，兩家是 6134 元，三家 4846
元，四家為 5275 元，五家 4484 元，這趨勢可見結構很重要，有競爭，價

格很快下降，官方和民間資料皆如此…。如果問我政策上基本的效果，還

是要市場競爭管制是比較管用的。 
 
石：假設 51 區都可以有新進入者，甚至有一大到可同時進入 51 區的超大 MSO

的話，這種結構是否更為開放？ 
 
莊：對。所以我希望中華電信趕快來攪局，第一、他相對於東森、力霸來講，是

打不死的蟑螂，他不會退出，財力也不輸他們，可以保存一區兩家，符合

公平會的競爭政策，一家起碼要有兩家競爭，但我發現一區最好要有三家

競爭效果最大，能達到有效競爭。 
 
石：如果把區域放大的話對獨立業者有什麼影響？因為對 MSO 的影響相對上較

小嘛！ 
 
莊：那些獨立系統會比較可憐，相對大的區域他市場佔有率比較小，每一個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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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負擔的固定成本比較高，但是其他 MSO 負擔會較便宜，節目來源的垂直

限制所帶來的效果也反映在上面，所以台北市松山區的「大成」所以賣掉

主因是兩大集團的夾殺。所以獨立系統除非在一些小地方像苗栗、南投，

苗栗北區大約 3 萬戶，南區 4、5 萬戶，南投才 5、6 萬戶，沒什麼利潤可

圖，財團也不願意進入的才能夠苟延殘喘。最好中華電信進入，收購所有

獨立系統，最好台灣將來變成三家競爭，每一區都有三家系統，結果就會

像我研究的結果一樣，這也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每一個系統佔全中華民

國收視的 1/3。 
 
石：目前有線電視主要的是節目，如果�面跑的不只是節目，競爭關係會不會比

較複雜？比如系統單純作通道業者，沒有做套裝節目或購買頻道節目供給

收視戶，這種條件下，獨立業者相較於 MSO 情況是不是較為惡劣？ 
 
莊：對。等於多角化經營的企業面對單獨一種產品的企業經營，單一產品的自然

站下風，MSO 就像一個綜合醫院，獨立系統就像專科醫院，如耳鼻喉科、

牙科…，大概是很難生存下去，這也是市場淘汰的結果。 
 
石：所以目前各地獨立業者也朝向互動型態的方向發展，桃園地區就有業者進行

cable phone 的新型業務，他們出來的可能性大不大？ 
 
莊：這是窮則變、變則通，為了生存有任何生意當然都會做，但是成效是否達成

原先目的存活下去，我比較懷疑，不過以市場來看說不定也可以活下去，

因為有一個封閉性，那個區域就是他的獨立系統，譬如將來全省光纖網路

要連結，總要通過他的光纖，他也可以出租給全國性光纖網路，也可以成

為通路業者，所以要看後來結果，目前很難預測。不過台灣或美國都是透

過跨業經營挽救獨占的現象；雖然，美國也做得並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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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2/7  7:30-9:00 pm 

地點：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7F 

出席者：莊春發副教授、石世豪副教授、蔡志宏教授、劉崇堅教授 

謝美如、林艾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石：禮拜天陳光毅說有線電視法 22 條綁住他們不能進電信事業，這是小鼻子小

眼睛的立法，我倒過來問他，就法條來說，是綁住電信業者不能玩有線電

視吧！另一個問題是，法律上到底要不要讓電信業者再去申請一張有線電

視執照並不清楚，照目前有線電視法分區申請執照要找新聞局，可是業者

若說在電信法上已經有第一類電信事業的執照，為何要申請營業執照，現

在我根本不排頻道，單純傳頻道訊號，仍然是做第一類電信事業，如此中

華電信就可以直接下去做。 

莊：事實上商機很大，如果各地都成立系統商…懂我意思嗎？ 

蔡：中華電信裡面不能成立一個部門，專作現在有線電視系統的節目部門，只能

把頻道、技術弄好，然後可以對外出租，看誰來競標…. 

劉：對不起，我不太清楚，系統業者跟頻道業者都需要申請的，即使申請的話有

什麼條件不讓申請者通過？ 

石：系統營業許可的申請非常嚴格，整個有線廣播電視法基本上在管系統，頻道

只是單純規定節目供應事業，現在則被納入衛星廣播電視法內規範，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的另外一條規範在廣播電視法裡面，一個在衛星、一個在廣

電。如果今天我跑有線的線纜，只送訊號而不做任何頻道節目的內容，提

供 capacity 幫忙傳 video，中華電信根本連一張執照都不用，就可以用視訊

傳送技術進入有線電視市場。 

劉：德國的資訊服務法是不管什麼媒體全部都管，日本的電視事業如果要進有線

電視，隨時來申請，並接受有線電視那一套規範，所以是三套規範維持，

任何人要跨越，就進到那一行接受規範，他們不定新法，若照這個精神來

看，中華電信要進有線電視，其實也就是開放任何人都可以申請… 

石：這是第一種模式，他仍然申請有線電視系統執照，得寫很厚的申請書，然後

拿到的還是分區執照，非常不利，因為分區之後全國不能超過三分之一，

而中華電信一搞就是全國的。中華電信如果老老實實申請執照，最多拿三

分之一，而且要寫很多計畫書，另外還為了要符合「股權分散」的規定，

找一大堆人來合資經營。如果走第二種模式，按電信業務傳遞視訊，根本

就是電信業，不必去申請執照，問題是誰要去跑那些節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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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這是法規上先天都大漏洞…？ 

莊：這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帶來的空間。 

蔡：現在不管有線電視業者或廣播、電視台，為擴展聽眾群到原來區域以外，用

電信網路或網際網路是一種直接的手段，所以中華電信把 Hinet 服務跟

ADSL 結合，再透過 ADSL 將全國電台撥給你…。當這業務可以成立時，

而且中華電信發現他並不違反廣電法時，從音訊編成視訊時，他又違反了

什麼？ 

如果中華電信插到 ADSL 的 BOX，ADSL 又插到 Hinet，Hinet 又把全國電

台都連起來了… 

劉：這等於多一套 audio，全台灣的 network 就出來了，這套系統又取代了原來

cableTV 的那套系統… 

石：這顛覆掉無線廣播的整套系統，因為我透過 internet 傳過來，政府能拿我怎

樣？我不拿廣播執照是正常的，現在如果再透過 internet 傳 video，政府也

不能怎麼樣，這是 telecom 啊！ 

莊：所以這不是法律漏洞，也不是法律沒考慮這個，是那時候技術沒想到還有這

空間。 

劉：我沒辦法理解一個問題，現在電信網路跟 cableTV 的這套軟體，這事實上看

得到， internet 的東西到底存在哪裡？ 

蔡：是存在於第一類跟第二類電信事業的 infrastructure 上。 

劉：infrastructure 的部分只有兩套東西，傳統的就是過去電信跟現在的兩套東西，

它是架在原來用途上的另一用途，基本上可以這樣猜嗎？ 

石：以前在類比訊號下，audio 跟 video 根本是不一樣的，現在都是 digital 的話，

他們都是 file 根本沒有明顯的區別。 

莊：那個 infrastructure 存在的話，可以把聲音、影像透過它傳到各地去，變得所

有電訊、communication 的東西，都可以透過通路傳遞，所以剛剛石老師說：

中華電信可以說，我只是幫忙傳訊號，我沒有做節目啊！以後就有很大的

空間。所以說不只是三分之一，中華電信可以不要按有線電視法做，所以

也不受這方面的限制。當然，中間還有力霸和信，也不一定可以真的拿下

三分之一；此外，還有獨立業者。 

劉：如果此機會存在，中華電信可以把這套設備給什麼人用？ 

石：中華電信只提供通路而已，打電話的人是使用者，接電話的也是使用者，如

果放訊號來的是頻道業者，而收訊號的是用戶，那麼並不關中華電信的事

情。只要政府不知道裡面跑什麼，都不違法。 

蔡：這是講技術上的可行性，在經濟上的可行性是當某一區的系統業者，對頻道

控制與價格操縱都淋漓盡致後，除了衛星跟 LMDS 這種經由電信系統或無

線方式進到一區域外，就沒辦法進去，且政府也不管了，我認為從市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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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來看，自然會創造誘因，消費者有足夠強大的需求讓這兩者進入。這在

國外可能沒有看過這種現象，台灣會變成第一個地方。 

莊：沒錯，因為直播衛星對系統只是部分取代，系統空間已經可以壓縮到這樣，

幾乎把系統完全控制在手上，一般人要進入很難，除非技術上的發明，我

剛剛講這是很大的商業上利潤，只要到處申請、到處寫企畫書，只要有執

照… 

石：只要用原來第一類電信事業執照就好了。…他原來是舊的電信架構，頻道業

者原來就有節目供應事業的執照。 

蔡；他只是一個 subscriber 賺其他 subscriber 的錢，類似像 0204 這樣的東西。 

石：就只提供通路而已根本不做其他事業。 

莊：比較投機的作法是這樣子…。 

石：這個想法以前有想過，這次訪談有提到中華電信進來的可能性，另一想法是

陳光毅提醒的，他常說：AT&T 可以去買 MediaONE、TCI…，自由跨來跨

去，我想：你怎麼看都像 TCI，像 AT&T 的應該是中華電信，整個例子倒

過來看其實東森是非常不利的，今天是因為中華電信是國營事業動不了，

如果政府一放手，中華電信早就殺過去了。 

劉：如果 LMDS 還有衛星等等，現在大家都投進去做有線電視，事實上全部都

是 通 信 的 東 西 ， 這 些 東 西 做 下 去 ， 台 灣 會 有 幾 套 中 華 電 信 之 外 的

infrastructure? 

蔡：沒有人知道，要經過市場驗證…你是只有幾個 infrastructure 同時進行還是說

幾種技術同時進行？ 

劉：兩種答案都要。 

蔡：infrastructure 的數量跟固網執照有直接關係，有幾個固網執照就有幾套

infrastructure，有幾個執照擁有者，就有幾套 infrastructure 同時進行。 

石：LMDS 要用到 spectrum，頻譜本身就是會限制家數… 

劉：那個會放在多大的頻譜範圍內？ 

蔡：28 到 30 幾 giga，很高。可是現在國外廠商基本上有非常豐富…，在台灣現

在作 LMDS 的試用有三家公司，台北是在台大，還有中央大學，新竹有交

大、海洋，他們兩個一起合作，所以如果以試用來講，就有三個地區同時

進行。不過你剛剛是問，全台灣的 access network 會有多少種同時進行，寬

頻的無線電取向 LMDS，像是插 ADSL 或 XDSL 然後 cable modem，這三個

會共存一段時間，但比重多少沒有人知道，在國外預測是 cable modem 比較

高，LMDS 是第三的，衛星部分也有人提幾個真正數量少很多，對於網際

網路或電信來講，可是在 video distribution 來講，這些最保守的是 ADSL，

而 cable 是原來就有的。 

石：我想中華電信進來的方式，是以廣告為主的頻道，因為它原來就是要越多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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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看，就能從廣告收到絕大部分資本，如果是以授權金為主的頻道就比

較吃虧，不太可能走這條路，因為資本回收部分，中華電信要付他錢，不

然的話要從收視戶收到錢，傳輸方式要比較特別，不是一般的通訊方式就

可以解決，中華電信進來的時候，可能在這個地方有差別，除非他自己做

ADSL，就是他進來的路徑，可能稍微有點出入。 

蔡：可是將來整個固網業務開放以後，會有 AT&T 這種動力的，第一個想到這種

東西的不見得是中華電信，民間的電信業者比較積極。 

莊：從民營的活潑力或創造力來說，你講的沒錯。看中華電信民營化以後的表現，

如果之後脫胎換骨，或許能看出這些商機，但照我的預測，可能民營會先

去做這些東西，然後使得中華電信不得不開發這個市場加以對抗，這樣就

可以平起平坐了。 

劉：是不是將來有可能消費者對目前收視、付費方式不滿到一個程度，另一業者

提供新方案時候，消費者會賭一口氣認為一定要換… 

蔡：有非常大的可能，我上次調查問卷，有非常大可能會這樣，像中山區只要找

到替代品，也會跑掉六到七成，甚至不看的都有… 

劉：這個門檻到什麼時候，另外一家進來時客戶會歡迎。太平洋衛視現在進來是

不是一個好的時間點？ 

莊：可能是，因為台灣能被收購的系統已經差不多沒多少了，前陣子我聽到某個

系統賣給外商，賣了很好的價錢，大概十億…，原來全台灣一直恐怖平衡

的只有高雄，北區五家南區五家，但很可能很快的高雄剩下南北區各一家，

變成這種情形時，就是太平洋衛視進來的最好時候。 

石：這是從供給面來看，如果從消費者那邊分級付費的資料來看，現在太平洋衛

視每個月 999，連付費頻道都是先送人，所以 999 包括設備費、付費頻道，

節目收視費，這樣 24 個月。 

莊：差不多跟 set top box 一樣，我當時把 set top box 算成 2400 元，我叫他們一

年要還掉，就是每個月交 200 塊，或一次繳打折為 2000 塊。 

石：當時收視費 600，加上 200 等於 800，其實跟太平洋衛視差不多。 

莊：在我的資料中，八十六年在板橋還有台中就有 800 塊一個月的，只是後來新

聞局把他設成 580 才降下來。所以如果收費差不多，我個人覺得太平洋衛

視進來會是好時機。像最近公平會處分台北市 13 各系統同時聯合，罰了一

千七百五十萬，當然至中間牽涉到政治，…消費者平常看的只有八到十個

頻道，所以可以建議太平洋衛視讓頻道精緻化、高級化，這樣可能拉到的

觀眾多，因為開始有人反應不需要 80 台，只要 20 台品質好一點的，所以

除了設備費、成本外，最重要的還是頻道。 

石：這個調查裡面有沒有系統業者更新線纜成本的項目？因為原來線纜系統可以

傳送的頻道不多，而且頻道品質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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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當時業者在台北已經快要收購完了，因此只是要我做分級付費的條件… 

石：他成本上有沒有提這個部分像東森口口聲聲說他們在作混合光纖網路的有關

HFC 部分… 

莊：他好像有提供，但不知道是否可靠，…，我看和信給我的資料，現在已經七

萬五千戶，去年是七萬兩千戶，鋪的時候花掉四億三千萬，執照給九年，

算起來攤付的每月金額大概五十至一百塊。 

蔡：他的光纖折舊用幾年？ 

莊：他們用九年、用執照算。 

蔡：可是光纖不是用執照算的啊！執照如果可以更新的話，用十五年都可以用。 

劉：如果現在系統業者都各區獨佔，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進來，以他的研究一個

區三家可能是最適合，而且還可能最後三家都是不同系統… 

蔡：如果衛星電視為一種系統、既有的有線電視為一種系統，將來不管是新的故

網業者或中華電信，他在電信網路上傳遞有進到這些用戶，就自然可以變

成第三家。 

謝：請問傳統的電信網路跟 HFC 是不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蔡；可以互連但不能結合，因為 HFC 是一個完整的架構，電信網路也有完整的

架構。 

石：他們分別是網狀跟星狀兩種不同傳輸結構。 

謝：有線電視系統要進入固網，原來的 HFC 可以用原有的資產計價嗎？ 

蔡：這是交通部認定的（政策問題）。那不是技術問題，連經濟問題都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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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記錄 
 
日期：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十日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大樓教師研究室 
受訪人員：吳秀明副教授 
訪談人員：石世豪副教授 
記錄人員：謝長育 
 
 
石：公平交易法在去年初經過不小的修正，第二十四條雖然沒有修正，但實際上

執法過程的變動也蠻大的，它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概括條款，也就是「其他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之禁止」。另外可能跟產業管制有

直接關聯的就是第四十六條，這兩條也就是市場競爭規範與產業管制規範之

間互相搭配的問題。我們看到在德國不管是廣播電視或是電信業，也有這兩

條法制搭配的問題；在我國的實際運作上面，不管是有線電視或是電信業，

影響市場結構與競爭行為最廣的即是公平交易法，這也是今天訪談的主要原

因。我們先從第四十六條談起，有人把它當作所謂的經濟憲法、經濟基本秩

序，或是所謂一般性競爭規範的地位，不知您對這樣的說法有何意見？ 
吳：第四十六條經修改之後，內容為「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

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從其文

義看來，似乎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即公平法相當於經濟的憲法，任何法律若

與公平法意旨有所牴觸，則不適用該法而適用公平法。經過這樣機械性的操

作，那麼公平法所包括的壟斷、結合等等限制競爭的規範，事實上是其他產

業的法規所許可的合法行為，那麼這樣算不算是牴觸公平法的意旨呢？從文

義上上看來似是如此，但我們不能僅從文義上來看，而必須從許多方面觀察。 
首先應從立法的理由和過程來看才比較完整，我個人認為其在立法宗旨中明

示，若其他法律有規定則排除公平法的適用，也指出公平法是要確立經濟基

本法的立法意旨。然「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並不表示完全排除其他的產業

法規，應該要考慮其他產業法規立法的時間和理由，同時調和競爭政策和產

業政策以促進整體經濟利益為目的。我覺得可以肯定的是，立法理由中「確

立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的立法意旨，這一點指的應該是確立公平法所欲打

造的競爭和市場的機能應為原則性的經濟秩序，但不表示在法律的適用上，

公平法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和排他性。 
石：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於公平法，是所謂事務主管機關，因此相對上會比較熟悉；

但刑事或民事在普通法院訴訟時，可能比較偏向特別法跟普通法之間技術性

與機械性的操作關聯，畢竟他們不是事務主管機關，對市場競爭秩序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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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偏向於法律釋義的層面，去看規範本身的優先性。您剛提到立法時間的

問題，公平法和有線廣電法很湊巧都是在去年二月初公佈的，時間點上難以

明確地區分。相對於一般性的市場競爭規範來說，所有的產業法都是特別

法，是特定一個市場的規範，在法律的適用性上論斷似乎有些困難。對法院

而言，是否可能偏向採用技術上較容易操作的一般性原則？例如公平交易法

即較產業管制法來得容易操作。 
吳：在實務上的進行的確可能如此發展，但這涉及到適用法律需遵守一定原則的

問題，倘若法院違背了適用法律的基本原則，那麼在上訴或非常上訴時即有

可能被駁回。我想這分為兩個層面，一是理論上公平法和產業法規到底要如

何適用；二是倘若這套適用規則極為複雜，困難性很高，那麼實際運用時公

平會、法院的操作可能也會有問題。 
石：普通法院即使到了最高審級，還是在同樣的思考邏輯之下。經濟基本法是一

套市場最根本的法則，在法律操作上，法院是否可以區分得這麼細，或是產

業規範與競爭管制工具之間的搭配問題，這就涉及了實質的判斷。 
吳：法院當然不會區分這麼細，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共識，所謂經濟基本法並不

是把公平法提升到經濟憲法的位置，還是應依照普通法和普通法之間的適用

理論和方法去看這個問題。所謂「經濟憲法」在德國也有不同看法，狹義而

言，是指憲法位階的規範，對整體經濟產生的約束；廣義而言則包括對經濟

秩序的基本架構、原理原則有影響力的法律都屬之，一般我們採狹義的觀

點。總之即使有經濟基本法等種種名稱，但從各個觀點看來，我們並不將公

平法提升到憲法的位階，因此還是要用普通法跟普通法的關聯去解決，至於

如何解決就是一大問題。以德國為例，採取以競爭法之條文清楚劃分各個領

域適用法律的方式來解決。 
石：現在在德國電信法中似乎有規定，電信法的主管機關是郵電總署，在競爭事

項上必須協同卡特爾署一起辦理，等於是立法者直接要求主管機關要去協

調。在公平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涉及他部會之執掌者，由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理之，您認為這算不算是對四十六條的程序與執掌上

的指示？ 
吳：我認為第九條第二項，的確是實現公平法作為基本性和原則性法律的管道之

一。公平法雖然是普通法，但它對其他的產業法規有一些影響的管道，第九

條第二項就是一個管道，讓公平會可以透過商同辦理的方法，而說服或影響

主管機關採取比較符合經濟基本法立法意旨的舉動。舉例而言，在油品的管

制法規方面，中油曾經為因應油品的全面進口開放，而藉與加油站簽訂契約

的方式，先掌握了下游通路。如果此法真的奏效，那麼開放油品進口也沒有

用，市場已被中油所封鎖，這當然與公平法的立法意旨有所衝突。但其又有

特別法上的一些依據，因此公平會便利用第九條第二項跟經濟部、中油商

量，把契約的時間縮短到全面開放的那一天為止，這就是一個具體的表現。 
石：第九條是屬於行政組織法上，職權劃分跟協調的依據，一定也涉及了機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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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間內部程序的安排。回到實體法的規範，同樣一件經濟行為，它的法

律規範依據到底是公平法還是管制法，您剛提到應用普通法規範衝突的處理

原則以解決這種多重規範皆可適用的問題。另就目的來看，公平法第一條揭

示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繁榮等立法

目的，有一種說法認為，競爭只是促進安定繁榮的一種手段，當其他手段也

可以達成促進安定繁榮的目的時，不一定非採競爭不可。而管制法與競爭法

協調的一個目標，就是不透過競爭也可以達到競爭的效果，這才是兩個同樣

功能的法律制度之間的選擇問題。您認為在管制法與競爭法的協調過程中，

誰可以做成決定？而其在實體的決定上又該如何去選擇？ 
吳：我國在法律適用的實體考慮包含許多項，譬如其他法律有否明文規定、特別

法與普通法的衡量、立法時間上是後法優於前法等等，這都比較容易，最為

困難的是立法目的的部分。包括公平法第一條揭示的立法目的，都是些比較

模糊的目標與價值，我認為在判斷時可依個案的情形授權執法機關有彈性的

處理。同時既然明示要調和競爭政策跟產業政策，可見競爭政策並不是獨大

的，但其是基本性原則性的，也就是產業政策要盡量使市場趨於競爭，亦即

管制方面如無必要應盡量減少，競爭之空間則應擴大，這些都是經濟基本法

的投射作用。 
石：立法者在選擇政策工具時，大的方向上選擇解除管制，用一般的市場競爭秩

序替代產業的管制工具。一方面說要解除管制，另一方面卻又制定了許多產

業管制規範，管得更為細緻，要如何解釋立法者所表現出來不同的立法意

志？ 
吳：這就是立法者的裁量，在面對經濟的自由化亦或管制的抉擇時，在憲法容許

的範圍內，立法者有其自由裁量的空間。立法者本身應盡量追求其政策的一

致，比較不宜如你剛所描述，一方面要促成自由開放，一方面又大肆擴張產

業管制的範圍和程度，否則政策是有所矛盾的。 
石：我們常常假設立法者創造的法律秩序是內在一致、不相矛盾的，包括執法機

關的行為亦不應相互干擾約束。但實際上這是經常發生的，特別是管制法

令，有時不僅是從產業經濟的觀點出發，甚至涉及了勞工政策、文化政策和

社會政策等等，如此是不是一定程度上，必然會產生法規內部的緊張關係？ 
    此外行政機關之間亦常互相競爭，涉及了業績與預算的範疇，也就是說，管

制者自己都處於一種市場的狀態之下，只去實踐最容易達到的政策目標，而

最困難的行政任務卻無人聞問。 
吳：如果各部會的目標與執行出現歧異時，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跨部會的機制去

協調整合，現今主要的譬如經建會，常常是自由化臨門一腳的推手；更高層、

握有最後決定權的就是行政院院會。談到院會就涉及到公平會的另一定位與

功能，也是表現經濟基本法意旨的另一管道：公平會是一個獨立委員會，同

時又是行政院會的一員，在執法時盡量保持其獨立性，但在政策推動時又可

參與內閣運作；且依據公平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公平會確有這樣的執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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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因此依法可以試圖去影響其他部會的政策。最明顯的實例即是「四六

一專案」等解除管制專案的推動，公平會選擇了十幾種產業作為優先推動解

除管制的目標，證明公平會確實可往這樣的方向努力。然最大的問題在於，

公平會無法掌握最後的決定和支配權利，於是推動上可能遭遇若干困難，而

只落於提供建議，用供酌參的作用。這就是目前的狀況，公平會還是應當繼

續努力，發揮其價值以及功能。 
石：接下來有兩個延伸性的問題，一是公平會作為一個獨立的行政委員會其獨立

性到底能否充分地發揮？二是公平會作為一個獨立超然的行政機關，在整個

行政體系的架構之下，是否可以發揮其功能？一個是對外、一個則是對內，

在這兩方面公平會的表現似是批評者眾而贊同者寡，您的看法如何？ 
吳：我個人感覺，公平會在具體個案的執行上，的確是相當獨立的，也就是說沒

有任何機關或個人，可以利用某種制度上的管道去影響公平會。若論及委員

的產生，若干程度當然還是受到院長的影響，但在政黨比例等方面，法律仍

做了一定的控制，因此這個問題基本上比較小。較嚴重的是，公平法沒有一

套明確的程序規定，因此還是適用一般行政程序的規定，故制度上雖然是內

部獨立決定，但決定形成之後則要面對行政爭訟程序上的一個缺口，也就是

行政院的再訴願委員會，可以否決公平會的決議。不只做適法性的監督，連

內容本身的妥當性都可以進行審查或調整。在一般的案件也許不會面臨干

預，但我們也不排除在某些重大的案件，財團可以跨過公平會，直接去影響

行政院，促使行政院封殺公平會的決定，在制度上確實還有這樣一個破壞公

平會獨立自主性之管道，這是問題所在。 
石：以美國的獨立委員會為例，架構上就是在三權之外，也不容易受到總統或上

級的約束，並等同於是一個準司法機關，德國也有類似設計。而我國雖然在

組織上有這樣的地位，然程序未給予相當的配合，因此表現不出一個獨立委

員會該有的作用。 
吳：內部決定是否要司法化，成為類似司法審查的三面關係，這是一個問題；而

由誰來審查公平會之決定，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在我國是行政院還有一個審

查公平會決定的機制，而在美國、日本、德國等，都是直接到法院去裁決，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別。我認為不論內部決定是兩面關係或者三面關係，

這一點一定要有所更動。 
石：那問題可能演變成，如果下一階段進行到司法程序審查委員會的決定，這時

候會集中在適法性的問題，而非事務性的部分，因為法院的專長乃在於適法

性的問題，至於經濟上實質的判斷法院通常不會介入。 
吳：如果涉及到政策判斷，那當然會牽連到法院審查權限的問題。法院的確會比

較集中在適法性的判斷，如果是政策性的判斷，法院通常要不是沒有權限干

預，就是會盡量尊重行政機關的判斷。 
石：有線廣電法第二十一條，也就是所謂壟斷條款；以及有線廣電法第三十三條，

有關重新公告申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執照的規範；還有有線電視法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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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可以控制的頻道數額不得超過頻道總數的四分之一。這三個規範涉及水

平及垂直整合壟斷的限制，非常類似公平法中獨占、聯合以及結合的規範，

您認為像這樣的條文已經具體明示在有線廣電法中，是否公平會就可以退出

這類案件的管制？ 
吳：這涉及到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的問題，到底四十六條的規定的阻卻違法還是阻

卻管制？四十六條代表一個行為是違反公平法，可是因為有其他法律的規

定，而可能阻卻了它的違法。阻卻違法跟阻卻管制有時是可以區分的，我們

可以令一阻卻違法的行為，雖然不適用公平法，但公平會基於競爭主管機關

的地位，可以做一些濫用行為的控制。德國就是這樣，雖然是除外，但可以

雙重管制，意思就是阻卻了違法，但不阻卻其管制。拿到我國來看，公平會

面對管制法規，是否可以阻卻違法而不阻卻管制，讓公平會可以適當地介

入？這裡就產生了一些爭議。我個人的看法是，德國之所以可以實行不阻卻

管制，是因為法有明文規定，提供了管制的合法性。在我國一但除外了之後，

就是除卻了違法也除卻了管制。 
石：就技術來說，第四十六條的條文是說「不適用本法規定」，也就是說本法賦

予公平會的管制權限全部都不適用，是不是關於二十五條一項一款，一般政

策的擬定權力亦被排除掉了？ 
吳：新法的文義是說「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已非你該剛剛說的「不適

用本法規定」，所以當中其實是有解釋的空間，要看當中優先適用他法而不

適用公平法的範圍到底有多廣。至於公平會依公平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擁有之一般政策之擬訂職權，應不能全面被管制法所排除。第四十六條

所指之「排除」，應為對於特定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適用公平法之排

除，應不能排除公平會在政策上檢討管制措施之安全性的可能。 
石：那技術上來說是不是應把管制區分得更為細緻一些，像結合管制和聯合許可

是一種介入型的管制，獨占則是濫用型的管制。我感覺積極介入型的管制和

結構性的管制，跟管制法之間似乎是比較互相排斥的，因為管制機關已經介

入了市場進入者的數目和分配，以及其上下游的關係，公平法上的結構管制

可能反而會沒有，而退到第二線行為濫用的管制。也就是結構管制和事後的

行為濫用管制區分成為兩個階段，這樣可能造成結構部分的違法性不存在，

而濫用行為上的違法性依然存在。我們看到目前大多數的濫用行為管制是取

締，也就是以其濫用行為的違法性為前提。 
吳：這牽涉一個問題，第四十六條規定產業的管制法可能排除公平法的某一項禁

止，但不表示將公平法整個排除。因此可能結構的部分適用特別法的規定，

但其獨占若產生濫用行為，而產業本身法規沒有這方面規定的話，那還是有

公平法適用的空間。舉例而言，有線電視系統的不實廣告，這並沒有在產業

的管制法中排除，故一樣適用公平法。因此關鍵應該在於，管制法中對這個

問題有沒有特別規定。 
石：新修正的電信法加入了許多獨占行為濫用的規範，且規定非常特別，包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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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樞紐設施的濫用等等，這會不會連公平法第十條都排除掉了？ 
吳：有可能。所以在這邊就必須很細緻地，對於各個法規適用的範圍和對象做一

個釐清。 
石：可不可能公平法會退到一個補充性規範的角色，比如說濫用型態不在電信法

第二十六條明確規範的類型當中，但用一般的競爭規範來說，它還是濫用它

的市場地位，在倫理層面應給予非難，且也奪取了交易上不當的利潤。這樣

公平法是不是反而成為一個補充性的規範？ 
吳：的確有可能如此。管制法如果有規範，規範的又只是一部份，如果認為不去

管制對於市場、經濟各方面的發展不利的話，在解釋上的確有這種可能性，

讓公平法做為一個補充的地位。 
石：舉一個假設性問題，這在現今台灣發生的可能性蠻大的：假設主管機關怠於

執行主管法律的一些干預措施的話，公平會可不可以從第二線躍居第一線直

接介入管制呢？像電信法第二十六條，很多行為的認定是由電信總局，也就

是主管機關來做的；有線廣電法則規定由新聞局來做。假設電信總局或新聞

局，也就是所謂管制機關，因其與管制對象間的直接關係而不便於執行或是

沒有執行，但我們發現市場傾斜或對消費者的利益剝削已經出現，公平會可

不可以去執行公平法呢？ 
吳：產業法規所規範的範圍有時候並不是那麼明確，在要件的解釋、含括範圍上

就很模糊，有許多爭議。於是可能形成一種現象，就是越接近其灰色地帶，

主管機關表現越怠惰的時候，公平會就越傾向將之納入管理的範圍之內；可

是越接近產業管制核心的範圍，若公平會越俎代庖去做的話，正當性合法性

就會遞減，我們可以預料未來將會有一些相關的爭議出現。 
石：以比較法的例子來說，從電信和廣播電視業，在德國和美國都有一些例子，

他們的競爭主管機關都蠻積極主動的。像德國自 一九八四年開播商業電視

以來，其卡特爾署是不斷在監督廣播電視業的發展，且主動去干預過很多案

件，甚至拿公共電視開刀。FTC 在 FCC 主管廣電業務的情況下，還是介入

了這個產業部門，且是進入非常根本的結構性調整部分，若干案件中，甚至

在 FCC 還未表示意見的情況下就積極介入了。在現今的行政氣氛下，公平

會有可能如此做嗎？在法令執行上是不是會產生什麼問題？ 
吳：這涉及到各國機關與機關之間執掌的分配問題，像德國本就賦予卡特爾署某

些權力去執行濫用控制，因此它介入的正當性及合法性就較強；而美國的

FTC 是一個獨立委員會，並不像我國是屬於行政院會的團隊，它獨立性很

高，因此機關與機關之間的衝突可能會容易表面化，而在我國很可能在行政

院的層級就被解決掉。故我認為在我國執法上的衝突一定會有，但因各部會

均為行政院會的一員，且並沒有很明確的執掌區分規則，所以有較大的運作

空間，可以透過院會或跨部會之機構來解決彼此之衝突，實際運作情況較難

以預測，要看當時內閣的生態及其政治運作的情況。 
石：假如我們成立一個類似 FCC 的委員會，將所有電子通訊的管制業務全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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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一個主管機關底下，且依照現在各界的期望，也希望把它設立成為一個

獨立超然的委員會，甚至功能跟職權或強過公平會。假設它成立之後，公平

會要如何與之互動？而公平會的若干職權與功能是否會為其所吸收？ 
吳：公平會從公平法公布施行之後，一直都在面臨這些問題。我想若類似 FCC

的委員會真的出現，公平會還是會依照既有的原則去辦理，也就是根據四十

六條與第九條第二項去做決定。若某些權限有特別的法律規定與管制機關，

公平會或許就會將之放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公平會還很樂於見其業務減

少。舉例而言，同樣是媒體的不實廣告，公平會目前只去管制平面媒體，電

視廣告因有先審後播的規定，故其認為已有特別法規以及專業主管機關之介

入。但現在先審後播的規定有正式廢除的傾向，新聞局也並未確實執行，故

公平會基於新聞局的怠惰，其實可以考慮收回職權，或許新聞局也會很樂意

交出這個燙手山芋。 
石：第二十四條也是公平法中相當棘手的一個條文，特別是在新的產業出現之

後，什麼行為應該放在公平法中的哪一條劃分上有些困難。結構性的行為型

態還容易判定，比較難判斷的是所謂市場佔有率，或是將來對市場的影響。

像不公平競爭中的所謂「正當」與「不正當」，就一個新產業來講，理由就

很難去判斷，甚至其出現的行為態樣，根本不在既有的條文規定之列。當這

種情形大量出現的時候，第二十四條會不會有超載的危機？ 
吳：第二十四條的承載能力有多強、涵蓋的範圍有多廣，的確是其最大的問題。

可以從第二十四條的功能定位談起，從整體來看，它是放在第三章的最後一

條，從法制史來講，它的制定是為補充不公平競爭；但在修正之後，易「除

本章另有規定者外」為「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因此就大有問題。它到底是

補充哪些行為哪些規定？這是首先要界定的。此外，補充到什麼程度也是個

問題。就其角色定位來說，我整理出了五種可能的立場，由小到大排列：一、

只補充第三章中的不公平競爭部分；二、補充整個第三章的規定；三、就行

為面著眼，為公平交易法不公平競爭行為的概括規定；四、整個公平法的補

充，不限於不公平競爭行為，還包含反托拉斯的部分，但仍不包括消費者保

護；五、除了競爭行為外，還將消費者保護法亦涵蓋在內，只要是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均包含之，例如建商在預售屋上的欺罔行

為。 
石：就交易與競爭的概念來說，交易關係涉及交易相對人，即傾向對消費者的保

護；競爭關係就包含對競爭對手裁決手段，也就是公平法二十二條規定的類

型。就把它當作一種目的性的限制，包含到不需要交易關係甚至競爭關係存

在的人，因為這種目的性是不夠強的，侵害商譽的人可能根本與被侵害人沒

有競爭的關係，傷害交易關係的人也不一定是服務或商品提供者。如果這樣

解釋的話，公平法的範疇不只涵括消費者保護法，甚至也涵蓋民法中的規

範，似乎又衍生出第六種定位來了。 
吳：你剛所說的競爭關係基本上是水平的，至於垂直的交易關係或許是事業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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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交易關係，也或許是事業與消費者之間直接的交易關係，這些二十四條

都可能包括在內。甚至它可能牽涉到交易關係之前和後續的階段的問題，但

它如何跟民法的規定做區別，並不是從垂直或水平的角度來區別，而是要從

其他方面。最主要的，二十四條載明是「足以影響交易秩序」，因此就實體

上我認為必須對交易秩序有影響；而在程序發動上，則要有公平法二十六條

「危害公共利益的情事」，公平會才得依職權處理。 
石：舉個例子，像前段時間台北地方法院判決，某些信用卡銀行的違約利息過高

而無效，它是根據民法一般性的規範，但似乎也可以納入第二十四條。 
吳：的確是有可能，不過它所規範的角度不同，民法的規範角度是在於，銀行對

消費者有沒有請求權，而公平會則是基於銀行的行為是否影響交易秩序，以

及是否影響廣大消費者的權益的觀點去管制，而不去觸及當事人之間的權利

義務關係，只是針對銀行的事業行為令其停止、改正或課以罰鍰。也就是說，

的確有可能同時牽涉到民法和競爭法的問題，但切入管制的角度是不大一樣

的。就好像一個獨占事業，若阻礙損害了某具體事業的競爭，可能涉及民法

的損害賠償，但主管機關仍能基於競爭秩序交易秩序維護的觀點予以管制。

公平法本就納入各種管制手段，同時也不排除其他法律觀點的管制措施，例

如刑法中的毀謗即為一例。 
石：您剛剛提到二十四條的五種補充的可能範疇，而我又大膽地加入了第六種，

那究竟其補充適用的方式為何？ 
吳：我們必須考慮的一點是，公平會目前的適用是採取第五種，即是最廣泛的解

釋，德國則是採取最狹隘的第一種。而美國在其 FTC ACT 於 1938 年修正之

後，已把消費者保護給納進來，故是較接近第五種，不只補充不公平競爭。

事實上，FTC ACT 制訂之原意就是要補充反扥拉斯法，故當某些先期行為

可能違背反扥拉斯原則，就藉此去加以控制，而不公平競爭當然在管制之

列，另外並加入了消費者保護的範疇。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在適用上還是有一

些限制，並非所有的個案都能介入，否則如此一來，公平法二十四條就可以

取代一切民法的規定了。因此在如何適用上會產生若干問題：首先，若其過

分擴張，以致將一些民事上的債務不履行通通納入的話，可能造成政府機關

以公權力替某債權人索債，這當然不是很妥當的情形。此外，縱使回到公平

法本身的補充，二十四條應該堅守其補遺的地位與功能，如果所織的網過於

細密，而二十四條本身的要件又如此模糊，授權主管機關有極大的裁量空

間，可能使二十四條成為「公平法中的大白鯊」，在海域中神出鬼沒、不可

預測、無所不噬，威力變得過分強大。所以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套控制二十四

條補充公平法條文的理論和方法，我曾在公平會演講時，試圖發展出一個「窮

盡規範原則」，去處理二十四條與公平法其他條文間的關聯。「窮盡規範原則」

是從一個問題出發，即二十四條是不是可以補充公平法的所有規定，以及規

定中的任何一個構成要件？舉例說明，在不同經營區域的系統業者們之間沒

有競爭關係，若從事聯合的話，可能無法構成公平法第七條的聯合，但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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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聯買頻道，或是與其關係企業或直接間接控制的系統業者聯買，則違反公

平法第二十四條。因為它可能是關係企業，不是獨立事業，或是不在同一區

域，沒有競爭關係，但若訂戶數超過全國總訂戶三分之一，或超過同一行政

區的二分之一，或超過全國系統業者總家數三分之一，這個集團的力量是非

常龐大的。若從事聯買頻道，即使不構成聯合行為，可能對交易秩序還是有

所影響，故以二十四條管制之。 
石：這是因為在第七條聯合行為的構成要件裡面提到，業者間具有競爭關係方成

立；而在第四條裡頭規範的競爭是指賣方競爭，買方競爭反而不是重點，甚

至完全被排除。需求市場上的競爭應該也是一種市場規範，那麼依我個人看

法，統購的審理原則有一個問題，它試圖規避結構層面的判斷而進入行為層

次的判斷，且直接納入二十四條的規範在構成要件上面，舉證似乎比較容

易。這樣的直覺判斷大概是正確的，也就是說若出現統購的話，對整個市場

交易會造成很大的衝擊，但並非原有的獨占、結合跟聯合三個部分得以規

範。我們剛剛討論到，買方市場的競爭還在公平法的競爭概念之下，那系統

經營者對上游的頻道供應商而言，是同處買方競爭的關係之上，在需求市場

上是為競爭者。倒過來看，頻道供給商就是市場上的供應者，這可以從兩面

來看，第一是需要購買頻道的系統業者，他們是處於買方市場上的競爭關

係。以現今頻道授權來看，是統一向國外以一定金額買下台灣的授權代理，

再統籌銷售給所有的系統業者，其利潤基礎是建立在一定的授權金的成本和

銷售成本上，但是誰要去攤付這些費用讓其保持一定的盈餘和利潤，就是系

統業者。 
吳：但這裡所指的並不是一般的系統業者，而是關係企業或直接間接控制的系統

業者。即使在一般的產業當中，事業與事業間若有控制從屬的關係的話，就

會有到底成不成為聯合行為的爭議，因為如果我掌握你的公司超過五成的股

份，基本上你就是聽我的指示。故子公司依母公司之指示而統一其營業行

為，子公司因欠缺經濟上獨立性，是否構成聯合行為，向有爭議。 
石：這就出現了德國法上，同時構成結合和聯合的情形，先是控制下游業者，再

由所控制的下游業者與其水平的業者聯合，甚至還會同時構成獨占，因為是

系統或頻道的獨占地位促成這一切，所以可能不只雙重，而是三重的違反規

定。其實舊的行為類型就可以處理了，公平會是迴避那些舉證比較困難的條

文規範，把它丟到第二十四條去處理。 
吳：我的看法有些不同。你說的情況是有可能，但第四點的確有可能不構成，因

為它的控制從屬不一定是垂直的，關係企業也可能是水平的，因此雖然是屬

於不同經營區域的系統業者，但是你也可能被我買下，這裡所指的是這種水

平的關係企業的情形。 
    但這一點處理的是統購的問題，也就是聯合的部分，其他問題當然還是有可

能構成。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聯合行為的一個不成文構成要件，是行為人

必須為獨立事業，公平會在這方面有所解釋和承認，而不合此要件者則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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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條去加以彌補。 
石：從上述例子看來，公平會應該做的是將條文中既有規範的行為類型予以細膩

化，或是建構類型中的次類型和子類型。像方才所提到的諸多交易行為，其

實可以一個一個置放在某些條文之上，可能在構成要件的認定或證據的蒐集

上有些困難，但全部將其推到第二十四條，我個人認為這是濫用二十四條，

其實是為減少前面的行政作業成本。 
吳：這是一個可能。我們也要問一個更根本的問題，在法律上能不能用第二十四

條去補充某一個構成要件？譬如說在聯合行為上，獨立性這個要件不符合的

時候，事業會自認為就是合法的，但此時又用二十四條來認定其不合法，等

於後面又多出了一段的控制。因此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套規則，去控制二十四

條補充前面規定的程度。我的看法是，當前面的規定已經窮盡地評價了某個

行為的不法性，那就只有構成或不構成的問題，而沒有二十四條補充的問

題。只有當前面個別行為的規定尚未窮盡評價一個行為的不法性，而擁有所

謂的「剩餘不法內涵」的時候，二十四條才有予以補充的空間。至於違法行

為之類型化，自然應是操作概括條款之合理方法。甚至於將類型與構成要件

均已臻明確者，立為個別行為之規定，使其脫離概括條款，也是應考慮之修

法方向。 
石：但可能在實際操作上有所困難，所謂的行為，就我們的理解，大概不會是精

確的一對一概念構成的關係，而是類型的。從第十條到二十三條為止，已包

括了許多類型，每個類型之下還可以有一些子類型，有些類型之間的互斥性

固然甚為明顯，但有些則互斥性極低，甚至可能互有重疊，因此一個行為是

否窮盡地被評價，在認定上是有些困難。在實際操作上，一個行為會被納入

哪一個類型，就難以判定。 
吳：我的觀察角度是從個別的構成要素上來評斷，不是就整個條文或整章規定來

看，而是要更精緻地觀察每一個構成要件要素。我們要注意的是，某個構成

要件要素對於某類型的行為是否已窮盡評價。舉例而言，譬如差別待遇，它

有幾個要件，第一個是必須有差別待遇，第二個是無正當理由，第三個是必

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假設一個行為根本沒有差別待遇，或是

有正當理由的差別待遇，若公平會判定其雖不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但是卻

仍然違反第二十四條，因為業已影響交易秩序，這就可能會有問題。我們要

判斷的是，正當理由這個要件是否已經窮盡評價行為之不法性。在我的看法

是，有無差別待遇和有無正當理由都已經窮盡評價行為之不法性，因此對於

沒有差別待遇或有正當理由的差別待遇行為，就不能再用二十四條去補充

它。再就搭售而言，規定上必須是事業對事業的搭售，如果一個事業對消費

者搭售，可能會影響交易秩序，這時我們就該條規定與公平法整體法規的立

法目的和立場而言，可認定這個要件並未窮盡規範行為之不法性，故第二十

四條仍有適用之餘地。原則。 
石：我的理解是，二十四條運用的最主要範疇，在於構成要件並不窮盡或立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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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預見的情況。至於包含阻卻的要件要素，例如阻卻責任、阻卻違法等等，

當然最重要的是阻卻違法的部分，像正當就是公平法裡極常出現的評價性要

素，評價性要素已經出現過的部份就不可能再適用二十四條。您剛所提的構

成要件要素，我個人覺得還是可以再細分，像評價性要素和一般事實的描述

性要素可能是不大相同的，您剛舉的兩個例子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構成要素

是評價性要素或是描述性的構成要件要素。 
吳：這一點我不大敢肯定，是不是一切的描述性構成要件要素都是不窮盡評價

的，一切評價性要素都是窮盡的。 
石：因為立法者之所以窮盡評價，很可能是他根本不對這項行為定管制規範，他

可能已經窮盡評價了，但做法上就是不立任何規範，這可能是一開始就預期

了。 
吳：有可能。所以我強調要看整個立法的目的，是不是這項規範有補充的空間在

其中，這當然要看個案情況來決定，比較沒有辦法太化約地來談。所以這裡

就必須有一個控制，有些要件本身就是沒有辦法補充，譬如結合管制，若已

在門檻以下，當然就可以自由結合，基本上就不能以二十四條加以懲罰。 
石：有一個實際上的問題，雖然未達結合門檻，但在市場上放出訊息要與某大集

團結合，造成對於事業產品的錯誤信賴，是不到結合門檻的宣示行為。電信

和資訊產業非常可能出現這種情形，宣稱其結合夥伴的名單之類，其結合行

為可能根本在門檻以下，但資訊產品有一特色，產品要有相當多數的人使用

價值才會提昇，若令消費者有錯誤期待的心理，就會影響其消費行為。電信

也是如此，例如網路宣稱有多少連結，但事實上並不然，這些都可能不在公

平法二十二條的管制範圍之內。 
吳：這些虛張聲勢的行為有可能構成欺罔，但它畢竟不是結合行為本身，故還是

要分開來看。單純結合已經不構成，基本上就不能利用二十四條管制。我們

可以明確地看到，公平法中的某些條文是可以補充的，有些條文是不可以補

充的，的確存在這兩個類別，問題是我們若要拉出這條線，過程當然會有一

些困難，但我們肯定確實有這兩個不同的規範集團。 
石：在具體個案上似乎很難抓到與概念一樣清晰的界線，而可能還是有一些需要

調整的。我提出另一個思考標準，新的交易類型、產品類型、服務類型，或

是新的交易條件，是在立法或修法之前所沒有的，是否可以優先考慮適用第

二十四條？如果在立法修法之前已經存在的，則是否就不考慮適用二十四

條？ 
吳：新的商品或交易條件如果有可能涵蓋在既有的行為類型或要件之下，還是會

有這個問題。以搭售來講，不會因為產品的不同而去變更它的要件或是評

價，而要看具體產業的狀況來判斷其合法性。比較有問題的是，整個行為類

型都有不同。第二十四條除補充公平法其他規定之不足外，對於公平法所完

全未規定，但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新型反競爭行為，亦有

適用之空間。換言之，第二十四條在補充既有規定不足時，應遵守「嚴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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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原則」，但適用於新型行為時，則獨立判斷該行為是否為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石：我想這有時候是連動的，有時候雖是搭售，但與傳統了解上的搭售略有不同。

像軟體業有一取巧的行為，例如其販售相當便宜的上網軟體，承諾可以免費

上網幾個小時而搭售這項電信服務。軟體本身品質不佳，消費者購買的其實

是上網的服務部分，但業者可以聲稱免費上網的部分乃為贈送，並非交易販

售行為，這要如何判斷呢？ 
吳：這涉及到搭售與贈品的區別，在實務上是常見的，這是十九條六與十九條三

之間劃分的問題。我所指的是一個全新的行為類型，若完全沒有在公平法內

有所規範，譬如說警告信函，我若認為你的產品侵犯專利，便發送信函給你

的客戶，客戶為怕智慧財產權的問題，故放棄其消費行為。這是一種競爭的

手段，有些時候是真正自認有專利權，有些時候專利權還在申請或爭訟當

中，這到底合法非法的界線何在，是公平法所有條文都沒有規範的。當這種

完全新型態的行為出現的時候，二十四條亦具有補充的功能，應該說它是一

種概括條款，可容納新的行為類型。但這並不是我方才所談的既有的行為要

件和其涵蓋補充的問題，例如對消費者的搭售行為，確屬於搭售行為類型，

但在要件上有所不符第十九條第六款，此時二十四條就可發揮補充既有規定

不足之功用。 
石：在快速變動的產業當中，您剛說行為類型是判斷的核心焦點，而不是商品或

者交易條件。可是所謂行為常會與這兩者有關而結合成為一個整體類型，像

我們普遍認為，有體商品與其所附的維修及服務，有體商品本身為主體；但

在資訊與通訊的領域，反而服務可能成為主體，有體商品只是附隨的部分，

那麼交易類型就很難說是買賣商品、附加服務，而是服務為主、商品為輔。 
例如軟體的買賣，主體是在於其後的電信服務，消費者也認為那是價值之所

在，這是在規避法律的限制，軟體買賣本身沒有任何主管機關或是管制法

律，可是電信有，於是經由不需登記許可的軟體買賣遂行電信交易的目的，

這是不是屬於二十四條必須處理的新搭售方法？ 
吳：您的問題嚴格而言包括兩部分：利用不需登記許可的軟體買賣遂行電信交易

之部分，基本上為電信法規應設法防堵之規避管制問題，如事業利用法規之

漏洞獲取競爭上之利益者，則仍有可能構成第二十四條。至於究竟是商品或

嗣後之相關服務為交易之主要目的，與是否成立搭售無明顯之關聯。是否構

成搭售，仍應就商品本身與服務有無本質上連結出售之必要性、交易相對人

有無一併購買之義務、出賣人與買受人是否均為事業、行為人之地位以及行

為之市場效果如何等因素判斷之。如其中某項「非窮盡構成要件」（如雙方

均須為事業）不成立，但是行為整體經認定卻屬於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時，則該行為雖不構成第十九條第六款之搭售，卻仍有可

能構成第二十四條。至於這能否算是第二十四條之新搭售類型，個人認為恐

怕談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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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回到二十四條與其他條文間的關係，我想我們有一定共識，就是二十四條盡

可能不用，如果要用則必須將其類型化。長程來說是不是有一種可能，公平

會應就二十四條類型化部分，提出修正草案變成條文？ 
吳：這個我完全贊成。公平會的處理方法是就不同行為類型如（警告信函）或產

業漸次逐一訂定所謂的「處理原則」，但在處理原則漸漸成熟之後，必須考

慮將它納入母法之內。 
石：還有一個問題是，可以將它回歸到前面該執行的條文。因為就剛剛所舉的幾

個例子來看，公平會並沒有太認真執行前面的條文，只要認定或舉證有點困

難，就轉而找一些比較容易下手的條文，例如第十條不取締就退到第十九

條，第十九條不取締就退到第二十四條，慢慢地向後滑動。若回到前面的原

來條文的話，像第十條獨占市場利益的認定、第十九條正當的認定，這就可

能是問題的核心。 
吳：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一來是在規避執行的困難，而在後面籠統地概括處理；

二來是在態度上根本排斥使用前面的條文，因為考慮到產業的傳統性和對產

業的衝擊性，於是一再退縮。尤其在二十四條已無刑事責任，較可放手執法，

遇到的阻礙也會較小。這自然會讓許多批評者認為，公平會只是若干程度的

執法，而無貫徹法律的決心。 
石：另外，新的產業或交易型態就會碰到不正當和市場利益這兩個難以認定的問

題，您認為競爭主管機關是否應讓產業主管機關先去劃分出某種規範的框

架，競爭主管機關再去行動？畢竟市場狀況不是那麼清楚，眼前可能有很強

很明顯的市場支配地位，但也許是短期的，一下就消失了，競爭主管機關是

否應先等待一段時間？ 
吳：我想公平會一方面會增強其對某產業專業的理解，但其了解可能還是不如專

業的主管機關，故在判斷上公平會是應多尊重專業主管機關的意見。 
石：可是結構性的問題如果干預太晚就來不及了，那就形成了一個兩難，照理說

搞清楚狀況就應趕快行動，可是到底什麼時候才會搞清楚，是否會來不及

呢？ 
吳：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盡快，只要依法是有執法的空間，屬於其執法範圍內就應

該不要迴避。結構一但變化，要令其回覆原來的狀態就很困難了，必須耗費

許多的行政資源與社會成本。 
 

 108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專家訪談記錄 
 
日期：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十一日 
地點：紅廚餐廳 
受訪人員：王郁琦助理教授 
訪談人員：石世豪副教授 
記錄人員：謝長育 
 
 
石：把載具和 content 放在一起，特別弄一個主管機關去管理的方式可能有問題。

四個固網的投標團隊，我們都可以看到參與者，有些業者處於被管制的經濟

部門，有些不是。被管制的經濟部門在各地方的管制密度，和有線電視系統

及電信不同。誰可以讓 telecom 兼有 cable 的內容？例如：這四個團隊中都有

與電信相關的業者。例如：太平洋作直播衛星，它的伙伴世代代理頻道節目，

東森、和信為有線電視的行業。全民電通投資二家以上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

他們團隊中有其它的組成份子，也有國外的電信事業參與。在參與者當中，

我們可以找到某些訊息，那些要進入第二類電信事業的業者，他們碰到的法

律規範為何？例如：外資管制的限制、既有業務的管制法律，其所面臨的市

場結構。現在要把這二者 merge 起來，有什麼問題？ 
王：在四家團隊中，最引起我的興趣是全民那家，因為它是非常奇怪的組合，它

沒有任何過去在傳統上電信的基礎，它從一開始就不被看好，有很多人不知

道他們出來的原因為何。他們的領導廠商仁寶電腦董事長許勝雄在有一次

interview 時，他講了很有趣的事，他切入固網的市場其觀點與其他三家不同，

其他三家打比較傳統的作戰策略，他們要找好骨幹，例如：新世紀資通以台

電為主，東森與台鐵，台灣固網跟台鐵（台鐵有參與二家）。他們以傳統方式

思考，固定式網路一定要有骨幹。他們裡面有一些有原來行動電話業者的參

與，他們在通訊方面已經掌握一定程度的技術。Cable 業者參與方面，和信與

東森分別在其中兩家，只有新世紀資通沒有。以全民電信而言，它沒有其他

三家的背景，它憑藉的為何？許勝雄提到他們要用 LMDS，即用無線的技術

來作固網，而且它的對象是企業界。它不想將線路鋪設到各家戶，它想鎖定

企業用戶作固網的業務。我剛才提到的「吸脂效應」，它只想作固網市場中最

有利潤的部分，因為 LMDS 技術的發展才使得其變成可能，雖然其最不被看

好。可是其用的 approach 異於傳統的 approach，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的事情。

從他們的組成團隊中，可否看出其未來發展的方向？我認為投資此事當然會

思考到未來這個東西跟它之間的影響，但是有些可能只是單純的投資。如果

投資通訊或電信，未來都會有蠻豐盛的收穫。台灣固網和東森電信而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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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以預測其未來發展的方向不會僅限於作語音的通訊，它應該會把它在有

線電視方面的節目跟電信、數據傳輸會結合在一起。 
石：我們可以分二個部分來看，你剛才提到二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從四家團隊內

部的組成，全民電信用 LMDS 新的技術進來，是否意味著技術的變革會改變

市場進入的障礙？反向思考，其他三個業者為什麼不如此作，是否表示此產

業原來就具有很高的進入門檻，即使沒有法律的限制。 
王：新的技術會打破過去的進入障礙。進入障礙有分二種，分別是事實上的進入

障礙和法律上的進入障礙。事實上的進入障礙有很多是科技造成的，例如：

在以前，我們一想到固定式的通信網路，一定要有物理上的連結才可能做到

固定式的通信。大家想到無線，會想到行動通信。在以前，類似 LMDS 的技

術還沒成熟之前，業者在投入大筆的資金去作這樣的規劃，它勢必要從最安

全的角度來作。有些人在沒有掌握到關鍵技術時，它不敢輕易進入，因為它

在競爭上會明顯地弱勢。以全民電信而言，它的組成團隊除了一些銀行團，

大部分都是現在的資訊新貴，這些資訊廠商掌握了大部分最新的技術。相較

於其他人，他比較敢用一些剛開始發展的東西切入傳統上進入障礙很高的一

個領域。而其他三家因為有雄厚的財力和傳統的通訊技術作基礎，他們才願

意涉入。在沒有一定把握之前，業者不敢涉入，這並不代表其他三家就不會

用 LMDS 的技術。根據我的瞭解，新世紀資通也考慮要採用這樣的系統。台

灣固網有和信在背後支撐，東森為有線電視，遠傳有行動電話基地台當骨幹。

全民電信沒有這些依恃，所以它不能用同樣的遊戲規則來玩，而且其特別只

去 target 那些會對它產生利潤的對象。 
石：如果沒有任何的法令障礙，他可能產生吸脂效應，他找到薄薄的一層可以讓

它作經營利基，接下來法律的規定可能造成經營上的問題。例如：一定年限

要有一定戶數上網的最低下限。如果全民電信集中在企業用戶，在突破用戶

下限的部分集會產生障礙。如果其無法達成，執照要繳回。現在固網開出的

執照條件，當中有戶數下限的規定，如果它集中在企業用戶，是否可以突破？

新世紀資通對外聲稱其目前的大哥大用戶就這麼多，對其幾乎不是門檻，可

是對於全民電信是否為很大的問題。 
王：法律上的進入障礙，等於是利益的重新分配。業者如果可以用新的技術進入

而且存活得很好，法律的門檻一放進來會導致它不符合法律的規定，我個人

認為是一個值得檢討的事情，即有沒有必要。因為原來它設計必須要有最低

戶數的目的，沒有達到這個戶數的本身，就會造成市場競爭上的不效率或是

會對社會產生不良影響。 
石：會不會是普及服務的思想？ 
王：普及服務沒有太大的關係，普及服務是要求某些特定對象來作。 
石：我說的是比較 generalize，不是說普及全民。像你剛才所說的吸脂效應，變

成它集中在可以購買高價值的企業客戶，此時它等於相對忽略一般用戶或是

無法購買高附加價值電信服務的業者。如果市場都往那部分推移，理論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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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去承接該部分的生意。如果新核發的執照，大家都去追逐高附加價值的

電信服務（例如：企業用戶），此時新的通訊科技，一般人無法享有。 
王：我覺得它是把二個不同的義務結合在一起，而這東西有沒有必要，本身是可

以檢討的。大家會覺得產生吸脂效應，大家都去作對自己有利的事情，好像

不值得鼓勵的事情，但事實上背後有其原因。為什麼它的目標可以設定在企

業用戶，比起它設定在一般的用戶，會得到超額的報酬，這裡面有很多是法

規造成的，而不是因為在科技上的限制或是事實上的限制，商業用戶就必然

會有比較多的報酬。會造成現狀，主要是因為過去的法規，例如：常常用國

際電話和長途電話補貼市內電話，造成市內電話的業者無法賺錢，但這是法

規扭曲的結果。有人佔了它的便宜，事實上只是去找出此二者間的利差，這

個利差是法律造成的。而這個東西過去被認為是不道德或者是不該作的事

情，後來發現還是有其正面的效應。正面效應就是把法律所扭曲的機制將其

變成平衡。如果以商業客戶為主，你認為會得到超額的報酬，而有很多競爭

者投入時，超額報酬慢慢就不再是超額報酬，而會逐漸反映出一個合理的投

資報酬率，而最後的結果並不必然會使一般用戶無法享受到此低科技。過去

是由法律去扭曲本來事實上的情況。 
石：我們可以假設，如果拉掉人為的扭曲，市場所有財貨的提供者，就會找到比

較利益最大的部門從事生產，所有的需求就會被滿足。但是經濟學上的說法，

就我個人理解，一個 demand 不一定會有 supply，最重要是其是否為有效的需

求。普及化服務最根本的想法，就是有些 demand 確實需要，而且為了整個

社會的整體發展，還必須要給他，但是些人可能在所得或其他理由之下無法

支應，所以是 non-sustainable demand，此時 supply 就不會出現。用人為的方

式去調整，藉以造就 universal service 的出現。 
王：首先我聲明我不是經濟學家，我只是就我個人的想法提出供大家參考。一些

科技剛開始發展時，因為成本太高，事實上只有願意出高價者能夠優先享有，

我想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以商業用戶作為目標，可以使業者產生最大利

益，事實上最後會反映到科技平均成本的降低。科技平均成本降低後，會變

成一般的消費者也負擔得起的技術。所以我不認為一開始有吸脂效應的現

象，造成結果會是一般人無法享受到的東西。我的看法相反，先由這些人分

擔研發的成本而降低技術的門檻，等到有一天技術的成本降低到一般人可以

接受的時候，它自然就可以享受到這樣的科技。 
石：我們具體看四個投標團隊，有有線電視業者，有有線電視系統和頻道，也有

行動通訊業者（經營大哥大），有電腦廠商、金融服務業，像這些業者的組合。

依我目前的理解，屬於各種不同管制法律的領域或是根本沒有管制的經濟領

域。以有線電視為例，它本來有個有線電視執照，它拿到固網執照後，它可

不可能把所有的收視戶全部轉化為電信用戶，這涉及原來特許條件的用戶

數。如果轉換為電信用戶，是否意味有線電視的頻道有一定部分會轉作電信

使用？此時會不會壓縮原來頻道的分配空間變得更擠？現在面臨一百多個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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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塞進五十到七十個可用頻道當中，已經出現很多問題，再縮減之後，是否

問題更大？ 
王：第一個問題是也者可不可能將有線電視的用戶轉化成為它固網的用戶。我覺

得事實上可能，但是這個反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過去我作的研究，

我發現以和信和東森已經在推有線電視上網。和信集團中的有線電視系統只

願意提供和信超媒體的服務。理論上，如果電路出租執照發下來之後，應該

是任何一個 ISP 都可以跟其承租電路才對，目前現實上他們的作法是只為自

己同一個集團的另一個媒體服務，而大部分的民眾根本搞不清楚其中的差

別，民眾只知道我現在可以透過有線電視上網。例如：東森的人就直接找東

森寬頻城市的人過來，民眾並不瞭解他們還有其他選擇的可能性，政府也沒

有針對此問題作深入的規範上面細部的規定。有線電視出租執照最近才要出

來，我覺得這是未來勢必要注意到的問題。現實上會不會這樣子？我認為一

定會而且現在已經這樣作了，但在法律上很有問題。第二個問題：會不會壓

縮到既有的頻道？我覺得這是科技方面的問題，會有更多比我瞭解的專家。

據我的理解，以現有的技術而言，在播放類比的節目，可以播放到一百二十

幾個頻道左右。這一百二十多個頻道主要都是用類比技術傳輸。一旦現在類

比的頻道轉化成為數位，數位本身又可以引進壓縮的技術，以現在每個頻寬

可能只能播放一個節目來講，可能可以五倍到六倍。第一個問題：一個人是

否真的需要看到一百多個頻道？大部分人也不會看一百多個頻道。如果市場

上有使用有線電視上網需求的，就讓市場去競爭，讓用戶決定要看多少有線

電視的頻道，跟他是否要透過有線電視上網。如果他選擇要上網，勢必在頻

道數上作縮減，其會達到平衡。 
石：如果此 option 不是全然自由或不是全然在消費者手上，而是系統業者或固網

業者決定，例如：在頻寬的分配上，即使數位化，比如說假設我們可以看五

百或六百個頻道，以單位通信時間計算，相對有線電視節目而言，電信是比

較高附加價值的，應該會有更高的頻寬移向電信，留在有線電視的部分可能

相對上會比較少，也就是不一定可以塞那麼多的頻道。第一個問題：留在電

信的頻寬跟留在有線電視的頻寬如何分配？保留仍然在作有線電視訊號傳輸

的部分，如何決定頻道節目的排序？用什麼方式決定？有無既有的規範？ 
王：第一個問題：有線電視與電信所使用的頻寬如何分配？我認為等到所有的有

線電視數位化之後，事實上這會變成一個由科技自然會解決的 issue。以我的

瞭解，我沒有作過任何統計，對一般人而言，要看到一百個頻道的節目，事

實上已經遠遠超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而現實上就算目前有線電視的

傳輸技術不作任何升級的情況下，就可以提供非常大的頻寬供電信使用，而

且也遠遠超過現在的播接。如果以撥接 56 計算，有線電視假設全部的頻寬拿

來作數位的傳輸而言，有線電視的頻寬相較於撥接的數據機來講是幾萬倍。

幾萬倍就算保留一百多個頻道給有線電視，仍然有萬倍相較於現在撥接的速

度。我們對電信的需求，並沒有急速膨脹到那個地步。當然有些人可能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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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這樣，過去可能因為不是寬頻，所以 content 沒有大量地膨脹。從另一個

角度來講，有線電視也是數位化，內容也數位化，透過電信頻道傳輸，他們

其實沒有任何差別，同樣都在傳輸數位的 audio、video、multimedia 的東西。

硬要去分配多少頻寬保留給有線電視，多少頻寬保留給數位的數據，而數據

的本身可能就是影音資訊，我覺得其本身沒有實質上的意義，此一問題在未

來兩三年裡自然會被解決。 
石：就數位化 IP 封包來說，此二者可說一模一樣。 
王：尤其在語音這邊是一個已經實現的事情。 
石：現行法有有線廣播電視法和電信法全然不同的範疇和管制程序。 
王：現在有對頻道數任何保留方面的限制嗎？我們沒有類似美國的 must carry，

除了要將無線電視頻道放在裡面。我們不是要保留多少頻寬作這樣的事情，

目前的法規沒有作這樣的要求。 
石：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

應者，不得超過可利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所謂「可利用頻道」，要怎麼解釋？

如果該電信傳輸的頻寬使用也算，至多有四分之一留下來作電信使用，剩下

四分之三仍然要回有線電視。 
王：有線電視與電信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有線電視所播放的 content 是由它

所提供的，而電信上面所流動的則否。因為電信傳統被認為 common carrier，
當然 common carrier 和 content provider 之間的界線現在也慢慢被打破。當然

應該不至於把其頻寬作電信服務的這邊也把它視為它有控制的，因為那邊

content 的內容事實上完全沒有控制。就現行法解釋，不適宜把那部分的頻寬

視為它有控制的。 
石：如果收視戶以撥接上網就直接連到系統業者所經營的網站？ 
王：那也只是一個入口網站，因為它並不排除。有一個可能的問題，例如：你是

東森的用戶，它不會 block 和信的 content，和信業者會不會 block 東森的

content，這反而是一個比較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單純只是第一個連上去的

入口網站，例如：和信的用戶以和信的首頁當作它的入口網站，這是小問題。 
石：東森的總經理陳光毅說，他們現在沒有 block…. 
王：但是他們用很窄的頻寬。 
石：他們沒有專線連，等於兩個寬頻業者之間的連線是透過一般的窄頻連線。 
王：這有經營策略上的考量。寬頻之所以吸引人，是一定要有 content，才能顯

示寬頻的好處，這些寬頻業者、通道的提供者本身也提供了豐富的 content，
吸引一般人使用它的寬頻。今天如果它提供了很寬的通道，但是卻讓顧客去

看別人的 content，事實上顯示不出它的用處。它會用寬頻的專線連接兩個寬

頻，從事業的經營上，目前來講，我認為是很合理的結果。本身到底恰不恰

當，也不會有太多法律規範上的問題，因為其是一個 business strategy，也不

會有違法的問題，只是寬頻、窄頻之間的選擇。當大家互相發展後，internet
有一個很大忒特性，即它本身是互相相連的。當大家互相發展後，internet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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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大的特性，即它本身是互相相連的，就算是窄頻，除非寬頻業者不讓

它的用戶走出它自己的網路（它的用戶只在它的網路系統內生存，除非是這

樣），要不然它勢必要跟其他寬頻業者作相互的連結。假設東森和和信都跟

Hinet 之間有很寬的頻寬相連，如果和信的用戶要看東森的資料，而他發現透

過東森和和信之間的專線太窄了，資料有可能透過 Hinet 而傳輸到自己這邊。

唯一要 concern 的是他們會不會想盡辦法把客戶留在自己的區域網路之內，

而不讓其走道外面去。如果不是，因為 internet 本來要走出去就是很容易的，

而且它也跟外面作寬頻的連結。目前看到的都是小問題，都是過渡時期而已。 
石：有線廣播電視法中有關費率的管制以及定型化契約的管制，定型化契約包括

頻道名稱、頻道樹木這些管制依然存在。假設固網業者同時是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它當然負有這些法律上的義務。台灣連續幾年發生斷訊事件，引起各

方的關注。現在有兩個很重要的 MSO 集團都拿到固網執照後，其可以順利

轉型成電信業者。原來舊的有線電視的執照還在，而且它有線電視的業務還

在。其經營過程規範上會不會出現問題？例如：現在各級新聞主管機關可以

訂收視費的上限。以現在而言，去年大概是在 500 到 600 之間，有的地方政

府訂得比較低，是 520 或 550 元，高的甚至到 620 元，在這個 range 之間去

調整收視費。將來的收視費可不可以 plus 電信的基本費率，這二個計算會怎

樣。以舊的架構思考，有線電視系統收視戶去 subscribe 業者，不僅是連線和

服務，還有節目內容。可是依你剛才所言，系統業者成為固網業者後，一定

程度變成 common carrier，我只是提供通路讓兩篇可以連結。你要到目的地，

我讓你去。你要 access 資料，我也可以讓你 access 到。在有線電視法的思考

架構下，我要 subscribe 你的系統同時，你要給我相當程度的 content，這二個

規範 merge 在一起，你覺得會不會有什麼問題？ 
王：以費率的計算方式，我認為問題不會太大。因為在電信方面，目前的趨勢希

望採用價格上限制作為電信費率的計算方式。在這個上限以下，由市場機能

運作，有線電視本身是這樣，電信本來也是要往這個方向走，兩個東西 combine
起來。實際的運算，我笨身的專長不在這裡，無法解答此問題。就我看起來，

如果兩個行業本身所採用的費率的背後的精神都是一樣，應該不會有衝突。

至於其轉型為 common carrier，可是其本身又提供 content，我想在研究 4C 時，

我們與到一個很大的困擾，即其從一個產業跨入另一個產業，過去的法規適

用在另一個產業上，就會產生問題。以目前來看，最好的方法是有線電視節

目提供那邊，就用有線電視法規範，它提供數據服務那邊，就用電信法規範，

這只是切入方向的問題。而我認為未來趨勢可能變成 content provider 那個部

分會有 content provider 的 regulation。今天和信本身為有線電視業者，其又成

為 common carrier，它在有線電視的業務需要接受有線電視法的規範，在數據

服務上需要接受電信法的規範。 
石：同樣的問題反映在電信法的規範和有線廣播電視法全然不同。有線廣播電視

網的上下游關係就是剛才所提到的四分之一頻道支配的條款。另外就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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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約不成，要由審議委員會介入調解。出現在電信法是交叉補貼的限制，比

較明顯的是電信一、二類之間交叉補貼的限制。這二個規範具體用在系統業

者轉換為固網業者，會不會產生問題？一個在管財務，一個在管內容的控制，

二個在一起是否會產生問題？或是可以相輔相成？ 
王：我認為不會有衝突。原因在於對 content 的控制，因為本身就不是 common 

carrier 那部分的 regulation 所關心的重點。理論上，作為一個 common carrier，
本身不應該去傳輸特定的 content，也就不會有 content 相關的 regulation。在

common carrier 這部分，其本身關心的問題主要是可否維持事業的穩定運作，

所謂的運作是指經濟方面管制的問題。當一個公司作二種業務時，它作有線

電視業務時，它仍然是以提供節目作為其業務的主要核心，它當然要受到它

的頻道控制不能超過一定數量，因為不希望其壟斷這些節目的內容。雖然它

使用同一條線，可是它提供的是數據服務，在此部分，它對於它所傳出來的

content，它沒有任何的控制，所以關心的問題自然就不會變成對於 content 的

問題。 
石：例如 Hinet 提供語音服務等等，會不會出現類似有線廣播電視法所關心的問

題。 
王：這應該是對業務的管制，而不是對公司的管制。因為一個公司可能從事很多

種業務，應該視其業務的性質適用不同的 regulation。Hinet 跨到別的領域，

是跟別的領域的人跨到其領域一樣。Hunet 以前是單純通道的提供者，其提

供很多附加價值的服務，甚至提供 content。有線電視可能是通道或是 content
的 provider，現在轉移成為通道的 provider，只是二邊從不同的極端往對方去

跨，感覺上不會有衝突。 
石：你認為長程有沒有可能將兩套以上的規範融成一套？ 
王：我希望會。 
石：就不同的事項、關心面向不同而作不同的規範，而不是兩套，甚至連 license

都不同。 
王：應該是一套規範底下去看其關心的事務在那邊。現在的廣播電視法、有線廣

播電視法、電信法都是以通道、載具的不同來作分類，這種分類慢慢越來越

沒有意義。像德國或是我們現在在討論的問題，是否應該要有整合性的媒體

的法出來，我覺得趨勢應該往這個方向走。不過在這兒探討的問題，可以有

很多不同的面向，一個是對 content 管制的問題，或者對於提供通道的人，應

該有怎麼樣的規範。我想在一套系統底下來談，可能比目前的情況要好。 
石：主管機關也是單一嗎？ 
王：這個你應該比我清楚，你自己做過研究。我個人的看法，我比較偏向單一的

主管機關，我認為應該是單一的。如果是單一的問題，就應該有單一的主管

機關，這樣才不會踢皮球，大家都互相不承認的現象。過去，因為主管機關

各自踢皮球，鬧出很多笑話，我想有蠻多例子。如果看到趨勢是往整合的方

向來走，我認為主管機關也應該往整合的方向來走，只是這個主管機關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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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然也可以有不同的部門來管不同的事務。以目前而言，如果要我選擇

不同的媒體有不同的主管機關跟單一的主管機關來講，我會認為單一的主管

機關應該是未來的趨勢。 
石：國內的電子通訊業，或者我們可以把所有的 C 都放在一起，資訊通訊相關

產業到海外上市，另外一個趨勢就是外資進到本國市場，我們以前認為像有

線電視市場比較不容易打進，現在外資也逐漸進入此市場，甚至控制的部分

略多。像這種國際化的趨勢，對於國內主管機關會造成新的挑戰，規範會出

現一些新的問題是難以掌握的。 
王：我覺得這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我們國家的立場到底要保護國內的產業或是

要讓我們的市場變成整個全球經濟體系的一個部分。有線電視可能還有文化

上的考慮。如果單純地就現在這個市場逐漸全球化的趨勢上來講，我們可以

看到的趨勢是主管機關原先的立場常常一直在敗退之中，因為外資要求有更

高的比例參與，而主管機關都很難說 NO。我想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要阻擋此

潮流本身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而原來的那些理由，文化侵略或是什麼樣的

原因，其實慢慢不像以前一樣那麼堅強，尤其在電信那邊更是如此，因為在

content 這部分有文化侵略的顧慮。在電信這邊，有時它的顧慮反而變得更弱。

它原先的理由：國家要有一個能掌控的通訊體系。問題是這些相較整個全球

化的趨勢而言，是一個非常不成理由的理由。我們發現像外資的比例，就一

直在提高之中。依我個人的觀點，這只是一個價值選擇，有些人認為我們要

培養一個我國的產業能夠有能力在國際上競爭，而它用的方法難聽一點，是

剝削國內的市場來培養它在國際上的競爭力。最好的例子，我們讓中華電信

提高其國內的通訊費用讓其有能力到國外削價競爭，這是一種在國際上競爭

的方法。可是這種看法的另一個極端就是認為，我們為什麼要培養這樣的產

業出來，為什麼不引進外資讓本地的消費者享受科技進步所產生價格下降的

便利。 
石：進到國際體系，當然有不同的問題，我先作一個個人簡單想法的描述。第一：

作為一個小中心或是大體系的邊陲，可能讓多數國家猶豫難以抉擇。如果是

一個很小的中心，就決定自己如何分配資源，可能這資源是很少的。無論如

何，它是一個很小的中心。如果作一個大體系的邊陲，我們可以舉出像馬來

西亞、印尼他們在發戰公共電信時衰退的經驗，就是普及化的程度顯然相對

其他地區是比較慢一些。可不可能進入國際體系之後，雖然沒有 content 的考

慮，可是在投資的跨國企業之全球考量下，如果將其時程稍微往後延，可能

最後吃虧的還是本地的消費者。 
王：我看不出本地的消費者會吃虧的地方。 
石：例如：印尼的電信建設會集中在大城市和企業用戶，可是全印尼的電信普及

率相對上是比較低的。 
王：在這件事情上而言，如果單純就現行的電信法，它本身就提供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普及服務的要求。普及服務即要求所有參與台灣市場的所有電信業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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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繳交普及服務基金。而這個基金本身就是為了要讓偏遠地區的電信建設要

達到最少的基本上的民生上的要求。而今天它要去要求某個特定的，可能是

在這個市場中的主導者，它本身負有一定的義務進行普及服務這方面的電信

建設之架構，而錢從普及服務基金那邊來。所以外資的引進跟到底偏遠地區

是否能享受與大都市同樣的便利，我覺得這二者之間沒有衝突。因為外資一

樣可以進來，而且大家是在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剛剛的問題，外資進來而

且不斷增加其參與，到底是不是一件好事？我覺得趨勢上就是這樣，很難去

抵擋，而且當初所說要去阻止其掌控國內電信產業的原因，相較於整個全球

電信自由化的潮流下，都越來越顯得微不足道。 
石：某些傳播學者觀察到二階化的社會（two-tier）的發展，就是用付得起價格

與否，區分出兩極化的社會階層化發展，這是一個國內資源分配的問題。 
王：information rich 與 information poor 的問題？ 
石：對。第二個是國際的分配問題。國際分配的問題，當然涉及跨國企業全球投

資考量下的 priority：我們如果獲人青睞，一直排在前面，當然是沾到好處。

如果不幸在 priority 上排到後面，這些資本的移動如果優先放在其認為是快速

成長或是最重要的競爭區域，這些對我們而言，反而是一個很大的負面衝擊。

剛才舉的幾個東南亞國家的發展例子，當然是就整個國家的情形來看。以台

灣來說，中華電信的主要市場還在國內，我們當然不一定鼓勵企業去參與國

際競爭，而是說我們要的服務是否都可以從電信業者這邊優先得到滿足，至

少就全球的消費者而言，有一個蠻現實的問題，以華人市場來說，大家都優

先看中國大陸。就算台灣不只三百萬人上網，而是全民上網，也不過二千一

百多萬人上網；對岸只要相當比例的人上網，就非常驚人。整個投資的重點

移轉後，就變成大家非常擔心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就是說，

如果這個企業活動的地理範圍都超過我國法制能夠涵蓋的範疇，那時我們不

管採取什麼法制，有效力都很低。 
王：我看這個問題，我不會拿我們這裡到底是不是外資投資的焦點或者變成不是

焦點這二者作比較。我要以外資進來或不進來二個事情作比較。就算我們不

是外資在全球市場定位中最熱的點，但是相較於過去在排拒外資或是只是培

養少數壟斷性的電信產業的角度而言，引進外資或是引進相對的竟正者來

講，對消費者大部分都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國內研究電信最強的團隊就是

交通部電信總局下的數據所。他們其實有很多電信相關的應用，技術已經研

發好在那裡，最好的例子就是來電顯示（caller id），其實他們早已把技術研

發好在那裡，但是他們沒有把其拿出來給消費者使用，而是研發後放在那裡，

等到好像是台灣大哥大還是哪家公司宣稱它要開放一個功能就是來電顯示或

是語音信箱，它才趕快把這技術給中華電信使用。在沒有競爭的情下，其雖

然可能有一定程度的研發，但是消費者不見得馬上享受到這個好處。但在市

場上有競爭的情況下，尤其是引進外資的競爭，不是國內人自己來玩的時候，

事實上競爭就更多。就算外資並非把投資的重點放在台灣，只要有競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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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剛才我們所談的吸脂效應的例子也可以說明這個現象。今天就算外資把投

資的重點放在中國大陸，它在那邊所發展成熟的技術或是 business model，它

轉移到我們這邊來，４事實上說不定對我們消費者還是有力的，因為它先搶

了一個市場，它把一開始的資源先投到那邊去。它在那邊發展出容易賺錢、

消費者接受程度高的 technology，它後來再把它用在台灣，就它的 priority，

我們被放在後面，但並不代表我們的消費者會吃虧。相對於我們以排拒外資

掌控電信產業原來的角度而言，消費者還是占便宜的，我的看法是這樣。 
石：長程而言，不管是管制法律或是競爭法律，在有線電視轉型到 4C 產業的過

程當中，你決丟哪些重要議題或者有哪些方面是可以預見到的調整？ 
王：就法律技術上的問題，甚至馬上就應該處理的問題，有線電視用戶在選擇 ISP

時，該不該給其有選擇權。現在既然已經開放電路出租執照，我們應不應該

要求有線電視業者要強迫它跟其他 ISP 接續，其他 ISP 提出接續的要求，它

必須允許別人跟它接續。根據電信法的規定，似乎是不能拒絕，但是好像只

有市場主導者有這樣的要求。到底有線電視業者能否算市場主導者？這本身

就是馬上要處理的問題。 
石：依電信法規定，是由主管機關認定。 
王：一般人都認為中華電信就是市場主導者，台灣跟美國不一樣，美國的有線電

視業者相較於電信業者都比較弱勢。台灣有線電視的業者其普及率非常高，

其所擁有的用戶數非常高。到底台灣的有線電視業者能否成為電信市場中的

市場主導者？我們假設它把它所有的有線電視用戶都轉化（convert）成為電

信用戶時，它是否有足以與中華電信匹敵的能力，我覺得有可能。在有可能

的情況下，它是否有可能成為電信法定義底下的市場主導者，我覺得有可能。 
石：這問題為法律技術上的問題，而非科學技術上的問題。假設東森的用戶要求

接續和信的內容，可是系統業者根本不向中華電信提出，中華電信也沒有提

供接續的服務，是用戶提出，因為用戶並不是電信業者，所以不會向中華電

信提出接續要求。 
王：其實要由用戶提出要求，本來就很難。因為當初你願意去跟它是在原來的權

利義務之下，來享受這樣的服務。現在要求額外的服務，事實上已經超過原

來契約協議的範圍。我最近在研究 AT&T v.s. CT 的案子。此案子就是由其他

的競爭 ISP 向這個市場主導者提出接續的要求，而要求它不可以拒絕。第一

個前提：要把有線電視業者，當它提供電信服務時，把它視為市場主導者，

因為如果它不是市場主導者，它沒有跟別人接續的義務，在我們現行法制之

下（要把其視為市場主導者，主管機關必須這樣作）。第二個：其他競爭的 ISP，

當它發現它有實際上的需要，例如：東森的有線電視用戶後來變成它的固網

用戶變成那麼多，它又應該跟東森提出接續的要求。而接續這部分的頻寬，

當然是由提出的 ISP 來決定，當然它必須要付給東森接續費，這個 ISP 可以

決定這條接續的專線頻寬為多少。假設東森當初以 content 取勝，來吸引它原

來東森的有線電視用戶留在東森的網路不出來，可是今天有另外一個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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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結合了別的 content provider，或是它也變成了一個很不錯的多媒體的

content provider，它又可以透過那條寬頻的專線去跟有線電視接續在一起。事

實上，它仍然有機會跟有線電視業者競爭。 
石：在有線電視市場，這個 ISP 可能就是一個頻道業者，它可能設一個 on-line 

database，然後它 access 到收視戶，可是按照現在的電信法，提出接續要求的

應該是第一類電信事業，這點就弔詭了。我剛剛舉的例子，系統業者不要求，

中華電信無此義務。 
王：應該從另外一個角度來切此問題。既然有線電視公司申請到電路出租執照，

它不應該有選擇地提供電路出租的服務。也就是所有第二類電信業者都有權

向有線電視業者提出電路出租的要求，有線電視業者不可拒絕。有線電視業

者既然取得電路出租執照，它必須不歧視地對所有的第二類電信服務業者提

供電路出租的服務。在這種情況下，那些 ISP 就可以直接租用它的有線電視

的頻寬提供 internet 的 access 服務。你剛剛講的問題，要用這種方法處理。 
石：長久來看可以用電信法這種規範的模式，因為現行電信法能有許多有待改進

的地方，這種規範模式，其實可以排除現在的有線廣播電視法治絲益棼，每

年來次大斷訊都不能解決問題的癥結。其實長程而言，用電信法的規範模式

就可以處理這個問題。 
王：我的看法倒不一定是這樣。因為它所能處理的問題只能確保這個通道的服務

繼續提供。但是對於是否斷訊，即 content 是否能繼續提供，但是對於斷訊（也

就是 content 是否繼續提供），在電信法上，其對於 content 的規範非常少。要

提供什麼樣的 content，關於 content 的 regulation，不是電信法本身專門 focus
的領域。當有線電視業者去作通道的服務時，甚至連無線廣播電視也可以作

通道的服務，它可以透過 radio 的方式來作。只要他們提供的是通道的服務，

理論上它的管制架構就可以建構在電信法的基礎之上再去發展。如果原來有

線電視法或是廣播電視法它們所關心的問題是屬於 content 的管制，那部分還

是有它獨立必須要再思考的問題，那部分不是電信法能夠幫忙解決的問題。 
石：謝謝，大致上關鍵議題都呈現出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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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記錄 
 
日期：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十五日 
地點：世新大學法律學系教師研究室 
受訪人員：江耀國助理教授 
訪談人員：石世豪副教授 
記錄人員：謝長育 
 
 
石：這麼後面可以直接使用。說實在我們那個費率我記的不是很清楚，因為去年

底和前年底的有點出入，不但數字不同管制方式也不大一樣，所以可能真的

要細看，先看我國的情況。當然還是一般性的從它考慮的基本政策，比如說

像法院最關心的是法醫，美國人考慮的是管制理由，所謂的 rationale 何在？

為何有線電視產業會被列入管制產業，且特別管制到價格，這算是管制裡頭

密度很高的､介入很深的管制形態，美國法上的考慮會集中在哪幾個面向？ 
江：美國法上第一個最明顯的例子，就是說有線電視基本上是分區市場，傳統上

在美國每個分區都只有一家代理廠商在經營，分區市場中若無足夠廠商進行

競爭的話，代理廠商決定的價格就沒有競爭性，可能此決定價格對消費者而

言在 take it or leave 基礎上來講選擇性不高---可以說沒有選擇。為何價格的問

題在美國直到一九八四年後才在有線傳播政策法談論？據我研究的初步了

是，八○年代之前有線電視產業的普及率不高，另一點就是在八○年代之前，

有線電視的頻道數並不高。在美國大部分地區，以前你看無線電視大概可以

看到譬如說六～八台，如果說在早期的話每個月多花十塊錢可以看十二台有

線電視，你會覺得說並無很大的誘因或動力每個月多花錢只是多看幾台而

已。因此如果你看了我的那篇文章的話，你可以看到以前他們把有線電視跟

無線電視作為競爭者，如果你這個地區也能看到有線電視的話，表示這地區

有人和你競爭，價格也就不必受到管制，所以以前他們覺得有線電視和無線

電視是屬於同類型的競爭業者。但是後來有線電視成長很快，從以前的十幾

個頻道到後來二、三十個，大概到八○年代以後已經是二十幾個了，九○年

代之後約莫四五十個，直到現在七十個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說這個市場變

成很不一樣的市場，普及率從七○年代左右大概兩成，到目前接近七成的佔

有率，就是說它的市場和以前不一樣了，基本上七成的佔有率可以說大部分

的美國人民都需要這樣的 services，很少有人不看有線電視了。這樣的一個產

業普及率已經很高，倘若價格上又沒有競爭的話，就會有一些問題。譬如費

率上漲的幅度太快，比起消費者物價指數成長的比率高，雖然費率成長的同

時頻道數也比以前增加，費率成長程度要反映它的成本，但扣除頻道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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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之後，會發現費率的漲幅還是比較大，因此覺得有管制必要。一九八

四年的有線傳播政策法裡面，基本原則是說，如果具有有效競爭的話就不管，

國會授權給通訊委員會 FCC 去定義「有效競爭」，而 FCC 定義得很寬鬆，剛

開始只要一個地區收看到三個電視台，就表示有線電視和無線電視之間有競

爭，就不管費率，後面就解釋的稍微緊些了，但實際上受到管制的系統還是

很少，結果導致費率上漲較快，消費者對於業者的服務也日益不滿。故九二

年開始後，國會乾脆自行定義何謂「有效競爭」，而有效競爭主要定義的方式，

最典型的就是重疊經營那類的有效競爭：若一地區有 50%以上收視戶能夠同

時有收看兩家 cable 業者的選擇性，且第二家 cable 業者市場佔有率在 15%以

上的話，就視為分區裡面有足夠的市場競爭，此時業者即可自行決定價格，

除此情況之外，地方政府就會管制收視費用。 
石：您剛提及的是，站在產業經濟角度去看，它是存在一個沒有市場機能及可以

正常運作的條件下，所以透過法治方式避免缺乏競爭所帶來的負面衝擊，會

不會偏向像是水電瓦斯等 public utility 的管制思想架構？ 
江：觀念上的確比較接近，這樣的事業若類似公用事業具有獨占性，我覺得最好

在費率上作管制。 
石：同樣在電信部門，嚴格說起來像是電話部門，美國是不是也有進行類似的管

制呢？ 
江：有。電話部分我的了解比較沒那麼完整，但我目前的了解是，美國把地方性

電話部分和長途電話切開，剛開始分割的第一個主要開頭就是把 AT&T 解

體，解體之後成立地方性的電話公司，叫做 RBOCs，然後讓地方性電話公司

成為新的事業體而非 AT&T，地方性的電話公司因為還有某程度的自然獨占

或規模經濟特點，故地方性電話公司的費率尚有申報要求，至於是否有類似

其他水電事業的管制標準或公式，這部分我並非很確定，所以就是說在 local
那一部分的電信的 tariff 至少還有申報的義務。長途電話部分它認為說市話和

長話切開之後，若您認為市區電話可以讓分區一家經營的話，長途電話就沒

有這部分問題，因為它是在市話的 infrastructure 之上接續的 services，這個

services 不一定要有一家或少數幾家來做。實際上它們運作的結果是，在長途

電話的 long distance 市場中，至少在我唸書階段的九○年代中期，全美做長

話的約有三十家左右，而且長話可做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很強，故長話部

分基本上沒有價格管制的必要。 
石：這是基本架構。九六年後比較大的變化就是電信和線纜業的區分不明顯，原

來的價格管制結構還在，不知道在開放跨業之後的管制運作，在價格管制部

分和有線部分費率管制有何調整？ 
江：在有線部分的價格管制稍微做一點修正，我先大概說明一下有線電視價格管

制部分。美國採分期付費，價格管制大致分成基本服務級和進階服務級，還

有其他第三類。第三類由兩種構成，按頻道收費的收費頻道和計次付費頻道

（pay per view）。收費頻道和計次付費頻道這兩部分本來就不在價格管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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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裡面，這兩部分價格如何 FCC 是不管的。九六年之後的改變是，九六年之

前基本服務級和進階服務級兩級的費率 FCC 都要管，九六年修法後，有個落

日條款是，在一九九九年三月底以後進階服務級就不管制了，目前為因應九

六年電信法修正，cable 費率管制只剩下基本服務級部分，電信的部分在我印

象中好像沒有很大的改變，但這部分我不是非常確定。 
石：照您剛所說的，應該只剩下基本頻道的費率還在管制。我們現在比較熟的幾

個大型併購案，都發生在有線和電信業或有線和網際網路業之間的併購，這

時候每個業者的經營範圍都超過原來的本業，此時他們的價格管制是否還是

按他們在那個產業活動就按那個產業的規範在處理呢？比如說 TCI 就和別人

併購兩次，原來主要對手是有線電視業，後來變成電腦網路業，此時它的費

率管制是否因為它增加了一套 structure 去經營其他事業而有所改變呢？比如

說它也提供了基本頻道，但是付費方式可能會因為寬頻上網或其他互動性的

服務而會有所調整嗎？ 
江：這是目前仍在發展中的新問題，目前就美國法治面來看可能還是循原來的電

信和有線電視雙軌的軌道來做，當業者提供有線電視視訊服務的時候，在有

線電視這邊至少在基本頻道級會有費率管制問題，但如果說你從事譬如像

Internet 的時候，是否它就已經是跑到電信業那邊而有其他電信法規的適用？

目前我接觸的文獻是這樣的，九六年電視法把所謂的 cable services 這個概念

做了修正，cable services 的概念本來是所謂的單向的、傳輸視訊的訊號或是

其他的節目或 programming 等，但是使用者 interactive 這方面回傳的訊號輸

送也是屬於 cable services 的範圍，換句話說本來對「有線電視服務」的定義

乃針對傳統有線電視的傳輸來設計，若有線電視業者開始傳播 Internet 的訊

號，是不是就跳出了原來的定義範圍，而必須跑到電信那邊或是變成第三種

類型的傳輸範圍？九六年在 cable services 的概念裡面，增加了如果消費者或

是收視戶使用收訊的，就是它本來是說消費者是選擇收視節目的話是 cable 
services，現在又加了字眼「or use」，就是說如果是它 programming 過來的東

西如果你加以使用的話也是 cable services，所以加了「or use」這兩個字進去

以後，讓 cable 業者傳 Internet 的時候，因為 Internet 傳過來的東西不只單純

收視還有使用，於是把 cable services 定義的範圍擴大，讓 cable 業者可以從

事新的像 Internet 的 services，這是 cable 跨足 Internet 的情況。若電信業者想

跨業做 cable services 的話，不是只有修改定義就可以解決的，因為 cable 和

電信的經營有不一樣的地方，在美國 cable 的經營有個小單位，你要能夠在這

個經營區經營的話，必須經過這個地區特許機關的特許許可，所以電信業者

在九六年的電信法以後可以跨業經營有線電視，還是需要經過那個地區特許

機關的申請特許的規定，如果特許機關通過才能經營，經營的時候它也需要

遵守有線電視這部分也就是 FCC 的管制規則，甚至當地特許機關對經營上的

要求和規定。 
石：其實法律沒有明文禁止跨業，只是規定跨入不同業別的業者遵守不同的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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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營電信的話就要另外取得電信執照。現在有線廣

播電視法第四條的規定，系統經營電信事業依電信法規定；在電信法中並沒

有特別對有線電視系統增加新規定，若是被界定成有電信機房設施的所謂第

一類電信事業依法就必須取得特許，其他的電信服務業則要取得第二類電信

事業的許可，也就是說，國內已經廢除所謂的跨業限制。先前是有線電視法

二十二條有一款規定禁止經營電信總局業務的業者去申請有線電視執照。 
江：對。如果你有經營的話它就不發給許可 
石：那是有法定明文禁止跨業，現在那個條文取消之後改訂這條文其實就變成雙

軌，做什麼生意拿什麼執照，同一業者可以經營兩個不同業務。國內還有一

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就是說，如果一個業者經營兩邊的話，它就會 bundle 兩邊

的 services，不曉得在一個有價格管制或是一個沒有價格管制或是兩種不同的

價格管制機制，在業者 bundle 的時候規範會怎樣？還是用兩套法制去討論

嗎？ 
江：這問題連美國也尚未解決，因為這基本上是市場上可能發生此情況，法制總

是落後一步，現在來談這問題可以說美國法律還沒處理到這程度，而是說我

們覺得這部分法律問題可以怎麼處理，就是我剛講的，你如果是電信業的話

就遵守電信法上的規定，要跨足有線電視時候你來申請特許，特許許可的時

候，cable 這邊的 rules 和 regulations 你在提供那部分設備的時候你也要用，

這時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像是譬如說美國電信法對於電信業者有些要求，像

是 interconnection､universal services 這些東西，這些東西當你在從事 cable 業

的時候是不是也有這方面 rule-making 和 regulation 這方面適用的問題？現在

的情況是，美國還是雙軌制，就是做電信事業的時候就遵守這邊的 rule，你

要提供有線電視視訊的時候還是按照這邊的申請程序和許可，但是有線電視

這邊沒有 interconnection 的要求，所以你在做這邊的時候也沒有。所以目前

美國都還沒有在法律上面直接很清楚在處理說如果兩個 services 完全的

bundle 在一起，完全 bundle 在一起其實這中間還是可以討論的，譬如說同一

家公司透過兩個途徑提供兩個 services，這時候你還是可以分開看，傳電信的

時候用電信法，傳有線電視的時候用有線電視這一套法規，但是 bundle 到什

麼程度才會出問題，這個我就覺得是很有趣的。譬如說我看他們的預測或預

估是說，以後可能用同一個 network，用同一個 cable 線或同一個纜線來做所

有的 services，是不是說在同一個纜線的時候它就 bundle 了，還是說在同一

個纜線之間，它還是可以 separate，若可以 separate 那兩軌之間還是有可以適

用的餘地，所以這是一個正在發展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石：具體的例子可能會像法律規範我國跟美國應該都有類似的部分，像電信業因

為它是 common carrier，不能在沒有正當理由的時候拒絕提供通信服務，cable
就不是了，cable 它自己經營的是一個 media，它應該可以挑選自己的內容是

什麼，最明顯的就是國內發生的斷訊，它可以不讓某些訊號在它的 cable 裡頭

出現，這在電信業裡頭是無法想像的，照說只要頻道業者願意提供相當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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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費用的話沒有正當理由是不能拒絕的，如果頻道業者是以廣告為主要收

入，它只要付了電信的通信費就可以在任何系統裡面出現，如果是用電信的

model 的話，可是在 cable 的 model 裡頭的話就不是了，因為 cable 還是有系

統業者與收視戶之間的契約關係，但是頻道業者與收視戶之間並沒有契約關

係，和我們所理解的 common carrier 架構有很大的出入，有些部分和市場經

營沒有直接關連，就是所謂內容的責任，電信的模式和有線電視的模式也有

很大的差距。 
江：對，電信基本上它是不對所傳輸的內容負責。 
石：我們馬上看到了兩套規範的不同。國內業者可能和美國業者一樣很聰明會想

到利用兩套規範之間的夾縫求生存的方式，比如現在很多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開始在推廣各種加值型的服務，包括寬頻上網，或是某些電子商務服務等，

儘管相關技術未必成熟，可是也一直在做了。這些其實並不是所謂的有線電

視，現在具體在做了，費用都會 bundle 到原來的收視費裡面，包含比如說在

接受寬頻服務的時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機具，像是機上盒或是定址解碼器等設

備，可能它設備的費用攤付在不同的服務費收取過程，特別像是有線電視在

國內有很明確的價格管制，若成本報列在管制項目的話，最後就可以反映在

收視費上面而調整，有些是非管制項目，若已經把成本提列在管制項目的話，

這邊相對上的競爭成本比較低，就可以和其他業者競爭，比如像 ISP 業務，

我們國內業者已經想出從這方向去做，這是否是雙軌制留下的一個比較大的

問題，因為 ISP 電信法也是一般的許可，而且營業規章也不像固網業者一樣

受到這麼高度的管制，因為第一類電信事業和第二類電信事業的管制密度不

同，第二類相對上比較鬆，就像我們現在 ISP 業…… 
石：現在碰到很多這類問題，就是說系統業者其實開始做不管是第一類或第二類

的電信服務了，它的費率計算因為一個是管制部門一個是非管制部門，管制

部門剛好又是寡占的市場結構，非管制部門通常是競爭結構，這時候它就會

交叉補貼，這時候它就會把成本移向管制部門，然後非管制部門就可以有比

較優勢的競爭價格和其他業者相互競爭，像這個在雙軌制上是否管制容易出

現一些問題，這些法有一般所謂的禁止交叉補貼，當然實際的運作規範還會

到價格管制部分，因為一般性的禁止規範不能立刻反映出它的效果，其實干

預的還是會到營業規章和費率調整方面的管制。 
江：原來電信法裡面禁止第一類和第二類電信的交叉補貼，在一九九九年十一月

修法以後還在嗎？ 
石：還在，後頭增加了一些文字。 
江：原則不變就是了？ 
石：對，前面的架構是一樣的，但是後頭增加了一些文字，大致上情形是一樣的，

因為原來只說要分列會計帳，現在那個文字仍然保留在十九條，但是十九條

第二項是新增的。 
江：其實沒有多大改變，還是第一類和第二類之間不能交叉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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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對。 
江：所以其實你剛講的沒錯，當他們之間已經跨業經營了，跨業經營的時候有一

部分會是所謂的共享部分，成本有一部分是共享，然後當你有一部分是有價

格管制另一部分是沒有價格管制的時候，此時它就會很容易把成本看到價格

管制那邊的資產或成本方面的計算，使得就是說你在管制價格這部分的計算

的基礎，你會吸收到其他業務部分的成本，所以從這樣的觀點來看，是否可

直接導出一個觀點就是說，這兩套不同的管制競爭的法律上的這兩個

regulation system 是否要做某種程度的整合或匯流，我自己覺得說因為目前不

論電信或 cable 媒體部分的技術發展都還在變動當中，所以現今面臨到的難題

就是說，如果我們預先設計以後五年之後的電信跟 cable 或其他 Internet 的市

場會怎樣，我們就訂出一套法則，基本上希望用一套法則規範不同的業者，

可能會有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五年之後的市場情況還沒整合或是整合的不太像

我們所想像的情況，我們是不是會預設錯了一些東西，類似的一個情況發生

在美國，就是說他們在九六年決定讓電信業者來經營有線電視的時候，其實

那時候國會是很樂觀的，他們樂觀地以為只要把限制拿掉的話，電信業者會

大舉入侵有線電視市場，所以他們在九六年的電視法就說既然會這樣子的

話，我們在九九年三月對於進階服務級的費率就不用管了，只要管 basic 那一

部分的東西即好了，但是其實這幾年來的發展卻和國會在九六年制定電視法

的預想是不大一樣的，像我自己看到的例子是，譬如到一九九八年年底為止，

美國電信業者跨業申請有線電視特許的不會超過一百五十家，但是美國有一

萬多個系統，所在佔了不到 1.5%，換句話說電信業者完全沒有如國會所想的

大舉、普遍性地跨到有線電視市場來，所以看遠一點去想以後的市場會怎樣

就去定一個法的話，我覺得那種程度而言有一定的不確定的因素在或一定的

不準確性在，但是某種程度而言兩軌的法律之間一定要進行所謂的和諧化或

是搭配化，讓兩套法律之間能夠截長補短或是去想到共通的問題就是這兩套

之間在跨業之後會引申的問題，這部分就像你剛舉的例子就是說譬如一個

cable 業者，我現在要做寬頻上網會用到光纖電纜，要用很高的成本費用鋪光

纖電纜，但是鋪了光纖電纜後其實不是只要做 cable，它要做其他的東西，但

是當 cable 的費率的計算時候，這時候它在它資產部分它就會把比較昂貴的光

纖電纜鋪設成本算在 cable 收費標準裡面，但事實上被收費的收視戶，它若沒

有要用寬頻上網的時候，它必須分攤寬頻上網的人所使用的比較昂貴的成

本，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一些剛講的問題。 
石：而且在有線電視法裡面並沒有交叉補貼的規範。 
江：對，所以此時就是電信法或有線電視法在允許跨業經營以後，在費率計算公

式上可能必須把這部分的東西加進來考慮，譬如說現在 cable 的費率標準是由

新聞局來定標準，地方政府再依照這個標準核准，問題在有線廣播電視法五

十一條完全沒有說審議委員會要如何定收費標準，也完全沒說地方縣市政府

要如何核准收視費用，這一部分在我的那邊文章裡面我有講說，其實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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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授權太空泛了，太空泛的結果會導致實際上的一個情況：九八年､九九年､

兩千年各有其收費標準而且中央和地方在吵架。我覺得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可

以就是說即使是法律很空泛的授權，新聞局可以說它得到五十一條的授權，

事實上可以制定一個類似譬如說審議委員會要制定收費標準的時候的一個

guideline，這個 guideline 可能在成本核定的時候要想到這些成本有可能要去

分攤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非有線電視視訊服務的成本計算，這部分若能算進去

的話基本上可能會有比較合理的收費標準，但是就是說是否因為電信業者開

始做有線電視業務或是反之亦然，有線電視業者開始從事電信業務，就會使

得本來雙軌制的法律要全面翻修，修到譬如說有沒有可能像是雙軌制，這一

方面我是比較覺得說可能無法那麼快，若太快的話可會有一種情況就是說我

們真的無法預期以後市場和產業的情況，而我們先定的話，如果以後不是那

樣發展，我們會發現訂了不合實際的東西。 
石：具體就國內情形來說，說實在時機蠻巧的，固網在三月十九號就審議完成了，

據說三月二十號就要公佈通過審核的名單。 
江：有四個團隊去申請…… 
石：然後有線電視的系統的審核也還正在進行中，您也很清楚：八十二年雖然有

法律了，可是有個暫管辦法讓業者拿登記證營業，到前年才開始有人拿到正

式許可，然後去年還零星拿到幾張，今年還有人還在繼續審核中。 
江：你說還在發籌設許可？ 
石：不是發籌設許可，是轉型成正式許可…… 
江：就是核發正式執照….. 
石：對，今年仍在進行當中。固網那邊有三個業者蠻凸出的，一個是東森，一個

是台灣固網，另一個是新世紀資通…… 
江：新世紀資通不是遠東的嗎？ 
石：是以遠東為主，和信的持股不多。另一個是台灣固網，最主要是台灣大哥大

和台電，然後還有第四家是全民。也就是說這裡面一共有三個業者都有用某

種特定形式參與有線電視經營，東森、和信是大家比較熟的集團，太平洋也

有某種形式的參與，就是俗稱的太平洋掛的系統，它們同時有參與固網的投

標，也有些它們旗下或是有關係或是有結盟關係的系統業者也有剛拿到正式

執照也有正要取得正式執照的，同樣都會所謂的系統建設，可是同樣是系統

建設，一個是電信的系統建設，一個是有線電視系統建設，在審核過程中，

我們都知道很多業者已經在鋪光纖了，光纖說實在不可能只用來傳線一百多

個頻道而已，因為綽綽有餘，所以一定有剩餘能量，但是如果說它那邊所謂

的有線電視系統建設全部承認它的成本計算的話，那一部分的收視費費率管

制就變得很困難，因為剛開始在核發它正式執照都已經承認了，當然就是它

的資本項，這時候當然在費率管制的時候就容許它把折舊算進來，然後它其

實可同時轉換到如果它有固網業務的話，就完全可以使用到那邊去，在固網

那邊另外有系統建設的要求，比如說第一個是資本額第二個是戶數，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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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意它們所謂的資本額用資產作價，就電信總局的審核過程裡頭就碰到一

個問題，是它可能會拿現在有線電視系統已經有的建設作資產作價，變成它

申請固網的資金要求，變成說它兩邊都在用…… 
江：對，一魚兩吃。 
石：就是說現在兩套規範已經可以看到業者兩邊都在使用了，您剛所提到的的確

像是 guideline 我覺得實在是蠻重要的，不只是說有一個數額，還考慮到各個

指標可以調整的方向等，就算是把所謂的光纖或是系統建設都承認了，它折

舊怎麼提列到每年的費率成本結構裡面，的確可以進一步規範，否則同樣一

套都是光纖，右手邊可以做一套固網折算投資額，左手邊可以做有線電視成

本報價部分，立刻就跑出不管是舊的系統收視戶或是新的電信用戶，都會被

它拿這些項目來充作成本，這是馬上可以看到的問題。 
江：對啊！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東西應該就是說我們不必一下就得到結論是否馬上

就要修法，就像我剛講的，若是在不修法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也能夠讓主管

機關在核算這部分的價格或是計算費率或是任何關於成本計算或是它們在算

固網投資的金額部分的時候，交通部或是新聞局能夠讓它們在做這樣的計算

的時候，讓它們知道原來它們會有一魚兩吃的情況，所以你要在做計算的時

候把一魚兩吃的情況考慮進來做某種程度的削減，削減下來我們不敢說能夠

做到說因為這兩個東西是不能完全切開的，但這邊作一部分的削減那邊做一

部分的削減，就可以比較合理的反映出來在兩邊可能各自分攤的部分。 
石：現在執法比較有趣的就是說，大家常在罵「多頭馬車」。我相信您也會具體

去看多頭馬的問題出在哪裡，而不是一般性的多頭馬車問題。具體以有線電

視系統來說，它們的工程技術設備還是電信總局在審核，那也就是說這邊不

能說一定是雙頭馬車，畢竟同樣是技術部門，有線電視系統的技術審驗部分

仍然是由電信總局在做，固網的部分的技術審驗也是電信總局在做，其實我

覺得所謂的多頭馬車問題還不是出現在這個層面，具體來看費率管制新聞局

和地方政府，然後那邊固網的費率管制更複雜了，電信總局､交通部､行政

院跟立法院全部都在裡面，這兩套怎麼 co-ordinate 真是相當複雜，技術部分

好像不是問題而是後來的費率審驗部分是另外一個問題，您覺得這兩個可以

co-ordinate 到什麼樣的程度嗎？ 
江：我只能說，因為基本上它是兩個 system 不同的在跑，所以你很難說，就是

它們兩個要……就是說就法規的設計上讓它們兩個有一定的……譬如舉個例

子來說，這兩個委員會在審議之前可能要互相諮詢怎麼樣的，我覺得如果修

法修到這樣子的話，也不見得可以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時候應該是主管

機關它本身就是，它應該就是不待法律的要求，或是一個法規上的一個說你

一定要這樣，就是說主管機關基於一個你在形成費率的時候應該形成一個合

理的費率，而這個合理的費率應該把不相干的因素剔除，所以在管制機關本

身有能力或權限或主動地位來形成所謂的合理費率，它只要被告知說、而且

它事實上也一定知道業者有這種一魚兩吃的情況的話，那麼它就應該要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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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公式或準則裡反映出來，我覺得這是管制機關在管制的合理性考量裡所必

要的，也就是說，這時候管制機關就可以用它的主管機關地位來做調整，不

一定要一個法律條文或一個法規定在那邊。 
石：剛那兩個條文來看，就是電信法上有關於第一類定義事業的費率管制和有線

電視法五十一條的費率管制結構，好像有線電視法比較單純，至少就費率標

準這一方面統一由新聞局來定的，而固網那邊，因為涉及立法院，其實有政

治因素介入，它的調漲或是調降比較僵硬。 
江：應該是由行政院核定之後再報立法院是不是？ 
石：對。 
江：然後最原始的公式標準是交通部電信總局提出來的。 
石：等於是說真正決定的是兩層，舊法裡有兩層節制在，就是電信總局提標準，

交通部轉，行政院核，立法院後面再做節制，那邊是比較複雜的。至於有線

電視這邊呢，是新聞局中央主管機關定費率標準，所以它的考慮比較有彈性，

我們的問題幾乎集中在如果依「事物適當的本質」，根據市場或產業結構的特

性來擬定一個費率合理標準，其實新聞局可以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江：就是說它決定空間較大對不對？ 
石：對，在這種情況之下，是否又遇到另外的問題了，當然第一個就是長久以來

的管制重點都不在市場結構，它對產業的了解也不在這面向上，第二個問題

就是說，它如果對這方面有充分的能力，它要怎麼去收集這些資訊，那些東

西考慮進來？那些東西剔除？做怎樣的評估等等，即使它有這樣充分管制的

能力。另一個問題就是業界最普遍存在的資料可信度不高，這問題管制機關

要如何去克服？ 
江：其實這種事情即便修法也不一定能夠克服，我是覺得就像從以前舊的有線電

視法到現今有線廣播電視法，其實業者都需要提供一定的資訊給主管機關，

在費用這部分的管理，新法中我記得它好像是說…… 
石：每年八月一號起一個月內向地方政府申報…… 
江：對，我記得好像是要把戶數的那些問題報給地方政府對不對？ 
石：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先談的是收視費用是向地方政府申報，這是八月一號的，

這是第一個資訊，第二個是也是您剛提的戶數要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江：對，但是會計那部分的帳目要送地方政府的，因為最後核准是由地方政府，

也就是五十一條第三項它說會計制度和標準模式雖然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但是應該是這個….我看一下……ＯＫ！這個是施行細則，有線廣播電視

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三條它是說，系統經營者在申報收視費用的時候應該把它

的財物文件送給地方政府， 
石：包含資金流量表…… 
江：那些文件包括費用計算方式和調整幅度，成本分析和投資報酬率計算數，資

產負債表和損益表等等，這一部分的 information 要送地方政府，收戶的戶數

要送中央主管機，這是新法五十一條第四項。其實我們的有線廣播電視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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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規定業者它應該提供必要的 information 給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的義

務，但即便是法律上有這樣的要求，我知道說業者也會這樣做，可能比較關

鍵的問題是業者給予的 information 不一定是正確的，這可能才是問題關鍵的

所在，也就是說如果新聞局以主管機關的立場跟業者要的話，我想業者不敢

不給，問題就是說如果業者給的不是真實的 information 的時候怎麼辦的問

題，我想就是說，這部分我就比較不知道該怎麼說，其實在美國的情況也是

cable 業者向 FCC 申報戶數等等，但是大家會覺得說 FCC 彙整出來的那些資

料，特別它會在每年有線電視年度競爭報告書裡頭會把那些資料彙整出來，

它舉的那些資料是蠻可信的，但是國內的情況較為不同是，其實新聞局那邊

也會有資料但是我就不曉得新聞局是不是連它們自己對於業者跟它們申報的

資料它們都覺得說可信度有問題，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我想這已非法

律可解決的問題。會不會說因此要求對於申報資訊提供不實的業者還要給予

罰則怎麼樣來提高資訊申報的正確性，這一點我尚未馬上得到結論。 
石：現在碰到產業管制，特別是費率管制最重要的是資訊的流通，第一個當然就

是公平法裡面有一般性的資訊獲取權，或是被調查者的資訊提供義務，而且

有法律效果的。 
江：你是說公平會是不是？ 
石：對，公平會的部分有。然後有線廣播電視法其實規定得很模糊，戶數內的部

分是有強制，可是其他的財物資料我個人是覺得留到施行細則是有點勉強

的，因為那是創造一個法定的義務。然後另外在有線廣播電視法裡面，還有

其他的查核的可能性，比如說一般性的評鑑是三年一次，就是它的整個營業

狀況和節目的表現，另外就是有關於派員檢查，就是很多有關的管制法律的

都有，但通常是對於設施場所的檢查，當然像我們這邊的規定有進而到相關

資料，當然可以進一步匯到簿冊等等這些資料等等，可是就我理解，其實這

種檢查比較像是有違法行為的檢查，不像正常的資訊取得方式，這就是我們

舊有法制上的問題。再來就是主管機關向新聞局對於它所主管幾個產業經濟

面的了解不管是以前還在管制的出版業､現在還在管制的電影業､廣播業､

無線電視台､有線電視，還有衛星電視等，這些方面掌握就我個人接觸的印

象是非常少，連法定要報的持股部分的管理一般的說法是說這是機密不願意

提供，那實際管理情況如果不曉得，這就是現在在這方面資訊流通的情況的

確不是很樂觀，但它所謂的費率標準，像我們剛剛所談到的幾個問題，尤其

在電信法費率的審核上面有比較複雜的機制在運作，其實單一機關裡頭權限

比較有彈性的就是新聞局，如果它這邊不能適當定出有線電視費率管制的標

準的話，真的會讓雙軌的運行方面沒有辦法很好的相互的…… 
石：以費率管制來說，雙軌的部分電信的調整機制比較複雜，相對上新聞局比較

有彈性而且比較可以根據產業狀況去做“微調“，調出一個最適合的費率標

準，但是以它的資訊掌握能力以及它對產業經濟面的了解，似乎又有點疑慮，

就是當這兩個部分都失靈的時候，委託機關公平會最關心的是它們此時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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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假設產業的結構管制都已經壞了的話，它們可不可能在

市場的行為面或是 antitrust 的市場結構面做任何干預，它們能夠做什麼事情？ 
江：我覺得任何管制機關首要條件是對於產業實況的真實掌握，換句話說如果新

聞局對於媒體傳播業的實況無法掌握時，這時候就覺得換個管制機關來做的

話，若在實況掌握和資訊掌握部分，公平會如果不比新聞局高明到那裡去的

話，我們也不可能期望公平會能夠比新聞局更能切中要害更能掌握實際問題

癥結的一個切入點，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說公平會若要成為在新聞局

失靈時的一個比新聞局更優越的管制者的話，它面臨到和新聞局同樣的困

境，就是說它要先對於產業的實況做了解或是做調查，就是說在這個有線廣

播電視法相關規定裡面，如果新聞局都依這些規定也掌握不到它們覺得真正

重要資料的話，那我就會質疑公平會是否有比新聞局更好的地位去掌握這些

資料。公平會可能和新聞局有一點點稍微不同之處是，公平會有一個比較一

般性的調查權，這個一般性的調查權是不是可以作為補充這部分的不足，也

就是說當新聞局依照有線廣播電視法希望業者送來一些資料，而業者送來一

些不算非常實在的資料的時候，新聞局可能會說我已經要它們送來了，它們

送來的資料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目前能夠了解到的情況就只是這樣子而

已。但是公平會的調查權它是可以進一步的說，可能你送來的資料不夠實際，

我們要進一步的去了解，甚至我們自己來做調查，自己來做更深入的實況掌

握。譬如說舉最簡單的例子，現在到底全國有多少有線電視的收視戶，新聞

局可能會有一些統計數字，但是不是就是它們所了解那樣的數字就不知道

了，譬如說某某系統它到底有多少戶，它可能會和新聞局報說我有兩萬五千

戶，但實際上它是不是就是這樣的戶數很難說。但是公平會如果真的要管的

話，譬如公平會從新聞局那邊得到說台北縣的Ａ系統是兩萬五千戶，但是一

般的業者都以為它一定是謊報，通常是短報或少報，那麼公平會是不是可以

實際地去檢驗你的帳冊或會計資料，就可以進一步反映出確實的數字，才有

辦法去決定市場佔有率是多少，到底有沒有違反規定才能進一步去判斷。我

覺得公平會和新聞局應該有一個蠻大的不同：公平會是要面對全國各個產

業，所以公平會和新聞局相比它應該是點狀的，就是說有某些產業出現比較

大的問題點的時候它做點狀的處理，但是公平會應該不適合變成這個產業的

主管機關，來越俎代庖代替新聞局做一個整個產業的結構調整。 
石：具體而言，以公平法來講，它們如果說是執法，就變成說像第十條濫用獨占

市場地位的行為，具體的行為出現了才被處罰，十一條以下到十三條是結合

行為出現，當然那時候會進入像你剛所說的判斷市場佔有率的實際大小問

題，十四條以下處理所謂的聯合行為，十九條以下處理的不公平競爭行為，

就是有這些公平法上的不法行為出現的話進行調查，那新聞局的確像您所說

的經常性的監督產業，其實是兩個不同面向的，可是以國內具體來說，新聞

局是等產業出事情的時候才開始具體介入，也不諱言國內最具體的問題就是

斷訊，斷訊的時候大家都在挑那個機關行動最快、抓得最準、執法的工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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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當然從這角度去看，已經不是說我們剛所談到法理上最適合的任務分配，

這時候常常公平會會被點名出來，當然第一個是去年剛修完的公平交易法，

武器增強了：罰則提高非常明顯－而且是連續處罰，加上公平會本來具有一

般性的調查權，再加上國內對於產業經濟了解比較清楚，相關資源、人力和

處理個案經驗也是公平會最豐富，即使像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電信總局為

例，有產業經濟人才的流入也是自由化之後才有的事，之前完全沒有，之前

它們一再強調它們自己的工作是所謂的電信監理，那新聞局的情況也很類

似，以國內具體的情形來說，公平會會被點名出來介入有線電視產業，處理

產業秩序失調的這種問題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確，我們看到問題眼前就會出

現：今年底會不會斷訊？因為，新聞局局長趙怡所建議的「簽三年長約」還

沒有開始，畢竟授權契約還是以一年為期限，今年底就又來一次…… 
江：還有八個多月，因為才剛斷過…… 
石：對，很快就會出現的。再來就是收視費率的調整，因為八月一號就要報了…… 
江：地方政府十一月底就要核定的…… 
石：對，眼前就可以看到問題馬上會出現。當然公平會對於費率的合理性沒有必

要去介入，但是對於核定費率之後的業者所呈現出的營業情況，比如說內容

減少，或是說變相的把價格移到別的部分，就是不在主管機關核定的項目內，

比如說主管機關所核最主要是收視費，它可以改成其他費用，這時候似乎既

不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以管的，也不是其他的主管機關可以管的，這是依

市場上的競爭行為，像這個部分公平會可以做的是什麼？或是比如說業者出

現聯合定價的問題什麼的？或是再加上馬上就會出現的三月二十號以後大概

有部分的固網業者會以現成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它們的第一批業務，那麼價

格的安排如果電信總局跟新聞局或是地方主管機關這邊沒有辦法充分的在價

格上面兩邊完全合作的話，會留下一個縫，公平會是不是就有了新任務？ 
江：這問題我還沒想過，你提出這個問題你一定有些想法，你可以先跟我講一下

你的想法，我看我可以如何跟你做一個討論。 
石：目前具體關係的是第一個就是 services，第二個就是價格上面的 bundle，這

兩個是馬上就會出現的，我們倒不一定說它是打手，就是某種產品和價格的

組合比較複雜的組合形式，這種組合大概不一定會很精確分別落入有線電視

和電信的管制裡頭，它最後出現的可能是一個價格，比如說是一個 all in one
的服務費，就是一個 package 收一次費用，這費用的所涵蓋的服務項目同時

包含所謂的基礎頻道這是有線電視的，跟限時上網的免費服務，這部分兩個

都 bundle 起來的話，這時候再加上其他的像是股市資訊､遠距教學等等這些

既非電信也非有線電視其他服務全部 bundle 在一個 package 裡面然後一個價

格，這時候要怎麼管理？它有時是 unfair 的，比如第一個是它和其他水平業

者之間的競爭問題，所以說它可能會打擊到原來領域活動的 ISP 項比如說是

hinet 或是 seednet 或是中華電信，或是同區的其他系統業者，就是第一個他

們同業之間的關係，第二個就是像是收視戶這邊的收費合理性，甚至它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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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鎖定消費者的方式比如說因為你收看我的無線電視，你又不會跳到別的

地方去，所以我在你有線電視的服務裡頭開始加新的服務反正你跳不掉，然

後另外 charge 新加的費用，就是有各種形式的組合。這是公平會最擔心的價

格和產品兩部分的 bundle，而且這 bundle 不一定兩部分都非法，就是它的合

理性在那裡，什麼東西算是不公平競爭， 
江：基本上我覺得從原來的那個我覺得電信是電信，有線電視是有線電視這樣子

的觀點出發的話，我們先不要說這兩個東西一定會匯流的話，其實它們在收

費上也有一定程度的可分別性或是可區隔性，競爭法上對於這種可以區隔的

東西你又把它 bundle 在一起就是搭售的問題，所以就是說即使是沒有所謂的

產業匯流的情況之下，舉例來講譬如你除了打電話的費用外，你也可以說我

另外用其他的服務比如說話中插撥、指定轉接這些服務等，所以即使同樣是

電信，第一類的電信業務的話它都有可能有一些不同項目在那邊，如果你把

這些項目都 bundle 在一起的話，那我覺得它本身可能會有搭售的問題，如果

說把電信和 Internet 和 cable 的界限又拿掉的話，這個不同之間的 product 的

連結的 bundle 我覺得也是可以用搭售這樣的問題來看它是更大規模的，或是

更 unfair 的一個搭售的情況，這部分我覺得應該是公平法中的不公平競爭部

分可以來處理的一個著力點所在，其他等一下我想到再講好了。 
石：公平法執行上還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就是，就是如果說它是獨占產業的話，

是用濫用獨占市場地位的協調規範就是第十條嘛，這就有趣了，新進的固網

業者相對於中華電信一定不是獨占廠商，可是它在它那個區的有線電視系統

來說，它幾乎可以說近於獨占廠商了，第一個就是說如果只有它一家嘛，第

二個就是說兩家實際上不會競爭嘛，都符合獨占的條件。它把商品的價格

bundle 起來的時候，今天我如果認為它是以有線電視系統為基礎服務，就是

以這個市場去 bundle 其他產品的時候，它們就可以用第十條處罰，不是的話

就溜到第十九條去，而且這兩條其實寬嚴程度不同… 
江：法律效果也差很多… 
石：對，獨占案件一般採取 illegal per se 標準的可能性會很大，然後，不公平競

爭案件採取 rule of reason 加以判斷的可能性會比較高，如果說他們被以有線

電視系統的獨占市場系統結構為基礎去 bundle 別的東西的話，用第十條處罰

會很重的。如果說它們被認為是電信的競爭者，被放第十九條的話，相對上

第一個不一定會成立不公平競爭，第二個是成立之後的話罰則相對上比較

輕，不過這是實際上會碰到的問題。再來就是前面已經有分別兩個主管機關

先管過了，剩餘的部分是不是還有不法性呢？因為已經被兩個主管機關評價

過一次，甚至積極干預過它的價格結構，公平會是不是甚至可以說我就不管

了，因為前面已經有人把守過第一線了。如果公平會還去管的話，它用那一

種 model 去處理？這是跨業整合給它們帶來新的問題。 
江：其實就我目前所看過對於公平會處理的有線電視產業的個案來講，公平會的

執法態度傾向於若主管機關對於這樣一個事件它已經有介入的一個做管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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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所在，公平會會何樂而不為的退讓出來，因為這樣它們可以少做一點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公平會自己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說，它們到底要做一個積極

主動的管制機關還是消極被動的管制機關，這個態度它們自己要去拿捏，它

們態度的拿捏會造成它們在視法上的不同，也就是說如果公平會要當一個比

較積極的主管機關，它甚至可以說它是第一線的主管機關之後的第二線防衛

者，若它要採取消極態度的話，它會認為說既然這樣的一個事項或事件的話，

既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都已經…譬如說費率的問題，既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都已經核准了，然後業者也因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核准相對上得到所謂的

信賴利益的話，這時候我們再去介入再去挑戰費率的合理性的話，就會比較

有疑問，所以我覺得公平會它自己本身的一個……至少對於電信或有線電視

這個產業的管制態度的自我定位，我覺得它們自己要先定位清楚，其實公平

法的許多條文，所用的文字其實都是很抽象，其實…公平法某種程度而言它

的真正的意涵如果不透過公平會的實踐，可說是抽象名詞的堆砌，就是說公

平法到底要被實踐到怎樣的嚴格度，最簡單來講就是說公平會到底要執法嚴

格到什麼程度，這一個基礎性問題就是說，公平會對這兩個或這三個產業它

的基本態度是如何，它是要比較嚴格的介入者，類似就是說第一線漏接之後

它是第二線的防捕者，或是第一線其實就已經把要管制的事情都已經做過處

理，它的第二線角色就是除非是第一線所無法處理的嚴重的所謂的限制競爭

或是不正競爭的情況，它才要加以介入，我是覺得公平會這個態度它們自己

要有所取捨。那我看過的案例是，公平會目前為止對有線電視產業這部分處

理的態度，通常都是比較消極一點，也就是說如果它們認為第一線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已經能夠有所處理的話，它會覺得這樣的一個事件我就無須多做一

些管制，舉例來說公平會對有線電視系統之間的結合案非常寬鬆，這個寬鬆

的情況某種程度而言比起其他產業有過之而無不及。 
石：對啊，不過這是涉及到公平會整個結合管制的規範架構問題，因為公平會的

許可率本來就很高。另外就是在具體個案來說，公平會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跟新聞局合作或是協調關於有線電視系統管制的部分確實有看到一些影

響。比如說新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重新開放申請的，那是以前舊法

時代曾經有一個版本的施行細則有一模一樣的條文。 
江：但是那時候沒有通過是不是？ 
石：那時候是施行細則，那時候有通過成為正式的施行細則條文，現在把它拿到

母法來，可是在施行細則之前是公平會和新聞局的協調結論，先是兩個主管

機關協調結論，變成施行細則，再變成正式母法的一條。當然誠如您所說的，

公平會當然是很成功的把這條文往前推到管制法去，不要把這問題延後到競

爭法領域來，所以由管制主管機關那邊先去考慮到市場結構惡化的問題，這

時候就會減少競爭主管機關那邊的介入必要，的確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趨

勢。現在又有一個類似的問題發生，就是分級付費，也是跟著斷訊而來的，

這時我們看到主管機關之間開始在積極找出一個預防性措施的架構，接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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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就是說這個預防性的架構能不能解決問題，以及它運作基本問題的障

礙在哪裡？我們先分幾個角度來看，第一個就是費率管制，最直接的就是費

率管制，分級付費意味著會退出某些部分的費率管制，直接說是這個樣子，

應該是說以前全部都管，現在區分不同的頻道屬性，有一部分或許交給業者

去調整，甚至某一部分劃出像美國一樣，pay per view 或是 pay per channel 部

分劃出去，然後把費率管制集中在基本頻道部分。這個在我國運作莊春發教

授做的調查是說收視戶意願很低，再來是系統部分要執行這個部分會碰到一

些問題，這是我們看到產業面的。那規範面會碰到的問題，直接抄美國的制

度我想新聞局應該會很樂意，如果把那套制度搬過來的話立刻會出現的問題

是什麼？大膽猜測，只剩基本頻道部分大概降價，可是剩下的基本頻道就不

多，平常大家想看的頻道反而跑到基本以上的（付費）部分，然後那部分是

不管制的，所以收視戶如果看到如他們現在所看到的是頻道，最後的總價恐

怕要上漲了，像這樣的一個發展趨勢，您覺得以一個產業結構變化來說，主

管機關將來介入管制或退出管制的模式會發生怎樣的影響？ 
江：其實從經濟原理來看，分級付費是比較合乎經濟配置效率的一個做法，也就

是說系統跟頻道在買節目的時候譬如說系統有多少戶所以頻道就跟它以每戶

多少錢來計算購併的費用，如果說你的收視戶裡面有一定的比例譬如不看

HBO 的話，那我每年要付給 HBO 的購片費當然就少了一半，所以整體來看

分級付費是比較合乎經濟配置效率的一個比較好的做法，這樣的一個基本制

度如果說在現在我們台灣地區來實踐的話會不會有什麼問題？這可以分幾個

方面來講，第一個問題就是說先講一些比較小的問題啊，第一個就是說消費

者會不會願意接受或歡迎這樣的制度？通常我的理解是消費者會覺得說分級

收費以後我可以看的頻道數就少了，譬如同樣是六百元來講，分級付費以後

我只能看到譬如說現在的一半頻道我就會覺得說我吃虧了，所以消費者可能

不太歡迎的。以另外一個部分來講，分級付費目前比較可能面臨的技術上問

題，第一個就是定址解碼器的問題，如果要推動的話，定址解碼器是一定要

裝的，而這部分的費用到底要誰來分攤的問題，這個東西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定址解碼器本身不便宜，三百五十萬戶全國的收視戶每戶都要裝定址解

碼器的話那要非常多的錢，如果說政府要用納稅人的錢來付定址解碼器的錢

以推動分級付費的話，我會覺得這樣子的做法是非常有問題的，所以就是說

定址解碼器的費用如何去計算這是需要進一步斟酌的問題，不過原則上我覺

得業者一定要負部分的責任。周邊幾個問題先講完之後再回到主要的核心就

是說，分級付費之後它的付費作法法是不是要採美國制度，美國制度就是剛

剛石老師所說的 pay per view 和 pay per channel 的部分不管，本來是基本服務

級和進階服務級這兩個部分管，九九年三月以後連進階服務級都不管，美國

這樣的一個制度移植到我們這邊的話變成說業者如果費率不受管制的話當然

它們是最歡迎的，如果越多級數的費率不受管制的話業者越有變相漲價的可

能。美國制度大概就是分三類，基本服務級、進階服務級、付費頻道和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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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頻道，但我們事實上可以分超過三類，我們可以分譬如說像莊老師在它

的研究計畫裡面所分的，我們可以把頻道依種類劃分，依種類是一個分法譬

如說財經頻道、娛樂頻道、運動頻道等等，像有些人從來不運動根本不去看

運動頻道，就可以不用去付運動頻道這部分的費用，但是我覺得應該即使是

實施分級付費之後它的不同級之間的付費，如果說我們還要實施費率管制的

話應該都還在費率管制的監控範圍之內，這樣才合理，不然讓許多級數能夠

實質上不受管制的話那我們費率管制的條文功效就無法發揮。譬如說分成Ａ

ＢＣＤＥ這五級或五類，不管你是用種類劃分或是用其他方式劃分不同等級

的頻道，然後不同等級頻道之間搭配的費用，就是單選跟搭配的費用你都要

有一個費用計算的方式，然後這個計算的方式應該受到五十一條費率管制就

是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能加以來管，這主要的一個基本想法就是說分級付費

應該可以降低消費者付費費用，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一個 cable 業者給你七十

個頻道而我們實際上不會看到那麼多，所以我們實際去看到我們想看的頻道

就把不看的那些頻道成本減下來，那成本減下來之後比較理想的應該是要把

這方面成本的減低反映給消費者，但是業者是絕對不會這樣做的，而我們其

實也不敢期望它會降價到多少，而是說要預防用分級付費來變成變相漲價的

方式，我想這是推行分級付費最核心的問題。 
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跟我們斷訊的具體產業結構有關，不是一般的產業經濟上

可能發生的原則性問題，因為台灣的有線電視產業的確是蠻特別的。推行分

級付費最主要是避免斷訊，其中有一個具爭議的主角就是 HBO 還有 HBO 家

族裡的幾個配角，另外一個被大家忽略的一個配角就是 SUNMOVIE 及其家

族，這兩個主角跟配角有一個特性就是它沒有參加一個叫做三合一的集團，

也就是說分級付費之後其實這個問題能否透過分級付費解決呢？比如說系統

還是沒有跟 HBO 簽約或是沒有跟 HBO 的代理業者比如說像世代簽約，或是

它也沒有跟春暉影業的 SUNMOVIE 集團簽約，消費者就算想要看這兩個代

理者所進來的頻道，仍然沒有辦法選到，不管它分到哪一級，因為系統業者

沒有簽約所以都沒有，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的面向就是您剛談到的

就是說，我不選的 channel 照說應該扣掉它的購片成本，可我們現在三合一的

問題就是說這三個呢就是說東森、和信和木喬已經有三十幾個頻道了，就已

經佔了不少的頻道數，它們通常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的頻道應該說一整掛的

頻道處理方式，也就是說它們的購片成本應該都是一樣的，也就是說要有那

一個其實一整掛的進來，對每個系統來說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三加一的話再

把 TVBS 加入放進來差不多就滿了，一般大家所需要的東西是一樣的，就是

說那個成本結構其實不能夠很理想的一個一個 channel 去削減，比較能夠單獨

扣除的部分不會這麼清楚的一對一的出來，而是變成系統和它的上游之間的

關係，如果說那個結構沒有突破的話。分級付費會變成說我願意出相對於一

般頻道平均價格更高的價格要去看到的頻道，比如說像是 SUNMOVIE 的或

是 HBO 的沒有可選因為簽約，然後叫我出一毛錢我都不願意看的可能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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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因為以系統的購片的形態來說一整掛在裡頭的，如果說這結構不變的

話，是不是分級付費我們最希望它能解決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江：其實我剛剛好像沒有直接回答你的問題就是分級付費和斷訊之間的關係，基

本上我覺得分級付費和斷訊之間沒有關係，我覺得用分級付費想要解決斷訊

問題我覺得像是用錯了武器。其實你剛講的那些問題主要是垂直整合的問

題，產業集中之後市場垂直整合之下的伴隨品而已。你說在這樣的垂直整合

的結構下當然有整合關係的系統商它就會就是說有垂直整合關係的頻道它就

只賣給跟它有關係的系統，跟它無關係的系統它就不賣或是系統可以運用關

係跟某個頻道說譬如說你片子只賣給我不要賣給別人或是你片子賣給我是一

個價格賣給別人是另一個價格，或是用其他方式讓別人跟你交易的時候不容

易達成這樣的一個交易，這部分的商業行為大致上可以說是公平交易法裡面

的不公平競爭那部分有關的一些行為，這些行為包括像杯葛、差別待遇、獨

家代理，像一些類似這樣的規定，這一部分的規定其實就是說就產業主管機

關來講它們沒有辦法，譬如說像有線廣播電視法來講，它並沒辦法要求頻道

說你一定要把節目賣給所有系統，反之亦然，也無法要求頻道和系統之間的

一個就是你一定要跟它簽約或是你一定不能跟它簽約，所以目前為止斷訊事

件的處理方式，其實都不是用法在做的，都是用所謂的人情勸說方式在進行，

所以這方面的管制可能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沒有辦法做到的話，退一步來講

就是由公平會的公平法來做。那依公平法來做的話，譬如像十九條不公平競

爭那一部分的話，基本上並不是所有的差別待遇或獨家代理或拒絕交易都是

違法的，十九條有個基本原則就是有害於競爭的不正當理由才是違法。所以

公平會在這部分的判斷，還是要就像你剛說的必須個案判斷說系統業者和頻

道業者之間的一些的這個供應或不供應的行為，個別性判斷是否不正當有害

於競爭。在這個地方讓我想到美國九二年的電視法，在這部分就比較乾脆了，

它在這部分用很嚴格的標準來要求頻道和系統之間節目的供應，完全不能夠

有獨家代理、差別待遇、或是不正當的影響去供應或不供應節目給系統，一

九九二年美國有線電視法這部分的規定跟一般的不公平競爭法有個差別就是

它不問這樣的行為對競爭的影響，它比較偏向 illegal per se 這樣的觀點，就是

說因為你這個產業的狀況特殊所以你在這個產業裡面做出這樣的行為我就高

度懷疑你說你是有害於競爭的行為，它就乾脆把有害競爭部分的要件都拿掉

了，你一旦做出這樣的行為就不准，除非有一些它所列舉的正當理由或正當

情況之下才可以 justify 這樣的行為，甚至你要做所謂的獨家代理它們是採取

所謂的許可制，也就是說美國這部分因為覺得說有線電視產業的結構性和其

他產業不同，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用嚴格的規定來加強。我國要不要這樣子做

的話我覺得說這是一個參考，我們要不要這樣子做要看我們產業的集中特性

或程度是不是也像美國那樣的集中，然後也可能有那一部分的毛病出來，然

後我們實際上面臨的問題或困難可不可以用更嚴格的不公平競爭條款去解

決，這是我覺得要進一步加以判斷的。但是有可能會比較容易就是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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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若在法律上就做比較強制的規定，在判斷上就可以避免由於模擬兩

可而造成不執法的狀況。我目前大概是這樣想法。 
石：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就是所謂的垂直的管制規範，就是系統關

係企業控制的頻道不得超過四分之一的規範，罰則方面在六十八條是說處新

台幣十萬以上一百萬以下罰鍰限期改正，後面是連續處罰甚至可以吊銷執

照，這是四十二條的情形。以現在的國內有線電視來說，很快的目測方式去

看，四分之一大概是十幾個頻道到二十個頻道之間…… 
江：不過那要扣除所謂的 PEG 頻道和就是所謂的就是…它有個頻道不是會它所

謂的頻道數和節目預告表什麼的就是那一部分部分扣掉…… 
石：其實是十幾個頻道啦，那這條法律我印象所及沒有在執行，不記得任何一個

案件，據說關鍵是在「關係企業」這四個字上面，關係企業如果是說透過法

律的系統解釋就會扣到公司法第六十一章關係企業專章，因為那一部分的

話，實質判斷不考慮的話形式判斷是持股五成，也就是說這個條文大概是具

文，以現在三合一的狀況來說，入股百分之二十應該不會到達這個條款，所

以這是垂直規範上面管制法可能定的過於僵硬，但是它實際造成的市場效果

可能會發生跟四十二條所要防止的情形一模一樣的後果，這時候公平法相對

於有線廣播電視法是比較具有彈性的，但是垂直的部分還是有點困難就是說

聯合行為是水平市場的，所以很難直接用來處理三合一，三合一就水平的頻

道代理部分是可以處理的，可是垂直的頻道和系統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勝騏和

東森直接下去它們相關的系統這個部分就比較難了，因為是垂直關係。那水

平的關係呢頻道的部分呢，這部法幾乎沒有任何關於頻道的規範，少之又少

幾乎沒有。我們看到整個市場結構的規範上面，是不是幾乎都會跑到公平會

那邊去了，比如說頻道跟垂直，這兩部分因為有線電視法幾乎集中在系統的

規範上面，頻道部分很少，現在國內節目最主要的來源其實還是海外，除了

所謂的本土頻道，本土頻道其實有不少是組合國外既有的節目或是影片而成

為一個頻道的，不管是日本頻道或是其他幾個像衛視頻道有很多是現成的國

外影片組合而成的，就是說真正市場上游在國外，這種結構會跟美國的頻道

和系統之間的關係相較之下 bottleneck 會更明顯，掌握了台灣區的代理權幾

乎就掌握了上游，那我們從去年的斷訊，當然背後的其中一個因素可能就是

說 HBO 跟幾個頻道的代理權的問題，若進入那一部分的話是不是我們現在的

這幾套法制都有明顯規範上的盲點？ 
江：你剛說的垂直方面，你說那個主要是…就是說四十二條它們沒有辦法規範主

要是靠公平法，你是指垂直的整合是不是？ 
石：對，垂直的整合。因為相當於有線廣播電視法四十二條的應該是整合，因為

它談的是關係企業的經營，而不是聯合行為。 
江：我會覺得你剛說我們的頻道至少在上游的頻道部分主要片源幾乎都來自國

外，是否掌握頻道就掌握了整個有線電視市場的上下游？我想固然片源來自

國外，國內還是有大概一百一十個左右的頻道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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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這一百一十個裡頭已經包含了日片頻道和好萊塢的電影頻道，而且各家拿出

來當作招牌的節目也通常不是本土節目，TVBS 家族或許是比較特殊的，然

後其他的大概都有外片的成份在裡頭。另外就是比較高比率自制的應該就是

新聞頻道，而新聞頻道的競爭非常激烈，除了 TVBS 家族之外的其他的那個

新聞頻道依廣告量來說彼此之間的競爭非常慘烈，TVBS 算是異軍突起的，

以這種情況來說，這是頻道部分的關係，以總數來說競爭很激烈，可以真正

關鍵的幾個可能就不是這樣子，就是以公平會現在的執法態度來說它會把頻

道做某種分類，像比如說是第一個像莊老師提的性質分類，第二種就是普及

率分類，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就是說有多少系統有播它的，再來會變比較

實質的就是說有多少收視戶有看到想看到的，第四種分類就是真正表現市場

價值的部分，所以我剛嘗試用廣告來看比較進入第四個部分，因為有多少人

來看就是廣告商比較在意的部分，可是像沒有播廣告的頻道這時候就無法用

這個指標，我們只好用其他方式來看，例如授權費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以現在國內來說授權費的價碼大概高檔的會集中在幾個頻道上面，其他的幾

乎都要被 bundle 之後才能夠賣出去，可以看到說頻道的市場其實不能夠用總

數直接來看，所以說它們之間的競爭關係可能會變成好幾層，當然並不一定

會集中在某一個類別，譬如像電影頻道會有幾個是 champion，幾個根本沒什

麼競爭力，然後這個新聞頻道有幾個是 champion，有幾個是處理很慘烈的競

爭的，其他的頻道或許就是這樣子。現在那幾個 champion 大概就是現在大家

爭取代理權的所在，那個也是系統業者用來爭取收視戶最主要的招牌，另外

一個比較制度外的指標就是斷訊之後會引起強烈反彈的，我們就知道他是不

是一個 champion，HBO 幾乎可以當作這種指標股，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影響是

很大的。所以代理商對於它的代理權的爭奪也是很明顯的白熱化的，那個部

分當然無有辦法規範的，典型的說法就是商業行為。接下來下一段進入我們

剛所討論的規劃範圍就是這些頻道商拿到代理權之後和系統商之間的關係，

我們剛討論到的重點一點就是有垂直關係的就是代理到這些 champion 頻道

的業者，同時和系統商有垂直關係，它可能會做某種 discrimination，這時候

對於沒有參與的系統商會是很大的傷害，反過來說，那些非 champion 的頻

道，它可以透過它在系統上的優勢去杯葛其他聯盟關係以外的頻道，也就是

說我若在頻道本身競爭不過人家的時候我就透過在系統方面的關係去杯葛其

他的競爭對手，比如說新聞頻道，或是國片頻道，或是其他非 champion 的頻

道。 
江：就是說有整合基礎為前提的情況之下,,,,,, 
石：兩大 MSO 代理的頻道中 champion 不多，所以要讓它們的頻道能夠很成功的

進入每一家系統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它們和系統的垂直關係，它們今天如果

卡位或是定頻成功的就意味著其他跟它處於競爭關係的頻道會被排擠…… 
江：特別是有替代關係的那些頻道…… 
石：對，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如果它們掌握 champion 頻道就是可以用來打

 138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擊跟它們有競爭關係的系統。 
江：確實如你剛講的，垂直整合之後會帶來很多的問題，不過據我自己的了解是

國內的頻道雖然會有一掛一掛的情況，但除非是譬如說勝騏自營的頻道、緯

來自營的頻道、年代這一掛的頻道，其他讓勝騏或緯來代理的這一些頻道它

們還是有某種程度的自由度，就是說它們今年要讓勝騏代理明年不一定要讓

勝騏代理，所以有些會跑，那會跑的其中一定有它的內情或它的必要性。我

剛要講的就是說，像因為我是跟國興頻道的一位副理曾經談過，我就說你們

讓勝騏代理之後，你們獨立性如何？他說它們的獨立性還是蠻高的，就是讓

勝騏代理不用擔心下游通路的問題，另外就是它們有考慮的一些問題點就是

說，那我就問他說那你們為什麼不讓緯來代理，他說緯來自己有個日片台，

我國興的日片台和他的日片台本身就是一個競爭關係我當然不會讓他代理。

所以就是說即使讓東森或和信代理的這些頻道他們雖然有代理關係，但是他

們在經營上應該還是保有相當高的獨立性，只是說他們在銷售上由東森或緯

來或和信他們去安排，他們就不用一家一家的去跑系統，減少很高的交易成

本。 
石：是不是已經凸顯一個垂直交易關係上的背景會影響到頻道之間的競爭關係，

像是你剛舉的國興的例子，雖然某些被代理的頻道不能夠算在垂直整合頻道

家族的固定成員，他隨時可能會跑掉，但是他之所以加入家族是有結構性的

因素，比如說要考慮的是通路，那那個結構是存在的，我的意思是說那怎麼

跑呢我是說那個垂直關係會影響到將來頻道銷售的方式，甚至他可不可能被

銷售，就像三合一最後其實是加入某個頻道家族被誰去代理那是一個小整

合，三合一是大整合，就是說那只是一個規模程度的差別，那我們現在其實

就在全國有線電視會議上面系統業者談到斷訊的模式其實不斷在改變，產業

結構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有和以前完全不同的基本結構的問題了，比如說像

以前的斷訊是因為授權問題，基本上我們可以簡單說頻道強勢，現在其實是

系統相對上強勢，問題是相對強勢不是每個系統而是 MSO 再加上他有可能

隨時會代理某些 champion 頻道，這兩方面的影響力讓整個產業結構變成它們

所謂的集團化，這集團當然不一定是所謂的單一事業集團控制那麼多而是說

他必須用形式加入某個集團比如說像是策略聯盟、聯合行為等等形式變成另

一種集團化，三合一就是最典型的大型集團化，那像這樣子的關係有線廣播

電視法譬如說像二十一條、四十二條都可以去處理這一方面的問題，可是接

下來回到十九條……舊二十條現在十九條就是那個股權分散規範，照說不會

有那個股東持股超過百分之二十的，理論上違反的話會被吊銷執照，但是實

際上這三條如果全部運作的結果不會有三合一，這三條規範如同它表面寫下

來的規範文義發生效力的話，不會有三合一，但是三合一出現了，在三合一

的架構之下推動分級付費當然沒有解決三合一源的結構性問題，那當然變成

把問題推到所謂的費率管制部分。那是去年十二月初的那個爭議，接下來十

二月底的爭議是斷訊，也就是說這兩個是有線電視目前最大的問題，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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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於第一個費率問題提出的對策分級付費、要做定址解碼，第二個斷訊的

真正的問題您覺得第一個動作當然是嚴格執行十九、二十一、四十二這三個

條文，第二個就是即使做分級付費也要是回歸管制經濟的運作模式就是適當

的執行五十一條，這四個條文如果能好好執行就沒有問題了，那您覺得真正

的問題會出現在那裡？就是說條文如果充分執法就沒有問題了，但沒有充分

執法問題焦點會出現在哪裡？價格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對策出現，但

是斷訊的問題好像尚未看到具體解決方案。 
江：首先即使是十九條、二十一條、四十二條如規範般地發生它應有的效力，也

未必有辦法解決三合一的問題，主要就是十九條股權分散每個股東只能持股

百分之十相關的企業合起來不能超過 20%，其實以一般的原理來講，一個上

市公司有許多股東持有它的股份，絕對並不意味這個公司在經營上因為股東

分散而經營不會集中化，所以十九條事實上很難發揮它原來的那個因為說它

的股權分散防止有線電視被集中在少數人手中這一個目標，其實我覺得是達

不到的…… 
石：關鍵實在是少數控制…… 
江：那後來加入二十一條和四十二條比較大的問題就是說，它用了「關係企業」

這個概念，這個概念在施行細則裡面就把它指稱說那麼這邊有線廣播電視法

裡面的關係企業就是公司法裡面關係企業章的關係企業，關係企業章裡面的

關係企業它是有所謂的形式標準就是控股 50%以上，另外有些實質上的標

準，像是直接或間接控制另外一個公司的人事、財務或是業務經營等等。以

形式控制的標準來看的話，既然十九條就已經先股權分散了，後面就不會有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關係企業的認定，這就適用了，所以十九條在先根本以這

個公司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的所謂的形式標準的股份比例來看根本不會

構成這部分的關係企業，換句話說十九條在先就已經就形式上排除了二十一

條和四十二條能夠發生規範效力的可能性，剩下還有可能發生的就是公司法

三六九條之二第二項的所謂實質控制關係，也就是說這時候不論兩個公司之

間它的入股的程度或比例怎樣，實質的去看說這個公司直接或間接是否去控

制另外一個公司的人事、財務或經營的業務，這部分的標準本身就是沒有辦

法普遍化的一個標準，它本身的規範取向就是一個必須就個案實質來認

定…… 
石：有爭議的時候才會拿出來判斷的…… 
江：對，而且它的標準在哪裡還必須經過 case by case 逐漸的形成，所以要透過

公司法三六九之二第二項的這個所謂實質控制的標準來透過這標準之後然後

再用有線廣播電視法二十一條、四十二條來說它們有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在

垂直整合有沒有超過四分之一的這種情況下，一定要有個前提就是你不可能

在沒有具體個案之前就很抽象的說標準在哪，而是必須有個案發生之後我們

才說你這兩個公司之間到底有無實質上的控制關係，所以它沒有辦法發揮所

謂全面性的規範效力，所以二十一條、四十二條要能夠發揮它的效用呢，就

 140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是我們不能抽象的說它能夠發揮它的效用而是說用最簡單的話來說這兩個規

範如果要發揮效用的話一定必須要有個管制機關來用這兩個條文在某些具體

的個案上面，它的規範效力和重要性才能夠彰顯出來，所以整個問題癥結點

會回來就是說到底我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沒有推動二十一條、四十二條在

有線電視產業實施的決心，我到目前沒有看到任何新聞局想要貫徹二十一

條、四十二條，甚至說它們有在收集必要的資訊來檢查二十一條或四十二條

有沒有被違反的可能跡象，我目前還沒看到這樣的跡象。 
石：的確這是問題所在。當然在十九條與二十一條、四十二條之間文字上有一點

出入，前面有一個很具爭議而從來沒有出現過的「相關企業」這樣的字眼，

後面用了卻是公司法上具體出現的「關係企業」這樣的字眼，當然兩個的認

定就會有一點彈性就是或許會有一點出入，前面是「相關企業」後面是「關

係企業」可以有不同的認定，但是新聞局的態度是把兩個 bundle 變成同一個

全部都是關係企業，相關企業就是關係企業，所以這變成邏輯上的矛盾，因

為一個有線電視系統如果合法取得執照而沒有被吊銷的話它就符合十九條規

定，也就是每個股東控股都在 20%以下，最大到 20%甚至應該是 10%以下，

然後它就不可能適用二十一條或四十二條，也就是都不會成為它的關係企業。 
江：對，但我剛有講二十一條、四十二條的關係企業除了 50%的股份認定標準之

外，另外還有一個實質上的標準，它有可能它控股全都在 10%以下，但是用

實質判斷的標準來看它有可能還是所謂的控制從屬關係。 
石：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我個人覺得斷訊問題短期之內看不到結構性

的改善之可能性，不過另外一個我們往遠一點的地方看假設斷訊問題已經不

存在了，就是將來所謂 broadband 的業者，當然第一個就是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的業者，另外一個就是 broadband content，其實有一點類似系

統和頻道，就是 broadband content 比較像頻道業者，broadband communication
比較像系統業者，那現在已經出現的就是像東森寬頻城市跟和信超媒體，這

是 broadband content 和 broadband 的上網這兩部分都有了，它們所呈現的經

營策略就是以 broadband 的內容去吸引大家去接 broadband 的網路。 
江：會只是內容嗎？速度也是它們很大的訴求。 
石：對，因為那個內容要很順暢的去讀取接收那些資料，需要有這種通訊的方式，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的那個叫做 bps，其實就是速度，簡單的換成能量就

是頻寬，它們用內容吸引大家做網路的升級，就是一般的電話線是不行的，

一定要升級到它們的寬頻網路，那這樣的一個經營策略呢…… 
江：你說的內容不是指說上它們的網可以看到的東西吧？ 
石：不只是這個，這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們所提供的除了現在已經可以看到的頻

道節目之外，有另外做短片或是其他資訊類的東西它們儘可能影音化，傳輸

的資訊量都很大，不是純文字或是語音的那種量而已。 
江：它們有自己的一些 database 啊…… 
石：另外就是它們會建構伺服器，讓外來的一些 content 放在它們的主機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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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和別人做策略聯盟，讓別人的 ICP 的 content 放在它們的伺服器上頭，這

時候也可以吸引別人上來，再來就是有這個 database 就是可以擴張它們的通

訊業務，再來再嘗試延伸到 e-commerce 這邊的部分，可以看到的進行方向是

這個樣子。這兩家業者根據現在各種版本傳說它們都非常可能拿到固網執照

啦，將來它們所參與的策略聯盟團隊都可能拿到固網執照，就是東森跟新世

紀資通它們所參與的團隊，它們在未來轉型的時候有一部分大概就會用現有

的系統建構，您覺得這規範的模式以繼續現在的雙軌模式進行不，法律架構

不做任何架構調整的話，將來以 content 和 communication 這兩個部分 bundle
的情況來說，規範會不會很順遂？現在的電信法和現在的有線廣播電視法基

本上能不能解決這些問題或是不能解決問題而製造新的問題？ 
江：其實應該說法律其實制定出來是要解決問題的，那我們比較簡單的一個邏輯

就是說，目前的有線電視法和電信法在馬上要面臨的這些業務的經營會不會

有立即的漏洞或規範不足的情況，我覺得要先做這方面的判斷，如果說有具

體的規範不足或者說法律不足的情況到底是在哪一些部分，而這些部分如果

我們掌握到之後，需要譬如說以修法的形式再補充兩個部分的法律規範，或

是不須修法利用主管機關某些制定規則的力量就可以來做，最後我們才來講

到如果這樣的做法都無法圓滿解決問題，最後一個階段可能是就是說我們的

一個法案呢我們的一個法律規範呢是一個打破現在的電信跟有線電視的藩籬

而新出來的一個通訊基本法類似這樣的一個東西，這樣的法律就是說了解到

這兩個產業之間界限日益模糊的可能，界限日益模糊會導致符合這邊定義之

下的對於這邊的管制，跟符合這邊定義之下對另外這邊的管制的雙軌制會變

成就是說已經不是雙軌的問題，而是新的一個看法就說不管你是用什麼方式

來傳，假設一個新的管制方式是說我要看你是一個所謂的通道業者或是資訊

提供者或是內容提供者，而不管你的通道是採取什麼通道來提供的，也就是

打破原來電信和有線電視的管道，那麼這個管道因為兩個之間越來越難以區

分，就乾脆把這個東西的界限拿掉，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區分成一些部分出來

做不同的對不同的提供不同服務或販售不同東西的業者做一個規範，譬如說

像不管你是什麼樣的方式，你還是會有一個所謂最基本的你是 access 
provider，那上去之後你可能連上去的這個人可能是說你連線之後它提供你讓

你可以上 Internet 還是說讓你可以再上它本身給你的一些 Internet 上面的

content，那這個 content 有時候不是 Internet 而是某些自設的或別人的 database
或 databank，那 database 或 databank 作為一個資訊提供者某種程度而言越來

越跟有線電視頻道業者有點像，因為它提供節目內容 content 給人家，就是說

對於這樣一個具有一個提供訊息資訊的提供者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內容提供

者或訊息提供者，那時候的規範結構就比較不是現在的結構而是一個比較新

的結構，但整個一個新的通訊法的整個的一個融合在美國是這樣的，它們就

是說把 common carrier 這部分的法律和 cable 這部分的法律它事實上放在同一

部法典，叫做 Communication Act 這一部法典裡面，但是它是把它分成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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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我們的做法如果把 cable 法和電信法把它放在同樣一個叫做通訊基

本法裡面分成兩章的話，這樣其實基本上沒有解決問題。 
石：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就是法律性的問題而不是傳播技術性的問題就是，如

果電信業者用寬頻去傳輸視訊但是是 IP 封包的話，要不要申請有線電視的系

統執照？它是以 indifferent 的方式就是按電信的訊息傳遞方式，傳遞的是以

IP 空包形式所跑的 video programming，您覺得就現今法的架構，它要不要申

請有線電視執照呢？  
江：我要看一下有線電視法的用詞定義…… 
石：以第二條第一款來說現在 Internet 上面的那個 online database 上面提供的

video programming 算不算呢?提供 online database 的人大概沒有涉及線纜，進

一步的問題就是不管是 incomer 或是 newcomer 的固網業者它用電信的技術但

是傳的是 video programming，它也有某種線纜某種 programming，比如說以

電信來說可以用 ADSL，或是其他的像是 LMDS…… 
江：第二條這個問題我還在消化不是很成熟的階段，不過我覺得第二條第一款關

鍵字會不會在「直接」這個字眼，「直接」會不會有那個意思就是說它是

simultaneous 就是它是一個立即性的視訊服務，如果是 data 傳送之後 data 漏

進來之後你在 replay 的話，那這個時候是不是就…… 
石：如果是 real time 的網站呢？就是它真的提供 program 然後是 real time 或是用

比如說 pay per view 的形式提供單一頻道，已經可以 real time 了，ADSL 已經

可以提供少數頻道的 real time 放映了，那它需不需要申請有線電視執照呢？

因為現在中華電信剛也說是毫無此計畫，不過現在不那麼斬釘截鐵的說不進

入 video programming 的市場。 
江：我對於電信業者來作 video programming 我目前的了解是說，它們還沒有要

馬上做這種叫做 real time 的或是 common carrier 的那種 direct programming，

所以我一直會覺得說它們要做的東西像是 vedio on demand，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就是說透過第二條第一款的解釋，可以把它解釋成不是 common carrier
的一個 video programming，所以可以規避啦，我在想說是不是可以規避，就

是說利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可以不需要再申請有線電視的特許，那部分的程序

也是非常負擔。 
石：當然確實如您所說的，現在大家會做 VOD，法律疑義就比較小。說實在這

會影響到將來有線電視系統的市場會不會像美國一樣面臨這種雖然立法者早

就準備要 convergence，但是實際上沒有發生，進入有線電視系統的新進業者

並不如預期的多，台灣可能會更少，這情況就是系統的市場會相對穩定。現

在剩下的問題是另外一個，就是系統業者走出去經營電信，用某種形態包括

比如說固網業者，另外就是電路出租，這是我們看到另外的一種形態，在這

兩種經營形態上，固網當然還在審查當中，電路出租執照是已經要發了而且

不少系統業者申請，產生的衝擊就是系統業者以它現在的基礎建設架構，它

如果移撥一部分的頻寬去做電路出租或是固網，相對上它的頻道就減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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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它不是光纖到家，一定有一段就是同軸電纜，頻道數不會的大幅增加的，

就是以ＨＦＣ來說那個部分一定會有頻道原來用來播節目的會被犧牲來移作

電信用途。這時候會不會讓頻道和系統之間上下有垂直關係的市場變得更緊

繃，會不會帶來法律規範上的問題，比如說像是政府公益文藝頻道的部分呢

現在不是綁死了以前不是十分之一，以前是定額現在是彈性條款，另外一個

就是基本頻道的數目跟配 channel 的數目，再來就是四分之一條款就是各種頻

道計算相關的那些條文是不是在這邊執行上變得有點問題呢？另外就是為什

麼要把有線電視從一般的 common carrier 劃出來那個 rationale 是不是變淡

了？比如說它是一個 local media 這部分越來越淡了，因為它大部分移作電信

用途了，剩下的 local media 的角色越來越少，真正是一個媒體的特殊性越來

越少，是不是會有這樣的一個轉變呢？ 
江：我覺得應該不是說它的 media 的角色會變淡，而是說它因為 capacity 的增加

所以它現在可以做的變多，舉個例子來它以前是個小孩子可以提二十斤的東

西它現在是個大人可以提五十斤的東西，所以它左手提有線電視，右手提電

信，頭上可以還再頂個電路出租之類的，我覺得它不會因為其他電路或頻寬

的出租而使得它有線電視這部分的東西縮水。 
石：抱歉打斷了，我現在想到的不是純技術能量我是說利潤，相對於有線電視來

說電信的利潤是可見的大，因為用同樣頻寬來說可以傳的 video programming
是比較少的，一個頻道的收益平均到收視費裡頭是很少的，可是把它轉換成

common carrier 的訊號傳遞來說，同樣的頻寬可以做的生意量就比較多，用最

粗的方式算市話，那價格就變得非常多倍，這是以傳遞一個頻道節目的訊號

的頻寬來傳遞語音訊號的話那是不得了的倍數，當然我們不能用這麼粗的算

法啦，比如說用 data flow 來算的話，即使用專用電信的迴路來算它的價錢一

定會上升，這是涉及一個系統業者如何去分配它的 capacity，純粹用市場上的

競價來看大概會移到電信部分比較多，就是說它的有線電視反而變成一種次

要營業或是一個舊的營業或是它的執照最主要來源的業務，會變得比較不重

要，或許說得不夠完整，純粹從 capacity 上面誠如您所說的，從市場上的營

運收益來說似乎是會變動的。 
江：我會覺得說好像我一下之間不會很覺得說這是一個短期之內會發生的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也知道我們現在有線電視系統數越來越少了，所以有

相當多的區，現在一區只有一家或兩家，像我的資料顯示一區在一九九九年

十一月的時候，一區一家是有十八區，一區兩家是有二十三區，有大概四十

一個區，換句換說，大部分的情況是，你只有一區一家或兩家的業者的時候，

這一區的人民對於你這有線電視系統的依賴會非常的重，那如果你把大部分

的頻道數或大部分的業務轉到非有線電視的業務去，我認為消費者會有蠻大

的反彈或是這部分的改變讓消費者覺得不能接受，如果不能接受或消費者有

蠻大的意見的話，其實我們現在的分區你也知道除了三個區之外，大部分的

一個縣市只分一區或兩區，所以這部分的東西它會反映到地方首長那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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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對於有線電視業者會有某種程度的壓力。 
石：這是市場之外的調節機制，我之所以這麼擔心正是因為市場結構如此，它不

能夠透過市場的供需去純由市場供需去調節那個部分能量的分配，所以業者

如果把利潤極大化的話，就會挑選不利於收視戶的方式因為它在市場上沒有

直接受到收視戶轉換系統的壓力，它可以很自由的去調整這個部分。它壓力

會來自於市場以外例如政治、社會的力量干預，這其實出現的是傳統所說的

道德危機，它不會把這東西納入整個市場經營策略上面，而是在於市場以外

的行動策略部分考慮這它就有一個冒險的可能性。我們談的地方媒體特性淡

化因為是每一個收視戶沒有選擇性所以變成系統業者給予什麼樣的產品或價

格的 bundle，收視戶就只好接受或是團結集體力量走上街頭。 
江：某種程度上這樣講，其實你說道德危險的問題，其實斷訊事件就是一個例子，

但是問什麼每次都還是被解決，所以你可以了解在台灣地區非市場機制的解

決途徑有它的有效性，就是說有時候訴諸正式面的壓力或訴求它的有效性不

見得低於市場，當然我並不是說所有東西都要透過政治或社會的途徑來解

決，我只是說業者其實會考慮，業者當然惟利是圖但是業者也是政治社會環

境之下的一個 group，它在地方上的那個其實有線電視業者越來越大的時候它

會跟那個…… 
石：在那個地方是一致的話的確如您所說，如果它是 MSO 呢？ 
江：MSO 對於系統的控制也有不同的程度，你也知道所謂的主場副場的問題。

我覺得即便是 MSO 的話它也不是自己在做，它也是那個地方它也是……那

個系統也是有個經營者，只是說它控股的比例高到一個程度。 
石：我們還是回到法律部分，抱歉這地方暫時打住，我們下次再安排另一個訪談。

第一個是確認今天我們整理的記錄正確沒誤解您的意思，有些議題的確很有

趣可以再發展。不好意思一次佔用您太多時間。這是不是意味著當市場內的

供需機制沒有辦法完全的時候，我們要有某種 regulation？第二就是純粹以產

業經營來考慮的一個 public utility，或是單純的壟斷經濟的 regulation，第二

層次就是這以外的社會目的上的 regulation 似乎是不可避免的，這時候是不是

要有一個比較穩健的 framework？第一個規範層面，第二個就是主管機關的

介入層面，這好像是不可避免的。 
江：以這個 regulation 基本上的原理來講，就是說如果市場能夠順利的沒有外部

性的一些情況，那麼就讓市場自己去發展而不需要這部分 regulation，其實有

無管制必要性應該是具體判斷說這樣的一些……就是說某些現象或產業的特

質會不會有我們不想看到的外部性，或是您剛談到的道德危險這個東西，基

本上我在這基礎上和您的看法一樣的。只是說某種程度而言，我會看了有線

電視產業不管是美國或台灣這一些年的發展，還有看這個產業和有線電視法

規之間的關係，我會不是非常的很快的我會很建議說我們要管多一點我們要

強主管機關的權力我們要如何如何等，我不是非常贊成 regulation 的原因是因

為以前試驗過太多的 regulation，這讓我認為即便你在修法，我們的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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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十二條也是在立法院吵了很久，然後在袞袞諸公的極大期望之下通過

了，但是通過後就擺在那邊，所以就是說管制的必要性和管制的有效性這兩

個要加以區別，在管制可能失靈的情況之下，可能有個情況就是說可能結果

是一樣的，如果管和不管的結果相同，或是我們在預期到這樣的一個管制是

沒有辦法發揮效用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可能會採取一種何必多此一舉的想

法。最後還有一點就是說你剛談的 cable 系統業者它在這個傳輸有線電視的頻

道的時候，在做有線電視的節目的時候它可能每個頻道的成本比較高，但它

用同樣的頻寬或能量去做電信的時候利潤會比較好，因為那部分同樣 data 的

傳輸量它可能可以做的事情更多或是成本更高，但是那是就頻寬的情況來

講，但不要忘記說它如果要做某些電信事業的時候它不是只有頻寬的問題，

它還有其他的成本投入，譬如說用一個發生在美國事實上的情況來講，cable
業者在開始做頻寬之後，它們都說我們要來做有線電話，但是在美國實踐的

情況並沒有很大的成功的原因是因為，cable 整個系統的設計和電信的整個系

統設計是不一樣的，那這個不一樣的地方有一個核心就是其中一個重要之點

就是電信它要有一個很大的交換設備，這個交換設備在 cable 業者上面是沒有

的，這部分的設備昂貴且技術密集，cable 業者如果要來做這方面的東西，這

部分的成本其實不低而且在美國的情況是有些 cable 業者不大有把握說它的

cable 電話能不能做得起來的時候，它可能說會先租用當地電信公司的交換設

備作為它們 cable 電話的傳輸和交換，但是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電信業者還是

會 charge 它們相當高的費用。 
石：對，這邊就涉及設備製造業和通信服務業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還兩面，第

一個就是新的電信業務經營者自己所需要的設備，包含它的交換機、交換平

台、上面 run 的軟體以及資訊管理的部分，另外還有用戶的終端設備包括線

纜數據機、電視機啦，我想這可能是真正的障礙所在。 
江：所以那一部分你如果計算進來的話，就不一定有你講的這麼高的盈餘，因為

那一部分的東西其實也頗為可觀的。 
石：謝謝江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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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記錄 
 
日期：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十七日 
地點：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師研究室 
受訪人員：鍾起惠副教授 
訪談人員：石世豪副教授 
記錄人員：謝長育 
 
訪談題綱： 
1.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的垂直與水平關係一般為何？ 
【例如：頻道（自製、代理、代銷等）、系統、廣告、製作等】 
2.系統之間的水平關係一般為何？ 
【例如：多系統、獨立、結盟等】 
3.頻道之間的水平關係及外片（獨家）代理關係一般為何？ 
【例如：頻道家族、與美國片商之間的授權關係等】 
4.相關產業資料如何取得、如何驗證？ 
【例如：系統戶數、頻道代理費用、股權資料等】 
5.主管機關蒐集、處理及提供各項資料的現況如何？ 
 
石：鍾老師對產業的運作都蠻熟的，問題裡頭應該還可以加上一個頻道系統內個

別產業怎麼運作嗎？市場結構之外再增加上媒介組織怎麼運作的部分。 
鍾：OK，好！ 
石：其實可以跟上面五個問題互動的。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這當然是每年年

底斷訊最主要的問題來源，頻道跟系統垂直的關係之外還有業者之間的水平

關係，簡單的說，就是所謂反壟斷條款的兩個問題，第一個是水平的集中度

太高，第二個就是垂直方向上的交叉持股。垂直聯盟等等型態的問題，讓市

場透明度其實相當的低，一般我們現在了解的是，所謂的上游我們簡化成頻

道，下游簡化成系統，其實可能不只是如此，它們或許是最主要的產業代表，

但是，就像是頻道，我們一般了解還可以分自製頻道，代理頻道等。 
鍾：還有：節目製作或節目供應，傳播公司或廣告等。 
石：其實頻道部分也有許多不同型態，比如說代銷和代理，代理分代理國外及代

理國內…… 
鍾：越講越複雜。 
石：它們之間的關係具體來說，例如國興衛視，他們並不直接跟個別系統談授權

問題。 
鍾：對，它們直接給木喬，它們是各自向日本買節目，回來之後自己再加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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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來也是這種情況，當然這就是零星買。那零星買有兩種不同型態，一種是

買節目成本比較低的，在日本播出的時間也比較久；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它們

會去競逐一種比較熱門的或價碼比較高的節目，形成另外一種情形，台灣非

常多頻道的經營者，用傳播公司的名義競標日本的節目，從這個角度來講，

它就會把一些熱門節目炒得很高。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日本市場並不是

把節目賣給台灣就好，它另外還有不同的層次，就是演員授權的問題，尤其

是那種大牌的演員，像木村拓哉跟中山美穗演的「沉睡的森林」，木村拓哉不

授權給台灣，所以不能在台灣播出，這中間就變成演員跟日本電視台之間微

妙的關係，台灣在這邊就變成有兩種管道：一是跟演員作某種關係，一種是

跟電視台做某種關係，不過這個部分是非常瑣碎的。另外還有一種情形像是

JET，JET 這種頻道是由日本投資的，高級經營者主管階級裡頭，有一些是日

本海外分公司在台代表，它們這樣的片源來源很穩定，TVB 是東京放送協會，

JET TV 來台就不用再經過包裝；反之，像國興，節目組裝就會影響到整個

節目的品質表現，整個水準參差不齊。這兩種情形都有，像 JET 是木喬代理

的，木喬付給 JET 的就是一年的代理費，就沒有所謂行銷的問題了。另外還

有一種最微妙的就是廣告，廣告最後還是回到頻道本身，像 JET、國興它們

都是自己有業務部的，頻道代理目前是只付代理費，這個部分就不負責廣告，

換句話說，頻道其實可以兩邊賺錢，一邊是代理費，一邊是廣告費，台灣現

狀就我的觀察，我們剛講的這幾個例子其實不超過現在市場的十分之一，所

謂的個別頻道，大部分的頻道都是形成所謂的頻道家族，這種頻道家族再隸

屬於兩大財團（和信跟力霸），然後在這關係裡頭，木喬不是 MSO，可是它

在頻道家族裡頭算是一個比較大的頻道集團，旗下大概有十八到二十二個，

因為每年的代理權是調整的，所以它可能增加或減少。另外，還有一個劉家

昌的 GTV，它比較小，大概有兩三個；SET 也是大概有三、四個，像這樣一

個頻道，他們就是屬於頻道家族，這種頻道家族其實是自己有力量跟 MSO
或獨立系統談每年的頻道收視費用，而且以 SET 來講，它們其實談的不低，

談的不低是因為它有前一年的收視資料為基礎，所以它談下來，就去年來講，

單 SET 裡最大的一台「都會台」就有 3 億的代理費，這還不包括 SET 自己承

攬的廣告費。 
石：所謂的頻道家族，個別的屬性也有相當大的差異，以木喬為例，大部分都是

代理，並沒有自製頻道，它們代理的形式當然有類似衛視中文台這種比較完

整的節目，也有些是個別的，也就是零星的，交給木喬去做單一的頻道。 
鍾：這種頻道通常以個別一個頻道在市場上出現，例如地方戲曲的一個頻道叫「海

上仙山」或休閒的「太陽台」，在市場裡頭通常是一個，它沒去發展頻道家族，

因此進入系統的障礙高，就是市場的能見度相當的低，而且它自己花一大堆

談判的業務人力去跟任何系統作洽商，都不符合投資成本，所以它乾脆評估

出一年所需的製作成本，加上它可有的利潤，木喬也願意提出合理的代理費，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沒有問題的。那另外有三個頻道代表三個不同的節目類

 148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型，像 GTV 這種頻道，他們這種關係不能當成個案，因為它們是楊登魁這個

系統底下的，楊登魁去年回台灣之前，在台灣有線電視市場的影響力，跟他

現在介入有線電視協會做理事長，結合整個系統獨立業者它們的能力，不能

小看。 
石：有線傳播發展協進會？ 
鍾：是的，很弔詭的是，它如果只是一個有線節目頻道的供應者的話，參與這個

有線頻道協進會的過程，其實又哪能真正照顧到所謂獨立頻道的福利，其實

這中間它也考慮到自己很微妙的關係，所以在我看來，要我談論台灣現在垂

直跟水平的關係，我是比較悲觀的，我覺得只有三個區塊，財團各據二塊，

但另外一大區塊不是個別的整合，而是既有的有線電影的舊勢力適當的時候

又出來跟和信、力霸形成某種關係，我說的某種關係不一定是抗衡的關係，

因為以楊登魁個人，和信在收購台灣的有線系統時，楊登魁其實幫了很多忙。 
石：另外，市場上有太平洋集團……。 
鍾：對，這個部分其實它收購的非常的快，從前年年底一直到現在，據我了解，

太平洋目前直接或間接可控制的有線電視系統戶數約有二十萬，當時它在收

購的過程中，就是收購獨立系統，如果你要問我對市場的未來發展，我覺得

它會把這個賣出來，它會把這二十萬賣出來，這中間的評估標準是從禮拜天

看交通部的固網審查委員，禮拜天開完會之後，如果它沒有拿到執照的話，

我想它大概就會賣出，因為它以手機的市場來講，現在既然推出衛星電視，

乾脆讓自己走衛星的路線，如果這樣的話，這二十萬釋出所會遇到的問題就

是和信、力霸在地區經營所收購到的市場佔有率，已經在法的上限了，在這

個過程當中，反正台灣最流行的就是代表人嘛，它其實是以個人的方式，背

後代表一個法人或財團，這個部分以現在新聞局現有的法，或公平會對市場

的監督力量，我不認為它們在這件事上會去大刀闊斧的用反壟斷的條文讓它

們沒有辦法繼續收購，在這個混亂的局面下，最後有利的，還是兩大財團。 
石：太平洋集團包含了太平洋電纜，這非常基礎的網路設施製造，一直到參與系

統的投資、通訊，然後延伸到無線通訊的 cellular phone 行動通部分，它甚至

也進入頻道的代理，和世代的合作…… 
鍾：可是那個是衛星電視的代理權嘛，並不是有線電視的代理權，所以，以它目

前介入有線電視的這個產業的話，和它的投資效益是完全不合的，所以基本

上，它也是另外一種台灣財團很熟悉的打代跑狀態經營。 
石：之前斷訊可以落幕也是因為世代把有線電視釋出，再轉移給勝騏，由它們去

代銷。據我所知，那些頻道的代理權，台灣區的代理權，還是在世代手上，

要把系統上的代銷權讓給東森…… 
鍾：所以從這個地方的逐步發展，讓有線電視這次的斷訊風波可以很快的落幕，

因為它們中間已達到一些利益交換。它們中間的默契是這樣，如果固網太平

洋出局的話，太平洋在台灣的有線系統就完全出局了，因為接下來就是有線

電視的光纖鋪設，這部分需要相當大的成本，如果它不搭配在固網的基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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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話，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投資報酬可言，太平洋在這個情況裡，就是所

謂的二十萬戶的系統經營者，何況它又沒有像和信、東森在市場中有頻道家

族。頻道代理部分，它也沒有自製的頻道，所以除了代理權之外，它在頻道

部分是空的。 
石：那頻道代理權，依現在國內的頻道代理商跟國外的片商的契約授權的訂定形

式是否穩定？比如說世代的頻道代理權，是否每個頻道代理商都有可能取

得，只要它付給更好的銷售條件或更高的銷售代理金，就有可能改變？ 
鍾：你問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他對台灣未來市場的穩定度和成熟度有關係，但

我沒辦去評估未來，以過去的例子，本來把 HBO 引進台灣的是年代，而且當

時 HBO 新加坡公司有投資台灣這個部分，所以當時從新加坡派出了一些主要

的行銷主管到台灣來，然後進駐到年代，年代相對也有一些它們自己的成員

在公司運作，之後此代理權轉到世代之下，那世代其實是新籌組的公司，跟

年代在市場裡競標，那在競標的過程中，這公司就提出了更好的代理費，只

是好像在形式上把邱復生打敗，這一組人力又回到世代去，現在仍在運作，

同樣的人只是換個老闆，如果跟 HBO 沒在利益上取得共識，或對表面的獲利

都不滿足的話，我不排除它有可能再複製一次年代的模式，就此角度來看，

對這種知名的頻道來講，其實是沒什麼影響，反正它在台灣是第一，只要供

應的節目觀眾喜歡，它其實不在意這個問題。 
石：像 Discovery 的代理權也有變更過？ 
鍾：沒有，一直都在和信，跟 CNN 一樣，我記得和信在第一年代理 CNN 的時

候，和信付非常高的費用，兩三年之後和信以一個不好的收視率，還有 suppose
台灣不能接受 CNN 這樣一個節目，把代理費大大的減低了，換句話說，MSO
在談國外的代理頻道上會產生兩個問題，第一個是像 CNN 這種節目也許是策

略性的進入台灣，因為它要進入亞洲市場，所以它在成本上的考慮不是以回

收的角度來看，而是在台合作對象之間的關係，當然不可否認的，像 Discovery
這種比較好的節目，它們的代理費也會逐年提高。迪士尼的情況就比較特殊，

它們是給和信代理，但它們的主力並不是代理費而是賣週邊的產品，目前

Discovery 也在做這件事，因為從去年年底，它把在紐約總公司賣商品的這種

模式整個搬來台灣，今年下半年以 Discovery 為品牌的旗艦店就可能會出現，

這麼它在代理權方面就可以以比較透明的收視率保持代理權，另一方面，商

品利潤，全球策略我想是這三方的考慮，那 CNN 在代理費減少的這個過程，

第一個的確它的收視率不高，不過我想 CNN 也不是以一個賺錢的角度來看，

這樣一個同時，和信的另外一個對手就是東森，它們也會去談價 CNBC，可

是它們跟 CNBC 的合作本來是把台灣的新聞跟它們的新聞一起剪起來，重新

包裝。 
石：東森跟 CNBC？ 
鍾：對，可是它們現在也不要了，因為沒有收視率，就像多年以前有一個 ABEN

澳洲的財經英文頻道，MSO 也不要這個代理。我們從國外的代理經驗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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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 HBO、Discovery 和迪士尼，因為它們的屬性比較獨特，而且是全球的

No.1 之外，還有日本的 JET，因為哈日族所以它有它獨特的節目類型之外，

其他的頻道相較之下，基本上都不是經營的相當的好。 
石：那國外一些不以商業為主要訴求像 BBC、BBC World、NHK、NHK 2 在國

內的頻道代理問題，是它們自己去打開通路？ 
鍾：BBC 的問題本來是給衛視代理，但因為它播出毛澤東一百歲的上、中、下

三集的記錄片特輯，裡頭包括一些毛澤東的特殊癖好，受到中共抗議，衛視

為了不得罪中共只好把 BBC 亞洲新聞台的代理從衛視拿掉，拿掉之後，以

BBC 的市場來講，過去他可以夾在衛視的頻道家族裡，所以 BBC 就只好退

出了台灣的市場，BBC 不只退出了台灣的市場，更是退出整個華人的市場，

這是個比較獨特的現象。另外 NHK 是因為溢波的問題，大家轉播 NHK1、

NHK2，當然日本人為了解決這個問題，就設了一個 NHK 亞洲台，用原來

NHK 節目剪輯出來的方式在亞洲播放，台灣也有此代理，目前這個代理是

NHK 自己在台灣成立一個公司，理論上只要一個老闆兼工友就可以了，這個

人現在隱身在 TVBS 的辦公室，因為他是日本 NHK 指定的台灣代理者，就

是社長之類的，但事實上跟節目本身是沒有關係，所以也沒有代理權轉換的

問題，倒是 NHK 的系統播出的問題，反正他就跟 TVBS 家族一起走，所以

它可以生存。 
石：當然他不是以任何商業考慮為重點，所以授權金或廣告費也不高。 
鍾：完全沒廣告，所以他一年的授權金好像是二億。基本上，從日本的市場來看，

他根本是看不上這個錢，因為他剪輯的這些節目，從成本上來看，在一年的

播出部分，一定不止二億。 
石：但是有許多國家都有公共或公民的形式去補貼節目在全球創立上，像 BBC 

WORLD 法語的 TV5、德國的 DW-TV 他們都有全球的銷售，為什麼像台灣

的電視上反而沒有這些頻道？ 
鍾：我覺得台灣還是要從文化地理的親近性來看，當然對日本的親近性是相當清

楚，不管是台灣被殖民，或從殖民母國懷舊的角度來看，或就新人類而言，

日本是洲流行風潮的中心，還有地理位置是很接近的，美國更別說，台灣就

是美國從六○年代一個民主實驗的模範區，剩下和中國大陸從文化、血緣、

語言的親近性，我們從此地可看見非常多的戲劇節目。 
石：甚至還有代理 CCTV。 
鍾：是的，類似的方式。但是我們對法、德、蘇俄所謂的歐洲國家，基本上，台

灣對其文化，第一：沒有歷史的脈絡可依據；第二：對他們的語言有非常陌

生的感覺，從公視播文學劇，若是英語發音，收視率還不會太差，但是如果

是德語、法語，到台灣，不管那個節目收視率在當地受到如何的歡迎，到目

前為止，還沒有成功的例子，當然這中間不只是語言的親近性、熟悉感，我

想還有電視中所呈現的文化表現，這個部分我想台灣觀眾對歐洲生活方式、

文化表現是完全不熟悉的，如果你問我這種節目有無可能在台灣有出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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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有，但不是從有線電視出現，而是從衛星，因為衛星的小碟子的容量很可

能就是把地球村的所有的節目都搜羅在其中，但有另一個問題，是要讓它原

音重現？或是把原音消除了，直接配上國語？我們也不可能知道台灣的市場

如何，如果彼此之間文化交流的頻繁度增加的話，當然對台灣這種以美日節

目為主要來源，相較之下可能比率會降低，甚至 100%是美日這種比例會降

低，但我不認為會降到哪裡去，也許從 98%降到 90%如此而已。 
石：另外在垂直關係上，還有一個就是廣告收入由頻道商拿去或系統商拿去，那

之前有爆發衛視被地方系統蓋他的廣告的問題產生爭議，在司法上因為衛視

選擇刑事訴訟而全部敗訴了，但問題還是在，就廣告上的同一筆收入應該由

誰取得？廣告收益在這邊扮演的角色，跟頻道系統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鍾：其實他們在談授權費時，一般而言他們在這方面不談，但美國在這方面就會

一起談，所以廣告是歸屬於系統或頻道？那如果能夠在之前合約中有這個部

分，那就很清楚，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就沒有「蓋台」這件事，有「蓋

台」這件事就表示我們現在的代理費是談節目代理，而在廣告時，系統業者

認為歸屬權也未必是屬於頻道的，而且這中間在談的代理權也變成另一種談

判籌碼，因為如果說廣告是屬於頻道的，那理論上來講，他們就可以把代理

費用談低；如果廣告屬於系統，那廣告代理權的費用可以提高。還有另外一

種是，因為中間從頭到尾都沒有談，是屬於一個黑盒子部分，完全自由心證，

所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都可以利用蓋台的方式，另外成立廣告和行銷公司去

強制推銷一種和頻道屬性沒有太多關係的區域型廣告。 
石: 那頻道業者這邊的廣告行銷策略，或廣告公司在下媒體廣告的交易時他們的

考慮是如何呢? 
鍾: 如果這種情形再維持個二、三年不穩定狀態，我想對大型的廣告代理，他也

會對頻道的廣告購買產生疑慮，因為他不能保障他下的廣告，是不是有被播

出，而且台灣在此部分因為頻道已經多到八十到九十個，本來廣告有一些監

看公司，像潤利跟紅木，他們也監看不了，因為不可能讓八十個工讀生同時

看廣告到底播出不播出，何況他看時可能只看到大台北的經營區，在中南部

的經營區可能沒辦法看到。我前幾天碰到廣電基金會的處長，他就跟我說，

他們現在在談一種技術，讓廣告有一個 code，那個 code 就放在收視戶家裡的

電視上，等到廣告播出，當廣告主到頻道商那邊買節目時段，頻道商就給他

一號碼，那個號碼就加在廣告內容，也許是浮水或隱形商標，就類似我們鈔

票中的一種真偽辦識系統，如果 code 出現，表示廣告有被播出；如果 code
沒出現，就是廣告被蓋掉，廣告主為了爭取他的權益可以不付這個廣告費用，

這樣會增加頻道商跟廣告主的糾紛，還有認定的問題，認定糾紛這些問題的

種種呢？我覺得對有線電視這整個產業呢，會形成非常多倍多力分的問題，

大家耗損了一大堆力氣就是一天到晚在處理糾紛，處理不完要到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不僅束手無策，可能想都沒想到這個問題。 
石：實際上執行來說，有線電視其實節目播出，如果是正派的經營，出廣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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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預告，就是出一個畫面說要廣告了，而廣告結束，節目回來他也會再做一

個預告，甚至如果他已經內建到節目訊號中，其實聰明的收視戶也可以把全

部的廣告跳掉，就是一旦出現廣告就跳台，這個時候廣告可能完全沒被看到。 
鍾：對，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個權利交給觀眾的話，是無可厚非，因為這是觀眾

自已的選擇，他要不要看廣告，廣告主本來就應該在評估內做好，但不能強

迫觀眾看廣告，這部分還不複雜，我覺得最複雜的是頻道跟有線電視用拙劣

的手法在爭這個廣告市場，雖然主管機關不管，但這其實是生存的一個標的，

如果你完全認同這市場，就某種程度的放任，那觀眾也得去容忍那非常糟糕

的地方性廣告，除非那個節目有很大的吸引力，否則不只避廣告，連節目也

避掉了。 
石：而且現在有時還蓋的非常不精準，連節目本身都蓋掉。 
鍾：因為他們是人工作業，他們要等廣告出來才開始蓋台，然後播其地方型廣告，

我覺得在美國的這個部分，他們為了避免這個情況，他們從代理費就開始考

慮，那市場後端的糾紛，相較之下，就可以大大的減少，第二個部分就是在

談的時候，譬如說一個六百秒的廣告，現在好像增加到八百秒，新的有線電

視法，我記得好像是十分鐘嗎？十分鐘好像是無線電視法， 
石：有線廣播電視法是依照總數的上限規定，而沒有一個明確的數字 
鍾：是一個小時嗎？我記的好像增加了一百二十秒，沒關係我的意思是，…… 
石：喔，不能超過每個節目的六分之一…… 
鍾：從這個角度來看，美國的做法有兩種：一種是三七，一種是六四，這當中就

是跟頻道購買的代理費一起談的，如果你要三七或六四，不管誰六誰四，六

四指的是時間秒數，秒數就給你了，那頻道可能播自己的節目預告或什麼的，

有線電視是不是因為有了這個廣告，就有比較好的在市場的廣告財務收益

呢？在我看來也未必，這必須要算出來，因為頻道的普及是以全國來看，而

系統是以區域來看，所以它如果只是形式，不管是三七或六四，並不表示它

對有線電視系統一定是有利的，因為它所爭取的廣告可能是非常便宜的，但

是它又為了要經營這樣一個廣告代理，而必須去成立一個廣告公司和業務基

本人員，台灣在目前在這一方面是完全沒有一個投資資訊的來源去支持哪一

個觀點是一定獲利，或哪一個觀點一定賠錢的，但不論如何，我們都知道，

目前的市場情況是頻道挨打的份，因為有線電視的系統是直接對著通路，所

以在通路的管制上它作了一些手段，因為它有這個便利性，可是事實上，在

這件事中，法雖然讓它在蓋台的方面不成立，法是根本不管，事實上也不知

道該怎麼管。 
石：那個部分是因為著作權上的刑事訴訟，它要求的證據比較嚴，衛視中文台所

提出的法律上的理由不夠充分；所謂的侵害編輯著作權，說是廣告排在節目

裡之後整個頻道都算作是編輯著作，當然以我們的常識去理解是有點困難，

因此這點在法律上就比較難以成立。其實，倒不如說廣告的收益在交易關係

上應該歸誰取得，但是，原告卻採用刑事訴訟的方式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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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這麼說是告錯了，如果不告整個節目的編輯著作，而是創意部分？ 
石：它應該優先考慮民事上面的責任問題，刑事程序上要認定系統有沒有犯罪，

第一必須行為所侵害的權益非常清楚，第二要法律明確的禁止過這種行為，

第三要充分的證據。那這三個要件在這件事上都有點困難，以最近來說，不

論是有線電視或無線電視都是熱季，像公關公司和廣告公司它們在廣告下單

的考慮是怎樣呢？因為整個有線電視系統的節目是不太透明的，那他到底要

下單、要丟在系統或頻道呢？是很值得考慮的。 
鍾：基本上如果是大頻道商的話，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像 AC 尼爾森是前八十個

節目的排名，一般來講，在我們看到的幾個大的頻道來講，像 TVBS 它們很

清楚就直接找它們的業務。 
石：但如果地方系統台還是在蓋它們的節目、或廣告的話，那就算它的廣告下單

到大的頻道商下，收視戶還是沒看到，可能被其他地方廣告蓋掉。 
鍾：對，沒錯，這個部分來講，這個部分的認定頻道，像 TVBS 做法就是，如果

廣告主舉證出來被蓋掉，它們會補，例如說它們十秒鐘十萬塊播一次，它們

播三次，如果廣告主可以舉證出來，它會在另外一個時段裡頭，可能是其他

節目或冷門時段，不管，補個兩、三次，只要廣告主可以接受，換句話說，

市場還是一個協商的市場，完全沒有任何基礎，像 TVBS 用所謂的冷門時段，

反正它時間多，那他給它的時段為什麼廣告主同意呢？很簡單，因為它本來

買的這個時段，台北可能有播出來，被蓋掉的可能只是一個區域，問題是

TVBS 補它不可能只是一個區域，所以只要台北再播出一次，它可能就 cover
過來，所以它也不 care。 

石：所以都沒有一個很精準的數字基礎，大家都在猜。 
鍾：對，當中很微妙的是，像這種以全國為主要的大廣告主，它事實上掌握在幾

個台灣大的媒體購買公司上，那那些媒體購買公司都是依據 AC 尼爾森的收

視率的 rating 來作為它們 CPN，就是媒體計劃裡面的購買最小單位的成本計

算，它們有一種回歸方程式，然後以那個來計算，不過台灣有一些非常獨特

商品的客戶，以日常生活用品為例，例如「寶鹼」，南僑它們的訴求如果是年

輕女性，它們就完全不上三台，它們直接找屬性非常強的像 JET 或緯來、國

興，它們非常清楚日本偶像的連續劇，它們就把大量的錢放在這裡，不管大

量的廣告費，至少比無線的三台便宜很多，我想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廣告費用，

但是它出現的次數可能是過去三台的三到五倍，那我剛講的這些媒體公司就

會給他這樣的建議，有了這樣的建議，傳統三台的廣告就走了，我指的是特

殊的商品市場，這種市場其實也不需要 rating，它不在乎排名，它只要能在這

種頻道一天出現個五到十次，這種屬性比較強的節目通常會是三分之一重

播，一天八小時它複製個兩次，那他的廣告只要在主要八小時出現一次，然

後另外兩次是送的，那其實就某種廣告效益來講，它其實不差了。 
石：那有些頻道它比較特殊的，特別節目的組合，像電影頻道 HBO 或 HBO 家

族已經排好節目順序之外，其他的個別的預定節目可變性其實蠻大的，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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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聯登、學者。 
鍾：你說它們以放電影為主，那什麼叫「個別節目」呢? 
石：也就是說電影它一個一個，像這種節目是不是以片商的支持為主要來源？ 
鍾：對，像學者、龍祥它都是台灣幾個國片的，還有春暉、聯登，但它們就侷限

在過去幾個片中，因為它們片源不夠，那新的大概就是隔半年之後回溯半年

前它們進口的，映演這個部分已經賺過一次的成本，然後回到這裡來播出。 
石：像這類的頻道，它們內部的銷售策略跟財務規劃是怎樣？因為它們同時還跨

足了像製片、發行和映演，映演有時還結合當地的百貨，休閒等其他收益。 
鍾：像學者、龍祥、聯登，因為它們片的來源有限，尤其是學者和龍祥，因為你

知道台灣近幾年來本土電影的下滑，它們根本沒有能力投資本土的電影，所

以它們就代理非常的多，像學者就代理日本很多節目，在自己頻道不斷的播

出，加上它自己過去發行的電影，偶爾有一兩個國外的，那廣告來講其實不

是它在乎的市場，因為它其實是把它當成邊際效益。以頻道來講，一個衛星

的成本，一個月就是二百萬，它只要一些業務的人力，只要有播廣告都是賺，

只要把頻道的成本支出，其他都是賺的，所以它並不在乎在這個市場是不是

賺的，在代理的過程中，我知道那頻道費其實很便宜，一戶是三塊五塊錢，

這對它來講一年也不過是一億或二億的收入，比較特別的是 sun movie，第一

是它片源從歐洲來，非常的穩定；另外是經營者自己有非常獨到的看法，而

且它對電影的獨特看法本來就可以吸引一些和經營者類似的小小眾，這些小

小眾對這頻道也有特殊的某種忠誠度，它反而可以在市場中獨特的生存下

來，雖然從量的市場它看不到收視觀眾群，但這種獨特品味的收視觀眾我想

廣告主是知道的，因為是品味獨特的一群觀眾，所以 sun movie 內部有許多

針對隱士所作的行為，它們反而在提供廣告主資料的時候，可以相當的明確，

所以觀眾的偏好對廣告主反而容易掌握，因為容易掌握，所以在廣告上便形

成一個很好的良性互動。 
石：從電影業的角度來看，這的確讓人覺得很反諷的，學者這些國片，頻道業者

也跟春暉一樣走製作發行，其實是以發行為主，發行一年整個連結起來，以

我主觀認為春暉可能做的比較用心，以觀影人來說，是一個比較用心的傳播

事業，但它做的是國外的影片，無論是如何的非主流或非好萊塢，但它做的

是國外的影片。 
鍾：我覺得這兩不衝突，基本上在有線電視以小眾為訴求的頻道市場中，有太多

的西方文獻裡頭一直支持著一件事，傳播一直說要服務小眾，可是小到什麼

程度，小眾得品味能交集到什麼程度，然後小眾對節目的鑑賞穩定度，同質

性到什麼程度，大部分可以獲得研究支持，如果它可以把節目的屬性和觀眾

的文化水平扣合到某一種交集性的話，這個頻道會生存，它不用多，可能就

是小到五萬人，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我們以八成的市場來看，假設一千五百

萬的市場，它其實有五萬到十萬人的市場就可以生存下來了，因為對廣告主

來講，這群人非常清楚，它在廣告的行銷策略上可以確定，今天廣告主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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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精巧，它知道在所謂的節目或綜合頻道中不斷地去灑廣告是沒有任何效果

的，因為觀眾也會避開廣告，所以反而某一種特殊屬性的產品會常在 sun 
movie 看到，因為 sun movie 所經營的是人口金字塔結構中的高級消費群，所

以汽車、手機廣告反而可以很輕易的在這市場定下來。學者跟龍祥的問題並

不只是觀眾層次的問題，還有第一個它們受到片源的限制，因為它們沒辦法

有新的節目，它們的電影都很老舊，而那些老舊的電影本來訴求的對象就是

一些中下階層的觀眾，但節目不斷重播的結果，就是已經看過的不會要再看，

這兩年學者跟龍祥也買進一些新的節目，所以並不是不追求年輕化及提昇品

質，只是這過程和它們重複播放的電影產生衝突，所以它的屬性不清楚。好

的電影雖然可以爭取到廣告，但不好的，也就是那些一直重複播放的舊片是

沒辦法爭取到市場支持的。 
石：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本土自製的節目不管是 tv film 或是 cinema film，這部

分春暉並沒有貢獻太多，我說它們很用心的經營，比如說跟學院的學生共同

經營的學生影展。 
鍾：你可以看出他不只經營頻道，它還培養小眾，培養某一種電影品味的潛在人

口，你可以看到它把經營拉到一種永續經營，讓某一種精緻的電影文化在台

灣可以生根，什麼節目不重要，但這種生根的過程，事實上可以 suppose 這

個節目的生存，我的意思是，如果它的頻道一直是訴求小眾的話，它就必須

在新世代裡頭找到喜歡看這樣的電影的人，自然它跟這頻道會有某種貼近

性，你不可能叫一個國中或高中生去看，它當然不是這種 popular 的節目，而

是相較之下，它是要某一種知識份子或受教到某一程度。那他的觀眾培養之

後就不會走，平均年齡大概是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以上，六十歲以下這種很基

本的中間階層。 
石：一般國內的製作業者而不是頻道業者，生產一個個的影片的獨立製作公司，

它們現在在有線電視的市場裡頭…… 
鍾：這些就只能講所謂的靠運氣，然後自我生存，其實它們是非常可憐的，若張

作驥沒有得日本的東京影展獎項，我想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會欣賞

他的才氣。雖然在「黑暗之光」之前，他就在幫公視拍片。公視還不錯，它

給了這樣一群人願意對節目製作付出心力的人機會，公視同時也養活了一些

獨立節目製作者，當然張作驥得獎，他個人可以吸引非常多的資源進來，當

然個人的事業開展了，但並不保證所有的獨立節目製作者可以生存。還有一

個是徐立功的例子，當然我們別提徐立功有多好的人脈關係，當他離開中影

的時候，其實也面臨到節目賣不出去的窘況，一個獨立節目的製作者，劇本

寫好了，但在電視上一年找不到金主，更別提系統了，他當然先考慮無線三

台，因為基本上市場是比較大的，那無線三台沒有了，再回到有線電視台去，

過程上也不是那麼順利。基本上節目要保證在某種品質以上，事實上沒有主

流市場，所以不管是邱復生或無線三台的經營者，有都沒有太大的把握。但

徐立功是另外一個張作驥，我覺得是台灣現在獨立製片暴起暴落，我甚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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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台灣這種土壤不是能讓獨立製作人出來的地方，當然以那麼多人而言，一

定有一群人對所謂的影劇藝術部分有某種執著的，但其實生存得相當苦，什

麼時候被看成一顆發亮的星，這就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連侯孝賢跟楊德昌

他們也一樣，台灣的整個市場也不支持他們去拍片。反而是日本、好萊塢開

始考慮到亞洲市場時會找他們，這些人的副業可能是去拍個 MTV 或某一種

廣告片，相較下雖然它的時間很短，但是投資報酬率很高，所以不是一個談

得上獨立製作的環境，反正這些人現在好像流浪狗，恰好被公視收留。 
石：希望他能建功，像徐先生的名字一樣，可以立個功。 
鍾：我對台灣的廣播電視有一點點的看法，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在於現在的經營

者不懂電視，他以為電視就是只要有廣告，他根本不在乎內容、品質上的經

營，這部分其實是有非常多的文化在裡面，這部分若他們能花多一點的時間

去深入了解觀眾在看什麼樣的節目，或什麼樣的節目是觀眾喜歡的，我覺得

這地方必須要良性循環，才會回應剛才講的那些獨立節目製作人是否有生存

空間的問題，不然你看，現在的製作人其實跟過去戒嚴時代的製作人是一樣

的，沒有任何改變，像以前郭建宏做過去三台無線電視九點戲劇節目做的很

差的，也可以轉台到公視去製作戲劇節目，我心裡想，那公視跟無線電視又

怎麼區隔呢？那台灣的節目品質就因為這樣的游走關係而整個低落下來。 
石：那像有線電視的系統要再製作一些所謂的地方頻道嗎？至少像東森所屬的台

北的幾個系統，比如說台北 TV，當然在特定的時候也變成他們的喉舌，比方

在斷訊的時候是用來批評頻道最有效的管道，甚至用來攻擊地方政府。 
鍾：對，交換某一種利益。 
石：系統它們的重點向來不會在他們某個自製頻道上，可是他們在當初寫企劃書

都有這個部分，他們把這個部分當成一個不得不做的換取執照的代價呢？還

是當作一個可以開發的財源？或是跟地方互動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鍾：我想事實上你提到的三種都有，不過我認為我們應該回到法當時設的精神來

看，如果，法當時是要服務所謂的經營區跟地方互動，那就要思考到底法這

樣設計貼不貼近事實？那我們暫時不考慮這地方，我們就說對，它的確要把

有線電視當成地方媒體的一個定位，坦白說，現在整個表現，有線電視已經

不是一個地方媒體了，所以現在主管機關乾脆就放任不管，我們也知道寫在

經營計劃書裡頭當然對於取得執照很重要，但是我們也很懷疑九年之後，當

他 renew 這個新執照，審議委員又有多少憑證去認定他真的是服務的地方或

回饋的地方？這個頻道做好的雙向經營，我想也沒有任何數據可以去支持，

這倒很合中國的標準，講一套做一套，我們講的都是高標準，做的卻不到標

準，連低標準都沒有，這方面應該先回歸法，如果沒有落實法，法就應該把

它拿掉，你放在那就是希望它能做到，那它沒做到怎麼辦？這個問題我是從

比較宏觀的角度來看，如果以現在你提出的這個問題而言，是越來越嚴重，

就是系統台在地方，適當時候可以變成自己經營區的打手，某種時候可以變

成讓自己爭取利益的白手套，如果就頻道本身來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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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浪費，頻道沒有觀眾，觀眾和它也建立不了互信的基礎，因為這樣一個

頻道它是以新聞的形式播出，以一些地方新聞播出，別說專業品質如何啦，

不過也沒有，反正全國性的電視台新聞也是很差，現在都變成了宣傳的機器

了，地方台如果真的要養這一群新聞工作者的話，成本非常的高，因為基本

上它能收就收，節目部再湊著去做，不管有或沒有，基本上這種頻道怎麼可

能做的好呢？或說他是用心經營呢？ 
石：形式上新聞局還每年發金穗獎。 
鍾：所以這真是一個很扭曲的市場，明明沒有做那些事，你還頒了一些獎去鼓勵

他對地方有貢獻。當然這絕大都是 MSO，因為一個獨立的系統可能沒有這個

餘力再去做其他的節目，MSO 其實就變成他頻道家族濫竽充數的一個頻道，

我們一直講是爛蘋果，那為什麼這些頻道家族的爛蘋果在形式上是有意義的

呢？因為在 MSO 或頻道跟頻道之間的交換利益上，它可以在數量上可以增

加，內容做什麼都可以。 
石：談到這種跟地方互動的頻道還有一個就是原來在第一版都寄予很高的期望，

在第二版的有線廣播電視法就立刻降下來，PEG 頻道，法定的十分之一都是

意思意思吧，那實際的表現結果呢？在現在的有線電視看來是不強的，具體

呈現反而是地方的議長首長等等之類的活動。 
鍾：台灣很奇怪，就是我們的有線電視法一直是拿美國當 model，美國幅員遼闊

這麼大，今天如果我們跟中國大陸統一的話，問題很好解決，因為有區域，

不管是以省為單位或縣為單位，PEG 的互動當然有很多東西可談，當然每個

經營區有自己的活力可言，可是台灣這個市場怎麼看都是一個大區域，不能

用縣市的觀念來分，何況我們以前雖然說地方自治，可是也沒有落實，所以

我想在法的方面我們只是全盤移植西方的一些觀念，可是用到台灣就不通

了，但審議委員會或政策制定者又不忍把他拿掉，因為拿掉的話，有線電視

系統就變成了一個商業媒體，不能達成他媒體的傳播價值，如果今天公共電

視沒有出來，那你去責成有線電視某種程度要播這種節目的話，也是無可厚

非，我們今天其實不是沒有 PEG 頻道，我們看到的就是「海上仙山」、「霹靂」

頻道，霹靂頻道其實非常的商業化，可是還是把它歸為 PEG 裡頭，在認定十

分之一的標準裡，所以只是要讓他去合法而已。沒錯，我認定霹靂頻道是個

本土頻道，但我不認為它是個 PEG 頻道，以他的商業手法包裝方式。當然你

要問布袋戲是不是個本土文化需要保護？我想那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它需要

保護的話，它可以由文建會那邊保護，但是不應該在有線電視法裡做一個特

別的立法保護。 
石：是交給系統業者去處理嗎？就是說現在不管是舊版或新版都是由系統業者去

處理 PEG 頻道，假設說由系統業者交出來給文建會或其他文化機構可能會好

一點？ 
鍾：對，那就不是雙頭馬車了。 
石：像德國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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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他們是有他們的理由。 
石：對，他們像 open channel 這部分等於是公共徵收，就把頻道空出來，他們廣

電主管機關本來就是由社會團體組成的，這頻道等於是空的，他們其他再受

理個別社會團體製作的節目。 
鍾：所以他們基本上是在評估，什麼樣的節目特別是民間團體製作的，有資格在

這頻道播出。可是我覺得這觀念跟我講的不太一樣，我倒覺得那樣是對的。 
石：它們著重的是公共領域的多元化。 
鍾：對，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的中間團體它們其實也不懂，坦白說它們真正要

製作節目的話，真正播出來，也沒人要看。 
石：這是技術上，而且還涵蓋在整個社會環境，否則有許多社會團體它們是比較

active，然後是它們對自己議題比較長久的耕耘。 
鍾：我覺得這是文化特質非常不一樣的，據了解，台灣為了讓系統濫竽充數 PEG

頻道，然後讓它感覺到它有用，事實上很多民間系統它不會製作節目，卻把

自製節目費交給系統，然後系統幫它們做節目，然後播出，播出的這個成績

再記到它們頭上。這樣的話，它們去 renew 執照完全沒有問題，而且他也播

出了。另外就是轉播縣市政府的慶典活動，其實它轉播慶典節目是 free 的，

因為如果我們把這頻道當成 open 的話，它要服務地方，可是現在剛好反過

來，市政府還撥一筆公關費給它們，我覺得這是文化屬性不一樣，換句話說，

我們的民間團體沒有所謂的歷史脈絡讓它很清楚他怎麼在公共場域裡去爭取

它本來該有的發聲權力；第二個是有線電視裡頭沒有去培養像德國這樣的一

種觀念，然後又全部授權給經營者，地方的經營者從頭到尾考慮的是生存的

問題，就這角度來講，每一個可能進用頻道的問題，它們把頻道資源好像當

成自己家的財產，所以誰只要用我的頻道我就給，反而到這個部分現在都交

給公共電視，公共電視也面臨到一個問題，就是沒有一些民間團體願意做，

所以現在政府機關就是撥一部分的錢讓他們去做。 
石：像慈濟大愛，這類民間團體做節目也要有自己的頻道。 
鍾：在德國我想它只要利用 open channel 就很容易達到宣揚宗教的責任，根本不

必去經營一個頻道嘛，結果他現在還自己成立一個頻道，弄一個新聞部，儼

然是宗教企業裡頭文化企業的一部分，然後來做自己宣傳的一部分。 
石：德國各教派其實都有自己的節目，不用設立一個公司。 
鍾：對，大愛其實它也不笨，因為他所有的器材都是跟中視租的，其實他也沒買，

在租的過程中它只要付租金，然後到某種時間裡頭，它就重新跟它簽約，變

成其實是利用它的信徒繳的錢的利息然後再轉換，看起來財產是屬於它的，

但它其實沒有付任何的器材費，其是實在作財務槓桿的東西，但是它有沒有

一個頻道？不過當然還好，這頻道沒有作廣告，它有沒有一個政府機構的廣

告？如果有這，它就一定有收入，例如它作的很像公視，因為公視雖然也打

那種廣告，可是那種廣告都是有收費的，反正台灣就是什麼都要用自己的。

我門沒有那種公共性概念，我們的文化談不到那種公共性，也不會去跟團體

 159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九年度合作研究 

分享的觀念，所以中國人在本質上沒有傳播的觀念，我們有的只是統治。 
石：我們該把整個有線電視相關的上下游的關係每個重要的 agents、players、actors

都應該清楚的描繪出來，有線電視法幾乎完全集中在系統經營者，我們就假

設每個系統是獨立的，每個系統都不會操縱在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手上，十

九條所謂股權分散的規定，一個所謂企業相關集團不超過百分之二十，所以

它沒有辦法看到交叉持股這個問題。二十一條又加入全國三分之一的家數，

三分之一戶數，然後地區二分之一的戶數，這就是所謂的反壟斷條款，然後

再加上四十二條規定，垂直方面，系統的關係企業控制的頻道不能超過四分

之一，幾乎都預設了每個系統是獨立的、分散的。可是我們再看到系統這邊，

大家常說三分天下，兩大 MSO 跟獨立系統，他們彼此之間的合縱連橫關係，

當然這三分之一還包含了太平洋有關的系統。在產業裡頭以及比較熟的研究

人員其實都清楚這大致的情形，可是為什麼法律所定的是分散的，而且是他

們都合法？表面上，至少都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為什麼？ 
鍾：事實上這些系統公司他們目前所有這些經營資料，到底透明化到什麼程度？

在我現在看起來，法歸法，然後「作」是另外一套。我們這種所謂的代理的

自然人，其實他代理一個法人，這種所謂的台灣文化，其實是很盛行的，那

當時覺得會演變成今天的有線電視文化，其實是來於舊的有線電視市場在收

購的過程中已經是這樣，解嚴之後這十年，快速收購過程就已經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很有可能一個自然人已經被收購了好幾次，可是它還在那裡作股東，

其實跟他沒有太多的關係，他已經最後賣給 MSO 了，這其實是主管機關縱

容的結果，在申請的過程中，其實是有能力去稽核，這中間很簡單，只要直

接對照就好了，有時候我想你反而要把它變得越來越麻煩，那他就不會去產

生交叉持股，然後在這過程中因為你不管，所以他覺得你只要變一個公司，

就申請一個人頭，諸如此類，就沒有人可以處理。我所謂的很麻煩，有一部

分是來自舊有的有線電視系統，本來拿到執照後呢，是很希望它在短期之內

（一年或三年之內）上市的，我們也知道八十二年一波的執照發下，發出到

目前為止，沒有一家有線電視公司上市，你看到的上市是 MSO 上市，那 MSO
上市有什麼意義呢？它給你的股權跟他旗下的關係你還是不清楚，你從這個

地方就可以看出來，這邊是斷層的，這邊可以看到政府在掌握產業的速度、

掌握的能力，事實上政府是遠遠的趕不上產業的變化速度，既然這一波趕不

上，他的有線電視的產業的變動性我們都不能從有線電視這個角度來看，他

可能又要與某種產業的大架構才能看到，有時候雖然這件事政府看起來好像

非戰之罪，可是後來我一直想，政府到底應該扮演什麼角色：難道這個問題

他應該發生後才管？還是它應該有潛在的能力先看到？那這中間你可以看得

出來其實是好幾頭馬車，交通部管交通部的，經濟部管經濟，因為設立公司

是經濟部的事嘛！然後新聞局管新聞局的嘛！那這地方，這三個部分其實沒

有兜在一起嘛！ 
石：那上市之後又關證期會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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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證期會？對。所以你從單一的角度來看好像看起來大家都沒有違法，可是事

實上很清楚，我們都知道，如果你有魄力把這些全部兜在一起的話，你馬上

知道該怎麼處理，可是我覺得他們也不敢處理，因為如果都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透明化到真相已經掀開的時候我覺得又是他們沒辦法處理的，所以他們

與其讓這個事情灰色的糢糊地帶吧？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有線電

視就更容易是現在的三分天下，那三分天下之後，現在碰到的是什麼問題？

我覺得也不是在透明化，當然這個速度相較之下還是得追趕，不能說全不管，

至少要感覺到說政府有誠意在做這件事。我覺得真正對這件事發揮某種整頓

的作用還是要來自於公平會，例如你剛才所講的法裡頭的這種反壟斷，到什

麼時候公平會應該處理，或者就認定現在目前就是三分天下……我覺得好像

所有的棋子都要玩到一個最危險的狀態。 
石：像比如說在我們的法裡面有一些數據是業者本來就要向那種主管機關申報的

那種，比如說戶數。 
鍾：對，你這邊寫的那些，如果我們用理性面來講，這些本來就是評估他評斷它

經營狀況時很重要的依據，可是現在的主管機關就是被動消極的由他來申

報，問題是，它又沒有在法官面前發誓說他不可以提供不實資料啊！所以很

清楚的，它就是提供不實資料的時候，該怎麼辦的問題囉。主管機關對於怎

辦的時候，又沒有能力去徵詢他的資料為什麼跟市場部分差距很大？ FCC
在這個事情裡頭很簡單嘛！他們就去做抽樣，FCC 他們有個經濟小組，經濟

學家就是先去做抽樣，根據數量模型推估出來市場所有，不管市場代理費系

統的戶數，還有合理的成本等算出來，例如說，以美國來講，兩千多家，它

們的抽樣一定是維持兩、三百家，每年都做，你要申報的時候，一般來講，

經營者視法為無物時，他當然是申請不實資料或有利他的資料，就是掩蓋了

一些你無法對這個市場做真實判斷基礎的資料，所以很清楚，這個部分一定

要透明化，然後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機制，意思就是說，你透明之後要有一個

機制，那個機制是要能夠真實掌握市場狀況的機制，現在這個機制是交給新

聞局嘛！其實我們也不樂觀，不樂見是新聞局做這件事，因為第一個，他本

來就沒有專業的一些組織或者編制去做這樣的事，它們現在還是停在做一些

行政作業啦，可是這樣的一個機制，你說你三不五時交給學界來做，我認為

也是不對的，我覺得因為這個事情本來就是要長期監督，而且你累積了三五

年的資料時候就很容易預測，因為這三五年台灣有線電視已經成熟穩定，這

市場大概已經接近飽和了。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你累積三、五年的資料大

概就會很穩定囉，它很穩定，它的變化也很小，所以你就很容易算出數學的

模式來，這中間回歸到市場裡頭的時候，就沒有斷訊這件事了，因為斷訊這

件事，大家都把成本通通攤開來了，大家一起坐下來談這個事情，我覺得就

差不多就可以了，這個市場大概就可以了。可是這事情其實應該在兩三年前

新聞局就做了，可它也沒做，到今天呢？今天的問題我倒反而認為現在也不

是要設立一個像 FCC 這種機構，或者說有一個特別的委員會來做這件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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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對這個市場有所增補？其實在我看起來也不會，因為接下來，有線電視

市場的這個部分又要把電信固網的部分再納入，在這個架構底下一起思考。

我們都知道固網的執照拿到之後，可能三五年就鋪好線纜，在這之後系統一

定會面臨一個戰國時代：電話跟有線電視所用的寬頻，在一個 package 裡變

成怎樣配套的問題，事實上，這就會直接引發有線電視的收費戰爭嘛！如果

沒有及早防範的話，也許會一團混亂。 
石：就是說有線電視的收視費跟電信的固定通訊網路這兩個部分都是管制的，而

且兩個部分都有這樣一個執照和費率管制？ 
鍾：對。 
石：最有趣的就是，這兩個地方既然都有費率管制的話，主管機關最主要的資料

還是在業者提供成本？ 
鍾：消極的是不夠的。 
石：去年的斷訊的前哨戰，大概可以算是費率核定的那一次爭議。 
鍾：所以回到那個問題的話，這樣一個委員會去了解真實市場的狀態他不是只要

服務有線電視產業，他應該是要在一個電訊的架構底下然後 NII 的架構底

下，把市場的所有的資料用某一種方式去取得，合理的科學方法去取得，他

的管理就不只是針對有線電視，其實還有通訊的問題。 
石：管制產業如果資料不能充分掌握，費率其實不能有效的去調節，本來在競爭

上有的…… 
鍾：對，所以讓地方議會和議員放任跟地方官員的角力，因為他核報出來的費用

要經過議員的背書，中間會形成新一輪的戰爭。也就是說，本來是一件很清

楚的事情，他不想清楚，所有地方這些山頭的關係在地方先打一次戰，然後

這些地方就像台北市政府去年的例子，他們所核准的費用中央又不承認，再

打一次戰，大家就是消耗在打戰，我覺得國民黨的政府就是要大家去打戰，

反正弄得滿頭包，大家再來協調，那時候的協調就變成 favor。 
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線電視系統雖然執照是九年，大概也只能用到現有的

系統為止，因為九年之後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 4C 整合之後的市場結構。但

是，這中間還有每三年的營運評估，那個部分還涉及資料的蒐集、整理跟審

核的問題，照說營運計畫如果沒有照時舉行的話，這三年一次的體檢仍然會

對系統業者造成一定的壓力。比如說主管機關可以限期改進，因為它做營運

評估的時候就可以做這樣一個調整。這時候碰到一樣的問題，到底業者表現

好不好有沒有標準可以評量？base on 什麼東西？這就是三年後，即使地方跟

中央審議委員個個是天才，也沒辦法決定這件事，基礎資料根本不健全的話，

到最後跟擬定計畫書一樣變成作文比賽。 
鍾：所以接下來三年在審營運評估的時候，我想還是可以回到原始市場叫賣，叫

賣完大家就各自演了一場戲，然後回去，三年後到底還會不會有這種特殊的

審議委員會？ 
石：看每三年評鑑，再去查它最後的 performance，我們可以從純市場的角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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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服務收視戶的價格合理性與滿意程度，以及有沒有表現一些地方媒體的特

色或服務社群。 
鍾：我倒有一個比較積極的想法就是，陳水扁主政的時候，竹子湖的財產是屬於

台北市政府的，對它過去長期租用給台視，沒有續約的問題也沒有收租費的

問題。等到陳水扁當台北市長的時候，碰到租約到期及轉換的問題，陳市長

就認為台視應該發揮到某種程度的新聞公正的問題，所以它們又組成一個特

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就是在評估台視的表現，後來是陳市長沒有連任，不

過這件事到下個禮拜，新的台北市府，租約是三年，下禮拜到期新的市府就

要決定竹子湖的發射系統是不是要再租給台視？然後要用多少租費？這就形

成一個問題：委員會在這三年裡頭都沒有評估台視的新聞表現，所以委員會

在差不多三個月前委託「媒體廣告基金會」做研究，去檢視總統大選的新聞，

然後現在就要用這個報告來做為續約或不續約的參考，但是台視也是老神在

在，覺得你不可能不續約。問題是，這特別委員會是由社會公正的第三者所

組成，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至少是給電視台很重要的外在反省的機會。拿

這樣一個例子比較，把它放在有線電視三年營運評估的架構底下思考的話，

理論上來講，如果理想的 FCC 這種架構的獨立委員會不能成立的話，至少新

聞局可以設一個有線電視的特別委員會，負責在三年內進行階段性的評估。

既有負責發照的審議委員會，跟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任務可能是不同的。 
石：涉及評鑑和審議之間的差異。審議其實涉及一定的政策決定。 
鍾：評鑑是說它要取得客觀的數據，支持它或否定它在執照的審議過程當中所承

諾的有沒有反映在營運狀況裡。我覺得表現是要把節目的品質和它對地方回

饋的服務互動的部分當作很重要的評鑑指標。 
石：媒體產業的雙重面向，第一，它在商品活動市場的表現，第二，它透過內容

跟社區互動的表現。第一個部分比較量化，第二個部分就比較質性的取向。 
鍾：現在的問題是因為它責成系統完成媒介責任，它說它只是一個 common 

carrier，不是一個 media，所以這個問題還是會引發另一波的爭議，就是說如

果你對一個 common carrier 你可以評鑑它的表現嗎？如果它是一個 media，當

然可以評鑑。 
石：其實單純一個 common carrier，知道哪些節目進來，以及它跟社區互動如何？ 
鍾：對，你可以從傳播學界關於有線電視法所定義它的概念來評估它，然後你就

可以發現它本來是一個地方媒體，要符合經營區內觀眾的偏好，在這過程中

為什麼它現在反而比較像 common carrier？這個地方你就可以評估它的營運

表現，譬如可以 judge 它營運表現的一種。 
石：我可以發現這一版新的有線電視廣播法裡頭第十七條有一個所為 PEG 頻道

的表現。 
鍾：舉行公聽會、委託民意調查。 
石：對，它為了去調查 PEG 部分的表現，就用這四種方法，第一個是公聽會，

第二個是委託其他機構辦理民意調查，第三個是對申請人 interview 或是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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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訪談，第四個是其他；我猜，最後都用第四個「其他」的方式。 
鍾：這是什麼？ 
石：好的架構有，問題是看它怎麼去做，涉及純粹 economic 那邊的 performance

其實還可以比較客觀決定…… 
鍾：所以這邊法的架構並沒有，而法的主體由誰來代表？新聞局？ 
石：PEG 頻道的部分是由審議委員來審。 
鍾：所以審議委員會要做這件事。如果這樣講，審議委員會有失職，它不能等到

第三年才說好，我們來看看你的營運表現吧。它應該在三年之中定期、以不

同的方式評估。 
石：現在法令架構很有趣，前段時間立委跟新聞局廣電處長爭執關於法律既然已

經定了為何有沒有去執行？新聞局的回應是說，第一、法定的不好，第二、

法沒有要它們做什麼事情。審議委員會的情形是：法律裡有很多事項要由審

議委員會決定，可是審議委員會底下沒有半個行政人員，所有的行政能量還

在新聞局裡面；決定權在形式上卻又交給審議委員會，新聞局不必負責。 
鍾：你剛剛不是問我評鑑委員會是不是一定要由這些審議委員會擔任，審議委員

其實應該下面再任命一個小組，由那個小組來做這件事，但是要怎麼做可能

是要由審議委員會大家共同討論出一個方法，要定期的或不定期的，然後這

個預算要由新聞局撥出來，去完成這件事，就不是個特殊委員會，而是架構

在它底下，下面的這些人，他找來的專業者是要有能力去解決這些問題的，

我覺得這架構至少是現階段可以做的事，這樣的情況下才可以至少很清楚的

去了解量的營運上的只是一些簡單的生存成本之後，在傳播的價值達成上跟

法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最大的部分就是「質」的部分，不管評鑑委員會是隸

屬於 FCC 架構或其他，如果沒有做這件事，不管是三年的營運執照評估，或

九年的執照續評都是沒有意義的。剛才我們講到強迫其股權透明化只是基本

的經濟資料，傳播價值的部分一定要用這種方式，不然也是空的。 
石：我們大概可以結束今天的訪談。經濟資料部分，您剛剛也提到很多是現成的，

可是無法去描繪出整體的情形，比如說財政部那邊一定有稅捐資料，經濟部

那邊一定有商業登記資料，新聞局這邊有股權申報資料，然後有營運企畫書

跟系統業者報上的戶數等等資料，然後主計處那邊又有大的業別資料，它不

會有個別的，但有總體的業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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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記錄 
 
日期：民國八十九年三月二十七日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室 
受訪人員：陳炳宏助理教授 
訪談人員：石世豪副教授 
記錄人員：謝長育 
 
陳：去年的十月底當作一個 dead line，就是用時間來算，我們上新聞局的網站查，

台灣登記的總共 137 個系統，但經過我們跟每個系統打電話去聯絡，包括已

經不存在的、包括已賣掉的、包括一些其實存在但已被併掉的，他只是維持

那名稱，其實屬於某一個部份，後來第一個階段清查大概只 104 家，但這個

過程我們就一直以為是 104 家，可是在清查過程中有些人很奇怪就是說，打

電話是同一個電話，你問他是哪一家，他都說是，所以後來在跟市場的資料

對照剩 94 家，這是我們最後清查到目前所有併購的狀況有 94 家。而頻道我

們也是同樣時間上新聞局的網站總共有 66 個頻道商，有 109 個頻道，可是

這裡面其實有一些也是沒有經營的，我們就重新做了一個調整，根據我們的

研究計畫，他已存在市場，沒有經營過一年，這就不在我們研究範圍內，屬

於我自己研究部份是 52 個頻道商 87 個頻道，可是這是我們研究並不是現在

存在，因現存的可能更多，因我們剃除了未滿一年的，所以可能有一些現存

的，應該是這樣說在 52~66 之間，這是我們拿到的資料，我剛說到比較好玩

的一點就是，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們應先談到有關各集團，我的研究資

料內和信有 28 個系統，東森有 23 個，其中東森及和信同時投資的是 3 個系

統，太平洋集團有 3 個系統，還有一個小集團，我也不知是不是該稱他 集為

團-佳訊，佳訊有 5 個系統，據我們市場了解，佳訊其實是東森分出來的，
但我想可能這是我沒有去做進一步了解，可能是因應於整個市場佔有率的問

題，他是過去跟東森合作的人分出來的，（例如：練台生），而且有一些從投

資組成上可看出是東森和佳訊，基於上，這應是東森用佳訊的名義去投資

的，這個部 市場上我們沒有很 楚，剛提到有份 清 3個系統是和信、東森一起
投資，其中兩個較大的是南桃園、北桃園，可是因去年底的卡萊爾介入，而

現在這是去年 10 月的資料，所以現在不知卡萊爾介入的南桃園、北桃園，
到底是朱鳳芝地方人士，或和信、東森賣出的，這是在我們 究後發生，也研

不知道此兩個集團共同擁有的，是不是還是 3個，這是我在做系統投資的部
所發現的問題，至於他的訂戶份 數，較有趣的就是美國的 MSO，據我們所

了解 MSO 大部份都是 100%投資的，因國內有線電視法的規定，所以我們

現在都是認定，只要他有投資，我們就認定他屬於此集團，所以在整個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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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算上，就我們的資料，和信集團已高於政府 1/3 的規定，我們的資料內

和信訂戶大概有 110 萬戶，已超過 34%，這其實不符合新聞局的規定，，東

森大概 105 萬，大概剛好 33%、32.9%，這樣的數字更讓我覺得佳訊的部分

是合作、搭配出去的，不然他和佳訊加起來其實是比和信還要高，所以這是

很有趣的。但此資料有較大的一個問題是，我也很好奇，新聞局怎麼去認定

他們有沒有 1/3，如果業者沒有提報正確數字的 application，或新聞局有一

套自己評斷的標準，去偵查他們實際訂戶數的話，訂此法律又有什麼用，我

所接觸的新聞局經驗是說，他們沒有強制要求業者要提報戶數，而且如果此

戶數是裡面用任一方法檢查的話，他所給的戶數一定永遠低於 1/3，到底這

個條文怎麼去執行，在年底斷訊時趙寧有提出一份資料，說此二集團都沒有

超過 1/3 的規定，我很好奇那資料是怎麼來的，若只是業者提供就認定的話，

到底法令的強制力在哪，這是我在研究時很有趣的現象，這就是我看到的有

線電視系統，跟有線電視集團掌控有線電視系統的情況。頻道的部分，實際

上來講，我本來是要做頻道市場的集中度，但是國內的情況比較特別，就是

他有聯賣，就是整個 package 的問題，所以了解到不可能用頻道為一個獨立

的單位，所以我就採取新聞局的方式，用公司為單位，公司就有其他相關，

像一個公司擁有不同的頻道，或像和信力霸就擁有不同公司，這個部分就是

說，我無法做到整個頻道市場，而是頻道公司的市場，第二個部分就是，我

無法做到代理商的部分，目前這個部分無法突顯出來，因為代理的業務，他

可能不是經營的所有者，只好用新聞局能拿到的官方資料為主、以頻道公司

的方式，這個方式在我研究過程中也有一點缺點，像 XXXX 他是屬於年代

集團，是兩個公司，但是他的頻道又聯賣，所以我所有的營業額都是五個頻

道一起，沒有辦法把這兩個公司分開，這是我在做頻道市場的幾個限制，所

以我把年代集團當作一個公司，事實上，市場上他是兩個公司，因為他五個

頻道是聯賣，所以我拿到的資料受到這個限制，我把它分成兩個部分，就是

剛剛說有 87 個頻道，事實上頻道我是要求營業額，而很麻煩，因為業者不

太願意透露，有些是從業者來，有些則是從市場來，有些是從廣告商、代理

商把他們的廣告費、代理費合併起來，不知老師需要的資料到什麼程度。 
石：看您方便提供的範圍。 
陳：年代是我在做以公司為集中度的計算單位時，年代是最高的，不知道是不是

會有偏差，因為是兩個公司，一個集團，即使是以集團來計算，和信和東森

也沒有年代這麼高，年代就占了大概 1/4，整個頻道市場的產值、營業額的

1/4，大概有 43 億多，這個數字給石老師做參考，因為我的報告中，他們要

求不能透露營業額，我呈現方式是以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後來就沒有，

三立是第二大的，就是從營業額的角度，雖然他的頻道只有三個，但他的營

業額大概有 21 億，緯來有五個頻道，是和信集團的，他大概有 21 億，稍稍

比三立少一點，第四個是東森，他有七個頻道，大概有 15 億，第五個是 STAR 
TV，他有 9 個頻道，他的營業額大概只有 12 億，前八個，第六個是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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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是太平洋世代，第八個是超視。 
石：你這邊的營業額是只計授權營業額，還是連廣告收入一併計入。 
陳：廣告收入也計入。但是有一部分是賣時段、幫人家製作，那些錢都沒辦法計

入，我相信如果把時段賣掉，錢應該是計入廣告費，兩大收入就是代理費跟

廣告費，以頻道市場來講集中度相當的高，前四大就超過 58%，前八大就已

經 76%，這個數字就要看用什麼標準，因為一般是認為，前四大 50%就很

高了，可是我記得美國司法部是用 35%，以 35%來講更高。 
石：如果用另外一種集中度的計算方式 HHI 算的話，大概是 1600 到 2500 是屬

於警戒的範圍。 
陳：HHI 我沒辦法做就是，我沒有辦法拿到所有的，這是最難的，這在台灣是不

可能的，如果用 HHI 就會突顯出年代這麼特別這麼大，就很能看得出來，

可是第一個是，只要是做產業，尤其是傳播產業，都沒有相關的官方資料，

所以我沒有辦法算 HHI 是因拿不到全部的資料，而系統方面沒有做 HHI 是

因，因為他是分作 51 區，所以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除非算集團，如果把

佳訊算進來也只有 4 個集團，當然中間還有卡萊爾，這個都還沒有在我們的

研究計畫裡面，所以我就沒有尋找 HHI。如果以集團頻道的集中度，年代集

團最高，他還是那兩個公司、五個頻道，和信集團是第二，大概有七個頻道，

第三還是三立，這兩個頻道商是很有趣的，年代跟三立，其實年代是第一、

三立是第三，其實以頻道市場來講，他本身並不比和信、力霸來得小，第四

是力霸，第五是 STAR TV，第六是太平洋世代，第七是八大，第八還是超

視，這些都沒辦法很精準，像八大能不能說它是集團，如果硬要說集團，除

了和信、力霸、太平洋、佳訊，頂多再加個年代，以頻道商來是年代，以代

理商來講是木喬，所謂集團就幾個，所以我在做頻道集團集中度時，也把三

立、八大都列進去，把它當做作是一個獨立的頻道市場的集團，才能算出四

大或八大，事實上整個市場的集團大概就是剛剛講的三個主要系統集團，一

個頻道集團，一個代理集團，大概就是五個，頂多六個，如果把佳訊算進去

的話。 
石：現在觀察市場上呈現出來集團關係中，他們彼此之間就營業額在市場上的占

有率或所謂的市場力方面，會表現在哪裡，比如說，系統雖然分散不同區裡

面，可是他跟上游的頻道業者談授權的籌碼就是市場占有率、戶數，頻道商

如果從收視的角度來說，不同頻道之間彼此競爭的問題，就在上下游之間，

或許也可以看出他這樣的營業額或市場力的作用吧。以您的觀察，這種集團

化、營業額分配很懸殊的情況，在這不同的市場面相上的反應是怎樣。比如

說第一個是上下游之間授權談判過程，還有系統對收視戶之間的關係，還有

頻道商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尤其是他們向上競爭代理權，向下爭取系統銷

售的情況，這些集團化跟銷售金額所反應出來的市場力在不同面上的差異。 
陳：上下游整合台灣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就是代理商的出現，像木喬，我現

在不是很清楚三合一的情況，曾經想去了解，但是他們很忌諱讓外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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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次新加坡電視要退出台灣市場，他其實是在三合一內，但他為什麼要退

出這個市場，如果照過去的講法是說，這個市場被三合一壟斷之後，其實只

要擠進三合一應該是蠻保險的，所以我認為即使是三合一，彼此的和信、力

霸、木喬都還是有一些私心，會比較在意自己代理、經營的，不曉得他們內

部怎麼 bargain，只能看到 80年代末，TCI 當他在美國掌控有線電視系統越

來越多時，他發現他必需去介入頻道市場。台灣的學習力很強，東森、和信

比較不一樣，東森是從節目市場開始，介入系統比較晚，和信是同時並進的，

因他本身有傳播相的企業，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台灣一開始就已

經知道水平、垂直同時運作的優點，節目 bargain 一定有比較大的優勢，相

對的以現在的頻道市場來講，頻道的品質都比較差，所以我認為可能兩大集

團的策略是以系統為主，因為只要系統夠大，頻道爛一點沒有關係，當系統

大到一定可以掌控市場，他就不那麼 care 頻道的品質 樣怎 ，尤其如果把這

樣的發展搭配固網來看，系統對他講更重要了，他有一個更大的大餅要去

搶，我認為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整個前景是不好的，當他的系統掌控到一定

夠大時，他不需要 care 有沒有收視戶，有沒有通路，這樣長期來說對頻道

市場是比較不好的，好像年代也擠進三合一之內，頻道市場就沒有比較特

別…..，當然現在有一個變數就是太平洋集團，楊登魁重新回到整個有線電

視市場，這兩個變數不曉得會對這樣的垂直和水平整合、整個集團化，會有

什麼樣的影響，我想還待觀察，因為去年楊登魁回到台灣之後，其實第三勢

力就是獨立的系統對他有點期待，他是不是能整合這些獨立的系統，我想根

據楊登魁本人過去的經營經驗，頻道應該是他會有興趣的，他有蠻大的部份

在頻道市場上，這個變化恐怕還有待觀察，只是這一年來我們沒有太明顯的

動作看到，因為對第三勢力的期待而對整個市場產生變化，反而是固網的出

現對整個有線電視產業發生…… 
石：另外就是比如說 80 年到 88 年六年之間，頻道代理或頻道銷售情況有蠻大的

變動，所謂自製或代理頻道是很不相同的，譬如說衛視的代理權，好像有變

動過，以前有類似水貨的鳳凰衛視，就是這樣代理權爭奪戰的其中一個例

子，其他好像也有一些頻道有這樣擺動的情況，代理的頻道銷售者或頻道經

營者的支配或聯盟關係有沒有互動的關聯？ 
陳：我自己的觀察台灣會出現代理，其實最早是因為國外的跨國媒體集團，對於

整個台灣市場…..，應該不可以說不了解，因為他是某種程度上的了解，所

以他認為在還不是很建全的經營環境裡面，他勢必不可能直接介入這個市

場，所以代理的業就務就這樣子產生，因為講白一點，那時候要找到系統台

跟你簽約，你簽了這個約有沒有辦法計算戶數，有沒有問題，計算戶數之後

有沒有辦法收到錢，有問題，所以我覺得，剛剛一開始我說頻道代理的業務

在台灣有一點奇怪，其實如果對於整個台灣有線電視市場的發展、了解，其

實也不奇怪，勢必上他們這樣子做，好像是對的做法，就是對於跨國集團，

我比較會想到關於跨國集團來台灣，國內的代理業我倒沒有深切的去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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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製的為什麼要去找代理，當然有些背景是因為有專人可以幫你談，可能

頻道的精英者他過去只有節目製作的經驗，並沒有整個介入市場的經驗，所

以必須委託像木喬這樣的公司，這個過程我倒不是很了解，跨國集團則是那

種現象他必須要面對，所以對他來講這是最容易的，我自己曾經接觸過，我

以前的工作的公司也代理 Disney，而且我們也跟 Disney 談過，面對一個很

大的問題就是代理費蠻高的，後來代理權的轉讓，其實都是因代理金談不

攏，我的了解倒不是因利潤太高所以爭奪著要代理，而是幾個轉手都是因他

代理費太高，而代理公司認為他在台灣市場沒有辦法受到那麼高的利潤，所

他們只好把代理要求降價，降價不成就把代理權換手。 
石：後來接手的代理商是不是評估可以獲得這麼高的利潤，利潤是不是也有相當

程度的把握？ 
陳：所以後來要加入三合一，或者是跟集團靠攏，我想還是一個很現實的現象。 
石：HBO 的代理權也轉換過。 
陳：可是 HBO的轉換，目前也只能算是二房東，HBO 是自己來台灣做，他做得

並不好，像 Disney 來台灣他一開始就找國興代理，他就一直是走代理的方

式，我想這幾個很好的問題我倒沒有很深入去了解，像 STAR TV是先代理
後自給，所以頻道進入台灣市場有幾個步驟可以去了解，我倒沒有很深入思

考過倒底是該自己代理，或是該自己經營，找人代理，或是怎樣的考量，我

所知道 Disney 的問題都是權利金談不攏，但是我相信在後來的一些情況之

下，可能必須要去協調降價，然後某種程度上認定，我想這都涉及到很多很

根本的計算戶數，跟整個台灣未來有線電視發展的評估，以前我在談 Disney
時，覺得他的代理金太高了，可是在美國有些系統習慣把它放在付費頻道，

在台灣則是被放基本頻道，原因是他不放心台灣這個市場，所以台灣看到的

Disney 和美國是不一樣的，HBO 也是兩回事，我想這個中間可能有很多的

因素在裡面，他認為他有那個身價，台灣認為他沒有那個身價，這是我在工

作時聽過，也曾經有人要去代理 Show time，HBO 進來後發現市場很不錯，

要代理 Show time，後來代理權都沒有談就是因為權利金談不下來，Show 
time 和 HBO 的想法一樣，就是看你這麼大的 Base，所以我要放這 多的權麼

利金… 
石：另外就是我們都會預設當系統之間，彼此互相競爭的時候，或提供更好更多

或更廉價的節目。可是現在一般的調查是同一區只有兩家或一家的趨勢越來

越明顯，而且在很多區域最後都是剩下最後一個經營者，就算有兩個以上也

不會互相競爭，到了這種局面，是不是系統就不會太關心節目內容是什麼

樣？ 
陳：我想系統不關心的根源在於他是集團化的結果，假設今天兩家系統都是獨立

系統的話，我基本上不認他會那麼不 care，以美國的例子來講，我住的地方

是 TCI 所掌控的，我曾經訪問他們總經理，他所能決定的本台最後的頻道結

果是 3~5 個，而且這 3~5 個還要跟他的主管談，也不是他完全能決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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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只要是集團掌控，以我們的地區來講，你要什麼東西，總經理是沒辦法

做決定的，我覺得獨立集團他不需要考量，我一定要用集團所生產或代理的

頻道，他對於消費者的需要必須很敏感，即使如果今天消費者喜歡集團的頻

道，我自然可以用，回到石老師最早的問題，我思考但並不是從法的觀點，

即使最後變成一家，我也認為法不應該只規定一家，如果那是自然形成沒有

問題，消費者也很無奈，但是如果一開始就規定一區一家的話，在台灣集團

化這麼嚴重，還垂直水平整合的情況之下，那會讓消費者更無力，因為像美

國的垂直水平整合還不是那麼嚴重都還可能是形成一區一家，有個數字我不

是很確定，但我曾經讀過一篇 paper，他是認為所有的傳播產業有線電視是

個 reputation最差的，所以我想台灣的有線電視也受到很多的爭議，所以我

並不認為法律規定三家就三家，還是可能變成一家，但那是自然形成的結

合，可能要有公平法或相關的反壟斷配套措施。即使以我自己現在居住區為

例，是兩家，但兩家你打去問什麼所有的答案都一樣，他的月費、年費、半

年費他的優惠都一樣，頻道稍微有所不同，但至少就有一點選擇了；不曉得

台灣有沒有市場連頻道都談好了是一樣，那樣就完全沒有選擇了。 
石：有一個蠻有趣的現象就是，新聞局的確沒有法的明文依據，不過新聞剛開始

在主導要形成所謂的「地方媒體」，實際運作結果就是寡占的情況，    化，

理論上，兩個競爭者協調彼此行為比相互競爭來得成本更低，他一定會去協

調彼此行為。但是我們的了解就是當他出現獨占或不競爭的時候，就是要由

主管機關去管制，最明顯的就是價格管制，甚至節目內容的管制。就像 92
年美國的有線電視政策法甚至連垂直整個管制法，像台灣的蠻有趣的現象，

我們觀察新聞局三年來的費率標準覺得非常詭異：第一次先依所謂高度競

區、中度競爭區跟偏遠地區來分級，然後就是把頻道數非常低的或是只轉播

無線台節目的分成第三級；第二次卻依頻道排名跟數目分級；第三次更簡

單，原則上六百塊，超過六百塊另外付具其他理由，你明明看到這種管制模

式在面對我們剛開始談到市場已經寡占化或完全壟斷的情況，這種費率管制

很可能變成根本無效，因為不管頻道怎麼樣，價格都一樣，所以彼此之間競

爭跟選擇可能越來越少了，不管他是獨立業者或集團的一部分，最後彼此之

間都欠缺相互競爭的誘因。 
陳：其實我並不是很贊成新聞局用頻道費率上限的問題，可能很有趣，我倒沒有

去做一個全程的了解，每個系統都根據那個縣市所定的上限為上限，變成反

而這個價格是新聞局在決定，我想價格管制可能必須更有彈性，就我的了

解，新聞其實不是規定這麼死，只有一條，你在排名前面多少名，要有多少

個，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倒不認為我們必須限制在一個費率上，多做比較

仔細的規範，他有什麼樣的情況之下他會達到多少，其實這個涉及到一個所

謂消費者權益的問題，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他如果變動頻道，甚至都要有

一個分級，不能從 HBO 換成國衛頻道之類的，整個架構我沒有很仔細去想，

但是我想單一定價是不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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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我補充說明，在新聞局所公佈的費率標準，去年底公佈的是 89 年的費率標

準，是 600 塊上限，如果要加收，或是有網路建設而要調整成本結構的話，

另外附據理由，前年底所公佈 88 年的收費標準，就是你剛剛說的，前 50 名

的頻道出現多少個就收 600 塊，第二層再以收視多少個來計算，第三級就逐

次分類。 
陳：現在沒有了嗎？ 
石：沒有，已經不再採行了。 
陳：可是他也授給各縣市政府自己定費率，所以我說的單一定價是各縣市政府訂

的那個最高費率。 
石：依新聞局的解釋，他不准各縣市政府訂費率，他只讓各地方政府去核准業者

的報價，他訂個標準讓業者參考後報價，地方政府只能准跟不准，不能夠再

訂標準，所以上次會出現台北市政府說，不能收超過 550 塊，新聞局說這是

違法的。 
陳：不過後來又沒有講了不是嗎？ 
石：那是因為台北市新聞處，改以另一種方式去表達，他們說他們會個別通知業

者，台北市政府心裡已經有個底線，超過 550 塊就不准，所以個別通知業者。 
陳：因為我知道新聞局的法規會有做一個解釋，說縣市政府照有線電視法是不

可…，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石：有線電視法上 51 條條文的結構很有趣，它所談到是說業者要 8 月 1 日向地

方政府申報相關資料 11 月的時候地方政府核准，但它只提到要核准，然後

前面又提到審議委員會，是在新聞局的，由他們去訂標準。 
陳：他的標準現在是新聞局的一律 600 塊，還是不得超過 600 塊。 
石：不得超過 600 塊。 
陳：假設他不得超過 600 塊的前提是對的，縣市政府可以說我就是訂 550，不可

以嗎？ 
石：不可以，這是違法的，因為這不是核准的，已經算是訂標準了。 
陳：所以理論上，如果業者提議 580 你也只能准或不准而已。 
石：對。 
陳：所以到市政府來講我可以不准。 
石：對，所以台北新聞處後來就是用改變方式，他說，我不准，然後底線是費率

委員會決定的，不能超過 550。 
陳：我覺得中央管太多了，一個地方型的媒體，很奇怪的一個設計就是說，當初

有線電視要合法的一個很重要的觀念就是，這是一個地方型的媒體，這整個

社區化，很多很多的概念都是有關於 local 的，這種媒體 會是由地方來怎麼

管轄的，我覺得有線電視法要重新檢討的可能是這個部分，可能有一些條文

是要修改的，但是我覺得中心的精神，這到底是一個 樣的媒體，若是地怎麼

方性的媒體，中央是不是該介入這 深，因 他只要做另一條工程線路的麼 為 改

變，或者是對整個經營條件的改變，我並不認 中央政府會比地方政府更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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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樣子的改變，是對於整個從地方的考量是對的。 
石：這個 82 年公布的有線電視法有關，因 那一個版本裡的主管權限幾為 乎集中

在中央，地方只剩下派一個代表審議這樣低限度的參與權限，在那種情況之

下，的確，有線電視在這修法之前的 6 年裡，先是受到中央政府和集團的控

制，所謂的地方媒體現在說起來有一點反諷，實際上發展很沒有理想上地方

媒體該有的那種特色，現在反而在 88 年初修法公布後，地方政府也慢慢在

學習跟這樣的媒體互動，去年底的費率爭議和今年初的斷訊爭議之後，你們

也聽到業者一個很有趣的說法，所謂有線電視是最典型的外行人管內行人，

好不容易把新聞局給教懂了，現在又在教這幾個地方政府。 
陳：傳播產業都是….我記得最早開放廣播或無線電視頻率的時候，我記陳世敏

老師曾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說這都是內行人騙外行人的，就是說我們現在沒

有頻率，頻率用完了…問題是，不參與就不懂，參與太深就有太多利益糾葛…
我承認可能一開始集團用利很深，新聞局還不是很了解，我相信在那個階段

集團比新聞局更懂，所以這是一個問題，他們說得也沒有錯，就是教懂新聞

局，這個懂是某種定義下的懂，他不見得就是會真正照有線電視法來做，以

我這次卡萊爾這個事件來講，曾經有一個記者打電話來跟我說，他曾經問張

處長這次卡萊爾比率占這麼高的問題，聽說張處長的想法是，你們不要報就

不會有人知道這個事情了，這個背後是真的官方的不懂，官方的無力，還是

太多的利益糾葛在裡面，這個事乾脆就不要知道，所以我可能認為說，官方

是懂的，有些時候故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石：我後來查來一下公平會議去年的案子，去年度已經核准了四件卡萊爾所參與

的有線電視結合案，而且那時候應該還只能說卡萊爾控股的台灣寬頻公司籌

備處，還只是個籌備處就有四件結合案通過了，我想，公平會應該也有其他

的考慮。 
陳：不過又有一個問題，新聞局認為我們都沒有意見他就沒有意見，就變大家都

沒有意見了。 
石：因為公平會的想法可能是，他已經很成功的把競爭有關的條文放到有線電視

廣播法裡了：88 年 2 月 3 號的版本裡，第 33 條規定，如果出現結合或是獨

占的妨礙公平競爭的情形的話，應該要重新公告申請，等於重新開放執照，

另外一條是大家所熟知的 21 條，用這兩個之後，整個結構調整的權限就放

到管制機關，而不是市場的競爭主管機關這邊，所以台灣寬頻籌備處的四個

結合案，就是用這種模式決定的，因為是主管機關沒有別的考慮。 
陳：所以他們必須要跟新聞局協調。 
石：對。 
陳：他們只要是股權轉移….. 
石：股權轉移面臨的問題是，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規定要分散持股。 
陳：對，他只要不違反這個外資 50%。 
石：可是我看這四個案子都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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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對呀！新聞局會沒有意見…. 
石：都超過有線電視法裡 20%的上限。 
陳：所以我才說新聞局 什 會沒有意見，而且難道記者沒有報導就沒有人知道為 麼

主管機關能做什 之類的。麼  
石：在這些大的架構之下，我們好像逐漸轉入另外一個議題，現在最大的集團就

是勝騏跟東森，然後是和信跟緯來，其是非常明顯的上下游關係，另外木喬

絕大部分都是代理，完全沒有自營頻道，最大的自營頻道商就是年代，年代

曾經有一度有入股系統，後來全部撤資，他比較集中在頻道部分，還有像世

代，他們之間的上下游關係除了我們剛剛談的三合一，或是三加一之外，其

他的互動模式有沒有比較特殊值得關注的，像是獨立系統的合作，以及像世

代投入直播衛星……. 
陳：到目前為只似乎我只看到他們用一個理事長位子去拉攏楊登魁之外，我倒是

沒有看到屬於兩大集團之外的第三系統有太多的動作，至少從我的了解，可

能是有些是 under table，好像沒有太多的動作，我不曉得這個部分對於台灣

未來的發展會有什麼樣的變化，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認為未來的空間倒不是第

三勢力，第三勢力不一定是屬於獨立業者的，恐怕是屬於外來集團，我不知

這樣的講法去年底…其實到今年我才知道卡萊爾的事，去年我就聽到有外

商，我一直把自己的觀念還放在傳統對台灣有興趣那幾個外商，時代華納、

飛利普，或是 TCI 下面的 UIH，我一直以為是這些集團，卡萊爾的發展是

一個蠻新的變化，我一直到今年才知道這樣的變化，聽說去年 8 月就有這樣

的消息出來，剛好去年 8 月在台灣，我就沒有去 follow。 
石：因為獨立頻道除了把他們的銷售權交給某個特定比較大型的代理商，或甚至

交給兩大集團之外的，他們有沒有橫向聯盟的情形，在前年底去年之間，他

們也有一個所謂自律的組織。 
陳：不過那是以新聞頻道為主的一個團體，主要還是以新聞資源、新聞自律的一

些問題所組成的，我倒沒有看到，其實以台灣目前來講，照新聞局應該有

100 個頻道左右的話，其實三合一就占了 20 幾個了，其他還要包括一些地

方性的頻道，這些頻道有什麼和三大勢力抗衡的力量，反而比較可能的是這

些集團在爭奪比較有利的資源，像 HBO 這樣子的頻道，太平洋是在把 HBO
讓出去，太平洋世代馬上否認，他們好像是二房東的方式，代理權給他，但

是 HBO 授權給台灣的還是太平洋世代，我想這些的爭奪可能會比較有趣，

另外一個恐怕是不同媒體的整合，比頻道的結合來的更值得…. 
石：以頻道為核心來觀察，像太平洋世代集團現在最明顯的動作是從去年 12 月

開始在做直播衛星。 
陳：他已經在做了，只是台灣沒有辦法。 
石：他直接的動作是中國大陸市場為主，現在東森聽說也參與投資直播衛星。 
陳：他是買的，他是去併過去的華人衛星，現在是併了這一家。 
石：像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以頻道為基礎跨媒體的整合，一般很多人都會寄望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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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做為有線電視系統的一個替代的選擇可能性，也就是說他們的一個潛在

競爭者，您覺得在台灣的情況樂觀嗎？ 
陳：我是一直都很不樂觀，好幾年前我就對台灣發展直播衛星並不樂觀，第一個

是剛您在提的，我腦中浮現另一想法台灣的消費者非常可憐，因為在這樣子

的垂直水平整合之下，我要充分利用我所掌控的頻道，因為節目並不像我們

所生產的鞋子杯子，你有固定的成本生產一個，第一個是你的投資其他都是

幾乎接近於零的成本，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你可能看到我們很多很無奈

的必須接受和信終身提供的爛頻道，你到直播衛星電視去還是這樣，美國一

個笑話就是說六大有線電視集團他自己介入他成立的 prime star 之後，因為

我住的 local 是 TCI，就有一個笑話說，你有兩種選擇，一種是 TCI，另一

種是 TCI，我在兩三年前就覺得台灣也是這樣，一種是東森，另一種是東森，

這是我第一個覺得直播衛星是沒有市場，反正就是兩個爛蘋果，那個比較

貴，我當然買比較便宜的爛蘋果，第二個就是從消費者的角度來說，就是消

費者的無奈，第三個就是我們不期待我們可以像太平洋世代這樣子的直播衛

星出現，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幾乎台灣所有重要的頻道都抵制太平洋世代。 
石：為什麼？ 
陳：因為只要東森跟和信放話說，你敢加入太平洋世代直播衛星電視，你就從我

的三合一中消失，所有的業者必須面臨很大的掙扎，我並不認為八大、三立

不想去，你的頻道能有越多的收視戶當然越好，你為什麼不去太洋世代？你

沒有理由…整個市場的問題就在三合一。 
石：現在連環球都不見了。 
陳：對，所以太洋世代只好去抓一些自己的，什麼 fashion TV，一些你連聽都沒

聽過的 channel，他有德語、法語，這就是我認為他沒有市場的第二個原因，

這樣的一個掌控又回到垂直水平整合情況之下，太平洋世代我並不期待，他

自己曾經號稱說，去年年底要達到兩萬戶，今年年底他要拿到 20 萬戶，我

不曉得這樣講會不會太傷人，不可能，他今年年底達到兩萬戶我已經覺得很

好，在整個通路 promote 上，他又希望能借助地方系統的力量，因當然太平

洋會是他的經營商，他也涉及到太平洋本身就有不同的負責太平洋衛視發展

的部門，他的一些行銷策又必須要兼顧到太平洋衛視的獲利，因為太平洋衛

視負責他硬體的設備，太平洋衛視他本身的行銷策略希望他是經過系統進

去，假設不顧及到湯普森的獲利的話，假設他所用的系統為他主要的一個行

銷的點，收訊系統技術掌控在誰的手上？力霸和信有沒有必要幫你做推廣的

工作，更何況將來太平洋和東森還有頻道上的競爭關係， 他為什麼要幫他

們做？我對直播衛星的未來還是不看好，業者可能不同意，他們期待中國大

陸趕快開放大陸的市場，你把這樣的期待放在一個不可預知的人的手中，就

跟把台灣的前途放在老共的看法，我覺得不切實際，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一

直保持悲觀的想法，可能沒辦法，而且相對於美國那種大概要 400~500 萬戶

才能達到平衡的那種直播衛星電視的話，除非全台灣就是你一家，大家都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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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線電視，也沒有其他的直播衛星電視。當然太平洋衛視現在弄很多的方

式，鎖碼、付費頻道等；再者，他們衛星的收訊範圍不止於台灣地區，但是

當初取得的節目授權範圍卻只有台灣的部分，所以他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降低很多的成本。可是我並不認 這是有錢途的，我覺得，從東森的角度，為

從 TVBS的角度，從集團來講這是一個好的發展，尤其是 TVBS 他現在其實

是亞洲台。我覺得問題還很多，基本上我們如果把亞洲當作將來台灣發展直

播衛星電視的領域的話，這一塊領域當中也不如像北美的市場，文化意識之

間的差異性那麼的高，這是非常大的問題，包括你不同的語言，中文、英文、

甚至韓語、日語，至少還有兩大強勢的語言在這裡面。反之，如果中國大陸

涵蓋進來，那麼華語就會很有前途，如果說將台灣的直播衛星電視要有一點

點前景的話，是可以把大陸的市場含為自己台灣的整個經營直播衛星電視市

場，那才可能，不然的話以現在 TVBS的營業型態來講，他甚至前一陣子我

們在拍口蹄疫的時候，他都不能報，因為馬西亞、印尼對於豬非常敏感，他

必須有很多時間精力去 take care 整個亞洲不同文化對於你的節目呈現的問

題，所以像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如果我們把亞洲當作一個 base，來經營直播電

視，它的問題可能都比歐洲、北美來得複雜，光語言文化的問題就比較大，

我並不認為這是可以獲利的，可能太平洋衛視有不同的想法，我並不是那麼

樂觀的。 
石：我們看到有線電視另一個發展面向，就是系統的部分，兩大集團在系統部分

所關心的是固網，其他獨立系統現在也朝轉型的方向發展，他們有沒有什麼

成功轉型的例子？固網申請團隊裡面，全民電信已經出局了，另外三家裡頭

並沒有看到個別系統加入的情形，現在聲稱要用有線電視系統的只有東森寬

頻，即使是和信所參加的新世紀資通集團還是以大哥大市場為他們的基磐，

不曉得在這一波的電信事業開放過程中，有什麼樣的轉型？ 
陳：我不曉得這是不是應該很悲觀的講，我甚至在覺得說在整個固網或寬頻社會

的來臨的過程當中，恐怕獨立系統會越來越少，因為他面臨整個路線要

upgrade 的壓力，像台灣現在可能號稱最大的單一系統好像是嘉義的世新，

他也都同時在跟兩大集團做接觸，他還是保持他獨立的系統，但他面臨很大

的一個壓力就是他知道這個投資絕對不是小錢，在整個寬頻時代來臨時，有

線電視不能當一個主要經營的主軸，他必須要搭配他整個寬頻的其他服務。

我認為，獨立系統將來一定要選邊靠攏，所謂的選邊是選和信或力霸，也應

該相對的要給第三勢力有空間，我說第三勢力並不是獨立系統的結盟，可能

就像卡萊爾這樣子的集團，或像太平洋衛視，因為他現在也有拿到固網籌設

資格，太平洋集團為什麼去投資這樣的系統，因為這三個系統的家數，再加

上現在目前在談的，已經可達到交通部 15~20 萬的標準，一開始是想要做這

個，我想會給第三大集團更大的空間，因為相對有獨立系統在做寬頻，像新

店有線也在做寬頻，可是我覺得錢是不斷的投資，如果真要 upgrade 到所有

線路都可以做寬頻的話，那絕對不是一筆小錢，如果在財力支援上他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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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handle 的話，他勢必向外尋求奧援。 
石：進入寬頻的時候，我們的想像可能會超越有線無線，就像現在的 e-wap 出現

之後，行動通訊也可以提供 wireless Internet 的功能，您看現在這些業者之

間，將來會有合縱連橫、策略聯盟，或者是交叉持股的發展趨勢？ 
陳：交叉持股我倒不太知道，當兩大集團自己涉入的傳播產業越來深時，我相信

在這樣一個龐大投資企業之下，我的預測會是結盟，類似像我們把這麼大的

傳播產業縮小在有線電視系統的一個區來講，他們在某種程度上我並不預期

他們不會競爭，競爭在開始從三、四年前斷訊的那種競爭，可以看得出來到

三合一，你可以發現這兩集團自己，甚至當初的判斷有人判斷，我不曉得會

不會在未來出現，大家在寬頻服務上，其實我們都是從事寬頻服務，但是在

業務上分工，所以那時就有所謂的南和信，北力霸的說法，未來的電信是不

是有這樣的說法我也不敢說，這個可能看法不會像什麼限制，譬如我的限

度，力霸舖北部，和信舖南部，某種程度上，你租你的，我租我的，我們有

共同的敵人，共同的敵人是中華電信，那時候那個共同敵人會不會讓他們結

盟，我們倒不敢預測會怎樣，但我可以比較明確的就是說，惡性競爭的情況

應該不會出現，這個投資太龐大了，市場已經有一個固定的態勢，當然沒有

必要像過去那種方式出現。 
石：另外在固網張數的爭議過程裡，普遍流傳的資訊是說，學者專家的估計大概

是除了華信之外，只能再容得下兩家業者的營利空間，現在預計要發出三張

執照，也就是說如果大家可以做生意的話，相互協調會比互相競爭來得成本

低，市場裡總計只能有三家，現在三個新進業者再加上中華電信是四家的情

況之下，會不會爆發激烈的流血競爭，或是說短期激烈競爭後換來長期的聯

合壟斷局面？ 
陳：我想經營策略我如果是太平洋，不知他們是否同意，我會待價而沽，因為我

覺得是未同意是兩家三家，但是現在會認為最有問題的可能大部分會認為是

太平洋集團，不知對不對，我的角色我必須要在兩大集團當中做一個就像獨

立業者。我不曉得是不是受到有線電視發展的結果，我認為太平洋集團是比

較弱勢的，像這次的情況下，第一個太平洋衛視推不出去，然後他還是被迫

讓出 HBO的系統銷售權。 
石：鈦銥計畫也結束了。 
陳：那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我就不曉得說，我覺得如果他要退出市場，他也應該

有一些策略可以玩，我倒不覺得會有太多的流血競爭出現。有一個報導說，

將來可能你的 local 電話是不要錢的，上網不要錢，我們從三個 C 來看，整

個基礎建設如果是完成之後，其實是另外三個 C 包括商務、消費者、內容，

那個是未來獲利的部分，所以某種程度上你的 local 電話費、上網費那些其

實都不重要，如果上網上到你這個寬頻服務，將來甚至你經營 ISP 之後，買

東西可以抽成，所以商務是主要的獲利來源，競爭是在這個部分，如果要流

血競爭，大概也沒有比得過中華電信，那就要看相關的公平交昜法、電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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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規定，您認為現在行動電話有流血競爭嗎？ 
石：沒有，所以那些成本沒有完全內化，他們用的頻段都沒有繳電波費。台灣的

pager 和 mobile phone 會一開放就大賺錢真是舉世少見的。 
陳：好像在台灣這種比較淺的問題好像偏向從經濟上去考量，並沒有從傳播政策

的角度去看問題。 
石：特別是從通訊科技和產業經濟的角度來說，比較少談。 
陳：從經濟的角度是很少談，可是全世界沒有一個 business 是政府給你大賺錢，

台灣大哥大獲利幾億，這樣子說，我只要拼命去申請那執照，以後我就是躺

著賺。 
石：蠻像當初人家說廣播電信執照是印鈔機的說法。 
陳：所以剛剛講激烈競爭我倒覺得短期內或有，但是會不會惡性我不知道，會有

一些讓消費者獲利的競爭，會不會惡性我比較保留，這麼大的一個投資我相

信財團都很有智慧。 
石：我們不看傳播的內容，純粹看產業發展的部分，通過的三家業者很明顯是以

投資者的觀點為者，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策略，但是，多一點業者參與競爭，

對一般的 user 來說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比如說，如果業者可以交叉補貼的

話，消費者對價格沒有選擇可能性，業者對需求彈性很小的那一群顧客下

手，可以補貼比較有競爭壓力的其他商品。最明顯就是有線電視，有線電視

的費率是高度管制的。 
陳：我對固網的觀點，比較擔心消費者，如果他把電話、電腦、電視所有的服務

都放在一家的話，費用可能會相對的降低；可是，我看未來將會變成一個很

大的問題：消費者會完全被一家集團所掌控。我到目前為止無法釐清這個部

分的問題與對策，如果從消費者的角度認為全部服務放在一起，費用會比較

低的話，很多人可能就會願意，他所掌控的已經包括你所有的資訊、所有的

通路，被這間公司所掌控，基本上可能會有點問題，甚至將來也沒什麼 ISP、

HINET、SEEDNET。 
石：向上整合一直到內容 止。為  
陳：那些小的 ISP 也沒什麼，除非像美國那種方式，因為他的頻寬夠，他賣一點

點的頻寬給你，讓你去做小本經營，賺一點點蠅頭小利。 
石：台灣有沒有所謂 local 可言。 
陳：有些角度是有。 
石：可是規模經濟的角度來看，那個 local 太小。 
陳：台灣本身就太小了，我最近在算這些營業額就很好笑，AOL 跟 Warner 合併

就 1800 多億美金，台灣整個有線電視產業包括有線電視頻道和系統 400 百

多億台幣，換算大概 15、6 億美金，我們連人家的零頭都還不夠。 
石：不過，如果把 AOL 算進來的話，台灣也要算 Hinet、Seednet。 
陳：它動不動就是幾百億的併購案。 
石：您覺得我們在研究的範疇裡面，還有哪些面向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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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實法律一直都不是我的專長，法的部分有很多屬研究者、但是非法律專家

的一個考量，就是說這些法到底要怎麼執行？我一直很想問，但不知從何著

手，就如我剛剛說我先不管業者現在做，你先告訴我 1/3 這個條文要怎麼去

執行，我有很多的疑問，你訂這個法要怎麼執行，我在市場放集戶數，我知

道台灣系統的戶數有 4 個數字，一個是給廣告商的，一個是給新聞局的，一

個是給頻道業者，這情況下你怎麼做，你這條路要走多久，       產業公

開上市，因為整個產業的健全，如果你沒有相關的資料的話，我覺得你談整

個產業的健全發展，那都是口號，今天的頻道業者他沒有辦法從他系統的訂

戶數，訂定他自己的價的話，我覺得是空談。 
石：另外最近有個新的議題，就是定址解碼器發展出來之後，接著就可以對於收

視行為比較精確掌握，業者檯面上的說法是 transparency 提高，就可以依目

的喜好去選擇，收視行為可以更精準的掌握，那是不是同時會留下戶數，跟

收視情況的資料。 
陳：怎麼留不知道，還是掌控在業者手中，也就是系統業者如果不 list 出來，你

還是要經過業者這邊取得資料。除非台灣將來有線電視的發展有了電子銷碼

之後，是有一些專門的公司在負責管理，像美國不是打電話給系統業者，而

是向一個收費中心打電話，在由他通知系統業者，再把訊號傳給你。如果我

們設計的架構還是跟目前一樣，我甚至懷疑系統會不會動手腳。 
石：這裡所謂的「中心」也可能是頻道業者也可能是廣告商。他們本來就有興趣，

或許由他們與系統共同成立收費中心… 
陳：我覺得有些時候靠業者自律是可行的…靠的還是市場機制。政府本身一定要

有一個態度，在這麼多利益糾葛之下，兩大集團要出來做什麼事情，他還是

會考慮對他有利益的，我認為現在頻道對兩大集團而言兩並不是一個重要的

籌碼，他搞不好還寧願市讓場很亂，這樣他的頻道才有空間。 
石：現在有一種說法：新聞局變成一個比較願意干預有線電視產業結構的主管機

關，至於會不會有改善的空間，還要看介入是否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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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會議記錄 

公平會計畫「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期中報告會議記錄 
 
出席人員 ： 施俊吉委員（主持會議）、何之邁委員 

          公平會各處室代表 
            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徐偉仁、簡志昇、林艾琦（記錄） 
 
會議時間：民國 89 年 01 月 18 日下午 3：00 
會議地點：公平會第一會議室 
 
 
口頭報告：如書面，略。 
 
何委員意見： 

就法律層面提出二個問題：（一） p63 頁以下，石教授將新的廣播電視法所

提到的幾個競爭議題都列出，這是非常好的，但需要更進一步就相關的一些新法

議題，如競爭法執行面所可能產生的各種法律的議題做進一步的探討，這將會對

公平會有所貢獻。（二）p32 頁以下，涉及到相當相當大的議題：廣播電視法、

電信法、公平法相互之間如何適用的問題。事實上，在法理上或執行上這的確也

是應予重視的問題。 

首先從大方向來看，這些法律間究竟是除外？還是競合？以石教授的立場來

看好像比較偏向後者，因此在 p34 頁整個架構表呈現出來；而這樣一個概況，讓

我們知道已勾勒出來一個規範的圖象。但實際上，我們覺得公平交易法與其他主

管機關需配合，如現在的兩個機關或將來會有三個機關（公平交易委員會、電信

總局、新聞局）；但多個機關有多個法律，如何能在如此多頭馬車的執行及競合

的情況下，具體落實或解釋法律？ 

因此希望在相關的法律裡，把一些競爭法的精神或條文能融入進去，我個人

覺得這樣的情況可能是一刀兩刃的情況，好像是事先看到競爭的問題；但是一但

開放下去之後，將來誰來解釋或適用哪些條文？或將來這些比較偏向管制性的目

的事業的主管機關說：我們這裡已有競爭法了，你那邊競爭法的主管機關是否就

可以免了？或者透過解釋說，是否就不需要用了？這其間的利弊可更進一步來做

探討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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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修正建議： 

◎ 跨業經營有一些法律的門檻和限制、規範管制，這些法律和主管機關是否健

全呢？如果不健全，爭議就發生了，此時競爭法的角色又在哪？在這環節上

我們思索會不會因介入太深，導致妨礙、扭曲了產業的發展；如果不介入，

會不會又變成說徒有具文而不執法，因而有失職責？尤其就主管機關而言，

法律是政策的延伸。有時政策也許是有了，但法律當時尚未制定出來；甚至

若是在連政策都沒有之環境下，跨業發展又相當的快，針對此點卻沒有一個

單位讓公平委員會去了解其政策，這點值得我們來參考。 

◎ 我們將來可試著拋出議題來去推動政府立法，讓政府決策者知道有這些問題

存在，不加緊立法來不及了，這樣政府高層才可能會正視這個問題，而後指

定一個機關，尤其是行政院 NII 小組來重視。另外，更應針對 4 C 產業跨業

經營的問題去立法，這樣我們的研究更積極的意義才會彰顯出來。 

雖然許多人對法律知其然而不知其所然，但如果法律完備、明確，就只要違

反了構成要件即可處罰、管理。這樣有助於執法之人或對產業沒有那麼了解

的人，而業者也能很快的明瞭不能為所欲為。 

◎ 企劃處針對研究作業要點提出期中報告的要點應包括： 

（1）研究方法與進度的說明 

（2）資料的蒐集和文獻分析 

（3）初步的發現 

（4）後續的研究方向 

（5）參考資料 

◎ 3/27 報告截止日前，補上研究方法及蒐集資料究竟是採取何種步驟並寫於報

告一開始的研究程序上。參考書目於期末報告時要將清單列出。 

◎ 在互跨經營時，寬頻業者是否會對 ISP 業者採取差別待遇 ？在哪裡，我們

可預見將來會有反競爭行為態樣的情形。在國內而言，從東森和和信集團來

看，除了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經營者，未來也可能是電信業者、ISP 業者或

電子商務業者。在一個企業同時跨足四個產業時，是否可能會在單一產業內

對其他業者引發一些反應和問題？ 

◎ 施委員就 P13 頁改編至陳光禎教授的圖比喻，可從電業來想 4C 產業的問題，

電業從上游到下游可想成是發電、輸配電、售電，所以內容頻道節目部分可

將其想成是發電；然後把中間的 3C 整合部分的這個軸通通想成是輸配電；

電信製造業、網路製造業、廣播製造業就是這些輸配電設備的製造業者，再

 180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下去即是消費者，而在消費者的前面會有一個 set-top box，而這個 set-top box
可能會擁有很驚人的力量。這個部分以現況來想，在全世界中好像還沒有出

現有人來賣這些東西，這種業者沒有擁有網路也沒有發電場，但在電信業裡

真的可能會出現此種情形，所以可以在此揣想將來可能會出現售電業務；舉

個例子來說：如分別向中華電信買電信，跟東森買 internet 來上網，跟和信

買有線電視，然後把其連結起來，再租別人的網路來將其賣出，如果從這個

觀點往下想下去，3C 的問題即可較簡單。它其實就像是一個輸電經過的網

路，所以將來的管制上將分不清其各自的界限，4C 會出問題是在於這些網路

有一部分是國家可管制的到，而有些是私人企業的幹道。現在電業不會出現

問題是因為輸配電的業者目前是自然獨占的情況。我們想像未來的網路業者

本身可能就是售電業者，若不是售電者，就可能把這些東西賣給其他有需要

的售電業者，而且這上面也還有 content 業者。從這角度上面去釐清，就可

能看到反競爭行為的可能性。以下是可能出現的問題： 

第一，all in one 的問題。這便是公平會的問題，其中可能會遇上搭售的問題。 

第二，機上盒的問題。分級付費現在並不宜推動，如果說花了大量成本去買

了技術層面較低成熟的技術，會阻礙了社會科技的進步。所以希望此

次計畫中的教授們不要將定址解碼、分級付費看成太嚴重。因為這是

當時有線電視狀況太紛亂，又找不到馬上解決的方式，但總要開些藥

方出來；而在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法之前，所要開出的藥方就是要修有

線廣播電視法，但有線廣播電視法已於去年修完了，現在還不知道還

要再修何處，所以不能說法律不完備。所以應往執行面去想可能短期

內會出現的問題。最後強調，丟出幾個大議題，在最後截止日前提及

就現況來說何者需主動立法，並將其內容呈現在報告大架構中。 
 

回應   

 
石世豪副教授： 

報告形式會依合約要求做到完善和調整。針對產業變化的政策方針，是否是

競爭主管機關的問題，個人立場傾向是不管怎麼管，最後競爭主管機關勢必要負

責收拾最後的殘局，這是已可看到的現況。 

至於較長遠的重大議題如有關法律 all in one 的整合及主管機關也應 all in 
one 的來解決問題，這可能是終極對策。 

另一個發展方向也可在法律規定上看到，若要競爭法內化到管制法中，則同

樣地，主管機關本身就要有競爭法的執法能力。這時，競爭主管機關才可退到第

二線來做準備。目前行政院版的暫行方案並不被看好，沒有辦法來 all in one 的

來解決業者所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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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來的層次才會進到現在產業發展現況有哪些重大的議題。既然主管機關已

躲不掉了，那麼要以什麼樣的方式去處理這些已發生的問題，這會涉及執法機關

需要的是一套明確的操作規範，而不是一個龐雜且不斷在變化的問題且最後一定

要化約成可供操作的準則，但這中間的距離事實上是蠻大的。最取巧的答案是視

個案而定。換言之即做一個案子之後，便累績一個經驗，以後就會變成一個典型

化的處理流程。在 4C 中無法會避免成為這樣的局面。或者也可參照 FCC 的策

略，先是讓業者們亂，等亂到一個地步，看出端倪後，才動手來管制，這也是可

以想像的一個大方向。因為要直接跳到法律的部分來回答是很困難的，這些問題

不可能化約成構成要件；如果可以化約成構成要件會比較像是以不公平競爭為核

心去打擊業者已看到的一個個的錯誤行為，真正大結構惡化的部分就無法處理。 

另外，就歐洲的觀察經驗來說，電業也是跨進 4C 產業的一個重要玩家，他

們必會將其模式帶入，特別是傳統業者從發電到售電都 all in one 的結合在一

起，其龐雜的獨占結構必須在垂直整合的部分加以明確規範。所以在 4C 整合過

程中，cable 是個重要的議題，未來將不是單向的上下垂直整合的關係，這部分

本組可再加強。 
 

蔡志宏教授： 

我們在整個 4C 整合中，假設已到了每個集團在每個領域都掌握了一定的

經營權和股權，這時所會進行的競爭行為模式的探討，本組尚未窮舉完畢。前面

只提到一些互換經營的方式而已，很明顯的可看到搭售行為的問題，但事實上也

還有其它的模式所產生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微妙的是會弄出一些資費和成本的障礙和技術障礙的問題。這是

非常常見的，舉資費和成本的障礙方面來看：業者運用他在這個市場的優勢，而

把成本提高灌水，讓其資費表面看起來很合理，卻在另一邊需要競爭的地方，將

其成本轉移到別處；這種方式可常在電信業中看到。 

在 4C 的整合之後，我們會看到一些營業項目的改變，如服務型態的糢糊化，

還有利用成本和訂定資費的手段，這些本組可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就技術的部分，本組以微軟為例，欲探討微軟如何利用技術上的手段把

Netscape 趕出瀏覽器市場。未來像這種以技術為障礙的方式來把 set-top box 變

成若連上某家網路比較方便或用某家電信公司就比較不方便的這種技術障礙情

形的可能性有多少？及若是發生在 set-top box 又將是什麼情況？本組會仿照微

軟的方式來就這方面做初步的探討。但很顯然的是在美國是 FTC 來處理，若是

在台灣就將會是公平會來處理，本組會就這幾點再做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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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會議記錄 

公平會計畫「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期末報告會議記錄 
 
出席人員 ： 鄭優委員（主持會議） 
            第一處：張恩生副處長、陳惠平科長、陳俊廷、陳怡呈、程蕙誼 
            第二處：馬泰成專門委員 
            第三處：殷世熙 
            企劃處：吳德生 
            法務處：沈麗玉 
            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徐偉仁、簡志昇、謝長育（記錄） 
 
會議時間：民國 89 年 03 月 22 日下午 3：00 
會議地點：公平會第一會議室 
 

 

鄭委員（以下簡稱「鄭」）：施委員請假，我們今天針對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作

期末報告。 
 

石副教授（（以下簡稱「石」））：謝謝鄭委員及在座同仁。 

我跟蔡教授先將期末報告作重點式的說明。本次報告重點最主要在期中報告

之後的部分，重點放在上次由電子商務組所主持的跨組會議之後新增加的部分，

以這兩個部分作為報告的重點所在。在目錄中可以看到第四章的第五節至第七節

是新增的部分。第八節尚未整理完畢，我們已將舊的相關有線電視的案件作了一

覽表，以這四節作為報告的重點，在此向各位作整體報告的說明。這個報告是在

4C 整合大的研究計畫架構內談有線電視如何邁向 4C 整合趨勢以及在競爭法規

適用上所可能面臨的問題。在緒論部分把研究目的和背景集中在有線電視即將面

臨的新的產業結構的轉變上，而不是談有線電視從八十二年合法化以來，這六年

多的產業發展情況以及斷訊，此並非研究計畫的重點。有關研究方法和過程，現

在作比較簡單的說明，在最終的的定版報告中，會對小組內部的分工細節、執行

過程以及報告章節的配置作定稿。第二章到第三章的部分跟期中報告大體上是完

全相同的，只有在格式上作小幅調整。先就有線電視產業在邁向 4C 整合基本的

技術和市場相關業者活動的方向作摘要說明，再談產業活動過程中所面臨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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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況。接下來的問題集中在第四章，在整合的趨勢下有線電視競爭規範的相

關議題。第一節到第四節的部分，我們都已作報告，只作了小幅的修正。在第五

節部分，我們把期中報告有關美國 FCC 對於寬頻網路的整合發展趨勢的政策分

析抽掉了，把整個議題轉回國內有線電視市場發展的競爭規範。我們把一般性的

政策問題全部放在第八節。因此新增的第五節到第八節是期中報告所無。接下來

請蔡教授就第五節至第七節前半新增的內容作說明。 

 

蔡教授（以下簡稱「蔡」）：我就由第五節至第七節開始介紹。 

第五節全部著重在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可能衍生的不公平競爭議題之探

討。我們從微軟在瀏覽器的案件上曾經使用的不公平競爭的手段為起點。我們引

用美國初審法院判決書的一些內文：微軟採用了兩種技巧：其一為經由程式寫作

時的特別安排，使得在移除瀏覽器時，會同時損害 Windows 的運作功能。而與

微軟簽有授權合約的廠商雖然可得到 Windows 的程式原始碼，在技術上可能改

變上述障礙，但微軟的授權合約上卻禁止他們如此做。 

技巧二則為強制使用者改變他們的預設瀏覽器設定為 IE。僅管使用者可以

再改變這個設定，作業系統仍在許多情形下要求使用者使用 IE。當使用者想閱

讀某些檔案時，系統仍然會自動開啟 IE，造成使用者感到困惑與不安。 

該初審法院認為，微軟的作法，不只損害到 Navigator 的使用者，同時還對

完全不想使用瀏覽器的人造成困擾與傷害。 

此一技術障礙的確造成使用者選擇使用 IE 的傾向。換言之，軟體或硬體的

主要製造者，若占有一定的市場地位時，是有可能利用其既有的優勢，以種種不

公平競爭行為圖利或損害特定對象。 

把微軟用來對付 Navigator 這個軟體的技巧回來看機上盒，可以看到機上盒

將來會有類似的模式。機上盒的廠商間，有可能用技術障礙防止它的對手擴展市

場或是故意造成使用者的困擾，只能使用廠商設定的功能。我們來看機上盒將來

的地位。將來機上盒的發展會像本報告附圖所示的。這個圖的上半段描述的是機

上盒在將來有線電視多用途的家庭中之現狀。一般的電話可能經過有線電視一個

纜線電話的轉換盒，這是有線電視提供電話服務的接法。有線電視的電話轉換

盒，可能利用 cable 的介面再連到機上盒，再連到一般的電視。將來機上盒的地

位在完全整合之前，會有單獨定址解碼的功能，電話的功能會分散在上面。在此

同時，有人會用 cable modem 或是再加上 I-Phone，此時個人電腦可以接上 cable 
modem 或是 I-Phone。未來的整合繼續進行會到下個圖所顯示的狀況，一個多功

能的整合式機上盒就會出現。此時電話、個人電腦，甚至家庭網路都會與機上盒

整合在一起，而不只是接電視而已。此時機上盒的多功能設備當然給使用者無比

的方便，但是技術整合之後，就更容易發生不公平競爭的行為。中間使用任何一

個不正當的技術障礙，就會限制消費者的選擇空間，進而發生產品的搭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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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容易進行各種業務間的交叉補貼，一樣是回到類似微軟的模式。在使用者介面

模組（提供使用者選台操作、輸入資料、功能設定等的模組）上，可能以提高操

作上的複雜度，使得使用者不易更改機上盒的某些預設值，例如：選用的 ISP 設

定、電子商務交易對象等，達到圖利特定廠商的目的。 

雖然說明書上寫的是你可以去改設定，但是事實上能達成的機率非常低，消

費者只能被迫接受機上盒當初預定的交易對象，這是典型的作法。機上盒本身的

作業系統也有可能經過特別的調整安排，使得機上盒的系統如果對外去接別的模

組或電腦，內建的軟體要加上去時，有某種程度的排他性。使得非結盟關係的軟

硬體製造商所提供的設備或子系統互不相容，造成使用者維修、版本更新及功能

升級時極大的困擾。這會造成技術障礙，使得共同開發機上盒的聯盟廠商或是業

者，可以獲得很大利益。機上盒的系統介面，有可能因為系統經營者使用不同的

頻率或分配的標準，使得一個使用者要從一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轉換到另外一個

系統業者，它原來投資的設備就無法繼續使用。沒有辦法繼續使用的原因，是因

為標準的不同。消費者必須重新購買新的機上盒，這樣轉換費用的障礙就會達到

鎖定既有使用者的目的。到目前為止，許多纜線數據機因為版本的不同而使得系

統的轉換有所不同。雖然在 2.0 版以後的情形會漸有改善。但在初期，如果消費

者去購買，可能發生被鎖定的現象。將來的 cable modem 加上網際網路電話的功

能，因為網際網路電話的標準演進更快。在選用一個系統業者的 cable modem 以

及其上的 I-Phone 功能，將來如果要轉換其他業者，由於整個 I-Phone 的功能變

化很快，或是兩個業者採用不同的標準，消費者就會付出比較大的代價。這會衍

生到下個問題，就是機上盒或 cable modem 的上網服務與電子商務軟體也有可能

一併搭配銷售。此時業者提供的，可能只能與特定對象交易的電子商務軟體。如

果上網服務搭配的只是眾多類似功能的軟體，比較不容易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的

行為。如果上網服務搭配只能與特定對象進行交易的軟體一併銷售，則有構成不

公平競爭行為之虞。我們發現業者可能藉由專利的保護，使得上網服務所搭配的

雖然是市面上唯一具有特殊交易功能的軟體且指定交易對象。可是因為它宣稱兩

邊都有得到專利的授權。其他業者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也很不容易對它加以挑

戰。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

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專利如果被拿來當作對抗公平法的武器，對於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必須注意。但如何保護消費者公平接近各種服務的基本權益

與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之間應取得平衡點。剛剛我們談到的 I-Phone 或 cable 
modem，因為它們整合的趨勢非常明顯，因此未來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能利用

機上盒或纜線數據機與它們的業務進行某種程度的交叉補貼。 

接下來，我們進入第六節交叉補貼相關議題。 

1.利用機上盒或纜線數據機進行交叉補貼 

在機上盒部分，我們發現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如果要推廣機上盒，由於價位問

題，必須用中低價位租給用戶或提供用戶購買，如此才能推廣機上盒上所附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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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或 cable phone 的業務。初期業者必須將價格壓低至成本或低於成本，才

能進入這個市場，因此它的終端設備的租用費或銷售價格也可能不敷成本，業者

只能用服務費用進行補貼，cable modem 也是一樣。Cable modem 提供給消費者，

業者只能用上網費用補貼纜線數據機的租用費。以我們收集到的資料為例，有的

纜線數據機的租用費用是零元，可是消費者必須與業者簽一年的上網合約，此是

明顯案例。等到業者在該地區已形成市場主導或獨占地位時，就可能開始鼓勵消

費者購買機上盒或纜線數據機，隨後再配合特定技術障礙鎖定客戶；對於不願意

購買的消費者，則可能藉由版本更新或功能升級的理由開始提高終端設備租金，

或是以系統不相容等理由阻止用戶繼續租用，顯示原有補貼已經逐步解除；然

而，業者提高租金的服務項目，往往已經具備某種市場優勢地位，而該業務可能

為有線電視、I-Phone 或纜線數據機服務，視當時市場狀況而定。 

2.以電信服務及有線電視服務交叉補貼 

這二個服務的價格，一個是有線電視的收訊費，一個是電信服務。兩種業務

要進行交叉補貼的部分，有幾個基本型態。因為這二種業務很可能共用頭端的設

備或建築，他們可能共用機房，成本很可能被算入比較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或者它

的成本資費是受到嚴格管制者。把成本放在這些營運項目下面，可以用來吸收共

用機房的業務成本。因為激烈競爭的項目雖然使用大量的機房設施，可使可能幾

乎不需要支付成本，因為被轉嫁到其他地方，使得它的成本看起來非常低，比較

能夠逃避其他業者指控它以低於成本促銷。人力成本的交叉補貼，例如：櫃台營

運、設備的維護、帳務系統等等。有線電視的服務與未來的電信服務有很多地方

可能相互重疊，這方面的成本可以由有優勢地位的營運項目加以吸收。其他競爭

比較激烈的項目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去打開市場。比如說 cable modem 的上網費

用經由有線電視系統處理和吸收帳單、營業櫃台及服務電話等都由有線電視的客

服人員處理，藉以降低 ISP 在這部分所應負擔的人力成本。第三種是工程管線鋪

設成本，亦即：管線鋪設費用由較具優勢的營業項目下支出，其他營業項目則便

宜租用或免費搭載在管線上，例如：由具市場及歷史優勢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鋪

設管線，藉以吸收新進市場的 Cable Modem 業務管線成本；第四種則是廣告及

行銷成本的交叉補貼。市場競爭激烈的營業項目成本，一旦它的成本轉嫁到其他

已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營業項目下，它可能很容易地把成本押到非常低，讓其他

業者不清楚他的成本。由於具市場優勢地位的營業項目通常會受到管制，成本轉

嫁後會將使帳面處於虧損狀態，業者於是有充分理由要求調漲價格。在法令規範

上面對於這樣的交叉補貼行為，我們要從公平法、電信法及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

則來看。 

電信法第十九條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依其所經營業務項目，建立分別

計算盈虧之會計制度，並不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第一類電信事業兼營

第二類電信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由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經

營網際網路接取服務時，依法應先取得第一類電信事業的電路出租執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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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機上盒的出租業務，並非由取得電路出租執照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所

屬事業提供，或該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未提供網際網路上網服務且不具電路出租

執照，才能排除電信法第十九條後段「第一類電信事業兼營第二類電信事業或其

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的禁止交叉補貼規定。 

然而，如果業者刻意規避電信法第十九條規定的適用，則可能另行投資設立

事業或透過事業間交叉持股及結盟等方式，實際控制表面上獨立的另一事業，以

便進行彼此業務之間的交叉補貼。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小組認為：由於出租機

上盒的該業者與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間，實際上可能具有公平交易法第六條

第一項所界定的結合關係，或從事第七條所界定的聯合行為，因此，只有援引公

平交易法中關於結合或聯合行為的相關條文，而非電信法，才能直接針對類似模

式下的交叉補貼行為加以規範。第七節我建議由石教授報告，因為固網的開放，

石教授有一些有趣的觀察。 

 

石：我是為了避免蔡教授發生個人迴避問題，所以主動接下第七節的報告。不是

我比蔡教授瞭解第七節，事實上，蔡教授最清楚第七節該如何報告；但是，

三月十九日公布固網通過核可名單才剛過沒多久，還有點敏感，所以，我

代替他先作此部分的簡單說明。 

原來第四章第七節的規劃，是要談有線電視在轉型當中整體管制的架構問

題，現在我們將其全部集中在固網開放之後的新情勢。在寫作的過程，個人歸納

了八個管制議題，但是固網部分一寫下來就超過其他七個議題，因此目前只列固

網的部分，在考慮章節的平衡之下，我們要把其他七個議題併成一個，才能跟固

網抗衡，第八節可能就跟著調整。 

現在進入第七節的部分，如同各方的猜測，四家中有三家獲得第一階段的籌

設核可，當然有些媒體報導的動作稍微快了一點，說他們已經拿到執照，其實是

不對的。因為就我個人理解，已經有十五萬門號的建設成果，才能取得正式的營

運執照。在這之前，分別還有兩個許可，都是業者還沒拿到的。這次只是第一次

的的審核作業通過，即三家團隊可以進行下個階段的籌設活動。可以集資，集資

達到一百億的門檻，繳納四十億的保證金之後，才能取得籌設同意書，這中間還

有公司設立登記。這是第二階段的第一張許可書，之後才取得網路建設的許可

證，這是第二張證書，這二者沒有一個業者拿到，所以媒體說得太快了。完成網

路建設達到十五萬門號之後，才能取得正式執照，即第三章執照，目前沒有一個

業者達到。這是程序部分的說明。 

目前集中在通過的三家團隊他們現在的資本組合跟他們所採用的技術特性

作以下分析。本組關心的是有線電視產業跟這三個業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很

明顯地看到，三家業者當中有一家的主導投資者就是有線電視的經營者。另一家

主導的事業雖然是遠東集團，但是它的投資者當中有一家是和信集團，這是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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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突出與有線電視之間有關係的。第三家業者沒有明顯有線電視業者的參與，

而且在技術方面沒有採取 HFC 有線電視混合光纖網路。所以大致上我們可以區

分作兩大群。第一大群是跟有線電視有關係的。他們在技術上都提到他們會使用

HFC 的網路。另外一個特色，三家業者其中兩家都有很重要的行動通訊業務，

所以他們在採用的通訊技術上面都提到 LMDS 的這種區域的寬頻迴路的無線通

訊技術，這正是第四家沒有通過核可的業者所採用的主要技術。它沒有作固定網

路建設，它主要採用 LMDS 的技術。我們看到三家投資團隊的投資者，以本國

投資者而言，所跨的業別非常廣泛，從行動通信、有線電視、電腦設備、電機、

金融、營建、無線電視一直到消費電子通信產業，都有參與相關的投資計畫。他

們也分別找到國外的合作廠商，甚至有部分的國外廠商是有出資的。我們看到的

是新加坡電信和德意志電信，還有沒國的通用電子。他們的業務也有朝綜合執照

內利潤最豐厚的國際通信，而且目標客戶群幾乎都是以企業用戶為主，這是我們

看到的幾個特色。另一個既存業者，即中華電信，它有最密集的網路，但是窄頻

的。它在技術上作突破，目前使用的為 ADSL，它可以不斷 upgrade，所以我們

使用的簡稱為 xDSL（x 表示會不斷升級）。以目前的頻寬而言，ADSL 比不上

HFC，不過在不斷升級後，可以預期到其會成為寬頻通信服務的競爭者。至於既

存業者中華電信與這三家新進業者之間是否可以完全公平競爭，以及在電信法上

經常被討論的「非對稱管制」，即對於市場主導者跟既存業者要加強管制，以開

放相當的市場生存空間，讓新進業者成長茁壯之後再公平競爭。在電信法上，還

要看市場結構和技術應用的狀況決定，這是三個投標已經取得核可資格團隊的分

析。 

接下來進入法律規範的架構問題。我們最關心跟有線電視既有的法律規範之

間的互動關係。因為在現行的有線電視法第四條已經開放跨業經營的可能性。電

信法處理到有線電視系統也者如果跨入固定通訊網路業務，它要取得的是特許執

照，就是這波固網審查作業的流程。在這邊補充說明，電信法和有線廣播電視法

都面臨重大修正，而且分別是在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三日跟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

原來的籌設條件和營運計畫全部都是舊法時代的。「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在

當初開放申設時，依據的是舊電信法。有線電視業者所拿的籌設許可跟後來正式

的營業許可，都是根據舊有有線電視法所提出的營運計畫書。他們通過的時候，

有線廣播電視法已經修正通過。固定通信網路與有線電視系統都面臨相同的情

況，即他們申設時的營運計畫書是根據舊法寫得，可是未來營運時是適用新法。

我們將此部分寫在註解中，沒有寫在正文內，這裡特別提出來作說明。 

我們特別關心這三個團隊之中有兩個跟有線電視有直接關係，其實，第三個

團隊也會跟有線電視發生關係。目前在作骨幹或基礎網路建設時，要快速達到十

五萬門號的門檻是相當困難的；三家團隊都會採取策略盡快達成可以開始營運的

條件，即要佈建十五萬的門號。因此，他們就分別利用原來在行動通訊的既有門

號跟有線電視的收視戶。這三個團隊都有這樣的可能性。此時，勢必遇到有線電

視系統有關的部分就有兩類執照。第一類執照，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另行申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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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出租執照」，供固網業者使用；第二類執照，就是有線電視業者直接參與申請

固網執照，例如：東森寬頻，或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參與別人所主導的團隊一

起申請固網執照，例如：和信參與遠東所主導的電信團隊。三種情形在三個團隊

皆有出現。 

這二類執照從電信法的規範架構回到有線廣播電視法就出現一個問題。根據

舊的有線電視法所有業者申請資料中的營運計畫書都要載明三大項目。一是頻道

數目。二是頻道使用方式。三是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當初在申請有線電視營業

許可時，業界都戲稱為作文比賽。不過營運計畫書就是未來主管機關去監督及評

鑑的最主要依據。如果未落實營運計畫書，會吊銷業者執照。如果營運計畫書在

執行上有困難，要申請主管機關同意調整，沒有變更之前就要執行，否則就會吊

銷執照。有線電視去參與固定網路的業務，如果是出租它原來的幹線網路，以

HFC 而言，它的幹線是光纖。它的頻寬是夠的，所以部分出租供作電路使用，

不會造成頻道規劃上太大問題。但是 HFC 末段還是同軸電纜。同軸電纜的部分

它的能量是有限的。既然原來營運計畫書有頻道數跟頻道規劃方式，它部分移作

末段電路出租，就是直接通到用戶端的電路出租，它的頻寬就不夠，或是它直接

參與固網綜合業務，有一大部分是通話和資料傳輸，也會影響到頻道規劃。此時

業者必須申請調整營運計畫，否則它就無法達成，則違反原來填寫營運計畫書的

狀況，這是我們可以看到規範上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於費率的部分。電路

出租的部分是直接對其他電信業者為主，所以不會直接衝擊到其在收視戶的費率

問題。可是如果業者直接經營固定通信網路業務，就會涉及二部分的費率。如何

核定，成本怎麼計算，即剛才蔡教授報告的交叉補貼問題。我們原來的分析集中

在電信法上，因為有明確的禁止交叉補貼的規範。但是有線電視法這邊，就是費

率管制問題。將來業者開始正式營運時，問題都會浮上台面。尤其三個團隊之中，

以有線電視用戶直接轉換成十五萬號門檻的東森寬頻特別會面臨這樣的問題。 

接下來我們看到的是如果把電信和有線電視不同的服務 bundle 或是提供特

殊的 pricing 及 discount，就變成兩個部分的費率計算和標準會互相影響。此時涉

及二個管制機關，即電信總局和新聞局。如何稽核兩邊的費率？一般目前的討論

直接指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電信法那邊規範進來就沒問題，其實還有額外

這套規範。 

第八節的部分，我們現在所整理出來的案件相當的平均。八十五年度是一個

案件，八十六年度應該有二個案件不列入計算。一個是有關公平法涉外效力的問

題，另外一個是涉及網域名稱收費的問題。我們列在這邊，因為它很重要，決議

內容可以作為未來 4C 整合之後規範架構的參考。如果扣除這二個案件，案件的

分佈非常平均。八十五年剛開始進入有線電視的規範問題，所以只有一件。八十

六年的案件不多，八十七年、八十八年各十四件。可以看到有線電視部分的案件

是不斷穩定成長案件的類型也不斷在轉換。從不公平競爭的行為轉換到結構的部

分。結構部分大致上以兩種類型案件為多，一個是未經許可就進行結合而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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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另外一種就是因為有業者被處分過，所以就依法提出申請。這個申請案就我

現在的觀察是全部都許可。這涉及公平法在配合管制機關既有的另一套規範之間

的互動上所採取的態度。我們從八十七、八十八年已經穩定的案件類型來看，公

平會似乎傾向於只要管制機關那邊還有特殊考慮已經做過政策上的考量後，公平

會就不作其它的干預。這從結合案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有線廣播電視法在後來

調整反壟斷條款後，公平會對所有結構管制的案件放鬆干預的密度，這並非解除

管制，我們看到的發展趨勢如此。我們接下來沒有寫，但是會處理到比較重要的

問題，即前面兩個主管機關在我們所指出的問題上，公平會如何跟兩個主管機關

相互協調的問題。至於結論與展望部分，我們將視今天的會議結論如何，會重新

調整整個報告的重點，以上是我們簡短的報告。 

 

鄭：謝謝石教授與蔡教授的報告，請出席同仁提供意見。 

 

陳科長：我看第八節的部分，剛開始都是不公平競爭的類型，最後都走向限制競

爭的類型，這是否為此一市場的自然趨勢？ 

 

沈麗玉：第八節有關鴻海精密工業的案子，就我印象所及，是在網路上誹謗或不

實訊息的傳布。我不知道放在這邊的用意為何？提出供教授們參考。 

 

陳怡呈：此報告為有線電視產業經營規範研究，我們知道在八十八年底有很嚴重

的斷訊情形，及現在調查中的統購、聯賣這些問題，此份報告是否會討

論？另一問題乃是，是否業者整合之後，就沒有這些問題請教授們解答。 

 

石：謝謝各位同仁的意見。針對陳科長的問題，我們當然不能說案件就直接顯示

產業結構的發展，不過它算是一個很好的指標。我們從案件的類型和其轉

換，就可以看到業界整個轉型的方向，從不公平競爭的型態不斷往前推到

限制競爭的型態。即結構的轉變越來越快，行為層面的問題似乎反而不是

業界現在的重點。我們觀察到的，有線電視在合法化之後，有激烈動盪的

一段時期。不公平競爭的行為到這邊已經進入處分案，可以說是冰山之一

角。各種不公平競爭的案件非常多，尤其是業界之間的爭執未進到正式處

分程序的更多。這樣一個大的方向，我們可以從案件類型看出，我們可以

補充這部分的相關資料，把它作得更完整。有關鴻海案跟 TWNIC 的這二個

案子，我們應該另作處理。第一個表是按照時間先後排的，所以會各自排

到相關的年度內，我們會將這案例抽出，將其個別處理，因為其的確不涉

及有線電視，而是對有線電視走向 4C 整合有個啟發的意涵。第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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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研究計畫一開始就刻意把目的往後拉幾年，就是直接跳入現在有線

電視的爭議焦點。不是我們規避，如陳科長剛剛所提，我們看到的是結構

的轉型。今年一月下旬，新聞局、公平會等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

召開的全國有線電視會議中所觀察到的，媒體的斷訊型態至少轉了四期。

我們現在進入第四階段斷訊，即集團對決時代的斷訊，跟以前的斷訊完全

不同，即高度集團化的型態。整個處理方式，四個階段的對策皆不同。最

簡短的答案，公平會已經有很多很好的規範。我記得在頻道授權的會議中，

施委員的結論是規範在那邊就執行，可以解決大半問題。個人蠻贊同施委

員的看法。至於既有規範的調整，個人認為 4C 整合之後，行為面的規範不

是重點，就像公平會訂了搭售聯賣、區域獨家代理權，還有關於資訊透明

化比較傾向行為面的規範，以後會整個整合到結構調整的部分。可以從行

為當作一個徵兆去漸漸瞭解其在結構面上一個轉換的型態。不是說那些規

範沒有用，而是那些規範要相互協調成為系統的前哨，即其要偵知產業結

構的轉換，這是個人初步的回答。至於比較深層規範結構的調整，我跟蔡

教授及莊教授在中國時報上連續寫了二篇，有關以電信模式處理有線電視

系統的問題。關於頻道的分配，就拿其當作 common carrier 上面兩個企業用

戶的關係來看，這時相對上可以作長程的規劃。不過就現狀而言，就施委

員所提到，現在公平會已經制定出的規範，如果能夠正常運作，此時問題

解決一大半。剩下一大半是管制機關，無論是電信總局手上有的電信法或

是新聞局手上有的有線廣播電視法，他們如果能切實執行，結構部分不再

惡化，競爭主管機關可以發揮的功效會更為明確。我們會盡可能把這些納

入報告之中，如同剛才提到的第七節因為開放固網的議題把其他七個議題

給擠掉，我們現在必須把其他七個議題寫回來，此時才能完全展現有線電

視在整個競爭問題上的規範架構。 

 

張副處長（以下簡稱「張」）：我們最近碰到一些案件，讓我有一些感觸。 

就談有線電視，其實有很多問題，是商業談判的範疇。在過程中因為它是一

路走過來，我們一開始就介入，以致後來發現它其實有很多可能屬於商業談判的

範疇。一碰到商業談判，這問題可能不只在有線電視。跟主席報告有關目前處理

的 KTV 的案子，他們也是商業談判，但因為商業談判僵持不下，雙方都有對方

所必須要的依賴性，所以希望利用公權力達到商業談判的目的。商業談判也不能

違法，現在產生的問題就是競爭的概念。競爭究竟是什麼東西？我們天天都在講

競爭，競爭很疏離、模糊。個人感受，競爭有動態面也有靜態面。我們今天作的

這些研究其實都是從經濟學中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狀況。在用公平法調查處理個

案時，是處理競爭的動態面，而不是在考量競爭概念的靜態面。一家公司如果在

完全競爭的市場，如果其被打倒，對市場基本結構一點影響都沒有。即使在談判

過程中吵吵鬧鬧，最後還是會達成協議，其實就是談判過程的手段。目前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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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在集中，我們天天在討論，我們無法用人為力量扭轉市場中產業結構的必然

走向。例如：我們討論某一地區的二家業者要合成一家，你能不准嗎？我們能不

能准還不一定。但是另外一家就是要倒閉或是被上游整合，這種情況是結構面的

問題，結合許可是授益處分。將來 4C 產業交錯複雜的因素更多。如果方向上，

大家均能存活，而不是有一兩家採取惡意的手段在對付其他業者，我們是不是還

要用這種微小的、動態的競爭概念的堅持。所謂效能競爭，我們不方便用公平法

第二十四條之概念看待大的產業。對於大的產業，我們是不是眼光、角度應該放

得寬一點。我們辦案時，是否還是用動態競爭的觀點去抓業者微小的行為，而且

法辦這些業者，對整個結構不會產生影響。這些法令的規範在運用上面，例如：

新聞局有營運不當的條文，像是有線廣播電視法，是否即應由其處理，何時才有

用競爭法管理的必要。如果這種行為在業者之間為商業談判的範疇或是走向市場

結構的過渡時期，例如：規模尚未到十五萬戶時，之前發生的瑣事，也許我們就

不必太過於在意。當有一方是三十萬戶，另一方才五萬戶，此時我們才適合介入，

此對競爭才有影響。否則五千戶對一千戶，我們也花同樣人力去管，十萬戶對一

萬戶我們也管。二十萬戶對二十萬戶，我們也管，對行政資源的運用，我們很難

區隔，而且都是以案件檢舉的先後辦理。希望此研究對動態競爭的行為，給公平

會針砭。當然我們不一定採行，起碼也是一種聲音，讓委員可以從不同的角度思

考。將來 4C 產業，大小廠商交錯複雜，隨便亂告一通，就進來公平會。條文管

動態是蠻簡單的，實際問題很複雜，也許抓到一點小的，正好可以處罰，但是這

樣的處罰對市場影響不大，我們一開始就應該要有類似的門檻，這個動態的行為

在什麼樣的情況之下會影響到靜態的結構。我們在管理時要有適當的門檻，這個

門檻如果能具體化最好，這對我們下階段如果還要作研究是有幫助的。石教授講

的那二篇文章，我們都看過了。至於該二篇文章，我希望如果能擺進研究報告，

最好當附件（如果研究報告有引用），這樣我們以後參閱比較方便。 

 

鄭：我想張副處長是有感而發，他處理很多這方面的案件。這個市場是高度技術

密集的市場，也是大量資本投入。在這情況下，此市場是否必然走向集中。

如果必然走向集中，在此種情形下，政府的管制架構應該如何，這個問題

值得思考。例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其實雙邊都有雙頭壟斷

的情形。業者互拼的結果，受害的是消費者因為斷訊造成消費者的權利受

損，成為新的社會事件行政機關就面臨壓力，一定要處理，此時處理是否

恰當。其實有很多案件，是業者商業談判，好像兩個拳擊手在那邊對打，

一方就想要裁判加入其中一方，此時業者就向公平會投訴。如果公平會弄

不清狀況，一下就介入，本來業者勢均力敵在打，會變成手被綁起來跟對

方對打，其實是創造不公平，不是在維護公平。例如：KTV 業者彼此談判

談不攏，就去找立法委員來施加壓力要求公平會介入一方。其實很多事情

業者可以自己談的，在公平法的執行上常常碰到這些問題。我覺得公平會

對於事實掌握很重要，否則會窒礙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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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此牽涉到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適用問題。假如我們認為動態競爭上面的行

為，可以影響到整個靜態的市場結構時，我們沒有適當的條文，才用公平

法第二十四條去管。我們今天思考不是這樣，動態的很容易泛道德化。我

們私底下有感受，外面作生意誰不是這樣。現在常常是簽約後，才告到公

平會。如果我們有動靜態的思考，動態行為尤其是私人之間的商業行為互

相談判的過程，此時不能濫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有線電視產業，如果類

型化很清楚就罷了，害怕將來都是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我們要考量競

爭規範是什麼，要將靜態的市場結構理解和行為的動態面連結在一起。 

 

陳科長：1.如果市場趨勢是走向集中，我們要注意的是大結構的問題。2.揮鞭者

應該是什麼樣的機關？用公平法規範時，是否有助於產業的發展？3.將
來 4C 產業可能是匯流，應該要怎麼管，其與其他產業的關係為何？如

果教授們對於這三點有想法，可以將其放在結論中，這樣我們比較好

作。有關有線電視的案子，從以前到現在，公平會已經處罰業者累積到

3250 萬。 

 

石：我先就整體說明，蔡教授會就電信與有線電視二個結構的轉型，以此是否當

然就獨占化作討論。我們目前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的假設，如果技術條件

改變，瓶頸可能根本就消失，我們現在無法立刻就競爭行為的角度界定。

我個人思考的問題，不敢大方寫下來，也不太成熟。在上次電子商務組所

主持的會議中，已經說得蠻多了。在公平會與管制機關的合作方面，容我

引用劉紹樑律師的話，如果什麼東西都要管，光案件數就淹死公平會。下

個問題是我們在研究上要考慮的，案件數目還事小，而是每個案件都很複

雜。它不是一般統一超商申請結合案或是兩家麵店聯合哄抬售價，每個案

件事實都非常複雜，在認定公平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三條各個構成要件都很困難，因為那些行為都還未經類型化。

一個開放性的構成要件不太好具體化，難免會推移到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四條此時經常被使用。就像我們上次討論，我們發現有很多是經濟上不理

性的行為，可是公平法第十條至第二十三條之叼個剛好可以對得上的類

型。此時就從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一般的欺罔與影響交易秩序，此二抽象概

念的具體化來處理。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特定認知，不管是開放市場或是寡

占市場或寡占競爭市場，我們假設正當的市場是怎麼樣一回事，然後就把

第二十四條變出來使用，這會使第二十四條超載。純從法律的構成要件來

看，如果構成要件不夠明確、無法預期，會違反法治國的基本原則，就是

法律的安定性，這是我們看到一般性的問題。至於剛才幾位所提出來的的

確該處理，不過本報告大概寫不下去，我們會集中在有線電視此一部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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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因為 4C 的部分，我們技術上還可以回答的問題就是四月到六月還有第

二階段的研究計畫，我跟蔡教授在裡面都有負責一小部分。那時的結論報

告由劉孔中研究員負責主導寫作，我們現在就不撈過界，不寫那個部分。

至於其他有關電信和有線電視兩個產業之間如何整合，是否即是集團化和

壟斷化蔡教授會補充說明。 

 

蔡：我先從電信的部分，特別是跟通訊有關的產業內，是否會集中化？ 

跟通訊有關的產業有個特性，它的成本在適當的規模之內，市場越大，經營

成本越低。當市場中若只有一家業者，他可能沒有意願去降低成本。當多家開始

投入市場時，初期的競爭是非常激烈的。什麼時候開始競爭會不那麼激烈？即市

場接近飽和時。世界各國的例子都一樣，此時業者間會出現相互的合併。如果朝

向飽和的市場前進，既有業者最怕的是政府又開放新的執照，讓新的業者進來，

這會使現在的競爭更加激烈，事實上這個模式可以放在所有市場上面。當有線電

視市場整合到一定程度，一個地方有線電視業者的家數少到一個量之後，價格一

定會高，甚至高到不合理的價位。怎麼樣讓價格降下來？政府不用道德勸說，開

放新的業者加入，價格自然下降。我個人傾向不管在 4C 當中的那個市場，如果

政府過度人為地對執照加以限制，此時會變成市場上既有業者的保護傘。改善市

場結構的方法，事實上不是公平會這邊能夠處理，而是管制機關應繼續開放新的

執照，讓新的業者進入市場，公平會說不定可以給他們一點建議。第二：在有線

電視市場，許多新的電信業者之技術將來可以提供具有相當高替代性的方案與現

有業者競爭。我們提過 LMDS 及 ADSL，此技術即具有這樣的性質。一個新的

固網業者如果在全省鋪設光纖和同軸電纜網路，事實上完全合法。因為 HFC 網

路是各種電信網路的一種選擇。HFC 網路上如果只提供電話和 cable modem 的服

務，其完全合法，現在不提視訊。如果其上提供視訊的服務，其以什麼樣的型態

經營，新聞局是否接受。我們已經看到有人要籌設網際網路電視台，如果不是網

際網路電視台，而是其他方式的電視台，只不過是藉這些電信業者的網路來播，

事實上既有的有線電視業者即面臨挑戰。不過，這部分的主管機關到底是新聞局

還是電信總局。我想兩個機關必須溝通協調。不管二機關協調的情形如何，只要

能開出一條新的路。不管是新聞局繼續給新的有線電視執照，或是電信總局讓新

的固網業者在他們網路之上能夠提供現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能力的新的服務，對

於有線電視市場結構的改善，應該有很大的幫助。我想技術面這個方案都是存

在，而且電信法上並沒有禁止採用新的技術。 

 

鄭：請兩位教授將我們的建議酌情納入研究報告。 

感謝兩位教授的報告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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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會議記錄（部分節錄） 

 
出席人員：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林艾琦、簡志昇、徐偉仁 
會議時間：民國 88 年 9 月 24 日上午 10:00 
會議地點：台大電機系二館 551 室 
 
●本計畫執行日期為 88 年 9 月 1 日至 89 年 2 月 28 日，對公平會的義務為 12 月

提出期中報告，2 月提出期末報告。 
 
●88 年 10 月 23 日下午將舉行本計畫第一次各組工作報告，預定本組（第二組）

要提出工作方向和預定的報告書章節內容。當天將有主持本計畫的公平會三位

委員及公平會第一處、法規處、企畫處人員出席。 
 
●本計畫所提出之參考文獻，在技術方面，主要和纜線數據機及衛星有關。之所

以將衛星納入，是因為部分有線電視業者已大量使用衛星進行節目傳送，對衛

星方面的技術及市場狀況較為熟悉，因此業者可以利用衛星技術來進入電信及

網際網路市場，而並非只能靠纜線數據機一途。 
 
●本計畫所提出的中文參考文獻中，部分是從市面上的期刊和雜誌中取出，因此

在技術方面的文獻，可能會有過時或是錯誤的情況，而在報導評論及市場探討

方面，可能有若干錯誤或廣告嫌疑，因此在參考時不宜盡信。 
 
●本組的工作目標，是從 cable 產業的角度切入，來看它在「4C 整合」

（Computer、Cable、Tele-Communication、E-Commerce）中所可能扮演的角

色。亦即以一個 cable 經營者的立場，來觀察它進入市場的障礙、優勢、及和

其它三個 C 的關係，從而對將來規範市場上所可能發生的競爭行為，提出建

議。 
 
●計畫的研究重點，在於了解： 

1.4C 之間能否整合、（技術上）如何整合 
2.以 Cable 為核心的各種可能整合型態 
3.與其他 3C 比較所佔的優勢和技術上的障礙 
4.如何和其他 3C 做技術上和策略上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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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行時建議的 4C 關係總體架構圖： 

Platform Access User

業者

業者

業者

Service

 
其中，cable 目前存在於 access 部分，user 經由它來接取做為網路核心的

platform，即 communication 業者所經營之通訊網路。而各種 Service(content、
E-commerce )要透過業者才能到達這個 platform，最後再到各個 user。因為業者

也必須透過 Access 才能到達 platform，所以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業者也是某種意

義下的 user，必須付費給各個單位，來做為 platform 營運的資本。 
 
●4C 整合後的商機 

1.網際網路服務 
2.Infrastructure 的維護(包含軟體、硬體、服務、維修等) 
3.Service(視訊內容，資訊，線上娛樂等加值服務) 
4.E-commerce 

 
●4C 界定的相互關係 

 

電信

Cable

Internet

E-commerce

platform access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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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E-commerce 的定義，若將之定義為在 Internet 上所發生的商務則太狹隘，

若定義為經任何電子媒體發生的交易則太廣。由於 E-commerce 一詞不易直接

定義，因此我們建議暫可將之定義為「用 Internet 技術所達成的商務」，以另外

3C 來輔助定義 E-commerce。而用「Internet 技術」取代「Internet」一詞較適

當，是因為一些電子商務(如撥接至銀行或企業網路間的交易)雖然使用的是

Internet 的技術，但實際上可能並不是屬於在 Internet 上發生的商務而可能在專

屬網路上發生，因此「用 Internet 技術所達成的商務」來定義 E-commerce 所

包含的範圍較為適合。 
 
●中華電信的 ADSL 技術開放給各 ISP 申請轉接，即用戶使用的雖是中華電信的

ADSL 撥接線路，卻可使用別的（非 Hinet）ISP；而目前國內的第四台經營業

者則沒有相對的提供 cable 轉接，使用 cable modem 的人遂被迫使用 cable 業者

指定的 ISP，其公平性似有待商榷。類似的問題，在美國有 AT&T 購併 TCI 後，

TCI 的用戶是否可自由選擇 ISP 一案，值得觀察，但借鏡外國經驗時，由於各

國產業狀況和發展背景各不相同，因此只宜參考其問題而非一味接受其答案。 
 
●關於有線電視業者為進入市場所採取的「搭售」策略，即將數項商品/服務聯

賣的行為，應仔細研究是否為技術上不可分割而需要聯賣，或是純為商業競爭

手段。例如第四台業者看電視送 cable modem 方案、ISP 買帳號送免費電腦方

案等等，為目前市面上可見的促銷手法，但兩者之間並無必然之關聯。 
 
●以第四台業者在國內家庭的高滲透率，是否以後將會發生”last mile”被 cable 所

盤據，對 4C 中的其它 3C 造成重大影響，甚至影響市場正常競爭機制，值得

加以觀察。此情形發生的可能性，則和使用者對新技術的接受程度、使用者在

不用接取技術間轉換所需成本、以及未來數年內相關產業的發展狀況有關。 
 
●各傳統媒體（廣播、電視、出版業等）和網路間的整合/競爭關係，是在觀察

網路上的種種新技術/應用發展時，所必須考慮的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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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林艾琦、簡志昇、徐偉仁 
會議時間：民國 88 年 11 月 23 日上午 10:00 
會議地點：政大傳播學院 401 研討室 
 
●網路上的數位影像主要以 MPEG2 和 MPEG4 格式為主，MPEG2 多用在以寬頻

方式接取網路的情形下，MPEG4 則是用在撥接的環境下，也就是說數位影像

將因網路環境不同而有不同格式選擇。網路傳送數位影像可能的發展順序是由

有線寬頻接取到撥接上網再到無線寬頻接取。MPEG1 則是主要用在有線電視

系統頭端之間傳送資料。 
 
●因寬頻網路傳送影像技術的發展，可以促進某些方面的電子商務活動，但電子

商務並不是全部受制於寬頻影像，因大部分的電子商務在窄頻的網路上也可以

進行，且根據美國的統計，目前使用 ADSL 和 56K modem 的人數比約是 1:10，
窄頻的使用者在網路上仍是大多數，所以電子商務的發展在以擴大使用者為前

提之下，並不能以寬頻用戶為唯一的服務目標。 
 
●非即時的 network video distribution，理論上不受頻寬限制皆可下載，但下載所

需時間過長使撥接用戶不適合從網路下載長影片，最多只可下載短片。從網路

下載影片和與其相關的電子商務早已存在，寬頻時代的來臨和影像傳送的技術

的進步將會使它更普及化、應用更廣。 
 
●關於數位化影像的廣播，可能的情形有三：數位電視廣播、透過 cable 傳送和

透過 LMDS 或 MMDS 傳送數位影像，以上三種情形下頻譜各要如何分配是重

要的議題。在數位電視廣播的部分，關於類比電視業者是否有數位電視頻道的

優先權，以及類比電視頻道何時回收，也是值得討論的議題。在 cable 上，則

會有業者如何分配類比、數位影像和資料所占頻寬，有無刻意圖利其中一者之

議題。 
 
●關於頻譜分配的問題，可分成有線和無線兩個部分來說。無線部分的頻譜分配

是由電信總局依「中華民國無線頻率分配表」的規畫來「分配」(allocate)不同

頻段的用途，用途決定了之後，再「指配」(assign)給不同業者某一頻段的使

用權，業者在 assign 給它的頻段中有分配使用的自由，除非在授權時另有但

書；至於有線頻譜部分，regulator 規範的是機上盒等相關設備的技術規格，由

規格的制定來規範頻譜在類比節目、數位節目、資料之間的分配，在符合規格

的條件下，業者可以自由選擇各頻段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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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數位化的趨勢下，日後可能 TV broadcasting 會夾帶雙向資料的傳送，

雙向的資料傳送（如 LMDS）也用來播送影像，兩個原本不相關的市場漸漸合

而為一。 
 
●在規格制定的過程中，電信總局可能犯的錯誤有兩方面，一是技術規範定得太

模糊，造成業者引入非標準化的方案，使得其使用者被鎖定，難以轉換系統；

另一可能錯誤是規範定得太嚴，造成技術不易發展，國家競爭力下降。在前項

狀況下，如果業者利用非標準化的方案，造成使用者轉換設備上的 cost 
barrier，行排他性不公平競爭，則公平會有介入之必要。 

 
●將來是否可能有人會像 MS 占有作業系統使使用者難以轉換一般，占有某種特

殊的 content 格式而占有所有影像相關設備的市場？如果影像格式易互相轉換

則不易發生此問題；且若以 content 格式做排他性競爭，此動作甚為明顯易為

管制者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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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林艾琦、簡志昇、徐偉仁 
會議時間：民國 89 年 01 月 15 日下午 14:00 
會議地點：台大電機系館 551 會議室 
 
●不公平競爭的問題可以區分成長期和短期的問題。不實廣告、促銷手段、搭售

等都算是短期的問題，它們都只是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暫時現象，是企業根據長

期發展策略所採取的手段，環境一旦改變，終究會自然消失；長期的問題才是

主管機關真正應該關注的，其中包括企業發展/跨入不同領域時，是否運用結

盟關係或既有優勢等等策略來排除競爭者。 
●在我們的計畫中，考慮加入設備製造廠商的部分。因為在考慮服務的整合時，

最重要的是誰握有關鍵的技術，就有可能有技術上的優勢，「卡住其他服務進

入市場的可能性」。例如微軟曾利用其作業系統上的優勢，把 netscape 的瀏覽

器趕出市場。類似的情形有可能發生在機上盒製造商的 build-in software 上，

機上盒製造者可能利用其整合 4C 服務的能力，在 4C 市場上取得壟斷的地位，

妨礙其他服務的提供。 
●更有甚者，如果機上盒製造者和系統業者和服務提供者結盟，更有可能經由建

立機上盒標準的方式，使得機上盒製造者、系統業者、服務提供者形成一「集

團壟斷」的情形。此一跨業的集團可以同時在多個不同的市場活動，且因其整

合服務的能力，佔有優勢地位；此一集團也可能共同投資固網，以自己的網路

來提供整合服務。 
●AOL 購併 Time Warner 案的觀察：以往我們比較關注的是傳統媒體或系統業者

進入網際網路產業的情形，現在這個情形也可能反過來變成網路業跨入傳統媒

體。事實上，網路業者可和媒體或出版業結盟，再回頭切入有線電視的市場，

成為頻道代理商，或走向 E-commerce。 
●目前傳統媒體產業已發展至 steady stage，大家的利益都已分配完畢且達成穩定

狀態。現在網路技術的發展造成了新的波動，網路上的媒體目前呈現多元化發

展且活動旺盛的情形，但這可能只是暫時的現象，等到傳統媒體和網路媒體進

行進一步整合之後，可能媒體還是被少數集團壟斷，其呈現樣貌雖多，內容卻

是來自同一個集團。 
●國內在新固網業者建設完成後，達成的寬頻服務使網路業的 content provider

有傳送寬頻內容的能力，可能造成 ICP 和傳統有線新聞台的勢力重新分配、再

整合。 
 
●本小組接下來的工作重點： 
1. 調查數位機上盒的技術規格和可能整合於其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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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ICP 和傳統媒體間的互動關係 
3. 分析 AOL 及 Time Warner 購併案 
4. MS 獨占判決書摘要 
5. 搜集蕃薯藤和媒體業、出版業結盟的資訊並分析 
6. 讀「新聞局 89 年廣電白皮書」 
7. 探討 4C 整合下跨領域產業可能進行的反競爭行為：包括搭售、成本交叉補貼，

以及非法形成技術障礙等 
8. 整理有線電視產業所涉及的公平交易法案件，嘗試歸納業者相關行為在競爭法

上的規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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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簡志昇、徐偉仁 
會議時間：民國 89 年 01 月 29 日上午 10:00 
會議地點：政大傳播學院 402 研討室 
 
 AOL 當初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把網頁操作介面做大幅簡化，另一方面是和

許多雜誌聯盟，因此使得用戶數量大幅增加，而成為美國最大的 ISP。然而

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它也遇到一些瓶頸，因此便和 Time Warner 合併來做

轉型。 
 一家既有的固網業者，在其網路建設漸趨完成後，將有可能投資有線電視，

而採取的方式是併購一些規模較小且獨立的有線電視業者，此情況類似當初

AT&T 併 TCI 的模式；而業者也可用 ADSL 來播 Live TV，如愛爾蘭電信已

存在此項業務之經營模式。 
 在蕃薯藤的策略投資夥伴中，誠品是因為本身就有進入網路書店的計劃，因

此和蕃薯藤聯盟是一種自然的結合；而宏碁是打算在網路上販賣電腦；義美

目前則是在進行多角化經營，如媒體方面投資 Taiwan News，行動通訊方面

投資義新通訊，而也打算在網路上發展零售業。蕃薯藤在挑選投資夥伴時，

為了防止被財團所控制，並不是以資金為考量，而是選擇真正想成為策略聯

盟的股東，以擴展它的業務範圍，而其他股東也能透過它的入門網站來協助

擴展經營。 
 蕃薯藤與奇摩最大的差別是，奇摩內容較偏向於年輕族群，而蕃薯藤較偏向

於上班族與白領階級。如果蕃薯藤要做 e-commerce 的話，他們的使用族群

消費能力會較強，因此這些投資者選擇的合作對象是蕃薯藤而不是奇摩。 
 網路多人遊戲是屬於電子商務的另一種型態，它並不涉及任何實體交易，而

是靠收取使用者的連線服務費用，或是藉他們來吸引廣告商。 
 當 HDTV 數位化電視的時代來臨時，利用 Set-Top-Box 上網將呈現爆發性的

成長，因為此時大型電腦顯示器的價格將與數位電視機相近，而功能上亦很

難區分，使數位 Set-Top-Box 價格障礙和使用者介面這兩個障礙同時突破，

因此使用者將大幅成長。然而在現在這個過渡時期，出現的會是 AOL TV 這

種模式，也就是說影像雖然是類比的，但能透過 Set-Top-Box 將一些數位訊

息同時顯示在電視上，讓用戶能做一些互動式的動作，不過此模式要完全成

功必須要等到數位化電視的時代來臨。 
 進入數位電視時代時有兩個問題，第一個是電視台的攝影棚必須完全數位

化，以公視估計整個數位化過程約耗資 16 億，超過公視的年度預算；另一

個問題是在進入數位電視時代的過程中，有線電視的類比頻道必須讓出一些

給數位頻道使用，若要求業者將部分商業用途的頻道讓出給數位頻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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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業者會因收入來源減少導致經營上障礙而反彈，因此這必須靠電信總局在

訂有線電視頻譜分配技術規範時以強制力來執行，雖然如此會造成業者經營

成本的上升，但數位電視播出後配合具有購物功能的 Set-Top-Box 將有可能

補貼業者的損失。 
 在進入數位電視時代時所產生的技術障礙以純電視來說問題較少，因為這方

面會制定統一的標準，然而在電視上附加的上網設備(如 Set-Top-Box)如果也

一併整合到數位電視中，雖然對消費者而言較為方便，但如果家電廠商在整

合過程中將一些網路軟體的預設值(如瀏覽器的入門網站)設為合作對象的位

置，而消費者無法更動此預設值，或是可更動但操作程序過於複雜使得消費

者卻步，則會造成某種程度的技術障礙。 
 使用 Cable Modem 上網的費用可分為三種，分別為 Cable Modem 租用費、

Cable Modem 電路租用費以及 ISP 上網費用，理論上這三種費用必須分別交

給有線電視業者及 ISP 業者，但目前由於用戶無法選擇有線電視業者指定以

外的 ISP，因此這三種費用即合成為一項費用，而都交給有線電視業者，之

後再由有線電視業者與 ISP 業者拆帳。由於這些費用之間可以進行交叉補

貼，因此業者可將獲利都歸於 nonregulated 的部分，而把成本都歸於 regulated
的部分，使得 regulated 的部分在帳面上處於賠錢狀態，而有充分理由可以漲

價，由於 regulated 的服務在區域內通常具有壟斷性質，因此消費者也只能接

受此價格。 
 所謂交叉補貼，是指經營多項業務的業者，會把它佔市場優勢部分的帳面成

本提高，來吸收競爭較激烈部分的成本，所謂佔市場優勢是指具有獨占壟斷

地位，或是雖有競爭者但其市場佔有率足以排除所有競爭對手，因此可用任

何自訂價格在市場上行銷。至於成本是否要提高則操控在業者手中，因為成

本高低只是決定帳面好看或不好看，當需要資金時，可以把成本儘量壓低並

轉嫁到其他地方，以維持一個高價格高利潤的形象，再加上它具有市場優

勢，所以可以在資本市場把自己的股價炒得很高；等到它已變成 regulated 的

服務且其成本受到 regulator 的調查或介入時，再把成本提高，以降低帳面上

的利潤。而要增加成本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競爭較激烈的服務項目帳面成

本儘量壓低，轉嫁到需要提高成本的部分，這種方式對於價格競爭會較有

利，因為在調降價格時，如果被調查出有低於成本來跟其他業者競爭的情

況，公平會會在此時介入。當成本的轉嫁沒有被調查出來時，則會形成不公

平的競爭，因此為防止此情況發生必須要用 International benchmark 或國內的

benchmark 來查核。 
 交叉補貼在 4C 整合中常看到的模式，第一種是機房共用，這是指建築或設

施是共用的，但成本是歸在佔優勢的項目，使佔優勢的項目吸收掉所有的成

本，競爭激烈的項目雖佔用大部分機房，但幾乎不用成本；第二種是人力成

本，也就是說櫃台營運、建築維護及帳務系統成本事實上是重疊的，但是卻

由佔優勢的項目來吸收掉，以壓低其他競爭激烈項目的成本；第三種是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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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成本，也就是說管線由較具優勢的項目來鋪設，而不具優勢的項目則以

便宜租用或免費的方式搭載在管線上。 
 非法形成技術障礙之可能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透過機上盒之非標準架構，

來排除競爭者透過同一機上盒提供服務之機會；第二種是利用在某一領域所

形成之獨占優勢，使新產品研發時，要求其他業者必須配合其特殊條件，以

製造對手在另一領域之競爭障礙；第三種是系統業者故意對不同服務提供者

差別待遇，來製造競爭對手之安全性漏洞或是使用的不方便性。 
 登門在市場上宣稱賣的是電腦上網軟體，但以附贈的方式提供免費的上網服

務，由於上網部分是贈送的，所以不算是一家 ISP，因此不受第二類電信事

業的管制。這是一種商品切割時的策略，也就是說在會與別人競爭的部分用

送的，因為用送的並不構成交易行為，所以可做法律的規避，而另外再找

nonregulated 的部分來從事商品交易。這種情況的判定必須要看其產品市場

是如何界定的，它的產品市場如果兩者是結合在一起的話，則算是第二類電

信事業，只不過資費計算時不算後段只算前段，也就是軟體的部分；如果被

認定商品市場是分兩段，也就是軟體部分一段、上網部分一段，則由於上網

部分是用送的不算是交易，所以不屬於第二類電信事業，因此它並不保證任

何服務品質，也沒有消費者權益的保障。而目前商品切割的認定標準是指，

它賣的軟體與其上網動作是不是必備的，如果是的話就不能把它當成兩個商

品來賣。 
 雖然 I-phone 目前尚未合法化，但目前有幾個法律上的漏洞，第一個是因為

電信總局只抓 phone-to-phone 的 I-Phone 服務，所以業者就使用 PC-to-phone
的 I-phone 方式來鑽漏洞；第二個是業者把所有的軟體及服務經過包裝後，

使外表看起來像是賣軟體，但實際上是在賣國際電話卡，藉此來走 I-phone
的漏洞。而有線電視業者在 Cable Modem 開放雙向後，很有可能透過搭售的

方式來提供這種服務，如果有線電視業者又具 dominant 的地位，則容易形成

不公平競爭的行為。目前力霸在申請固網執照，如果申請到就不用採此模

式，而和信由於沒有申請固網執照，因此如果要提供 I-phone 服務的話就有

可能採取這種方式，藉此來迅速切入國際電話市場而能有一定的佔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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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計畫主持人  石世豪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蔡志宏教授 
          研究助理    林艾琦、簡志昇、徐偉仁 
會議時間：民國 89 年 2 月 219 日上午 10:00 
會議地點：台大電機系 551 會議室 
 
●關於微軟案及機上盒技術障礙部分的討論： 
   -機上盒技術部分較為缺乏，應再增加描述技術發展的過程及整合的可能形

式。 
   -微軟案將再摘取市場競爭策略的部分。 
   -判斷行為是否有違公平法第十九條的重要依據是”正當理由”(rule of 

reason)，即行為在該產業的競爭中，一般是否為市場接受且為發展過程中

之常態，若是則不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十九條之第三與六兩款是典型的

不公平競爭行為，19-3 是以搭售方式跨入別人的領域奪取顧客的行為，19-6
是限制自己既有顧客，使其難以轉換服務提供者之行為。 

   -在專利權的保護下，公平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

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僅限於正當行為，若行為

本身不正當則仍應受管制。 
 
●有關交叉補貼部分的討論： 
   -若一有線電視公司經營 cable modem 及 I-phone 等多項業務，而使各業務間

互相交叉補貼，是否有法可管？ 
   -公平法是採用管制法站一線，競爭法站二線的原則（公平法 46 條優先適用

規定） 
   -有線電視業者需先取得電路出租執照，才能經營 cable modem 等電信業務，

因此受新電信法第十九條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依其所經營業務項目，

建立分別計算盈虧之會計制度，並不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第一

類電信事業兼營第二類電信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所約

束，不得在自身各項業務（指有線電視及 cable modem 電路出租兩者之間）

中交叉補貼。而有線電視業者取得電路執照後，不可能放棄其有線電視之

公用事業身分，否則即失去申請電路出租特許執照的資格（固網管理規則）。 
   -目前管理上可能的死角為有線電視集團轉投資的電信公司，業者將各種服務

分成多個事業，其幕後經營者為同一人，彼此之間交叉補貼（類似利益輸

送），造成市場上競爭優勢，則不受上述電信法規條文管割，需回歸到公平

法來管制。 
-在公平法上，對某一特定市場中結合、獨占的認定，目前只對同一產銷層

級中的行為來認定。對於是否為同一市場，理論上是應從產品市場、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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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時間市場上區分，而實務上是以產業資本投入面做為是否為同一市

場的認定標準。在面對跨業的交叉補貼行為時，似乎面臨管制的困難。可

能最後只能依公平法 24 條的概括條款管理。 
-另一可能的方法是，擴大解釋電信法，將 4C 相關產業皆納入電信總局之

管制，則電信法 19 條應可適用。 
-至於企業之間透過交叉持股等方式，或是企業集團分設子企業並且以人頭

或其他方法加以控制，藉此同時經營第一類與第二類電信、電視等不同業

務，電信法上的交叉補貼管制就難以發揮規範作用。原本用以規範這類問

題的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卻又是以保護少數股東及公司債權人為目

的，對於市場上的其他競爭對手與消費者，無法提供有效的保護。 
 
● 在網路上進行電視播送，是否需要申請執照？理論上，只要是播送節目是電

視台，就要申請執照，但目前新聞局對網路上播電視完全沒有規範，因此變

成於法無據，不知道要發哪一種播送執照的情形，似乎只要向新聞局申請「廣

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許可即可。 
 
● 未來可能發生電信業者提供其頻寬給網路電視台低價大量使用，藉網路電視

的內容以吸引消費者使用其服務，如此對網路電視台的差別待遇，是否需要

管制？此時，若電信業者是與有線電視經營者競爭，提供消費者另一種選

擇，而非在限制競爭，則可以不用管；除非網路電視台是和既有的有線電視

經營者結合，進一步排除其他人進入市場才需要管制。整體來說這種情形出

現的誘因不強。 
 
● 在期末報告中，要增加費率管制的研究及搭售個案的探討。 
 
● 北市新聞處及消基會調查有線電視「頻道喜好度調查」，要將頻道分成「基

本頻道」、「分級按月付費頻道」、「計次付費頻道」，類似的資料與討論可以

與本計畫做些整合。 
 
● 期末報告中也要把目前法規上有問題或沒有管到的部分，列入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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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信公平服務規範 根治「斷訊」問題 

邁向 4C 整合時代 解決有線電視亂象 主管機關與業者都須脫胎換骨 

勿再坐失改革良機 

（2000.1.15.中國時報[15]時論廣場） 

 

石世豪、莊春發、蔡志宏 

（作者分別任教於：政大新聞系、中興經濟系、台大電機系） 

 

 

一件每年都可以預期發生的事情，居然可以盤據各大媒體，彷彿慶典新聞一

類的「年度大戲」。就這點來說，台灣的有線電視，也算是另一項「奇蹟」吧？ 

今年有線電視的「斷訊」戲碼演變至今，不但收視大眾倒盡味口、消保團體

吐盡苦水、系統業者失盡形象、頻道業者嚐盡排頭、各級主管機關丟盡顏面，就

連學者專家都絞盡腦汁，一旦問及對策卻又是眾說紛紜、莫衷一是。好不容易「大

戰」方歇，新聞局於是開出兩只舊瓶裡的新酒：今年三月起就推動「分級付費」

制度，而且，在此之前，先邀集早已焦頭爛額的產官學與消費者團體代表，召開

一項「涵蓋…整個產業定位與未來發展」的「全國有線電視會議」。看膩了「斷

訊」歹戲拖棚的人，想必都會衷心期盼：這些努力，不會再循往例淪為各方酣戰

之間的「串場」表演。 

然而，果真要整治有線電視產業、根治定期發作的「斷訊」症候，不僅動機

要純正、行動要果決，對策與方法的選擇更不能馬虎將事。在有線電視正逐步邁

向 4C 整合的路上，尤其不能再搞遷就現實的半吊子改革。 

透過「定址鎖碼器」實施「分級付費」制度，除了各界爭論的設備成本分攤

辦法之外，真正的弊端在於：「斷訊」禍源所在的「頻道－系統」上下游供需結

構失調問題，絲毫未獲改善。試想：在有線電視分區寡占、收視戶無法自由選擇

系統的結構下，收視戶依「分級付費」制度要求各種頻道組合，當地系統業者是

否就必須購足所有收視戶已選頻道，否則又是另一種型式的「斷訊」？在上游市

場由少數業者掌握強勢頻道的交易條件下，獨立系統業者將被迫購入所有強勢頻

道業者一整掛的頻道家族；不論依哪種方式分攤，高額購片成本終究轉嫁到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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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帳單之上。至於與頻道業者垂直整合的（多）系統業者，一則未必將內部效

益主動回饋消費者，再則上游頻道代理權爭奪戰所砸下巨款要有著落，稍具經濟

理性的人都知道該從寡占的系統市場回收。 

由於國內各界歷來都將有線電視系統當「便利超商」看待，難免把「貨色齊

全」「物美價廉」這類刻板要求套用其上；甚至，還有把有線電視比做瓦斯水電

一類的「公用事業」，完全忽略頻道節目在「內容」上的多樣可能性。其實，有

線電視的「公用」性質，主要並不在於提供幾十個頻道可有可無的節目；嚴格就

產業經濟的觀點而言，系統在訊號傳輸過程中的「通訊基磐」特色，才是問題的

關鍵所在。這點，與固定通信業務（第一類電信事業）極為近似；因此，也唯有

正視系統業者提供寬頻通路的特質，納入整體通信服務事業之中加以規範，才能

徹底根絕有線電視市場的亂源。 

純就通訊科技的觀點而言，有線電視系統原是電信事業的一種特殊型態；而

電信法並未將單向視訊傳播排除在外，該法相關規範自然也適用於系統業者。未

來在「定址鎖碼」等雙向通訊技術應用之後，更應該重新定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

系統業者以其既有的寬頻網路（數位化之後將更為暢通），同時向收視戶及頻道

業者雙方提供通信服務，並且如同其他電信事業依營業規章收取通（視）訊費用，

好比行動電話業者分別向發話端與收話端收費。如此，則頻道業者就成為系統業

者的「企業用戶」，透過衛星下鏈訊號到系統頭端之後，再以寬頻網路向收視戶

提供「加值服務」；無論頻道業者利用「定址鎖碼」技術收費，或以廣告收入為

營運財源，也都可以代收視戶向系統墊付通信費用（正如○八○電話）。 

如果系統業者依現行電信法規範營運，既不得對於個別頻道業者或收視戶

「拒絕電信之接受與傳遞」（電信法第二十二條），還必須「公平提供服務」「不

得為差別處理」（第二十一條），充分還原其搭建頻道節目通向收視戶所需橋樑的

公用事業角色。另一方面，系統業者擅自穿插廣告、蓋台等損及頻道完整性的亂

象，以及動輒因頻道節目不當而橫遭處罰的不平之鳴，也都可以在回歸其通信產

業的本位之後完全化解（電信法第八條）。更重要的是，這套規範模式不但可以

在未來 4C 產業整合的架構下，沿用在以 IP 封包技術為主的網際網路產業；在直

播衛星、Direc PC、數位廣播、數位無線電視逐漸普及之後，也可以依這種模式，

建構完整的單一法律規範體系。 

關於制度轉型過程中的配套措施，在整併電信與有線廣播電視兩套法制之

外，最重要的莫過於主管機關本身的改造，以及有線電視產業上下游關係的調

整。針對前者，幾次胎死腹中的「政府組織再造方案」固然必須全盤檢討，「電

信資訊傳播委員會」的建制更不能因人設事，務求「任務導向」、吸納專業人才。

至於有線電視原有的「（地方）媒體」任務，在系統業者成功轉型為近似互連的

市內電話網路之前，仍有必要保留從「共同天線」時期以來轉播無線電視的基本

服務、控留相當頻道供公益傳播使用，並且，充分運用既有法制架構（例如：介

入調處業者之間的換約爭議、調整經營地區、重新開放申請，以及執照審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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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與撤銷執照等眾多執法工具）創造健全產業生態。 

總而言之，邁向寬頻新世紀之前，業者與主管機關都必須脫胎換骨，切忌因

循苟且、再三坐失改革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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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本土電視節目映照眾生的頻道 

與其為好萊塢電影頻道代理業者發動公權力 不如以公共服務為目標 
全盤更張廣播電視法制 

（2000. Jan. 24.中國時報[15]時論廣場） 

 

石世豪、莊春發、蔡志宏 

（作者分別任教於：政大新聞系、中興經濟系、台大電機系） 

 

 

跨越千禧年、折騰各界逾月的「HBO 斷訊」事件，日前終於在新聞局的斡

旋之下暫告一段落。此番中央部會展現「行政一體」的氣勢，一方面利用衛星廣

播電視法針對不當營運者的改正措施，對代理頻道的業者施壓，另一方面則祭出

公平法取締聯合行為的重罰規定、消保法所賦予的消費者團體訴訟手段，迫使兩

大系統業者停止杯葛。政府單位動員如此龐大陣容，介入私人企業之間的年度續

約談判，為的竟是替收視大眾爭取三、四個頻道「血統純正」的好萊塢電影。比

較歐聯在法國主導下高舉本土影視文化大纛、東鄰韓國演藝界團結力抗好萊塢霸

權，不知目睹近日街頭「搶救 HBO」行動，又眼見官方如此「打拼」的本土文

化工作者，心中又能作何感想？ 

政府單位這一波所謂「保障收視權益」的努力，在個案上「聯手出擊」的合

作表現確實可圈可點，短期內也化解了上下游產、官、消費者「無人倖免」的尷

尬場面。然而，高舉消費者權益動輒干預私人契約談判的「父母官」做風，既不

符合政府宣稱「尊重市場機能」的形象，更不是民主多元社會裡國家機關所應有

的功能。姑且不論官方斡旋和解能換得幾多寧日、其他頻道節目仍受「斷訊」威

脅，也不問此舉是否標本兼治；以長程的政策合理性而言，政府這般戮力替強勢

頻道打開通路，套句國內行政法學界慣用的比喻，真可謂「拿大砲轟小鳥」，虛

擲寶貴的行政資源。 

從產業經濟的角度看來，強勢商品固然可能因通路業者杯葛而一時受挫，通

路業者卻也必需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真正值得注意者，反倒是強勢商品的代理

權爭奪戰。以 HBO 等好萊塢電影在國內受歡迎的程度，收視戶大可不必擔心「看

不到」，問題只是「透過什麼管道」。其實，在傳播科技加速整合之後，電影節目

的視訊傳輸管道，除了影帶、光碟、電影院、無線電視台與有線電視系統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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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之外，直播衛星、網際網路，以及電信業者所提供的 ADSL、MMDS、LMDS
等有線及無線傳輸服務，也都可以提供多頻道、甚至隨選（VOD）型態的收視

環境。在政府推動影音訊號數位化的發展趨勢下，將來不但廣播電台與無線電視

台也可以透過壓縮技術擴充頻道，轉型為另一類寬頻通信服務業者，並且在自有

節目之外提供影音商品廣闊的市場通路；倘若數位訊號系統順利整合成功，則目

前仍然各據通路的不同媒體終將相互匯流，所謂「瓶頸」的老問題，遲早會被收

視戶在資訊之海裡「茫無頭緒」的新問題取代。 

預見上述媒體整合趨勢的相關業者，已有分別向關鍵性技術（例如「機上盒」

或「線纜數據機」）發展「卡位」策略，以及攫取足以吸引目光的資訊「地標」

（例如搜索引擎、資料庫、大報團，以及動畫與電影片庫等），藉以穩固自己或

合作團隊在虛擬世界裡的商業版圖。一九九○年代結束前，歐聯禁止德國 Kirch
與 Bertelsmann 兩大媒體集團結合德意志電信共同開發數位機上盒，考慮的重點

還在於維持市場通路開放；然而，二○○○年初「美國線上」與「時代華納」兩

大集團的合併案卻顯示：有效掌握客戶群與豐富的聲光內容，才是數位經濟時代

的決勝關鍵所在。這些光鮮亮麗的「財團聯姻」故事，又能帶給只能在一旁乾瞪

眼的人什麼啟示呢？ 

就整體傳播暨媒體產業政策觀之，以下三點尤其不能掉以輕心：第一，通路

瓶頸不可久恃，依視訊傳輸管道分設管制架構的媒體立法更不足取。這點，從有

線電視此番「斷訊」起因於直播衛星牽動授權費用爭議，以及政府各機關處理本

案時翻遍法典找規定，就可以「見微知著」。第二，正確設定的市場進入障礙，

短期內可以阻擋掠奪性壟斷勢力的蔓延，長期則可以引導傳播通訊產業健全發

展，以成熟的技術與合理的社會成本進行匯流；反之則製造人為壟斷、平白替業

者下一波的「卡位戰」鋪路。第三，無法透過市場交易充分反映的公共價值，未

來更無人為屏障可以遮蔽，勢必曝露在赤裸裸的商業競爭之中。如此一來，舉凡

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論壇」、本土文化所需要的參與及認同，都將面臨沒有

買主、沒有資本，隨之而欠缺引人注目的「姿色」，因而也就在資訊之海裡慘遭

滅頂的危險。 

讓我們從絢麗璀璨的數位新世紀，回到眼前「斷訊」歹戲拖棚的當前廣播電

視法制：分明「是」視訊傳輸服務的無線、有線與衛星「通信」業務，卻以不同

法典規定「新聞局」為其主管機關，真正製作「廣播電視」節目者，反倒潦草以

一、兩條許可規定打發，卻教播送節目訊號的「電台」（以前也常被叫做「二房

東」）、「系統」依法接受嚴格的「內容管制」規範。如此「指鹿為馬」的紊亂體

制，筆者已經建議併入電信法制加以統合再造；在媒體加速匯流的全球化趨勢

下，政府責無旁貸的另一項法制基礎建設，則是對於真正從事「節目」製播的文

化事業，提供一套確實根據「公共服務」目標所重建的規範體系。 

理想中的整體頻道規範架構，可以從強制電信業者依法提供，或由政府出資

（或自電信業徵收特許費）、公眾集資等方式向電信業者購得的視訊傳輸管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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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再以此建構普及全國的「電視網」置於公共監督之下營運，接受本土節目

製作者（當然包括傳統「電視台」如公共電視，以及電影與短片創作者等）申請

使用頻道、排定播出時段，甚至依地區及族群特性規劃不同的節目組合。與此平

行者，則是回歸商業自由競爭、依法繳納稅捐等履行基本公共負擔的商業「頻

道」。簡而言之，政府動用公共資源干預市場活動，必也僅以追求無從透過商業

機制落實的「公共服務」為限。 

總之，與其為好萊塢電影頻道的代理業者發動公權力，不如全盤更張廣播電

視法制，為本土電視節目留下映照眾生的健全頻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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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ble industry in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its infanc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Cable Broadcast Law", cable system operators are allowed to 
apply a licens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This statute also contains other 
detail prescriptions about cable services and their transaction. New legislation for the 
satellite broadcasting, on the other hand, regulates DBS and audio/ video program 
transmission via Satellites. Thus, the authority in charge has now a more appropriate 
deleg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liberaliz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branch has encouraged 
private investment in mobile and fixed transmission, and many kinds of value added 
services. A brand new 4C-integrated market structure is hence emerging. What will 
then the competition rulings look like when the cable industry eventually turns into an 
integrated part of the 4C convergence? After characterizing the regulation regime and 
relevant market struc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some key issues in this field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m in technological, econom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219


	報告提要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目的與背景 
	二、報告架構、研究方法與執行概況 
	圖一、『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架構 

	第二章  4C整合下的有線電視產業 
	第一節  "4C"產業及其整合 
	圖二、4C產業界定 
	圖三、4C整合架構圖 
	圖四、4C產業靜態關係架構 

	第二節  有線電視進入4C整合的路徑：技術面 
	圖五、有線電視系統跨業電信相關技術 
	圖六、有線電視產業邁向4C整合相關技術 
	圖七、其他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可能路徑 

	第三節  有線電視進入4C整合的策略：市場面 
	壹、寬頻網路業者的策略分析 
	1.寬頻網路策略－以東森多媒體為例 
	2.寬頻有線電視網路的競爭優勢分析 

	 
	貳、有線電視業者經營語音服務及影像傳送的可能方式 
	表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電話業務可行性 
	 
	參、事業外部擴充 

	第四節  4C整合下的有線電視動態發展 
	圖八、4C整合動態架構 
	表二、線纜數據機基本服務價格
	表三、線纜數據機促銷方式


	第三章  4C整合對有線電視法律規範的衝擊 
	圖九、有線電視4C整合管制規範架構 
	第一節  有線電視管制規範架構及其變遷 
	壹、法制化遲延滋生困擾 
	貳、特許經營及公益負擔 
	參、股權分散及跨業限制 
	肆、分區寡占 
	伍、營業及費率監督 
	陸、新法修正管制方針 

	第二節  4C整合下的管制架構 
	壹、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的許可規範 
	 
	1.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取得電路出租業務執照，成為出租電路的第一類電信事業 
	 
	(1)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自設Cable Modem及CMTS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其HFC網路頻寬提供第二類電信事業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固定通信網路，成為提供綜合網路業務的第一類電信事業 
	 
	(1)有線電視原有網路以電路出租方式與綜合網路業者互連，並以綜合業者網路為其各HFC網路間的骨幹 
	 
	(2)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將HFC網路提供綜合網路業者，成為其接取網路的一部分 
	 
	(3)該綜合網路業者同時經營ISP業務或不同時經營ISP業務的分野 

	 
	3.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設立ISP，而成為第二類電信事業，並同時成為ICP及IAP 
	 
	(1)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ISP的Cable Modem及交換網路混合架構 


	圖十、有線電視系統與網路混合架構 
	(2)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ISP專線連接架構 

	圖十一、有線電視系統與專線連接架構 
	貳、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跨入電信產業的營業監督規範 

	第三節  市場結構與競爭行為規範 
	壹、除外適用領域層面 
	貳、重疊適用問題層面 
	圖十二、公平交易法上有線電視產業規範架構 
	參、有線電視的市場結構規範 
	肆、以市場結構為核心的競爭規範 


	第四章  4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競爭規範議題 
	第一節  寬頻網站互接問題 
	圖十三、寬頻網站互接架構 

	第二節  頻譜的分配與指配及技術規範 
	第三節  電信網路傳送視訊的法律問題 
	第四節  以Internet或cable傳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 
	第五節  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不公平競爭相關議題 
	圖十四、第一階段機上盒整合架構 
	圖十五、第二階段機上盒整合架構 

	第六節  交叉補貼相關議題 
	第七節  轉型中的有線電視產業管制規範相關議題 
	壹、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業經營固定通信業務的管制法律規範議題 
	貳、有線電視「費率」規範相關議題 
	參、有線電視「斷訊」爭議相關議題 
	肆、有線電視「反壟斷」規範相關議題 
	伍、「單一主管機關」相關議題 

	第八節  整體競爭政策及公平交易法執法問題 
	表四、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有線電視相關案件情形 


	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附  錄 
	訪談記錄 
	期中報告會議記錄 
	期末報告會議記錄 
	 研究小組會議記錄（部分節錄） 
	參考文獻 

	依據電信公平服務規範 根治「斷訊」問題 
	給本土電視節目映照眾生的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