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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公平會為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知識經濟之發展，特規劃本主題，

擬針對下述四項議題展開研究： 

一、 界定相關產業樞紐設施之範圍。 

二、 分析國內樞紐設施相關產業之市場結構。 

三、 研究國內樞紐設施相關產業涉及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及

損害消費者權益之行為態樣。 

四、 其他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 

研究主題中所稱之「相關產業」包括：電信、交通、公用事業、

網際網路，以及其他產業。至於研究議題三，有關樞紐設施所可能涉

及的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則包含下述各端： 

一、 事業提供其樞紐設施供競爭者使用時，在訂價與談判上可

能妨礙公平競爭的行為。 

二、 台灣相關產業中，是否有拒絕提供樞紐設施，而損及科技

與產業發展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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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樞紐設施公平競用準則之制訂應否更趨細緻化，以及如何

細緻化。 

第二節  樞紐設施之定義 

美國聯邦上訴法院於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1一案

中指陳：設若， 

一、 一獨占事業控制樞紐設施（control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by 
a monopolist）； 

二、 競爭者實際上不能或無法合理地另建該樞紐設施（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 

三、 且獨占事業拒絕競爭者使用該樞紐設施（the denial of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to a competitor）； 

四、 （但是）提供該樞紐設施供競爭者使用係屬可行（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則該事業違反反托拉斯

法。 

此項原則，舉世通稱：樞紐設施原則（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1 708 F.2d1081, 1132 (7th Cir.), cert. Denied, 464 U.S. 891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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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與反對樞紐設施原則的意見成篇累牘，2至於實務問題則圍

繞著下述議題打轉： 

一、 樞紐設施如何定義； 

二、 各產業是否有其樞紐設施之清單； 

三、 違反樞紐設施原則的要件如何認定。 

解決這些問題的時限，隨著解除管制的加速，而日益急迫。特別

是當台灣的固網市場與油品市場開放之後，新進廠商經常持樞紐設施

原則要求主管機關行政干預其與既存廠商之間的爭議，使得問題更形

複雜。 

準此，交通部電信總局訂定了電信網路瓶頸設施有償共用的行政

命令，但是有償共用的償金如何決定？樞紐設施的範疇應該涵蓋那些

網路元件？諸多問題依然存在，爭議並未因此而平息。所以爭端的解

決，最終仍需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會貢獻心力，而此即為本項研究計

畫的緣起與事實背景。 

 

 

                                                 
2 法律與經濟之見解，參見張長樹（2000）之博士論文；至於各國政府管制機關的意見，則可參

見OECD（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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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認為樞紐設施原則隱藏著兩大頗有爭議的主張： 

一、 競爭至上主義；以及 

二、 瓶頸獨占不合法主義。 

本研究擬從考察這兩項主義的本質出發，演繹樞紐設施原則的實

施辦法。此項辦法除界定相關產業樞紐設施的範疇外，並從法律經濟

的理論和實務面探討「違反樞紐設施原則的要件如何認定」之問題。 

首先，就競爭至上主義而言，樞紐設施原則的法意在掃除市場參

進障礙，以促進競爭。此項原則擁護競爭至極，甚且不惜侵犯樞紐設

施所有人的財產權，強迫其有償提供私產與競爭者共用。因此，若欲

合理化樞紐設施原則，即須證明競爭之利益大於侵犯財產權之不利

益，否則樞紐設施原則不應當成立。 

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競爭的本身甚且有損經濟福利，更遑論

其利是否大於侵害財產權之弊。在經濟理論上，Armstrong, Cowan and 
Vickers (1994)就曾經以「競爭是否所欲」（Is competition desirable ?）
以及「競爭是否可行」（Is competition feasible ?）兩個標準，將市場

自由化的結果析分成四種結果互異的情況，此即如表 1.1 所示。 

首先，在一般產業中，競爭通常是可行的也是所欲的，這是表

1.1 的第一種情況，稱為「一般情況」。此時的競爭政策就是維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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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競爭環境，而無須干預。 

 競爭係所欲 競爭非所欲 

競爭可行 一般情況 刮脂行為 

不可行 阻卻參進 自然獨占 

表 1.1  市場開放之結果            

資料來源：Armstrong et al. (1994)，頁 100。         

其次，當競爭既不可行亦非所欲時，即便開放市場也不會有新的

廠商參進，此為「自然獨占」（severe natural monopoly）的情況。此

時，競爭政策派不上用場，需要的是獨占管制政策。 

第三，對許多公用事業或其他產業而言，市場競爭有助於提高整

體經濟效率，故競爭是所欲的。然因既存廠商會以反競爭手段阻礙潛

在競爭者的參進，所以競爭是不可行的。此乃「阻卻參進」（entry 
deterrence）之情況。在此情況下，市場不能自由放任，需要干預。 

第四，如果競爭並非所欲，惟競爭卻是可行的，則市場自由化的

結果將出現「刮脂行為」（cream skimming），反而有損經濟福利。 

從市場自由化的四種可能結果觀之，在「阻卻參進」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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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樞紐設施原則以實現競爭。惟在「刮脂行為」與「自然獨占」的

情況下，競爭既非所欲，故採樞紐設施原則以促進競爭顯然是錯誤的

政策。準此，事業拒絕提供樞紐設施供競爭者使用，其行為絕非「當

然違法」（illegal per se），而應以「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對待。 

樞紐設施原則的第二項爭議性主張是：瓶頸獨占不合法主義。 

瓶頸獨占的意義是：「一事業因為擁有瓶頸設施而成為市場上的

獨占者」。在樞紐設施原則之下，瓶頸獨占者若不放棄瓶頸獨占地位，

即屬違法。 

準此，樞紐設施原則有侵犯財產權之虞，而其影響所及，將打擊

事業的投資意願。因為，如果電信網路中的市話用戶迴路（local loop）
被認定為樞紐設施，則日後是否有電信事業願意建設新的迴路，不無

疑問。所以強迫一事業提供其產權所有的生產設施供競爭者使用，絕

對是一件必須審慎評估的決定。 

綜合前文之論述，違反樞紐設施原則若採「當然違法」論責，似

乎欠妥，且樞紐設施的範疇亦應加以限制。所以在研究步驟上，本文

將研擬合理原則的內容，然後重訂樞紐設施的條件，再針對台灣相關

產業的實際情形提出實施樞紐性設施原則的辦法。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共含五章及一篇附錄，除第一章為緒論外，其餘各章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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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容如下。 

第二章以經濟數理模型探討樞紐設施之本質。 

第三章分析我國電信樞紐設施共用之法規、執行狀況、爭議焦

點，以及交通部電信總局、中華電信與民營固網業者的相關意見。 

第四章探討產業結構重整能否解決樞紐設施共用所衍生的問題。 

第五章是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方案。 

附錄則探討美國、法國、德國、英國、澳洲與南韓各國有關市話

用戶迴路開放之法規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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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濟理論分析 

第一節  分析方法 

解除市場參進管制，容許新業者加入競爭是否能提高整體經濟福

利？此項問題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是值得深思的課題。因為答

案如果是肯定的，則促進市場開放與競爭，義無反顧。但是當市場有

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之可能時，管理政策的設計便極為重要。準此，

本章將利用 Armstrong，Doyle and Vickers（1996）、Armstrong（2001）
與 OECD（2001）之理論模型，分析下述問題： 

一、 新業者參進的動機； 

二、 參進不足與過度參進之可能； 

三、 樞紐設施共用時，租金應如何決定；以及 

四、 開放油品市場與電信市場之樞紐設施共用時之租金問題。 

第二節  模型 

假設市場上有一既存業者（incumbent） M ，M 提供一種服務，

其訂價為P，供給成本為 ，至於此項服務所能帶給消費者的效用則

為

C

U (以貨幣單位表示)。因此，消費者剩餘是 max {U － P , 0}；即當

≥U P時，消費者會購買此項服務，故其消費者剩餘為 −U P；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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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 時，消費者不會購買此項服務，故其消費者剩餘為 0。由於M

是既有業者，M 存在於市場上是一項既定事實，所以  應無

疑義。 
0≥− PU

假設市場上另有一個潛在的新業者（entrant） E ， E 有能力提

供替代性服務，其供給成本為 ，此項服務對消費者的效用為U 。設

若

Ĉ ˆ

E 以訂價 P̂ 參與競爭，則消費者之剩餘將變成：max {U － P , －Û

P̂ }。上式之意義為：當 −U P > 時，消費者會繼續選購PU ˆˆ − M 的服務，

並獲得 −U P 的剩餘；而當 −U ≤P PU ˆˆ − 時，消費者就會轉向E 購買服

務，並享有 之剩餘。 PU ˆˆ −

準此，在何種情況下，E 才有機會參進市場？答案是：當

時。上述條件經移項後，亦可改寫成： PUPU ˆˆ −≤−

)ˆ(ˆ UUPP −−≤ .               (1) 

此式之意義為： E 對其服務所訂定之價格 P̂ 必須低於某一個上限

P ，才能如願參進市場。而此一市場參進的價格上限，根據(1)式其

定義為： 

)ˆ( UUPP −−≡ .              (2) 

上式中的 可以解釋為UU ˆ− M 之服務相對於E 之服務所具備的「品質

優勢」。所以E 的參進價格上限實則等於M 的訂價扣除其品質優勢以

後的差額。如果M 的品質優勢不存在，則 E 的參進價格上限即等於M

的訂價；如果M 的品質優勢為負值（即M 之服務不具備品質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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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居劣勢時），則 E 的參進價格上限就會高於M 的訂價。 

E 的訂價如果小於參進價格上限就有機會進入市場，但是 E 卻

不一定願意進入市場，除非 E 進入市場以後的利潤大於 0。現因 E 的

利潤就等於訂價減成本，所以只有當 0ˆ ≥− CP 時，E 才有機會和意願

參與競爭。現將 P 的定義式代入上式，並經移項與整理後得到下述

條件： 

)ˆ(ˆ UUCP −+≥ .              (3) 

上式即為新業者參進市場的充要條件。此條件的經濟意義為：如果M

的訂價高於 E 的成本加上品質優勢，則 E 將參與競爭。此即本章分析

所得到的第一個命題。 

[命題一] 若M 的訂價高於E的成本加上品質優勢，則 E 將參與競爭。 

從這項命題不難引申出幾點經濟涵意：第一，M 的訂價愈高，E

的參進可能愈大；第二，E 的成本愈低，E 愈有可能參進；第三，M

的品質優勢愈低，E 的參進可能性就愈大。而此皆為常識，無足為奇。 

 第三節  參進不足與過度參進 

真正值得關心的問題是：從整體經濟利益的觀點而言，是否會發

生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現象。事實上，這兩種情況皆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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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M 為獨占經營的狀況下，整體經濟利益等於 ，但

是當

CU −

E 參進後，整體經濟利益變成 。設若 ，則CU ˆˆ − CUCU −≥− ˆˆ E

參進市場可以提高整體經濟利益；反之，則會降低整體經濟利益。此

式經整理及移項後，就得到下式： 

)ˆ(ˆ UUCC −+≥ .              (4) 

上式即為新業者參進市場有助於提高整體經濟利益的充要條件。此條

件的經濟意義為：如果M 的成本高於E 的成本加上品質優勢，則 E 參

與競爭對社會有益。此即本章分析所得到的第二個命題。 

[命題二] 若M 的成本高於E的成本加上品質優勢，則 E 參與競爭將有

助於提高整體經濟利益。 

比較 [命題一]及 [命題二]以後，不難發現下述事實：當M 的訂

價偏離成本（ CP ≠ ），亦即，當M 沒有採取邊際成本訂價法（marginal 
cost pricing）時，就容易會發生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情況。 

具體而言，所謂「參進不足」係指： E 參進市場能提高整體經

濟利益，但是基於私益考量，E 不會進入市場。此一情況的發生條件

是： 

CUUCP ≤−+< )ˆ(ˆ .                (5). 

在上述條件下，(3)式不成立，所以根據[命題一]，新業者不會進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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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但是(4)式是成立的，所以根據[命題二]，新業者應該參進市場。

結果是私益戰勝公益，因此以利潤極大化為目標的新業者，在理性選

擇下，將不會參與競爭，如此即形成參進不足的現象。 

反之，所謂「過度參進」係指： E 基於私益會參進市場，但是其

參進卻會降低整體經濟利益。此一情況的發生條件是： 

CUUCP >−+≥ )ˆ(ˆ .                (6)  

在上述條件下，(3)式成立，所以根據 [命題一]，新業者會參進市場；

但是(4)式不成立，所以根據 [命題二]，新業者不應該參進市場。結

果還是私益戰勝公益，因此以利潤極大化為目標的新業者，在理性選

擇下，將會加入競爭並造成整體經濟利益之下降，如此即形成過度參

進的現象。 

綜合本節之分析，下述命題成立： 

[命題三] 若M 沒有採取邊際成本訂價法(即 CP ≠ )，就容易會發生

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現象。當(5)式成立時，市場為參進不足；當(6)
式成立時，市場為過度參進。如果 ，則新業者

會參進市場，而且其參進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 
)ˆ(ˆ UUCCP −+>≥

第四節  從理論到實際狀況 

前述分析顯示，邊際成本訂價法是社會的「最適訂價法」（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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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ing）。因為[命題三]隱含：當 CP = 時，市場既不會發生參進不足

的現象，也不會發生過度參進的情形。但是對許多公用事業而言，邊

際成本訂價法是行不通的訂價策略。原因是： 

一、 公用事業通常具備規模經濟之特色，若採行邊際成本訂價法

會導致虧損。所以公用事業大多採行平均成本訂價法（average 
cost pricing）。 

二、 政府為了達成特定的社會公平目標，通常會要求公用事業以

交叉補貼的方式提供服務。例如，為了平衡城鄉差距，電信

費率必需全國一致，所以電信事業必須以城市的盈餘補貼鄉

村地區的虧損。又如，為了普及化電信服務，要求低訂市話

費率，再以較高的長途或國際通信費率作內部交叉補貼。 

如此一來，一旦開放公用事業之市場，由於既有的業者原先並沒

有採取邊際成本訂價法，所以勢必產生市場參進不足與市場過度參進

的現象。最常見的情況是：新業者爭著進入訂價高於邊際成本的市場

（例如，國際通信市場）；卻對那些訂價低於邊際成本的市場（例如，

偏遠地區的市話市場）棄之而不顧。因此，高利潤的市場，有過度參

進之熱潮；而被補貼的市場，則參進不足。整體經濟利益非但沒有因

為市場的開放而提升，反而因為新業者的不當參進與不參進而降低。 

更嚴重的是，既有業者原本以交叉補貼維持損益平衡，但是在市

場開放後，高利潤的業務迅即流失，政策性補貼的業務則繼續經營，

使得既有業者的損益無法再獲平衡。而其結果則有三種可能：第一種

可能是，既有業者因為不堪賠累而退出市場；第二種可能是，政府放

棄補貼政策，任弱勢族群自生自滅；最後一種可能是，既有業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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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支援，然後繼續經營被補貼的業務。 

 

第五節  政策分析 

參進不足與過度參進都是一種市場失靈的現象，所以政府可以用

租稅或補貼去進行校正。此時，政府對每單位服務應該課徵或補貼

元的稅金： 
t

CPt −=                    (7) 

當 時， ，此代表課稅；當CP > 0>t CP < 時， 0<t ，此代表補貼。 

經過課稅或補貼後，每單位服務的市場價格P 雖然維持不變，但

是新業者的單位收入卻變成 tP − ，由於(7)式的關係， 實則等

於 。現將(3)式中的

tP −

C P 以 tP − 替之，再以 替代C tP − ，則(3)式就變

成了(4)式。換言之，經過課稅與補貼後，新業者的私益會與社會之

公益一致：只要有業者參進市場，必然有益於整體經濟利益，不再發

生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現象，。 

關於 的性質，首先必須注意的是： 剛好等於既有業者的利潤

損失。亦即，既有業者因新業者之參進而損失的利潤，就是新業者理

應支付的稅金。事實上，這項原則就是 Baumol 與 Sidak （1994a,b） 
所提出的「有效因素訂價法」（Efficient Component Pricing Rule，簡

寫成 ECPR）。對於此項原則，下文將作更深入的分析。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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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性質是： 可以由政府收取後，再轉交給既有

業者，也可以由新業者直接交付給既有業者。無論如何， 都應該歸

既存業者所有。這項頗令人驚訝的性質，透過 Armstrong(2001) 所舉

的範例，可以獲得清楚的解釋。Armstrong 的範例如下： 

t

t

   城市地區 鄉村地區 

電信用戶數  20m 10m 
M 之成本  $ 50 $ 200 
M  之費率  $ 100 $ 100 
M  之利潤  $ 1bn -$ 1bn 

應課之稅額  $ 50 -$ 100 

表 2.1  Armstrong 之範例 

假定M 為全國提供市話服務，城市地區的用戶有二千萬門，鄉村

地區則有一千萬門。城市地區的成本較低，每條市話用戶線的成本為

50 元，但是鄉村地區的成本較高，每條用戶線的成本為 200 元。由

於普及化服務的政策要求，所以市話無分城市或鄉村，每月之費率皆

為 100 元。因此，M 在城市地區可以獲得十億元的利潤，但是在鄉村

地區則虧損十億元。經過內部交叉補貼後，M 的損益兩平。 

設若E 獲准經營市話業務，則在自由放任的情況下，E 只會經營

城市地區的市話業務。所以M 將喪失城市地區的十億元利潤，以致無

法繼續提供鄉村地區的市話服務。現若規定每經營一條城市地區的用

戶線就應該繳交 50 元的「稅金」給M ，每經營一條鄉村地區的用戶

線則可向M 領取 100 元的「補貼」，此時E 的參進將符合整體經濟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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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而鄉村地區的市話業務也會有人繼續經營。 

綜合而論，如果新業者是藉市話用戶迴路細分化進入市場，則既

存業者提供其樞紐設施給競爭者所應收取的租金，就等於放棄該條用

戶線所蒙受的損失。在 Armstrong 的範例下，城市地區用戶線的每月

租金應該等於 50 元，而鄉村地區用戶線的租金則是「每月領取 100
元的補貼」。此即 ECPR 訂價法。 

設若樞紐設施的租金係按照成本計價，城市地區為 50 元，鄉村

地區為 200 元，則新業者只會租用城市地區的用戶線(因為每條線可

賺 50 元)，而不會去租鄉村地區的用戶線(因為每條線將虧損 100 元)。
所以樞紐設施的租金不能按照成本計價。 

[命題四] 樞紐設施的租金不能按照成本計價，應該按照 ECPR 訂價。 

第六節  一般化分析 

前述分析隱含假定，新業者與既有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是完全替代

品，所以新業者在市場上多得到一個客戶，既有業者就會減少掉一個

客戶。如果新業者所提供的服務雖然可以替代既有業者的服務，但是

兩者並非完全替代品，甚且是互補品時，結論會有何差異？此即本小

節所欲分析的問題。這項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如果新業者要求的是樞

紐設施「共用」，而非「專用」，則既有業者並不會因此就失去樞紐設

施影響所及的所有市場。此時，樞紐施係「分租」給競爭者，而非「租

斷」給外人，其租金當然應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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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分析分租的情況，令 X 與 X̂ 分別代表既有業者與新業者的市

場需求量。消費者從這兩種服務所能獲得的消費者剩餘為

，根據包絡定理（envelope theorem），)ˆ,( PPV XVp −= ，且

。如果新業者不只一家，彼此競爭的結果將導致超額利潤

為零，所以

XpV ˆˆ −=

P̂ 會等於其成本 加上租用樞紐設施的租金 ，亦即，

。在此情況下，整體經濟利益W 可以定義為：消費者剩餘、

租金收入與既存業者之利潤的總合。亦即，

Ĉ t

tCP += ˆˆ

  

).ˆ,()()ˆ,(ˆ)ˆ,( tCPXCPtCPXttCPVW +−++++=     (8) 

式中的第一項是消費者剩餘，第二項是租金收入，第三項是既存業者

的利潤。由於假定新業者沒有超額利潤，所以其利潤為零，故不出現

在W 的定義式中。其次，在上式中，凡應以 P̂ 表示的地方，皆以

替代，如前所述。最後，

tC +ˆ

X 與 X̂ 都應該是 P 與 P̂ 的函數，所以表示

如上式。 

租金的訂定應該以極大化W 為目標，所以取W 對 的第一階微

分，然後從

t

W 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可以解得下述條件式： 

)( CPt −= σ                   (9) 

式中之σ 定義為： 

).ˆ/( ˆˆ PP XX−=σ               (10) 

σ 的意義是：市場上每增加一單位對新業者之服務 X̂ 的需求，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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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多少單位對既存業者之服務 X 的需求。所以σ 是新、舊兩種服務

間的替代係數：在完全替代的情況下，σ 等於 1；在不完全替代的

情況下，σ 介於 0 與 1 之間；在兩相獨立的情況下，σ 等於 0；在

互補的情況下，σ 小於 0。 

準此，可以將(9)式視為一個一般化的 ECPR 訂價法則。當新、

舊兩種服務是完全替代時，租金即等於既存業者的利潤損失，此時(9)
式退化成(7)式。但是當兩種服務為不完全替代時，租金就應該小於

既存業者的利潤損失。最後，當兩種服務非但不是替代品，反而是互

補品時，租金應該是負值，因為新業者所提供的互補性服務有助於擴

大既存業者的市場需求。 

第七節  綜合說明 

本節之分析指出既存業者在實務上很難採取邊際成本訂價法，所

以市場一旦開放，就容易產生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現象。因此，為

了整體經濟利益著想，管制者應該以租稅或補貼政策彌補過度參進與

參進不足的問題。 

在制度設計上，新業者如果需要既存業者提供樞紐設施才能進入

市場，則樞紐設施的租金不能按照成本計費，而應該根據「有效因素

訂價法」(ECPR)計收。在此項訂價原則下，如果新業者是以「租斷」

的方式租用樞紐設施，則其租金必須等於既存業者所喪失掉的利潤；

如果新業者是以「分租」的方式與既存業者共用樞紐設施，而且新業

者每增加一單位的銷售量，舊業者因此減少的銷售量少於一單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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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租金應低於「租斷」時的租金。換言之，當新、舊業者所提供的

服務或商品，其替代性愈低時，樞紐設施的租金應該愈便宜。 

以油品市場而論，在中正機場為航機加油的油管是樞紐設施，新

業者需要中油提供機場油管才能參進市場，但是新業者每增加一單位

的發油量，中油就會減損一單位的油品市場，亦即兩者所提供的油品

實為完全替代品。在此情況下，新業者所應支付的機場油管租金，理

應等於中油的利潤損失。 

以電信市場而論，如果市話用戶迴路是樞紐設施，則當新業者要

求租斷一條市話用戶線以提供固網服務時，中華電信即喪失繼續經營

該條市話用戶線的利潤，所以租金應該等於是項損失。但是當新業者

要求共用市話用戶線以提供 DSL 服務時，中華電信照常可以提供語

音服務，所以租金理應低於用戶線被租斷的情形。 

分析至此，關於樞紐設施的租金應如何訂定一節，似乎已經有了

一個清晰的輪廓。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世界各主要國家市話用戶

迴路開放的情形，以及相關費率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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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電信市場瓶頸設施爭議 

第一節  民營固網業者對開放用戶迴路之意見3

一、為何要開放用戶迴路 

（一）配合國家政策 

1. 「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中揭櫫：引導電信事業由「由基

礎建設為中心之競爭」逐步邁向「由服務為中心之競爭」。故

應以國外電信先進國家實施多年之用戶迴路細分化為參考，

以瓶頸設施共用之方式，處理用戶迴路細分化之議題。 

2. 行政院「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有關數

位台灣計畫之目標：六年之內 600 萬戶寬頻到家，打造台灣

成為最 e 化的國家。 

（二）符合國際趨勢 

1. 2000 年 2 月歐盟報告指出，新進業者重複佈建既有業者的全

部市內用戶迴路設施並非經濟可行，亦無法於合理時間佈建

完成。而替代網路(CATV、WLL)則無法提供相同功能及普及

                                                 
3 本節係根據計畫主持人與台灣固網、東森寬頻、速博等三家民營固網業者，於 2002 年 6 月 28
日所舉辦的「開放用戶迴路研討會」之簡報資料及會議間之討論整理而成。此節之內容，其文責

由本計畫主持人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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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建議各國監管機關應以更主動積極方式推展市內用

戶迴路。 

2. 2000 年 3 月，歐盟於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決議，開放用

戶迴路使用權為優先推動的項目，以加速逹成「數位知識經

濟」。 

3. 歐盟規定（Regulation 2000/185）各國市場主導者必須於 2000
年 12 月底前開放其用戶迴路。 

（三）用戶迴路的建置困難度遠高於建置骨幹基礎網路 

1. 埋設用戶迴路專用管路因路權主管機關動輒要求業者共構、

申挖路權限制及申挖期間行政作業程序繁瑣費時，致無法立

即滿足用戶的需求時程，使業者喪失競爭力。 

2. 纜線自鄰近集線室引進至用戶端時之三大問題：(1) 因無用戶

迴路管路，纜線必須附掛經過其他建築物外牆時，因其外牆

所有權人不同意附掛，致使纜線無法順利延伸至用戶端。(2) 
由於建築物外牆無法附掛，纜線被迫必須延邊溝暫掛，但經

常因暫掛數量過多問題，遭環保單位以影響排水為由予以清

除，致使纜線經常發生斷線，影響供裝服務品質甚鉅。(3) 近

兩年來部份縣市大規模進行人行道或邊溝整修，造成許多纜

線既無法附掛外牆亦無法暫掛邊溝，形成纜線無路可走的環

境。 

3. 纜線引進大樓用戶屋內時之二大問題：(1) 常因大樓無引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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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管委會或所有權人不同意纜線引上附壁於其外牆，致使纜

線無法順利引進至用戶屋內完成供裝。(2) 因建築物未設置電

信室或其配線總箱已滿載，或無其他空間可收容引進纜線等

問題。 

二、開放用戶迴路之重要性 

（一） 開放用戶迴路可加速資訊化社會之實現：開放用戶接取競爭

可刺激網際網路（Internet）的普及、電子商務與互動應用的

發展，而此皆為邁向「新經濟」（new economy）之要素。 

（二） 達成「數位台灣計畫」之必要條件。 

三、用戶迴路開放成功與否之關鍵要素 

（一） APEC Tel24 會議宣達 「市內用戶迴路細分化能否成功，取

決於強有力的法規介入和要求既有業者以公平合理的條件

提供其基礎網路建設」。 

（二） 英國主管機關因介入不足所導致的失敗經驗，進一步證明制

定相閞法規要求既有業者開放用戶迴路之必要性。 

四、開放用戶迴路之方式 

（一）法定實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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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法規，開放用戶迴路屬商業協商範疇。 

2. 依現行業者諮商經驗，此曠日費時，甚難達成協議。 

3. 國外經驗：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南韓等均以行政命令

或立法明確訂定實施日期。 

（二）兩種開放方式 

1. Full unbundling：將銅軸雙絞線出租予新進業者，由新進業者

獨家使用，並擁有全部用戶迴路與客戶關係之控制權。 

2. Line sharing：既有業者繼續提供基本電信服務，而由競爭者

利用自己的 xDSL 數據機來提供寬頻服務。 

（三）機房共置問題必須訂定配套措施。 

五、台灣開放用戶迴路現況 

（一）雖然行政院 NICI 小組、公平會與電信總局皆建議將用戶迴路

列入瓶項設施，但至今交通部尚未將用戶迴路公告為瓶頸設施。 

1. 依據行政院 NICI 小組於 91 年 3 月 27 日召開國家管道政策會

議之決議，應將市內用戶迴路公告為瓶頸設施。 

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亦曾建議交通部將市內用戶迴路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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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設施。 

3. 交通部電信總局則建議： 

(1) 待新進業者之市場占有率達 35%時，取消開放用戶迴路。 

(2) 新進業者之建設許可到期（六年），亦取消開放用戶迴路。  

(3) 於三大都會區之市內用戶迴路先行列為瓶設施。 

（一） 中華電信雖同意開放用戶迴路，但出租價格依據「市內專線

費率」收費（最低收費 200 元，每超過半公里加收 40 元），

且其定義之用戶迴路為市內交換局至接線箱，而非至最終的

客戶端。 

（二） 用戶迴路乃指「連結用戶端與電信業者市內交換局或對等之

設施，亦即是所謂之 last mile (to the customer)」，因此，中華

電信依據「市內專線費率」計價，並不符合用戶迴路之定

義 ，因此，除應成本計價外，更應以市內電話資費（A1: 月
租費 70 元，免費撥打市內電話 25 元）為出租價格之上限。 

六、各國對於市內用戶迴路計價相關規定 

（一） 美國：依據 FCC 規定，應按全元件增資成本計價（TELRIC），
價格必須經各州主管機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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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國：2001 年 6 月，法國電信主管機關 ART 對法國電信「最

後通牒」要求徹底開放市內用戶迴路，並應以成本計價，ART
並訂定市內用戶迴路之價格上限。 

（三） 德國：市內用戶迴路價格由德國電信訂定，並需經過主管機

關審核通過。英國：英國主管機關 OFTEL 於 2000 年 5 月公

告市內用戶迴路必須以成本計價。七、對機房共置問題之意

見 

（一）共置現況： 

1. 民營固網業者與中華電信互連協商中，曾多次提出共置之要

求，並提出各種可行之互連模式，中華電信均以無空間可供

共置為理由拒絕提供共置。 

2. 共置之種類： 

(1) 實體共置（Physical collocation） 

a. 所謂實體共置是指提供指定之封閉空間租予其他電信業

者裝設傳輸設備的一種業務，裝設空間限於標準化的空間

規格中。 

b. 要求共置者擁有及負責其接至 POI 之光纜設備的同步、

警訊（Alarm）、監視及維修。 

c. 被要求共置者僅負責提供接至其終端點 POT( Poi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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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ion)之纜線設備。 

(2) 虛擬共置（Virtual collocation）:指提供其機房空間供其他

電信業者裝設傳輸設備之一種業務，要求共置者需負責提

供基本之傳輸設備，被要求者則負責施工維修該設備。 

(3) In-span：在機房周邊（牆內或牆外）搭蓋小屋或裝機箱，

並具有電力空調設施空間及方便進出維運之功能。 

八、市內用戶迴路之出租金額應以成本計價 

（一） 依據『第一類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第十六、十七條

網路瓶頸設施者，其費率應按成本計價。 

（二） Groebel 和 Schnepfleitner（2000）提出：FL-LARAIC 方式是

增進市場競爭的唯一作法。（用戶迴路成本計算原則：長期

增資成本法（FL- LRIC + markup）），依完全分類歷史成本法

（FDHCs）計算出來之 retail customer monthly line，應是 ULL
價格之上限。因為 ULL 是 wholesale，同時，其成本與取得

一般用戶之成本有所不同。 

 

九、民營固網業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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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立即公告用戶迴路為瓶頸設施，並明訂市內用戶迴路開放實施

時程。 

（二）機房共置之強制性執行(含時程和收費標準)，尤以三大都會區

為優先。 

（三）市內用戶迴路應以成本計價，但需扣除行銷、客服、帳務與維

運等成本，以符合實際市內用戶迴路之租用成本。 

1. 業者自行建設用戶迴路之成本價格：100 元 

2. 可接受中華電信供租用戶迴路上限價格：70 元 

3. 明確規範機房共置之必要項目：主管機關將共置之相關議

題，例如，共置所需最小空間、共置所需協商之項目與時程

限制以及因共置而產生之費用收費標準等項目明確規範，以

確保公平競爭機制。 

十、民營固網業者期望之用戶迴路租用方式 

（一） 儘速公告，將用戶迴路列為瓶頸設施：雖然交通部電信總局

已建議交通部將市內用戶迴路納入瓶頸設施，但至今交通部

尚未將用戶迴路公告列為瓶頸設施，因此，懇請交通部儘速

公告，將用戶迴路列為瓶頸設施。 

（二） 用戶迴路出租價格，應依成本計價：用戶迴路乃指「連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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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端與電信業者市內交換局或對等之設施，亦即是所謂之

last mile (to the customer)」，因此，用戶迴路出租價格應包含

市內交換局至用戶端之線路。中華電信雖同意開放用戶迴

路，但其出租價格依據「市內專線費率」收費（最低收費 200
元，每超過半公里加收 40 元），而依非市內電話月租費計價。 

（三） 依據『第一類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理辦法』第十七條屬網路

瓶頸設施者，其費率應按成本計價。 

第二節  中華電信之意見4

一、對用戶迴路商業協商之觀點 

依國營事業管理法第四條規定：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

事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力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本公司仍為

國營事業，仍須從為股東創造利益之商業角度經營企業。現本公司主

要股東為交通部，分派股利時，可為國家增加收入。如以行政手段迫

使本公司接受不合理之商業條件，將直接衝擊本公司之盈餘，間接造

成國庫收入短少。 

網業者間關於用戶迴路之談判，係屬雙方間就其經營商業利益取

得平衡點，不應以公權力逼使某一方就範。 

                                                 
4 本節係根據計畫主持人與中華電信公司於 2002 年 7 月 16 日所舉行的座談會之簡報資料及會議

間之討論整理而成。本節之內容，其文責由本計畫主持人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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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用戶迴路及細分化之定義 

用戶迴路係指電信網路架構之雙絞銅線，由市話交換機房或集線

器之配線架至用戶端設備所構成之電路稱之。我國用戶迴路之屋內迴

路部分於七十九年七月規定得由用戶自備，其產權非屬本公司所有。

屋內段之市內用戶迴路因須穿過建築物牆內之配管，針對無法擴充纜

線的建築物，其屋內段之用戶迴路是瓶頸所在，已於 91 年 2 月由交

通部宣告為瓶頸設施。 

市話用戶迴路細分化係指電信主管機關要求既有電信業者，將其

所擁有之市話用戶迴路提供出來， 以供新進電信業者租用。 

三、對新進業者電信網路建設情形之評估 

民營固網開臺迄今，其在管道建設上之數量估計在全區所挖掘管

道長度已近二千公里，其中大部分偏重在較發達之都會區之主要幹線

連網及新社區或大客戶與大企業銜接，至於較不發達地區之管道迄未

發現從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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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度  
(公里) 

台固 東森 新世記 其他  
(行動) 

北區 1,009  380 216 413  

中區 535  167 83 167 118  

南區 448  178 94 176  

合計 1,992  725 393 756 118  

表 3.1  民營固網業者在全台挖掘道路長度概估 (統計至 2002/6) 

資料來源：中華電信 

大樓電信室，固網業者已進駐者合計約為 331 處，自行租屋建設

電信室約有 220 處之多，其中以北區所佔居多，顯見業者之目標仍在

都會區公司型態之商業大樓之網路建設。 

綜觀上述，業者之連網之網路建設，已相當普及，又由大客戶及

電信室之建設情形可看出，業者並非無法建設，而係選擇性建設，實

乃不為而非難為也。 

四、立法機關對新業者建設網路之要求 

91 年 6 月 7 日立法院通過電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通過附

帶決議共五項，其中第三項為「應嚴格要求民營業者必須提出相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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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之進度時程與事實，並經主管機關認定後，始得爰用相關條文

對市場主導者加諸不對稱管制，方符合固網開放建設『替代網路』之

宗旨」。 

五、新進固網業者之訴求 

固網業者建設網路時所遭遇之困難，乃在於各地方政府（路權主

管機關）對於電信管線之施工、附掛，各行其政，收費不一，導致固

網業者在申請程序上曠日費時，並須負擔龐大的路權費用，建設成本

大幅增加。(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委員會（NICI）「國家電信管   
道政策」草案中之「背景說明」) 

此外，各業者請求政府協助，要求各擁有管道之單位開放管道供

其使用，並要求將中華電信之市內用戶迴路宣告為「瓶頸所在設施」。  

六、何謂「瓶頸所在設施」 

依「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十七條規定：「瓶頸所在設施」

至少應具備「無法於合理期間自行建置」或「無其他可行技術替代」

之要件。「瓶頸所在設施」界定之建議權及核定權，分別屬於電信總

局及交通部。已列瓶頸設施項目計有：電信室、引進管、橋樑、隧道

管道、建築物大樓垂直、水平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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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室內用戶迴路不宜列為「瓶頸所在設施」之理由   

（一） 違背電信自由化政策目標：政府推動電信自由化政策，主要

目標之一是發展中華電信以外之通信「替代網路」（alternative 
network）及「網路多元化」。此乃要求新進業者必須具備 400
億實收資本額，以及在六年內完成建置一百萬用戶電信網路

之理由，迄今政府並未修訂該政策目標。 

如將市內用戶迴路宣告為瓶頸所在設施，各業者經由中華

電信之用戶網路提供用戶服務，不再構建自有網路，則「替

代網路」之建設將無法實現，實與政府開放之政策目的相違

背。 

（二） 不符『瓶頸所在設施』要件： 

1. 業者在各大都市繁忙道路所挖掘幹配管道亦已達 2000 公里左

右，就事實面而言挖埋管路並未如業者所言之困難。 

2. 中華電信 90 年度挖埋案約 1800 件，各業者來共同參與埋管

之路段僅 20 件，可見道路並非無法挖埋，而係其選擇對象建

設之心態所致，非不能為。 

3. 當今通信科技技術相當發達，可替代技術繁多，如無線市內

用戶迴路（wireless local loop）等替代技術均相當成熟。(據悉

我國新進三家固網業者亦有所採用；況且 CATV 之網路技術

也能夠提供電話語音與寬頻服務。)故市內用戶迴路與「瓶頸

所在設施」要件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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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已努力提供多項協助措施： 

1. 雨水下水道附掛：已在各大都會區實施中。 

2. 建築物壁掛：相關施工工法，已審核中。 

3. 電信管道共構：有關管道共構辦法已頒行。 

4. 管道短期租用：管道短期租用辦法已頒行供租。 

5. 台北市人行道管道出租。 

在政府協助下，業者已能順利自建其市內用戶迴路；惟業者在全

區仍採選擇性建設其市內用戶迴路並連接至用戶，本質上從未計畫性

地建設寬頻用戶迴路。故如將市內用戶迴路列為「瓶頸所在設施」，

將直接衝擊國家替代網路建設時程，更有圖利財團之嫌。 

八、中華電信與民營業者協商情形 

三家新進固網業者中，僅速博正式向中華電信提出租用市話迴路

要求。中華電信已與速博進行二次協商：第一次於 91 年 6 月 12 日，

第二次於 91 年 6 月 19 日。另第三次協商，中華電信已連續通知三次，

惟新業者均未再回應。 

目前除費率及線路傳輸速率外，雙方已獲致若干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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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華電信之綜合意見 

（一） 用戶迴路之租用，應由用戶提出需求，再由業者間相互        
協商，如協商不成，再以行政調處為備位手段。用戶迴路之

租用，應由業者就租用範圍、租用方式、租金計算方式、迴

路銜接與頻譜干擾等工程技術及障礙維護問題進行協商，該

等內容均屬租用條件之一部份，應由業者協商解決。如業者

就租用條件經協商後仍無法達成協議，得請求電信總局調處。 

（二） 中華電信對於寬頻網路之建設及服務推展，不遺餘力，使我

國寬頻服務之普及已名列前矛，達世界第二名之水準，與歐、

美當初推行市內用戶迴路開放之背景，迥然不同。租用市內

用戶迴路事宜係業者間之商業行為，主管機關實不應於業者

進行商業協商之際，考慮宣告市內用戶迴路為瓶頸所在設施。  

（三） 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FCC於1999年規定電信既有業者以折扣

出租既設網路供競爭對手共享。此一規定遭巡迴上訴法庭質

疑，認為該規定會否壓抑電信自由競爭，且認為既有業者不

必出租全部網路零組件，而判決 FCC 之規定無效（2002 年 5
月 24 日）。可見用戶迴路之開放與否，在電信發展先進如美

國者，亦重新獲得省思；而我國如僅考量新業者之因素，進

一步將市內用戶迴路宣告為瓶頸所在設施，是否得宜，實有

待主管機關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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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結構設計與瓶頸設施問題 

第一節  垂直分割與整體經濟利益 

台灣在電信市場開放之初並未對中華電信公司進行垂直切割，所

以中華電信擁有行動、市話、長話與國際網路，而新進的固網業者則

希望開放用戶迴路，以便參進市話市場。現若於電信自由化之初，即

對中華電信進行垂直分割，並將市話用戶迴路劃分出來成立一家獨立

的公司，則今日所面對的用戶迴路開放問題是否會有所改觀？此項問

題可以用下述範例來回答。 

假設市場上有兩家固網業者，這兩家業者都沒有市話用戶迴路，

但是市場上另有一家獨立的市話用戶迴路經營者，稱為「基礎網路公

司」，它擁有全部的市話用戶迴路。因此，這兩家固網業者若欲經營

市話業務，即需向基礎網路公司租用市話用戶迴路。現在令每一條用

戶線的成本是 1 元，而租斷一條用戶線經營市話業務能給第一家固網

業者帶來 10 元的收益，但是只能給第二個固網業者創造 5 元的營收。

所以固網一比固網二有效率，因為固網一所能創造的市場收益較高。 

現在的問題是：基礎網路公司如何決定其市話用戶線的租金？此

可分成兩種情況來討論：情況一，基礎網路公司是民營業者，故以追

求利潤極大化為目標；情況二，基礎網路公司是國營事業，故以追求

整體經濟利益極大化為目標。 

首先，就情況一而言，基礎網路公司應該將用戶線的租金訂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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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10 )元，其中ε 是一個可以為任意小的正實數。在此一租金下，固

網一每承租一條用戶線，即可得ε 元之利潤，但是固網二每承租一條

用戶線，將損失 ( ε−5 )元，因此固網一是唯一的用戶線承租者。此時，

基礎網路公司每線可得 ( ε−10 )元的租金，此租金在扣除1元的成本

後，每條線的利潤是 ( ε−9 )元，且當ε 趨近於0時，利潤到達最高水

準。結論是：民營的基礎網路業者會將租金訂為10元，而較具經營效

率的固網一是市話用戶迴路的唯一承租者，此時之整體經濟利益為9

元，並全歸基礎網路公司所有。 

其次，就情況二而言，國營的基礎網路公司既然追求整體經濟利

益極大化，就應該將用戶線租予固網一。此乃因為，固網一每租用一

條用戶線可以創造10元的收益，而租予固網二只能創造 元的營收。

換言之，在扣除1元的成本後，用戶線租予固網一可以創造 元的整

體經濟利益，而租予固網二只能獲得 元的整體經濟利益。至於透過

何種機制出租才能達成整體經濟利益極大化之目標？事實上，可能的

機制有兩種，第一是由基礎網路公司訂價出租，第二是競標。 

5

9

4

先就第一種機制而言，基礎網路公司應該將租金訂為( δ+5 )元，

其中 50 ≤< δ ，而固網一會承租用戶線，因為每線可得 05 >−δ  之利

潤，但是固網二不會承租用戶線，因為每線將損失δ 元。結果是：基

礎網路公司收到( δ+5 )元的租金，此租金在扣除成本1元後，繳交給

國庫的是 ( δ+4 )元，至於固網一則獲利 ( δ−5 )元。現在加總繳庫的

金額和固網一的利潤共計 元，其為整體經濟利益之最高水準。 9

次就第二種機制而言，固網一應該將標金訂為( δ+5 )元，並順利

得標。此時的得標金在扣除用戶線成本1元後，基礎網路公司繳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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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的金額是 ( δ+4 )元，而固網一則獲利 ( δ−5 )元。結算下來，繳

庫的金額加上固網一的獲利亦為 元，並達成整體經濟利益之最高水

準。 
9

總結上文之分析，無論基礎網路公司所追求的是利潤極大化或整

體經濟利益之極大化，用戶線皆應由較具效率的固網業者承租，而且

其所對應的整體經濟利益都能達成最高之水準。當基礎網路公司的目

標變化，或出租之機制改變時，只會影響固網業者與基礎網路公司（或

國庫）之間的利潤分配，不會影響整體經濟利益的總金額。此一結論

非常重要，但是無足為奇，因為這不過是「Coase 定理」的重複證明

而已。 

 

第二節  有效因素訂價法與整體經濟效率 

延續前節之分析，本節將證明「有效因素訂價法」亦能達成整體

經濟利益之極大化，並自動淘汰掉無效率的經營者。 

現仍以上節之數字為例，但是假定市話用戶迴路並未被切割成一

家獨立的公司，而是附屬於固網一或固網二之下，所以有兩種情況應

該分別討論：一是，固網一（有效率之業者）擁有市話用戶迴路的情

況；二是，固網二（相對無效率之業者）擁有市話用戶迴路的情形。 

首先，就固網一擁有市話用戶迴路的情況而言。根據有效因素訂

價法，每一條用戶線的租金應該等於固網一自己利用該條用戶線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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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的市場收益值，即等於 10 元。5在此一租金水準下，固網二無

意承租任何一條用戶線，因為「入不敷出」。是知，只有固網一能藉

用戶迴路經營市話業務，並達成整體經濟利益之極大化。 

設若強迫固網一以成本出租用戶線，即每條線路之租金為 1 元，

則固網二每租用一條線路，便可獲得 4 元的利潤，因此固網二願意承

租線路並進入市場。然而此為不當之參進，因為固網二每承租一條線

路只能創造 5 元的市場收益，但是將導致固網一損失 10 元的營收，

所以整體經濟會因此減少 5 元的利益。 

其次，就固網二擁有市話用戶迴路的情況而言。根據有效因素訂

價法，此時固網二之用戶線的租金應該等於 5 元，所以固網一會承租

所有的線路，並取代固網二成為市話業務的唯一經營者。此一參進可

以提升整體經濟利益，因為固網一每承租一條線路能創造 10 元的市

場收益，此扣除固網二所損失的 5 元營收後，每條線路最後可為整體

經濟增加 5 元的利益。 

準此，有效因素訂價法與垂直分割後的基礎網路公司一樣，皆能

達成整體經濟利益極大化之目標。更重要的是，採取有效因素訂價法

即能自動淘汰無效率的固網業者（在本範例中，固網二是無效率的業

者）。事實上，此項結論亦無足為奇，因為這不過是在重述 Baumol and 
Sidak（1994a,b）的發現而已。 

                                                 
5 當租金為 10 元時，固網一仍應負擔該條出租線路的 1 元成本。如果成本改由承租者負擔時，

則租金應為 9 元。事實上，無論成本由何方支付，固網一在有效因素訂價法之下的淨租金收入皆

等於 9 元。為方便說明起見，下文之分析均假定線路成本係由出租之一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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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根據本文之分析，擁有樞紐設施的事業在實務上很難採取邊際成

本訂價法，所以市場一旦開放，就會產生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現

象。因此，為了增進整體經濟利益，管制者應該以租稅或補貼政策彌

補過度參進與參進不足的問題。 

在制度設計上，新業者如果需要既存業者提供樞紐設施才能進入

市場，則樞紐設施的租金不能按照成本計費，而應該根據「有效因素

訂價法」（ECPR）計收。在此項訂價原則下，如果新業者是以「租斷」

的方式租用樞紐設施，則其租金必須等於既存業者所喪失掉的利潤；

如果新業者是以「分租」的方式與既存業者共用樞紐設施，而且新業

者每增加一單位的銷售量，舊業者因此減少的銷售量少於一單位時，

是項租金應低於「租斷」時的租金。換言之，當新、舊業者所提供的

服務或商品，其替代性愈低時，樞紐設施的租金應該愈便宜。 

以油品市場而論，在中正機場為航機加油的設備是樞紐設施，新

業者需要中油提供機場油管才能參進市場，但是新業者每增加一單位

的發油量，中油就會減損一單位的油品市場，亦即兩者所提供的油品

實為完全替代品。在此情況下，新業者所應支付的機場加油設施租

金，理應等於中油的利潤損失。 

以電信市場而論，如果市話用戶迴路是樞紐設施，則當新業者要

求租斷一條市話用戶線以提供固網電信服務時，中華電信即喪失繼續

經營該條市話用戶線的利潤，所以租金應該等於是項損失。但是當新

業者要求共用市話用戶線以提供 DSL 服務時，中華電信照常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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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語音服務，所以租金理應低於用戶線被租斷的情形。 

有效因素訂價法與垂直分割樞紐設施一樣，皆能達成整體經濟利

益極大化之目標。更重要的是，有效因素訂價法具備自動淘汰無效率

經營者的機制。 

準此，本文建議採取下述原則處理樞紐設施共用問題： 

（一） 樞紐設施之認定可以採行美國聯邦上訴法院的認定標準，即

「競爭者實際上不能或無法合理地另建該設施」，且「提供

該設施供競爭者使用係屬可行」者，應歸類為樞紐設施。 

（二） 樞紐設施獨占者在合理租金及租賃條件下，不當拒絕出租樞

紐設施供競爭者使用者，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一款之

虞。 

（三） 合理租金應依「有效因素訂價法」訂定之。 

在實務上，合理租金的認定可以根據下述步驟加以檢視： 

（一） 首先將競爭者要求開放的樞紐設施區分成「有排他性的樞紐

設施」及「無排他性的樞紐設施」兩類。所謂「有排他性的

樞紐設施」係指，設施為任何一家事業使用時，其他事業即

無法共用的設施；至於「無排他性的樞紐設施」則指，可同

時供多家事業共同使用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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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排他性的樞紐設施」依照「有效因素訂價法」，其租金

應等於：（1）樞紐設施所有人因為放棄使用該設施，所損失

的市場收益；減去（2）樞紐設施所有人因為放棄使用該設

施，所節省的成本。 

（三） 「無排他性的樞紐設施」依照「有效因素訂價法」，其租金

應等於：（1）樞紐設施所有人因為提供該設施與競爭者共

用，所損失（增加）的市場收益；加上（減去）（2）樞紐設

施所有人因為提供該設施與競爭者共用，所增加的成本。 

最後，由於各相關產業皆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以樞紐設施

開放問題及其爭議，不是公平會所能「獨占」解決的問題。因為，一

設施是否為樞紐設施？擬開放之樞紐設施是否具有排他性？以及，放

棄或共用該設施之使用權對樞紐設施所有人的市場收益與成本有何

影響？這些專業問題皆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比較利益」之所在，理

應由其評估與解答。 

準此，本研究建議公平會本諸上述原則，在審理樞紐設施開放案

件時，應先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並認定相關的專業技術與市場營

運資料，然後詳細考察各產業之相關法令與公平法的競合問題，於釐

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責任所在，以及該機關與公平會的權責分工

後，再作審議與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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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各國市話用戶迴路開放經驗6

第一節  各國情況 

世界各國的市話用戶迴路開放經驗，可以從美國、法國、德國、

英國、澳洲和南韓的情形觀之。表 A.1 是這些國家用戶迴路細分化和

DSL 的普及狀況。 

 
國 家 迴路細分化 

施行日期 
完全開放之線路

(2001年7月) 

分租之線路 DSL 線路 
(2001年7月) 

固網線路 
(2001年1月) 

美 國 1996 5,300,000  n/a 3,400,000  190,000,000 

法 國 2000 0  600 177,000  34,500,000 

德 國 1998 476,000    0 500,000  49,000,000 

英 國 2001 163    0 77,000  33,000,000 

澳 洲 2000       n/a n/a 40,000  11,000,000 

南 韓   3,300,000  16,700,000 

表 A.1  六個主要國家用戶迴路細分化之情形 

資料來源：FCC、EU、ECTA、RegTP、Ovum、Point Topic 

 

這些國家中的 DSL 大多是 ADSL，但也有使用其他技術者，此

即如表 A.2 所示。 

                                                 
6 本附錄節譯自OVU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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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DSL 型態 電   信   公   司 目    標    市    場 

ADSL 
AT&T, Bell South, Covad,  
Mpower, Qwest, SBC, Telocity, 
Verizon, WorldCom 

住宅區、電信工作者 
中小企業 

SDSL WorldCom 電信服務供應商、小型企業 

HDSL Qwest 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企業 

RADSL Qwest 企業 

美  國 

VDSL 小型地方性電信公司 住宅區、中小企業 

法  國 ADSL 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 
住宅區、企業 
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 

ADSL 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 住宅區、企業 
德  國 

SDSL First (Atlantic) Telecom, Colt, QSC 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 

英  國 ADSL BT, Kingston Communications 住宅區、企業 

澳  洲 ADSL Telstra, XYZed (Optus) 住宅區、企業 

南  韓 ADSL Korea Telecom, Hanaro Telecom 住宅區、企業 

表 A.2  六個主要國家 DSL 的推展情形 

資料來源：Telechoice, Point Topic, Ovum 
 
 
 

至於各國用戶迴路細分化政策、網路元件之價格訂定、機房共置

及其收費，以及網路分租情形，則於下述各節中分國分項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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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之情形 

一、用戶迴路細分化政策 

美國的用戶迴路開放政策係根據 1996 年的電信法，該法規定傳

統區域電信業者（ILECs，以下簡稱既有業者）必須提供互連給所有

提出要求的電信事業，對於網路元件之接取必須平等，在費率、租期

或其他條件上皆須遵守公平、合理及無差別待遇原則。 

惟新興區域電信業者（CLECs，以下簡稱新業者）認為既有業者

並未依法行事，因此曾向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FCC）多次提出控訴。

為杜爭議，FCC 反覆重訂用戶迴路細分化之規定。但是 1999 年 1 月

在聯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中，法院的見解轉而對既有業者有利，也

因此削弱了 1996 年電信法對於既有業者的約束力。 

在該項判決中，聯邦最高法院表示，既有業者必須租給競爭對手

的網路元件，僅限於對市場競爭有利，且拒絕出租將對競爭對手造成

傷害的元件。準此，聯邦最高法院要求 FCC 重新訂定區域性貝爾公

司（RBOCs）必須出租的網路元件清單。 

FCC 在聯邦最高法院的要求下，通過新的用戶迴路開放規則，其

規定如下： 

1. 新業者必須自己提供電話查號服務（directory assistance services）; 

2. 在前五十個業務稠密地區，既有業者無須提供市話電路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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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ircuit switching）給新業者; 

3. 除特殊情況外，FCC 不會要求既有業者開放用以提供高速網路連

線和其他數據服務的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es），至於寬頻局端

設備（DSLAMs）亦然。唯有在新業者無法於遠端終端機裝置設

備時，才會要求既有業者開放 DSLAMs。 

4. FCC 認定寬頻服務非屬市話服務競爭之所需，因此並非所有的元

件皆需折價出租給競爭對手。所以新業者必須自行投資更先進的

服務設備。 

5. 另一方面，FCC 則擴大市話用戶迴路的範疇，將副迴路

（sub-loops）、迴路配置（portions of loops），以及深光纖迴路（dark 
fibre-optic loops）包含在市話迴路的定義範圍內。 

二、價格訂定 

在用戶迴路互連和開放網路元件的費率計算上，FCC 裁定應採用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total element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以反應真正的成本。普及化服務之成本，則未計入收費。成本計算之

決定權在各州的電信監理機關，且因美國各州電信市場的規模與人口

密度不同，所以並未統一各州之費率標準。即使在同一州內，依地理

環境和人口密度的不同，收費標準亦有所不同。 

表 A.3 列舉了不同州和不同電信事業的實際收費標準，此份資料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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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地區人口密度之不同，迴路之租金從每月 10 美元到 40 美元以

上不等，平均價格是 14 美元，此與歐洲及世界其他各國的價格

水準相當。 

2. 新業者租用線路提供電信服務的平均利潤不高，即使是在高密度

地區亦然，至於低密度地區則常出現虧損。因此，對新業者而言，

要從語音服務來獲取利潤的機會有限。相形之下，推展 DSL 寬

頻服務，對新業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公 司(州) 稠密區 
迴路 
費用 

接埠 
費用 

交換(1000

分鐘/月)
總成本 

住宅平均

費率 
企業平均

費率 
每條線路

平均收益

SBC（加州） 

1 
2 
3 

10.03 
13.51 
25.53 

2.88 1.51 
14.42 
17.90 
29.92 

18.73 20.06 27.80 

BellSouth（佛州） 

1 
2 
3 

13.76 
20.13 
44.40 

1.62 0.88 
16.26 
22.63 
46.90 

18.07 41.89 33.87 

Verizon（紐約） 

1 
2 
3 

平均 

11.83 
12.49 
19.24 
14.81 

2.50 2.75 
17.08 
17.74 
24.49 

26.08 27.53 41.19 

SBC（德州） 

1 
2 
3 

平均 

12.15 
13.65 
18.98 
14.15 

1.94 
2.15 
3.25 
2.90 

2.12 
16.20 
17.92 
24.35 

19.53 44.07 33.65 

表 A.3  美國網路元件租金一覽表 (單位為：美元/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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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房共置 

根據新業者的說法，在美國機房共置很困難，原因是既有業者的

技術與工程要求太過嚴格，導致機房共置的談判既冗長又窒礙難行。

且既有業者顧及安全，要求將電信設備分開安裝，而機房每 90 平方

公尺的平均收費高達 30 萬美元，價格昂貴。針對此項抨擊，既有業

者的反駁是：許多電信機房實際上已無空間可以容納新業者的電信設

備。 

對此，FCC 表示，競爭對手可以檢視既有業者的設施，以決定是

否有足夠的空間放置設備。而既有業者則須將老舊的設備清空，移出

空間以供機房共置。 

儘管協商困難，但是在 1999 年 6 月，新業者在交換中心（switching 
center）的機房共置率，已從 1997 年年底的 30%，提高到 1999 年初

的 48%，目前則達到 60%。但是晚近的電信投資危機，導致新業者

紛紛退出機房共置協議，所以上述機房共置率將維持不變，甚且可能

下降。 

2001 年 7 月，FCC 通過了新的機房共置規則，致力於加速新科

技和業務發展。此項規則兼顧雙方利益，在保障既有業者財產權的前

提下，使新業者得以與既有業者互連，平等接取開放的網路元件，也

因此緩和了新業者和既有業者在機房共置方面的利益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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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房共置費用 

儘管 FCC 致力於調和雙方利益，一方面讓既有業者容易管理共

置之機房，同時亦降低新業者的共置費用，但是在主要市場上，每個

市場約含 30 個中心營業處，每個中心營業處約需 25 萬到 50 萬的共

置費用。在如此高的成本下，新業者往往只有蠅頭小利甚且於毫無利

潤可言。 

真正的機房共置費用包含兩部分，即一次的安裝費和每月的循環

租金，但是既有業者所收取的費用可能不止於此。舉例而言，Verizon
安裝 9 平方公尺的共置箱需付費 47,686 美元，每增加 0.1 平方公尺收

費 283.43 美元，而每條連接的服務線則收費 119.81 美元。此外，既

有業者在收取租金和其他循環費用之前，要求預付 500,000 美元的定

金也是常見的事。 

五、線路分租 

各國對於「線路分租」的推行，以美國馬首是瞻。FCC 在 1999
年 11 月裁定，既有業者必須以六個月的時間升級網路，以使其網路

得與新業者共享。如此一來，新業者即可在既有業者的市話用戶線上

提供 DSL 連線，此對新業者之業務極有助益。 

在 FCC 發佈這項規則以前，既有業者是另行出租一條線路給新

業者以提供 DSL 連線。但是在技術上，既有業者只需將 ADSL 設備

加入其既有的市話線後，就可以在語音與數據傳輸的同時，提供新業

者經營 DSL 業務的機會，新業者如果另行租用一條線路必須額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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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每月每戶 18 美元的租金。因此，新業者向來主張線路分租是可行

的，而且不會對既有業者造成過大的負擔。 

在這項新規定中，既有業者對其競爭對手的收費標準應與一般客

戶等同，此規定使新業者在價格及服務效率上更具競爭力。此外，FCC
亦裁定：線路分享應該不致發生成本，但是租金則交由各州自行決

定。所以新業者紛紛展開與既有業者的協商談判，縱使這些協商最終

將降低 RBOCs 在寬頻住宅市場上的獨占性，但是 RBOCs 聲明願意

開放市場競爭，此舉有助於其調整經營型態以加入長途電話市場。 

第三節  法國之情形 

一、市話用戶迴路細分化政策 

繼歐盟表示對「用戶迴路細分化」法規的支持後，法國政府亦於

2000 年 9 月發布政令，要求法國電信公司（France Telecom）提供新

業者用戶迴路接取的機會。該政令明確指出，法國電信公司必須在

2000 年 12 月 1 日以前對用戶迴路細分化提出標準報價，而這項服務

則須於 2001 年 1 月 1 日之前正式上路。但實際上，真正實施的時間

比法定期間延遲了許多。 

法國電信公司的細分化服務可謂高速網路的大規模延伸，由於容

許新業者提供固網服務，所以用戶不再必然是法國電信公司的客戶。 

法國電信公司在用戶迴路細分化方面必須遵守下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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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到申請後七日內必須提供接取細分化線路之服務。 

2. 細分化迴路的品質必須和法國電信公司用戶迴路的品質相同。 

3. 若出現可歸責於法國電信公司網路的線路問題，新業者一旦告知

法國電信公司問題癥結，法國電信必須保證在次日，以分享接取

線路的方式重新連結，或在下一個工作天完成全部的接取線路連

接。 

由於新業者對於用戶迴路細分化的實施狀況仍不滿意，法國電信

監理機關 ART 於 2001 年 6 月對法國電信公司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法

國電信在 2001 年 6 月底前，必須徹底改進至大家滿意為止。此乃法

國電信監理機關第四次威嚇既有業者。 

二、價格訂定 

「價格」一直是 ART 與法國電信公司的主要衝突之一。ART 要

求法國電信在參考價格中做部分修改，以確保其能反映成本。此成本

包括「完全開放接取」（full unbundled access）、「分享接取」（shared 
access）和「服務接取」（service access）費用。ART 認為真正的成本

應低於法國電信所提報的 95 法郎、40 法郎和 708 法郎(13 美元、5
美元和 961 美元)。此外，ART 亦要求法國電信降低用戶迴路和機房

共置的收費標準，這些費用如表 A.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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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法國電信公司要求的價格 ART 所認定的價格 

完全用戶迴路細分化 
(連結) 

1,067 法郎(145 美元) 708 法郎 (96 美元) 

部分用戶迴路細分化 
(連結) 

1,067 法郎 (145 美元) 708 法郎 (96 美元) 

引入新技術測試 300,000 法郎 (40.800 美元) 價格未定 

四小時重新安裝期限 
所造成之服務干擾 

每條線路每月 64 法郎 (8.70 美元) 
每條線路每月不超過 39 法郎 

(5.30 美元) 

設備共置所需 
空間之評估費 

主要大城市 10,000 法郎 (1,360 美元) 

其他城市 15,000 法郎 (2,040 美元) 

此乃法國電信所須負擔的費用，

故不能額外收費，而應由出租空

間所得的租金來支付 

場 地 參 觀 費 
每人每小時 1,400 法郎 (190 美元) 

加上 7,000 法郎 (950 美元)的固定費率

不應有固定費率，而變動費用不

能超過每人每小時 372 法郎 (51

美元)；週末和晚上則不得超過每

小時 744 法郎 (105 美元) 

表 A.4  法國用戶迴路細分化和機房共置的費用 

資料來源：Interconnect@Ovum
 
 
 

三、機房共置 

法國電信公司提議將新業者的設備放置在相同的機房內，並在交

換機房中獨立接取。法國電信亦提供從共置處所到新業者網路最近點

的互連。但由於成本的不確定性，導致新業者展開商業計畫的困難。

其中，準備共置的費用，將依電信公司的數量分攤之後，才能計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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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成本；而放置設備的費用，從每區每年的 11,000 法郎到 22,000
法郎 (1,500-3,000 美元)不等，需視交換機房所在城市的大小而定。

由於涉及新業者設備技術的複雜性，所以法國電信目前並未提供遠距

的機房共置。 

四、線路分租 

自從 2001 年 1 月 1 日起，法國電信公司必須在客觀、透明、無

差別的條件下，讓新業者分享用戶迴路的接取。分享接取應採取和完

全開放用戶迴路的方法進行。既有業者負責安裝、操作和維修那些靠

近主配線架(MDF)的濾器(filter)，以確保所有用來提供電話服務的元

件都由法國電信管理。同時必須負責整個傳輸鏈的運作，包括每一個

濾器，以降低電話服務品質劣化的危險性。 

根據 ART 的裁定，法國電信在 2001 年 3 月 1 日前，必須有數個

處所完成線路分享的準備工作，讓新業者可以安裝設備。且自 2001
年 5 月 1 日開始，若有新業者提出要求，該處所必須提供獨立的濾器。 

第四節  德國之情形 

一、用戶迴路細分化政策 

德國較歐盟其他國家早開放用戶迴路，依據 1996 年 10 月網路接

取的法令規定，德國電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必須提供開放接取所

有的網路元件，包括開放市話用戶迴路。此外，Debitel 曾經要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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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電信管制機關（RegTP），規定德國電信亦應提供所有網路元件

的接取給代理經銷商。 

二、線路分租 

RegTP 於 2001 年 1 月課予德國電信提供用戶迴路線路分享的義

務。基於平等對待原則，德國電信在其他電信公司要求線路分享後的

兩個月內，就必須提供此項服務。在線路分享實際啟用前，測試期間

可允許最長為三個月。 

三、機房共置 

機房共置的需求壓力促使德國電信訂定規則以控制訂單的流通

和時機。而這些規則內容成了新興電信公司訴訟的主要爭點。 

根據目前機房共置的標準合約，電信公司必須向德國電信提出企

業申請以訂購空間，這項程序需耗時 6 週，之後 DSL 公司會收到空

間的訂單，且必須確認訂單。 

德國電信公司必須在申請者提出申請期間 1 個月內，開始進行機

房共置工程。而最後完成的期限是 16 週（若無需做較大的建設工作

則期限為 7 週）。在 6 個月期中，德國電信每個地方營業處僅接受 60
張訂單，且若訂單低於 90%的計畫數量，則須繳納 1,278 歐元(1,150
美金)的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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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共置的收費，是依據時間和材料費用所訂定。依 RegTP 規

定為 1 小時 110 馬克 (50 美元)，收費標準為每間機房 (6 平方公尺) 
60,000-80,000 馬克 (27,400-36,500 美元)，加上每平方公尺每月 20-30
馬克 (9-14 美元)。 

只有當交換機房沒有空間時，德國電信才提供遠距的機房共置。

遠距機房共置須在交換機房外另行設置裝機箱。而德國電信已經重新

設計交換機房的內部，以挪出空間作機房共置。 

四、價格訂定 

基於 RegTP 的支持，德國電信在開放市話用戶迴路的價格訂定

方面較無爭議。在 2001 年 4 月 1 日修訂後的收費標準如下： 

1. 透過細分化的銅線來接取(不包括連結和斷線)的線路，每條每個

月 24.40 馬克 (11.10 美金); 

2. 不須做進一步轉換的線路連接，每條 181.09 馬克 (82.60 美金); 

3. 斷線 74.75 馬克 (34.10 美元)。 

 

依該收費標準，每月的接取費用，迄 2003 年 3 月 31 日之前，維

持固定不變。而連結和斷線的費用，設定期間更短，且預計僅於一年

內不調整。RegTP 設定較短的期限，目的是希望其他電信競爭業者會

合作發展新的解決之道，例如建立德國電信和競爭者間的電子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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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房共置 

機房共置空間的供應若有延宕，將導致市場活動、促銷、廣告和

管理的計畫失序。此對於正面臨投資計畫重要時刻的服務提供廠商而

言，不啻一大障礙。 

當其他電信業者發現，德國電信提供機房共置空間，所遲延的時

間平均達 6 週之久，這些 DSL 公司便揚言要針對該遲延採取法律行

動。其中 GTS 和 Colt 已向 RegTP 提出正式的訴訟，以迫使德國電信

更快速的提供機房共置空間。電信公司指控德國電信沒有雇用足夠的

人力來作 DSL 的配置。 

此外，德國電信對散熱器(heat emission)的限制亦對電信公司造成

負擔。德國電信為了防火安全，對每平方公尺可設置的 40 瓦散熱器

數量加以限制。據估計每 500 位顧客，大約產生 2000 瓦的熱力，電

信公司為因應散熱問題，必須安裝空調系統，每個處所需花費約

80,000 到 200,000 馬克(36,600-91,600 美元)，相當昂貴。 

機房共置另一項問題，在於德國電信雖提供共置空間，然其所提

供的空間未必足夠其他競爭業者使用。在大多數的國家面臨空間不足

的問題時，電信公司會在交換機房附近安裝機器設備，以遠距機房共

置來解決。但在德國，除非交換機房內完全無空間，原則上德國電信

對虛擬的機房共置(visual co-location)沒有提供的義務。 

德國的其他競爭業者相信，其與主管機關 RegTP 以及德國電信，

之所以無法協調出合理的價格並解決機房共置問題，其原因在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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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目前仍持有 58%的德國電信股份，在 DSL 市場享有既得利益。 

六、用戶迴路收費 

德國電信自 1996 年第一次提出用戶迴路費用時，此議題即引發

討論。RegTP 雖於 2001 年 4 月 1 日削減德國電信所提出的價格，但

無論其他競爭業者或德國電信，對新價格均不滿意。其他競爭業者比

以前少付 1 馬克，但仍然高於德國電信對顧客收取的 DSL 費用。 

第五節  英國之情形 

一、用戶迴路細分化政策 

英國電信(BT) 在歐盟指導之下，亦開始提供網路用戶迴路的開

放接取。英國電信局(Oftel)於 2000 年 8 月間，舉行用戶迴路細分化

審議會，會中決議在英國電信的網路執照上增加一項條款(83 條)。依

該條款規定，英國電信須於 2001 年 7 月提供用戶迴路細分化。並採

取所謂”弓型波(Bow Wave)”程序，也就是依循緊湊的日程表來執行機

房共置計畫。儘管許多 DSL 服務提供廠商曾表示興趣，但仍有大部

分的公司已退出。迄 2001 年 7 月 27 日，亦即正式開放用戶迴路接取

的第 27 天，英國電信已將 163 條線路移交給競爭的電信公司。 

二、用戶迴路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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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l 在 2000 年 5 月所發表的一份審議會文件中，提出開放用戶

迴路之建議價格，電信公司出租開放迴路的價格以成本為導向，但各

地價格平均，而英國電信應可以彌補機房共置的費用。 

同年 12 月，Oftel 發佈了第一組批發價格，其中最重要的，是英

國電信開放迴路每年122英鎊 (174美元)的收費和88英鎊 (126美元)
的連接費。而在 2001 年 6 月，Oftel 則採取更強硬的行動，要求英國

電信就其收費做更多削減。 

三、機房共置 

針對英國交換機房共置的方式，英國電信提出了三個選擇給其他

公司。 

1. 在英國電信交換機房內共置。 

2. 在比鄰交換機房的英國電信土地上，將其設備置於分開的小裝置

或小房間裡。 

3. 從較遠的共置設施用外接的電線夾(tie cable)連接到交換機房。 

 

雖然這些服務可能受到限制，但已說明英國電信在可能的範圍

內，應確保其他公司均可在其交換機房中做共置。若有所限制，英國

電信應通知其他公司並共同討論各種可能消除限制的方法。此外，如

果提出要求的公司購入的空間過多，亦可轉賣，並不強制其返還予英

國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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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共置發生爭議時，依據新的爭議解決程序，電信公司亦有權選

任獨立的專家來解決爭議。 

Oftel 為確保共置的順利進行，要求英國電信必須遵照區域交換

機房共置的服務水準協定(SLAs)，否則就須支付補償金。關於這項協

定的內容，由英國電信與其他電信公司自行協商，但若於 2001 年 4
月底雙方仍無法達成協議，Oftel 將會介入並自行制定之。至於違反

協定的補償金額，每間公司每個交換機房每年 500,000 英鎊 (715,000
美元)，最多不超過每間公司 2 千萬英鎊 (2 千 9 百萬美元)。 

四、價格訂定 

Oftel 尚未提出英國電信交換機房共置的建議價格。由於每間交

換機房依照各公司所選擇共置類型的不同來設計，英國電信會在所有

的設計完成後訂出價格，費用則由交換機房的所有電信公司共同分

擔。然而，由於許多公司的退出，相對地每間公司所負擔的費用大幅

增加。 

就英國電信所訂定的共置價格是否合理，Oftel 最近展開調查，

並對於任何不合理的價格，要求英國電信進行調整。但如果其他電信

公司對於分擔價格有爭議，僅能要求 Oftel 裁定共置的價格。 

另一項重要的價格爭議是「分享接取」的價格。由於目前電信公

司正致力於完全開放的全套服務，分享接取直到最近才引起業者的興

趣。2001 年 10 月，Oftel 裁定駁回英國電信對用戶迴路共享接取所訂

的價格。而最後的線路分享收費如表 A.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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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英 國 電 信 建 議 價 格 Oftel  的  價 格 

年    租    金 74 英鎊 (106 美元) 53 英鎊 (76 美元) 
連  結  費  用 142 英鎊 (203 美元) 117 英鎊 (167 美元) 
斷  線  費  用 50 英鎊 (72 美元) 36 英鎊 (52 美元) 
測試的權利費用 

 (Right when tested charge) 
39 英鎊 (56 美元) 29 英鎊 (41 美元) 

每條迴路轉換的費用 未說明收費標準  

表 A.5  英國電信與 Oftel 所訂定分享接取的價格比較 

資料來源：Oftel 

此外，關於副迴路開放的情形很少，即使市場上有需求，這種情

形未來也不會改變。其原因在於，在英國副迴路主要應用在 VDSL
服務的推行，而這項科技尚未作好商業使用的準備。 

第六節  澳洲之情形 

一、用戶迴路細分化政策 

澳洲在 1997 年 7 月，由澳洲消費者和競爭委員會(ACCC)宣布開

放用戶迴路。傳統電信公司 Telstra 向 ACCC 提出書面保證，承諾將

開放用戶迴路給競爭對手，同時在 2000 年 8 月開始批發服務，而這

項承諾亦已實現。但 DSL 服務的提供在澳洲仍十分有限，Telstra 可

能將因無法提供批發服務而面臨集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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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格訂定 

用戶迴路的價格依據四種區域劃分而不同，分別如下： 

1. 區域 1 —澳洲的主要城市，中心商業區(CBD)，雪梨、墨爾本、

布利斯班、阿德華德、柏斯。 

2. 區域 2 —其他地方的主要城市，大都會區和大的地方中心 (包括

區域 1 以外的其他中心商業區)。 

3. 區域 3 —半城市區，包括市郊和較小的地方鄉鎮。 

4. 區域 4 —偏遠地區。 

澳洲與其他國家相同之處，在於電信監理機關和傳統電信公司對

於開放迴路的收費爭議頗多。對照 2001 年 3 月 30 日，ACCC 所提議

的價格和 Telstra 真正的收費價格之比較，參見表 A.6。 

 

 區域 1 區域 2 區域 3 區域 4 區域 5 

ACCC 21 30 36 50 36 

Telstra 38 61 69 89 63 

表 A.6  ACCC 和 Telstra 針對用戶迴路所提議的收費 (每月/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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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tra DSL 服務的零售價從每月 73 美元起，依表 A.6 所列價格，

將使新興電信公司獲利微薄。 

Telstra 抱怨 ACCC 所提議的價格，是以外國公司為比較依據，

然而澳洲地廣人稀，網路設置較昂貴而目標人口較少，不能與外國市

場同一而論。 

預估在監理機關的介入及高收費標準之下，可能導致市場需求減

少，價格將會降低。 

三、DSL 之推展 

由於澳洲對於 DSL 的推展一直十分謹慎，相對地在速度上較為

緩慢。市場玩家(market players)試著避免重蹈美國市場的覆轍，也認

知在克服商業議題的同時，還必須克服監理和科技方面的問題。 

儘管如此，DSL 的推展仍面臨某些困境。Telstra 發現 DSL 是一

種媒介，在技術上與其他服務不同，且沒有合格的技術人員去從事這

項服務，再加上推展所需的龐大費用，促使推展服務速度減緩。 

此外，在面臨降價的市場壓力的同時，還需兼顧上門服務(truck 
roll)，亦使 Telstra 陷入兩難。而軟體問題使得原本資源不足的情況更

形惡化。Telstra 開始針對網路較弱的地區，處理交換機房、及大量的

連結閥門(bridged taps)的問題。而為了因應 DSL 的花費，Telstra 亦打

算提供阿德華德和柏斯光纖網路。未來 Telstra 將會擴張 DSL 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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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線電視網路無法架設之處。 

其他電信競爭業者則以謹慎而緩慢的步調進入市場，他們對

Telstra 提出以下控訴： 

1. Telstra 希望在自己的交換機房中接取無條件的用戶線路和空間

來提供合作租期、條件和程度。 

2. Telstra 對其他業者所訂出的價格、租期、條件，與其自己所零

售、批發的 ADSL 產品有關。 

其中，One. Tel、Cable & Wireless XYZ 和 AAPT，這三家主要的

電信競爭業者，已針對 Telstra 的用戶接取收費方式，向 ACCC 提出

控訴，這些議題的決議將由 ACCC 控管。 

第七節  南韓之情形 

在南韓，DSL 市場雖有競爭，但是以公共建設為基礎，用戶迴路

並未開放。韓國電信公司(Korea Telecom)在寬頻方面的主要競爭對手

是經營 DSL 服務的 Hanaro，和主要提供有線電視網路服務及其他服

務的 Thrunet。 

南韓政府最初核發執照給 Hanaro 提供用戶接取服務，目的在促

進以公共建設為基礎的競爭，而非轉售或用戶迴路細分化，這項策略

使南韓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寬頻普及率，尤其是 DSL。而政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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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KISDI 更提出建議，認為應使地方電信業者如 Dacom 和 Onse
電信，可不受限的接取韓國電信的用戶迴路基礎建設。南韓資訊通訊

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亦組織工作團隊來

檢視用戶迴路細分化的不同面向。 

南韓成功地推展 DSL，主要歸因於服務的快速供應。其效率可能

來自於幾個因素。首先，韓國電信控制其 ADSL 的候選名單，這是許

多傳統電信公司無法做到的。而 Hanaro 持續增加連結的速率，其中

部分以向外尋求設備安裝的方式進行，安裝以一至二小時的時間由技

術人員執行。此外，南韓有許多的多住戶公寓，亦有助於 DSL 的快

速安裝，而政府多項促進寬頻供應的行動，尤其吸引了多住戶建築的

所有者安裝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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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美國聯邦上訴法院曾經指陳：（一）設若一獨占事業控制樞紐設

施；（二）競爭者實際上不能或無法合理的另建該樞紐設施；（三）且

獨占事業拒絕競爭者使用該樞紐設施；（四）但是提供該樞紐設施供

競爭者使用係屬可行，則該事業抵觸反托拉斯法。此項原則，舉世通

稱：樞紐設施原則。 

贊成與反對樞紐設施原則的意見成篇累牘，至於實務問題則圍繞

著下述議題打轉：樞紐設施如何定義，各產業是否有其樞紐設施之清

單，以及違反樞紐設施原則的要件如何認定等。解決這些問題的時

限，隨著解除管制的加速，而日益急迫。特別是當台灣的固網市場與

油品市場開放之後，新進廠商經常持樞紐設施原則要求主管機關行政

干預其與既存廠商之間的爭議，使得問題更形複雜。 

本研究認為樞紐設施原則隱藏著兩大頗有爭議的主張：一是，競

爭至上主義；一是，瓶頸獨占不合法主義。首先，就競爭至上主義而

言，樞紐設施原則的法意在掃除市場參進障礙，以促進競爭。此項原

則擁護競爭至極，甚且不惜侵犯樞紐設施所有人的財產權，強迫其有

償提供私產與競爭者共用。因此，若欲合理化樞紐設施原則，即須證

明競爭之利益大於侵犯財產權之不利益，否則樞紐設施原則不應當成

立。其次，瓶頸獨占的意義是：「一事業因為擁有樞紐設施而成為市

場上的獨占者」。在樞紐設施原則之下，瓶頸獨占者若不放棄瓶頸獨

占地位，即屬違法。準此，樞紐設施原則有侵犯財產權之虞，而其影

響所及，將打擊事業的投資意願。因為，如果電信網路中的市話用戶

迴路（local loop）被認定為樞紐設施，則日後是否有電信事業願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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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新的迴路，不無疑問。所以強迫一事業提供其產權所有的生產設施

供競爭者使用，絕對是一件必須審慎評估的決定。 

本研究從考察這兩項主義的本質出發，演繹樞紐設施原則的實施

辦法。此項辦法除界定相關產業樞紐設施的範疇外，並從法律經濟的

理論和實務面探討「違反樞紐設施原則的要件如何認定」之問題。 

根據本文之分析，擁有樞紐設施的事業在實務上很難採取邊際成

本訂價法，所以市場一旦開放，就容易產生參進不足或過度參進的現

象。如果既有業者以交叉補貼維持損益平衡，則在市場開放後，高利

潤的業務會迅速流失，而政策性補貼的業務仍需繼續經營，使得既有

業者的損益無法再獲平衡。結果將出現三種可能：第一是，既有業者

因為不堪賠累而退出市場；第二是，政府放棄補貼政策，任弱勢族群

自生自滅；最後一種可能是，既有業者接受財務支援，然後繼續經營

被補貼的業務。因此，為了增進整體經濟利益，管制者應該以租稅或

補貼政策彌補過度參進與參進不足的問題。在制度設計上，新業者如

果需要既存業者提供樞紐設施才能進入市場，則樞紐設施的租金不能

按照成本計費，而應該根據「有效因素訂價法」（ECPR）計收。在此

項訂價原則下，如果新業者是以「租斷」的方式租用樞紐設施，則其

租金必須等於既存業者所喪失掉的利潤；如果新業者是以「分租」的

方式與既存業者共用樞紐設施，而且新業者每增加一單位的銷售量，

舊業者因此減少的銷售量少於一單位時，是項租金應低於「租斷」時

的租金。換言之，當新、舊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其替代性愈低

時，樞紐設施的租金應該愈便宜。 

以油品市場而論，在中正機場為航機加油的設備是樞紐設施，新

 67



業者需要中油提供機場油管才能參進市場，但是新業者每增加一單位

的發油量，中油就會減損一單位的油品銷售，亦即兩者所提供的油品

實為完全替代品。在此情況下，新業者所應支付的機場加油設施租

金，理應等於中油的利潤損失。 

以電信市場而論，如果市話用戶迴路是樞紐設施，則當新業者要

求租斷一條市話用戶線以提供固網電信服務時，中華電信即喪失繼續

經營該條市話用戶線的利潤，所以租金應該等於是項損失。但是當新

業者要求共用市話用戶線以提供 DSL 服務時，中華電信照常可以提

供語音服務，所以租金理應低於用戶線被租斷的情形。 

台灣在電信市場開放之初並未對中華電信公司進行垂直切割，所

以中華電信擁有行動、市話、長話與國際網路，而新進的固網業者則

希望開放用戶迴路，以便參進市話市場。現若於電信自由化之初，即

對中華電信進行垂直分割，並將市話用戶迴路劃分出來成立一家獨立

的公司，則今日所面對的用戶迴路開放問題是否會有所改觀？此項問

題之分析如下。 

假設市場上有兩家固網業者，這兩家業者都沒有市話用戶迴路，

但是市場上另有一家獨立的市話用戶迴路經營者，稱為「基礎網路公

司」，它擁有全部的市話用戶迴路。因此，這兩家固網業者若欲經營

市話業務，即需向基礎網路公司租用市話用戶迴路。至於基礎網路公

司如何決定其市話用戶線的租金，此可分成兩種情況來討論：情況

一，基礎網路公司是民營業者，故以追求利潤極大化為目標；情況二，

基礎網路公司是國營事業，故以追求整體經濟利益極大化為目標。在

此種情境下，本文分析發現，用戶線皆會由較具效率的固網業者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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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基礎網路公司是公營或民營只會影響固網業者與基礎網路公司

（或國庫）之間的利潤分配，不會影響整體經濟利益的總額。此一結

論無疑是「Coase 定理」的翻版。 

現若假定市話用戶迴路並未獨立分割成一家公司，而是屬於某一

家固網業者所有。此時如果採取有效因素訂價法，則用戶迴路最終將

歸最具效率的固網業者使用，不論該業者是否擁有用戶迴路的所有

權。換言之，有效因素訂價法與垂直分割樞紐設施一樣，皆能防止無

效率之固網業者佔用樞紐設施，所以它具備自動淘汰無效率經營者的

機制，並能達成整體經濟利益極大化之目標。事實上，此項結論是在

重述 Baumol and Sidak（1994a,b）先前的發現。 

準此，本文建議採取下述原則處理樞紐設施共用問題： 

（一）紐設施之認定可以採行美國聯邦上訴法院的認定標準，即

「競爭者實際上不能或無法合理地另建該設施」，且「提供

該設施供競爭者使用係屬可行」者，應歸類為樞紐設施。 

（二）樞紐設施獨占者在合理租金及租賃條件下，不當拒絕出租

樞紐設施供競爭者使用者，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一

款之虞。 

（三）合理租金應依「有效因素訂價法」訂定之。 

在實務上，合理租金的認定可以根據下述步驟加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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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將競爭者要求開放的樞紐設施區分成「有排他性的樞紐設

施」及「無排他性的樞紐設施」兩類。所謂「有排他性的樞

紐設施」係指，設施為任何一家事業使用時，其他事業即無

法共用的設施；至於「無排他性的樞紐設施」則指，可同時

供多家事業共同使用的設施。 

（二） 「有排他性的樞紐設施」依照「有效因素訂價法」，其租金

應等於：（1）樞紐設施所有人因為放棄使用該設施，所損失

的市場收益；減去（2）樞紐設施所有人因為放棄使用該設

施，所節省的成本。 

（三） 「無排他性的樞紐設施」依照「有效因素訂價法」，其租金

應等於：（1）樞紐設施所有人因為提供該設施與競爭者共

用，所損失（增加）的市場收益；加上（減去）（2）樞紐設

施所有人因為提供該設施與競爭者共用，所增加的成本。 

最後，由於各相關產業皆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以樞紐設施

開放問題及其爭議，不是公平會所能「獨占」解決的問題。因為，一

設施是否為樞紐設施？擬開放之樞紐設施是否具有排他性？以及，放

棄或共用該設施之使用權對樞紐設施所有人的市場收益與成本有何

影響？這些專業問題皆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比較利益」之所在，理

應由其評估與解答。 

準此，本研究建議公平會本諸上述原則，在審理樞紐設施開放案

件時，應先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並認定相關的專業技術與市場營

運資料，然後詳細考察各產業之相關法令與公平法的競合問題，於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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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責任所在，以及該機關與公平會的權責分工

後，再作審議與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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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on 

Network Utilities 

Abstract 

 

Whether to deregulate and allow entrants to join competition can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 or not is a profound issue for competition law authorities.  If the 

answer is positive, then to open the market and the competition is duty-bound.  

However, whe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1) too little efficient entry into markets will 

occur, or (2) entry occurs when it is socially undesirable, the design of policy 

becomes very essential.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it is difficult for incumbent to 

adopt marginal cost pricing.  Therefore, once we open the market, the situations will 

occur.  He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ocial welfare, the policy makers should adopt 

taxation and subsidy to compensate these two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if entrants need incumbent to provide essential facilities to 

enter market, then the pri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CPR instead of the cost.  Under 

this pricing rule, if the entrants “lease”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the rent must equal the 

profit incumbents lost.  If the entrants share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with incumbent by 

“line sharing” and whenever the entrants increase a unit of sales, the incumbent will 

lose one unit, the rent should be lower than lease price.  That is to say, the low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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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ment of the service or products is, the cheaper the price of essential facilities 

should be. 

 A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s, if local loop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when entrants ask to lease one local loop line to provide fixed-line service, the 

Chunghwa Telecom Co. will lose the profit of that line; therefore, the rent should be 

equal to a los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entrants require sharing the local loop 

lines to provide DSL service, the CTC can still provide voice service.  Hence, the 

rent should be cheaper than the lease pric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adopting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to deal with 

the sharing problems of essential facilities.  

 

1. We can adopt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facilities concept from US Federal Court 

Appeal, that is “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 to verify essential 

facilities. 

2. If under reasonable rental and leased conditions, the essential facility monopoly 

refuses to lease their essential facilities to competitors.  It is very likely they will 

violate the Fair Trade Law (Article10 (1)). 

3. Reasonable rental fee should be based on ECPR. 

 

In practical, a reasonable rent standard can be verifi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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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rst, classify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into two categories, which are “excludability” 

and “nonexcludability”. 

2. According to the ECPR, the rent of “excludability” should be: after the incumbent 

gives up using the facilities, (1) the profit incumbent lost, minas (2) the cost 

incumbent saved. 

3. According to the ECPR, the rent of “nonexcludability” should be: after sharing the 

facilities with the competitors, (1) the profit incumbent lost (gained),  plus 

(minas) (2) the cost incumbent b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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