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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字：數位匯流、通訊傳播、服務平台競爭

一、 研究緣起

近年來科技匯流發展日行千里，新興無線寬頻接取技術（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的不斷升級，不僅為民眾的生活帶來更便利的創新應用，

寬頻接取服務的亦由以往一種技術提供一種服務的方式，逐漸轉換為可涵蓋

包括數據（data）、語音（voice）及影音內容（video）等三種服務的匯流。

這股新興的科技匯流趨勢加速了電信、廣電與網路通訊產業升級的需求，也

帶來了新的市場動能與發展契機，在數位化的技術下進行各項整合，是為「數

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這樣的匯流與整合，也造就了原本獨立產業

間跨業經營另一市場的可能性；隨著通信網路及數位技術的高度發展，通

訊、傳播及資訊科技的匯流發展成為未來趨勢，配合市場自由化、法規鬆綁

及解除管制理念的逐漸落實，將進一步引發通訊、傳播、與資訊科技等事業

的跨業經營及互相競爭。加上我國與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的雙頭管制模式，應

於尋求二者間規範矛盾與衝突最少之管制方式。基於上述問題認識，本研究

藉由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其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於有關

與數位匯流相關之通訊傳播事業競爭行為之管制模式，瞭解其於通訊傳播事

業結合上可能發生之衝突與齟齬，如何透過二者間有效的分工及合作關係，

降低二者間管制的矛盾與衝突，提供具體規範內容與實際作法以供我國法制

之參考。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首先觀察數位匯流下國內四C產業(電信、有線電視、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整合下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並瞭解這些產業當前市

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現況與數位匯流平台上的新興服務模式為何，蒐集各國數

位匯流競爭政策及產業主管法規發展及執行情形，最後討論競爭機制運作及

執法上所面臨之限制，並依據研究成果，提出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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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與建議，及提出修訂「本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之具

體建議。

三、 研究重要發現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一）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

在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上，本研究發現固網市場

中，市內電話所站的比例約為整體固網市場的一半，國際電話服務約站三分

之一上下，比例則逐年微幅上升；中華電信在市內電話服務的市場佔有率（以

訂戶數來看）仍高達97%上下，在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市場佔有率則在70%

以上下，但國際電話服務部份，中華電信的市場地位逐漸被其他業者所侵

蝕；行動通訊營收約佔整體電信產業的營收的六成，行動通訊市場的普及

率；2G與3G行動通訊服務業者有高度重合，2G業者僅餘三家大型業者（中

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3G亦然；最後在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

WiMax），帶動新技術的執行，同時鼓勵新進電信業者加入新產業發展，市

場正逐漸打開。在網際網路連線的數據傳輸部份，台灣民眾上網的方式，比

例最高的為行動網路，約為整體上網市場的75％左右，xDSL雖然是台灣民

眾上網是第二種利用最多的網路連線方式， Cable Modem上網的比例約為

2%；無線行動寬頻的技術部份，在WiMax服務的發展上與LTE正在如荼如火

地發展中。

台灣有線電視市場透過合併、收購等手段，進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水

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也為了保障節目來源而掌控節目頻道市場，

進行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造成有線電視產業的集團化；有線電視

亦有能力提供傳統電信公司可能提供的語音（電話）及數據傳輸（網際網路

連線）服務，不過僅有「寶福有線電視」。至於電子商務部份，則包含在無店面

零售業類別中，依據經濟部統計的分類包括網路購物、電視購物、型錄購物、

自動販賣機、直銷購物等五種類型，目前無店面零售業的營業金額佔整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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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業營業額的比例，則由2001年的3.14％的比例，持續每年呈現上升之趨勢，

至2010年已達4.74％。而2010年台灣電子商務的C2C市場的營業規模已達新

台幣2022億元，B2C的市場規模則提高至新台幣2597億元。至於數位匯流後

之「服務平台」最為積極參與者，則為中華電信、富邦蔡家及遠東集團與旺

旺集團等集團。

（二）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當前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狀況

國內固網市場中的市話部份，幾乎完全為中華電信所獨占；其在國內長

途電話市場佔有率高於七成，也是一獨占的市場結構；國際電話市場部份，

中華電信的市場佔有率約為6成，因此依然是唯一獨占事業。行動通訊部份，

2G為獨佔市場，3G市場並沒有達到公平法第五條之一所認定的獨佔事業標

準，但若將2G與3G視為同一個市場，則將會出現整個電信市場就是一個獨

佔市場的現象。有線電視市場結構部份，由於其經營區域的劃分，因此在所

經營的地理市場內，除了12個地區外具有雙佔的市場結構外，其餘的有線電

視經營區域皆為獨占；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出現集團化現象，上游的頻道市

場也越來越集中在某些財團手中。最後，網際網路數據傳輸連線部份，除了

HiNet之外，其他沒有一家ISP的市占率超過10%，這些廠商的巿占率總和亦

不到20%，很難撼動HiNet 的優勢。網際網路內容供應商（ICP），目前主要

的 業 者 為 「 yahoo.com.tw & wretch.cc 」、「 hinet.net & xuite.net 」、

「pchome.com.tw & ruten.com.tw」、「live.com & msn.com.tw」等。台灣電子

商務網方面，Yahoo!奇摩在電子商務市場上的領導地位。

（三）各國數位匯流平臺之新興服務模式

觀察各國新興視訊服務提供業者，可以發現主要有三種類別，第一類為

原本是內容業者，進而在數位匯流平台上提供視訊服務，如美國的Hulu、英

國的iPlayer 與日本的NHK on demand；第二類則為過去基礎網路業者延伸到

數位匯流視訊服務平台之提供，如各國的IPTV 服務均由固網業者所提供；

第三類則為原本便建構網站提供內容服務的業者，如美國的Netflix；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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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則是由設備製造商往數位匯流服務平台提供服務者，包括美國的Apple

TV、日本的acTVila 等。各國未來在數位匯流平台上主要的競爭，主要在於

視訊服務的提供，才能夠同時跨足影音、數據傳輸、及視訊服務等市場，並

且所提供的服務平台必須在各項設備上都能使用，才能夠與其他廠商一爭上

下。

（四）各國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產業主管法規發展與執行情形

歐盟及其會員國因應數位匯流重塑其相關產業內競爭秩序相關立法，以

下特色在比較制度上尤其值得注意：在電信管制立法上，首先逐步縮小公營

獨占體制、陸續開放相關設備供應及服務市場；繼而透過不對稱管制措施為

新進業者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再進一步轉向以回歸一般競爭法為原則、針對

具有顯著市場力量者施以事前管制為例外的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美國雖然

對於數位新科技採取自由開放政策，但在立法上並未以明文規定促進數位匯

流；1996年電信法所揭櫫的終止獨占及解除管制等立法方針，則明顯以競爭

為其總體政策目標。在無線廣播電臺及電視網方面，至今仍大體維持確保多

元化的所有權集中化管制架構；有線電視方面，大體上聯邦立法已轉向以競

爭取代管制，至於共同載具服務方面，固網市場因RBOCs相互併購轉為寡占

結構；透過頻譜使用權拍賣方式落實技術中立的行動通訊市場，市場競爭轉

趨活絡且業者積極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跨業合作提供「多網合一」寬頻服務

者逐漸成為主流。日本為世界上最早開放光纖網路接取的國家，進而連光纖

網路到戶的最後一哩接取，亦明確納入政策規疇，使得新進業者得以公平合

理的價格，於ADSL以及光纖到戶的網路服務市場上，與既有業者NTT相互

競爭；日本政府也利用諸如獎勵投資降低稅賦、積極開放公共設施鋪設光

纖、以及多元化網路服務提供的各類手段，消弭不利於競爭業者的投資環

境，從外部提高電信事業從事基礎建設之誘因。

（五）數位匯流在競爭機制運作及執法上所面臨之問題

考量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多與資訊傳播媒介相關，時有形成資訊平台供不



v

同需求的使用者自該平台中各取所需之情形，因而常形成產業經濟學上所謂

「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情

形，從而市場界定的方式亦應隨之微調，未來若涉案事業提供服務構成雙邊

或多邊市場時，個案中市場界定的計算方法上亦有加以適度調整之必要。涉

及數位匯流的產業，如電信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多採取特許制或許可制，

且受行業主管機關高強度的行政監理，執照管制不啻為設置行業參進門檻，

從競爭角度而言，高度的參進障礙將造成市場上潛在競爭者無法迅速因應市

場環境的變化而進入，對於市場競爭具有負面影響。數位匯流的趨勢下，擁

有載具使用權的事業主，除向消費者提供使用載具的服務外，往往會另向消

費者提供額外的加值服務，藉由多元經營的方式以增加營收，因此如何界定

其市場範圍，實屬於市場界定的難題之一，有賴於運用「群組市場」的概念

以解決之。

數位匯流之後市場可能出現阻礙競爭的行為者有，行動通訊業者間的通

訊服務價格的同方向變動、匯流「服務平台」的集體聯買聯賣問題、共同抵

制新競爭者之進入等；而數位匯流之後，「服務平台」將可能在上游的數位

內容購入部份形成獨買，也有可能在下游的消費端進行獨賣之兩手策略；而

通訊傳播產業內濫用優勢地位問題，在台灣在數位匯流「服務平台」上的競

爭，很有可能出現非獨占（寡佔）但是卻具有市場力量的廠商，將其過去在

影音娛樂服務市場的市場力量；最後，數位匯流之後，服務平台雙方都有能

在本身較具優勢、且較具獨占力的市場，以較高的價格提供給要進入的一

方，彼此所具優勢而能提供給對方的服務而相互互補。

（六）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探討與建議

首先，在界定數位匯流服務市場時，市場界定主要考量的變數應包括：

需求替代性、交易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市場間的相互關係等三種重要

變數；而在考量上下游市場間的關係時，則應考量分處於上下游市場的事業

若欲為垂直結合，是否會形成市場封鎖，而產生將上游或下游市場中非為結

合的其他競爭者排除於市場外的限制競爭效果，以及上游市場係獨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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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獨占事業擁有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之情形，則樞紐設施理論（e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之適用問題。至於地理市場部份，競爭主管機關不宜屢屢逕

以全國為單一地理市場，於個案中亦應就不同區域內存在的事業者數、地理

區域是否存有天然限制、實際提供服務的型態等因素一併考量。而在跨業經

營部份，未來我國規劃新執照種類時，應從寬界定其業務內容，以免錯失技

術創新與市場變遷實況而有削足適履之憾，並在其持有執照且經過多年營運

之後，因為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難免重塑其業務所屬市場生態，執照持有者

倘若新增、擴充或變更其所提供服務時，既有執照所明定業務內容反而成為

法規障礙，間接迫使其改以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等方式加以規避。

四、 主要建議

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機關兩者間應定期並針對特定重大議題，共同

組成聯合會議，共同討論兩者之分工與對特定議題之共同立場，一方面展現

國家機關分工合作且一致性立場的風範，二方面也提供產業界一致的政策方

向，使其有所遵循，避免產生兩機關之決策相互衝突或彼此無法相容之困境。

數位科技所帶來的技術匯流，進而影響服務市場的匯流下，公平會在衡量

市場範圍時需要更多的考量，除了過去的需求面的產品替代性或需求彈性的概

念外，也應考量到新技術持續發展的可性。為了讓公平會面對這樣的技術與服

務市場的變化，本研究進而提出考量更多參數的市場界定流程，以供公平會於

未來市場界定時有所參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於2005

年最後一次修正，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亦於2005年10月完成立法程

序，2006年3月正式成立，本規範說明尚未針對通訊傳播立法方針及整合新設

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接掌管制事務以後局勢配合調整，因此本研究認為，於

2005年頒訂的最新版本規範說明，實有必要根據市場變化及管制革新等最新情

勢，於以通盤之檢討，並加以作適當地調整與修訂，以反映實務管制環境之變

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近年來科技匯流發展日行千里，新興無線寬頻接取技術（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的不斷升級，不僅為民眾的生活帶來更便利的創新應用，

寬頻接取服務的亦由以往一種技術提供一種服務的方式，逐漸轉換為可涵蓋

包括數據（data）、語音（voice）及影音內容（video）等三種服務的匯流。

這股新興的科技匯流趨勢加速了電信、廣電與網路通訊產業升級的需求，也

帶來了新的市場動能與發展契機，在數位化的技術下進行各項整合，是為「數

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

數位匯流其實包括數位（Digital）與匯流（Convergence）兩概念。數位

即對比於類比（Analog）之電子資料總稱，包括內容的數位化（Content）、

傳播模式與平台（Platform）的數位化與終端載具的數位化；至於匯流部分，

除了表示兩種以上的物件（Object）合併成一體外，尚包括因為整合程度高，

不易區別出其中差異。Nicholas Negroponte是全球第一位提及「數位匯流」

的人，他在1995年所撰寫的《邁向數位化（Being Digital）》一書中將數位匯

流定義成「在毫不費力下使各個位元間相互融合在一起。它們可以融合起來

用，亦可分開使用。其融合了聲音、影像和數據而稱之為多媒體。這聽起來

很複雜，不過一言以蔽之就是『位元間相互融合（co-mingledbits）』而已。」。

維基百科上的定義則指出，「數位匯流」通常被理解為傳統上相對獨立的三

種業務—電信、網絡和廣播電視的互相融合，而整個通訊、傳播及資訊之數

位匯流，基本上包含法令之匯流、營運平台之匯流、傳輸平台之匯流、多元

內容之匯流、數位終端之匯流以及應用服務之匯流。

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看出，數位匯流（彙整與合流概念）是從電信、網際

網路和電視三個原本獨立的產業類別整合而來，包括產（營運模式）、官（政

策）、學術與研發各界均希望在此數位化浪潮中，將原本獨立或是分開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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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整合成一較大產業類別，取得更大產業範疇與發展契機。這樣的匯流與整

合，也造就了原本獨立產業間跨業經營另一市場的可能性；隨著通信網路及

數位技術的高度發展，通訊、傳播及資訊科技的匯流發展成為未來趨勢，配

合市場自由化、法規鬆綁及解除管制理念的逐漸落實，將進一步引發通訊、

傳播、與資訊科技等事業的跨業經營及互相競爭。

而公平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

說明」中則認為，在這樣的通訊、傳播、與資訊科技等事業的跨業經營及互

相競爭，將於電信 (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 (CableTV)、電腦網路

(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等事業等四種產業間最為明

顯，因此稱之為四C產業；而所包含的產品及所提供的服務，則包含利用電

信、廣播及資訊通信網路所構建具有多元載具性質的電子通信網路，以及利

用前述電子通信網路進行各種通信、廣播視訊、電子交易及線上遊戲等服務

提供之商業活動。

而此一「說明」中亦指出，四Ｃ事業的跨業經營主要型態可概分為「跨

業擁有」(cross-ownership)及「整合服務」(joint provision)兩類。「跨業擁有」

係指事業透過合併、購併或新設分支事業的方式，進入另一個關連的市場範

疇，例如電信業者透過與有線電視業者合併而進入有線電視市場。「整合服

務」則為事業透過既有的基礎網路、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本是屬

於另一個市場範疇的服務，例如電信業者利用其電信網路提供隨選視訊服務

(video-on-demand)，或者有線電視利用其有線電視網路所提供的纜線語音電

話服務(cable telephony)或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寬頻接取服務。四Ｃ事業

的「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將使各個關連市場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有助

於促進各個關連市場的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然而，四Ｃ事業的「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亦可能使經濟力量過度

集中或市場力不當擴張，而有限制市場競爭或妨礙科技發展之虞；而這樣的

趨勢，在科技上因為數位化的結果而更加錯綜複雜，所產生的競爭效果也更

加難以預料。再加上公平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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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行為之規範說明」於2005年時公告，由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市場轉變快

速，四C產業於技術上的整合與市場上的產業發展也有大幅度的變化，使得

2005年「說明」當時的事實預設已與現況有所距離。

另外，近年來，通訊傳播產業面臨重大轉型，事業往往謀求併購以強化

其競爭力或確保其存續。其原因不僅在於數位匯流的發展趨勢，致使通訊傳

播事業間有相互進入對方產業領域以追求範圍經濟或實現綜效（Synergy

Effects）之誘因；更因為解除管制、管制改革政策下，自由化所帶來國內外

競爭情勢的日趨嚴峻，金融海嘯對於企業經營之負面衝擊等等因素，在在促

使事業不得不尋求與他事業併購或從事策略聯盟，以有效因應國內外競爭壓

力，而得與其他事業繼續從事競爭。

此種通訊傳播事業間的併購或結合行為，較諸其他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

爭行為，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及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二者的雙頭管制模式，帶

來更大的挑戰。蓋競爭法對於一般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方式，

係為一種行為規範，競爭法主管機關僅於該當行為發生後，始藉由競爭法相

關規定介入，禁制各該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實施。相對於此，有關

結合或併購的規範，乃是一種結構規範，為避免相關市場不當從競爭性結構

淪為獨占或寡占性市場結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事業間的併購或結合，就

必須於事業進行結合或併購之前，介入管制，對於併購或結合結果可能對市

場結構帶來不當影響者，予以禁止。不僅對於未來市場結構造成不當影響之

判斷，乃是基於各種假設而為之預測，從而容易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通訊傳

播主管機關間存在不同的見解；更因產業主管機關於促進產業競爭外，尚肩

負其他社會、政治、經濟使命之實現，此由前陣子沸沸揚揚的二次金改所引

發之各種爭議，即可略窺一二。

實則，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所肩負之社會、政治、經濟任務，並不亞於金

融產業主管機關，特別是為確保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通信秘密與資訊接

受之自由，以落實民主政治之存續與發展，實為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於已有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情況下，尚得擁有其存在意義及必要性。此種超越單純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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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因素，而廣泛地將相關社會、政治要素納入考量範疇，以判斷是否同意系

爭結合之規範方式，決定性地區別了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通訊傳播主管機關，

對於結合議題之認識論與規範理念的不同，雙頭管制模式於此可能出現之矛

盾及衝突，益形顯著。然而，如同前述，既然雙頭管制模式乃是我國現行法

制關於通訊傳播產業競爭行為所選擇之模式，則吾人現今應有之作為，並非

對其一味加以批判，而係應於此一管制模式已成為制度的現實認知下，尋求

二者間規範矛盾與衝突最少之管制方式。

基於上述問題認識，本研究另外希冀藉由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其競

爭法主管機關與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於有關通訊傳播事業競爭行為之管制模

式，瞭解其於通訊傳播事業結合上可能發生之衝突與齟齬，如何透過二者間

有效的分工及合作關係，降低二者間管制的矛盾與衝突，有哪些具體規範內

容與實際作法可供我國法制未來參考之處。最後，本研究並將針對我國法制

規範現況與外國法制進行比較，思考外國相關法制引進格我國現行規範架構

之可能性及可行性，在現行法制架構下，促進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通訊傳播主

管機關之合作與分工。倘若解釋論的開展有其侷限性或為謀求二者機關更為

健全、密切的合作及協調，實有必要對現行法制規範進行調整；此際，應有

的法律修正方向與內容為何，本研究亦將就此提出具體的建議，提供相關主

管機關參酌。

因此，本研究主旨在於觀察數位匯流下國內四C產業(電信、有線電視、

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整合下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並瞭解這些

產業當前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現況與數位匯流平台上的新興服務模式為

何，且蒐集各國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產業主管法規發展及執行情形，最後討

論競爭機制運作及執法上所面臨之限制，並依據研究成果，提出數位匯流競

爭政策及執法之探討與建議，及提出修訂「本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

之規範說明」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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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研究背景

隨著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的發展，國際社會對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II)

形成共識，網路商業化為不可抵擋的趨勢。網路使用人口增加，透過商業性

網站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大幅成長，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商機引發電信、有線電

視、電腦網路、電子商務等四Ｃ事業加速整合發展。數位匯流下，電信、網

路和廣播電視的三網融合，使用戶可透過單一平台，享受看有線電視、打電

話及上網的整合服務，也因此使得此三網原本的業者積極佈局進入相關產

業；例如：2011年2月5日中央社新聞即指出，數位化發展改變人類生活，數

位匯流趨勢也為台灣科技廠商帶來新機會；國內三大電信商看好數位匯流將

科技、資訊帶入客廳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數位化對隨身行動、寬頻傳輸的

需求，均將數位匯流視為營運發展的重大方向；中華電信將針對網路、平台、

內容、終端及服務5大業務發展進行整合，進一步落實數位匯流「多螢一雲」

的目標，並且決定以Hifree平台做旗艦服務，提供PC、MOD、手機服務；台

灣大哥大則整合富邦集團旗下台灣大（電信）、台灣固網（固網）及台固媒

體、大富媒體（有線電視系統營運商）等集團資源，推出「台灣大匯流」服

務，結合雲端技術及聯網電視服務，預定2011年推出「四螢一雲」服務的數

位匯流服務平台；遠傳電信雖缺乏有線電視的客源基礎，但將在合併新世紀

資通後，轉型ICT綜合型電信集團，並發展電子商務及數位家庭相關服務，

未來也計劃朝有線電視領域發展，未來推出「三螢一雲」（包括電視、平板

電腦及手機等平台），積極發展內容應用服務市場；這些現象皆可預見未來

數位匯流對於四C產業的整合與衝擊。

在追求電信自由化與法規鬆綁、解除管制的理念下，通訊科技與媒介逐

漸匯流，對傳統管制架構及市場公平競爭規範產生衝擊。公平會為充分瞭解

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及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及四Ｃ

事業經營可能衍生之競爭問題，面臨資訊傳播媒介匯流之趨勢，競爭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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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調等相關議題，爰將「建制四Ｃ產業競爭規範」專案列為1999年下半年

暨2000年度施政計畫，並與學術單位合作辦理「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網際網路資訊通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

究」、「電子商務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四C產業整合發展之競爭規範研究」

等五項合作研究，以對四Ｃ事業整合發展可能衍生之競爭問題預作因應，並

於2005年時公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

說明」，確保並促進更開放及競爭的四Ｃ事業相關市場，並保護消費者權益，

提升整體社會福利。

二、電信與傳播（有線電視）產業技術匯流現況

數位匯流之趨勢下，將以傳播（廣播、有線電視）與電信（網際網路）

之整合為主體，形成集影音、通信、購物、生活資訊、教育、金融、遠端監

控及防盜安全為一體之服務架構，以提供數位家庭所必備之各項服務。現行

科技下，電信網路可提供近似單向、一點對多點的傳播服務，而有線電視網

路亦能提供雙向、互動性的電信服務；未來各有線電視以及電信業者為增加

設備使用之經濟效率，勢必會朝向同時提供電話、上網以及頻道節目收視等

多角而全方位之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以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one stop

shopping）之需求（黃琳君，2009）。圖1-1為通信與傳播各產業在提供服務

的數位匯流之下，可能多角化經營其商業模式之示意圖。

由圖1-1可知，數位匯流藉由網路以及內容之數位化克服了過去因載具或

傳輸內容差異所形成之障礙，使得跨業間的資源共享、彼此競爭、相互整合

變得可能，以下將分別說明電信跨業傳播（尤其是有線電視）及有線電視業

跨業電信(含網際網路)服務市場等兩種匯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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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琳君(2009)

圖1-1 數位匯流下傳播與通信產業提供多角化服務示意圖

(一)電信跨業傳播業（收視服務為主）

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網路科技已可用以傳輸語音及影像訊號，加

以網路傳輸所衍生之費用相對低廉，傳統的語音通信遂因各式新興的替

代性服務（如電子郵件、網路電話）而逐漸喪失其競爭力，於是電信業

者（特別是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開始利用其電信線路提供網際網路接

取服務，以及利用其提供寬頻網路接取服務之便，運用網際網路協定傳

輸節目訊號以跨入傳播市場。

上開服務內容之轉變乃因近年來電信業者透過日趨成熟的「頻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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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技術」（spectrum splitting technology）提昇現有用戶迴路之使用效率，

配合先進的數據機技術，將用戶迴路頻寬提昇至6000kbps以上，電信業

者遂有能力提供如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s

line，ADSL）等寬頻接取服務。搭配上新興科技具有將任何數據資料轉

換為以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以下簡稱IP）為基礎之數位封

包，透過「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之方式以及網際網路協定傳輸

（IPmode）模式，電信業者遂能夠將各式通訊傳播服務整合透過於單一

網路以及平台架構予以傳輸（李淳、張玉山，2005）。

資訊的IP化，使通訊以及傳播服務間的整合性越來越強，如美國電

信業者AT&T公司所推出的「U-Verse」服務，結合了數位語音（digital

voice）、視訊（video）、寬頻接取及AT&T既有之固網、行動通信服務，

形成「四合一服務」（quadruple play）之跨業經營架構；另外，AT＆T

競爭對手Verizon公司亦於完成光纖架設後，開始提供類似的四合一服

務，其中包含透過網際網路而提供頻道節目內容之「 IPTV服務」

（OECD，2007）。

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網路電視）之定義為：透過網

際網路協定傳輸視訊資料內容即可稱為IPTV，或稱為「個人互動電視」

（Interactive Personal Television）（黃琳君，2009）。IPTV服務之內容主

要可分為事前排定之頻道內容及未經排程而供收視者隨選即看之各式

內容，如節目、影片等，通稱為隨選服務內容（Video on Demand，VOD）。

我國IPTV服務之發展方面，初期推出服務者包括中華電信股之「MOD

大電視」服務（MultimediaonDemand，以下簡稱「MOD服務」）以及數

位聯合電信所提供之「DFC數位家庭服務」。中華電信之MOD服務係透

過雙向寬頻網路將電視頻道以及隨選影片等廣播電視內容透過機上盒

呈現於用戶端之電視機上，MOD服務之內容包括頻道之收視服務，同時

亦提供如個別節目影片之選選廣播電視（VOD）、家庭金融（插入銀行

晶片金融卡即可於機上盒繳費轉帳）、卡啦OK、理財（看盤及自動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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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線上學習以及遊戲等其他具備互動性之功能。相較於傳統有線

電視服務，MOD服務之內容更加多元且更具互動性，其另一特點在於提

供了分組付費之功能，使客戶不必像訂閱有線電視服務支付每個月5、6

百元之收視費以收看上百台的基本頻道，而可依據自身的收視習慣以及

喜好訂閱特定的頻道或節目內容。（黃琳君，2009；黃自啟、江耀國，

2007）

圖1-2 IPTV服務傳輸架構圖

IPTV服務與傳統之有線電視服務最大的不同，在於服務的多元性及

互動性；IPTV服務可藉由網際網路傳輸之優勢，與其他數位化的網路內

容進行整合；舉例言之，IPTV業者於傳播與一般有線電視業者相同之頻

道內容時，可加入即時投票等互動式功能；除此以外，IPTV服務更可將

網路世界之互動性納入服務之一環，透過網路內容之導入，讓使用者不

必打開電腦即可享受網際網路之便捷以及樂趣，如提供線上繳費、購

票、預約等功能，透過以上新型態服務內容之提供，IPTV服務已逐漸打

破電視以及電腦間功能之藩籬。

而就隨選服務而言，IPTV服務給予收視者極大的選擇權，收視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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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需要按照內容提供者預定之排程收看節目，而能夠隨時隨地依照自身

之喜好選取欲收看之內容，並且能夠自由地選擇重播、迴轉或向前快轉

等功能，提高收視者自主性與增加收視內容差異化，收視者以「頻道」

為單位之收視習慣，亦可能因IPTV服務之提供，逐漸改變為以「節目、

影片」為單位。由於IPTV服務係透過網路而非以固定線路傳輸內容，故

並不受到特定輸出介陎之限制，如電視、電腦或甚至行動電話均可作為

影音內容之播放媒介，頻道節目內容的可移動性逐漸顛覆了「在家看電

視」（home watching）的收視習慣及文化。各式傳輸技術日臻成熟下，

未來使用者只消訂購IPTV服務，即可在家中透過電視、電腦，出外運用

PDA或行動電話隨時收看頻道節目內容將不再只是夢想（黃琳君，

2009）。

(二)有線電視業跨業電信(含網際網路)服務市場

數位化後的有線電視係指將節目之電視信號以數位方式進行記

錄、處理、壓縮、編碼、調變傳送至接收端後，再透過數位方式進行接

收、解調、解碼、解壓縮及播放之技術（江耀國，2006）。數位化後之

有線電視除了傳輸與播送內容以及技術之將趨數位化外，未來服務之內

容亦可自單純提供電視服務逐漸走向「家用多媒體平台」（multimedia

home platform）之境界，亦即將用戶端之通訊、資訊、廣播與網際網路

等3C服務予以整合（黃琳君，2009）。

目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採用「光纖/同軸纜線混合網路」（Hybrid

Fiber Coaxial，HFC），故可於提供頻道節目收視服務之同時，利用該有

線電視線路提供收視戶寬頻網際網路之接取服務，此即謂「纜線數據機

技術」（Cable Modem）；其與ADSL技術相同點在於均透過將傳輸訊號數

位化以及大量壓縮使資料傳輸之頻寬相對增大；其與ADSL之不同點則

在於Cable Modem是以有線電視線路作為訊號傳輸之媒介，ADSL則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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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線為之（吳俊幟，2002）。我國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以下簡稱MSO）均已開始為其有線電視收視戶提供Cable

Modem之服務。如凱擘股份有限公司（Kbro，前身為東森媒體科技）為

台灣第一大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在台灣擁有12家有線電視系統台，

經過多年網路建設，已具備高品質之光纖∕同軸纜線混合網路；台灣固

網、台灣電訊與台灣大哥大整合為「台灣大寬頻」後，目前亦與台北縣

永佳樂有線電視、新和有線電視、觀天下有線電視、紅樹林有線電視、

北海岸紅樹林有線電視、宜蘭縣聯禾有線電視、高雄縣鳳信有線電視，

共同合作推出台灣大寬頻Cable上網服務。近來有線電視業者為了與電信

業者積極推動之光纖網路服務（FTTx）一較高下，亦開始部署DOCSIS3.0

網路，以提供更高速的網際網路接取服務（黃琳君，2009）。

由上述之內容可知，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市場不但已構成數位匯流

下傳統電信業者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服務匯流之重疊地帶，未來亦

將成為各方業者兵家必爭之地。

在數位匯流趨勢下，有線電視業者亦可提供通話服務，提供的服務

有二，一為提供「有線電視纜線電話」（cablecircuit-switchedtelephony，

cablephone），另一為「網路電話」（VoIP，VoiceoverInternetProtocol）。

而就「有線電視纜線電話」服務方面，有線電視業者於用戶端裝設一特

殊處理裝置，使語音信號與視訊信號分離，並可同時藉由有線電視纜線

傳輸，如此有線電視收視戶即可於收看有線電視節目之同時使用電話服

務。申言之，CablePhone是由有線電視業者透過自建電信交換設施與公

眾交換電話網路相連所提供之電話服務，與一般電信業者所提供之服務

間最重大之差別在於利用有線電視之纜線傳輸語音訊號。如台中市的威

達有線電視公司於2008年開始提供CablePhone服務；該公司目前除傳統

有線電視服務外，亦透過市內網路提供語音、數據與多媒體影音之多合

一服務；其他國內五大有線電視多系統經者亦透過與固網業者合作以提

供CablePhone服務，如台灣大寬頻即係由台灣固網與台固媒體（旗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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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佳樂、觀天下、紅樹林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合作所推出之寬頻上

網以及寬頻電話（CablePhone）服務（黃琳君，2009）。

除了有線電視纜線電話外，有線電視業者亦可透過「網路電話」

（VoIP，VoiceoverInternetProtocol）之方式提供語音通信服務。所謂「網

路電話」，係將語音訊號經由數位化、編碼、壓縮、分封化後遞送至網

際網路，以在IP網路基礎上傳送之語音服務。如台中市群健有線電視，

即結合「有線電視」、「寬頻上網」、「纜線電話/網路電話」三項服務，推

出「群健大三通」之三合一多元化服務即為一例（黃琳君，2009）。

(三)有線電視與新興媒體服務之互動

目前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目前面臨的新興媒體之挑戰，最主要為中華

電信「隨選視訊」(MultimediaonDemand，MOD)。MOD是一種利用電

信網路傳輸視訊，提供頻道節目給訂戶觀賞的電視，其統稱為IPTV（網

路電視）。中華電信MOD服務以其擁有全台網路之特性，目前擁有超過

80萬用戶，規模約占全國有線電視訂戶數5分之1；但是2009年時發生的

MOD蓋台事件，正足以說明了MOD已經激起了有線電視業者的危機

感，也顯示了MOD漸成氣候，家庭收視習慣開始發生變化。如果MOD

壯大，有線電視業者之市場將被瓜分，使得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對MOD

之壯大產生了敵意，因此於2009年九月起，即出現有線電視系統利用蓋

台手段(付費訂閱MOD收視戶看不到台視、中視與華視等無線電視台之

偶像劇，而是一些反覆重播之墊檔影片)阻撓MOD用戶數繼續成長之相

關報導。根據報導，除了蓋台之外，有線電視業者也警告頻道代理商不

可在MOD上架，否則將調整所屬頻道在有線電視之位置。

數位匯流下之新興電視MOD無法在市場上以合理的價格買到主流

頻道之播放權，所以MOD的內容無法與頻道齊全之有線電視公平競爭。

加上有線電視的系統業者聯合頻道商，想盡辦法回絕MOD之購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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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MOD沒有頻道節目可播，如此即可鞏固有線電視之獨占地位和既得

利益。而上述情形將會在有線電視集團化與上下游垂直整合趨勢更為鞏

固之下，讓新興傳播媒體遇到更多發展上困境。

張玉英與吳逸玲（2010）指出，IPTV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因為

播送頻道節目使用「技術」之區隔，形成二者因不同之利用行為(公開傳

輸與公開播送)而分屬不同之競爭市場；因此縱使頻道供應商僅授權有線

電視業者而不授權予IPTV業者，公平會亦難以聯合行為進行干預，畢竟

頻道供應商並非拒絕公開播送之授權，而是無(公開傳輸)權授所需之權

源。然而，競爭主管機關從商品或服務競爭出發之基本立場，應不論有

線電視、MOD、多媒體視訊服務等，只要平台提供相同性質之「服務」，

權利歸屬就應該一致，否則就會造成市場上不公平競爭。

儘管MOD與有線電視在傳送訊號之「技術」不同，但是其提供給消

費者之「服務內容」則相同，若公平會以技術形式來認定市場的範圍而

不加以介入，則對新興技術與後續之文化創意產業都會有甚大影響；其

次，中華電信MOD所提供服務之範圍為全國，但是有線電視所提供之服

務範圍卻是有其經營區域，一旦MOD規模大到一定程度（跨越關鍵多數）

之後，「市場收斂」可能會危及有線電視業者的生存。因此，透過本次

研究，將對於「技術匯流」下原本分屬不同產業能在相同之「服務市場」

上提供相同服務之競爭更有所瞭解。

三、數位匯流下之新興服務模式

在數位匯流之下，許多傳統服務可以藉由網際網路之連結而在線上直接

進行，距離因此不再是交易完成之重要因素，因此在此數位平台之上，可進

行舊式面對面服務之「新」式線上服務方式。例如：家庭金融（插入銀行晶

片金融卡即可於機上盒繳費轉帳）、卡啦OK、理財（看盤及自動選取股價）、

線上學習以及遊戲等其他具備互動性之功能；或是服務內容包括線上直播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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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隨選廣播電視、線上購物、線上學習，並同時整合影音部落格以及VoIP

網路電話等服務。加值服務如算命、理財、遊戲、不動產租賃買賣刊登服務

等，可滿足消費者各項生活上各類需求。

四、數位匯流與四C產業之競爭問題

在數位匯流下所涉及之市場競爭問題，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一)相關市場界定的問題：

相關市場是指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並從事競爭的範圍，包含產品市

場及地理市場兩個構面。產品(服務)市場係指從消費者觀點，所有能夠

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價格及功能方面可互相替代產品(服務)所構成之組

合。地理市場則是指事業提供產品(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消費者

在此區域內能夠無障礙地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由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

及匯流趨勢，將使各種服務間之互相替代能力增加，產品(服務)或地理

市場的界線日趨模糊，因此，相關市場界定便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

例如：MOD服務對象為全國，而有線電視服務對象為經營區內之收

視戶，兩者在地理市場上有極不相同，增加公平法執法上難度。因此公

平會在相關市場認定上需更為謹慎。

(二)市場結構

一旦相關市場範圍界定清楚，則產業之市場結構便可依循其定義而

加以分析。數位匯流之下，由於各項技術之發展使得傳播業與電信業者

間所提供服務相互重疊與競爭，而各自在本業市場上之市場結構對於其

在新興服務市場上發展策略將會有重要影響，因此必須仔細地加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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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優勢地位

四Ｃ事業進行整合性服務時，可能利用「搭售」或「整批交易」之

策略來擴張新的服務項目之市場占有率，例如電信業者將語音電話服務

與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DSL)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或有線電視業者

將有線電視視訊服務與纜線數據機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由於前述行

為將使事業既有市場力量延伸到新服務項目市場，或將造成限制市場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情形。

另外，具有獨占地位之四Ｃ事業進行跨業經營時，倘基於阻礙或排

除特定市場競爭者之意圖，而採取掠奪性訂價之行為，迫使其競爭者退

出市場，或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藉以維持市場占有率，並在長期

下獲取超額利潤之行為。

四Ｃ事業進行跨業經營時，以其獨占性業務之盈餘補貼競爭性業

務，或以受管制業務盈餘補貼非受管制業務，是為交叉補貼。

或是四C產業中之某一方掌握關鍵生產要素(例如電信事業提供之

網路接續或電路出租服務)事業，為了阻礙或排除在下游市場競爭者，而

對該生產要素價格為不當之決定，藉以提高下游競爭者之經營成本，迫

使其退出市場等行為。

(四)結合與聯合行為

四Ｃ事業之結合乃是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三種態樣兼

而有之，因此會涉及到公平會之結合管制規範；而若四Ｃ事業之「跨業

擁有」倘有涉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行為，則有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虞。如：共同訂價、產出

限制及劃分市場、共同研發及共同制定技術及品質標準、共同抵制、與

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業者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以交換競爭敏感之

資訊從事聯合行為、或是策略聯盟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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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不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四Ｃ事業之經營及交易行為，因其項目眾多且交易型態複雜，實際

交易價格不易明確揭露。在事業匯流後，業者提出電信、有線電視、上

網服務等組合套餐或特價優惠時，恐將進一步惡化。

五、通傳法與公平法之競合

近幾年來的通訊傳播產業發展，見證了通訊傳播產業藉由各種結合方

式，實現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強化各該通訊傳播事業的國內外競爭力。美

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於 2003

年 6 月中大舉放寬其對於媒體產業結合的規範，或為此中之著例。而有關通

訊傳播產業之結合議題，其所牽涉者，並非僅是單純的競爭政策或競爭法之

問題，尚含括言論自由、言論多元化、民主政治程序等競爭以外的公共議題。

通訊傳播產業結合所涉及公共利益層次之多樣性，可從「通訊傳播管理法草

案」第 1 條關於該法之立法目的中，清楚得知，該條規定謂：「為確保通訊

傳播自由及效能競爭，促進通訊傳播技術互通應用，增進通訊傳播服務普及

近用，保障消費者及弱勢權益，並維護多元文化之平等傳播權益，依據通訊

傳播基本法之精神，特制定本法」。相較於公平法第 1 條立法目的僅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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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

定本法」。突顯出通訊傳播產業規範目的的多樣性，其不僅要促進公平法所

欲維護之競爭秩序，尚要實踐普及近用、保障弱勢權益、確保多元文化的存

在。

雖然，通訊傳播法制所欲實踐之立法目的，更為多樣性與多元化，但如

同前述，不可否認地，競爭要素於通訊傳播法制中發揮之功能，愈來愈形重

要。特別是於思考媒體結合所引發之問題時，競爭要素更是扮演著關鍵的角

色。蓋當我國通傳會於媒體管制時所揭櫫之市場競爭、多元化、在地性等三

項核心目標，市場競爭居於首要地位。雖然，市場競爭的存在，無法確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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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會產生言論多元化之結果；惟倘若媒體市場上不存在競爭，則欲追求所謂

言論多元化，無異於緣木求魚。職是，如何確保媒體市場上之競爭，就成為

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之第一要務，此一任務同時亦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欲維護

之市場競爭秩序發生競合。

於雙頭管制的模式下，二者機關如何進行有效的分工與合作，協調彼此

間之任務，就成為實踐上相當困難之課題。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公平會曾

就此一議題進行研析，而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

行為之規範說明」中，發表如下之見解：「本會對四Ｃ事業的競爭規範，係

尊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規劃的產業結構及法令，依法執行有關事業限制競

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查處。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措施或法令有妨礙競爭

機能發揮或影響公平競爭時，本會將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商同

各該部會辦理之，並依同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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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決定法律適用的問題。」

上開見解中，雖然開宗明義闡明關於通訊傳播事業之競爭規範，尊重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但同時又對此一「尊重」附加條件，只有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之具體作為，符合公平法維護競爭秩序的前提下，始對

其權責予以尊重。如此條件的附加，對於雙頭管制模式帶來重大影響。蓋於

有關通訊傳播產業之結合規範上，面臨其他產業結合規範所未遭逢之難題。

首先，傳統上以事業類別垂直區隔作為規範基礎之管制方式，因為近年

數位匯流的發展，各該通訊傳播事業間之事業界線已逐漸模糊，而使得其管

制理念與作法逐漸為功能性管制原則所取代。於此情勢發展下，結合規範執

行中第一步驟之「市場界定」，就面臨重大挑戰。即令公平會曾處過各式各

樣的結合案件，但卻難能因此肯定其關於媒體結合之市場界定，亦有絕對的

專業。或因此故，公平會於上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

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對於有關於此之市場界定作法，謂為：「相關市

場係指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並從事競爭的範圍，包含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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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構面。產品（服務）市場係指從消費者的觀點，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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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地理市場則是指事業提供產品（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消費者

在此區域內能夠無障礙地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由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及匯

流趨勢，將使各種服務間的互相替代能力增加，產品（服務）或地理市場的

界線日趨模糊，因此，相關市場界定必須考量科技變化的因素，並以個案方

式認定。」

鑑於通傳會乃係通訊傳播產業之主管機關，其關於該當產業特性當有深

入瞭解，因此較諸公平會，當更能有效界定出通訊傳播事業之相關市場，而

進行更為正確之判斷。然則，如同前述，傳統上，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之管制

或管理模式，乃是以市場進入受到嚴格限制為前提，而對於因此所生之獨占

或寡占事業進行管制。於此管制方式下，根本不會發生市場界定問題，對此

亦未擁有相對應之專業。在雙方皆缺乏應有之通訊傳播相關市場界定專業之

情形下，最合理之解決方式當是，妥善利用雙方各自擁有之專業，進行密切

的協調與合作，遂行各自之任務。此時，當有必要參考主要國家法制過去運

作之經驗，作為我國未來通訊傳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於進行合作、

協調時之參酌。

六、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關於數位匯流技術發展所衍申之跨業服務整合以及對中華電

信MOD被蓋台事件的說明，顯示公平法之執行對於不同產業間的影響之重要

性。儘管其有「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然公佈之時在國內並

未有實質案例，而目前已經有實質案例發生，加上數位科技的發展日新月

異，使得此一「規範說明」實有重新檢視之必要。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包括：

(1)探討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

(2)探討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當前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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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討各國數位匯流平臺之新興服務模式。

(4)整理各國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產業主管法規發展與執行情形（含美

國、歐盟、日本等相關國家）。

(5)探討競爭機制運作及執法上所面臨之問題。

(6)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探討與建議。

(7)依據研究結論，提出修訂「本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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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為達成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採用之研究方法如下表1-1：

表1-1 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

項目 研究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1 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
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
向

(a)市場範圍(b)界定
(c)文獻整理法：
技術發展、廠商策略等

瞭解數位匯流相關產
業目前的發展及未來
可能發展趨勢

2 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當
前市場結構與市場競
爭現況

(a)市場範圍(b)界定
(c)市場集中度的計算
(d)市場競爭狀況的分析

瞭解市場結構與競爭
程度

3 各國數位匯流平臺之
新興服務模式

文獻蒐集整理法 瞭解各國在數位匯流
平台上之新興服務模
式

4 各國數位匯流競爭政
策及產業主管法規發
展與執行情形

文獻蒐集整理法 瞭解各國數位匯流競
爭政策及產業主管法
規發展與執行情形

5 數位匯流下競爭機制
運作及執法上所面臨
之問題

整理、分析、比較第4項，
並分析國內目前執法情形

瞭解數位匯流下競爭
機制運作及執法上所
面臨之問題

6 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
執法之探討與建議

綜合分析第4、5項，提出
執法上之建議

提出數位匯流競爭政
策及執法建議

7 提出修訂「本會對於四
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
之規範說明」之具體建
議

根據第1~6項之成果，提出
對此一「說明」之具體修
正建議

提出修訂「本會對於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
為之規範說明」之具
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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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市場範圍之界定

由於數位匯流之下，原本分屬不同產業之傳播與電信業，因為網路傳輸

技術進步及新型態整合服務發展而得以相互競爭，使得原本相關市場範圍定

義顯得模糊，因此需要重先審視。傳統上相關市場範圍界定方法，是以市場

上消費者對於不同產品所認定之替代關係來看，也就是說，兩商品是否為同

類型產品，是以商品間替代性之大小來衡量。如果對消費者而言替代性高，

則可視之為同類商品；反之，若商品間之替代性低，則表示這些商品並非為

相 同 商 品 。 一 般 來 說 ， 替 代 性 之 衡 量 ， 是 以 需 求 之 交 叉 彈 性

(crosselasticityofdamand)為基準，其計算方式為：

 



i

i

j

j

P
P

Q
Q

ij
商品價格變動的百分比

比商品需求量變動的百分
i

j

(1)

若交叉彈性的數值為正值且很大，則表示i與j商品間有很高的替代關係，因

此可將兩商品視為同一類商品；也就是說，此兩種商品屬於同一市場會同一

產業，而生產的廠商則處於同一市場上的競爭廠商。而若交叉彈性值為負，

表示兩者之間為互補關係，表示兩者相輔相成；而若交叉彈性為零時，表示

兩種商品之間無關，不屬於同一產品或同一市場。

需求的交叉彈性也可以用來衡量市場的地理範圍，假設某一商品在甲、

乙兩地銷售，若甲地區價格便定對以地區銷售量有極大的影響，則可視甲、

乙兩地區為同一市場，否則為不同市場。一般而言，運輸成本較高的商品，

其地域性較強，不同地理市場間的影響較少；而金融商品與交易的運輸成本

較低，因此其影響範圍便很大，國際股市之間的連動即為一例。而在數位匯

流之下，由於許多傳統的服務都可以在網際網路上進行，使得原本具有地域

性質的服務，可能隨著網路的延伸而得以打破過去地理市場範圍，因此利用

需求交叉彈性來衡量匯流產業間的市場範圍將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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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需求的交叉彈性仍有其限制，例如：當生產同一類商品的廠商其

市場地位相距甚大時，市場地位小的廠商即便是價格有所變動，對於市場地

位大的廠商之商品銷售量可能影響有限，因此誤把兩廠商生產的商品視為不

同產品(陳正倉等，2004)。不過此一問題可能不會發生在數位匯流之下的台

灣四C產業，因為這些產業本身都相當大，且具有相對強的市場力量，因此

問題應該不大。

而當市場範圍認定之後，始可進行市場現況、未來可能的發展動向、以

及後續與產業競爭程度有關之討論。而就產業競爭程度而言，若市場範圍越

大，則市場內廠商的市場佔有率會較低，市場趨向於競爭；反之，若所定義

的市場範圍越小，則市場內廠商的市場佔有率會越高，市場越趨近於寡占或

獨占。

二、產業結構分析

為了解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有必要計算這些相關

產業中廠商之市場集中度。傳統上某一產業之產業集中度之計算，是以該產

業少數幾個大廠商的市場佔有率之總和以測量獨占力的大小。最常用的指標

為前四(八)大廠商的集中度（CR4，CR8）及HHI指數等。本研究亦擬透過上

述指標，了解台灣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市場結構；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前四(八)大廠商之集中度（CR4，CR8）

其計算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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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R4（或CR8）為前四(八)大廠商的集中程度，Si為前四(八)大廠商

各自之市場占有率。不管是CR4或CR8，其值越高其都表示集中程度越

大，市場或產業中賣方之市場力量也越大；反之，則越小。

CR4（或CR8）的優點在於不需知道所有廠商的市場占有率，因此

在資料獲得與計算上相對簡單；而缺點則是過於強調前四大廠商的總和

力量，未顧及產業內廠商之占有率分配情形(陳正倉等，2004)。

(二)Herfindahl-Hirschmanindex(HHI)

HHI指標的計算公式如下:

10000)(
1

2 


n

i
iSHHI

(3)

其中Si為前四(八)大廠商各自之市場占有率。HHI將產業中每一個廠商之

市場占有率平方後加總，當產業為完全獨占時，其值為10，000；若產

業當中所有廠商的大小規模都相等時，其值為該產業廠商倒數乘以10，

000。一般而言，當廠商間市場佔有率分配不均度增加時，HHI值將會提

高；反之則降低。

(三)多角化經營(跨業經營)

根據前一章分析，我們知道數位匯流下將使得傳播與電信兩產業間

之相互跨業經營變得可能，而跨業經營乃為企業多角化經營方式之一，

因此以下將針對此一部份加以說明。

企業之所以要多角化經營，在經濟上的理由甚多，主要包括(1)分散

風險、(2)充分利用廠商既有產能以降低成本、(3)提高市場占有率與地

位、(4)進行研究發展與技術創新、(5)降低進入障礙以利進入其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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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促進企業成長等；若以電信與傳播兩產業相互跨業經營的情形來看，

以提高市場占有率與地位、降低進入障礙以利進入其它產業、及促進企

業成長等理由較為明顯(陳正倉等，2004)。

企業多角化經營的方式，主要可以分為水平整合、垂直整合、複式

整合、即集團企業(關係企業)等。水平整合係指市場商以其員有主要產

品為主，行向發展相同或類似產品，或合併生產相關或類似產品之其他

廠商方式而言；垂直整合則是指廠商從原有產品的生產擴及上游或下游

產業之生產活動者而言；至於複式整合，則是指廠商生產各種與原有產

品相關、甚至毫不相關之產品，亦即廠商是異業整合，或是既水平整合，

又是垂直整合者，皆屬於複式整合。至於集團企業，係指三個以上之獨

立廠商，不論其產品相同或不同，彼此之間除有實質投資關係外，尚有

統一決策與協調機關之企業群體者而言。

企業多角化是廠商成長與發展之重要策略與商業行為，多角化之結

果將會影響市場結構。此外，廠商進行跨業經營時，可能會產生不同產

業間的交叉補貼(crosssubsidies)，進而影響廠商在市場上之市場力量，

對經濟效率與社會福利產生影響。在傳播與電信業因技術發展所伴隨而

來之數位匯流下，彼此在既有市場上都有其相當之地位，但是當其跨業

到對手產業所提供的服務與商品時，則其利用交叉補貼的策略來提升自

己之競爭力是相當有可能性，因此必須要特別注意此類策略對市場競爭

之影響。

陳正倉等(2004)指出，當複式整合發展到相當規模時，就可能形成

企業集團。而企業集團對市場結構的影響則相當複雜，因為各個分子企

業在集團中之比重不大相同，而且在各個產業之市場占有率也不同。

White(1974)曾指出，開發中國家的集團企業常以結合金融機構等方式來

進行，使得集團企業之經濟影響力大增，而其衡量之後的影響力則無法

真時呈現出其實際狀況；另外，EncaouaandJacquemin(1982)對法國企業

集團進行研究時指出，集團企業透過分子企業在管理和財務上的相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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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與運用，以擴張其規模，使得總合集中度上升。

最後，本研究也將參考我國金控業之整合與合併後，對於該產業整

體市場競爭狀況之變化加以討論，不過將以現有研究之文獻來加以整理

與分析。

三、各國產業法與競爭法之規範

在有關通訊傳播事業結合管制時所發生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

主管機關之規範權限的分工上，不僅我國刻正面臨此一課題，其他歐美日等

先進國家亦早已面對此一課題，並思考、提出各種解決之道。其豐富的執法

經驗當可提供我國未來於解決該當課題上之重要參酌，從而釐清歐美日等國

有關此一課題之法律規範內容、具體運作方式、消弭衝突的解決方式等，將

是本計畫首要工作。職是，本研究首先欲強調之研究方法，厥為比較法研究

之法學研究方法論。透過對於美國、鷗盟、日本等三個國家其競爭法、通訊

傳播法制等之立法背景、規範理念與內容、運作方式、二者主管機關於管制

競合時之協調方式與作法、相關配套措施等之分析，釐清其法制設計的優劣

之處，與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比較後，我國法制可能呈現出之缺失與問題

點，並以一研究成果做為未來我國法制運作、修正或設計時之法理基礎。

美國部分，1996 年電信法雖未整合公眾電信與廣播電視，但已規定"有

效競爭"為解除管制條件，並促使各州政府推動有線電視與電信跨業競爭.由

於美國電信與有線電視跨業競爭發展極具特色，國內相關管制及競爭法制相

關研究向來都以此借鏡，因此，本研究亦將介紹美國聯邦立法，為了解各州

推動跨業競爭情形，也將以部分州立法為實例進行比較.日本部分，可以寫該

國近在東鄰，對我國電視產業及相關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向來頗有影響，而

NTT 解體為 NTT 東日本，NTT 西日本及 NTTDoCoMo，且開放多樣新服務

執照之後，有線電視，行動通訊及固網彼此跨業競爭情形值得我國參考；歐

盟 2003 新管制架構及其 2009 年修正採取水平管理原則，NCC 第一屆委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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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採較先進匯流整合立法模式，已參考歐盟立法前例；

但為了解各會員國實際轉換立法情形，將以英國及德國為例進行比較。

四、匯流平台上之新興服務

伴隨全球寬頻網路普及率的提高，過去以數據服務為核心的寬頻服務，

目前正朝向語音、數據及多媒體服務三合一(Triple Play)的服務模式來滿足消

費者對此三大方面的需求。根據美國「國家寬頻計畫」引述民間市場調查公

司的預估，經由有線或行動寬頻帶來的視訊服務（Video）消費需求，預估

在2013 年（民國102 年）前每年成長40%到120%。前述的IPTV管理包括電

視、視訊（Video）、聲音、文字訊息（Text）、圖形和數據等具有服務品質

（QoS）、使用者經驗（QoE）、安全性、互動性和可靠性的多媒體服務。

由於IPTV 具有互動性、個性化、低消耗頻寬與多種裝置可擷取的特性6，連

帶開發出有別於傳統家庭電視收視族群的新興影音服務商業模式與市場。目

前世界上IPTV 發展最快的國家如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的電信與廣電業

者均加速跨業經營與整合。而過去以提供客戶語音與數據服務為主的電信公

司，亦已體認到新興匯流服務會是未來發展的重要利基，紛紛投入資源強化

寬頻基礎設施建設，希望透過採用可高效利用頻寬的先進視頻編解碼器，增

加其IP 視頻與IP 語音的服務並提升品質。

此外，相關的新興匯流服務還可能包括線上遊戲、互動式電視購物、遠

距健康照護、居家保全、行動學習、城市導覽、政府e 管家服務，或水土保

持、救災、導航等公共性用途，透過即時的現場影像與聲音、訊息的傳送，

可以讓相關的應用服務更貼近民眾的需求，提升民眾生活品質並帶動服務業

科技化發展。而實際上，Green(2010)也提到未來的世界為連網「無所不在」

(anywhere)的世界，而應用於此一平台之活動將會越來越多，雖然不一定都

是商業模式，但卻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起居。

在這一部份的討論，本研究將進行這些產業運作實務與發展現況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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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整理，至於各種新興商業模式於未來會如何發展，及其對於產業競爭之影

響部份，由於不確定性太高，本研究並不進一步加以揣測。

五、「說明」修法上之具體建議

本研究成果除提出修訂「本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之具體建議外，亦將討論將現行四個規範說明（對於電信事業、有線電視相

關事業、電子市集、四C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整併為一個規範說

明（或處理原則）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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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流程

圖1-3 研究流程圖

相關市場範圍界定

數位匯流相關產
業發展概況及未
來發展動向

數位匯流相關產
業當前市場結構
與市場競爭現況

各國數位
匯流平臺
之新興服
務模式

各國數位
匯流競爭
政策及產
業主管法
規發展及
執行情形

競爭機制運作及執法上所面臨之問題

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檢討與建議

提出修訂「本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
規範說明」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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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C產業現況分析

四 C 產業包函電信（Telecommunication）、有線電視（Cable TV）、

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電子商務（E-Commerce）等。但是這

些產業卻在網際網路的發展下，加速此四個產業的整合發展。為了分析

此四 C 產業在數位匯流下整合後的可能發展，本章將先行針對這些產業

目前的現況進行分析；我們將針對每個產業的整體現況與市場結構進行

分析，其次是針對這些產業中主要廠商的營運狀況加以瞭解，從產業總

體面到個體面地進行現況敘述。

第一節 電信產業現況

表 2-1 呈現 2006-2010 年國內各類電信業務佔電信總營收之比例。就整

體電信業務來看，行動通訊為國內電信服務中最主要的市場，約接近六成。

固網部份則出現逐年遞減的趨勢，雖然變化幅度不大，整體市場規模低於整

體電信市場的兩成，2010 年降為 18.04%。至於網際網路及加值服務與電路

出租市場部份，長期來說，市場比例都呈現些微提昇，但幅度並不明顯。最

後，在其他市場部份，由於中華電信 MOD 服務的推出，所以市場逐漸打開，

但仍不到整體電信市場的 0.4%。

表 2-1 呈現 2006-2010 年國內各類電信業務佔電信總營收之比例

單位：%

服務類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行動通信 58.99 59.26 59.2 59.43 58.63
固網 20.27 19.44 19.21 18.59 18.07
網際網路及加值服務 12.71 13 13.16 13 14.04
電路出租 8.03 8.3 8.43 8.66 8.87
其他(包涵 MOD) 0.01 0 0 0.32 0.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由表 2-1 的內容也可發現，電信產業包涵的內容甚為廣泛，本節將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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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固網、行動通訊等個別市場進行分析，至於網際網路及加值服務部份，雖

然電信業者為網路連線的主要服務供應者，但因為研究將之獨立為單獨之產

業，因此但我們將之放在第三節中來討論。

最後，由表 2-1 也可以發現，中華電信所提供之隨選視訊 MOD 服務，

就內容而言為「視訊服務」，但是卻因為提供此一服務者為電信大廠中華電

信，而將之歸於電信服務市場中，也顯見未來數位匯流後市場定義與範圍的

重要性。

一、固網市場

台灣電信市場的自由化可以分為各種不同的階段，固網服務的自由化相

較於行動通訊來說，自由化的期程較晚，雖然於近年來有業者相繼投入提供

服務，但市場上仍是以中華電信為最主要的服務供應者。固網的重要性，是

因為其具備「最後一哩」的市場競爭特性，其服務的層面可以深入每個家庭，

在未來的數位通訊、視訊、與數據等服務上的影響甚為廣泛。

表 2-2 顯示出國內 2006-2010 年固網市場各項服務的市場分佈狀況，由

固網各項服務的市場比力來看，市內電話所佔的比例約為正體固網市場的一

半，國際電話服務約站三分之一上下，比例則逐年微幅上升；相反地，雖然

國內長途的比例並沒有很大的起伏，但是卻出現連年下降的現象。

表 2-2 2006-2010 年固網市場各項服務市場營收分佈

單位：％
服務種類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國際電話 32.17 33.49 33.84 34.27 35.25

長途電話 16.03 14.87 14.21 13.23 12.45

市內電話 51.80 51.65 51.95 52.50 52.30

固網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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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1 2007-2010國內市內電話網路市場佔有率

我們進一步來看固網市場中各種服務市場的市場結構。首先來看國內市

內電話的產業結構，圖 2-1 為歷年市內電話網路的市場佔有率分佈圖；由此

圖可見，至 2010 年為止中華電信在固網服務中的市內電話服務的市場佔有

率（以訂戶數來看）仍高達 97%上下，而其他業則於 2010 年超過 3％，中華

電信獨占市場的情形相當嚴重，而這樣的獨占地位歷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

化。

其次，在國內長途電話服務營收部份，根據圖 2-2 的內容顯示，固網業

者所提供的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雖然仍為中華電信所主宰，其市場佔有

率除了在 2009 年有顯著降低外，其餘各年仍維持在 70%以上，顯見中華電

信在此一服務市場上的市場地位。其他業者的市場佔有率則是在 2009 年以

前持續上升，但是在 2010 年卻出現些微委縮的情形。不過相較於市內電話

來說，長途電話服務市場中，其他業者的市場佔有率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不

過在 2010 年其他業者的市場佔有率出現委縮的情形，因此未來此一市場是

否能夠更加競爭與自由化，仍需後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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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2 2007-2010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佔有率

最後，在國際電話服務部份，則出現中華電信的市場地位逐漸被其他業

者所侵蝕的現象。從圖 2-3 的內容可見，國際電話服務市場中，中華電信的

市場佔有率雖然仍高達 55％以上，市場仍屬於一家獨大的市場結構，但是相

對於前面的市話與國內長途電話來說，其他業者的力量正在逐漸崛起，顯見

此一市場的競爭程度相對來的高。不過，與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一樣，在

2010 年時，其他業者的市場佔有率出現委縮的情形，因此未來此一市場競爭

程度之變化，有待持續地觀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3 2007-2010國際電話服務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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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訊市場

台灣的電信市場主要以行動通訊為主，從表 2-1 中可以知，行動通訊營

收約佔整體電信產業的營收的六成，是為電信業者最大的收入來源。而根據

圖 2-4 可以發現，行動通訊市場的普及率，已經遠高過於一般市話，達到

120.4%的水準，顯見每人所有的行動通訊號碼已經超過一組，而且此一比例

持續地上升中。另外，從 2007 開始，行動電話業務的話務量開始超過固網

的話務量，圖 2-5 顯現這樣的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4 2007-2010行動通信電話服務普及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圖2-5 歷年行動通訊與固話使用時間分佈圖（單位：十億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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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目前台灣的行動通訊服務可分為第二代行動通訊服務（GSM 系

統）、低功率無線電話服務(PHS 系統)、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3G; WCDMA，

CDMA2000 系統)、及無線寬頻通訊服務(WiMax 系統)等。表 2-3 列出提供各

類行動通訊服務的廠商。從表 2-3 中可以發現，2G 與 3G 行動通訊服務業者

有高度重合，這是因為技術有其連續性，廠商在技術發展路徑相依的情形

下，延續過去提供服務的市場，繼續在新技術上服務市場上提供服務的現

象，但仍有亞太及威寶電信等兩家新廠商進入市場提供服務；但是與 2G 通

訊服務技術有較遠的低功率無線電話及無限寬頻通訊服務部份，則幾乎都是

新進廠商在提供服務，尤其是無限寬頻電信服務部份，因為是新技術，技術

成熟度仍為社會大眾所存疑外，加上政府刻意選擇新進廠商，一方面避免新

電信服務市場仍為就廠商所掌握，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更多新進業者的加入

以促進電信服務市場的競爭與技術的提昇，因此除遠傳電信取得中區的無限

寬頻電信服務的執照外，其他皆為新進業者。

表2-3 各類電信服務業者

服務類型 通訊技術 業者名單
2G GSM 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3G WCDMA

DMA2000
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亞太電信，威寶電信

低功率無線電話 PHS 大眾電信
無線寬頻 WiMax 大同電信，遠傳電信，威邁思電信，

全球一動，威達雲端電訊，大眾電信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台灣從 1996 年電信自由化開放市場以來，基於市場需要，各家業者紛

紛投入經營電信事業，高峰時期，行動電話 GSM（2G）業者（包含全區及

分區業者）曾經達到七家（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和信電訊，

東榮電信，泛亞電信，東信電訊），後因市場逐漸飽和，而大型的全區業者

也希望藉由併購其他小型業者來達到營收的成長，其中，和信電訊併入遠傳

電信，東信與泛亞電訊則併入台灣大哥大，因此目前 2G 業者僅餘三家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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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另外，由於第三代行動通信服務 3G 的推廣，使得整體的 2G 行動通信

服務總戶數逐年下滑；表 2-4 列出台灣 2G 行動通信市場的規模，從中顯示

整體市場逐年委縮的現象，從 2006 年後至 2009 年間，每年以約三百萬戶的

速度流失，並於 2009 年總使用戶數已經低於一千萬戶。此外，各家 2G 電信

也者的使用客戶數也出現逐年下滑的情形，中華電信已經從 2006 年的 754.4

萬戶，降為 2010 年的 425.2 萬戶，降幅約為四成五；台灣大哥大降幅更大，

從 2006 年的 434.8 萬人，降為 2010 年的 199.4 萬人，降幅超過 50％；而遠

傳電信在併入和信電訊後，雖於 2010 年出現 2G 用戶數上升的現象，但是其

2G 用戶數持續下降的趨勢與其他業者並無不同。

表2-4 2G行動通信整體市場與廠商訂戶數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NCC 統計總用戶數 18464412 15907168 12661117 9773548 8188675
中華電信 7544146 6407792 5384665 4536520 4252135
台灣大哥大 4347984 4112752 3826644 2761285 1993881
遠傳電信 3560380 3064222 2455639 1803633 1942659
和信電訊(併入遠傳電信) 1845402 1444149 994169 672110 0
東信電訊(併入台灣大哥大) 358792 260027 0 0 0
泛亞電信(併入台灣大哥大) 807708 618226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委員會統計資料

因應通訊技術的發展，政府在2002年開放第三代行動通訊（3G）業務執

照的招標，並有五家業者得標，在建置網路與通訊設備後，於2003年陸續開

台營運。第三代行動通訊的特色，與第二代行動通訊技術相比，3G 將有更

寬的頻寬，其傳輸速度最低為384K，最高為2M，頻寬可達5MHz 以上。不

僅能傳輸話音，還能傳輸數據，從而提供快捷、方便的無線應用，如無線接

入Internet；因此，3G通信技術能夠進行高速數據傳輸和寬頻多媒體服務，也

就是說，其可以提供的不僅是傳統的語音服務，還包括數據傳輸的網際網路

與其上的各種影音視訊等。而所謂的數位匯流，有一部分便是因為3G行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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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技術除了提供傳統的語音服務外，另外能夠提供傳統傳播媒體所提供的語

音視訊、以及無線網際網路連線等服務，可謂結合了語音、視訊、與網際網

路連線（數據傳輸）等服務於一身，是為數位匯流中的要角之一。

表2-5顯示出台灣3G行動通訊市場的發展狀況，根據國交通訊傳播委員

會的統計資料發現，台灣3G行動通訊總使用戶數，從2006的342.9萬戶，快

速成長到2010年的1873.4萬戶，短短四年成長了四倍之多，其市場擴散速度

非常快速。而就市場各家電信公司的用數戶而言，以中華電信的3G行動通訊

的用戶數最多，在2010年時約為500萬，其次為遠傳電信，約為450萬戶，在

其次為台灣大哥大，約為440萬戶，此「電信三強」有過去2G 行動通訊市場

的客戶為基礎，因此可以利用2G轉3G的方式，進行服務內容的移轉，因此

市場地位依然穩固；其次，此三雄在3G行動通訊用戶數相去不遠，在未來的

數位匯流時代，用戶數的平分秋色，將使得彼此間的競爭於未來吸引更多的

關注。

不過3G行動通訊仍有另外兩家起步較晚的廠商，也是過去未曾在電信市

場上服務的廠商，其分別為威寶電信與亞太電信。根據威寶電信於2010年的

用戶數也達到180萬戶，而亞太電信則達到270萬戶，規模也日益龐大，在未

來的數位匯流之下，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表2-5 台灣3G行動通訊市場的發展現況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總用戶數（NCC） 3,429,111 6,914,607 11,292,232 15,811,451 18,734,177

中華電信 約 230 萬 約 350 萬 約 500 萬

台灣大哥大 約 120 萬 約 440 萬

遠傳電信 約 180 萬 約 450 萬

威寶電信 約 66 萬 約 150 萬 約 180 萬

亞太電信 約 80 萬 約 100 萬 約 270 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通訊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說明：總用戶數整理自國家通訊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其他各年度各家廠商之用戶數資料則來自於媒體
報導。

最後，台灣也在 2007 年開放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WiMax），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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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的執行，同時也鼓勵新進電信業者加入推動產業發展。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是一種寬頻無線網路接取

技術，其信號傳輸範圍，基本上能覆蓋到郊區。正是由於這種遠距離的傳輸

特性，WiMAX 除了提供無線傳輸的技術，在某種程度上還能替代有線網路

(Cable、ADSL)，讓偏遠地區的網路連接更為容易。相較於 3G 而言，WiMAX

頻寬大的多，對於多媒體資料的傳輸較為快速方便，而且建設成本相對的比

起 3G 則更為低廉，因此普遍的認為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頻寬需求，市場也認

為傳輸費率則更容易為市場所接受。相較於 Wi-Fi 的傳輸率最高可達 54

Mbps、傳輸範圍最遠約一百公尺來說，WiMAX 的速度、範圍分別是 74Mbps、

48 公里，可說是更為快速與服務範圍廣泛。目前的行動網路(3G 技術)是依

語音通話需求而設計的通訊網路，而 WiMAX4G 技術的誔生，則是完全依數

據傳輸及網際網路使用的需求而設計，因此所提供的數據傳輸服務也相對方

便。而在台灣而言，目前 WiMax 取得執照六家電信公司皆已經陸續開台，

但是所從事的服務皆以無線行動寬頻的數據傳輸服務為主，並未在語音傳輸

服務上與傳統電信服務有所競爭，就算有，也只是提供網路電話，但仍相當

少數。表 2-6 為目前各家提供無線行動寬頻服務的「電信公司」之開台時間

與服務範圍。

表2-6 提供WiMax服務之電信公司與服務區域

電信公司 開台時間 目前主要服務 服務區域

大同電信 2009 年 4 月 無線行動寬頻（數據）
澎湖地區、高雄市、花蓮縣、屏東縣、

高雄縣、台南市

大眾電信 2010 年 9 月 無線行動寬頻（數據）新竹地區

遠傳 2009 年 12 月 無線行動寬頻（數據）台中市

威邁思 2010 年 2 月 無線行動寬頻（數據）

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

連江縣(馬祖)

威達 2010 年 4 月 無線行動寬頻（數據）台中市、台中縣、金門縣

全球一動 2010 年 5 月 無線行動寬頻（數據）台北市、新北市、新竹縣、新竹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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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則為我國自從有 WiMax 使用戶數統計以來的統計資料，從 2010

年 7 月的 1.68 萬戶，於 2010 年 10 月突破三萬戶，並於 2011 年 4 月突破六

萬戶，市場正逐漸打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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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動通信業務客戶統計」。

圖2-6無線行動寬頻市場規模（用戶數）

三、數據傳輸市場

在網際網路發展之後，使得傳統上僅提供語音服務的電信公司同時也提

供數據傳輸服務，因此本研究將數據傳輸市場列在電信產業中，至於其他在

數據傳輸平台上提供各項服務者，則將於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一節中加以說

明與分析。

表 2-7 說明台灣整體網際網路市場的發展狀況，首先，就整體網際網路

經常上網人口數部份，於 2007 年超過一千萬人，並持續上升中；而在經常

上網普及率方面，目前尚不足 50%，而通傳會的統計資料中台灣上網人口普

及率也是持續上升中，而此一比率則於 2010 年超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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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寬頻上網部份，從表 2-7中亦可以發現，台灣固網寬頻普及率於 2006

以前仍高過於行動寬頻普及率，但 2007 年之後此一普及率就為行動寬頻普

及率所超越；而從表 2-7 亦可發現，固網寬頻的普及率一直維持在 20%~23%

之間，並沒有多大的成長趨勢，反觀行動寬頻普及率，從 2006 年的 14.3%，

到 2010 年的 71.2%，成長速率相當快速。

表2-7 台灣整體網際網路市場發展狀況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資料來源

經常上網人口數(萬人) 976 1003 1046 1067 1079 FIND(2011/03)

經常上網普及率(%)* 43 44 45 46 47 FIND(2011/03)

上網人口數普及率(%) 63.8 64.4 65.8 69.8 71.5 NCC

固網寬頻普及率(%) 19.7 20.9 21.8 21.6 22.9 NCC

行動寬頻普及率(%) 14.3 28.4 46.8 61.5 71.2 NCC

說明：*指每季末於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處登錄帳號且有使用者。

其次，就民眾上網方式而言，從圖 2-7 可以看到歷年民眾上網方式的演

變。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台灣民眾上網的方式，比例最高的為行動網路，約

為整體上網市場的 75％左右，可見行動網路上網的便利性較符合個人上網的

需求，民眾利用的意願以相對較高；而另一種上網比例正在增加的為光纖上

網，由於上網速度較快，因此市場規模從 2006 年的 1%左右，增加到 2010

年的 10%上下，市場正逐步上升中。

不過，xDSL 雖然是台灣民眾上網是第二種利用最多的網路連線方式，

但是其在民眾上網方式所佔的比例中則正逐漸縮小，從 2006 年約 20%的上

網市場規模，逐步委縮至 2010 年的 10%上下。

最後，但卻在數位匯流時代相當重要的是，利用 Cable Modem 上網的比

例，一直沒有顯著的增加，從 2006-2010 年間，大概都只有 2%的上網市場，

因此於未來數位匯流時代，有線電視業者要與傳統電信業者在上網服務這一

區塊相競爭，難度實在不小，除了要面臨網路效果中關鍵多數使用者數目是

否能夠跨越的問題外，也要面臨各類型新型態行動上網方式與其競爭的困

境，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來說，所要面臨的挑戰實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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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 網站

圖2-7 2006-2010年民眾上網方式比例圖

最後，關於無線行動寬頻的技術部份，台灣因為政府的政策支持，所以

主要關注在WiMax服務的發展上，但是目前有另一種無線行動寬頻技術LTE

正在如荼如火地發展中。LTE (Long Term Evolution) 是由第三代合作夥伴計

畫(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組織所制定，是一種基於現有 3G

設備所發展的無線寬頻技術，而 WiMax 則是由 WiMax 論壇所發展而成的無

線寬頻技術；前者是由電信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技術，後者則是電腦網際網

路所發展出來的無線傳輸技術。對電信公司而言，因其已經耗費大量經費以

建置 3G 基地台，因此 LTE 無線行動寬頻對他們來說是較佳選擇，而對於

那些想要在這通訊市場分一杯羹的其他公司來說，WinMax 則相對合適。透

過 LTE，電信業者可用來提高無線網路的傳輸容量和資料速率，以支援更強

大的服務和互動視訊等新型多媒體應用，進而滿足未來的無線通訊需求。LTE

與WiMAX常被人為是廣域網路技術但若只根據資料速率或其他特性比較兩

者的優劣，最基本的部份，雖然 LTE 與 WiMAX 的原始資料速率相近，

WiMAX 卻和無線區域網路 WiFi 一樣，都隸屬於固接廣域網路技術，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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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部份相對較弱，相較之下，LTE 則是從 GSM/UMTS 的行動無線世

界衍生而來，行動性是 LTE 標準的發展起點，因此 LTE 的行動通信功能與

該技術本身的整合性勝過 WiMAX。

最後，此二技術在市場競爭的結果，誰會勝出變為下一代行動通訊的市

場標準尚難定論；不過，原本支持 WiMax 的英特爾(Intel)已經於 2010 年 7

月解散 WiMax 實驗室，加上根據電信業者估計，2011 年將有一百七十九個

國家的電信營運業者以 LTE 系統正式商業運轉，相較 WiMAX 至今全球用

戶只有兩千多萬戶，LTE 進度顯然超越 WiMAX。就台灣而言，在 LTE 方面

的部署方面，有提供 WiMAX 網路服務業者全球一動（Global Mobile）；該

公司不但在 2011 年 Computex 電腦展中首度發表 WiMAX 2 與 LTE 雙軌基

地台，強化達 100Mbps 以上的 4G 頻寬，亦取得台北市政府無線上網委託服

務案，即將提供台北市公共區域的 4G 加 Wi-Fi 無線網路。而根據網路資訊

雜誌14G 行動寬頻的拉鋸戰演變至今，似乎已經大勢底定，看來應該是 LTE

較具競爭性，因為 LTE 最大的優勢是，奠基於現有的行動通信技術，相較於

從 Wi-Fi 沿革而來的 WiMAX 系統，LTE 因為有 GSM 系統的 3G 行動電話

設備衍生優勢，讓國內外電信業者得以持續投入升級。此外，LTE 的後台強

硬，擁護者幾乎都是手機設備商與電信業者的大廠，只要最終的規範確定

後，勢必大部分電信業者都會隨行。國外的電信業者，諸如中國移動、美國

Verizon、AT&T、日本 DoCoMo，以及國內電信三大業者（中華電信、台灣

大哥大、遠傳電信）都決定走向 LTE。

1 網路資訊雜誌，235 期，2011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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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線電視產業現況

我國有線電視的發展，於 1979 年，交通部公布了社區共同天線電視的

設立辦法後，有線電視產業業者紛紛進入市場，非法第四台由北至南遍佈全

台灣，迫使政府正視有線電視議題，並於 1993 年公布有線電視法，正式宣

示有線電視時代來臨。

有線電視因為頻道多元，加上收訊品質穩定等因素，因而在台灣市場中

快速成長，其廣告營收於 2000 年的首度超無線電視台，並且自 2004 年之後

一直是無線電視的 3 倍以上（通傳會，2010）。也因為有線電視產業龐大的

商業利益，同時因應全球媒體產業集團化的發展，國內企業集團與國外私募

基金，挾著龐大的資金介入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透過合併、收購等手段，

進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此外，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為了保障節目來源，也開始掌控節目頻道市場，進行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造成有線電視產業的集團化（通傳會，2010）。

有線電視產業一般分為上游與下游兩個市場（王國樑、張美玲，2005）。

上游市場指涉的是供應有線電視節目內容的頻道商，包含節目供應業者與頻

道代理商；下游則是指提供消費者收視平台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通傳會

2010）；以下將分別針對有線電視上下游市場結構及其在數位匯流下的布局

進行分析。

一、上游頻道市場現況

就有線電視產業的上游結構而言，目前的有線電視系統約可提供 100 個

左右的類比節目頻道與數十個數位節目頻道。這些節目主要由衛星電視內容

產業者所提供，其主要的業者包含境內與境外的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

所謂「境內」業者，是指本國的節目供應者，自有或向衛星轉頻器經營者租



43

賃轉頻器或頻道，將節目或廣告經由衛星傳送給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境

外」業者則是指利用衛星播送節目或廣告至台灣境內的外國衛星廣播電視經

營者。台灣有線電視市場上游廠商中，境內外節目供應者呈現持續成長的狀

態，由 2006 年 12 月的 77 家業者、161 個頻道，增加至 2010 年 12 月份的

101 家業者、242 個頻道。詳如表 2-8。

表2-8 2006-2010年節目供應者許可家數與頻道數

時間 境內（本國）業者 境外業者 合計

公司數 頻道數 公司數 頻道數 公司數 頻道數

2006.12 60 114 17 47 77 161

2007.12 63 132 20 48 83 180

2008.12 66 136 23 57 89 193

2009.12 79 152 29 80 99 232（境內外兼營者 9 家）

2010.12 80 156 29 88 101 244（境內外兼營者 8 家）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

根據表 2-8 可以發現，有線電視節目供應商公司數由 2006 年底的 77 家，

成長到 2010 年的 101 家，但同時間的節目頻道數量則由 135 個頻道增加至

242 個頻道，意謂著節目供應者出現集團化現象，一家公司平均擁有的頻道

數目增加（通傳會 2010）。進一步分析集團化的公司與擁有頻道的狀況，如

表 2-9 所顯示；表 2-9 列出同時擁有 3 個以上節目頻道的境內外業者及其所

有擁的頻道數；就境內頻道供應商而言，共有 16 家公司，握有 101 個頻道，

境外業者則有 9 家公司、擁有 52 個頻道；總和而言，境內外共 25 家公司，

掌握 153 個頻道，即 25%的公司（25/101）控制 62.7%（153/244）的節目頻

道，集團化趨勢十分顯著。

表2-9 擁有3個以上頻道之節目供應公司與頻道數

境內（本國）節目供應者 境外節目供應者

公司名稱 頻道數 公司名稱 頻道數

東森 10（含 3 個境外頻道） 國家地理頻道 10

靖洋&靖天 14（含 2 個境外；數位頻道） 亞太星空 7

亞洲衛星 9（含 1 個境外） 全球記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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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本國）節目供應者 境外節目供應者

公司名稱 頻道數 公司名稱 頻道數

隆華數位 8（數位頻道） 杰德 7（數位頻道）

緯來 7 家庭票房 6

博斯 7（數位頻道） 特納 4

三立 5（台灣台、新聞台、都會台、全球財經、

創意頻道）

全球體育 4

年代 5（年代新聞、Much TV、衛星娛樂；2 境

外：東風、弘開 STC TV）

渥鈞 4（數位頻道）

朝禾 5（成人鎖碼頻道） 艾比斯 3（數位頻道）

鑫視 5（成人頻道與數位頻道）

聯意 4（含 1 境外：TVB8）

八大 4（含娛樂 k 台）

松視 4（成人鎖碼頻道）

中天 3

星穎 3（成人鎖碼頻道）

愛爾達 3（數位頻道）

合計 16 家公司、101 個頻道 合計 9 家公司、52 個頻道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2010）。

二、上游頻道代理商現況

另外，由於上游的節目頻道業者眾多，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也為數

不少，為了減少交易作業所引發的各項成本，同時為了確實掌握市場資源及

保障節目來源，「頻道代理商」因應而生。

頻道代理商主要負責頻道的授權與代理業務，可能是頻道節目供應者自

營，也可能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代理其他頻道的授權與上架業務，過去有名

的三大頻道代理商如「勝騏」（隸屬東森集團）、「和威」（屬和信集團）、「木

喬」（東森與和信集團各自擁有 25%股份）等，各自擁有自家或代理頻道高

達 21 個、12 個與 18 個之多，共經營了 51 個頻道，占當時有線電視有效頻

道的 68%以上（王國樑、張美玲，2005），成為主宰有線電視市場結構的重

要影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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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代理商位居上游節目供應者與下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間，因上下

游垂直整合之故，頻道代理商以「聯賣」、「成批定價」等方式進行交易，具

有壟斷市場的重要影響力。2000 年公平會曾因勝騏、木喬、和威、年代、八

大等頻道代理公司所擁有的頻道數高達 52 個，占當時有線電視系統可利用

頻道數的 70%，同時透過聯合行為共同銷售，不願進行頻道單買的交易模

式，認為這樣的行為「已減損渠等事業間之競爭，影響市場正常供需功能」、

「排擠其他競爭頻道之生存空間」；此外「業者採取聯合銷售行為，將使非

參與聯合行為之其他頻道銷售業者所能爭取之購片預算下降，競爭者之合理

利益將因而受損，同時也削弱個別系統業者之議價能力」；基於上述各項論

點，公平會認為頻道代理商已經有妨礙市場競爭的情形，因此公平會在第 449

次委員會決議上述頻道代理商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決定「各別

處勝騏公司新臺幣 900 萬元罰鍰、和威公司 800 萬元罰鍰、木喬公司 800 萬

元罰鍰、年代公司 450 萬元罰鍰、八大公司 150 萬元罰鍰。」（公平交易委

員會，2000）。

歷經上述事件之後，各家頻道代理商雖然在每年的銷售辦法中均明列各

頻道的單價，但事實上的交易仍是聯賣式的成批定價，以 2009 年各頻道代

理商提供給 NCC 的公開報價與台灣通訊傳播產業協進會所提供「佳訊」與

「詠麒」兩頻道代理商所代理頻道之授權費為例（如表 2-10），各頻道的

單價總和「非常接近」實際成交價格，兩者之間的差距與計算方式並不透明。

表2-10 2009年「佳訊」與「詠麒」所代理頻道之授權費

頻道代理商：佳訊（年代集團） 頻道代理商：詠麒（凱擘集團）

編

號
頻道名稱

公開

報價

接近實際

成交價

編

號
頻道名稱

公開

報價

接近實際

成交價

1 三立台灣台 11.25

17 個頻道

1 東森電影台 7

18 個頻
2 三立都會台 11.25 2 東森綜合台 4

3 三立新聞台 7.5 3 東森新聞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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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代理商：佳訊（年代集團） 頻道代理商：詠麒（凱擘集團）

編

號
頻道名稱

公開

報價

接近實際

成交價

編

號
頻道名稱

公開

報價

接近實際

成交價

4 國興日本台 3.5 總計 69.75
元

簽約價

59.43 元

（約訂價

的 85%）

4 東森財經新聞台 3 道總計

105 元

簽約價

72.4 元

（約訂價

的 69%）

5 JET 日本台 5 5 東森幼幼台 8

6 好萊塢電影台 2.25 6 東森洋片台 7

7 Discovery

旅遊生活

2 7 東森戲劇台 3

8 年代電視台 5 8 動物星球頻道 3

9 MUCH TV 6 9 LS TIME 電影台 3

10 東風衛視 2 10 人間衛視 0

11 彩虹頻道 1 11 緯來體育台 18

12 民視新聞台 2 12 緯來日本台 9

13 迪士尼 6 13 緯來電影台 7

14 非凡商業台 1 14 緯來綜合台 6

15 非凡新聞台 1 15 緯來戲劇台 5

16 NHK-World 3 16 緯來育樂台 6

17 高點電視 0 17 Discovery 9

18 Z 頻道 0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

實際上，這些頻道代理商與下游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關係變化，是我們

應該注意的另一個部份。根據通傳會(2010)的研究報告顯示，國內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積極地與上游頻道代理商進行整合。根據其報告指出，台灣最大的

五家頻道代理商，幾乎都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有所關連：「佳訊」公司隸屬

年代集團、「詠麒」則是凱擘轉投資、「允誠」屬於台固集團（台灣大寬頻）、

「全球紀實」則是中嘉集團所掌控，5 家頻道代理商共代理 64 個頻道，占目

前類比式有效頻道的 80%以上；顯見代理商對於有線電視市場發展的關鍵影

響力。圖 2-8 表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頻道代理商之間的整合情形，若根據

前述資料表示，上游頻道代理商已經集團化，而此圖也隱約透漏了下游系統

業者的集團化；而更為重要的是，此圖透露出上下游集團的整合。而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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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對於未來於數位匯流時代下的競爭，到底是優勢還是劣勢，則仍有待

後續觀察。

佳訊

代理17個頻道
年代集團

詠麒

代理18個頻道
凱擘集團

全球紀實

代理10個頻道
中嘉集團

允誠

代理13個頻道
台灣固網

永鑫

代理6個頻道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

圖2-8 2009年五大頻道代理商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關係

三、下游系統商產業現況

以 2011 年 3 月底的資料來分析，全國 62 家有線電視業者（含 3 家有線

播送系統），僅餘 12 個經營區在形式上是兩家系統業者競爭的雙佔的區域外
2，其它地區都已合併成一區一家的獨占經營，詳如表 2-11。

表2-11 2011年第一季有線電視經營區、系統業者、所屬集團與收視戶總表

縣市別 經營區 系統名稱 集團色彩 訂戶數
基隆市 1 家

訂戶數：96582
吉隆 中嘉 96582

臺北市
9 家

訂戶數：625617

中山區
長德 中嘉 73757
金頻道 凱擘 75731

大安區 大安文山 凱擘 76490

2 這 12 個形式上雙占的經營區分別是台北縣市的中山區、大安區、萬華區、內湖區、板橋區、中和區、三
重區、新店區、桃園縣北區、台中縣大里區、高雄市北區與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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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經營區 系統名稱 集團色彩 訂戶數
萬象 中嘉 60547

萬華區
寶福 無 17814
聯維 無 49740

北投區 陽明山 凱擘 121317

內湖區
新台北 凱擘 91828
麗冠 中嘉 58393

新北市
12 家

訂戶數：1042661

新莊區 永佳樂 台固 162224

板橋區
大豐 無 92600

台灣數位寬頻 無 116639

中和區
興雙和 無 52123
新視波 中嘉 141502

三重區
全聯 凱擘 85248
天外天 無 70303

淡水區 紅樹林 台固 60012

新店區
大新店民主 無 49103
新唐城 凱擘 49604

瑞芳區 觀天下 台固 72662
樹林區 家和 中嘉 90641

桃園縣
3 家

訂戶數：473802

北區
北桃園 凱擘 119906
北健 中嘉 120348

南區 南桃園 台灣寬頻 TBC 233548
新竹市 1 家

訂戶數：110302
新竹振道 凱擘 110302

新竹縣 1 家
訂戶數：111697

北視 台灣寬頻 TBC 111697

苗栗縣 2 家
訂戶數：102979

北區 信和 台灣寬頻 TBC 45002
南區 吉元 台灣寬頻 TBC 57977

臺中市 5 家
訂戶數：287,314

臺中市區 群健 台灣寬頻 TBC 293037
沙鹿區 西海岸 台灣科技 79054
豐原區 豐盟 凱擘 111792

大里區
大屯 台灣科技 57402

威達超舜 無 43654
南投縣 1 家

訂戶數：80267
中投 台灣科技 80267

彰化縣 2 家
訂戶數：191716

彰化區 新頻道 凱擘 108840
員林區 三大 無 82876

雲林縣 2 家
訂戶數：110594

斗六區 佳聯 台灣科技 76365
元長區 北港 台灣科技 34229

嘉義市 1 家
訂戶數：56859

世新 無 56859

嘉義縣 2 家
訂戶數：74354

大林區 國聲 無 33901
朴子區 大揚 無 4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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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經營區 系統名稱 集團色彩 訂戶數

臺南市 4 家
訂戶數：416850

臺南市南區 三冠王 中嘉 105264
臺南市北區 雙子星 無 95558
永康區 新永安 無 136101
下營區 南天 凱擘 79927

高雄市
6 家

訂戶數：661870

高雄市北區
慶聯 中嘉 196465
大信 無 40080

高雄市南區
港都 中嘉 138172
大高雄 無 18997

岡山區 南國 無 88024
鳳山區 鳳信 台固 180132

屏東縣 2 家
訂戶數：151131

屏東區 觀昇 凱擘 95003
新埤區 屏南 無 56128

宜蘭縣 1 家
訂戶數：84236

聯禾 台固 84236

花蓮縣 2 家
訂戶數：63704

花蓮區 洄瀾 年代 49947
玉里區 東亞 年代 13757

臺東縣 2 家
訂戶數：33087

台東區 東台 年代 23247
關山區/
成功區

東台有線
播送系統

年代 9840

澎湖縣 1 家
訂戶數：17316

澎湖 無 17316

連江縣 1 家
訂戶數：940

祥通有線
播送系統

無 940

金門縣 1 家
訂戶數：6376

名城事業 無 6376

總訂戶數：5097879 戶，全國總戶數：7959795 戶

普及率：64.05% (2011 年第 1 季資料為主)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1 年第 1 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2011 年 5 月 5 日，網址：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1050/1979_20146_110505_1.doc；本研究整理。

另外，從表 2-11 中可以發現，目前現存的 62 家有線電視業者則分屬不

同的企業集團，我們將各集團所屬的有線電視公司整理於表 2-12 中。凱擘集

團（前身東森集團）包含台北市的金頻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北，台

北縣的全聯、新唐城，桃園縣北桃園，新竹市振道、台中縣豐盟、彰化縣新

頻道、台南縣南天與屏東縣觀昇等，總收視戶超過 112 萬戶。中嘉集團旗下

有 10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以台北市與高雄市的經營區為主，收視戶數亦

超過 108 萬戶。TBC 台灣寛頻擁有 5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以桃園縣、新竹

縣與台中市為主要經營區，總收視戶約 74 萬戶。台灣固網則是之前的富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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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前身為太平洋集團），隸屬台灣大哥大集團，掌控 5 家系統業者，擁

有 56 萬收視戶。台灣基礎網路公司主控台中、南投與雲林縣的 5 家系統業

者，總收視戶數約 32 萬戶。此外，經營衛星電視節目供應的年代集團，也

在花蓮與台東地區掌控 4 家系統業者，擁有近 9.7 萬多戶的收視戶。

表2-12 有線電視下游系統業者集團化現況

集團名稱
集團內

系統業者家數
系統名稱 收視戶數

凱擘集團 12 家 金頻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北、

全聯、新唐城、北桃園、振道、豐盟、
新頻道、南天、觀昇

1125988

中嘉集團 10 家 吉隆、長德、萬象、麗冠、新視波、家
和、北健、三冠王、慶聯、港都

1081671

TBC 台灣寬頻 5 家 南桃園、北視、信和、吉元、群健 741261

台固集團

（台灣大寬頻）

4 家 永佳樂、紅樹林、鳳信、聯禾、

觀天下（未列入台灣大寬頻）
559266

台灣數位光訊 5 家 西海岸、大屯、中投、佳聯、北港 327317

年代集團 4 家 洄瀾、東亞、東台、東台（播送系統） 96791

無鮮明

集團色彩

21 家 寶福、聯維、大豐…等 20 家有線電視

業者；
以及祥通、名城 2 家播送系統業者

1165585

資料來源：同表 2-6；台灣數位光訊因為大股東為台灣科技，因此有時也被稱為「台灣科技集團」。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發現有線電視產業上下游業者的垂直整合與水平整

合正在持續進行中。根據通傳會（2010）的報告指出，上述集團除了水平整

合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外，亦進行有線電視產業的垂直整合，即同時經營或

掌控有線電視節目製作與供應，成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節目供應者與節

目代理商的「三合一」角色。透過此種相互結合、互相持有的方式，有線電

視產業不僅出現高度水平整合現象，導致市場集中程度高（柯舜智、莊春發，

2008），亦出現緊密的產業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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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述集團中，目前與公平會有關之結合案，計有中嘉網路與凱擘。

中嘉網路為和信企業團所成立的 MSO 業者，擁有十家有線電視業者，目前

主要的股東為外商安博凱私募基金，但安博凱私募基金近期打算將中嘉網路

的股份賣出，由旺旺集團旗下的旺中寬頻買下，公平會對於此案件提出有條

件的許可，目前此股份轉讓尚未定案。

凱擘的原名為東森媒體科技，在外商凱雷私募基金買下後，於 2007 年

改名，擁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在 2010 年時，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以個

人的公司“大富媒體”名義買下凱雷擁有的凱擘股權，而富邦集團旗下已經擁

有一家 MSO：台固媒體，如兩家進行合併，總體用戶數可望倍增，而公平

會在審核此案時也設下諸多條款加以防範。

四、有線電視業者提供語音與數據傳輸服務

由於數位匯流時代下，使得有線電視亦有能力提供傳統電信公司可能提

供的語音（電話）及數據傳輸（網際網路連線）服務，對於前一節電信業者

所提供的語音與數據傳輸服務帶來市場競爭效果；另外，由於有線電視深入

每個家庭，有機會提供一般家庭「最後一哩」的服務，因此未來在數位匯流

下，若有線電視業者順利完成數位化後，將被視為匯流中不可忽視的市場力

量。不過，根據本研究的瞭解，台灣各有線電視公司並未積極於語音服務的

提供，而主要為提供數據傳輸。根據瞭解，有線電視業者提供語音服務，仍

需要取得第一類電信服務的執照，對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來說，其利潤不

高，因此不願意申請，故較無語音服務的提供。

根據本研究所知，目前有提供語音服務的有線電視公司，為非屬於前述

各集團的獨立系統業者「寶福有線電視」，其提供之網路電話為纜線電話，

也就是透過有線電視網路，提供客戶高品質的語音服務，又稱為有線電視網

路電話（Cable Phone, CP）；細部內容包含提供客戶撥叫市內電話、長途電話、

國際電話、行動電話與低功率行動電話(phs)等語音服務，及多樣化的加值功

能；也就是說，一旦申裝該公司有線電視的寬頻網路，就可利用上網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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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來連接一般電話後，即可撥打及接聽電話；此外，該公司也與亞太固網合

作共同推出網路電話，任何一家與亞太合作之有線電視共同推出網路電話，

即便不是寶福的網路電話客戶，只要對方也有安裝網路電話，則皆可網內互

打免費；涵蓋之區域包括台北市全區、新北市之三重、蘆洲、新店、深坑、

石碇、烏來、桃園縣之桃園市、八德、龜山及南桃園、新竹市東、北區、新

竹縣、彰化縣之彰化市、和美、鹿港、台中市（舊制）全區、豐原、潭子、

大雅、台南市之新營市、佳里、麻豆、鹽水(下營、後壁部分)、屏東縣之屏

東市、東港、潮州及花蓮縣之花蓮市、吉安等地，服務範圍甚廣3。

至於其他的有線電視公司方面，我們並未有發現提供有線電視網路電話

之語音服務。根據我們對上述表 2-12 中各個有線電視系統集團來說，各自旗

下的有線電視系統商所提供的服務，除了一般的傳撥視訊之外，幾乎都是提

供數據傳輸（網際網路連線）等此一服務。表 2-13 則為本研究整理的各集團

中有線電視系統所提供的服務種類。

表2-13 有線電視各集團所屬系統商所提供的服務種類

集團名稱 系統名稱 服務種類

凱擘集團

（凱擘大寬頻）

金頻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北、全
聯、新唐城、北桃園、振道、豐盟、新頻

道、南天、觀昇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中嘉集團
吉隆、長德、萬象、麗冠、新視波、家和、

北健、三冠王、慶聯、港都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TBC 台灣寬頻
南桃園、北視、信和、吉元、群健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數據型網路電話

台固集團

（台灣大寬頻）

永佳樂、觀天下、鳳信、聯禾、觀天下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台灣數位光訊 西海岸、大屯、中投、佳聯、北港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年代集團 洄瀾、東亞、東台、東台（播送系統） 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無鮮明

集團色彩

寶福、聯維、大豐…等 20 家有線電視業者；
以及祥通、名城 2 家播送系統業者

除寶福外，其他皆僅提
供有線電視、光纖寬頻

等服務

3 以上資訊，請參觀寶福有線電視網站：http://www.pfcatv.com.tw/qanda_list.php?fiS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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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有線電事業者在未來數位匯流之下的語音、視訊、數

據傳輸等三方面，大部分為提供視訊與數據傳輸為主，而在語音服務部份，

除了寶福有線電視系統是透過 Cable 來提供有線電視電話(Cable Phone)外，

其他業者雖亦有提供電話語音服務，但其所利用之系統，則仍為一般網際網

路傳輸中的 VoIP 語音服務，與寶福利用有線電視線路所提供者有相當落差；

而儘管我們發現各家有線電視公司皆有提供寬頻上網服務，但是從圖 2-7 的

比例中可以得知，有線電視系統商所提供的寬頻上網服務，佔民眾所使用的

網際網路連線方式的比例約只有 2%，在未來的競爭上仍有待觀察。

第三節 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發展現況

一般來說以網際網路上之交易活動為一般民眾所認知的電子商務，但是

若以數位匯流的角度來看，未來有線電視上的電視購物，也可算是電子商務

的一環；因此，我們將以較為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台灣的電子商務市場。換句

話說，我們將以無實體商店為主要的分析架構，其中將包含電視購物與網際

網路購物等兩種不同交易媒介下的商務發展。

一、無實體商店商務發展現況

無店面零售業多樣化通路的建立，其所依賴的媒介常見的有電視、型

錄、電話、網路、人際關係、販賣機器等。依據政府部門的定義，無店面零

售業（Non-store Retailing）係指經銷商不透過店面銷售商品或服務，而是由

商品的所有者或服務的提供者，直接與購買者交易的行銷方式。完整的經濟

部定義為「經營從事以郵件及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方式零售商品

之業務。本商業主要以網路或其他廣告工具提供廣告、型錄等商品資訊，經

由郵件、電話、網際網路下訂單之後，商品直接從網際網路下載或以運輸工

具運送至客戶處。經由電視、收音機及電話銷售商品及網際網路拍賣活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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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入本商業。但不包括應經許可始得銷售之商品」4

是故，無店面零售業的範圍，按使用媒介之不同，實務上可粗略的區分

為：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型錄購物、直銷購物、未分類的其他無店面購物。

前三者的銷售方式是藉由電視廣告、網路廣告，發行的型錄目錄將產品或服

務的訊行傳達予潛在的購買者，購買者在藉由電子郵件、電話或網際網路下

訂單，商品直接從網際網路下載、或藉由運輸工具將產品運送至客戶處的商

業活動。直銷購物則是藉由單層人脈或多層次人脈組織的建立，將產品責成

由個人交付個人的交易活動。至於其它無店面零售業是指前述四種交易型態

以外的商業交易形式。

台灣的無店面零售業類別，依據經濟部統計的分類包括網路購物、電視

購物、型錄購物、自動販賣機、直銷購物等五種類型，截至 2009 年 11 月五

類購物市場共有 4446 家公司。其營業額自 2001 年的 853 億元，如表 2-14，

上升至 2010 年的 1659 億元，十年期間成長 94.5％。無店面零售業的營業金

額佔整個零售業營業額的比例，則由 2001 年的 3.14％的比例，持續每年呈

現上升之趨勢，至 2010 年已達 4.74％。

表2-14 2000 -2010年零售業營業額及佔零售業比例統計

年度 無店面零售業(百萬元) 零售業(百萬元) 占有比率(%)

2001 77,483 2,459,850 3.14

2002 81,979 2,585,451 3.17

2003 87,530 2,701,398 3.24

2004 97,826 2,928,073 3.34

2005 112,358 3,093,919 3.63

2006 108,656 3,147,067 3.45

2007 121,645 3,262,902 3.72

2008 138,367 3,230,201 4.28

2009 152,267 3,281,537 4.64

2010 165,885 3,497,037 4.74

資料來源: 經濟部商業司動態調查

4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6 日經濟部經商字第 0990241288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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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灣無店面營業額佔整體零售業消費金額比例不高，但是它也是我

國零售業重要通路之一。

如前所述，台灣無店面通路粗略的可以分為五種類型，包括網路購物、

電視購物、型錄購物、自動販賣機、直銷購物等五種類型。它們出現的理由

都在於節省消費者購物時間，以及企業的人力支出成本，經營成功的關鍵則

在於提升交易的便利性與資訊的完整性，讓消費者能夠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個

別產品的價格比較，然後決定購賣決策。表 2-15 將顯示五種通路所使用的通

路媒介，以及該通路的特性、關鍵成功因素、該類型的典範廠商。

表2-15 無店面的通路型態與特色

類型名稱 通路媒介 定義 特性 關鍵成功因素
代表性
廠商

網路購物
網際

網路

透過網際網

路像網路購

物平台進行

消費的行為

1. 減少消費者時間

2. 多元化產品資訊

3. 24 小時全年無休

4.完善的服務系統

1.物流配送的流程

2.購物資訊的完整性

3.即時回應顧客的問題

4.經常性的促銷活動

5.網頁的使用方便性

pchome

購 物 中

心

電視購物 電視

廠商或是代

理商透過電

視直接進行

銷售

1.縮短企業與消費者

的距離

2.宣傳費用比電視廣

告來的低

3.消費者快速回應

4.實現人們在家購物

的行為

1.購買方便性

2.販賣商品的獨特性

3.良好的促銷廣告媒體

資源

森森

購物台

型錄郵購
紙本或

電子目錄

透過展示目

錄，讓消費者

進行選擇及

確認購買商

品並完成購

買手續

1.產品資訊完整

2.人力成本低廉

3.產品分類清楚，縮

短購物時間

1.單一產品款式完整性

2.商品種類多樣性

3.租金成本較低

DHC

美 妝 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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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名稱 通路媒介 定義 特性 關鍵成功因素
代表性
廠商

自動

販賣機
機器

特殊的交易

媒介（如：硬

幣）進行交易

1.縮短購物時間

2.薪資成本降低

3.提升產品知名度

4.減少零售商的費用

5.商品的體積較小

1.自動化降低成本

2.地點適切性

3.全年無休 24 小時服

務

payeasy

商 品 自

動 販 賣

機

直銷 人員/電話

由銷售人員

直接與消費

者接觸並販

售商品

1.縮定目標顧客

2.雙向資訊交流

3.回購率很高

1.客制化的服務內容

2.購買便利性

3.產品獨特性

Nu skim

直銷商

資料來源 2010 年商業服務業年鑑 表 7-2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10 年 3 月公佈，2010 年「台灣

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截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

人口約有 1,622 萬，相較 2009 年 1,582 萬人，增加約 40 萬人，顯示我國

網路市場市正持續擴大中。由於網際網路市場不斷擴大，而且目前開發出來

使用功能更多元，可看出網際網路的未來前景無限，潛藏著無限的商機。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10 年 3 月公佈，2010 年「台灣

寬頻網路使用調查」資料顯示，台灣近五成的民眾曾使用過網路空間、網路

影音娛樂、網路購物、線上遊戲或網路社群之網路服務。從上述之研究資料

看出，台灣民眾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已經呈現某些程度的依賴。網際網路的

普及與方便性有效改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從過去僅到實體通路購物的消費

習慣，衍生出新興交易模式─網路購物。

另外根據資策會 MIC（劉楚慧，2009）報告顯示，預估 2009 年台灣

網路購物市場規模將達到新台幣 3,116 億元，其中 C2C 的市場規模為新台

幣 1,427 億元，較 2008 年成長約 25.2%；預估 B2C 市場規模將達到新台

幣 1,688 億元，較 2008 年成 26.5%。資策會 2010 的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

鑑的報導，則顯示 C2C 市場的營業規模已達新台幣 2022 億元；相對的，B2C

的市場規模則提高至新台幣 2597 億元，前者成長 41.7％，後者成長 53.8％。

均呈現台灣社會網路購物快數發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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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B2C 市場的交易內容，根據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鑑圖 0-1-12 的報

導，2006-2010 年的統計，居第一名的產品為服飾精品，其次為美容保健、

書籍雜誌、資訊電子、票務等產品。C2C 的交易，台灣網友最常使用的拍賣

網站分別為奇摩拍賣、露天拍賣、樂天拍賣、Hinet 拍賣。

東方線上一份 2009 年台灣消費者生活型態的研究報告顯示，2008 年

11 月主要網路商店有 15%-20% 的成長幅度，同期的拍賣網站業績成長幅

度更達 100%。綜上所述，已經確定網路購物是台灣零售市場未來不可或缺

的交易模式。不過在網路購物市場規模擴大情況下，商品的獨特性、交易方

便性、安全性等屬性的掌握，將是這些類型商店經營致勝的關鍵因素。

二、台灣網路購物現況

目前台灣網路購物平台甚多，每家提供的服務及收費方式也不儘相同，

現分別說明如下5：

(一) PChome 商店街

PChome 商店街截至2010年5月28日為止，共有8137家店，店內銷售

產品以婦幼商品為主。目前市場上知名的網路名店有哈肯舖手感烘培（吳

寶春冠軍麵包）、紅豆食府、頂呱呱食尚管、鬍鬚張滷肉飯及高雄福華大

飯店等約300家店。加入的開店費用為新台幣3萬6千元，年費第二年起年

費為新台幣1萬元。交易費的收取方式是不分類別一律收取營業額的2％。

目前PChome購物在2010年的營業金額已高達新台幣115億元。

(二) 樂天網路購物中心

樂天網路購物則以美食及銷售日本樂天商品為主，截至2010年4月底

共有1690家商店參與，網路名店則有香帥蛋糕、爭鮮、高記、李亭香餅店、

金格唱片、無印良品等約80家。參與樂天網路購物開店費為新台幣1萬五

5 以下資料取自 2010 商業服務年鑑，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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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年費則為3萬6千元，交易費的收費標準為不分類別一律收取營業額

的5％。

(三)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以流行服飾及美妝產品為主，搶攻女性市場，

截至2010年5月28日共匯集1069家店。網路上的知名店有松青、日本BEST

電器、莎莎、麗嬰房、美而美等超商50家。加入Yahoo! 奇摩超級商城的

開店費為新台幣1萬五千元，年費和樂天網路購物一樣為新台幣3萬6千

元。交易費的收取依不同類別收取，最低的影音家店收取交易額的0.5％，

最高的女裝則收取交易額的5％。

(四)博客來

博客來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於1995年成立，為兩岸三地最早成立之網

路書店。到2010年底已擁有超過350萬會員加入博客來，其中有6成為女性

會員，20~39歲的會員佔比達71%，超過55%的會員是居住在北台灣地區。

公司經營項目有：文化領域商品與百貨領域商品。前者包括：中外文圖書、

中、英、日雜誌、專業考用書籍與報名簡章、CD、DVD影音商品、票務

販售(包含電影票、演唱會、藝文展演、展覽會、旅遊相關…等)。後者包

括：美妝、保養及保健商品、流行服飾及配件商品、美食飲品、創意生活

商品、玩藝玩具商品、3C商品、家電商品。

營業額：2009年營業額達30億；2010年營業額突破40億元。2010年

出貨件數：622萬件。到2010年底已擁有超過350萬會員加入博客來，其中

有6成為女性會員，20~39歲的會員佔比達71%，超過55%的會員是居住在

北台灣地區。

(五) 愛合購

愛合購網站以團購為主訴求，美食店家占 7 成以上，截至2010年5

月為止參與廠商共15632家，網路上的知名店家有相帥蛋糕、阿舍乾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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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店，以及Costco的合購參與，愛合購不須開店費，也不需繳交年費，

也不收取交易費。

(六) SHOP2000

SHOP2000 則以服飾為主，手工製商品最齊全，截至2010年9月底為

止共有29863家店參與，SHOP2000店以批發商品品牌為主，並未以名店作

為特色商店，開店費用與交易費全免，但酌收年費，三年收新台幣6500

元。

(七) Yam 天空商店街

Yam 天空商店街以名人店為主力店家，吸引消費者目光，預計2010

年年底開店家數到達2000家，中間名人店家數達100-200家，網路名店有

超級偶像2、林吟蔚成立的Sweetie Pie假髮女王、蔡明亮導演的蔡李路咖

啡、陳怡安的手工肥皂店等。開店費新台幣3萬元，不用年費，交易費不

分類別一律收取營業額的2％。

(八) 福利社百貨

福利社百貨則以精品為主打產品，於 2010年6月正式開站，上線開

店的已有40-50家，未來將有 60 位以上的東森購物店家進駐。網路的知

名店家有金石盟、約克精品等，參與廠家的開店費與年費均免，交易費則

不分類一律收取營業額的2％。

國內中小企業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除可藉由國內購物平台進行販售外，

亦可以透過此平台將商品銷售到國外市場，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0 年

6 月舉行推動中小企業國際網路行銷新通路啟動儀式，透過阿里巴巴、賀田

國際、e-Bay、樂天市場 4 大電子商務平台，即協助 300 家以上台灣中小

企業拓展海外網路通路，創造新台幣 900 萬元以上海外網路商機，其中有

75 家將透過樂天進軍日本，並免費提供店家開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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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電視購物發展現況

(一)東森購物

台灣的電視購物最早可以回溯至1992年，雖然在1995年期間，台灣

電視購物也曾經有上億元新台幣的營業規模，然而，當時的購物頻道業者

多數缺乏永續經營的觀念，販賣許多劣質產品，並且以誇大不實的廣告作

為手段，導致市場最後萎縮，民眾對電視購物的印象終於掉落谷底。

正當電視購物還在「賣膏藥」的泥沼中和稀泥時，東森購物在評估

了美國與韓國經驗之後，大膽地在1999年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不同於一般

電視購物頻道只需數百萬元資本額，東森以1百倍的規模，以高規格的方

式來打這場硬仗。由東森媒體集團的主要股東「遠東倉儲公司」（「東森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所轉投資成立的東森購物台，於1999年8月成立。

東森購物資本額5億元，前面5年來，每年營收幾乎都以懸崖式的曲

線陡峭向上攀爬，從2000年的5億元、2001年的22億元、2002年的72億元、

2003年的153億元、到2004年213億、2005年近300億元，2006年2007年、

2008年的營業額都維持在新台幣300億元以上的高速成長，從開始到2008

年共成長60倍。這個數字打破台灣所有電視台的營收紀錄，也開創台灣電

視經營的新型獲利模式。

2008年東森購物的董事長王令麟因故將公司賣給新加坡匯亞資金管

理創投公司，公司仍維持東森得意購的名稱，2009年公司營運維持新台幣

300億元左右的營業額。

2010年因為森森百貨（U-Life購物台）的再起，取得市場上電視收視

戶318萬戶的市場，至使東森得意購電視收視戶的市場，大幅萎縮到只剩

下190萬戶。未來可能會嚴重影響東森得意購的營運績效。

(二) U-Life 購物台

U-Life購物台係由東森投資公司所投資，目前自市場上9條電視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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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中佔有5個頻道，涵蓋的電視收視戶共計有318萬戶左右，其在電視購

物市場約佔有40％的比例，其銷售通路包括網站、型錄、電視等三種類型。

目前的定位為替供會員最完整與真實的商品資訊，以及「又好又便宜」的

商品。2010年營業額為新台幣50億元，預估2011年營業可上看新台幣120

億元。

(三) 富邦 MOMO 購物台

富邦MOMO購物台係由富邦集團所投資，在國內電視購物9個頻道當

中佔有3個頻道，公司成立的時間為2004年，公司經營的定位為以多元通

路提供消費者滿意的購物體驗，引進韓國商品，創造商品的差異性。

富邦MOMO購物台的銷售通路平台有：網站、型錄、電視、藥妝店、

百貨公司等五種類型。換言之，富邦MOMO購物台產品的銷售是採虛擬

通路與實體通路並行的方式。富邦MOMO購物台2010年整體的總營收為

新台幣150億元，預估2011年整體總營收可達200億元。

(四) VIVA TV 購物台

VIVA TV購物台為中國信託投資成立的中購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所設

立，成立的時間為2005年的8月，2009年日本三井集團投資入主為最大股

東。公司的定位為以女性為主要述求的對象，落實優質生活的購物環境。

VIVA TV購物台已精製產品的銷售為目標，所以在國內目前稀少的9

個電視購物頻道中，指取得59頻道一個頻道作為她與消費者購通的頻台。

主要客原以25歲-49歲的女性為主體，目前擁有會員述300萬人。

VIVA TV購物台成立於2005年，經營兩年後的2007年8月達成損益兩

平，2008年則出現獲利的好績效。2010年推出Tokyo Life日本商品專案節

目時段，同年10月推出「今日強強滾」節目。2010年的營業額約為新台幣

6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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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四C產業匯流現況與未來發展動向

4C 產業，由電信、有線電視、網際網路、電子商務以上四種數位產業

所組合而成的一種新興產業。以上四種產業,以電信與有線電視的經營權需要

特許執照的取得才可經營,其進入門檻相較另外兩個產業比起來高了許多。目

前四家固網業者，除了亞太電信以外，其餘三家（中華電信，台灣固網，新

世紀資通）在 4C 產業中皆鋪下了種子。靜待更完整的條例通過，即可在 4C

數位匯流產業中擁有一席之地。

目前可確知的是，擁有全台最多用戶的中華電信，在建設新媒體平台

MOD 後，其數位匯流產業的架構就已經開始完整，未來的數位匯流市場必

有它一席之地。而富邦蔡家擁有台灣最多用戶的 MSO（凱擘及台固媒體），

在數位電視這一部分必然可與中華電信有一番爭奪戰。而遠東集團與旺旺集

團所持有的旺中寬頻，雖然在 4C 產業的架構上還不太完整（遠東集團無持

有 MSO，旺旺集團也沒有參與電信事業），但憑藉著他們在其他產業的影響

力（遠東集團：百貨零售業，旺旺：媒體業），或許可以開創出中華電信與

富邦蔡家在數位匯流世界下的競爭。

表2-16 台灣與4C產業皆有相關之企業集團

電信 有線電視 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 其他優勢
中華
電信

固網:中華電
信
行動:中華電
信

新媒體平
台:MOD

ISP:HiNet
PWLAN:HiNe
t

HiNet 拍賣,
經營政府委託
政府採購網

擁有通路商
神腦國際

富邦
集團
[註 1]

固網:台灣固
網
行動:台灣大
哥大

MSO:凱擘,台
固媒體

ISP:台灣大寬
頻

MOMO 購物
網

富邦金控旗
下資源

遠東
集團
[註 2]

固網:新世紀
資通
行動:遠傳電
信

無 ISP:新世紀資
通(併購
Seednet)
PWLAN:安源
通訊(Wifly)

Gohappy 購物
網

擁有實體通
路百貨眾多
(愛買,遠東百
貨,SOGO 百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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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 有線電視 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 其他優勢
旺中
寬頻
[註 3]

無 (未來可
利用中嘉之纜
線資源開發電
信事業)

MSO:中嘉網
路

ISP:中嘉寬頻
(BB 寬頻)

森森百貨
U-Mall

旺旺媒體集
團資源(中視,
中天,中時報
系)

說明：註 1：富邦集團下的 4C 產業已統一品牌名稱為：台灣大匯流（集合台灣大哥大，台灣大寬頻及其他
企業）。註 2：遠東集團旗下的遠傳電信，新世紀資通（Squard），原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安源通訊（WiFly）
整合為”遠東集團電信事業群”，由遠傳電信進行主導規劃。註 3：旺中寬頻媒體為旺旺集團整合國泰金控
前副董事長蔡鎮宇，東森國際（王令麟），寶福有線電視及聯維有線電視的業者，目前已由公平會有條件通
過，在此先行列入未來的佈局狀況．

根據表 2-16 的整理，我們亦可發現，未來單一集團同時提供多項服務的

特性。而數位技術上的匯流所帶來的整合服務匯流，將使得各集團的服務出

現整合性服務平台，同時提供視訊、音訊、網際網路連線的服務；因此我們

可以預期的是：在台灣的數位匯流產業的發展，將越趨於集團化，而各集團

也透過自己所建構的平台，同時提供多重的整合性服務（服務平台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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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

本章將討論數位匯流前後四C產業在產業結構與市場競爭程度上的變

化。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們有必要先將現行四C產業彼此間的關係加以瞭

解，之後再將數位匯流後可能的發展加以分析，以利後續提出公平法該如何

處理相關產業市場上競爭狀態之促進措施。

不過，本章在產業結構部份，將會以前一章的產業為主要分析標的，但

是在競爭程度時，將會分別針對產業內競爭與跨產業競爭兩部份來討論，以

利後續能夠提出準確之分析。

在此之前，我們先行提出目前四C產業提供之服務，如圖3-1所示。在此

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四C產業中最主要的產業仍為有線電視產業與電信產

業，而網際網路產業則是此兩大產業所提供的服務項目之一，電子商務則是

在兩大產業所提供的數據傳輸服務上所衍生出來的產業，而若將電子商務與

電視購物兩種服務放在一起來看時，變形成「無實體商店商務服務」產業。

圖3-1 電信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所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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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四C產業匯流前之產業結構

一、電信產業市場結構

根據前一章圖 2-1 到圖 2-3 可知，國內固網市場中的市話部份，幾乎完

全為中華電信所掌握，取得市場 97%的高度市場佔有率，其他業者僅有 3%

上下，顯見固網通訊市場中的市話市場，無疑為一獨占的市場結構。其次在

國內長途電話市場方面，中華電信的市場佔有率於 2010 年仍高於七成，其

他業者則僅約三成的市佔率，依公平交易法對獨占事業的認定來說，國內的

長途電話市場也是一獨占的市場結構；最後，就國際電話市場來說，其他業

者雖然有將近四成的市場佔有率，但是中華電信的市場佔有率則 6 成上下，

因此依然是唯一獨占事業。總和來說，中華電信因為掌握最後一碼到府的優

勢，在固話市場上的位置無可撼搖。

表 3-1 呈現了 2G 行動通信市場的結構；由此表可發現中華電信在行動

通信的市場佔有率節節高升，從 2006 年的 40.8%，上升到 2010 年的 51.9％，

可見其市場地位的穩固與擴張。而在台灣大哥大部份，其於 2008 年以前則

是出現市場佔有率逐年上升的趨勢，並於 2008 年出現高峰，但自 2009 年小

幅下滑後，2010 年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剩下 24.3%的市場佔有率。至於

遠傳電信在 2G 的市場佔有率，則在 2009 年以前都在 29%上下，到了 2010

年時因為併入和信電訊而提高到 23.7%。整體來說，2G 行動通訊市場呈現了

一大兩小的局面。

表3-1 2G行動通信市場結構

單位：％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中華電信 40.8 40.2 42.5 46.4 51.9
台灣大哥大 23.5 25.8 30.2 28.2 24.3
遠傳電信 19.2 19.2 19.3 18.4 23.7
和信電訊(併入遠傳電信) 9.9 9 7.8 6.8
東信電訊(併入台灣大哥大) 1.9 1.6
泛亞電信(併入台灣大哥大) 4.3 3.8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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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3G 行動通訊市場部份，由於資料取得相對有限，我們僅有 2007 與

2010 年的市場佔有率，並將之列於表 3-2 中。從此表中發現，中華電信在 3G

行動通訊市場的市場地位正逐漸委縮，從 2007 年的 33%，降為 2010 年的

27%，而其他電信公司中，除了遠傳的市場佔有率略為下降 1%外，其他各

家公司市場佔有率則有微幅地上升。從此表中也可發現，電信三雄在 3G 的

市場佔有率以逐漸拉近，而另外兩家新進廠商的市場佔有率總和也在 25%左

右，可見行動通訊中 3G 市場的結構已形成三大兩小的局面，而三大的佔有

率已逐漸平分秋色，比較類似於寡佔市場結構。

表3-2 3G行動通信市場結構

2007 2010
中華電信 33% 27%
台灣大哥大 17% 23%
遠傳電信 25% 24%
威寶電信 10% 10.5%
亞太電信 15% 15.5%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媒體報導，本研究整理。

至於有第四代行動通訊之稱的 WiMax，則因為市場以無線上網為主，電

信市場不過是其所提供之服務的一環，加上其為台灣民眾所使用的比例甚

低，因此其要達到能與 2G 或 3G 行動通訊相競爭的市場地位，仍有相當遠

的路要走。

而根據上述分析發現，在 2G 市場中之中華電信已經達到公平法第五條

之一第一項之獨佔事業認定，而其與另外兩家之市場佔有率也已經超過三分

之二，因此 2G 通話市場實際上就是一個獨佔市場。但是在 3G 的市場上，

在 2010 年時，並沒有達到公平法第五條之一所認定的獨佔事業標準。但是

若我們將 2G 與 3G 視為同一個市場，則將會出現整個電信市場就是一個獨

佔市場的現象。因此市場範圍之界定，對於電信市場結構之認定，將造成明

顯的差異。6

6 由於在 2010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資料中並沒有各家 3G 廠商的用戶數統計，而從報章媒體報導也都
有概略的用戶數，因此不敢貿然計算 2G 與 3G 視為同一市場下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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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電視產業市場結構

在有線電視市場結構部份，如第二章所示，由於有線電視系統商有其經

營區域的劃分，因此在所經營的地理市場內，除了 12 個地區外具有雙佔的

市場結構外，其餘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皆為獨占，未來除非主管機關通傳會

對於有線電視經營區域重新劃分，才有可能改變目前的產業結構。而這樣的

期望，在 2011 年 3 月 24 日行政院會通過廣電三法修正草案時7，未來將開

放有線電視可跨區經營，打破「一區一家」的壟斷現象，並且將由中央主管

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基本頻道與費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亦表

示，配合數位匯流的發展，有線電視訂戶未來可分組選購有線電視頻道，基

本頻道將大幅減少，月租費也將大幅下降；業者可推出具吸引力的節目，供

訂戶額外選購。一旦此一修正法案經立法院通過後實施，則過去台灣有線電

視系統畫分為五十一個區域所產生地理市場獨占或寡占的情形，將因為未來

全台灣整合為一個區域，允許業者跨區經營，一方面可增加業者競爭力，另

一方面也可打破現在系統獨占的停滯狀態。

另外，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也出現集團化現象。根據第二章的分析，我

們知道目前有線電視系統商約可分為凱擘集團（前身東森集團）、中嘉集團、

TBC 台灣寛頻、台灣大寬頻（原台灣固網，隸屬台灣大哥大集團）、台灣數

位光訊(原台灣基礎網路)、及年代集團等六大集團，另外則有 21 家獨立系統

商。這樣的市場結構，一旦開放全區（台灣僅為一區）經營許可時，則市場

可能出現另一次的水平整合現象。

另外，我們於第二章也提到，有線電視上下游市場的整合問題。首先就

上游的頻道商市場來看，根據表 2-8 可以發現，有線電視節目供應商公司數

由 2006 年底的 77 家，成長到 2010 年的 101 家，但同時間的節目頻道數量

則由 135 個頻道增加至 242 個頻道，意謂著節目供應者出現集中化的趨勢，

每家公司平均擁有的平均頻道數目增加。而表 2-9 亦顯示擁有 3 個以上節目

7 2011/03/25，聯合報，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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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的境內頻道供應商共有 16 家公司，共握有 101 個頻道；境外業者則有 9

家公司，共擁有 52 個頻道；總和而言，境內外共 25 家公司，總共掌握 153

個頻道，即 25%的公司（25/101）控制 62.7%（153/244）的節目頻道，集中

化趨勢十分顯著（通傳會 2010）。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發現，有線電視上游的

頻道市場越來越集中在某些財團手中。

此外，為了減少頻道商與系統商之間交易作業所引發的各項成本而產生

的「頻道代理商」，也受到集中化的影響聯合起來對下游系統商進行聯合定

價行為，因而被公平會加以處罰；但即便如此，集體頻道議價的模式雖不存

在於集團間，但是卻常存在於各代理商之間，對於獨立的下游系統廠商來

說，很容易產生不公平競爭的問題；若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商更進一步整合

成集團，而又與頻道代理商之間形成上下游垂直整合的關係，則將來一旦台

灣有線電視系統市場開放變成一區時，則獨立系統業者的競爭力將更具競爭

上的弱勢。

三、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市場結構現況

（一）ISP 服務市場結構

從第二章的分析內容可知，台灣一般民眾上網方式比例最高的為行

動網路，約為整體上網市場的 75％左右；其次為上網比例正在增加的為

光纖上網，2010 年約佔上網市場的 10%上下，市場比例正逐步上升中。

xDSL 雖然是台灣民眾上網是第二種利用最多的網路連線方式，而比例中

則呈現逐年漸縮的情形。而利用 Cable Modem 上網的比例，一直沒有顯

著的增加，從 2006-2010 年間，大概都占上網市場的 2%，因此於未來數

位匯流時代，有線電視業者要與傳統電信業者在上網服務這一區塊市場相

競爭，難度不小。

若我們把目標限縮到網際網路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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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時8，則根據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2009)的報告顯示，台灣網際

網路的發展，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推展以來，發展十分迅速。不但總用

戶數連年成長，寬頻用戶數更屢創新高。隨著巿場的擴張，提供上網服務

的業者數目卻不增反減，如今已剩寥寥無幾，規模大小的差距更是懸殊。

該報告中亦指出，這些 ISP 業者中，以中華電信的數據分公司

（HiNet)，挾自電信總局時代繼受而來的的豐沛資源，包括覆蓋率無人能

及的終端迴路網、完整的網路骨幹、充足的技術能力、既有之客戶資料與

關係、以及高知名度的品牌，加上起跑最早的優勢，一開始就迅速取得領

先地位。儘管後來雖然新的挑戰者不斷出現，HiNet 的領先態勢不僅未曾

稍減，更隨著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的發酵而日益強化。近年 ADSL

及光纖連線日益普及，HiNet 更挾著與中華電信 ADSL 及光纖電路搭售

的優勢，不斷拉大領先距離，占率已逾八成，在 ISP 市場上具有絕對優勢

的主導地位。此外，除了 HiNet 之外，TANet 和 SEEDNet 是另外兩個元

老級的 ISP。但 TANet 乃教育、學術機構專用，不對民間提供服務，與市

場上其他 ISP 顯然不具有競爭關係。SEEDNet 於 1992 年開始提供產業

界網際網路連線服務，1998 開始對一般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後，便成為國

內最主要的 ISP 之一；不過其屬於第二類電信業者，必須向第一類電信

業者租用電路，在市場競爭上較為吃虧，2009 年則與遠東電信集團的新

世紀資通合併後，改以新世紀資通之名義在市場上繼續營業。

最後，除了 HiNet 與新世紀資通之外，過去十年來曾有許多民營 ISP

興起，但經過一番淘汰與整合，如今只剩台灣固網、Sonet、yam 天空超

網路(原 Giga ADSL)等少數幾家。該報告（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2009)亦指出，除了 HiNet 之外，沒有一家市占率超過 10%，彼等之巿占

率總和亦不到 20%，很難撼動 HiNet 的優勢；且「網路效應」或「網路

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的影響，此種商品或服務之效益，將出現使

8 ISP 的英文是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翻譯為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即向廣大用戶綜合提供網際網
路接入業務、資訊業務、和增值業務的電信運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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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數量增加而增加的現象。照理說這種效果在網際網路此種立基於開放

的標準、網網相連的網路應該擴及整個網絡，任何一家 ISP 提供服務，

應該都可以因與其他 ISP 的網路相連而享受到更多的好處；不過，根據經

濟學理可以理解，具有外部規模經濟的網路效應將會因為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而出現強者恆強的現象，最後使得市場僅有少數廠商

得以存活（通常只有一家獨大）（Author, 1995）；根據這樣的論點，對於

HiNet 在 ISP 市場獨大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

（二）ICP 服務市場結構9

另外，在網際網路連線的平台上，提供各項資訊、娛樂、教育、零

售等內容的公司，我們稱之為網際網路內容供應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也是網際網路市場中重要的競爭之地。根據網際網路上的

資料顯示10，台灣目前主要的 ICP 業者為「yahoo.com.tw & wretch.cc」、

「hinet.net & xuite.net」、「pchome.com.tw & ruten.com.tw」、「live.com

& msn.com.tw」。而根據表 3-3 的排名發現，排名第一的為「yahoo.com.tw

& wretch.cc」，其次則為「hinet.net & xuite.net」，排名第三高的入口網

站則為「pchome.com.tw & ruten.com.tw」。

表3-3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及排名

排名 2010 年 2 月 2010 年 1 月 2009 年 11 月 2009 年 9 月 2009 年 07 月 2009 年 02 月

1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yahoo.com.tw
& wretch.cc

2 hinet.net &
xuite.net

hinet.net &
xuite.net

live.com &
msn.com.tw

hinet.net &
xuite.net

hinet.net &
xuite.net

hinet.net &
xuite.net

3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hinet.net &
xuite.net

pchome.com.tw
& uten.com.tw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live.com &
msn.com.tw

4 live.com &
msn.com.tw

live.com &
msn.com.tw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live.com &
msn.com.tw

live.com &
msn.com.tw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9
ICP是指透過網路提供資訊、娛樂、教育、零售等內容的公司等皆是；其經營業務主要包含：入口網站、
資訊搜尋服務、付費/免費資料庫檢索、內容社群網站、網站交易/購物服務、廣告代理服務、資訊仲介服
務、線上娛樂、以及其他加值服務等。
10 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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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則顯示出台灣主要入口網站的到達率，其中「yahoo.com.tw &

wretch.cc」到達率平均維持在 96%以上，遠高於入口網站排名第 2-4 名的

60%~72%之間，而且三者之間的到達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可見

「yahoo.com.tw & wretch.cc」為市場上的重要領導廠商。

表3-4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到達率

網站 2010 年 2 月 2010 年 1 月 2009 年 11 月 2009 年 9 月 2009 年 7 月 2009 年 2 月
yahoo.com.tw
& wretch.cc 96.53% 98.39% 97.20% 96.77% 97.30% 98.61%

hinet.net &
xuite.net 63.76% 70.15% 67.91% 65.69% 72.69% 69.45%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63.43% 67.63% 69.58% 62.99% 65.91% 67.23%

live.com &
msn.com.tw 60.55% 64.39% 67.26% 62.77% 65.28% 65.55%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表 3-5 顯示出台灣主要入口網站的不重複使用人數，與表 3-4 相同的

是，「yahoo.com.tw & wretch.cc」的不重複使用人數平均維持在 120 萬人

以上，而入口網站排名第 2-4 名的不重複使用人數平均則在 75 萬人到 92

萬之間，且與第一名的「yahoo.com.tw & wretch.cc」之間維持在 20 萬～

45 萬人之間的差距，可見「yahoo.com.tw & wretch.cc」在市場上的主導地

位。

表3-5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不重複使用人數

（單位：千人）
網站 2010 年 2 月 2010 年 1 月 2009 年 11 月 2009 年 9 月 2009 年 7 月 2009 年 2 月

yahoo.com.tw
& wretch.cc 12,073.33 12,524.95 12,353.08 12,488.97 12,337.24 12,131.45

hinet.net &
xuite.net 7,975.54 8,930.20 8,842.86 8,477.67 9,217.24 8,543.66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7,933.94 8,609.24 8,631.31 8,129.21 8,357.33 8,270.47

live.com &
msn.com.tw 7,573.54 8,196.76 8,547.84 8,100.95 8,276.92 8,064.07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最後，我們藉由表 3-6 來觀察各入口網站每位連線者的平均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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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從表 3-6 中可以發現，網友到「yahoo.com.tw & wretch.cc」的平均使

用時間約為 400 分鐘以上，遠高於第二～第四名網站的 22 分鐘～61 分鐘

甚多，因此「yahoo.com.tw & wretch.cc」為國內網友最主要的入口網站是

毋庸置疑。

表3-6 台灣主要入口網站平均使用時間

（單位：分鐘）
網站 2010 年 2 月 2010 年 1 月 2009 年 11 月 2009 年 9 月 2009 年 7 月 2009 年 2 月

yahoo.com.tw
& wretch.cc 406.1 493.4 489.5 499.8 531.1 447.2

hinet.net &
xuite.net 22.6 28.8 44.1 27.4 21.6 32.1

pchome.com.tw
& ruten.com.tw 45.6 50.7 26.1 59.3 61.4 38.6

live.com &
msn.com.tw 33 40.4 55.5 38.1 38.4 70.1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hinet_marketing/blog/13245564。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確地表示，ICP 業者中，市場主要集中在

「yahoo.com.tw & wretch.cc」之入口網站上，其次則為「hinet.net &

xuite.net」、「pchome.com.tw & ruten.com.tw」、「live.com & msn.com.tw」

等三個入口網站，不過此三個入口網站的重要性遠不及「yahoo.com.tw &

wretch.cc」，在前述的網路效應之下，其在 ICP 市場的地位將會越來越穩

固。

此外，若 ISP 業者往下游進行 ICP 之經營，則有可能對於其他為自

有 ISP 服務的 ICP 業者造成競爭上的影響，這部份將來在公平法的規範

中，要將兩者視為同一個市場？還是視為不同的市場？則在不同的市場範

圍定義下將會有不同的市場結構，而所對應的公平法之適用就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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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商務市場結構

資料來源：劉楚慧（2010）

圖3-2 電子商務討論範疇

依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估計11，2010 年台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

達新台幣 3583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 21.5%，其中 B2C 市場為新台幣 2053

億元，C2C 市場為新台幣 1530 億元；在 B2C 市場中又以旅遊市場的規模最

大，佔 B2C 整體市場的 48.9%。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預估，我國

2011 年的電子商務市場可望達到新台幣 4300 億元，較 2010 年成長 20%。

圖3-3 電子商店網站架站方式

11 2011-02-23 09:17 時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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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3-3為2009年台灣電子商務網站架站的方式分類，主要的網站架在入

口網站的網站上，佔全部電子商店的58%，而自行架站的電子商務網站則僅

有12％，另外的30% 則是兩者都有。而所利用的入口網站有67%的電子商務

網站建構在PChome的商店街（複選），但若我們將Yahoo!奇摩拍賣、Yahoo!

奇摩超級商城、Yahoo!奇摩購物中心等三個網站的架站比例加總後，則發現

總比例達67.9%，比PChome的商店街的架站比例還高；而排名第三名的電子

商務架站所在，則為露天拍賣，佔30.1%。至於其他的電子商務網站選擇的

架站處所佔的比例則皆在15%以下，因此我們可以歸納整體電子商務交易平

台網站的市場結構上，以兩大（PChome的商店街及Yahoo!奇摩）一小（露

天拍賣）的規模分佈著，並有其他許多佔有率並不高的網站架設平台。

不過在這些電子商務網站架設平台中，momo富邦購物網、EHS東森購

物網等平台較為特殊，因為這些網站有著另一種無實體商店的交易平台：電

視購物。未來在數位匯流之後，無商店商務交易中的電視購物若結合其在網

際網路上的電子商務網見架構平台，則將對於兩種市場造成新的火花。後續

發展為何，值得令人期待。

圖3-4 2009年台灣網友網路購物所選擇之網站

上述為針對建構電子商務供給面網站架設時所選擇的平台分析，以下則

是針對使用者所使用的電子商務平台進行需求面的分析。根據圖3-5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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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台灣網友最常使用的網路購物網站為Yahoo!奇摩購物中心，達68.55%；

其次則為PC home購物中心、博客來網路書店、及Yahoo!奇摩購物購物通，

皆達30％以上的使用比例以上，其他的網站則比例在21.3%以下。

圖3-5 2009年台灣網友網路拍賣所選擇之網站

其次，若我們僅專注在網路拍賣的市場中發現，網有所使用的網站以進

行網路拍賣之時，則大部分的網友會選擇以Yahoo!奇摩拍賣為最主要的拍賣

平台，其次則為露天拍賣，再其次則為樂天拍賣與Hinet拍賣。因此在網路拍

賣平台上，Yahoo!奇摩拍賣為市場上主要的廠商。

綜合網友進行網路購物之網站平台與網路拍賣之網路平台來看，Yahoo!

奇摩的網站都有絕對的優勢，其在需求面的市場優勢地位，可說是非常明

顯。若在網路效果下帶動市場正向回饋的發酵，進而達成市場需求面的規模

經濟，則在鎖住效果下，市場地位將更為牢固。

若進一步將電子商務商店建構平台、網路購物之網站平台、與網路拍賣

之網路平台的選擇綜合來看，則發現Yahoo!奇摩與PC home為市場中兩大平

台，因此台灣的電子商務市場原則上是由兩大主要電子商務平台（綜合供給

面與需求面）與一些小型平台所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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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四C產業匯流後可能之產業結構

數位匯流的定義主要有兩類12，第一類是將四種傳統上相對獨立的產業

之整合過程，這四種傳統產業包括資訊產業、電信產業、消費性電子產業、

和娛樂產業等。整個數位匯流過程乃是根據市場的需求而產生跨產業的融

合，藉由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ies)與數位化的內容 (digitized content)，而

提供整合式之應用與服務，所提供的網路是四合一的網路，包括網際網路的

數據傳輸、電信固網、廣播電視網、與行動上網等。另一種定義則是指將傳

統上相對獨立的三種業務—電信、網際網路和廣播電視等產業；因此，要討

論數位匯流後可能之產業結構，則必須要以這些產業中目前進行匯流之廠

商，其在這些獨立產業之主要發展策略為何，我們才有辦法猜測其於未來對

於產業結構的可能影響。

因此，國內最積極推動者，便是同時擁有這三種服務之網路者，其中以

傳統的「電信三雄」最為積極13。不過，近來「旺中集團」積及佈局，併購

有線電視的「中嘉集團」，因此可能為整個數位匯流之後的市場結構帶來新

的可能14。各集團目前的布局狀況，請參閱第二章的表 2-16 之整理。

就中華電信而言，由於擁有 81.5 萬 MOD 用戶（視訊服務客戶）及 950

萬行動電話用戶（語音服務客戶）的市場地位，積極針對網際網路、服務平

台、內容、終端及服務等部份進行整合，期望落實數位匯流後「多螢一雲」

的目標；其以 Hifree 平台做旗艦服務，提供 PC、MOD、手機服務，今年並

將電視螢幕延伸至 iPad 等行動裝置，預估今年 MOD 客戶數目標可突破 100

萬戶。

12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5%8C%AF%E6%B5%81。
13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10205/1/2flb4.html，中央社，「數位匯流來臨 電信三
雄搶商機」，2011/02/05。
14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430000475&cid=1211，中國時報，「旺中寬頻收
購案 有條件過關」，201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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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灣大部份，由於併購凱擘之後，將同時擁有凱擘的 113 萬及台固

媒體 55 萬的有線電視用戶（視訊服務客戶），加上 630 萬至 640 萬行動電

話用戶（語音服務客戶），並於 2010 年 11 月推出國內第 1 個「四螢一雲」

（四螢：電視、電腦、手機、平板電腦，一雲：雲端技術）服務。15其整合

富邦集團旗下之台灣大（電信）、台灣固網（固網）及台固媒體、大富媒體

（有線電視系統營運商）等集團資源，推出「台灣大匯流」服務，結合雲端

技術及聯網電視服務，目前預定提供的服務包括聯網電視、MyPhoto 大相簿

及 ezPeer K 歌服務。為了彌補本身內容上的不足，台灣大也打算與三立、民

視合作自製內容，並於 2012 年一月將宣布和三立、民視與中天合作成立台

灣優視公司，將推出三個高畫質（HD）頻道16。由此可見，台灣大所推出的

「台灣大匯流」讓雲端技術正式走入台灣家庭生活，橫跨電信、網路、媒體

內容產業，結合付費機制，形成完整的匯流服務17。

至於遠傳電信部份，雖然有 630 萬至 640 萬的行動電話用戶（語音服務

客戶），因缺乏有線電視的客源基礎，目前暫時由遠傳合併新世紀資通後，

轉型為 ICT 綜合型電信集團，並以發展電子商務及數位家庭相關服務為主。

遠傳的發展模式較不同，其以現有之基礎出發，積極發展內容應用，並認為

後端應用是數位匯流決戰重點，與中華電信與台灣大等從市場佔有率的角度

來思考有甚大的不同。遠傳電信認為，旗下所擁有的加值服務平台 S 市集，

上架應用服務超過 30 萬個，並有 25 個行動應用程式登上中國移動

MobileMarket，並以東南亞、Conexus 行動通訊聯盟等華文市場為主要發展

方向，朝內容開發、閱讀及遊戲等方向進一步發展18。此外，遠傳電信於 2010

年 12 月推出的行動電視（Mobile TV）部份，只要訂戶付一次錢，便可一般

15 四螢一雲，指的是要打造數位匯流迎向四大螢幕及雲端運算。這個新名詞最早是二○○九年底微軟執行
長鮑默爾（Steve Ballmer）來台提出的「三螢一雲」概念，指未來消費者生活中最重要的三個螢幕：電視、
電腦、手機，都可透過雲端技術上網與瀏覽內容，而四螢則是加上平板電腦。
16 非凡新聞週刊，
http://fund.pchome.com.tw/magazine/report/po/ubnweekly/3369/129389760095227005001.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1/7/12。
17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291004#ixzz1Rrlq0MUC，聯合報「四螢一
雲共享 台灣大匯流年後啟動」，2010/12/28。
18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10205/1/2flb4.html，中央社，「數位匯流來臨 電信三
雄搶商機」，20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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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裝置上同時收看，為「三螢共看」，目前已

累積超過 10 萬名用戶19。

最後，是旺中寬頻集團進入數位匯流的競爭中。2011年4月，公平會以

附加11條款通過旺中寬頻收購中嘉網路，雖然目前仍有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的決定，一般認為，從大富媒體收購凱擘一案的結果來看，通傳會通過此

案的機率頗高。若通傳會最後同意旺中寬頻收購中嘉網路，則旺中寬頻將成

為全國第二大有線系統台，在數位匯流、有線電視數位化的發展下，台灣有

線電視與網際網路服務的提供等市場可能將出現重大變化。旺中寬頻收購中

嘉網路將有助於該媒體集團之整合，讓「旺旺集團」將之前所持有的中時集

團的報紙與雜誌，加上併購中嘉網路之後所增加的有線電視台等，使得該集

團在媒體的部份將更為完整，在數位匯流的發展下，旺中寬頻的後續發展，

可能對傳統的電信三雄帶來相當之威脅20。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發現，數位匯流之後，將會把傳統的語音、視訊、

與數據傳輸服務等市場加以整合成一個市場，未來在相關市場界定上將更為

困難，是否應將三種服務市場算在同一個市場，還是分屬於三個市場，這是

未來公平會在競爭政策執行上首要面臨的問題。另外，由於要同時跨足這三

大市場，其背後所需要具備的資金之龐大，可能只有少數有力的財團才有能

力應付，形成資訊傳播方式集中化及民眾資訊來源被壟斷的可能，對於民眾

知的權利將會有所傷害，對於整體社會福利而言，是否更加提昇，則仍有待

進一步討論。

第三節 四C產業匯流前之市場競爭情形

針對本節將討論有線電視產業與電信產業目前業內所可能產生的公平

交易法問題，其中有線電視產業部份包括其上下游節目購買的不公平競爭及

19
http://udn.com/NEWS/ENTERTAINMENT/BREAKINGNEWS8/6442412.shtml#ixzz1RrmkAqSC 聯合報「遠傳影音用戶突破十萬戶」，

2011/07/06。
20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430000475&cid=1211，中國時報，「旺
中寬頻收購案 有條件過關」，20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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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購物頻道出租可能出現的差別待遇問題，電信市場部份包括固網互連

(peering)獨占力濫用或差別待遇及其他行動通訊廠商向中華電信租用專線時

的出租獨占力濫用等問題，以及在數據市場上 ISP 業者與中華電信互連獨占

力濫用或差別待遇等。至於兩產業在數位匯流後可能發生的公平法問題則於

下一節中討論。

一、有線電視部份

（一）有線電視上下游節目購買之不公平競爭問題

從第二章的討論中發現，台灣有線電視市場不但在上游的頻道供應

商、頻道代理商等部份產生集團化現象，而下游的系統商也同樣出現類

似的集團化現象；而我們如果再仔細地觀察，其實會發現，有線電視上

下游的集團化情形，其實是屬於變相的垂直整合；而這樣的現象，可能

引發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一部分在於非集團內頻道廠商在對下游系統集

團的販售問題，另一部份則是下游非集團內系統廠商購買集團化之頻道

時的問題。

根據文獻的討論，在有線電視頻道商與系統商間垂直整合之可能利

益如下：21

1. 降低交易成本。當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統經營者垂直結合時，就上游

頻道商而言，因為已經上下游垂直整合，因此可確保有系統業者可以

播出；而就下游系統商而言，則可確保穩定的頻道來源，因此有線電

視上下遊的整合，對於雙方均可經營變動之風險，也降低彼此談判的

交易成本。

2. 頻道供需關係穩定。在目前有線電視市場結構不是區域獨占就是雙占

的情形下，如下游系統商與上游頻道節目續約未能順利完成，則有可

21 以下論點出自：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4385/9/26101109.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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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雙方的僵持不下而發生斷訊爭議。22若上游頻道商與下游系統商

垂直結合，則能使節目之供需關係相對穩定。

3. 提供多元化網路服務。未來在數位匯流下，使得提供影音娛樂、數據、

語音等服務的相關產業，利用同一載具而傳輸到每個家庭，甚且是每

位消費者身上。而有線電視上下游業者間之垂直結合，將可因為資金、

人力與技術的集中，而有更多的資源投入相關服務的提供，透過範疇

經濟的實現，對消費者提供更為多元之娛樂、資訊、電信等綜合性服

務，讓消費者可以因為一次購足所有服務而更為方便。

4. 提高頻道商提供新節目之意願。由於上游頻道商因與下游系統業者結

合而取得節目獲得播出之保障，降低頻道商推出新節目之投資風險，

進而提高頻道商推出新頻道節目之意願，增加頻道節目之多樣性，也

有利於其他與節目製播相關行業之發展。

不過，有線電視上下游廠商垂直整合也有可能對競爭帶來負面的效

果。首先，垂直整合後之頻道業者可能對下游其他系統業者出現封鎖市

場之效果，也就是說垂直結合之頻道商拒絕對結合事業以外之系統業者

授權其播出所屬之節目，或者是給予差別待遇，提高其他系統業者之成

本，降低其他系統經營者的市場競爭力。其次，垂直整合後之下游系統

業者可能向上游非集團內之頻道商進行封鎖市場的情形；如垂直結合後

之系統商拒絕播出，讓其他非與其垂直整合之頻道商所屬之節目，無法

進入該垂直整合之系統中播送，降低其頻道節目的普及率，或是給予價

格上的差別待遇，減少非垂直整合之頻道商的營收，從而使其處於不利

競爭之地位，甚至退出市場。以上兩者即為我們前述的垂直整合集團化

後對市場競爭的主要影響，使得未參與結合之事業不易競爭，或形成潛

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障礙，造成有線電視市場結構更進一步集中化。

最後，由於有線電視的上下游垂直整合與頻道商、系統商集團化的

22 以 1997 年與 1998 年力霸東森與和信集團之間的斷訊現象來看，雙方因頻道續約未能談成，以致於此兩
大集團互不授權播，讓自己的頻道節目在對方系統商中播出，影響消費者收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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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未來在市場上的競爭將變成集團對集團的競爭，而不再是個別頻

道之間或系統商之間的競爭；因此，未來台灣有線電視市場開放為全區

後，集團間的競爭可能更為激烈，也可能因為市場人數減少而造成更為

妥協。

（二）電視購物頻道出租可能出現的差別待遇問題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中，一般類型的頻道，大多由系統業者付費向內

容產製（頻道）者取得內容播送；唯有電視購物因為具備通路特性、系

統業者又無法插播廣告，是由電視購物業者付上架費給系統業者，就如

同電視購物業者向系統業者租用頻道23，與前述由下游系統業者付費給頻

道業者的方式有明顯的不同。

而台灣有線電視購物頻道未來會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因為上下游垂

直整合的集團，有可能讓非集團內的購物頻道無法上架，或是以較高之

價格的方式向其索取上架費，而造成非集團內之購物頻道面臨較高成本

的不公平競爭問題。舉例而言，若有一集團同時擁有購物台及系統台，

則所屬的購物台將因為集團下擁有收視戶眾多的有線電視系統，在垂直

整合的情形下，相對於其他非集團內購物頻道而言，在成本上可能因為

較低的上架費而具有相對的成本優勢；甚且，由於該集團為了維護自身

購物台的獲利，而在下游的有線電視系統中，避免讓其他購物頻道上架

而進行市場封鎖的行為。

就目前而言，上述的情形尚未有前例發生，而是發生如 2010 年 1 月

的「優購物」與「東森購物」之間的上架競爭問題。之所有會有此一事

件發生，在於法令上規定，電視購物頻僅可占所有頻道的 10%，因此購

物台可擁有之頻道相對有限，而 2009 年底前的三大電視購物業者東森購

23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王令麟衝電視購物 市場洗牌」
（http://cbit.pixnet.net/blog/post/3001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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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富邦 momo 與 ViVa TV 等三家業者已共持有九個頻道，已達到購物

台數量上線，因此在 2009 年之前的每年第四季，各電視購物業者便會積

極與系統業者洽簽隔年新合約。而在 2009 年第四季時，前「東森購物」

頻道經營者王令麟透過「東森國際」，向中嘉、雙和、大世界、遠富、

大高雄、鼎豐、大信等七大系統業者簽約，成為頻道代理商，其中「中

嘉」便有五個頻道原本是由東森購物上架；王令麟為取得代理權，以高

於 2009 年購物頻道上架費的價格再加三成，並且承諾簽下三年的長約，

進而取得眾多有線電視系統商的購物頻道上架代理權；根據台灣有線寬

頻產業協會的說法，2009 年以前「東森購物」每年支付約 4 億元上架費

給中嘉集團，而在 2009 年第四季與中嘉洽談 2010 年上架費時，便因代

理權在王令麟的「東森國際」手上，使得談判破局，最後出現 2010 年 1

月「東森購物」台被「森森購物」所取代上架的情形。

上述的事件，除了表示電視購物商機之龐大外，亦表示當有線電視

系統商之購物頻道上架費委託同一家代理商進行談判時，則因為賣方力

量的提昇，而增加了買方的成本；而更重要的是，當此一代理商又有自

己的購物頻道可以替代其他購物頻道時，則可能形成對其他電視購物頻

道商藉由上架費的談判破局而阻礙其他購物頻道上架的可能，增加自己

頻道上架的機會，因此可能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二、電信市場部份

（一）固網與 ISP 互連(peering)獨占力濫用或差別待遇的問題

固網屬於有線電話網路，為電信法中之第一類電信業務。固網業務

包括市內電話、長途電話、國際電話的經營及電路的出租， 經營方式包

括語音及數據（如網際網路）傳輸。固網的經營完全依賴綿密的有線網

路，投資成本較大，但可以進行到 戶服務，通訊不容易受到地形、天候

影響，這是與無線通訊（如行動電話）最大的不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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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信固定網路業務必須架設有線網路，所需時間及成本較大，

因此當年台灣為了固網市場開放與新進業者競爭力的提昇，使獲准經營

固網的業者能儘快提供服務，當時的交通部電信總局建立網路互連協

定，規定中華電信公司必須開放連接每戶家庭的最後里程網路給新進固

網者承租經營，擴展新進固網業者提供服務及擴大服務網路的可能性；

當時，電信總局也透過號碼可攜性的設計，讓一般民眾不須更換原有號

碼的情況下，自由選擇所欲使用的電信業者與固話服務。

另外，固網另一部份則是網際網路服務互連（ISP Peering）的問題；

由於網路產業的價值基礎在於上網用戶數，因此大型網路業者在互連時

具備較大的談判優勢，全球業界慣例是規模較小的 ISP 需付費給規模較

大的 ISP。

台灣在 2009 年 4 月，台灣固網為抗議中華電信單方面向其他業者收

取高額的網際網路互連費而暫緩支付此比費用給中華電信，進而向 NCC

申請裁決；另一方面，中華電信則認為台灣固網租用中華電信網際網路

頻寬服務，卻未依據租用合約給付費用，自行限縮與台灣固網互連的部

分頻寬，引起台固與新世紀資通不滿，並向 NCC 申請仲裁並與中華電信

協商調降互連費。

當時台灣固網表示，中華電信HiNet在台灣網路互連市佔率高達75%

以上，具有絕對主導的優勢地位，其他固網 ISP 業者都無法承受與中華

電信斷線的結果，而這也讓中華電信濫用市場力量，扼殺台灣固網 ISP

業者的生路，以台灣固網 ISP 業者生態來看，將無獨立生存的空間，並

且將會進一步影響到台灣網路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此外，台灣有高達

75%的網路主機建置在中華電信機房內，並且有八成寬頻用戶使用該公

司上網服務，相對於其他 ISP，中華電信在互連費用上具有很大的談判

優勢。然而，互連費用高只是產業寡佔的結果，雖然最後 NCC 強勢要求

中華電信降低該項費用，但在實際的市場結構方面，一樣無法解決 ISP

市場因硬體所有權集中所演化的大者恆大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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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王明禮等人（2009）的研究指出，互連之成本遠低於轉接服

務，國外 ISP 若提供付費互連服務者，其費率往往在轉接費率之一半以

下，HiNet 之互連價格卻高於美國 ISP 之轉接價格；其次，HiNet 之地

位相當於美國第二級 ISP，收費卻較美國第一級 ISP 更高；HiNet 的互連

費率，除了在 2004、2006 年間曾在主管機關的壓力下略加調整外，始

終難得調降。剛調整時也許尚稱合理，後來就相差懸殊了。最後，HiNet

之互連費率，前 500Mb (或 1GB) 之費率等於半價。HiNet 表面上之理由

為扶植小 ISP，實際上很難不給人打擊主要對手之連想。24

表3-7 美國轉接費與台灣互連費率對照表

年度
美國第一級 ISP 轉接費率 HiNet 互連費率

USD$/Mbps NTD$/Mbps NTD$/Mbps
2000 年中 N/A 12500 10000
2002 年底 N/A 2800-3600 10000
2003 年底 N/A 1000-2100 10000
2004 年中 N/A 680-1200 7500
2005 年中 25 850 7500
2006 年初 20 680 1500 (1st 500Mb or 1st GB)

3000 (> 500Mb or 1GB)
另依是否符合所開立之「分級折扣優惠

條件表」，給予不同折扣。

2007 年中 15 510
2008 年底 10 340

2008 年 9 月 (Level 3) 6-9 204 - 306
資料來源：王明禮等人（2009）

最後，劉孔中(2011)表示，因為這樣的因素，使的台灣寬頻服務與日

本、韓國相比顯得又貴又慢，主流產品傳輸速率只有日、韓的二分之一

至四分之一，即使同樣 100MB，月租費也較日、韓兩國高過 153~395 元；

其認為，中華電信在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上近乎「獨賣」，其他電信業者無

法掌握連到民眾家中的最後一哩； 其指出，日韓寬頻雙向傳輸都在

100MB 以上，但中華電信主流商品下載只有 50MB，上傳更只有 5MB，

台灣與日韓的網路傳輸速度差距甚大。 25

24 王明禮等人（2009）。
25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711000300&cid=1206，2011/7/09，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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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孔中(2011)亦指出，台灣寬頻建設與服務的進步，關鍵在從電信機

房到家戶的用戶迴路的最後一哩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上，而釋放給其他業

者使用的比例太低，目前僅不到 0.01%，而嚴重影響到其他相關業者與

產業（如內容產業）的發展。26雖然王明禮等人(2011)與劉孔中(2011)等

都認為，最後一哩集中於中華電信而使得電信市場缺乏競爭，是為台灣

電信建設速度緩慢的最主要的關鍵；未來在數位匯流之下，頻寬的大小

將可能對各國電子商務及網路視訊等服務的提供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進

而影響台灣在新型態網路市場服務的發展上相對弱勢。

（二）行動通訊向中華專線出租獨占力濫用的問題.

由於行動通訊業者在固網還未開放完全互連以前，基地台接收到訊

號後，必須利用數據專線將這些訊息連接到後端話務機房，而這些傳輸

訊號的數據專線，卻是必須要向中華電信租用，才能將這些訊號連回自

家話務機房，因此形成了專線租用的費用，是為行動通訊業者在經營行

動通訊業務時的一筆成本。若固網開放互連，則各家業者可望藉由「固

網互連」而減少專線租用費用的支出，對於未來各代的行動通訊都有相

當助益，且對於國內 ADSL 或是光纖服務相信也有所幫助。

不過目前因為前述一節的接續費問題，我們可以理解，若固網互連

的接續費問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而數據傳輸的網路有主要掌握在中華

電信手中，則對於行動通訊業者來說，這筆費用的訂定便不是由市場所決

定，而是由掌握基礎設施的中華電信來決定；而其他行動電信業者便會

因為付出此筆費用，而比中華電信的行動通信部門有較高的成本，形成

不公平競爭的情形。

26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711000300&cid=1206，2011/7/09，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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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四C產業匯流後可能之市場競爭情形

一、視訊服務：通訊業者欲進入視訊市場的障礙濫用問題27

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網路科技已可用以傳輸語音及影像訊號，加以網

路傳輸所衍生之費用相對低廉，傳統的語音通信遂因各式新興的替代性服務

（如電子郵件、網路電話）而逐漸喪失其競爭能力，於是電信業者（特別是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開始利用其電信線路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以及利

用其提供寬頻網路接取服務之便，運用網際網路協定傳輸節目訊號跨入傳播

市場。黃琳君(2009)指出，資訊的IP化，使通訊以及傳播服務間的整合性越

來越強，如美國的電信業龍頭AT&T公司推出之U-Verse服務，乃一項結合了

數位語音（digital voice）、視訊（video）、寬頻接取，以及AT&T公司既有之

固網、行動通信服務所構成之「四合一服務」（quadruple play），其主要競爭

者Verizon公司亦因完成光纖到府（Fiber-to-the-Home, FTTH）線路之架設而

提供類似的四合一服務，這些服務中，以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頻道節目內容之

「IPTV服務」最受到矚目。

黃琳君(2009)指出，IPTV服務為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網路電視）

之簡稱，並定義IPTV服務為利用封閉或開放網路系統提供影音視訊內容或資

訊傳輸功能者，並可透過電視機或電腦收看之服務。根據黃琳君(2009)的說

明，IPTV服務之內容主要可分為線性服務內容（linear programming），以及

非線性服務內容（non-linear programming）之提供，前者即頻道內容，後者

則主要係指未經欲先排程，而供收視者隨選即看之各式內容，如節目、影片

等，通稱為隨選服務內容（Video on Demand, VOD）。我國IPTV服務之發展，

初期於我國推出IPTV服務者「中華電信」之「MOD大電視」服務（Multimedia

on Demand, 以下簡稱「MOD服務」）以及數位聯合電信所提供之「DFC數位

家庭服務」。中華電信之MOD服務係透過雙向寬頻網路將電視頻道以及隨選

影片等廣播電視內容透過機上盒呈現於用戶端之電視機上，MOD服務之內容

27 本節請參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0)「有線電視產業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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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頻道之收視服務，同時亦提供如個別節目影片之選選廣播電視（VOD）、

家庭金融（插入銀行晶片金融卡即可於機上盒繳費轉帳）、卡啦OK、理財（看

盤及自動選取股價）、線上學習以及遊戲等其他具備互動性之功能。相較於

傳統有線電視服務，MOD服務之內容更加多元且更具互動性，其另一特點在

於提供了分組付費之功能，使客戶不必像訂閱有線電視服務支付每個月5、6

百元之收視費以收看上百台的基本頻道，而可依據自身的收視習慣以及喜好

訂閱特定的頻道或節目內容。

其他的網際網路提供視訊服務者，包括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與互動

王視訊科技公司於2004年年末推出「數位家庭中心服務」（Digital family

Center, DFC）服務，提供之服務主要為隨選視訊服務與網路通訊服務；DFC

服務與前述中華電信MOD服務最大之不同點在於DFC服務係以提供隨選視

訊服務以及其他加值性網路服務為限，而未提供即時頻道之收視服務。除此

之外，如hiChannel 即是HiNet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架設之網路多媒體平

台，自2000年6月推出以來提供超過200個頻道及數萬部節目供用戶不限時段

上網觀賞，包括「隨選影片」（video on demand）與「直播頻道」（live channels）

兩大視訊服務。年代數位媒體投資之我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於2004年3月推

出之「im.tv」服務，其服務內容包括線上直播頻道、隨選廣播電視、線上購

物、線上學習，並同時整合影音部落格以及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網路電話等服務。天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Yam天空寬頻電視，透過整

合原webs-tv寬頻電視、蕃薯藤入口網站（Yam.com）、Giga ADSL寬頻上網服

務以及台灣百視達（Blockbuster）影視連鎖店等之內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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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台灣IPTV主要業者與提供之服務

資料來源：莊春發、柯舜智（2010）。

2010年12月28日開台的壹電視，用網路電視（Over the top TV,OTT-TV）

的模式，和發放百萬個電視機上盒（STB，set-top box）的野心，想要挑戰台

灣目前的有線電視收視習慣；觀眾可利用機上盒觀賞包括頻道自製內容，與

電影的「隨選視訊」（VOD）服務，還可以是電視遊樂器；這個市場其實已

經有中華電信的MOD（Multimedia on Demand）就已經搶占這個市場，2010

年底時目前已經累積了80萬以上的用戶。28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壹電視類

似有線電視的頻道業者，而中華電視MOD比較像是系統業者。從技術面來

看，中華電信MOD本身是網路服務提供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把所提供的內容透過內部網路（intranet）送到特定家戶位址；但壹電視卻是

透過開放式網路（internet）來傳輸內容，但不提供網路服務。29兩者相似之

處，在於兩家都以電視機上盒為基礎，且都有數位串流的VOD服務，整合媒

體、硬體、內容之間；另外，壹電視本身擁有頻道，並自製內容，而中華電

信MOD的內容多是透過購買或合作得到。

但是在中華電信MOD進入電視視訊服務市場時，於2009年上半年發生

MOD上面的無線電視台節目因授權問題而被迫以其他同類節目覆蓋原節目

28 http://www.brain.com.tw/News/RealNewsContent.aspx?ID=15094(最後瀏覽日期 2011/7/11)。
29 http://www.brain.com.tw/News/RealNewsContent.aspx?ID=14980(最後瀏覽日期 2011/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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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事件稱為「蓋台」事件）30。由於相關法律規定，無線台於有線電

視系統上屬於必載頻道，也就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必須完整播送無線台節目

內容，不過MOD部分則無相關規定。此亦形成MOD平台上播送無線台時，

造成著作權的爭議；業者認為MOD並未取得授權，所以無法播送相關節目內

容，因此當特定節目於無線頻道上播出時，業者針對MOD平台則予以遮蓋訊

號，導致使用者端無法順利收視，亦造成用戶退租等後續效應31。中華電信

希望將無線電視的四個頻道列為MOD的「必載頻道」，但是有線電視業者則

是指出，MOD節目供應商應該取得「公開傳輸權」，才能在MOD上播出，是

單純的商業問題32。

二、數據傳輸：中華電信 xDSL 與 Cable Modem 的競爭

另一種數位匯流之後會面臨的競爭，在於有線電視系統跨足網際網路上

網服務的數據傳輸市場，而這將會與過去由電信業者（主要是中華電信）所

提供的數據傳輸相競爭。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的上網數據服務主要為Cable

Modem（光纖化之後，則可能為Fiber+同軸電纜線（有線電視用）+Cable Modem），

而電信業者所提供的上網服務為xDSL（光纖化後可能為Fiber+電話線 +VDSL

Modem或Fiber+電話線 +ADSL Modem）。33

從技術上而言，ADSL與Cable Modem的差異，可以從表3-9來比較。ADSL

是在獨立的一條電話線上提供專屬服務，Cable Modem 則是在共享媒介(有

線電視纜線)上提供上網服務；雖然 Cable Modem 整體頻寬表面上看起來似

乎比 ADSL 高，但是這個頻寬是由同一段纜線下且使用同一個頻帶的所有

用戶所共同分享，當同一時間上網的用戶越多時，每個人所分享到的頻寬就

30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9%9B%BB%E4%BF%A1MOD，最後瀏覽日
期：2011/7/11。
31 DIGITIMES, http://202.3.173.249/tw/dt/n/shwnws.asp?CnlID=10&Cat=&Cat1=&id=152045，最後瀏
覽日期：2011/7/11。
32 台灣通訊傳播產業促進會：http://blog.yam.com/tcia/article/21406380，最後瀏覽日期：2011/7/11。
33 xDSL 的技術發展，請參閱：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347，最後瀏覽日期：
20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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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高低起伏的不同。不過兩種技術目前仍持續發展中，未來在市場上何者

會勝出仍不確定。

表3-9 ADSL與Cable Modem技術上之比較

項目 ADSL Cable modem
使用線路 獨立電話線 多人共享有線電視同軸線纜

頻寬
下行: 512k - 8Mbps(頻寬獨享)
上行: 64k - 1.5Mbps(頻寬獨享)

下行: 27M-36Mbps(多人共享頻寬)
上行: 768k-10Mbps(多人共享頻寬)

傳輸 雙向 單向/雙向
另支付電話撥接費用 否 是(單向)/否(雙向)
頻寬管理 頻寬獨享 頻寬共享, 無法保證用戶端頻寬

IP 位址
固定制: 固定 IP 位址
非固定制: 動態 IP 位址

動態 IP 位址

資料安全性 保密性較佳 保密性相對較差
適合用戶 企業用戶, 個人/家庭用戶 個人/家庭用戶
資料來源：http://www.anet.net.tw/faq/adsl_basic/11_8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1/7/12。

而就台灣目前的網際網路上網的市場而言，在第二章圖2-7時曾指出，台

灣民種上網的方式主要還是用以行動上網為最大宗；另外，圖3-6可發現有線

寬頻上網市場部份，xDSL與Cable Modem所佔的比例部份則是以xDSL所佔

比例較高，Cable Modem所佔之比例仍相對有限，因此在台灣市場中，電信

業者所提供的有線寬頻上網仍相對於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的上網服務來的

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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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及中華電信股東年報

圖3-6 有線寬頻上網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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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有一種說法，認為Cable Modem的寬頻上網與國外連結時，都是

透過中華電信的路由來連線，因此選擇Cable Modem最後還是被中華電信所

控制，不如一開始就選擇中華電信的寬頻上網服務，因此影響了Cable Modem

的市場佔有率。實際上並非如此；中嘉集團連到外國的路由為亞太、GIGA

及台灣固網，光特快則是台灣固網，TBC台灣寬頻集團則是為SEEDNET，

台基網則是由亞太、GIGA、台灣固網、速博、SEEDNET等連到外國，台固

媒體因為是台灣固網子公司，因此由台灣固網連線到國外；Cable Modem與

xDSL的競爭，對國外連線的路由並非掌控在中華電信手中，因此沒有不公

平競爭的問題。

不過中華電信為台灣首先提供網際網路上網服務的業者，除了具有先進

者優勢外，其從撥接服務提供時所建構的龐大消費群，若是順利移轉至

xDSL，則因為轉換成本等問題，對於其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新進業者來

說，便是一種大的進入障礙。雖然市場上Cable Modem的價格幾乎為中華電

信xDSL的一半，但是仍無法為Cable Modem拓展市場佔有率。

另外一個問題則是與前述電信業者間路網互連的部份類似，由於中華電

信掌握大部分的網際網路連線市場，對於有線電視業者而言，其上網服務畢

竟需要與中華電信相互連線，因此前述電信業者間的通話互連問題也出現在

網際網路互連市場中。其他固網業者及有線電視業者認為，中華電信挾其在

寬頻的零售市場及網路數據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市場之高市

占率，長期片面定價收取高額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費用，使得他們的

成本墊高，市場競爭上甚為不公，進而影響到其他ISP業者的發展。因此，

在數據市場上，有線電視業者與電信業者間不公平競爭問題，依然是存在網

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費用的爭議。

三、成批定價(Bundle Pricing)：視訊、數據、通訊三種服務一起

出售

由於數位匯流通常指的是電信產業（語音服務）、網際網路（數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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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和廣播電視產業（視訊服務，主要為有線電視）三者間在服務提供的

技術與服務內容的融合，使得用戶可透過單一平台，同時享受觀看有線電

視、撥打電話及與網際網路上網的整合服務；

根據第二章表2-16及本章第二節的討論，我們發現，未來數位匯流之後，

有可能造成民眾資訊取得的集中化，而且集中在某些大財團的手上，對於整

體社會之影響是否有利，則需要進一步討論。其次，在第二節的討論中亦發

現，遠傳電信已經提出付費一次而同時可以在不同的設備上進行視訊瀏覽，

這樣的定價方式表示未來數位匯流整合後，廠商可以將各種不同的服務以一

個價格成批出售，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可能性。若真如此，則在匯流之前，

消費者可以在語音、視訊、及數據傳輸服務上分別購買不同廠商所提供的服

務，各種服務的廠商將可以有各自努力的誘因；但在匯流之後之後，若出現

成批定價的方式，則因為一次購足，則一筆交易將同時綁住三種以上的服

務，將三種市場變為一個市場，有可能對市場競爭程度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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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數位匯流平臺之新興服務模式

本章旨在說明各國匯流平台之新興服務模式。由於以目前數位匯流

之趨勢來看，未來將會是往數位匯流「服務平台」來提供各項影視、語音、

網際網路連線等服務，而且我們也發現，數位匯流之後，「電子商務」此項

服務主要是依附在匯流後各平台上所提供的網際網路服務上的一種商業服

務，並非為匯流主體中的一部分。因此本章將著重於分析美、英、日三國的

廠商如何往數位匯流平台之建構模式，主要包涵有線電視與基礎固定網路建

構之平台與新興服務模式、網際網路與聯網裝置建構之平台與新興服務模

式、廣播電視與行動通訊建構之平台與新興服務模式等三大類。最後，本章

之撰寫則整理自日商野村總合研究所（2011）對「世界主要國家數位匯流策

略與應用情境分析」之二手資料。

第一節 有線電視與基礎固定網路匯流所建構之平台與新
興服務模式

在美國是以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 推出的 Xfiniy TV 在市場上處於領導

地位，而英國是由電信業者 BT 推出 BT Vision ，而在日本的匯流平台的部

分，也是由日本最大的電信業者 NTT 推出建置在光纖網路上的”光TV”為服

務，以下介紹上面所提三項案例。

一、美國：Comcast - Xfiniy TV

美國最大有線電視業者為 Comcast，因高速寬頻網路基礎建設逐漸成

熟，民眾可使用的頻寬逐漸增加，甚至過去由於下載速度限制而無法順利收

看的高畫質節目，現在亦可順利收看，因此美國收看有線電視節目的人口正

逐漸減少。除了新聞節目、部份現場直播的綜藝節目及體育直播節目外，美

國民眾已習慣在想欣賞節目內容的時間和地點，不管用搜尋或直接上網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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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直接收看想看的節目，而形成一股解約有線電視的風潮，稱為 Cord

Cutting。而美國四大無線電視網也開始免費於網路上提供部份電視節目，更

加速促成此趨勢。換句話說，有寬頻即代表可以取得節目，又可如同一般使

用上網服務，因此寬頻上網人口則逐漸增加。2009 年一整年 Comcast 減少了

60 萬戶有線電視收視戶，但卻增加了 100 萬的寬頻網路客戶即為一個佐證。

為了阻止客戶流失，增加客戶滿意度，與其讓其他平台逐漸搶走過去的

有線電視客戶，Comcast 決定自己推出網路電視服務，以跟上此數位匯流潮

流。為了能在數位匯流的潮流下生存，避免因為內容逐漸在網路上取得，

MSO 反成為被架空內容的純粹基礎網路服務供應商，喪失附加價值，有線

電視業者提出了 TV Everywhere 的概念。

Time Warner 提出 TV Everywhere 概念，主要的用意還是在阻止流失客

戶的速度，增加客戶滿意度。此概念獲得 MSO 及部分內容業者的支持，並

由 Comcast 踏出第一步，將旗下所有的服務重新以 Xfinity 的品牌上架，並

於 2010 年 2 月開始提供 Xfinity TV。

Comcast 的 Xfinity TV 的產品地位是作為有線電視收視服務的附加價值

服務。消費者申裝有線電視服務時即加入 Xfinity TV，不需要特別多加付費，

Comcast 提供專用軟體，可以安裝在最多三台的電腦上，服務區域則限制在

該消費者申裝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內。目前可以看到 27 台包含時代華納旗

下的 HBO 等 VOD 頻道。當然，若消費者使用 Comcast 的行動網卡（與

Clearwire 及 Sprint 合作），則可以作到不在家戶內亦可收視，達到 TV

Everywhere 的概念。

2011 年 6 月 14 日的 The Cable Show 上，Comcast 發表根基於 Connected

Home（數位家庭）概念上，將所有對一般消費者的電信/電視服務都掛上

Xfinity 品牌，總共有 Xfinity TV、Xfinity Internet、Xfinity Internet 2go、Xfinity

Voice 等服務（其他新推出的數位家庭服務尚有 Xfinity Home Security）。而

原來有線電視服務就直接使用 Xfinity TV 名稱，上述網路收看 VOD 服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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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到 Xfinity TV 的服務底下，改稱為 On Demand On-The-Go，並推出 iPad

及 iPhone 的程式「Xfinity TV App」，讓使用者可透過智慧手持裝置收看節

目。美國平板電腦的普及，特別是出貨量達 2,500 萬台以上的 iPad/iPad2 對

於消費者於收看節目的習慣有極大的改變，Comcast 也特別設計使用介面，

與 Motorola 一起研發機上盒專用 Wifi AP 可讓使用者在 TV-PC-Tablet 連續

的收視經驗中，能順暢的互相轉移。其中包括，TV 與 Tablet 同步收看即時

的電視節目，將在 TV 上未看完的電視節目移動到 Tablet(目前支援 iPad 及

Xoom)上繼續收看，而透過 iPhone 收看、控制電視選單、選擇預錄節目或搜

尋等，均表示美國已進入多螢幕播放 UI 整合的時代。此外，Xfinity TV 介

面整合社群網站 Facebook、Twitter 等，消費者可把正在收看的節目透過一個

按鈕，即可發布在個人的社群網站頁面上與朋友分享及討論。

Xfinity TV 的收視終端有電視、PC、平板電腦（目前僅支援 iPad及Xoom）

及 iPhone 手機。在電視上可瀏覽最完整的頻道及 VOD，PC 目前有 27 個

頻道的 VOD 可觀賞，而 Tablet 及 iPhone 基本上在家中無線 AP 範圍內，

可即時同步與電視觀賞同樣的節目，或可代替遙控器操作選單。而離開 AP

範圍例如到公共場所的無線網路時，則無法收看即時節目，但可查詢節目

表、遠距排程 DVR 及收看 VOD。

Comcast 成立的目的在於維持客戶留在有線電視業者的平台上為主。因

此，主要的競爭對手以 IPTV 以及網路上免費或較為低價的電視節目之 VOD

服務為主。Comcast 於 2011 年 1 月併購美國四大電視網的 NBC Universal，

展現向上游垂直整合的企圖。預計未來 Comcast 的 Content 仍然具有一定優

勢，挾帶廣大的收視戶，仍然會是美國最大的電視節目輸送平台。

二、英國：BT- BT Vision

BT 前身為國營電信事業，民營化後仍為市場主導業者。對於 IPTV 服

務態度積極，取得國內外許多內容於其 IPTV 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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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Vision 服務包括英國的數位無線電視服務 Freeview(約有 50 台頻道

與 30 台廣播頻道)與電影、體育、音樂等 VOD 服務。在電影提供上，BT 與

Dreamworks、Paramount Pictures、NBC Universal、Disney、Warner Bros.均有

合作。而在電視頻道部份，BBC worldwide、The History Channel、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HBO、Discovery Channel 等頻道均有提供，另有兒童頻

道。在 VOD 內容部份，各家公營與民營電視台所推出的 VOD 服務均有在

BTVision 上架，包括 BBC「iPlayer」、Channel 4「4oD」、Channel 5「Demand

5」。觀眾透過 BT 的寬頻服務與可錄影 80 小時的機上盒即可於電視收視。

BT Vision 所提供的內容，除了國外電影與頻道外，以中立平台的角色，

納入了數位無線電視服務 Freeview，以及公共電視台與民營電視台所提供的

VOD 平台。英國除無線電視 BBC 為民眾主要收視媒體以外，其衛星電視

Sky 與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 Media 的發展也奠定了英國多樣的收視平台。在

此完整的 ecosystem 之下，BT 的 IPTV 相對不容易拓展市占率。同時，隨

著英國線上影音平台與 internet-connect TV 的興起，對 BT 來說未來更是充

滿競爭。

三、日本：NTT-光 TV

日本電信主導業者 NTT 以 IPTV 方式切入影音服務；為擴展 FTTH 服

務，NTT 推出光纖電話與 IPTV「光 TV」服務。其中，NTT 集團的 IPTV 事

業早從 2004 年 7 月開始的 4th MEDIA、2005 年 3 月起的 on demand TV，到

2007 年 7 月起的 OCN theater，直到 2008 年 3 月 NTT 正式展開 NGN 服

務始將上述服務統合為「光 TV」。NTT 欲將所有的服務全部整合至新 IP 網

路 NGN 上。過去所有服務係透過不同網路提供，NGN 的建立可使 backbone

共通縮減營運成本，而 NGN 可確保服務品質與安全性的優勢，使 NTT 可以

與目前 internet 上的服務進行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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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TV」服務主要由 IPTV 與 VOD 兩大服務構成。其中，光 TV 的

VOD 服務由 NTT 旗下 ISP「NTT Plala」提供，IPTV 則由持有有線放送執

照業者 I-CAST 所提供。除 VOD 與 IPTV 頻道以外，光 TV 提供數位無線

電視同步播放服務與 NHK on demand 服務。為順利於 2011 年 7 月 24 日關

閉無線電視類比訊號，對於收訊不良的地區，總務省透過有線電視與 IPTV 提

供的數位無線電視同步播放服務，達成數位無線電視的普及。

因此，NTT 的 IPTV 服務「光 TV」自 2008 年 5 月起由東京開始提供

數位無線電視服務。其中，IPTV 可提供數位無線電視服務地區受限於無線

電視收訊不良地區，並以縣為單位提供，目前總務省核定的範圍包括北海

道、宮城縣、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埼玉縣、千葉縣、東京都、神奈川

縣、新瀉縣、靜岡縣、愛知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廣島縣、福岡縣。

IPTV 因技術上的優勢因此被選為數位無線電視同步播放服務的媒體之

一。具體而言，透過 internet 傳送數位無線電視有 (1)無法保障傳送高畫質

內容的頻寬與 (2)播送區域以外地區也可 access 的問題，但 NGN 的「優先

控制功能」可確保傳送高畫質內容的頻寬，而其「限定傳送區域」可確保播

送區域以外地區無法 access，僅提供政府核定的無線電視收訊不良地區收視。

如同各國的 IPTV 服務，光 TV 主要收視終端仍以電視為主。尚未導入

其他終端的連結服務。光 TV 服務收益模式以用戶收視費為主。至 2011 年

3 月為止，光 TV 用戶數約有 140 萬戶。對於廣告商而言，這樣的用戶數也

足以成為具有相當用戶基礎的媒體。

NTT 挾其龐大的資源，加上 FTTH 捆綁 IP 電話與 IPTV 服務，使得在

短時間內用戶超越一百萬戶，對於有線電視業者形成極大的威脅。尤其在類

比頻道即將關閉的現在，有線電視與 IPTV 共同搶食未完成數位化消費者的

競爭趨於白熱化。當然，有線電視業者亦不甘示弱，為對抗 IPTV 不僅積極

升級技術拓展頻寬，也著手研發新一代機上盒。預期未來 IPTV 與有線電視

將展開更激烈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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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際網路與聯網裝置所建構之平台與新興服務模
式

在這一部分,主要是以美國的 Ustream 業者所推出的互動影音實況轉播

平台最具代表性,英國則由BBC與其他三家民營電視台組成的 Youview為主,

而日本的部分,也有家電製造商所共同組成的 acTVila 平台.

一、美國：Ustream

Ustream 是美國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 John Ham 及 Brad Hunstable 所創

立。這個平台的發想是為了他們派駐在伊拉克的陸軍友人，為了能在有限的

休息時間內，能一口氣跟所有的親友作線上交談而開發的技術。2007 年 3 月

開始公開 beta 版的測試後，到目前為止已經募集了 8,780 萬美金。其中日本

Softbank 出資 2,000 萬美金，取得 13.7%的股份。Ustream 則是一個互動式

多媒體實況轉播平台，誰都可以免費實況轉播，使用者只要架起網路攝影機

及麥克風，連上網路就直接讓影像流傳在網路上。近來最有名的是 2009 年

實況轉播美國歐巴馬總統的就職典禮而聲名大噪。一般媒體亦可透過這個平

台實況轉播節目，而轉播的節目可以選擇是否要保留在 Ustream 的伺服器

上。截至目前為止，Ustream 仍然維持大部分免費的服務，而靠廣告的收益

模式獲利。2009 年 2 月，Ustream 另開創一個收費服務 Watershed。此服務

售價為有分為兩種，一種是按月每個月收取 49～879 美元（內含一定時數的

viewer hours，超過一小時另加價），或是每一 viewerhour 收費 0.25～1 美元。

加入 Watershed 的客戶不但可以移除 Ustream 的廣告，更可放上自己的廣告

或 Logo。所謂 1 個 viewer hour 即是一個人收看節目一小時，或兩個人收看

節目 30 分鐘。另一種收費方式是向收視的人收費。每個月 3.99 美元可成為

Premium membership，可免於收看節目時出現廣告。

目前可在 PC 及手機上使用 Ustream。以 Flash 為主的串流技術，只要

有支援 Flash 的數位裝置就可收看。但目前尚未有網路電視內建。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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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變成行動直播台為 Ustream 最特別的服務。任何一個使用者只要下載

Ustream 的 App，打開後即可利用 iPhone 的相機作即時轉播。此外，電視節

目一般而言若長時間定期作現場直播，可能在自己網站上架設為佳，但若臨

時需要直播某節目，則可利用此平台作傳輸的管道，對內容業者而言是相當

方便的方式。概念上是以 OTT+Live 為主，與其他 OTT+VOD 的平台具有

區隔。

二、英國：Youview

「You View」為 BBC、3 家民營電視台 ITV、Channel 4、Channel 5 與

電信業者 BT、Talk Talk 與 Arqiva 共同組成。「You View」免費提供 Freeview

與 Freesat 頻道收視，並可回看過去 7 天內播放過的節目內容。在節目播放

途中也可回看或錄影。除免費節目外，「You View」另提供付費 VOD 內容

與付費電視，內容主要為電影、體育賽事與美國影集。在 VOD 模式下，消

費者可依節目名稱或演員名稱搜尋節目內容。由於「You View」為開放式平

台，所有內容供應商均可利用此平台，且電視用加值軟體(APP)也採開放式

供所有人開發。

消費者將機上盒連接網路即可透過電視收視，且網路上的內容也可以

access。機上盒需付費購買，同時具有錄影功能。「You View」的策略為整

合多個影音播放服務，提昇消費者對 VOD 服務的便利性。因股東的多樣性，

「You View」同時提供 BBC 的「iPlayer」、ITV 的「ITVPlayer」、Channel

4「4oD」、Channel 5「Demand 5」。雖然股東包括電信業者 BT、Talk Talk 與

Arqiva，但其堅持網路中立性，無論消費者使用哪家業者的寬頻服務均可收

看。

三、日本：acTV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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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Vila 是日本的家電製造商共同推出的影音服務，日本家電大廠在全

球處於領導性地位，一直以來即擔憂於僅提供終端設備的一次性消費，因此

在 acTVila 開始之前即積極朝平台發展。例如，Panasonic 在 2003 年 5 月即

在電視推出上網服務「T navi」，Sony 也在 2005 年 11 月起在 So-net 推出

電視 network 服務「TV home」。但畢竟個別業者無論在內容取得面與服務

面上都有其極限，因此無法達到業者當初設定的目標用戶數。 因此，日

本五大家電廠 Panasonic、Sony、Sharp、Toshiba、日立製作所合作推出電視

影音播放服務 acTVila，其股東構成為 Panasonic 35%、So-net 25%、Sony10%、

Sharp 10%、Toshiba 10%、日立製作所 10%。合併公司在 2006 年 7 月設立，

並於 2007 年 2 月正式推出服務。

acTVila 規劃的服務有三大塊，包括基本型的資訊性服務、streaming 影

音服務與 download 型影音服務。acTVila 最初的服務為新聞、氣象報告、節

目資訊、地圖、交通資訊、遊戲、購物等資訊性服務，稱為「acTVila basic」。

消費者在內建 acTVila 服務的電視使用遙控器便可使用上述服務。「acTVila

basic」除部份服務需付費外，基本上均為免費的服務。在「acTVila basic」

推出以後，acTVila 又於 2007 年 11 月起展開 streaming 型 VOD 服務，包

括由日本連鎖租片業者 Tsutaya 提供「TSUTAYA TV on acTVila」以及 2008

年 12 月起 NHK on demand 服務也在 acTVila 平台上架，收費為每月吃到飽

1,470 圓以及 pay per view 形式，每部約 105 至 315 圓不等。

Download 型的 VOD 服務則自 2008 年 12 月起亦由 Tsutaya 提供。

Tsutaya 在 acTVila 所提供的內容包括好萊塢主要四大製片廠的電影與電視

影集，其 download 服務的收視費設定整理如下表。值得一提的是，acTVila

的 download 服務是全球第一個搭配藍光硬碟而可複製內容的影音服務。總

計 acTVila 至 2010 年底為止其平台上的影音內容數量達到 30,000 部。

acTVila 是以電視為唯一收視終端的服務，但著眼於消費者對於手機的

黏著度與便利性，近年來也開始思考與手機的連結。在 acTVila 有「樂天

ranking TV」的電視購物服務，該服務不同於一般的電視購物台，「樂天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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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將樂天購物網站前週所銷售的商品，以影音形式讓消費者可以用目錄的

方式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影音內容。「樂天 ranking TV」與手機結合，在電視

畫面上以 QR code 的方式，讓欲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利用手機讀取 QR code

便可下單並付費。

acTVila 以終端設備製造商的角色，讓服務內建於自家生產的電視中，

且業者也有能力與內容業者協商取得內容，或讓內容業者願意上架在 acTVila

的平台上，這些都是值得我國借鏡的地方。同時，我國更應思考的是，終端

設備製造商是否有這樣的策略思維，以及國內內容業者是否在數位匯流的浪

潮之下，已開始思考發展網路平台的可行性。由於 acTVila 採取封閉式平

台，使得 acTVila 直到目前其 active 用戶數仍無法支撐其收益。因此，共同

推出 acTVila 的 5 家家電業者仍自行在自有電視終端上展開各自的連網電

視服務。並於美國、歐洲各地區自行與內容供應商購買內容，如 Sony 的

「Bravia internet video」、Panasonic 的「Viera connect」、Toshiba 的「Regza

Apps connect」等。

即使如此，acTVila 仍具有不同業者間服務不受限制的優勢存在。除了

已完整建立基本型資訊性服務、streaming 影音服務與 download 型影音服務

的完整服務模式外，近年來也積極讓內容業者利用 acTVila 的平台提供服

務。在未來，acTVila 也計畫推出與手機及 PC 等其他終端設備連結的服務。

第三節 廣播電視與行動匯流所建構之平台與新興服務模
式

本節為介紹在數位時代來臨以前,原有提供內容服務的廣播電視業者在

面對新型態競爭,所推出與其他類型業者競爭的數位匯流平台,在美國,以數家

電視公司共同成立的 Hulu 影音平台為主,而英國則以 BBC 設置的 iPlayer 平

台為主要推動的平台,在日本則是由 NHK 推出的 NHK on demond 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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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Hulu

由 NBC、ABC、FOX 三大電視網出資於 2008 年成立的 Joint Venture。

Hulu 的命名以中文的互錄發音為由來。成立的背景主要是為了與 Youtube 對

抗，有別於 Youtube 多半為業餘的使用者上傳分享影片，Hulu 以提供專業

電視公司的影片分享，吸引使用者前來觀賞。目前除了 NBC、ABC、FOX 三

大電視網提供的電視節目外，尚有 MTV 及國家地理頻道。而電影方面則有

NBC Universal、Lionsgate、Endemol、MGM、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News Corporation、Viacom、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Sony Pictures 及 Time

Warner。消費者可以選擇 2,600 個以上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節目、經典影集、

電影、網路原創版本或其他流行的節目或電影。

2010 年 6 月為止，只要 IP 在美國境內，都可以免費收看 Hulu 的所有

內容，然而 2010 年 6 月後發表的收費會員的收費方式，每月 9.99 美金，

可無限制收看目前放送中的節目，或是過去電視影集共 2,800 個節目。付費

會員看到免費會員無法看到的節目，或是可看到更多集的節目。Hulu 雖然

節目內容都是電視公司等專業內容製作公司提供，不過係以 VOD 的方式提

供。是消費者可以控制收視時間的服務，相較於電視，則是電視台掌控何時

讓消費者收視。

過去以來 Hulu 都限定只能在電腦上觀看。內容業者的獲利方法是把相

同的影像，按照區域跟時間的不同，用不同的通路例如電影院、出租店、網

路、電視等販售。這樣的商業模式要成立，則需要防止盜版的機制。因此

Hulu 只能在電腦上觀看的原因是，若可以在電視上看到 Hulu 的話，則沒有

人想要購買付費頻道，電視公司的商業模式就會毀壞。當 OTT 技術出現，

可透過 TV 觀賞網路的 Hulu 服務時，Hulu 就把從非電腦來的連結給阻擋

掉，以避免發生上述情形。但若成為付費會員，則可以在 iPad 或 Internet TV

上觀賞 Hulu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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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主要靠的是廣告收入，廣告商假設「晚上 7 點看著電視的那群人」

製作並購買廣告時段，若是電視上也可以看相同節目的 VOD，則電視台就

無法用這個公式販售廣告，因此把免費的 Hulu 停留在只能在 PC 上看有其

道理。但根據 2009 年 3 月，NBC Universal 的 CEO Jeff Zucker 的發言：「NBC

看起來好像是電視公司，但公司的利益有 60%來自有線電視頻道例如 CNBC

等，無法期待網路廣告能補償電視廣告的損失。我們將推動付費內容制」可

以看出 Hulu 有在思考轉型為付費。2010 年 6 月，Hulu 終於發表了付費會

員制。電腦上仍然是免費觀賞，但若是在 iPad、iPhone、網路電視、遊戲機

等上面使用，則一定需要加入付費會員。2010 年的營收約 2 億 5 千萬美元。

Hulu 成立之際，正是所謂的群體雙向創作的 Web2.0 時代，但 Hulu 因

為集團內部有龐大的影音資源，反道而行以單向的方式，注重高品質的影

音，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此外，Hulu 與超過 30 個以上的網站建置結構化的

伙伴關係，例如 AOL、MSN、MySpace、Yahoo 等，讓 Hulu 的使用者可以

把喜愛的影片鑲嵌在個人網頁或這些備受歡迎的社交網站上。Hulu 並且開

發各種自助式的影音連結工具，讓使用者與合作網站以簡易的操作方式即可

完成影音分享，除了豐富網站內容，也廣泛且有效地為 Hulu 進行廣告宣傳。

Hulu 是以上游內容供應商為出發點的整合平台，在網路傳遞節目的趨

勢不變前提下，競爭對手會是傳統的有線電視業者。而若不在有線電視上播

放，減少的廣告費用將會壓縮到內容供應商的營運狀況。目前推出的付費制

Hulu plus 向非電腦的使用者收取費用，仍然需要觀察市場如何。VOD 式的

平台已經存在許多競爭者，例如 Apple TV 等，一方面要努力維持舊有播送

系統體制下的廣告收入，另一方面也要小心收費制度影響會員收看意願，如

何找到平衡點，或是開發出更多付費模式，將是未來發展的重要關鍵。不過

在擁有眾多媒體資源授權的加持下，Hulu 的高品質影音仍然是與其他平台區

別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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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iPlayer

英國公共電視台 BBC 的節目重播服務 iPlayer 在 2007 年正式展開。雖然

民營電視台 ITV「ITVplayer」、Channel4「4oD」、Channel5「Demand5」與

衛星電視 sky「player」也推出網路播放服務，且比 BBC 的 iPlayer 更早開始

服務(約 2006 年起各業者陸續推出服務)，但使用率較 iPlayer 相形見拙。

iPlayer 在經過實證實驗之後，於 2007 年 12 月於 iPlayer 上推出極受歡

迎連續劇的重播服務因而引起消費者的注目。其後，iPlayer 經過了多次技術

與服務的革新，包括推出 7 天以內播出的電視與廣播節目之重播服務、30 日

內 download 服務、7 天前的節目可從第一集開始收視等便利服務。此外，

iPlayer 也因應社群網站的興起，推出可透過臉書與推特與朋友共享推薦節目

資訊的加值服務。

iPlayer 主要收視終端為 PC，在服務初期需透過專用軟體收視，但現在

可直接透過瀏覽器收視。隨著服務的成功加上身為中立平台的特殊角色，其

可支援的終端服務也日漸拓展開來。舉例來說，消費者若使用 VirginMedia

或 BT 等寬頻業者的服務，可以透過電視遙控機收看 iPlayer 服務。此外，

iPlayer更發展出透過 Sony的 playstation與任天堂 wii等遊戲機以及智慧型手

機(iPhone 與 Nokia 等)也可收視。

以時間軸來看，iPlayer 在 2008 年 4 月開始支援 Wii，使用者可透過 Wii

收看。同樣是世界共通的終端 iPhone 也由 2008 年 4 月支援收視 iPlayer。另

外在 2008 年 6 月，英國最大有線電視業者 VirginMedia 的用戶也可透過機上

盒，由電視直接收看 iPlayer，且不需額外付費。對 BBC 而言，其最大服務

宗旨就是盡可能讓更多的英國國民能接觸到 iPlayer 的服務。

iPlayer 為免費服務，至 2010 年 5 月為止有 1,300 萬的使用者在一個月內

收視 1 億 2,300 萬次內容，2010 年 12 月的單月點閱數更達到 1 億 4,500 萬次，

較前一年同月增加 27%。統計數據更顯示，iPlayer 的使用流量佔了英國網路

線路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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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layer 最大的成功，是讓消費者不需等待原本線性播放的節目，而可以

在消費者希望收視的時間收看想看的節目。雖然其他民營電視台也推出類似

服務，但由收視率最高的 BBC 推出服務，才讓服務一舉普及。

iPlayer 雖十分成功，但英國近年財政困難，BBC 的預算因此同時被刪

減。iPlayer 為免費服務，因預算的刪減而有必須開拓其他收入來源的壓力。

為此，iPlayer 正著手開發新的技術，以免除法規上對公共電視台的內容不能

以 ondemand 收費形式出現在其他業者平台之限制，期望未來能夠導入到其

他平台中收取費用。

除此之外，iPlayer 也計畫在 2011 年內進軍美國展開收費服務。BBCworld

挾著高品質內容的優勢，在 iTunes 上已提供超過 1,000 部影音內容，

2008~2009 年的總收益達到 1,000 萬英鎊。因此，對 iPlayer 進軍美國市場，

各界均抱持樂觀的態度。

三、日本：NHK on demond

NHK 身為公共電視台，原本其服務範圍被嚴格限定在 broadcast 業務上，

但有鑑於數位匯流的浪潮，日本政府於 2007 年 12 月修正放送法，開放其得

透過電信網路提供內容之規定，並於 2008 年 4 月開始實施。最終，NHK 得

以於 2008 年 12 月展開 VOD 服務。

NHK 為日本擁有最多影音內容的內容供應商，日本並不像我國電視重

播率高，因此，曾經播出過的節目除了銷售至國外市場以外，在日本市場不

容易收看到過去曾播出過的內容。對於 NHK 而言，掌握如此多高品質且有

價值的影音內容，若能在數位匯流的浪潮之下，重複利用這些內容，對業者

本身或消費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策略，也因此催生了 NHK on demand 這項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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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 在正式推出 VOD 服務之前進行了很長的準備工作，主因日本的著

作權法對於 broadcast 與電信分屬不同的權利，因此 NHK 過去的節目播出權

利僅限於電視，若要在網路上再次播出內容，必須重新取得電信上的播放權

利，並再次支付著作權所有人權利金。為此，NHK 在處理過去內容著作權

的重新取得上費盡心力，除過去節目中所有著作權所有人資料取得不易外，

對於必須支付高額權利金的情況 NHK 也只能放棄。

NHK on demand 領先國內無線電視台率先展開線上 VOD 服務，服務區

域僅限定為日本國內。服務內容分為播出兩週內重播、播出後三個月內精選

內容與播出三個月後的特選內容，分單買、組合式與每月吃到飽等三種費

率。NHK on demand 在 PC 上以串流方式提供內容，PC 會員可透過手機收

視。此外，聯網電視「Actvila」、有線電視「J:COM」與 IPTV「光 TV」亦

於平台上提供 NHK on demand 服務，與 PC 的差異為高畫質。在上述各平台

播放合約為 BtoC 形式，節目編輯權與價格由 NHK 掌握；營運平台則委託

NTT communications 負責傳輸、計費與會員管理功能。其中，為防止違法

copy，平台採用高規格著作權管理技術 DRM (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NHK on demand 的 PC 會員（透過寬頻以 PC 收視用戶）達到 57 萬人，

但 2010 年截至 12 月底為止 NHK on demand 的營收為 3 億 8,500 萬圓，距

離 2011 年 3 月為止的年度目標 11 億，僅達成 3 成。NHK on demand 因需

要收費且節目選擇不夠多因此用戶尚不多，預估該服務要達到損益平衡必須

有 30～40 萬用戶規模。即使在使用者付費觀念深厚的日本，但對於付費收

看重播內容的商業模式，還是無法完全被日本消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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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盟、美國及日本數位匯流競爭政策與法
規

面對電信、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等通訊傳播產業，藉由數位化科技逐漸

匯流的發展趨勢，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以下簡稱歐盟）、美國

等西方法制先進國家，及近鄰的通訊傳播產品製造業大國日本，分別以不同

立法及政策重塑其相關產業內競爭秩序。至於據以推動數位匯流政策的相關

法規，依其立法目的及執行工具，可以分為通訊傳播目的事業管制法與跨產

業別的一般競爭法兩大法律領域。雖然，傳統上分屬產業管制及競爭秩序維

護兩個不同法律領域，但是，在這波新立法趨勢中，兩者之間不僅有許多共

通之處，而且彼此在促進競爭、減少不必要管制等議題上相互呼應。以下分

別加以說明。

第一節 歐盟

歐盟雖已發展為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無論組織規模

及內部整合程度皆持續提升。然而，關於通訊傳播相關產業管制及其競爭秩

序維護，歐盟層級的相關政策及法規，仍須仰賴會員國配合轉換立法，並循

內國民主法治程序具體推動。因此，以下法制介紹，除歐盟層級相關政策及

法規之外，並將以英國及德國為例，說明會員國轉換立法概況。

歐盟層級因應數位匯流、促進競爭的規範，可以分為電子通訊新管制架

構、調和會員國彼此歧異的廣電管制架構，及一般競爭法 3 個領域。其中，

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又與一般競爭法接軌，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向競爭轉的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

歐盟早在上個世紀 80年代末，即在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架構下，逐步推動電信自由化政策，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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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號指令創造歐盟內部市場的一致規範條件。首先，執委會

（Commission）在 1987 年公布「電信綠皮書」，確認電信終端設備市場

應完全開放競爭，並宣示將改進技術標準化程序、電信服務市場將階段

性開放、國家經營電信事業與管制產業經濟活動兩項公權力作用須嚴格

區分。自 1988 年起至 1992 年短短 5 年之間，理事會（Council）與執委

會先後頒訂一系列指令，廢除終端設備獨家經營制34，根據網路無歧視開

放原則調和會員國規範35，終止公眾語音服務以外其他電信服務獨占並保

障新進業者網路互連36，推廣終端設備相容性檢驗及相互認證制度37，要

求管制機關依據網路開放供應原則開放電路出租38。

進入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EC）時期之後，理事會與

執委會持續深化電信自由化政策，並且逐步推動促進競爭、加速匯流的

市場開放及不對稱管制政策：首先開放衛星網路及衛星傳輸等市場39，進

而解除有線電視系統跨業提供電信服務限制40，將開放網路供應原則延伸

適用於語音服務41，確立一般許可制為原則例外方採取個別許可制42，全

面課予業者互連義務並要求擁有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的業者以成本計價43，調和會員國資料保護標準以維持開

放網路供給原則44，調和會員國針對擁有顯著市場力量的語音服務提供者

開放用戶迴路規範45，要求公營電信網路與有線電視系統應採取組織及會

計分離措施等46。

34 參照：88/301/EEC。
35 參照：90/387/EEC。
36 參照：90/388/EEC。
37 參照：91/263/EEC。
38 參照：92/44/EEC。
39 參照：94/46/EC。
40 參照：95/51/EC。
41 參照：95/62/EC。
42 參照：97/13/EC。
43 參照：97/33/EC。
44 參照：97/66/EC。
45 參照：98/10/EC。
46 參照：1999/64/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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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透過上述零星指令，逐步建構的促進競爭、加速匯流規範架構，

到 2002 年間終於集其大成，體系化於接取指令（2002/19/EC）、發照指

令（2002/20/EC）、框架指令（2002/21/EC）47、普及服務指令（2002/22/EC）、

個人資料保護指令（2002/58/EC）之中，大幅更新歷來電信管制架構，

形成以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ECN）與電子

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ECS）兩類層級化分類模

式，整合傳統垂直有如穀倉般（vertical silos）彼此區隔的有線電視、無

線廣播電視、電信 3 類網路及其網路上各類服務的水平管制新架構，確

立「經營與管理分離」及管制機關獨立運作、經濟管制僅用以補強競爭

之不足等基本原則48。在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之下，除少數須取得（頻率、

號碼等使用權）個別許可的特殊電子通訊網路或服務之外，各類事業經

營者原則上僅須依事前明確規範的設立準則，取得一般許可即得設立49，

並且取得申請路權、請求設施共置、協議網路互連，及負擔普及服務義

務的法律地位50，大幅降低市場參進障礙。另一方面，關於電子通訊網路

及服務業者彼此之間的網路互連與接取，除課予協商義務之外，針對擁

有顯著市場力量者，特別規定得經市場分析程序後，採取網路元件細分

化、透明化、禁止差別待遇、會計分離等適當的不對稱管制措施51。

上述 2002 年新管制架構施行 5 年之後，執委會在 2007 年間完成法

規影響評估，確認以下政策目標：確保有效競爭，藉由更多服務的選擇

及更低價格，為消費者帶來實質利益；促進高速網路建設，激勵創新及

新興服務投資。這份執委會內部文件發現：垂直整合事業與非垂直整合

47 該號指令全名為：議會及執委會針對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之共通管制框架所頒布之指令（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2002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國內一般譯為「架構指令」；然
而，該指令不僅包含各會員國應轉換為內國立法的實體規範內涵，同時也限制會員國轉換立法的目的、事
項、管制工具、啟動事前管制的判斷方針及裁量基準，並且訂有會員國管制機關偏離執委會建議時的諮商
程序、事業不服會員國管制措施的救濟途徑、會員國之間就對方管制措施發生爭議時的解決途徑等程序規
範，顯然遠超過歐盟一般調和規範，更具有框限、形塑會員國轉換立法及管制機關實際決定的強大規範拘
束力，本文因此改譯為「框架指令」。
48 參照：2002/21/EC。
49 參照：「發照指令」第 2條第 2項，及其立法理由第 7點至第 9 點規定。
50 參照：「發照指令」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
51 參照：2002/19/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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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間的公平競爭極為重要，對於擁有顯著市場力量者掌控競爭對手

所需瓶頸設施，因此所衍生的競爭障礙問題，必須藉由適當的事前管制

措施介入處理 52。到了 2009 年，歐盟理事會（與議會）先後通過

2009/136/EC（歐洲電子通訊管制機關組織規則）、2009/140/EC（電子通

訊管制框架改革指令）兩項立法，修正 2002 年間創設電子通訊新管制架

構的 5 號指令，並創設歐洲電子通訊管制機關組織（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BEREC）53。上述 2009 年電子

通訊管制架構改革措施，同時也包含頻譜管理的有效且相互協調策略，

藉以達成單一歐洲資訊空間（single European information space），加強提

供弱勢者所需資訊服務，獲致一個包容各方的資訊社會（ inclusive

information society）54。

（二）調和會員國彼此歧異的視聽媒體服務管制架構

歐盟自從 1989 年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時期開始，就開始針對單一市

場內部的跨國境電視傳播（television broadcasting）加以規範。時至今日，

電視節目或其他隨選視訊服務，已經可以透過傳統接收設備或經由網際

網路與個人電腦、手機或其他手持設備行動接收，其於單一市場內部的

跨國境傳播規範也隨之調整，藉以排除會員國之間因規範差異而導致的

人為障礙。就此，理事會在 1989 年所頒布的電視無疆界指令（The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TWF）55，首次奠定歐盟層級的明

52 參閱：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Impact Assessment: Accompanying
document to the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Directives 2002/19/EC, 2002/20/EC and 2002/21/EC - Accompanying document to th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amending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s 2002/22/EC and 2002/58/EC - Accompanying document to the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Markets Authority, SEC(2007) 1472。
53 參照：Regulation (EC) No 1211/200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09 establishing the 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 and the
Office。
54 參照：2009/140/EC，立法理由第 3 點。
55 Council Directive 89/552/EEC of October 3, 198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Pursuit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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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法規依據。根據該指令第 1 條 a 項規定，其規範客體「電視傳播」係

指：「經由有線、無線及衛星傳送，供公眾接收之電視節目，編碼或未編

碼者皆屬之」，並且將「為向公眾轉播之事業間節目傳輸」納入，但明文

排除「提供資訊或其他訊息之個別隨選式（on individual demand）傳輸

服務」。至於該指令第 2 條所確立的跨國境傳播「播送國規範原則」，亦

即，跨國境電視傳播由電視台管轄國或其上鏈所在會員國，依其境內公

眾接收電視節目的法規標準加以規範，其他會員國原則上即須確保該電

視節目於其境內得自由接收或再傳輸（retransmission），則成為歐盟境內

視訊內容跨國境傳播的核心規範準則。除了調和電視內容管制及廣告、

贊助等商業資訊管制規範之外，該指令也致力於保障在地產製的影視產

品。該指令第 4 條保障「歐洲作品（European works）」應播出一定比例

以上的在地文化保護規定，經歐盟及其主要會員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保護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架構下

努力多年，終於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爭取到劇情片類（films）得

以「文化除外（cultural exception）」。

「電視無疆界指令」經過 1997 年間小幅修正之後，到了 2007 年間，

為因應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快速發展趨勢56，維持歐盟視聽產業競爭力及法規明確性起見，必

須大幅修正相關法律概念及調整規範內涵。理事會與議會於是將該指令

修正後重新頒布，並且更名為「視聽媒體服務指令（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Directive，AVMS）57」。根據新指令第 1 條 a 項規定，其規範客體「視

聽媒體服務」係指：「由媒體服務提供者依其編輯責任，藉由框架指令第

2 條 a 項所規定之電子通訊網路，向公眾提供具有告知、娛樂及教育目

56 例如：個人錄影（personal video recorder）技術使觀眾得以自由避開廣告，過於細密的廣告插入管制
措施已逐漸失其正當基礎，參照：新指令立法理由第 57 點
57 Directive 2007/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December 2007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9/552/EEC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pursuit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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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節目」，及包含廣告、贊助及其他有償或業者自我宣傳的「視聽商業

通訊（audiovisual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至於隨選的「非線性

（non-linear）」視聽媒體服務，新指令雖將其與節目（programme）區分

開來，主要規範實益即在於脫離「播送國規範原則」，轉而回歸電子通訊

服務內容得基於治安、公共衛生、國防、消費者保護等公共政策需要加

以管制的一般法律原則58，皆已經納入新指令之中明文加以規範。

到了 2010 年間，理事會與議會有鑑於隨選視聽媒體服務具有取代傳

統電視傳播的潛力，將歐洲作品保護及促進規範擴及隨選視訊、並於電

子節目表單（electronic programme guide）中以具吸引力的方式呈現有其

必要59，同時再次確認建立共通規則以打開內國市場，有助於在內部市場

架構下擴大電視節目產製規模60，因而再次修正「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其中，第 12 條及第 13 條發展為「隨選視聽媒體服務特別規範」專章，

促進歐洲電視節目產製的相關規範，則集中於第 16 條至第 18 條的專章

之中61。

關於傳統上從電臺、系統到內容垂直整合的廣播電視管制架構，與

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彼此之間的界面及匯流規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幾乎全未著墨。就此，框架指令第 18 條就數位互動電視服務所涉及的互

通應用（interoperability）問題，比照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標準化規範，

要求會員國應鼓勵應用軟體介面（API）採取開放平台模式。

（三）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與一般競爭法接軌

早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初，在各會員國內國法之上，即存在超

國家的實體競爭法規範；然而，由於會員國普遍以公營獨占型態經營電

信事業，廣播電視服務也多透過公共體制提供，因此，一般競爭法在此

領域內的實際適用範疇非常有限。執委會在 1996 年間頒布指令，宣示電

58 參照：2007 年「視聽服務指令」第 2條之 a第 4 項。
59 參照：2010 年「視聽服務指令」立法理由第 69 點。
60 參照：2010 年「視聽服務指令」立法理由第 65 點。
61 參照：2010 年「視聽服務指令」Chapter IV, Chapter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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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產業即將全面適用競爭規範62；到了 2002 年間，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

成型之後，執委會為強化建立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86 條第 3 項規範效力63，

再次頒布指令禁止會員國將電子通訊網路營運、服務提供、資訊服務等

市場劃歸獨家經營，並且重申公營電信網路與有線電視系統應在組織上

相互分離64。至此，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與一般競爭法彼此接軌，已經成

為歐盟層級規範的不變基調。

根據框架指令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會員國管制機關（NRA）應確保

使用者在選擇、價格及品質等方面的最大利益，確保電子通訊產業內的

競爭不被扭曲，鼓勵基礎設施投資並且促進創新，鼓勵頻率及號碼等資

源的有效利用並且確保有效管理，藉以促進電子通訊網路、服務及相關

設施、服務的競爭。另一方面，同條第 3 項則規定，會員國管制機關應

排除（新進業者）提供電子通訊網路、相關設施及服務、電子通訊服務

時所面臨的障礙，鼓勵跨歐洲網路的設置及發展、泛歐洲服務彼此互通

及終端對終端連網，確保對於提供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的事業於相同條

件下無差別待遇，跨國合作透明化並且相互一致，俾利於發展內部市場。

至於會員國管制機關積極透過事前管制措施（課予接取或互連義務、核

定資費標準等）65，藉以排除競爭障礙的前提要件，則須經市場分析程序

確認相關市場上並不存在有效競爭66，並且主要係針對擁有顯著市場力量

的事業施以不對稱管制67。一旦相關市場上存在有效競爭，不唯會員國管

62 參照：96/19/EU。
63 建立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TEC）又稱為「羅馬條約」，其
中第 85 條及第 86 條規定為其主要實體競爭法依據，其間修正部分條文時，一度移置於第 81 條及第 82 條；
經 2007 年里斯本條約整併煤鋼共同體條約（ECSC，又稱為「巴黎條約」）之後，「羅馬條約」改稱為「歐盟
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新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初正式
生效，建立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原「羅馬條約」第 85 條及第 86 條）規定，又移置於其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此處所指者為 2002 年當時的建立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86 條規定，係針對會員國限制其
為公營事業、被授予特許或獨占權利事業及公用事業排除競爭規範，並非直接針對事業的實體競爭法規範，
於「歐盟運作條約」中移置於第 106 條規定。
64 參照：2002/77/EU。
65 相關措施的具體內容，主要規範於接取指令及普及服務指令中，參照：框架指令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66 參照：框架指令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
67 參照：框架指令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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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機關不應再施以新的事前管制，甚至必須經通知程序之後終止既有事

前管制68，回歸一般競爭法適用範疇。

關於顯著市場力量的定義及其認定標準，框架指令第 14 條第 2 項以

下規定係藉用一般競爭法上類似概念，界定為：「個別事業或多數事業全

體對外享有相當於支配地位，亦即，擁有足使其於可觀範圍內不受競爭

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影響之經濟力量之地位」。尤其值得注意者，係框

架指令除了在第 15 條規範市場界定程序、第 16 條規範市場分析程序之

外，另於附件一列舉該指令施行之後，執委會應納入事前管制建議範圍

內的零售及批發市場清單。就此，執委會為執行框架指令，在 2003 年間

首次頒布的電子通訊產業內施行事前管制之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建議

（2003/311/EC）及其附件清單中，列舉多達 7 個零售市場及 11 個批發

市場。

至於市場界定方法，雖然 2002 年各指令中規定電子通訊產業中各種

應施以事前管制的領域（areas），然而，由於框架指令採用一般競爭法界

定市場的方式，從供給與需求兩方面進行判斷，其市場界定範疇通常較

應採取事前管制的產業領域小。根據執委會建議的市場界定方式，首先

劃分終端消費（零售層次）與業者之間關於供應終端消費所需投入要素

的中間供應（批發層次）兩類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s）概念。其次，

由零售層次啟動界定及鑑別（identifying）市場程序，在特定時間範疇內

將需求面與供給面的替代可能性皆納入考量。界定並且掌握零售層次的

市場特徵之後，再藉由擬提供終端消費的第三者所需求的相關商品或服

務及其供給情形，逐一鑑別批發層次的相關商品或服務市場69。此外，執

委會建議依一般競爭法原則鑑別（應施以事前管制的）市場時，應特別

注意以下 3 項標準：存在由結構、法律或管制所形成的高度、非移轉性

68 參照：框架指令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
69 參照：2003/311/EC 制定緣由說明第 3點至第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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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ransitory）參進障礙，在特定時間範疇內市場結構不易轉向有效競

爭，及單獨適用一般競爭法將無法處理市場失靈問題70。

到了 2007 年間，執委會所頒布的同一份事前管制市場建議

（2007/879/EC）及其附件清單中，零售層次僅剩固定式公眾電話網路接

取市場（Access to the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at a fixed location for

residential and non-residential customers）1 項；至於批發層次，則仍有：

固定式公眾電話網路發話端市場（Call origination on the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provided at a fixed location）、固定式公眾電話網路受話端市場

（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s provided at a

fixed location）、固定式（實體）網路基礎設施接取批發市場（Wholesale

(physical)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ccess (including shared or fully unbundled

access) at a fixed location）、寬頻接取批發市場（Wholesale broadband

access）、出租電路受信端批發市場（Wholesale terminating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 irrespective of the technology used to provide leased or

dedicated capacity）、語音行動網路受話端市場（Voice 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mobile networks），總計 6 個市場須進行事前管制。零售層次相

關市場解除管制的趨勢相當明顯，相較之下，批發層次仍有不少相關市

場須仰賴事前管制始能導入有效競爭。

就此，歐盟理事會與議會在 2009 年間頒布的電子通訊管制框架改革

指令（2009/140/EC），則在擴大適用一般競爭法、縮減事前管制範圍的

基本原則之下71，同時顧及會員國管制機關為確保電子通訊市場上的競爭

不被扭曲或限制，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顯著市場力量延伸（leverage）至

緊密關聯市場72；有鑑於歷年執法實務上發現單純罰款等管制措施未必足

以發揮功效，尤其，關於新進業者無法以合理經濟條件複製既有業者所

70 參照：2003/311/EC 制定緣由說明第 9點。此 3 項確認市場的標準，於 2007 年正式納入由執委會所頒布
的同一份事前管制市場建議（2007/879/EC）第 2 點，但僅適用於確認該份建議附件所列應進行事前管制市
場以外其他市場。
71 參照：2009/140/EC 立法理由第 5點至第 7 點。
72 參照：2009/140/EC 立法理由第 4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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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地區接取網路（local access network），細分化用戶迴路（unbundled

access to local loop）措施倘若無法發揮效果，則透過將垂直整合事業功

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等手段促進非實體或虛擬網路接取市場開

放，將可以確保所有下游業者皆能取得公平的網路接取商品及服務，徹

底解決多年揮之不去的垂直整合事業差別待遇問題73。

根據電子通訊管制框架改革指令（2009/140/EC）第 13 條之 a 第 1

項規定，功能分離係指：課予垂直整合的事業，將其批發供應相關接取

商品的有關事業活動，置於獨立運作的事業體中。然而，功能分離畢竟

不是一項標準化的市場矯正措施，必須其他矯正措施已無法獲致有效競

爭，且批發供應特定接取商品的市場上，存在重大且持續的競爭問題或

市場失靈時，始能例外採行。因此，同條第 2 項嚴格規範會員國管制機

關採行功能分離時，應向執委會提報符合發動要件的證明，附理由說明

在合理時間範疇內，將少有機會出現基礎設施層的有效且持續競爭

（infrastructure-based competition），關於管制機關、垂直整合事業、被分

離部門、電子通訊產業、投資者及消費者各方所受影響的分析，及關於

功能分離係矯正競爭問題或市場失靈最佳措施的分析等。由於會員國管

制機關實施功能分離牽涉廣遠而且法律架構複雜，電子通訊管制框架改

革指令（2009/140/EC）第 13 條之 b 另訂有垂直整合事業自願分離措施，

透過近似協商程序的轉換方式，降低雙方在管制及遵循法規上所需付出

的龐大成本。

二、會員國轉換立法：以英國及德國為例

歐盟 2002 年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於次年生效之後，各會員國紛紛將其

規範內涵轉換為國內立法。就此，英國國會迅速於 2003 年完成通訊傳播法

（Communications Act 2003）立法，德國聯邦眾議院及參議院則於 2004 年完

73 參照：2009/140/EC 立法理由第 60 點及第 6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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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電信法大幅修正（Telekommunikationsgesetz, i. d. F. von 2004），各該國家

一般競爭法也在稍早或隨後有所調整，藉以因應加速匯流發展的電子通訊產

業相關競爭問題。

（一）英國

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總計 411 條，規範內容相當繁複，除第一編

（Part 1）賦予通訊傳播署（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管制權

能之外，第二編「網路、服務及無線電頻譜」所規範事項則與歐盟電子

通訊新管制架構內涵相當，第三編「電視及廣播服務」兼括英國極具特

色的公共廣播電視制度及私營廣播電視管制規範，第四編「電視接收許

可」所規範者也是英國極具特色的電視規費制度，至於第五編「通訊傳

播市場競爭」則確立 OFCOM 在通訊傳播市場中的產業內競爭主管機關

定位，直接規範 OFCOM 就 2002 年事業法（Enterprise Act 2002）及 1998

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中涉及通訊傳播網路與服務事項的管

制權限，第六編為各類雜項及附則規定。

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徹底採行歐盟 2002 年發照指令的「一般許

可」制度，將發照條件區分為「一般條件（General Conditions）」與「特

別條件（Special Conditions）」兩類；前者係由 OFCOM 公告各類營業項

目所需具備的許可條件，後者則僅適用於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等少

數業者。關於「一般條件」的適用對象，從寬鬆到嚴格又可區分為「電

子通訊服務或網路提供者（Provider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or Networks）」、「公眾電子通訊服務或網路提供者（Providers of Public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or Networks）」、「公眾電話服務或網路

提供者（Providers of Public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 or Networks）」3

類，第一類包括各種分眾化及客製化服務，第二類尚包括數據服務，第

三類則僅限於傳統公眾電信所提供的話務服務。至於各類業者所負擔的

法定義務項目，也依其網路、服務及設施特性加以區分，例如：關於一

般接取及網路互連義務，僅有各類網路提供者始須承擔；關於頻道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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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must-carry obligations），則僅限於提供眾多收視戶接收電視的「適

切網路」經營者始須承擔74。

關於數位匯流尤其具有比較法上參考價值者，係 2002 年通訊傳播法

將 IPTV 平台界定為一種電子通訊服務，僅須取得一般許可，該平台上

所播送的電視節目或電子節目表單服務則須另外申請「需領取執照的電

視內容服務（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TLCS）」；至於隨選

式節目服務（on-demand programme services）、雙向視聽通訊服務

（two-ways services）如視訊會議，或僅提供封閉社群接收者，則毋須申

請 TLCS 執照。較為特殊者，則是提供數位無線電視服務者，須申請數

位電視節目服務或數位電視附加服務執照（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or Additional Services，DTPS or DTAS）。反之，由於該法第 32 條第 2 項

規定電子通訊服務並未包含內容服務，因此，就其內容服務取得 TLCS

執照的業者，倘若自行經營平台提供服務，則須視其平台性質申請電子

通訊服務執照75。

關於事前管制措施如資費管制、成本計價、成本會計及其他經

OFCOM 所指定的價格調整措施等76，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明定為顯

著市場力量條件（SMP conditions），非經市場力確認程序不得為之。關

於確認市場力程序，則又可分為鑑別市場及市場分析兩個階段77。OFCOM

於鑑別相關服務市場及市場分析時，應確實考量歐盟執委會所頒布的相

關指導原則及建議78。

至於廣播電視事業所有權集中化管制規範，英國 2003 年通訊法第

350 條規定放寬 1990 年廣播電視法及其附則的嚴格限制，並於新法附則

14 中另訂「媒體所有權規則（media ownership rules）」共 5 編：「Channel

74 參照：OFCOM，Consolidated Version of General Conditions, 2010/03。
75 相關說明，參閱：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多網合一服務之監理制度探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9 年度
委託研究報告，頁 39-40。
76 參照：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第 87 條第 9項規定。
77 參照：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
78 參照：英國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第 79 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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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廣播多功平台服務」、「地方聲音頻道服務」、「宗教組織」、「補

充規定」。其中，「Channel 3 服務」編針對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 Channel 3

全國性及地區性電視播送服務，明文限制控制一家或多家報紙總計達到

全國或該地區內市場占有率達 20%以上者，不得對於提供 Channel 3 服務

的法人參與超過 20%；反之，擁有提供 Channel 3 服務的法人者，亦不得

對於全國性報紙關係企業參與超過 20%。關於經營廣播多功平台及地方

聲音頻道的事業方面，為確保地方廣播內容的多樣化，附則 14 中也規定

即為詳細的執照張數、潛在聽眾規模及其是否重疊等具體限制標準79。

特別值得注意者：在 2005 年間，英國電信公司（BT）為避免英國

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CC）就其限制競爭行為展開進一

步調查，於是依英國 2002 年事業法第 154 條規定主動提出矯正「承諾」

（undertaking）。就此，OFCOM 則根據 2003 年通訊傳播法第 370 條規定

所賦予其與英國公平交易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OFT）相同的權限，

依 2002 年事業法第 155 條規定，對於 BT 所提出的承諾展開公開諮詢程

序。經多次磋商及公開諮詢程序之後，BT 集團於 2006 年 1 月 11 日成立

新組織「Openreach」，將 BT 集團的接取網路及中繼網路（backhaul）產

品等自 BT 批發事業部獨立，以提供競爭者平等接取其網路；自此，BT

與 Openreach 之間陸續實施資產分離、營業項目分離、員工分離、資訊

分離、建立平等接取委員會負責監督工作、定期提出績效報告等合作管

制工作。

根據 OFCOM 在 2010 年 8 月所提出的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顯示80，至 2009 年底為止，英國用戶

迴路細分化（LLU）的數量達 640 萬條，連接至細分化交換機房（unbundled

exchange）的家戶數比例，也已達到 84.5%。亦即，截至 2009 年底，絕

大多數的英國家庭用戶均可享受用戶迴路細分化政策實益，增加其選擇

79 相關說明，詳請參閱：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廣電事業股權規範之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8 年度
委託研究報告，頁 21-43。
80 參閱：OFCOM, The Communications Market 2010, at 312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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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以外其他固網業者的機會。以往實施用戶迴路細分化政策的主要成

效，仍侷限於細分化的寬頻服務（unbundled broadband）方面；大多數

用戶仍選擇 BT 為其固網語音服務提供者，僅就有線寬頻方面選擇改由

BT 以外其他業者提供。但是，自 2009 年 5 月開始，新進業者如 Sky、

O2 等皆透過 Openreach 所提供的細分化用戶迴路及自建網路，以套裝服

務（bundled services）的型態，提供包括語音、寬頻及視訊的「三網合

一」（triple-play）服務。由於 BT 實施功能分離的成效顯著，因此成為歐

盟、紐西蘭、義大利及瑞典等國家導入功能分離措施時援引參考的經典

案例。

（二）德國

在聯邦分權制度更為徹底的德國，轉換歐盟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的

國內立法，就明顯不如英國般順利：正當德國 1996 年電信法於 2002 年

及 2003 年小幅修正之際，歐盟 2002 年 5 項指令轉換為內國法的期限亦

已迫近81。德國聯邦政府於 2003 年 10 月 15 日提出立法草案，代表各邦

的參議院則針對草案提出近百項修正建議。經兩院協商而由眾議院經濟

暨勞動委員會另擬新草案，眾議院並於 2004 年 3 月 12 日決議通過，參

議院仍不同意該版本電信法草案；兩院再經協議並修正 27 處條文規定，

終於趕在 2004 年 6 月 25 日正式完成立法對外公布。

德國立法者將歐盟層級規範轉換為內國立法之前，首先必須克服該

國聯邦體制中關於不同事務立法權限分別劃歸聯邦及各邦的窘境。德國

聯邦基本法制定之初，雖已於第 73 條明文規定郵務及電信立法權專屬於

聯邦，卻未針對廣播電視立法權限歸屬明文加以規範。及至 1961 年聯邦

憲法法院針對聯邦政府出資設立私法組織電視台一案82，判定廣播電視電

電臺及其播送設備固屬「電信設施」，但「廣播電視」一如報業及電影，

為現代大眾傳播一環而攸關輿論動向，無論就其政治或文化意義而言均

81 上述指令的轉換立法期限為2003年7月24日。
82 BVerfGE 1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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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化約為「電信」，就技術面而言僅係電信設備的「使用者」，其本身

毋寧係公眾意見形成的「媒介與要素」。在本號堪稱「廣電大憲章」的判

決中，憲法法院不僅將廣電立法權限劃規各邦，同時亦奠定諸如區別報

業與廣播電視的「特殊情況（Sondersituation）」、維持公共廣電體制的存

續發展等多項確保「廣電自由」的重要憲法原則83。

德國 2004 年電信法雖曾由代表各邦的參議院參與意見，仍屬於基本

法第 73 條所授予的聯邦專屬立法事務，與經濟立法及「一般法律」同屬

聯邦立法一環。因此，聯邦固然不得直接規範憲法分權架構下劃歸各邦

的廣電事務，卻可以一方面就電信在技術面上係廣電基礎設施的面向加

以規範，另一方面，聯邦亦可透過雙重繫屬要素如（廣播電視）事業的

市場競爭行為，制定關於（跨產業別的）經濟活動或一般行為的法律規

範。構成德國一般競爭法兩大支柱的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不

正競爭防止法（UWG），即屬於聯邦針對此類經濟活動所制定的經濟立

法。

依「技術╱文化」區分電信與廣電的立法權限劃分，在電信加值服

務及處於「三不管」地帶的網際網路快速發展趨勢中，因聯邦及各邦爭

相擴充各自原有的立法權限而日益模糊。首先，各邦於 1996 年間德意志

電信推廣中的電傳視訊（Bildschirmtext），簽訂「電傳視訊邦際協定

（Btx-Staatsvertrag）」，藉以規範其非屬個別交易、非屬「封閉社群」的

資 訊 傳 輸 活 動 84 。 次 年 ， 各 邦 再 簽 訂 「 媒 體 服 務 邦 際 協 定

（Mediendienste-Staatsvertrag）」，明文將利用（有線或無線）電磁波散布

的「針對公眾之資訊及傳播服務」納入規範85。

聯邦為回應各邦立法措施，於 1997年 6月間以包裹立法方式通過「規

範資訊暨通訊服務框架條件之法律 （ Gesetz zur Regelung der

83 概要說明及相關歷史文獻，參閱：Herrmann: Rundfunkrecht, § 4 Rn. 47 ff., Munchen 1994。
84 §§ 1, 3 Btx-Staatsvertrag；該邦際協定已於1997年由多媒體服務邦際協定取代而失效。
85 § 2 Mediendienste-Staatsvertrag；媒體服務業者依該協定不須經特許即可營業，但其所提供的媒體服
務，依第8條規定應遵循不得挑唆群眾仇恨、鼓吹暴力或戰爭、有害青少年等內容管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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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menbedingungen für Informations- und Kommunikationsdienste ，

IuKDG）」，其中，第 1 條及第 3 條分別為規範加值服務的「遠距服務法

（Gesetz über die Nutzung von Telediensten，TDG）」、「電子簽章法（Gesetz

über zur digitalen Signatur，SigG）」；其餘各條則為資料保護、刑法、秩

序違反法（OWiG）、有害青少年文物散布法、著作權法、價格標示法、

價格標示令等法令的包裹修正條文，以及生效日等附則規定86。

為避免權限衝突導致規範歧異，因而妨礙新型態的電子通訊服務發

展，聯邦及各邦於 1996 年 7 月 1 日達成協議，針對免特許、資料保護及

服務提供者僅就本身行為負責等重要議題採取一致規範87。至於關乎立法

權限爭議核心的規範對象問題，係以「針對一般大眾（an die Allgemeinheit

gerichtet）」為界限 88，由聯邦針對不具備此一特性的「個人通訊

（Individualkommunikation）」立法規範，而將具有此一特性者劃歸各邦

立法範疇89。因此，在既有的廣電、電信兩大管制領域之間，透過聯邦及

各邦立法又建構兩類新的規範對象，形成「廣電╱媒體服務╱遠距服務

╱電信」4 類更緊密連續的規範架構，並以其中兩類新概念完整涵攝電

視購物、遠距（線上及無線）遊戲、遠距銀行、電子郵件、網頁、網路

聊天室、隨選視訊等新型態服務90。

德國聯邦政府及各邦自 1997 年起，即分別因轉換歐盟電子商務指令

（2000/31/EG）於「遠距服務法（TDＧ）」與「媒體服務邦際協定

（Mediendienste-Staatsvertrag）」之中，以及，針對兩項立法中的青少年

86 BGBl. 1997 I, 1870。
87 Protokollerklarung aller Lander, P. 2。
88 參照：§ 3 Mediendienste-Staatsvertrag。
89 至於「媒體服務」與廣電不同之處主要在於：並不具有後者的「映演（Darbietung）」特質；依各邦廣電
主管的實務見解，亦即：依「廣效性（Breitenwirkun）」、「即時性（Aktualitat）」、「足以亂真之誘
導性（Suggestivkraft）」的強弱為區分標準，參閱：Schutz: Kommunikationsrecht, Rn. 203 ff., Munchen
2005。
90 簡而言之，邦際協定先將「媒體服務」定位在「針對一般大眾（非電信）」，再透過立法定義為「廣電不
適用之」，聯邦立法再將「遠距服務」定位在「非媒體服務」且「非電信」，藉此建構概念互斥且相互銜接
的4個適用範疇；其次，邦際協定及聯邦立法均分別例示遠距銀行等項目是否適用，在保留概念（向未來新
興事物的）開放性同時，亦將具代表性或適用上易起爭議的個別事項加以明定，使不同立法的適用範疇更為
明確而可預見。參照：§ 2 Mediendienste-Staatsvertrag; § 2 T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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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規範修正問題進行協商。為進一步統合媒體服務及遠距服務規範，聯

邦政府於 2005 年 4 月間擬定一項稱為「統一關於特定電子資訊暨通訊服

務規定之法律（EIGVG）」的包裹立法草案，其中第 1 條（Art. 1）比照

各邦際協定整合媒體服務與遠距服務的立法體例，擬定「遠距媒體服務法

（Telemediengesetz，TMDG）」以取代 TDG，其內容管制規定完全交由

各邦規範，聯邦則以其經濟事務立法權限統一電子商務的「來源地原則

（Herkunftslandprinzip）」、「接取自由（Zugangsfreiheit）」、責任歸屬

及資料保護等規範。2007 年 2 月底，聯邦正式完成遠據媒體服務法立法，

自該法正式生效的 3 月 1 日起，媒體服務邦際協定與遠距服務法皆失其效

力。該國立法者整合歷來分殊發展的電信與廣電法制，藉以肆應數位匯流

趨勢下不斷挑戰兩者規範界限的政策方針，終於具體展現成果。

至於廣播電視媒體集中化管制規範，則自從各邦在 1991 年制定廣電

邦際協定（Rundfunkstaatsvertrag），針對跨邦境申請設立或併購多家廣播

電臺或電視頻道事業者，以第 21 條詳細規定同一集團不得擁有超過兩家

廣播及兩家電視頻道事業，同時限制於單一廣播電視事業參與上限為

50% 、 第 二 家 廣 播 電 視 事 業 參 與 上 限 為 25% 的 「 參 與 模 式

（Beteiligungsmodell）」，藉以落實聯邦憲法法院要求（各邦）立法者「防

範意見強權（Meinungsmacht）形成」的立法義務以來，各邦即積極執法。

由於「參與模式」不斷引發管制實效及「目的—手段」相當與否的政策爭

議，各邦於是在 1997 年大幅修正廣電邦際協定，改採「閱聽眾比率模式

（Zuschaueranteilsmodell）」，於修正後的第 26 條中禁止同一集團控制全

國閱聽眾比率超過 30％的廣電媒體事業；對於閱聽眾比率超過 25%且在

媒體相關市場具有控制市場地位者，也採取相同的管制手段，亦即：否准

該集團申請製播其他頻道或進一步參與其他廣電媒體事業。為執行上述廣

電媒體集中化管制規範，廣電邦際協定特別設立媒體集中化調查委員會

（Kommission zur Ermittlung der Konzentration im Medienbereich），專司

調查職務。在此範圍內，依 GWB 第 7 章（第 35 條至第 43 條）規定，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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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般事業結合管制的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ellamt），對於廣電媒體

集中化管制並無管轄權限。

德國 2004 年電信法在上述匯流新立法所劃定的規範界限內，係針對

透過「電信設施（Telekommunikationsanlage）」發送、傳遞及接收信號相

關活動91，尤其，就「電信服務（Telekommunikationsdienste）92」立法建

構其產業內的特別管制規範，嵌入該國聯邦及各邦「垂直」分權、依事

務性質「水平」分工的綿密規範體系之中。經過多年聯邦與各邦協商結

果，各邦管制權限逐漸集中於廣播電臺及電視頻道設立許可、媒體所有

權集中化管制、內容管制等事項；至於相當於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的各

類基礎設施及平台經營者，則歸由聯邦立法管制。

德國 2004 年電信法第 1 條明定其立法目的為：「透過技術中立之

管制，促進電信領域內之競爭及效能適切之電信基礎建設，確保普遍

而適當之充足服務」。就此，聯邦眾議院於立法理由中認為：本法的核

心目標即在於透過「產業內之特別管制（sektorspezifische Regulierung）」

建構電信市場內的框架條件，使有效競爭（funktionsfähiger Wettbewerb）

得以在最大範圍內出現，藉以延續 1996 年以市場開放及效率導向式管

制 所 創 造 的 競 爭 格 局 。 而 立 法 者 所 謂 「 導 向 競 爭 之 管 制

（wettbewerbsorientierte Regulierung）」，積極面係指「創造並確保競爭

發展之自由空間」，消極面則係「未受管制而僅由一般競爭法所監控之

競爭程序實際顯示其優點之處，即應限制國家介入市場結構及市場行

為」93。

上述以最少管制將電信導向市場競爭的核心立法目的，在本法第 2

條第 2 項所列舉的聯邦電信管制目標中再度加以確認：「確保機會平等

之競爭及促進穩健朝向競爭之電信服務、電信網路及附隨設施與服務

91 關於「電信」的立法定義，參照：§ 3 Nr. 22 TKG。
92 該法所界定的「電信服務」係指：「通常收費而全部或主要以電信網路傳輸訊號之服務，廣電網路內之傳
輸服務亦屬之」；參照：§ 3 Nr. 24 TKG。
93 引自：該法之立法理由說明：BT-Drs. 15/2316, 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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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市場」94。進一步探究本法第 2 條所列舉各項管制目標，可以發現：

其他管制目標或為競爭的前提或其效果、或為既有的競爭立法方針、

或為憲法所委託的任務而立法者選擇以競爭促成其實現、或為具有高

度外部性而有必要（例外）加以管制者：保護使用者及消費者權益、

通訊秘密95、促進基礎建設投資、支持創新96、促進歐洲聯盟內部市場

發展97、確保普及服務98、促進公共設施內的電信服務99、確保頻率使用

有效率而無干擾並符合廣播電視需求100、確保號碼資源有效使用101、確

保公共安全相關利益102。簡而言之，「導向競爭」不僅為本法立法目的

之一，同時亦係本法藉此促成其他立法目的實現的政策工具。

相較於 1996 年電信法仍就公眾行動通信、公眾衛星通信、公眾語

音服務等業務維持特許，德國 2004 年電信法已全面廢除專就電信事業

制定其設立許可規範的舊制。除維持涉及第三人權益或公共利益的用

戶保護、廣電傳輸、普及服務、通訊秘密、資料保護、公共安全及路

權等個別行為規範並予補強之外，新法捨棄傳統的業別管制框架，將

經濟管制手段集中於例外時始介入的市場管制，轉而倚重一般競爭法

的規範功能。此外，管理頻譜及號碼等經營特定種類電信服務所需資

源的相關規範，其實亦可發揮調節市場的間接作用。

德國 2004 年電信法延續 1996 年電信法中已有的（事前）不對稱

管制架構，但已不再籠統套用於所有電信服務市場，僅針對欠缺實效

競爭的個別相關商品／服務及地理市場，授權管制機關對擁有顯著市

場力量的電信事業施以市場管制措施，藉此落實歐盟法上逐步解除業

94 譯自：§ 2 Abs. 2 Nr. 2 TKG。
95 參照：§ 2 Abs. 2 Nr. 1 TKG。
96 參照：§ 2 Abs. 2 Nr. 3 TKG；並請參閱：該法之立法理由說明：BT-Drs. 15/2316, S. 56。
97 參照：§ 2 Abs. 2 Nr. 4 TKG；並請參閱：該法之立法理由說明：BT-Drs. 15/2316, S. 56。
98 參照：§ 2 Abs. 2 Nr. 5 TKG；並請比較：Art. 87f. Abs. 1 GG。
99 參照：§ 2 Abs. 2 Nr. 6 TKG。
100 參照：§ 2 Abs. 2 Nr. 7 TKG。
101 參照：§ 2 Abs. 2 Nr. 8 TKG。
102 參照：§ 2 Abs. 2 Nr. 9 T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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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管制、回歸一般競爭法的規範方針103。因此，該法在專章中所規定

的市場管制並非以所有電信事業為規範對象，而是針對各種電信服務

界定相關商品／服務及地理市場（第 10 條第 1 項），並授權管制機關

認定其中市場進入障礙高、市場失靈問題無法單憑一般競爭法解決者

（第 10 條第 2 項），針對該市場中擁有顯著市場力量的電信事業，介

入其與其他電信事業及其與消費者間各類交易關係加以調整，藉以引

導相關市場加速開放、促進電信事業彼此競爭，並保護消費者權益不

受電信事業濫用市場力量行為所損害。

以上規定雖係轉換自歐盟 2002 年所頒布各號指令，德國立法者卻

未完全採納指令既有規定，仍有部分規定偏離歐盟對於電信服務所訂

定市場管制方式。例如：接取指令係以批發層次的中間（接續）服務

市場為主要規範對象、普及服務指令係以零售層次的終端使用者市場

為主要規範對象，相較之下，德國 2004 電信法第 2 章則並未精確區分

中間服務與終端使用者市場。從歷史解釋與內國法應符合歐盟法的解

釋觀點而言，本章相關規定如有疑義或未能充分轉換歐盟規範的情形

發生，即應參照歐盟各指令相關規範探求個別條文真義，使其各依不

同市場特性分別適用於其所應規範事項104。

德國 2004 年電信法上的特別濫用監督規範，與 GWB 第 19 條及第

21 條關於市場支配事業濫用行為的禁止規定，均以事業因其市場地位未

受市場競爭有效節制為由而介入，且均以促進競爭為其規範目的，因此

形成一種平行的適用關係。雖然前者自後者借用幾項關鍵性的法律概

念，其構成要件仍與後者有所不同，亦即，「顯著市場力量」畢竟不同於

「市場支配」，其存否亦須管制機關事先循法定程序認定；因此，即使同

一電信事業基於同一事實已涉及違反 GWB，亦不妨礙管制機關依電信法

103 參閱：Holznagel ∕ Enaux ∕ Nienhaus（2006）：Telekommunikationsrecht, 2. Aufl., Munchen,
Rn. 94 f.。
104 參閱：Koenig ∕ Loetz ∕ Neumann（2004）：Telekommunikationsrecht, Heidelberg, S.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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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介入處理105。再就管制機關介入處理時所得採取的措施而言，相

較之下也比聯邦卡特爾署切近電信市場情況且更具彈性。針對涉及違法

濫用市場地位的電信事業，管制機關既得課予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亦得

禁止特定行為、宣告契約全部或一部無效等，享有廣泛的決定及選擇裁

量（Entschließungs- und Auswahlermessen）106。聯邦卡特爾署對於事業濫

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則僅得命其停止或放棄107。

德國 2004 年電信法迄至 2011 年 3 月 24 日最近一次修正為止，雖然

經過數度小幅修正，大體上仍維持上述轉換自歐盟層級規範的立法架

構。根據獨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在 2009 年底依電信法第 121

條第 2 項規定所作成的電信市場特別鑑定報告108，德國固網終端消費層

次上的接取市場已持續朝向競爭發展，即使產業內特殊管制措施解除後

也不致於惡化競爭條件。相較之下，批發層次的中間服務供應市場仍須

繼續施行事前管制；此外，在細分化用戶迴路接取、信號串流接取

（Bitstromzugang）、用戶迴路轉售及網路互連等方面，競爭者即使自行

建設網路設施自用或轉供其他服務提供者使用，由於涵蓋範圍有限且用

戶有限而不具備競爭優勢，因而至今仍須仰賴市場支配者所控制的基礎

設施。整體而言，全面解除零售層次的固網用戶迴路事前管制時機尚未

成熟，因為既有業者透過搭售、價格擠壓或掠奪等手段維護其市場地位

的風險並未消失；然而，獨占委員會並不建議全面回歸產業內特殊管制

模式，認為一般競爭法已可發揮矯正上述問題的規範功能，產業內特殊

管制措施僅須降低管制密度，以便逐步與一般競爭法接軌。

105 參閱：Koenig ∕ Loetz ∕ Neumann（2004）：Telekommunikationsrecht, S. 155。
106 參閱：Schutz（2005）：Kommunikationsrecht,, Rn. 863。
107 請比較：§ 32 GWB（第7版於2005年修正時，已仿自歐盟競爭法於其後增訂暫時處分、對事業負義務承諾
之決定及產業調查權等規定；上述規定自2006年起施行）。
108 該條規定要求獨占委員會所製作的特別鑑定報告，法律性質與該委員會依 GWB 第 44 條規定製作的鑑定
報告略有不同；此項鑑定報告一方面固然檢視電信管制機關發動事前管制措施及其市場界定、市場分析的
妥適性，另一方面也就電信相關市場競爭條件發展趨勢進行評估，對於未來執法或立法政策上皆有相當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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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通觀歐盟及其會員國因應數位匯流重塑其相關產業內競爭秩序相關立

法，以下特色在比較制度上尤其值得注意：在電信管制立法上，首先逐步縮

小公營獨占體制、陸續開放相關設備供應及服務市場；繼而透過不對稱管制

措施為新進業者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再進一步轉向以回歸一般競爭法為原

則、針對具有顯著市場力量者施以事前管制為例外的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

針對涉及多元文化而與在地民主密切相關的廣播電視體制及其內容規範，基

本上尊重各會員國歷來各具特色的傳統管制模式，但仍透過「播送國規範原

則」調和各國規範標準，確立內部市場中視聽媒體相關服務及商品自由流動

的規範基礎。另一方面，藉由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所形成的競爭秩序，促使

有線電視系統與公營電信網路在組織及會計上分離，並調和電子通訊網路及

服務傳輸廣播電視節目的技術介面規範，進一步深化促進數位匯流的水平管

制新架構。在各會員國轉換立法及管制實務上，英國與德國兩者對於既有獨

占業者進行不對稱管制的成效恰成對比：前者透過功能分離措施擴大用戶迴

路細分化政策績效，有效促進固網接取市場競爭及新進業者自建網路；相較

之下，後者仍難擺脫既有業者利用基礎設施優勢的結構性問題，價格擠壓及

差別待遇等限制競爭問題揮之不去。

第二節 美國

美國於 1934 年首次制定的聯邦層級通訊傳播專法，全名為「管制州

際與外國有線及無線通訊或其他目的之法律」（Act to provide for the

regulation of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by wire or radio, and for

other purposes）109。該法係國會根據憲法「州際通商」條款下的聯邦立法

109 該法係整併規範電話服務的「1910年曼－艾爾金斯法」（Mann-Elkins Act of 1910）與規範無線電發照
的「1927年聯邦廣播法」（Federal Radio Act of 1927）而來；該法最受各界關注者首推將聯邦廣播委員
會（Federal Radio Commission）改造為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並將原屬於州際通商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電話服務管制權限移歸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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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所制訂110，因此自始並未排除各州於聯邦憲法所保障的立法權限內另

訂管制規範。通觀該法的具體規範內涵，由於係整合自兩項聯邦舊有管制

事務而來，則建構在由單一機關負責聯邦管制電話（即後來的「有線通訊」）

與廣播（即後來的無線廣播電視及無線通訊）任務、卻又分篇（Title）規

定的通訊傳播分流立法框架上111。整體而言，美國聯邦層級的通訊傳播管

制法律採取垂直整合有如穀倉般彼此區隔的立法模式，對於無線廣播電視、

有線電視、電信等網路及其服務分類加以管制，其管制密度則從嚴到寬彼此

不同。至於透過有線視機上盒等非共同載具設備所提供的網際網路寬頻接取

服務，既非傳統有線電視系統所提供的多頻道視訊節目服務，也不屬於共同

載具服務而另外被界定為「資訊服務」，就無法歸入上述分類管制架構之中，

其提供者所涉及的反競爭行為，原則上，僅適用反托拉斯法加以規範，並不

適用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所主

管的業別管制規範112。

一、聯邦立法架構

美國 1996 年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係對於 1934 年

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首次大規模修正。本次修正，雖僅

110 美國（聯邦）憲法第1章（國會）第8條第3項規定：「（聯邦）國會有權…管制與外國間、各州之間及
與印地安部落間之商務」，即通稱「州際通商」條款；相對於此，憲法第10條增修條文則規定，未經憲法授
予聯邦或未經憲法禁止各邦擁有的權力，皆保留予各邦及全體國民。上述規定，一方面維持聯邦主義
（federalism）與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建國理念，另一方面亦使美國聯邦體制與國家發展
得以與時俱進。
111 該法分為：總則（第1篇）、共同載具（第2篇，以電話及電報服務之管制為主）、無線電相關規定（第
3篇，包括頻率、射頻器材、無線通訊、廣播電視電臺、內容管制等）、程序及行政（第4篇）、罰則（第5
篇）、附則（第6篇）；其後歷經1984年及1992年等關於有線電視管制的修正案，原第6篇移置第7篇，並增列
有線電視傳播（新增第6篇）。尤其，該法明文界定「廣播電視」係以公眾接收為目的的無線通訊（radio
broadcasting），且「共同載具」不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第3條(h)項、(o)項），並就「廣播電視」施以更高
密度的（聯邦）管制（第303條(i)項、第307條、第315條、第316條、第317條、第325條、第605條）。另一
方面，1984年國會制訂「有線電視通訊政策法」（Cable Communications Policy Act of 1984），復於1992
年以「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Cable Televi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92），使有線電視與其他共同載具的管制規範從此明顯有別，更加深通訊傳播在管制上的差異化及其彼此
界限。此外，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特別設立「媒體局」（Media Bureau）職司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及廣
播、直播衛星的管制事務，亦反映通訊傳播分流管制的政策已深化於其組織架構內。
112 參照：Comcast vs. FCC, DC Cir. 2010, No. 02-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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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相關章節規定而非全新立法；然而，該法明確揭示國會藉此修正案解

除管制與促進競爭的首要立法目的，打破美國長久以來針對電信與廣播電

視分流、聯邦與各州及地方分層管制的舊框架；其實已經另創既有業者得

以跨業經營，而新進業者亦得參與競爭的匯流新格局。由於該法關於電信

（telecommunication）的定義，係採較廣義的「於使用者所指定之兩點或

多點間，不改變其形式或內容之選定資訊傳輸」（transmission, between or

among points specified by the user, of information of the user's choosing,

without change in the form or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as sent and

received），兼及於語音、影像或數據的有線及無線傳輸。因此，有線電視

系統及相當於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的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 local

exchange carrier）、長途服務（inter-LATA）、開放影視系統（open video

system）113，皆在 1996 年電信法修正規定所涵蓋的範圍內。就法典體例而

言，並無類似我國分別訂定專法，以致於通訊傳播事業及其營業活動因定

性不同而歸入不同管制架構，其管制標準及管制密度隨之寬嚴不一的規範

適用問題。

美國 1996 年電信法在解除管制的長程目標之下，計有 3 項階段性立

法目的：首先，國會試圖增進以機線設備為基礎的競爭（facilities-based

competition），藉以進一步降低電信產業自然獨占屬性；其次則為打破維護

既有業者優勢的產業別限制（line-of-business restrictions），例如：排除保

護獨占性經營權（franchising）的各州及地方立法，於特定條件下解除長

途網路與市內網路的跨業限制；最後，國會仍不放棄以普及基金等方式進

行補貼，使低人口密度區住戶享有低價的電信服務114。

另一方面，制定於 1890 年，旨在「保護自由不受禁錮的競爭作為交易

秩序」的薛曼法（Sherman Act），與制定於 1914 年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及其後陸續增補

113 此係電信事業跨業經營有線電視的一種型態，參照：1996年電信法第302條(a)項規定。
114 參閱：J. E. Nuechterlein and P. J. Weiser（2007）：Digital Crossroads, p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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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相關規定，形成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的 3 大支柱。由於反托拉斯法執

法機關如聯邦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DOJ）與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對於事業涉及「限制貿易」、「壟斷」等反競爭行為或違法結合案件

的執法措施，並不侷限或排除特定行業。因此，反托拉斯執法深入電信或媒

體產業者所在多有，對於通訊傳播相關產業結構調整及競爭秩序維護，每每

發揮關鍵性影響力；就此，聯邦司法部在 1984 年促成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解

體（AT&T divestiture），即為其中極具代表性的經典案例。

二、通訊傳播競爭相關執法與產業管制

在 1996 年電信法承襲 1934 年通訊法垂直穀倉模式，分篇規範不同產業

別的管制框架之下，執法機關所掌握的產業資料及其管制措施基本上仍沿襲

垂直分類模式。其中，在各州境內或跨州提供地區接取及傳送區域（Local

Access and Transport Area，即地區通訊，簡稱 LATA）服務者，及經營有線

電視系統者，須向各州或其境內地方政府公用事業委員會（PUB）申請執照，

始得營業。以有線或無線傳輸方式提供州際或對國外通訊服務者，亦即所謂

「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事業，則須向 FCC 申請許可。至於利用無線

電頻率經營廣播電臺、無線電視台及共同載具者，則另須經 FCC 授予無線

電頻率使用權；針對提供個人通訊服務（Person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CS）的行動通訊業者，FCC 歷來採用拍賣方式釋出特定頻段使用執照，並

以建置標竿（construction benchmarks）及實質服務（substantial services）標

準決定是否續照。

根據 FCC 在「2006/ 2007 年通訊統計」中的共同載具業者資料115，美國

境內約有 1,300 家通稱「地區交換載具業者（local exchange carriers，LECs）」

的公司提供地區電話服務，其用戶從不及 100 戶到數以百萬戶計皆有；其中，

115 由於正式官方統計資料如年度營收數據等，通常須遲至一段期間以後方能確定，完整歸納分析之後公
布的官方報告難免在時間上有所落差；「2006/2007 年版」共同載具統計資料仍為 FCC 目前公布最新者，其
中不少資料遲至 2008 年底方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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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Qwest、Verizon 及其關係企業市場地位尤其顯著，此外尚有新進業

者及無線電話服務提供者參與市場競爭。至於長途電話服務方面也有超過

1,100 家業者，AT&T 與 Alascom 被 FCC 認為具有相當市場力，但 AT&T 後

來則從市場支配者名單中移除。整體而言，固定式共同載具線路總數自 2001

年起即不再增加，甚至逐年減少 3.9%~6.3%。

相較之下，行動話務及行動寬頻服務則呈現高普及與寡占競爭現象。根

據 FCC 第 14 次行動無線市場競爭分析報告，在 2008 年底已有超過 9 成美

國民眾使用手持裝置，平均每月使用時間超過 700 分鐘。由於智慧型終端設

備市場持續繁榮，行動通訊市場明顯轉向以數據傳輸為中心。在主要行動通

訊業者持續建置基礎設施的背景下，分別有超過 95.8%及 76.1%的美國民

眾，在至少 3 家行動通訊業者的語音及數據服務涵蓋範圍內116。然而，行動

通訊市場的集中度卻始終居高不下：AT&T 及 Verizon 兩家最大的業者市場

占有率達 6 成以上，而且在 2009 年持續增加，分居第三大及第四大的

T-Mobil、Sprint Nextel 則用戶時有增減，波動幅度往往高達數十萬之譜。

以上兩個主要電信管制領域朝向競爭發展，皆深受 1984 年 AT&T 解體

案影響。至於身處「三網合一」或甚至「四網合一」關鍵地位的有線電視產

業，由於同時面對州級與聯邦兩層管制，而且因為特許執照及路權取得等問

題備受郡、鎮級地方政府嚴密管制，國會歷次針對有線電視的特別立法又不

斷調整管制方針，至今產業結構仍繁複而多變。整體而言，自從 1996 年電

信法開放電信業者跨業提供各種多頻道視訊節目播送（MVPD）服務以來，

傳統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直播衛星業者仍分別控制 68.2%及 29.2%的市場占

有率117。其中所存在的競爭障礙問題，尚須深入州級以下管制框架始能一探

究竟。

（一）聯邦層級立法及其執行

116 在今（2011）年 6月下旬公布的第 15 次行動無線市場競爭分析報告中，由 3家以上業者涵蓋其語音及
數據服務的美國民眾，更高達 97.2%及 81.7%。
117 相關說明，參閱：電信技術中心，多網合一服務之監理制度探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9 年度委託研
究報告，頁 85-89，其資料主要引自 FCC 所公布第 13 次 MVPD 市場競爭趨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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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於 1996 年初通過電信法同時118，於該法前言中

宣示：係「為促進競爭、減少管制，以確保美國電信消費者享有較低價

格、較高品質之服務，並鼓勵新電信科技之快速發展」而制訂該法，無

論就修正幅度或基本立法方針而言，皆被認為已經讓 1934 年通訊法從此

改弦易轍119。此一新立法為了擴大競爭、打破維護既有業者優勢的產業

別限制，特別於第 621 條(a)項第 1 款首句後段規定：「特許經營權主管機

關不得核發排他性特許經營權，亦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發給額外之競爭

性特許經營權」；另一方面，第 253 條(a)項則明文規定：「州及地方之立

法或管制，或其他要求，皆不得禁止任何事業提供任何跨州或州內電信

服務，或具有禁止之效果」。此外，該法亦明文規定：電話公司（telephone

companies）得以無線系統（radio-based system）、影視訊號共同傳輸

（common carriage of video traffic）、有線電視系統（cable system）或開

放影視系統（open video system）等 3 種型態，跨業提供影視頻道服務

（video programming services）120，試圖迫使早已趨向分區壟斷的有線電

視市場重啟競爭局勢。

該法進一步調整有線電視市場的管制措施，於第 202 條(i)項第(6)款

規定：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franchise area）內如已形成「有效競爭」

（effective competition）者，則舊法第 613 條(a)項所規定的單一費率結構

相關規定將不再適用於該經營區內的系統業者。關於此一「有效競爭」

狀況的界定標準，係依第 623 條(l)項第(1)款新增(D)目規定：限於非屬（多

系統經營者）關係企業（unaffiliated）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特許經營區

內，「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local exchange carrier）或其關係企業

（affiliate），或其他多頻道影視播送業者使用該平臺經營者或其關係企業

之機線設施，以直播衛星服務以外之其他方式直接向訂戶提供影視頻道

服務」，且「（以上述方式提供之）該影視頻道服務，與該地區非（多系

118 Pub. L. No. 104-104, 110 Stat. 56 (1996)，該法內涵依其所修正的既有條文，經調整條次後分別
納入47 U. S. C.之中。
119 參閱：Nuechterlein/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p. 69。
120 參照：該法第302條(a)項規定。



134

統 經 營 者 ） 關係 企 業 之有 線電 視 系 統經 營者 所 提 供者 相 當

（comparable）」。

至於直接或間接型塑有線電視系統上下游供需（垂直）及競爭（水

平）關係的各類多頻道影視播送者（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s，MVPD）及其相關市場結構規範，該法基本上仍承襲「1992

年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與競爭法」針對有線電視系統市場內垂直及水平

集中化問題的管制架構，亦即，授權聯邦通訊委員會制定「（特定）個人

所有或其利益可歸屬於（has an attributable interest）該個人之有線電視系

統所能涵蓋訂戶數目之合理上限管制及其規則」121，以及，「影視頻道業

者其利益可歸屬於（特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其利用有線電視系統

頻道數目之合理上限管制及其規則」122。然而，同條(a)項關於系統經營

者不得持有多頻道多點播送服務（multichanne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MMDS）執照或提供衛星主天線電視（satellite master antenna

television，SMATV）服務的嚴格限制，卻已於 1996 年電信法中修正新

增「特許經營區內的系統經營者處於第 623 條(l)項所定之有效競爭者，

不適用本項規定」。

此外，1996 年電信法第 253 條(d)項規定，聯邦通訊委員會經公告並

聽取公眾評論（after notic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public comment）後認定

州或地方政府批准或頒布任何牴觸第 253 條(a)項「不得禁止跨州或州內

電信服務之提供」及(b)項「以競爭中性（competitively neutral）之必要

手段管制」規定的立法、管制命令或其他法律要求，即得排除（preempt）

該立法、管制命令或其他法律要求的執行，以改正上述牴觸或衝突。藉

此，1996 年電信法為使市場競爭儘可能不被扭曲，對於各州及地方管制

措施劃下界線。

121 參照：該法第533條(f)項第(1)款(A)規定，此即「水平」反壟斷規範，參閱：Nuechterlein/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pp. 375。
122 參照：該法第533條(f)項第(1)款(B)規定，此即「垂直」反壟斷規範，參閱：Nuechterlein/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pp.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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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FCC 歷年針對廣播電視反覆調整的所有權限制規範123，在 1996

年電信法中也大幅修正，該法第 202 條(h)項規定 FCC 應每兩年根據競爭

狀況加以檢討；自 2004 年起，國會又將定期檢討年限延長為每 4 年一次。

FCC 於 1996 年修正電子媒體所有權管制法規時，廢除以往的家數上限規

定，改以廣播電視涵蓋家戶數達全國 35%設定所有權管制上限124。2003

年 6 月間，FCC 再次大幅修正所有權限制規範，除了維持 4 大電視網

（ABC、CBS、NBC、FOX）禁止相互結合、提高單一集團所擁有電視

台涵蓋上限至全國總家戶數 39%之外，同時也大幅調整地方廣播電視的

地理市場定義，並且將非商業廣播電台納入一併計算。由於此舉鬆動地

方廣播電視所有權上限管制，招致公民團體強烈抗議。經過長達 1 年以

上的漫長公開諮詢及聽證程序之後，FCC 終於在 2007 年底通過修正媒體

所有權管制規範，回應各界對於地方廣播電視所有權歸屬多樣化的強烈

要求，嚴格限制同一集團在前 20 大指定市場區域（designated market area）

中同時擁有報紙、廣播及電視，劃定同一集團擁有廣播及電視多重所有

權上限，並以所謂「所有權獨立的主要媒體發聲管道（independently owned

major media voices）」計算個別市場上的多重所有權歸屬125。由於此類多

重所有權管制規範聚焦於媒體發聲管道，與一般競爭法上所關注的（經

濟）市場集中度有所不同，基本上皆由 FCC 主導其管制政策及個案審查

工作。

美國聯邦政府在反托拉斯執法上對於通訊傳播產業帶來決定性影響

的著名個案，首推司法部與 AT&T 之間達成協議，經聯邦地方法院以同

意判決（consent decree）所確定的解體案126。該案始於 1974 年 11 月，

美國政府認為 AT&T 在各地方的市話業者（一般稱之為小貝爾 Baby Bell

123 例如：1953 年所頒佈的 7-7-7 法則（亦即 AM、FM、無線電視台 — 其中兩家以上 UHF 電視台 — 同
一集團僅能各擁有 7家的上限規範）、1985 年所頒佈的 12-12-12 法則（同前，僅數量上限往上提高）、1992
年所頒佈的 18-18-12 法則、1994 年所頒佈的 20-20-12 法則。
124 參照：47 CFR § 73 3555。
125 詳請參閱：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廣電事業股權規範之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
報告，頁 52-64。
126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 552 F. Supp. 131 (D.D.C.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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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RBOCs），是該公司賴以獨占長途

服務市場及電信設備製造的主要原因。聯邦司法部原本向聯邦初審法院

提案，將握有電信設備技術專利的 AT&T 製造子公司 Western Electronic

及研發部門貝爾實驗室（Bell Lab）予以解體。於法定程序進行中，司法

部主張 AT&T 獨占以下幾個市場：市內電信服務、長途服務、終端設備，

以及 BOCs與長途服務業者之間網路互連所需的網路交換及傳輸設備127。

經過一段相當冗長的程序後，承審法官 Greene 於 1981 年 9 月 11 日

寫了一份解釋性意見（explanatory opinion）128，認定長途市場因為對於

地區網路設施（local facilities）互連的限制，已呈現排除市場競爭的情形。

由於法院認為 RBOCs 所控制的地區網路設施是「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因此，就此有義務提供「無差別待遇之接取」（non-discriminatory

access）129。Greene 法官並且認為 RBOCs 有非法交叉補貼市話及長途服

務的情形130。根據上述裁決，AT&T 與司法部達成以下初步和解131：

1.AT&T 拆解其位於各地區的 RBOCs；2.RBOCs 應提供其他長途電話經

營者及資訊服務提供者平等互連，並且禁止從事差別待遇行為；3.禁止

RBOCs 從事長途電話服務、資訊服務或設備經營，或者「非市話服務而

不受費率管制」的其他服務；4.解除 1956 年同意判決的限制132。Greene

法官對於此一初步和解內容，以「為確保公共利益」為由加以修改133，

主要包括 5 個部分：1.RBOCs 得銷售用戶電話設備；2.RBOCs 得發行紙

本廣告（黃頁）；3.RBOCs 在證明其無實質可能利用其獨占力量，阻礙新

市場競爭的情形下，得從事其他的營業活動；4.禁止 AT&T 在 7 年內從

127 原先美國司法部尚主張 AT&T 在行動無線服務（mobile radio service）及纜線電視訊號傳輸（transport
of cable TV signals）方面具有獨占地位，但隨後撤回此一部分主張。See: United States v. AT&T, 88
F.R.D. at 52.
128 United States v. AT&T, 524 F. Supp. 1336.
129 United States v. AT&T, 524 F. Supp. 1353.
130 有以市話服務之獲利補貼長途服務，反之亦有。United States v. AT&T, 524 F. Supp. 165, 169.
131 Peter W. Huber, Michael K. Kellogg & John Thorne, 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Law, 2.Ed.,
363-364 (1999).
132 有關 AT&T 於 1956 年的同意判決內容，在於要求 AT&T 對於所有業者進行專利的非專屬授權；AT&T 所
屬的 Western Electric 只能製造提供電話服務所需的設備等。See Huber, Kellogg & Thorne (1999),
355-359.
133 United States v. AT&T, 552 F. Supp. at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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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電子出版行為（electronic publishing）；以及，5.法院保留分析及執行此

一判決的權力。雙方當事人同意上述修正後，Greene 法官即於 1982 年 8

月 24 日批准此一修正後的同意判決，在美國一般稱為「經修正之終局判

決」（Modified Final Judgment, MFJ）134。不過，本案的訴訟參加人

（intervenor）之中，有認為此一同意判決內容與州法規定不符者，也有

認為給予 RBOCs 的權利有不適當的情形，因此依法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135。聯邦最高法院於 1983 年 2 月 28 日確認此同意判決效力。1984 年初，

AT&T 與 7 個 RBOCs（Ameritech、Bell Atlantic、BellSouth、NYNEX、

Pacific Telesis、Southwestern Bell、U S West）正式完成解體。

AT&T 解體之後，長途服務市場因 Sprint 與 MCI 兩家業者積極投入

而展開競爭新格局，資費也隨之明顯下降。在此同時，長期由 AT&T 長

途服務交叉補貼的地區住家電信服務，資費上漲幅度則高過通貨膨脹

率。另一方面，原本受長期合約拘束或並未建置衛星地球電臺的廣播及

電視電臺經營者，也在 AT&T 解體後紛紛轉向新興的通訊衛星業者，藉

以享受低廉訊號傳輸費用所帶來的成本節撙效果。依 1996 年電信法通過

後，FCC 解除 LATA 管制，RBOCs 之間於是著手進行併購。在 1995 年

間改名為 SBC 的 Southwestern Bell，首先在 1997 年併購 Pacific Telesis，

繼而在 1999 年併購 Ameritech；2005 年又併購 AT&T Corp.，並且改名為

AT&T Inc.，2006 年再併購 BellSouth。Bell Atlantic 則在 1996 年併購

NYNEX，2000 年併購 GTE 之後改名為 Verizon。U S West 在 2000 年由

Qwest 併購，2011 年再轉售予 CenturyLink。

另一方面，聯邦司法部為執行克萊登法第 7 條賦予其與 FTC 共同掌

管的跨產業別一般結合管制措施，自 1968 年起即制定結合指導原則

（merger guidelines），在 1982 年修正時導入市場力（market power）概

念並改採雙赫式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Index，HHI），1984 年修正

134 MFJ 所謂的「修正」，即係指修正 1956 年同意判決的內容。
135 Maryland v. United States, 460 U.S. 1001 (1983). 直接上訴至最高法院的依據為 Expediting Act,
15 U.S.C. §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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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特別強調效率（efficiencies）因素。聯邦司法部在 1992 年首次與 FTC

聯名發佈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確立「提高市場集中度—潛在反競爭效果—

參進—效率—垂危事業」的多階段判斷指標。水平結合指導原則於 1997

年經歷小幅修正之後，直到 2010 年才又完成大幅修正。根據最新修正的

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基本上延續既有結合管制審查架構，相關商品市場

的界定仍採假設獨占測試（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亦即，假設一

組相互替代的商品現在及未來僅有唯一賣方（假設獨占者），該獨占者倘

若為利潤極大化的廠商且不受價格管制，勢必在該市場中至少一種商品

上進行「微幅但顯著且非移轉性」的價格提升（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SSNIP）。新指導原則中毋寧更強調實際

效果、根據經驗的比較觀察、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短兵相接（head

to head）」的實質競爭等證據，重視目標客戶與差別取價、有限套利等策

略行為，非集中市場與高集中市場的雙赫式指數（HHI）臨界值分別調

整為 1500 及 2500，進行一系列修正以便更貼近聯邦司法部與 FTC 執法

實務。

（二）州級管制立法

在上述 1996 年電信法「有效競爭即解除管制」的立法方針，並就此

明文規定聯邦與各州或地方政府間權限劃分的規範架構下，各州議會原

得就其州內通訊事業的相關管制事項各自立法規範，具體展現其聯邦體

制所應有的多元面貌。以麻薩諸塞州、德州、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為

例，其立法機關雖然先後制定州法，落實 1996 年電信法上「解除管制」

相關規定者，但各州自 1997 年以來因應 1996 年電信法的相關立法重點、

時程及其具體立法內容則又彼此不同136。

136 根據美國各州立法機關全國協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NCSL）歷年整理
資料，自1996年電信法通過以來，各州落實該法的相關立法重點，可能分別觸及有線電視（cable
television，CTV）、行動電話（cellular services，CEL）、犯罪（crime，CRM）、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DRG）、殘障（disabilities，DIS）、擴大緊急通訊（enhanced 911，E 911）、路權（rights of way，ROW）、
電話行銷（telemarketing/ consumer rights，TLM）、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s，UVS）、視訊會議
（videoconference，VDO）等不同事項，且各州通過相關立法的年度也彼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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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制度上特別值得注意者，係德州議會於 2005 年間，開始在

1996 年電信法上述「解除管制」政策之外，積極探尋活化競爭電信及

有線電視產業內競爭的其他立法策略。德州參議院及眾議院分別於

2005 年 8 月 9 日及 10 日通過「第五號法案」（Senate Bill 5）137，修正

該州「公用事業管制法」相關條文並增訂「電力輸送系統接取寬頻服

務」、「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State-Issued Cable and

Video Franchise）等專章，其立法目的則明定為：「擴大通訊產業內之

競爭」138。該法全文 32 條，大致可以區分為 4 部分：（一）第 2 條規

定於「公用事業管制法」中增訂第 43 章，詳細規範「透過地上或地下

管道之電力線及相關設施提供寬頻服務（broadband over power lines，

BPL）」139；第 1 條則限制各地方自治團體（Municipality）不得管制 BPL

系統相關建設、維護及營運。（二）第 3 條至第 24 條依 1996 年電信法

相關規定修定並擴充有關資費、弱勢團體優惠、身分識別、普及服務、

施行成效評估、基本網路服務及非基本服務的分類、特定義務的豁免

對象及範圍、批發規範（wholesale code of conduct）等現行電信管制規

定，第 26 條新增既有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ILEC）相關市場的解除

管制條件140。（三）第 25 條及第 27 條分別新增專條及專章規定，要求

137 按該州議會係依每屆會期內參眾兩院議員正式提案的次序，將法案編號並以此簡稱；因此，每一會期
內皆可能出現同名的「參議院第五法案」。例如：該州議會於2006年所通過的「參議院第五法案」，係有關
於勞動傷害補償制度的立法修正案；而2001年間所通過的「參議院第五法案」，則為「有關德克薩斯排放減
量計畫之法律」修正案。
138 該法案正式名稱即為：「有關擴大通訊產業內競爭之法律」（An ACT relating to furthering
competi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139 第1節「通則」（General Provisions）包括立法背景（Sec. 43.001. Legislative Findings）、適用
範圍（Sec. 43.002. Applicability）、定義（Sec. 43.003. Definitions）等條規定，第2節「BPL系統發
展」（Development of BPL System）包括BPL系統之許可（Sec. 43.051. Authorization for BPL System）、
BPL系統之所有權與營運（Sec. 43.052. Ownership and Operation of BPL System）、費用（Sec. 43.053.
Fees and Charges）、豁免路權要求（Sec. 43.054. No Additional Easements or Consideration Required）、
維護電力系統穩定（Reliability of Electric Systems Maintained）等條規定，第3節「電業建置BPL系
統」（Implementation of BPL System by Electric Utility）包括電業之參與（Sec. 43.101. Participation
by Electric Utility）、設置BPL系統成本及電業用途之分攤（Sec. 43.102. Cost Recovery for Deployment
of BPL and Utility Applications）等條規定，第4節「附則」（Miscellaneous Provisions）則包括電業
聯盟企業（Sec. 43.151. Affiliates of Electric Utility）、聯邦法之適用（Sec. 43.152. Compliance
with Federal Law）等規定。
140 依該條規定，「公用事業管制法」新增第65章「既有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相關市場之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 of Certain 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ompany Markets），新增Sec. 65.001~65.005,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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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advanced）影音服務及地區交換式平臺電話服務提供者傳輸

地方性電臺的廣播電視頻道節目，以及，創設「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

服務特許經營權」。（四）第 28 條至第 32 條則分別修正「地方政府法

典」（Local Government Code），刪除「公用事業管制法」第 62 章部分

條文及第 61 章、第 63 章全部，課予公用事業委員會研究網際網路相

關電信應用並向州議會報告的法定義務，明文規定本法案一部無效其

他部分仍有適用，明定本法案分別經兩院全體議員 2/3 多數決議，於

2005 年 9 月 1 日生效等配合本法案正式施行所需的附則。

德州 2005 年參議院第五號法案第 25 條規定於「公用事業管制法」

第 62 章第 1 節中新增第 62.003 條「關於影音頻道之要求」（Requirements

Relating to Audio and Video Programming），啣接 1996 年電信法開放電信

事業提供多頻道影視服務的規定，藉以擴大地方（無線廣播電視）媒體

的影音傳輸平臺。其內容主要為：（一）適用對象限於「在本州擁有 50

萬線可用的接取線路（access lines），且於依聯邦法規定同類經營者不適

用有線電視系統管制的地區內，將具有地方化內容的音訊頻道（audio

programming）或影視頻道（video programming）傳送予其訂戶的先進影

音服務及地區交換式平臺電話服務提供者」141。（二）上述（電信及資訊

服務）業者應使其訂戶能接取經聯邦通訊委員會許可的地方廣播電視電

臺訊號142。（三）地方廣播電視電臺得選擇強制傳輸（mandatory carriage）

或要求轉播同意（retransmission consent）143，而上述（電信及資訊服務）

業者不必付費或僅須支付相當的對價144。（四）上述（電信及資訊服務）

業者應維持其所傳輸的訊號品質145、對廣播電視電臺或頻道供應者不得

65.051~65.055, Sec.65.101~65.102, Sec.65.151~65.153, Sec.65.201~65.205, Sec.65.251~65.252等條
規定。
141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a)規定。
142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b)規定。
143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c)規定。
144 就此，新增之Sec. 62.003(d)僅作一般性規定：「不要求…可觀之傳輸對價（not require…valuable
consideration in exchange for carriage）」。
145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e)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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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差別待遇146、不得變更授權識別訊號147、遵守聯邦關於廣播電視網的

「重製保護」（non-duplication）管制規範148、提供完整的頻道節目（總）

表149。

根據 1996 年電信法第 602 條第(7)款關於「有線電視系統」的定義規

定，係「由一套封閉傳輸路徑及附屬之訊號收發、控制設備所構成」，且

不包括：（一）專供轉播無線電視電臺訊號的設施；（二）未使用公共路

權的設施；（三）共同載具的設施且未將影視頻道直接傳輸予訂戶者，但

將影視頻道直接傳輸予訂戶、而僅提供互動隨選服務（ interactive

on-demand services）者亦不屬之；（四）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依第 653

條規定提供有線電視服務的開放影視系統；（五）電業專用以營運其電力

系統的設施150。因此，德州 2005 年參議院第五號法案第 25 條規定的適

用對象，應係指其中（三）151、（四）兩類設施經營者而言。

聯邦通訊委員會依 1996 年電信法第 653 條(b)項第 1 款的授權，於

47CFR76 號法規命令「多頻道影視及有線電視服務」（Multichannel Video

and Cable Television Service）第 S 章（Subpart）中規定「開放影視系統」

的經營證明及相關管制規範。依其規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以外「任

何人」（any person）皆可向聯邦通訊委員會申請經營開放影視系統的證

明（certificate），實務上則以相當於我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的第一類電信

事業（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者為其主要對象；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原則上僅限處於「有效競爭」狀態者得申請將其系統轉換為開放影視系

統，否則即應檢具理由向聯邦通訊委員會證明其轉換符合「公共利益、

便利及必要」152。

146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f)(1)規定。
147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f)(2)規定。
148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g)規定。
149 參照：新增之Sec. 62.003(h)規定。
150 參照：1996年電信第602條第(7)款(A)、(B)、(C)、(D)、(E)等規定。
151 亦即本文上述該法第302條(a)項所稱之「影視訊號之共同傳輸」（common carriage of video
traffic），但不包括第602條第(7)款(C)後段所稱之「僅提供互動隨選服務」（interactive on-demand
services）者。
152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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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開放影視系統的具體管制規範內容，則係比照有線電視系統但

解除其中部分管制153，亦不須依「共同載具」標準與其他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以法定的非歧視方式互連154。上述 47CFR76 號法規命令第 S 章進

一步規定：開放影視系統經營者原則上不得歧視其所傳輸的影視頻道提

供者155，其向影視頻道提供者收取的費用應公正合理156，依影視頻道提

供者的等級不同差別收費應有正當理由157，對於非關係企業提供的影視

頻道不得基於其內容差別收費158，於有線電視特許經營區內應提供公

眾、教育及政府近用頻道（public, educational and governmental access）
159，準用有線電視必載當地無線電視訊號的規定160，部分準用與供應者

間垂直整合的規定161，準用廣播電視網「重製保護」規定162，依地方政

府要求繳納規費並轉嫁予訂戶及頻道提供者163，向訂戶提供各頻道資訊

不得為差別待遇164。此外，開放影視系統經營者原則上得包裹提供影視

服務及相當於我國市內網路的地區交換服務，但既有地區交換式平臺經

營者（ILEC）不得將影視服務搭售於地區交換服務之上，一般地區交換

式平臺經營者亦應將包裹價格中的管制資費分別列計165。

德州 2005 年參議院第五號法案第 27 條規定所新增的「公用事業管

制法」第 66 章「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總計 17 條。其

中，第 66.001 條規定該州公用事業委員會為發照機關，第 66.002 條為立

法定義規定，第 66.003 條及第 66.004 條規定「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

特許經營權」內涵、申請程序、申請資格及其效力，第 66.005 條、第 66.006

153 參照：1996年電信法第651條(a)項第(3)款(B)、第653條(c)項規定。
154 參照：1996年電信法第651條(b)項規定。
155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3 (a)。
156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4 (a)。
157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4 (b)(1)。
158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4 (b)(2)。
159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5。
160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6。
161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7、§ 76.1509。
162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08。
163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11。
164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12。
165 參照：該法規命令之§ 76.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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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應繳付地方政府

的特許經營規費（franchise fee）及支持公共、教育及政府近用頻道的「實

物捐（in-kind contributions）」166，第 66.007 條規定「州級有線電視及影

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不得要求其強制擴建（mandatory build-out），

第 66.008 條規定非競爭性經營者應符合聯邦法規命令所訂的客服品質要

求167，第 66.009 條係關於「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

者應向地方政府提供公眾、教育及政府近用頻道的詳盡規範，第 66.010

條、第 66.011 條、第 66.012 條詳細規範地方政府應准許「州級有線電視

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利用公共路權及其程序與（公共安全、

明確責任歸屬等方面的）管理規範，第 66.013 條則將地方政府對「州級

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的管轄權，侷限於依法維護公

共路權有關的公共安全、要求「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

持有者於當地登記分支事務所、訂定公眾、教育及政府近用頻道的使用

準則及通報客服品質不合格事件等，第 66.014 條規定「州級有線電視及

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不得對當地潛在訂戶為差別待遇，亦不得

基於當地民眾的收入條件拒絕接取影視服務。第 66.015 條、第 66.016 條、

第 66.017 分別規定違反本法的改正措施，相關業者、地方政府依聯邦法

及州法所享有的權利不受影響，以及，州議會相關委員會將在公用事業

委員會協助下研究地方政府相關收入及特許經營權主管機關轉移的過渡

規定（本條已於 2007 年初失效）等附則。

通觀「公用事業管制法」第 66 章「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

營權」全部 17 條規定中，除仿照聯邦層級的有線電視管制模式建構平行

規範體系及其州級配套措施外，第 66.003 條、第 66.004 條、第 66.010

條及第 66.014 條等規定大幅降低新進業者參進障礙，在「擴大（有線電

視系統）產業內之競爭」尤居於關鍵性地位；至於第 66.005 條、第 66.006

166 該法Sec. 66.006之文字雖使用「實物捐」一詞，實則係以（每季收入之）現金支付，與同一特許經
營區內既有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所繳納數額相同、按每一訂戶（on a per subscriber basis）抽成1%之特
別捐。
167 此處係指聯邦通訊委員會針對有線電視所訂定之客服標準，參照：47 CFR § 76. 309 (c)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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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繳納規費及特別

捐予地方政府，則為化解地方政府反彈並爭取州議會兩院絕大多數議員

支持法案通過的巧妙安排。首先就爭取多數支持的政治考量而言，由於

德州憲法規定：法案原則上係於兩院通過該法案的會期結束後 90 天始生

效力，法案中另定提前生效的日期者應經兩院全體 2/3 決議168；另一方

面，參議院第五號法案係於 2005 年 8 月初終於進入三讀程序，時值第

79 屆州議會第 2 臨時會期（2nd Called Session）之末。州議會如錯過此

次立法時機，除消極等待州長召集另一次臨時會期。為使本項降低參進

障礙以形成有效競爭的法案儘早通過並正式施行，化解參、眾議員所屬

選區內相關地方政府（因當地有線電視業者遊說或憂慮失去歷來管制有

線電視的權限及從中所得財政收入）的反彈極為重要169；因此，「公用事

業管制法」第 66 章第 66.005 條、第 66.006 條規定「州級有線電視及影

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除比照當地業者繳納「實物捐」外，應另每

季向地方政府繳納「營收毛額」（gross revenue）5%的特許經營規費170，

遂成為消除立法磨擦的最佳「潤滑劑」171。

其次，關於降低參進障礙以利新進業者及早形成有效競的立法策

略，係有鑑於絕大多數有線電視系統於其特許經營區內處於事實上的獨

占地位，即使聯邦層級已有「特許經營權主管機關不得核發排他性特許

經營權，亦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發給額外之競爭性特許經營權」的法律

168 參照：德州憲法（The Texas Constitution）第3章（The Legislative Department）第39條（Section
39）規定。
169 德州參議員係自全州31選區中選舉產生，眾議員則自全州150選區中選舉產生；由於該州的地方政府
計有254個郡（counties），且異於其他各州未設鎮級（township）自治單位，因此，個別參議員或眾議員
的選區內通常包括一至多個郡政府。
170 參照：Sec. 66.005 (a)規定。根據「公用事業管制法」Sec. 66.002 (6)(A)規定，所謂「營收毛額」
係指「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於該地區內提供有線電視或影視服務所收取的對價，
包括訂戶所支付的有線電視或影視服務相關費用、「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依法應繳
納的規費而轉嫁予訂戶者、為電視購物業者促銷或展示商品所收取的報酬等。
171 就此， Austin、Houston等大城情況相似，因而成為抗拒「參議院第五號法案」的主要地方政府所在
地；與此相對，其他人口較少、住宅區較分散的絕大多數郡（市），對於該法案保證（額外）「營收毛額」
5%的特許經營權規費大表歡迎。按「實物捐」因係各地方政府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間的特許經營權協議
（agreement）約款之一，須視地方政府與業者協議時所掌握的談判籌碼而定，各特許經營區內人口數（潛
在總營收）及其分布情形（系統網路佈建及維運成本）影響至鉅。



145

明文規定172，亦無法改變有線電視系統分區壟斷的市場結構。德州 2005

年參議院第五號法案所新增的「公用事業管制法」第 66 章相關規定，則

透過立法創設「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降低新進業者所

可能面對的各項事實及法規障礙，使其得於短時期內開始營運、提供足

以與有線電視系統競爭的替代服務。例如：「公用事業管制法」第 66.003

條規定：擬於 2005 年 9 月 1 日以後於該州提供有線電視或影視服務者，

僅須依該章相關規定自行選擇擬經營地區、填具申請書並經公用事業委

員會發給證明（certificate）即可173。至於已於該州內提供有線電視或影

視服務者，則僅限於非既有業者（not the incumbent）且服務未達該經營

區內全部有線電視消費者 40%者，得於 2006 年 1 月 1 日前選擇放棄原特

許經營權以申請換發此一新證照，否則仍須俟原特許經營權期限屆滿後

始得申請換發州級證照174。

為了讓新進業者得以順利設置、建構並維護其提供有線電視或影視

服務所不可或缺的通訊網路，「公用事業管制法」第 66.010 條明文規定

地方政府應以「開放、相當、無差別待遇及對競爭中性」的條件，提供

「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利用公共路權175；地方

政府核准於公共路權內鋪設通訊網路、接通建築物及附掛公有設施，亦

不得對「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為差別待遇176，

使其得以透過上述州級立法拘束地方政府的法律效力，直接取得既有業

者多年來逐一與地方政府協議爭取的公共路權。此外，對於新進業者構

成短期內難以承擔的（特許經營區內）全區佈建網路、不得拒絕當地民

172 參照：1996年電信法第621條(a)項第1款首句後段規定。
173 該法並不使用特許或許可執照（license）一詞，改以類似我國公司或商號登記證明的「特許經營權
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明」（certificate of franchise authority issued by the commission）稱之，參
照：該法Sec. 66.003 (b)及(c)項規定。
174 參照：該法Sec. 66.004 (b)規定。為消除各地方政府憂慮新證照將取消原特許經營權（契約）所保
留予自治單位的各項權利及利益，該法Sec. 66.004 (c)特別規定依前項規定放棄原特許經營權者，應於原
特許權終止後90天內繳清未付之特許經營規費；Sec. 66.004 (f)則另設一般性的規定「本章規定除另有明
文者外，非用以取消、廢止或抵銷有線電視或影視服務提供者已承擔之契約權利、責任及義務…2005年9
月1日前生效之質權、擔保利益、權利金及其他契約權利或利益，繼續有效」。
175 參照：該法Sec. 66.010 (a)規定。
176 參照：該法Sec. 66.010 (b)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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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接取等傳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負責任177，該法條第 66.014 條雖亦

使其延伸適用於「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持有者，但例

外准許其於合理期間（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內並得採用替代技術

（alternative technology）提供其特許經營區內所有家戶「相當」的內容、

服務及功能178，適度緩和其跨進有線電視市場參與競爭所面臨的事實及

法規障礙。

德州 2005 年參議院第五號法案正式施行對於通訊傳播產業所產生

的實際影響，亦於極短期間內即已展現顯著成果。根據 2006 年底一份民

間顧問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179：自該州實施「公用事業管制法」第 66 章

的「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以來，不僅歷來電信業者用

以提供影視服務的數據接取線路（DSL）或光纖到節點（fiber to the node，

FTTC），以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用以提升服務質量的混合光纖網路

（hybrid fiber coax，HFC）相關投資大增，地區交換式平臺經營者（包

括必須與既有業者競爭的新進 CLEC、多年來於偏遠地區提供通訊服務

的個別 ILEC 及原 RBOCs 的存續公司）亦大量建設光纖到府（fiber to the

home，FTTH）的網路以跨入單一或多數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與既有

業者展開價格及服務質量間的競爭關係。自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12 月

的 14 個月間，已有 16 個業者以光纖到府方式提供超過 36 萬戶影視服

務，成長率高達 1,815%180，為全美同時期成長率近 6 倍、而為其他各州

同時期平均成長率 7 倍以上。新進業者普遍認為：新立法為有線電視及

影視服務創造一致化的參進條件與管理架構，一方面使其得以避免逐一

與各地方政府協議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特許經營權所需耗費的龐大（協商

程序、軟硬體建設及回饋利益等）成本，另一方面亦可節省因各地方政

177 參照：該法Sec. 66.014 (b)規定；Sec. 66.014 (c)則規定該特許經營區內的潛在訂戶得向德州公用
事業委員會請求執行前項法定要求。
178 參照：該法Sec. 66.014 (d)及(e)規定。
179 引自：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he Texas State-Issued Video Franchise Law on Fiber to the Home
Deployments and Video Competition for the Fiber to the Home Council, RVA Render & Associates,
LLC, 2006. 12. 12.。
180 該法案正式施行前，德州境內已有1,800戶透過光纖到戶的網路接取影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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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特許經營權條件高度差異化所產生的管理成本，對其網路建設擴展及

業務推廣的正面效益極為顯著181。無怪乎迄至 2006 年底，已有加州、印

地安納州、堪薩斯州、紐澤西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跟進，

制定類似德州 2005 年參議院第五號法案創設「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

特許經營權」的新立法。

迄至 2010 年 3 月為止，美國各州循德州先例立法改由州政府部門或

公用事業委員會核發州級特許，跳過眾多郡級或鎮級地方政府以避免無

法預見的協商成本，並且容許電信事業跨業進入傳統有線電視市場提供

多頻道視訊服務者，已增加至 13 州之多（除 2006 底前已通過類似法案

的 7 州之外，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伊利諾州、密西根州、密蘇里州、

威斯康辛州，也已經陸續跟進立法）182。

三、小結

美國雖然對於數位新科技採取自由開放政策，但在立法上並未以明文規

定促進數位匯流；1996 年電信法所揭櫫的終止獨占及解除管制等立法方針，

則明顯以競爭為其總體政策目標。在無線廣播電臺及電視網方面，至今仍大

體維持確保多元化的所有權集中化管制架構；有線電視方面，大體上聯邦立

法已轉向以競爭取代管制，繼續握有第一線管制權限的各州及地方政府則開

放腳步較為緩慢，除德州等部分州級立法陸續轉向競爭之外，多數州級與地

方政府依舊採取高密度管制模式。至於共同載具服務方面，固網市場因

RBOCs 相互併購轉為寡占結構；透過頻譜使用權拍賣方式落實技術中立的行

動通訊市場，市場競爭轉趨活絡且業者積極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跨業合作提

供「多網合一」寬頻服務者逐漸成為主流。

181 其中，屬於原RBOCs一員的Verizon在該法案通過前僅與極少數地方政府協議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特許經
營權，至多涵蓋約6萬收視戶；該法案正式施行而Verizon取得「州級有線電視及影視服務特許經營權」後，
該公司即迅速建設光纖到府的寬頻網路，涵蓋範圍廣及325,000收視戶。
182 資料來源：美國各州立法機關全國協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NCSL）官方
網站（http://www.ncsl.org/default.aspx?tabid=20220），最後點閱日期：2011. 0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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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日本的數位匯流發展，集中於網際網路與電信事業此二面向，而電信事

業亦有藉由網路基礎建設既有優勢企圖參入 IPTV 電視服務的態勢183，然而

既有 CATV 電視業者參進網路服務的態勢整體而言並不明顯，此或因為日本

傳統收視習慣不若我國多由有線同軸電纜傳輸類比訊號，而係多藉由地上波

傳輸類比或數位訊號為之，因此藉由同軸電纜收視的人口比例並不特別顯

著；且日本有線電視業者多於特定行政區域內提供服務，而未跨區提供服

務，因此地理市場上亦受制於鋪設纜線範圍之故，難以僅憑既存的纜線與

NTT 所廣設光纖相抗衡。因此，本文以下將集中聚焦於分析電信服務與網際

網路之數位匯流部分。

圖5-1 日本寬頻服務市場契約用戶數（資料來源：總務省184）

183 如 NTT 東西日本所推出的 IPTV 服務「ひかり TV」即為適例。
184 総務省，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る競争状況の評価 2009－Ⅲインターネット接続領域 第 2 章 ブ
ロードバンド市場の主要指標の分析，6 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82463.pdf，（瀏
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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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電信事業管制變革流程概述

綜覽日本電信事業的發展歷程，可謂係由國營事業轉型成民營事業的解

禁史。姑不論過往國營電信事業效率是否不彰，現今日本電信事業之興盛發

達，不論在新興移動通信抑或高速寬頻網路方面，皆為有目共睹。此一榮景

實應歸功於日本政府強力推動的電信競爭政策，在甚多時點提供服務業者切

入市場的良機，因而於短短十數年內，不論在移動通信或是寬頻網路的面向

上，日本皆取得驚人成就，其中尤以光纖網路的鋪設為最。

若從歷史角度觀察，日本電信網路的發展於二十世紀末前並無顯眼之

處。日本的電信事業，於 1980 年代前係由日本政府所控制「日本電信電信

公社」負責相關電信業務的開展。於 1985 年日本政府因應當時民營化的風

潮，決定將香菸、鐵路以及電信事業民營化，並且制立「日本電信電話株式

会社法」185，將原先國營的「日本電信電信公社（電電公社）」改制為「日

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 下稱

NTT）」，並將其三分之二的股份釋出，三分之一的股份仍由政府持有。惟民

營化並未影響該公司的迅速發展，由於其事業版圖龐大，因此於甚多其經營

事業的所處相關市場上，NTT 皆處於獨占地位。而後，隨著經濟政策的轉向

以及政治現實面的影響，於 1997 年日本國會修正 NTT 法與「電気通信事業

法」，決議強制分割 NTT，而於 1999 年分割成立東日本電信電話（NTT 東

日本）、西日本電信電話（NTT 西日本）分別經營東、西日本的固定電信業

務，NTT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NTT コム）負責長途電話與國際電話

業務，NTT DATA 則專注於 IT 資訊服務，分割過後的 NTT，則成為前述公

司的控股公司。於上述母子公司外，NTT 前於 1991 年另將行動通信部門獨

立成為「エヌ･ティ･ティ移動通信企画株式会社」，而後於 2000 年更名為「株

式會社エヌ・ティ・ティ・ドコモ」，此即為一般人所熟知的「NTT DoCoMo,

185 而後修法時更名為「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等に関する法律」，以下稱為 NTT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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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186，主要業務範圍則與行動電信相關。經由上述的分割，歷經十年的發

展後，目前此 5 家公司仍舊控制了 NTT 集團的主要事業區塊。

彼時嘗試進入網際網路服務市場的業者，除了既有電信業者以外，尚有

電力線業者，但整體的拓展進度仍嫌緩慢。然而於日本政府分割 NTT，並且

運用電信政策與法律強制課予 NTT 接取義務後，固定電信的相關服務開始

蓬勃發展。然而，此一發展實則奠基於 NTT 鋪設的電信基礎建設，如 NTT

東西日本於 1997 年「電気通信事業法」修正後，由於其持有絕大多數的使

用者銅絞線迴路，因此受到該法「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制度」拘束，需

向其他服務業者開放接取，SOFTBANK 即趁機運用此一制度，於 2001 年開

始向消費者提供價格低廉的 ADSL 服務，進而開拓客源，取得將近四成的

ADSL 服務市場占有率187。

NTT 受到相關細分化接取政策的影響，預期以銅絞線提供寬頻網路服務

的利基不再，因而轉向投資興建光纖網路，並逐年提高光纖網路的覆蓋率，

光纖網路接取服務因而成為其整體營收的主要收入來源，也因此帶動日本光

纖網路的覆蓋率，以及接線用戶數目的快速成長188。而於行動通信市場方面，

由於行動通信所需求的基礎設施原則上並不受已鋪設的銅絞線影響，既有業

者的影響力較弱，因此日本行動電信市場的競爭亦較固定電信市場激烈，市

場集中度亦較固定電信市場低189；雖然如此，但日本的行動通信市場仍舊係

處於寡占狀態，市場上具有影響力的電信包括 NTT DOCOMO、KDDI、以及

SOFTBANK 三家業者。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總務省所擬定的電信政策，對於電信產業的發展亦

186 於 2010 年，該公司名稱變更為「NTT DOCOMO, INC.」。
187 SOFTBANK 提供之 ADSL 服務名稱為「YAHOO！BB」，其於 2008 年時已成為 ADSL 市場占有率第一之業者，
其次為 NTT 東西。詳細數據請參見，総務省，電気通信市場の環境変化に対応した接続ルールの在り方に
ついて，2009 年，4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10517.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188 日本寬頻網路的光纖用戶數現已超越 ADSL 用戶數，參見，総務省，電気通信市場の環境変化に対応し
た接続ルールの在り方について，2009 年，1 頁。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10517.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189 総 務 省 ， 電 気 通 信 事 業 分 野 に お け る 競 争 状 況 の 評 価 2009 ， 2010 年 ， 2 頁 。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82463.pdf ,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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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關鍵性的角色。2001 年時，日本政府成立「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

ク社会推進戦略本部（IT 戦略本部）」，並提出「e-Japan」政策，其主要優先

政策包括建立超高速寬頻網路基礎建設以促進競爭、促進電子商務發展、實

現電子化政府以及培養高品質人力資源，該計畫特別指出，期望於 2005 年

實現三千萬戶寬頻上網以及一千萬戶高速寬頻（30Mbps~100Mbps）上網的

目標。為實現上述理念，e-Japan 計畫建議政府透過地方自治團體建構公共網

路、開放道路、河川等公共設施鋪設光纖網路等方案，於寬頻網路需求湧現

前，先行完成寬頻網路的基本建設。其政策施行成果豐碩，於 2005 年底，

利用 ADSL 技術以及 FTTH 光纖網路實現高速寬頻的用戶數皆達成 e-Japan

所設定的目標190。

嗣後，日本政府續為制訂「U-Japan」政策，除繼續推動鋪設超高速寬頻

網路基礎建設之外，「U-Japan」政策著重於提供日本國民隨時隨地皆得利用

網際網路取得所需資訊與服務，並且將寬頻網路作為人民生活與各級產業中

不可或缺的工具191，為達成前述政策，拓展開發寬頻網路的多元化資訊應用

服務，並創造有線、無線網路無接縫的使用環境，誠屬關鍵。藉由此計畫的

推動，日本政府描繪出日本國民對於高速網路的需求藍圖，把餅作大之餘亦

賦予電信業者持續鋪設光纖網路的經濟誘因。「U-japan」政策於 2010 年屆

期，日本政府接續該政策之方針為「i-Japan」政策192，強調電子化政府治理

與提升醫療及教育品質。在財政上，日本政府亦針對業者投入光纖建設予以

租稅減免，並提出低利融資方案193，降低民間業者進入市場的資金障礙。而

於公共設施方面，包括電線桿、管道、道路、下水道、高架橋等，皆設有協

助鋪設光纖網路的特別規定。

190 総 務 省 ， 「 e-Japan 戦 略 」 の 今 後 の 展 開 へ の 貢 献 ，
http://www.soumu.go.jp/menu_seisaku/ict/u-japan/new_outline01.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191 総務省，u-Japan 政策，http://www.soumu.go.jp/menu_seisaku/ict/u-japan/index.html, （瀏覽
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192 総務省，i-Japan 政策，www.kantei.go.jp/foreign/policy/it/i-JapanStrategy2015_full.pdf,（瀏
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3 日）。
193 林世懿，剖析日本光纖網路發展－向新寬頻時代邁進 (上)，財團法人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2007
年。http://www.fbb.org.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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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電信管制主管機關

規範日本電信事業行為的法律，主要包括「電気通信事業法」，以及適

用於 NTT 東西日本二大區域電信業者的「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等に関す

る法律（NTT 法）」。此二法律的主管機關皆為日本總務省。由於 NTT 法第

4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日本政府須持有 NTT 母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之股份194，因此在國家持股比例甚高的情況下，NTT 於決策之際時常受

到總務省的行政指導，因而所為決定多富有公益色彩，而不若一般民營事業

係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導向。

總務省所管事項相當繁雜，如行政組織、公務員制度、地方行政財政、

選舉事務、消防、災害應變、電信資訊、郵政等，由於掌管的事項面向多元

且與國家基本政策制度息息相關，因此於制定電信政策時，較能與其他相關

單位妥善協調以取得共識，從而反應於嗣後政策的施行效率上。總務省下設

有「総合通信基盤局」，該局主要職掌電信業務，舉凡電信設備設置及使用

規範、頻譜電波管理等技術面向議題，皆係由該局負責統籌規畫。目前該局

主要關切重點包括消弭數位落差、網路 IP 化、寬頻化與無線上網等議題，

嘗試建構高速無線上網的網路環境。

由於「電気通信事業法」立法意旨指出必須藉由促進電信事業公正競爭

以確保電信事業健全發展並提升公共福祉195，因此總務省對於電信市場上事

業彼此間的競爭狀態亦高度關切。自 2003 年起，逐年針對固定電信、行動

電信以及寬頻網路服務市場進行競爭狀態的實證調查，並公布其調查資料
196，藉由此調查呈現的數據指標，作為未來施政上的堅實依據。此外，亦針

194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等に関する法律第 4条：「政府は、常時、会社の発行済株式の総数の三分の一
以上に当たる株式を保有し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95 電気通信事業法第 1条：「この法律は、電気通信事業の公共性にかんがみ、その運営を適正かつ合理
的なものとするとともに、その公正な競争を促進することにより、電気通信役務の円滑な提供を確保す
るとともにその利用者の利益を保護し、もつて電気通信の健全な発達及び国民の利便の確保を図り、公
共の福祉を増進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196 総 務 省 ， 電 気 通 信 事 業 分 野 に お け る 競 争 状 況 の 評 価 【 資 料 】，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kyousouhyouka/kekka.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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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信業者間就電信接取制度所引發爭議的救濟程序加以規畫，業者間於相

互接取光纖網路細分化設備時若產生接取費用、是否該當於細分化接取元件

等爭議，得向總務省設立之「電気通信事業紛争処理委員会」提出申請，請

求進行斡旋與仲裁，避免曠日廢時於法院進行爭訟救濟。

總務省於 2006 年發布「新競争促進プログラム 2010」197，該計畫書主

要係為妥適對應電信服務的 IP 化趨勢，電信事業管制模式應有的變革方向，

包括電信競爭政策、接取義務、次世代網路的興建、接取費用、普及服務、

退場機制、網路中立性等議題，之後總務省亦曾對於該計畫提出數次修正198，

可視為總務省對於電信產業的施政方針。

此外，關於前述國家整體寬頻網路政策之研擬與推行，則係由「高度情

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推進戦略本部（IT 戦略本部）」負責，其法源依據

為「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形成基本法（IT 基本法）」。該特設單位

長官係由內閣總理大臣兼任，故其擬定的國家級網路政策具有相當程度的重

要性，指示的目標亦為全體行政機關配合執行。

另一方面，電信事業間的競爭行為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由

於事涉競爭判斷專業，因此歸由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負責，而其法源依

據則為「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以下簡稱為

「独占禁止法」）。該會職掌為維護市場環境的自由競爭，就事業競爭行為則

係於事後加以介入管制。於行政體制上，其直接隸屬於內閣，總務省對該機

關並不具指揮監督關係，從而市場中的行為與結構管制原則上係由「公正取

引委員会」依照「独占標止法」規定而為審查。與本文較為相關之電信市場

監督方面，考量電信事業所具備的特殊性－如瓶頸設施的存在、網路事業的

大者恆大效應、以及技術變動劇烈等因素，該會於 2001 年與總務省聯名發

月 12 日）。
197 総務省，IP 化の進展に対応した競争ルールの在り方について－新競争促進プログラム 2010，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policyreports/chousa/ip_ka/pdf/060913_2_2.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
198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2kiban02_000014.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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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の促進に関する指針」199，其中針對電

信市場上可能發生的種種限制競爭行為加以例示，樹立預見可能性，並分別

說明系爭行為涉及「独占禁止法」或「電気通信事業法」之何等規範內容。

可知實務上就電信事業於市場上的競爭行為，係同時受「電気通信事業法」

及「独占禁止法」所規制，且鑑於二法的保護法益並不全然相同，因此仍應

分別適用之。

三、日本網際網路與電信事業的發展現況

日本作為寬頻網際網路高速發展的模範國家，一般認為應歸功於其徹底

執行元件細分化接取政策所致。二十一世紀前，日本寬頻的基礎建設發展相

當遲緩，不僅費用居高不下，業者提供的網路速度亦不敷需求。依據日本官

方數據顯示，2000年第 1季時日本 ADSL用戶數僅 211戶200。然而於「e-Japan」

政策以及「U-Japan」的帶動下，ADSL 與 FTTH 的使用戶數皆大幅度攀升。

使用 ADSL 的戶數於 2006 年 3 月達到最高，約有 1452 萬戶使用此項技術連

線網際網路，而後由於光纖興起，ADSL的戶數隨即往下修正；反觀利用FTTH

光纖到戶方式上網戶數則一路竄升，於 2008 年超越 ADSL 上探 1376 萬戶，

成為寬頻網路服務平臺上最多使用者利用的技術，迄 2010年 3月時己達 1779

萬戶之譜。至於利用有線電視業者所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之戶數，於 2010 年

初達到 435 萬戶，其用戶數呈現緩步爬升的趨勢201。整體而言，寬頻網路的

覆蓋率於 2008 年 3 月時已高達 98.3%，總務省期望於 2010 年底，寛頻網路

的覆蓋率能達到 100％，而 FTTH 的覆蓋率能達到 90％以上202。

199 公正取引委員会、総務省，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の促進に関する指針，
http://www.jftc.go.jp/dk/denkitushin.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3 日）。
200 林世懿，剖析日本光纖網路發展－向新寬頻時代邁進 (上)，財團法人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2007
年。http://www.fbb.org.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
201 総務省，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る競争状況の評価 2009－Ⅲインターネット接続領域 第 5 章 部
分 市 場 と し て の ケ ー ブ ル イ ン タ ー ネ ッ ト 市 場 の 主 要 指 標 の 分 析 ， 59 頁 ，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82463.pdf，（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
202 総 務 省 ， デ ジ タ ル ・ デ ィ バ イ ド 解 消 戦 略 ， 2008 年 ， 1 頁 。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2008/pdf/080624_3_bt2.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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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固定電話的市場方面，近年來整體市場有略微委縮的情形，此

係肇因於 IP 電話蓬勃發展以及行動通信的高度發達，一定程度上替代固定

電話之需求所致。於行動通信市場，於 2010 年已突破一億使用者的大關；

至於號稱 3.9G 的次世代無線網路 LTE，則於 2010 年初試啼聲導入日本通信

市場，後續發展有待觀察。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由於「U-Japan」政策的

推展，帶動無線網路的普及，因此可以觀察到固網與行動網路間的物理上區

隔正在逐漸消弭，連接固網與行動通信的整合性服務（Fixed Mobile

Convergence）亦正開始萌芽。

總體電信市場上具有影響力的業者，主要仍係以 NTT 集團為主。於固

定電信方面，NTT 東西日本在 PSTN 或是 IP 電話的面向上都是穩居第一，

市場占有率高達 82.9％203，具有相當高的市場支配力量，因此相關的電信設

施皆成為「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之指定對象；而於寬頻網路的面向上，

以 CATV、FTTH 與 ADSL 等固網寬頻的總戶數為基礎，2010 年 3 月時連接

寬頻網路的總戶數係為 3188 萬，而與 NTT 東西日本簽訂契約的住戶則占其

中 52.5％，若納入其他向 NTT 東西日本租賃基礎設備以及線路的網路服務

業者，則 NTT 於寬頻市場的占有率高達 87.9％204。而若進一步細分 FTTH

與 ADSL 的服務市場，於 ADSL 市場，市場占有率最高者為 SOFTBANK 的

38.7％，其次方為 NTT 東西的 34.8％，但使用 ADSL 服務的總戶數，與 2006

年的最高峰相比已銳減 3 成，且 SOFTBANK 所使用線路皆向 NTT 承租，故

NTT 影響力仍不可小覷；而就光纖到戶方面，與 NTT 東西締約的使用戶占

FTTH 服務市場的 74.4％，且所有 FTTH 迴路中為 NTT 東西所鋪設者亦高達

77.3％。

另一方面，行動電信所呈現的競爭面向則略有不同，雖然 NTT DOCOMO

於行動電信市場上占有率亦高達 48.2％，然而在第二大的 KDDI 的市占率 28

日）。
203 総 務 省 ， 電 気 通 信 事 業 分 野 に お け る 競 争 状 況 の 評 価 2009 ， 2010 年 ， 5 頁 。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82460.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
204 同前註，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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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的 SOFTBANK 占有 18％的虎視眈眈下，市場競爭較其他類的電

信市場強烈甚多，此三家業者的市占率合計 94.4％205，可知行動電信市場上

係呈現寡占的局勢，而 NTT DOCOMO 與 KDDI 所擁有的基礎電信設備，亦

為「第二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所拘束，因此就接取費用上亦受到「電気通

信事業法」之限制。

四、電信事業行為管制相關規範

（一）「電気通信事業法」

日本「電気通信事業法」針對固定電信以及行動電信市場上具有顯

著市場力量的事業，分別適用不同類別的管制制度加以規範。首先，該

法課予所有電信業者互連義務，不得無端拒絕其他電信事業相互接取設

備之要求206，此一互連義務係為確保各種電信服務的使用者得相互連

接，但提供電信服務的業者彼此間就接取條件與費用如何設定，主管機

關原則上並不予介入，僅於事後就違反法令或發生爭議的情形加以管

制。其次，針對固定電信市場中握有瓶頸設施的電信事業，則以「第一

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的制度加以事前介入規範。

就被指定為「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者，擁有該設備的電信業

者，即負有將該指定電氣通信設備於技術上可能、經濟上可能的接取點，

開放予競爭對手接取的義務，而其判斷要件大致為：於該業者經營區域

內的都道府縣，該業者擁有超過 50％的區域內迴路；並且接取該電信設

備，係為其他電信事業欲提供相關電信服務之前提，並且從使用者運用

電信服務的觀點，為確保其便利性，該電信設備亦屬不可或缺者207。被

指定開放接取設備被指定開放的電氣通信設備，包括該迴路本身、與該

205 同前註，6頁。
206 電気通信事業法第 32 條。
207 情報通信審議会，次世代ネットワークに係る接続ルールの在り方について， 9 頁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2008/pdf/080327_3_bs1.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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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路一體設置的電信設備，以及為提升與其他電信業者接取的便利性，

就電信發展上不可或缺的電信設備，皆屬可能指定的範圍208。

擁有「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的電信業者，與其他競爭對手就

網路相互接取締結契約之際，契約內容須於事前受到主管機關的審核。

主管機關於審約時，必須就該契約所設定接取點於技術以及經濟上是否

可能實行、接取費用如何計算209、雙方責任分配等事項加以逐一確認，

並且接取條件不得較「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電信業者提供予其自

身相同服務的條件更為不利，亦不得對於特定電信業者為不當之差別待

遇210。

目前包括與 ADSL 服務相關電信設備、以及與光纖網路相關的電信

設備，絕大多數技術上可為細分的寬頻網路元件皆被總務省指定為「第

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然而，由於 FTTH 於技術上可能細分點非常

多，且牽涉使用權利的範圍亦較 ADSL 廣泛，於 2001 年修法納入光纖網

路為接取義務之對象時，雖於「電気通信事業法施行規則」訂明關於交

換局中設置的光纖訊號傳送的主配線盤及相關設備211，為「電気通信事

業法」所規範的「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然對於與 NTT 競爭的其

他電信業者而言，在甚多運用 FTTH 網路的電信服務面向上，此種程度

的細分化開放接取仍嫌不足。

208 目前總務省所指定的「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係規定於「接続料規則」第 4 條。請參見，「接続
料規則」，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2/H12F04001000064.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20
日）。應注意者，該條規定指出指定設備除包括該條表列的指定電信設備外，尚包括該電信設備的附屬設備、
以及該設備與附屬設備所鋪設之土地與建築物，皆屬於必須開放予競爭者利用的客體範圍。
209 實務上對於接續費用多有爭議，由於既有業者所擁有基礎設備多受到電信法之拘束，因此接取指定設
備的費用屬已接近成本價格；惟既有業者欲接取其他業者非屬於指定電信通信設備（如擁有區域內迴路低
於五成之情形）時，由於非指定業者提出的接取費用並不受價格管制，且法律課予業者接取義務，則非指
定業者即可能漫天喊價，導致二者締約的優勢地位因而反轉。
210 電気通信事業法第 33 條。
211 平成 13 年総務省告示第 243 号。其中包括「固定端末系伝送路設備（加入者側終端装置、主配線盤等
を含む。）」、「第一種指定端末系交換等設備及び第一種指定中継系交換等設備」以及「第一種指定市内伝
送路設備及び第一種指定中継系伝送路設備」等，皆為細分化設備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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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總務省於召開數場公聽會聆聽業者意見後，於 2008 年提

出「次世代ネットワークに係る接続ルールの在り方について」212，該

說明強調藉由 NTT 所鋪設 FTTH 光纖網路而實現的「次世代ネットワー

ク（NGN）」相關服務，包括原先已受指定之 FTTH 光纖到戶寬頻網路、

IP 電話213、以及區域網路型（Ethernet）通信網路服務，皆被總務省指定

為「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從而 NTT 以及其他光纖業者必須將相

關電信設施開放予競爭業者進行接取214。藉由此次指定擴張指定範圍

後，光纖網路的開放接取範圍已含括至一般建築物外部的接取點，然而

於室內配線的部分尚未開放。對於新參入市場的電信業者，此段屋內配

線如同傳統銅絞線意義上的最後一哩（last mile），因此多主張應將屋內

配線一併開放與競爭對手接取，並且設定公平合理的接取費用；然而 NTT

亦向總務省反應，FTTH 至屋內配線的部分，房屋所有權人本得允許任

何光纖服務業者進行配線工程，NTT 實質上並無主導權。

然而，鑑於此類室內固定線路的特性，於使用者欲中止原先電信業

者的服務合約，而轉向選擇其他寬頻網路服務業者締約時，若不允許其

他業者接取屋內配線，則新締約的網通業者必須自行負擔將原有室內配

線移除的成本，以及另行拉設屋內光纖配線的成本，則此一成本勢將反

映於新進業者的營運成本，造成新進業者所提供予消費者的網路使用費

率高於原先業者，從而產生「lock-in」效果，讓消費者於比較各家費率

後無法產生轉換至其他網路服務業者的意願。總務省針對此種情形，於

2010 年分別就電信業者接取其他業者屋內配線的使用費用、以及施工產

212 情 報 通 信 審 議 会 ， 次 世 代 ネ ッ ト ワ ー ク に 係 る 接 続 ル ー ル の 在 り 方 に つ い て ，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2008/pdf/080327_3_bs1.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4
日）。
213 日本 IP 電話服務提供者中最著名者，係為 NTT 所提供以光纖網路為骨幹的 VoIP 電話服務，其服務名
稱為「ひかり電話」，請參照，http://flets.com/hikaridenwa/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4
日）。該項服務於 2004 年進行評估時，被認為不具瓶頸設施之特性，故被排除於「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
備」之對象外；惟於 2007 年時，經總務省調查發現 NTT 東西所提供的 IP 電話，於 0AB～J 號碼電話市場中
已取得 75％之市占率，因而決議將之納入管制範圍中。
214 包括「収容局接続機能」、「IGS接続機能」、「中継局接続機能」、「イーサネット接続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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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工程費用分配標準予以規定215216，使得新進業者得與既有業者立足

於更為平等的立場上從事服務競爭。

另一方面，針對行動通信的電信業者，「電気通信事業法」亦設有特

殊規範。雖然行動通信與固定通信的基礎設施本質上迥異，並且行動電

信的電信設備通常並不具有瓶頸設施的地位；然而考量電波頻率的有限

性與易受干擾，仍有可能為電信事業獨占或寡占，而造成行動通信市場

的進入障礙217。例如具有市場支配力的行動電信事業，由於旗下使用者

眾，因此事業可能倚賴此一優勢，而與其他處於相同市場的電信事業，

於雙方談判接取費用時濫用此一交易上優勢地位，或為不當之差別待

遇，導致其他事業被迫退出市場，抑或於談判接取事宜時消極應對，拖

延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時點，而構成一定程度的市場進入障礙。

因此，「電気通信事業法」針對各該行動通信業者經營區域內的都道

府縣，若該業者於該區域內擁有超過 25％的終端裝置，即認定於該區域

市場上該業者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可能影響新進業者進入市場，進而

將該業者所持有基礎設備指定為「第二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又持有「第

二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之業者，若其盈餘亦占所有行動電信業者盈餘

總額的 25％以上，則賦有與「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業者相同的行

為義務，不得將其業務上知悉的其他業者相關資訊挪用至其他用途或提

215 総務省，東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及び西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の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に関する
接続約款の変更の認可（次世代ネットワークに係る平成 22 年度の接続料の改定及び電気通信市場の環境
変 化 に 対 応 し た 接 続 ル ー ル に 係 る 接 続 約 款 の 措 置 ） ，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26960.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4 日）。
216 総務省，東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及び西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の第一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に関する
接続約款の変更の認可（次世代ネットワークに係る平成 22 年度の工事費等の設定）,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35015.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6 日）。
217 近來行動電信市場的新興競爭議題，集中於物理空間有限性的部分，其爭議如同開放電線桿、管線鋪
設光纖之議題，差異點在於電信設備係為特定業者所有。例如既有業者於風景區架設高架鐵塔並於上架設
天線以接收電波，而新進業者隨後欲在相近地點設置鐵塔以提供服務，惟可能礙於相關環境法規而無從另
行架設鐵塔，又原先鐵塔上可搭設天線的物理空間亦極為有限，無法租用空間另行架設天線，則新進業者
即無法於該區域提供服務。目前討論焦點集中於就行動電信基礎設備仍應制定共同使用規範，或於漫遊制
度下另設特別規範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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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予他人，並且對於其他電信業者不得為不當差別待遇，或是對於其他

電信業者以及電信設備製造販售業者干預其業務經營218。

擁有「第二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的行動電信業者，就其與其他業

者所簽署的接取條件與接取費用契約內容，必須由主管機關加以審核。

主管機關於審查時，若發現該契約內容就責任分配、接取的技術條件、

接取費用等事項不明確或不適當者，或是指定業者利用契約對於其他業

者強加不當接取條件或為不當差別待遇者，主管機關應要求該指定業者

於一定期間內變更接取條件219，藉由此二階段之管制，防範具有市場力

量的事業濫用其地位限制競爭。現今被指定為「第二種指定電気通信設

備」之業者，計有 NTT DOCOMO、KDDI 以及沖繩行動電話三家業者，

其中僅有 NTT DOCOMO 負有前述之第二階段行為義務。

（二）「独占禁止法」

日本「独占禁止法」對於電信市場的特殊性質早有體認，蓋電信市

場具有自然獨占之特性，因此於市場上具有高度市場力量甚或獨占的電

信事業，其行為即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可能

性，應由公正取引委員會於事後加以介入，又若電信事業間簽訂合作協

議或為結合之合併行為，其當然涉及是否該當於聯合行為或是結合等相

關規範。於 2001 年，該會與總務省聯名發布「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

る競争の促進に関する指針」220，其中針對電信事業於市場上可能發生

之限制競爭行為加以例示，並分別說明系爭行為涉及「独占禁止法」或

「電気通信事業法」之相關規範，包括接取義務相關條件的設定、電線

桿與管路鋪設權利、事業藉由網路效應而濫用交易上優勢地位、提供數

位內容、製造與販賣電信設備等面向。可知於日本實務上，電信事業於

218 電気通信事業法第 30 條。
219 電気通信事業法第 34 條。
220 公正取引委員会、総務省，電気通信事業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の促進に関する指針，
http://www.jftc.go.jp/dk/denkitushin.html,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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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的競爭行為，可能同時為「電気通信事業法」及「独占禁止法」

所規制，實則二法的保護法益並不一致，因此於個案中仍應就實際情形

分別予以適用。

就「独占禁止法」與「電気通信事業法」之間的關係，日本學說上

主要約可歸納為二種論點。一種論點是「電気通信事業法」作為公益事

業管制規範，係為「独占禁止法」之特別法，故應排除「独占禁止法」

之適用221，然而此說過於注重形式，立論基礎亦較為薄弱；另一說則是

優先適用「独占禁止法」，蓋「独占禁止法」既為事業限制競爭行為之一

般規範，即應優先考量該法就系爭行為之評價。就此二說加以折衷之「相

互補完說」222，則認為應區分是否明文設有適用除外規定而異，於未落

入適用除外規定範疇的限制競爭行為，應全面適用「独占禁止法」，而就

適用除外明文規定之行為，例外優先適用事業法，此說亦為日本公平會

實務所採納。

雖然「電気通信事業法」的管制模式己逐漸由事前管制（ex ante）

轉型開放為事後管制（ex post）223，但就具有瓶頸設施性質的第一類與

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鑑於本質上對於市場具有的影響力巨大，因此仍

舊採取事前管制之模式。基於同一因素，以事後管制為核心的競爭法，

對於具有一定市場力量的電信事業，其行為是否該當於反競爭行為，更

應於事後加以監控，以避免電信事業逸脫於獨占禁止法的規範之外。鑑

於日本的電信市場，不論於固網或行動電信方面集中度仍高出他國甚

多，加上電信事業自然獨占下所具備的瓶頸設施與網路效應，以及新興

傳輸技術的發展，在在對於電信市場的競爭狀態影響甚巨。電信自由化

以來，日本電信事業係由原先的國營事業一家獨占狀態，逐漸解除管制

221 田中裕明，「規制緩和市場への参入と独占的地位の濫用」，神戸学院法学第 38 巻第 1 号，2008 年，
166 頁。
222 村上政博，｢独占禁止法における判審決分析の役割 第 17 回 NTT 東日本事件審判審決 私的独占の
要件および事業法との調整原則」，公正取引 686号，2007 年，50 頁｡
223 如 2004 年「電気通信事業法」修正時，廢止參入許可制，主管機關（總務省）對於新進業者不再具有
核駁其進入市場之權力。目前「電気通信事業法」主要的事前管制，係針對持有瓶頸設施之「第一種指定
電気通信設備」、「第二種指定電気通信設備」的電信業者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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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邁入競爭階段，因此如何妥善運用「独占禁止法」，於「電気通信事業

法」所未及規範或未與規範之處加以補充，藉以促進電信市場自由競爭，

並維護競爭秩序，對於公正取引委員會而言，實屬一大挑戰。

五、小結

日本作為寬頻網路鋪設的模範國家，不論於技術面、法制面以及政策面

上，皆具有代表性的示範效果。然而，其電信政策的發展卻與最早落實電信

自由化的美國迥異，成為世界上最早開放光纖網路接取的國家，進而連光纖

網路到戶的最後一哩接取，亦明確納入政策規疇，使得新進業者得以公平合

理的價格，於 ADSL 以及光纖到戶的網路服務市場上，與既有業者 NTT 相

互競爭。如此高強度的課予既有業者接取義務，大幅度去除寬頻網路服務競

爭的進入障礙，促進網際網路服務層級的服務競爭，其效益亦間接反應於消

費者利益上，使得終端消費者得以傲視群國的低廉價格享有高速寬頻服務。

然而，消費者受有如此利益並非毫無對價，其成本實由既有業者承擔，

其中尤以 NTT 為最。對於 NTT 課與高強度的接取義務，一方面係鑑於其獨

占歷史，即便歷經分割，各子公司於所經營領域依舊享有極強的市場力；另

一方面則是日本的電信競爭環境，並未發展出如同美國一般由有線電視業者

與傳統電信業者相互競爭的平臺競爭模式，而 ADSL 以及 FTTH 此二種寬頻

服務使用載具雖然不同，雖然係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但二者市場中具有高

度市場力量者卻皆為同一業者，宛如相同競爭模式的複製。雖然在日本有線

電視服務迄今仍穩定發展，但其影響力與 FTTH 及 ADSL 相比仍難望其項

背。從總務省屢屢開放各 FTTH 元件及服務予其他業者接取，可知目前總務

省所秉持的電信政策理念，仍係藉由引入高度服務競爭，謀求迅速提升消費

者利益；至於設備競爭的面向，則係利用諸如獎勵投資降低稅賦、積極開放

公共設施鋪設光纖、以及多元化網路服務提供的各類手段，消弭不利於競爭

業者的投資環境，從外部提高電信事業從事基礎建設之誘因，而不若美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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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主要係賦予事業自身投資的經濟誘因，解除課予光纖網路以及 ADSL

網路元件細分化接取義務，從市場內部誘使事業盡力取得先占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進而致力於投資基礎電信建設之設備競爭。

對於「設備競爭」或得為如此之理解：廠商承受投資風險進行基礎建設

的鋪設，於投入鉅額沈沒成本後，有效降低單一使用者的應支付成本，進而

於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224。對於「設備競爭」的爭論，主要係圍繞於「確保

投資誘因」於競爭法上的定位。一說認為，若是投資誘因的鞏固具有事實上

促進競爭的效果，則評估市場競爭時應加以考量而納入判斷；另一說則指

出，確保投資誘因係廠商為維護權利或利益的片面說法，行政機關或得於制

定產業政策時納入此一條件的衡量，然其與競爭法上追求「公平競爭」之概

念無涉225。而由日本政府對於「設備競爭」所採取的切入點，可知日本政府

於立場上係採取後說，對於「設備競爭」僅僅定位於整體電信產業政策的一

環，區分「獎勵投資」與「確保投資誘因」二者，專注於終端消費者是否享

有因服務競爭而產生之利益，而非將設備競爭納入整體競爭政策的藍圖中。

然而，對於必須投入高額沈沒成本的電信事業，政府逕以法律強制開放接取

其財產，某程度上不啻於允許其他服務業者搭便車成為 free rider，卻無須受

到競爭法之事後管制，對於既有業者似非公允。

由於興建光纖網路所須投入的沉沒成本相當高昂，並非一般中小型事業

得以承擔，因此先行創造服務市場的高度競爭，確為有效快速降低消費者使

用網路價格之方式。然而，停滯於服務競爭此一層級的競爭，長期而言終究

無法向次世代的寬頻網路邁進226。產業經濟學上認為，制度面向上應區隔不

224 石岡克俊，”設備競争”論と「公正な競争」，情報通信政策研究プログラム，2008 年，6 頁。
http://www.officepolaris.co.jp/icp/2007paper/2007016.pdf, （瀏覽日期：2011 年 6 月 15 日）。
225 同前註，9-10 頁。
226 NTT 東西原先係因 ADSL 網路元件被課與細分化接取義務，為謀彌補於 DSL 服務所投入的沉沒成本，方
轉向光纖網路服務發展，然而 FTTH 再度被課與開放接取義務，於此前提下其卻仍執意於持續戮力鋪設 FTTH
網路，與其原意似嫌矛盾。此或肇因於 NTT 法賦予國家必須持股 NTT 三分之一以上已發行股份的義務，於
國家身為大股東的情形，NTT 因而負有為全民進行基礎電信建設的義務，即不足為奇。然而如此不計盈虧
地於電信市場上進行投資，不可諱言亦造成排除市場上競爭對手的限制競爭效果。若無細分化接取義務的
介入，新進競爭業者無從再為搭便車之行為，日本寬頻網路市場勢將回復至由 NTT 一家獨占之態勢。如此
觀之，細分化接取義務是否有助於未來電信市場的高度競爭，一時之間實難以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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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級的競爭，從租賃設備提供服務到自有設備提供服務，並賦予下層廠商

經濟誘因，吸引其投入上層市場，藉由競爭的往上延伸，以達成設備競爭之

目的。從日本電信市場的發展實態觀察，非由 NTT 鋪設的光纖雖然亦有 20

％之比例，然對於 NTT 未能構成競爭上的實質威脅。從平衡設備競爭與服

務競爭的觀點，除繼續排除外部投資的進入障礙外，似乎仍應進一步續行強

化業者興建自有光纖網路之意願，方能避免一再複製市場結構而重蹈電信市

場獨占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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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數位匯流下競爭機制運作及執法問題

第一節 市場界定

一、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概論

一般而言，競爭主管機關於評估事業行為對特定市場競爭質量所肇生影

響時，必須先行對於「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加以界定，並以該範圍

為基礎，計算系爭事業的「市場占有率」以及其他質化與量化要素（如市場

集中度）後，進而判斷系爭市場結構屬於獨占、寡占或是競爭，以及系爭行

為對於該類市場競爭的實質影響，並依系爭事業市占率的高低而適用公平交

易法227。其中關鍵點即在於如何正確認知並劃定市場範圍，若是市場範圍認

定過廣，原本應受管制、具有顯著市場力的事業，其市場力可能因此不當稀

釋，而逸脫於競爭管制的鞭長之外；而若市場範圍限定過狹，反而可能導致

原本有助於促進競爭的新進業者其市場力被高估，在動輒得咎的情形下反而

無力拓展其事業疆圖，導致市場喪失競爭動力，長久而言不利於競爭秩序。

故如何界定相關市場並且正確認知事業所具備的市場力，實為競爭管制中最

重要的課題，亦是主管機關於採取管制時所不可不慎者。

在數位匯流已漸趨成熟的今日，以往囿於技術限制而必須藉由不同載具

向公眾提供服務的語音電信服務、網際網路服務與資訊傳播服務，受惠於數

位科技的發達與創新，不同種類的服務得以交互跨越傳統的既有線路藩籬，

而於各類新興或既有載具上持續發展茁壯。例如固網業者藉由網際網路服務

提供網路協定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商務業者透過有線電

視宣傳銷售自家產品、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利用纜線數據機提供使用者網路接

227 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2010 年新修訂之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中指出，反托拉斯法
的審查已不再如同 1996 年版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中所說明係以市場界定作為反托拉斯法的審
查起點，於新版的合併指針中，市場界定的定位係為評估競爭效果時主管機關可茲運用的一系列工具之一，
當個案中存有反應競爭效果的直接證據時，主管機關得逕依直接證據而為判斷，而毋須先行界定相關市場、
計算市占率、集中度等數值後再為判斷。惟於我國競爭法制下，由於獨占性市場、寡占性市場、一般競爭
市場下事業所適用的行為規範有所差異，一般情況下主管機關於審查事業行為時，多須搭配其市占率高低
以判斷其行為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程度為何，並且依市場結構的不同而異其適用規範，故原則上市場界定
仍為競爭法審查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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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服務……等情形，皆可視為數位匯流的一環。亦即，傳統概念下因為不同

產業類別所具備技術門檻與基礎設施之差異而形成的市場區隔，已隨著數位

匯流的風潮而逐漸消弭。從而，於評估相關市場中事業競爭行為時，作為評

價事業市場力量強弱的前提，相關市場範圍界定的方式即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性。

競爭主管機關於面對此類得力於新興科技而蛻變中的產業競爭之際，除

藉由傳統市場界定所仰賴的各類經濟學的供需測試外，同時亦應由「層級化

競爭」的視角，就相關市場進行全盤觀察，區別基礎設施服務及內容服務所

形塑的不同平臺，並且全盤考量數位匯流相關產業間於各平台上的相互角

力。縱原本屬於不同產業下的事業，但從利用者觀點所提供服務係具可替代

性（如有線電視業者藉由纜線數據機提供的網路接取服務與固網業者提供的

xDSL 網路接取服務、或如內容業者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提供的 IPTV 與傳統

有線電視所提供之內容服務）時，宜一視同仁地將具有替代性的所有服務納

入「相關市場」的範疇，不再侷限於傳統思維下產業種類別所形塑的業務市

場界限，方得全面整體地一窺於數位匯流下快速變遷的市場面貌。

二、市場界定可能面臨執法問題

（一）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之市場界定

考量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多與資訊傳播媒介相關，時有形成資訊平台

供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自該平台中各取所需之情形，如電信業者提供用戶

透過電信費用代付消費款項、抑或介於收視戶以及頻道提供商之間的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皆然，因而常形成產業經濟學上所謂「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情形，從而

市場界定的方式亦應隨之微調。

所謂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係指事業對外提供的服務構成「平台

（platform）」。不同於單邊市場中，僅有單一對向關係的需求者與供給

者，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下，不同交易關係的群體於事業所提供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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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行交易，並藉此滿足彼此群體的需求。一般而言，雙邊市場的成立

必須包括二組以上的交易群體、藉由交易群體數目所生的間接網路效

應、以及非中立的價格結構（傾斜式訂價）。透過提供交易平台，事業得

以從中獲取代理利潤，且該利潤係與消費者對於該事業所提供平台的使

用頻率與滿意程度成正相關，蓋消費者數量多寡係為另一交易關係中交

易相對人的首要交易誘因之故。從而，於考量相關市場界定之際，若事

涉雙邊或多邊市場時，僅僅著眼於其中單一交易關係，而忽略同時存在

於平臺上的其他交易關係，即可能因而錯估提供平臺的事業實際上所具

有的市場力。蓋於計算需求彈性或假設性獨占者測試（SSNIP）時，僅

著重單一交易關係，將無從分析其他交易關係中的產品或服務價格對於

單一交易關係中當事人的吸引力強弱，以及不同交易關係間所具備的相

互回饋效果（feedback effect），從而在忽視上述因素對於利用者的影響力

下，可能導致消費者實際上係因其他交易關係的外部性而仍未能逸脫至

其他交易平臺，但於 SSNIP 測試下卻逕將所測定場域定為市場界限，使

畫定的市場範圍可能失之狹獈，而生見樹不見林之憾。

上述說明旨在闡述當市場界定涉及雙邊或多邊市場時，市場界定的

方式勢必更形複雜，尚待經濟學上提供更佳解法。而於其間，由於傳統

界定市場之方式，如假定性獨占者測試、臨界損失分析法等，於測量及

分析上似未納入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相關參數，因此未來若涉案事業提供

服務構成雙邊或多邊市場時，個案中市場界定的計算方法上亦有加以適

度調整之必要，以貼近競爭市場的實態。

（二）行業特許制所形成之參進障礙應納入考量

考量涉及數位匯流的產業，如電信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多採取

特許制或許可制，且受行業主管機關高強度的行政監理。此制度固然有

其行政目的上的考量（如頻譜資源有限性、公共財的最適分配、公共利

益之維護等），然而執照管制不啻為設置行業參進門檻，從競爭角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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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高度的參進障礙將造成市場上潛在競爭者無法迅速因應市場環境的

變化而進入，對於市場競爭具有負面影響。

然而，高度參進障礙亦代表市場範圍係較為明確，此一特色不僅於

產業別的「業務市場」中展現，即便於界定「反托拉斯市場」時亦同。

此從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意旨即可略見端倪：「事業之設立

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

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

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由上開規定可知，

法規範本身所樹立的參進障礙對於市場界定亦有影響，故於描繪市場外

廓時，此一因素亦應納入考量。

（三）新興科技對於市場界定的影響

新興科技所開創出的嶄新服務，有時具有侵蝕其他類型業務市場的

效果，如 IP 電話迄今已部分取代傳統銅絞線市內電話之需求，即為一例。

IP 電話係藉由網際網路作為載具而傳輸數位化語音封包，而固定電話的

載具則係藉由電信事業所拉設的銅絞線，兩者載具明顯迥異，但卻發生

競爭關係，而可能位於同一服務市場中。可知載具或涉案技術已不再是

區隔市場的要素，且新技術確實具有打破載具藩籬、進而影響市場範圍

的可能性。

由於數位匯流涉及的傳輸技術日新月異，而新興技術具備迅速侵蝕

原有市場的潛力，對於如此動態的相關市場予以界定，本質上具有相當

的困難度。其中尤以 IP 化的影響為最，包括 IP 電話、視訊電話、IPTV、

DAB 數位廣播等，皆係因為新技術提供內容數位化的可能性，從而得以

藉由網路向公眾提供服務，進而參入本屬於特許制的業務市場，與原先

既有的服務業者競爭。姑且不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相類似情形是否

應予管制，作為市場競爭監督者的競爭主管機關，本不受到行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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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決策所拘束，應自行判斷是否具有替代性，而納入所有相關連、具有

相互競爭關係的服務，從而判斷競爭法上的市場範圍。

此外，由於科技創新往往帶有迅速變動市場版塊的競爭效果，並且

使得相關服務的生命週期大幅縮短，因此為求正確評估市場的競爭實

態，主管機關於評估相關市場競爭時，若產業界內部已在推廣新世代的

傳輸技術汰換既有技術，則進行觀察的時間軸似宜適度拉長，並且觀察

範圍亦應延伸至新興技術，以利判斷相關市場是否已擴展；另一方面，

科技創新所引發的殺手級應用以及藉由智慧財產權所賦與的保護，可能

開闢嶄新的服務市場，並且於一定期間內（通常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期

間）使創新的服務提供者取得相關市場獨占力。此時該服務提供者由於

技術限制之故，個案中可能已具有市場獨占地位，具有可排除他人進入

市場與其競爭的能力，從而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系

爭場域亦應單獨視為一市場。

（四）數位匯流跨國界之趨勢

由於網路無國界的特性，數位匯流相關服務常見有跨國界提供服務

的現象，其中內容服務尤其明顯，此係因為數位化後的內容服務，較不

受到地理區域的限制所影響，得於任何有網路可供接取處提供服務之

故。然而，即便於基礎設施的層面上，亦存有跨國界的情形，如固定網

路業者嘗試進入鄰近國家市場投資興建基礎設施提供服務以擴大規模經

濟效益者即屬之。從而在市場界定時，須考量事業於不同國家間的服務

定價、服務品質與內容等，而判斷是否將不同的鄰接國家一併納入單一

地理市場中。

（五）搭售（tie-in）或整批出售（bundling）之市場界定

數位匯流的趨勢下，擁有載具使用權的事業主，除向消費者提供使

用載具的服務外，往往會另向消費者提供額外的加值服務，藉由多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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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方式以增加營收。如電信業者所喊出的「triple play」整合性服務（包

括數據、聲音及影像服務）、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同時透過同軸電纜提供終

端使用者上網服務者皆屬其例。然則，此類服務如何界定其市場範圍？

係不同服務之搭售（亦即界定為複數市場）、抑或係一整批出售服務之市

場（亦即僅存在單一市場）？此一問題實屬於市場界定的難題之一，而

有賴於運用「群組市場」的概念以解決之。

若嘗試進一步分析整合性服務，單就各別服務所具備的特性觀察

之，任一服務確實皆與其他服務不同，而具有獨立成為交易客體的本質；

然而，考量業者多採取一次性收費、以及服務間可能互相具有互補性無

從分離的情況，如何將捆綁出售的服務依其服務內容一一分離，而各別

進行市場界定？況且，如此分離後所為的市場界定，實則立基於悖於實

際交易情況的假設之上，是否能真切反應相關市場上的競爭實態？蓋於

互補性服務間，利用者的主觀上可能並非需求基礎服務，而係為加值服

務而不得不一併申請基礎服務，如消費者欲收視 IPTV，因而必須一併向

業者申請網路接取服務，則此時分離各項服務而各自進行市場界定，即

可能產生市場界定上的謬誤，蓋實際上對消費者具有吸引力者係為影像

服務，而非網路接取服務之故，故應競爭主管機關或得善用問卷調查等

行政調查手段，以明確化市場範圍。

第二節 跨業經營

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第一點之（二），「四Ｃ事業」的跨業經營主要型態，大致可以區分為「跨

業擁有」（cross-ownership）及「整合服務」（joint provision）兩類。具

體而言，前者屬於透過新設事業、結合等方式，擁有另一事業具有決策

上影響力的股權或資產，藉以跨入該事業所經營業務市場的事業跨業擴

充型態。至於後者，則除了上述規範說明所稱「事業透過既有的基礎網

路、服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本是屬於另一個市場範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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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擴充事業組織的既有資產活用型態之外，主要係透過契約、結盟等

方式，與另一事業合作、協力經營或相互供應彼此所需，藉以將該事業

所提供服務與本身原已提供的服務整合相互整合，或進而創造新的服務

種類，藉以跨入本身並未經營業務市場的跨業合作型態。上述兩類及事

業經由本身擴充服務項目，藉以跨入原未經營業務市場的其他跨業經營

型態，在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透過特許、許可或其他管制措施形成進入

市場障礙的電信及廣播電視產業領域中，由於競爭機制往往因政府管制

而有所扭曲或轉化，極易造成目的事業管理法及公平交易法執行上的各

種問題。

一、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型態及其特性

通訊傳播事業因其網路基磐建設或平台設施使用無線電頻率或路權，或

因其傳播內容涉及不特定多數人而與公共利益有關，歷來分別屬於電信法或

廣播電視相關立法所管制事業。由於事業取得經營電信或廣播電視相關業務

的特許或許可條件寬嚴不一，因此所產生的市場參進障礙隨之高低有別。另

一方面，各類電信業務及不同廣播電視事業種類在現行法令上的管制事項及

管制密度並不一致，事業因所經營業務種類歸屬不同，其所承擔的配合管制

（compliance）成本也就明顯有所差異。此外，新興通訊傳播服務由於所使

用傳輸技術及營運方式時有創新，未必皆能納入既有管制框架之中加以規

範，既可能擺脫傳統電信或廣播電視管制而大幅節省配合管制成本，也可能

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棋不定之際，承受管制規範未臻明確所導致的法律安

定性不足問題。

由於通訊傳播事業動輒因各類服務所適用的參進障礙與管制密度差異

而面臨不同經營條件，當事業發現其原未經營的另一項業務市場獲利可能性

較大，即使調整本身經營方針跨入該市場的誘因足夠，卻不免受限於特許、

許可程序延宕、建置網路基磐或平台設施緩不濟急，配合管制成本也往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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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預行估算。因此，除非管制規範明確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長期採取開放政

策，否則少有事業以新設分支事業或經由本身擴充服務項目跨入管制業務

所屬市場者，較常見的短期參進模式仍以跨業擁有或透過契約或結盟安

排提供整合服務為主。至於未納入管制或管制密度較低業務所屬市場，

事業較可能以新設分支事業或經由本身擴充服務項目的方式跨入，尤

其，已經領有管制密度較高業務執照的既有業者，更可能以此種方式延

伸業務範疇，進而將經營重點移轉至不須管制或低度管制業務，藉以減

輕配合管制所需支出的經營成本。

（一）跨業擁有型態之跨業經營

通訊傳播事業既有業者或新進業者跨業經營毋須許可或僅須一般許

可的業務項目，通常以內部成長或與其他具備相關專長的事業合資，讓

來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管制措施的影響程度減輕。例如：屬於第一

類電信事業的固網或行動通信事業跨業經營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的

xDSL，既有在事業內部設立分支部門者如中華電信公司，也有另行集資

或與其他事業合資設立新事業者如速博。由於第二類電信事業並未設置

連接至用戶的機線設備，因此與提供機線設備俾利其傳輸信號的第一類

電信事業之間有如上下游關係，上述事業內部成長或跨業擁有型態，也

就形成第一類電信事業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間的垂直整合。類似情形，

也出現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及其跨業經營 Cable Modem 業務上，而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普遍透過事業內部成長的分式，直接擴充經營業務項目或

在事業內部設立分支部門經營 Cable Modem 業務，並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取得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

至於通訊傳播事業既有業者或新進業者跨業經營須經特許的業務項

目，由於特許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或具備法定特殊條件始得申

請，籌設期間漫長且須投入建設網路基磐而耗費鉅額沉沒成本，倘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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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短期經營策略而係正式市場參進，通常皆以跨業擁有的型態進行。例

如：屬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的固網事業跨業經營 IPTV 業務，或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跨業經營屬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固網業務的市話（話務及數據通

訊）網路、（企業客戶）專線、電路出租等特許業務，則可以歸類為同一

層級的平台服務事業互跨經營型態。由於電信網路與有線電視系統網路

除了傳輸技術不同，迄今在特許條件等市場參進障礙上仍有顯著差異之

外，對於用戶而言，兩者所提供的語音及數據傳輸服務已經逐漸呈現出

功能相互替代的此消彼長關係；在影像傳輸方面，基於信號傳輸架構、

選台方式、操作介面等技術差異所導致的市場區隔雖然日益模糊，但是，

固網用戶透過 MOD 的電信平台收視，所能選擇的頻道仍與有線電視系

統明顯不同。因此，電信與有線電視系統兩大平台之間的跨業經營條件

日漸成熟，卻在特許及各種目的事業管制措施上各自面對不同情境，在

多頻道視訊傳輸服務方面的上下游產銷關係上，也受到有線電視系統與

頻道產業多年垂直整合關係所影響，兩大產業之間仍存在不少人為區隔。

在目的事業管制規範上，固網及行動通信等第一類電信事業屬於特

許產業228，有線電視系統也屬於特許產業229；兩者雖然皆須建設基礎網

路設施，但後者在營業區域內必須普及建設230，前者則可以透過網路互

連的方式接取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設施231。與跨業擁有直接相關

者，則是電信法第 15 條關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讓與全部或主要營業、彼此

相互投資或合併，僅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變更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及其他設立登記事項時，固須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232，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

得持股233，外國人直接持股限制亦較第一類電信事業為嚴格234。差別尤

228 參照：電信法第 12 條規定。
229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8 條規定。
230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0 條、第 34 條及第 58 條等規定。
231 參照：電信法第 16 條規定。
232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規定。
233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規定。
234 比較電信法第 12 條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規定，外國人間接持股限制大致相當，直接持股部分則有
線廣播電視法上限為 20%，且僅限於法人持股，電信法容許外國人直接持股達 49%，解釋上也不限於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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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大者，在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對於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

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不得超過：訂戶數合計全國總訂戶數 1/3、同一行

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 1/2、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 1/3，嚴格劃定多

系統經營者（MSO）及同一企業集團所控制系統數量及其訂戶規模。

由於有線廣播電視法上關於股權及負責人的管制規範明顯較為嚴

格，導致第一類電信事業跨業取得有線電視系統股權或多系統經營者跨

業與第一類電信事業結合時，難免因其主要股東已持有數家第一類電信

事業或有線電視系統股權，或甚至第一類電信事業少數投資者身分涉及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而須接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嚴密監督。另一方面，當參與結合的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多系統經

營者達到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規定門檻時，同時也啟動結合申報

及後續由公平會所主管的結合（異議）審查程序235。

（二）整合服務型態之跨業經營

在通訊傳播技術及市場變化快速的平台匯流發展趨勢中，通訊傳播

事業為了追求新的獲利機會或避免既有市場萎縮，嘗試推出新型態服務

或跨入其他管制業務所屬市場，面對新興服務尚未定型或營運模式

（business model）尚在發展階段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未必調整事業組織

或改變既有經營方針，通常也會尋求在同一產銷階段的同業共同行動，

藉以解決彼此共通的技術障礙、服務互通介面、配合管制及其他產銷問

題；另一方面，通訊傳播事業也常將本身所提供原屬不同管制業務的各

類服務相互整合，或與在其他管制業務所屬市場上較有經驗的既有業者

合作，整合彼此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推出套裝服務（bundle services）或

成批定價（bundle pricing），採取提供整合服務的短期經營策略，藉以降

東。
235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及第 1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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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擴張彼此所能接觸的客戶範圍，同時提高本身服務在效能及價

格上的競爭優勢。

上述通訊傳播事業整合服務相關策略，其中有關調整本身業務範圍

內的服務項目或價格者，通常涉及目的事業管理法上的會計分離236、營

業規章監督或資費管制問題237；至於同業或異業之間的各種合作安排，

則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上的聯合及其他垂直或多角化整合相關議題238。

除此之外，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或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也可能

利用整合服務策略，藉機延伸其在管制業務所屬市場上的市場力，掩護

其新興服務或規避目的事業管理法上的嚴格管制措施，在通訊傳播產業

內的競爭秩序維護上尤其值得注意。

二、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所涉法規執行問題

通訊傳播事業無論採取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的因應匯流策略，皆可能涉

及目的事業管理法及公平交易法上有關競爭秩序維護規範的執行問題。除此

之外，在通訊傳播目的事業管理法領域內，另涉及通訊傳播產業及相關服務

的使用環境健全發展、國民權利維護、消費者保護、多元文化提升、弱勢權

益保護及服務普及等立法目標如何落實相關議題239，由於並非本研究計畫主

旨所在，以下不擬納入說明。

（一）目的事業管理法上相關執法問題

目的事業管理法上對於通訊傳播相關產業競爭秩序影響最大者，首

推業務項目、範圍或經營地區、所使用技術規格、時程及家數等特許條

236 參照：電信法第 19 條規定。
237 參照：電信法第 21 條、第 27 條及第 28 條規定，以及，電信法第 26 條規定；並請對照：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 51 條、第 55 條及第 60 條等規定。
238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7條、第 14 條，第 19 條第 2款、第 19 條第 6款及第 24 條等規定。
239 參照：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 條及第 13 條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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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限制240。由於目的事業管理法就此僅作一般性規定，具體規範內容

及申請資格則廣泛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行政院決定，因此，在個別

業務特許申請公告對外發布之前外界不易得知，即使在公布之後也難以

確認其決策理由及是否顧及產業內競爭秩序維護問題。此外，第一類電

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等必須投入鉅額沉沒成本始能營運者，除了

籌設期間較長之外，執照效期也比其他通訊傳播事業明顯較長，極易發

生嗣後正式營運所面對的經營條件丕變，原本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政

策決定者所預設的特許條件、技術規格、家數或經營地區已與市場生態

格格不入的現實窘境。例如：固網之中的綜合網路業務以高額實收資本

額下限取代家數限制241，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細分為全國 50 個以

上，至今仍對於相關市場結構及其競爭秩序造成無法磨滅的深刻影響。

至於被譽為「通訊傳播產業內特殊競爭法」的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規

定，其規範內容堪稱相對具體而明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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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電信事業要求共置協商之請求。八、無正當

理由，對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給予差別待遇。九、其他濫用市場地位或

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不公平競爭行為。（第 1 項）前項所稱市場主導者，由

主管機關認定之。（第 2 項）」

240 參照：電信法第 12 條、廣播電視法第 8 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2 條，並請對照依電信法第 12 條所授
權制定的各項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管理規則。
241 參照：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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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則由於市場主導者授權主管機關認定，而後者基本上仍以

管制業務項目作為界定市場的相關服務範疇概念242，再則以事前不對稱

管制為其核心的「產業內競爭法」，轉而列舉 8 款針對特定濫用市場力行

為的事後禁止規定，再並列 1 款概括（事後）禁止規定，卻未能與真正

應發揮事前不對稱管制規範實效的網路互連243、號碼可攜及平等接取服

務244、資費管制等機制緊密扣合245，倘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通盤掌

握個別法條之間的微妙體系關聯，目的事業管理法執行實務上就難以發

揮健全產業競爭秩序的應有規範功能。

相較之下，廣播電視相關立法中，僅有線廣播電視法中特別針對產

業結構及系統經營者彼此相互競爭的規範架構定有明文；就此，該法 21

條關於多系統經營者及同一企業集團所控制系統數量及其訂戶規模的上

限規定，以及，該法第 42 條的 3 項關於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所供應

頻道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的垂直整合上限規定，即為適例。此外，有線

廣播電視法第 32 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之劃分及調整，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酌下列事項後公告之：一、

行政區域。二、自然地理環境。三、人文分布。四、經濟效益。」，以及，

同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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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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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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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為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保留在事業許可設立之後介入調節市場結構的法制空間。

242 參照：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
243 參照：電信法第 16 條規定。
244 參照：電信法第 20 條之 1規定。
245 參照：電信法第 2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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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述有線廣播電視法上的水平或垂直集中化限制規定，即使

在法條文字上頗有反壟斷色彩，無論其立法目的或執法工具皆與競爭法

上注重防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結合管制規範不同，既非以維護市

場自由競爭為主要規範理由，立法者所授予的管制權限也欠缺依據供需

彈性界定市場並實質認定限制競爭效果的判斷餘地，一旦超過法定上限

即屬違反公法上不作為義務的可罰對象246。倘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

確實掌握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規範意旨靈活執法，不但法條文字僵硬

的水平及垂直反壟斷規定難以發揮活化市場競爭功能，就連該法第 32 條

及第 33 條所授予的調整經營地區及重新受理申請權限，也未必能夠鬆動

有線電視產業內既成的高度集中化市場結構。

另一項目的事業管理法上涉及通訊傳播產業競爭秩序的重要議題，

則是法令規範內容未臻明確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立場反覆，導致部分

業者利用管制措施彼此矛盾的機會進行套利，間接損及其他配合管制業

者所應享有的公平競爭機會。此類問題，在目的事業管理法令密集修訂、

新業務項目及新型執照開放、依據過時法令所積久而成的形式化管制與

實際產業生態之間落差擴大、業者頻頻變換各種不同的跨業擁有或整合

服務型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與決策者或政策方針更迭頻繁之際尤其

容易發生。

（二）公平交易法上相關執法問題

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所涉及的公平交易法上相關執法問題相當廣

泛，本章自第一節以下各節皆可引以為參考對照，以下僅集中就結合管

制規範及濫用優勢地位兩類競爭政策議題中的特別之處加以說明。

1.結合管制規範

結合管制規範適用於通訊傳播產業時，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246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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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六點，除了一般據以判

斷「整體經濟之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相關審查重點之外，涉

及通訊傳播產業特性的主要議題，則在於結合是否「具有消費面的網路

外部性」。其實，通訊傳播事業一方面因其所經營者多為須經許可始得營

業的管制業務，其中尚有參進障礙極高、實際從事相關服務提供者短期

之內不易增加的特許業務，既有業者受到來自潛在競爭威脅的可能性遠

較一般產業為低。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或異類服務整合在通訊傳播匯流

的趨勢下更加頻繁且影響範圍更大，不乏消費者從不受管制或僅受低度

管制的業務所屬市場中獲得替代服務例證，網路電話（VoIP）最初不受

管制而後來勉強納入「特殊第二類電信事業」中加以規範，但其所提供

的低價語音服務卻成為替代傳統 PSTN 網路所提供國際話務服務的有力

對手，即為適例。此外，不少新興服務的技術應用型態及其營運模式尚

在摸索中，與既有技術及其營運模式之間的替代或競爭關係並不明朗，

即使獲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正式執照也未必立即脫離試運轉階段。

此類涉及替代技術或新興服務的通訊傳播事業參與結合案件，對於相關

管制業務所屬市場的集中度及限制競爭效果如何，應特別注意技術應用

及其營運模式成熟度而不宜比照一般產業通例推估。

至於實務上已經出現的公平交易法上結合管制規範適用於通訊傳播

事業所生問題焦點，最為各方注意者還是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

交易委員會之間的雙重管制問題。例如：自 2006 年以來陸續引發爭議的

「飛碟電台與中廣公司結合案」、「旺旺集團併購中時報系及其所屬中

視、中天公司案」、「大富媒體併購凱擘集團所屬有線電視系統案」、「旺

中集團併購（原）中嘉集團所屬有線電視系統案」等，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准駁與否、標準、考量因素、是否附加及附加何

種附款、附款與許可或不異議處分之間的正當合理關聯為何等247，在在

吸引各界高度關注。

247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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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尚有一項普遍困擾結合申報義務潛在適用對象的執法標準問

題，亦即：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規定 3 款申報門檻中，除了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相對較為明確之外，其餘 2 款皆涉及市場占有率因而

深受市場界定標準影響。由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

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採納學界通說強調競爭法事後（ex-post）介入

規範的特色強調個案分別認定，導致海內外投資人、擬併購既有通訊傳

播事業的結合申報義務潛在適用對象無法預見是否確實超越門檻規定；

尤其，實務上對於結合申報義務人所課予的表格填寫及資料提供義務範

圍甚廣，往往超出證券交易監理、投資審議所須提報一般資料，不免招

致工商業團體及律師事務所抱怨擾民。

2.濫用優勢地位

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

說明」第五點，在公平交易法適用上應該特別注意的通訊傳播產業內濫

用優勢地位問題，包括：「樞紐設施的濫用」、「不當的市場力延伸」、「掠

奪性訂價」、「不當的交叉補貼」、「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5 類。

上述 5 類通訊傳播事業濫用優勢地位問題，在上下游垂直整合密切

但其中個別產銷階段所涉管制密度不一的相關服務市場中，例如：屬於

第一類電信事業的固網業務與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的 xDSL 業務，上述

濫用優勢地位問題更可能互為因果，甚至彼此交織而呈現出「價格擠壓

（price squeeze）」的特殊現象。

由於通訊傳播產業受到來自目的事業管理法上密度不一的各類管

制，例如：資費管制、網路互連及接續費核定、公告瓶頸所在設施並強

制出租等不對稱管制措施，一方面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上相關禁止規定

的事業行為往往經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介

入之前尚須顧及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46 條等規定，以免干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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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體系內在一致性而減損法律安定性。另一方面，目的事業管理法上過

度偏重營業行為監督而忽略結構調整措施的傳統管制架構，倘若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未能確實掌握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規範意旨靈活執法，很

難避免通訊傳播產業結構持續惡化。近來各界呼籲在我國法制納入針對

市場主導者所擁有樞紐設施實施功能分離，即為適例。

反之，目的事業管理法立法時未納入管制的重要產銷環節，由於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苦無適當管制工具放任多年，也會發生管制業務項目反

受其影響而競爭秩序因此無從確立者。例如：頻道代理商與多系統經營

者之間的垂直整合，即為適例。

第三節 聯合行為

在各國的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下，未來通訊業者（不管是行動或有線通訊）

除了提供原本的語音及數據傳輸服務外，也可能在其所建構的「服務平台」

上，提供新型態的視訊服務（IPTV即為一例），而有線電視業者將來也可以

透過數據傳輸服務的提供，進而建構自己的「服務平台」，對消費者提供有

線的語音服務。因此在數位匯流之後，將會形成不同「服務平台」之間的競

爭，而各個「服務平台」同時提供多重服務（語音、視訊、數據傳輸），形

成各「服務平台」間的競爭，也使得數位匯流之後，原本各自獨立而由不同

廠商提供的服務，因為匯流的關係，而由同一家廠商來提供，使得原本各自

獨立的市場，整合成一個只剩下少數幾家廠商相互競爭的現象。

以目前台灣的數位匯流整合趨勢，未來這些「服務平台」將可能會是同

時具備「傳輸設備平台」（有線與無線的影音及數據傳輸設備）及「服務平

台」的「集團」（四幕一螢、三幕一螢等）；換句話說，台灣在數位匯流之

後，將可能形成只有少數幾個同時掌控「傳輸設備平台」的集團來提供「服

務平台」，以同時提供消費者通訊、影音、數據傳輸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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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學的討論，當廠商家數變少，便會提高廠商之間採用聯合行為

的可能性，進而形成所謂的「卡特爾」(Cartel)現象：同時且共同採取相同的

市場策略，進而剝奪消費者剩餘，傷害整體社會福利。在數位匯流之後，若

上述的跨媒體服務平台整合成功而形成的市場寡佔結構，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將會是聯合行為問題。舉例而言，數位匯流之後，未來數位內容業者（影音、

遊戲、應用軟體等）將可利用「服務平台」將其作品讓消費者知悉，進而行

銷給最終消費者；但是因為「服務平台」只有少數幾家，使得數位內容業者

所能夠選擇的上架平台將會相對有限，若「服務平台」間聯合起來對數位內

容業者進行聯買，而買進之後又聯合定價，對消費者收取聯合後的獨占性定

價，以求得聯合利潤之極大，傷害消費者剩餘與社會福利。

而在數位匯流之後各「服務平台」的可能出現的聯合行為，我們可以從

過去的通訊事業的經驗來推敲；過去在通訊傳播事業常見的聯合行為有：

一、 共同訂價行為：共同訂價是通訊傳播事業與其他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的

通訊事業一起商議決定商品或服務的對價，或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限制彼此的價格調整或優惠折扣額度的行為。這些行為的

非難性是直接限制了價格競爭，市場無法反映出真實的價格。

二、 共同抵制新競爭者之行為。不同通訊傳播事業間，有可能為排除或阻

礙新進業者參與競爭，進而採取共同降價、共同拒絕交易或共同拒絕

網路互連的方式，藉以達成封鎖市場、排擠新進競爭者的目的。這些

行為不僅對市場競爭產生明顯不利影響，而且會減少消費者選擇的多

樣性，降低了消費者的選擇自由與消費者剩餘，並寄一步侵害新進業

者進入市場的能性。

三、 共同研發、制定共同標準的行為。通訊傳播事業兩個終端設備之間若

要彼此溝通、傳遞資訊就必須有相同或相容的規格或標準。這些規格

技術標準的統一，雖然是聯合行為，但多屬於合法「標準制定的聯合

行為」，再者這種聯合行為也可以降低通訊事業的成本風險，提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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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水準與經濟效率。

四、 協議交換資訊的行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的通訊傳播事業相互揭露交

換有關訂價、折扣、成本、研發、客戶資料等競爭敏感的重要資訊時，

由於這些資訊相互揭露會提供有競爭關係事業間意思連絡的管道，促

成反競爭的聯合行為。

上述討論雖僅限於電信事業而已，但都很有可能於數位匯流完成後發

生，例如，在共同定價方面，「服務平台」對下消費者提供服務的網際網路

連線服務價格（xDSL的服務與cable modem之間的價格制定與變動）及行動

通訊傳播業者間的通訊服務價格之制定與變動等，以及「服務平台」對上游

數位內容產業的聯買聯賣問題等；在共同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部份，過去在

電信業的發展上出現過獨占利濫用的情形來抵制新進業者的參進，但在數位

匯流之後，過去的既存廠商獨占市場的情形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數個在

市場上形成寡佔的既存「服務平台」，因此，共同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也是

非常可能出現的情形；而在協議交換資訊的行為也可能因為寡佔的市場結構

而出現；當這些情形發生時，將可能對市場競爭與整體社會利益有所傷害，

是需要多加關心之處；倒是共同研發、制定共同標準的行為及網路互連協議

或漫遊協議等，在網路效果之下，對於社會所代來的利益，可能大於不利益。

綜上所述，本節將分別針對價格同方向變動、匯流「服務平台」間對於數位

內容產業的集體聯買或對下游消費者的聯賣、及共同抵制新競爭者進入市場

等部份進行討論。

一、價格同方向變動：行動通訊業者間的通訊服務價格

如前所述，由於數位匯流之後，台灣可能出現通訊服務集團化的情形（雖

然目前電信業以電信三雄為主的寡佔情形），為了進一步維持彼此之間的利

益，有可能發生主要集團進行價格同方向變動的情形，宛若台灣目前的油品

市場，以避免彼此削價競爭而造成彼此力入的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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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推論，在目前電信業者進行無限通訊市場區隔策略成功之後，便

更有可能採取這樣的策略，以避免相互競爭而傷害彼此利益；舉例來說，若

台灣電信三雄中，有一家以深度使用無線通訊市場為主要服務對象，一家以

中度使用者為主要服務對象，最後一家以輕度使用者為期主要服務之客層，

若此為真，彼此的目標市場並不相互衝突，為維持集體利潤極大化，進而共

同維持價格同方向變動，以避免侵犯與傷害彼此的目標市場，則公平會應該

介入調查。

二、匯流「服務平台」的集體聯買聯賣問題

根據第二、三章的討論，我們知道，台灣有線電視產業出現集團化現象，

MOS與上游頻道代理商之間進行垂直整合，已使得有線電視市場集團化現象

更趨明顯；另外，台灣的電信產業也具有類似的市場結構。當這些集團透過

相互整併或逕自發展成「服務平台」後，將使得台灣未來於數位匯流後的「服

務平台」出現類似寡佔的市場結構。這樣的市場結構，對於未來數位內容產

業（戲劇影音、線上遊戲、電子書籍雜誌、電子商城等）的上線，有可能帶

來負面的影響。

舉例來說，由於集團化現象，使得有線電視集團間的合作更加容易進

行，若其共同形成採購上的同盟，將會形成經濟學上的獨買現象，壓低價格，

損害數位內容生產者的營收與利潤；而類似的情形，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數位

內容產業中，包括應用軟體、影音製作，以及歐美正在積極發展的策展創業

等。248

相同的情形，有可能出現在對消費者的部份，因為有線電視集團化，雖

然對於影音部份有國家通訊與傳播委員會的價格管制，但以目前NCC的規

248 策展(curation)創業，乃是近年來因為數位傳播科技的發展而衍生出來的新型態創業活動；策展人
(curator)透過將網際網路上所提供的各項影音資料，在合理使用(fair use)與創新共享(creative commons)
的原則下，透過自身的創意，將其進行整合、編輯、混製後，重新在數位傳播平台上傳輸，並與策展後之
影音資料上相關之商品，進行市場連結與商業活動，達成自身的創業活動。詳見 Rosenbaum(2011)出版之
“Curation Nation”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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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未來將朝向基本頻道與付費頻道分開的方向執行；若依照前述推論，垂

直整合且集團化之後的有線電視業者，將可能在各自的地理市場中，聯合起

來對各自下游的消費者提供相同的頻道價格，而因為他們都是區域獨占，所

提供的價格可能便是獨占價格，降低消費者剩餘，極大化各集團的利潤。

三、共同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

如前所述，過去在電信業的發展上出現過獨占利濫用的情形來抵制新進

業者的參進，但在數位匯流之後，過去的既存廠商獨占市場的情形已不復

見，取而代之的是數個在市場上形成寡佔的既存「服務平台」，因此，共同

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者，已經從過去的獨占既存廠商轉變為寡佔的既存廠

商，因此此部份的聯合行為應要特別注意。

另外，我們從第五章各國在視訊部份的發展來看，不論是數位內容業者

進一步直接提供「服務平台」來服務最終消費者，或是過去提供影音、數據

等傳輸設備有線電視或電信業者也進一步構思提供「服務平台」的模式，都

是在服務平台上爭取最終消費者的青睞。但是台灣的數位內容業者若要像國

外的數位內容業者提供「服務平台」（如美國各家影音製作公司共同成立的

Hulu、英國的BBC的iPlayer、日本的NHK on demand）而進入市場，所面對

的，便是這些同時具備傳輸設備（有線電視、電信、數據傳輸）所形成的既

存廠商。若是這些具備傳輸設備而提供服務平台的既存廠商共同聯合起來，

不讓由數位內容產業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平台使用其傳輸設備，則將阻礙新進

者的參進，降低市場的競爭程度與消費者選擇的多樣性。

綜上所述，數位匯流之後，在未來數位匯流之後，「服務平台」若為垂

直整合後的有線電視及通訊集團所掌握，將可能在上游的數位內容購入部份

形成獨買，也有可能在下游的消費端進行獨賣，兩手策略之下大幅提高其獨

占利潤；此外，過去未在已經成熟的視訊與通訊市場上已經有相當程度市場

地位的新進「服務平台」業者，則有可能面臨既存廠商的聯合行為來阻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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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市場；這些行為都會傷害數位內容製造者與消費者的利益，對整體社會

的經濟福利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四節 不當競爭策略

另外，在數位匯流之後，前述的「服務平台」之爭若要出現，則基本前

提為各家所提供的「服務平台」都能在條件相同或差異不大的「傳輸設備」

上進行服務的提供，也就是讓各家「服務平台」將其所提供的服務深入到消

費者時，所使用的數據傳輸設備是否與其他競爭平台站在相同的水準。但

是，前一節中我們也有提到，若是不具有「數據傳輸平台」在新的「服務平

台」提供者進入市場，則很有能會面臨已經提供「數據傳輸平台」的既存廠

商所提供的「服務平台」之競爭，則已經提供「數據傳輸平台」的既存「服

務平台」可能透過各種方式來阻礙新進者之進入，這些行為除了前一節所言

的聯合行為外，也有可能個別既存「服務平台」採取各種不當競爭策略來影

響新「服務平台」之進入。

此外，有線電視產業在數位影音內容服務上有其既存優勢，而電信產業

則是在通訊與數據傳輸服務上有其既存優勢，這些擁有過去獨立產業時所具

備的服務優勢，是否會延伸到另一個新提供的產業上，或是利用這些優勢來

攻擊對手進入的市場，也是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

以下將針對樞紐設施的濫用（abuse with an essential facility）、不當

的市場力延伸（ leverage of market power）、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不當的交叉補貼（unduly cross-subsidy）、提高競爭者之經營

成本（raise rivals' costs）等五項進行討論。

一、樞紐設施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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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五條，其所指的樞紐

設施將有四種情形：該設施係由獨占事業所控制、競爭者無法於短期內

以經濟合理的方式複製該設施、競爭者倘無法使用該設施即無法與設施

之控制者競爭、及設施之控制者有能力提供該設施給競爭者等四種情

況。由於競爭者倘無法使用樞紐設施，即無法與控制該樞紐設施者競爭，

因此控制樞紐設施之事業。

而根據前述的分析可知，未來數位匯流之後，擁有「數據傳輸平台」

的業者將可能成為「四C規範說明」中所指的掌握樞紐設施之廠商；而其

拒絕提供樞紐設備的可能有兩種狀況，第一種是對其他新進而欲提供「數

據傳輸」服務的新進廠商，另一種是針對其他有意願提供「服務平台」

但是不具有這些樞紐設施的廠商。就前者而言，比較像過去語音或數據

網路互聯的情形，較易形成拒絕交易或提供不合理接續費等問題；至於

後者，則是當此一擁有「數據傳輸平台」之業者本身自己也提供「服務

平台」給最終消費者，則其拒絕提供這些設施將會形成獨占利延伸的問

題。前者我們將在下一段說明，後者則留待下一節說明。

若數位匯流之後，掌握樞紐設施之「數據傳輸平台」業者若拒絕提供

其他提供相同服務之業者的互連或提供不合理的接續費時，可取得阻礙

或排除競爭者之能力，阻礙其他事業參與競爭。此等反競爭之行為，不

但影響「數據傳輸平台」之競爭程度，也減少其他「服務平台」提供者

之參進機會，同時降低此一平台市場的競爭機會，對於市場競爭之傷害

甚大。

二、不當的市場力量延伸

所謂的市場力量延伸，是指搭售產品市場之獨占者，可以藉其市場力量

強迫消費者同時購買其所生產的被搭售產品。如此一來，被搭售產品之其他

製造者將無法銷售被搭售產品給顧客，而獨占者可因此將其獨占力擴張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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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產品市場。意即，利用搭售為支點，以槓桿原理﹙leverage theory﹚將其

搭售產品市場上的獨占力量延伸至被搭售產品市場。

未來數位匯流之後，具有市場力量的廠商是否為獨占則已經不再有明確

的關聯；根據本研究之前的討論發現，數位匯流之後的競爭，在台灣很可能

出現者為「服務平台」之競爭，這些「服務平台」之提供廠商，有的過去在

通訊市場具有市場力量，有的則是在有線電視市場上因集團化而取得市場力

量；因此從「服務平台」的角度來看，數位匯流之後很有可能出現的市場結

構為寡佔結構。在此情形下，隨市場結構的演變應于以適當地調整，因為根

據本研究的推論，未來台灣在數位匯流「服務平台」上的競爭，很有可能出

現非獨占（寡佔）但是卻具有市場力量的廠商。249

其次，過去由電信業所主導的服務，有可能因為其過往所建構的優勢市

場地位，而延伸到數據傳輸及語音服務上。同樣的，過去在影音服務市場已

經有相對優勢的有線電視產業知廠商，也可能在其集團化後，將其過去在影

音娛樂服務市場的市場力量，延伸到數據服務或是通訊服務上，進而延伸其

在市場上的地位。

市場力量延伸是作為搭售的主要經濟理由；搭售是市場上常見的銷售手

法，一方面可以排除被搭售產品市場上的競爭，並且提高進入障礙，進一步

在另一個市場中取得市場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卻有可能促進市場競爭效

果，因為被搭售市場有可能因為廠商的價格而促成此被搭售市場的價格競

爭；但是這樣的競爭可能只有維持一段時間，等到在搭售產品市場具市場力

量的廠商也取得被搭售市場的市場力量時，則對於消費者可能帶來更大的剝

削與傷害，也讓市場的競爭性大幅下降。

而就未來數位匯流市場而言，由於其競爭屬於「服務平台」的競爭，則

由電信業所提供的獨占力延伸，將會是從電信或是數據傳輸市場上的獨占

力，延伸到娛樂影音服務上的競爭力，增加其在服務平台上的競爭力；反之，

249 過去獨占力與市場力量常被聯想在一起（Carlton and Perloff,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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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集團會從過去所擅長的娛樂影音服務服務，搭售其較弱的電信服務

市場中，延伸其獨占力到語音及數據傳輸部份。另外，對於從數位內容產業

發跡而想要進入「服務平台」的新進廠商而言，有可能因為這些同時具有「數

據傳輸平台」搭售其「服務平台」而將市場力量延伸到「服務平台」市場，

造成新進廠商進入市場的障礙，妨礙市場之競爭。

三、掠奪性訂價

根據「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的定義，掠奪性定價係

指獨占事業犧牲短期利潤，訂定低於成本之價格，迫使其競爭者退出市

場，或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藉以維持市場占有率，並在長期下獲

取超額利潤之行為。而此一規範說明中亦明定掠奪性訂價必須符合以下

三個要件：

1. 事業對產品或服務之訂價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或「平均增支成本」

(當聯合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很高時 ，宜以後者為準據)。

2. 事業意圖藉由訂價行為阻礙或排除競爭者。

3. 事業有能力在阻礙或排除競爭者後，回收所生虧損並將價格調升至獨

占水準。

在數位匯流之下，「服務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將同時涵蓋影音、

通訊與數據傳輸等服務，廠商的定價策略將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組合，因

此將使得掠奪性定價的認定更為不易。這是因為數位匯流後各項服務乃

是透過同一套「傳輸平台」來進行，因此要計算個別服務的「獨立服務

成本」將顯得困難，因此使得既存廠商可以透過各種定價策略來與對手

競爭或威嚇新進者的措施將更為可行；若真如此，則將對市場競爭造成

不利的影響。

四、不當的交叉補貼

根據「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的定義，交叉補貼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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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多項服務之事業，將其中特定服務項目的成本，歸屬或轉嫁到其他

的服務項目，藉由其他服務項目的盈餘，補貼該項特定服務的情形。事

業如有以下情形，則可能會被認定存有交叉補貼：

1. 事業所提供的服務項目長期出現盈虧不平衡的情形。

2. 事業內部各部門間以不合理價格或報酬進行內部交易。

而在數位匯流後，因為數位匯流後各項服務乃是透過同一套「傳輸

平台」來進行，因此要計算個別服務的「獨立服務成本」將顯得困難，

因此廠商在其所提供的各項服務間進行交叉補貼將更為可行，一方面對

於市場上競爭對手造成傷害，另一方面對於潛在競爭者造成威脅，進而

對市場競爭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五、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

如上所言，由於有線電視集團要跨足數據傳輸與語音服務時，可能會需

要與在過去提供數據傳輸與語音服務的電信業者進行連網，其中便會牽涉到

接續費的問題。如前所述，我們知道中華電信的網際網路接續費相當不合

理，除了對其他ISP業者已經造成了成本墊高的情形，若此一情形未得到進

一步的改善，則未來有可能會對其他進入匯流市場中提供網際網路連線服務

的有線電視業者形成同樣的反競爭效果。

此外，未來電信與通訊數位匯流之後，將造成民眾收視習慣的改變，「隨

選視訊」的需求將會更為強烈，而所依賴的就是在頻寬上面的傳輸速度夠

快，才能夠提供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服務。但是若其他欲提供線上娛樂影音服

務的有線電視或ISP業者在與中華電信的接續費上，因為中華電信的價格過

高，而使其提供連網服務給最終消費者的成本高於中華電信的價格，將形成

不利競爭的情形。

另外，若中華電信欲提供娛樂影音服務給消費者，但是其內容卻必須要

向已經垂直整合成功的有線電視集團取得時，則也有可能面臨類似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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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集團可以透過設定高價的方式提供影音內容給中華電信，讓其服務

之成本過高而無法與有線電視集團競爭。

綜上所述，數位匯流之後，雙方都有能在本身較具優勢、且較具獨占力

的市場，以較高的價格提供給要進入的一方。巧合的是，彼此所具優勢而能

提供給對方的服務，都是相互互補的服務；雖然最好的策略是彼此都不要向

對方採取高價的方式，彼此相互得利，而在最終的消費者市場進行競爭；但

是根據經濟學的預測，廠商之間有能會進入「囚犯困境」的賽決結果，最終

受傷害的，將不但是廠商彼此，更影響到廣大的消費者權益。

六、其他不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在數位匯流之後，因廠商將同時提供各項服務（影音、通訊、數據

傳輸），各項服務之計價方式型態複雜，實際交易價格不易明確揭露。

這樣的情形，在數位匯流後，業者提出電信、有線電視、上網服務等組

合套餐或特價優惠時，恐將進一步惡化。以電信資費為例，依項目（市

內電話、長途電話、國際電話、行動電話）、國家及使用時間之長短計

算，再加上以各種名目收取之「基本費」、「月租費」、「設定費」與

「保證金」，使消費者難以理解或查核資費內涵，若再加上電視收訊與

數據傳輸服務等配套，則將使得此一情形更加嚴重，對消費者產生更大

的混淆；若業者有心從中進行各項傷害消費者之行為，在消費者不知情

的情形下遭到剝削。

其外，數位匯流之後，廠商經營行為也有可能仿冒、不實廣告、比

較廣告、商業譭謗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發生，

也都是常見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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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探討與建議

第一節 市場界定

競爭法上的相關市場，係指事業提供服務並相互從事競爭的場域，一般

係包含服務市場與地理市場的面向。如何界定此一範圍，則須依靠經濟學上

各項計量工具進行分析，於計算相關服務的替代性後，以該替代性為主、其

他要素為輔，而決定該服務市場的大致輪廓，併以觀察事業所能提供服務的

地理區域，進以確認地理市場之外延。相關市場如何畫定，固然會影響事業

於相關市場上市占率的高低，然而市場界定本身非為計算市占率、市場集中

度等數據而生，其目的係為區分實際上互為競爭中的服務與其他並未發生競

爭的服務，並且進一步衡量系爭事業減損或排除競爭的能力，以求正確評估

相關市場中的競爭情況。市場界定本身既非競爭法所欲追求的目的，而僅係

探究事業市場力量強弱之工具，故對於市場範圍的測試方法，如假設性獨占

者測試、臨界損失分析法等，不應逕認此類測試係為恆屬可靠的工具250，個

案中仍應輔以其他要素綜合判斷，以確認相關市場界限。進一步言，若於個

案中市場上是否存在獨占力，得直接由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逕為判斷者，此

時主管機關即得省略市場界定的步驟，而依其他參數資料逕為判斷系爭事業

於市場上係掌握優勢市場力量甚或獨占力，而依其行為態樣適用競爭法相關

規範。

此外，由於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如電信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由於其

產業特性，包括特許經營制、規模經濟、網路效應、樞紐設施的存在、資源

稀少性（如管溝、電桿等瓶頸設施，以及頻譜、頻道等稀少性公共財）等因

素使然，業務市場上的參進障礙遠較其他服務產業高出甚多。因此於個案中

就特定行為判斷是否反競爭時，上述因素皆應於市場界定或是於嗣後市場競

爭效果分析中一併加以考量，以求適切反應相關市場的競爭狀態。

250 概念上此類測試係為測定市場範圍以計算市占率以及市場集中度，藉以反應市場上事業所具有的市場力
以及其行為對於競爭的限制。則於特定情形下，若市場上事業因為某種因素而彼此間不為競爭，則此時對
之施以上述測試，其結果即可能產生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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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匯流市場的全面相－從電信市場的變革談起

數位匯流乃根源於電信產業的大幅度技術變革。網際網路在二十年間襲

捲全世界，其傳輸頻寬亦提升至足以同時承載各類電信與傳播服務，從而數

位匯流事業得在數位化的基礎上，就其提供的內容服務或應用服務共用新一

代高速網路傳輸，以提供語音、影像、數據的整合性服務。鑑於數位匯流既

係由電信產業的劇烈變動所致，則邇來對於電信事業相關市場界定理念的轉

變實可供借鑑，以作為競爭主管機關於判斷數位匯流相關市場範圍時思考的

參酌依據。

近十數年來，國外電信事業主管機關於面對電信產業的蓬勃發展時，面

對電信事業運用新技術而拓展的電信服務，為因應電信自由化的風潮及管制

解禁的趨勢，就電信產業事前管制的範圍與強度多予鬆綁，轉而對於事業行

為是否具有限制競爭的色彩於事後加以審查，並對於導致市場失靈的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委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單獨或由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電信

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分工監督。此種由事前管制逐步邁向事後管制的監理作

法，其理念係導入競爭機制，亦即市場具有自我矯正的機制，不論係競爭法

主管機關抑或電信事業主管機關，應限於市場失靈時方得予以介入矯正。

管制思維轉變的適例，如歐盟對於需求事前監理的業務市場，由2003年

「相關產品及服務市場建議（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中，透過「市場上是否存在高度且非暫時性的參進障礙」、

「參進障礙是否因市場結構而造成、於相當時間範圍內市場是否朝向有效競

爭邁進」、「就所涉市場矯正措施，採取事前管制是否較競爭法事後管制更

具效率」三大判準，界定出18個須由事業主管機關事前管制的零售與批發市

場251，而後於2007年更大幅度縮減應進行事前管制之市場範圍252，僅對7個

251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1 February 2003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2003/311/EC).
252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7 December 2007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2007/879/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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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或零售市場賦予電信事業主管機關進行事前管制的權限，包括：固定公

共電話網路之接取市場（以上為零售市場）、固定公共電話網路之發訊、固

定個人公共電話網路收訊、批發實體網路設施細分化接取(分享式及全部細分

化接取) 、批發寬頻接取、批發終端專用線、個別行動網路之語音收訊（以

上為批發市場）。從需求事前管制介入的市場數量銳減，可知在導入競爭思

維後，除非確認市場上存有優勢市場力量的事業，為免其濫用優勢地位而有

於事前管制的必要外，否則應一律回歸競爭法，由競爭主管機關於事後就個

案加以判斷即足。

從歐盟所界定需求事前管制的市場，可知其並非依照支撐市場的通訊技

術、接取網路而為分類，而係取法自競爭的理念，打破舊法下針對不同產業

不同處理的垂直規制方式，從服務的層級化觀點加以區隔。事實上，歐盟於

2002年所提出的通訊法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中253，即明白指出

未來的電信監理應捨棄舊有電信管制的垂直管制思維，而改採層級化的水平

管制，其將相關概念區分為「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ECN)」與「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ECS)」。所謂「電

子通訊網路」係指，不問傳輸資訊內容的種類，凡利用有線、無線、光學或

其他電磁方式傳輸訊號的系統，包含衛星網路、固定網路、行動網路、電力

有線系統等交換機或路由設備或其他設備，或為傳輸訊號之廣播電視專用網

路、有線電視網路皆屬之，亦即，電子通訊網路泛指不拘傳輸資訊內容之種

類，凡可用於傳輸訊號內容之實體網路者皆屬之。「電子通訊服務」則係指

在電子通訊網路上全部或大部份以訊號傳輸方式提供的服務，包含電信服務

和廣電網路的傳輸服務。上述定義係為「載具－內容」層級化水平管制政策

的體現，而此種管制理念不應僅於蘊涵競爭理念的電信行政管制下有其適

用，在以促進市場競爭為本位的競爭法制下，順應數位匯流的大勢所趨，因

應此種水平管制理念而為相關市場界定，尤有其必要性。

電信事業為因應不同層級的競爭，亦須逐步升級其服務內容，以取得市

253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2002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2002/21/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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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優勢。惟於同一產業中，新科技固然可替代舊科技，然不同產業中使

用不同技術所實現的服務，彼此間是否具備可替代性，則不可一概而論，應

使用競爭法提供的測定市場範圍工具加以檢驗，以確認不同技術所提供的服

務間則是否具有可替代性。觀察市場上不同類型的電信語音服務，無庸置疑

地已產生相互替代的現象，如 PHS 行動通信服務、2G 行動通信服務的使用

者，已為 3G 行動通信服務所蠶食鯨吞，導致前二者的總營業額日漸萎縮；

另一方面，即便在產業界定位上屬於不同類型的電信技術，透過新興科技發

展而接軌，亦可見到相互傾軋的競爭狀態，如電信事業固定有線語音通話的

營運業績，多已呈現疲軟走勢，而為行動通訊語音服務或網路通信服務所侵

蝕，此係因為消費者對於語音通話服務的需求，本得藉由固定網路傳遞數位

語音封包或是行動通訊服務而滿足，以往僅能利用有線電話滿足的需求，因

技術革新之故，不同產業運用不同技術亦能提供替代性服務。尤有甚者，在

不遠的將來，透過新興技術－如 FMC（Fixed Mobile Convegence）服務之堀

起－將固定網路與行動網路合而為一的情形，對於欲振乏力的傳統有線語音

通話服務，勢必雪上加霜。雖各類服務實則藉由不同傳遞技術（有線類比、

有線數位、無線數位）傳輸語音訊號，溯其根源，其實皆以滿足消費者對於

語音通訊的需求為目的，因此當利用者於特定環境下選擇其一滿足該次需求

後，即無庸再選擇其他方式。此觀網際網路的發展亦為適例，從早期的數據

機 56Kbps 撥號上網、演變至 ADSL 迄於及現今主流的 FTTx 光纖網路，仍

舊無法滿足需求行動通信服務的使用者，而有 WiMAX、LTE 等結合語音與

數據服務的 4G 無線通訊技術興起，足見無線網路通信的需求日益熾烈，且

新興技術在滿足消費者特定需求時，亦侵蝕傳統固網市場。由上述事例可

知，技術發展與市場供需間並無法畫上等號，固然技術的特性可作為市場界

定時的參酌因素，然而單從各種技術本身無從判斷供給與需求的場域何在，

故競爭法所關注的市場實應與產業別的業務市場脫勾，而專注於運用各種工

具，以測定市場供需場域之所在。

觀察美國、歐盟或日本等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對於涉及電信市

場的市場範圍界定，亦非採取業務市場的便宜界定方式，而是於個案中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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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情形分析系爭服務與他項服務是否具備可替代性，若無具替代性的他項服

務而得獨立為一市場時其理由為何後，以畫定相關市場的範圍。如日本最高

法院就 FTTH光纖到府服務即曾有判決認定從接取服務所能提供的速度以及

簽約使用者數目而言，ADSL 服務與 FTTH 服務並非競爭關係，而將 FTTH

服務畫為一獨立的相關市場254。我國競爭主管機關亦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中表達與前述見解類似的觀點，認為從功能性、服

務價格、計價方式等因素，ADSL 與 Cable Modem 服務係處於同一市場。

則若將視角自電信事業擴及於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全體時，前開論理亦應

有其適用。於涉及有線電視、網際網路、電信事業等因為科技發展而生數位

匯流現象的產業時，傳統倚重產業類別所為的市場界定方式，固然於評估各

產業界內部競爭時仍有其適用餘地（畢竟產業內部仍可能存在不公平競爭與

限制競爭等諸般情形），然於事涉數位匯流相關服務時，憑藉傳統市場界定

即無從一窺數位匯流相關市場的全貌。亦即，由於科技發展致使跨「業」經

營已屬可能，則產業類別下各自的「業務市場」，可能迥異於競爭法上所重

視的「反托拉斯市場（antitrust market）」。前者的意義在於提供產業主管機關

依循照產業法規之特殊目的於事前或事後從事行為管制的場域；而競爭法上

所重視的「反托拉斯市場」，則係由競爭主管機關判斷事業競爭手段對於該

市場整體競爭秩序的影響，原則上係採取事後介入以矯正市場失靈，例外則

於判斷事業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時，方於合併前加以評

估。從而，二者規範目的既非雷同，則所界定的市場範圍不一致亦屬正常；

且原先產業類別，究係屬於二元管制下的載具服務（如固網業者批發接取服

務）抑或內容服務（如有線電視頻道商），仍應就實際情況加以判斷。故競

爭主管機關於個案中判斷所欲管制事業所處市場時，產業主管機關的統計數

據固得作為參考資料，惟於衡量競爭法上有意義的服務市場時，無須自限於

各類產業內部而為界定，而得擴張及於外部其他產業，就性質上雖屬於不同

產業、但從消費者（需求者）觀點係具有替代性的各類服務，皆應畫入相關

市場，並依其市場力之高低異其管制。

254 最二小判平成 22 年 12 月 17 日（平成 21（行ヒ）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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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數位匯流帶來的數位化，相關產業的市場界限因新興科技的竄起

而逐漸消弭，而形塑出「基礎載具－網路服務－應用服務－內容服務」的嶄

新競爭平台255。從產業間市場版塊消長的過程中，吾人可進一步觀察到，以

往特定服務侷限於由特定產業提供的產業風貌已然不再，透過高速網際網路

與行動通信設備的普及，在應用服務與內容服務的競爭平台上，架構於不同

產業的基礎設施上之內容服務與應用服務，已趨向一致化與同質化，故從需

求者的觀點，可能認為不同產業所提供的載具或內容服務係具有競爭關係，

而屬於同一市場。舉例言之，如固網業者提供 IPTV 與有線電視經營業者提

供有線電視頻道內容互為競爭、固網業者提供 IP 電話服務與傳統固定電話

業者競爭、以及有線電視經營者透過同軸電纜提供上網服務與固網業者提供

的上網服務互為競爭，皆屬於可能處於同一相關市場的適例。

圖7-1 層級化市場管制模式之示意圖

進一步分析，從次世代網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 NGN）的技術與

網路匯流的觀點256，傳統電信網路（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無

線網路（Wireless Network）與網際網路（Internet）的固有區別亦已不若以往

重要，透過網路骨幹的端點連結，各類使用不同技術所搭建的網路得以相互

連接進而整合，達成技術匯流後，藉由各類服務訊號數位化的轉換，透過網

路而提供的各類應用及內容服務亦隨之匯流，達成不同網路上可實現相同性

255 大致上仍符合前述「載具／內容」層級化的水平區隔。
256 關於數位匯流下由技術匯流到規範整合的流程，請參見 Stages of Convergence,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COM (97) 623.

應用服務

網路服務

基礎設施載具

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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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服務的狀態，亦即資訊層面上的匯流。

由上述說明可知，在內容服務市場此一層級的競爭面向上，實際上隱藏

於各類內容服務背後的基礎設施並非競爭所關注的焦點257。從競爭法的角

度，市場上供需的客體既為服務，則不論其間的網路接取技術為何，係光纖

網路抑或 4G 無線網路皆無妨，只要得透過各類網路而享受服務以滿足使用

者需求，原則上並無礙於將所有服務納入競爭法上的同一市場。

至於基礎設施的層面上，由於基礎設施本質上、技術上的固有差異，以

及相關產業的高度參進障礙，在投入資源興建基礎設施的設備競爭面向上，

事業相互競爭係發生於業界內部，同時亦受到國家經濟政策、瓶頸設施的稀

少性等因素的外在限制。實則，自設備競爭的角度，促進基礎設施層面競爭

的目的，係為敦促事業興建基礎設施以直接活化產業內部競爭，進而達成間

接提升外部服務市場平臺競爭質量的產業政策。此外，由於基礎設施係為事

業提供應用或內容服務的前提，因此當基礎設施的普及率愈高，可推導出建

構於該類基礎設施上的內容或應用服務對於消費者的能見度與經濟價值愈

高，將使得該類服務在服務市場上取得較其他類別服務更為優勢的競爭地

位。由上可知，基礎設施的普及率亦得作為內容或應用服務面向上，判斷市

場競爭狀態的輔助因素之一。

二、相關市場界定之起點

由於使用相關服務的利用者，其使用動機與使用目的不盡相同，因此若

僅以單一個體為起點而施以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可能會造成因人而異的市場

範圍界定。從而，於分析消費者對於數位匯流相關服務的需求時，似宜以具

有相同使用目的及相似特徵的使用者群體為出發點，較具代表性。惟就如何

選定此使用者群體，則無一定判準，應就個案中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行為態

樣，配合現實情況下可供分析的相關數據資料加以取決。一般而言，主管機

關或得就下列事項進行篩選判斷，但並不侷限於此些因素，仍應依個案實際

257 與數位匯流關係密切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服務亦存有類似觀點，消費者毋須探究「雲」係
由何等網路架構與伺服器所組成，值得重視者乃為自雲端向消費者提供的運算服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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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自為裁量：

1.數位匯流相關服務使用者係為自然人或法人：一般情況下，自然人與法人

對於服務的使用目的與使用型態皆有所歧異。如上網服務中，即有區分提

供企業申請的寬頻上網服務，以及一般使用者取向的寬頻上網服務，兩者

於技術（封包優先權、IP 數量等）、速度與訂價上皆有所差異。

2.使用目的上差異：譬如網路接取服務中，因收視數位化電視而需求高速下

載頻寬者、一般上網瀏覽而無須高速上載頻寬者、架設伺服器而需求高速

上載頻寬以及固定 IP 者、需求固定 IP 及穩定上下載頻寬的 IP 電話使用

者……等，因使用目的差異，使得個案中所涉及的接取服務類型亦有分別。

3.居住地區與環境：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具有強烈的地域性，通常區域內僅存

有一至二家業者可供收視戶選擇；而利用光纖網路接取網路而享受各類內

容服務者，亦受到其居住地區內相關傳輸基礎設施是否齊備的地理限制。

此外，諸如集合式住宅或獨立建物，所得利用的網路接取服務與廣播電視

服務，亦可能因其住宅形式而有所差異。

三、數位匯流市場界定相關參數

競爭法所關注者，係防止事業於市場上不當運用其市場力而限制競爭，

此一意旨不僅於一般產品或服務市場有其適用，於數位匯流此類因新科技而

開拓的新興市場亦然。因此，就一般情形下用以確認市場範圍外延的經濟學

方法，於界定數位匯流服務市場時亦有適用，惟得依照個案中所涉服務種類

而略微調整。以下就市場界定主要考量的變數略述之。

（一）需求替代性

一般而言，市場界定方式係從產品或服務市場與地理市場的觀點，

先行對市場界定的經緯加以確定，而後以消費者對於該服務的需求與事

業就該服務的供給作為起點，而畫定事業所處市場範圍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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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上所在意的市場，本質既是由消費者需求與事業供給所交織

而成，則評估事業所處市場區域時，即應以消費者對於服務的需求為主，

並輔以事業轉換供給的替代性，以界定其交易範疇。然而由於需求與替

代的概念過於抽象，實務上難以操作，因此競爭法發展迄今，已產生甚

多揉合經濟學理論的市場測定方法，而目前的主流方法，厥為美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於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中所宣示採行的假設性獨占

者測試（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258，此手法著重於測定事業

於何等範圍內能展現其市場力，進而確認市場界限。其檢驗步驟簡述如

下：首先假設「相關市場」上僅存在一家具有獨占力的事業，而其能夠

展現其市場力量的範圍，即為該事業提供該產品或服務所處的相關市

場。而所謂的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係觀察當該事業對其產品或服務進行

「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時259，其營收是否因此滑落，而減損其原先享有的交

易利潤。倘若因價格調漲，使得消費者決定脫離與該事業的持續交易關

係，導致該假設性獨占者的營利減少，此一收益減損的事實可證出於原

先認定的市場範圍內該事業並無取得獨占力，可知原先畫定的市場範圍

過於狹隘，須將其他具有替代性的競爭產品或服務納入市場範圍，再對

於新假定市場範圍中的產品或服務，進行 SSNIP 法的檢驗，直到市場上

供給者具有能力將價格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消費者

卻未能逸脫於交易關係之外，從而市場上的供給者並不因實質漲價而導

致減損利潤時，該範圍即為系爭類型產品或服務的相關市場。

雖然此一計算方式看似與需求與供給等參數脫勾，而側重於事業所

具有的市場力，然而實際上事業所擁有的市場力仍係由消費者對於該產

品或服務的「需求」導引而出，故此方法係具有相當的說服力，而廣為

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所採納。雖然如此，即便於美國或歐盟等先進國，實

際上採用此分析方式進行市場界定的個案仍非普遍，多僅以 SSNIP 法作

258 DOJ & FTC,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8-11 (2010).
259 故此一測試又稱為 SSNIP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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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概念上判斷市場範圍的工具之一，此係因為 SSNIP 法於計算上所需的

實證資料，實務上難以蒐集完全所致。

除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外，2010 年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還導

入另一種與 SSNIP 法概念上異曲同工的經濟學測試方法－「臨界損失分

析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260。此一方法係先估量導致假定獨占者漲價

失敗時其銷售額或產出額的減少幅度（亦即「臨界損失」），並與若事業

實際漲價所致銷售額或產出額的減少幅度（稱為「預期損失」）相比，以

確定替代性產品與原先產品是否屬於同一市場範圍內。如果假定具有獨

占力的事業，其預期損失低於臨界損失，則漲價係有利可圖，可推測事

業於此範圍內確實具有獨占力，即應將目前假設市場界定為相關市場的

範圍；而如果預期損失高於臨界損失，表明漲價無利可圖，因而事業於

此一假定市場並不具獨占力，應擴大市場範圍，將次一替代品納入相關

市場後，再行計算。此方法的理論基礎在於，當假設的獨占事業就其產

品或服務漲價後，雖然每一單位獲利增加，但由於整體銷售額將因漲價

遞減，則合乎經濟理性的事業為追求整體獲利，所能負擔的收益減損總

量有其極限。此一思考方式雖與 SSNIP 法相彷，惟此方法對於實證資料

的需求較低，而且具備計算簡便的優勢，因此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實務上

有逐漸普及的趨勢。

（二）交易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

使用者欲轉換至其他服務業者時，必須考量交易上的轉換成本，此

點與市場範圍界定亦有關連。由於數位匯流產業所具備的網路效應强於

其他類型產業，諸如行動電話服務、上網服務等，使用者眾的相關服務

業者，對於消費者而言其服務代表價值係高於處於同一市場的其他業

者。然而，於網路外部性隨使用者數遞增時，使用該服務的利用者亦可

260 DOJ & FTC,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2 (2010).不論 SSNIP 法或臨界損失分析法，皆係受到
芝加哥學派影響，跳脫哈佛學派結構主義的判斷框架，不再固守市占率、市場集中度等市場結構相關指標，
而是由市場動態競爭下的市場力觀點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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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鎖入（lock-in）現象，而使得轉換至其他服務業者的交易成本與

日俱增，某程度上亦附帶限制競爭的效果。

實際上可能發生的案例，如住宅裝設 FTTH 光纖到府上網服務或是

有線電視內容服務，則嗣後若欲變更服務提供者，必須重覆施工的時間

與費用成本；或變更固定電話服務業者時（如由傳統固定電話改用 IP 電

話）變更號碼的無形轉換成本等261，皆可能致利用者陷入 lock-in，而難

以轉換至其他服務業者。然而，於一般情形下，事業間的轉換成本通常

不至於高到足以令單一服務業者形成獨立市場的程度，而僅是作為界定

提供相同服務業者所形成的市場後，判斷該市場競爭狀況的輔助要素之

一。

（三）市場間的相互關係

由前述水平管制的觀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於界定服務市場時，可

能面臨在水平面向上同時存在著數個次級市場（submarket）或形成群組

市場（cluster market）的情形，亦可能形成在垂直面向上上游與下游市

場緊密相關的情況。前者或如固網業者 xDSL 上網服務與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提供的纜線數據機上網服務；後者則如同電信事業因細分化接取義

務而區隔出的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

整體觀察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其服務市場時常可見次級市場以及群

組市場之型態。所謂次級市場，係指在所界定的水平市場範圍內，尚包

括數個次級市場的存在。定義次級市場的方式甚多，如基於市場調查而

認定該次級市場與其他次級市場明顯有間而加以區分、所提供服務的獨

特性或服務內容的特殊性、擁有明顯偏好的客戶群、與他類服務價格有

明顯差異……等理由262。每一次級市場既然皆有與其他次級市場相異之

261 號碼可攜服務即大幅降低了此一無形成本。
262 美國最高法院於 Brown Shoe 一案中首次提及次級市場的概念，其指出產品市場的邊界，係由系爭產品
與其替代物間合理的可替代性及需求的交叉彈性所決定，然而於產品市場範圍內，可能存有數個次級市場，
且從反托拉斯法的的目的，各次級市場皆得被認定為產品市場。見 Brown Shoe v. United States, 370 U.S.
325(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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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則純以競爭法的角度觀察，個案中皆足以認定為獨立的市場263，但

此非謂原先界定較為廣泛的市場即無足輕重，蓋從大市場的角度觀察，

利用者的選擇喜好得以顯現，而得窺見整體市場的競爭趨勢，並附有確

認各個次級市場是否值得競爭主管機關加以監督的用意。如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透過纜線數據機提供的上網服務，與固網業者所提供的 xDSL 上

網服務，就利用者觀點而言，由於二者提供的速度、價格差異不大，原

則上可認為具有可替代性，惟由於技術層面、法律規範層面、可提供服

務地理區域上皆有所差異，因此或可視為寬頻網路接取服務市場內的二

個次級市場。藉由次級市場概念的應用，可進一步分析次級市場間的相

互侵蝕與替代效果，並得更深入探討次級市場中可能存在的反競爭效果。

至於群組市場，則係指稱事業同時提供消費者複數個具有互補性而

不具替代性的服務，由服務群組合而成之市場。依據消費者購買習慣、

產業特性、撙節交易成本等因素，市場界定上可能將同時提供的數服務

畫歸為同一相關市場264。如電信業界所主打的 triple play（上網數據服務、

電信語音服務、電視影像服務三合一），由於語音服務、影像服務皆係架

構於數據服務之上，因此三者服務間並不具替代性，且語音服務與數據

服務、影像服務與數據服務間尚具有互補性。此外，電信公司於提供整

合性服務時，多會予以使用者較單項服務更為低廉的價格優惠以吸引顧

客，從而形成服務的「搭售」或「整批出售」。此時主管機關應考量消費

者的交易習慣以及事業所提供整批服務對於消費者的誘因強度，若是大

眾對於相關服務的一站式購物（one stop shopping）需求，已可與其他單

獨項目服務的需求加以區別，亦即已形成「交易上互補性（transactional

263 惟國外實務見解亦有認為，次級市場此一概念無須存在，該見解指出一般認知下的「次級市場」雖然較
為狹獈，但卻為競爭法所應關注的市場，而原先定義的較大範圍市場，並非個案中所應關注者。見 United
States v. Oracle Corp., 331 F. Supp. 2d 1098, 1119(N.D. Cal. 2004).而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中對於 SSNIP 測試亦持相同見解，認為相關市場界定應選擇符合 SSNIP 測試下的最小範圍市場，以避免納
入關連性過低但擁有高銷售額的產品或服務，反而有錯估市場範圍及事業市場力之虞。然而上述見解尚未
全面為美國各級法院所採納。
264 群組市場的相關經濟學論述，請參見 Ian Ayres, Rationalizing Antitrust Cluster Markets, 95 Yale
L.J. 109, 111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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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arity）」時265，即可能將此整合性服務單獨界定為一獨立市

場；而若此類整合性服務不成氣候，僅是事業為拓展業務營運範圍所為

的嘗試，對於消費者而言尚未形成一種獨立於各別項目服務的選擇時，

此時即不應貿然認定整合性服務已獨立形成一市場，仍應就各項服務市

場分別界定之，進而判斷是否涉及搭售行為。然而，於運用群組市場的

概念時，必須謹慎為之，由於此概念可能導致市場界定擴張至事業實際

上未相互競爭的場域，使得原本具有異質性的不同市場因為此種界定方

式而均質化為同一市場；此外，亦可能使主管機關忽略特定服務於一定

的地理區域內可能已產生顯著集中的情形。因此，此種「群組市場」概

念的運用，應作為輔助市場界定的工具，於必要時方加以運用。

而就市場界定後發現垂直面向上存在上游與下游市場的情形，諸如

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間的上游採購市場與系統經

營者與收視戶間的下游收視市場，或如電信事業因為持有樞紐設施受電

信法上義務所致的批發市場及零售市場等，皆為具有上下游市場關係。

一般而言，於進行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的市場界定後，確認個案中存在上

游市場與下游市場時，可能須考量主要問題者有二：

1.分處於上下游市場的事業若欲為垂直結合，是否會形成市場封鎖，而

產生將上游或下游市場中非為結合的其他競爭者排除於市場外的限制

競爭效果？

2.若上游市場係獨占市場，且獨占事業擁有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

之情形，若該樞紐設施係因自然獨占、法令限制或由國家補貼而形成，

事實上無從製造可茲替代的設施，得則若該獨占事業拒絕授予下游市

場上的其他事業該樞紐設施的使用權，或對於位於下游市場的事業設

定極不合理的差別待遇使用條件，致使下游市場僅有極少數特定事業

得使用該樞紐設施，導致下游市場競爭不復存在的情況，是否有樞紐

265 See, Id. At 111, note 6.



205

設施理論（e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之適用266？由於數位匯流相關產業

中，樞紐設施或是瓶頸設施實為所在多有，因此於從事市場界定時，

亦須特別留意是否有上述情況的存在267。

四、地理市場界定

一般而言，地理市場係指就事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得選

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的地域範圍。測定此一區域範圍的方式，係與前述的

產品或服務市場界定相彷，皆係以市場上獨占力是否存在作為測定方式，故

如假定性獨占者測試、臨界損失分析法等經濟學工具，皆有適用的可能。

若從層級化水平競爭的角度分析，於載具服務及內容服務間，實際上與

地理區域關係較為密切者係為前者。蓋內容服務既已數位化，使用者與提供

服務的設備已無須同時處於同一的服務區域內，只要使用者透過網路可收發

服務封包的訊息即足，至於服務業者的實際所在地則無須過問，故其市場範

圍可能較廣。相對於此，在載具服務的面向上，地理區域對於市場競爭的影

響即較明顯，蓋數位匯流產業具備高額沈沒成本（必須投入大量事前成本以

設置提供服務所需的基礎設施）的產業特性，則合於經濟理性的事業提供服

務既以營利為前提，故相關產業常於都市、郊區等人口密集區域密集投資設

置基礎設施，以發展各類相關連服務，而於鄉村或農業區等人口稀疏地區則

少見建設，從而不同地理區域內的競爭狀態亦不一致。故競爭主管機關不宜

屢屢逕以全國為單一地理市場，於個案中亦應就不同區域內存在的事業者

數、地理區域是否存有天然限制、實際提供服務的型態等因素一併考量，避

免市場界定範圍過寬，而偏離區域內的競爭實態。

266 採行樞紐設施理論的經典案例，請參見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Co., 708 F. 2d 1080, 1132-33
(1983).又應注意者，美國最高法院從未表態支持或反對此一理論，亦未曾運用此理論解決相關爭議，於美
國，此理論之實際運用多見於聯邦巡迴法院及地區法院的判決中，且近年來有嚴格化其要件解釋的趨勢。
相對於此，歐盟執委會與歐洲法院於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事業濫用其支配地位的相關案件中，多承認此一
原則的存在，即便其並未明示相同名稱，惟其意旨實為同一。
267 如電信市場中屢見的垂直價格擠壓（price squeeze），即為垂直整合的電信事業運用樞紐設施而限制下
游市場競爭的適例。於上游市場具有獨占力的垂直整合電信事業，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中的競爭者，可
能向下游市場的競爭對手以不合理的交易價格提供關鍵設施，從而迫使具有相同或更佳效率的競爭者退出
下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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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業經營

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所涉及的執法問題，其特別之處主要導因於目的

事業管理法上依據「業務別」分類管制措施的人為市場結構安排。就此範圍

內，以往由於目的事業管理法與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不同，前者又多年來不

注重產業內競爭秩序的合理規劃，因而產生不少以「業務別」人為切割市場、

分別施以嚴密管制（heavy-handed regulation），從而與公平交易法促進市場

自由且公平競爭理念難以吻合的執法矛盾。自從電信產業管制因應我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而採取自由化政策以來，強調所謂「不對稱管制（asymmetry

regulation）」的新型態目的事業管理規範架構，除用以維護電信網路安全穩

定及保障電信使用者權益之外，最主要規範目標則轉向開放電信市場、促進

電信產業內競爭。從此，目的事業管理法與競爭法異曲而同工的雙元規範框

架起而代替舊有的「管制 vs.競爭」對立矛盾格局。

至於廣播電視領域內的目的事業管理法制，則除了有線廣播電視法開始

引進尚嫌僵硬的反壟斷條款並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介入調整市場結構之

外，基本上並未採納促進競爭的管制革新立法思維。在無線廣播電台管制方

面，甚至仍停留在產業結構繼續仰賴特許執照限制等人為安排，廣泛授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持續施以嚴密管制的傳統架構。在上述法制背景影響之下，

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一旦橫越「電信╱廣播電視」的舊有產業鴻溝，極可

能引發「管制 vs.競爭」對立矛盾的執法問題。正本清源之道，除了精準運

用公平交易法上維護競爭秩序的相關規範工具，藉以開創通訊傳播匯流所需

的自由及公平競爭生態之外，另一方面，目的事業管理法上的管制革新也不

可或缺。

一、目的事業管理法上之管制革新

目的事業管理法上採取「業務別」甚至「產業別」的垂直分類管制架構，

正是造成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障礙及醞釀不公平競爭問題的溫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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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7 年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已經推出通盤整合電信法與廣電三

法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改以層級化的水平管理架構取代歷來垂直分業管

制窠臼。及至 2008 年該會新舊委員交替，多階段修正電信法與廣電三法的

政策方針取得主導地位，至今零星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廣播電視法部分條

文，關乎各「產業別」及「業務別」市場結構的核心管制架構，迄未根據通

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規範意旨改弦更張，亦未見貫通電信法與廣電三法以

開展全新競爭格局的電信法、廣播電視三合一或四法合一草案。眼見行政院

2010 年 12 月間核定「數位匯流發展方案」所設定 2014 年 6 月「數位匯流法

規架構調整通過立法」的期限日益逼近，建議相關主政機關允宜加速進程，

儘早完成法規通盤修正制訂草案並循歐盟與 OECD 會員國同類立法前例廣

徵各界意見，以免蹉跎目的事業管理法因應匯流與轉向競爭發展的再革新契

機。而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盤檢討修正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以達成上述政

策目標之前，為緩和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所遭遇的不必要人為障礙並清除

不公平競爭問題根源，建議目的事業管理機關允宜根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規範意旨，先行下列調整措施及早因應。

（一）新執照種類從寬界定業務內容

目的事業管理法上須經特許或許可始得經營的業務，不但未依法定

程序取得執照者不得經營，即使依法定程序取得執照者，亦須依法律或

法律所授權的業務管理規則建置各項設施，所提供服務項目、範圍及提

供方式也必須遵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所作要求。然而，由於新興通

訊傳播服務所使用傳輸技術及營運方式時有創新，新進業者依政府公告

申請經營通訊傳播新業務獲發執照之後，經過漫長籌設期間難免同類業

務所使用傳輸技術及其營運方式已有改變，屆時又須面對事業計畫書或

營運計畫變更問題，而新增、擴充或變更的服務內容也可能超出原特許

或許可範圍而涉及跨業經營問題，徒增人為的市場參進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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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發執照所涵蓋範圍因技術進步或市場條件變遷而未必足以涵蓋

新興通訊傳播服務，純就法理而言並未涉及信賴保護問題。但是，對照歐盟

通訊傳播新管制框架中，除少數仍須仰賴事前管制業務之外已普遍改以一般

許可取代特別許可，通訊傳播市場參進障礙隨之大幅降低的匯流競爭政策趨

勢；我國雖未能及時推動類似的通訊傳播匯流立法，但建議規劃新執照種類

時允宜自始就從寬界定其業務內容，以免錯失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實況而有

削足適履之憾。就此，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兼含「語音與非語音之通信」268，

已超越行動通信業務限定「電話」或「數據」的業務界定方式269；無線寬頻

接取業務內容則更進一步擴充至「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

質之訊息」270，除「供公眾直接之收視與收聽」之廣播電視法特別要件之外，

幾已涵蓋所有通訊傳播服務內容271，對於匯流競爭政策尤其具有啟發性意義。

（二）既有執照業務內容彈性擴張

至於既有執照的業務內容則早在舊法中明定，一方面主管機關不得

任意加以縮減以致損及執照持有者的信賴利益；另一方面，執照持有者

經過多年營運之後，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難免重塑其業務所屬市場生

態，執照持有者倘若新增、擴充或變更其所提供服務時，既有執照所明

定業務內容反而成為法規障礙，間接迫使其改以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等

方式加以規避。就此，對照美國 1996 年電信法以「有效競爭」為解除不

必要管制的前提要件，開啟各州立法容許固網業者跨業經營多頻道視訊

傳輸服務，從此活化壟斷已久的有線電視市場，建議我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允宜活用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規範，適度擴張既有執照業務內容

的解釋空間272。

268 參照：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1 款規定。
269 參照：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4 條規定。
270 參照：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第 2條第 1款規定。
271 解釋上，只要將廣播電視法的特別法地位一般化，即不存在優先適用廣播電視法而排除電信法的人為市
場區隔。
272 尤其，當既有執照持有者擬參進的其他市場並非管制業務，或者，雖屬管制業務但開放已久，該項業務
執照持有者甚至已經換照，或該項業務所屬市場壟斷結構牢不可破，該項業務執照持有者獲利可觀者，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皆無保護該市場上既有業者超額利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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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準執行不對稱管制措施

目的事業從寬界定執照業務內容藉以啟動跨業經營活化競爭的同

時，透過不對稱管制措施維護通訊傳播產業內競爭秩序的重要性更形凸

顯。就此，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網路互連及接續費核定、公告瓶

頸所在設施並強制出租、第一類電信事業主要資費管制等針對市場主導

者定有不對稱管制規範的法規，執行上應該精確掌握各該事前管制重心

在比較法制上已從消費或零售端，移往中間服務或批發層次的主流趨

勢，以免減損競爭機制在目的事業管理上所應發揮的長期消費者地位提

升作用；本研究也提醒，切忌短線操作消費或零售端降價而忽略中間服

務或批發層次的事前管制配套措施，以免徒然增加「價格擠壓」的管制

失靈風險。

二、競爭法上之執法原則

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所涉及的競爭法上相關執法應注意事項，包括市

場界定、聯合行為禁止及例外許可、不當競爭策略規範等項，本章第一節、

第三節及第四節中已有說明，以下僅就結合管制及濫用優勢地位的規範相關

議題加以說明。

（一）注意市場力延伸問題

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之際，除了類似一般事業在資本規模、資金

取得難易程度、專利或其他排他權利、技術條件、專業知識或營業秘密

等生產要素及市場通路掌握能力各方面相互競爭之外，其特殊之處在於

其原已取得特許或許可從事營業活動的市場基本上仍存在參進障礙，市

場主導者甚至握有樞紐設施而掌握其競爭者所難以為其項背的絕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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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對於並未具備類似條件的其他競爭對手構成不小威脅。尤其，當

目的事業管理法上會計分離、資訊揭露等財務方面的低度管制措施273，

並無法有效遏阻市場主導者交叉補貼策略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即應提高

注意，對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9 條第 2 項及同條第 6 項

等規定的濫用優勢地位行為允宜及早介入矯正274；受理涉及此類問題的

多角化結合申報案件時，也應該注意市場力延伸對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275。

（二）兼顧服務創新及市場參進之促進競爭效果

競爭主管機關在處理通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所涉及濫用優勢地位、

結合管制、聯合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問題時，除了充分掌握競爭法及目

的事業管理法上事業所應遵循規範之外，對於服務創新及市場參進所伴

隨的促進競爭效果尤其不能忽略。然而，為確認上述效果實際上存在或

極可能發生，從法制比較上可以發現：各國競爭主管機關普遍採用實證

資料或市場分析作為其執法上的重要判準。具體對照於我國結合管制程

序來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應針對服務創新及市場參進的促進競爭效果

進行實證分析，不宜未經調查即寬泛推論其「對整體經濟利益」。

（三）結合案件雙重管制應分工合作

針對通訊傳播事業結合案件，美國、歐盟及其會員國法制上雖然也

普遍存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雙元管制架構；然而，競爭

主管機關基本上將規範重點聚焦於結合案件對相關市場所可能產生的限

273 參照：電信法第 19 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1 條第 3項等規定。
274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及第 41 條規定。
275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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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效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歷來側重於維持影視產業組織健全及

確保意見及文化多元等政策目標，至於近年在電信管制領域內漸成主流

的促進競爭政策，也僅在完成嚴謹的市場界定及市場分析程序之後，方

套用於網路互連、（中間服務或批發）價格管制等事前管制措施之上。對

照之下，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通訊傳播事業

參與結合案件的雙重管制措施，也不應針對相同或類似議題反覆審查，

或甚至在欠缺嚴謹市場界定及市場分析為基礎的情況下為准駁或（不）

異議決定。

至於各界爭議較多的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參與結合案

件附加眾多條件或負擔乙節，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雖然同屬獨立機關，卻在組織法上各有不同執法任務重心，所適用準

據法的立法目的也有所不同，理論上兩者所附加附款應該各有重點而不

致於彼此反覆或重疊；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附款「不得違背行

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值得注意。

倘若兩會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程序商同辦理，進而依據各自職

掌事項通盤規劃併行或緊密扣合的聽證程序276，將更有助於釐清雙重管

制所涉及事實疑點及法制糾葛，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

之間的分工合作關係。

（四）透過行政協調積極協助落實管制革新

有鑑於目的事業管理法上各項執法措施直接衝擊通訊傳播事業跨業

經營生態，公平交易委員會除了已經明定於現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二點之（二）、第六點及

第七點，依第 46 條規定意旨逐案審查結合申報或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

件，或依第 26 條規定調查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外，作為獨立運作的競

276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08 條及第 10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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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政策主管機關，允宜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所定程序積極協助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落實不對稱管制並推動管制革新，合作共同塑造更有

利於自由且公平競爭的產業生態。

第三節 聯合行為

如前一章所言，在各國的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下，未來通訊業者與有線電

視業者將來建構自己的「服務平台」，對消費者提供各項服務，因此未來的

競爭，將屬於垂直整合了傳輸設備平台與各項服務的「服務平台」之爭。而

在此一平台上，電子商務只不過是這些「服務平台」上的一種服務而已，因

此是否有需要將其獨立成一C，實為公平會「四C規範說明」需在重新考慮的

一部分。

公平法對聯合行為的定義，在公平交易法第7 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

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第1項)。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

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2項)。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

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第3項)。」

而在「四 C 規範說明」中亦另有提及，四Ｃ事業之「跨業擁有」倘

有涉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

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禁止規定之虞。

以下將針對第六章第三節所為之分析，提出目前「四 C 規範說明」中

關於相關事業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之規範，進行維持或修正之建議。

一、共同價格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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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價格決定意指與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業者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或

服務報酬，或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相互限制價格調整或優惠

折扣之行為。

根據第六章第三節第一小節的分析，我們知道未來有線電視產業除了

可以提供影音收視服務外，也可提供提供網際網路連線（cable modem）或是

語音服務給消費者，而電信事業也可以提供跨業提供影音收視服務，未來若

出現聯合向數位內容產業壓低價格來購買其所提供之內容，再聯合起來對消

費端制定較高之消費價格，共同剝削數位內容業者與消費者，極大化其共同

利潤，傷害消費者剩餘。由於價格競爭所產生之競爭效果甚強，因此對於

共同價格決定的部份，因為其直接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公平會應仍然

嚴格管制之。

而公平會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第一項之內容如下：「共同訂價：

指與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業者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或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相互限制價格調整或優惠折扣之行為。因價格

競爭乃為有效競爭之核心，前揭共同行為直接限制競爭機制作用，非依

法經本會許可者，事業不得為之」；由前一段之分析可知，數位匯流之

下，「服務平台」之廠商的共同價格已經不再僅是對下游共同決定商品

價格或服務報酬，也包括聯合對數位內容產業壓低價格，因此本文認為

再原有的條文上，應該增加「服務平台」之廠商對數位內容產業之廠商

聯合壓低採購價格之規範。

二、產出限制及劃分市場

公平會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第二項對事業間在產出限制及劃分

市場之聯合行為的定義為：「倘四Ｃ事業間為減低彼此之競爭壓力，約

定限制彼此之產量、產能或設備，或共同劃分經營區域及交易對象」等。

由於通傳會（NCC）宣佈將台灣有線電視市場由目前的各地經營區之劃

分，進一步開放為全國只剩下一區的形式，以促進彼此間的競爭，因此



214

未來在數位匯流之下，有線電視市場將會變得更為競爭還是更為整合，

則仍有待後續觀察。但目前有線電視市場集團化現象明顯，加上很多有

線電視經營區中僅有一家系統，各集團為了維持自己的獨占競爭優勢，

而彼此劃分地理市場，在其上進行「服務平台」之獨占，則勢必產生明

顯之反競爭效果。

至於產能限制部份，由於數位匯流之下，數位科技產品及服務平台

將會因為「網路外部性」或「網路效果」的關係而提高消費者，並進一

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因此廠商並沒有產能限制之必

要，因此公平會應該將此部份之管制加以解除。

因此，公平會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第二項之內容「產出限制及

劃分市場：事業間聯合行為的型態不限於共同決定或維持價格，倘四Ｃ

事業間為減低彼此之競爭壓力，約定限制彼此之產量、產能或設備，或

共同劃分經營區域及交易對象，勢必產生明顯之反競爭效果，非依法經

本會許可者，事業不得為之」本文建議除了將「四 C」刪除外，另外將

「限制產能」部份的相關文字加以刪除。

三、以交換競爭敏感之資訊從事聯合行為

這裡的資訊交換聯合行為，意指事業相互揭露交換有關訂價、折扣、

成本、研發、客戶資料等競爭敏感之重要資訊。由於前揭資訊相互揭露

可能提供有競爭關係事業間意思連絡之管道，而形成聯合行為的工具，

亦可能導致事業間之平行行為，直接抑制市場競爭。

在數位匯流之後，「服務平台」間仍非常有可能進行彼此間的資訊

交換，因此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第三項建議於以保留。

四、共同抵制

指四Ｃ事業間，為排除或阻礙第三者參與競爭，所採取之共同降價、

共同拒絕交易或網路互連，藉以達成封鎖市場目的之行為，對市場競爭



215

產生明顯不利影響，或是事業間約定共用設施或稀少資源時，如有不當

利用整體市場地位，迫使設施或稀少資源提供者接受不合理之交易條

件，抑或約定共同排拒新進業者共用設施及稀少資源者，都可視為共同

抵制之行為。

由第六章第三節第三小結可知，台灣的數位內容業者若要像國外的數

位內容業者提供「服務平台」，很有可能面臨那些已經具備傳輸設備而提供

服務平台之既存廠商共同聯合起來，不讓由數位內容產業業者所提供的服務

平台使用其傳輸設備，而阻礙其參進，降低市場的競爭。因此，本文認為原

「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第四項應於以維持。

五、共同研發及共同制定技術及品質標準

此處指的聯合行為是指共同研發或制定技術及品質標準之行為，固

然有降低成本及風險，提升經濟效率及服務水準之利益。然亦可能無法

藉由彼此競爭而產生多樣化的產品與服務，阻礙新技術之發展及採用，

排除新進業者參與競爭，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

而在數位匯流之下，共同研發與共同標準制定雖然有可能發生，但

若國內之匯流技術需要與國際接軌，台灣的廠商是否有能力獨自制定匯

流標準實為可疑，因此請公平會自行決定此點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

第五項是否需要維持。

六、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指事業間在形式上係集合數家不同之業者，合作或共同一

致地從事特定之商業行為或推廣促銷，一般而言，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不過在數位匯流之下，「服務平台」之廠商若

為了整合商流、金流、物流、資訊流為目的，與來自不同產業的事業銷

戶結盟，且彼此間無水平競爭關係，則將可替消費者帶來更方便的服務。

不過若服務平台上所提供之服務，讓具備在同一市場相互競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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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得以利用其所提供之服務，進行統一進行報價、廣告行銷、交易等

時，亦構成聯合行為之虞，因此公平會應該要多加以管制與注意。

因此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七條第六項，本研究建議將其中的「惟在

事業對事業（B2B）及事業對消費者（B2C）之網站部分，其經營模式在

於提供交易平台予數業者利用，故如係聚集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業者

於同一網站上」更改為「若服務平台上所提供之服務，讓具備在同一市

場相互競爭之事業，得以利用其所提供之服務」，因為管制的層面應該

從網際網路上的網站上之管制，提昇至「服務平台」上之規範。

第四節 不當競爭策略

一、樞紐設施的濫用

根據第六章第四節地（一）部份的分析，可知未來數位匯流之後，

擁有「數據傳輸平台」的業者將可能成為「四 C 規範說明」中所指的掌

握樞紐設施之廠商；而其拒絕提供樞紐設備的可能有兩種狀況，第一種

是對其他新進而欲提供「數據傳輸」服務的新進廠商，另一種是針對其

他有意願提供「服務平台」但是不具有這些樞紐設施的廠商。本節所提

的部份，是指前者而言，比較像過去語音或數據網路互聯的情形，形成

拒絕交易或提供不合理接續費等問題。

若數位匯流之後，掌握樞紐設施之「數據傳輸平台」業者若拒絕提供

其他提供相同服務之業者的互聯或提供不合理的接續費時，可取得阻礙

或排除競爭者之能力，阻礙其他事業參與競爭。是以，已經具有具有獨

占地位之四Ｃ事業，倘無正當理由，拒絕其競爭者使用樞紐設施、中止

提供樞紐設施，或以差別供應將樞紐設施提供予其競爭者，而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情形者，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之虞。

因此在公平會原「四C規範說明」第五條第一項建議刪除「參考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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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708 F. 2d 1081, 1132 (7th

Cir.), cert. Denied, 464 U.S. 891(1983)）及世界貿易組織（WTO）「電信

服務業諮商」參考文件，」，其餘部份建議仍于以保留。

二、不當的市場力延伸

根據本研究之前的討論發現，數位匯流之後的競爭，在台灣很可能出現

者為「服務平台」之競爭，這些「服務平台」之提供廠商，有的過去在通訊

市場具有市場力量，有的則是在有線電視市場上因集團化而取得市場力量；

其次，過去由電信業所主導的服務，有可能因為其過往所建構的優勢市場地

位，而延伸到數據傳輸及語音服務上。同樣的，過去在影音服務市場已經有

相對優勢的有線電視產業知廠商，也可能在其集團化後，將其過去在影音娛

樂服務市場的市場力量，延伸到數據服務或是通訊服務上，進而延伸其在市

場上的地位。

市場力量延伸是常看到的手法為「搭售」（ tie-in）或「整批交易」

（bundling）等方式，強制交易對象就兩項以上在經濟及技術條件均可獨

立分離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一併交易，或以贈品、免費服務或不當折扣的

方式，迫使交易對象放棄選擇其中單項商品或服務之情形。而就未來數位

匯流市場而言，由於其競爭屬於「服務平台」的競爭，則由電信業所提供的

獨占力延伸，將會是從電信或是數據傳輸市場上的獨占力，延伸到娛樂影音

服務上的競爭力；或是有線電視集團會從過去所擅長的娛樂影音服務服務，

搭售其較弱的電信服務市場中，延伸其獨占力到語音及數據傳輸部份；或是

此兩者所提供的「服務平台」搭售其佔優勢的「數據傳輸平台」，而將市場

力量延伸到「服務平台」市場，造成新進廠商進入市場的障礙，妨礙市場之

競爭，因此建議公平會在此部份的管制應該予以持續。

不過，由於數位匯流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因此可將公平會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五條第二項中「例如電信業者將語音電話服務與非對稱數

位用戶迴路（ADSL）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或有線電視業者將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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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視訊服務與纜線數據機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由於前述行為將使事

業既有的市場力延伸到新的服務項目市場，」等不合時宜之說明加以刪

除，其餘內容則予以保留。

三、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

在數位匯流之下，「服務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將同時涵蓋影音、

通訊與數據傳輸等服務，廠商的定價策略將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組合，因

此將使得掠奪性定價的認定更為不易。這是因為數位匯流後各項服務乃

是透過同一套「數據傳輸平台」來進行，因此要計算個別服務的「獨立

服務成本」將顯得困難，因此使得既存廠商可以透過各種定價策略來與

對手競爭或威嚇新進者的措施將更為可行，因此建議公平會原「四 C 規

範說明」第五條第三項予以保留。

四、不當的交叉補貼

而在數位匯流後，因為數位匯流後各項服務乃是透過同一套「傳輸平

台」來進行，因此要計算個別服務的「獨立服務成本」將顯得困難，因

此廠商在其所提供的各項服務間進行交叉補貼將更為可行，因此建議公

平會原「四 C 規範說明」第五條第四項予以保留，但將其中的「但交叉

補貼倘係因電信事業之普及服務義務」，修改為「但交叉補貼倘係因普

及服務義務」，因為未來的普及服務，將不再僅限於電信事業而已。

五、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

由於有線電視集團要跨足數據傳輸與語音服務時，可能會需要與在過去

提供數據傳輸與語音服務的電信業者進行連網，其中便會牽涉到接續費的問

題。網際網路接續費高低，已經影響到其他ISP業者的經營成本，若未有所

改善，則未來進入匯流市場中提供網際網路連線服務的有線電視業者以會遭

遇相同的待遇。另外，若電信業者欲提供娛樂影音服務給消費者，但是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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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卻必須要向已經垂直整合成功的有線電視集團取得時，則也有可能面臨有

線電視集團設定高價的方式提供影音內容給電信事業，讓其服務之成本過高

而無法與有線電視集團競爭。

因此數位匯流之後，雙方都有能在本身較具優勢、且較具獨占力的市

場，以較高的價格提供給要進入的一方，阻卻其進入。因此，為避免此一情

形發生，本文建議將公平會原「四C規範說明」第五條第四項予以保留，

但將「(如接續費或出租電路之租金 )」部份予以刪除，因為為來彼此尖

的生產要素將不再僅限予數據服務之接續或電路之出租，還包涵了各項

數位內容。

六、其他不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在數位匯流之後，因廠商將同時提供各項服務（影音、通訊、數據

傳輸），各項服務之計價方式型態複雜，實際交易價格不易明確揭露。

這樣的情形，在數位匯流後，業者提出電信、有線電視、上網服務等組

合套餐或特價優惠時，恐將進一步惡化。至於其匯流後事業之經營行為，

針對仿冒、不實廣告、比較廣告、商業譭謗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其

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也都應該加以規範。因此建議公平會刪除「原四 C

規範說明」第八條中「以電信資費為例，依項目（市內電話、長途電話、

國際電話、無線叫人、行動電話）、國家及使用時間之長短計算，再加

上以各種名目收取之「基本費」、「月租費」、「設定費」與「保證金」」

及「再者，以往電信事業全部為國營，在別無選擇情況下，消費者對資

費項目及資費調整欠缺敏感度，該情況」，並針對「四 C」之詞加以適

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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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結論

數位化發展改變人類生活，數位匯流趨勢也為台灣科技廠商帶來新機

會；數位匯流的發展趨勢，使得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將網際網路、平台、

內容、終端及服務5大業務發展進行整合，進一步落實數位匯流「多螢一雲」

的目標，結合雲端技術及聯網電視服務，積極發展內容應用服務市場；這些

現象皆可預見數位匯流將對於國內有線電視、電信通訊、數據傳輸等產業帶

來新型態的整合與衝擊。以下將是我們對於前述各章節的研究摘要：

一、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

在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發展概況及未來發展動向上，本研究發現固網市場

中，市內電話所站的比例約為整體固網市場的一半，國際電話服務約站三分

之一上下，比例則逐年微幅上升；相反地，雖然國內長途的比例並沒有很大

的起伏，但是卻出現連年下降的現象。中華電信在市內電話服務的市場佔有

率（以訂戶數來看）仍高達97%上下，在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市場市場佔有率

則在70%以上下，但國際電話服務部份，中華電信的市場地位逐漸被其他業

者所侵蝕的現象，市場佔有率約在55％以上，但其他業者的力量正在逐漸崛

起。行動通訊營收約佔整體電信產業的營收的六成，是為電信業者最大的收

入來源；行動通訊市場的普及率，已經遠高過於一般市話，達到120.4%，且

從2007開始，行動電話業務的話務量開始超過固網的話務量；2G與3G行動

通訊服務業者有高度重合，這是因為技術有其連續性，廠商在技術發展路徑

相依的情形下，延續過去提供服務的市場；2G業者僅餘三家大型業者（中華

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3G亦然，但有威寶電信與亞太電信過去未

曾在電信市場上服務；最後在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WiMax），帶動新

技術的執行，同時鼓勵新進電信業者加入新產業發展，市場正逐漸打開。

在網際網路連線的數據傳輸部份，台灣民眾上網的方式，比例最高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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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網路，約為整體上網市場的75％左右，xDSL雖然是台灣民眾上網是第

二種利用最多的網路連線方式，但是其在民眾上網方式所佔的比例中則正逐

漸縮小；利用Cable Modem上網的比例，一直沒有顯著的增加，大概都只有

2%，因此於未來數位匯流時代，有線電視業者要與傳統電信業者在上網服務

這一區塊相競爭，難度實在不小。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無線行動寬頻的技

術部份，台灣因為政府的政策支持，所以主要關注在WiMax服務的發展上，

但是目前有另一種無線行動寬頻技術LTE正在如荼如火地發展中。

台灣有線電視市場快速成長，其廣告營收於2000年的首度超無線電視

台，並且自2004年之後一直是無線電視的3倍以上（通傳會，2010）。也因為

有線電視產業龐大的商業利益，同時因應全球媒體產業集團化的發展，國內

企業集團與國外私募基金，挾著龐大的資金介入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透過

合併、收購等手段，進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水平整合（ horizontal

integration）。此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了保障節目來源，也開始掌控節目

頻道市場，進行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造成有線電視產業的集團化；

有線電視亦有能力提供傳統電信公司可能提供的語音（電話）及數據傳輸（網

際網路連線）服務，不過僅有「寶福有線電視」，其提供之網路電話為纜線

電話，也就是透過有線電視網路，提供客戶高品質的語音服務，又稱為有線

電視網路電話（Cable Phone, CP）。

至於電子商務部份，則包含在無店面零售業類別中，依據經濟部統計的

分類包括網路購物、電視購物、型錄購物、自動販賣機、直銷購物等五種類

型，目前無店面零售業的營業金額佔整個零售業營業額的比例，則由2001年

的3.14％的比例，持續每年呈現上升之趨勢，至2010年已達4.74％。而2010

年台灣電子商務的C2C市場的營業規模已達新台幣2022億元，B2C的市場規

模則提高至新台幣2597億元。

至於數位匯流後之「服務平台」最為積極參與者，則為中華電信、富邦

蔡家及遠東集團與旺旺集團等四大集團，這些集團憑藉著他們在其他產業的

影響力，透過對媒體、電信通訊產業、及數位服務平台等的建構與服務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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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在未來台灣的數位匯流下相互競爭。

二、數位匯流相關產業當前市場結構與市場競爭狀況

國內固網市場中的市話部份，幾乎完全為中華電信所獨占；其在國內長

途電話市場佔有率高於七成，也是一獨占的市場結構；國際電話市場部份，

中華電信的市場佔有率約為6成，因此依然是唯一獨占事業。總和來說，中

華電信因為掌握最後一碼到府的優勢，在固話市場上的位置無可撼搖。行動

通訊部份，2G市場中為獨佔市場，3G市場並沒有達到公平法第五條之一所

認定的獨佔事業標準，但若將2G與3G視為同一個市場，則將會出現整個電

信市場就是一個獨佔市場的現象。

有線電視市場結構部份，由於其經營區域的劃分，因此在所經營的地理

市場內，除了12個地區外具有雙佔的市場結構外，其餘的有線電視經營區域

皆為獨占；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出現集團化現象，上游的頻道市場也越來越

集中在某些財團手中。

最後，網際網路數據傳輸連線部份，除了HiNet之外，其他沒有一家ISP

的市占率超過10%，這些廠商的巿占率總和亦不到20%，很難撼動HiNet 的

優勢。網際網路內容供應商（ICP），目前主要的業者為「yahoo.com.tw &

wretch.cc」、「hinet.net & xuite.net」、「pchome.com.tw & ruten.com.tw」、

「live.com & msn.com.tw」等。台灣電子商務網站架站的方式分類，主要

的網站架在入口網站的網站上，佔全部電子商店的58%；而所利用的入口網

站有67%的電子商務網站建構在PChome的商店街（複選），而在Yahoo!奇摩

拍賣、Yahoo!奇摩超級商城、Yahoo!奇摩購物中心等三個網站的架站比例加

總後，則發現總比例達67.9%，比PChome的商店街的架站比例還高，顯見奇

摩在電子商務市場上的領導地位。

最後，在數位匯流之前，匯流相關產業在市場競爭上主要的問題包括：

電視上下游節目購買之不公平競爭問題、電視購物頻道出租可能出現的差別

待遇問題、固網與ISP互連(peering)獨占力濫用或差別待遇的問題、行動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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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華專線出租獨占力濫用的問題、通訊業者欲進入視訊市場的障礙濫用問

題、中華電信xDSL與Cable Modem的競爭問題、對消費者成批定價(Bundle

Pricing)：視訊、數據、通訊三種服務一起出售的問題等。

三、各國數位匯流平臺之新興服務模式

觀察各國新興視訊服務提供業者，可以發現主要有三種類別，第一類

為原本是內容業者，進而在數位匯流平台上提供視訊服務，如美國的Hulu、

英國的iPlayer 與日本的NHK on demand；第二類則為過去基礎網路業者延伸

到數位匯流視訊服務平台之提供，如各國的IPTV 服務均由固網業者所提

供；第三類則為原本便建構網站提供內容服務的業者，如美國的Netflix；最

後一類則是由設備製造商往數位匯流服務平台提供服務者，包括美國的

Apple TV、日本的acTVila 等。

以本文所採用的例子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各國未來在數位匯流平

台上主要的競爭，主要在於視訊服務的提供，才能夠同時跨足影音、數據傳

輸、及視訊服務等市場，並且所提供的服務平台必須能夠在各項設備上都能

使用，才能夠與其他廠商一爭上下。

四、各國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產業主管法規發展與執行情形

歐盟及其會員國因應數位匯流重塑其相關產業內競爭秩序相關立法，以

下特色在比較制度上尤其值得注意：在電信管制立法上，首先逐步縮小公營

獨占體制、陸續開放相關設備供應及服務市場；繼而透過不對稱管制措施為

新進業者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再進一步轉向以回歸一般競爭法為原則、針對

具有顯著市場力量者施以事前管制為例外的電子通訊新管制架構。在各會員

國轉換立法及管制實務上，英國與德國兩者對於既有獨占業者進行不對稱管

制的成效恰成對比：前者透過功能分離措施擴大用戶迴路細分化政策績效，

有效促進固網接取市場競爭及新進業者自建網路；相較之下，後者仍難擺脫

既有業者利用基礎設施優勢的結構性問題，價格擠壓及差別待遇等限制競爭

問題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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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雖然對於數位新科技採取自由開放政策，但在立法上並未以明文規

定促進數位匯流；1996年電信法所揭櫫的終止獨占及解除管制等立法方針，

則明顯以競爭為其總體政策目標。在無線廣播電臺及電視網方面，至今仍大

體維持確保多元化的所有權集中化管制架構；有線電視方面，大體上聯邦立

法已轉向以競爭取代管制，至於共同載具服務方面，固網市場因RBOCs相互

併購轉為寡占結構；透過頻譜使用權拍賣方式落實技術中立的行動通訊市

場，市場競爭轉趨活絡且業者積極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跨業合作提供「多網

合一」寬頻服務者逐漸成為主流。

日本為世界上最早開放光纖網路接取的國家，進而連光纖網路到戶的最

後一哩接取，亦明確納入政策規疇，使得新進業者得以公平合理的價格，於

ADSL以及光纖到戶的網路服務市場上，與既有業者NTT相互競爭；日本政

府也利用諸如獎勵投資降低稅賦、積極開放公共設施鋪設光纖、以及多元化

網路服務提供的各類手段，消弭不利於競爭業者的投資環境，從外部提高電

信事業從事基礎建設之誘因；透過賦予事業自身投資的經濟誘因，解除課予

光纖網路以及ADSL網路元件細分化接取義務，從市場內部誘使事業盡力取

得先占者優勢，進而致力於投資基礎電信建設之設備競爭。

五、探討競爭機制運作及執法上所面臨之問題

考量數位匯流相關產業多與資訊傳播媒介相關，時有形成資訊平台供不

同需求的使用者自該平台中各取所需之情形，因而常形成產業經濟學上所謂

「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情

形，從而市場界定的方式亦應隨之微調。由於傳統界定市場之方式，於測量

及分析上似未納入雙邊或多邊市場的相關參數，因此未來若涉案事業提供服

務構成雙邊或多邊市場時，個案中市場界定的計算方法上亦有加以適度調整

之必要。

考量涉及數位匯流的產業，如電信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多採取特許

制或許可制，且受行業主管機關高強度的行政監理。此制度固然有其行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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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的考量（如頻譜資源有限性、公共財的最適分配、公共利益之維護等），

然而執照管制不啻為設置行業參進門檻，從競爭角度而言，高度的參進障礙

將造成市場上潛在競爭者無法迅速因應市場環境的變化而進入，對於市場競

爭具有負面影響。

新興科技所開創出的嶄新服務，有時具有侵蝕其他類型業務市場的效

果，如 IP 電話迄今已部分取代傳統銅絞線市內電話之需求，即為一例。IP

電話係藉由網際網路作為載具而傳輸數位化語音封包，而固定電話的載具則

係藉由電信事業所拉設的銅絞線，兩者載具明顯迥異，但卻發生競爭關係，

而可能位於同一服務市場中。可知載具或涉案技術已不再是區隔市場的要

素，且新技術確實具有打破載具藩籬、進而影響市場範圍的可能性。

數位匯流的趨勢下，擁有載具使用權的事業主，除向消費者提供使用載

具的服務外，往往會另向消費者提供額外的加值服務，藉由多元經營的方式

以增加營收。如電信業者所喊出的「triple play」整合性服務（包括數據、聲

音及影像服務）、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同時透過同軸電纜提供終端使用者上網

服務者皆屬其例。然則，此類服務如何界定其市場範圍，實屬於市場界定的

難題之一，有賴於運用「群組市場」的概念以解決之。

通訊傳播事業一方面因其所經營者多為須經許可始得營業的管制業

務，其中尚有參進障礙極高、實際從事相關服務提供者短期之內不易增加的

特許業務，既有業者受到來自潛在競爭威脅的可能性遠較一般產業為低。另

一方面，技術創新或異類服務整合在通訊傳播匯流的趨勢下更加頻繁且影響

範圍更大，不乏消費者從不受管制或僅受低度管制的業務所屬市場中獲得替

代服務例證；此類涉及替代技術或新興服務的通訊傳播事業參與結合案件，

對於相關管制業務所屬市場的集中度及限制競爭效果如何，應特別注意技術

應用及其營運模式成熟度而不宜比照一般產業通例推估。

至於數位匯流之後市場可能出現阻礙競爭的行為者有，xDSL的服務與

cable modem的服務價格及行動通訊業者間的通訊服務價格的同方向變動、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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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服務平台」的集體聯買聯賣問題、共同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等；而數位

匯流之後，「服務平台」若為垂直整合後的有線電視及通訊集團所掌握，將

可能在上游的數位內容購入部份形成獨買，也有可能在下游的消費端進行獨

賣，兩手策略之下大幅提高其獨占利潤。

通訊傳播產業內濫用優勢地位問題，包括：「樞紐設施的濫用」、「不當

的市場力延伸」、「掠奪性訂價」、「不當的交叉補貼」、「提高競爭者之經營

成本」五類。數位匯流之後，掌握樞紐設施之「數據傳輸平台」業者若拒

絕提供其他提供相同服務之業者的互聯或提供不合理的接續費時，可取

得阻礙或排除競爭者之能力；另外，未來台灣在數位匯流「服務平台」上

的競爭，很有可能出現非獨占（寡佔）但是卻具有市場力量的廠商，過去由

電信業所主導的服務，有可能將其過往所建構的優勢市場地位延伸到數據傳

輸及語音服務上。同樣的，過去在影音服務市場已經有相對優勢的有線電視

產業知廠商，也可能將其過去在影音娛樂服務市場的市場力量，延伸到數據

服務或是通訊服務上。另外，數位匯流後各項服務乃是透過同一套「傳輸

平台」來進行，因此要計算個別服務的「獨立服務成本」將顯得困難，

因此使得既存廠商可以透過各種定價策略來與對手競爭或威嚇新進者、

或是在其所提供的各項服務間進行交叉補貼將更為可行；數位匯流之後，

雙方都有能在本身較具優勢、且較具獨占力的市場，以較高的價格提供給要

進入的一方。巧合的是，彼此所具優勢而能提供給對方的服務，都是相互互

補的服務，廠商之間能否避免進入「囚犯困境」則有待觀察。

六、數位匯流競爭政策及執法之探討與建議

首先，在界定數位匯流服務市場時，市場界定主要考量的變數應包括：

需求替代性、交易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市場間的相互關係等三種重要

變數；而在考量上下游市場間的關係時，則應考量分處於上下游市場的事業

若欲為垂直結合，是否會形成市場封鎖，而產生將上游或下游市場中非為結

合的其他競爭者排除於市場外的限制競爭效果，以及上游市場係獨占市場，

且獨占事業擁有樞紐設施（essential facility）之情形，則樞紐設施理論（e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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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y doctrine）之適用問題。至於地理市場部份，競爭主管機關不宜屢屢逕

以全國為單一地理市場，於個案中亦應就不同區域內存在的事業者數、地理

區域是否存有天然限制、實際提供服務的型態等因素一併考量。

而在跨業經營部份，未來我國規劃新執照種類時，應從寬界定其業務內

容，以免錯失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實況而有削足適履之憾，並在其持有執照

且經過多年營運之後，因為技術創新與市場變遷難免重塑其業務所屬市場生

態，執照持有者倘若新增、擴充或變更其所提供服務時，既有執照所明定業

務內容反而成為法規障礙，間接迫使其改以跨業擁有或整合服務等方式加以

規避。就此，對照美國 1996 年電信法以「有效競爭」為解除不必要管制的

前提要件，我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宜活用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規範，

適度擴張既有執照業務內容的解釋空間。至於各項聯合行為與不當競爭部

份，則應作適度的修改，以符合未來數位匯流可能出現之產業新局。

第二節 本研究具體建議

一、「雙元結構」部份

本研究於第五章中提及各國之數位匯流政策，該章重點雖著重於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的管制措施，較少著重於競爭政策的工具研究，主要原因在於事

業機關通常屬於事前管制，透過各項法令與管制，以推動或規範各國目前正

在進行中的數位匯流產業；而競爭法屬於事後管制之機制，因為數位匯流仍

在發展中，因此較無明確的競爭政策之提出，以延續目前的競爭政策為主。

不過本研究也因此提出兩種管制措施可相輔相成之「雙重結構」或「雙

元結構」的可行性。本研究團隊認為，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機關兩者間

應定期並針對特定重大議題，共同組成聯合會議，共同討論兩者之分工與對

特定議題之共同立場，一方面展現國家機關分工合作且一致性立場的風範，

二方面也提供產業界一致的政策方向，使其有所遵循，避免產生兩機關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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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互衝突或彼此無法相容之困境。

二、「市場界定」部份

根據第七章的分析，我們發現在數位匯流之後，市場範圍的界定將變得

更為複雜，也使得公平會在面臨這樣的市場變化，若要維持市場競爭狀態的

目標，則因市場界定的困難而使得公平會要計算市場力量或市場佔有率將變

得更為辛苦。

在數位科技所帶來的技術匯流，進而影響服務市場的匯流下，公平會在

衡量市場範圍時需要更多的考量，除了過去的需求面的產品替代性或需求彈

性的概念外，也應考量到新技術持續發展的可性。

為了讓公平會面對這樣的技術與服務市場的變化，本研究進而提出考量

更多參數的市場界定流程，以供公平會於未來市場界定時有所參考。我們將

所建議的市場界定流程列於圖 8-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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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數位匯流市場界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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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

另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以下簡稱『本規範說明』）」於 2002 年 2 月 21 日首次頒布，最後一次修

正於 2005 年 8 月 26 日277。自本規範說明頒布之後，通訊傳播基本法已於 2003

年 12 月 26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次（2004）年 1 月 7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亦於 2005 年 10 月 25 日完成立法程序，同年

11 月 9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則於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成立，依該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接管電信法及廣播電視法、有線

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上原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電信總

局職掌，並依同法第 3 條規定開始行使其法定職權。

整體而言，本規範說明尚未針對通訊傳播立法方針及整合新設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接掌管制事務以後局勢配合調整。有鑑於 NCC 成立之後，一方

面根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積極推動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修

訂，另一方面則根據同條第 2 項規定以通訊傳播基本法所揭示原則解釋既有

法令；此外，該會也透過釋出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BA）等新業務執照及網

路互連、資費核定等個別管制措施，通盤調節通訊傳播產業生態，通訊傳播

相關市場競爭秩序隨之丕變；因此本研究認為，於 2005 年頒訂的最新版本

規範說明，實有必要根據市場變化及管制革新等最新情勢，於以通盤之檢

討，並加以作適當地調整與修訂，以反映實務管制環境之變化。另外，本研

究也認為，由於匯流產業環境變化快速，若本規範說明無法根據產業發展環

境、實況、與可能情境加以調整，將來若發生問題時，一方面將造成公平會

執法上的挑戰，另一方面也讓產業無所遵循，影響產業與新科技之發展，對

於台灣未來匯流產業當有不利影響。

本規範說明的修正建議及其修正理由，逐點詳列如下表 8-1：

277 參照：公法字第 0940006964 號令發布修正第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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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修正建議及其修正理由

序號 現行規定 修正建議╱修正理由

名稱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

範說明

【修正建議】：

修改為：「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通訊傳播事業跨業

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本規範說明所有「四Ｃ」

字樣，一併改為「通訊傳播」。

【修正理由】：

通訊傳播基本法制定施行

之後，電信、廣播電視及其他

通訊傳播產業皆以納入「通訊

傳播」概念之中。

另 一 方 面 ， 有 線 電 視

（cable）產業方面，系統屬於

多頻道視訊傳輸平台之一種，

在 IPTV 技術日益成熟之後，兩

者之間的區隔日益模糊；構成

有線電視服務內容的頻道，則

除以衛星上下鏈之外，也不乏

利用光纖傳輸者，甚至也出現

跨平台在 IPTV 或開放網路直

接播送予大眾視聽者。因此，

代表有線電視產業的Ｃ已與電

信互通。而網際網路所利用基

礎架構也已跨越電信網路

（ xDSL ）與有線電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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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現行規定 修正建議╱修正理由

（cable modem），依現行法令皆

屬於第二類電信事業範疇，因

此，代表網際網路的Ｃ已無必

要單獨列出。

至於電子商務，無論購物、拍

賣等網站或電視購物頻道，其

本身屬於通路業，嚴格而言，

並非通訊傳播事業而是其企業

客戶，其所用以建構無店舖通

路的平台，則分別由電信事業

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

關於購物、拍賣等網站或電視

購物頻道所涉交易紛爭或內容

不法問題，規範上與其他通路

業亦無明顯不同。至於個別電

視購物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垂

直整合，因此享有優於競爭對

手的頻道定位條件，其市場力

亦係來自同一集團在有線電視

系統平台上的市場地位；就

此，在公平交易法適用上直接

針對有線電視系統平台的集中

化問題及市場力延伸問題加以

處理即可。因此，代表電子商

務的Ｃ似無再納入本規範說明

中之必要。

一 前言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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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隨著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

的發展，國際社會對全球資訊

基礎建設（GII）形成共識，

網路商業化為不可抵擋的趨

勢。網路使用人口增加，透過

商業性網站所進行的商業活

動大幅成長，網際網路所帶來

的 商 機 引 發 電 信

（Telecommunication）、有線

電視（Cable TV）、電腦網路

（Computer Network）、電子

商務（E-Commerce）等四Ｃ事

業加速整合發展。在追求電信

自由化與法規鬆綁、解除管制

的理念下，科技傳遞媒介逐漸

匯流，對傳統管制架構及市場

公平競爭規範產生衝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本會）為公平交易法主管機

關，為充分瞭解電信、有線電

視、電腦網路及電子商務產業

發展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及

四Ｃ事業經營可能衍生之競

爭問題，面臨資訊傳播媒介匯

流之趨勢，競爭法介入與協調

等相關議題，爰將「建制四Ｃ

1.第一段文字依最新競爭

政策方針重寫，並增加關於通

訊傳播基本法及行政院數位匯

流發展方案相關法制及政策遞

變的背景說明。

2.第二段以下，「四Ｃ」字

樣皆改為「通訊傳播」，並刪除

有關「電腦網路」與「電子商

務」相關說明。

3.第三段末句：「只有在因

為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而造成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情

形，公平交易法才有介入處理

的必要。」建議改為：「通訊傳

播事業跨業經營涉及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情事，本會本

於法定職權，固然得依公平交

易法相關規定介入處理。在通

訊傳播事業跨業經營有助於

促進市場競爭，提供消費者更

多選擇的情形下，本會也將商

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推

動數位匯流發展方案，落實各

項管制革新措施。」

4.第四段文字，依修正後的

規範說明項次及內容略作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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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規範」專案列為民國

八十八年下半年暨八十九年

度施政計畫，並與學術單位合

作辦理「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

研究」、「有線電視產業競爭

規範之研究」、「網際網路資

訊通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

究」、「電子商務產業競爭規

範之研究」、「四Ｃ產業整合

發展之競爭規範研究」等五項

合作研究，俾對四Ｃ事業整合

發展可能衍生之競爭問題預

作因應。本會自九十年二月底

起，成立「四Ｃ產業專案小

組」，密切觀察四Ｃ事業匯流

情形，並將「研訂公平交易法

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

規範說明」專案列為九十年度

施政計畫，作為競爭主管機關

與產業主管機關進行政策協

調和配合，並使四Ｃ事業瞭解

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範，同時

作為本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

考。

（二）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與

市場競爭

隨著通信網路及數位技術的

【修正理由】：

1.本規範說明公布 10 年之

後，後續沿革發展應納入說明。

2.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名稱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3.配合以下建議新增的第

九點規定。

4.依修正建議，項次已有變動，

內容也有所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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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發展，通訊、傳播及資訊

科技的匯流發展成為未來趨

勢，配合自由化、法規鬆綁及

解除管制理念的逐漸落實，將

進一步引發電信、有線電視、

電腦網路、電子商務等四Ｃ事

業的跨業經營及互相競爭。四

Ｃ事業的跨業經營主要型態

可 概 分 為 「 跨 業 擁 有 」

（cross-ownership）及「整合

服務」（joint provision）兩類。

「跨業擁有」係指事業透過合

併、購併或新設分支事業的方

式，進入另一個關連的市場範

疇，例如電信業者透過與有線

電視業者合併而進入有線電

視市場。「整合服務」則為事

業透過既有的基礎網路、服

務、技術或經營知識，提供原

本是屬於另一個市場範疇的

服務，例如電信業者利用其電

信網路提供隨選視訊服務

（video-on-demand），或者有

線電視利用其有線電視網路

所提供的纜線語音電話服務

（cable telephony）或纜線數

據機（cable modem）寬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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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服務。四Ｃ事業的「跨業擁

有」或「整合服務」將使各個

關連市場間的界線逐漸模

糊，有助於促進各個關連市場

的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

擇。然而，四Ｃ事業的「跨業

擁有」或「整合服務」亦可能

使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或市場

力不當擴張，而有限制市場競

爭或妨礙科技發展之虞。

（三）公平交易法與四Ｃ事業

跨業經營

公平交易法是規範事業競爭

行為的競爭法，立法目的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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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規範內容包括

兩部份：對獨占、結合、聯合

等「限制競爭行為」的管制，

及對事業間「不公平競爭行

為」的規範。四Ｃ事業「跨業

擁有」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對

事業結合或聯合行為的規

定，四Ｃ事業「整合服務」亦

可能涉及獨占濫用及不公平

競爭行為的規定，惟因四Ｃ事

業跨業經營基本上有助於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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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市場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

的選擇，所以四Ｃ事業跨業經

營在競爭法上的評價不一定

是負面的，只有在因為四Ｃ事

業跨業經營而造成限制競爭

或不公平競爭的情形，公平交

易法才有介入處理的必要。

（四）本規範說明之架構

本規範說明共分為九部分，

一、前言：簡介四Ｃ事業匯流

背景、跨業經營與市場競爭及

公平交易法規範間之關係。

二、本規範說明的目的與範

圍：揭示本規範說明研訂的原

因、目的及所欲涵蓋的範圍。

三、四Ｃ事業競爭規範架構：

分析四Ｃ事業中產業特別管

制法規與一般競爭法規的關

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

法主管機關間的協調，並建議

四Ｃ事業主管機關於規劃相

關產業政策及執行管制措施

時，考量一般管制原則。四、

市場界定及競爭分析：闡述競

爭法上相關市場的概念、市場

界定及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力

的評估方式。五、濫用優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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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例示方式說明四Ｃ事業

「整合服務」可能構成濫用優

勢地位的行為態樣。六、四Ｃ

事業結合行為之規範：說明四

Ｃ事業涉及公平交易法結合

之情形及本會審查之重點。

七、四Ｃ事業聯合行為之規

範：以例示方式說明四Ｃ事業

「跨業擁有」可能涉及公平交

易法聯合行為規定的情形。

八、其他不公平競爭及影響交

易秩序行為之規範，提醒相關

事業應注意資費透明化與有

關之不公平競爭處理原則。

九、結語。

二 本規範說明的目的及範圍

（一）本規範說明的目的

本規範說明訂定的目的為：

1.促使四Ｃ事業在發展跨業經

營的過程中，均能充分瞭解並

確實遵守公平交易法相關規

定，以確保並促進更開放及競

爭的四Ｃ事業相關市場，提供

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2.本會執行公平交易法及處理

四Ｃ事業跨業經營相關案件

之參考。

【修正建議】：

1.原（一）之 3.「區隔平台

管制與內容管制」建議改為「，

並且逐步將根據傳輸方式不同

嚴格區分電信與廣播電視的垂

直管制模式，轉型為層級化的

水平管理原則」。

2.「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訊傳播」，並刪除有關「電腦網

路」與「電子商務」相關說明。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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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四Ｃ事業主管機關於規

劃相關產業政策及執行管制

措施時，考量市場機制優先、

符合目的性與比例性、科技中

立及區隔平台管制與內容管

制等一般管制原則。

（二）本規範說明的範圍

本規範說明所稱之四Ｃ事

業，係指電信、有線電視、電

腦網路及電子商務等事業，包

含利用電信、廣播及資訊通信

網路所構建具有多元載具性

質的電子通信網路，以及利用

前述電子通信網路進行各種

通信、廣播視訊、電子交易及

線上遊戲等服務提供之商業

活動。本規範說明所稱的跨業

經營，係指四Ｃ事業透過「跨

業擁有」及「整合服務」方式，

進入另一個關連市場的經營

模式。

1.配合下述第三點 1.修正

建議略作調整。

2.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名稱

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三 四Ｃ事業競爭規範架構

（一）產業特別管制法規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及

一 般 競 爭 法 規 （ general

competition rule）

產業特別管制法規係指為因

【修正建議】：

1.「產業特別管制法規」

皆改為「目的事業管理法」，「一

般競爭法規」皆改為「公平交

易法」，刪除相應的英文註記。

2.第一段倒數第二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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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產業的特殊性而制定的管

理法規，四Ｃ事業相關的特別

管制法規包含電信法、有線廣

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

電子簽章法等，及未來因應網

際網路與電子商務發展所制

定（訂）的法規。對於四Ｃ事

業的「跨業擁有」或「整合服

務」情形，現行相關法令規

定，如電信法及有線廣播電視

法，產業主管機關要求業者遵

守所欲跨入產業的法律規範

（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

或建立分離的會計制度（如電

信法第十九條、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五十一條）等，因此對於

四Ｃ事業發展跨業經營的環

境，公平交易法有較大的介入

空間。而在四Ｃ事業的競爭規

範方面，電信法、有線廣播電

視法等著重於「事前規範」

（ex-ante regulation），即透

過網路互連、會計分離、資費

管制的措施（如電信法第十六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六條及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一

條），以及對經營規模的限制

反競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改為「落實電信自由化政策、

維護消費者權益及防範有線電

視系統壟斷等多元化立法目

的」。

3.第一段括號內所引用法

條，應注意相關法律修正草案

是否觸及，並視其立法進度於

爾後本規範說明（修正）公告

前配合調整。

4.第三段之 4.「區隔平台

管制與內容管制：因應四Ｃ事

業匯流之趨勢，未來對於『技

術平台』的管制，應採『水平

取向』的一致性原則，亦即原

本隸屬不同產業但提供相同

服務的技術平台，均應適用一

致性的管制措施。相對地，有

關『內容提供』的管制，則應

按其提供內容之性質，分別適

用不同內容相關法規之管制

措施。」建議修正為：「層級化

水平管制原則：因應通訊傳播

事業匯流之趨勢，未來對於

『傳輸平台』之管制，應採『相

同服務，一致標準』之水平管

制原則，亦即原本隸屬不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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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

一條）等，降低反競爭行為發

生的可能性。至於公平交易法

則強調「事後規範」（ex-post

regulation），即透過查處事業

的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

為，維持市場的競爭秩序。

（二）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

主管機關的協調

本會對四Ｃ事業的競爭規

範，係尊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規劃的產業結構及法令，依

法執行有關事業限制競爭及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查處。惟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措施或法

令有妨礙競爭機能發揮或影

響公平競爭時，本會將依據公

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並依同

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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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決定法

律適用的問題。

（三）一般管制原則

為使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

業或業務別但提供相同服務

的傳輸平台，均應適用一致性

的管制措施。相對地，有關『內

容及應用服務』之管制，則應

按其提供內容或應用服務之

性質，分別適用不同內容相關

法規之管制措施。」

5.「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訊傳播」，並刪除有關「電腦網

路」與「電子商務」相關說明。

【修正理由】：

1.本規範說明公告已久，相

關用與宜儘量與我國法律用語

一致。

2.還原相關規定立法目的

之多元化，儘量不以外國立法

類比我國立法。

3.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法

刻正研修中，本規範說明應隨

時配合最新立法狀態校正相關

法條引述文字。

4.參考：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規定及通訊傳播管理法草

案。

5.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名稱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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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能夠步調一致的執

行四Ｃ事業競爭規範，並降低

因不當的管制介入致扭曲市

場功能的情形，本會從競爭法

主管機關的觀點，建議四Ｃ事

業主管機關於規劃相關產業

政策及執行管制措施時，考量

以下一般管制原則：

1.市場機制優先：原則上信賴

競爭機能的運作，僅在市場失

靈、消費者權益受損及防止既

有業者濫用市場地位之情形

下，始予以介入管制。

2.符合目的性與比例性：管制

的介入必須有助於政策目標

的達成，且不超出達成政策目

標的必要程度；當政策目標可

藉市場競爭方式達成時，即應

去除不必要的管制。

3.科技中立：在當前科技發展

日新月異的時代，應避免強制

產業使用某一特定技術，同時

也不對不同之技術作差別之

待遇。惟有必要對技術與介面

予以標準化之考量時，則不在

此限。

4.區隔平台管制與內容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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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四Ｃ事業匯流之趨勢，未

來對於「技術平台」的管制，

應採「水平取向」的一致性原

則，亦即原本隸屬不同產業但

提供相同服務的技術平台，均

應適用一致性的管制措施。相

對地，有關「內容提供」的管

制，則應按其提供內容之性

質，分別適用不同內容相關法

規之管制措施。

四 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的計

算

（一）相關市場界定

相關市場係指事業提供商品

或服務並從事競爭的範圍，包

含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個

構面。產品（服務）市場係指

從消費者的觀點，所有能夠滿

足特定需求，且在價格及功能

方 面 可 互 相 替 代

（interchangeable）的產品（服

務）所構成的組合。地理市場

則是指事業提供產品 （服務）

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消費者

在此區域內能夠無障礙地選

擇或轉換交易對象。由於四Ｃ

事業跨業經營及匯流趨勢，將

【修正建議】：

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的計

算

（一）相關市場界定

相關市場係指事業提供通訊

傳播服務並從事競爭之場

域，包含服務市場及地理市場

兩個構面。一般而言，服務市

場係指基於消費者觀點，所有

能夠滿足渠等關於通訊傳播

服務之特定需求，且於價格及

功能方面具被相互替代可能

性（interchangeability）之服務

所構成的競爭場域。地理市場

則是指上開服務市場內之事

業，得提供通訊傳播服務從事

競爭之地理區域範圍，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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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種服務間的互相替代能

力增加，產品（服務）或地理

市場的界線日趨模糊，因此，

相關市場界定必須考量科技

變化的因素，並以個案方式認

定。

（二）市場占有率的計算

四Ｃ事業之相關市場占有率

原則上以下列方式計算：

1.對於有固定客戶數之事業

（例如電信或有線電視），按

該特定事業的用戶數或收視

戶數，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

與者用戶數或收視戶數總和

的比例計算。

2.對於無法掌握客戶數目之事

業（例如線上搜尋服務），則

按該特定事業的營業額，占相

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者的營

業額總和之比例計算。

於此區域範圍內得自由選擇

或轉換其交易對象。

鑑於數位匯流及其數位化結果

所產生之產業間市場界限的逐

漸模糊，進而出現嶄新的「基

磐網路－傳輸平台服務－內容

及應用服務」之層級化競爭場

域。因此，通訊傳播產業相關

法規中，傳統上因通訊技術、

接取網路類型等而被歸類為不

同產業部門，若各該產業對消

費者（需求者）而言，實具有

相互替代可能性之情形，則不

同產業部門，可能會被納入同

一個服務市場中。

此際，相關市場界定將不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認定之事業

或行業類別所拘束，對涉及不

同產業服務相互競爭的情形，

本會將透過合理的可替代性、

需求交叉彈性、群組市場、次

級市場、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臨界損失分析法等方式，界定

相關市場；並妥善運用當時科

技發展水平、規模經濟、網路

效應、業務市場參進障礙、轉

換成本、是否存在樞紐設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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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設施、各服務所涉基礎設

施普及率、地理區域、資源稀

少性（如管溝、電桿等瓶頸設

施，以及頻譜、頻道等稀少性

公共財）等經常存在於通訊傳

播產業之特別因素，以為相關

市場界定時之參考要素。

有鑑於市場界定係為判斷事業

是否擁有優勢或獨占市場地位

之手段而非目的，故當個案中

市場上是否存在優勢或獨占地

位，得由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

進行判斷者，本會將省略市場

界定步驟，而依其他證據判斷

是否存在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

爭行為，並依其認定適用公平

交易法相關規定。

（二）市場占有率的計算

通訊傳播服務之相關市場占

有率，應依涉案事業提供服務

之特性及其所處市場而異其

計算方式。原則上應就下列資

料綜合判斷：

1.服務契約數量：按該特定事

業的已簽約用戶數、基礎設施

迴路數或提供號碼數等數

量，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



246

序號 現行規定 修正建議╱修正理由

者已簽約用戶數、基礎設施迴

路數或提供號碼數總和的比

例計算。

2.服務使用量：按該特定事業

所提供服務之消費者使用

量，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

者就具有競爭關係服務的使

用量總和之比例計算。

3.營業額：按該特定事業就特

定服務的營業額收入，占相關

市場所有市場參與者就具有

競爭關係服務的營業額總和

之比例計算。

此外，「四Ｃ」字樣皆改

為「通訊傳播」。

【修正理由】：

（一）相關市場界定

1.相正修關市場定義，除需求者

的需求替代性外，供給者的

供給替代性亦應納入考量。

至地理市場的範圍亦以供給

者的觀點進行界定。

2.引進歐盟、日本、美國等先進

國採取之水平層級化平台競

爭的競爭管制觀點，在事涉

跨行業的不同事業所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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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生競爭關係時，考量自

需求者角度而言不同服務間

具有替代關係，為求正確評

估個案中所涉市場架構與事

業行為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或

不公平競爭行為，數位匯流

市場界定原則上不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認定業務市場

所拘束，市場範圍不侷限於

傳統產業別下的業務市場界

限，而將所有具有可替代性

的服務，視為處於同一平台

上具有相互競爭關係的服

務，以進一步計算市場占有

率及市場集中度。至於服務

間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透

過分析相關技術特性、產業

資料、服務定價、服務內容

以及使用者問卷調查方式加

以確認。

又由於通訊傳播事業所涉及

電信、廣播電視等產業，其產

業特性與其他一般行業殊

異，故除藉由一般性市場界定

方法，如：合理的可替代性、

需求交叉彈性、群組市場、次

級市場、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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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損失分析法等方式界定

市場範圍外，就相關產業的特

殊性亦須一併納入考量，包括

現有科技、規模經濟、網路效

應、業務市場參進障礙、轉換

成本、是否存在樞紐設施（如

FTTx 光纖服務元件）或瓶頸

設施（如管溝）、各服務所涉

基礎設施普及率、地理區域等

因素，於個案中認定涉案服務

業者所處市場範圍為何。

3. 有鑑於市場界定係為判斷市

場上事業是否具備優勢市場

力量或獨占力的手段，而非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從

而於個案中市場上是否存在

獨占力得逕依照其他直接或

間接證據為判斷者，主管機

關得省略市場界定的步驟，

依照其他證據資料判斷是否

存在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行為，並依其行為態樣適用

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

（二）市場占有率的計算

1.市場占有率的高低，代表事業

於相關市場上所具備影響力

程度，並且藉由事業市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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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的歷年變動，亦得作為

判斷相關市場整體競爭情況

的參數之一，如市占率前三

名事業於數年間市占率皆無

變化，可作為事業聯合行為

不為競爭的情況證據；抑或

市占率前三名持續更迭變

動，得顯示市場上事業相互

競爭激烈。

2.原規範說明僅依據能否掌握

服務客戶數目而異其計算市

占率方式，似有失之偏頗之

虞；且不論契約客戶數是否

屬可得資料，其他下列因素

皆應同時納入判斷範疇並為

綜合判斷，方得以確認相關

市場上事業所占比率：

(1).服務契約數量：按該特定

事業的已簽約用戶數、基礎設

施迴路數或提供號碼數等數

量，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

者已簽約用戶數、基礎設施迴

路數或提供號碼數總和的比

例計算。依個案中所涉市場不

同，服務契約提供的使用內容

亦有所差異，故其單位不應僅

限於用戶數，依情形得代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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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迴路數、號碼數作為

計算基礎，以符市場實態。

(2).服務使用量：按該特定事

業所提供服務之消費者使用

量，占相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

者就具有競爭關係服務的使

用量總和之比例計算。依量計

價或重視網路效應的數位匯

流相關服務，如行動語音服

務、行動上網服務、固定電話

服務、網際網路內容服務等，

從使用者於一定期間內的使

用次數、使用時間等統計數

據，亦能反應出不同服務業者

的市場占有率。如入口網站到

訪次數，即為評估入口網站市

場占有率的憑據之一。

(3).營業額：按該特定事業就

特定服務的營業額收入，占相

關市場所有市場參與者就具

有競爭關係服務的營業額總

和之比例計算。服務營業額總

和可作為顯示市場規模的指

標，然此必須以事業落實會計

分離為其前提，且營業額可能

因為涉案事業的訂價策略、市

場交易資訊不透明等因素而



251

序號 現行規定 修正建議╱修正理由

有所影響，故單以營業額作為

計算基礎，或有過度簡化之

虞。

3.此外，相關服務屬於單邊市

場抑或雙邊或多邊性市場？

若為雙邊或多邊市場則以交

易平台上的何種交易關係為

關注重點？以及整合性服務

是否涉及搭售（tie-in）或為整

批出售（bundling）？皆為正

確計算市場占有率的重要前

提，故須就個案認定後，方得

正確計算事業於市場上的相

關占有率。

五 濫用優勢地位

（一）樞紐設施的濫用（abuse

with an essential facility）

關於「樞紐設施」，參考美國

法 院 判 決 （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708 F. 2d 1081, 1132

(7th Cir.), cert. Denied, 464

U.S. 891(1983)）及世界貿易組

織（WTO）「電信服務業諮商」

參考文件，係指符合以下要件

的設施：

1. 該設施係由獨占事業所控

【修正建議】：

1.第一段刪除「參考美國

法 院 判 決 （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708 F. 2d 1081, 1132

(7th Cir.), cert. Denied, 464

U.S. 891(1983)）及世界貿易組

織（WTO）「電信服務業諮商」

參考文件，」

2.第二段刪除「。例如電

信業者將語音電話服務與非

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DSL）

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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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2. 競爭者無法於短期內以經

濟合理的方式複製該設施。

3. 競爭者倘無法使用該設

施，即無法與設施之控制者競

爭。

4. 設施之控制者有能力提供

該設施給競爭者。

由於競爭者倘無法使用樞紐

設施，即無法與控制該樞紐設

施者競爭，因此控制樞紐設施

之事業，可取得阻礙或排除競

爭者之能力，尤其當四Ｃ事業

進行整合服務時，很可能利用

所掌握之樞紐設施，阻礙其他

事業參與競爭。是以，具有獨

占地位之四Ｃ事業，倘無正當

理由，拒絕其競爭者使用樞紐

設施、中止提供樞紐設施，或

以差別供應將樞紐設施提供

予其競爭者，而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情形者，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之

虞。

（二）不當的市場力延伸

（leverage of market power）

係指透過「搭售」（tie-in）或

線電視業者將有線電視視訊

服務與纜線數據機寬頻接取

服務合併提供，由於前述行

為」

3.第四段「但交叉補貼倘

係因電信事業之普及服務義

務」，建議修改為「但交叉補

貼倘係因普及服務義務」

4.第五段建議刪除「(如接

續費或出租電路之租金 )」等

字眼。

5.「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訊傳播」，並刪除有關「電腦網

路」與「電子商務」相關說明。

【修正理由】：

1.四 C 規範已經公告已

久，其所根據以不需列入。

2.此類之舉例已不在需要。

3.普及服務未來將包括視

訊、數據、與語音等三者的普

及，不再僅限於電信事業。

4.電信事業提供之網路接

續或電路出租服務訂價並不

僅限於接續費或出租電路之

租金，且首句既已舉例說明生

產要素種類，末句意涵已臻明

確，毋須再以接續費或租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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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批交易」（bundling）等

方式，強制交易對象就兩項以

上在經濟及技術條件均可獨

立分離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一

併交易，或以贈品、免費服務

或不當折扣的方式，迫使交易

對象放棄選擇其中單項商品

或服務之情形。四Ｃ事業進行

整合服務時，可能利用「搭售」

或「整批交易」之策略來擴張

新的服務項目之市場占有

率，例如電信業者將語音電話

服務與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

（ADSL）寬頻接取服務合併

提供，或有線電視業者將有線

電視視訊服務與纜線數據機

寬頻接取服務合併提供，由於

前述行為將使事業既有的市

場力延伸到新的服務項目市

場，或將造成限制市場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情形，可能涉

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或

第十九條規定。但「搭售」或

「整批交易」係基於聯合生產

經濟性、消費者使用習慣考

量，抑或單純為提供消費者

「 一 次 購 足 」 （ one-stop

例加以說明，以免反而誤解該

二類生產要素價格不含設施

共置等所需其他費用。

5. 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名稱

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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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之便利性，可視為

合理事由。

（三）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

係指獨占事業犧牲短期利

潤，訂定低於成本之價格，迫

使其競爭者退出市場，或阻礙

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藉以維

持市場占有率，並在長期下獲

取超額利潤之行為。掠奪性訂

價必須符合以下三個要件：

1. 事業對產品或服務之訂價

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或「平

均增支成本」 (當聯合成本占

總成本的比例很高時 ，宜以

後者為準據)。

2. 事業意圖藉由訂價行為阻

礙或排除競爭者。

3. 事業有能力在阻礙或排除

競爭者後，回收所生虧損並將

價格調升至獨占水準。

具有獨占地位之四Ｃ事業進

行跨業經營時，倘基於阻礙或

排除特定市場競爭者之意

圖，而採取掠奪性訂價之行

為，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十條規定。但其訂定低價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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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短期促銷，或因未預期

之成本上漲，造成訂價低於成

本之情形者，則可視為合理事

由。

（四）不當的交叉補貼（unduly

cross-subsidy）

交叉補貼係指經營多項服務

之事業，將其中特定服務項目

的成本，歸屬或轉嫁到其他的

服務項目，藉由其他服務項目

的盈餘，補貼該項特定服務的

情形。事業如有以下情形，則

可能會被認定存有交叉補貼：

1. 事業所提供的服務項目長

期出現盈虧不平衡的情形。

2. 事業內部各部門間以不合

理價格或報酬進行內部交易。

四Ｃ事業進行跨業經營時，應

儘量就所提供各項服務項目

建立分離之會計制度，倘四Ｃ

事業以其獨占性業務之盈餘

補貼競爭性業務，或以受管制

業務盈餘補貼非受管制業

務，為不當之交叉補貼，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

之虞。但交叉補貼倘係因電信

事業之普及服務義務，或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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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費管制所致，則可視為合

理事由。

（五）提高競爭者之經營成本

（raise rivals' costs）

係指掌握生產要素 （例如電

信事業提供之網路接續或電

路出租服務）的事業，為了阻

礙或排除在下游市場的競爭

者，而對該生產要素之價格為

不當之決定，藉以提高下游競

爭者的經營成本，迫使其退出

市場的行為。至於事業對於生

產要素之價格是否為不當決

定，可由該項生產要素的價格

與「單獨成本」（stand-along

cost） 之關係據以判斷。「單

獨成本」係指假設事業僅提供

該項生產要素所發生的成

本，包含增支成本及全部的共

同成本，倘若事業對於該項生

產要素的訂價 (如接續費或

出租電路之租金 )高於其「單

獨成本」，則可能構成提高競

爭者之經營成本，而涉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之虞。

六 四Ｃ事業結合行為之規範

事業之結合可以區分成三種

【修正建議】：

1.「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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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

多角化結合，而四Ｃ事業之結

合，三種態樣兼而有之。倘渠

等事業之結合涉及公平交易

法第六條所列各款結合態

樣，且符合同法第十一條所列

各款情形之一，而無第十一條

之一不適用情況者，應向本會

提出申報。本會依同法第十二

條之規定，就結合所可能產生

之「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進行評估。

「整體經濟利益」方面，審查

重點包括：

(一)結合對生產效率、配置效

率及動態效率的影響；

(二)結合是否有助於促進相關

市場之競爭；

(三)結合是否有助於提供涵蓋

範圍更廣、更多樣化及高品質

之服務；

(四)結合是否有助於提昇國際

競爭力，並促進研發與創新；

(五)結合是否具有消費面的網

路 外 部 性 （ network

externalities）；

(六)事業結合是否為達成前開

訊傳播」。

2.參考上述第四點修正建

議，調整相關審查重點內容。

3.通訊傳播事業所經營者

多為須經許可始得營業的管制

業務，其中尚有參進障礙極

高、實際從事相關服務提供者

短期之內不易增加的特許業

務，因此，在審酌此類事業參

與結合所造成的「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時，應特別注意市場

參進困難，因此超額利潤無法

吸引新進業者從事競爭的產業

特性，以免低估係爭結合申報

案中所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

4.另一方面，由於技術創新

或異類服務整合在通訊傳播匯

流的趨勢下更加頻繁且影響範

圍更大，在審酌通訊傳播事業

所參與結合案時，應特別注意

新興服務與屬於既有管制業務

相關服務在消費上的替代關

係，以及，新興服務的營運模

式成熟度與技術穩定性是否已

超越試運轉階段，以免低估或

高估係爭結合申報案中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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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的之唯一手段；

(七)參與結合事業將內部利益

予以外部化之計畫。

至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

面，審查重點包括：

(一)結合對相關市場之結構及

集中度之影響；

(二)結合是否顯著減損相關市

場的競爭程度及提高參進障

礙；

(三)結合是否顯著降低消費者

的選擇機會；

(四)結合是否會導致濫用市場

力行為之可能性增加；

(五)結合是否會導致聯合行為

之可能性增加；

(六)水平結合是否造成市場集

中度的增加，增加的幅度有否

造成結合事業對其他水平競

爭廠商的反競爭行為；

(七)垂直結合是否造成市場封

鎖的可能，即事業結合後是否

以其所增加的下游（上游）市

場力量封鎖上游（下游）競爭

者的市場；

(八)多角化結合是否造成產品

聯賣、搭售，以及不當的交叉

涉及的「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5.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間的雙重管制應儘量避免疊床

架屋，各自依法定職掌及準據

法規發展相輔相成的執法方

針。

【修正理由】：

1.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名稱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2.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第四點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3.根據第一類電信事業歷

來公告開放及有線電視系統公

告申請許可實務經驗，實際參

與特許執照申請作業者原已極

為有限，後續籌設並實際營運

階段更常有彼此併購情事，對

照看似寬鬆的目的事業管理法

上特許或許可條件及限制，往

往無法呈現實際產業結構，尤

其，再沉沒成本極高的基盤網

路建設方面，兩者之間的落差

更為明顯。並請參照：公平交

易法第 12 條規定。

4.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第四點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5.參考歐盟、英國、德國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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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等濫用市場力行為。

本會審理四Ｃ事業結合之申

報案件，依前述考量因素，逐

項評估整體經濟利益與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

關於通訊傳播事業參與結合案

件的執法經驗，並請參照：公

平交易法第 1 條、第 9 條第 2

項、第 25 條、第 26 條、第 41

條、第 46 條，並請對照：通訊

傳播基本法第 1 條、第 13 條、

電信法第 1 條、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 1 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組織法第 1 條、行政程序法

第 94 條等相關規定。

七 四Ｃ事業聯合行為之規範

四Ｃ事業之「跨業擁有」倘有

涉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

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

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

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

條禁止規定之虞。四Ｃ事業可

能涉及聯合行為之態樣包括：

(一) 共同訂價：指與具有競爭

關係之其他業者共同決定商

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或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相互

限制價格調整或優惠折扣之

行為。因價格競爭乃為有效競

爭之核心，前揭共同行為直接

【修正建議】：

1.首段「跨業擁有」，應修

正為「整合服務」。

2.第二段「共同決定商品

價格或服務報酬」修改為「共

同決定生產要素購買價格、商

品販售價格或服務提供報

酬」。

3.第二段「非依法經本會

許可者，事業不得為之」應改

為「事業不得為之」

4.第三段「產能限制」、「聯

合行為的型態不限於共同決

定或維持價格，倘四Ｃ事業

間」及「約定限制彼此之產

量、產能或設備，或」應加以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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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機制作用，非依法經

本會許可者，事業不得為之。

(二) 產出限制及劃分市場：事

業間聯合行為的型態不限於

共同決定或維持價格，倘四Ｃ

事業間為減低彼此之競爭壓

力，約定限制彼此之產量、產

能或設備，或共同劃分經營區

域及交易對象，勢必產生明顯

之反競爭效果，非依法經本會

許可者，事業不得為之。

(三 ) 以交換競爭敏感之資訊

從事聯合行為：指具有競爭關

係之四Ｃ事業相互揭露交換

有關訂價、折扣、成本、研發、

客戶資料等競爭敏感之重要

資訊。由於前揭資訊相互揭露

可能提供有競爭關係事業間

意思連絡之管道，而形成串謀

行為的工具，亦可能導致四Ｃ

事業間平行行為，直接抑制市

場競爭。故其相關事業間之資

訊交換，非基於彼此相互銜轉

所必須者，事業不得為之。

(四 ) 共同抵制：指四Ｃ事業

間，為排除或阻礙第三者參與

競爭，所採取之共同降價、共

5.最後一段「惟在事業對

事業（B2B）及事業對消費者

（B2C）之網站部分，其經營

模式在於提供交易平台予數

業者利用，故如係聚集提供同

類商品或服務之業者於同一

網站上」更改為「若服務平台

上所提供之服務，讓具備在同

一市場相互競爭之事業，得以

利用其所提供之服務」

6.「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訊傳播」。

【修正理由】：

1.首段「跨業擁有」所描述

者，皆為「整合服務」所涉及

相關行為態樣，應加以修正，

以免造成誤解。

2.應同時考慮其對上游採

購與下游消費服務兩者間的聯

買聯賣行為。

3.台灣有線電視集團化現

象明顯，共同定價非常可能出

現，因此應直接禁止為之。

4.數位匯流之產業具有高

度密度經濟、網絡經濟，爭取

越多消費者其成本越低，因此

此一「產能限制」並不具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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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拒絕交易或網路互連，藉以

達成封鎖市場目的之行為，對

市場競爭產生明顯不利影

響，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

四條規定之虞。另四Ｃ事業間

約定共用設施或稀少資源

時，如有不當利用整體市場地

位，迫使設施或稀少資源提供

者接受不合理之交易條件，抑

或約定共同排拒新進業者共

用設施及稀少資源者，亦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規

定之虞。

(五 ) 共同研發及共同制定技

術及品質標準：四Ｃ事業間共

同研發或制定技術及品質標

準之行為，固然有降低成本及

風險，提升經濟效率及服務水

準之利益。然亦可能無法藉由

彼此競爭而產生多樣化的產

品與服務，阻礙新技術之發展

及採用，排除新進業者參與競

爭，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

前開行為倘非依法經本會許

可、或制定過程具相當公開性

與透明化者，涉及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

質意義。

5.數位匯流之後，應該在

「服務平台」上規範，而不再

是針對網際網路上的網站。

6.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名稱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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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策略聯盟：策略聯盟為四

Ｃ事業間所慣用之商業手

法，特別是垂直整合之策略聯

盟。此類策略聯盟行為，由於

形式上係集合數家不同之業

者，合作或共同一致地從事特

定之商業行為或推廣促銷，涉

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規定之虞。倘策略聯盟係以整

合商流、金流、物流、資訊流

為目的，其參與事業來自不同

產業，彼此間無水平競爭關

係，原則上尚未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七條構成「聯合行為」要

件。惟在事業對事業（B2B）

及事業對消費者（B2C）之網

站部分，其經營模式在於提供

交易平台予數業者利用，故如

係聚集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

之業者於同一網站上，統一進

行報價、廣告行銷、交易等

時，由於其所整合之事業間具

有競爭關係，就如同實體世界

中不同之事業委託同一家管

理顧問公司代管經營一般，一

旦合致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

定之要件，構成聯合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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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八 其他不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

秩序行為之規範

四Ｃ事業之經營及交易行

為，因其項目眾多且交易型態

複雜，實際交易價格不易明確

揭露。以電信資費為例，依項

目（市內電話、長途電話、國

際電話、無線叫人、行動電

話）、國家及使用時間之長短

計算，再加上以各種名目收取

之「基本費」、「月租費」、

「設定費」與「保證金」，使

消費者難以理解或查核資費

內涵。再者，以往電信事業全

部為國營，在別無選擇情況

下，消費者對資費項目及資費

調整欠缺敏感度，該情況在事

業匯流後，業者提出電信、有

線電視、上網服務等組合套餐

或特價優惠時，恐將進一步惡

化。為使相關資費之揭露透明

化，以維護消費者利益，並促

進事業間之公平競爭，匯流後

之四Ｃ事業應於定型化契約

中明白陳述「可取得最新費率

與維修費資訊的方式」，並明

【修正建議】：

1.刪除「以電信資費為

例，依項目（市內電話、長途

電話、國際電話、無線叫人、

行動電話）、國家及使用時間

之長短計算，再加上以各種名

目收取之『基本費』、『月租

費』、『設定費』與『保證金』」

2.刪除「再者，以往電信

事業全部為國營，在別無選擇

情況下，消費者對資費項目及

資費調整欠缺敏感度，該情

況」

3.請檢視各處理原則最近

修正情形，並且增列新訂的處

理原則、刪除以廢止的處理原

則。

4.「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訊傳播」。

【修正理由】：

1.應不需再舉例。

2.此種情形已經不合時宜。

3.依據法規現況修正說明

文字。

4.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名稱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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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告知消費者各項服務「單

點」與「套餐」之資費。

另四Ｃ事業之經營行為，針對

仿冒、不實廣告、比較廣告、

商業譭謗及欺罔或顯失公平

行為等其他不公平競爭行

為，本會業已研訂「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比較

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

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

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

處理原則」、「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等

處理原則，四Ｃ事業應注意並

遵守相關規定。

九 結語

本規範說明係針對四Ｃ事業

跨業經營行為，就可能涉及公

平交易法之態樣例示說明；惟

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具體事實

加以認定。

【修正建議】：

1.為配合下述增訂第九

點，改列第十點。

2.「四Ｃ」字樣皆改為「通

訊傳播」。

3.在「；惟個案之處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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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現行規定 修正建議╱修正理由

須就具體事實加以認定」之

前，增訂「，並揭示本會協助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推動數

位匯流發展方案，落實各項管

制革新措施之競爭政策方

針；另若事業之經營行為具有

潛在不公平競爭之可能而有違

法之虞 ，則應主動揭露資

訊；」。

【修正理由】：

1.配合新增規範說明，序號

往後順推。

2.同上述本規範說明關於

名稱修正建議的理由說明。

3.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第 1 款、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組織條例第 14 條第 1 款規

定及本研究內容。

新增 促進匯流發展推廣競爭政策 【增訂建議】：

增訂第九點，主要內容如

下：

1.除依第 46 條規定意旨，

逐案審查結合申報或聯合行為

申請許可案件，或依第 26 條規

定調查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

外（已規定於第二點之（二）、

第六點及第七點中），也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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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現行規定 修正建議╱修正理由

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所定

程序，積極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合作，共同塑造更有利於自

由且公平競爭的產業生態。

2.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公

平交易法第 1 條規定之意旨，

善用與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6 條

至第 11 條規定中相通之處。

【增訂理由】：

1.參考歐盟立法趨勢及美

國、英國執法經驗。

2.參照通訊傳播基本法及

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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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科技匯流發展日行千里，逐漸轉換為可涵蓋包括數據（data）、語

音（voice）及影音內容（video）等三種服務的匯流，是為「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這樣的匯流與整合，也造就了原本獨立產業間跨業經營另一

市場的可能性，將進一步引發通訊、傳播、與資訊科技等事業的跨業經營及

互相競爭。本研究藉由整理國內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他國（美、歐、

日）目前可能之匯流商業模式及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通訊傳播主管機關關於數

位匯流之通訊傳播事業之管制等，提供具體規範內容與實際作法以供我國法

制之參考。我們發現台灣數位匯流後參與「服務平台」最為積極參與者為中

華電信、富邦蔡家及遠東集團與旺旺集團等集團。各國在數位匯流下，產業

主要進行平台之競爭，而在管制上則先以不對稱管制措施為新進業者營造公

平競爭環境，再轉向以一般競爭法為原則。數位匯流下產業很容易形成「雙

邊市場（two-sided market）」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情形，

從而市場界定的方式亦應隨之微調；而台灣涉及數位匯流的產業多採取特許

制或許可制，形同行業參進門檻，從競爭角度而言，高度的參進障礙將造成

市場上潛在競爭者無法迅速因應市場環境的變化而進入，對於市場競爭具有

負面影響。匯流之後市場可能出現阻礙競爭的行為者如：行動通訊業者間的

通訊服務價格的同方向變動、匯流「服務平台」的集體聯買聯賣問題、共同

抵制新競爭者之進入等；最後，本研究建議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政策機關兩

者間應定期並針對特定重大議題，共同組成聯合會議，展現國家機關間分工

合作且一致性立場的風範，並在衡量市場範圍時除考量過去的需求面的產品

替代性或需求彈性的概念外，也應考量到新技術持續發展的可性，並針對「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四Ｃ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根據市場變

化及通訊傳播法管制革新等最新情勢，而作適當之修訂。

關鍵字：數位匯流、通訊傳播、服務平台競爭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convergence is very speedy

and i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he independent technology of data, voice, and

video to one which offers three kinds of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so

called digital convergence. Corresponding with such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

originally independent industries are possible to cross their original market extent

to another one and further result in a more tens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condition

between these converging industries.

In this study, we study the developments of domestic digital converging

related industries, the newly emerging business model under the trend of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the regulations imposing on the converging communication

industry of the authorities of competition law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regulation in US, Europe and Japan to offer some precise and practical measures

for our related authorities.We discovered that the groups which progressively

participate the competition of converge service platforms are the Chunghwa

Telecom Co.,Ltd, Taiwan Mobile Co., Ltd, Far 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 and Wantwant Group. Besides, to encourage the competition of service

platform in converging industries, the US, Europe and Japan firstly applied

asymmetric regulations to construct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new

entrant and later transformed to the regulations of general competition law.

Furthermore, industries with digital convergence are easily to form a so

called two-sided market or multi-sided market, the definition and the measure of

market extent should adjust accordingly. In Taiwan, the entrances of industries

with digital convergence are regulated by a franchise or permission system, which

is like the entry barrier for the new entr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competition, such highly entry barrier prevent the potential entrant from enter the



market for react the speedy changes of market development with digital

convergence, which might depres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long term. After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the behaviors of firms that might result in the

anti-competition phenomena in the market are: same direction of price 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firms in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the collective buying and

selling of contents by converging service platform owners and their boycott of

new entrants.

Finally, we firstly suggest that the authorities of competition law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regulation in Taiwan should establish a regular

conference or meeting(or mechanism) for cooperatively deciding the policie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ies

of competition law should not only apply the concepts of product substitution and

demand elasticity as measuring the market extent, but also have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ies of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Disposal Directions (Policy Statements) on the Business Practices

Cross-Ownership and Joint Provision among 4C Enterprises”, we also suggest

some adequate modifications for reacting the changes of market and the

revolutions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y regulation.

Keyword: digital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competition of service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