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主旨 

傳統上，廣播、電信、電視事業（包括有線或無線電視）及網際網路

上之各種業者，例如服務提供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內容

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ICP）及接取提供者（Internet Access 

Providers, IAP），因為載具（carrier）之不同，彼此業務範圍可謂涇渭分明，

並無交集或重疊之處。然而隨著數位化技術之突飛猛進，數位整合（digital 

convergence）導致有線電話網路、地面與衛星的無線網路以及有線電視網

路均可提供相同或類似之服務，使得以往之界線日趨模糊。但是至目前為

止，法律對該等事業之規範仍然各行其是，廣播事業受到廣播電視法、衛

星廣播電視法之規範，電信事業受到電信法之管轄，而有線電視事業則受

到有線廣播電視法之約束。各種不同事業之主管機關不同，取得經營執照

之條件互異（例如特許或許可制，頻譜之分配、執照之有效期間、區域及

更新）、經營者之條件不同（例如特許費、電波使用費、負擔普及服務之義

務）乃至競爭行為之規範亦有不同（例如交叉補貼、平等接續）。因而會產

生諸多重大問題，特別是在如何確保彼此公平競爭的相關議題上。舉例言

之，電信事業與有線電視事業可相互跨業經營之後，如何確保其彼此間競

爭之公平性？如何防止不當之交叉補貼？彼此之間有無網路互連之義務？

不同目的事業主管之間乃至渠與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主管機關

之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間，執掌應如何適當劃分或整合方

能避免多重規範或規範漏洞？法律之介入又應如何避免對科技之發展形成

障礙？  

 

有鑑於前述問題之重要性，公平會於先行分別就電信、有線電視、資

訊通信（網際網路）及電子商務與相關學者專家共同從事四項研究之後，

復擬進一步結合前述四項研究之人力與研究結果，就四 C 產業整合找出其

可能面臨之管制問題與競爭問題，並且試圖指出解決此等問題之可能方向

與選擇。此即為本研究計畫之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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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分析 

在二十世紀最後十年，數位科技、網路科技（壓縮技術）及網際網路

科技普遍為電信事業、廣播事業、有線及無線電視事業及資訊科技事業使

用，因而導致原本不同之設備、服務及產業開始匯流（convergence）：1. 消

費者之電子商品（例如電話、電視及電腦）開始集中整合（例如數位化電

視機可兼做監視器（TV/PC）而可以直接接取網際網路，反之，監視器亦

可兼做電視機（PC/TV））；2. 以各種載具（例如公眾電信交換網路、無線

技術、有線纜線、大眾媒體）為骨架之網際網路均能在一對一、一對多或

多對多的基礎上，提供基本上類似的服務（例如電信、電視、廣播等）；3. 

廣義下的資訊通信產業或為強化現有業務而進行各種水平結合或聯盟，或

為多角化經營而不斷從事垂直結合或聯盟。此種前所未有的全面匯流，使

得以載具不同而劃定之不同事業領域、管制模式及管制機關的界線日趨模

糊，因而對政府決策者、各管制機關、事業經營者及投資人均形成新的挑

戰課題。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有鑑於此項整合趨勢，遂於去年委託學者專家預作

研究、規劃及建議。 1  基於此項研究之建議，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

建設專案（NII）小組」於  去年初提議將交通部電信總局、新聞局廣電處

等相關監理與管理業務予以整合，成立「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直屬行政

院，並由五位專業全職委員組成。此項建議普遍為學界接受。 2  然而橫梗

於吾人面前的尚有下列諸多問題，若不能妥為因應，將嚴重影響市場競爭

之創新與公平性：  

1. 現有廣播、有線及無線電視、電信事業之定義是否有重新加以界定

之必要？  

                                           
1  陳光禎、趙啟超、劉孔中、劉紹樑，資訊化社會電信管理機制之研究，88 年 5 月 29

日。  
2  劉孔中，試論數位整合時代資訊、通訊及傳播之管理機制，為部會級「資訊通訊暨傳

播委員會」催生，資訊法務透析，1998 年 11 月，第 67-75 頁；王郁琦、夏志豪，數

位媒體法制發展與擬議中「資訊、通訊與傳播委員會」之探討，月旦法學，1999 年 3
月，第 59-72 頁）；石世豪、黃銘傑、劉靜怡，我國成立通訊資訊暨媒體單一主管機關

之研究，8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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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有進入市場及發給執照之機制，是否有整合檢討、改進之必要？

事實上，任何限制進入市場或發給執照之機制，均是對服務之提

供、事業之投資及市場之公平競爭形成一種潛在障礙，因此應限於

確實必要之情形。  

3. 現 有 頻 譜 分 配 機 制 是 否 有 全 面 檢 討 之 必 要 ？ 例 如 頻 譜 用 途 之 指

定、使用費是否有扭曲競爭之結果？其次，如何為新服務取得頻

譜，如何鼓勵頻譜之有效使用，亦值得深思。  

4. 普及服務之義涵與面向是否應加以擴張？是否可重新思維由誰以

何種方式實現該項服務？  

5. 網路以能網網相連最為重要，目前僅限於電信事業之網路接續義務

是否應擴大？如何可確保各種網路接續？  

6. 交叉補貼是否需要重新定位？當傳統上不同之領域匯流之後，如何

再去認定何種是不當之交叉補貼，而何種是資源的靈活運用？  

7. 特定產業之規範應如何與一般之競爭規範保持平衡？公平會應與

其他產業主管機關如何分工合作？德國電信法第八十二條（規定電

信郵政管理局與聯邦卡特爾局之合作模式）對我國可以有何啟發？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一方面將採取歸納的方法，結合四項計畫中與本計畫有關之研

究意見，將其指認出之議題及見解分門別類；另一方面將從宏觀之角度，

研究歐洲聯盟與美國之發展趨勢，並勾勒出相關之議題清單，經過兩相比

照之後，整理出討論初稿。之後，再密集進行深度討論，逐次形成最後的

研究意見。由於本計畫之參與人數眾多，彼此之專業背景亦不同，所以有

時無法達成共識，無寧是極自然的，並無損於本計畫指出問題所在與指出

可能解答之宗旨。各種正、反意見或多數與少數看法，本計畫均會忠實記

錄、整理後納入研究報告。  

 

本研究報告第一章由劉孔中教授撰寫，第二章第一節由劉紹樑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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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崇堅與莊春發教授執筆，第二節由石世豪與蔡志宏教授撰寫，第三節由

劉孔中及陳光禎教授提出，第四節由謝穎青律師負責；第三章由王郁琦教

授撰寫，第四章由莊國榮教授負責，第五章第一至四節以及第五節一至三

及八小節由劉孔中教授撰寫，第五節四至七小節由王郁琦教授執筆；第六

章則由劉孔中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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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各 C 產業之發展思考 4C 整合之競爭規範 

 

第一節  從電信產業 

一、結論  

不論公平法或電信法，或有線、無線等各種廣電、多媒體法規，從可

見未來發展的大方向都是競爭政策之落實。因此，本小組之結論與建議即

以落實競爭政策為導向，探討未來可能發生之議題。準此，宜再對競爭政

策之意義予以闡述。  

 

本小組認為「競爭政策」之理念，可以從廣義的角度進行探討。譬如

公平法本身當然反映具體的競爭規範。當然，它本身有些條文語意不明，

或是在程序方面的條文過於繁複，以致反而不利充分競爭。但是它是目前

最具體的競爭規範。問題是，在競爭政策之下是否只會有一套競爭規範？

如果有幾套競爭規範，如何解決理念及實務層次的問題？或許我們也要探

究台灣的競爭規範來源為何？  

 

（一）競爭規範的矛與盾  

早期的競爭規範見於國家總動員法、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例等規

定，其性質為戰時法律，目的或許在掌握物資或控制物價，反而未必崇尚

競爭或講求效率。換言之，那個時代的競爭規範本身是充斥矛盾現象的產

物。公平法在一九九九年一月修正前的第四十六條第一項，也有排除該法

適用的規定，一般認為這種除外規定的正當性解釋在於經濟管制，亦即因

為市場特性（如傳統電信市場及理論上所稱之自然獨占），必須以公用事業

管制或多或少取代競爭機制與市場機能。因此，對於反對競爭、主張管制，

甚至鼓吹產業政策者，舊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等於是具備防禦性的

「盾」（shield）。該條文也和公平法其他條文形成一種緊張的狀況，如果回

溯到公平法草擬初期的一九八○年代，的確可看出來吾人對競爭規範是有

不一致、言行不一的論點、政策與作法。不過，和前述非常時期的競爭規

範的矛盾充斥、混沌不分的情勢予以對照，已是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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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的除外規定於一九九九年修正，改為「事

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

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雖然說這個條文的修正並非公平會主

動倡議，而是立法委員參照學者建議而制訂，公平會迄今也似仍在探索其

具體適用之規範問題，這仍是一個意義相當重大的改變，因為這個條文凸

顯出攻擊性的「矛」(spear)的特色。這項修正並非偶然，因為自一九八○

年代開始的自由化、國際化趨勢，使得朝野無論主動或被動皆必須面對競

爭機制，因應市場變化。於一九九五年推出的「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

心計畫」，也被負責推動的經建會定位為必須以「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

為輔」。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在於原可發揮所謂「盾」的功能的其他法律，如電

信法、有線（甚至無線、出版）等廣電或媒體法規、政策及市場，也發生

結構性的變化：市場獨占被打破、新進業者努力衝刺；原來行政機關與事

業單位不分的現象，也由於公司化、主管機關改制的分家現象而開始有管

制可言。最重要的是經濟管制體系也開始鼓勵，甚至崇尚競爭，譬如電信

及媒體法規下的禁止交叉補貼規定、網路公平、開放互連原則、成本透明

化及細分化的會計原則、禁止差別待遇、價格上限、技術中立、設施共用、

強制協議等機制，甚至模仿公平法第十條而制訂的新電信法第廿六條之

一，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競爭規範。簡言之，無論在「競爭政策為主、產業

政策為輔」的口號之下，或是在公平法第四十六條所謂「經濟憲法」的理

念之下，在電信、媒體甚至網際網路市場規範之領域內，已明顯出現「典

範推移」（（paradigm shift）的現象，配合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甚至政

治民主化及法治化之發展，這種典範推移的現象勢必擴大、增強。  

 

（二）多元但一致的競爭機制典範  

公平法與廣電、電信、媒體法規競合為不爭的事實，各該法規在現階

段都反映不同程度的競爭機制，也是晚近的現象。事實上，產業法與競爭

法的目的各不相同；早期電信事業為獨佔經營，在這樣的前提下，產業法

中強化管制、欠缺競爭政策的現象不難理解。惟自技術的進步打破了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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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自然獨佔的性質後，各國的電信法也陸續導入競爭法的精神，以開放

競爭取代過去管制的模式。  

 

未來在產業整合的大潮流之下，公平法與產業規範法規應形成一個多

軌但一致的競爭機制典範。換言之，本小組認為兩種法域並無排他適用之

理，而係各自適用但合理分工。而從法域各自發展的立法過程可見，各自

適用應是共識；從比較法例而言，這也是明顯的趨勢。  

 

依此理念，事業（如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的權限，不但不排除公平會

對於競爭秩序維持的權力；公平法與電信法規（以及公平會、電信主管機

關及消保會）之間，更可嘗試落實競爭政策的分工與合作。例如，事業主

管機關可著重於技術面規格或相容性的制訂、消費者保護、或其他經濟管

制事項；而由公平會則主導競爭事務，如聯合行為、或事業的結合等。  

 

（三）鼓吹競爭政策之機制  

這種分工與合作機制，必須坦白體認這套多元但一致的競爭規範的異

同之處。電信主管機關負責市場開放及市場結構之規劃與政策制訂，此為

電信法規所賦予之職權與職責。但是新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的規定也賦予公

平會從事「鼓吹競爭政策」（competition advocacy）的功能，因此這項功能

應予發揮，亦即就市場開放之時程、家數、結構、營業項目、跨業經營機

制，執照申請所涉的公平競爭問題應提出具體的競爭政策，而電信主管機

關宜有接受公平會建議之雅量，最重要的是行政院應就與電信、媒體市場

結構有關的政策問題，儘量參照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的精神，核定符合競策

理念的市場開放長期政策。這種行政院（包括有關政務委員）、公平會、電

信及廣電主管「多合一」的競爭政策共識，可在產業整合之際，改善決策

品質及強化市場結構的功能。  

 

目前這種功能並未發揮，譬如，雖有「四六一專案」，但公平會對第四

十六條所賦予鼓吹競策的功能，尚未充分發揮；在電信、廣電市場開放的

過程之中，似亦未留鴻爪。電信主管機關在開放固定通信（即固網）業務

之際，曾嘗試透過產、官、學、研界近百人年餘之諮商之過程，形成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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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開放之政策，惜因仍不敵政經環境，以致徒有不設限開放之名，並未

落實公平開放之實，遊戲規則也數次發生重大變化，如執照類型及張數、

資本額及門號之計算等，殊為可惜。至於已歷經數次有線電視斷訊的廣電

主管機關，每次執法皆佐以公平會，並由行政院（或由行政院副院長兼主

任委員的消保會）出面協調，亦非良策。  

 

（四）預防畸型市場結構之發生及重視產業整合之衝擊  

處理電信、廣電領域的競爭政策問題有一個困難，亦即此一領域多年

不開放，故獨占、寡占情況嚴重，而在積極推動開放之際，科技發展及產

業整合等現象，亦導致政策之扭曲，進而造成畸型之市場結構，有線電視

合法化之分區經營，到行動電話發放執照的劃分營業區域，以及前述固網

開放政策之缺失，皆為適例。因此，未來公平會與產業主管機關應一致努

力的方向為避免畸型市場結構。尤其公平會應認知：一旦形成畸型之市場

結構，公平法之執行困難度必然大增。電信、廣電等產業具備網路（network）

特性，因此業界間良性互動較其他產業更為重要；而在市場開放之際，速

率經濟（speed economy）為重要之經營策略，換言之，進入市場先機（time 

to market）十分重要，公平法以及具備類似競爭機制之電信、固網法規如

不能在前置作業階段發生功效，後續的競爭品質必然降低。  

 

詳言之，這種預防性的競爭規範適用，涉及幾個具體問題，譬如何謂

公平法第二條所稱之事業？在市場開放之初，其實競爭即已開始，而未來

將參與競爭之主體或許只是籌備處，在長達數年之際的前置作業期間，公

平法是否可以發揮功能？又譬如市場開放已隱含產業整合之趨勢（如以有

線電視之迴路作為固網建設之門號計算），此時實已發生某程度之結合行為

（如果中華電信未來跨入「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之市場，情形亦

同）。公平會自「華航旅行社」解釋案以來，對合資公司之設立，認為並非

公平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持股取得」之結合行為，因此，並未就市場

新進者設立階段之結合行為予以規範。固然這種規定較不影響商機，而且

傳統跨業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之分析也認為較不致影響競爭，但

如果產業間有整合之現象，在競爭分析的評價上即應有所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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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獨占行為之預防  

公平法的核心在防範獨占。然而適用公平法上禁止獨占的條文，卻非

易事。在公平法修正之前，第十條第二項的「預告獨占事業」制度造成啟

動此一規定的重大門檻。此外，近年來獨占控制的執行似已有「邊際化」

（marginalized，指案件減少），「微幅化」（ trivialized，指用概念上競合但

懲處較輕微的條文，如第十九條或第廿四條予以處理）的傾向，這種執法

現象對結構不健全但又快速開放、整合的電信、廣電市場的競爭秩序將有

不利之影響。  

 

準此，公平會宜深入探討獨占防制的條文如何適用，其行為態樣、分

析模式，以及救濟方式等重要課題。譬如，電信法下的市場主導者，瓶頸

所在設施、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負設施共用義務者等人為何？固然，

這些問題係基於電信法規所產生之適用問題，但是其性質其實是競爭規

範。因此，公平法早期的問題它們也有，亦即這些業者的身分要先經由電

信總局予以指定，這些義務（如強制協議、強制出租或共用）也要電信總

局予以處分，才能發生電信法上的效果。但公平法這種競爭法規之優點在

於其適用上的行政程序門檻較低，只繫於執法者的信念與專業判斷。換言

之，雖然公平法相對於電信法規定屬於是第二道防線的競爭規範，它一旦

啟動之後，反而可以發揮較大的功效。在電信領域內的獨占行為態樣，其

實仍不出競爭規範的窠臼，譬如掠奪性訂價及非訂價之掠奪行為（predatory 

pricing 及 nonprice predation）、瓶頸或必要設施（bottleneck or essential 

facilities）之控制、拒絕交易（refusal to deal）、搭配（售）行為（tying 或

bundling）、排他性交易（exclusive dealing）等等。以微軟 IE 4 軟體案可見，

其實傳統的公平法分析仍可勝任此等問題的解決，只是經濟分析之模式（如

「網路效益」）要更為深入而已。  

 

防制獨占行為的最大挑戰其實在於救濟（remedy）方式。依公平法第

三十五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懲罰方式僅限對行為人之刑

責，與對法人及行為人的罰金，及對法人的罰鍰幾種方式。其實對於違反

防制獨占規定施予自由刑之懲處，迄今尚未在社會上建立共識，在一九九

九年修正公平法改採「先行政後司法」之懲處方式之後，違反防制獨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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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自由刑甚至罰金刑幾同具文，因此懲處機制之檢討應列入未來重點工

作。在電信與廣電領域較重要的救濟問題，大致有兩類：作為義務之強制

執行（包括其時效），以及結構性救濟。公平法僅就結合與聯合行為有強制

作為（附條件或負擔）之機制，也只有在違法結合之情況下有結構性救濟

（如回復結合前之狀況）。因此，欠缺結構性救濟的競爭法有弱化的危險。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大概有幾個方向，其一為修法爭取此一權限，其間涉

及公平會本身意願、行政院及產業主管機關接受度、立法院態度等錯綜複

雜的問題，必須有較長期的規劃。此外，如果公平會採取高額罰鍰的執法

策略，是否可達到同一效果？本小組認為如果綜合行為惡性、影響重大等

因素，以致公平會有課以高額罰鍰的正當性，則或許可發揮以價制量等類

似之執法效果。  

 

（六）對聯合行為之執行  

電信及廣電市場因為具備網絡性質，業者互動頻繁。因此聯合行為的

規範，如網路互連，設施共同、甚至漫遊協議等課題，十分重要。公平法

與電信法就這些行為亦為雙元競爭規範的機制。因此，先決問題為是否有

排除適用之問題？本小組沿襲前述分析，對此一問題亦採各別適用的見

解。不過，公平法第十四條之設計較為僵化，亦即採取「原則違法，例外

合法」之機制，以及就聯合行為合法化的態樣採列舉而非概括之方式（甚

至若干態樣其實具有反競爭之性質），此為規範電信、廣電領域聯合行為之

困難。長期而言，本小組認為公平法有關聯合行為之機制勢須修正，否則

反而不符市場發展及競爭法學的理念與實務（歐盟一九九九年開始對水平

及聯合行為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之鬆綁趨勢足資參考）。短期而言，

就電信、廣電領域之聯合行為似可由公平會與有關主管機關併同作業，以

避免執法態度不一以及時效等問題。  

 

（七）對結合行為之執行  

在電信與廣電市場之內，策略聯盟與合資、合併等結合行為係十分普

遍的現象。公平法對結合行為的規範較為嚴謹，電信法第十五條則僅對部

分之結合行為予以規範，對結合行為的准駁標準則並未明文規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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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係市場法，並無外資比例、單一持股比例等產業規範，但電信與廣

電法規則予以規範，而且因產業發展及時代背景不別、甚至主事者之差異，

其間規定又不一致。因此，未來如何規範此一產業內或跨業之結合行為，

相當具有挑戰。  

 

依本小組之研究，未來公會就結合行為應注意之問題如下：  

第一，結合行為之態樣似有再予檢討或保留解釋空間之必要。譬如，

因科技發展而可能產生新種合作模式，亦即不在公平法第六條第一項各款

之明文模式之內。譬如目前就固網事業建置門號之計算方式，即有以永久

租賃等方式為之的芻議，未來如何規範（如是否屬於財產權之受讓，即租

賃權之設定亦即財產受讓態樣之一），似有探討之必要。  

第二，無論以申請門檻或准駁標準而言，都涉及市場界定的問題。在

電信及廣電市場之內，一方面有限制分區經營的現象，他方面又有產業整

合之趨勢。因此，市場界定工作務須嚴謹，失之寬嚴皆非妥適。  

第三，如結合行為對市場兼具正、負面之影響，如何處理？此一問題

可能涉及公平法上結合核准之附條件或負擔等規定，亦可能涉及前述之結

構性救濟之問題。以外國執行實例而言，如在 Worldcom 與 MCI 合併案中，

美國及歐盟一致之作法為允許其進行結合，但附條件要求 MCI 拋售其網

際網路之骨幹設施及業務，以免造成限制競爭，似乎可供我國參考。  

 

二、建議  

綜前所述，本小組針對電信及廣電媒體產業乃至其整合之現象，就公

平法提出下列具體之建議：  

（一）公平會宜積極發揮新公平法第四十六條「鼓吹競爭政策」之精

神，促請電信及廣電主管機關於制訂市場開放或規劃市場結構之政策時，

充分納入競爭政策之理念，並爭取行政院支持「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

為輔」之理念。  

（二）公平會宜落實防制獨占行為之規定，包括掠奪性訂價、非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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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掠奪行為、差別待遇、交叉補貼、拒絕交易、排他性交易、搭售行為等。 

（三）公平會宜注意在電信與廣電市場之內，因為產業具備網絡性質

以致作為義務、時效正義（timely justice）及結構性救濟皆為重要之議題，

否則市場結構易於扭曲，不利競爭規範之執行。  

（四）公平會宜注意聯合行為之執行，並考慮修法以便配合市場發展

及競爭法理念的需求。  

（五）公平會宜注意結合行為之新態樣、市場整合趨勢下之市場界定

問題，以及如何就兼具正負面影響之結合行為予以附條條或負擔之行政處

分等問題。  

 

附錄   莊春發教授之補充觀察  

我們可知未來電信業者的經營方式大致趨向三大方面。第一、控制瓶

頸設施來掌握優勢：因為網路為產業發展之基礎，有了自己的網路，可以

使經營成本降低，不受別人的制肘。第二、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消費型

態：由於技術進步，業者可同時提供語音、數據、影視服務，消費者不會

像過去單獨購買一種服務，若是可將多種產品之費用列於同一帳單，則可

省去許多麻煩，所以業者會傾向於提供「套裝服務」(package)來吸引消費

者。第三、積極進行整合來提高競爭優勢：電信產業乃為資本與技術密集

產業，業者需要挹注大量的資金來進行實體網路的舖設，並需投入技術之

研發來提供最佳的服務，故企業間常以結合與策略聯盟來互補彼此的不

足，提昇彼此的競爭力。  

 

由上述得知，電信業會從這三大經營方向去提昇優勢，但也可能利用

不正當的方式來保護自己優勢地位打擊競爭者，以下就針對這三大經營方

向可能引發的不公平競爭策略行為加以推論與檢視。  

 

一、控制瓶頸設施具有競爭優勢  

（一）易引發差別待遇與拒絕交易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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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歷史因素使然，使得電信產業過去只有一家業者，故在新進業者

在從事管線基礎建設時，必定會受到既有業者之瓶頸設施的制肘。從新進

業者的角度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瓶頸設施之「共用」與「接續費」的問

題，接續費太高將形成新進業者的策略性進入障礙，太低則形同補助低效

率業者。  

 

各國通常是以「網路互連」與「平等接續」原則來解決樞紐設施問題。

網路互連是指實體互連(interconnection)、傳送或完成其他網路上發出之訊

號、提供其他業者連通至客戶的線路。平等接續是將網路開放給所有業者

平等使用，網路擁有者仍然可以維持一個從硬體到軟體服務垂直整合的內

部組織，但是不得阻斷別人使用。  

 

我國對於瓶頸設施的規範可根據電信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第一類電信

事業從事其固定通信網路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路瓶頸所在設施，得

向瓶頸所在設施之第一類電信事業請求有償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但是有一些情

況仍須仔細考慮，例如此瓶頸設施已經無足夠空間利用，雖然既有業者答

應共用瓶頸設施，但卻有差別待遇之情形。  

 

歐體的競爭法認為，拒絕交易問題不單只是競爭者「被拒絕」使用樞

紐設施，更進一步要求市場主導者提供樞紐設施予競爭者時，與主導市場

企業自身使用該設施時之價格相比較，不得有差別待遇。美國法院實務上

曾經表示：以不合理的價格提供樞紐設施與交易者競爭交易，亦足以構成

拒絕交易。由此可知，歐美國家對於拒絕交易之認知不僅僅是拒絕接續，

若是握有瓶頸設施之業者對新業者收取不合理的接續費亦是一種拒絕交易

的表現。  

 

（二）易發生結合與聯合行為  

因為電信網路樞紐設施特性使然，所有業者都想掌握瓶頸設施，沒有

瓶頸設備的業者很有可能以聯合或結合的方式來進行聯盟，以減少網路的

重複舖設，或是進一步控制瓶頸。國內之固網業務開放之後，將會有新三

家廠商同時進行網路之建設，也曾一度傳出與既有廠商中華電信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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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息，然而這樣的結合與聯合行為是否會造成大者恆大的產業生態，不

利其他業者生存與競爭，是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二、滿足一次購足的需求型態(one stop shopping 或 all in one) 

（一）易以搭售型態來銷售產品  

由於電信事業具有規模範疇之特性，故可同時提供語音、視訊、數據

等多元化之服務，廠商雖然有可能是以不同的子公司來進行各項服務，然

而仍舊可以對消費者同時提供服務，進行聯合銷售，若是以不當的折扣方

式迫使交易相對人締結整批交易契約(bundling)，將其市場力延伸至其他市

場，剝奪交易相對人之選擇空間，則涉及搭售或不正當聯合行為。  

 

舉例來說，有線電視業者開始經營電信事業後，有可能進行之搭售行

為是同時提供電視節目與 Cable Modem 服務，或市內電話服務（甚至是行

動電話門號），對於購買兩種服務以上之訂戶給予有折扣。或是消費者同時

訂購語音服務和視訊服務，就送網路撥接服務。諸如此類之搭售組合樣式

繁多，不勝枚舉，這樣的行銷策略是否會打擊競爭者，值得政府當局留意。 

 

（二）易發生交叉補貼行為  

同時經營多項業務的電信業者，將經營其中特定業務所發生的成本，

歸屬或轉嫁其他業務，藉由其他業務之盈餘，補貼該特定業務之情形。由

於電信事業之各業務成本難以計算，所以極容易進行第一類電信業務間（室

內電話費率及行動電話費率）的交叉補貼，同時也應多注意有線電視業務

與電信業務 3 之間，是否違反交叉補貼之規定。甚至業者未來可以提供家

庭保全業務，視訊會議業務等服務時，其各項業務之成本歸屬與價格訂定

亦值得留意。  

 

三、積極進行整合以提高競爭優勢  

                                           
3  電信事業之資費管制是採價格上限管制法。有線電視之費率亦須像直轄市和縣市政府

申報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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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與技術密集特性使得結合與聯合行為普遍  

由於電信產業是一種上下游整合程度高、技術掛帥的產業。並且以固

定網路業者來說，需要大資本地舖設網路，是屬於資金密集的產業。也需

要一個技術或資源互補的其他廠商，來共同完成階段性目標。  

 

另外在第二類電信方面，國內經營 ISP 之業者數莫不積極充實網站內

容來吸引上網人潮增加廣告收入，所以通常會和內容提供者 (ICP)進行合

作，通常最常見的是和以電子報和投資理財業者合作，而年初喧騰一時的

AOL 與 Times Warner 結合的案子，就是最典型的個案。所以預期未來聯

合、結合、策略聯盟等行為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二）有雄厚資金來進行掠奪性定價與交叉補貼  

通常是以集團式的組織型態出現，其集團內的資金運作與調度方便，

有雄厚的資金來進行價格拉鋸戰，更有利基去進行掠奪性定價或交叉補貼

的策略來打擊對手，或是集團內的之產品進行搭售以吸引消費者，追求利

潤極大。  

 

四、小結  

由於產業特性使然，業者在這種產業結構下，必然使用許多策略行為

來提高自己的競爭力，一旦這些策略真正打擊到競爭者，並進一步使其退

出市場，則是另一種進入障礙，所以將上述電信產業特色可能引發的反競

爭行為樣態，稱之為策略性的進入障礙，包括拒絕交易或杯葛、掠奪性定

價、差別待遇、搭售、交叉補貼、結合聯合等，可大致對照如下：  

 

 

 

    電信業者之  

       經 營 方

控制瓶頸設施來提昇優勢 一 次 購 足 的 服 務 型

態  

積 極 進 行 整 合 與 聯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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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策略型態  

1.網路外部性大  

2.樞紐設施特色  

3.網路為產業發展之基礎

4.沉入成本高  

1.範疇經濟  

2.多元化的服務趨勢

1.集團化  

2.資金密集  

3.技術密集  

1.拒絕交易  

  或杯葛  
V   

2. 掠奪性定價    V 

3.差別待遇  V  V 

4. 搭售   V  

5.交叉補貼   V V 

6.結合行為  V  V 

7.聯合行為  V  V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說明：V 表示該產業特性常採用的策略行為。  

 

第二節  從有線電視產業 

在正式進入 4C 整合產業競爭規範的探討之前，本小組對照觀察法律

規範層面的靜態架構，再從產業發展的動態面向著手，就有線電視產業轉

型過程中所凸顯的競爭規範相關議題，整理、分析如下：  

 

一、有線電視跨業經營相關管制規範議題  

由於我國各項通訊、資訊與（大眾）傳播媒體管制法律之中，立法者

所創設的管制架構，以及賦予主管機關干預、調節市場供需或取締違法營

業的執法工具各不相同；因此，無論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跨向電信、資訊產

業，或者，電信等相關事業跨入有線電視產業，均將面對管制法律規範不

一致所衍生的各種困擾。以進入市場的法定限制為例，有線廣播電視法對

於系統經營者採取分區許可制，透過詳細的資格限制與分區核發經營許可

等規範，管制密度幾乎已經接近特許制。在線纜傳播及電信加值服務不斷

改良、數位化整合的條件逐漸成熟的背景下，有線電視系統與第一類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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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間的技術界線卻日益模糊，視訊及各項通訊服務也未必均依舊有產

業分類方式各自分流。  

 

對於頻道業者部分，（舊）有線電視法中尚就「頻道經營者」設有規範，

修正後的有線廣播電視法中，除少數規範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之間關於

節目訊號處理及垂直交易關係的有關規定外，依舊透過廣播電視法關於節

目供應事業及新制定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加以規範。廣播電視法中關於無線

廣播電視業者的申請設立規範，由於另需配撥無線電波供電台播送節目之

用，實際運作上也與特許制無異。至於電信法中的進入市場限制規範，則

依電信事業是否設置機線設備，區分為應經特許的第一類電信事業，以及

應經許可的第二類電信事業，兩者的管制密度也明顯有所不同。以上管制

法律規範寬嚴有別的情況，對於跨業經營的市場發展造成不小的影響。  

 

（一）寬頻網站互接問題  

目前國內有線寬頻網路主要經營者，均設有寬頻網站供其使用者下載

短片等寬頻內容。但業者之間僅透過窄頻的網路互接，使得兩方的使用者

雖都具備寬頻的接取網路，但卻身處於各自系統的孤島，無法下載對方網

站上的寬頻內容。業者之間可能採取的互連方式，包括透過專線方式互連、

由第三家網路服務業者（ISP）提供互連服務、或者由兩家公司協議成立一

寬頻交換中心。以上三種可能的連線方式，本研究小組則認為，除了互連

之外，如果業者之間有合作意願，亦可用 web hosting 的方式，把對方的

content server 做一份 mirror site 直接置於自己的機房內。但此種作法目前尚

未能實現，可能的理由在技術面上是因主機代管會增加機房管理人員的工

作量；在市場面上則是因目前寬頻內容是系統業者爭取市場的重要憑藉，

雙方皆以豐富的寬頻內容做為宣傳主力，在此行銷策略下，content 是搶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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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就在搶占市場上先吃虧。因此雙方在 content 上達到可以互相使用、交

換，或互連，應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實現。 

 
（二）頻譜的分配與指配及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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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頻譜分配相關問題，應涵蓋有線及無線兩個部分。無線部分的頻

譜 分 配 是 由 電 信 總 局 依 「 中 華 民 國 無 線 頻 率 分 配 表 」 的 規 畫 來 「 分 配 」

（allocate）不同頻段的用途，用途決定了之後，再「指配」（assign）給不

同業者某一頻段的使用權，業者在被指配的頻段中有使用自由，除非在指

配授權時另有但書。至於有線電視頻譜部分，交通部電信總局所能規範者

是機上盒等相關設備的技術規格，並由規格的制定來規範有線電視頻譜在

類比節目、數位節目、資料之間的分配，在符合規格的條件下，業者可以

自由選擇各頻段的內容。  

 

在規格制定的過程中，電信總局可能在兩方面犯下錯誤，一是技術規

範定得太模糊，造成業者引入非標準化的方案，造成使用者被業者鎖定，

難以轉換系統。另一可能錯誤是規範定得太嚴，反而容易過時，造成技術

不易發展，國家競爭力下降。當規格並未有明確的訂定時，系統的相容性

將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如果系統的相容性不高，使得用戶在移轉時會有困

難，或是要負擔較高的費用，造成消費者不能自由移動，易形成不公平的

競爭。在前項狀況下，如果業者利用非標準化的方案，造成使用者轉換設

備上的成本障礙，則有造成排他性不公平競爭之嫌。上述現象，在推動類

比或類比機上盒之際均有可能發生。  

 

（三）電信網路傳送視訊的法律問題  

如果電信業者透過網路（含網際網路，或寬頻接取網路）代頻道供應

商播送節目時，是否要先取得有線電視執照？若是，則代表有線廣播電視

法效力強於電信法。不過事實上網路傳送的 Video，是經過數位處理過的

資料，因此基於用戶內容的保密及電信法對於電信的定義，對於是否傳送

Video 訊號，業者可宣稱無權過問。這代表寬頻技術上的新發展，導致現

行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面臨重大挑戰，所以現在的問題爭議點並非有

線廣播電視法或電信法效力孰優，而是這種行為適宜受哪個法的管制，已

經不是用原來的法規結構可以判斷。此外，有線電視與電信、網際網路之

間相互跨入的法律問題，有些可能是技術上面的自然趨勢，未必是刻意規

避法律而採用的一些特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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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例如中華電信可能與某些股票資訊業者有緊密的合作，其

股票資訊傳播的方式，除了 Data 之外還可能以 Digital Video 的形式(如專

家解盤)傳遞，此時中華電信自然成為一個 Video Distributor，而等於是另

一種形態的系統業者。事實上從電信法對”電信”的定義來看，將無法分辨

這是類似系統業者的視訊傳送服務（Video Distribution），還是屬於電信服

務（Telecomm Service）。  

 

（四）以 Internet 或 cable 傳送廣播節目相關議題  

以 Internet 來供節目傳輸，目前較為積極的業者是廣播電台，並不是

有線電視節目提供者。無線廣播電台因為執照與功率的限制，往往只能做

為地區台，因此他們便想透過網際網路來廣播以擴大聽眾群。而透過網際

網路來廣播聲音所需的頻寬遠小於電視節目，因此短期內媒體要經由網際

網路來傳輸，廣播電台會較領先於有線電視節目。依國內目前狀況而言，

Internet Radio 已有多家電台正式提供，而 Internet TV 雖然仍在實驗階段，

但國內已有業者嘗試推出。  

 

另外有線電視業者在處理視訊傳送時，還會受到無線電視台的競爭。

因為無線電視台是廣播系統，因此 ISP 或學校可在接收無線訊號後再送入

網路，這比 ISP 之間跨網路傳送節目速度較快。如果是透過 Cable Modem

或 ADSL 下載短片的話，Media Server 必須設置在該地區的機房，而只能

做區域性的服務；如果想將所有的 Media Server 集中在一個機房，再經由

Internet 向全國廣播，目前由於骨幹頻寬不足及群播（multicast）協定未普

及，因此較無經濟效益。但是未來寬頻骨幹逐步實現後，預期 Internet 上

的電視及廣播，對原來較受電波資源限制，或政府所管制地區很可能因此

而有新的通路，其「管制」的必要性，也就成為新的議題。  

 

（五）機上盒的技術障礙與不公平競爭相關議題  

國內有線電視發展政策上目前熱烈討論的「機上盒（set-top box）」問

題，雖然起因於民國八十八年底、八十九年初所爆發的「收視費」「斷訊」

兩項爭議，其影響層面卻及於有線電視產業轉型過程中的整體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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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來以機上盒為家庭網路核心元件進行 4C 整合的寬頻網路中，也可能

發生類似微軟模式的人為技術障礙問題。在未來數位電視推行初期，為了

使傳統類比電視仍可收視，轉換數位∕類比電視訊號將是機上盒的主要功

能。由於未來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除了提供電視節目訊號之外，還可以透過

纜線數據機、I-phone 或 cable telephony 技術提供多種通訊服務，而且，各

種訊號皆以數位型態在同一條纜線上傳送，因此，機上盒將朝向數位化、

功能多元化及功能整合發展。  

 

在技術整合的初期，家庭網路中涉及不同家庭消費電子功能，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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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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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在纜線上特定頻帶傳送；cable modem 則提供電腦經由纜線上網、傳送

數據封包的功能；至於 I-phone box，雖然也提供電話服務，但它與 cable 

telephony 不同，是將電話機訊號轉換成一般網際網路上傳送的封包格式，

透過纜線數據機連網功能上網，在網際網路上傳送。更進一步的整合，將

會使機上盒、纜線數據機、cable telephony∕I-phone box 以及具有家庭網

路管理功能的設備或軟體合而為一。此時的機上盒功能將不僅提供電視訊

號轉換，而是扮演一個「家庭網路」對外出口（home gateway）的角色，

除了電視之外，所有與網路有關的設備，也都以有線甚至是無線的方式與

機上盒相連，經由機上盒對外的纜線連接上網，接收視訊、語音、數據內

容等。  

 

技術整合之後，單一的數位機上盒即可提供使用者多種服務，更可能

經由技術的整合，發展出新型態的服務。從一方面來說，固然大幅提升了

使用上的便利性與可能性，但從另一方面來說，技術整合之後，可能會伴

隨發生的不公平競爭行為，例如：以不正當的技術障礙，限制消費者選擇

空間或鎖定消費者、產品聯賣搭售、各種業務間交叉補貼等等，也有更多

運作的空間。在使用者介面模組（提供使用者選台操作、輸入資料、功能

設定等的模組）上，可能以提高操作上的複雜度，使得使用者不易更改機

上盒的某些預設值，例如：選用的 ISP 設定、電子商務交易對象等，達到

圖利特定廠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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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上盒本身內建的作業系統上，如果經過特別的調整、安排，可能

使得作業系統對外加的 cable modem 模組或機上盒中其他內建的軟體具有

排他性，使得非結盟關係的軟硬體製造商所提供的設備或子系統互不相

容，造成使用者維修、版本更新及功能升級時極大的困擾。而在機上盒的

系統界面（透過纜線與頭端相連的界面）上，不同有電視系統經營者可能

使用不同的頻率分配或標準，造成使用者在轉換系統時原先已投資的設備

無法繼續使用，因而須付出極大的代價重行購置機上盒，最後達到以轉換

費用的障礙來鎖定既有的使用者。  

 

（六）交叉補貼相關議題  

在未來 4C 整合過程中，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能使用的交叉補貼模

式可以區分為兩大類：  

 

1.利用機上盒或纜線數據機進行交叉補貼  

由於有線電視系統進入 4C 整合之後，整合式的數位機上盒將有可能

同時提供上網、頻道選擇以及電話等功能，或者以單一纜線數據機提供上

網與電話功能，因此在不同業務之間，如上網業務、有線電視業務及電話

業務，如果必需分攤用戶終端設備的租用成本，則營運者會有極大的交叉

補貼空間。  

 

2.以電信服務及有線電視服務進行交叉補貼  

在 4C 整合過程中，電信及有線電視相關業務經常出現的交叉補貼現

象，可以區分為以下型態：第一種是機房共用；第二種是人力成本分攤；

第三種是工程管線鋪設成本分攤。  

 

在相關法令規範方面，對於上述可能的交叉補貼行為，為避免不公平

競爭及其他影響消費者權益的不良後果，應適用電信法第十九條、固定通

信業務管理規則關於會計制度的規範，以及公平法有關規定加以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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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型中的有線電視產業管制規範相關議題  

（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業經營固定通信業務的管制法律規範議題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規定：「系統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應依電信法

相關規定辦理」，電信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則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經交

通部特許並發給執照，始得營業」。電信法第十一條規定將電信事業區分為

第一類及第二類電信事業，同條第二項則界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指設置電

信機線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第三項再將「電信機線設備」定義為：

「連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路傳輸設備、與網路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置

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上述依法應取得特許執照始得經營的

「第一類電信事業」，在俗稱「大哥大」的行動通信業務之外，最引人注目

者首推被簡稱為「固網」的「固定通信業務」。  

 

八十八年起個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申請經營「第一類電信事業」者，

主要在於取得經營「電路出租業務」所需的特許資格；八十九年三月十九

日晚間審議通過的三家「固定網路通訊業得標團隊」，則依法取得「綜合網

路業務」籌設核可，集資、繳納保證金之後並將取得籌設同意書。前者依

「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定義，僅限於「經營者出

租其所設置不具交換功能之網路傳輸機線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業務」，目前

多數有線電視系統的纜線設施已可提供此類服務。至於後者，由於取得「綜

合網路業務」執照的三家業者，均尚未正式利用「固定通信系統」所組成

的網路，經營「市內」、「長途」及「國際」通信服務及營業區內電路出租

業務。因此，業者除自行建構其「固定通信網路」之外，即有必要利用既

有線纜系統或電信設備，儘快完成市內網路十五萬用戶門號、用戶通信埠

（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的系統容量標準，藉以取得特許執

照正式開始營運；最遲亦應於六年內依網路建設計畫，完成一百萬用戶的

系統容量標準。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業進入電信事業的可能路徑，一方面固然可以自

行申請「電路出租」特許執照、出租系統網路（包括幹線及分配線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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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電信事業傳輸訊號之用；另一方面，（多）系統經營者直接參與「固定

通信」特許事業的申請及籌設團隊，或者，與「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進

行策略聯盟，則更得以直接跨入電信市場拓展業務。以上兩條可能路徑所

涉及的管制法律規範，除電信法上的特許相關規定之外，主要仍在於有線

（廣播）電視法新、舊版本中營運許可條件有關規定。例如：（舊）有線電

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就申請者提

出營運計畫所應載事項的規定中，即包括「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

（新法修正為「頻道之規劃及其類型」）、「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等，不僅

為審議委員會為許可的重要考量標準，並且成為審議委員會定期評鑑、主

管機關依法監督的重點所在。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跨入電信事業的可能路徑之中，「電路出租業務」僅

透過其原用以傳送節目視訊的 HFC 網路幹線（光纖）部分加以經營，對於

既有節目播送業務的「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或「頻道之規劃及其

類型」影響較小。其餘新增「固定通信業務」一旦使用 HFC 網路分配線（同

軸電纜）部分加以經營（例如：出租接近收視戶的末端網路提供電信事業

利用），由於頻寬有限而必需調整「頻道數目」、「頻道使用方式」或「頻道

之規劃及其類型」，甚至，自頭端以下即全面調整「頻道數目」、「頻道使用

方式」或「頻道之規劃及其類型」（例如：參與經營固定通信網路的「綜合

業務」），有線電視系統主管機關依法即應介入干預。此外，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相互搭配既有節目播送業務與新增電信業務，進而推出多種組合式定

價或特殊折扣，勢必因而牽動既有節目播送業務「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成為有線電視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法定事由。  

 

（二）有線電視「費率」規範相關議題  

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系統業者向收視戶收取收視費

用應受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的雙重監督。該條所規範的收費標準審核程序

為：新聞局訂定會計制度及其標準程式（第三項規定），並且依法接受系統

經營者於每年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所申報的前三個月訂戶數（同條第

四項）；至於收費標準，則由（中央）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訂定（第一

項後段）。然而，接受系統經營者於每年八月一日起一個月內所申報的收視

 23



費用，並依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公告者，卻是直轄

市、縣（市）政府（第一項本文）；該條第二項並且規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為審核前項收視費用，得另設費率委員會負責。  

 

從「系統業者－地方政府－中央主管機關」之間的爭議中可以發現：

我國有線電視費率管制規範架構，其實可以視為多重管制目標交錯或混合

之後的複雜機制：(1)對壟斷企業進行價格監督（，亦即競爭法上所謂「獨

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之監督」），(2)「公用事業」價格管制，(3)類似電信事

業「普及服務」規範下的「合理價格」概念，(4)（線纜）產業（保護及）

調節政策，(5)地方自治與中央委辦事項的（再）界定，以及(6)為狹義「傳

播（媒體）政策」（例如：「多元化」、「地方媒體」等）提供管制手段。不

同主管機關各有其所側重的政策目標，在權限重疊領域內於是極易發生各

種衝突與爭議。  

 

有線電視產業跨業經營電信之際，又將面對電信法上更為細膩的價格

管制架構。未來在跨業經營形成新的競爭關係之後，業者難免就電信∕有

線電視各項服務（營業項目）之間相互搭配、混合定價；就此，各主管機

關之間更有必要相互會商、調和彼此管制措施，甚至，整合個別主管機關

的組織與功能，藉以避免各種權限衝突或爭議。  

 

（三）有線電視「斷訊」爭議相關議題  

關於所謂「斷訊」各項爭議，由於動輒牽涉廣大收視戶實際可以觀看

節目頻道，不但有關主管機關特別就此訂定處理準則，立法層次上亦有各

項相應的法律修正草案。針對引發所謂「斷訊」爭議的各種限制競爭或不

公平競爭行為，例如：頻道節目聯賣、聯合製播、頻道業者向下整合有線

電視系統、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進行區域整合、統購、聯合訂價或共同抵制、

獨家區域代理等，公平會則早在民國八十六年三月間，即已印製「公平交

易法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之規範說明」對相關產業進行宣導。為處理頻道

業者、系統業者及其彼此之間足以引發「斷訊」爭議的各種問題，公平會

並且頒布相關行政命令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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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各項成文法律規範之外，直接塑造頻道業者、系統業者彼此

之間的水平互動模式，支配、影響上下游交易關係，從而使得頻道節目授

權問題反覆演變為歷來「斷訊」爭議的主要成因，仍根植於有線電視產業

結構、市場生態，以及相關政治與社會脈絡。在有線電視邁向 4C 整合的

趨勢下，產業政策及法律規範架構方面的整體因應之道，一方面在固然於

管制體系的重新調整；另一方面，則在於提高法律規範的執行成效，具體

而言，管制機關的組織層級、人員組成、職掌、監督與程序設計，以及有

關主管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等行政組織整體效能，均有進一步改造及強化

的必要。  

 

（四）有線電視「反壟斷」規範相關議題  

新修正的「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在於防範控制權過度

集中於單一關係企業；有線電視系統與頻道業者垂直整合限制，則規定在

新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中。由於上述規定均涉及「關係企業」定義問題，

依新聞局於民國八十八年七月十二日所頒布「有線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

第十一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法所稱「關係企業」及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相關企業」，均「依公司法有關關係企業之規定」。新聞局如此解釋

新法有關用語，固然排除關於舊法「相關企業」究竟所指為何的疑義，同

時劃一相關法律概念之間的定義方式；但是，新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各有其規範目的，忽略其間差異而透過行

政解釋硬行劃一，結果反而抵銷個別「反壟斷」規範的原有功能。  

 

由於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者有線廣播 電視審議委員會應不許可其 申

請，理論上，合法取得營運許可的系統業者應無個別股東持股超過百分之

十，關係企業或親屬持股總數也應低於百分之二十。果然如此，則同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與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幾乎形同具文。首先，就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進文義分析：該條關於訂戶數及系統家數上限規定所

適用的對象，限於「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

營者」。該條在適用上，據以合計相關系統業者訂戶數或加總系統家數的核

心要件，雖然為「直接∕間接控制」概念。然而，由於「關係企業」概念

轉而取代「直接∕間接控制」概念，成為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的核心要

 25



件。根據以上關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規定

的適用型態解析，系統業者成為其他企業控制下或交叉持股達三分之一的

「關係企業」可能性不高，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的適用對象因而相

當有限。  

 

再就我國有線電視市場結構具體觀察：最大兩家多系統經營者（MSO）

所掌握的全國總訂戶數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相關論述中均推估約略

低於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法定上限；另一方面，關於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進

行所謂「三合一」或「三加一」垂直暨水平整合的規模，一般估算也都高

於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所規定的頻道比例上限。倘若各項文獻推估「關係企

業」之間控制關係所採用的指標並無錯誤，則主管機關接受業者所申報的

股權資料勢必與產業內實際情況有所出入，或者，業者已經成功透過所謂

「人頭」控股方式規避法律規範。由此可見，有線廣播電視法內各項「反

壟斷」規範及其監控機制，其實際執行成效與法定目標之間存在相當大的

落差。  

 

在有線電視邁向 4C 整合的趨勢中，上述「反壟斷」規範在適用上將

面臨更為複雜的產業及市場結構變化。例如：以直接參與「固網」經營團

隊或以「電路出租」提供「固網」經營者所需（線纜）通訊基盤等不同型

態，對於水平面上的「全國總訂戶數」與垂直面上的「可利用頻道」數目

計算方式有何影響？再者，同一業者搭配電信通訊與有線電視收視服務，

或者，電信通訊服務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透過交叉持股、共同開發設

備或市場，以及各種不同策略聯盟相互整合，「防壟斷」規範中的各項限制

又將如何計算、如何認定、相關資料如何蒐集檢證？至於有線電視與電信

事業各項營業許可、執照、特許與評鑑、檢查、費率監督、命令改正不當

營運與取締措施之間的適當搭配協調，又將涉及各管制機關之間職掌、權

限與組織架構如何重新配置等相關議題。  

 

（五）「單一主管機關」相關議題  

由於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合法化歷程短促，有關主管機關各依其法定職

掌介入市場活動的管制、監督過程中，難免發生職掌重疊、權限衝突，以

 26



及執行成效低落等組織紊亂所造成的各項問題。有鑑於此，學術界與實務

界一直都有要求設立「單一主管機關」、藉以化解當前所謂「多頭馬車」亂

象的呼聲。在經濟部委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就此所進行的一項研究報告

中，研究小組比較美、日、英、德四國主管機關之後發現：  

「面對傳播媒體匯流及數為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各國在各自所處的不

同政策環境下，分別選定其通訊資訊及媒體政策方針，並且據以為

主管機關設定不同任務目標。至於具體執行通訊資訊及媒體政策、

實踐任務目標的主管機關，無論以舊機構推動新立法，或調整、創

設新機關以徹底改造管制架構，其主管機關組織均扣合管制任務及

執法工具，並且配合其既有行政組織、整體規劃。我國規劃成立通

訊資訊暨媒體單一主管機關，除比較、參考各國主管機關組織型態

之外，同樣不應忽略整體政策方針及配套法制的調整、修正問題」。 

 

至於我國調整通訊、資訊及媒體主管機關架構的可行辦法，該研究報

告則以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小組」於民國八十八年初所提

方案為基礎，具體建議：  

1. 籌設新主管機關階段，交通部及新聞局應於適當時機廣邀各界參與

研議；  

2. 新主管機關業務單位如果以電信總局、廣電處人員為主，則應晉

用法律、經濟、社會及電腦科技等專業人才，並且輪調現有人員

進修業務所需專業知識。  

3. 電腦資訊及網路事務是否納入新主管機關職務範圍內應單獨檢討； 

4. 內容管制及文化補貼有關規範亦應提出另行檢討；  

5. 公平交易委員會及經貿部門與新主管機關間的互動模式亦應提出

另行檢討；  

6. 在立法步驟上：先修訂組織法令成立新主管機關，同時修改管制

法令中關於管機關條文，並且限期由新主管機關提出其所主管法

律修正草案，依序建立我國通訊資訊及媒體完整法律架構。  

 

至於所調整主管機關組織架構所涉及應一併修正的法律清單，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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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則區分為以下三大類：  

1. 組織法令：在「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中央政府組織基準

法」（目前均為草案）的架構下，以「組織法」規定機關名稱、隸

屬、設立目的、權限及職掌、委員人數及選任方式、官等，以及

委員會決議程序等事項；內部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僅規定其分設

原則，其具體建制、員額、職掌及分層負責明細表則較適宜授權

由委員會決議後定之；  

2. 管制法令：現行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廣

播電視法、其附屬法規及相關命令均應檢討修訂，長程則以整合

各項電子通訊及媒體法令、建立完整通訊資訊及媒體法律體系為

目標；  

3. 程序法及訴訟法：除施行在即的「行政程序法」中的一般性行政

程序規範之外，針對委員會特殊決議如核發執照、頒布重要規格

標準等，均應考慮增訂聽證或接受公評的適當程序規定；此外，

對於委員會依聽證所做成的決定，以及其他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裁

決，在未來新修正「行政訴訟法」及「訴願法」正式施行之後，

關於訴願受理機關及行政法院如何遵重委員會「判斷餘地」，充分

維護其「專業性」與「獨立性」等問題，亦應及早規劃因應。  

 

此外，該研究報告亦指出：「立法程序上亦應有整體配套措施，以減

少利益團體滲入法制建構過程、從而侵害我國通訊資訊及媒體法制中立性

的不當情勢發生」。  

 

三、整體競爭政策及公平法執法問題  

公平會法定職掌主要為執行公平法，以及推動跨產業別的一般性競爭

政策（參照公平法第二十五條、公平會組織條例第一條規定）。從行政組織

法的觀點而言，主管機關之間就產業競爭規範有關職掌的劃分方式，公平

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基本上並不排除重疊管轄，轉而要求相關（部會級）

主管機關與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辦理」。至於（個案）實體法律關係方面，

公平會的具體職掌範圍與權限衝突之際的執法優先次序，主要還是透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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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四十六條加以劃定：「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

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  

 

另一方面，有線廣播電視法與電信法最近修正時所增訂的各項「以市

場結構為核心的競爭規範」，又與公平交易法上相關禁止及監督規範相互重

疊，形成學者所謂「產業內（∕特殊）反托拉斯法」。在管制與競爭兩套法

律交錯適用的範疇內，公平會固然可以依上述規範釐訂執法方針；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其所監督產業而言，公平會執行公平法或推動跨產業別的

一般性競爭政策，卻對其既定政策目標帶來一定程度的不確定性。尤其，

在具有寡占結構的管制經濟範疇之內，業者與管制機關之間的互動關係較

為密切，對於公平會執行跨產業別的競爭規範，以及試圖將產業結構導向

近似市場競爭狀態的跨產業別（競爭）政策，難免改變業者既有營運條件

而造成衝擊，進而影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熟悉的（舊）管制型態。  

 

從案件數量及類型觀察公平會在有線電視產業內執行公平法的發展趨

勢，本研究小組整理上述資料的過程中發現最近幾年案件在(1)數量上的波

動情形：民國八十五年度起作成第一件處分案，民國八十六年度計有八件

處分及結合許可案，民國八十七年度增加為十四件處分及結合許可案，民

國八十八年度迄至十月中旬也計有十四件處分及結合許可案。(2)在案件類

型方面，八十五年度及八十六年度尚以不公平競爭案件為主，八十七年度

以後則限制競爭案件（結合、聯合、限制交易相對人事業活動等）所占比

例明顯上升，到了八十八年度更以結合案件（申請許可及未經許可者的處

分）為大宗。由此可見，公平會所面對的有線電視產業轉向閉鎖、事業之

間的水平及垂直競爭已經不再活潑（轉向集團化發展）。在電信、網際網路

及電子商務等產業帶來新的衝擊之前，有線電視產業的既有市場結構幾乎

不再有大幅轉變、競爭轉向活絡化的餘地。  

 

以跨產業別的一般競爭政策角度而言，有線電視產業上述結構轉變並

不利於市場開放及競爭秩序。公平會曾於「有線廣播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

者（包括製作業者及代理銷售業者）與有線廣播電視（播送）系統業者垂

直結合申請案件審理原則」中所採取的見解，似乎正足以表達競爭政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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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面對管制機關時的應有立場：雖然，「有線廣播電視垂直結合案件可能

產生之利益包括：降低交易成本、確保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

網路服務等」，卻可能對於競爭者造成被迫退出及上下游市場閉鎖等不利

益，消費者權益也將隨之遭受損害。」因此，「有線廣播電視事業向本會提

出結合申請時，其能否將垂直結合之利益廣由全體社會大眾分享，並消弭

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才是該會審查重點所在。該會並且在「相關主管機關

意見」項下，增列其他相關考慮因素：「結合行為有高度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時，若基於產業政策、行政管理、傳播文化政策或科技發展等事實上原因

所必需，經由相關主管機關釋明其理由，且表示其必要性者，本會基於行

政一體原則，仍應衡量主管機關對該結合案正面支持之強度」。  

 

然而，在有線電視產業邁向 4C 整合的發展過程中，「相關主管機關」

是否足以為產業內的基本市場結構釐訂有效管制政策，尤其，在電信法、

有線廣播電視法相繼納入「產業內（∕特殊）反托拉斯法」有關規範之後，

公平會依競爭規範防堵、補強管制法令漏洞的角色是否將隨之調整？公平

法及競爭政策跨產業別的特性，是否將更有助於促成相關產業順利發展出

4C 整合的開放、公平的市場結構？有線電視產業一旦轉型為 4C 整合產業

（或者，其中一環），則上述問題均與管制法令架構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

改造緊密關聯，形成（跨產業別及產業內）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未來所將面

對的重大挑戰。  

 

近來，公平會就個別案件適用公平法有關規定之際，對於相關產業內

特許制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模式及轉變中的市場結構，以及有線電

視跨業經營資訊或電信相關業務等議題，均已根據跨產業別的一般競爭政

策及執法方針，試圖積極防堵既有產業管制措施上的各種漏洞、補強各項

維持市場開放與合理競爭秩序的競爭條件所需的規範架構（群健∕威達等

結合案，東森∕聯群∕新台北∕金頻道∕振道等結合案）。  

 

第三節  從資訊通信產業 

一、網際網路之特色與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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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際網路是一個分散的網路，網際網路之載具是多元的，所以如

何維持不同網路間之公平競爭，就變得是一個迫切問題。 

2、網際網路全然是由市場驅動，所以網際網路需要政府最少的干涉。

政府之管制經常在錯認管制客體之技術特質的情形下進行干涉，

因而壓抑或扭曲技術之進步與發展，以及影響消費者之選擇與福

利。 

3、網際網路之發展是全球性的活動，無法再以人為之國家疆界為限。

所以各國政府必須有從事國際合作的真誠意願與準備。 

4、網際網路最重要的技術特徵為「開放性」，所以網際網路之通訊協

定與技術標準不應該被輕易賦予財產權性質。尤其在專利權的授

予上，全球應該有齊一的方向與步調，不容個別國家好大喜功，

而以鄰為壑。 

5、技術進步對網際網路發展之影響是既直接又迅速，使得網際網路

之未來發展充滿了無窮之動能與變化可能。  

 

二、網際網路之發展與 4C 整合的雙向思考  

我 們 都 知 道 實 體 的 網 際 網 路 是 提 供 傳 輸 資 訊 之 實 際 能 量 的 網 際 網

路，它只負責資料之傳輸而不會對資料之性質加以區分為哪幾個 C 產業。

既然沒有任何 C 產業之區分，實體網際網路亦談不上有所謂幾 C 的整合，

遑論其可能引發的競爭議題。所以從實體網際網路看 4C 整合，最大的政

策意涵應該是如何去除人為之劃分，讓市場與技術自由發揮。 

 

第四節  從電子商務 

一、總則定義部分  

（一）特定市場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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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商務是否為單獨之特定產業，應將之視為一特定市場？（以下

之電子商務整體架構請參見附表一）  

（1）第一、第三層次，可由「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作為劃分特

定市場範圍之標準，決定是否將之視為單獨市場，並界定相關市場

範圍。  

（2）第四層次之線上交易仲介者先依客群取向而區分為 B2B、B2C、

C2C、C2B 外，亦應各網站所提供之服務是否具有替代性，來劃分

特定市場範圍。  

（3）第五層次之線上商務服務部分，縱使用相同之銷售媒介，但所銷

售之產品或服務極可能是毫不相關，是否與採行傳統交易媒介之事

業有競爭關係，亦值深究。  

 

2. 產品市場及相關市場之劃分：  

第四、第五層次業者跨業經營之情形，雖遠比實體世界之事業普遍及

複雜，但在現行法令下，仍應先就其所提之個別商品或服務的特性來界定

其所屬之各個產品市場。  

 

3. 地理市場之劃分：  

（1）各國語言不同，中文網站與英文網站是否屬同一市場？  

（2）在台灣所設立的中文網站與在美國設立的中文網站間是否屬同一

市場？  

（3）標榜區域化經營的網站，不同區域間是否即為不同之市場？  

 

（二）競爭關係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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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至第三層次之電子商務產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為硬體、軟

體、共通商務服務之基礎建設，其目標客群(即交易相對人或潛在

交易相對人)較易被特定。  

2. 無論是第四或第五層次之業者，而仍應依各該業者之經營模式，依

其收入來源為 C 端或 B 端，判斷其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

是否重疊，資為判斷競爭關係存否之依據。  

 

（三）對外國網站競爭行為之管轄權  

1. 網路使用者可能在國外網站上購物，國外網站上的資料如被濫用，

也可能侵害國內公司或個人的權利，這些交易或侵權行為引發法律

爭議，應由那個國家法院受理訴訟？  

2. 主張權利被侵害的原告，是否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所在地向當地法院

提起訴訟？  

3. 倘外國公司在外國的競爭行為會對我國市場秩序造成影響者，惟由

於網路無國界之特色使然，將形同我國公平法對全球各地之網站均

有適用之可能，是否具有實益或執行力，有待研議。  

 

二、限制競爭  

（一）獨占事業  

1.技術標準之制定  

第四、五層次產業形成獨占之可能性較低，第二層次之軟體基礎建設，

由於大型軟體公司藉由制定技術標準或策略聯盟、搭售軟體等，產生排除

或限制其他事業加入競爭之障礙，美國司法部控告微軟公司乙案，即為是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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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類見解則認為在網路上建構統一之技術標準，是有利於消費者，

因為統一之技術標準可以降低開發軟體之成本及價格，更可促進網路世界

之流動、開發速度。  

 

政府部門需注意自由競爭機制之維持，應防止業者藉由封閉式之技術

標準來排除其他廠商之加入競爭，並應防止廠商運用不正當之搭售、略奪

性或補貼性定價等爭取交易機會之手段，先使其技術標準成為消費者使用

主流，再藉此排除他事業之競爭，最後形成獨占或寡占。  

 

2.電腦軟體專利  

電 腦 軟 體 專 利 亦 將 成 為 事 業 競 爭 之 利 器 ， 由 美 國 State Street Bank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乙案，可知當商業模式也可以申請

專利時，在網際網路的競爭上勢必產生重大影響，故可預見將有應用於電

子商務之電腦軟體專利將陸續被審定准予專利。  

 

3.政策或法令  

第三層次共通商務服務之基礎建設上，將面臨此一議題。例如認證中

心之家數及網路金資中心之開放等，如果法令只允許獨家經營，勢必形成

獨占；如果法令採開放市場之立場，對家數不設限者，則是否亦應採特許

制之管制，而特許制之結果，亦勢將形成寡占市場。  

 

4.獨占力之認定：  

（1）第二、三層次部分，由於其所提供之軟體、商務服務及交易相對

人等均較為具體特定，應較易於依既有理論分析其是否具有獨占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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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五層次部分，雖面臨特定市場不易界定之難題，但現實面

上已形成若干大型網站之事實，卻亦不容被忽視。  

 

（二）聯合行為  

1. 垂直跨業之策略聯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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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即涉及是否違反公

平法第十四條禁止聯合行為規定之疑慮。  

2. 最具爭議者為第四層次之 B2B 及 B2C 網站部分，由於其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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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易符合公平法第七條所定

之要件。  

3. 則當虛擬通路與實體通路進行聯合行為時，如果其市場力以足影響

供需、價格等，則似宜將之認為二者構成聯合行為，惟此時仍應依

該虛擬通路之經營模式，區別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究係該網站本身

或利用該網站為交易平台之事業。  

4. C2B 網站乃是聯合需求者來向供給者爭取有利之交易條件，由於

C2B 之經營模式使然，參與聯合者為消費者，故不符公平法第七條

之要件。但倘若是 B2B 網站，提供事業聯合採購、報價之平台者，

則應另當別論。  

 

（三）事業結合  

在諸多策略聯盟案例中，採取收購、合併、交叉控股、營業讓與、委

託經營等方式進行較緊密之合作者，亦時有所聞。然則目前之電子商務產

業除有特定市場不易劃分之本質，導致市場占有率之計算不易外，國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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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有限、電子商務起步不久，故電子商務業者之年營收大都少於新台幣五

十億元，似乎均尚未達到應申請結合許可之事業規模門檻，但實務情形則

是大型電腦軟硬體公司紛紛跨入電子商務領域。  

 

（四）限制轉售價格行為  

第四、五層次之業者多以其網路上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之價格低於傳

統通路之訂價為號召，則反面言之，其供貨廠商為避免原本穩定之價格遭

破壞，理論上將易於採取限制轉售價格之手段，以限制網站業者以低價破

壞市場秩序，惟目前亦尚無實例糾紛。  

 

（五）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二、六款規定之限制競爭行為  

B2B 網站之興起，是否將導致業者對於有無加入網站之業者為差別待

遇、或以要求交易相對人加入特定網站作業為交易條件、甚或斷絕與未加

入網站業者之交易等，均值進一步觀察。  

 

三、不公平競爭行為  

（一）網域名稱之搶註、攀附使用  

對照新興的網域名稱搶註問題，在既有的商標案例中，亦不乏有著名

商標遭他人在他國搶註或在不同類的商品或服務搶註的例子，由於商標保

護是採屬地主義，依註冊國之法律取得商標專用權，並在註冊國管轄領域

內享有法律上的保護，因此，在商標搶註議題上，原商標專用權人就必須

依循各國既有商標法規定之要件，依異議、評定、撤銷等程序來解決搶註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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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之廣告網站  

只要使用者連上網站瀏覽網頁廣告，便給予現金或其他利益。此種經

營方式亦進一步演變成以多層次傳銷之方式進行，鼓勵會員或使用者積極

介紹他人加入，新加入者須填載介紹人名稱或代號，網站經營者則會給予

介紹人一定之獎勵。  

 

（三）套裝銷售及搭售  

第一層次至第三層次產業中及第四層次之 B2 網站業者中，大多採取

策略聯盟方式，進行資源整合，並推出跨業服務之套裝產品或服務，此類

套裝服務或商品，是否構成搭售，甚或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或二十四條之

規定。  

 

（四）B2B 網站  

如第五層次中之仲訊/佳醫策略聯盟所成立之醫療體系電子商聯盟，係

將經營同類商品或服務之同業，整合於同一電子商務交易平台上進行交易

或資訊流通、廣告促銷、詢報價等，倘若該共同交易平台除提供個別業者

電子商務服務之功能外，亦兼具使該商品或服務因此一共通交易平台，而

被有意地或默示地維持住，即使用該交易平台之同業藉此達成聯合行為之

合意者，特別是當該共通交易網站是由上游供應商所主導，而使用者為零

售、經銷體系之業者時，更易有此情形，則該 B2B 網站經營者是否亦該當

於公平法第十九條第四款或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有待依個案情形為進一步

研議。  

 

四、結語  

提出以下三項在國內競爭法上及重大爭議處理上應注意之議題，除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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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參考外，並將是我們未來持續觀察研究之方向  

 

（一）網域名稱搶註爭議  

網域名稱是否對未及時註冊使用網域名稱之原商標、表徵、公司名稱

之擁有者，給予公平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四條之保護，而抹煞利用新科技

業者之努力，甚或一律將之視為所謂之網路蟑螂，實有爭議。  

 

國內除公平會對家樂福乙案外，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亦對此作成「商標

註冊與網址名稱登記之問題」之解釋，除肯認網址名稱使用若足以使一般

消費者認識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來源的標識，且申請人於其所營業的商品

或服務上有專用該標識的意思，並以之使用於所欲表彰的網路資訊等相關

商品或服務者，自得依商標法規定申請註冊為「商標」或「服務標章」。另

就以他人商標的文字作為網域名稱登記問題，智財局認為（1）以他人註冊

商標登記為網址名稱，並於網頁或相關網路資訊上表彰他人同一或類似的

商品或服務者，可能構成商標法第六十一、六十二條等侵害商標專用權情

事。另網址名稱的使用或標示，縱非作為商標使用，但有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或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似得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

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規範之。（2）以他人著名的網址名稱作為商標申請註冊

者，若所註冊使用的商品或服務與他人登記網址名稱所提供網路資訊上的

商品或服務相關聯，而在客觀上有致消費大眾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可能

構成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之適用。該局並提出二項防制機制之建議（1）

健全法規：基於罪刑法定主義原則，對於透過電子訊息、電磁紀錄等媒介

物始顯示商標圖樣，或於電腦網路之網頁上標示商標圖樣者，是否為商標

法第六條所稱「其他類似物件」之商標使用型態，或構成第六十二條侵害

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情事，恐有疑義，本局配合國內社會經濟發展情勢，業

於八十八年十月間提出商標法修正草案條文，以因應目前電子商務活動之

需。（2）減低網址名稱與商標權之衝突：網址名稱與商標權間，因規範性

質有別，二者產生之糾紛尚涉及名稱近似、商品類別及商標權保護之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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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素有爭議。對於網址名稱特取部分具識別性，足以藉之表彰其商品

或服務來源者，得指定商品或服務依法向本局申請註冊。至以他人註冊商

標圖樣之文字作為網址名稱登記者，有無構成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情

事，應視實際網址名稱有無使用於商品或服務而產生混淆誤認之情形以為

斷。另本局配合國際立法趨勢，採行「防止淡化商標信譽」理論，避免以

他人著名商標搶先登記為網址名稱而不當利用或減損其商標信譽，相關修

正條文亦於八十八年十月間提出草案，預期可達遏止不當搶先登記之目

的，並減低二者之衝突性。該局並將採行加強民眾法制觀念、密切注意國

際間電子商務相關議題之發展及協議，主動與電信總局溝通聯繫，進行瞭

解我國目前及未來對於網址名稱爭議處理辦法，以為有效建立商標法管理

機制之參考等具體因應行動。  

 

然而，由於網域名稱搶註之議題並非僅涉及商標權侵害，亦可能涉及

人格權、姓名權、攀附聲譽等，無論實體規範或處理程序等，牽涉法令甚

多，故負責網址登記業務之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將於八十九年七月

二十七日邀集有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等，舉辦座談，討論制定一套適用於

我國之「網域名稱爭議處理辦法」之可行性與相關議題。  

 

（二）B2B 網站之經營模式與影響力  

中外各大集團紛紛宣示進軍 B2B 電子商務市場，而以相同產業為主

之交易平台網站，除促銷宣傳、資訊流通之功能外，如果涉及詢、報價及

交易者，易涉及同業聯合行為及對未加入業者為差別待遇等之爭議。  

 

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FTC）針對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之競爭政策議

題（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World of  B2B Electronic Marketplace ），於

八十九年六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在華盛頓特區舉行研討會，並於會前數月

即開始於網站上展開宣傳，設立專屬信箱等，以廣徵各界意見。  

 

依據美國 FTC 網站上所公布之資料，FTC 希望藉此次研討會釐清之特

定議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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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2B 電子交易市集有哪些既有或可能之模式？如何運作？能做什

麼？  

（1）何種商業誘因促使 B2B 電子交易市集之誕生？此一市場產生何

種新的功效？  

（2）何種產業已經建立 B2B 電子交易市集？進展如何？哪些特質影

響任一產業去建立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的可行性？在美國以外

地區，是否已有建立 B2B 電子交易市集者？  

（3）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如何訂立價格？經由拍賣競價或其他方法？

這些訂價方法是否會隨產品個人化而訂出不同價格？數量及其他

競爭性因素是如何被考量的？  

（4）誰擁有這些市場？是設計者、經營者、買方、賣方或其他人、或

是共同擁有？有哪些可能的擁有結構？在財務面上，有哪些結構是

被想像展望的？會員群是被如何及被誰所考量評斷的？  

（5）B2B 電子交易市集之規則是如何建立的？誰建立這些規則？有

哪些規則是具有普遍必要性的？足以影響何種規則之必要性的因

素有哪些？  

（6）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被如何及被誰所管理、營運？有哪些不同

模式？  

（7）B2B 電子交易市集之擁有者及經營者是如何獲得報酬的？有哪

些服務是他們可以獲得報酬的？誰來決定這些報酬？  

（8）就 B2B 電子交易市集如何互相競爭乙節，有哪些可能情況？是

否取決於所涉產業？在一個特定產業中，買方或賣方是否參與一個

以上的 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否有網路效應將衍出單一 B2B 電子

交易市集會控制單一特定產業的情況？為何有些 B2B 電子交易市

集現正在合併中？  

（9）為在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參與者可以得知其他人的哪些行

為？誰可以看到交易過程、標售價格、或數量？誰接收可以成交的

訊息？  

（10）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有廣告行為嗎？如果有，有哪些型式的

訊息被傳達？誰決定何種廣告可以被置放？  

（11）B2B 電子交易市集的設計或營運，是否曾衍生出與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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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議題？  

 

2. 由買方觀點  

（1）有哪些商業誘因促使買方對於透過 B2B 電子交易市集為採購產

生興趣？舉例言之，買方預期藉由使用這類市場可以得到哪些節省

效果？在這類市集有效運作前是如何下單的？美國境外的買主是

否亦參與這類市集？  

（2）被期待會節省的來源哪些？這些節省是否被預期係來自交易成本

的降低？或來自存貨減少？或來自能與遠端賣方更快速容易地作

生意的能力？或來自更易於比較價格的能力？或來自其他方面？  

（3）哪些因素影響透過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下單的可行性及可能應用

電子交易市集的範圍？產品為同種類或不同種類，是否有影響？  

（4）對於自己擁有或經營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的買方，是否會有

不同？如果是，為什麼？買方如何決定要參與哪一個市集？哪些因

素會影響參與的抉擇？  

（5）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除了價格及其他競爭性因素以外，是

否有其他影響採購決定的因素？例如賣方在這類機制的風評的重

要性有多高？  

（6）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電腦程式對於價格比較、其他競爭因

素、或授權交易扮演何種角色？  

（7）買方可以得到有關其他人交易的任何訊息？產品的複雜性是否會

對此有所影響？  

（8）買方最常用來管理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上公開招攬生意的規則？

是否有買方希望限制出價者的廠商數或身分或其他建置交易競價

程序的情形？  

（9）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否會要求其參加者必須藉由這種交易購買

的最低限量或依其總需求之最少比例？是否有情形是一個買方單

獨去參與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具有商業上合理性的？何種因

素與一個買方是否要去參加數個出售類似商品的 B2B 電子交易市

集是有關聯性的？  

（10）在決定加入或不加入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之後，可以預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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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哪種結果？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否已被應用於零售業或其他

中間商中？或應用於長期契約中？  

 

3. 由賣方觀點  

（1）有哪些商業誘因促使賣方對於透過 B2B 電子交易市集為出售行

為產生興趣？舉例言之，賣方預期藉由使用這類市場可以得到哪些

節省效果？在這類市集有效運作前是如何出售商品的？美國境外

的賣方是否亦參與這類市集？  

（2）被期待會節省的來源哪些？這些節省是否被預期係來自交易成本

的降低？或來自存貨減少？或來自能與遠端賣方更快速容易地作

生意的能力？或來自更易於比較價格的能力？或來自其他方面？  

（3）哪些因素影響透過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下單的可行性及可能應用

電子交易市集的範圍？產品為同種類或不同種類，是否有影響？  

（4）對於自己擁有或經營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的賣方，是否會有

不同？如果是，為什麼？賣方如何決定要參與哪一個市集？哪些因

素會影響參與的抉擇？  

（5）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除了價格及其他競爭性因素以外，是

否有其他影響採購決定的因素？例如賣方在這類機制的風評的重

要性有多高？  

（6）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電腦程式對於價格比較、其他競爭因

素、或授權交易扮演何種角色？  

（7）賣方可以得到有關其他人交易的任何訊息？產品的複雜性是否會

對此有所影響？  

（8）賣方最常用來管理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上公開招攬生意的規則？

是否有賣方希望限制出價者的廠商數或身分或其他建置交易競價

程序的情形？  

（9）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否會要求其參加者必須藉由這種交易購賣

的最低限量或依其總需求之最少比例？是否有情形是一個賣方單

獨去參與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具有商業上合理性的？何種因

素與一個賣方是否要去參加數個出售類似商品的 B2B 電子交易市

集是有關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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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決定加入或不加入一個 B2B 電子交易市集之後，可以預期到

會有哪種結果？B2B 電子交易市集是否已被應用於零售業或其他

中間商中？或應用於長期契約中？  

 

4. 由公共政策觀點  

（1）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可能產生哪些競爭議題？有哪些可能促

進競爭之利益及哪些可能反競爭之顧慮？  

（2）在何種情形下，B2B 電子交易市集可能會增加或減少競爭？到

目前為止有哪些先例經驗？  

（3）B2B 電子交易市集如何影響買方或賣方方面的進入門檻？B2B

電子交易市集的進入門檻是如何產生的？  

（4）哪些議題是與建置及完成 B2B 電子交易市集同時可以實現效用

及避免競爭問題是有關的？例如，哪種機制可能可以含括防免競爭

性、秘密性資訊的不適當共享？任何這些機制在商業面考量下是否

為不可行或不具價值？  

（5）在 B2B 電子交易市集中及彼此間競爭的發展是否一部分地依賴

於與此一市集設計或經營有關的智慧財產權？  

（6）B2B 電子交易市集與市場結構及市場集中度有哪些牽連？  

 

依據新聞資料指出，美國汽車業者合組零件銷售網站，已引起美國聯

邦貿易委員會的注意，而司法部亦對五家美國航空公司合資在網路上販售

機票的動作展開調查。此類 B2B 電子交易市集之運作模式，已引發是否高

度違反競爭法規可能之疑義。  

 

（三）電子商務及網路公司之市場力衡量標準  

網站虛擬社群之市場力並非來自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所得，而是來自其

匯集虛擬社群之需求及提供交易機會資訊之能力，故公平法所沿用之衡量

事業市場力指標之「特定市場」、「市場占有率」等，在電子商務市場中，

似有窒礙難行之處。  

     此部分涉及公平法多數法條之適用前提，如無明確指標衡量一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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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力者，則將難以援用公平法關於自由競爭之規範，予以規制。  

 

（四）四 C 間策略聯盟議題  

策略聯盟為電子商務界常見之新聞及經營策略。策略聯盟形式不一，

有獨家合作者，也有友誼結盟者，此時，欲探究其所涉競爭問題，必先釐

清下列事實：  

1. 同業或異業之策略聯盟  

2. 參與策略聯盟之各事業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3. 策略聯盟之目的、動機  

4. 策略聯盟之執行細節  

5. 策略聯盟參與者彼此間之權利義務關係  

6. 策略聯盟之目標市場或客戶  

7. 策略聯盟對其他同業或市場占有率之影響  

 

當釐清基本事實後，再依公平會各該規定，判斷是否涉及聯合行為、

結合或其他競爭規範議題。就四 C 而言，四 C 產業間跨業策略聯盟亦時有

所聞，提供衛星節目頻道予有線電視之年代公司、寬頻業者和信超媒體及

香港電信、科技業之盈科數碼公司之結盟、美國最大之 ISP 業者與媒體巨

人時代華納之結合等。  

 

網站業者於 content 部分之策略聯盟，亦是時有所聞。值得注意者為網

站上是否存有平等接續之議題乙節。當大型入口網站只與特定電子商務業

者從事策略聯盟，大力促銷宣傳這些合作網站之商務活動，甚而將其競爭

對手之網站排除於搜尋目錄之外或搜尋結果之末端不明顯處等，是否將對

其他電子商務業者造成不公平競爭之結果？換句話說，當大型入口網站或

特定社群網站、B2B 網站，已足以凝聚交易力量，成為一強勢通路，而不

再只是傳遞交易訊息之媒體時，是否應由競爭法角度規制其通路力量，而

不應只是交由媒體自律。  

 

（五）搭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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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之策略聯盟議題，實證上，策略聯盟時常具有搭售之外觀，由數

事業針對同一市場，將各自之產品或服務，包裝成套裝產品，共同銷售或

提供服務。事實上，在報告所提出之電子商務第二階層之軟體基礎建設產

業中之事業，便經常以整合資源之策略聯盟為其經營模式，結合電信服務、

軟體服務、硬體服務、顧問諮詢等，為電子商務業者或想從事電子商務之

傳統產業提供架設規劃、管理維護網站，甚或物流、客服等之整體服務。  

 

在大型電子公司挾其採購力量所主導之 B2B 網站中，策略聯盟是否涉

及搭售或他反競爭議題乙節，益加令人深思。如要加入 B2B 網站，取得與

該具有強勢採購力之大型電子公司及其 B2B 網站成員交易機會者，業者首

先必須負擔費用，購買其所整合設計之套裝網站軟硬體及服務。  

 

（六）電信事業與電子商務  

電信事業提供進行電子商務所需之硬體及中介通路，當電信業者決定

只與特定網站結盟之經營策略時，將對其他業者造成排除競爭之效果。目

前在 internet 上，雖似無此問題，但在 WAP 網站上，卻已有跡可循。當行

動電話業者所提供之手機上網服務，只限於連結行動電話公司所屬或合作

網站，其他 WAP 網站之業者即已無法被消費者所 access，形同被逐出通

路、市場。寬頻電信業者中，亦可能產生此一問題。  

 

附表一：「電子商務技術架構及其所涉及的相關產業」  

學者 Kalakota & Whinston 提出一個完整的電子商務整體架構，包括：

（一）網路基礎架構；（二）多媒體內容及網路出版基礎架構；（三）資訊

通路基礎架構；（四）一般企業服務基礎架構；（五）一般電子商務的應用，

詳述如下：  

 

 

 

電子商務架構  包括內容範圍  涉及相關行業  

第一層：  電信網路、有線電視、無 電 信 公 司 、 ISP、 電 話 通 訊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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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基礎架構  線、網際網路、衛星、電

話  

司、有線電視業者、無線通訊

公司、衛星網路公司、電腦網

路公司  

第二層：  

多 媒 體 內 容 與 網 路 出 版

的基礎建設  

（網路基礎技術）  

超文件標示語言、爪哇語

言、全球資訊網  

美國 Microsoft 及 Netscape 等公

司為代表，兩家企業所出版的

瀏覽器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上

網的標準軟體。  

第三層：  

資訊通路基礎架構  

（ 訊 息 與 資 訊 傳 送 基 礎

建設）  

電子資料交換、快速回應

系統或快速補貨系統進行

庫存、配送、通路、付款

等管理機制  

企業與企業間的商業交易應用

與企業內部的商業應用 --相關

企業包括了提供各種快速回應

軟體、EDI 等相關軟體、企業

財務處理軟體、線上安全交易

軟體、型錄設計軟體、ASP 公

司。  

第四層：  

共 通 的 商 務 服 務 基 礎 建

設  

安全 /認證、電子付款、目

錄、型錄/電話黃頁服務  

提供線上安全交易及線上交易

軟體服務的公司 --認證相關中

心（企業）、交易付款中心  

第五層：  

電子商務應用  

供應鏈管理、遠端金融服

務、線上行銷與廣告、上

網購物、居家銀行、VOD、

快速回應系統、自動補貨

系統  

包含在網路上進行各種商業活

動的企業 --企業間線上交易、

線上零售業、線上仲介、線上

廣告、線上商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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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 1996 通訊法對 4C 產業整合的立場  

 

第一節  前言 

1995 年底之前，不但過去電信、有線電視、無線廣播電視使用不同的

技術各自發展，各種科技間涇渭分明，造成跨入其他媒體事業事實上的進

入障礙；法規上也原則禁止不同媒體間的跨業經營，成為法律上的進入障

礙。根據Krattenmaker教授的看法，過去美國通訊法的法制規劃之所以不

希望媒體間進行跨業經營，主要是有兩個基本的原因： 4

1. 人們擔心受到掠奪：如果電信公司能夠經營有線電視，人們擔心

它會獲得獨特的優勢地位，因為它可以拒絕其他有線電視的競爭

者使用其必要設施，例如 pole attachment，因此造成其競爭者成本

的升高。另一方面，該經營有線電視的電信公司可以將經營有線

電視的成本隱藏在提供電話服務的成本之中，更進一步地降低有

線電視的費用，藉以擊敗其競爭者，取得具掠奪性的地位。  

2. 比較少人注意到的原因，在於人們擔心開放跨業經營之後，會破

壞掉原有合社會性 (pro-social)的內部交叉補貼系統：地區性與住

宅區電話費率之所以向來低廉的原因之一，在於此一社會強迫電

話公司提高商業區的電話費率，以此補助在住宅區過低的電話費

率，此種將企業的錢拿來用在消費者身上，一般被認為是「合社

會性」的。因此我們若允許當地的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電話服務，

可以想見它們一定會將目標放在原本費率較高的商業用戶，造成

所謂的「吸脂效應」（cream skimming），此效應將使電話公司降低

藉由商業區的利潤以補助住宅區費率的能力與動機，最後只有提

高住宅區的電話費率，等於是消費者的錢拿給企業，一般被認為

是「反社會性」（anti-social）的。  

 

                                           
4  Krattenmaker, The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49 Fed. Comm. L.J. 1, 7-8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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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在 1996 年通訊法修正通過之後，會大幅修改過去數十年所

相信的信念，取消各種媒體間跨業經營的限制？Krattenmaker 教授認為國

會與重要的意見領袖，在以下三點上獲得壓倒性的共識：  

1. 科技整合的問題，應該交由市場機制所決定，而不適宜透過政府

管制的方式取得解答。電話、廣播、電視是否整合之類的問題，

應該交給消費者透過公開市場的選擇來表達出他們的喜好，以法

規管制的方式頂多是次佳的選擇。  

2. 完全解放的市場力量雖然可能使許多公司蓬勃發展，但也可能造

成一家公司獨佔性的掠奪地位。因此雖然科技的選擇應該交由市

場來決定，然而政府適當的監督可能可以避免掠奪的情形。因此

主管機關聯邦通訊委員會（FCC）的工作不再是決定誰可以進入

哪一個市場，而是變成監控進入市場的條件與既有業者的反應，

亦即拆除進入市場的障礙，但仍握有追訴掠奪者的工具。  

3. 電信服務市場仍然應該由政府來管理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原先合

社會性的交叉補貼需求仍然存在。一個非掠奪性的競爭如果會造

成 住 宅 區 電 話 費 率 的 上 升 ， 或 許 仍然 會 被 認 為 是 一 個 不 好 的 現

象；而如果電視撥送者間的競爭無法提供一個附有免費字幕的電

視系統，則寧可禁止業者間的競爭。 5

 

因此，1996 通訊法的產生，可以說是為了實現以上三點立法共識的產

物。本節目的即在探討 1996 通訊法為因應科技的發展而對電信、資訊與有

線電視等領域產生整合後的與跨業經營相關的法制設計。  

 

第二節  電信 v. 資訊 

一、貝爾公司經營資訊業務的限制  

                                           
5  美國的無線電視節目螢幕上並無字幕顯示，過去收視者必須另外購買字幕機才能收看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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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年美國司法部對AT&T提出反托拉斯（anti-trust）訴訟，進而導

致AT&T分家的協議中 6  （即一般所謂的Modified Final Judgement, MFJ），

AT&T 被 要 求 將 其 事 業 分 割 為 三 大 部 分 ， 即 長 途 電 話 業 務 （ InterLATA 

service），市話業務（Local exchange service），以及電信設備製造業務。而

AT&T可以於已經完全開放的長途電話與電信設備製造市場繼續經營，但

市話業務則必須自AT&T中獨立出來，由財務上與人事上與AT&T完全分離

的貝爾公司（BOCs,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7  經營此一獨占市場。而

貝爾公司在此協議之中，除了不能經營跨話務區的長途電話業務以及電信

設備 8 與客戶端設備 9  之外，亦被禁止從事所謂的「資訊服務」。此項限制

雖在 1993 年United States v. Western Elec. Co.一案中經法院判決而取消，但

後來在 1996 通訊法中，對貝爾公司經營電子出版（electronic publishing）

業務加以限制，而其中對於電子出版的定義其實與 1983 年協議中的「資訊

服務」非常接近。 10

 

1996 通訊法打破長途與市話分離的做法，允許提供長途電話與市話的

電信業者互相跨入對方的經營領域。但是因為貝爾公司長久以來經營獨占

的市話業務，為避免其利用長期經營獨占市場所得的競爭優勢，在進入已

開放競爭的長途電話市場進行不公平的競爭，因此對於貝爾公司經營長途

電話相關業務，增加若干其他業者所沒有的經營限制，亦即對貝爾公司進

行所謂的「非對稱性管制」。 11

 

以下即針對 1996 通訊法對貝爾公司經營相關資訊服務與電子商務所

                                           
6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Tel. & Tel. Co., 552 F. Supp. 131  (D.D.C. 1982). 
7  在 1996 年通訊法中被稱為”Bell operating company”，亦即”BOC”的貝爾公司，其實並

非一家公司，而是過去美國政府在 1974 年針對AT&T提出反托拉斯(anti-trust)訴訟後，

與AT&T達成和解所分割出去的二十四家地區性電話公司，其中的二十二家原屬AT&T子

公司的地區性電話公司經過近年來的相互購併之後，目前只剩下五家，一般人稱之為

RBOCs，即”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另外兩家公司原先AT&T在其中僅有少

數股份，目前則為獨立的公司。  
8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例如線路、交換機與相關軟體。  
9  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例如電話機、個人與企業用小型交換機。  
10  Krattenmaker, supra note 1, at 18-19. 
11  Krattenmaker, supra note 1,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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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限制：  

1. 貝 爾 公 司 經 營 電 子 出 版 及 保 全 業 務 （ alarm monitoring） 以 外 的

InterLATA information service，必須要透過獨立子公司進行。 12

2. 保全業務 13

（1）所有的貝爾公司不得於 1996 通訊法生效日起五年內從事保全業

務。  

（2）但若於 1995 年十一月 30 日之前已經提供該項服務的貝爾公司

則不在此限，除與其他保全業者進行客戶交換之外，此類從事保

全業務的貝爾公司於 1996 通訊法生效日起五年內，仍不得從其他

保全業者獲得任何資產上的利益或是對其進行財務上的控制。  

（3）既有的市話業者（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必須在其他

公司提出合理的要求時，將其網路服務以無差別待遇的條件提供

該公司進行保全業務，並不得直接或間接以電話業務的利潤補貼

自己的保全業務。  

3. 電子出版業務 14  

（ 1） 貝 爾 公 司 原 則 上 不 得 利 用 其 基 本 電 話 服 務 （ basic telephone 

service）提供電子出版服務，除非該服務是由一個獨立子公司或

合資的電子出版公司（electronic publishing joint venture）提供。  

（2）經營電子出版服務的子公司必須在財務與人事上與原貝爾公司

完全分離，並不得為了行銷該電子出版業務而使用貝爾公司本身

                                           
12  47 U.S.C.A. §272(a)(2)(C). 
13  47 U.S.C.A. §275(a). 
14  47 U.S.C.A. §274. ( The term `electronic publishing' means the dissemination, provision, 
publication, or sale to an unaffiliated entity or person, o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news (including sports); entertainment (other than interactive games); business, financial, 
legal, consumer, or credit materials; editorials, columns, or features; advertising; photos or 
images; archival or research material; legal notices or public records; scientific, educational, 
instructional, technical, professional, trade, or other literary materials; or other like or 
similar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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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稱、商標與服務標章，只能使用控制或擁有貝爾公司的母公

司所擁有的名稱、商標與服務標章。  

（3）貝爾公司原則上不得與經營電子出版服務的子公司進行聯合行

銷的行為，除非貝爾公司能不歧視地對其他電子出版公司提供同

樣的服務。  

（4）貝爾公司必須以合理的費率提供所有電子出版業者網路接續與

互連的基本電話服務。  

 

二、對貝爾公司進行「非對稱性管制」的爭議：SBC Communications v. FCC 

1996 通訊法通過後，過去由貝爾公司所獨占的地區電信市場開放市場

競爭，該法甚至規定貝爾公司有義務協助其競爭者使用貝爾公司既有的電

信網路。然而在另一方面，雖然 1996 通訊法也同時開放貝爾公司經營長途

電信業務，卻以立法方式對其進入長途電信市場的時間與方式多所限制。

因此以SBC Communications, Inc.為首的八個貝爾公司即聯合針對該法對

貝爾公司經營長途電信業務的特殊限制提起訴訟。 15

 

本案為貝爾公司於The United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Texas起訴，挑戰 1996 通訊法第 271 條至 275 條的合憲性。Judge Joe Kendall

並未處理該條文是否違反保障言論自由或平等權的議題，僅以違反美國憲

法禁止國會制定「褫奪公權條款」（bill of attainder） 16  為由，宣告該條文

違憲。FCC不服，上訴至第五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ifth Circuit），Judge Grady Jolly認為：（1）1996 通訊法第 271 條至 275 條

並不構成所謂的「褫奪公權條款」；（2）該條文內容亦不違反憲法「權力分

立」(separation of powers)的要求與保障平等權 17  的規定；（3）第 274 條

限制貝爾公司經營電子出版業務並不違反該公司的言論自由權。 18  因此

                                           
15  SBC Communications, Inc. v. FCC, 981 F.Supp. 996 (1997). 
16  Const. Art. 1, § 9, cl. 3. (No Bill o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aw shall be passed.) 
17  Const. Amend. 5. 
18  Const. Am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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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 Jolly推翻地方法院判決，認定該條文內容合憲。 19  美國聯邦最高法

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拒絕受理本案，至此本案判決確定。 

 

SBC Communications 一案所引起的法律爭議，即在於 1996 通訊法第

271 條至 275 條針對貝爾公司所進行的非對稱性管制，是否違反了美國憲

法禁止「褫奪公權條款」、「權力分立」原則、保障「平等權」，以及保障「言

論自由」的規定。以下即針對上述四項爭議分別探討：  

 

（一）褫奪公權條款  

SBC Communication認為國會以立法方式指明特定公司，限制其推展

業務的權利，屬於以立法方式剝奪特定個人權利的「褫奪公權條款」，為美

國憲法第一條所禁止。但FCC認為 1996 通訊法針對貝爾公司所進行的非對

稱性管制應屬適當的管制法規，而不是所謂的「褫奪公權條款」。地方法院

的Judge Kendall認為該法限制貝爾公司進入長途電信市場，禁止使用其基

本電話服務進行電子出版業務，要求以獨立子公司方式進行特定業務，以

及限制進入通訊設備製造業與保全業等規定，卻不對其他經營長途電信業

務的公司課予相同的義務，係基於對貝爾公司或其過去母公司AT&T反市

場競爭的錯誤假設之下所設定財務上的懲罰，因此構成所謂的「褫奪公權

條款」，應屬違憲無效。 20  此觀點亦獲得第五巡迴上訴法院Judge Smith的

支持。  

 

另一方面，代表上訴法院多數意見的Judge Jolly認為，縱使「褫奪公

權 條 款 」 適 用 於 企 業 ， 1996 通 訊 法 的 特 別 條 款 為 「 非 懲 罰 性 」 的

（non-punitive），其目的在於促進地區電信服務、長途電信服務與資訊服

務市場的公平競爭，且條文內容並非持續性禁止（perpetual bar）貝爾公司

從事特定電信業務，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立法者有處罰貝爾公司的意圖。

                                           
19  154 F.3d 226 (1998). 但Judge Jerry Smith提出不同意見書。  
20  Supra note 12, at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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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別條款中若有對貝爾公司的限制，仍是屬於使其得以自由從事「附

帶性長途電信服務」與「區外服務」等業務大架構中的一部份。 21

 

（二）權力分立  

對於 1996 通訊法特別條款是否違反權力分立原則的爭議，其實只是

前述「褫奪公權條款」爭議的延伸。如同Judge Smith在不同意見書所言：

「褫奪公權條款」具有雙重意義，它不僅在於拯救個人免於受到立法裁判

（trial-by-legislature），更是為了維護「權力分立」原則，並作為一種制衡

國會立法的機制、防止國會通過任何針對特定個人加以處罰的法律。國會

可以立法將利益提供特定人享有，但當國會想要制定懲罰性的法律時，它

必須制定一般性的規定，而由司法機關決定何人違反法律，課予何種處罰。

22

 

（三）平等權  

地方法院的Judge Kendall因直接以 1996 通訊法特別條款構成「褫奪公

權條款」為由，宣告違憲，並未對該部分條文是否違反平等權或言論自由

多作討論。 23  然而上訴法院的Judge Jolly指出，若一個經濟性的管制法規

能合理地符合政府的正當利益（rationally related to legitimate governmental 

interest），且該立法不會限制到個人的基本權利或是依照個人的種族、宗

教或國籍作出不合理的差別待遇，則該法規縱使係針對特定對象加以管

制，仍符合憲法對於平等權的要求。因為特別條款並未限制到個人的基本

權利，也不是基於種族、宗教或國籍等因素所作出的差別待遇，且該條款

符合政府希望促進所有電信市場更多競爭的正當利益，因此並不違反憲法

保障「平等權的原則」。 24

 

                                           
21  Supra note 16, at 234. 
22  Id. at 252. 
23  Supra note 12, at 1008. 
24  Supra note 16, at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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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論自由  

關於 1996 通訊法第 274 條對貝爾公司經營電子出版業務的限制是否

違反美國憲法第一增補條款對於「言論自由」的保護，Judge Jolly亦指出：

因為該條文並非針對言論的內容加以管制，因此在違憲審查的標準上，最

多僅以「中級標準」（immediate scrutiny）加以審查。該條文的主要目的在

於確保公平競爭，除為完成立法目的的範圍之外，並未在對言論造成實際

上不必要的負擔，因此並未違反憲法保障言論自由的規定。 25

 

由於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拒絕受理本案上訴之故，因此第五巡迴上訴法

院的判決成為確定判決，並為相關問題研究的重要參考依據。  

 

第三節  電信 v. 有線電視 

一、1996 通訊法有線電視相關規定  

1984 年時，國會通過法律禁止電信公司在它們的服務範圍內直接對其

客戶提供有線電視服務。而後來FCC則透過建立“video dial tone rule＂，

限縮該法的適用範圍。所謂的“video dial tone rule＂指的是若電信公司以

「公眾電信業者」（common carrier）的身分，不選擇其所傳送的內容，則

可以對客戶提供視訊傳送服務。但若該電信公司在播送的內容的選擇上扮

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的話，那麼該電信公司就不可以提供有線電視服務。 26  

而 1996 通訊法的制定，同時修改了 1984 年法律以及FCC的“video dial tone 

rule＂。  

 

提供視訊服務的電信公司，身為提供視訊服務新進業者，可以依其傳

送視訊訊號的方式，選擇以下四種方式接受政府管制：  

1. 若以無線廣播方式傳送訊號，則該業者被視為廣播業者加以管制。

                                           
25  Id. at 246-7. 
26  Krattenmaker, supra note 1,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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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 若以公眾電信業者的身分傳送訊號，則該業者仍被視為是提供公

眾電信業者服務，以電信業者的身分接受政府管制。 28

3. 若並非以上述兩種方式傳送訊號，而該業者並不是經營本法中所

謂的「開放視訊系統」（open video system），則該業者將被視為有

線電視業者加以管制。 29

4. 若該業者所經營的系統是FCC所核准的「開放視訊系統」，則以「開

放視訊系統」業者的身分接受政府管制。 30   

 

1996 通訊法中，原則上取消電信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跨業經營的限

制，然而相較於有線電視業者跨入電信產業而言，該法顯然對於電信業者

跨入有線電視產業課以較多的限制。此一立場應與美國電信業者之資產與

競爭力遠大於有線電視業者有關。以下簡述該法針對解除兩種產業跨業經

營限制的相關條文：  

1. 電信業者經營有線電視服務相關義務的免除 31

（1）市話電信業者（local exchange carrier）若透過開放式視訊系統

或是有線系統（cable system）提供有線電視服務，則不需一視同

仁提供其頻寬給其他業者作為有線電視服務之用。  

（2）公眾電信業者（common carrier）關於視訊節目傳送系統的建置

與營運，不需依照§214 取得證照（certificate）。  

2. 電信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間購併的限制： 32

                                           
27  47 U.S.C.A. §651(a)(1). 
28  47 U.S.C.A. §651(a)(2). 
29  47 U.S.C.A. §651(a)(3). 
30  47 U.S.C.A. §651(a)(4). 
31  47 U.S.C.A. §571. 
32  47 U.S.C.A.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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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話電信業者或與其有任何關係之子公司，不得直接或間接取

得於其電話服務區域內之有線電視業者 10%以上財務上或管理上

的權益。  

（2）有線電視業者或與其有任何關係之子公司，不得直接或間接取

得於其有線電視服務區域內之地區電信業者 10%以上財務上或管

理上的權益。  

（3）同一業務範圍之地區電信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原則上不得合

資或合夥在該市場直接對收視戶提供視訊節目或電信服務，除非

屬於以下情形：a. 該區屬偏遠地區（rural area）；b. 市話電信業

者在 FCC 同意之下，有限度地使用有線電視業者所擁有從最後的

多使用者終端設備（last multi-user terminal）到收視戶（end user）

間之線路；或是 c. 在符合本法定義下的競爭市場（competitive 

market）中，市話電信業者可以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的控制權，或

是與有線電視業者合資或合夥；d. 若有線電視業者在本法規定的

規模之下，則不受本條限制；e. 在非都市區域的小型市話電信業

者與小型有線電視業者的購併，亦不受本法限制，f. FCC 可以在

獲得地方政府同意後，考量到（a）地區電信業或有線電視業者會

因本項限制遭受不當的經濟上重大損失；（b）將造成該系統或設

施不經濟的結果；或（c）該項交易對社區所產生的便利與需求的

公 益 明 顯 地 大 於 該 項 交 易 可 能 所 造成 的 反 競 爭 效 果 等 三 項 因 素

後，免除兩者間購併的限制。  

3. 開放式視訊系統： 33

（1）市話電信業者可以於其電話服務區域內，透過開放式視訊系統

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予其收視戶。FCC 亦可在公益考量下，制定法

規允許有線電視業者透過開放式視訊系統提供視訊節目予其收視

戶。  

                                           
33  47 U.S.C.A.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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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獲得 FCC 認證之後，開放式視訊系統經營業者可以減輕相較

於對有線電視業者管制的負擔。  

4. 有線電視業者經營電信業務限制的解除： 34

（1）有線電視業者經營電信業務不需另外取得執照。  

（2）有線電視發照當局（a franchising authority）不得以限制有線電

視業者經營電信業務為目的，增加對有線電視業者的要求。  

（3）有線電視發照當局不得以業者未獲經營電信業務執照為由，命

令有線電視業者中止提供電信服務，或是中止經營提供電信服務

的有線電視系統。  

（4）原則上有線電視發照當局不得要求業者必須提供其網路架構以

外的電信服務，作為獲得、更新、或移轉有線電視經營執照的條

件。  

 

二、AT&T v. City of Portland 

1998 年，美國電信業龍頭AT&T與美國第二大有線電視業者TCI宣佈

於 1999 年合併，合併之後TCI成為AT&T旗下的一家子公司。AT&T與TCI

合併之後，提供所謂的“@Home＂服務，亦即利用有線電視線路提供高速

上網服務。然而在奧勒岡州（Oregon）的波特蘭市（Portland），根據TCI

與地方當局之前的協議，TCI在波特蘭當地的所有權若要移轉，必須事前

得到市政府的批准。然而波特蘭當地的ISP向主管機關反應，因為@Home

佔了高速、普及率高以及相對低價的優勢，他們無法與@Home競爭。而當

地有線電視用戶想要使用其他ISP的資訊，必須通過@Home才能取得，而

根本不會有人為此願意付出雙倍的價錢。而最後的結果就是當地的ISP會無

法繼續經營而倒閉。 35

 

                                           
34  47 U.S.C.A. §541(b). 
35  AT&T v. City of Portland, 43 F.Supp.2d 1146, 1149-5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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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蘭當局因為 ISP 業者的控訴，認為＠Home 在住宅區網際網路接

取服務方面，沒有任何足以與之匹敵的競爭者，因此認定@Home 在當地

提供上網服務的纜線數據機平台（cable modem platform），屬於反托拉斯

法中所謂的「必要設施」（essential facility），而一旦被認定屬於必要設施，

則控制該設施的企業就不得在沒有「正當的商業理由」的情形下拒絕其競

爭者使用該設施。因此波特蘭當局要求 AT&T 讓其他 ISP 與其有線電視系

統直接連結，使有線電視用戶不需要付@Home 通訊費用的情形下即能使

用其他 ISP 的資源。然而相對地，當地 ISP 則必須向 AT&T 付出網路接續

費用。  

 

AT&T 拒絕接受波特蘭當局的要求，導致 TCI 移轉給 AT&T 一事遭到

否決，因此 AT&T 向當地的聯邦地方法院提起告訴。承審法官 Panner 認為

本案爭議在於究竟波特蘭當局是否有權以開放接取其纜線數據機平台作為

批准 AT&T 接手 TCI 執照的條件。至於究竟這個「開放接取要求」（open 

access requirement）是否為一個好的政策，則不在本案的審理範圍之內。  

 

本案中 Panner 法官從聯邦法律、憲法以及執照協議三方面，分析波

特蘭當局所提出的「開放接取要求」，是否踰越其權限：  

 

（一）聯邦法律方面 36

1. 排除條款  

原告 AT&T 認為聯邦法規既然已經針對有線電視加以規範，則該聯邦

法規已經排除地方當局制定「開放接取要求」的權力。然而 Panner 法官認

為，在 47 U.S.C. § 556 的條文中，國會已明白宣示聯邦法規應盡可能不要

介入既有地方當局管理有線電視的權限之中，而事實上，在 1960 年代 FCC

介入管轄有線電視產業之前，地方政府早就開始管理當地的有線電視業者。 

                                           
36  AT&T v. City of Portland, 43 F.Supp.2d 1146, 1151-115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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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持競爭狀態  

Panner法官指出，國會亦特別地認知到地方政府有權力維持有線電視

服務的競爭狀態。 37 既然地方政府有權決定有線電視所有權或控制權的移

轉是否會消滅或減少競爭，當然意味著它可以在批准所有權移轉時附加條

件。  

 

3. 「公眾電信業者」條款  

原告 AT&T 認為，根據 47 U.S.C. § 541（c）規定，有線電視系統不

得因其提供任何種類的有線服務而被要求適用「公眾電信業者」或公用事

業的規定。然而 Panner 法官認為，允許競爭只使用其「必要設施」，並非

將該企業視為「公眾電信業者」。而波特蘭當局所制定的「開放接取要求」，

只適用於 AT&T 在當地的競爭者，並非完全將該設施完全開放供公眾使

用，因此並未強迫有線電視業者以「公眾電信業者」的形態運作。  

 

4. 傳輸科技  

AT&T 認為「開放接取要求」等於對原告使用纜線數據機平台課以科

技上的條件，此點違反 47 U.S.C. § 544（e）中不允許地方發照當局禁止、

附加條件、或限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使用任何種類的用戶端收視設備或傳

輸科技。AT&T 主張它們必須修改它們頭端設備，才能讓與其競爭的 ISP

使用其纜線數據機平台。然而 Panner 法官認為「開放接取要求」並未告訴

AT&T 要如何地執行這項要求，也沒有要求 AT&T 使用任何一種特定的傳

輸科技，因此並非對其使用任何一種傳輸科技或用戶端設備附加條件或加

以禁止。  

 

                                           
37  47 U.S.C. § 533(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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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線電視內容  

AT&T 抱怨「開放接取要求」等於強迫其在自家有線電視系統上撥送

競爭者的內容，因此違反 47 U.S.C. § 544（f）（1）禁止主管機關要求有線

電視業者撥送特定內容的規定。然而 Panner 法官認為，在向主管機關提出

接收 TCI 所有權的申請書中，AT&T 早已同意@Home 用戶接收其競爭 ISP

所提供的內容，因此「開放接取要求」並非對內容加以限制，而是屬於「內

容中立」（content neutral）的管制規定。  

 

6. 節目服務提供  

AT&T 主張因為國會只在幾個特定的範圍中要求有線電視提供特定的

節目服務，例如必須撥送當地的無線電視內容（must-carry rule）、開闢「公

共、教育、政府」頻道、允許租用頻道（ leased access）等。因此國會的意

思 應 是 排 除 地 方 政 府 針 對 有 線 電 視 業 者 課 以 額 外 的 使 用 的 規 定 。 然 而

Panner 法官認為「開放接取要求」並未要求原告撥送任何的節目，而是要

允許競爭的 ISP 能夠實體地與它的設施進行接續，因此與該條文的規定無

關。  

 

（二）憲法方面 38

1. 言論自由  

首先，關於「開放接取要求」是否侵害言論自由的議題，Panner 法官

認為並無違反憲法第一增補條款的情事，因為 AT&T 已自願地讓有線電視

用戶接收其競爭 ISP 的內容。加上該要求屬於經濟性規定，並未要求 AT&T

撥送任何特定的言論，甚至如果「開放接取要求」會影響到原告的言論自

由，該規定也符合聯邦最高法院對此類案件「合理性」（ reasonableness）

的審查標準。  

 

                                           
38  AT&T v. City of Portland, 43 F.Supp.2d 1146, 1154-115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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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州際通商條款（Commerce Clause） 39

Panner 法官認為該規定僅適用於波特蘭地區，根本與州際通商條款無

關。此外，雖然 AT&T 表示該規定將使其增加額外的負擔，然而原告並未

提出任何證據顯示，此一負擔大於鼓勵當地的市場競爭所獲得的利益。  

 

3. 契約條款（Contract Clause） 40   

憲法第一條規定各州不得制定任何法律傷害契約義務。而在判斷是否

違反契約條款時，首先要決定該規定是否實質重大地（substantially）傷害

了契約關係，如果該規定果真實質重大地傷害了一個私人間的契約，接著

要 判 斷 究 竟 對 契 約 關 係 的 傷 害 是 否 可 以 合 理 （ reasonable ） 且 必 要 地

（necessary）實現一個重要的公共目的（important public purpose）。然而

Panner 法官並不認為該項「開放接取要求」實質重大地傷害了 AT&T 契約

上的權利。  

 

（三）執照協議方面  

AT&T 主張「開放接取要求」違反了原先的執照協議。該協議內容提

到波特蘭當局得依公共利益，合理地規範領照人的權利義務，而領照人必

須遵守所有有效的規定。而規定內容若與協議內容產生衝突時，以協議內

容為準。然而 Panner 法官認為該協議與「開放接取要求」並無衝突，因為

協議中並未排除 AT&T 的競爭者與其纜線數據機平台進行接續。更不要說

該協議並不能限制波特蘭當局在有線電視控制權改變時所能考量的因素，

甚至縱使是執照的移轉而不是改變，地方當局仍能考慮該移轉對於競爭的

影響。因此，在綜合以上諸多原因之後，Panner 法官判定 AT&T 敗訴。  

 

（四）上訴法院判決  

                                           
39  U.S. Const., art. I, § 8, cl. 3. 
40  U.S. Const., art.  I,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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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在本案判決後，立刻上訴到聯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第九巡迴

上訴法院於今年六月二十二日宣判，結果推翻地方法院的判決，裁定波特

蘭當地的有線電視發照機關無權在TCI轉移經營權給AT&T的過程中，對

AT&T課以附帶的義務。 41

 

在Thomas法官所執筆的判決書中，與地方法院判決最明顯的見解不同

之處，在於上訴法院認定透過纜線數據機平台所提供的高速上網服務係為

「電信服務」，而不是「有線電視服務」，因此直接引用 47 U.S.C. § 541（b）

（3）的規定 42 ，裁定波特蘭當局無權對AT&T課以額外的義務。而對於地

方法院判決中所提出的其他爭議，例如波特蘭當局的開放接取要求從憲法

與法律的角度而言是否過度逾越其權限？Thomas法官在判決中表示，因為

1996 通訊法中明文規定地方有線電視發照機關無權對於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提供電信服務進行管制，因此不需進一步探討地方法院判決中所提到的

上述問題。  

 

上訴法院的判決雖然所持理由十分簡單，然而將利用纜線數據機平台

的網路服務視為電信服務，其見解較符合該項服務的本質。該判決並未進

一步說明法院對開放接取義務的看法，或許會讓一些希望了解法院見解的

人士感到失望，然而本判決至少決定了該項業務的管轄權限應該歸屬聯邦

所有。而根據 Thomas 法官的看法，雖然 FCC 尚未對有線電視寬頻服務

（cable broadband）進行管制，然而法院仍不需越俎代庖，侵犯 FCC 與國

會對該事務的管制權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訴法院雖然判決AT&T勝訴，且不願意表示對

開放接取要求的立場，然而將有線電視寬頻服務視為電信服務的一種，即

                                           
41  AT&T v. City of Portland, 2000 WL 796708 （9th Cir.（Or.））  
42  supra not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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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此種服務將與電話服務受到相同的管制，極有可能在未來須應其競

爭者的要求進行網路互連。亦即在實質上仍然極有可能維持開放接取的要

求，僅是主管機關由地方有線電視發照機關改為FCC而已。 43

 

本案雖僅為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所做的判決，僅於其管轄範圍境內各州

〈例如加州、奧瑞岡州與華盛頓州等西部各州〉具有拘束力，然而本案是

有線電視系統提供電信服務之後所產生的第一個重要爭議，因此本判決仍

有可能成為未來其他相似案件的重要參考依據。  

 

第四節  後續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頻譜分配與「科技中立」  

傳統上 FCC 對於無線頻譜的分配，是以特許的方式免費提供無線廣

播、電視以及電信業者使用。業者獲得免費的頻道使用權，得以經營廣播、

電視或電信事業，創造出商業利益，卻在使用此一稀少的公共資源部分不

必付出對價，如此是否恰當，向來成為政策與學術辯論的議題。  

 

相對於利用有線線路傳輸資訊的業者，必須付出相當成本舖設線路，

無線業者等於使用免費的通道與有線業者在相同的市場中競爭。美國國會

在認知免費提供無線頻道供業者使用，將使利用無線與有線傳輸資訊的業

者間處於不公平的競爭地位，因此以立法方式允許FCC以拍賣方式釋出無

線頻道的使用權。 44

 

然而在 1996 通訊法中，並沒有針對有線與無線科技間資源取得的不公

平現象做進一步的矯正。例如有線電視業者需要付費取得頻寬，然而其可

能的競爭者直撥衛星與multichanne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MMDS）

                                           
43  http://news.cnet.com/news/0-1004-200-2130173.html 
44  Krattenmaker, supra note 1, a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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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給予免費的頻寬供其使用。另一方面，行動電話業者身為傳統市話業

務的可能競爭者，在較大的市場中政府直接給予頻寬經營，而在較小的市

場中則以抽籤方式獲得。本法甚至要求FCC必須免費給予無線電視業者頻

寬以作為發展高畫質電視（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HDTV）之用，如此

一來，一方面等於將有價值的頻寬資產贈送給無線廣播業者，另一方面此

一決定也等於將投注於無線廣播電視的有限頻寬資源增加一倍，因而順勢

排擠了此段頻寬使用於其他領域的可能性。 45

 

1996 通訊法並未針對電信領域競爭政策的基本缺陷做出回應：亦即對

有線與無線載具的管制措施做出不平等的對待。另一方面，則對一個已經

獲得許多優惠待遇的無線廣播電視業者，賦予其較從前更多的特權。 46  此

種透過法律的強制方式，針對某些科技給予相較於其他競爭科技更多的優

惠，造成某種科技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屬於以人為方式扭曲市場機制的

做法。此種「科技不中立」現象，除了可能因為人為干預的原因降低市場

競爭所可能達成的效率，更有可能因為以公權力扶植某種科技的結果，造

成更有競爭力的其他新興科技無法在市場上與該種科技進行公平競爭，也

等於間接阻礙了新興科技未來的發展。  

 

二、AT&T 與 Media One 合併案對電信與有線電視整合的影響  

在 AT&T 購併了全美第二大有線電視業者 TCI 之後，地方法院在之

後衍生的 AT&T v. City of Portland 一案中做出不利於 AT&T 的判決，對

Portland 市要求 AT&T 開放有線電視平台供其他 ISP 接取使用的要求確認

其合法與合憲性。AT&T 接著上訴，目前仍等待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然

而在上訴法院判決尚未出來之前，AT&T 又因與全美第一大有線電視業者

Media One 進行合併，因此與聯邦政府司法部達成協議，決定於合併後出

售 Media One 旗下的有線寬頻網路部門 Road Runner，此一事件使得 AT&T

在進行電信與有線電視業務整合的路程上遭遇變數。  

 

                                           
45  Id, at 40. 
46  Id, a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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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 與 Media One 於 1999 年決定進行合併，合併後的公司將成為

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公司。在 AT&T 競爭對手的反對之下，司法部與 AT&T

達成協議，AT&T 同意在合併 Media One 之後，出售原 Media One 所屬的

Road Runner 有 線 寬 頻 網 路 服 務 。 Road Runner 與  AT&T 原 有 的

Excite@Home 同屬以有線電視為平台的高速網際網路服務，兩者合計約佔

全美此一市場的 75%，Road Runner 略小於 Excite@Home，共有約 73 萬名

用戶。  

 

雖然在AT&T與司法部的協議之中，AT&T被迫出售Road Runner，然

而該協議卻允許AT&T保有原Road Runner主要用來提供有線寬頻網路服務

的 資 產 設 備 ， 更 重 要 的 是 AT&T 被 允 許 將 Road Runner 的 訂 戶 轉 移 到

Excite@Home服務。雖然AT&T保有了此部門中最重要的設備與客戶資產，

但其他cable modem業者也因為AT&T被迫出售Road Runner而增加未來可

以開拓業務的空間。 47

 

又 AT&T 購併 TCI 之後又與 Media One 合併，可以看出電信與有線電

視業者的整合已成為必然的趨勢。美國司法部認為 AT&T 與 Media One 合

併之後，將對有線寬頻網路的市場的競爭產生傷害，因此要求 AT&T 將

Road Runner 部門加以出售。然而在同意 AT&T 保有原 Road Runner 的資產

設備與客戶之後，司法部所設計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方法效果如何，實

在令人存疑。  

 

第五節  結論：從 1996 通訊法看美國對 4C 產業整合的立場 

原則上 1996 年通訊法已經解除了資訊、電信、有線電視與電子商務等

產業間相互跨業與整合的限制。  

 

以電信與資訊產業而言，「資訊」產業可能有兩種意涵。如果此處的資

                                           
47  http://news.cnet.com/news/0-1004-200-1948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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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指的是我國第二類電信服務意義下的資訊服務，例如網際網路接取服務

的話，因為美國本來就沒有第一類跟第二類的分別，因此電信業者自然可

以從事電話的通訊服務與網際網路的接取服務。 48

 

但 是 如 果 這 裡 的 資 訊 指 的 是 美 國 通 訊 法 意 義 下 的 “ information 

service＂，則所謂的 information service 事實上比較接近電子商務的內涵，

因為 information service 在 1996 年通訊法裡面的用語變成電子出版，包括

提供股票資訊、運動資訊、新聞等資訊服務。對於電信業者經營電子出版

業務，原則已不再限制。但因電信業者已經因擁有基礎電話服務而佔有優

勢，因此 1996 年通訊法規定以獨立的子公司來經營電子出版業務，而且在

進行市場行銷的時候，市話業者的貝爾公司與這個經營電子出版業務的獨

立子公司之間不能有聯合行銷行為，同時不得對其他提供電子出版業者進

行差別待遇。  

 

在電信業與有線電視業的跨業經營問題，1996 通訊法已允許兩者間的

跨業，但對電信業者要跨入有線電視的規範比較嚴格，而對有線電視業者

要跨入電信業則採取較寬鬆的立場，此與美國現實上電信業者的規模與經

濟實力遠大於有線電視業者有關。從後來電信業者 AT&T 接連購併全美前

兩大有線電視業者 TCI 與 Media One 看來，立法者所做的假設亦與事實相

符。  

 

從 1996 通訊法制訂以來，美國政府的立場已從過去限制 4C 產業間的

跨業經營，轉向對於產業整合樂觀其成，但仍需維持市場的競爭秩序。從

通訊法本身對於貝爾公司經營市話以外其他業務的非對稱性管制、Portland

對 AT&T 開放接取的要求受法院支持，以及最近司法部要求 AT&T 於合併

Media One 時必須出售有線寬頻網路部門等例子，都足以作為證明。美國

政府對 4C 產業整合的立場，亦足以作為我國政府面對同樣問題之時的參

考。  

                                           
48  1996 通訊法同時解除過去長途與市話業者間不得互跨的限制，以及開放過去受RBOCs
壟斷的市話業務，讓其他電信業者進入此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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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洲聯盟對電信、資訊及廣播電視產業整合之 

新管制架構 

 

 67



第一節  新管制架構之形成過程 

歐洲聯盟之執行委員會於 1997 年 12 月提出「電信、媒體及資訊科技

產業整合及其對於管制之涵義。邁向資訊社會之取向」綠皮書 49  （以下簡

稱綠皮書），其中指出由數位化科技導致之整合，並不只是科技整合，也是

服務與產業及社會互動方式之整合。規範的整體架構，若不能配合整合之

大趨勢，重新調整，將會嚴重阻礙資訊社會之實現。並展開二階段的諮詢

工作，依其中第一階段之諮詢結論，科技平台及網路基本設施的整合現象

已經發生，因此，對於原屬不同產業之基本設施，不論傳送何種內容，應

採取水平取向的管制方式，適用相同的管制規範，而對內容之提供則依較

為垂直取向的管制方式，按內容之性質予以規範。此外，前述諮詢有下列

主要結論：  

1. 就管制的角色而言，除了有繼續維護公共利益目標之必要外，也有

鼓勵新投資的必要（尤其對新的服務而言）。  

2. 管制規範必須透明、明確並符合比例原則。此外，應區分：為了公

益而採取之積極義務及消極義務之管制，產業管制規範與個案適用

之競爭，以及為達成特別政策目的而採取之推廣措施。  

3. 對於傳輸網路與內容之管制應予以區分，並應體認兩者整合可能造

成競爭層面的問題。因此，下列情形應適用較為水平取向的管制結

構：（1）所有電子傳輸網路基本設施及有關服務，不問傳輸內容為

何，管制上應一視同仁。（2）應確保管制與服務之特性及與該服務

相關之政策目標密切配合。（3）內容管制對廣播電視產業之特性應

予以注意，如有必時應採植基於現今垂直管制取向之結構。（4）在

管制上應兼顧消費者利益及促進新服務之目的。  

4. 更倚重條約之一般競爭規範，當競爭變得更有效率時，逐漸以競爭

規範取代個別產業特有的管制（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規範。 

                                           
49  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pproach, http://www.ispo.cec.be/convergencegp/com（199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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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聯盟之執行委員會於 1999 年 3 月 10 號提出「電信、媒體及資訊

科技產業整合及其對於管制之涵義」諮文─綠皮書公開諮詢結論， 50  執委

會並於 1999 年 11 月 10 號提出「邁向電子傳輸基本結構及相關服務之新架

構」之諮文（The 1999 Communications Review）。 51  此一諮文評估歐盟現

行 的 電 信 管 制 架 構 ， 並 對 傳 輸 基 本 設 施 及 相 關 服 務 （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associated services）之新管制架構之主要要素作出一系列

建議，公開諮詢各界意見。 52

 

2000 年 3 月 23-24 號在里斯本舉行之歐洲高峰會強調轉變成數位化、

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對成長、競爭及創造工作之潛力。此外，高峰會特別

強調便宜的接取世界水準的傳輸基礎設施及廣泛的傳輸服務，對歐洲商業

及公民的重要性。高峰會也強調電子傳輸產業的科技及市場的動態性。歐

盟執委會於 2000 年 4 月 26 號「邁向電子傳輸基本結構及相關服務之新架

構」之諮文（The 1999 Communications Review） 53  中，提出公開諮詢結

論及新管制架構之取向。  

 

執委會於 2000 年 7 月 12 號提議修改現行管制架構。新管制架構由指

明一般及特殊政策目標的架構性指令 54 與針對許可、 55  網路接取及互連、

                                           
50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Results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Green Paper 
[COM （1997）  623]. http://www.ispo.cec.be/convergencegp/com（1999）108 final. 
51  Towards a new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associated 
services. The 1999 Communications Review[COM （1999）  539 （unofficial version）]. 
52  此一諮文主要是對前述綠皮書諮詢結論（管制傳輸基本設施應採取較為水平取向的

方式）的回應。此一諮文也考慮了近來一些其他諮詢、報告及獨立研究的主要結論，尤

其是廣播頻譜綠皮書諮詢之諮文、歐聯數位電視市場發展報告及第五次電信整體規範實

施成效評估報告。  
53  Towards a new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associated 
services. The 1999 Communications Review[COM （1999）  539 （unofficial version）]. 
54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2000）393. 
55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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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普及服務及使用者的權利、 57  個人資料及隱私權保護 58  4 個特殊指令

與區域迴路接取的管制 59  組成。這意謂著現行管制架構由 20 個法律措施

實質上簡化為 6 個。  

 

第二節  新管制架構的政策目標 

新管制架構的政策目標如下：  

1. 促進及維護開放、競爭的歐聯傳輸服務市場，以便在價格、品質及

貨幣價值方面提供消費者更好的待遇。  

2. 藉著確保接取歐洲層面的普及服務及接取資訊社會的服務，造福歐

聯的公民。  

3. 經由去除在歐盟層面提供傳輸網路及服務之障礙，在整合的環境中

強化內部市場。在國際協商中維護歐盟的利益也是執委會及會員國

的重要目標，尤其在 WTO 的協商進一步促成其他國家之電信自由

化，對於確保電子商務及網際網路在全球層面的發展，具有重要意

義。  

 

第三節  管制行動的原則 

                                                                                                                         
authoriz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
（2000）386. 
56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ccess to, 
and interconnection of, 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2000）393. 
57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2000）392. 
58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12 July 2000, COM（2000）385. 
59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 12 July 2000, COM（20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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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制架構包含五個原則，這些原則適用於歐盟及會員國內部這兩個

層次。除了科技中立此一原則仍有爭議之外，其他原則均為普遍

被接受的良好管制的原則，且已蘊涵於歐盟的管制政策中。  

1. 管制須基於清楚界定的政策目標。  

2. 管制須對達成前述政策目標必要且最低限度，當政策目標已經由競

爭達成時，應在現行管制政策目標，去除不必要的措施，並在新架

構中建立減少管制的機制。  

3. 在動態的市場中確保法的安定性。確保管制足夠穩定使企業能有信

心做出投資決定，但管制又須有足夠彈性以便因應市場的發展。  

4. 科技中立：不強制使用特定科技，也不作差別待遇，而須確保相同

的服務不論以何種載具傳輸，均受到相同的管制。  

5. 管制措施應確實執行。  

 

第四節  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的一般管制架構指令草案 60

現 行 歐 盟 電 信 產 業 的 法 律 架 構 主 要 設 計 來 處 理 由 獨 佔 到 競 爭 的 轉

型，因此主要焦點放在創造競爭的市場及新進業者的權利。但部分由於在

歐洲層面自由化的成功，市場現在以越來越快的速度轉變。新的管制政策

必須考慮市場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及使用者需求的變化，尤其是電信、廣

電及資訊科技產業的整合，並在確保消費者的基本權利繼續受到保護的情

況下，嘗試在市場的各部分（尤其是地區市場）強化競爭。因此新政策架

構乃是設計來面對遠比目前有更多業者的新的動態以及大體上難以預測的

市場。  

 

                                           
60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20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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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不同之電子傳輸基本設施及相關服務適用不同的規範，但整合

（convergence）意謂著任何電子傳輸網路均可傳送相同的內容，所以若對

不同的電子傳輸基本設施及相關服務適用不同的管制架構，有不一致且扭

曲競爭的可能。因此，新的管制架構對於電子傳輸網路與內容之管制應予

以區分，對於原屬不同產業之電子傳輸網路，不論傳送何種內容，應採取

水平取向的管制方式，適用相同的管制規範。換言之，這些電子傳輸網路

及相關服務應適用單一之管制架構。對內容之提供則依較為垂直取向的管

制方式 61 。  

 

有必要區分對傳輸（transmission） 及對內容的管制，因此，此一架構

不包括在電子傳輸網路上利用電子傳輸服務提供之內容，例如廣播電視的

內容、金融服務及某些資訊社會服務。電視節目的內容應受 1989 年 10 月

3 號之理事會指令（89/552/EEC）  及 1997 年由歐洲議會及理事會修正之

電視指令（97/36/EC）的規範。電視指令之核心目標在於創造一個歐體內

部的電視市場，亦即任一會員國均應對其他成員國供應之電視節目開放內

國市場。電視指令係保障共同體內電視之自由播送所必要之「最低限度要

求」，是以依指令第三條第一項，會員國對受其管轄之電視台，得另為更嚴

格或更詳細之規定。原電視指令全文分七章共計二十七條文，最重要的是

第三章關於歐洲節目保障額度之規定及第四章對電視廣告與事業贊助之規

定。原電視指令之規範範圍在 97/36/EC 指令中並未變更，仍維持在對傳

統電視節目、廣告之規範，至於一些新型態之電視服務如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等，雖曾有會員國代表主張亦應納入電視指令之規範範圍，

但最終並未被理事會所採納。1989 年之電視指令為避免各國法律適用上之

衝突，發展出所謂播送國規範原則，要確定哪一個或哪數個會員國方為指

令所稱之播送國並不容易，因此修正之電視指令（97/36/EC）發展出電視

台所在地原則。換言之，電視台經營者原則上只受該電視台所在地國家之

法律的拘束，而不受其他國家法律之規範。97/36/EC 指令較重要之修正為

                                           
61  European Commission, DG Information Society Working Document. Subject：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27. 4. 2000, 
INFSO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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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第三 A 條，其內容為：如一會員國認為某電視台所播放之節目具有重

大之社會意義或效應時（例如一引起大眾注目之體育競賽活動之傳播），則

該會員國之內國電視觀眾自由收看該節目之機會應受保障。  

本號指令不包括歐洲議會及理事會 1999 年 3 月 9 號頒布之 1999/5/EC 

指令所涵蓋之廣播設備及電信終端設備與對兩者之相容性的要求，但本指

令包含數位電視之消費者設備。  

 

資訊社會服務的某些法律層面，尤其是歐盟內部市場的電子商務將由

歐洲會議及理事會另行發布指令加以規範。  

 

此一指令草案之重要規定：  

（一）第一條（範圍及目標）  

1. 此一指令建立了管制電子傳輸服務、電子傳輸網路及相關設施的和

諧架構。其規定各會員國管制相關的責任並建立一套章程，以確保

管理架構在歐體內的和諧適用。  

2. 此一指令及其特殊規定不涉及符合歐體法之內國會或歐體法關於

利用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傳送的內容。  

3. 此一指令不涉及指令 1999/5/EC 之規定。  

 

（二）第二條（定義）  

基於本號指令的目的：  

1. 「電子傳輸網路」（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是指傳輸系

統，適用於利用電話線路、廣播、視訊及其他電子工具來傳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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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換或搜尋設備及其他資源，包含衛星網路、固定式（電路式與

分封式交換，包括網際網路）與行動式地表電信網路、無線廣播與

電視傳送網路及有線電視網路，不論其傳送資訊的型式為何。  

2. 「電子傳輸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是指全部或

主要地由提供在電子傳輸網路上傳送及搜尋訊息所組成的服務，包

含電信服務以及廣播電視網路的傳送服務，但是不包括提供或編輯

控制利用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傳送的內容。  

3. 「相關設施」（associated facilities）是指那些與電子傳輸網路及/或

電子傳輸服務有關的設施，這些對在平等的競爭條件下提供電子傳

輸服務是不可或缺的。  

 

（ 三 ） 第 二 章 （ 第 三 條 至 第 六 條 ： 各 會 員 國 的 主 管 機 關 （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NRAs））  

各會員國應確保  

1. 各會員國主管機關的獨立性。  

2. 確保在會員國層面，各機關的權責分配不致於造成決策的遲延及重

覆。  

3. 改善事業主管機關及一般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合作。  

 

（ 四 ） 第 十 三 條 （ 具 有 顯 著 市 場 力 量 的 企 業 ）（ Undertakings with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1. 一個企業，如果是獨自或與其他企業結合，而享有足以支持其在某

種程度內以不受競爭者、顧客或最終消費者影響的方式行動的經濟

力量，則應該被視為具有顯著的市場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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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個企業若在某個特定市場中具有顯著的市場力量，也應該被視為

在緊密相關的市場中也具有顯著的市場力量，因為兩個市場之間的

連結如果允許一個市場中的市場力量去影響另外一個市場，將因而

強化該企業的市場力量。  

 

（五）第十四條（市場分析程序）  

1. 透過高階傳輸委員會（the High Level Communications Group）與各

會員國主管機關討論之後，執委會應該向會員國提出「相關產品及

服務市場的決議」（ the Decision）（以下簡稱決議）。該決議應該定

義那些電子傳輸產業內的產品及服務市場，其性質可能是正當化以

特定措施設定管制義務，但不影響在競爭法特殊個案對市場的界

定。執委會也應該公布「市場分析與計算顯著市場力量的處理原則」

（the Guidelines）（以下簡稱處理原則）。  

2. 在採納這個或任何最新的決議的兩個月內，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應該

依據處理原則對決議所界定的產品及服務市場進行分析。會員國應

該確保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完全參與該分析。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應

該公布對各該市場的分析。  

3. 若某個會員國主管機關認定決議中界定之某一市場在特定地理區

域並不符合處理原則的有效競爭，主管機關應該在特殊範圍中設立

產業特殊管制義務，或者維持已經存在的義務。  

 

（六）第十九條（傳輸委員會）（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歐盟執委會現階段不擬針對傳輸服務設立一個全歐洲性的管制機關。

現存的兩個電信委員會（the ONP committee, the Licensing committee）將由

一個全新的傳輸委員會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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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的發照指令草案 62

本號指令的核心內涵是禁止任何對新進業者數目的限制，除非為了確

保有效利用無線電波的必要限度內。電子傳輸產業發照之目標是：1. 激勵

一個動態且具競爭力的傳輸服務市場；2. 在服務網路及科技整合的環境

中，強化歐聯的內部市場 3. 將管制限制在必要且最少的程度 4. 以科技中

立的方式調節整合中的市場。概括授權最多只須報備，不須許可。經概括

授權的業者有權對公眾提供電子傳輸服務，並與其他公共服務提供者協商

網路互連；也有權建立電子傳輸傳輸及申請必要的路權。傳輸網路及服務

之發照應採概括許可制，個案發照應限於因分配無線電波頻譜及號碼所需

之情形。申請費僅可包含正當及相之行政成本，在歐盟層面應發布處理原

則促進最好的實踐及透明化。  

 

此一指令草案之重要規定：  

（一）第一條（目標和範圍）  

本號指令的目的是透過執委會為促進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的提供而

對授權規範及條件的整合與簡化，來充實電子傳輸服務的內部市場。  

本號指令應該適用於所有與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的提供有關的發照。  

 

（二）第三條（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的一般發照）  

1. 會員國不應妨礙企業提供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除非是為保護公共

安全或公益所必需。  

2. 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的提供只須符合一般發照的規定。在各會員國

                                           
62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uthoriz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
（200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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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一般發照之前，只能要求企業提出報備，而不能要求其服

從任何明確的指示或其他行政行為。  

3. 第二項的報備只是要求法人或自然人向各國主管機關陳述開始提

供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得的意願，而那些最低限度資料的提交，是

為了讓各國主管機關得以記錄電子傳輸服務及網路的提供者。這個

資料必須限於必需的提供者的證件、連絡人、地址以及其所提供的

服務的簡短說明。  

 

（三）第四條（發照規範所提出的最低限度權利清單）  

根據第三條的一般發照，企業應該有權: 

─於執委會根據網路接取及互連指令作成的概括授權範圍內，向公眾

提供電子傳輸服務，以及與其他公共傳輸提供者協商互連。  

─根據一般管制架構指令設置電子傳輸網路以及被授與必要的路權。  

─根據普及服務及使用者權利指令，有機會被指派在部分或全部的國

家範圍內提供普及服務義務。  

 

（四）第五條（使用無線電波頻譜及號碼的權利）  

1. 如果可能，特別是如果有害干擾的風險是可被忽略的，會員國不應

以個別使用權利的許可做為使用無線電波頻譜的條件，但須包含授

權規範中無線電波頻譜的使用限制。  

2. 如果有必要授與無線電波頻譜及號碼的個別權利，會員國應該授與

此權利、要求企業在一般發照下提供服務，並根據一般管制架構指

令要求遵守第六、七條的規範事項、以及其他任何確保那些資源有

效利用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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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使用權的授與應該經過公開、平等且透明的程序。根據一般管制

架構指令的第條，會員國在授與使用權時，應該詳述在什麼條件下這些權

利可以讓渡。若會員國授與一定期限的使用權，該期限應該與服務有適當

的關連。  

1. 在競爭法主管機關收到號碼案件申請書的兩個星期內，或是收到無

線電波頻譜案件申請書的六個星期內，應儘速使使用權被履行、傳

達及公布。  

2. 會員國不應限制使用權的授與，除非是為了確保無線電波頻譜的充

分使用以及根據第七條的規定。會員國應授與可利用的無線電波頻

譜的使用權。  

 

第六節  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的網路接取及互連指令草案 63

在競爭的市場，網路互連與接取原則上應以業者雙方的商業協議為基

礎。然而下列因素影響了目前市場的競爭：其一為先前的獨佔業者仍提供

多數可供互連的網路，使其擁有比競爭者更大的協商能力；其二為單一或

少數業者掌控樞紐設施，例如電信環境之區域接取網路及數位電視之條件

接取系統；其三為有法律上的進入市場障礙：例如行動電話市場因無線電

波頻譜有限，使業者的數目受限。因此，以歐盟在網路互連指令及電視標

準指令建立之原則為基礎，維持歐盟管理網路接取及互連的特殊措施。在

接取網路基礎設施的情形，會員國有責任依據共同體立法，確立處理特定

網路接取議題之準則；具備顯著市場力量之業者負有協商網路接取的義務。 

 

                                           
63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ccess to, 
and interconnection of, 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20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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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的普及服務及使用者權利指令草

案 64

指令的目的在於促進現行電信管制規定的進步與整合，使其符合科技

和市場發展所需。第一章設定指令的範圍與目標。  

 

指令的第二章處理普及服務的義務。目前的管制架構要求各國主管機

關對指定的網路業者設置義務，以確保一套經界定具有特定品質的最低限

度服務，以一個可以負擔的價格供給一切地區的所有人使用。為確保這些

服務提供給所有人，在一些價格不敷提供服務之組織淨成本，而造成額外

負擔的情形，擬議中的本指令仍繼續允許補償的機制。新規定闡明其範圍

包括資料傳輸（如從固定位置經由公共電話網路的網際網路）的接取、地

址的提供及費用控制。在闡明給予低收入戶及特殊需求者特殊費率結構等

措施可以施行時，對殘障及有特殊需求的使用者的措施也重新實施。對指

定業者品質的監督重新實施。此一架構也包括一個以改變或重新界定普及

服務範圍的觀點來重新檢討普及服務義務的程序。就指定之有普及服務義

務的業者所有淨成本的計算以及所有企業的必要補償，此一指令同時提供

了更有效的方法。會員國被要求找出最有效率的確保普及服務義務的方

法，包括給予所有的企業履行義務的機會，與利用適當的措施或拍賣方式

作為分派部分或全部普及服務義務的機制。關於補償，透過基金分攤成本，

而由網路互連費用來補足基金，就像是由一般政府預算補償的方式已不再

被允許。為了促進效率及將市場的扭曲減少至最低限度，任何透過基金的

成本補償必須儘可能的分攤，但是要注意到比例原則。應該適當地考慮使

用 VAT 的方法來產生基金的資金。  

 

第三章是關於使用者及消費者的權利，但包括一個零售價格管制的重

                                           
64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200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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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條款。本章提出消費者契約、服務品質、可被公眾使用的資訊的透明化，

以及保證所有的使用者接取緊急服務與直接諮詢服務。它也確認了國際接

取碼’’00’’，以及處理新的’’3883’’的歐洲區碼。當另一個新規定保證對承擔

有關公共服務廣播義務的網路業者的補償時，對數位電視設備相互使用性

的新規定已包含在這章中。第四章維持既存的關於提供出租網路服務的規

定，但當各會員國中的這些服務市場變得更為競爭時，準備與執委會協力

逐步地排除這些條款。其他代理服務的規定也包含在內。第五章是關於各

國主管機關在採取措施前與使用者及消費者團體進行商議的程序規定。  

 

 

 

 

 

 

 

 

 

 

第五章  數位網路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第一節  數位網路產業需要新的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一般所謂網路產業具有下列特徵：經由連結上游供應業者與下游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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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網路基礎設施＂，將產品或服務送交最終用戶。網路是由管線與結

點（lines and nodes）所組成，其傳輸量（capacity）有限並決定網路服務

之走向（單向或雙向）與分配。
65  網路產業的典型代表包括水、電、瓦斯、

運輸（鐵路、航空與大眾運輸）、郵務與電信，但並不包括有線電視、廣播

以及網際網路。雖然一直到最近，電信、有線電視及廣播均是使用不同之

載具（網路或平台），因此而被視為截然不同，但是數位科技及其帶來之數

位革命正將他們與網際網路匯流為所謂“數位網路產業＂。
66

 

拜數位化與封包交換之賜，數位網路產業能將任何資料─不論是文

字、聲音、圖形或數據─轉化為數字，然後再將此數位化之資料傳送到任

何網路之上，不論該網路使用什麼技術或平台。簡言之，數位網路產業“不

受平台限制＂（platform independent），而此正挑戰所有現行的相關規範，

67  因為後者恰是以其傳統之傳輸網路或平台的特性，而各有其不同之適用

法律、主管機關及營運規範（包括執照發放之條件、特許費之額度、公共

服 務 之 義 務 等 ）。 在 此 種 分 割 的 管 制 環 境 下 ， 容 易 產 生 “ 規 範 迴 避 ＂

（regulation by-pass）及競爭者間不均等之競爭條件，而此又會扭曲市場之

競爭（例如造成不同部門間之交叉補貼）、損害技術與商業創新以及消費者

福利（例如資費的不當調整）。欲解決科技、產業與規範匯流所帶來的問題，

是需要大規模的革新。本章之宗旨在於勾勒數位網路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

爭規範之原則，希望能有助於此種革新的推動與實現。  

 

第二節  產業整合的障礙：法律叢林與分割過細的市場 

目前可直接適用於數位網路產業的法律至少有四個，亦即電信法、廣

                                           
65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ffairs, Report 
and Studies, No. 4, 1999, Liberalization of network industries, 21. 
66  在我國實務上，亦有以「4C產業」稱之，例如公平會正與一群學者合作研究「4C產

業整合之競爭規範」。惟在整合後，可能已無 4C可言，而新的產業並不適合以 4C稱呼。

此外，學說中有以「網路產業」指稱「網際網路產業」（例如劉靜怡，初探網路產業的

市場規範及其未來，以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案的發展為主軸，刊於台大法學論叢，

28 卷 4 期（88 年 7 月），第 1-65 頁。）此項稱謂可能尚不夠精確。  
67  Weinberg, The Internet and “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 Universal Services 

Mechanisms, Access Charges, and Other Flotsam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Vol.16 (1999): 21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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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 

 

一、電信法 

電信法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而由其下所屬電信總局監督、輔導電信事

業並辦理電信監理。該法自民國四十七年制定以來，僅於民國八十五年及

八十八年經重大修正，學界有將之稱為第一次及第二次電信管制革新。
68  

該法將電信事業分為第一類及第二類，第一類電信事業須經交通部特許，

第二類電信事業則應向電信總局申請許可。經修定後的電信法與本文相關

的主要內容有： 

․明定第一類電信事業之特許得採評審制、公開招標制或其他適當方式

（第十二條第八項）。  

․詳細規定第一類電信事業網路互連之義務、安排以及爭議之裁決程序

（第十六條）。 

․明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應採分離會計制度，並且不得從事有妨礙公平競

爭之交叉補貼（第十九條）。 

․修訂普及服務之機制（第二十條）。 

․增定對第一類電信事業之資費採價格調整上限制（第二十六條）。 

․增定第一類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行為規範（第二十六條之一）。 

․增定第一類電信事業得請求有償共用其他第一類電信事業之固定網路

管線基礎建施（第三十一條）。 

 

在電信法的授權下，交通部將第一類電信事業分為行動通信、衛星通

信及固定通信業務三大類。行動通信業務在區域上分為全區與分區，在業

務上則又分為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中繼式無線電話、行動數據通信、

無線電叫人及行動電話業務。固定通信業務亦被分為綜合、市內、長途、

國際網路業務及電路出租業務。電信市場幾乎可用「支離破碎」形容，亟

                                           
68  劉孔中，電信管制革新政策與法規之檢討，收錄於中研院社科所 88 年 12 月 29、30
日舉辦之「管制革新」研討會會議論文（二），第 1-27 頁（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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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利於數位網路產業匯流，學說對此已有批評。 69

 

二、廣播電視法 

廣播電視在我國歷來均因為政治箝制受到高度管制。即便依據民國八

十八年修正之廣播電視法，電台之設立數目與地區分配，由新聞局會同交

通部定之（第八條）；電台之設立必須經交通部核發電台執照，新聞局發給

廣播或電視執照（第十條）；廣播或電視執照有效期間為二年，期滿可申請

換發（第十二條）；廣播、電視事業有盈餘時，應提供部分盈餘充作「廣電

發展基金」（第十四條之一），本國自製節目之最少比例（第十九條）。 

 

三、有線廣播電視法 

有線電視於民國六十五年首次出現在我國市場，但是同樣因為政治因

素（打破國（黨）營三家電視台獨占）而一直被漠視。首部有線電視法於

民國八十二年制定，而於民國八十八年經大幅度修改，並改名為「有線廣

播電視法」。有線電視事業之主管機關為新聞局，而新聞局自始就將有線電

視市場分為五十一區， 70  每一區的執照張數限於五張以下，並且採取費率

管制。八十八年修法刪除了前述一區五家業者之限制，參考美國有線電視

法制而引進系統經營者水平結合之上限規定（第二十一條）， 71  以及系統

經營者垂直整合的頻道數目限制（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72  此外，有線廣

播電視審議委員會訂定收費標準，再由縣市政府核准公告之（第五十一條

第一項）。有線廣播電視節目之本國自製節目，不得少於百分之二十（第四

十三條）。系統經營者應每年提撥當年營業額百分之一供新聞局成立特種基

                                           
69  劉孔中，前揭文，第 8 頁。  
70  有線電視的 51 個分區的制定，係以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之研究為依據，大約以

每 15 萬戶為一個分區。見江耀國，我國有線電視第二次管制革新—從市場轉型論「有

線廣播電視法」，收錄於中研院社科所 88 年 12 月 29、30 日舉辦之「管制革新」研討會

會議論文（二），第 1-39 頁，註 12。  
71  有線廣播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

經營者不得有下列情形之一︰一、訂戶數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數三分之一。二、超過同

一行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二分之一。但同一行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營者，不在此

限。三、超過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三分之一。前項全國總訂戶數、同一行政區域系統

經營者總家數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數，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72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不得

超過可利用頻道之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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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第五十三條）。 

 

四、衛星廣播電視法 

立法院對於制定與通訊有關之法律似乎特別熱衷而且有效率，一口氣

於民國八十八年又制定了衛星廣播電視法。依據該法，衛星廣播電視之經

營，應申請新聞局許可並發給執照（第五條）；執照有效期間為六年，屆滿

得申請換照（第六條第二項）；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須

經新聞局許可（第六條第一項及第七條）。 

 

整體看來，我國目前關於通信、媒體與傳播之法律是一個法網密佈的

叢林，不守法的業者可樂在不同管制間的漏洞中獲取各種利益，而守法的

業者卻被層層關卡綁手綁腳。其次，電信市場與有線電視市場明顯的被過

度人為區隔，阻礙市場競爭與匯流的自然發展。 

 

第三節  數位網路產業之競爭政策目標 

一、進一步解除管制，並去除不利於數位網路產業競爭之法規藩籬 

數位網路產業目前正處於快速發展、不斷演進的過程，各種不同的傳

統產業與新的服務或商品、上下游、軟硬體、競爭對手與合作伙伴，均日

新月異地重新定位、組合又解組（bundling and unbundling），既競爭又合

作。此種高度動能與活力之新興產業所需要的競爭政策就是競爭─更多的

競爭、更自由的競爭以及更公平的競爭。原本令政府管制機關可安步當車

之熟悉產業分類學早已一去不返。在第一波的產業自由化與解除管制之

後，隨著而來的，則是更大一波的解除管制與產業自由化。在動盪不拘的

整合過程中，偏好市場力量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在此種市場中，任誰也無

法預測何種基礎建設平台最適合於何種服務，何種應用會最快速成長，何

種終端設備最適合於接取不同的服務。這一切只能取決於市場參與者冒險

犯難的嚐試錯誤與不斷試驗。因此，分配資源之決定應該是需求引導的，

由市場帶動的。在此種迅速匯流的發展過程中，吾人亦必須嚴肅思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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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是否已成為如此複雜、動態與不可預測，以致於有效的規範已遙不可及。

73

 

面對此種前所未見的競爭品質與數量，以及對於競爭之需求，我們認

為最有效的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就是進一步解除管制，並去除

不利於數位網路產業呼吸、茁壯、生成、蛻變、變形、競爭乃至自然死亡

的種種法規藩籬。傳統以載具不同而區別管制（不同之管制法律、管制機

關與各種不均等之行為與/或結構管制）之作法，必須以整合、匯流的觀點

儘速謀求改善。在市場能充分自由競爭、發揮創意的環境下，消費者自然

也會得到更好、更多、更廉價的數位服務。 

 

二、作好體制競爭之準備並加強國際合作 

與前述進一步解除管制密切相關，但卻較不為國人注意的一個議題

是，在解除管制的過程中，各國的管制機制與競爭法規之間存在著激烈的

競爭關係，因為數位化的資訊並無祖國（bits are bits）可言，它們在全球

的數位高速網路上不停游走、傳輸，既不受“屬地主義＂之拘束，亦能迴

避國家的管制，而只會在它們認為最有利之處落腳。哪裡是管制最少的“資

訊天堂＂，哪裡就是資訊的故鄉。因此，我們的競爭政策目標應該致力於

去除我國與先進國家在管制與競爭法規上的落差，以免數位網路產業基於

“論壇選擇＂（forum shopping）之理性誘因，而將管制不合理的我國迴避

掉。 74  其次，由於數位網路產業無國界的特性，對於小國如台灣而言，再

加上外交上的孤立，幾乎不可能作有效的域外調查及行使域外管轄。所以

我們的競爭政策應採取一種真正的國際取向，加強國際之合作，致力於國

際間之調和，甚至願意放棄部分主權。在國際保護傘下生存，也許是最符

                                           
73  Ypsilanti/Xavier, Towards next generation regul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22 (1998), No. 8, 643-659 (646). 
74  在 網 際 網 路 電 子 商 務 相 關 之 專 利 申 請 上 ， 已 經 發 生 極 為 明 顯 的 “ 論 壇 選 擇 ＂ 的 現

像。依據劉孔中 /宿希成之研究，（1）我國智慧財產局由民國 86 年迄今僅核了 13 件與電

子商務相關之專利，相對之下，美國專利商標局於 1999 年一年就核准了約 600 件之相

關專利；（2）外國人並不重視向我國申請電子商務相關之專利。見氏著「論商業方法、

電子商務相關發明之專利保護―理論與實務之探討」，收錄於 2000 年全國科技法律論壇

「網際網路與電子商務專利研討會論文集」，交大科技法律研究所（民國 89 年 6 月），

第 69-87 頁（第 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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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們國家利益的策略。  

 

三、是否應以競爭政策促進資訊社會之實現、提升其內容？  

其實一個更根本的問題也許是，競爭作為一種「客觀的機制」（objective 

mechanism）是否不應該被用來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或者在某些情況下，

它是可以被用來實現政治、經濟與社會目的一項工具？ 75  對於此項問題，

我們傾向於採取保守的立場，除了在開放長期法定獨占壟斷之市場的初

期，需要比較多「塑造市場」（market making）的規範，亦即針對特定產

業部門之特有管制（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之外，競爭政策與法律仍以

維持其「維護市場」（market keeping）之中性角色為宜，致力於守護競爭

之架構條件（framework conditions）。再就資訊社會之促進與提升而言，我

們懷疑，是否有人能明確說明資訊社會之意義與內容，是否又有人能保證

該項意義與內容不會再產生突變或變種（尤其在政治力的即興運作下），如

果沒有，則貿然將競爭政策作為實現一項不明政策目標的工具，恐怕將屬

不智之舉。  

 

第四節  數位網路產業競爭規範之原則 

一、市場機制優先原則  

進一步解除管制是否能實現，繫於主其事者能否在心態上徹底建立市

場機制優先原則，亦即處處時時以市場競爭機制為解除問題的首要選項，

而不是以競爭尚待培養或公共利益與競爭為天敵等理由，事事以政府之官

僚體制與其構思之其他人為機制為優先，而在舊的管制未解除之前，又創

造出新的管制異形。例如美國 1996 年電信法原本希望解除市話業者以往不

得進入長途業務市場之限制，但是因該法又因為希望壟斷市話之業者在進

入長話市場之前能先開放其市場，復又制定嚴苛之競爭清單（competitive 

checklist），而要求市話業者必須先滿足此清單，方准進入長話市場。其實

                                           
75  Grewlich, “ Cyperspace ＂ ：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Rules in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36 (1999) ： 937-969 
(93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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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結果是，原先希望解除之管制迄未解除（沒有一家市話業者取得FCC

之許可進入長話市場），反而又增加了「競爭清單」的新的管制，殊為不智。

76

 

另外，普及服務之實現是否一定要透過有形或無形之「基金機制」加

以實現，容亦有討論的空間。一個可以想像、事實上已在執行而且更符合

市場機制的作法也許是，規定業者在其營業區域內「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受 理 民 眾 請 求 提 供 通 信 業 務 之 服 務 」（ must provide）。 77  再 從 「 競 租 」

（ rent-seeking）之觀點來看，政府新設的機制很難不成為競租者之俎上

肉，因此美國已有學者批評普及服務已成為「所得移轉」（income transfers）

之 工 具 ， 違 反 經 濟 效 率 ， 不 如 以 一 般 稅 捐 之 課 徵 或 所 謂 「 移 轉 支 付 」

（transfer payment，例如負所得稅或“電信印花＂）來得有效。 78   

 

二、單一管制原則  

不論將來我國有無可能成立所謂的「資訊通信傳播委員會」，亦不論

學理上對於產業規範與競爭規範雙軌制（dual approach）是否可行之種種

爭議，79  然而，長久以來，各界對於不同機關就相同事務重覆管制的現像，

倒是習以為常。以公平會最近制作（89 年 5 月 23 日）之「公平交易法對

電信事業之規範說明」為例， 80  該會一方面雖然認知「在電信市場方面，

公平交易法的主要功能係填補解除管制市場開放後之『管制真空』，發揮『再

管制』的功能，並且積極配合電信事業主管機關維護市場之公平競爭秩序」

                                           
76  Swedenburg, Promoting Compet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s : Why the FCC 
Should Adopt a Less Stringent Approach to Its Review of Section 271 Applications, 84 
Cornell Law Review （1999） , 1418-1475（1421、1456） . 
77  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正當理由不得

拒絕受理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營之營業區域內提供行動通信業務之服務。」  
78  Abbott/Brady,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A Rent-Seeking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8 (1999)：63-77 (69). 
79  例如德國學者菠茲坦大學Graack教授認為國家之管制機制應逐漸縮小（限於觀察市

場、提供資訊、爭端之仲裁），最終則應加以廢止，而將其職掌移交競爭機關，見氏著

Telekommunikationswirtschaft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novationsdynamik, 
Regulierungspolitik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sprozesse, 1997, S. 154； 反 之 ， European 
Commission前揭報告則認為，網路產業有三項特色，使得光是靠競爭政策之工具是不夠

的，即 1. 瓶頸基礎設施；2. 網路產業一直到不久前仍然同時是基礎建設與最終服務市

場之獨占事業；3. 為有效提供網路服務，業者間必須有高度之協調，見註 1，第 37 頁。 
80  2000 年 6 月 13 日取自該會網站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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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網路下載該說明書第 1 頁）。亦即以填補「真空」為主，但是另一方面

又明確表示，「交通部（依電信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為之許可並無排除公

平交易法之適用，是以，第一類電信事業之合併、相互持股、讓與全部或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倘合致公平交易法結合規定，並符合結合申請之要件

者，仍須依法申請並經本會許可後始得為之。」（見該說明書註 9）。德國

學說中亦不乏採相同見解之人。
81

 

我們認為應以“進一步解除管制＂的觀點，以及「一事不再理」或「一

行為不二罰」之法理，重新審視前述現像。“進一步解除管制＂不儘要求

同一管制機關簡化其管制之程序，亦要求不同管制機關間之管制應加以簡

化。如何簡化呢？我們應該可以從「一事不再理」以及「一行為不二罰」

之法理得到靈感：縱使不同之國家機關因為不同法律之授權（而此不同法

律之間並無相互排除適用之關係），就同一行為而重覆享有管轄權，但是對

被規範的人民而言，委實沒有理由承擔重覆管制之兩倍的行政與法務成

本，甚至承受國家機關見解不同時所引起之風險與損失。所以不同的國家

機關間應致力於共同作成相關之行政處份。事實上，此項解除管制的工作，

在無庸修法的情形下即可進行（詳見第六章第二節）。德國電信法已注意到

協調、簡化聯邦卡特爾局與電信郵政管理局作業之必要，而在第八十二條

規定，在排除特定電信事業參與發放執照、劃定相關商品及地理市場、認

定支配市場地位時，二機關應該共同作成決定。此外，電信郵政管理局依

據該法第三章（資費管制）、第四章（開放網路接取及互連）作成處分，或

對發給之執照附加附款時，應在其行政程序結束前請聯邦卡特爾局表示意

見。反之，聯邦卡特爾局在電信領域進行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九條及第二

十條第一、二項之程序時（濫用支配市場地位之監督），亦須在其程序結束

前請電信郵政管理局表示意見。此外，二機關應致力於以統一且可維持與

限制競爭防止法之關聯性的方式解釋電信法。雙方並且應相互通知對雙方

履行其職掌係屬重要之觀察與認定。此條規定值得我國重視。 

 

德國聯邦卡特爾局副局長 Stockmann 博士在公平會於民國八十九年六

                                           
81  Schroeder, Telekommunikationsgesetz und GWB, WuW 1/1999, 14-2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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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九、二十日舉辦的「競爭政策新紀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再強調，

德國立法者在德國一般之競爭主管機關之外，再設立另一個競爭機關（即

電信郵政管理局），在德國競爭法史上是破天荒之舉，然而卻是錯誤的決

定！因為兩個機關之專業能力不同，法律見解亦不一定一致，故很容易導

致法不安定。其次，其他正在自由化與解除管制之產業（例如能源產業等）

可能會要求比照電信法，亦設立特別的競爭主管機關。對於 Stockmann 之

批評，我們暫不置可否。但是在法律既然已規定兩個競爭主管機關職司電

信事業之規範的限制前題下，德國電信法第八十二條之規定應該能有助於

提高二機關執法之一致性，殆屬無庸置疑。  

 

莊國榮  

電子傳輸產業（數位網路產業）的政策目標應優先透過市場競爭達

成，只有在政策目標無法透過競爭達成的領域，才需要產業特殊的事前管

制規範。在市場變得更具競爭性之前的過渡階段所採取之產業特殊的管制

規範，例如網路接取與網路互連的規範，當市場變得更具競爭性時，應逐

漸以公平交易法取代   此種產業特殊的管制規範。但在過渡階段，此種產

業特殊的事前管制規範，仍然有其必要性及妥當性，尤其在下列情形，產

業特殊的事前管制規範有可能比公平交易法更能解決系爭市場問題：（1）
在獨佔的特權或特許被打破之後，原有的業者仍可能受益於剩餘的獨佔利

益或獨佔地位，而因為擁有對電子傳輸網路設施的掌控，透過拒絕接取、

差別待遇、掠奪性定價等方式，規避公平的競爭；或是透過仍未開放的電

子傳輸服務所得的獨佔利益，從事交叉補貼，來壓縮競爭者的經營空間；

（2）單一或少數業者掌控樞紐設施；（3）有法律上的進入市場障礙：例

如行動電話市場因無線電波頻譜有限，使業者的數目受限。  

 

三、動態的法安定性原則？（自我矛盾的原則？） 

法律安定性在法治國家之重要性，無庸贅言，但是在一夕數變的資訊

網路產業，要維持傳統靜態的法律安定性，確實有其困難之處，因為管制

者的管制手段會隨著經驗累積而增加或改善，而且外在環境的變遷亦會使

得其有改善或更正之必要。然而由於我國在電信及有線電視的開放上，均

維持相當高程度的特許制度，致使當初千辛萬苦耗費鉅資才取得特許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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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定會斤斤計較於管制環境改變所帶來的不利益。不過，話又說回來，

管制機關亦不可能將已過時之管制機制硬套在新的技術與市場條件之上，

而限制其發展，或是任由既有業者不趕上時代大趨勢之發展，以致不同階

段之管制規定新舊併陳，一國數制，新舊不連貫、網網不相連。不知是否

有鑑於此，德國電信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為確保本法第二條第二項管制

目的之實現，
82  執照可附加附款。在執照發放之後，亦可以附加附款。」

至於附款的性質，可以是授予利益或加課負擔，其內容可以是關於：設定

期限、條件、撤銷執照保留及義務等。 83  因此，我們倡議建立所謂“動態

的法安定性原則＂，即既有業者不得主張其當初取得執照之條件絕對不得

改變（試想最長有廿五年之久！），而有義務隨著法規之改變而改變，以維

持市場競爭條件之一致性，但是主管機關必須給予其作必要調整所需要的

充分告知與期間。此項原則當然最好能以修法或立法之方式明確規定，以

杜爭議。惟在我國由於執照已發，故縱使以法律明文規定此原則，仍然無

法避免「信賴利益」保護之質疑。故釜底抽薪之計，似乎仍然在於從事物

本質之法理鞏固此項原則。 

 

劉紹樑  

第一，要講動態的法安定性，其實蠻難的。因為感覺上，動態就是比

較不安定。第二，德國法第八條第二項，談到執照發放後是否附加條款這

個問題，從憲法角度來看，可能會產生違憲的問題。第三，在電信的領域

中，若業者原來特許的期限被要求減少，亦將影響到其投資之回收。所以

這個部份的文字是不是再斟酌一下。動態性的管理如果在一開始就有一個

法源的話，將來就可以上訴。如果此項原則是對的話，建議修法因應。所

以我覺得這個部份可以再斟酌。  

另外一點是動態管理，其中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所謂的不對稱管

制。譬如說美國一九九六年的電信法，基本上是市話業者在開放競爭之

                                           
82  德國電信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管制之目的如下：  
1. 維護電信領域用戶之利益、無線通訊與通訊秘密，  
2. 確保電信市場（包括郊區）有機會平等且可以運作之競爭，  
3. 確保以可負擔之價格提供全國基本電信服務（普及服務），  
4. 提升公共機關之電信服務，  
5. 在考量無線通訊利益的情況下，確保得以有效且不受干擾使用頻譜，  
6. 維護公共安全之利益。」  
83  Hoeren/Sieber/Moritz, Handbuch Multimedia-Recht, 1999, 3.1 Rdnr.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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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者是在原來不對稱的管制下，它的限制是比較多的。但如果要講求

動態，又要盡量開放，則從中取一公約數之結果，就是全部開放，但全部

開放幾乎等於承認現況，對大的業者最有利，加上 network 效用，結果使

大者恆大，這又是一個動態管理必須考慮的問題。 

 

石世豪  

在德國法上，電信法第八條第二項之所以可以就產權另設特殊規定，

跟聯邦基本法第十四條有很密切的關係。它認為財產權是人為的創造物，

不是先於法律制度存在的，這跟我們憲法第十五條以及英美法系關於財產

權的態度有很大的差別。其次，特許處分與一般的許可處分，在實體法律

關係上也有所不同。除非一開始在法律上就已經明文加以限定，也就是在

特許上排除既得權，這時候才可以作比較大的調整。如果在電信法上對於

執照沒有一般性的規定，就直接進行所謂「動態的管理」，一旦引發侵害

執照持有人產權的爭議，我個人覺得，真地打起行政訴訟的話，管制機關

這方面並不樂觀。 

 

第五節  數位網路產業之競爭議題 

數位網路產業之技術、參與者、市場、用途與用戶，均極為複雜而多

元，因此引發之競爭議題，不知凡幾。其中有一些是迫在眉睫，一些則似

真未真（例如因標準之制定而可能衍生的問題），我們必須要作一些篩選。

以下僅針對我們認為 4C 產業匯流過程中必定會發生的問題，加以分析探

討。  

 

一、電信、傳播、網際網路業之重新分類與法律規範  

過去以載具之不同而區分之電信產業、傳播產業（包括有線電視、無

線電視、廣播、衛星廣播電視）與網際網路產業，在數位科技引發之匯流

後，顯然已無法再加以維持。於是學說中有人主張「將所有數位媒體以單

一之法規加以管制，似為數位時代媒體管制的較佳解決方案」，而其理由

為：「未來的通訊內容不論是語音、數據或是影像，均應看做是數位資訊服

 91



務的內容，而其分類端視使用者採取何種方式、器材對內容加以解讀而分；

在通訊的服務的產業認知上，自然也不應再依傳統的分類方式，區分『資

訊』、『電信』、『傳播』等產業，而應將各類傳統的電信、傳播通訊服務，

均視為資訊整體產業中『數位資訊傳播服務』的一環，以『數位整合產業』

的理念，取代過去依不同服務內容劃分為不同的產業，再分別制定其管制

措施的傳統觀念。」 84

 

此項見解雖然部分值得贊同，但是其源頭是來自對德國聯邦法律「資

訊通信服務法」（IuKDG）不完全之理解，在此有加以澄清說明之必要。該

法是聯邦法律（Bundesgesetz），而且所謂綜合立法，其中前三個條款各自

規定了三個法律，即電子服務法（Teledienstgesetz，TDG）、電子服務資料

保護法（Teledienstdatenschutzgesetz，TDDSG）及簽章法（Signaturgesetz，

SigG），其後六個條款則分別對現有之刑法、違反秩序罰法、青少年保護

法、著作權法及價格標示法加以修正。由於德國採取聯邦制度，經濟、刑

法、著作權法雖然屬於聯邦政府之立法權限，但是廣播（Rundfunk）及其

他未明定屬聯邦之事項，則保留給各邦政府，所以各邦政府主張對於電子

服務及電子服務資料保護亦有立法權限。為了避免憲法爭訟，聯邦政府與

各邦政府於 1996 年 7 月 1 日達成一項政治妥協，以解決此項權限爭議：向

不 特 定 之 公 眾 （ Allgemeinheit） 提 供 之 電 子 多 媒 體 服 務 （ 稱 為 媒 體 服 務

Mediendieste）及其資料保護歸各邦政府立法權限，而供個人使用者（稱為

電子服務Teledienst），則歸聯邦政府。 85  準此，聯邦議會制定「資訊通信

服 務 法 」， 而 各 邦 政 府 則 締 結 「 媒 體 服 務 邦 際 條 約 」

（Mediendienste-Staatsvertrag，MDStV），二者同時於 1997 年 8 月 1 日起

生效，一般通稱為多媒體法（Multimediarecht）。此二項法律之內容大致相

同 ， 其 核 心 是 資 訊 通 信 （ 或 媒 體 ） 服 務 不 需 經 許 可 即 得 經 營

（Zulassungsfreiheit）、服務提供者之義務與責任，以及多媒體服務之資料

保護。此二項法律在適用上相互排斥，然而由於媒體服務與電子服務僅以

其目的為針對公眾或個人而加以區分，所以在一項服務同時向公眾及個人

                                           
84  王郁琦 /夏志豪，數位媒體法制發展與擬議中「資訊、通訊與傳播委員會」之檢討，

月旦法學，46 期（88 年 2 月），第 59-72 頁（第 70 頁及第 68 頁）。  
85  Roβnagel/Roβnagel, Recht der Multimedia-Dienste(RMD), 1999, Einf Rdn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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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時，仍然會發生認定上疑義。 86

 

必須指出的是，德國聯邦「資訊通信服務法」及「媒體服務邦際條約」

並沒有將各邦之廣播法與聯邦之電信法整合在一起， 87  而是與之平行存

在。多媒體法與電信法的區別並不困難，在多媒體使用電信為傳輸工具之

基礎上，電信法規範電信之技術過程，多媒體法則規範服務之內容與使用

的方式。 88  但是多媒體法與廣播法之區別則仍然是極為困難，在修改憲法

將廣播保留給各邦的規定之前，勢必會造成許多解釋上的困難。  

 

德國多媒體法對我國有何啟發呢？我們認為德國多媒體法所規定之

服務（稱電子服務或媒體服務也好），相當於我國電信法所規範之「第二類

電信服務」，而依電信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第二類電信事業必須經電

信總局許可。未經許可而經營第二類電信事業，則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電信器材（該法第六十四條第一項）。對於

此種嚴格的市場進入管制，學者已有批評，89  於此再參酌德國多媒體法「不

需許可即得經營」之原則規定，益發證明第二類電信事業不應需要經任何

機關之許可。其次，多媒體服務依其使用與傳輸之方式，可能亦構成廣播

電視法所謂之廣播、電視，或有線廣播電視法之有線電視，以及衛星廣播

電視法所謂之衛星廣播電視，因而可能需要經過前述各種法律之層層管制

程序，殊為不便。故在此可考慮採德國多媒體法單獨立法之精神，將相關

之多媒體電子服務獨立在廣播、電視與電信法之外，免除其需經許可之義

務，並明確規定其義務與責任。  

 

在扣除掉對多媒體電子服務業者之進入管制後，廣播、電視、電信相

關法律還剩下兩大議題有待處理，一個是關於公共利益維持（例如廣播電

視法第十四條之一「廣電基金」的規定、第十七條「各種節目內容標準、

時間分配」規定、第十九條「本國自製節目之最少比例」規定、第二十一

                                           
86  Roβnagle/Roβnagel, RMD, Einf Rdnr. 43-44. 
87  因此並沒有像王郁琦 /夏志豪所說（見氏著前揭文，第 66 頁），「德國的『多媒體法』

涵蓋了電信自由化」。  
88  Roβnagle/Roβnagel, RMD, Einf Rdnr. 118. 
89  劉孔中，前揭文，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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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節目內容之限制」規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五條「提供公益頻道

以及符合當地利益」規定、第四十條「節目內容之限制」規定、第四十三

條「本國自製節目之最少比例」規定、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特種基金」規

定及同條第二項「普及發展」規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節目內容

之限制」規定；電信法第二十條「普及服務」規定等是），另一部份則是與

傳輸之技術有關。對此，我們的想法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的議題集中在一個

法律處理，看起來以集中在包含性最廣的「電信法」最為適合， 90  再稍加

擴大其名稱之涵蓋面即可（例如「通訊法」？）。至於涉及公共利益的部分，

大約可分為三大種類：特定「基金」（不論有形無形）之籌措、青少年保護、

多元化與普及服務。我們認為  

1. 各種「基金」（尚包括能源管理法之能源基金，貿易法之推廣貿易

基金等）林立，是台灣特有的現像，一方面變相加稅（但卻可迴

避加稅引起之政治「風暴」），二方面造成資源浪費（資金之管理

成本與管理的無效益），三方面容易流為政府的「外圍單位」，既

提供政府「私房錢」，又給予各種言論上之支持。所以應該朝減少

及完全廢止的方向努力，而不是再以各種堂皇的理由增列。政府

若有正當事務要推動，應該以租稅之正道為之。  

2. 青 少 年 在 資 訊 時 代 更 容 易 接 觸 到 或 暴 露 於 有 害 其 身 心 發 展 之 資

訊，如果在此網路資訊隨手可得的情況下，仍然想以對節目內容

之管制保護青少年，註定是會失敗的。我們認為對青少年的保護

應該需要多方面配合（包括父母、學校、業者、政府），其中最重

要的可能是更多的教育與對談，而不是大人自以為是為其篩選或

決定或人為地製造一個人工且無法長久維持的「無塵室」，或僅是

依賴公權力片面執法。因此公權力應協助民間自發、自治的內容

監督團體成立，俟其運作成熟後逐漸退居幕後。  

3. 在國際性商業利益掛帥之下，維持節目內容的多元化（傳統的、

本土的及當地的）會變得日益困難，但也更具重要性與迫切性。

單憑公共電視、中央電台與文化建設委員會必定無法達成此項目

                                           
90  石世豪 /蔡志宏 /莊春發等亦主張「有線電視系統原是電信事業的一種特殊型態」，而

建議當前廣播電視法制「併入電信法制加以統合再造」。見氏著，「一具電信公平服務規

範根治『斷訊』問題」及「給本土電視節目映照眾生的頻道」二文，引自石世豪 /蔡志宏

「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公平會八十九年合作研究報告，第 213-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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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仍然需要國家積極地以各種配套措施從旁協助其實現。  

4. 普及服務  

普及服務可用於促進城鄉的平均發展、照顧社會弱勢團體，乃至

提升全民福祉，雖然可能因為施行制度設計不當而導致浪費或無

效率，但是論其本質仍然不失為實現公義與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 

 

總言之，我們認為電子媒體服務可單獨立法，藉以明確規定其經營自

由以及提供者之義務責任。其次，廣播、電視與電信相關之技術事項可集

中在電信法統一加以規範。而廣播、電視與電信涉及公益之部分，其中籌

款性質之基金，應予減少或完全廢止。至於青少年保護、多元化與普及服

務則仍有繼續追求與講究的必要，可集中在電子媒體服務之單獨立法加以

規範。（劉孔中）  

 

石世豪  

4C 組報告內所引的，是我與蔡教授、莊教授以前就斷訊問題所寫的

文章，現在所談的問題背景既然不一樣，所以，有些不同的地方必需稍作

說明。  

首先，將所有通訊技術規範整合到電信法之中，整體而言，是一個可

行的方向。但是，可以整合的範圍到底有多大？也就是說，之前所談的電

信與有線電視兩個產業之間關於通訊基磐部分的整合，可不可以擴張到所

有通訊產業技術性問題的整合？關於這一點，我個人的立場是有所保留

的。其次，我們寫了兩篇相互關聯的文章，其一是談頻道，另一是談通路。

大體上是朝向目前各界普遍採行的區分方式，也就是把基磐部分和通訊內

容分開，分別作兩種不同的法律規範；這種作法，既不太像德國法的規範

方式，也不像美國歷來的作法。  

再來就是有關歐洲體制的部分，莊教授跟我有類似的看法：談到廣播

電視的多元化與結構規範，並不是說，如果公共電視的節目做不好，它就

一定沒希望。另一方面，自製率的規定也不是完全沒有效，關於這一點，

我對於報告中的說法有些保留。第一，歐聯的規範架構是在 WTO 層次上

面，將視聽產品當作是一種文化財，排除在 WTO 一般商品規範之外，亦

即，將歐洲產製比例的規範以及普及化措施，都透過 WTO 的排除條款，

藉以取得加以特殊規範的法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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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國都在各自執行本國視聽產品播映比例的規範，這也可以從產業

輔導的角度加以觀察。另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產業發展之外的所謂

多元化問題。在歐聯的架構下，多元化又可以分為兩個層面來說，就是：

會員國之間的國際多元化，以及國內多元化兩個層次。歐聯在整合的過程

中，一直以第一個層次的多元化為重點；至於第二個層次，則是各國的國

內法問題。在我國，公共電視在此種既定環境之下，以唯一的非商業頻道

姿態出現，其實無法負擔那麼沈重的任務，更別說達到多元化或是補充商

業電視不足的法定目標。至於在廣播電視法中百分之七十的自製率，與有

線廣播電視法中百分之二十自製率的規範調整問題，所謂「徒法不足以自

行」，單薄的一條自製率規定是無濟於事的，除非另外有一整套調整影片

製播市場的措施。以歐聯情況來說，電視節目的自製率都有相關的配套措

施，絕不是訂一個條款就可以達到立法目的。  

關於青少年保護的部分，相當程度的解除管制是必要的。問題是，政

府退出管制的同時，需不需要讓社會團體擔負這麼重的責任，這是組織及

社會分工重新調整的問題。民間團體擔任這一方面公共任務的同時，有必

要在法制設計相應的配套措施。比如說，國內現今有很多聯盟，像是全民

監督媒體聯盟，抗議電視媒體節目不當的過程其實非常低調，都只是以一

個非常柔性的勸導措施的方式為之，它能不能接得下傳統非常高密度的管

制，是非常有問題的。不容諱言的是，當前民眾或各級自治團體對於媒體

的內容強烈不滿，新聞局每次都是在民間團體的壓力下進行管制，並不是

所謂的主動執法；所以，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要一下子進行解除管制，

替代機制可能無法承受來自各級自治團體與民間的反彈聲浪；除非有一個

非常適當的規範措施，這個時候解除管制比較不會悖離社會共識。  

 

莊國榮  

一、電子傳輸產業之分類  

未來網路寬頻化之後的電子傳輸網路與服務產業（數位網路產業），

將會形成由實體網路與相關服務所構成的網路世界。此一網際世界基本上

是以電信、資訊與廣播電視三個傳統產業為基礎，逐漸演化形成。其中的

電信業是以既有的電信實體網路為立足點，逐步開拓他們的相關服務市

場；而資訊業則是以既有的軟體與資訊加值服務能力為基礎，由虛擬服務

市場，逐步向實體網路市場扎根；至於無線廣播電視業，其目前「內容」

與網路不分的結構會被解構，網路部份會納入電子傳輸的實體網路之中，

成為電子傳輸網路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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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根據電信法第十一條之定義，電信事業指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

用之事業。電信事業分為第一類電信事業及第二類電信事業，第一類電信

事業是指設置電信機械設備，提供電信服務之設備。而電信機線設備指連

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路傳輸設備、與網路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

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設備。故包括有線或無線兩種方式。第一類電信

事業以依公司法設立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並應經交通部特許，發給執照

始得營業。第二類電信事業指第一類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第二類電

信事業應向電信總局申請許可，經依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後，發給許可

執照，始得營業。依上述「電信法」第十一條之定義可知，第一類電信事

業應指經營以設施為基礎（ facilities-based）之電信事業，亦即經營者本

身投資設置基本交換與傳輸之電信設施以提供基本電信服務之事業；而第

二類電信事業應指經營非以設施為基礎（non-facilities-based）之基本電信

轉售服務及加值網路服務部份，事業經營者本身並未設置電信傳輸設施，

而是向第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租用專線以提供基本電信轉售及加值網路

服務。因此，第一類電信事業經營者除可提供電話、電報、專線等基本電

信服務之外，亦負責基本網路之維修與管理；而第二類電信事業經營者則

可提供包括基本電信之轉售服務及加值網路服務。未來第一類電信事業與

第二類電信事業均將成為電子傳輸產業的一環，應適用單一之管制架構，

沒有必要再區分第一類電信事業與第二類電信事業。  

二、電子傳輸產業應適用單一之管制架構  

電子傳輸網路產業之新管制架構應該涵蓋所有的電子傳輸基本設施及

相關服務。新管制架構應適用於電信網路（固網或行動通信網路）、衛星

網路、有線廣播電視網路、地表的無線廣播電視網路及應用軟體介面

（API）。換言之，這些電子傳輸網路及相關服務應適用單一之管制架構。

三、電子傳輸產業之管制規範之類型  

未來電子傳輸產業之新管制架構，主要應包含下列四種規範：（1）市

場進入規範：主要包含發照及無線電波頻譜管理的規範；（2）在市場變得

更具競爭性之前的過渡階段所採取之產業特殊的管制規範，例如網路接取

與網路互連的規範。當市場變得更具競爭性時，應減少或去除此種管制。

（3）實現社會公益目標之規範：包含普及服務及消費者保護條款；（4）
個人資料保護及隱私權保護之規範。電子傳輸產業的民營化使民營業者提

供的電子傳輸服務原則上成為受基本權保護的經濟活動。原先公營事業追

求的公益目標，現在變成立法者對對私經濟活動的干預 91，必須符合法律

                                           
91  Trute，Öffentlich-rechtliche Rahmenbedingungen einer Informationsordnung, VVDStRL 

 97



保留原則及比例原則的要求。  

 

二、執照發放制度  

依據數位網路產業之相關法律，我國現行之執照發放可以說是維持從

許可制到特許制的高門檻管制。在此種高門檻管制之外，個別之市場又往

往被過度細分，此以電信市場與有線電視市場為典型代表。在邁向整合型

的數位網路產業時，首先必須克服的課題就是如何排除此種人為的市場區

隔與進入障礙。我們的建議是先打通個別法律內之市場區隔，再打通不同

法律間之區隔，最後再大幅降低進入市場之障礙。  

 

（一）先打通電信法、其他媒體法內部各自存在之關卡  

先就有線電視市場而言，在發展初期由於技術草創、頭端設備等固定

成本過高，將該市場細分為有最低規模經濟的五十一區，並將之維持寡占

結構，尚勉強能言之成理。 92  但隨著技術進步及成本下降，此種細分的作

法，反而造成市場規模過小，因而導致有線電視主管機關新聞局竟又鼓勵

同區業者合併之怪異現像。對此，公平會雖然不得不忍氣吞聲地表示：「鑑

於行政院新聞局向來鼓勵相關業者整合之現實因素，目前已完成區域整合

之有線電視…而未依法向本會申請許可者，本會原則上不予處分。」但是

仍然不免表示：「為促進市場合理競爭，長期而言，建請行政院新聞局檢討

有線電視經營區域現行五十一區劃分之合理性。」
93  我們認為正本清源的

作法是放寬執照核發之要求、廢除經營區域之劃分，如此一來可以降低進

入市場之障礙，擴大市場能量、解決規模經濟不足的問題，並且以市場競

爭之機制保護消費者的權益。若考慮改革之漸進性與可行性，過渡的作法

也許是減少區域的數量或允許跨區經營。 94  惟不容否認，有線電視並非單

                                                                                                                         
57 （1998） , S. 226. 
92  吳大任、彭建強，有線電視產業之區域市場結構均衡與福利分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6
卷第 3 期（87/7），第 37-50 頁（第 48 頁）。  
93  公平會 85 年 11 月 22 日召開之「有線電視市場區域劃分及區域整合涉及公平交易法

相關事宜」協商會議結論（二），見公平會公報 5 卷 12 期（86 年 12 月），第 206 頁。  
94  柯伯昇，區域獨占、區域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易法之問題，刊

於公平會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第 171-194 頁（第 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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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之商品，而是有其社區發展、草根民主、言論傳播與公共意見形成的重

要意義，因此不免有傳播學者強調有線電視係「地方媒體」、具有「獨占事

業的特性」而認為此種「分區過狹、鞏固寡占（甚至獨占）經營條件的進

入市場障礙規定」，「另有傳播政策上的規範考量」。
95  不過要兼顧傳播、

社區與民主政治之考量，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五條第二、三款之規

定應該即可以達成，
96  並沒有分割市場的必要。  

 

再就電信市場而言，電信事業被區分為第一類與第二類不符合通訊科

技匯流以及因此引發之服務與經營方式匯流的大趨勢，可說已在國內形成

相當高的共識。然而要如何打破電信市場的各種框框呢？先從第一類電信

事業談起，行動通信業務應不再人為地就區域與項目細分，已取得此類執

照之業者可跨區跨業經營電信事業；固定通信業務業者亦同；再來就是可

開放行動通信、衛星通信及固定通信事業跨業經營，但是政府並無義務提

供其跨業經營所需要之無線頻譜。此舉並不剝奪任何業者之既得利益，只

是使其面對更多的競爭。欲達成此種開放的法律上障礙很容易克服，只要

行政院依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七項之規定變更其公告即可（事實上，在固定

網路業務開放乙事上，行政院即曾變更過時程）。  

 

接著再討論如何跨越第一、二類電信事業之鴻溝。嚴格說來，現行電

信法並未禁止第二類電信事業提供第一類電信事業可以提供之服務，只不

過說，若真的允許第二類電信事業提供第一類電信事業可以提供之服務，

會對第一類電信事業形成不公平競爭，因為第一類電信事業必須繳交特許

費、履行保證金以及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管理費用，而第二類電信事

業卻無庸繳交特許費、履行保證金，並且可能因不被交通部公告而亦無需

分攤普及服務。然而如何徵收特許費、履行保證金及攤派普及服務費用，

基本上都是交通部的職權（見電信法第十四條、第二十條及第七十條），

                                           
95  石世豪，有線電視相關產業之結構管制規範架構，月旦法學第 46 期（88 年 2 月），

第 35-46 頁（第 42 頁）。  
96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申請籌設、營運有線廣播電視案件符合下列規

定者，審議委員會得為許可之決議︰一  申請人之財務規劃及技術，足以實現其營運計

畫者。二   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

社教性等節目者。三   提供之服務及自製節目符合當地民眾利益及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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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交通部將之作機動調整（例如特許費以電信事業實際使用之無線頻譜

計算，履行保證金可調降或提前發還，普及服務費用由所有業者共同分

擔），即不難使第一、二類電信事業處於較公平的競爭基點上。惟冀望交

通部從事此種高難度之法律操作並承受此過程中引發之政治壓力，確實有

點強人所難。故長遠之計仍以從修改電信法廢止第一、二類電信事業之區

別為宜。  

 

（二）再打通電信法與媒體法之間的障礙  

不同法律間所形成的市場進入障礙可以分為二大類，第一是法律自始

即禁止跨業經營，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媒體過度集中。第二是必須重覆取

得主管機關之許可或特許。法律之跨業禁止規定已因為數位科技匯流之巨

大衝力，明顯呈現鬆綁之趨勢。例如有線廣播電視法已刪除「有線電視法」

時代下禁止新聞紙、無線電視、無線廣播電視及電信事業跨業經營有線電

視之規定；又據報載行政院會於今年一月十三日通過之「無線廣播電視法」

修正草案，亦對無線電媒體大幅鬆綁，增訂廣播、電視可經營電信事業，

並全面刪除廣播、電視節目的分類、時間分配及內容標準規定。 97  我們

認為「衛星廣播電視法」亦應以開放多媒體經營為未來修法之方向。  

 

在跨業經營限制廢止或將廢止時，數位網路產業仍然面臨頗高的市場

進入門檻，亦即必須依據個別相關法律重覆申請好幾種許可或特許，因此

所生的弊端是顯而易見的：1. 許多的許可與特許並不是隨時可以提出申

請，而是由主管機關公告受理時始得提出（例如有線電視、衛星廣播電視

及第一類電信事業），故容易貽誤商機；2. 無論業者重覆申請許可與特許，

或 主 管 機 關 重 覆 授 予 許 可 與 特 許 ， 均 須 花 費 可 觀 之 成 本 。 依 據 Huber與

Thorne一九九七年研究報告，美國花在發放電信執照程序的費用每年即高

達 6 億美金。 98  3. 重覆取得許可與特許之後，業者又必須重覆負擔各種

證照費與基金之攤派（例如廣電基金、有線電視特種基金）。在未修法之

前，各相關主管機關若有共識，其實即可儘可能採行「一證到底」的寬鬆

                                           
97  引自中國時報，89 年 1 月 14 日，第 9 版。  
98  引自，Abbott/Brady，前揭文，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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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讓功能、性質或設備相接近之數位網路事業無庸重覆取得證書，或

是「以證換證」即可（如此可排除前述第 1、2 二點之病）。  

 

至於各種證照費與基金之提撥則以繳納一次為原則，其具體作法也許

可以包括：將各種證照費與基金之提撥先加以統一，以致無論依哪一個法

律繳納哪一種證照費或基金，其金額均相同。而對於已依法繳納一次者，

其餘依法尚應繳納者均降為零（如此可排除前述第 3 點之弊）。  

 

（三）自由經營為原則，特許為例外  

我國以往主要是考量媒體與電信的政治敏感度而將之「特殊化」處

理，於是設計並維持各種許可與特許之高深門牆，再掛上「公益」、「普及

服務」的美麗門牌。然而無論從數位網路產業之服務本質來看，或從數位

科技已成熟普遍運用於各個領域的全球發展趨勢來看，將媒體與電信異於

一般商品而特殊處理，不僅有違已民主化之國情，而且有害數位網路產業

之蓬勃發展。所以，我們認為我國應師法歐洲聯盟及其會員國（例如英、

德）之精神， 99  原則上承認業者有提供數位網路服務之自由，並不需要

許可或執照，只要報備即可。僅有涉及無線頻譜與電信號碼之使用時，才

需要取得國家之特許，因為無線頻譜原本為全民共有共享之稀有資源，無

法複製，故只能經由特許制分配給諸多業者使用。我國現有規定下之許可

與特許均附有期限，嚴格說來，應該是使用無線頻譜之期限，而不應該是

營業之期限，因為業者受憲法保障之營業自由，並不容許國家任意加以限

制。（劉孔中）  

 

三、頻譜分配機制  

我國關於頻譜及其分配之規定，散見於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有

線廣播電視法第四條樹立電波頻率為國家所有，以及不得租賃、借貸或轉

讓之原則。 100  而電信法第四十八條則建立「非經核准，不得使用或變更」

無線電頻率之原則（第一項），以及「使用頻率需付費之原則」（第二項）。

                                           
99  關於歐聯與英國之法制，請見劉孔中，前揭文，第 10 頁以下。  
100  本條規定：「系統經營者經營電信業務，應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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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交通部並且依據電信法之授權，制定「電波監理業務管理辦法」（86

年 1 月 20 日）以及公布「無線電頻率使用費說明書」（88 年 1 月 27 日）。 

 

在 此 種 法 規 架 構 下 ， 我 們 看 到 的 是 一 種 高 度 「 命 令 與 控 制 」

（command-and-control）的頻譜分配機制，亦即是由主管機關片面依其高

權決定頻譜分配之標準與對象、指定頻譜之用途、禁止頻譜租賃、借貸或

轉讓。交通部雖然分三階段程序決定頻率使用費，但是嚴格說來，仍是欠

缺客觀標準，而且並不能反應頻譜的市場價格（行動電話每兆赫頻寬之年

使用費僅介於 471,000 元至 2,169,000 元之間！）。一般對於頻譜分配之原

則，可以蔡志宏教授的觀點為代表，即「頻譜核配應以足夠使用為原則，

而且愈少愈好，並充分運用已使用中之頻率，以免浪費頻譜資源。」102  然

而在現行交通部行政管理制度下，不僅不可能達到效率與避免浪費，而且

會導致社會福利的重大損失。此可分析如下：1. 限定頻譜之用途將扭曲技

術之最佳進步，因為設備製造商會但問研發的設備是否符合此種限制，而

不論是否為最佳的技術方案。2. 限制頻譜之可轉讓性會阻礙頻譜價值的極

大化。以美國為例，依據美國FCC一項研究報告，若將原先指定使用於UHF

電視的頻譜移作較高價值的行動電話業務之用，則單在洛杉磯一地可產生

的社會福利即可超過 10 億美金（以 1992 年為準）。 103  3. 「命令與控制」

制度本身隱含的消極性與緩慢性，亦會延緩消費者享受新科技與新服務的

時機。此可再以美國為例。美國FCC費時二十年之久才將 110MHz自廣播

事業手中移出，並於一九八一年指定 800MHz頻帶中的 40MHz供一個市場

中的兩家行動電話業者使用。然而FCC分配頻譜的方式卻採用最費時的「比

較聽證」（comparative hearings）制度，導致開放的時程嚴重落後，以致在

開放其他市場時，竟然被迫採行抽籤制決定頻譜之分配。FCC頻譜分配的

無效率嚴重影響行動電話在美國市場的成長。 104   

                                           
101  本條第一、二項規定：「無線電頻率、電功率、發射方式及電臺識別呼號等有關電波

監理業務，由交通部統籌管理，非經核准，不得使用或變更；其管理辦法由交通部訂定

之。交通部為有效運用電波資源，對於無線電頻率使用者，應訂定頻率使用期限，並得

收取使用費；其收費標準由交通部訂定之。」。  
102  蔡志宏，從固網開放看無線頻率管理政策（簡報版），88 年。  
103  引自Spiller/Cardilli, Towards a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s Spectrum, 
Yale J. on Regulation Vol. 16 No. 1 (1999), 53-83 (60). 
104  Spiller/Cardilli，前揭文，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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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自 紐 西 蘭 於 一 九 八 九 年 首 次 以 所 有 權 觀 點 進 行 頻 譜 分 配 制 以

來，許多國家紛紛效尤（例如瓜地馬拉及薩爾瓦多），甚至連美國FCC亦逐

漸在個別情形下允許頻譜持有者分割其頻譜、將之轉租或甚至轉售給他

人 ， 例 如 寬 頻 PCS ， 39GHz 固 定 點 對 點 微 波 、 無 線 通 訊 服 務 （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ervice）、區域多點散布服務（Local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直播衛星等。在此思潮影響之下，國內早已有學者主張「裁撤

目前的管制體制，將電波頻率以拍賣的方式移轉給私人，並且容許移轉。」

105  基本上，我們贊成此項見解，並認為頻譜之分配應該有效反應頻譜的

市場價格。最好的革新時機其實就是此次第三代行動電話頻譜之分配，但

是在國內政商共生關係密切，而且所有既有業者已習於低廉頻譜使用費的

現實狀況下，我們對於此種革新的可能性不禁抱持悲觀的看法。（劉孔中） 

 

四、普及服務  

從 1960 年代開始，普及服務已成為電信產業的重要管制目標之一。

然而對於何謂「普及服務」，則一直是眾說紛紜。有認為普及服務指的是所

有的家庭用戶都應該有權以平均的價位取得電話服務，隱含的意義就是鄉

村或偏遠地區的電話費率可能會低於實際舖線與營運的成本。也有人認為

所謂的普及服務，就是讓住宅區的基本電話服務的費率儘可能的壓低。另

外也有人認為所謂的普及服務，就是要對低收入戶收取較少的電話費用，

以上各種涵義，事實上都包含著在基本語音電話服務的費率上進行交叉補

貼的動作。除了美國 1996 通訊法對於普及服務加以規範之外，歐盟近來也

針對普及服務的問題，草擬出「電子傳輸網路及服務的普及服務及使用者

權利指令草案」。在一些價格不敷提供服務之組織淨成本，而造成額外負擔

的情形，擬議中的本指令仍如同過去一樣，繼續允許補償的機制。新規定

闡明其範圍包括資料傳輸（如從固定位置經由公共電話網路的網際網路）

的接取、地址的提供及費用控制。在闡明給予低收入戶及特殊需求者特殊

費率結構等措施可以施行時，對殘障及有特殊需求的使用者的措施也重新

                                           
105  廖元豪，論廣電媒體之解除管制─廣電頻道分配模式初探，憲政時代，第 21 卷第 1
期（84 年 7 月），第 96-117 頁（第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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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然而普及服務的概念發展至今，不免有兩個方向的問題有賴吾人加以

思考解決：  

1. 傳 統 的 普 及 服 務 的 概 念 僅 限 於 針 對 基 本 的 語 音 電 話 服 務 加 以 實

施。然而以網際網路快速普及的現象可以推測，網路服務即將於

不久的將來變成一般市民日常生活所仰賴的通訊工具，而其重要

性亦將與電話、電力與自來水等公用事業不相上下。是否普及服

務的實施內容，應及於基本的網路服務，例如電子郵件與基本的

網際網路接取服務，是未來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2. 我國以向第一類電信事業徵收「普及服務基金」作為實施普及服

務的經費來源。然而考量到所有電信事業均已依法繳交營業稅與

特許費，普及服務似乎可以透過其他較不會扭曲市場結構的方式

加以進行。例如歐盟所草擬的草案當中，會員國被要求找出最有

效率的確保普及服務義務的方法，包括給予所有的企業履行義務

的機會，與利用適當的措施或拍賣方式作為分派部分或全部普及

服務義務的機制。（王郁琦）  

 

劉崇堅  

憲法保障居住與遷徙的自由，我們不能限制人們不能居住在偏遠地

區。也因此使普及服務的問題在電信自由化市場開放競爭後，自然浮現。

從經濟學的觀點來看，普及服務會扭曲市場競爭，會有資源配置的效率問

題。但從社會關懷的角度，在不可以限制人們住到偏遠地區前提下，即使

付出成本也應該維持某種程度的社會公平。所謂公平，以諾貝爾經濟學得

主 Tobin 的概念來說，就是該有的東西，每個人都享受的到。什麼叫該有

的東西，就是生活必須的東西。從這樣的觀點來看，基本的通訊、水電，

都應該都提供。因此，普及服務是一個社會開放市場競爭，追求效率外的

必然負擔。另外，interconnection 是不是會造成不公平？例如某些業者，

自己不設網路，因為有接續義務存在，就透過別人的網路跟他競爭，這樣

公平嗎？從經濟學的觀點來看，獨占是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扭曲，但如果這

個市場沈沒成本很低又沒有其他進入障礙，則獨占者本身也不至於把價格

訂得太高。從這個角度來看，網路互連本身除了提供所有用戶通信的管道

外，也形成所謂的 contestability 的競爭壓力，使得擁有網路的(獨占)業者

 104



不致於只顧追求自身的利潤而扭曲了資源配置。  

 

五、網路接續  

網路互連是確保全國通訊網路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基礎網路建設所

不可或缺的政策目標。除可避免電信業者間重複鋪線的資源浪費，亦可減

少地區性獨占、寡占或具市場主導能力的電信業者以不正當的方法排除其

他業者進入該地競爭。因此落實網路互連的要求，就成為提昇國民通訊品

質與維持電信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一個重要關鍵。  

 

在 4C 產業整合的時代，通訊網路的意義已不再單純侷限於傳統的電

信網路。例如有線電視網路，未來也將整合成為數位網路的一部份。因此

對於網路互連的義務，應該進一步擴大到所有符合數位網路意涵的通訊網

路，方能完整建構國家整體的數位網路基礎建設。（王郁琦）  

 

六、不對稱管制  

中華電信由於過去常久以來享有獨佔地位，在電信市場中已成為具市

場主導力量的電信業者，因此在固網開放新進業者加入競爭之後，是否應

對中華電信進行不對稱管制，則成為一個值得討論的議題。中華電信目前

仍是個國營事業，受到很多綁手綁腳的法令限制，例如在行動通訊市場中

華電信一直很想與其他民營業者一樣進行手機補貼的行銷方式，但卻無法

實行。然而今年年底之後中華電信即將上市，未來透過政府階段性釋股，

將使中華電信成為不折不扣的民營企業，未來的經營利益將完全由股東所

享有。中華電信由於擁有過去獨佔經營電信事業時代所累積大量客戶與資

產，加上長期以國家預算支持該國營企業發展，均使得新進固網業者要與

中華電信進行公平競爭極為困難。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對其進行階段性的不

對稱管制，減少其利用過去歷史上的優勢地位在現在的電信市場中進行不

公平競爭的可能，然後在確保電信市場已進入公平競爭的階段時解除對中

華電信的不對稱管制，可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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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數位網路發展的角度而言，在考慮對於電信既有業者〈亦即中

華電信〉進行不對稱性管制的時候，不能只考慮電信市場的因素，在台灣

的環境之下，必須要連有線電視產業一併加以考慮。亦即今天如果對中華

電信進行不對稱性管制，是不是沒幫到固網的新進業者，反而是幫了有線

電視業者的忙？台灣的競爭環境到底是中華電信跟民營電信業者之間的競

爭，還是中華電信跟兩大有線電視集團間的競爭？此點亦是在考慮不對稱

管制的妥當性時必須加以思考的問題。（王郁琦）  

 

劉崇堅  

從 1979 年美國將之納入電信產業管制制體以來，不對稱管制雖曾因

其以主導與非主導業者之區分缺乏客觀性，及管制的透明性不足等問題，

而飽受爭議。然而從安排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角度來看，在市場主導業者

存在的期間內，具有做為階段性解除管制手段的特性，而為各國管制主管

機關所重視。目前為止，不論美國、日本、歐盟各國，幾乎都引用不對稱

管制做為市場開放初期構建公平競爭環境，促進或保護競爭的利器。我國

亦於 1999 年電信法修正時，將不對稱管制之概念以條文明定之。在我國

目前電信法體制下的不對稱管制，基本上分為資費不對稱管制，與設備共

用及網路互連不對稱管制兩類。  

（1）設施共用與網路接續對競爭市場形成之貢獻  

以不對稱管制之特殊限制加諸市場主導業者，要求其在設施共用及

網路互連接續過程中，配合其他競爭對手擴張或興建網路的需求，將有助

於競爭市場的及早形成。  

（2）資費之不對稱管制可減低管制成本  

依電信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的規定，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且只

管制市場主導業者之資費。在此制度下，基於價格領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

關係，非主導者自應不會將價格訂在高於主導者的水準。如此則可不必核

准所有業者資費有關之申請案，可節省管制當局與所有非主導者的行政成

本。而且由於非主導者之資費管制簡化，使其在價格調整上，比主導者更

具自主性，將可形成競爭上的壓力，趨使業者降低成本，並在訂價上反映

成本。  

不對稱管制的主要性質是，在市場開放競爭後，由獨占轉變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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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過渡性措施，故存有階段性管制的特性。即為階段性管制，則隨

市場競爭狀況的演變，不對稱管制的角色必需配合調整，而終至於取消。

目前我國電信法體制下的不對稱管制在設計上看不出此一特性，所有條文

中皆僅止於不對稱管制的採用與執行，幾未論及其階段性任務完成後的處

置方式。舉例而言，當某一第一類電信業務市場已接近完全競爭，不對稱

管制已無存在的必要時，由目前的機制並無法看出應如何將之解除。這對

原先之主導者不公平，對其他業者的保護亦屬多餘。在不對稱管制已無存

在必要時，若不予及時解除，反有害於市場競爭。  

個人比較傾向劉教授的看法，不對稱管制是一個有必要的階段性工

具；階段性有開始，就有結束。不對稱管制的條件怎麼加上去，就怎麼拿

下來。對於電信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的主導業者，交通部依什麼規定決定公

告某一電信事業為市場主導者，當公告之原因消失，就應將之宣告為不再

是市場主導者。就現況而言，其實台灣對於國營事業的不對稱管制是蠻嚴

重的，像中華電信，一年繳庫繳了幾百億，竟因會計制度的限制，無法補

貼手機來與其他民營事業競爭，這種單邊限制不可說不大，這是電信事業

民營化國家（例如美國、英國）中所不會產生的不對稱管制。我們在談不

對稱管制的時候，我比較傾向於訂一個適當的時間表，在該拿掉管制時，

就要拿掉。可能還要多注意一下不對稱管制事實上還是有一些預期之外的

後遺症，會有什麼樣的東西，我現在仍在慢慢的整理之中，先就這幾點提

供參考，謝謝。  

又對於市場主導者之認定，由於牽涉市場範圍之界定與市場力之判

斷，似宜由電信事業機關之交通部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之公平交易委員會

共同訂定之較妥。其次主管機關有必要定期就電信資費之適切性、管制成

本降低、競爭之促進與保護，管制之透明性、管制之階段等成效之指標事

項檢討不對稱管制，以使市場競爭獲得最大的效果。然長遠來看，經濟誘

因，機會均等，不偏袒的原則，應是獲致公正、有效競爭成果的主流方向。

 

七、交叉補貼  

為防止電信業者以交叉補貼的手段進行不公平競爭，因此我國參考外

國相關規定，在電信法中明白禁止交叉補貼的行為。此一立意良善的規定，

在不同科技與產業匯流之後產生出所謂的數位網路產業之後，可能將面臨

重新思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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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網路產業中，所有音訊、視訊、文字、圖片等通訊內容，亦或語

音、數據、傳真、廣播等傳播方式，均為整體數位網路服務的不同面向，

各種通訊內容因為數位化之故，均能很容易地以其他載具加以傳送。因此

無法像過去在不同的電信業務之間作出明顯的區隔。例如當未來所有的語

音通訊均以 Voice over IP 的方式進行之後，區分語音業務與其他網際網路

通訊業務是否有其實益，不無值得思考之處。而電信業者因應用戶不同的

需求，提供整合性的套裝通訊服務，除了符合現代資訊社會國民的通訊需

求外，整合的套裝通訊服務之間是否能夠清楚地計算出不同通訊業務的支

出與收益，更據此認定是否有不當交叉補貼的情形，其實也是一個相當困

難的技術性議題。因此在數位網路時代，對於如何認定不當的交叉補貼，

或許應有別於過去的新的看法。（王郁琦）  

 

八、消費者保護  

（一）遠距契約消費者之保護  

電子商務目前雖然尚非市場交易型態之主流，但展望將來必定有與傳

統交易方式並駕齊驅甚至取而代之的可能。因此引發的消費者保護問題，

值 得 我 們 未 雨 綢 繆 。 電 子 商 務 交 易 之 特 性 為 所 謂 遠 距 契 約 （ distance 

contracts），約等於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郵購買賣。 106  郵購

買賣之交易型態，是指企業經營者利用廣播、電視、電話、傳真、目錄之

寄送或其他類似之方法，使消費者未檢視商品而為要約，並經企業經營者

承諾之契約（消費者保護法施行細則第三條）。依照上述定義觀之，企業經

營者透過網際網路之方法，使消費者未檢視商品而為要約，並經企業經營

者承諾之契約，應屬於「郵購買賣」之交易型態之一。 107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的規定，為郵購買賣的消費者，對於所收

受的商品不願買受時，可以在收受商品之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的方式或

                                           
106  消保法第二條第八款：「郵購買賣：指企業經營者以郵寄或其他遞送方式，而為商品

買賣之交易型態」。  
107  據悉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已做出決議，認為電子商務買賣契約屬於「郵購買賣」及「訪

問買賣」型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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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的方式，解除買賣契約，無須說明理由及負擔任何

費用或價款。然而此條規定對遠距買賣之雙方在適用上均有不足之處。首

先，對於出賣人而言，在電子認證技術未臻成熟之際，貿然將電子商務之

買賣雙方適用前述規定，則很可能發生下列情形：電子商務的企業經營者，

遭到競爭對手的攻擊，被惡意下大量訂單而寄出貨品後，卻被全數退回的

慘劇。因此在目前，技術尚無法掌握實際下單者身份的限制下，就認定電

子商務亦適用消保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是否妥適，值得深思。  

 

其次，對於遠距契約之消費者而言，消保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亦不令人

滿意。在此，我們不妨參照歐盟「遠距契約之消費者保護指令」， 108  即可

明瞭：  

（1）歐盟指令將「服務契約」納入規範， 109  但消保法第十九條並

未將服務契約納入。  

（2）歐盟指令第四條中詳列銷售者應在消費者為契約之承諾前，提

供其下列資訊：  

a. （a）銷售者之身分。如需事先付款，應提供銷售者之地址；（b）

貨品或服務之主要性質；（c）貨品或服務之含稅價格；（d）貨運

費；（e）付款、交付及提供的方式；（ f）解除契約的權利；（g）

若不是以基本費率計算遠距通訊，則該項通訊費用；（h）約定之

承諾期限；（ i）永久或繼續性供應商品或服務之契約的最短存續

期間。（第一項）  

b. 必須以清晰、易懂且適合遠距契約性質的方式，表達出前項規定

應提供之資訊。特別是應充分考慮商業交易中的誠信原則，與保

護限制行為能力人或無行為能力人的相關規定。（第二項）  

c. 使用電話之訪問契約，一開始銷售者必須向消費者明白地說明其

身份與該通電話的商業目的。（第三項）  

                                           
108  詳見  Directive 97/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1997 
o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 respect of Distance Contracts. 
109  該指令第二條對於「遠距契約」(distance contract)之定義如下 :「遠距契約意指任何

在銷售者與消費者間，經由銷售者所經營的系統化遠距銷售或服務條款，而成立貨物或

服務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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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盟指令第五條規定，契約履行中銷售者必須再以書面或其他

耐久媒介（durable medium）告知消費者第四條第一項（a）到（f）

的資訊，尤其是解約權、向出售人申訴之地址、售後服務、不定

期或長期契約之中止等。（劉孔中、蔡文宜）  

 

（二）資費資訊透明化  

在即時結清「銀貨」的一次性交易過程中，交易對價經常是透明或明

確的。反之，在多項目且繼續性之交易，其實際之對價常陷於不明的狀態，

此可以電信資費為典型。電信資費依項目（市話、長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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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具備使普通注意程度

之消費者無法耐心理解（遑論查核）之複雜程度。再者，以往電信事業全

部為國營，消費者因為信賴國營事業（或別無選擇），於是造成其對資費及

其調整（調漲或調降）欠缺敏感度。在此原本已屬不利的背景下，復因為

業者不時發動價格競爭，而使得資費更趨不透明。尤其在新的、講究方便

的服務不斷推陳出新的市場，消費者亦早已無熟悉的 benchmark 資費可供

參照比對。我們可以想見，消費者的「資費遲鈍症」在數位網路產業整合

後會進一步惡化。然而資費不透明，除了有損消費者利益，亦有礙於事業

間之公平競爭，故不容坐視。  

 

要如何才能達到資費資訊透明化的目標呢？  

 

首先是課予業者充分且詳細告知之義務。歐聯於七月十二日提出之「電

子傳輸網路及服務的普及服務及使用者權利指令草案」 110  即規定，定型

化契約應明白陳述「可取得最新費率與維修費資訊的方式」（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四款）；此外，業者應將接取及使用供公眾使用之電話服務的「價格、

資費、標準條件資訊公諸於世，特別是讓所有使用者與消費者能獲得這些

資訊。」（第十八條）該指令草案附件 2 並且詳細規定依第十八條規定應公

                                           
110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universal services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12 July 2000, COM (2000)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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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資訊內容，包括提供公共電話服務及（或）供公眾使用之電話服務業

者之名稱、地址，描述提供公眾使用之電話服務的相關事項，指出裝機費、

定期性租金（例如接線生服務、查詢服務、選擇性阻擋來話，細目化之帳

單、維修等），詳列標準資費（例如各種接取、使用、維修費用，以及標準

折扣與特價計畫之細節）以及退費政策。不過認真說來，即便業者再三告

知，大部分的消費者大概仍舊不會對資費之詳細內容感興趣，因為其內容

與項目實在太複雜。所以據聞已有腦筋動得快的業者推出「最低資費」服

務的計畫，即用戶支付一筆價金，而由業者代為計算、選擇最適（最價廉）

的資費組合方案供用戶使用。  

 

另外一個可用來提升資費透明化的機制是，要求業者須明確告知消費

者各項服務「單點」與「套餐」之資費。不過必須承認的是，業者經常費

盡巧思提供各種服務與資費之組合套裝，並搭配種種贈品或優惠，而且推

出的期間或長或短，令消費者目不暇給，主管機關亦無法逐一檢視、過濾，

致此項「」單點」與「套餐」分別資費之機制難以發揮太大功能。最後，

業者尚有一種資費把戲，可稱為「報喜不報憂」，亦即資費調漲時悶不作聲，

但卻對調降大肆宣傳。此種行為雖然可議，但是我們認為似乎並不能強迫

業者也要大幅宣傳對其不利的調漲內容，而只能過問調漲是否符合法律規

定之程序與標準。（劉孔中）  

 

施俊吉  

資費透明化方面，我想很重要的問題，它是一個在市場上自然會產生

機制來解決的。現在行動電話的資費多得不得了，像泛亞提供一種服務，

就是你打電話，如果你是泛亞的用戶，你在每一個月結束的時候，打電話

去問他的客戶服務，他馬上給你分析出按照上個月來說你該用那一個階級

會比較便宜，問你要不要改，當然下個月可能又會走樣，你可以再改一次，

因為資費反正越來越複雜，一定會有業者想要提供這種服務。甚至，再進

一步會有業者提供另一種服務，因為資費套裝已經複雜到搞不清楚了，那

業者可以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如果用戶每個月願意多給業者一百塊的價

格，用戶就可以按照業者一百種資費方案中最便宜的那種來收費，一定會

有業者提供這個東西。到最後這個服務出來，資費再怎麼複雜也沒有關

係。我們也看到交通部電信總局所提供的資費管制辦法草案，要求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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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有利的區間是不准消失的，業者可以提供任何新的資費方案出來，但

不可以取消任何一個舊的，那這樣就可以保證消費者永遠不會受到新資費

推出的傷害，因為舊的永遠都還在那裡，消費者可以維持原狀。  

 

九、網際網路之開放性、相容性、連接性與不同語言網域名稱  

網際網路作為整體數位網路的一部份，其開放性、相容性與連接性成

為 重 要 的 特 性 。 近 來 網 際 網 路 相 關 的 議 題 中 ， 關 於 多 語 言 網 域 名 稱

（multi-lingual domain name）的問題引起相當爭議。  

 

網域名稱是以文字方式表現某個網路上節點位址的方式，相較於以數

字型式呈現的 IP 位址而言，具有易於理解與記憶的特性。網際網路自始即

以英文作為制定網域名稱的語文，然而為了降低非英語系國家人民使用網

際網路的進入障礙，並進一步改變英語系國家獨攬網際網路各種通訊協定

的制訂權力，非英語系國家中有人即倡導以英文以外的語文作為制定網域

名稱的語文，並進一步將該技術從理論的探討發展至已接近可供應用的地

步。  

 

關於多語言網域名稱的問題，有理念與技術層次的爭議。理念層次的

問題在於若非英文的網域名稱並無相對應的英文網域名稱可以指向同一位

址，則不同語系之間的國民可能無法接近使用本國語系之外的網路內容，

如此對網際網路所堅持的開放性造成傷害。而技術層面的問題，或許是限

時上更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即在於如何在英文網域名稱與非英文的網域

名 稱 之 間 ， 或 者 不 同 語 系 的 網 域 名 稱 之 間 ， 能 夠 確 保 「 互 相 可 操 作 性 」

（ inter-operability）？如果此點相容性無法保證，則多語言網域名稱的發

展，有可能將網際網路作為一個開放性全球通訊網路的特質，轉化為封閉

性的地區網路。此種轉變恐怕會對未來數位網路的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

（王郁琦）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公平會與數位網路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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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對公平會執法態度之建議 

1. 面對新興的科技與產業，應先持續觀察其發展之動態與市場之反

應，不要貿然套用舊有管制模式逕行加以規範，以避免扼殺新科

技與產業。持續觀察的方法中以有系統且不間斷蒐集、研究與分

析相關科技與產業之發展，並作成市場與產業報告。為確保市場

與產業報告之正確性，公平會應讓相關業者有表達意見及參與之

機會。在隨時正確掌握市場與產業的背景下，公平會方能較有準

備且迅速地處理一些新興或突發的重大案件。 

2. 當新型態的服務取代傳統服務時，與其著手進行管制新型態之服

務，不如解除對現有服務之管制。亦即凡遇有困頓挫折時以市場

機制優先為原則，並且以進一步解除管制為政策目標。 

3. 在面對匯流中的數位網路產業時，公平會在適用公平法之速度上，

寧慢勿快，與市場保持適當的「安全距離」；在公平法適用之分寸

上，應相信市場自我調節之能力，寧鬆勿緊。避免僅因懷疑未來

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採取管制手段。更重要的是不可以現有技術、

設備及市場，預設未來可能產生瓶頸設備而據以進行管制，因為

市場因競爭而激發的創意以及科技發展的力量，都不容低估。 

4. 公平會在決定是否介入之前（即便在檢舉案件，公平會都應有權決

定是否介入），應先衡量其介入的總成本是否低於所得之利益。亦

即，任何介入措施都必須符合比例原則---介入手段必須維持在最

低必要限度內，且介入手段所耗費的成本不應超過介入所欲達成

的目的。 

 

第二節  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之互動 

公平會基於其主管法律公平法之跨產業性質（亦即不限於特定產業或

特定市場），所以勢必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經常互動。而最為全面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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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屬公平會於民國八十三年推動的「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之除外適用

檢討協調實施計畫」，由公平會全體委員、相關處室主管及同仁組成「四六

一專案小組」負責推動。公平會在此項計畫中與電信總局協調並達成下列

結論：「電信總局同意擬定市內電話規則…之各項費用時，將朝資費結構透

明化、合理化之方向努力…」
111  此外，公平會提供下列意見建請交通部、

新聞局參考：「（一）就廣播、電視、電台之申設雖其具稀少性，且涉公共

利益，惟為增進市場競爭功能，於換照時，能酌予考量開放給新申請者與

原有經營者比較競爭之機會，以汰換較差經營者。（二）廣播電視電台之開

放程度，雖然由於各項因素有其一定之限度，惟鑑於考量公平競爭之精神，

儘量予以放寬。（三）電波頻道為公共財，使用公共財之代價應歸全民所有，

目前三家電視台，其頻道取得與使用並無給付適當代價，與前述意旨不符，

故新聞局於換發執照時，似可考量課以相當條件，如公益之提供、徵收電

波費等，且將來如有其他業者符合申設標準，是否能考量或採標售方式，

以增進其競爭性。」
112  公平會希望將競爭機制及反應市場價格之頻譜使

用機制導入廣電媒體之急切心情，躍然紙上。 

 

公平會為達成行政院「以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政策目標，

於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一日再度成立「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組」，

共篩選十二個市場檢討既存管制之合理性，以形成解除管制的計劃。其法

律依據並不是現已刪除的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而是公平法第二

十五條賦予公平會的「擬定競爭政策權」。 113  經過一年的努力，該小組於

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提出期末報告，其中亦對有線電視系統市場及基本電

信業務市場有所著墨。公平會深信「有線電視系統市場倘能重新檢討區域

劃分之合理性，以營造多家業者合理競爭環境，並消弭參進障礙，以維持

適度競爭，當能兼顧資源有效分配，以及促進市場競爭機能之發揮。」 114  

其次，為使基本電信業務市場順利開放，公平會決意「配合主管機關研訂

相關之法令，參與相關會議，提供有關競爭問題之具體意見，以確立並維

                                           
111  見公平會 84 年度工作考成「列管計畫考評」，編號 27-001，附件二，第 14 頁。  
112  見公平會前揭考評，附件二，第 22 頁。  
113  蘇永欽（文成之時為公平會副主任委員），自由化、解除管制與公平交易法，月旦法

學，第 22 期（86 年 3 月），第 15-21 頁（第 20 頁）。  
114  見公平會，「解除管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組期末報告，86 年 12 月，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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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電信市場公平合理之競爭環境。」 115  除此之外，公平會亦積極參與協

助有線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之修正。  

 

根據我們的觀察，公平會迄今為止與電信、媒體主管機關間之互動與

合作允稱良好，並使得其他主管機關亦逐漸能接受市場競爭之理念與作

法。惟基於前章所述單一管制原則，公平會可主動致力於與電信、媒體主

管機關，在其主導下就管轄權重覆之事項共同作出符合公平法立法意旨之

決定，例如市場主導者之認定 116  、相關產品及地理市場之界定以及電信

事業結合案之許可。如此可避免不同機關法律見解不一致時所引發的不安

定性與社會成本。就如何共同作出一次性決定，公平會可援公平法第九條

第二項之規定與其他主管機關商同。此種共同決定的行為，只要是在公平

會之主導下完成，應該不致於牴觸公平會應「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公平法

第二十八條）之法律要求。  

 

第三節  由公平會推動數位網路產業競爭法制革新最為適宜 

就公平會在政府體制中的定位，蘇永欽教授的看法應該是大家都可以

接受基準點，即「公平會有權而且有義務從更積極、全面的角度，對不合

宜的既存管制加以檢討，透過管制的解除或調整來擴大市場規模，消除參

進障礙，活絡價格與其他因素的競爭。」因為公平會站在執法者的立場「也

有最強的動機，努力改善競爭大環境來減輕執法的負擔─不合理的市場行

為本來多源自不合理的市場環境。」 117  事實上，公平會亦認為其在執法

活動之外，亦應致力於改善一些重要市場之結構，故而該會長久以來一直

積極參與解除管制與管制革新的工作。 118

 

我們以為，數位網路產業跨越不同傳統產業之本質，已明顯超出電信

                                           
115  公平會前揭期末報告，第 41 頁。  
116  持相同見解的有劉孔中，前揭文，第 27 頁。莊懿妃 /劉崇堅，電信產業之不對稱管

制，經社法制論叢，第 20 期（89 年 7 月），第 63-90 頁（第 86 頁）。  
117  蘇永欽，前揭文，第 19-20 頁。  
118  San/Lo, A Decade of Fair Trade Law Legislation and Its Enforc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競爭政策新紀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 年 6 月 19 日-20 日），I-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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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媒體主管機關之執掌範圍，而且各該主管機關長年與其主管之事業交

涉，容易形成諸多的包袱，各該主管機關又均為首長制，便於利益團體對

其施加壓力，因而易受制於業者。故由跨產業、合議制的公平會推動數位

網路產業競爭法制革新最為適宜。公平會可以循「四六一」專案之例，於

報請行政院核定後推動此項革新。 

 

 

石世豪  
關於 4C 整合報告，很佩服劉教授有寬廣的視野，跨越不同領域處理

問題。不過，個人始終有一種感覺：4C 整合報告的基調，是站在電信業

的觀點。以我們當前所碰到的問題而言，以最長程的觀點來思考政策方

針，或許以電信業為基準，去處理各種載具及通訊服務整合的議題，可能

是最好的辦法。但是，在整合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產業的體質，實際上並

不是我們所想像的，有如電信業那個樣子。有線電視就比較屬於這一型（未

必像電信業的產業）。再來，就是電子商務；這個產業內的個別企業，體

質也與電信業有很大的差異。所以說，在整合的動態發展過程當中，我相

信，長程的產業分析與短程的具體對策兩個面向，可能必須做不同的區

隔。以公平會同仁最常面臨的問題而言，就是現在個別產業都還在轉型中

所發生的問題。長程的問題，套用經濟學的話，市場最後都會趨向於均衡；

然而，在發展過程中間，我們可以努力的，就是讓市產朝向均衡發展時，

製造的問題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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