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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場界定是電信產業管理及法制規劃的根本前提，而電信產業技術創新與匯流

的特性，加重了電信市場界定的困難與複雜。當電信市場由管制朝向自由化邁進之

後，競爭法與競爭機關應在電信市場發揮其功能，在適當管制、促進競爭的原則

下，發展出符合電信市場特性的法令規範。歐盟「2002 電信規範架構」在內涵上導

入競爭法原理原則以界定電信市場：管制方面，以累積適用「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

障礙」、「欠缺有效競爭的動態趨勢」、「競爭法的有效性」三項標準，以選擇適

於實施「事前」管制的市場；在促進競爭方面，則是在「相關市場界定公告」的基

礎上，同時考量創新與匯流的產業特性以劃定電信市場範圍。「網路電話」

（VoIP）涉及的市場界定議題，具體呈現創新與匯流如何地影響市場界定的特殊

性。歐盟電信市場無論採「事前」管制或回歸自由競爭，競爭法與競爭機關在電信

業領域，皆承擔重要的管理任務與功能。我國對電信市場界定的議題著力不深，相

關主管機關通傳會與公平會職權劃分標準不當，僅以粗略的「事前規範」與「事後

規範」示之，亦未考量創新與匯流對電信市場界定的影響。參酌歐盟現行電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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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理念與作法，通傳會與公平會應積極分工合作，調整現行運作模式與法規，

俾利電信產業的未來發展。 

關鍵詞： 2002 電信規範架構、「事前」管制、顯著市場力量、用戶迴路、網路電
話、創新與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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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技術創新與匯流是當今電信產業的根本特徵；由於技術創新（Innovation），電

信產品或服務快速推陳出新；基於通信、媒體與資訊等產業技術匯流

（Convergence）之故，相同的產品或服務可藉由不同的技術平台或網絡加以提供。

此現象之於電信市場的競爭與管理，其主要意義有二；第一，電信市場處於持續變

化的不穏定結構；第二、電信市場的界定必須以前瞻而預測的模式為之。由於電信

服務的推陳出新，相關產品間是否有可替代性、是否具有相互競爭本質而得以被劃

歸同一產品市場，可能在相對短期的期間經過後，就有不同的認定結果，使電信市

場的結構呈動態的變化，技術創新與匯流更加快了產品市場範圍變化的速度。面對

市場範圍持續變動的事實，當電信主管機關決定對電信業者施以管制時，特別是進

行所謂「不對稱管制」、「事前」規範（ex-ante Regulation），勢必前瞻性地、以

預測的方式劃定市場界線，將市場結構未來可能的變化納入考量，始能選定適當的

管制措施，以符合電信產業發展的需求。為了因應電信市場變動與前瞻的特性，歐

盟在 2002 年正式建構稱之為「2002 電信規範架構」（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

的法律包裹，宣示歐盟電信業的「事前」規範體系，應以競爭法的概念與原則為基

礎，也就是將競爭法概念與競爭機關的角色，導入電信規範體系，使得競爭法在電

信市場「事前」規範領域，具有實質而重要的影響。 

我國對電信事業的管制，一向以來即單純以「事前」、「事後」規範的概念，

區分電信法與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的作用，同時以之為電信主管機

關與競爭機關職權的分野，此觀（98）「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

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三)自明。此一現象的存在，推測其理由，大體基於公

平法第 9 條就主管機關之間遇管轄競合時分工的規定，以及電信法第 26 條、第 26

之 1 已明文對電信業者加以分類與定義（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等），同時

針對電信業者的特定反競爭行為予以規範有關。然而受技術發展與數位匯流的影

響，電信市場的界線係浮動不定的，連帶影響對市場競爭狀態的判斷，以及是否應

繼續對特定電信事業課以「事前」規範義務的決定；此外在持續推動的電信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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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下，即使有對電信業繼續實施「事前」規範的必要，仍應以健全電信市場競

爭環境，促進電信市場未來的競爭為目標。基於這樣的理由，以競爭法概念與原則

為基礎的電信市場界定，在產業管制法領域，便具有其關鍵價值，因為在適用電信

法時，電信主管機關首先即應以導入競爭法原則加以界定的電信市場為基礎，始能

正確決定應實施「事前」管制的領域何在；進一步對已經劃定的電信市場其競爭狀

態加以評估，電信主管機關始能正確擇定應施以「事前」管制的對象。換言之，以

競爭法概念及原則來界定電信市場，成為電信法（產業管制法）與公平法（一般競

爭法）各自實現其規範功能的交集所在，也是合理分殊電信與競爭主管機關間職權

的根本依據，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對於電信市場界定的概念與方法，公平會在同一

「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四)裡雖有數段文字的闡釋，但顯然自限於依公平會

所謂的「事後」管制領域裡，本文的目的，就在探討於匯流發展的環境下，歐盟

「2002 電信規範架構」如何將競爭法原則全面導入電信規範體系，進行符合競爭法

觀點的電信市場界定，供我國主管機關參考，俾使應受「事前」管制市場及事業的

選擇，在法理上有更堅實的基礎，以並就電信主管機關與競爭機關的合作分工，提

出意見，期使我國電信市場的管制在未來更趨健全合理。 

二、歐盟「2002電信規範架構」與競爭法原則 

在電信自由化政策超過十年以上，雖歷經 1998 年的電信法制改革，歐盟電信

市場仍持續面臨包括規範不統一、既有業者獨占市場等問題1，為了達成歐盟所設定

資訊社會的目標2，並充分融合產業管制法與競爭法這兩種公共介入工具，使電信法

能有效發揮其產業規範功能，歐盟再次啟動電信法制的修正與調整，新的規範包裹

（Package）即「2002 電信規範架構」應運而生3。本規範架構是一包含多部立法的

                                                      
1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f 3 December 2002, Eighth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Package, COM 695(2002).  
2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f 28 May 2002, eEurope 2005: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COM 263(2002).  
3 有關「2002 電信規範架構」的詳細解說，可參考 C. Koenig, A. Bartasch, J.-D. Braun (eds.), EC 

Competi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Chapters 7-9 (2002).  



 歐盟電信規範架構與匯流發展下的電信市場界定 5 

電信規範體系，基於數位匯流的發展，本規範架構適用於各類傳輸相同服務或內容

的各類載具；換言之，不同的網路及基礎建設的管理，皆適用本規範架構（但不及

於所傳輸之內容或服務的管理）4。架構內包含多項以「指令」（Directive）形式的

立法，由於大部分指令是在 2002 年通過，故以「2002 電信規範架構」稱之。「指

令」乃歐盟的立法形式之一，歐盟機關對會員國宣示指令內容所欲達成的目的，及

各會員國應履行之事項，其性質雖非具直接效力的規範，但對會員國有拘束力；就

指令內所規定之事項，各會員國有權選擇其認為適當的形式與措施加以落實5。

「2002 電信規範架構」內各項指令絕大多數由理事會作成，除了具有基礎性、一般

適用以建構共通規範架構的「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6外，還有四項針

對特定議題而規定指令，也就是與電信批發市場業者間接取與互連義務有關的「接

取指令」（Access Directive）7、與市場進入有關（稀有資源如頻譜、門號、位址分

配）並排除不必要限制的「發照指令」（Authorization Directive）8 、關於零售市場

及保障最終使用者權益的「普及服務指令」（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9及「電信

與個人資料保護指令」（Directive on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e-

Privacy Directive）10。除此之外，為了強化各國電信業競爭，執委會另發布的「市

                                                      
4 Recital (5) of the Framework Directive, see infra note 6.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means all 

transmiss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should be covered by a single regulatory framework. … 
5 Article 288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directive shall be binding, as to the result to be achieved, upon each Member State to which it is 

addressed, but shall leave to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 choice of form and methods. 
6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2002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24. 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amework Directive”) 33 (2002). 

7 Directive 2002/1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on access to, and 
interconnec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associated facilities, OJ L 108, 24. 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ccess Directive”) 7 (2002). 

8 Directive 2002/20/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on authoriz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24. 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uthorization Directive”) 21 (2002). 

9 Directive 2002/2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March 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24. 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 51 (2002). 

10 Directive 2002/5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July 2002 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OJ L 
201, 31. 7. 37 (2002). Directive as amended by Directive 2006/24/EC, OJ L 195, 13. 4., 5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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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指令」（Directive on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11，再加上 2000 年即已經通過的「用戶迴路開放接取規則」（Regulation 

on 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12，都是歐盟電信業適用的規範，共同構成

歐盟現行電信規範體系的內容，各會員國應在 2003 年 7 月 24 日前正式施行13。 

整部歐盟電信規範架構的目的，在因應電信產業複雜而動態的市場，將競爭法

原則融入整體電信規範，跳脫各別會員國地理及社會規範的層次，轉而以歐盟整體

內部市場的宏觀角度，追求歐盟全境有效競爭的經濟面向14，且同時鼓勵繼續對電

信基礎建設作有效投資並促進技術創新。換言之，「2002 電信規範架構」彰顯的產

業政策思想，是在追求短期競爭與藉由投資與創新以確保長期競爭之間，力求其平

衡15，並在此原則之下，規劃層次分明的電信規範體系。 

歐盟電規範架構融入競爭法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即(一)顯著市場力量與

主導地位的認定；(二)接取與互連義務；(三)適於「事前」管制市場的選擇。本文以

下即分段詳予說明，但由於電信相關市場界定議題為本文探討的核心，故(三)適於

「事前」管制市場的選擇問題，則接續以專節論述之。 

                                                      
11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2/77/EC of 16 September 2002 on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249, 17. 9., 21-26 (2002).  
12 Regulation (EC) No 2887/200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0 on unbundled access to the local loop, OJ L 336, 30.12., 4-8 (2000). 
13 雖然「2002 電信規範架構」內括的各項指令對各會員國有拘束力，但為確保架構內規範得以

被遵守與落實，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258
條賦予歐盟執委會糾舉不遵守歐盟規範會員國的權力，執委會得對違反規範架構內指令的會員

國，啟動「違規程序」(An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有權令該違規之會員國終止違規行為，必要

時並得將案件提交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裁決。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1 年 5 月為止，執委會

因各會員國未能正確執行相關指令，已有超過 120 次啟動該程序，對象不僅包括斯洛伐克、立陶

宛、拉托維亞等後期加入的會員國，甚至糾正英、法、德等西歐先進國家的情形亦不乏其例，顯

示「2002 電信規範架構」所擎劃的歐盟全體電信法制藍圖，其實現並非一蹴可幾，仍有待會員國

相 當 期 間 的 調 整 。 詳 參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 
implementation_enforcement/infringement/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6/2.  

14 Antonio F. Bavass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 New Paradigm for European Regulation,” 
41(1)CML Review, 94 (2004). 

15 Tambiama Madiéga, “Innovation and Market Definition under the EU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9 (1) World Competition, 5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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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與主導地
位（A Dominant Position）的認定 

1. 「2002電信規範架構」的規劃 

以競爭法的原則與方法（Methodologies and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Law），認

定市場上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並且加以管制，是「2002 電信規範架構」規

範的基礎；進一步言之，就是針對欠缺有效競爭且競爭法規範功能不彰的電信市

場，先確認在該市場上是否有享有主導地位（A Dominant Position）（即具有顯著

市場力量）的事業存在，再由各會員國電信主管機關依「發照指令」（批發市場）

及「普及化服務指令」（零售層次）等相關規定，選擇適當的措施及方式，對該事

業課以「事前」義務，達成管制的目的。一旦市場競爭狀況已改善，該特定事業不

再享有顯著市場力量時，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必須廢止課以特殊義務的相關措施。隨

著市場的發展與變化，主管機關必須對事業的市場力量定期進行檢討，使管制措施

的實施有合理的基礎16。在這樣的過程中，歐盟執委會立於關鍵的監督控制角色，

它不僅應對各會員國就如何界定電信相關市場提出建議（詳參後述三、適於「事

前」管制市場的選擇及其標準），還必須定期修正與更新其所提相關市場建議；執

委會並應依「架構指令」的要求，對會員國主管機關所作對相關市場界定及顯著市

場力量的認定，加以審查17，執委會審查後倘認為會員國的決定不當，還可以加以

「否決」（Veto）18，甚至有權對該會員國提起違反歐盟條約義務的訴訟，顯示在

法制設計上，為監督歐盟電信規範在各會員國境內的落實，執委會被賦予極大的權

                                                      
16 Alexandre de Streel, “The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Principles in the New Europea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 26(3) World Competition, 492-493 (2003). 
17 Article 7 of the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6; .also se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n 

notifications, time limits and consultations provided in Article 7 of Directive of 2002/21/EC, C (2008) 
5925, Brussels, 15. 10. (2008).  

18 所謂「否決」程序，即執委會有權依「架構指令」第 7 條之規定，要求會員國撤回其原先作

成之相關認定，但執委會應附具理由並建議會員國應如何修改；「否決」程序的決定係由執委會

之「資訊社會與媒體總署」（DG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與「競爭總署」(DG Competition)
兩 單 位 共 同 負 責 ， 俾 使 競 爭 法 原 則 的 適 用 得 趨 於 一 致 而 避 免 岐 異 。 參 見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telecommunications/legislatio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d: 2010/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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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在現行電信規範架構下，要認定某一事業在電信市場上擁有顯著市場力量，實

與認定該事業（無論是單獨或與他事業共同）是否具有主導地位無異。依歐盟競爭

法司法實務的見解，所謂具有主導地位的事業，指「事業的經濟力量足使該事業在

不考慮競爭者、客戶及消費者的情況下，獨自採取行動並達到可感受的程度，致有

害相關市場的有效競爭」19。這原是歐洲法院在與獨占事業有關的判決中表示的見

解，現為「架構指令」第 14（2）條所援引。倘沒有任何事業在相關電信市場上被

認為享有如此的經濟實力，即無具有主導地位的事業，那麼該市場就應被視為是有

效競爭的市場；反而言之，相關電信市場上如有一家或一家以上事業享有主導地

位，該電信市場即屬競爭強度不足而欠缺有效競爭。 

2. 「市場分析指導原則」的內涵 

雖然借用與獨占事業相關的主導地位觀念來討論電信市場上具顯著市場力量的

事業，但獨占案件的處理是對過去已發生事實的判斷，顯著市場力量的認定進而對

事業課以「事前」義務，卻是「前瞻性」的預測，尤其是具有創新與匯流特性的電

信市場，預見未來市場可能的變化，進而決定採取「事前」管制措施，這對電信主

管機關而言，絕對是耗時而具高挑戰性的任務，因此「架構指令」第 15（2）條責

成執委會，負起提供評估事業是否具顯著市場力量分析指標的責任，供各會員國電

信主管機關參考。為此，執委會於 2002 年發布一項名為「市場分析暨顯著市場力

量評估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本文以下稱稱「市場分析指導原則」）的文件20，揭示評估事業

市場力量的指標。 

依「市場分析指導原則」，評估事業經濟力量的初步指標為市場占有率。低占

                                                      
19 “… a position of economic strength enjoyed by an undertaking which enables it to hinder the 

maintenance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on the relevant market by allowing it to behave to an appreciable 
extent independently of its competitors, customers and ultimately consumers,” Case 322/81 Michelin v. 
Commission, [1983] ECR 3461, 3503; Case C27/76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277, 
para.65. 

20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C165,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6-3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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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的事業，特別是低於 25%的事業，可以確定不具有市場主導力量；但一事業如

享有高於 50%的市場占有率，除了極端例外的情況，否則事業的主導地位實已足堪

認定；不過無論市場占有率的高底，如果隨時間經過而呈現的波動現象，都應是討

論市場競爭狀況必須注意觀察的指標21。執委會並認為，由於電信服務種類的差

異，電信市場占有率的計算，應以營業額（Value）而非交易量或連線或終點的數量

作為衡量基礎22。執委會強調，主導地位的確立不能只依賴占有率這項單一指標，

主管機關必須徹底而全面地分析相關市場經濟特性，將相關市場其他重要的經濟因

素，一併納入作整體考量，始能作成結論。這些可被例示的其他經濟因素包括事業

的整體規模（Overall Size of The Undertaking）、技術的優越或超前（Technological 

Advantage or Superiority）、是否欠缺可資抗衡的買方力量（Absence of or Low 

Countervailing Buying Power）、是否有資本市場的優先性（Easy or Privileged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s）、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versification）、規模經濟與範

疇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產業垂直整合的狀況（ Vertical 

Integration）、是否已建立高度發展的經銷網絡（A Highly Developed Distribution 

Network）、是否欠缺潛在的競爭（Absence of Potential Competition）、是否有擴張

的障礙（Barriers to Expansion）、是否控制關鍵設施（The Control of Essential 

Facilities）等等23。以上所列舉並非已窮盡所有可能的經濟因素，顯示執委會已不採

形式的占有率審查標準，而是全面審酌相關電信市場的經濟特性，這是電信規範趨

向於競爭法發展的表現，而不再只是固有的管制法而已24。 

「架構指令」第 14 （ 2 ）條更進一步引進所謂「共同主導」（ Joint 

Dominance）的概念25，由於這是經濟理論及法律實務的新觀念，其認定的困難度更

高。二家以上的獨立事業，基於市場結構的特殊性（例如寡占市場），使二者勿庸

藉由合意，而是以所謂的「默示共謀」（Tacit Collusion）進行平行行為，其對市場

                                                      
21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Ibid, para 75; also see Recital (3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OJ L 24, 29. 1., 1-22 (2004). 

22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20, paras 76-77. 
23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20, para. 78. 
24 Antonio F. Bavasso, supra note 14, 96. 
25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20, paras 8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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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有如單一的主導事業一般。在認定時除了應參考執委會「市場分析指導原

則」外，「架構指令」在其附件二（Annex Ii of The Framework Directive）亦例示多

項因素，以判斷二家沒有關聯的事業，在特定市場結構下，其行為容易產生所謂的

「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而被視為具有「共同主導」地位，舉其考量

因素例示如：市場集中程度、市場透明性、成熟市場、近似的成本結構與占有率、

報復機制的可能等。所舉者並非窮盡所有可能的指標，操作上亦非必須累積適用全

部例示的因素，以便在個案考量時保持在應有的開放性。 

「架構指令」裡所討論主導地位概念的複雜性還不僅於此，對於在特定市場擁

有「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可能將其影響力延伸至與該特定市場密切相關的其他

市場（The Market Power Held in One Market to Be Leveraged into the Other Closely 

Related Market），使該事業在該他市場亦有享有顯著市場力量，「架構指令」第 14

（3）條即規定，此時該特定事業於該他市場上，亦被視為擁有「顯著市場力量」

而具主導地位。儘管這些分析都還在市場力判斷的階段，還未進入對該他密切相關

市場是否應施以事前管制的考量，而且在認定時必須十分謹慎，但其顯示的意義在

於，電信產業經常是上、下游高度垂直整合的市場，對於在上游市場具相當力量的

事業將如何影響下游市場，致有害下游市場的競爭，主管機關應密切注意。 

(二) 接取與互連（Access and Interconnection） 

1. 「接取指令」的要點 

「接取指令」規範內涵是以「網路與服務的提供者之間的關係」（Relationships 

Between Suppliers of Networks And Services）為標的，其範圍有二，其一是以促進競

爭及增加消費者選擇與普及服務為目的，對擁有電信網路、已獲授權得提供各類公

共電信服務（Publ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的業者（Operators）間，彼此網路

如何「互連」（Interconnection）問題；其二是（事業）對其他事業提供相關設施及

服務的利用，也就是所謂「接取」關係如何安排的問題。依「接取指令」第 2 條的

定義，所謂「接取」（Access），係指為提供電信服務，在一定條件下，無論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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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或非專屬方式，對其他事業提供相關設施或服務26，故「接取」的標的，可以

是固定或非固定的網路元件或設備，例如迴路或經由迴路的必要設施與服務；也包

含建築、輸送管或天線等實體建設，或支援作業必要的軟體系統、編碼轉譯系統、

為漫遊功能所需的固定或行動網路，及數位電視系統等。 

在競爭市場情形下，事業間的接取互連關係原應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由事業間

自由商定締約的條款，然而考慮電信市場發展的現況、過去屬國營的獨占電信事業

依舊活躍於電信市場、樞紐設施的限制、行動通信所用頻譜的有限性等，都使得在

事業間接取與互連的安排，在必要時仍應採「事前」管制。「接取指令」第 3 條要

求會員國應採取一切手段，排除妨礙業者間就接取互連進行協商的任何障礙，並採

用「一次解決原則」（‘One-Stop-Shop’ Principle），即提出互連與接取要求的事業

不必事先取得會員國的營運許可，甚至該事業在該會員國境內根本未提供服務，依

然可進行接取與互連協商。該條同時要求會員國應確保事業間接取與互連條件不得

有不當差別待遇，或附加與該等接取與互連服務無關的條件或限制，體現了反獨占

規範中不得違法搭售及禁止差別待遇的精神。 

在概念上，公共電信網路業者間的「互連」可說是特定型態的「接取」（「接

取指令」第 2（b）條），網網互連及其可運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效果，是建

立泛歐盟電信內部市場的前提，因此「接取指令」規定，公共網路業者有權利也有

義務，就網路的互連進行協商（「接取指令」第 4 條）；但對於經市場分析後被認

定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公共網路業者，各國主管機關應課以適當的「事前」義務，

包括透明義務（會計資訊、網路特性、提供服務的條款與條件、價格等）（第 9

條）、非歧視義務（第 10 條）、會計分離（第 11 條）、使用特定網路設施（第 12

條）、價格控制與成本會計（第 13 條）等。  

                                                      
26 依架構指令的規定，歐盟對所謂「電信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與「電

信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採取彈性而寬鬆的定義，以利涵蓋本領域在技術面

上可預見的任何發展。這樣寬廣的定義是基於產業面技術匯流的現實，在法制面上，也開展了管

制手段與競爭法交會的基礎。所謂「電信網路」是指利用有線、微波、光或其他電磁方法傳遞信

號的傳輸系統，包括衛星網路、固定（包括網際網路 internet）及行動地域網路、以傳輸信號為目

的的電力有線系統、廣播及電視傳播系統、有線電視系統等；至於「電信服務」的定義，則是指

提供全部或主要在「電信網路」上傳遞信號的有償服務，包括電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以及廣播的網路傳輸服務。參見 Article 2(a) & 2(b) of the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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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放用戶迴路 

電信業者為提供各類電信服務，必須有連接至消費者的適當傳輸管道

（Transmission Channels），而這些直接連接至每位終端消費者所在位置的「最後一

哩」線路，稱為用戶迴路（Local Loop）。綿延而密布的用戶迴路是提供電信服務

的必要設施，但由於其佈建所耗金錢與時間等成本極高，成為傳輸管道中最不易複

製的部分，形成業者進入電信市場的重大障礙，因此開放既有用戶迴路供其他電信

服務提供者接取使用，成為電信事業間接取互連的重大議題。 

公共固定電話網路業者所擁有之用戶迴路，特別是被認定為具顯著市場力量的

業者，其用戶迴路是否開放允許其他業者接取使用，對於市場的競爭狀態影響深

遠。歐盟 2000 年「迴路開放接取規則」規定，市場主導者在透明、公平及不歧視

的條件下，應滿足其他業者合理的要求；只有在欠缺技術可行性或影響網路完整性

等方面相關客觀標準下，才能拒絕其他事業的要求，而且用戶迴路接取服務的收費

必須基於成本原則，該等規範與「接取指令」所定的原則一致。執委會視用戶迴路

接取為一特定市場，且認定該市場仍欠缺有效競爭，因此各國主管機關在必要時，

仍可對其國內的市場主導者，採取包括價格管制在內的「事前」管制措施（詳參後

文三、適於「事前」（ex-ante）管制市場的選擇及其標準）。 

儘管有上述規定的存在，對於用戶迴路市場的競爭狀況，歐盟的檢討報告顯

示，在「用戶迴路開放接取規則」生效後二年，開放用戶迴路接取原則上已是強制

義務，但在總數達 1 億 8 千 7 百萬（178 million）條用戶迴路中，只有 1 百萬（1 

Million）條已開放使用27，比例不及 1%，顯然「事前」管制的效果仍有其侷限，因

此在綜合考量創新及長期競爭的投入誘因等因素28之下，應特別配合以競爭機關對

事業限制競爭行為的「事後」執行，以提昇電信市場的競爭效能。歐盟早在 1998

年特別針對電信事業間簽訂的接取互連協議，應如何適用競爭法，發布解釋性的公

告，說明競爭法與特定產業政策配合的原則、市場界定方法、以及在電信業統一適

用競爭法的模式29等，提供各會員國參考。2003 年間執委會曾對德國電信市場主導

                                                      
27 Eighth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Package, COM(2002)695, Brussels, 3. 12., 24 (2002).  
28 Recital 19 of Access Directive, supra note 7.  
29 Noti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on access agre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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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Deutsch Telecom 以濫用市場力量為由，就該事業對新進業者接取用戶迴路的不

當定價行為，處以高額罰鍰30。 

由以上歐盟經驗可知，電信市場競爭環境的維繫，除了對特定事業作「事前」

管制之外，應同時加強競爭法在個案上的適用，也就是所謂的「事後」規範，二種

作法不能偏廢，始能達成促進電信業者競爭，有利於消費者選擇的最終目的。 

三、適於「事前」（ex ante）管制市場的選擇及其標準 

就健全電信市場競爭環境的目標而言，電信法與競爭法的關係應是彼此相輔相

成的工具。依「架構指令」前言的說明，只有在「市場欠缺有效競爭」且競爭法救

濟手段未能有效處理相關問題的特殊情況下，才有對特定事業課以「事前」義務的

必要31。在適用電信法的「事前」管制階段，主管機關應先對市場進行「前瞻性

地」（Forward-Looking, Prospectively）分析，以便瞭解市場在結構上與功能上是否

有持續欠缺競爭的特性。依「架構指令」的規劃，針對電信業特定產品與服務市場

競爭狀態的分析，是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在其各自領土範圍（地理市場）內的職責，

但「架構指令」第 15.1 條責成歐盟執委會，應本於競爭法原則，就哪些市場具有適

於「事前」管制的特性，預先作出選擇，並向會員國提出「建議」（ A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相關產品與服務市場

建議」，以下簡稱「相關市場建議」）32 33。在充分參考執委會的「相關市場建

                                                        
sector, OJ C 265, 22. 8. 98, 2-28. 

30 Press Release of 21 May 2003, IP/03/17. 
31 Recital 27 of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6.  
It is essential that ex ante regulatory obligations should only be imposed where there is not effective 

competition, i.e. in markets where there are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ith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wher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remedi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32 至於相關地理市場，由各會員國在其所轄領土內自行認定，因此它可能是各別會員國國境的

全部或部分，或與他會員國臨接的領土亦可劃入地理市場範疇。Ibid.  
33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7 December 2007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344, 28.12., 65-69 (200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此為現行適用的「相關市場建議」版本，係在 2003 年

舊版本（OJ L 114, 8. 5., 45-49 (2003)）的基礎上修正調整而成，並加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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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會員國應選擇且確定其國內相關電信市場的範圍，分析其國內市場的競爭

現況以及競爭法的執行效能，進而認定在該市場上是否有具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存

在；倘答案為肯定，主管機關並應依分析結果，對該特定事業，採取適當的「事

前」管制措施。因此對於電信顯著市場力量的控制，依歐盟電信規範架構的規劃，

是透過執委會與各會員國間層次分明的合作來達成，其情形可由下圖表示之。 

 

 

 

 

 

 

 

 

 

 

可見歐盟對於電信市場是否有施以「事前」管制的必要，基礎在於相關市場的

界定與選擇。而對於「事前」管制市場的選擇問題，執委會在「相關市場建議」裡

宣示了三個累積適用的標準（Cumulative Criteria），包括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障

礙、欠缺有效競爭的動態趨勢、以及執行競爭法的效能不足；被執委會選定而列入

「相關市場建議」附件的各個市場，即係依此標準撿擇而得。就此三項標準而言，

前二項實屬反壟斷案件的經濟分析考量因素，第三項標準則顯示電信市場競爭秩序

的維謢，仍應以競爭法的執行為原則，倘單以競爭法的執行效能不足以矯正已呈現

的市場失靈現象時，該市場始適於納入「事前」管制領域。可見競爭法原則及其作

用在電信市場的「事前」管制階段，仍屬重要的考量因素與判斷依據。 

(一) 三項累積適用的標準 

第一項標準是屬於靜態的「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障礙」（The Presence of High 

and Non-Transitory Barriers）。這類市場進入障礙可能是結構性的，例如因技術、相

關成本結構及需求水準等綜合原因，造成市場上既有事業與新進業者間呈現不對稱

執委會發布適於「事前」管制的「相關市場建議」 

會員國依「相關市場建議」選擇並界定國內相關產

品市場 

會員國認定特定事業具有顯著市場力量，並決定對

之課以「事前」義務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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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狀態，前文言及的市內用戶迴路市場即為典型適例。另外因法令或行政決定

的因素，也可能形成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障礙，例如因有限的可用頻譜及頻譜分配

結果，致市場上事業的家數受到限制。 

第二項標準則是考量市場是否有「欠缺有效競爭的動態趨勢」，也就是在進行

前瞻性相關市場分析時，應考量該電信市場的可能發展與運作趨勢，判斷在一定期

間經過後，得以克服「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障礙」的可能性。換言之，依本項標

準，對於在一定期間經過後能朝有效競爭發展的市場結構，該市場就應被排除在

「事前」管制之列。此時所考量的因素，是市場進入障礙之外的其他結構因素或市

場特性，是否足以促使市場朝有效競爭的方向發展。因此雖然因參進程度困難使得

事業的家數不多，但如果家數仍屬足夠，而各家成本結構差異化且價格需求彈性

高，加上持續的技術進步，形成創新導向的市場特性時，潛在競爭者的創新威脅，

得以跨越「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障礙」，此時便無必要對這類市場施以「事前」管

制34。 

「競爭法的有效性」是決定應否採行「事前」管制的第三項標準。倘單獨藉由

競爭法的執行，不足以有效處理上述兩要件所呈現的市場失靈問題，「事前」管制

措施的補充才屬必要。其情形例如當競爭法並非作為採取特定措施以救濟市場失靈

的適當手段時（像特定情況下的接取義務、特殊的成本會計上的要求），或當競爭

法介入處理市場失靈的要件所涉層面過於廣泛（例如為規範目的必須取得詳盡的會

計資料、成本的評估、持續掌握各種締約條款或條件的變動包括個案所涉及所需技

術的變更等），或當主管機關有必要經常性或定期的介入，或者法律安定性是重要

考量時（例如價格管制），競爭法無法發揮其功能而非適當選項，此時在該相關市

場上採用「事前」管制恰能彌補競爭法的不足。另應注意者，在發展中的新市場

（New and Emerging Markets）35，某些事業可能因「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而具有市場力量，但該市場原則上不應被選為適於實施「事前」管制的

市場，因為即便該市場領導者的市場封鎖行為應予禁止，但在不成熟的階段驟然採

                                                      
34 Alexandre de Streel, supra note 16, 495-496. 
35 整套電信規範架構並未就何謂發展中的新市場提供清楚的定義，其概念可參考荷蘭郵政電信

主管機關 OPTA 的報告： “Regulating Emerging Markets,” 5 Economic Policy Note (2005). 
http://www.opta.nl/en/news/all-publication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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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事前」管制，長遠而言可能妨礙該市場競爭條件的形成，故此時反而應由競爭

主管機關負責，採取「事後」規範模式為妥36。 

執委會認為，累積適用上述三項標準的結果，適用「事前」管制的市場數目應

屬有限，以達成電信規範架構減少對市場實施「事前」管制的目標。執委會亦主

張，在電信市場的垂直關係裡，實施「事前」管制的對象以批發市場為原則，因為

只要適用於批發層次的措施能達成促進零售市場競爭的效果，使最終消費者獲益，

就沒有在零售階段同施以「事前」管制的必要37。執委會在 2003 年舊版「相關市場

建議」裡，臚列了 18 個市場，建議各會員國評估實施「事前」管制的可能，但

2007 年修正後的「相關市場建議」38，執委會只列出 7 個適合進一步評估的市場；

換言之，執委會所建議的市場數目大幅減少，且其中只有 1 個市場為零售層次（接

取固定公共電話網路）39，其他 6 個市場均屬批發層次，包括：固定公共電話網路

發話市場、固定公共電話網路收話市場、實體的網路基礎建設接取批發市場、寬頻

服務批發市場（涵蓋在定點利用非實體或虛擬網路接取，本市場可被視為位於前一

個利用實體基礎建設接取市場的下游市場）、專線收話區段批發市場而不論其所用

技術、行動網路語音收話市場40。 

                                                      
36 Recital 27 of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6;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20, para. 

32.因此在歐盟規範架構下對於發展中的新市場，應以「事後」規範為原則，由競爭主管機關負

責，著重在防止事業將其在已受管制市場上的力量，「延伸」（Leveraging）至發展中而尚未受

事前管制的新市場。Tambiama Madiéga, supra note 15, 58. 
37 Recitals 14 & 15 of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supra note 33. 此一趨勢顯示歐盟認

為大部分電信市場的管制與市場功能維護仍應以回歸競爭法為原則。  
38 依架構指令 15.1 條的要求，執委會應定期檢討其已發布的「相關市場建議」；現行「相關市

場建議」為 2007 年修正公布。另在本文之外附有解釋備忘錄，闡釋執委會進行本次檢討的背景、

原則及方法。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Explanatory Note Accompanying document to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SEC(2007)1483/2, 
Brussels, 13.11( 2007).  

39 此一零售市場的英文描述為 “Access to the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at fixed location for 
residential and non-residential consumers”, see Annex of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supra 
note 33 . 

40 此六個批發市場的英文描述分別為：Call origination on the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 provided at 
a fixed location,; 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public telephone networks provided at a fixed location; 
Wholesale (physical)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ccess (including shared or fully unbundled access) at a fixed 
location; Wholesale broadband access; Wholesale terminating segments of leased lines, irrespective of the 
technology used to provide leased or dedicated capacity; Voice call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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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雖然已對會員國提出「相關市場建議」，但它仍強調，選擇電信市場施

以「事前」管制，仍必須以累積適用上述三項標準的結果為準，因此並不排除會員

就其國家的個別狀況，認定另有其他電信市場亦適於採取「事前」管制的可能41。 

(二) 以「用戶迴路市場」為例的分析 

對於用戶迴路市場，執委會認為其本質是電信業者為提供零售寬頻服務所必要

的實體網路基礎建設接取市場，該市場是否適於採取「事前」管制？分析的步驟，

首先有關用戶迴路市場範圍的界定，依執委會 2007 年工作報告的分析，係將實體

用戶迴路（於最終消費者所在位置建立上傳與下載雙向傳輸網路或服務）視為寬頻

接取的生產投入要素之一，因此在批發的層次上，是將用戶迴路與寬頻網際網路服

務區分為兩個不同的市場，而且兩個市場有上下游垂直關係42。用戶迴路市場的定

位及範圍確定後，接下來應進一步檢視該市場的競爭狀態，以及是否應將用戶迴路

擇定為應受「事前」管制的市場。 

執委會的分析要點如下：用戶迴路多由過去享有特權的國營事業所佈建，考量

成本、時間及在法令上是否許可等因素，重複舖設迴路的可能性甚低，顯然進入用

戶迴路市場的障礙既高又持續且非暫時現象。其次，通盤檢視市內用戶迴路市場的

狀況，雖然現階段在某些會員國市場已呈現有效競爭，但就整體歐盟而言，無論是

升級版的有線電視網路、無線迴路、數位廣播系統，甚至是電力系統等可能的替代

上網方式，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內，仍難逹到效競爭的水準，也就是這類新興迴

路，不足以在供給面上，作為既有市內用戶迴路的替代選項；顯然在市場進入之

後，用戶迴路市場的動態趨勢仍然缺乏有效競爭。第三，要處理用戶迴路市場的市

場失靈問題，執委會必須多方面介入管制並要求業者遵守，包括詳盡的會計資料、

成本的評估、各類監督控制包括所採技術標準在內的各項締約條款及條件的變動

                                                        
networks. see Annex of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 supra note 33. 

41 要滿足此三項累積適用要件在證明與分析上實屬不易，特別是對未來相當期間內市場競爭趨

勢的預測，更為困難，因此絕大多數會員國皆遵照執委會「相關市場建議」所為的市場選擇，自

2003 年執委會第一次發布「相關市場建議」以來，也只有法國電信主管機關曾作出選擇其他市場

適於作「事前」管制的決定。Tambiama Madiéga, supra note 15, 58, footnote 19. 
42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Explanatory Note, supra note 38,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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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換言之，用戶迴路的市場失靈，並非透過競爭法的執行可以有效處理或改善。

累積適用上述「相關市場建議」三項標準的結果，執委會認定用戶迴路市場具有適

於「事前」管制的性質，因此建議各會員國應就其國內用戶迴路（接取實體網路基

礎建設）批發市場加以分析評估，以判斷是否有在其國內有採取「事前」管制的必

要43。 

在我國有關用戶迴路市場的狀況則是，中華電信民營化之後，既有用戶迴路被

解釋為私人企業所有的財產，不再屬於國有，倘若中華電信可以任意決定是否允許

其他業者使用既有迴路或使用的條件，可以想像其他業者很難在零售服務市場上，

與中華電信競爭，也因此發生 3 家新進固網業者向中華電信租用用戶迴路的爭議

44。在當時交通部與電信總局的督促下，中華電信原本只開放部分語音迴路，爾後

始同意與其他固網業者就數據迴路的租用進行協商；至民國 95 年的統計，固網業

者與中華電信間就語音迴路申裝成功的總數尚不及 100 條45。 

本案的後續發展是，民國 95 年通傳會成立後，隨即於同年 12 月公告用戶迴路

為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通傳企字第 09505150780 號公告），並於翌年修正「電

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出租屬瓶頸設施的用戶迴路，其費率應

以成本計價。 

將用戶迴路宣告為瓶頸設施，雖暫時解決了中華電信與其他固網業者間的迴路

租用爭議，但這個個案處理，並未考量電信匯流發展的總體趨勢，也完全不觸及電

信市場界定及所謂市場主導者的認定問題，難以為日後的其他電信爭議，由電信市

場發展的宏觀前瞻角度，樹立一套處理有效的爭議處理模式。其理由如下： 

第一，瓶頸設施的認定標準有其不確定性，用戶迴路在通信網路元件中是否夠

「瓶頸」，取決於匯流發展下其他技術的替代可能性；當中華電信的實體纜線迴路

能被其他迴路有效取代46，用戶迴路被宣告為瓶頸設施的基礎便消失了，屆時通傳

                                                      
43 Ibid.  
44 有關中華電信與民營固網業者間開放用戶迴路爭議相關法律面的探討，可參見石世豪，「我

國固定通信網路開放用戶迴路的法律分析」，收錄於氏著專論：向競爭轉的通訊傳播匯流法制，

元照出版，初版，171-198 (2009)。 
45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5 年 7 月 26 日公告「市內用戶迴路為通信網路瓶頸設施」方案公

開意見徵詢，2-3。 
46 有關用戶迴路與利用其他技術所形成的迴路之間，具有相互替代的競爭關係，而屬同一市

場，令用戶迴路不再具有瓶頸設施性質;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5 年 8 月 17 日公告「市內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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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否有再廢止該公告的必要？ 

第二，依「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只有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始有將包括市內用戶迴路在內的網路元件細分化的義務，並依同辦法

第 18 條，就租用資費與其他業者成立契約關係。中華電信被視為市場主導者的理

由，無非基於它在電信「業務」市場的高占有率，但如前所述，所謂業務市場並不

等同於反托拉斯市場；我國將市內用戶迴路認定為瓶頸設施，其所追求者，無非是

反壟斷、增加其他業者進入市場促進競爭、提供多元服務有利消費者等競爭法目

的；故即使中華電信應被認定為市場主導者，進而以產業法「事前」管制的角度，

對之課以不對稱義務，仍應以檢視特定事業在反托拉斯市場上是否有主導地位為前

提。本案未以競爭法的觀點，討論用戶迴路的市場的範圍及其競爭狀態，即對特定

業者課以強制供給義務並為價格管制，欠缺充實的法理基礎。 

第三，本案核心爭議在租用迴路的資費，在未達到充分競爭水準的用戶迴路市

場，對市場主導者出租用戶迴路的價格加以管制，允為適當的「事前」管制措施，

而我國電信法第 26 條、第 26 條之 1，事實上都可作為電信主管機關對特定電信業

者進行價格管制的依據；檢視歐美各國對出租用戶迴路的訂價，無論採何種模式，

其租費大底皆須事先經監理單位核可47；換言之，各國都對出租用戶迴路採取了價

格管制手段，卻不以宣告用戶迴路為瓶頸設施為前提。顯然開放迴路共享的目的，

未必以將用戶迴路視為瓶頸設施才能達成48。 

歐盟電信規範架構裡並不採瓶頸設施的概念，而是將電子通訊基礎層級的用戶

迴路，視為與其他應用服務不同的市場，透過是否有高而持續的市場進入障礙、預

                                                        
迴路為通信網路瓶頸設施」方案公開意見徵詢各界意見彙整，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

心）助理研究員李淳個人意見書，3-5 (2006)。 
47 同前引註 45。 
4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除了將用戶迴路宣告為瓶頸設施之外，進一步增訂「電信事業網路互連

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出租市內用戶迴路之費率應以歷史成本法計價，參考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的增訂理由，指係參考香港 1995 年的作法。然而該會在公告「市內用戶迴路為通信網路

瓶頸設施」方案公開意見徵詢的文件裡，也提到香港主管機關考慮自建網路普及，同時為鼓勵投

資新興替代迴路的目標下，該香港模式已逐步取消，並在 2008 年完全停止，回歸市場機制協商訂

價的商業機制（參前引註 45，4），然而何以又指稱係參照此模式，以修正「電信事業網路互連

管理辦法」，令人費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要求中華電信以合理價格提供用戶迴路給其他固

網業者之外，應同時有適當規範或規劃，促使該其他業者自建網路或投資新興迴路，俾利我國資

訊社會數位環境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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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來尚難達成有效競爭、競爭法是否能有效處理市場失靈問題等累積適用的三大

標準，而認定用戶迴路市場適合於實施「事前」管制，其相關說明已如前段所述。

歐盟對出租用戶迴路費率的管制方式，與我國因特定個案而宣告瓶頸設施的作法，

也許就實質結果而言並無差異，但歐盟對用戶迴路市場的管理，分析說理充分，步

驟層次分明，重要的是，這是匯流環境下電信主管機關管制決策共通的論述邏輯，

而非針對個案需求，此為兩方面對同一議題所採戰略之不同，值得我國主管機關參

考借鏡。 

由歐盟經驗顯示，即使將用戶迴路認定為適合採「事前」管制的市場，祭出網

路元件細分化、出租費率以成本計價等強制規定，在歐盟境內迴路接取的比例依然

偏低，其情形與我國用戶迴路市場現況如出一轍；顯示就算我國將用戶迴路視為瓶

頸設施、強制以歷史成本法計價，可能未必就此大幅改善用戶迴路市場的競爭狀

態。歐盟的作法是，進一步加強對電信市場的「事後」規範，就市場主導者與其他

電信業者間所簽的租用契約內容，審查其是否有包藏濫用市場力量、限制競爭條

款，以致於對市場競爭造成負面效果，也就是由競爭機關發揮其維護市場機制功

能，在行為面強化對特定事業的管制，其情形請參見前文第 8 頁的說明。對照我國

的現況，在立法政策上，電信法納入相關競爭規範是否有通盤檢討修正的必要，就

法律執行面上，通傳會與公平會的協調合作與職權如何劃分，電信市場如何適用競

爭法避免歧異，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用戶迴路市場已然提供兩會具體實作的

開端。 

四、技術創新與電信市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 

無論是執委會的「相關市場建議」或會員國的市場分析，其根本前提就相關市

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此由上述有關用戶迴路市場的探討得略窺一二。「架

構指令」第 15 條規定，無論是執委會或各會員國，均應按競爭法原則界定相關市

場，故原本屬一般競爭法的概念，在電信業的特定產業法領域裡也有廣大的應用空

間。歐盟競爭法界定相關市場的原則，源自於執委會的執法實務與歐洲法院的判決

先例，並早在 1997 年即由執委會將其要點公告週知（本文以下稱「相關市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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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49。依「相關市場界定公告」的說明，事業的競爭（無論就產品範圍或地

理區域而言）50，通常受到三項「競爭的拘束」（Competitive Constraints），藉此相

關市場的邊界可被描繪出來，此三項「競爭的拘束」即為「需求替代性」（Demand 

Substitutability）、「供給替代性」（Supply Substitutability）、「潛在性競爭」

（Potential Competition）。然而電信產業具有技術創新與快速發展的特性，處理電

信業的市場界定可說是以「時間」為係數的函數關係；因為時間經過（且通常為時

甚短）而出現的新技術，使市場範圍與競爭呈動態變化，使所謂「市場主導力量」

的認定在高科技產業更形複雜而不確定，此刻被認定為具主導力量的事業，可能因

快速的技術創新導致市場界線位移，不久該事業的市場力便不特別顯著，因此在市

場界定的過程中，必須以前瞻的觀點，充分考量創新對電信市場界線的影響，以避

免錯誤的電信市場分析，故將競爭法的市場界定應用於電信業時，創新這項因素將

如何影響上述三項「競爭的拘束」的作用，導致不同的市場界定結果，值得研究。 

(一) 創新與「需求替代性」 

「需求替代性」是指由消費者觀點看待一系列有替代性的產品，尤其觀察消費

者對相關產品價格的反應；當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微幅但顯著的非暫

時性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顧客是

否會轉而購買其他產品或服務，倘結論為肯定時，此二項產品或服務對消費者而言

即屬彼此有可替代性，可被劃歸同一相關（產品）市場，此即所謂「假設性獨占檢

測」（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方式51。就電信市場而言，由消費者需求面的

觀點，因技術創新而快速推陳的產品或服務，與既有產品或服務之間的差異是否夠

明顯，以致於應劃歸不同的市場並可受「事前」規範，對此歐盟的選擇是十分謹慎

的，尤其對持續發展但未臻成熟的市場，應特別避免不當採取「事前」管制，以免

                                                      
49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otice on market definition”), OJ C 372, 9. 12., 5-13 (1997).  
50 本文的討論以電信相關產品與服務市場為核心，相關地理市場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51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四、(一)2 有關市場界定方法的說

明；由消費者的觀點，產品間是否有可替代性，除了價格這項重要因素之外，其他考量還包括產

品特性或用途等，Notice on market definition, supra note 49, par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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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市場未來的發展52。因此發展中的市場不在電信主管機關「事前」管制的選擇

之列，而是採競爭法的「事後」規範為主，將之劃歸競爭機關的權責，管理的重點

是針對已在特定市場具相當市場力的事業，防止其將影響力「滲透」

（Leveraging）到相鄰的發展中市場53。 

「需求替代性」是市場界定過程中影響產品或服務供給廠商競爭行為最主要且

最直接的因素；面對具有快速創新特性的電信市場，如何測度消費者對於發展中產

品（或服務）反應或替代的程度，其要點在於新舊產品（或服務）間「需求的交叉

彈性」（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54的認定，也就是正確決定發展中產品（或服

務）對市場範圍的影響。對於電信產業，執委會強調應本於前瞻性地考量，評估產

品未來發展與消費者傾向對市場範圍可能帶來的影響，執委會過去在處理結合案件

時即持此觀點55；故以需求替代性來劃定電信業的競爭市場，執委會重申應重視

「新興服務」（Emerging Services）對「競爭的拘束」，因此除了「假設性獨占檢

測」的原則性作法之外，還應特別注意需求面的未來性。以行動通信的語音及簡訊

服務為例，執委會就曾向英國電信主管機關（OFTEL）表示，從需求替代性的角

度，無論是現在或將來，這兩種服務在 2G 或 3G 上的本質實無從區分，因此 2G 與

3G 的語音及簡訊服務應被視為同一產品市場56。如此動態的分析可以正確評估創新

                                                      
52 對於發展中的新興市場有時市場力量的存在係出於所謂「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s），不當的「事前」管制可能對市場競爭條件造成扭曲，不利市場的期發展。 
53 Tambiama Madiéga, supra note 15, 58. 
54 Tambiama Madiéga, supra note 15, 59. 
所謂「需求交叉彈性」係指某一項產品的價格變動引起他項產品需求量變動的關係，其數值可

以用來衡量由消費者的觀點兩項產品間可替代性的大小，並認定兩項產品間是否視為同類商品或

有差異的產品。「需求交叉彈性」數值愈高，顯示二項商品間的替代關係愈高，亦即兩商品屬於

同一市場或同一產業，其生產廠商處於同一產業，彼此間有競爭關係。參見陳正倉、林惠玲、陳

忠榮、莊春發著，產業經濟學，雙葉書廊，1 版，48 (2003)。 
55 Non-opposition to a notified concentration, Case COMP/M.1795-Vodafone Airtouch/Mannesmann, 

OJ C141/07, 19.5., 19 (2000); available at CELEX database. 
56 European Commission, SG(2003)D/231466, Brussels, 29 August (2003). 本案程序發動的原因係

Oftel 依架構栺令第 7(3)條的要求，依當時的「相關市場建議」，就英國境內行動通信批發市場及

語音／簡訊發話市場，認定是否有任何事業具有顯著市場力量，在 Oftel 認定生效前向執委會提

出通知，執委會有權在一個月之內表示意見。執委會指出，雖然 3G 能發展出更多服務以致於在

某些服務方面與 2G 沒有替代性，然而就語音通訊及簡訊而言，2G 與 3G 應屬同一市場。另參見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Paper, Vol. 1, Annex to the 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and Markets 2004 (10th Report), SEC(2004)1535, 2.12, 72 (2004). Commission services recall that the 
termination voice calls on 3G networks is not such as to be considered as a novel service or newly 
emerging market, but rather a product that in principle should be part of market for voice call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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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場界線的影響，避免市場界定的錯誤。 

(二) 創新與「供給替代性」 

「供給替代性」的概念是指當市場上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微幅但持續的提高時，

廠商在不增加相當成本的情形下，得轉而生產與提供該相關產品的能力57。一般而

言，「供給替代性」對市場界定的影響不像「需求替代性」那般直接，且通常還必

須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產生替代作用時間的長短）58，但電信市場在技術創新的趨

動下，生產者迅速轉換生產項目，短期內投入相關市場的能力提高，使「供給替代

性」這項因素應用對市場界定的作用提昇而更具意義。 

由供給面討論電信市場範圍，主管機關必須遵守「技術中立原則」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Principle），也就是不應偏好或歧視某種特定技術或平台

的使用，必須只考慮利用該技術或平台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其本質或特性是否相同

59；特別在電信、傳播與網際網路匯流的環境下，以供給面的觀點討論相關產品市

場範圍，必須秉持「技術中立原則」，執委會在有關電信規範的報告裡反覆申這項

原則60。因此透過既有的技術界面或平台所提供的服務，與利用新興技術、網路或

基礎建設所提供之服務，無論就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觀點，如果在本質上屬相同或有

替代性，這些藉由不同界面或網路所提供的服務彼此間即有競爭關係，應被劃歸同

一相關市場61。在操作上仍是依「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調漲」模式，徹底分析不

同技術或平台所供給的服務之間的替代性，進而劃定市場範圍，至於供給替代的程

度可由供給的交叉彈性（Cross-Elasticity of Supply）62來表示。 

                                                        
on individual mobile networks.  

57 Notice on market definition, supra note 49, para. 20. 另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

事業之規範說明」四、(一)2。 
58 Notice on market definition, supra note 49, para. 14.  
59 Recital 18 of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6. 
60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COM(2004) 447 final;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Connecting Europe at High Speed: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ector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M(2004) 61 final.  

61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20, para. 68.  
62 通常稱「供給的交叉彈性」是用來衡量廠商移轉生產資源的能力，如果該彈性數值高，表示

若價格上升時，容易引起其他廠商加入生產該項商品，使該產業的廠商數目增加。陳正倉、林惠

玲、陳忠榮、莊春發著，產業經濟學，前引註 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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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接取批發市場（Wholesale Broadband Access Market）界定，就是有關創新

技術如何由供給面影響市場界定的典型案例。執委會在 2003 年的市場檢討報告裡

認為，現階段升級版的有線電視（Cable）系統在歐盟尚不普及，雖然其情況在某些

地區有所改善，但就寬頻服務的提供而言，還不足以與傳統公共交換式電信網路

（Traditionally Public Switche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PSTN）競爭，亦即有線

電視系統的競爭，尚難對寬頻接取批發市場的範圍產生影響，因此不宜將寬頻接取

的批發市場範圍擴大63。然而由於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主管機關必須基於前瞻性

觀點，考量在技術上或實務與經濟可行性方面，是否已有其他方式可以提供相同的

批發寬頻接取。以目前狀況而言，除了有線電視系統普及率的提高及功能的改善

外，還有光纖網路及無線或行動寬頻的出現，都能提供相同的寬頻接取服務，可在

供給面上作為傳統公共迴路的替代。也許目前這些新技術及新網路對既有市場競爭

的影響尚小，供給的交叉彈性仍低，但能充分凸顯因技術匯流的結果，導致各類通

訊基礎建設的區隔漸趨模糊的現象，無疑加重了電信主管機關在市場界定及市場分

析的複雜性。 

(三) 創新與「潛在性競爭」 

依歐盟競爭法的觀點，市場上既存廠商的競爭，除受到前述需求面與供給面替

代性的限制外，還會受到尚未進入市場的競爭者的影響，即所謂潛在性競爭。但潛

在性競爭是否構成威脅並足以影響市場劃定的結果，取決於與市場進入有關的相關

條件（Condition of Entry）的作用，也就是必須考量個案的市場進入因素與環境，

因此在處理競爭法的案件時，通常不會在市場界定階段就考慮潛在性競爭問題。以

飲料這類消費性產品為例，如果廠商必須明顯調整其生產線並增加生產投入，且通

常需配合廣告、產品測試及行銷行為而導致進入市場的時間延遲，因此無法在短期

內形成供給替代，此時供給替代性與潛在性競爭這兩項因素就市場界定而言實不具

關聯性；換言之，如短期內沒有立即的供給替代效果，則供給替代性與潛在性競爭

                                                      
63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Explanatory Memorandum, 24. http://ec.europa.en/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info_centre/ 
recomm_guidelines/relevant_markets/en1_2003_497.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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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適合在市場界定階段討論，而應在次一階段即對相關市場進行競爭評估時加以

分析64。 

基於這樣的觀點，歐盟競爭法在理論上是將潛在性競爭區分為兩類，即所謂短

期潛在性競爭與中長期潛在性競爭。短期的潛在性競爭能立即對現有競爭者在供給

面上形成壓力，本質上應屬於市場界定階段的供給替代性問題；倘若廠商只有在中

長期後始能進入市場，顯示潛在廠商對市場上既有廠商的競爭壓力仍屬遙遠而不確

定，故其對既有廠商競爭行為及市場競爭狀態的影響，應留待有關廠商市場力分析

的階段始予評估。因此廠商究竟能在短期或在中長期後始進入市場，理論上會影響

市場界定的結果，問題是所謂短期與中長期進入的概念在實務上是難以精確劃分

的，尤其是電信業的技術匯流與快速創新特性，使產品與服務的替代性提高，新的

競爭者可能在任何期間入場競爭，因此在考量供給替代性的作用時，執委會要求電

信主管機關「應考量某些廠現在尚未在市場上活動，但在「相當期間內」（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Frame）決定進入市場的可能性」65；換言之，在現行歐盟電信規

範架構下，潛在性競爭在電信市場界定的階段，又是應予考量的事項了。由此顯示

電信技術發展相當程度影響市場分析的方法，使電信市場的界定更趨複雜。雖然供

給替代性屬於短期因素的考量，潛在性競爭屬於中長期因素的分析，至於何謂短期

與中長期間的區別，無論在競爭法或是電信法領域都難有明確定義66，此所以執委

會不得不採用「相當期間內」這類模糊用語的原因，並認為應依不同電信市場的特

性，逐案分別判斷為妥67。 

五、網路電話（VoIP）與市場界定 

在不斷發展的數位環境下，凸顯了技術創新對電信市場界定的影響，本節將以

所謂的「網路電話」（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這項新穎電信服務為例，

說明由於創新與匯流如何在需求面、供給面及潛在性競爭等方面，響影市場界定的

                                                      
64 Notice on market definition, supra note 49, paras. 14, 23 and 24. 
65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supra note 20, para. 52. 
66 Ibid, at footnote 24.  
67 Ibid, at footnote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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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網際網路（Internet）是人們在資訊社會中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資訊的型態可

以是語音、文字、影片或多媒體（Voice, Data, Video or Multimedia Services）等，透

過通訊協定網路（Internet Protocol Network, IP Network）的「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ed）模式，將資訊匯集到「骨幹」（Backbone）傳輸，可以實現語音通話、

資料取得或下載影片等功能。這樣的技術發展，使電子通訊市場與資訊社會服務連

結，將原本藉由不同網路的服務，由同一網路來完成，也就是將「電信、資訊、視

聽」（Tele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Society, Audiovisual）等不同的服務網，匯流

而統合在單一網絡內。當透過寬頻網際網路以封包的型式，在 IP 網路上即時傳遞原

為類比的聲音訊號，達到語音通話的目的，就是所謂的「網路電話」68（或稱為

Voice over Broadband, VoB），還曾被諭為網路世界的「殺手級應用」69。由於網路

封包交換技術的發展深深地影響電子通訊（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產業的未

來，各國政府無不在政策上積極擎劃，促進以網際網路電話為基礎的各類數位服務

的投資與創新70。 

「 網 路 電 話 」 被 視 為 傳 統 公 用 交 換 式 電 信 網 路 （ Public Switche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PSTN）的潛在替代服務，會對固定通訊的相關市場界

定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2005 年間，法國「電信管制機關」（Auh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Tétécommunications, ART；現已改名為「電子通訊與郵政管制機

關」， Auh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des Postes

（ARCEP））依據「架構指令」第 16.1 條的要求，就其對法國電信市場界定及其

分析的結果，會請該國「競爭機關」（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表示意見71。

                                                      
68 有關網路電話的定義，請參見江仲偉，建構網路電話服務之關鍵成功因素，國立中央大學資

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5 (2005)。 
69 有關網路電話的優點，可參見張祐華，台灣網路電話製造業經營策略之研究－以友訊及東訊

為例，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9 (1998)。 
70 以歐盟為例，為達成「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2000 年 3 月間歐洲理事會為迎接

21 世紀而通過的策略方案）所設定的成長繁榮目標，主管資訊社會與媒體的執委會委員 Viviane 
Reding 特別強調發展資訊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與強化

其競爭力的重要性，其中一項就是加速 VoIP 的提昇與應用。Speech by Viviane Reding, i2010: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New Programme to Boost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CT Sector, 31 January 2005, 
SPEECH/05/61.  

71 「架構指令」第 16.1 條有關「市場分析程序」（Market Analysis Procedure）規定，歐盟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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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制機關」在報告裡針對 6 個零售市場及 3 個批發市場加以分析，法國「競

爭機關」對報告內容的絕大部分，包括市場的劃定及認定「法國電信」（France 

Télécom）在各該市場上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等結論，並無異議，但唯獨對零售市場

的劃定有所保留。「競爭機關」特別提醒「電信管制機關」的是，應就服務供給面

（即業者欲提供的服務種類）而言，以市場競爭及管制必要性的觀點，分析大量藉

由 ADSL 或寬頻網路提供的網路電話服務，究竟對市場造成何等的影響72。「電信

管制機關」認為，這類服務與一般的固定電話尚無競爭關係，因為「網路電話」只

是業者提供 ADSL 上網時附加的服務，與零售寬頻接取不能分割73，或只是業者所

提供「多重服務」（Multiple Play）中的一項而已。但「競爭機關」可不這麼認

為，它認為無論就消費者的需求面，或電信業者供給面而言，「網路電話」即將有

效地替代傳統固定電話，因此「網路電話」服務不應被排除於固定電話的零售市場

分析之外。法國「競爭機關」的分析重點如下：就消費者需求替代性而言，「網路

電話」的功能與品質，與傳統的固定電話近乎沒有差異；就供給替代性而言，既然

寬頻接取被宣稱可視為傳統固定電話服務的附加服務，如果消費者承租線路以申辦

普通電話所實現的一般語音通訊，實質上等同於單獨申購 ADSL 上網（即只接取

ADSL 但不申辦電話）而合併「網路電話」服務，兩者可互為替代；而業者也有能

力在短期內由傳統固定電話的服務，轉換為「網路電話」服務的供給。依目前的 IP

技術配合 ADSL 普及率提昇所創造的經濟規模，助長「網路電話」服務的發展，其

替代傳統固定電話的可能趨勢，實不可小覻。此外，傳統固定通訊在終端設備之

外，還必須另備數據機才能連接網際網路，「網路電話」則無此等需求，成本的減

                                                        
國電信主管機關應依執委會的「相關市場建議」進行市場分析，並應確保在適當情況下，該等市

場分析是與競爭主管機關合作完成。 
Article 16 of Framework Directive, supra note 6. 
1.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 or any updating thereof,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all carry out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markets, taking the utmost account of the 
guidelines.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is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where appropria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72 See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ress Release, 17 February (2005). 
73 See ART, Marchés de la téléphonie fixe, Document transmis au Conseil de la Concurrence sur 

l’analyse des marchés de la téléphonie fixe: délimitatioin des marches pertinents et identification des 
opérateurs puissants, , 13. Décembre (2004) 轉引自 Tambiama Madiéga, supra note 15, 67, footnote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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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助於吸引固定電話用戶轉向，成為「網路電話」的使用者74。 

基於以上理由，法國「競爭機關」特別向「電信管制機關」強調，「網路電

話」實際上已與傳統固定電話競爭，因此當「電信管制機關」認為有必要繼續對固

定電話零售市場施以「事前」管制時，必須同時分析寬頻接取零售市場與固定電話

零售市場的關係。對於寬頻接取零售市場，基於鼓勵基礎建設投資及促進技術創新

與發展等考量，「電信管制機關」與「競爭機關」都認為尚無施以「事前」管制的

必要，但對於固定電話零售市場仍施以「事前」管制。結果兩個趨於匯流的市場，

可能因電信主管機關所採市場界定的角度，而被分別採取不同的管制策略；兩種原

可相互替代的服務，在法律上卻受到差別對待而欠缺正當旳理由，在此情況下如對

特定事業課以「事前」義務，反而可能成為扭曲競爭的工具75。因此如按法國「電

信管制機關」最初的市場界定結果，在法國固定電話市場已被認定具有顯著市場力

量的業者「法國電信」，雖就固定電話業務的競爭，被課以相當的「事前」義務，

但由於寬頻接取零售市場並未受到高度管制，一旦確定將「網路電話」服務納入寬

頻接取零售市場的範疇，「法國電信」極可能對其在固定電話市場占絕高比例的既

有消費者群，祭出低價策略，搶占透過寬頻接取的「網路電話」服務市場，以取得

在該市場的市場地位，也就是以所謂「綁約」（Bundling Strategy）方式，將該事業

在固定電話市場的市場力量，滲入 IP 技術環境下的「網路電話」市場（Market 

Power Leveraging），不僅可排除其他業者的競爭壓力，又可不受法令高度管制的約

束，形成主管機關管制的漏洞與空窗。基於上述考量，法國「競爭機關」特別建議

「電信管制機關」在相關市場界定的階段，就應思考「網路電話」的替代性問題，

以及評估它對市場競爭帶來的影響，以便在必要時，也對「網路電話」服務市場的

市場主導者，採取適當的「事前」管制義務76，始為正辦。 

本案凸顯的重要意涵有二；第一，在封包交換的網際網路環境下，應用新興技

術而提供新穎的服務，可與既有服務競爭，進而影響市場界線的移動，使電信主管

機關不得不重新界定市場，重新評估相互競爭的事業其真實的市場力量為何，並審

思考管制工具的選擇，使其更符合市場現況與未來的發展，對電信主管機關管理思

                                                      
74 See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ress Release, 17 February (2005). 
75 Ibid.  
76 Tambiama Madiéga, supra note 1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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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與策略的重新建構，形成重大挑戰。以歐盟為例，在 1998 年與 2000 年發表的研

究意見裡，執委會仍認為網路電話尚不構成當時法令所定義的語音服務77，但在

2002 年公布的「架構指令」裡，基於主管機關應平等對待利用不同技術的各種傳輸

平台，也就是技術中立原則，「架構指令」第 2（a）條已明文將利用封包交換技術

的網際網路置於固定網路（Fixed Terrestrial Networks）概念下，同被納入「電子通

訊網絡」（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語詞的定義中，而受垷今歐盟電信

規範架構的規範。 

本案彰顯的第二層義涵是，雖然電信市場界定仍由電信主管機關負責，但競爭

機關的協同合作卻不可忽視。由「架構指令」第 16.1 條明令要求就相關電信市場的

分析，電信主管機關「應」（Shall）與競爭機關合作，可見競爭機關活動的場域，

不再只限於既成的市場，還包括在技術發展過程中，協助電信主管機關共同型塑電

信市場未來的面貌與發展方向，落實當今歐盟規範架構的特色之一，就是將競爭法

的原理原則導入電信業的管制，競爭法與競爭機關不僅在電信業管制策略形成的階

段（市場界定）就已介入，對於不再適合作「事前」管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更是以

競爭法作為維繫電信市場競爭的工具，故無論在「事前」或「事後」的不同階段，

競爭機關都應在電信市場深入參與，發揮其建全市場機制的作用。 

六、結論 

正確的市場界定是討論電信產業管理及法制規劃的根本前提，而電信產業技術

創新與匯流的特性，加重了電信市場界定的困難度與複雜性。當電信市場由管制走

向自由化之後，競爭法與競爭機關應在電信市場發揮其功能，在適當管制、促進競

爭的原則下，發展出符合電信市場特性的法令規範，而這樣的規範目的與機關功

能，不論在電信市場「事前」或「事後」規範領域裡，應無二致。 

我國電信法與公平法間的關係，或者電信產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77 Notice by the Commiss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Voice on the Internet under Community Law, 

and in Particular Under Directive 90/388/EEC, OJ C 6, 10. 1., 4 (1998);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Status of Voice on the Internet under Community Law, and in Particular Under Directive 
90/388/EEC, OJ C 396, 22. 1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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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通傳會」）公平會」間的作用，僅以一只公平會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

明，作成產業管制法與一般競爭法、「事前」與「事後」的粗略劃分，而這也是通

傳會與公平會兩會唯一論及電信市場界定的文件，令外界難以精確掌握主管機關界

定電信市場的方法。在該電信事業規範說明裡，公平會亦承認，該文件裡所稱的

「市場」是指「反托拉斯市場」，與電信法所稱的「業務市場」不同；或者在學者

的研究裡，也不得不提醒讀者，「在產業管制法下的個別業務並不必然等於競爭法

概念下的不具可替代性的服務種類，因此…從競爭法角度與產業管制角度思考將會

有不同的答案」78，然而同為電信市場的主管機關，何以就同一業務或服務，卻可

以賦予不同的性質並決定採取不同的規範策略？不僅受規範的電信業者難以信服，

主管機關間的決策與決定，也容易有相互扞格之處，問題的癥結與根源，就在如何

不分產業法與競爭法，或「事前」與「事後」階段，正確而統一地界定電信市場，

加以蓬勃的匯流發展因素，益發突顯電信市場界定這個根本問題之於電信市場管理

的重要性。 

歐盟「2002 電信規範架構」在內涵上導入競爭法原則以界定電信市場，使市場

範圍的劃定，能反映創新與匯流的產業特性，以利正確地選擇適於對之採取「事

前」規範的市場；除了少數幾個被選定應採「事前」規範的市場外，其他電信市場

一律回歸自由競爭原則，依競爭法進行「事後」規範，達到落實電信自由化政策的

目的。顯然競爭法與競爭機關在歐盟的電信市場，承擔重要的管制與規範功能，用

戶迴路市場即為典型適例，這樣整體的思維與施行模式，於我國公平法與電信法的

互動，實有高度借鑑意義，對公平會與通傳會兩會間的合作分工，也有重大參考價

值，值得吾人深思。 

                                                      
78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第

1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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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nvergence 

and the Market Definition 

Wei, Hsin-Fang∗ 

Abstract 

Market definition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proper regulation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vergenc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which mean all 

transmiss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should be covered by a single regulatory framework, 

make the task of market definition more complicated due to the more complex and 

dynamic markets. The new EU “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 being integrated with the 

competition law principles, refined the methods for selecting markets and designat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eriodically and prospectively, to define and to make the market 

recommendations susceptible to ex-ante regul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as also 

required to publish guideli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law as 

well, on how to assess the market power owned by an operator in order to identify if there 

are any one or two enterprises with the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 on the market. 

The case of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 especially shows how emerging services 

impose the difficulties on the task of market definition for the regulators. The EU 

regulatory system and practices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demonstrate itself 

a good model and have of great value for reference to ou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the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 Ex-Ante Regulation,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 Local Loo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 Innovation and 

Convergence, Competition Law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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