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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體電信法「2002 規範架構」以「事前」管制為目的，但充分導入競爭法的概

念及原則，在仍欠缺有效競爭的市場、及市場上具「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課以

特定的「事前」義務，實施所謂不對稱管制，但對於已達有效競爭的電信市場，仍

屬競爭法擅場的領域。電信「市場」適於採「事前」者，會因市場進入或技術發展

等因素而消長變動，故有定期檢討與修正的必要。然由於行動電話國際漫遊的跨國

特性，競爭法礙難發揮其規範功能，歐體再度以管制法的作用，直接以立法方式設

定了漫遊批發與零售價格的上限，使漫遊市場及其費率的管制成為「2002 規範架

構」的例外。我國漫遊市場集中、定價甚高，呈現與歐體類似的情況，但我國並無

特別針對漫遊費率的管制規範。由歐體經驗之於我國電信法制的修正檢討，本文認

為，在電信法中導入競爭法原則與技術、調整與修正「市場主導者」之規定、精緻

化電信相關市場界定、對漫遊市場及定價合理性給予關注等方面，有高度參考價值。 

關鍵詞： 2002 規範架構、顯著市場力量、漫遊、事前規範、市場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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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動電話國際漫遊（本文以下簡稱「漫遊」）的費用乃行動通訊網路業者

（Mobile Network Operator, MNOs）（本文以下簡稱「業者」）提供服務所收取的

對價，其價格合理與否，原則上應本於供需法則的市場機制加以決定，鮮少由政府

主管機關介入，代為設定所謂合理價格者。然而漫遊的收費驚人是普遍存在的事

實，而且收費內容不透明，一向為消費者所垢病，且長期以來並無改善跡象。歐盟

卻自 2007 年 6 月 30 日起，正式實施一套新的漫遊費率制度，直接介入漫遊費率的

決定，為歐盟境內漫遊的批發與零售價格設定上限，壓縮業者間的價格決定與價格

競爭空間，形成特殊的漫遊管理模式。本文的目的即以此一漫遊價格管制新制為核

心，在歐體 1  電信法制的基礎上，以競爭法的觀點，進行研析，並以研究觀察所

得，試就我國的漫遊費率管理方式，提出可行的法制改進意見。後述各章節安排首

先簡介漫遊的轉接歷程及其技術標準化，次介紹漫遊產業的特性及其相關費率問

題，再以歐體電信法制為核心，論及歐盟執委會為對漫游費率加以管制所為的產業

調查及其相應執行措施， 後並在說明比較我國現況之後，以歐體經驗為鑑，提出

相關建議以為結論。 

                                                      
1 歐洲共同體（歐體）原名為歐洲經濟共同體，依 1958 年羅馬條約而成立，歐洲聯盟（歐盟）

則是以 1992 年歐盟條約為基礎而誕生。依歐盟條約的規定，歐洲經濟共同體被納入歐盟結構的一
部分，且依歐盟條約第 G 條之規定，歐洲經濟共同體更名為歐洲共同體；此外，在歐盟結構之
下，應由單一機關負責運作，因此包括理事會、執委會、歐洲法院等歐盟機關，同時即為歐體機
關，故就正式名稱而言，歐盟實已取代歐體，但歐體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且依羅馬條約第 281 條
之規定擁有法律人格，但歐盟則否。有關競爭政策的確立、競爭法之立法與執行，皆屬歐體事務
及職權，故就競爭法領域而言，於本文寫作當時，使用歐體的名稱實較之歐盟更為精確。惟在本
文完成且投稿之後，「歐盟里斯本條約」已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此條約整合了相關條約，
並對歐盟組織結構進行重大調整。故當前的歐盟是以歐盟條約以及歐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為其成立基礎，此後所有「歐洲共同體」的用語，
皆以「歐洲聯盟」一詞替代「歐洲共同體」且在組織方面，歐盟已正式取代並繼承歐體。基於此
一發展，並為顧及行文之必要與正確，本文有混用「歐體」與「歐盟」之情況，特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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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電話國際漫遊的轉接歷程 

國際漫遊的功能是指行動電話使用者人在國外，仍能以其本國行動電話門號，

進行收話、發話、傳送文字簡訊或下載音樂資料等活動；換言之，持用本國門號的

行動電話使用者，雖在本國行動通訊業者基地台發射訊號涵蓋的地理範圍之外，仍

能透過國外當地行動通訊業者的設施，實現不換門號而通話的目的，以語音行動電

話漫遊為例，不僅能用原門號打回自己的國家、打給在國外當地的友人、甚至打到

第三國，但仍由使用者本國業者收取通話費用，即「一手機、一號碼、一帳單」

（One Phone, One Number, One Bill）的情況。其情形可用以下圖示簡要說明 2。 

(一) 漫遊至本國（Calling Home） 

假設某甲正在國外渡假，自渡假地以行動電話打電話給在國內的某乙。首先甲

撥了乙的行動電話號碼，國外當地行動通訊業者（A Visited Network Operator）收到

了甲的訊息，意即甲利用當地業者網絡的服務而漫遊，該業者發現此為國際電話號

碼，即透過國際轉接，將訊息轉給乙所用行動電話門號的國內行動通訊業者（A 

Home Network Operator），該業者再將來電的訊息傳給乙，越洋電話連線成功（參

見圖 1）。 

此項漫遊至國內的通話，其收費項目包括：首先，外國當地業者利用自己的網

絡收發某甲的訊息，就此項服務，它將以業者間的批發價格，對某甲所用門號的國

內業者收費。第二，該外國業者必須支付國際轉接的費用，這項費用將轉嫁由甲所

用門號的國內業者承擔。第三，由於甲與乙所用門號分屬不同國內業者，該外國業

者也必須支付乙所用門號業者提供收話的服務，這項費用再次轉嫁由甲所用門號業

者負擔。未來在甲的帳單因此次通話所生的費用，將包含以上三筆費用另加計甲所

用門號業者利潤的總和。顯然甲所用門號的國內業者將國際漫遊的成本，完全轉嫁

                                                      
2  行 動 電 話 漫 遊 的 圖 示 與 說 明 ， 摘 自 Europe’s Information Society Thematic Portal,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acitvities/roaming/what_is/index_en.htm,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08/12/3。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acitvities/roaming/what_i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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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由消費者負擔。 

 

 圖 1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二) 來自國內的漫遊電話（Being Called from Home） 

某甲正在國外渡假，在國內的女朋友乙來電，乙係用她的行動電話撥號，甲也

是用國內門號的行動電話接聽，其接通情形為：乙撥甲的行動電話號碼，乙所用門

號的國內業者將訊息發送至甲所用門號的業者（甲乙二人所用行動電話業者可能相

同或不同），甲所用門號的業者發現甲正在國外當地業者的網絡上漫遊，故透過國

際轉接至當地該業者的網絡，該外國業者為甲傳遞此來電訊息，國際漫遊成功（參

見圖 2）。 

這樣的漫遊模式其付費情形為，首先乙顯然只要對她所用行動電話門號業者按

標準國內通話費付費即可，但甲所用門號業者首先必須支付國際轉接費用，這項成

本自會轉由甲負擔；其次，甲所在地的外國業者勢必向甲所用門號的國內業者以

「批發價」（“Wholesale Charge”）收取提供收話服務的費用，甲所用門號的國內業

者當然也會將該筆費用轉由甲承擔；以上兩筆費用再加上國內業者應得之利潤，其

總合即為甲必須向所用門號的國內業者支付的費用 3。 

                                                      
3  有關漫遊所涉之相關技術（Technical Aspects of Roaming），詳參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s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Brussels, 13, 
34-3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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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消費者在國外時究竟是用當地那一家業者的網路進行漫遊，是由行動電

話自動偵測可用的網路，進而顯示出該網路的名稱，當然它必定是消費者本國行動

通訊業者與之有漫遊協議的外國業者，此即為自動選網；當然消費者也可進行手動

選網，不過通常消費者不知如何使用手動選網功能，更由於計費方式的複雜性，消

費者無從決定該在哪一個時段、選用何家業者的網路 為有利。 

 

圖 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 

(三) 行動通信網絡的建構 

由 以 上 說 明 可 知 ， 漫 遊 的 實 現 有 賴 跨 國 行 動 通 信 網 絡 間 的 互 連 相 容

（Interoperability），而互連的前提則是業者間必須使用相同或至少是相容的技術標

準，此等技術標準是為典型的市場進入障礙，故標準化行動通信技術乃漫遊得以實

現的前提。為了泛歐洲的通信便利，避免行動通信的範圍受限於會員國的地理國

界，歐洲早在 1982 年即致力於行動通信技術標準的建立，但這項工作 初係由歐

體 機 構 以 外 的 組 織 進 行 ， 即 在 「 歐 洲 郵 政 暨 電 信 行 政 會 議 」 （ Conférence 

Européenne des Administrations 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CEPT）架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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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行動通信特別工作小組（Groupe Spéciale Mobile）（GSM）負責；爾後「歐洲

電信標準機構」（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成立，技

術標準化的任務始由後者內部另設的行動通信特別小組承擔 4。執委會則另以簽訂

契約方式，責成「歐洲電信標準機構」完成符合歐體電信政策架構的技術標準化。

在歐體電信業及各會員國主管機關 大接受程度的目標下，由「歐洲電信標準機

構」發展出來的全球行動通信系統無線技術標準乃自願遵守性質的，非當然具有拘

束力，然而早在由「歐洲郵政暨電信行政會議」行動通信特別工作小組的時代，理

事 會 即 已 透 過 發 布 具 拘 束 力 指 令  5  的 方 式 ， 要 求 會 員 國 專 屬 保 留 特 定 頻 寬

（Frequency Bands），提供依此等技術標準進行的數位行動通信所用，其結果使上

述機構所發展出來的非強制性技術規格，事實上成為歐洲的義務標準（a de facto 

European Obligatory Standard），而具有間接的拘束力 6，也因此使跨國網絡間便捷

的互連成為可能，所謂的漫遊得以實現。 

漫遊所需的技術、網絡建構及其擴張等問題既已克服，應進一步處理者即為漫

遊費率的計算。由前節有關漫遊過程的簡述可知，所謂漫遊通常指外國業者對國內

業者提供的服務，使得國內業者的客戶得以利用該外國業者在當地的網絡以完成通

話，因此國內業者必須與國外的業者簽訂國際漫遊協定，以達成不同網路間為了認

證及計費目的而進行的資訊交換。國內業者通常會盡可能地與 多國家及各該國內

的所有業者完成國際漫遊協定的簽署，以便為客戶提供 大可能的服務範圍。這類

協定通常規定了技術規格及契約條件以便能夠締結及履約，並由一名為「全球行動

通信系統協會」（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GSM）Association）

（以下簡稱「通信協會」）主導其標準化而有制式的內容。通信協會的前身是在

1987 年由歐洲業者以「備忘錄」（GSM Associatio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形式所簽定的「業者協議」（An Operator Agreement），爾後加入該備忘錄

                                                      
4 此即第二代行動通信常被簡稱為 GSM 的由來，而現在 GSM 又被稱為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的縮寫。 
5 Council Directive 87/372/EEC of 25 June 1987 on the frequency bands to be reserved for the 

coordinated introduction of public pan-European cellular digital land-based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 
the Community, Official Journal, L 196, 17. 7. 85-86 (1987).  

6  Christian Koenig, Andreas Bartosch & Jens-Daniel Braun (ed.), EC Competi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70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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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者數目激增，即使用GSM技術的網絡業者及涵蓋的地理範圍急速擴張，至 1995

年始於瑞士正式登記成立「通信協會」7,8。該協會在「歐洲電信標準機構」已發展

的技術標準基礎上 9，為跨國業者建立了共通標準，並進一步制定「國際漫遊協定

標準條款」（GSM Association Standard Terms for International Roaming Agreement, 

STIRA），提供了該協會會員間漫遊架構與計費原則，並作為業者間進一步協商談

判的基礎。基於提供漫遊服務的需要，每一家業者必須大量簽署漫遊協議，以提供

其客戶 大的便利，因此通信協會提出的國際漫遊協定標準條款符合經濟效益，自

有其正當性。業者間依漫遊協議約定的計費方式及標準，即漫遊的批發價格，實質

決定了消費者將來承受的零售價格水準，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漫遊價格主要以漫遊批

發價格為核心。 

(四) 國際漫遊的定價原則 

行動通信產業具有高固定成本（Fixed or Common Cost）、低變動或邊際成本

（Low Variable or Incremental/Marginal Costs）的特性，業者倘完全以短期邊際成本

或平均變動成本來決定售價勢必無法生存，只有在高於短期邊際成本的水準運作，

業者才有緩和高固定成本投入及長期發展的可能，故有關業者定價行為的問題，不

在其是否高於短期邊際成本或變動成本的價格結構（Price Structure）是否合理問

題，而在於定價是否過高的價格水準（ Price Level）問題 10。電信業漫遊領域的定

價一向被認為過高而超出合理範圍，業者間始終缺乏價格競爭。「國際電信使用人

協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sers Association, INTUG）是由國內電信

                                                      
7全球目前有超過 30 億人口、涵蓋 219 個國家或地區使用GSM系統，連接 750 個行動通信網

絡，我國三大行動電話業者（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威寶）皆為該協會GSM業者的成
員。有關「全球行動通信系統協會」的詳細資訊，請參閱http://www.gsmworld.com, 後瀏覽日
期：2009/3/9。  

8在我國依交通部年鑑的統計，至 94 年 12 月國內GSM行動電話用戶達 1987/6 萬戶，普及率達
87.3%，參見，94 年度交通年鑑，第 6 篇電信、第 4 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 3 節行動通信
業務。  

9 Christian Koenig, Andreas Bartosch & Jens-Daniel Braun (ed.), supra 6, 698-699; Press Release, 
Mobile telephones/international roaming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Brussels, 10th (2005). 

10 Justus Haucap, The Economics of Mobile Telephone Regulation, University of the Federal Armed 
Forces Hamburg, Discussion Paper 4, 2 (2003). http://www.ne.su.se/research/enter/pdf/tsyganok.pdf，
後瀏覽日期：2009/3/9。  

http://www.gsmworld.com/
http://www.ne.su.se/research/enter/pdf/tsyganok.%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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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團體、大型的公司消費者、及學術機構及律師等個人所組成的組織，該協會

在 1998 年展開國際漫遊價格調查與評估，其研究發現，在歐盟境內使用行動電話

發話至同一地點，比較漫遊費率與非漫遊費率的零售價格差異，竟可達 500%之譜

（即多付四倍的錢）11，事實上除了在訊息交換上需要額外功能之外，漫遊與非漫

遊的技術十分類似 12，但卻收取異常偏高的費用，顯見漫遊市場的競爭強度十分薄

弱。 

行動通信市場的競爭強度主要取決於市場進入障礙的程度，主要進入障礙包

括；一、可用頻譜的限制（Limited Availability of Frequency Spectrum）；國家可分

配於行動通信的特定頻率有限，因此能發給的營業執照自然有數量上的限制；二、

消費者轉換其他服務提供者可能產生的成本，以致於消費者極少積極另覓他家業者

簽約 13；此外針對國際漫遊市場，由於完成漫遊服務的業者分屬不同的國家，原本

就不在同一地理市場內，原則上彼此並不競爭，更誘使他們成立訂價不合理的漫遊

協議。 

通信協會 初所採漫遊計費舊制稱為「通常網路費率」（Normal Network 

Tariffs, NNTs），計費方式是以賣方業者（即對外國業者的客戶提供自己網絡服務

的國內業者）的國內零售價格為基礎，另附加依據「國際漫遊協定標準條款」所許

可的 15%上限的加價，故賣方的 高批發價格應為國內通話價格（即零售價格）的

1.15 倍（the same tariffs as for domestic calls with a mark-up capped at 15%）14。由於

此制係與零售價格連動，因此雖有價格上限，但業者至少仍承受國內零售市場的競

爭壓力。此外在「通常網路費率」制之下，業者間漫遊批發價原則上只有在對網外

使用者提供發話服務（Outgoing Roamed Calls, Mobile Originated Roamed Calls）收

取，但就漫遊的收話部分（Incoming Roamed Calls, Mobile Terminated Roamed 

                                                      
11 Press Release (IP/00/111), Commission launches second phase of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inquiry 

under the competition rules: mobile roaming. 
12 Ulrich Stumpf,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competition in mobile roam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9th TPRC 2001, 27-29 (2001), Alexandria, Virginia, 2, http://arxiv.rog/ftp/cs/papers/0109/0109115. 
pdf， 後瀏覽日期：2009/3/20。  

13 Justus Haucap, supra 10, 3-8. 
14 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s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6-7. 但在此制之下，零售價格如果下降卻不必然導致NNTs降價，因為
NNTs在特定期間內是固定的，不會立刻反應零售價格的變動；其次業者會選擇較高的零售價格作
為參考費率，反而能提高批發價格。 

http://arxiv.rog/ftp/cs/papers/0109/0109115.%20pdf
http://arxiv.rog/ftp/cs/papers/0109/0109115.%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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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則不收費，因此沒有業者間批發費用問題 15。 

通信協會在 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5 月間提出業者間漫遊批發價格計費新制，

稱為「業者間費率」（Inter-Operator Tariff, IOTs），取代了上述「通常網路費率」

舊制。新制取消加價的上限，並終止批發價格與國內零售價格的連動，對計費原則

作了根本的變革。在新制之下，每一業者對其所有外國的漫遊夥伴業者應不歧視地

適用同一批發價，而漫遊批發價的訂價考量（Pricing Dimensions），包括地點、離

尖峰時間、時間單位（10 秒、30 秒、1 分鐘等）、受話方是固定電話或行動電話

等。新制的另一項要點是廢止不對漫遊收話服務收費的作法，故此後漫遊收話服務

的費用也是業者間批發價格的一部分（參見前述(二)「來自國內的漫遊電話」的說

明）16。顯然實施「業者間費率」的結果，不僅批發價格的內容項目增加，批發價

格也與賣方（外國業者）的國內零售通話費率脫鉤，零售市場的競爭效果不再反映

在國際漫遊的批發市場上，因此異國業者間互相收取超高利潤的批發價；而本國業

者對其客戶，復就此批發價另為加成，作為它對其消費者提供漫遊服務所收取的零售

價格 17，其結果各國業者都獲得高利潤，且無任何降價的誘因。 

通信協會曾於 1996 年及 1998 年分別將「國際漫遊協定標準條款」及「業者間

費率」向執委會提出通知，兩次皆希望執委會依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給予正式

的豁免，但由於執委會就標準條款及計費新制對市場可能產生的效果尚不確定，特

別是「業者間費率」實施的結果並未如預期產生降價效果，反而使漫遊費率提高，

故兩次都只對該協會發出附條件的「舒慰函」（A Conditional Comfort Letter）18，

作為其對請求個案豁免的回應，而非正式的豁免許可 19。 

                                                      
15 Ibid.  
16 Ibid, 8. 
17 在歐盟各國這樣的加成在 10%至 35%之間，不過由於寡占市場價格透明的特性，使在同一國

內業者所採用的加成通常趨於一；Ulrich Stumpf, supra 12, 6, 13.  
18 執委會每年皆湧入大量案件希望獲得執委會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作成的正式豁

免「決定」(decision)，但實務上大部分的案件經當事人的同意，執委會都是以行政上的「舒慰
函」(comfort letter)來處理。舒慰函的內容原則上都不予公布，只有在年度競爭政策報告(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中將該年度以舒慰函處理的所有案件整理表列，執委會只選擇重要案件在該年
度競爭政策報告裡簡述案情及其決定。不過在第 1/2003 號規則生效之後執委會發出舒慰函的情形
將會減少 (2004)，因為依該規則執行權力分散的原則下，競爭法案件的處理原則上將先由各會員
國競爭主管機關負責受理，只在應由執委會處理的少收案件（如案件跨三個會員國以上），始由
執委會承擔執行之責，故大量減少執委會處理案件的壓力，同時也減少了舒慰函發出的機會。 

19 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s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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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際漫遊協定標準條款」，執委會認為此條款非強制性約定，本身可能

帶來明顯利益，包括促進業者間雙邊協定的簽定、明顯降低個別協商的成本、更快

速獲得漫遊服務、使個別契約的內容更公平而免於歧視、消費者得享有迅速且更廣

泛的行動通信服務等。當然「國際漫遊協定標準條款」也有競爭法上的疑慮，但執

委會接受該協會所做的修正 20，故以舒慰函處理結案。但執委會對「業者間費率」

的看法，並未在官方文件上公布其內容 21。 

三、歐體行動通信國際漫遊產業及其定價概況 

(一) 執委會對行動電話漫遊進行產業調查 

歐體自 1998 年起實施電信業完全自由化，雖各會員國國電信市場已實現自由

開放的目標，但整體而言歐體電信業仍有下述待改善的情況，包括 22： 

1. 欠缺泛歐洲的服務 

電信業完全自由化的結果尚未帶來跨國、泛歐洲的電信服務，仍受限於各國國

界的限礙。由於行動通信的普及 23 ，歐體競跨國移動及頻繁，消費者當然希望在他

國仍能持用原本的手機，行動通信正是需要以整體歐洲為市場的電信服務項目，才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6.  

20  The GSM standard international roaming agreement, Exemption 85(3) [now 81(3)] without 
publication, XXVII 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15-116 (1997). 

21 Case No IV 37.034 GSM MoU Association, Individual exemption 81(3), XXIX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78 (1999). 

22 Wolf Sauter, “The Sector Inquiries into Leased Lines and Mobile Roaming: Findings and follow-up 
of the competition law investigations in Cases COMP/C1/37.638 and COMP/C1/37.639,” Presentation to 
IBC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and EC Competition Law, Brussels, 6-7 (2001).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peeches/text/sp2001_016_en.pdf, 後瀏覽日期：2009/4/10。 

23 歐盟行動通信的普及率（penetration）甚高，截至 2006 年 10 月底為止，行動電話的使用者
（mobile subscribers penetration）已超過 100%。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urope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and Markets 2006, 12th Report, Brussels, 29. 3. 6 (2007).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annualreports/12threport/com_2007_1
55_en.pdf， 後瀏覽日期：2009/4/10。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peeches/text/sp2001_016_en.pdf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annualreports/12threport/com_2007_155_en.pdf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annualreports/12threport/com_2007_15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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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昇行動通信的價值。然而執委會卻收到許多檢舉，指稱有拒絕外國業者跨網漫

遊的拒絕交易、以及業者間有費率共謀（Collusion）的情形 24；上述「國際電信使

用人協會」在 1999 年 11 月完成的國際漫遊價格調查報告，也促使執委會官員注意

到這個問題。 

2. 費用過高 

執委會接到許多消費者與消費者團體的抱怨，質疑漫遊費率過高，不只是一般

消費者難以接受，連大型公司客戶亦同感吃不消而抗議；漫遊的技術面並不足以解

釋高費率的現象，反映出批發市場的缺少競爭 25。依據歐盟公佈在網路上的資訊，

為完成漫遊而必須額外支出的營運成本絕大多數少於 20 分（20 cents），但業者對

消費者的收費，在歐盟平均為 1.15 歐元 26。 

3. 產業過度集中與事業間合作（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由於行動通信產業的集中增加了欠缺價格競爭的疑慮，加上通信協會的整合，

使行動通信業者的合作是國際性的，此雖有助於技術標準的整合，然而業者間密切

的關係，有助長業者間明示或默示共謀的危險。 

基於上述三點原因，執委會認為有進一步了解漫遊產業的必要，並依產業調查

的結果，決定是否對個別業者再為調查。1999 年執委會依據第 17 號規則第 12 條

 27  發動對電信業的產業調查，其中行動電話漫遊費率定價行為屬第二階段調查項

                                                      
24 Press Release (IP/00/111), supra 11.  
25 Ibid. 
26 Mobile roaming charg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MEMO/06/408, Brussels (2006). 
27 當時作為執行依據的第 17 號規則現已被廢止，已由生效的第 1/2003 號規則取代（2004），

故目前執委會如欲進行產業調查，其依據應為第 1/2003 號規則第 17 條。該條第 1 項規定如下： 
第 17 條 對經濟體部門及對協議類型進行調查 
一、當會員國間的貿易流向、價格約定的嚴格程度或其他情況顯示在共同市場內可能有競爭被

限制或扭曲情形，執委會得對特定的經濟部門或跨部門間的協議型態進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
執委會得要求相關事業或事業公會提供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所需的資訊，並得為該目的
實施必要的檢查。 

二、執委會得特別要求相關事業或事業公會向執委會提交所有的協議、決定及一致性行為。 
三、執委會就其對特定經濟部門或跨部門的特定協議型態進行調查得公布調查報告並邀請利害

關係人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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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 2000 年 1 月開始行動。執委會競爭總署向歐盟各國競爭主管機關、電信業

主管機關、行動網路業者及服務提供者發出問卷，以瞭解業者的漫遊定價行為是否

違反歐體競爭法。後文即簡述此次調查的結果，並說明歐體所採取的後續行動，有

助於掌握歐體如何由競爭法的觀點管制行動電話漫遊的定價行為。 

(二) 產業調查的主要結果及其分析 

1. 相關市場界定 

調查結果顯示，相關市場的界定可首先區分為二類產品市場，即批發市場與零

售市場。批發市場指業者間相互買賣以提供自己網絡供他業者漫遊權利的市場；零

售市場則指業者出售漫遊服務予自己的客戶或 終使用者的市場 28。 

批發產品市場 

批發產品市場可再進一步區分為三類：1. 對外國業者提供（Foreign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漫遊服務的市場；2. 對本國其他業者提供的國內漫遊（National 

Roaming）；3. 與國內服務提供者（National Service Providers）（無論是業者的關係

企業或獨立的服務提供者）間有關服務的提供也是另一批發產品市場。 

第一類服務使業者利用外國當地業者的網絡，使自己的客戶在不更換號碼或另

使用SIM卡（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Module Card）的情形下，繼續對客戶提供服

務，這項業者間服務的批發市場正是本次調查的目的市場，也是本文研究分析的對

象。第二類市場國內漫遊發生在同一會員國內業者間，通常是基於國內網路互連法

令的強制規定（例如我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又國內漫遊計費方式

與國際漫遊所採的「業者間費率」不同，遠低於國際漫遊費率，且國內漫遊協議的

成立也不是以通信協會所建立的協議草案為基礎，基於上述理由，國內漫遊市場與

國際漫遊屬不同的產品市場。至於第三類批發市場，就技術現況與商業現實而言，

外國業者不可能透過與服務提供者締約，達到間接地使用消費者所在地的外國網絡

以取代國際漫遊的目的，顯然這類批發市場也是獨立的產品市場，不構成國際漫遊

                                                      
28 Wolf Sauter, supra 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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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29。 

以上三類產品批發市場通常是以單一國家為其地理市場的範圍，因為只有取得

各會員國所發執照的業者，才可能在相關漫遊服務市場上競爭 30。 

零售產品市場 

零售市場關乎業者直接與消費者的關係，在零售的層次，本次調查分析結果認

為，漫遊服務係可與一般行動通信服務區隔的產品市場（A Market for Retail 

Roaming Services）31，而相互競爭的漫遊服務內容在會員國間差異甚大（例如對外

國旅客提供特定預付卡存在於西班牙和義大利，但在其他會員國則未曾見），故零

售漫遊服務的相關地理市場仍以國界為其範圍。就中程而言，對國際消費者或大型

公司客戶提供進一步泛歐洲行動通信服務的市場正逐漸形成 32，在此情形，應以整

體歐洲為其相關地理市場界線為妥，不過雖有以上的區別，零售漫遊服務應按國界

劃分地理市場的情況仍將持續相當時日 33。 

2. 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 

產業調查的結果顯示，無論是批發及零售市場都是高度不利競爭的，以下分就

批發市場及零售市場加以說明： 

                                                      
29 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s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15. 
30 Ibid. 另參見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1/05/1999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Case IV/M.1430-Vodafone/Airtouch) according to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J C 295, 15. 10. 2, 13-17 (1999). 

31 在零售產品市場的認定上，於一般行動通信零售市場之外，是否還能區隔出零售漫遊市場？
歐體產業調查的結果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市場，理由如下：（一）消費者基於不同費率結構的考
量，對使用漫遊服務與否是出於個別的決定，與使用一般行動通信的決定不同；（二）影響使用
國際漫遊的因素與影響使用國內行動通信服務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有限的程度上國際漫遊會被預
付卡等方式部分取代；（三）有些服務提供者會提供特定國家業者的SIM卡以進行國際漫遊，而
不是直接利用該業者的服務；（四）現在已有單獨的漫遊服務（unbundled roaming offers）出現，
使用者可向不同業者分別購買一般行動通信服務及國際漫遊服務。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15. 

3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2/04/2000 declaring a concentrat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Case No IV/M.1795- Vodafone Airtouch/Mannesmann) according to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J C144, 19, 8-25 (2000).. 

33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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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市場 

漫遊批發市場是寡占市場（Oligopolistic Markets），由於國家執照及無線電頻

譜的限制、龐大基礎建設成本及先行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34 等因素，

使漫遊批發市場有極高的市場進入限礙。調查顯示各國批發市場的情況有以下特

徵：一、批發市場高度集中，二家主要業者的市場占有率即超 95%；二、由於業者

都是通信協會成員，皆以該協會所提的標準協定為業者間協商的基礎，並透過該協

會進行資訊交換，強化了漫遊批發價格的透明，使各會員國漫遊批發市場的寡占結

構更為穩固。三、基於寡占、集中及價格透明的產業特性，電信業網絡外部性

（Externality）的作用更為明顯，使得「價、量互替」（Price Volume Trade-Off）以

促進價格競爭的機制難以落實。降價既不能有效使客戶增多，何不反而抬高價格？

更何況漫遊市場的本質就是跨國的，某國業者的超額批發價將轉嫁於他國零售市

場，相互剝削他國消費者以獲利，業者當然沒有降價的誘因，而且有集體壟斷或明

示默示共謀的動機 35。 

零售市場 

零售市場亦受類似的因素影響，在市場集中率方面，合計 大兩家業者的零售

市場占有率可在 60%到 100%之間；消費者對漫遊價格的相關資訊所知有限，定價

內容複雜且不透明，因此即使消費者得自行手動選網以選擇 有利價格，但實益不

大 36。 

3. 定價趨勢（Pricing Trends） 

批發市場 

目前批發市場的定價採「業者間費率」已如前述，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間已無

任何聯結；雖然理論上「業者間費率」的實施可增加業者在批發市場的價格競爭，

                                                      
34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16; Wolf Sauter, supra 22, 8. 
35 Wolf Sauter, Ibid, 9. 
36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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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調查卻發現，業者在調查期間提高了價格，然而資料卻顯示同期間網絡成本及非

漫遊電話的費率卻逐漸降低。顯然「業者間費率」定價原則並未增強漫遊批發價格

的競爭，反而在成本下跌情況下卻大部分明顯漲價，同時在許多會員國市場，不同

業者卻採用幾乎相同的費率 37。 

零售市場 

業者通常在批發價格上另為 10%至 35%的加價作為漫遊的零售價格，因此零售

價格有隨著批發價格上揚的趨勢；由於批發市場定價行為的複雜，零售市場價格對

消費者而言是完全不透明的，業者能在批發價之外再為高達 35%的加價，顯示零售

市場的價格競爭已盪然無存，消費者利益嚴重被剝削 38。 

4. 競爭法的分析──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 

(1) 歐體條約第 81 條 

就批發市場而言，由於漫遊市場寡占的本質，業者數目有限及成本結構類似，

易誘使寡占事業間的平行行為。漫遊服務（產品）同質性甚高，需求價格彈性小

（因為業者勢必尋求與外國業者簽約以便對自己的客戶提供漫遊服務），加上國內

漫遊市場的價格透明，助長了寡占市場高度的相互依賴性。基於這些條件，業者傾

向同意採用追隨價格領導者的策略，而可能形成共謀的價格領導（Collusive Price 

Leadership）39。由本次調查各國定價情形顯示，雖非所有難以解釋的相同定價必定

違反第 81 條，但除了以市場集中作為此平行行為的解釋外，某些個案卻難以用合

理的市場行為或市場因素來說明 40。如此的同價現象倘係由交換機密資訊所促成，

則可能構成第 81 條第 1 項原則禁止的行為 41。在零售市場方面，漫遊業者會在業

者間費率之外再為一定幅度的加價作為零售價格，不過在特定會員國內所有（或至

少大部分）業者會採用相同的加價幅度，此外一國業者對特定外國的所有該國往來

                                                      
37 Wolf Sauter, supra 22, 10. 
38 Ibid, 10. 
39 DG Competition of 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20 (2000). 
40 Ibid, 21. 
4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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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將會適用相同的批發價格，綜合這二種情形的結果，使零售價格趨於一致，凸

顯漫遊零售市場的價格競爭十分薄弱；除非業者能提出其他理由說明何以所採的加

價幅度相同，否則只有解為係因零售市場的寡占結構始然 42。 

                                                     

(2) 歐體條約第 82 條 

本次調查有關歐體條約第 82 條的分析著重在是否有超額定價的可能。以個別

獨占（Individual Dominance）的情形而言，調查結果顯示，許多會員國內存在全國

占有率逾二分之一的批發業者，雖然高占有率本身是獨占地位存在的證據，但仍必

須兼納其他考量，包括其他競爭者的占有率、一段時間經過後占有率的消長、明顯

抬高價格的能力等。某些會員國的市場占有率有明顯變動，占有率 高的業者並非

首位的市場進入者，如此即可排除個別獨占的可能。至於明顯抬高價格能力方面，

雖然有些會員國的潛在主導者會實施較其競爭者為高的批發價；不過依本調查結果

尚難確認有個別獨占的事實，有賴對個別會員國市場情況作個案分析 43。 

由集體市場主導（Joint Dominance）的角度分析，調查結果明白呈現各會員國

國內批發市場 大兩家業者的總占有率逾 90%的高度集中現象。要確認二家或二家

以上業者是否構成集體市場主導，首先必須確立業者間有經濟上的連繫或依其他因

素加以確認。在業者間的經濟連繫方面，透過通信協會的標準國際漫遊協議及該協

議所要求的不歧視原則，加上各會員國對業者課以互連及合作等法律上義務，故業

者間事實上有極強的經濟連繫 44，但這不是認定集體市場主導存在的決定性因素，

仍應進一步考量「相關市場結構」（Structure of the Relevant Market）這項重要經濟

因素。由於漫遊技術的設計及漫遊網絡的功能，無論由本國業者或 終消費者的觀

點，都可將漫遊所在國內的所有業者視為一集合體（A Collective Entity）45，而且

該國漫遊批發市場的進入障礙甚高，因此總占有率逾 90%的前兩大業者在寡占批發

市場上有可能被認定為集體市場主導，但仍不能忽略時間的影響，例如網絡涵蓋面

 
42 Ibid, 22. 

also see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rules to access 
ag

43 Ibid, 23. 
44 Ibid, 24; 
re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Framework, relevant markets and principles, OJ, C 265, 2 

(1998).  
45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nitial finding of the Sector Inquiry into Mobile Roaming Charges, supra 

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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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及技術的發展等 46。 

                                                     

無論是個別獨占或集體市場主導，必須實施超額費率始可認定有獨占力量的濫

用，而超額定價的計算方式基本上是成本與價格的比較，但由於對本案調查有關漫

遊成本的問卷回復差異甚大，因此用跨國交叉比較的方式以確認超額取價的情形。

按調查所得的資料顯示，無論是訂定統一批發價（不區分尖峰或離峰時間）的業者

或在尖峰或離峰時間實施差別定價的業者，在不同會員國內都有過度收費的情形

 47。 

四、歐體機關的後續行動 

(一) 執委會針對特定業者展開調查 

基於上述對漫遊整體產業調查的結果，執委會初步認定在定價行為上有嚴重違

反競爭法的疑慮，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個別業者或集團進行調查。2001 年 7 月，執

委會與數個會員國競爭主管官員同步對九家在英國及德國的業者與通信協會，展開

無預警的實地檢查，以確認這些業者是否有任何濫用主導力量、違法固定批發價格

或恣意歧視性定價的問題 48。然而特別的是，在此突襲檢查之後，直至 2004 年及

2005 年 ， 執 委 會 始 分 別 對 英 國  49  及 德 國  50  的 特 定 業 者 發 出 「 異 議 聲 明 」

（Statement of Objection），指出該等業者的市場行為有違法之嫌，並等待業者的回

應與改進；爾後執委會及其競爭總署卻未再對此次針對個別業者的調查及其結果，

採取進一步的作為或發表結論，故理論上截至目前為止，該等案件仍屬尚未結案的

狀態。 

 
46 Ibid, 25. 
47 Ibid, 25-26. 
48 Press Release (Memo/01./262), Statement on inquiry regarding mobile roaming, Brussels, 11 (2001). 
49 Commission challenges UK international roaming rates, IP/04/994, Brussels, 26 (2004). 
50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roaming rates for mobile phones in Germany, 

IP/05/161, Brussel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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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事會對漫遊費率設定零售價格上限──第 717/2007 號規
則（「價格管制規則」）51 

雖經上述數年的調查，加上執委會的警告及政策誘導，但手機漫遊的零售費率

居高不下的情形依然沒有改善，歐盟卻未依歐盟電信業及競爭法相關規範，本於市

場分析祭出行政管制的手段，反而以制定規則（Regulation）的立法形式，直接設定

歐盟境內行動電話漫遊價格的上限，在此上限之下，業者始有價格競爭的空間，此

一新規則已於 2007 年 6 月 30 日起生效實施（以下稱「價格管制規則」）52。 

扼要言之，「價格管制規則」的作法是設定每分鐘平均 高漫遊批發價的上

限，並限制零售價格的水準（Eurotariff），在此水準之下，業者仍可進行價格競

爭。此項價格規則只適用於撥打、接收語音電話（Voice Calls），整理其上限如下

表 53： 

 

 30 June 
2007 

30August 
2008 

30 August 
2009 

Maximum limit for the Eurotariff for calls made 
abroad 49cent 46cent 43cent 

Maximum limit for the Eurotariff for calls received 
abroad 24cent 22cent 19cent 

Maximum Inter-Operator tariff（Wholesale caps） 30cent 28cent 26cent 

資料來源：98.4.20，本研究自行整理。 
 

「價格管制規則」的法源依據為歐體條約第 95 條，顯然該規則的管制基礎，

非出於競爭政策的思維。歐體條約第 95 條規定，為了建構與運作內部市場，理事

會應採取措施，以調和各會員國國內法令與行政措施。理事會在本案的作為是選擇

了具直接效力的「規則」，「統一」了價格上限，效果直接而顯著。 

                                                      
51 Regulation (EC) No 717/200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une 2007 on 

roaming on public mobile telephone networks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2/21/EC, OJ L 171, 29. 6. 32 (2007).  

52 歐盟此規範境內漫遊費率的立法行為其依據為歐體條約第 95 條；依該條規定，理事會得本
於建立內部市場及其運件功能的目標，採取立法措施，以達成調和各會員國立法及行政措施的目
的。由於理事會的立法是採「規則」（Regulation）的形式，依同條約第 249 條第 2 項之規定，
「規則」具有一般適用性，其整體有拘束力且於會員國具有直接適用的效力。 

53 Articles 3 and 4, Regulation (EC) No 717/2007, supr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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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管制規則」的特殊性，除了在以立法手段逕行規定價格之外，另項特點

是本規則與整體歐體電信法制的關係。事實上執委會在對電信業展開上述產業調查

的同一時期，歐盟正持續進行電信法制改革，建構稱之為「2002 電信規範架構」

（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的規範體系，然而面對漫遊費率問題，歐盟卻未循

此新規範架構的規劃進行管制，反而必須另立新法以求突破，益發顯示由於漫遊產

業的特殊性，難以按一般電信規範有效處理漫遊價格，而所採取的管制手段亦非本

於競爭法的原則，反而限制了價格競爭的空間，故「價格管制規則」與歐體電信規

範架構的關係，及其實施在競爭法上的意義，值得深究；本文下述將圍繞這兩個主

題，次第說明之。 

五、 「2002 電信規範架構」（2002 Regulatory Frame-
Work）與「價格管制規則」 

(一) 「2002 電信規範架構」概述 

「2002 電信規範架構」係一套包含五項「指令」（Directive）54 的立法，除了

建 構 共 通 規 範 架 構 而 具 基 礎 性 、 一 般 適 用 性 的 「 架 構 指 令 」 （ Framework 

Directive） 55  外，還有針對特定事項而規範的另外四項指令：「接取指令」

（Access Directive）56 、「授權指令」（Authorization Directive）57 、「普及化服

                                                      
54 「指令」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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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其性質不是一種直接的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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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落實。 

Article 249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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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irective 2002/21/EC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24. 4. 33 (2002). 
56 Directive 2002/19/EC on access to, and interconnec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associated facilities, OJ L 108, 24. 4. 7 (2002). 
57 Directive 2002/20/EC on authoriz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24. 4. 2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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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指令」（Universal Service Directive）58 及「隠私保護指令」（Directive on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E-Privacy Directive）59。整體而言，目前與歐體

電信業事前管制有關的規範，除了「2002 電信規範架構」已涵蓋的五項理事會指令

外，還包括執委會為強化各國電信業競爭所發布的「市場競爭指令」60。在「市場

競爭指令」裡，執委會要求各會員國不得實施電信事業的專屬權或獨占制度，並應

確保電信服務的成立或提供不受到任何限制，故就行動通信而言，依歐體當前電信

法制架構，市場進入不應有任何障礙 61,62。 

「2002 電信規範架構」宣示了歐體電信業事前規範（Ex-Ante Regulation）體

系，應以競爭法的概念與原則為基礎；依其中「架構指令」的規劃，只有針對欠缺

有 效 競 爭 的 電 信 市 場 ， 即 市 場 上 有 一 家 或 多 家 業 者 擁 有 「 顯 著 市 場 力 量 」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且各會員國國及歐體競爭法皆無法有效處理

者，才有進行事前管制的必要 63。依「架構指令」第 15.1 條的授權，執委會必須本

於競爭法原則，就哪些「相關市場」應進行評估以判斷是否適於事前管制提出「建

議」（A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以下簡稱「相

關市場建議」），供會員國參考。 

1. 執委會「相關市場建議」 

「相關市場建議」的目的，乃執委會建議會員國應各自就其國內特定電信「產

                                                      
58 Directive 2002/22/EC 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users’ righ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108, 24. 4. 51 (2002). 
59 Directive 2002/58/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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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2/77/EC on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L 249, 17. 9. 21-26 (2002).  

61 然而理論上行動通信的市場進入仍受可用的無線電頻譜頻寬的限制，故執委會電信市場競爭
指令第四條規定會員國不得授多頻率的專屬使用，此外在分配使用頻率時應本於公平、合比例及
透明等原則。 

62「2002 電信規範架構」自 2003 年起實施，已有數個會員國感到難以遵守，以致遲延了執行指
令所規定的義務，2004 年 4 月執委會決定對 6 個會員國，以未能適當將歐體立法納入其國內法為
理由，向歐洲法院提出控訴。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 (04) 501, 21. 4 (2004). 

63 Recital (27) of Directive 2002/21/EC, supra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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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場」進行評估，以認定那些市場有事前管制的必要 64。執委會於 2003 年首次

提出相關產品市場「建議」65， 2007 年公布修正後的新版本 66。「架構指令」第

15.3 條要求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應依競爭法原則，就執委會所建議的相關產品市場，

在其領土內的相關地理市場，充分考量執委會發布的「顯著市場力量指導原則」

（詳參後述），進行適合其國情的評估。 

                                                     

對於應受事前管制市場的選擇，「相關市場建議」明示下述三項累積適用的要

件，缺一不可：(1) 有非暫時性的高市場進入障礙存在，這包括結構或法令方面的障

礙；(2) 在相當期間裡（Within the Relevant Time Horizon），市場結構欠缺有效競爭

的趨勢；換言之，這是在檢視市場進入後的競爭狀態；(3) 競爭法未能有效處理相關

的市場失靈問題 67。適用這套標準當有效減少應受事前管制市場的數目，符合「架

構指令」所宣示當市場漸趨競爭時，受事前管制的市場應逐步減少的目標 68。此外

執委會亦表示，事前管制的作法以用於批發市場為宜；只有當批發市場的相關措施

無法有效改善競爭況狀及不符公共目的時，始有對零售市場進行規範性控制的必要

 69。比較新舊版本「相關市場建議」附件所列的建議市場清單，舊版總共有 18 個

市場之多，其中零售市場有七個，批發市場有 11 個；新版則僅保留 7 個市場建議

應受檢視，其中只有 1 個零售市場有受事前管制的可能 70 , 71。至於漫遊的相關市

場，執委會僅建議各會員國就「各別行動通信網絡的語音收話服務」（Voice Call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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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ital (27) of Directive 
2002/21/EC, supra 55. 

65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
munication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OJ L 114, 8. 5. 45 (200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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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 L 344, 28. 12. 65-69 (2007). 

67 Point 2 of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Ibid, 68. 
68 Recital (14) of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Ibid, 67. 
69 Recital (15) of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Ibid, 67. 
70 此一零售市場為「定點公共電話網路市場」（Access to the public network at a fixed location 

for residential and non-residential customers）。 
71 執委會認為透過競爭法加上有效的批發市場管制這兩項工具，就能有效處理零售市場層次的

限制競爭問題。Iratxe Gurpegui and Przemyslaw Kordasiewicz, “Solving problems at the sources: why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should focus on wholesale, not on retail, markets,”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DG Competi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 50 (2007). 



2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Termination on Individual Mobile Networks）批發市場進行競爭狀態的分析。 

2. 執委會「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指導原則」 

依「架構指令」第 15.2 條，執委會應在該指令生效前，公布以競爭法原則為基

礎的「顯著市場力量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72（Guidelines），俾利

各會員國主管機關（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 NRA）依「架構指令」第 16 條的

要求，就執委會前述所建議的市場，進行其國內相關市場的評估，以決定是否應施

以事前管制。所謂事前管制，係指依「普及化服務指令」第 16, 17, 18, 19 條及「接

取指令」第 7, 8 條，會員國主管機關得對境內相關市場上經認定為具有顯著市場力

量的事業，加諸包括管制其零售價格在內的特定義務，以保護 終消費者及促進市

場競爭。至於「顯著市場力量」的概念，依「架構指令」第 14.2 條，是指事業單獨

或共同擁有相當於主導的地位（A Position Equivalent to Dominance），也就是享有

一定經濟實力而能相當程度地無視於競爭者及消費者而獨自作為 73。 

「架構指令」對「顯著市場力量」的定義，其實是引自歐洲法院在判決先例中

對歐體條約第 82 條中有關「主導地位」（Dominant Position）的描述 74，因此獨占

管制領域裡具「主導地位」的事業，與歐體電信業領域具「顯著市場力量」的業

事，概念上雖極為類似，然而「架構指令」下對「顯著市場力量」的認定是出於

「事前」（ex-ante）規範的目的；換言之，主管機關必須在現有市場條件下，預測

未來市場競爭的變化與發展 75，故其假設或預測，應與歐體條約第 82 條案件係針

                                                      
72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under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OJ C 165, 11. 7. 
6 (2002). 

73 Article 14 (2) of Framework Directive 
An undertaking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if, either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with 

others, it enjoys a position equivalent to dominance, that is to say a position of economic strength afford-
ing it the power to behave to an appreciable extent independently of competitors, customers and ulti-
mately consumers.  

74 Case 58/76,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 ECR 461, para 39 (1979).  
75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upra 72, 

20.  
 In carrying out the market analysis under the terms of Article 16 of the framework Directive, NRAs 

will conduct a forward looking, structural evalua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based on existing condi-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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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業濫用主導地位的過往事實，進行「事後」（ex-post）審查不同，因此在市場

力量（market power）的評估方法（methodology）上必須加以調整。 

                                                     

首先在市場劃定方面，歐體條約第 82 條案件係調查事業過去是否濫用主導地

位的情形，所依賴者乃過去的證據或紀錄，但對特定事業進行「事前」的「顯著市

場力量」分析時並無這類資料，故此時的分析方法，反而與結合案件所用的方法類

似，乃以前瞻（forward-looking basis）的觀點進行分析；執委會並認為，「顯著市

場力量」分析的起點，在於對市場結構及其作用（functioning）為全面性的前瞻評

估 76，以便預測事業未來在市場上可能呈現的地位。 

據上述前瞻性地劃定相關市場之後，認定特定事業具「顯著市場力量」（主導

地位），主要是依據事業用限制產出以提高價格但又不會明顯損及其銷售量或營收

的能力來衡量 77；而這種力量會受到潛在競爭者的限制，即某事業目前雖尚未在相

關產品市場上活動，然而當產品價格「微幅但顯著且非暫時性的提高」（A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Price Increase）時，即能進入市場或延長其生產線而進

入市場者，該等事業就應被主管機關視為潛在的市場參與者 78。 

在「架構指令」之前，認定主導地位的指標係以市場占有率 25%為門檻，但本

「指導原則」判斷事業是否具主導地位應參考幾個指標，不再只依賴市場占有率。

雖然僅高占有率一項不當然代表事業擁有顯著市場力量，但欠缺高占有率的事業則

不可能享有主導地位，因此市占率未達 25%的事業不易單獨具有主導地位，並且執

委會過去的執法經驗，事業疑有單獨主導地位通常要有超過 40%的占有率。過去個

案顯示，除了少數例外情形，占有率逾 50%的事實本身就是具主導地位的證明。另

外，一事業在相當時間內持續穩定地擁有極高占有率，可推定該事業具有顯著市場

力量；反之，市占率極高的事業正逐漸流失其市場，雖仍不排除該事業具主導地位

的可能，但卻反映出該市場的競爭強度提高。不過在相當時間內市場占有率波動起

 
76  雖 然 結 合 案件 的 審 查 也 是進 行 「 事 前 」分 析 ， 不 過 執委 會 依 結 合 管制 規 則 （ Merger 

Regulation）勿庸定期檢討其決定，但依「架構指令」第 16(1) 條，各會員國電信主管機關必須定
其檢討其市場分析，以確保其對市場預測的正確性。Ibid, 26-28. 

77 Ibid, 73. 
…However, in an ex-ante environment, market is essentially measured by reference of the power of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to raise prices by restricting output without incurring a significant loss of sales or 
revenues.  

78 Ibid,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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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的市場，應沒有具主導地位的事業存在 79。 

除了上述對市場占有率的考量，「指導原則」裡強調，主管機關在作成特定事

業具有顯著市場力量的認定前，必須就相關市場的經濟特性進行全面的分析，其考

量的因素包括：事業整體規模、對不易複製的基礎建設的控制力、技術優勢或先

進、欠缺或甚低的買方抗衡力量、資本取得或融資的容易程度或優先性、產品或服

務細分化（Diversification）程度、經濟規模、經濟範疇、垂直整合情況、高度發達

的經銷網絡、欠缺潛在競爭者、擴大規模的障礙等；有時單一因素可能在判斷事業

具主導地位時尚嫌不足，但亦得綜合多項因素而作成認定 80。 

「 指 導 原 則 」 中 也 對 「 集 體 市 場 主 導 」 （ Collective Dominance, Joint 

Dominance）多所著墨 81。所謂「集體市場主導」指法律上及經濟上獨立的兩家或

兩家以上事業，可能因「結構上的連繫」（Structural Links）或即使欠缺這類連

繫，可因寡占或高度集中等市場結構特性，使該多數事業間欠缺有效競爭，誘使他

們在市場上進行限制競爭的平行行為而致共同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這類市

場通常具有高度集中、透明、成熟、需求趨緩、低需求彈性、產品同質性高、成本

結構類似、市場占有率平均、技術成熟、高市場進入障礙、欠缺抗衡買方力量、欠

缺潛在競爭者、懲罰可能欺騙者的報復機制等特性 82。「指導原則」的內容係整理

歐洲法院司法裁判及執委會行政實務的經驗，而執委會認為漫遊業者的行為即常以

「集體市場主導」模式而有違反歐體條約第 82 條疑慮（見前文三、(二)4.(2)），此

乃決定是否對特定漫遊業者課以不對稱義務時必須注意之處。 

「 指 導 原 則 」 裡 還 指 出 「 市 場 力 量 的 槓 桿 作 用 」 （ Leveraging of Market 

Power）容易出現在電信產業，特別是垂直整合的情形 83。依「架構指令」第 14.3

                                                      
79 Ibid, 75. 
80 Ibid, 78. 
 … These criteria include amongst others: overall size of the undertaking, control of infrastructure not 

easily duplicate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r superiority, absence of or low countervailing buying power, 
easy or privileged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s/financial resources, product/services diversification (e.g. bun-
dled products or services), economies of scale, vertical integration, a highly developed distribution and 
sales network, absence of potential competition, barriers of expansion. 

81 Ibid, 86-106. 
82 Ibid, 97. 
83 Ibid, 84. 
  … This is often the cas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ctor, where an operator often has a domi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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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描述，「市場力量的槓桿作用」是指一事業在某特定市場具有顯著市場力量，

而它可在另一密切關聯的市場運用其影響力，致增加該事業在此密切關聯市場的市

場力量，則該事業即可能亦在此密切關聯的市場被認定為具有顯著市場力量。例如

在基礎建設層次中具有主導地位的電信業者，可能將其市場力滲入下游零售市場，

而被主管機關認定為在下游市場亦具有顯著市場力量。不過對於在基礎建設層次具

主導地位的事業，各主管機關原已依「接取指令」對之課以事前義務，以避免外溢

或槓桿效果，因此只有在上游層次對事業課以事前義務的作法，仍無法促進下游市

場有效競爭時，始有檢視該事業在下游市場是否具「市場力量的槓桿作用」的必要

 84。 

(二) 「2002 電信規範架構」下的「價格管制規則」──分析與
評論 

歐盟電對信市場的管制理與管制，雖有理事會「2002 電信規範架構」的摮化與

執委會對「相關市場」、「顯著市場力量」的闡釋，但終究未能依此架構及原則處

理漫游費率問題，反而 後必須祭出「價格管制規則」，直接設定漫遊費率的批價

與零售價格上限，這樣的特殊舉措，實與電信規範架構的設計原意相違 85，為此甚

至必須修正「架構指令」86，俾使歐體電信規範體系得以容納「價格管制規則」，

凸顯了漫遊價格管制的特殊性，故「價格管制規則」在「2002 電信規範架構」中的

地位，值得進一步深究。 

顯然歐盟在漫遊費率的議題上，放棄了競爭法的作為，採取了管制法的手段。

其理由是，依執委會「相關市場建議」，會員國應對其國內行動通信網絡的漫遊批

發市場加以評估；但事實顯示，由於漫遊的跨國特質，主管機關根本難以作成事業

                                                        
position on the infrastructure market and a significant presence on the downstream, services market.  

84 Ibid. 
85 「價格管制規則」的制定與實施，已背離「架構指令」所定除有「顯著市場力量」之外，提

供服務的對價，應依商業契約或協議而定的原則。 Recital (12) of Regulation (EC) No 717/2007, 
supra 51. 

86 Article 10 Amendment to Directive 2002/21/EC (Framework Directive), Regulation (EC) No 
717/200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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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顯著市場力量」的認定 87。在漫遊服務的零售市場，一方面執委會並未建議會

員國應作任何評估，他方面漫遊服務只是消費者向業者購買套裝行動通信服務中的

一項，而且消費者所支付的費用，取決於本國業者與外國業者間的批發價，外國業

者的取價已逸出本國主管機關管轄範圍，國際漫遊特殊的定價結構使會員國主管機

關難在「決戰於境外」取勝，致無法有效採取措施以保護其消費者，同時「2002 電

信規範架構」的事前規範體系亦未提供適當的處理工具，因此歐盟機關不得不採取

泛歐洲適用的規則以為因應 88。歐盟對於漫遊價格的說明固為事實，必須對漫遊費

率過高有所反應亦值得贊同，不過「價格管制規則」對於漫遊批發與零售價格設定

的上限，與實施管制前的漫遊價格相去甚遠 89，「價格管制規則」裡並未詳細分析

漫遊服務的實際成本，進而與國內服務的成本加以比較，僅泛泛宣稱漫遊所需的成

本與國內一般行動通信的成本類似，故漫遊的高價並不合理云云，說服力似有待補

強 90 。此外「價格管制規則」同時對批發與零售兩個層次的漫遊市場設定價格上

限，係基於產業調查的結果，發現業者間批發價格下降、成本減省的好處，通常不

能在零售市場與消費者共享，故必須同時限制零售價格的空間。問題在於既已設定

批發價格上限，無非期待業者在此上限之下仍彼此間為價格競爭，進而使下游零售

市場降價，但歐盟現又同時管制零售價格，顯示市場仍欠缺誘使業者競爭的價格彈

性，否則即無由再對零售階段再為價格管制之理。而以法令強制壓低漫遊價格的作

法，實不能排除業者為了彌補漫遊服務收入的短缺，而提高其他國內行動通訊服務

價格以為因應的可能 91，對消費者整體利害而言實難以評估。 

                                                      
87 Recital (6) of Regulation (EC) No 717/2007, Ibid.  
88 Recital (7), (8), (9) of Regulation (EC) No 717/2007, Ibid. 
89 歐盟執委會指出在馬爾他的奧國人必須 4 分鐘花費 10 歐元漫遊至奧國；同樣的電話，在立

陶宛的西班牙人應付 6.31 歐元，塞浦路斯人在比利時漫游則付 12 歐元，在馬爾他的愛爾蘭人漫
遊費用也在 11.96 歐元之譜才能打回家 4 分鐘。The new EU Regulation to Reduce Roaming Charges 
ahead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nary vot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MEMO/07/158, Brussels, 
(2007). 

90 Peter Dunn, “Mobile roaming, The Commission’s proposals for regulation,” Competition Law In-
sight, 11 (2006). 

9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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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國漫遊價格及其管制概況 

(一) 漫遊費率在台灣 

依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的統計，至 2008 年 12 月底

止，國內行動電話用戶數（包括 2G與 3G）近 2400 萬戶，普及率達 110.3% 92。就

占有率而言，以 2G為例，前三大業者為中華電信 42.53%；台灣大哥大 30.22%；遠

傳（合併和信電訊後合計）27.25%93（參見表 1），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且此 3

家業者皆已被交通部或通傳會認定為行動電話業務市場主導者。 

表 1 台閩地區 2G、3G 行動電話業務概況 

 台閩地區 2G 行動電話業務概況表 97 年 12 月底 

去話分鐘數（分） 營業收入（千元） 
公司別 用戶數（戶） 

本月 本年累計數 本月 本年累計數 
市占率 

總計 12,661,117 975,583,260 14,499,448,349 8,042,041 116,541,81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5,384,665 355,973,262 5,184,711,489 2,702,236 39,800,547 42.53%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3,826,644 312,892,331 4,419,608,288 2,606,706 33,040,621 30.2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455,639 240,365,519 3,287,522,002 1,813,121 25,402,226 19.40% 

 台閩地區 3G 行動電話業務概況表 97 年 12 月底 

去話分鐘數（分） 營業收入（千元） 
特許執照數 用戶數（戶） 

本月 本年累計數 本月 本年累計數 
5 11,292,232 1,847,9975,272 18,081,894,345 9,428,780 95,629,110 

資料來源：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12/1135_7866_090122_1.xls 
 

  由於欠缺針對我國漫遊市場調查的資料，我國漫遊市場競爭情況如何，並不

明確。倘依上述整體行動通信業務概況為基礎，而推論漫遊市場亦應呈同樣的分

布，則我國零售市場有類似歐體的集中情形，但按各家業者市場占有率，依上述歐

                                                      
92  參 見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電 信 年 度 統 計 圖 表 「 各 類 電 信 用 戶 普 及 率 」 ，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30/1631_090309_1.WDL， 後瀏覽日期：2009/5/8。 
93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7 年行動通信業務營運概況，占有率則為作者自行統計。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12/1135_7866_090122_1.xls， 後瀏覽日期：2009/5/8。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12/1135_7866_090122_1.xls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30/1631_090309_1.WDL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12/1135_7866_090122_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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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指導原則」的標準，尚不足以確定具歐體所謂「顯著市場力量」的程度，有待

其他條件的補強。再就漫遊費率觀察，本文試以在新加坡及英國兩國漫遊為例，整

理此三家市場主導者各自定價的情況如本文後附表（2 至 7）所示，初步觀察如

下： 

1. 各家漫遊價格趨於一致，其原因除了因 3 家皆為「通信協會」成員、與外國業者

間的批發價格透明之外，以 3 家業者所訂零售價格的相似性，除了可用寡占的市

場結構加以解釋之外，除非各家成本結構類似，否則是否有共同不當決定服務報

酬的可能，值得主管機關深究。 

表 2 在新加坡漫遊三家業者費率比較（發話至當地） 

單位：新台幣（元）/分鐘 
發話至當地 

中華 台哥大 遠傳 
漫遊網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Mobile One 16.11 - 15.84 15.84 15.85 15.85 

Sing Tel 
Mobile 9.41 - 15.84 15.84 15.85 15.85 

Star Hub 
Mobile 16.11 - 14.81 14.81 15.85 15.85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3 在新加坡漫遊三家業者費率比較（發話至台灣） 

單位：新台幣（元）/分鐘 
發話至台灣 

中華 台哥大 遠傳 
漫遊網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Mobile One 50.72 - 
（002）49.91
（021）30.04

（002）49.91
（021）30.04

49.92 - 

Sing Tel 
Mobile 47.04 - 

（001）52.87
BudgetCall 

（013）52.62

（001）52.87
BudgetCall 

（013）52.62
52.88 - 

Star Hub 
Mobile 50.44 - 48.58 48.58 49.63 -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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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新加坡漫遊三家業者費率比較（受話） 

單位：新台幣（元）/分鐘 
受話 

中華 台哥大 遠傳 
漫遊網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Mobile One 22.39 21.79 28.44 27.84 28.45 28.45 

Sing Tel 
Mobile 22.41 21.81 28.44 27.84 28.45 28.45 

Star Hub 
Mobile 29.11 28.51 28.15 27.55 28.45 28.45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5 在英國漫遊三家業者費率比較（發話至當地） 

單位：新台幣（元）/分鐘 
發話至當地 

中華 台哥大 遠傳 
漫遊網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Hutchison 
3G 9.78 6.52 

撥 H3G 網內語音 or
市話：9.72 

撥 H3G 網外語音：
13.51 

撥 H3G 網內語音 or 市
話：6.48 

撥 H3G 網外語音：8.10
9.72 6.48 

Orange 
PCS 15.21 - 15.12 15.12 21.62 21.62 

T-Mobile 
（原 One 2 

One） 
16.29 - 

撥至英國本島：16.20
撥至英國 Channel 
Islands and Isle of 

Man：21.60 

撥至英國本島：16.20
撥至英國 Channel 
Islands and Isle of 

Man：21.60 
16.2 16.2 

Telefonica 
O2 21.72 5.43 撥至當地行動：27.01

撥至當地市話：10.80
撥至當地行動：16.20
撥至當地市話：5.40 21.62 5.4 

Vodafone 15.64 6.25 

撥 PSTN&Mobile：
15.55 

撥其它行動電話：
6.21 

撥 PSTN&Mobile：6.21
撥其它行動電話： 

6.21 
15.55 6.22 

Cable & 
Wireless 

Guermsey 
  10.80 10.80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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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在英國漫遊三家業者費率比較（發話至台灣） 

單位：新台幣（元）/分鐘 
發話至台灣 

中華 台哥大 遠傳 
漫遊網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Hutchison 3G 51.49 36.82 

撥至台灣市話： 
51.31 

撥至台灣行動電話：
60.48 

撥至台灣市話：
36.72 

撥至台灣行動電
話： 
43.20 

51.33 36.74 

Orange PCS 81.47 - 81.03 81.03 89.14 89.14 
T-Mobile 

（原 One 2 
One） 

38.02 - 37.81 37.81 37.82 37.82 

Telefonica O2 87.44 73.86 86.97 73.47 86.98 73.47 
Vodafone 69.35 49.97 68.98 49.70 68.99 49.7 
Cable & 
Wireless 

Guermsey 
  99.40 74.55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7 在英國漫遊三家業者費率比較（受話） 

單位：新台幣（元）/分鐘 
受話 

中華 台哥大 遠傳 
漫遊網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平常 減價 
Hutchison 3G 14.00 13.30 13.60 12.90 13.2 13.2 
Orange PCS 41.16 40.46 40.61 39.91 40.22 40.22 

T-Mobile 
（原 One 2 

One） 
14.00 13.30 13.60 12.90 13.2 13.2 

Telefonica 
O2 

54.19 53.49 53.57 52.87 53.17 53.17 

Vodafone 39.53 38.83 13.60 12.90 13.2 13.2 
Cable & 
Wireless 

Guermsey 
  13.60 12.90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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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漫遊費率與非漫遊的價差極大（參見表 8 與其他漫遊費率表的比較），雖然可能

出於外國業者收取超高批發價所致，但是否有如同歐體調查所顯示，跨國業者在

彼此批發市場上相互榨取他國消費者利益的情形，值得深究。對消費者而言，業

者是否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加價以決定零售價格，是十分合理的質疑。 

表 8 三家業者非漫遊費率表（以 低價方案為例） 

語音通信費（新台幣元/分） 
網內 優惠網 市話 網外 電

信
業
者 

月
租
費 一般時

段 
減價時

段 
深夜時

段 
一般時

段 
減價時

段 
深夜時

段 
一般時

段 
減價時

段 
一般時

段 
減價時

段 

中華
電信 

200 4.8 2.4 0.6 4.8 2.4 0.6 8.4 4.8 9 4.8 

台灣
大哥
大 

66 5.4 5.4 0.9 - - - 10.2 - 10.2 - 

遠傳
電信 

165 4.8 - - - - - 9.6 - 9.6 - 

資料來源：98.5.8，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 我國漫遊費率管制的現況 

事實上我國目前並無特別針對漫遊價格管制的法令，「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第 69 條僅規定本業務資費之訂定，經營者應依電信法第 26 條辦理，因此有關

漫遊資費的管制，與一般電信資費的管制並無不同，即採價格調整上限制，亦適用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以下稱「資費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按「資

費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1 項僅要求第一類電信事業調整資費及促銷方案時，應事先

報請通傳會備查；同條但書雖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各項業務主要資

費之調整及其促銷方案，應於預定實施日前 14 日報請本會核定，於核定文到次日

在前述所定場所公告，並於公告日起七日後實施」，然而受事前管制報請核定的主

要資費，依同條第 3 項第 4 款行動電話業務的規定，只及於網路月租費及網路通話

費 2 項，因此漫遊費率的妥適性顯然不包括在電信主管機的事前審查範圍內。此

外，「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第 1 項特別要求「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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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予其他電信事業之電信服務，應訂定批發價格」，然而與歐體的情況相同

者，國內行動電話業者提供漫遊服務訂定批發價格的對象為外國業者，該等批發價

無從受我國法令的拘束，更何況依目前通傳會所公布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格的

業務項目，也不包括行動電話國際漫遊，故就我國電信法規整體觀察而言，電信主

管機關尚未對漫遊服務的價格給予特別關注，因此與廣大消費者利益密切相關的漫

遊資費（零售），一體適用所有第一類電信業務資費調整的公式，遑論進一步區分

漫遊批發與零售市場的差異，採取不同的因應措施；而與外國業者間批發價格如何

影響國內的漫遊零售價格，在國內更是陌生，乏人討論。這與歐體實務上主管機關

高度介入漫遊價格形成的現象，完全不同。 

七、 歐體漫遊費率管制規則於我國電信法制的借鑑意
義－代結論 

歐體電信法「2002 規範架構」所建構的電信法制，雖然以「事前」管制為目

的，但它充分導入競爭法的概念，以決定在某特定市場上是否仍有事業具「顯著市

場力量」、市場尚欠缺有效競爭時，始賦予各會員國權力，對該市場具「顯著市場

力量」的事業，課以採「事前」義務；除此之外，在已達有效競爭的電信市場，仍

屬競爭法擅場的領域。而電信產業的「市場」是多數而非單一的，適於採「事前」

管制的市場，會因市場進入或技術發展等因素，而有所消長變動；是故如何認定某

事業具「顯著市場力量」，及哪一個電信市場應受「事前」管制，有按競爭法的原

理，定期檢討與修正的必要。要言之，即使在「事前」管制的電信法領域，競爭法

仍活躍且具關鍵決定的功能，此即歐體電信法「2002 規範架構」的要旨及特色。然

而當競爭法發揮整合歐體電信內部市場的作用，由於行動電話漫遊的跨國特性，漫

遊市場及其費率的管制於是成為「2002 規範架構」的例外。競爭法不得不退讓其角

色，歐體再度以管制法的作用，直接以立法手段，設定了漫遊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

的上限。 

比較我國現行法制與上述歐體電信法體系，兩者都是在電信法之外，另設有規

範所有產業的競爭法；且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在「行政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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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裡對電信法與公平交易法間關係的描述，亦稱

「相較於公平交易法，電信法扮演「產業管制法」（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角

色，著重於「事前規範」（Ex-Ante Regulation），亦即透過資費管制、網路互連、

平等接取、會計分離等機制的設計，降低反競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公平交易法則

扮演「一般競爭法」（General Competition Law）角色，著重於「事後規範」（Ex-

Post Regulation），透過調查權的行使，以及對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處罰，產生嚇

阻效果，防止反競爭行為的發生。基於「不對稱管制」之理念及防止既有電信事業

濫用市場力量，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特定反

競爭行為亦訂有禁止規定。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市場力濫用行

為，原則上優先依據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處理，惟倘該「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

主導者」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1 規定之獨占事業之認定標準，且亦

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之構成要件，本會亦得依法調查處理。

顯然我國與歐體對電信產業管制的策略是一致的，即分別就「事前」與「事後」予

以不同政策目的管制手段，而且在「事前」管制部分，特別針對具一定條件的事業

（於我國稱「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於歐體則稱「顯著市場力量」事

業），依法令課以特定義務，即所謂不對稱管制者，以輔助市場競爭機能的不足，

促進特定電信市場的競爭，俾利未來電信市場自由化目標的達成；惟當競爭機制發

揮功能時，即應逐步放寬管制，回歸市場法的一般競爭機制範疇 94。準此以解，歐

體現行電信法的政策思維與立法策略，及其對漫遊價格的管制措施，於我國電信法

制的改進與修正，有下述幾項重要借鑑意義，茲分述如后。 

(一) 電信法中導入競爭法原則與技術 

歐體對電信市場上具「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課以事前義務，完全是競爭法原理

與思想的產物（事前的市場界定、前瞻性的市場力量分析等），歐體電信法可說是競

爭法的「事前」落實，並為電信市場的完全自由化作準備。於體例相同的我國，固然

                                                      
94 參交通部交郵字第 0930037979 號函，轉引自石世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第 126 次委員會議

紀錄石世豪委員對討論案所提協同意見書，10（2004），http://www.ncc.gov.tw/chinese/ files/ 
07052/67_1476_070523_1.doc， 後瀏覽日期：2009/5/12。 

http://www.ncc.gov.tw/chinese/%20files/%2007052/67_1476_070523_1.doc
http://www.ncc.gov.tw/chinese/%20files/%2007052/67_1476_070523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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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法與公平交易法在兩個領域分別發揮其規範功能，然而對電信產業進行事前管

制，既展望未來市場的充分競爭，是以電信法領域的管制措施，自應以競爭政策導

向、以競爭法原理原則為基礎者為妥 95 ；案例顯示我國執行實務亦朝此方向發展。以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哥大公司」）申請通傳會解除其行動電話業

務市場主導者認定案為例，通傳會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以下稱「資

費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標準，因台哥大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所經營業

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均達該業務市場 25%以上，故否准解除其被公告為市場主導者

之申請，本案訴願決定雖維持原處分機關通傳會的決定，但觀其理由，卻主要是依公

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及同條第 2 項有關結合的規定推論而來，而結合管制的目的，

就在對因結合致未來市場結構可能的影響而有競爭法疑慮者，予以事前的控制。本案

本身並非結合案件，但卻是援引處理結合案件的競爭法觀點，作為本案訴願決定的基

礎，而且其導入競爭法論述的方法，即分析特定事業是否具相當市場力量的方法論，

實與前述歐體「顯著市場力量指導原則」不謀而合。只是申請解除被公告為市場主導

者的案件，是按公平交易法（而非相關電信法規）的推論而作成決定，引起台哥大公

司及有類似情形的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遠傳電信」）96  的不滿，認係現

行電信法並未授權主管機關可依結合原理，作為認定市場主導者的依據，而有違反法

律保留、恣意擴張解釋的違法之嫌。歸結此爭議的根本癥結，在於電信法規對「市場

主導者」規定之不當。進一步論述如后。 

(二) 調整與修正「市場主導者」之規定 

「市場主導者」一詞首見於電信法，然而對「市場主導者」的定義，在法律層

次的規範卻無任何隻字片語的描述，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2 項完全委諸「主管機

關認定之」，故有屬法規命令的「資費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的出現。首先，

如此安排的疑義在於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認定「市場主導者」的

目的，在於為實施所謂「不對稱管制」所用，被認定具「市場主導者」地位的第一

                                                      
95 我國學者亦有持相同見解者，參見林雅惠，「論電信市場之批發價格管制制度－兼論垂直價

格擠壓理論」，探索科技法律未知之境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初版，342 (2006)。 
96 參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第一類電信事業行動電話業務市場主導者事件訴願決定書，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s.aspx?sn_f=2741， 後瀏覽日期：2009/5/12。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s.aspx?sn_f=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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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電信事業，依法令被課以諸多作為與不作為義務，對人民的權利義務影響至鉅；

而「市場主導者」的定義與要件，依現行我國電信法之結構，絕非「細節性」「技

術性」之次要事項，而得完全授權行政機關決定者（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22, 559, 

570, 604 號），實有必要以法律就「市場主導者」的定義及其認定方式，作原則性

的規定，至於操作面的細節，例如分析方法及一般性的指標，始以行政命令或行政

指導方式為之，以符合現代法治國的精神 97。更何況「市場主導者」的認定，並非

只關乎電信資費管理事項而已，亦與第一類電信事業固定網路、網路互連等重要機制

密切相關，將「市場主導者」的定義置於「資費管理辦法」，並不妥善相稱。 

以上所述乃關係立法體例與立法技術的問題，抑有進一步言者，則為「市場主

導者」在我國電信法制的定性究竟為何的核心議題。倘「市場主導者」一如歐體所

稱之具「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同屬「事前」規範的概念，則「市場主導者」實

不應與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所列禁止濫用市場力量或不公平競爭的各款相連

結，因為後者顯然是複製公平交易法濫用獨占地位禁止的「事後」規範，倘某電信

事業依公平法已得被認定為具獨占地位，而有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情形

之一的行為，應直接依公平交易法處理即可，沒有在電信法裡重複規定的必要，也

只有如此，始符合前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裡對電信法

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功能的分野。更重要的是，「市場主導者」的概念不能與公平交

易法所稱獨占或視為獨占等同視之；獨占管制的目的在禁止事業濫用獨占地位，是

對獨占事業過去已發生的濫用市場力行為，予以處罰；相反地，在電信法「事前」

管制的領域裡，必須在現有市場條件下，以前瞻性的觀點，預測未來市場競爭的變

化與發展，以決定該市場是否仍未臻有效競爭而適於施以「事前」管制，並在此預

測的基礎上觀察事業的市場地位，以認定事業在特定市場上是否具「顯著市場力

量」（詳參前述五(一)1.執委會「相關市場建議」及五(一)2.執委會「顯著市場力

量」）。誠如前通傳會副主任委員石世豪先生所言，「市場主導者」可視為以其規

範目的為導向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其界定方式與具體認定標準，自不能抽離其規範

                                                      
97 對照歐體的作法，「架構指令」第 14.2 條即明文定義所謂「顯著市場力量」，指事業單獨或

共同擁有相當於獨占的地位（A Position Equivalent to Dominance），也就是享有一定經濟實力而
能相當程度地忽視競爭者及消費者而獨自行動的事業而言；「架構指令」第 15 條並命令執委會，
應依競爭法原則，制定行政指導，即「相關市場建議」及「顯著市場力量指導原則」，供會員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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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孤立處理98；因此在定性為屬「事前」管制的「市場主導者」之後，卻接續

屬「事後」規範的相關禁止條款，明顯誤會了「市場主導者」的概念，欠缺一致而

連貫的邏輯，面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實有積極考慮修廢的必要。 

(三) 精緻化電信相關市場的界定 

接續上述「市場主導者」的討論，我們不得不指出我國電信法制的改善，應在

電信相關市場界定精緻化方面著力。所謂「市場主導者」的認定，是植基於特定電

信市場之上的，既然電信法為著重於「事前規範」的產業管制法，則確認哪一個電

信市場仍缺乏競爭、適於為事前管制，更是認定「市場主導者」的前提。歐體「相

關市場建議」對如何劃定事前管制的電信產品市場，設定了相關原則，並據此原

則，對會員國應進行檢視的國內相關電信市場，作出具體建議，俾利會員國依所建

議的市場，認定其國特定市場上是否有具「顯著市場力量」的事業存在。執委會對

已作成的相關市場建議，亦定期予以檢討，以確認是否仍有受事前管制的必要。由

歐體的經驗與發展顯示，應受「事前」管制的相關市場，以批發市場為主，而且應

受管制的批發市場數目，也逐漸減少。 

我國法規或行政決定裡對電信市場經常籠統以電信市場、上下游市場等語稱

之，以致於在個案中是否應對市場實施不對稱管制，引起爭議。以台哥大公司及遠

傳電信被認定為第一類電信事業行動電話業務市場主導者為例，所謂行動電話業務

內容不只一項，以本文所討論的行動電話漫遊服務在歐體即被劃為獨立的市場，且

有批發與零售市場之分，但我國卻全部以行動電信業務一語概括，在此基礎上的分

析結果，恐怕也不具十足的說服力。再以遠傳電信申請解除認定為第一類電信事業

行動電話業務市場主導者訴願案分析之 99，遠傳電信執行動通信業務已為高度競爭

市場，訴願決定則以原本市場上六家業者，目前則因業者間的併購形成關係企業，

致實質上市場競爭家數減少，因此不採訴願人有關行動電話業務已高度競爭而勿庸

再實施不對稱管制的主張。不過本文認為，無論是訴願人或訴願機關，都未能就行

                                                      
98 石世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第 126 次委員會議紀錄石世豪委員對討論案所提協同意見書，前

引註 94。 
99 同前引註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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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話業務的「市場界定」及該市場的競爭狀態，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以我國行

動電話普及率超過 100%的現況，即使市場上競爭的業者家數，外觀上有六家而實

質上是三家分立的狀態，但這是僅就業者的家數而言，三家業者在寡占結構的行動

電話業務市場上競爭情形究竟如何，訴願決定書的論述付之厥如。倘參考歐體的作

法，首先要務自應首先界定行動電通信市場是否仍為適於進行「事前」管制的市

場？其討論應包括市場進入障礙、市場結構及競爭法的功能是否失靈等要件。倘結

論為肯定者，始進一步認定遠傳電信是否具市場主導者的地位。在認定標準上，至

少應討論事業是否有用限制產出以提高價格的能力，但又不會明顯損及其銷售量或

營收來衡量，以及市場是否有潛在競爭者的存在等等。如此依邏輯連貫的分析判

斷，始能對電信市場的事管制，趨於合理。 

(四) 對漫遊市場及定價合理性給予關注 

在我國漫遊與非漫遊的價差甚大，漫遊價格的不合理時有所聞，但漫遊始終未

被視為獨立的電信市場予以管理，遑論有所謂批發零售價格之分。在這個領域消費

者十分弱勢，我國主管機關應慎重考慮審視我國漫遊市場與定價合理性問題，甚至

必要時亦考量採取直接價格管制的可行性。由於漫遊服務的提供有賴跨國業者間的

配合，對於外國業者不合理的批發定價，實為每個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單一執行

機關的力量不易奏效，歐體內部即使可自行以限制價格上限方式處理，但在歐體境

外的漫遊，則問題依舊，如何在這個議題上加強國際合作，值得各國主管機關共同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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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Roaming Pricing Control 

－Learning from the EC Mobile Regulation and Practices 

Wei, Hsin-Fang* 

Abstract 

The EC “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s for the 

purpose of ex ante regulation but incorporated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law. The imposition of ex ante regulatory obligation is only where there is not effective 

competition, i.e. in markets where there are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ith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where the national and EC competition law remedies did not 

sufficiently address the problems. The markets suitable for ex ante regulation are complex 

and dynamic, due to new entrants 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tc., and therefore there 

is the need for regular review. Mobile roaming, characterized by its cross boundary and 

transnational feature, presents as an unique issue under the “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is hardly reasonably dealt by one single Member St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The new 

mobile regulation, which is deemed to be an exception to the “2002 regulatory 

framework,” was proposed and the measures capping both the wholesale and retail 

roaming prices were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oaming market and pricing in 

our country are similar with those of EC’s, but there is no specific regulation for the 

roaming market in Taiwan. The EC practices of roaming pricing control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s as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and modifying our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system.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moving toward a 

telecommunications law with competition law principles, refining the definition of “a 

dominant market player” an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delicately redefining the relevant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s,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our mobile roaming market 

and taking necessary measures for the benefit of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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