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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信批發服務之管制，為電信自由化以來市場競爭規範的核心議題。本研究藉

由對於歐盟、澳洲電信政策及法規的比較研究，瞭解國外電信批發服務管制之理論

及實務，作為分析我國電信批發服務管制之基礎。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定期檢討現

行批發服務管制之政策及作法，針對批發業務項目及價格等接取條件審議，以及對

於零售價格的管制上，確認有無構成垂直價格擠壓或有其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並

且應調查固網既有業者對於企業用戶實際交易價格，有無不當之處。中、長期而

言，通傳會應進行現行成本會計制度之變革，以要求市場主導者反應各項服務及其

網路元件之成本，落實會計分離及成本計價之要求。而公平會本於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立場，雖不宜介入通傳會已核定之市場主導者資費或相關費用，但對於未核定之

資費或相關費用，或者規避通傳會資費管制之定價行為，應可依據公平交易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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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而無須禮讓通傳會。公平會於所制定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中，已揭櫫「垂

直價格擠壓」、「差別定價」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作為獨占地位濫用的規範

類型。公平會可針對個案審理，要求獨占事業舉證。 後，公平會與通傳會應為資

訊之交流及分享、必要時並應協調商同合作辦理。 

關鍵詞： 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價格擠壓、網路互連及接取、市內用戶迴路細分
化、電信市場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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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現行電信法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設有資費管制規範（電信法第 26 條），

且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要求其應提供批發服務，該批發價格並應經主管

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核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

第 9 條之 2）。現行通傳會即已公告六大批發業務為市場主導者所應提供之批發項

目，均為固網市場主導者方得提供的業務項目。 

雖然有上述之電信資費管制規範，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卻屢有爭議發生，如 2009

年 3 月發生有關網際網路對等互連（peering）資費之爭議，xDSL 電路之資費迄今

為止均未實施，以及對於市內用戶迴路的開放項目（是否應包括光纖用戶迴路）及

月租費率等等。上述國內爭議究竟其核心問題為何，又國外對於批發服務之價格管

制之實務為何，即為本研究所欲探討及分析之議題。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擬先說明歐盟及澳洲對於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的規範

政策及實務，其中將包括對於市場主導者的事前管制規範以及批發價格管制之作

法。另由於對於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的管制，於學理上必須考量防止造成垂直價格

擠壓，因此本研究擬一併說明如何進行判斷之方法。 後，本研究將分析我國批發

價格管制的實務問題，並提出建議以供公平會及通傳會參考。 

二、國外電信網路接取服務之批發價格管制 

對於國外電信網路接取規範政策及實務的研究，本文擬針對歐盟及澳洲管制政

策及規範進行研析。選擇歐盟及澳洲的原因，在於兩者對於電信網路接取之政策及

規範均有相當透明的制度，且在執行成果上均獲得相當的績效。對於歐盟及澳洲政

策及規範的瞭解，將有助於吾人進行我國管制實務問題之檢討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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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歐盟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管制 

1. 對於顯著市場力量事業施行事前管制 

現行歐盟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管制架構，包含架構指令、網路接取及互連指

令、許可指令、普及服務指令、隱私與電子通訊指令、競爭指令，以及接取用戶迴

路細分化規則等七項 1。其中，前五項通訊指令係於 2003 年 7 月 25 日生效實施，

以建立歐盟調和性管制，暨降低進入市場障礙及促進自由化競爭，進而提昇消費者

利益。該新管制架構朝鬆綁管制、技術中立及適足彈性方向，以因應市場快速變

遷。 

歐盟 2003 年通訊管制架構之主要特點有二，其一為因應技術匯流，擴大適用

範圍於所有類型之「電子通訊」業；其二為引進競爭法之市場主導地位概念，作為

「事前」管制之起點，以確保事前管制限於適用顯著市場力量（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業者。 

為促進市場自由化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歐盟訂定會員國監理機關對電信 SMP

業者施與事前管制應先界定相關市場，再依「架構指令」第 16 條規定，會員國監

理機關須分析各相關市場自由化競爭情形，各相關市場不具有效競爭者，應評估及

指定相關市場之 SMP 業者，並對其施予事前管制之導正措施。 

通常，SMP業者以市場占有率為顯著市場力量之表徵。易言之，市場占有率低

於 25%者，通常較不可能成為相關市場之市場主導者；實務上，市場主導者之市場

占有率通常達 40%以上；高市場占有率 2（即市場占有率逾 50%者）通常顯示為具

市場主導者之證據。然而，SMP業者之認定非僅以市場占有率為絕對條件，會員國

監理機關尚須深入及通盤分析相關市場經濟特性。 

依據「架構指令」第 15 條及「相關市場建議（Recommendation on Relevant 

Markets）」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界定相關市場，並由歐盟執委會定期分析之。

                                                      
1 參 見 歐 盟 執 委 會 網 頁 ：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current/index_en. 

htm， 後瀏覽日期：2010/6/4。 
2 高市場占有率可成為明確指標，其主要假設為競爭者提高價格時，其他競爭者無法擴充產

品，以移轉需求。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current/index_en.%20htm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current/index_en.%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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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於 2003 年首次發布「相關市場建議」3，界定 18 個相關市場由會員國監

理機關可考慮採事前管制措施（諸如零售或批發接取或價格管制等）；該等市場發

展情形由會員國監理機關定期檢視，並向歐盟執委會報備。 

惟鑒於多數會員國認為多項市場已達有效競爭，而不適用相關管制（諸如市場

編號 15「對行動網路之接取與發話」，目前僅塞普勒斯、馬爾他、斯洛維尼亞及西

班牙等 4 個會員國仍施行相關管制），歐盟執委會乃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發布

「相關市場」由 18 個縮減為 7 個4。歐盟建議之事前管制市場修正前後項目如下表

所示： 

2. 對於顯著市場力量事業之規範 

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8 條規定，會員國監理機關須對SMP業者實施

事前管制措施，主要包括透明化義務（諸如會計資訊、技術規格、網路特性、使用

與價格條件等）5、無差別待遇 6、會計分離義務（不同層級業務之會計分離）7、

課予開放特定網路設施接取之義務（接取SMP業者網路設施）8及價格管制（成本導

向）9。 

歐盟執委會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提出電信改革方案（Telecom Reform 

Package）草案，主要修正項目包含功能分離（functional separation）為確保有效競

爭之「例外措施」等，以解決長期阻礙有效競爭之瓶頸設施課題（尤以寬頻接取市

場）。此一修正草案已於 2009 年 12 月完成立法程序，2010 年 1 月生效，各會員國 

                                                      
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1 February 2003 on relevant product and 

service markets with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susceptible to ex ante reg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Directive 2002/2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ervices, C(2003) 497.  

4 新的「相關市場建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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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07) 5406.  

5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9。 
6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0。 
7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1。 
8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2。 
9 歐盟「網路接取互連指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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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公告事前管制的電信市場 

服務種類 18 個市場 7 個市場 

零售 1、對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 
3、市話、長途電話服務 
4、國際電話服務 

1.2 整合：對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 
─ 
─ 

8、公眾電話網路之發話 8、公眾電話網路之發話 
9、個別公眾電話網路之受話 9、個別公眾電話網路之受話 
10、公眾電話網路之轉接服務 ─ 

固網電話
（住宅） 

批發

11、市內用戶迴路之批發接取 11、市內用戶迴路之批發接取 
零售 2、對公眾電話網路之接取 

5、市話、長途電話服務 
6、國際電話服務 

*2 與 1 整合 固網電話
（商業） 

批發 *與固網電話（住宅）同 *與固網電話（住宅）同 
零售 ─ ─ 寬頻 
批發 12、寬頻接取 12、寬頻接取 
零售 7、 低限之專線（2Mbps） ─ 電路出租 
批發 13、專線（終端部分, local segment） 

14、專線（中繼部份） 
13、專線（終端部分） 

─ 

零售 ─ ─ 行動網路 
批發 15、對行動網路之接取與發話 

16、個別行動網路之語音受話 
17、行動網路國際漫遊的國內市場 

─ 
16、個別行動網路之語音受話 

─ 

零售 ─ ─ 廣播電視 
傳送 批發 18、對終端用戶播送內容之傳輸服務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歐盟執委會「相關市場建議」（如註 3、4 所示）。 
 

必須落實將該指令轉換至其內國法之義務 10。依據此一法案之規定，會員國監理機

關得據以為導正措施，要求SMP業者之接取網路基礎設施部門與其他服務部門分離

（而未變更其股權結構），以提供下游競爭者平等接取其網路基礎設施；惟僅限於

經歐盟執委會同意，以確保與歐盟電信管制原則一致。其准駁之必要條件有二：一

為其他導正措施無以達成有效競爭；其二為若不施行功能分離，則基礎設施面有效

競爭之展望渺茫 11。之所以會在網路互連規範中導入功能分離，主要係參考英國對

                                                      
10 此一「電信改革法案」的修訂，主要係針對 2003 年所施行的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相關的管

制規範，涵蓋前揭的五大指令，由於涉及範圍十分廣泛，難以在本文中加以說明，日後另當為文
撰之。 

11 有關歐盟電信改革法案「功能分離」之規定，可參考陳人傑、江亮均，「垂直整合電信事業
實施功能分離之政策規劃探討—從歐盟管制政策談起」，98 年全國電信研討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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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電信（BT）實施功能分離措施所獲致的良好成果12。此一規範政策值得吾人

加以觀察。 

3. 網路互連定價管制 

(1) 訂價方法 

誠如前述，依據「網路接取及互連指令」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訂價方法須有

助於促進有效競爭及保護消費者權益。其中， 符合有效競爭市場環境之網路互連

訂價方法，為前瞻性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法；此外，本指令得以「加成」作法，列入

效率電信業者之前瞻性聯合成本及共同成本。 

(2) 核定訂價合理性之相關資訊取得 

承前，歐盟為促進會員國監理機關核定網路互連訂價之合理性等，乃建立網路

互連之會計分離及其成本會計制度作法。茲將歐盟「電信自由化市場有關網路互連

之會計分離及其成本會計制度建議」相關規定摘要如次 13： 

a. 目的 

會計分離之目的為提供會計資訊分析，以反映部門別營運績效。 

b. 部門別資訊 

SMP 業者之營業收入、營運成本及資產等須至少分類為以下部門： 

(a) 核心網路（Core-Network）部門：包含批發網路互連服務及轉接互連服務

等。 

(b) 市內接取網路（Local Access-Network）部門：包含用戶迴路電路出租等。 

(c) 零售部門：包含固網服務及 終用戶電路出租等；其中，各受管制服務須

予以分離會計。 

                                                        
（2009）。 

12 BT 於 2006 年 1 月 11 日內部成立新組織「Openreach」，為全球接取網路服務部門獨立經營

之先驅，營運及管理 BT 集團重要接取網路及局間中繼電路（backhaul）產品等，以提供競爭者平

等接取其網路。為落實功能分離措施，BT 尚且設置「平等接取委員會」（Equality of Access 
Board, EAB）之監督架構，為 BT 集團董事會所轄之委員會，以督導及定期報告有關 BT 執行

Undertakings 成效，並向「通訊傳播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及大眾報告之。 
13 EU, “Recommendation on Interconnection in a Liberalized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 Account-

ing Separation and Cost Accounting,”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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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部門：未列入前揭部門之營業活動，須依受管制服務及非受管制服

務，予以分離會計。 

c. 成本分攤方法 

網路互連之訂價方法採前瞻性長期平均增支成本法，蘊涵其會計制度係以現時

成本法為基礎，而非歷史成本法。準此，會員國監理機關對 SMP 業者實施作業基

礎成本會計制度（Activity Based Costing, ABC），並依成本動因為成本分攤原則。 

此外，歐盟認為會員國監理機關對有關 SMP 業者之成本分攤方法（尤以無法

直接明確歸屬成本之分攤方法），須進行公開諮詢。 

d. 會計報告 

SMP 業者須提供分離會計報告，包含部門別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其中，其

內部轉撥計價須予揭露，並須公佈之。 

另外，基於一致性原則，SMP 業者之分離會計報告須與其財務報告調節。 

4. 垂直價格擠壓之判斷方法 

歐盟訂定有關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判斷準則 14，主要在於觀察上游產品與下

游服務價格間之價差，而非有否超額訂價、差別待遇或掠奪性訂價。易言之，價格

擠壓判斷之重點，非於上游產品或下游服務的個別價格之允當性，而係該二者之價

差效果。爰此，歐盟對價格擠壓行為採事前管制方式。 

(1) 判斷方法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無關乎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二者或其中一者，是否

適用價格管制；誠如前述，其判斷重點在於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之價差。 

歐盟執委會於 1998 年提出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的主要設算檢驗公

式有二（參考歐盟電信接取公告第六節）15： 

公式一：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EEO） 

                                                      
14 ERG,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rgin squeeze tests to bundles,” ERG (09) 

07, para.26-37. 
15 Se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rules to access 

agree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framework, relevant markets and principles, OJ C 265, 22.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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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評估 SMP 業者下游公司，如果與競爭者付相同費用給 SMP 業者，是否仍

能產出收益，也就是能否滿足以下公式： 

P-r-wSMP≧dSMP 

where: 

P = SMP 業者下游零售服務價格 

r = 其他事業欲提供此下游服務時，所需支付的受管制批發服務價格 

wSMP = SMP 業者上游產品成本 

dSMP = SMP 業者下游服務成本 

公式二：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 REO） 

主要評估垂直整合業者的零售價格與競爭者上游成本的差，是否能提供「合理

效率」（reasonably efficient）的下游競爭者，具有正常獲利，也就是能否滿足以下

公式： 

P-r- wAO ≧dAO 

where wAO = 新進業者上游產品成本 

dAO = 假定「新進業者合理效率」之下游成本 

茲將上開設算檢驗公式要點說明如次： 

a. 公式比較：下游成本的計算基礎 

對於上述兩個公式的不同，可為如下之說明： 

上開二者差異主要在於計算成本的基礎；換言之，前者以 SMP 業者零售價格

及其自己（未受管制的）成本（wSMP + dSMP）之間的關係為基礎；而後者則以 SMP

業者零售價格與其他業者的成本（wAO + dAO）之間的關係為基礎。 

有見解認為由於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衍生於競爭法原則，若是排除與

垂直整合事業具有同等效率的事業，則該行為即是濫用行為。依據競爭法的規範，

不能期待市場主導者是以競爭者的成本訂價，只能認為競爭可以導致較不具效率的

競爭者退出市場，但並非以不法的手段排除均等效率的競爭者16。不過，部分歐盟

會員國監理機關認為，若市場環境有顯著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學習曲線效果或先

驅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s）時，以下游競爭者較高成本作為認定基準，可能

                                                      
16 ERG (09) 07, para.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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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妥當 17。 

依據歐洲管制機關團體（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ERG） 18  的調查結果顯

示，歐盟會員國多數的監理機關是以市場主導者的成本資訊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分

析，只有兩個會員國的監理機關是參考競爭者的成本進行事前的價格擠壓分析。以

上所述的這兩個會員國，是採取合理效率的價格擠壓分析（REO）。其他僅考量市

場主導者成本的會員國，即是採取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模式，其中有半數監理機關

對於市場主導者的成本，在考量規模經濟、範疇經濟或市場主導者的既有優勢之

後，有調整其成本的情形 19。 

歐盟執委會過去即認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EO）較佳，不過各會員國監理

機關得視其國內市場環境及管制目標，而採取不同的檢驗模式。一般而言，成熟市

場及管制目標為促進有效競爭者，採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O）較佳；反之，若

係保障SMP業者的投資及創新誘因，則採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為宜 20。 

以英國通訊傳播主管 Ofcom 為例，Ofcom 基於促進市場競爭之考量，於反競爭

行為之個案中先進行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若通過 EEO 檢驗，再進行合理效率經營

者檢驗。 

b. 相關成本認定標準 

對於成本的認定，應以完全分攤成本（fully distributed costs）或可避免成本

（avoidable costs）作為認定標準，亦各具優劣。完全分攤成本的使用，在有關上游

及零售活動的共同成本 21  認定上，易有爭議。對於中間產品或零售服務的共同成

本，如何加以配置，將因為配置規則的改變而容易被認為是武斷的。而使用可避免

成本或增支成本，則可避免不同服務共同成本的歸屬問題。在事前管制的工具上，

可避免成本對於零售價格設定的門檻過低，在不保證可回收進入市場的固定成本

                                                      
17 ERG (09) 07, para. 53. 
18 ERG 性質上為歐盟各會員國管制機關所組成的團體，以供資訊交換及管制意見整合。於今年

生效的電信改革法案中，則創設「歐洲電子通訊管制者機關」（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以正式的歐盟機關組織替代 ERG 的功能。參見 Regulation 
(EC) No 1211/200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09 establishing the 
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REC) and the Office, OJ L 337/1.  

19 ERG (09) 07, para. 55. 
20 ERG (09) 07, para. 56. 
21 此處所謂的「共同成本」（common costs），是指提供一或多個服務所產生的成本，而無法

直接被歸屬於任一服務。共同成本是範疇經濟所造成的。參見 ERG (09) 07, F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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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可能限制潛在的、有效率的事業進入市場 22。 

在判斷共同成本如何分配時，必須以會計分離作為工具，且會計分離制度上應

區分批發成本與下游成本。不過，在實務上多數的會員國監理機關在會計分離制度

上，並未要求明列下游的共同成本，甚至連未管制的批發成本皆未要求獨立揭露。

是以若零售服務、未管制的批發服務及管制的批發服務之間有範疇經濟的存在，在

會計分離制度上必須加以落實 23。 

後，相關成本的認定應依據不同市場的特性，而採取不同的認定標準：對於

成熟的市場而言，應以歷史成本或現時成本（current costs）作為衡量利潤的基礎；

反之對於快速成長的市場而言，則以長期增支成本（LRIC）較為恰當 24。 

(2) 檢驗期間 

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設算檢驗期間方法主要有二： 

a. 靜態法 

通常以 近一會計年度之收入及其成本為資料來源，亦可以較短期間如一個

月。本法適用於既有收入及其成本資料足以作為預測未來獲利之指標，例如多數歐

盟會員國係將之適用於窄頻或語音服務等靜態市場。對於具有非靜態性質的利潤及

成本市場而言，由於無法考慮合理的短期損失，以及投資可能的風險，因此並不適

合以此作為檢驗方法 25。 

b. 動態法，亦稱現金流量折現法 

通常以會計年度一年以上之收入及其成本為資料來源期間。檢驗時若該服務的

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NPV）為正數者，表示該服務可能獲利；反之，負數表

示該服務可能造成損失。 

「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DCF model）適用於非成熟

的產品，例如部分歐盟會員國對於寬頻服務市場，是以前瞻性的淨現值分析

（forward looking NPV analysis）為基礎。其主要優點為考量隨時間而有獲利及成本

的變動，避免靜態法所造成會計的扭曲。若市場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資，以作為行銷

                                                      
22 ERG (09) 07, para. 60. 
23 ERG (09) 07, para. 62. 
24 ERG (09) 07, para. 63. 
25 ERG (09) 07, para.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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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用（資本支出或行銷支出capital or marketing expenditure），此一模式是有用

的。採取DCF可以考量適當期間資本的折舊成本（depreciation costs）及非週期性成

本（non recurrent costs）26。 

有關折現因子（discount factor），通常以該投資案「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WACC）計之；至於究係以 SMP 業者或下游競

爭者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則視採均等效率經營者者檢驗或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而

定。 

採取DCF主要的缺點，在於不能確認不同年內成本是否可以回收。淨現值為正

可能是因為反競爭行為造成的結果。倘若研究期間越長，預測的結果越具不確定

性，而可能造成錯誤的結果。此外，DCF亦可能允許市場主導者就初期損失予以認

列，但該損失未必是新進業者所遭受到的 27。 

在現金流量估計期間方面，得依相關資產於經濟上的使用年限、用戶平均存續

期間、或可考慮包括營業或多投資循環的整體期間。部分歐盟會員國監理機關是以

終端用戶平均的存續期間，或者受管制批發價格不變的期間為準 28。 

(二) 澳洲對於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管制 

1. 針對受管制服務（declared services）進行事前管制 

澳洲主管市場競爭的管制機關「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係針對所謂的「受管制服務」

(declared services)進行事前管制 29。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L條規定，受管制

服務者係指適用「商業交易法」第XIC章（有關電信接取體系）規定之服務﹙eligible 

services﹚30，符合有助於促進「終端用戶之長期利益﹙long-term interests of end-users, 

                                                      
26 ERG (09) 07, para. 73-77. 
27 ERG (09) 07, para. 78. 
28 ERG (09) 07, para. 79. 
29 澳洲對於競爭事務之管制，不論係一般產業或者受管制產業（regulated industries），管制機

關均係為 ACCC。 
30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L 條第 1 項及「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第 16

條規定，係指至少一端於澳洲之電信服務及提供該電信服務設施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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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IE﹚」者﹙易言之，如是項服務受管制者，有助於促進LTIE﹚。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B 條第 2 項規定，判斷是否有助於促進「 終用戶

之長期利益」，須符合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之互連

性，及促進經濟效率使用與投資基礎設施等目標。茲分別摘要如次： 

(1) 促進電信服務市場有效競爭 

主要審酌因素包含供給面情形（含類似服務）、對下游市場有效競爭之攸關

性、既有規管完備性，及是否有助於引進創新服務等。 

(2) 確保任何電信用戶間之互連性 

主要審酌因素為未受管制服務者，業者間達成互連協議所需時間及成本等。如

該項互連協議涉及多方者，透過受管制服務之標準接取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較具效率。至於其成本方面，主要為與其他業者網路互連之投

資成本及其網路整合之潛在風險；同時，亦須考量基礎設施使用效率與 終用戶利

益間之平衡。 

(3) 促進經濟效率使用與投資基礎設施 

主要審酌因素包含對生產效率、配置效率及動態效率之影響等。 

另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LA 條規定，受管制服務每次檢視之適用期間不

得超過 5 年。 

ACCC目前宣告為受管制服務包括以下 9 項服務 31：Foxtel的「數位機上盒服

務」（Digital Set-Top Unit Service）、「國內公眾交換電話網路發話接取」

（Domestic PSTN Originating Access）、「國內公眾交換電話網路受話接取」

（ Domestic PSTN Terminating Access ） 、 「 行 動 受 話 接 取 服 務 」 （ Mobile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用戶迴路共享服務」（Line Sharing Service）、「市

話服務」（Local Carriage Service）、「國內傳輸服務」（Domestic transmission 

capacity service）、「非條件式的用戶迴路服務」（Unconditioned local loop service-

即full unbundling）以及「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 

2. 對受管制服務之規範 

                                                      
31 參照ACCC網站，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777921， 後瀏覽日期：

2010/6/4。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77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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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接取義務（Standard Access Obligations, SAO）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R 條規定，提供受管制服務業者須適用標準接取義

務。茲將其重點摘要如次： 

a. 提供受管制服務接取義務 

依據本條第 3 及 4 項規定，經接取服務需求者（access seeker）之要求者，提供

受管制服務的接取服務提供者（access provider），須以與提供其本身相同之技術與

作業品質、時間安排等前提下，提供該服務，以供其提供電信及／或內容服務；惟

接取服務需求者若已接取是項服務，且已滿足其預期之需求等情形，則不在此限。 

b. 提供網路互連義務 

依據本條第 5 項規定，經接取服務需求者之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以與提

供其本身相同之技術與作業品質、時間安排等前提下，提供網路互連服務，以供其

提供電信及／或內容服務。 

c. 提供網路互連帳務資訊 

依據本條第 6 及 7 項規定，經依本條規定使用受管制服務的接取服務需求者之

要求者，受管制服務業者須於符合有關網路互連帳務提供時機及內容之規定下，提

供其相關資訊。 

d. 例外條款 

依據本條第 9 項規定，受管制服務業者有正當理由認為該接取服務需求者具重

大違反合約條款、或影響電信網路或設施安全之虞者，則不適用本條規定。 

(2) 接取條件（terms and conditions） 

「商業交易法」第 XIC 章（有關電信接取體系）對於接取條件（含價格及其訂

價方法）設有相關規定。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AH 條第 1 項規定，ACCC 核定

接取條件合理性之主要考量因素如次： 

a. 符合有助於促進「終端用戶之長期利益」。 

b. 提供該受管制服務業者之合理商業利益及其投資。 

c. 該受管制服務使用者之利益。 

d. 接取該受管制服務之直接成本。 

e. 電信服務、網路或設施營運之經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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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CH 條第 1 項規定，部長得作成有關標準接取義務接

取條件之訂價核定原則。 

此外，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2CR 條第 1 項第 e 款規定，ACCC 於核定接取

爭議個案時，尚須考量一方擴充容量而由其他業者承擔之成本（the value to a party 

of extensions, or enhancement of capability, whose cost is borne by someone else）。 

(3) 批發價之管制 

ACCC所採用成本計算方法，主要有二：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retail-

costs, RMRC）及成本基礎法（cost-based）32。 

a. 零售價格扣減法 

零售價格扣減法為 top-down 成本模式，即該受管制服務零售價減除可避免成本

（avoidable costs）。所謂可避免成本，係指網路接取提供業者終止是項零售業務，

可避免或毋庸發生之成本。 

b. 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模式 

成本基礎法為 bottom-up 成本模式，包含該受管制服務所需各種網路元件成本

（含分攤共同成本）。ACCC 依成本基礎法訂價時，通常採行 TSLRIC 模式〈屬前

瞻性成本法（forward looking approach）〉。其主要適用條件如次： 

(a) 是項服務發展良好。 

(b) 相關市場中競爭所需之服務。 

(c) 有效競爭成效不彰，阻礙效率價格之形成。 

對於上述的兩種計算方法，ACCC 認為在欠缺有效競爭市場的環境下，應採取

TSLRIC，或者兼採兩種方法。倘若兼採兩種方法，則容易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對此

ACCC 認為：倘若零售價扣減訂價大於成本價者，以成本價作為批發價格；零售價

扣減訂價小於成本價者，則以零售價扣減訂價作為批發價格。換言之，兩者計算方

法所得結果之中，取 小值者為核定之批發價。 
批發市場資費管制，原則上供租條件以商業協商方式為先，若無法達成協商或

有爭議，ACCC 則依據不同批發業務採用不同成本認列方式，以核定批發價格及列

                                                      
32 ACCC,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Local Carriage Service,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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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式價格上限，澳洲固網市場批發價核定方法主要如次： 

(a) 零售價扣減法：批發電路出租（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市話服務

（Local Carriage Service, LCS） 

(b) 「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加成」（Total Servic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plus；TSLRIC+）模式：用戶迴路細分化（含 full unbundling）、用戶迴路

共享（Line Sharing Service, LSS）、公眾交換電話網路之發話與受話接取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PSTN OTA，2007 年起，改用

Bottom-up） 

(c) 「 全 服 務 長 期 增 支 成 本 」 （ TSLRIC ） 模 式 ︰ 傳 輸 服 務 (Transmission 

Capacity Services)  

TSLRIC 與 TSLRIC+ 兩者之差異，在於後者分攤固定成本及共同成本。 

另外，ACCC 核定 WLR 及 LCS 零售價扣減法批發價格之平均可避免成本（包

含相關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及資金成本等），此一資料來源係取自市場主導者（也

是既有業者）Telstra 依「監理會計架構」（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AF）規定，向 ACCC 提報之 近期相關資料。 

(4) 資訊取得權 

依據「商業交易法」第 155 條規定，ACCC 得向電信業者或電信服務提供業者

取得相關資訊，據以核定列舉式價格、檢驗渠等業者有關反競爭行為或受管制服務

等訂價行為，暨掌握電信市場行為，作為未來規範之準據。 

ACCC 資訊取得權主要有資費申報、紀錄保存規則及監理會計架構等。「資費

申報」區分一般電信事業及市場主導者 Telstra 的申報。「紀錄保存規則」（Record 

Keeping Rule）係明定電信業者所必須遵守有關服務提供紀錄的編制、保存、申

報、揭露等事項。「監理會計架構」是 ACCC 於 2001 年所引進，屬兼具垂直性與

水平性之會計分離模式，以作為電信業者提供受管制批發與零售服務的營業收入、

成本及其使用量（諸如市話通話數及長話分鐘數）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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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垂直價格擠壓之判斷方法 

(1) 價格擠壓判斷方法 

ACCC 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價格擠壓方法，是針對批發價及零售價進行設算檢驗

（imputation test）：零售價格（p）未超過其批發價格（w）加上零售階段增支成本

（c）（易言之，p＜w + c），則可能構成價格擠壓行為。 

另依據 ACCC 報告指出，判斷價格擠壓行為是否構成反競爭行為，除前揭設算

檢驗外，尚須綜合評估該行為有否重大遏阻或排除有效競爭等之效果或可能效果。

其主要考量因素，包括對相關下游市場之效果、下游市場的進入障礙、市場參與者

零售價格訂價行為、市場特性（諸如實際或未來成長性或呈衰退趨勢），以及實際

或未來獲利能力等。 

(2) 設算檢驗個案 

依據ACCC判斷Telstra之ADSL服務是否構成價格擠壓行為之設算檢驗，要點如

次 33： 

a. 檢驗目的：設算檢驗乃為判斷具有與 Telstra 相同效率的競爭者，就 Telstra 所

提供該服務之批發價格及零售價格，於下游市場能否獲取正常利潤及/或生存。

所以可知 ACCC 是採取「均等效率經營者」（EEO）檢驗之原則。 

b. 相關批發價格：以 Telstra 所提供 高批發價格為準，惟批發折扣係反映實際成

本節約（諸如提供大型 ISP 業者數量折扣）者，可例外作為檢驗對象。 

c. 成本標準：以前瞻性長期可避免或增支成本計，並定期檢視設算假設及進行敏

感性分析。此外，零售階段增支成本得納入傳送服務所需持有必要資產之資金

成本。 

d. 檢驗期間：須足以反映重大資產投資之預計經濟使用期限，與未來不確定性之

平衡點。ACCC 於 2005 年 5 月進行前揭判斷，並以 3 年期為檢驗期間。 

(3) 對套裝服務進行價格擠壓檢驗 

對於套裝服務之訂價，應進行有否構成相關市場價格擠壓或掠奪性訂價之檢

                                                      
33 ACCC, “Assessing Vertical Price Squeezes for ADSL Services,” M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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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其中，判斷套裝服務之價格擠壓行為仍採設算檢驗法，即批發價格與下游市場

零售價格之價差，是否足以回收零售階段增支成本。然而，套裝服務之設算檢驗法

非單採「總和式」即可，通常業者於套裝服務之至少ㄧ項產品/服務具市場主導地

位，始可能構成反競爭行為。對於判斷反競爭行為之套裝服務設算檢驗公式，視個

案而不同。主要如次 34： 

a. 基本設算檢驗公式 

本項公式主要適用於是項套裝服務屬不同市場(非相關市場 non-relevant market)

產品或服務（諸如付費電視服務套裝電信及網際網路服務）者： 

Pxy -Cy≧Ax︱y+ Cx︱y 

Pxy 為套裝服務（x, y）零售價格 

Cy 為單獨提供 y 服務所需之成本 

Ax︱y 為 x 服務批發價格，假設該業者亦提供 y 服務 

Cx︱y 為提供套裝服務（x, y）下，X 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產品之成本

（零售成本） 

此一檢驗在於考量該事業同時提供 x,y 服務時，可能因範疇經濟而有成本節省

的效果，但在套裝服務價格訂定上，不應低於一服務的成本，加上另一服務的「批

發價格加上零售成本」。 

b. 競爭者無法提供該組合之全部服務算檢驗公式 

本項公式主要適用於競爭者無法提供該組合之全部服務（競爭者只可提供 X 服

務，無法提供 Y 服務），檢驗應排除 Y 服務，確保競爭者於 X 服務市場具有競爭

力： 

Pxy≧Ax + Cx︱y +Py 

Pxy 為套裝服務（x, y）零售價格 

Ax 為 x 服務批發價格 

Cx︱y 為同時提供 y 服務時，x 服務由中間產品轉換為零售產品的成本（零售成

本） 

Py 為 y 服務的零售價格，y 服務為競爭者所無法提供者 

                                                      
34 NERA, “Imputation Tests for Bundled Services-a report for the ACCC,” Jan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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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一方式檢驗的目的，在於剔除競爭者無法提供之服務（y）後，該價格是

否使具有競爭的（x）服務市場，不會因為此一套裝服務受到不利影響。 

三、我國現行電信網路接取服務之價格管制現況 
及分析 

(一) 我國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的管制規範 

我國電信法對於電信資費之管制，同時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的批發價及零售

價。電信法第 26 條明訂採取價格調整上限制，為△CPI-X，日前通傳會針對ADSL電

路出租業務及 2G、3G行動電話業務，以及長途電話通信費、批發價業務分別訂定

調整係數X值，逐年調降零售價及批發價 35 。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

法」第 9 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調整及其促銷方案，必須事前公告，且報請

通傳會備查；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則需事前報請通傳會核定。 

批發價格的部分，「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要求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

者 36 必須就通傳會公告之服務項目，提出批發價格。該批發價格之訂定，該辦法規

定應以「零售價格扣除可避免成本及費用」，不得高於其促銷方案，亦即採取所謂

「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作為核定批發價之方法。目前通傳會依據該

「資費管理辦法」之授權，於 2007 年 9 月 3 日修正公告之批發業務項目及適用對

                                                      
35 參見通傳會新聞稿，「NCC核定中華電信公司ADSL電路月租費、長途電話通信費及批發價

業務項目等各項資費調降方案，調降幅度達 5.686%以上，並自 99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取自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0&sn_f=1456
7， 後瀏覽日期：2010/6/4；「NCC核定行動電話業務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國內簡訊服務、
用戶撥打市內網路之通信費用戶撥打其他經營者之行動 電話系統、第三代行動通信網路、1900
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通信網路及無線寬頻接取網路之通信費」等各項資費調降方案，調降
幅 度 達 5.87% 以 上 ， 並 自 99 年 4 月 1 日 起 實 施 」 ， 取 自 http://www.ncc.gov.tw/chinese/ 
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 sn=8&is_history=1&pages=0&sn_f=14565 ，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0/4/30。 

36 有關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認定，依據「資費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並經通傳會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二、對市場
價格有主導力量者。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
上者。」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0&sn_f=14567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0&sn_f=14567
http://www.ncc.gov.tw/chinese/%20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
http://www.ncc.gov.tw/chinese/%20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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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下： 

表 2 我國市場主導者應提供批發價之業務項目及適用對象 

批發價之業務項目 適用對象 

一、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與其用戶之介接
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二、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間之介接電路
（含市、長專線電路）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
第二類電信事業 

三、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間、第一類電信事
業經營者與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音單純
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
者間之互連電路（含市、長專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語音
單純轉售服務及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
務之營業項目者 

四 、 市 內 用 戶 迴 路 、 數 位 用 戶 迴 路 家 族
（xDSL）電路 

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網際網路服務經營者 

五、其他市內、長途數據電路 第一類電信事業、第二類電信事業 

六、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經營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
第二類電信事業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二) 我國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之實務爭議分析 

1. 批發價格之計算，是否應兼採其他之方法 

如前所述，現行「資費管理辦法」明訂以「零售價格扣減法」（retail-minus）

作為批發價格的計算方法，此一計算方法於實務上面臨以下問題： 

(1) 批發服務未必有直接對應的零售服務 

以上述六大批發業務為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IASP）與其用戶之介

接電路」（ATM 介接電路）、「IASP 之介接電路」及「網際網路互連頻寬」三

者，由於僅限於 IASP 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之需要，因此並無提供予終端用戶的

零售價。是以無從以零售價推導出應有之批發價，於適用上即構成問題。 

(2) 「零售價格」於實務上認定不易 

以現行適用上述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的固網既有業者而言，其實際給予客戶之零

售價格，係以牌告價為基礎提供所謂「大、老客戶折扣」，亦即採取所謂數量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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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忠誠折扣之促銷方案，或者對於特定大企業用戶有個別商業協商之價格。是以在

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計算批發價時，能否單純以牌告價為零售價的計算基礎，

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37。若以實際交易價格作為計算基礎，在涉及商業協議難以對

外公開的情形下，吾人亦難以探知此一價格。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研究認為單純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作為計算批發價的

方法，並未符合現行管制實務上的需要。如英國過去雖採用零售價格扣減法，但在

2000 年的價格管制檢視（2000 Price Control Review）中，前電信監理機關OFTEL即

認為對於BT轉售價格應改採以成本為計算基礎，而非採用BT的零售價格，以算出

較 為 適 當 的 批 發 價 格  38 。 現 行 監 理 機 關 OFCOM 對 於 電 路 出 租 的 批 發 服 務

（Wholesale Line Rental; WLR），基本上即是採取長期增支成本（LRIC）的計算方

法，並輔以價格調整上限制（price cap）39。 

如前所述，澳洲監理機關ACCC則同時採取「零售價格扣減法」及「全服務長

期增支成本法」，前者係採取top-down的成本模式，後者則為bottom-up的成本模

式。ACCC認為在欠缺有效競爭市場的環境下，應採取TSLRIC。此外，ACCC亦認

為，若同時以「零售價格扣減法」及「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法」計算批發價格，應

以 低者作為批發價格，以讓下游競爭者得以效率價格接取該批發服務 40。在 2008

年 8 月所公布的定價原則裡，ACCC維持 2006 年的定價原則，以「零售價格扣減

法」作為市話服務（LCS）及電路出租批發服務（WLR）的定價原則，但仍逐步建

立其固網的成本模型，以完成其以成本定價的試算 41。ACCC另對於LCS及WLR均

設有列舉式價格（indicative prices），該價格可作為接取服務協商雙方之參考，並

且在有接取爭議時作為裁決的基礎。 

                                                      
37 依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營管處及綜企處長官，其表示零售價係經營者提供一般用戶的牌告價

格或促銷價格，以 Pt-1 值為準，即以 3 月 31 日之牌告價作為下一年度的費率基準。 
38 See Damien Geradin & Michel Kerf, Controlling Market Power in Telecommunications, 313 (2003).  
39 目前 OFCOM 對於電路出租批發的管制，在核心服務是採取價格調整上限制，而在進階服務

（enhanced service）則規劃採取 LRIC+。參見 OFCOM, “Charge controls for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related services,” (2009). 英國對於不具競爭的服務，其零售價及批發價均採價格調整上限管
制，亦即採取 “global price cap”的管制方式。 

40 ACCC,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 Local Carriage Service, Wholesale Line Rental 
and PSTN Originating and Terminating Access Services,” (2006). 

41 ACCC, “Local Carriage Service and Wholesale Line Rental − Final Pricing Principles and Indicative 
Prices for 2008-200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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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之說明，本研究認為現行「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僅明文採取

「零售價格扣減法」的計算方法，應有調整修改的必要，以兼採如 LRIC 的計算方

法。 

2. 現行電信批發服務項目之檢討 

(1) 市內用戶迴路 

現行市內用戶迴路批發業務的認定，通傳會僅公告銅絞線的市內用戶迴路，而

未包括其他技術的市內用戶迴路。依據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

「第一類電信事業對其他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出租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之費率，應

按歷史成本法計價，並應每年報請本會核准。」是以現行通傳會即按歷史成本法計

算固網既有業者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為每對全迴路月租費 126 元 42。 

對於市內用戶迴路批發服務批發價的認定，本研究認為有以下議題有待釐清： 

a. 對於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是否應僅限於全迴路之租用？ 

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可分為「全迴路租用」、「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以及

「位元串流」批發接取三種模式，以下分別介紹此三種模式： 

(a) 全迴路租用（full unbundle）：新進固網業者將自己的寬頻設備、交換機共

置於既有業者機房中，既有業者將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租予新進業者，由

新進業者獨家使用，並擁有全部用戶迴路與客戶關係之控制權，同時提供

傳統市話及數據服務。 

(b) 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Line sharing）：既有業者保留用戶迴路訊號傳輸及

傳統市話服務，但將高頻部份提供予另一個新進業者（DSL 業者），因此

新進固網業者僅維運寬頻線路，而既有業者保留語音頻道（voice channel）

繼續提供基本電信服務，而由競爭者利用自己的 xDSL 數據機來提供寬頻

服務。 

(c) 位元串流／批發接取（Bitstream / Wholesale access）：既有業者提供批發傳

                                                      
42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核准中華電信 97 年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月租費

率」， available at :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 
0&pages=0&sn_f=12494， 後瀏覽日期：2010/4/30。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200&pages=0&sn_f=12494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200&pages=0&sn_f=1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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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頻寬給新進業者提供 DSL 服務，使新業者可提供加值服務給終端客戶。

既有業者控管用戶線路，但分配頻譜給新業者，新進業者無須管理實體用

戶迴路。 

「位元串流」與「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 大的差異在於 DSLAM 的提供：在

「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下 DSLAM 通常由新進業者經營，而「位元串流」則由既

有業者經營，新進業者無法改變 xDSL access link，因此會受限於既有業者提供的速

度（如 2M/256K, 3M/768K, 8M/640K）。 

依據通傳會於 2006 年 10 月 30 日召開「公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為固定通

信網路瓶頸設施』案」聽證會結果研析中陳述：關於配套措施之建議中關於市內用

戶迴路細分化之方式，既有業者表示，因分享式用戶迴路屬於實體共用性質，容易

互相影響，及對網路架構 IP 化時，影響既有網路業者改為分散式更新機會。而台灣

固網、新世紀資通則建議同時採全迴路及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通傳會研析，如電

信自由化一般，開放政策之推動應採漸進式、階段性，通傳會宣告銅絞線用戶迴路

為瓶頸設施，係打開市話市場競爭大門之首步，不可操之過急，應從技術干擾

小，施行 易之全線路出租開始，假以時日，評估該出租之相關成效，再考量是否

打開爭議較大之分享式用戶迴路。因此決議，現階段擬採用全迴路租用，未來視用

戶迴路之租用情形，再考量施行分享式。 

本研究認為，對於市內用戶迴路的細分化（Local Loop Unbundling; LLU），應

讓承租的電信事業有選擇租用何種網路元件的權利。以提供 xDSL 上網服務的 IASP

業者而言，其無須使用語音部分的元件，現行僅提供全迴路租用的單一選項，對其

並不合理，並將使得「數位用戶迴路家族（xDSL）電路」的批發業務無法推動，且

讓既有業者可因而掌握各家 IASP 之用戶資料（用途為何？！），IASP 無法將電路

及上網組合具有較具競爭力的費率，使得其定價策略及競爭空間因此受到不當限

制。因此通傳會應積極考慮開放「分享式用戶迴路租用」及「位元串流」的細分化

接取方式，以讓 xDSL 服務有新的生機。 

b. 市內用戶迴路之開放，是否應僅限於銅絞線？ 

目前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均在推動所謂次世代網路（NGN）的建設，以因應寬

頻網路及應用服務的需求。依據既有業者在美國證期會的年報資料（Form 20-F），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既有業者FTTx的網路覆蓋率（network coverage）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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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58% 43，且在其大力促銷的策略下，目前使用「光世代」服務的訂戶數逐漸增加

（1,016 千戶 44），相對的ADSL訂戶數則為下降趨勢 45。 

本研究認為，市內用戶迴路具有瓶頸設施之性質，在經濟上具有不可複製性，

不應區分其所使用的技術而在開放接取上有所差別待遇，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亦

有此一明文要求。另 WTO 基本電信服務管制架構參考文件將「樞紐設施」

（essential facility）定義為：僅由一家或少數幾家業者供應，且缺乏技術上或經濟

上替代可行性的基本電信傳輸網路或服務。倘若仍持續現行不開放光纖市內用戶迴

路的政策，不僅與 WTO 要求樞紐設施應開放接取的意旨不符，對於新進固網業者

而言將構成服務推動的障礙：在光纖用戶迴路鋪設的地區，新進固網業者將無法租

用該市內用戶迴路提供服務。 

若吾人假設既有業者 FTTX 58%網路覆蓋率，係以 FTTC-VDSL 為主要的技術

模式，即可推知目前至少已有 58%的網路，自市內交換機房總配線架（MDF）至路

邊交接箱（street cabinet）的網路是無法租用的，其他固網業者如要租用固網既有業

者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在 FTTC 的覆蓋區域，必須拉線至路邊交接箱方能

與固網既有業者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介接，此一網路互連安排是否妥適，仍

有待釐清。  

或有認為，若在管制政策上強制光纖市內用戶迴路開放接取，將使得固網既有

業者喪失對於次世代網路投資的誘因。對此看法本研究認為，若考量光纖市內用戶

迴路開放可能造成的風險，應在網路接取批發價格的訂定上列入考量，適度調高該

服務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應屬可行的作法46，而非一昧的拒絕光纖市內

用戶迴路的開放接取。在歐盟 2009 年 6 月所提出的「次世代接取網路之接取管制

建議草稿」47（Draft Recommendation on Regulated Access to Next Generation Access 

Networks），亦認為現行市內用戶迴路細分化（LLU）必須適用於光纖用戶迴路，

                                                      
43 See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Form 20-F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8,” 20 (2009).  
44 目前中華電信光世代用戶數已經超過 150 萬用戶。 
45 前揭中華電信美國證期會 2008 年報 (Form 20-F)，36 (2008)。 
46 See WIK Consult, The Economics of Next Generation Access-Final Report, XXIV (2008).  
47 取 自 歐 盟 執 委 會 網 站 ：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 

public_consult/nga/dr_recomm_nga.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4/30.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20public_consult/nga/dr_recomm_nga.pdf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doc/library/%20public_consult/nga/dr_recomm_ng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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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WACC計算時需考量在投資回收期間合理反映投資之系統風險。另依據國外著

名顧問公司WIK-Consult的研究成果，對於次世代接取網路（Next Generation Access; 

NGA）的投資，將足以產生顯著且可維持的先驅者優勢，縱使未來可能有替代性網

路的出現，但短期內仍難以望其項背，是以在管制政策上必須維護NGA市場的有效

競爭 48。現行未強制開放光纖市內用戶迴路的政策，實有深入檢討的必要。 

c. 現行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是否合理？ 

路 126 元／月，由於是採取「全迴路租

用」

月 5 日第 311 次委員會議，核定固網既有業者提報的網際

網路

法及

「第

                                                     

目前通傳會核定的銅絞線市內用戶迴

，可提供語音及數據服務，語音目前月租費為 70 元。依據新進固網業者所

言，固網既有業者要求新進業者在租用其市內用戶迴路時，必須租用其銜接電路

200 元／月，並且有一次性施工費用 3500 元（若用戶綁約二年，則每月分攤為 146

元／月），總計其成本將高達 472 元／月（126＋200＋146）。本研究認為，在計算

批發價時必須將上述成本併入計算，以避免既有業者以「附加費用」之方式規避批

發價格的審查，此一批發價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就算其同時以之提供語音及數

據上網服務，在固網既有業者現行的定價下亦難以有利可圖，而且只有在提供 10M

／2M 上網速率時，勉強可以通過美國 FCC 的暫時性批發價格測試（參見下列表

三）。事實上，對於新進固網業者而言，其可以選擇自建銜接電路至固網既有業者

機房，倘若其以技術為由不准，應屬以無正當理由拒絕網路互連請求之情形，於規

範上有予以導正之必要。 

 (2) 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通傳會於 2009 年 8

互連頻寬（peering）的批發牌價為 1480 元／Mbps及大量租用折扣表 49。 

依據本研究訪談通傳會營管處，其表示：固網既有業者指出，現行電信

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規範，在以「業務別」為分別計算盈

虧之區分基礎下，該公司財務報表僅有整體第二類電信業務之損益表，並未細分至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遑論網際網路互連頻寬服務，因而拒絕提供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48 WIK-Consult (2008), 228.  
49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核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網際網路互連頻寬

（Peering）批發費率案」，available at: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 
8&is_history=1&pages=0&sn_f=11609。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8&is_history=1&pages=0&sn_f=11609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8&is_history=1&pages=0&sn_f=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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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所需之成本資料。由此可知，現行會計制度處理準則已有迫切修改的必要，否

則不僅難以認定費率是否採取成本計價，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的管

制手段—會計分離制度（電信法第 19 條）亦將難以落實，對於市場主導者的不對

稱管制可說因此大打折扣，成效難以突顯。 

表 3 固網既有業者市內用戶迴路批發價與其零售價格之比較 

寬頻上網服
（

國暫時性務 CHT 上網 上網電路費 CHT 零售價與 以美國暫時性批 以美
速率 

(下行／上行) 
電路費 
（A） 

A）+語音基本
費（70 元／月）
= CHT 市內用戶
迴路的零售價

（B） 

其向新進固網
業者收取費用
（批發價格）
之價差（B-472

元／月） 

發價格進行測試
（零售價格扣減

17%-25%） 
（B*75%-83%） 

批發價格檢驗
批發價（472
元）有無通過 

2M/256K 370 440 −32 330 – 365 N（<472） 

3M/768K 430 500 +28 375 – 415 N（<472） 

8M/640K 473 543 +71 407 – 451 N（<472） 

10M/2M 550 620 +148 465 – 515 Y（>472） 

資料 研究整

另該次核定的網際網路互連頻寬，仍保留以IP位址必須達HiNet 3 分之 1 之條

件，

以IP位址比例作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確實並不合理而有檢討

                                                     

來源：本 理 
 

作為雙方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之一，是否合理實不無疑問。固網既有業者主張

「國際間免費互連，為反應ISP網路業者於網路建設投資與回收，係以網路規模衡量

之，非以網路流量為主」，此一見解是否屬實，在世界主要國家基於網際網路互連

市場具有充分競爭而無事前管制，且係屬契約協議內容而未可得知。通傳會於今年

4 月 10 日有關新進固網業者與固網既有業者網際網路互連頻寬爭議的新聞稿中，表

示此一IP位址擁有數量需達固網既有業者 3 分之 1 以上之條件，「檢視目前國內網

際網路接取市場結構，無業者可達此條件，NCC認為此條件顯然不合理，形同箝制

市場之武器」50，但並未見此一要件在新核定的費率中刪除，明顯立場有前後不一

的情形。 

本研究認為，

 
50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將檢討中華電信網際網路互連頻寬費用批發價，以

促進網際網路市場之競爭」，取自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 
8&is_history=1&pages=3&sn_f=10159， 後瀏覽日期：2010/4/30。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8&is_history=1&pages=3&sn_f=10159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8&is_history=1&pages=3&sn_f=10159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27 

的必

，

2003

業會

3. 對於批發價格之管制，應避免形成垂直價格擠壓 

(1) 接續費的價格管制 

接續費之規範，係依據「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

定，

                                                     

要。網際網路互連性質為電信基礎網路的加值服務，並無所謂網路建設的投資

回收可言，因此在對等互連的談判考量上，所應著重者應在於訊務量的交換，而非

使用者的數量規模。IP位址比例的條件，將使得固網既有業者可挾既有用戶之優

勢，掠取其他IASP努力爭取客戶之成果，市場競爭傾斜之狀態將因此難以有改變之

時。此外，以國際互連總頻寬之比例，作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亦不合理，因為

網際網路互連並不涉及對國外的訊務，因此不應列為免費對等互連的條件 51。 

此外，對於現行網際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有大幅修改的必要。以歐盟為例

年電信管制架構不僅在「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將網際網路列為

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ECN）的一種型態，於「網路接

取指令」（Access Directive）尚明訂「互連」（interconnection）係公眾通訊網路的

實體及邏輯連結（physical and logical linking），即包括網際網路互連的態樣。對於

公眾通訊網路的經營者，不論是實體或邏輯層的網路互連，即適用相同的管制架構

及原則，包括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的原則。有鑑於網際網路已然成為資訊化社

會資訊主要的傳輸管道，因此我國法制有必要參考歐盟指令，將網際網路互連納入

現行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在此一管制架構下，更可證立對於網際網路互連 peering

的計價，應以訊務量為主要的計算基礎，IP 位址數量不應為考量的因素！ 

當務之急，應由通傳會檢討上述條件之妥當性，並著手檢討現行第一類電信事

計制度處理準則，以要求市場主導者據實填報相關成本會計資料，作為認定批

發價格之基礎。中長期則應修改電信法及網路互連管理辦法，將網際網路互連納入

現行網路互連的管制架構，以為妥當的規範。 

現行語音通訊服務

原則由互連雙方協議訂定，且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不得為差別待

遇。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尚須依據實際使用的細分化網路元

 
51 劉孔中，「網際網路互連改革方案芻議」，網際網路互連政策白皮書，財團法 21 世紀基金

會，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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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計算基礎。 

以行動通信服務之接續費為例，目前為 2.15 元／分，若有話務量不相當的情

形，

競爭，避免新進業者因規模不經濟而難以永續經

營，

應定期檢討，且應避免垂直價格擠壓 

之服務項目及適用對象，由

通傳

管理辦法」第

9 條

信

市場

                                                     

則可能依互連協議就超過的部分，約定為較高的接續費 2.35 元／分。由於我國

未區分發話（origination）及受話（termination）市場而在管制上予以分別處理，且

發話方並無選擇受話市場的可能性（各家受話網路經營者均為該通話受話市場的獨

占事業），因此對於新進電信事業而言，其用戶數規模由於難以與既有業者相比，

因此流向既有業者的話務量遠比反向的流量高出甚多，且為爭取客戶必須採取低價

的促銷方案。在未定期檢討接續費的情況下，新進業者與既有業者在零售價格的廝

殺，將導致其零售價逐漸調降；而在接續費率「文風不動」的狀態下，對於新進業

者將形成利潤擠壓的情形。 

為了促進行動通信市場的有效

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考量區分行動通信發話及受話市場，就其市場競爭狀態予

以適度管制。 

(2) 現行批發價格

現行「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之 2 規定，批發服務

會每年定期檢討公告。此一規定並未將「批發價格」列為必須每年定期檢討的

項目，在通傳會「依法行政」的自我限縮下，並未對其定期檢討 52。 

本研究認為，批發價與零售價之間應具有連動關係。依據「資費

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及其調整方案應報請通傳會核

定。不論是在零售價或批發價的核定上，均應避免因零售價的調降，或者批發價的

調高，而有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的可能。縱然認為批發價未有定期檢討之必要，則對

於零售價格及促銷方案的核定，必須進行避免垂直價格擠壓的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以免讓市場主導者藉由零售價格的調降，擠壓其他競爭者的利潤空間。 

如何認定垂直價格擠壓？以我國現行電信市場的競爭狀態而言，雖然行動通

較具充分競爭，但行動通訊基地台仍須仰賴固網的連結，因此對於固網批發業

務的管制，實為促進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必須謹慎掌握而不可偏廢。是以對於現

行「資費管理辦法」六大批發業務批發價格的計算，應採取上述合理效率經營者檢

 
52 此為通傳會營管處接受本研究訪談時，以書面陳述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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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REO）的檢驗方法，以確認固網既有業者零售價與批發價的價差，是否足以讓

具有合理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得以獲得合理利潤。若只關切零售價格的調降與否及幅

度，而未考量是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無利可圖的新進業者恐將難以立足於市場！ 

此外，在市場界定上，若就行動語音服務而言，應不區分使用之通信技術，因

此應

，尚須有相關制度之配套：就現

行通

4. 對於規避價格管制之促銷行為，應如何加以規範 

依據本研究訪談新進固網業者得知，據業者在與國內企業用戶接洽所得之資

訊，

                                                     

可考慮將所有行動通信業務 2G、3G、PHS均界定為同一市場，且包括行動通

信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的MVNO業者，則應可認為行動通信語音服務零售市場

具有有效競爭，而無事前管制費率的必要，此時主管機關應轉向為對於中間投入要

素（inputs）批發服務價格及接續費的管制。此外，通傳會已決議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市話撥打行動通信網路訂價機制」回歸為「由發信端事業訂價，營收歸發

信端事業」，以促進市場競爭之健全發展 53。 

不過，欲對於中間投入要素進行批發價格管制

傳會對於電信服務價格管制的實務而言，除非能掌握既有業者各項網路元件及

其對應服務之成本會計資料（但在現行會計制度處理準則下，能否達到？），並建

立前瞻性的網路架構以估算其前瞻性長期增支成本（LRIC，但銅絞線應為歷史成

本），否則批發價格管制只有淪為空談的可能！ 

固網既有業者與企業用戶之交易價格，是以牌告價為基礎作相當多的折扣，甚

至比給電信業者的批發價為低的情形。例如既有業者提供給電信業者之IP Peering頻

寬批發價 1480 元／Mbps，但從市場上得知其給特定客戶之價格為 580 至 800 元，

且其中已含Peering與國際的頻寬。另市內電話可開給客戶為其牌價之 5 折（此費率

已低於接續費 0.75／5 分鐘），市內／長途數據專線部份，128K~512K為牌價 5 折、

大頻寬（768~2048K）可至牌價 2 至 3 折。均明顯與批發價格（批發價為零售價的

 
53 通傳會已決議修改相關之管理辦法，並強調在回歸發話端訂價之後，各界所關心市話撥打 2G

及 3G行動電話通信費出現價差之情形，可一併解決。參見通傳會新聞稿，「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
市 內 電 話 撥 打 行 動 電 話 訂 價 權 及 營 收 回 歸 市 內 網 路 業 務 經 營 者 」 ， 取 自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0&pages=0&sn_f=1501
0， 後瀏覽日期：2010/4/30。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0&pages=0&sn_f=15010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0&pages=0&sn_f=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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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折）相比低出甚多 54。 

倘若上述數據屬實的話，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進一步調查給予特定企業客戶如

此高

略，可能往往因個案而採取不同的考

量，

的實際成交價，長期且普遍低於

零售

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 

DT）

                                                     

折扣之情形，其背後的原因為何。從經濟理性的觀點而言，任一事業不可能採

取長期的低於成本定價（企業採購必定有長期供應契約為其基礎），且是針對相當

數量的企業用戶及政府標案採取此一定價策略。對於上述現象，似乎僅能推論現行

通傳會核定的批發服務價格，可能有明顯過高而未符合成本定價的嫌疑，因此既有

業者可以牌告價為基礎與新進固網業者進行高折扣戰，且不會有任何損失；通傳會

對於批發價格的管制成效，確實頗受質疑。 

由於電信事業對於特定企業客戶的定價策

例如採取選擇性折扣、忠誠折扣或者數量折扣（volume discount）之情形，必

須視個案情形加以觀察。忠誠折扣之判斷，公平會於該會所制訂的「對於電信事業

之規範說明」已經說明其合理性的考量因素，可供參考；對於數量折扣的判斷，澳

洲監理機關 ACCC 認為必須該折扣係反應其成本的節省，若超過成本節省過多，即

有構成不公平競爭的可能，可供吾人加以參考。 

若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既有業者與企業用戶

價，甚至低於批發價之情形，除可認為此為「批發價過高」的事證，而需檢討

批發價之訂定是否合理外，應酌採「舉證責任倒置」的法理，由 瞭解自家成本的

固網既有業者，說明「在其所陳報的批發價格下，該公司以該價格提供零售服務，

是否能夠獲利」，或者如歐盟執委會的實務作法，由既有業者舉反證證明所屬的下

游經營者具有特殊效率（exceptional efficiency）55。 

以歐盟實務經驗為例：歐盟執委會過去對於德

在市內用戶迴路接取定價上，是否有不公平競爭一案，認為在 1998 年至 2001

年之間，DT對於競爭者接取市內用戶迴路的定價，明顯高於其提供給零售用戶的零

售價，認為已經構成價差擠壓（margin squeeze）。於 2002 年，DT對於批發接取的

價格仍高於零售價格，且仍不足以回收DT自己提供給終端使用者服務所需之成本。

 
54 依據現行固網既有業者在市內/長途數據電路的「批發價大客戶折扣」， 多折扣為 8.5 折

（且租費必須高達上億元才有此優惠），亦即為零售價的 63.75%，明顯比固網既有業者給企業用
戶的價格高出甚多。 

55 See Antonio Bavasso, Communications in EU Antitrust Law: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Interest, 19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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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當時的德國電信監理機關「電信郵政管理局」（RegTP）（現為聯邦網路管理

署BNetzA）已要求DT必須降低其批發價，但執委會認為還是構成價差擠壓，經審

酌其嚴重性及持續時間，執委會決定處罰 12.6 百萬歐元的罰鍰 56。 

德意志電信對於上述執委會的處分不服，向歐洲初審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F

業者普遍以低於批發價格的方式，提供企業

用戶

四、公平會與通傳會對於電信批發服務的管制分工 

本文所探討的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規範，雖然通傳會依據現行電信法的授

權，

                                                     

irst Instance; CFI）提起訴訟，歐洲初審法院支持上述執委會的處分。首先，歐

洲初審法院認為，雖然DT的費率經德國電信監理機關RegTP許可，但並不因此得以

免除競爭法的規範（在此為歐體條約第 82 條防止控制市場地位之濫用行為）。縱

使潛在競爭者與DT具有相同效率，仍無法在不遭受損失的情形下進入零售接取服務

市場，此一影響從DT競爭者的市占率總計只有 5%的情形即可證明 57。本案經德意

志電信上訴至歐洲民事上訴法院（European Union Civil Service Tribunal）之後，大

致上維持上述CFI之意見。 

若如新進固網業者所言，固網既有

服務，此一見解若為屬實，則按歐盟執委會及歐洲初審法院之意見，構成垂直

價格擠壓應毫無疑慮！本研究認為通傳會與公平會確有必要深入調查此一現象是否

屬實，以導正電信市場的競爭秩序。 

負有價格管制之責，但於爭議個案發生時，公平會對於爭議個案是否得以介入

管制，實有釐清之必要。本研究認為，有鑑於公平交易法是屬於事後管制（ex-post 

regulations）的競爭規範，因此公平會不宜介入經通傳會核定的電信資費及促銷方

案。不過，由於現行電信資費管制實務有若干與市場有效競爭理念扞格之處，本研

究已如前所述，因此公平會應有必要發揮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角色，與通傳會建立良

 
56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03/717 of 21 May 2003: “Commission fines Deutsche 

Telekom for charging anti-competitive tariffs for access to its local networks,”.  
57 See CFI, Case T-271/03, Deutsche Telekom AG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MEMO/08/232 of 10 April 2008, “Competition: Commission 
welcomes Court judgment wholly upholding margin squeeze decision against Deutsche Tele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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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溝通互動機制，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以協調處理。本研究認為，在有關市

場界定、市場主導者之認定以及對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處罰上，公平會基於過去累積

豐富之執法經驗，應可協助通傳會進行較好的管制。 

倘若公平會經與通傳會協調處理可能違反競爭政策之資費管制，未獲通傳會之

具體

爭議？本研究認為，有鑑於爭議個案已經形

成，

」中，已經揭櫫

「垂

                                                     

回應及處理時，為貫徹公平競爭之理念及維護電信市場之競爭秩序，本研究認

為公平會應主張相關電信法規或管制政策有公平法第 46 條「牴觸本法立法意旨」

之情形，進而依據公平法加以處理。 

至於是否可能產生「一事二罰」的

在確認通傳會並未處理、未有行政處分或管制手段做成之前，公平會自可依據

公平法介入調查處理。以通傳會或者前監理機關電信總局的執法經驗而言，由於未

曾動用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的規定，難以判斷其實效性，因此就現況而言公平會並

不需要擔心會有「一事二罰」的問題。在公平會調查處理個案的過程之中，依據公

平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公平會自應「商同」通傳會辦理，請通傳會針對系爭個案表

達意見，以協助公平會做出適當之處理，但不影響公平會為此一個案調查機關的主

體地位 58。也就是說，現行公平法第 46 條之規範，並不意味著公平會或公平法在

有其他競爭規範存在時，即須退讓至第二位，特別是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為處理

時，縱使設有特殊產業競爭規範，但基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考量，仍必須依據公

平法介入管制，以解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能因「管制失靈」而讓獨占事業有扭曲

市場競爭機制的風險。公平會與通傳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管制上，在通傳

會未調查處理之下，公平會無須禮讓即可依據公平法調查處理。 

在公平法的適用上，於公平會所制訂的「電信事業規範說明

直價格擠壓」、「差別訂價」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作為獨占地位濫用的

規範類型。在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的規範上，如前所述，就現行通傳會的管制

實務而言，前兩者應無管制衝突或者「行政屏障」的疑慮，只要有個案公平會即可

調查處理，且容易藉由調查取得市場上的相關資訊，公平會大可「放手一搏」。在

 
58 對此吾人可參考德國電信法之規定。德國電信法第 2 條第 3 項即規定：「本法未有明文排除

之規定下，仍有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適用。卡特爾署之任務及管轄權，不受影響。」德國學者
普遍認為電信法與競爭法即屬於平行適用的情形，只要電信法並未明文排除競爭法的適用，以競
爭法規範電信市場實屬無庸置疑。Vgl. BeckTKG-Komm/Schuster, §2 Rdnr.42ff.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管制之理論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33 

程序方面，吾人可參考國外競爭法管制實務之作法，以「間接證據」或者舉證分配

之法則，由受不利益的一方舉證是否有其他例外要素的存在，使得佐證之事實難以

為不利益之推定 59，亦即在個案審理上要求獨占事業舉證。此外，在程序進行上可

考慮採取對立式的諮詢（consultation）或者聽證（hearing），不要由主管機關對被

處分人，而是利害關係人對被處分人，在資料蒐集上善用間接證據，將有助於監理

機關之個案處理 60。 

樞紐設施部分，於電信法的部分涉及主管機關對於瓶頸設施之認定，依據「固

定通

比電信法高出甚多，因此對於第一類電信事

業市

                                                     

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37 條必須經通傳會公告核定之。目前通傳會及前主管機

關交通部僅公告「橋樑、隧道、用戶大樓引進管、電信室、建築物屋內垂直水平電

信管線」，以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為該條所謂的「瓶頸所在設施」。從理論

而言，不論是競爭法「樞紐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或者電信法的

「瓶頸設施」（bottleneck），於定義上似未有差異之處。所不同者在於：基於電信

法事前管制之需要，必須藉由主管機關的事前公告以課予其開放接取義務，作為事

前管制之對象，反之競爭法僅能事後針對個案認定是否涉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而有

市場地位濫用違法之情事。是以吾人應可認為，對於未為通傳會公告之「樞紐設

施」，仍有競爭法事後監督規範之適用，通傳會的公告並非競爭法樞紐設施的認定

要件，公平會基於對於個案事後管制的權限，自得依據「樞紐設施理論」逕為認

定，無須遷就通傳會基於事前管制所需做出的種種考量。對此而言，公平法與電信

法的規範目的不同，實無規範競合之情形。反之，通傳會若認為公平會對於電信樞

紐設施的認定有不當之處，自應向公平會表達其意見，公平會僅需參考自為決定，

不妨礙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地位。 

此外，有鑑於公平交易法的罰則遠

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地位之反競爭行為，雖然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設有罰則

（第 62 條之 1，為 30 萬元以上，500 萬元以下罰鍰，可連續處罰），然若市場主

導者有再犯之情形，通傳會可審酌其行為之違法性、持續期間等事態，商請公平會

介入調查。如前所述，公平會本得按公平法第 26 條依職權或檢舉調查處理，無須

 
59 間接證據之推定，以聯合行為的管制實務較多採用。參見吳秀明，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

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公平會 89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2000）。 
60 以上為石世豪教授於本研究案座談會的發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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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遷就通傳會的管制實務，以公平法對於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處罰之重（第 35

條及第 41 條），應可收制裁及威嚇之效果。此一處理方式應符合行政罰法第 24 條

之意旨，且可避免公平法因特殊產業競爭規範之制訂及執行，而有難以落實之憾！ 

五、結論 

對於前述我國現行電信批發服務價格管制的爭議，本研究認為通傳會應定期檢

討現

反應

各項

，原則上

雖應

會對於通傳會所核定之資費，

2. 場主導者規避

3. 規範說明」中，已揭櫫「垂直價格擠壓」、「差別

行批發服務管制之政策及作法，針對批發業務項目及價格等接取條件審議，以

及對於零售價格的管制上，確認有無構成垂直價格擠壓或有其他不公平競爭之情

事，並且應調查固網既有業者對於企業用戶實際交易價格，有無不當之處。 

中長期而言，通傳會應進行現行成本會計制度之變革，以要求市場主導者

服務及其網路元件之成本，落實會計分離及成本計價之要求。而對於垂直價格

擠壓之測試，本研究認為為促進電信下游市場的有效競爭，採取若干歐盟會員國電

信監理機關（如英國 Ofcom）的「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應可考慮。 

公平會身為競爭法之主管機關，對於市場競爭明顯未發揮作用的產業

尊重特殊產業主管機關之職權，惟對於已有爭議個案發生時，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46 條，應有介入之空間。本研究認為公平會可本於以下之原則，與

通傳會針對電信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進行互動： 

1. 有鑑於公平法是屬事後管制的競爭規範，因此公平

原則上無介入空間。但公平會對於通傳會之電信資費管制有未符合競爭政策者，

得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向通傳會表達其意見。 

公平會對於通傳會未核定的電信資費及相關費用，以及電信事業市

通傳會資費管制之行為，若認定有違反公平法之嫌疑時，應可依據公平法加以調

查處理，無須禮讓通傳會。 

於公平會所制定的「電信事業

定價」及「拒絕樞紐設施接取」三者，作為電信事業獨占地位濫用的規範類型，

以上均為公平會適合介入管制的態樣，公平會可針對符合上述態樣的個案加以審

理，要求獨占事業舉證。對於未為通傳會公告之樞紐設施，公平會得基於個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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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管制之權限，依據樞紐設施理論逕為認定。 

公平會與通傳會應為資訊之交流與分享，必要時並應協4. 調商同合作辦理，建立競

爭主管機關與特殊產業主管機關之溝通協調，強化行政機關做成裁量與決定之專

業性與明確性，以避免機關之間因專業見解不同而做出不一致決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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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lecom Wholesale Access Service Price Regulations 

－Analysis on the Methodology of Vertical Price Squeeze Test 

Wang, Vivien ∗ 

Chen, Jen-Chieh  

Lo, Shan-Shan  

Abstract 

After the telecom market liberalization, the telecom wholesale service regulation is 

the main issue of the telecom competition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lecom wholesale services in EU, Australia and Taiwan. Compared to the 

EU and Australia, we find that some kinds of telecom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aiwan. The wholesale services and their pricing of dominant market players 

should be reviewed periodically. And the price squeeze test needs to be taken ex-ante by 

NCC in Taiwan. The telecom cost accounting mechanism should be amended to show the 

costs of any service and its network components of dominant market players. We think 

that the FTC may review the pricing behaviors by competition law, which the prices aren’t 

ex-ante regulated by NCC. If the FTC thinks that the pricing behaviors are anti-

competitive, it should notice the NCC to review the prices. When the issue cases happened, 

the FCC may investigate for the cases and not yield to NCC. For the ex-post regulations, 

we think that some market power abusing behaviors, such like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abusing”, “price squeeze” and “discrimination behavior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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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ordinate the legal opinions and the regulation tools, we think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NCC and FTC. 

Keywords: Telecom Wholesale Service, Price Regulation, Price Squeeze,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and Access, Local Loop Unbundling, Telecom Dominant 

Market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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