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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數位匯流的障礙與解決方案之研究 

莊春發 
 

摘要 
本文以臺灣電信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的數位匯流為研究核心，統計分析結果發

現，在可能產生數位匯流效果的三個市場：1.視訊市場裡 MOD 與 Cable 的替代關係，

截至民國 103 年第 1 季時，無法通過統計檢定，顯示兩者的數位匯流效果有限，但

併入 近資料至民國 104 年第 2 季進行分析時，則顯示兩者具有替代關係；2.網路市

場裡 Cable Modem 與 ADSL 間一直具有替代關係，顯示一開始即存在數位匯流之效

果；3.固網通訊市場，由於有線電視進入電信市場有限，故完全不存在數位匯流之效

果。 

視訊市場早期匯流不彰的問題，可能與有線電視關鍵新聞頻道不在 MOD 播放的

商業策略，或現行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限制有關，這些障礙可能是形成 MOD 業者

過去與現在進入視訊市場的主要籓籬。另主管機關似須考量目前有線電視法第 21 條

收視戶三分之一上限放寬的問題，以避免數位匯流後市場競爭不公平的問題，這些

改變將可使雙方業者能在相同的立足點進行公平競爭。 

關鍵詞：數位匯流、視訊市場、網路市場、通訊市場、法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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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數位匯流」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在推動不可逆的政策方向，也是行政院

念茲在茲想達成的施政目標。惟據調查單位1長期調查的結果發現，社會大眾聽過「數

位匯流」名詞的人數比例並不高，僅 12.5%的被調查人聽過，沒聽過的人數比例則高

達 87.5%，而且此數據與相同單位前面四次的調查幾乎相同，聽過「數位匯流」名詞

的人數比例很少超過 20%2，顯示整體社會對「數位匯流」內容與政策的陌生3。在此

情況之下，主管機關要推動一個社會大眾不瞭解的政策，就政府施政而言，將有相

當的困難度。 

更讓人憂慮的情況是，聽過「數位匯流」名詞的被調查人中，只有 7.8%的人瞭

解其意涵4，表示整體社會聽過並瞭解「數位匯流」內涵的人相對稀少。相對的有九

成以上的人，即使聽過「數位匯流」名詞，但對其內容或意義並不清楚。故如欲達

成數位匯流施政之目標，不管是政府部門，或是置身於其中的重要業者，均有向社

會一般大眾說明與解釋的努力空間。 

「數位匯流」政策的內容，以及欲達成的目的，若藉由簡單的產業經濟的「市

場競爭」與「產業競爭」概念加以解釋，將數位匯流的內涵與意義闡釋清楚明白，

使社會大眾瞭解政府部門為何要提出此政策？此政策對消費大眾的切身關係為何？

進而對該政策表示支持，甚至加入推動的行列，可謂目前推動「數位匯流」政策的

重要工作。 

此外，藉由「數位匯流」政策過程與目的的分析，置身於關係密切的有線電視

業者，亦可從中瞭解，經營項目中有那些項目可以配合「數位匯流」政策的實踐，

並藉此找出可能出現的實際障礙為何？這些障礙可能是政府法規上的限制，可能是

經濟上的障礙，要打破這些藩籬有那些可以施行的政策手段？當然，政策推行的重

                                                       
1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持續每隔半年進行類似的調查。 
2 12.5%是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民國 103 年 8 月的調查結果，另外該研究單位前 5 次的

調查結果比例亦不高，102 年 12 月為 16%，102 年 7 月為 16.4%，101 年 12 月為 18.3%，101 年 8
月為 14.5%，101 年 3 月為 28.9%。 
3 104 年 9 月的 新調查顯示，沒聽過「數位匯流」的人數比例上升至 88.4%，95.4%的人坦言不

知道其意義，換言之，知道「數位匯流」並了解其意義的比例只有 4.6%。 
4 資料同樣來自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的調查。在相同的時間序列資料當中，不知道「數

位匯流」意義的比例分別為 7.7%、7.4%、2.2%、4.7%、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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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與者－有線電視業者或電信業者，若能瞭解與重視這些問題，並提出政策上適

當的解決方案，相信將有助於「數位匯流」政策的早日實現，此乃本研究之動機與

目的。 

基於以上之認知，本研究首先由 基本的「數位匯流」內涵出發，先解釋「數

位」在當前我國通訊傳播的意義，及「匯流」在產業發展的功能，再明確將「數位

匯流」在產業經濟學真正的功能，向主管機關或社會大眾揭示。其次，則採用產業

競爭學理的內涵，說明「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的不同，並導出產業競爭學中

重要的議題－市場進入障礙（Barrier to Entry）常是產業競爭無法突破的阻礙，再

由市場進入障礙理論的分析結果獲得推論，解釋國內當前「數位匯流」效果不彰的

原因。為證實上述推論，本研究將分別就視訊市場、寬頻網路市場及固網通訊市場

進行數位匯流的實證分析，說明該等市場匯流困難的原因。 後，則基於三個市場

實證研究結果，提出政策上的解決方法，供主管機關作為施政的參考。 

二、數位匯流之意義與內涵 

如同緒論所述，依據研究單位調查資料所顯示的結果，社會大眾對「數位匯流」

之意義與內涵是陌生的，不瞭解其意義的被調查人居多數，因此也就不明白政府部

門為何談論「數位匯流」這個名詞，甚至根本不清楚「數位匯流」政策完成之後，

對其個人利益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節有必要先將「數位匯流」的意義與內涵，轉

換成簡單的產業經濟學上的「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觀點，加以闡釋說明，以

利整體社會大眾瞭解「數位匯流」的意義與內涵。 

（一）數位化使通訊產業跨足視訊產業 

傳統上通訊產業與媒體傳播產業分屬不同產業，通訊產業使用銅絞纜線聯繫通

話的兩方消費者提供通訊需求，它屬於類比的技術，訊號的空間較小，僅能提供語

音服務的功能。一旦傳統銅絞纜線改為光纖纜線數位化之後，相同纜線所能提供訊

號的空間將增大很多，傳輸速度也比類比纜線快，因此其能夠提供的服務，除原有

的語音服務之外，尚包含視訊與數據資訊的傳輸。視訊的傳輸形成另類的視訊平台，

對既有的電視產業形成競爭效果。數據資訊的傳輸，則形成網路市場的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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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類比到數位的 大改變是，採用數位光纖纜線數位化之後，能夠擴大服務項

目到視訊的傳輸，因此通訊產業的業者可以由純粹的通訊服務，跨足到原本傳播產

業的視訊服務，中華電信公司經營的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Multimedia on Demand, 簡

稱 MOD）業務即為典型例子。經此技術進步，使中華電信公司成為視訊市場的重要

競爭者。 

（二）數位化使視訊產業跨足通訊產業 

情況完全相同的，有線電視類比纜線的建設，原本只是為有線電視視訊傳輸目

的而設，後來演進的結果是，一方面由於有線電視的普及率相當高，二方面後來也

因為提高視訊傳輸品質，而將原本類比的纜線改採數位纜線，經此技術上的升級，

有線電視業者所經營的項目，亦由原有僅能傳遞有線視訊傳播的服務，擴充到可以

同時從事網路服務與通訊服務。 

經此改變，有線電視業者握有光纖纜線，即可藉由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

系統經營網路的服務。藉由電路出租的形式與各家電信事業串聯的方式，進入固網

通訊服務的市場。 終有線電視業者亦可成為電信業者的重要競爭者。 

（三）數位化打破通訊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間的市場籓籬 

傳統上，通訊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原本是獨立的，彼此互不隸屬。但經由數位

化技術的引進，業者相互間可以經營對方原本經營的服務內容。在技術上相互間產

業的範圍被對方打破，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沌不清的狀況。既有通訊產

業業者能夠增加視訊服務的經營，既有有線電視產業業者也不再只是依賴視訊服務

而生存，其經營的業務上亦涉及通訊服務與網路服務。 

換言之，因為數位化技術的引進，使得原本通訊或有線電視的產業就供給面而

言，很難依照傳統的分類方法，將其分別歸類為純粹的通訊產業或純粹的有線電視

產業。解決方法或許只能依據需求面，將其分成通訊產業、視訊產業、網路產業等 3

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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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化使通訊、有線電視與網路等三產業競爭程度提高 

產業數位化的 重要特徵是，它讓通訊、有線電視與網路等三個產業的競爭效

果提高，各產業之業者除要注意原本業者間服務的「市場競爭」之外，也要注意原

本市場外其他產業的競爭者能夠提供相同服務所產生的「產業競爭」。易言之，產業

數位化後，使得通訊、有線電視與網路等 3 個產業，因為提供服務的業者人數增加，

使得市場的競爭程度提高。 

首先，就消費者的立場而言，數位化之後交易的對象有較多的選擇，以網路服

務為例，他可以選擇中華電信的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簡稱 ADSL）的網路服務，也可以放棄中華電信的 ADSL 而就有線電視的 Cable 

Modem 服務。在服務交易的價格上，消費者可能因為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獲得較

高的談判能力。因此數位化之後，消費者享有的福利水準將有提高之效果，這也是

政府部門積極推動既有傳播產業與通訊產業數位化的理由。數位化政策後對交易對

象消費者將有以下的效果：第一，消費者將有交易對象選擇增加的好處；第二，消

費者可能有因為市場競爭增加而獲得交易價格降低的好處。故整體社會大眾理應支

持數位化政策，並敦促政府部門積極推動數位化政策。 

三、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的意義 

由經濟文獻上「競爭概念」發展與演變的歷史概覽5，可以發現「競爭概念」基

本上可區分為古典學派與新古典學派兩個不同的派別。它們對「競爭」概念的認知，

表面上看來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所不同者在於雙方強調的影響因素不同，古典學派

以廠商自由的進出、對市場競爭的維持，占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他們相信只要時

間夠長，資源自然會由低報酬移向高報酬處，從而產生市場進出的效果，所以在信

仰上以為市場本身的「機制」，即可以解決市場競爭不足的問題，不須由具有強制力

的政府部門介入市場活動。 

相反的，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概念，自古諾（Cournot）以降，接受數理經濟的處

理模式，將分析重點擺在競爭後的結果上，並藉此極端結果，建立政策評斷的準則

                                                       
5 莊春發，「競爭概念的發展、演變與反托拉斯政策」，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1 期，29-8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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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自結構學派提出「結構－行為－績效」的分析法之後，則

逐漸以市場表象的「結構」取代市場「競爭」的實質地位。 

當然，在分析的後期，新古典學派也回歸到市場進入障礙會造成市場高集中的

結果，開始重視市場進出的重要性。與古典學派不太相同的是，其分析重心擺在既

有市場所呈現的情況，也比較沒有耐心去處理「長期」的問題，因此予人印象是屬

於「短期」的分析，而有別於古典學派的「長期」分析。也因為兩派學者在思想信

仰上的不同，所以其所決定的政策，經常出現南轅北轍的結果。 

在實務應用上，新古典學派在 1950 年代提出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

的概念，企圖利用「結構－行為－績效」架構，建立 17 個準則，作為判定市場競爭

是否存在的標竿，惟此理想仍然存在許多缺陷，無法解決與滿足實務上的需求。古

典學派同樣也在 1980 年代發展出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 market）的概念，企圖解

決實務上認定市場是否處於競爭狀態的問題， 後則因為其前提在現實社會不易滿

足，依然無法解決與滿足實務上的需求。 

因此在實務上，到底「競爭內涵」是什麼？就變得非常重要。在方法上可能仍

然需要由更務實的角度出發，瞭解競爭之各種層次的內涵，才不至於因為錯誤的概

念而導致錯誤的決策。數位匯流議題的解決亦是如此。本研究認為依據研究的內容，

大致上可將競爭區分為以下四個層次的內涵6：1.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2.市場競

爭與產業競爭；3.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4.水平競爭與垂直競爭。產業數位化產生的

數位匯流議題，關係 為密切的是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故以下僅就此層次的競爭

內涵加以說明。 

（一）市場競爭 

在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的討論，所得到的結論是二者皆為反托拉斯政策所

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在討論品牌間競爭的同時，競爭內涵並未談到廠商進出市場，

品牌數增加所引起競爭提高的問題。換言之，品牌間競爭的討論，係相對於品牌內

競爭而提出，在其它條件不變的假設下，分析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內涵的異同。使

品牌間競爭討論的層次，只侷限於某一既定的市場範圍，展現的是靜態特質。 

                                                       
6 莊春發，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公平交易委員會 91 年度合作

研究報告，38-5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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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典競爭概念而言，所謂的市場競爭是指競爭的層次僅侷限於沒有市場進出

的假定上，它所描述的情境是市場7存在許多的廠商，他們提供相同或相似的產品，

分別以相對有利的價格、品質、服務或數量，吸引消費者對該產品產生認同與興趣，

後決定購買它，廠商彼此間從事上述之行為，即所謂的「市場競爭」。 

「市場競爭」概念的重點在於，廠商要有上述的行為，市場需要哪些條件？可

以想見的，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市場內必須有充分的參與廠商；第二必要條件是參與

廠商必須獨立進行決策，不能有和其他廠商共同決策或勾結的行為。此二條件其實

有密切關係，市場廠商數如果夠充分，即不易形成卡特爾的勾結組織，造成競爭效

果的喪失。 

問題是市場廠商數到底要多到什麼程度，才有上述競爭效果？這個問題的解決

並不容易，在文獻上很少有人進行研究。對此問題的瞭解，實務上一般可能由兩方

面著手：一是怎樣的市場結構 容易產生勾結情況出發，它由反托拉斯當局處罰共

謀個案廠商人數為基礎加以分析。換言之，藉由市場上廠商數要多到何種程度，才

不容易產生共謀，由負面角度思維出發，也許就可以找到市場競爭所必須的廠商數。 

文獻上 Hay & Kelly (1974)以美國司法部 1963 年至 1972 年的共謀個案為研究對

象，參與共謀的廠商，每個個案的廠商數平均為 7.25 家。在 62 個個案中有 49 個個

案的參與廠商等於或低於 10 家廠商8。Frass & Greer（1977）的研究，則以美國司法

部 1910 年至 1972 年，統一價格 606 個個案為研究對象，參與廠商數平均數為 16.7

家，中位數為 8 家，眾數為 4 家。如果以不同產業的中位數加以數觀察，則天然資

源產業為 13 家，製造業為 7 家，配銷業為 11 家，建築業為 15 家，金融業為 4 家，

運輸業為 4 家，服務業為 8 家，呈現相當歧異的情形9。國內聯合行為的個案的研究，

莊春發（2005）也發現非公會介入的聯合行為，平均廠商為 7 家到 8 家10。 

基本而言，研究共謀文獻之後，只能獲得勾結發生的市場結構，其市場的廠商

數一般呈現較少的粗略印象，不容易精確畫下市場必須要有多少廠商，才能形成足

夠的市場競爭，而且每個市場的屬性不同，並不容易提出市場要存在多少家廠商，

                                                       
7 在此係假設市場範圍界定相當清楚，沒有市場界定的問題。 
8 George A. Hay & Daniel Kelley, “An Empirical Survey of Price Fixing Conspiracies,” 17(1)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3-37 (1974). 
9 Arthur G. Frass & Douglas F. Greer, “Market Structure and Price Collus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26(1)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1-44 (1997). 
10 莊春發，「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公平會處分案的分析」，公平交易季刊，

第 13 卷第 4 期，1-2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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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到維持競爭的程度。 

文獻上第二個研究方向，則由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方向著手。在有

線電視費率管制的議題上，學者 Wildman & Dertouzos（1990）的研究發現，市場上

至少必須存在 5 個非重覆視訊，是一重要的門檻，超過 5 個非重覆視訊之後，對當

地有線電視費率並不產生降價的效果11；換言之，市場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廠商，而能

提供具有替代關係的產品或服務時，市場即屬有效競爭。Bykowsky & Sloan（1990）

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論，有一些不同的是，他們的研究結論為市場必須存在 6

個非重覆視訊的電視台，有線電視的費率才會產生競爭效果12。Grandall（1990）的

研究結果也雷同，不過其研究更為精緻，係利用非重覆視訊由 1 台逐次增加到 5 台

的方式，觀察廠商數增加對有線電視的費率的降低效果，確實發現廠商數每次增加

對有線電視費率確有降低之效果，不過其影響程度則呈遞減的模式13。該結果和

Wildman & Dertouzos（1990）的研究相同，如果非重覆視訊超過 5 台以上時，則再

增加 1 台非重覆視訊，對有線電視費率的降低沒有影響14。 

國內學者莊春發（2000）過去研究國內有線電視的費率，亦發現類似的情形。

當區域內有線電視家數由 1 家變成為 3 家，或由 2 家改變為 3 家時，以半年費或年

費所表示的費率，都有顯著的差異。但當市場由 3 家增加為 4 家，或 4 家增加為 5

家，或 3 家增加為 5 家時，其費率並沒有顯著的差異15。進一步利用迴歸分析法，作

者也發現市場廠商數 3 家為一關鍵數，表示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廠商數必須達到 3

家，才能達成有效競爭的效果16。 

                                                       
11 Steven S. Wildman & James N. Dertouzos, Competitive Effects of Broadcast Signals on Cable,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Cable Television Association (1990). 
12 Mark M. Bykowsky & Timothy Sloan, Competitive Effects of Broadcast Signals on the Price of Basic 
Service, staff paper, Office of 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0). 
13 Robert W. Crandall, Regulation, Competition and Cable Performance, prepared for TCI, Inc. (1990). 
14 Robert N. Rubinovitz, “Market Power and Price Increases for Basic Cable Service Deregulation,” 
24(1)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 (1993). 
15 莊春發，有效競爭與市場廠商數－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研究，中央大學第 3 屆產業經濟學術研

討會論文（2000）。 
16 過去全省只有高雄市南區與北區，有線電視家數維持 3 家，其餘地區均減少為獨占 1 家或偶占

2 家，獨占或偶占市場的費率，均以新聞局所訂 高費率為價格，只有高雄市南區與北區的費率因

有效競爭而降為三百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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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競爭 

在不考慮廠商進出的情況，維持市場競爭的兩大支柱是市場必須擁有相當數量

的廠商人數，以及廠商間的決策必須為獨立，不能有勾結或共同決策的行為。如果

考慮其它潛在廠商或資源，可以自由毫無阻礙的進入與退出市場時，它對市場競爭

程度的影響則和市場競爭的條件雷同，仍是藉助於市場上廠商人數的增加，以使市

場的參與者避免自己成為過剩供給者候選人的前提下，彼此間產生競相爭取相對交

易人交易的行為。 

問題的焦點是，廠商或資源的市場進出，在短期之內，往往不如一般所想像，

可以立即且快速進入或退出市場。或源於政府政策的管制，如本研究的有線電視產

業與電信產業，非獲得政府的許可是無法進入市場；或侷限於法律上的阻礙，如本

研究的黨政軍退出市場的規定，使得中華電信公司從事的 MOD 經營，即被迫開放頭

端與消費者兩端，也不能自行組成節目，只能從事視訊平台傳輸的工作成為純粹的

平台業者而非視訊經營者。或基於關鍵資源為既有廠商所控制，如本研究相關議題，

有線電視業者控制的新聞頻道，拒絕在 MOD 上架，使得 MOD 空有視訊業的外觀，

僅成為影視、電影的播放者，無法與一般的有線電視業者競爭。或限於市場的規模

有限，只能支持少數廠商的存活，如本研究的有線電視廠商數的過去的規劃，全國

劃分為 51 區，每區至多為 5 家廠商， 後因為密度經濟或規模經濟等因素的影響，

而收斂成大部分的區域為一家廠商的獨占市場結構，或是即使呈現為兩家廠商的偶

占結構，但實質上兩家廠商均控制於單一廠商的實質獨占17。另外，潛在廠商即使認

為進入市場有利可圖，在短期之內，可能仍無法如願進入該市場參與競爭，則「產

業競爭」的效果則無從發生。 

除以上客觀條件，可能造成阻礙產業競爭的產生外，在實務上，此阻礙的來源，

亦可能來自於特定市場內既有廠商故意所造成，例如電信業的關鍵設施，若既有廠

商不予新進廠商接續，則新廠商許多業務無法進行，從而形成新廠商不敢進入市場。

又如既有些廠商事前一旦知曉潛在廠商有進入市場的企圖時，立即大幅調降其產品

價格，塑造既有廠商即使能夠進入市場也將無利可圖的預期， 後終於放棄進入市

                                                       
17 莊春發，「有線電視擴大經營範圍政策之競爭效果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3 期，129-15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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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念頭18，又如既有廠商可以以產品增殖法（product proliferation）19，在市場的產

品空間上，塑造各種類型品牌的產品，潛在進入者除非能同時提供多種品牌的產品

於市場銷售，否則很難以單獨一種或少數品牌產品與既有廠商競爭。過剩產能的形

成，也是使潛在廠商卻步的手段之一20，既有廠商經常在需求形成之前，事先擴充生

產產能，故意造成過剩產能的結果，並於事前宣告潛在廠商一旦進入市場，其將充

分使用既有產能，發動市場價格戰爭，從而產生阻卻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效果。沉

入成本（sunk cost）也是經常為人所提起的手段之一21，它採行的方式是，既有廠商

從事無法反轉的投資，或購買無法重售的設備，或建構殘值極少的硬體設備，以宣

示阻礙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決心，潛在廠商評估進入市場失敗時，必須支付龐大的

成本而退縮，既有廠商即能獲得阻卻市場進入的效果。 

產業數位化的結果，就個別原有的產業而言，是產生「產業競爭」之效果，以

通訊產業因為有線電視的進入而產生「產業競爭」之效果；同樣的，有線電視產業

因為通訊產業的進入而產生「產業競爭」之效果。因為原本產業外的競爭者因為技

術的進步，而可以進入該產業從事相同的服務變成其競爭者。互相進入對方產業從

相同之服務，從而產生競爭提高之效果。 

四、市場進入障礙與產業競爭之關係 

如前所述，如欲獲得產業競爭的效果，必須讓市場外的競爭者可以很容易進入

市場；同樣的，在市場的競爭者可以很容易退出市場。藉由廠商進出市場的機制，

讓市場長期維持競爭之狀態。問題是現實社會裡廠商可以容易且快速進出市場的說

法，可能只是理想。實際上可能存在很多的市場進入障礙，從而影響廠商快速進出。

以下提出文獻上各種影響廠商進出市場的障礙分析，它可能是阻礙數位匯流制度建

立原因。 

                                                       
18 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即規定獨占事業不得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19 Richard Schmalensee, “Entry Deterrence in The Ready-to-Eat Breakfast Cereal Industry,” 9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305-327 (1978). 
20 A. Michael Spence, “Entry,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 8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534-544 (1977). 
21 A. Michael Spence,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 Review Article,” 2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81-990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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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可能採用高額的沉沒成本，嚇阻競爭對手進入市場 

既有廠商可能利用高額沉沒成本的投資22，宣示事業在既定市場的必戰決心，讓

對手進入市場時，必須先支付高額之成本，從而降低進入市場的意願。一旦競爭對

手為此高額沉沒成本所嚇阻，市場僅留下少數之廠商，這些廠商即可擁有全部之市

場，從而獲得較高之利潤。 

（二）事業使用人為阻絕的手段，讓競爭對手無法進入市場 

人為的阻絕手段，包括擁有關鍵性的原料廠商，如製鋁的鋁樊土、水泥業的石

灰石、製藥業的關鍵原料、電子業的關鍵零組件，拒絕出售其他對手廠商，以保有

市場唯一產品的供給者。或者利用杯葛的手段，要求上游業者不能出售相同之原料

給潛在競爭者，例如 近有線電視產業由下游 MSO 所控制的上游頻道代理商，對新

進有線電視業者或跨業經營的有線電視業者，頻道交易形式改以行政戶數的 15%作

為交易的基礎，即在於以提高競爭對手成本為手段，阻絕其進入市場或新的經營區23。

或要求下游之業者不得購買上游原料供應商之產品。前者之做法，可使下游業者保

有下游市場獨占的地位；相對的，後者之做法，則可使上游業者維持產品供應市場

之獨占地位。 

當然上下游業者彼此之間採行「獨家交易」的交易方式，使得上游之原料只供

應 1 家廠商，或下游之業者只買 1 家廠商之產品，此排斥其他交易人的經營模式，

也可以製造下游業者或上游業者的市場壟斷的地位。 

（三）規模經濟的原因 

市場的胃納有限，既有廠商進入市場提供產品之後，隨著時間的累積，生產量

達成規模經濟之階段。後進廠商即使有與既有廠商相同之成本結構，也會因為分配

市場數量不足，致不能壓低生產成本。亦即潛在廠商生產數量不足，無法將巨額固

定成本或沉沒成本分攤至較為微小數額，因此為回收成本，新進廠商就其產品或服

                                                       
22 沉沒成本，係指既有廠商購買昂貴而又不能它用的設備。 
23 該研究發現以行政戶數 15%為交易之基礎，將造成頻道之價格提升 3 倍到 5 倍。莊春發，提高

競爭對手成本阻絕市場競爭－以有線電視為例，正在投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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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 終訂價，必然比既有廠商高，在市場上將無法與既有廠商競爭。 

實際例子是美國有名的沃瑪百貨公司（Wal-Mart），在許多地區性的市場，一旦

它進入市場之後，即占有大部分之市場比例，剩下之市場即不足以支持第 2 家百貨

公司的生存，因此地區性市場一旦有沃瑪百貨公司進入，其 終結果必然由其獨占

市場之供應，即使其並無抱存獨占市場之企圖。 

（四）優異的技術或產品 

廠商如果擁有優異技術，或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優異品質，而其又非其他廠商

容易模仿或學習的，則該廠商較易以優異之技術或產品打敗其競爭對手，在市場上

擁有優勢之地位。亦即擁有優異技術產品之廠商，是循正常競爭手段，以獲取消費

的青睞，從而在市場上占有優勢的地位，形成排除競爭對手的手段。 

（五）事業擁有特殊生產原料 

有些產品的產生，必須擁有其獨特之原料才可行，如鋁生產之鋁樊土、水泥生

產之石灰石、碘酒之碘。若干廠商因為享有此獨特之原料，生產該產品又無其它適

當之替代品，因此自然而然形成市場進入的障礙。鑽石礦的存在，也是鑽石生產廠

商主要的護持，所以在世界市場上南非的 DeBeer 能夠長期在市場上成為重要的供應

者。在本研究中，有線電視擁有 9 個專業新聞頻道，而新聞頻道在 NCC 的歷年觀眾

喜歡程度調查，幾乎占所有頻道接近 40％比例24，而這些頻道被要求不能在 MOD 播

放，因此在競爭上有線電視即占有特殊原料之優勢。 

（六）隨機因素而形成的市場進入障礙 

除以上原因之外，隨機因素也可能造成廠商在市場上取得優勢地位的理由。例

如因為對手突然退出市場，使得特定廠商成為市場的優勢者。晚報市場過去由中時

                                                       
24 根據 101 年 NCC 委託研究「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附錄，TVBS 新聞台、三立新聞

台、中天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民視新聞台、年代新聞台、TVBS、非凡新聞台、東森財經新聞台

等 9 個新聞台，在消費者 常收看的有線電視頻道共獲得 123.4%，占所有調查 108 個頻道 331.4%
的 37.26%。參卓美玲，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1 年度委託研究

報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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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報與聯合晚報兩大報一起競爭，中時晚報於民國 94 年 10 月底，突然宣布停刊，

致晚報市場因僅存聯合晚報一家廠商，使其變成市場的獨占者。 

其他的情況，如天災、戰爭等因素，也可能促成廠商在市場上成為獨占者。但

它對廠商獨占地位的形成，並無太多的軌跡可循。 

（七）政府法律限制所造成的進入障礙 

除以上種種市場的經濟因素會造成市場的進入障礙，而形成產業競爭的阻礙之

外，形成潛在競爭者市場進入障礙 為關鍵的因素，是政府法規限制潛在競爭的進

入市場。例如通訊產業因為頻譜有限，主管機關將頻譜採用拍賣的方式拍賣給出價

高的業者，通訊業者若沒有標到頻譜時，即無法進入該通訊業的市場參與經營。 

又如有線電視業者，必須先經過主管機關的技術查驗合格之後，才有申請有線

電視設立的資格，一旦獲得查驗及格之後才能申請有線電視籌設的許可，再經有線

電視審議委員會審查合格之後，才能在合法的條件下開始經營有線電視的業務。因

此在有嚴格法律限制之下的產業，法律規定即變成相關業者進入市場的關鍵障礙。 

如前所述，通訊產業與傳播產業數位匯流過程而言，通訊產業欲進入有線電視

產業的 大障礙，是無法取得關鍵的頻道內容－即時新聞頻道；相對的，有線電視

卻擁有關鍵特殊性的原料－即時新聞頻道，因此形成通訊產業進入有線電視市場的

第一個障礙。另外中華電信公司仍由交通部持有相當的股份，屬於政府部門的事業，

若其逕行進入有線電視產業，將會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禁止黨政軍參與媒體的規定。

換言之，通訊產業進入有線電視產業的數位匯流，將因法律之限制形成市場進入第

二道障礙。 

類似的情形，有線電視產業業者如欲進入通訊產業，因為其經營規模受限於有

線廣播電視法一家廠商擁有收視戶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規定，而在網路上不易串聯

成類似中華電信的網路系統，因此在網路市場與固定通訊服務的市場上處於競爭不

利的地位，此亦屬於法律規定限制造成進入市場的障礙。 

（八）其他的經營策略 

例如採用密集廣告策略廣告對廠商而言，常具有遞延之效果，若廠商長期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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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廣告支出金額，自然會在市場上對新進廠商或潛在廠商產生阻止之效果，使既

有廠商長期持續其市場之獨占地位25。 

此外，學習效果亦可能產生市場進入障礙，其效果的呈現與規模經濟類似，既

有廠商因為先進入市場，經過長時間的生產經驗，累積了許多生產所需之訣竅，此

為後進廠商所無，且也無法在短期內能夠立即取得26。 

五、視訊市場數位匯流的實證分析 

（一）中華電信公司經營視訊市場的沿革27 

有線電視市場有效競爭政策失敗之後，政府主管機關不得不推動直播衛星的策

略，企圖由其他平台引進競爭者，以提升視訊市場的競爭，但限於直播衛星電視法

立法的延宕28、欠缺吸引消費者的節目29、以及 後由有線電視業者收購等原因30，

終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競爭者31。因此政策上乃藉由跨越平台的方式，自有線電視

市場外引進電信業者參與有線電視市場的經營。 

1.中華電信公司依法可以經營有線電視 

剛開始中華電信公司認為依據電信法第 2 條規定，電信服務的定義為：「利用有

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

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而有線電視法第 2 條，則將有線電視服務的定義

為：「已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電信服務的定義中有發

                                                       
25 實際例子包含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例子，以及蔬菜罐頭漢新（Heinz）與坎貝爾（Compell）
的例子。國內現金卡市場，萬泰的喬治與瑪莉現金卡優勢市場地位，也是其中明顯之例證。 
26 既有廠商在生產成本上，即比後進廠商有較低成本的優勢，既有廠商的成本曲線在任何產量之

下均低於後進廠商。基於學習曲線累積所獲得的成本優勢，既有廠商在市場競爭即能隨時維持領

先，從而成為阻絕其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手段。 
27 有關 MOD 業者與有線電視國內的爭議，參見溫俐婷，「數位匯流趨勢下通訊傳播法治與跨業

經營規範之研究－以網路電視（IPTV）為媒介」，台灣經濟論衡，第 9 卷第 2 期，52-88（2012）。 
28 此即屬於法律上的障礙之一。 
29 如同過去中華電信因為欠缺關鍵性的節目－即時新聞的播出，因此收視戶的增加一直受到抑

制。 
30 此現象類似前面分析的第 8 個障礙因素－隨機因素。 
31 莊春發、柯舜智，論台灣有線電視競爭政策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5 屆競爭政策暨學術研

討會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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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傳輸、接收等動詞，而有線電視服務的定義裡只有傳播之動詞。因此中華電信

公司將前者解釋為雙向服務，而後者則為單向服務。此外中華電信公司依據行政院

台交字第 26333 號修正發布之「第一類電信事業項目及範圍」之說明，認為電信服

務應包括語音、數據、文字、影像及多媒體服務等內容。中華電信公司乃根據以上

之說明，而認定 MOD 的服務屬於第一類電信業者的業務，在現行電信法規下得經營

之營業項目，無須另行取得有線電視營運執照32。 

2.中華電信公司依法應申請有線電視的經營執照 

有線電視業者對於中華電信公司將 MOD 服務認定屬於第一類電信業者的服務

主張，深不以為然。臺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隨即認為，MOD 服務係透過不同科技提

供相同之有線電視內容予閱聽大眾，對消費者而言，相同服務背後的技術差異並無

意義。在相關法規未修正之前，中華電信公司如欲經營 MOD 服務，理應依照有線廣

播電視法規定申請執照33。 

有線電視產業的另一團體組織－臺灣有線視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則認為，不

論從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性解釋、比較法解釋，中華電信公司的 MOD 服務需

受到有線廣播電視法的規範。固然在法制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 條規定，有線廣播

電視業者如欲經營電信業之業務，應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辦理。相反的，電信法對於

電信業者如欲經營有線電視業務，並無有線電視法相似之規定，明確要求電信業者

必須依據有線電視法規定辦理。然而 MOD 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為利用電話線路傳播影

像、聲音供大眾直接閱聽，因此在法理上應同時適用兩者法制之規範，亦即該行為

涉及法律上的競合，即同一市場行為同時受到兩種法律的規範，而導致不同的法律

效果。電信法與有線電視法屬於相同的法律位階，故應同時適用兩法律之規範34。 

換言之，不管由產品的性質觀察，或者由法理上的分析，有線電視業者均能找

到 MOD 服務應受有線廣播電視法規範的理由，不能因為目前法制上的不完備，而強

詞奪理的要求不受既有法律的約制。 

                                                       
32 江耀國，有線電視市場與法律，初版，元照出版公司，305（2003）。 
33 同上註，306。 
34 同上註，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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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管機關新聞局的主張 

當時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對於 MOD 服務的定位主張認為，跨業經營為傳播科技之

趨勢，依據當前的傳輸技術而言，電信業者與有線廣播電視業業者已具備互跨對方

市場經營的能力，應在相同程度的規範下，彼此進行良性之競爭。電信法對於電信

業者跨業有線電事業經營雖然沒有明確的規範，但是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有線電事業

業者如欲跨業經營時，則須遵照電信法的規定辦理的法理而論，電信業者如欲跨足

有線電事業經營電視服務時，理應不能自外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的規範。 

至於中華電信公司所引述行政院民國 89 年所公告的「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業務項

目及範圍」，其服務雖包括語音、數據、影像及多媒體等服務。新聞局認為該公告僅

為註記，只具說明性質而非法律定義。按行政院公告屬於行政命令位階，僅說明固

網業者得提供多媒體服務，並非排除有線廣播電視法適用於第一類電信業者35。 

之後，新聞局法規會於民國 91 年 7 月 9 日，對電信業經營 MOD 服務是否需要

取得新聞局的許可證做成決議。該決議內容為：電信業者經營 MOD 服務，如以有線

傳輸網路提供節目、廣告服務，即應受到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範。換言之，電信業

者如欲經營 MOD 服務時，應先取得新聞局的營運許可證，始得開始營業。如有違反

者，新聞局將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0 條加以核處36。 

對於新聞局的決議，中華電信公司並不滿意，故未直接向新聞局提出營運許可。

新聞局與交通部為此議題，於 91 年 9 月初又以開會協調的方式，嘗試以變通的方式

讓中華電信 MOD 服務能夠推出。亦即 MOD 服務的線上遊戲、卡拉 OK、商務資訊

等服務，中華電信可立即開辦。但其它服務在管理辦法訂定後，才能開始提供服務。 

民國 93 年 2 月 4 日新聞局依據上述協議，終於發給中華電信公司第一期分區營

運許可，營運區域包括台北縣市、基隆市等 3 個區域。至民國 94 年 3 月 21 日新聞

局再發給中華電信公司第二期分區營運許可，營運區域包括桃園縣、新竹縣、宜蘭

縣等 3 個區域。民國 94 年 7 月 19 日新聞局再度發給中華電信公司第 3 期分區營運

許可，營運區域包括臺中縣市、臺南縣市、高雄縣市等 6 個區域。至此，電信業與

有線電視業的爭議乃告一段落，有線電視業欲用法律手段阻止電信業進入有線電視

市場的策略也宣告失敗。 

                                                       
35 同上註，307。 
36 同上註，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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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進 MOD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爭議與解決 

臺灣的新聞管道均受政府部門嚴密的管制，例如：無線電視的台視、中視、華

視分屬為政府、黨部、軍方所控制；平面媒體報紙的中華日報、新生報為臺灣省政

府所發行，青年戰士報則為軍方所發行；廣播電台的中國廣播公司則為中國國民黨

所有，警察擴播電台亦為政府部門所控制。換言之，早期的臺灣媒體不管是平面媒

體的報紙，或立體媒體的廣播電視以及廣播電台均為政府部門所有，或者控制於中

國國民黨黨部。 

因此，整體社會的輿論控制於黨政軍手中，一般社會大眾很難有言論之自由。

為打破此歷史禁錮，在 90 年代傳播學界與社會大眾乃發動黨政軍退出媒體的運動。

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該運動終於有了成果，政府部門將此意見實現於媒體法律

的修改。 顯著者則呈現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9 條、廣播

電視法第 5 條等的相關規定，法律公告的施行日期為民國 92 年 12 月 24 日。 

對照 MOD 取得分區營運許可的日期為民國 93 年 2 月 4 日（第一期），民國 94

年 3 月 21 日（第二期），民國 94 年 7 月 19 日（第三期）。顯然，主管機關新聞局初

期並未料想會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規定，而直接將有線電視的經營執照發給

具有政府股份的中華電信公司，允許其經營有線電視 MOD 服務的業務。 

有線電視業者找到此有利的法律規定，立即將其推動為阻止 MOD 進入有線電視

市場的工具，向主管機關抗議，主張政府部門帶頭違法，對於自己所訂定的法律並

未確實遵守。剛開始主管機關新聞局以拖延為手段，並沒有認真考量違法發照之行

為，將發給中華電信公司的 MOD 營運執照收回，取消 MOD 服務營運許可。直到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95 年 2 月 22 日成立之後，才正式面對政府部門一方面同意黨

政軍退出媒體的立法，另一方面卻違法發照給具有政府股份的中華電信公司 MOD 的

經營媒體執照的矛盾，思考解決的辦法。換言之，傳播的目的主管機關新聞局，係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規定，逕行發照給中華電信公司之行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之後，立即面臨兩難之決策，一方面為健全國內視訊

市場發展，企圖籍由 MOD 的引進，而提高產業競爭的效果。二方面則又因為 MOD

服務提供者之身分，顯然違反有線電視法第 19 條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規定，而陷

入兩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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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突破此困境，乃要求中華電信的 MOD 業務在市場的出現

必須另外設法，將其由媒體經營者的身分改變為媒體「傳輸平台」的中介身分，將

其營業項目限縮為電信事業，使中華電信的 MOD 經營避開所謂的媒體業務，而能符

合黨政軍退出媒體政策之法律要求。至於，媒體經營之業務，則交由所謂的一般營

運商來主持。為達此目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首先發動行政權，與中華電信公司

簽定行政契約，要求中華電信公司確實遵守契約之規定，將頻道進入系統的頭端對

外開放，以及消費者端的終端也開放，使得中華電信公司的 MOD 服務只純粹進行聲

音、數據、影像的傳輸工作，成為單純的傳輸平台的業者。 

為完成上述「技術變身」的工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乃責成營運管理處主辦

「營運模式查核」的工作，並進行書面查核。另外責成技術管理處配合辦理「業務

平台開放查核」之工作。經由上述的變身調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為中電電信

公司，只是單純的多媒體平台傳輸服務的提供者，亦即其只具備中性設備的供應者，

並未介入媒體的直接或間接經營，所以就其提供的服務而言，中華電信公司已經不

是媒體經營者，不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限制，解決違

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困境。 

（三）小結 

由此兩次中華電信公司 MOD 進入電視市場的爭議裡，可以明顯看出，在技術上

電信產業與電視產業已經有某種程度的匯流，而與其相關的產業業者也充分了解彼

此存在互跨經營的可能，但進行實際上的跨業經營行為時，卻發現在法制未能配合

的情形下，造成兩個產業彼此之間的爭議，從而形成市場交易成本的提高；也讓主

管機關為調合中間的爭議，浪費許多珍貴的行政成本，處理與解決雙方的歧見。對

於整體社會而言，它代表另一種形式的社會資源浪費。也凸顯政府主管機關在推動

政策時，若未能在配套措施上做周密的安排，將會付出一定的代價。 

主管機關之所以會處在黨政軍退出媒體政策，與引進視訊市場「產業競爭」政

策的兩難當中，是緣於政府在制定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限制政策時，未能洞悉有

線電視引進產業競爭的重要性，忽略它們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因而未能設計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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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套措施37，導致後來政策上必須以減損產業競爭為代價，才能執行黨政軍退出媒

體的政策。 

（四）MOD 進入有線電視的實證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剛開始行政院新聞局對 MOD的態度，認為 MOD 就是媒體，

因此發給有線電視的執照。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之後，因為黨政軍限制的關

係，主管機關又利用行政權要求中華電信 MOD 做技術變身，成為電視的播放平台，

將原有新聞局發放的有線電視執照收回。 後，則以固網管理規則作為管理 MOD 的

法律依據。 

不管法律上如何變更，實體上有線電視與 MOD 所提供的服務，就消費者需求角

度而言，二者之間似乎有相當的替代性，市場上的表現是否如此呢？電信與有線電

視兩個產業在視訊服務的匯流程度，有賴進一步的驗證。 簡單的驗證方法為檢驗

兩種視訊收視戶之間，在長期是否存在替代關係，若出現密切的替代關係，則表示

市訊市場上存在所謂的匯流關係；反之，若不存在密切的替代關係，即表示二者之

數位匯流效果並未產生。 

1.從長期從線的觀察以及其顯示的意義 

當然，未進行量化的研究之前，可以先觀察 MOD 收視戶數的多寡，以及其占視

訊市場的比例做為指標，觀察二者收視戶在這 10 年來的變化關係，即看出 Cable 與

MOD 是否產生匯流的現象。將 Cable 與 MOD 兩者收視戶變化畫成圖 1 的長期趨勢

圖，長虛線代表 MOD 長期收視戶的變化，短虛線代表 Cable 長期收視戶的變化，實

線代表加總兩類收視戶所有收視戶的長期變化。 

初步觀察此三條收視戶從線所呈現的變化，有以下意涵：第一，MOD 收視戶的

變化長期是呈現上升，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呈現上升遲緩的現象。第二，Cable 收視

                                                       
37 後來因為有線電視的業者台固媒體集團係屬台灣大哥大公司的轉投資子公司，台哥大的上層則

為富邦金控，而富邦金控的上層則有台北市政府持股 14%，根據此邏輯推理，台固媒體下的有線

電視公司永佳樂、紅樹林、觀天下、鳳信、聯禾等 5 家公司均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禁止黨

政軍經營媒體的規定，因此被主管機關 NCC 裁罰每家新臺幣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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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長期也是呈現遞增之趨勢，不過 近一兩年則出現下降之趨勢38，此下降的趨勢是

否完全來自於 MOD 收視戶取代之結果，仍需量化的驗證。第三，整體收視戶長期呈

現增加並沒有減少之跡象，總收視戶戶數已接近戶政機關的總收視戶。表示未來視

訊市場收視戶在臺灣地區已接近飽和的階段，視訊市場的經營者能再增加收視戶的

可能並不高。 

 

圖 1 Cable 與 MOD 收視戶數長期趨勢圖 

資料來源：1.Cable 收視戶資料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MOD 收視戶資料來自本研究調查。 

 

  

                                                       
38 有線電視在民國 100 年第 2 季收視戶達到 高峰，有 510 萬戶人家訂定有線電視，之後連續兩

年幾乎每一季收視戶以 2 萬戶的速度降低，到 102 年第 2 季達到 低的 497 萬戶，之後又開始成

長，不過兩年來只回復到 502 萬戶的水準。有線電視收視戶下降階段，MOD 收視戶則出現快速成

長的現象；相對的，民國 102 年第 2 季有線電視收視戶回復增加的情形，可能與有線電視數位化

比例提升，增加一些私接戶的收視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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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able 與 MOD 收視戶數敘述統計 

 Cable MOD  Cable MOD 

平均數 4838247 710404 小值 4319540 28452 

標準差 243837.5 431199.7 大值 5108363 1291080 

峰度 -0.76243 -1.34387 個數 43 43 

偏態 -0.84997 -0.09642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結果。 

2.從 MOD 占視訊市場的比例觀察 

從 MOD 收視戶占有的比例數據觀察，大部分時間中，中華電信 MOD 收視戶比

例都是呈現遞增的現象，亦即後一年比例比前一年比例增加。但是在此期間 98 年第

2 季的 12.1%與第 3 季的 11.6%則呈現下降的現象。98 年第 4 季雖回升至 11.9%，但

接著 99 年第 1 季與第 2 季兩季又降回 11.6%與 11.7%，到 99 年第 3 季的 12.3%才回

到 98 年第 2 季的水準。之後 MOD 收視戶占有的比例每季則呈現上升之現象。 

從 MOD 收視戶占有的比例觀察，似乎發覺 MOD 收視戶有取代 Cable 收視戶的

效果，到 2013 年的第 4 季與 2014 年的第 1 季，MOD 收視戶占有的比例，已經達到

所有收視戶的 20%。 

3.迴歸統計分析結果 

前面的分析基本上是假設 Cable 的視訊服務與 MOD 的視訊服務是處於完全替代

的產品，所進行的分析，從外觀上 MOD 的視訊服務占全部視訊服務的比例，由 MOD

占全部收視戶比例的統計觀察，長期以來它由 93 年第 4 季的 0.6%上升到 104 年第 2

季的 20.41%，初步看來，MOD 的視訊服務似乎相當的取代了 Cable 的視訊服務。 

然而，由圖 1 的趨勢圖觀察，MOD 的視訊服務與 Cable 的視訊服務近 10 年來都

處於成長的趨勢，只不過前者的成長率大於後者成長率，因此出現 MOD 收視戶占視

訊收視戶比例逐年增加的現象。因此如欲瞭解此二視訊服務是否具有替代效果，應

當採行嚴密迴歸統計的方式加以分析。 

（1）理論模型的建立 

假設Cable的視訊服務的收視戶為應變數，而MOD的視訊服務收視戶為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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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驗認為 Cable 收視戶與 MOD 收視戶的關係為負向關係，表示 MOD 收視戶

的增加係來自於 Cable 收視戶的減少，因此 MOD 係數估計值的符號預期為負值。第

二，在期間兩次奧運年中華電信公司取得全程轉播權，它將有增進 MOD 的視訊服務

收視戶的效果；相對的，Cable 的視訊服務的收視戶則可能因此減少。因此在估計上

奧運年期間以虛擬變數（D=1）加以表示，而非奧運期間則以（D=0）加以表示，所

以 D 變數係數估計值的符號為負。第三，時間序列變數（T）視重要解釋變數，處理

上則以MOD開始進入視訊市場的時間民國 93年第 4季為 1，然後逐年增加數字， 104

年第 2 季則為 43。從圖 1 觀察，100 年第 2 季收視戶達到 高，之後接著連續降低

兩年，直到 102 年第 2 季才止住下降的趨勢，開始反彈到 104 年第 2 季回到收視戶

502萬戶的水準，因此長期趨勢出現反凹型從線的型態，在數學上呈現二次式的情形，

所以事前預期 T 值係數估計值為正，而 T2 的係數估計值為負，估計迴歸式如下： 

Cable=F（MOD, D, T, T2）                                             （1） 

如上所述，1、應變數 Cable 的視訊服務的收視戶（Cable）與自變數 MOD 的視

訊服務收視戶（MOD）的關係為負向；2、應變數 Cable 的視訊服務的收視戶與奧運

的虛擬變數（D）的關係為負向；3、時間趨勢（T）對應變數 Cable 收視戶的估計值

預期為正向，T2 的估計值預期為負。 

 

（2）估計的結果（n=38） 

Cable=4167279-0.19358MOD-22989.1D+63912.31T***-1876.12T2***，R2=0.9657    （2） 

表 2 Cable 與 MOD 替代的實證結果 

 係數 標準誤 t 統計 P-值 

截距 4167279 27210.75 153.1483 1.19E-48 

MOD -0.19358 0.208886 -0.92673 0.360793 

D -22989.1 24022.52 -0.95698 0.345536 

T 63912.31 7388.616 8.650105 5.36E-10 

T2 -1876.12 155.5541 -12.0609 1.22E-13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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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估計的結果（n=43） 

Cable=4166955-0.35842MOD***-13010.1D+67896.48T***-1772.38T2***，R2=0.9661  （3） 

表 3 Cable 與 MOD 替代的實證結果 

  係數 標準誤 t 統計 P-值 

截距 4166955 25902.92 160.8681 1.85E-55 

MOD -0.35842 0.157174 -2.28039 0.028282 

D -13010.1 21852.06 -0.59537 0.555123 

T 67896.48 6466.662 10.49946 8.66E-13 

T2 -1772.38 113.4599 -15.6212 3.98E-18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結果。 

（2）式是到民國 103 年第 1 季樣本數為 38 的估計結果，整體估計式的配適度

相當高，達到 0.96。四個自變數中 T 與 T2係數估計值在 1%水準下能夠通過檢定，

但 MOD 變數與虛擬變數 D，估計係數的正負符號雖然與預期相符，但都無法通過統

計檢定。顯示 MOD 收視戶變數的估計係數雖然與預期值相同，但其 T 值為-0.92673

無法通過一般 5%顯著統計門檻，表示 MOD 收視戶變數無法解釋 Cable 收視戶的變

化，亦即 MOD 收視戶的減少不一定形成 Cable 收視戶的增加；同樣的說法，MOD

收視戶的增加不一定來自於 Cable 收視戶的減少。此結果代表此二有線多頻道平台彼

此之間不存在匯流之現象。 

若研究資料延伸至 104 年第 2 季，分析資料樣本增加為 43 個，則得到的迴歸估

計式以（3）式與表 3 加以表示。與第（2）式比較，除 T 與 T2 兩個變數維持在 1%

水準統計顯著之外，原來不顯著的 MOD 變數，變為 5％統計水準下顯著，顯示 Cable

與 MOD 具有替代之關係。表示 MOD 收視戶變數的變化可以解釋 Cable 收視戶的變

化，亦即 MOD 收視戶的減少必形成 Cable 收視戶的增加；同樣的說法，MOD 收視

戶的增加係來自於 Cable 收視戶的減少。此結果代表此二有線多頻道平台彼此之間存

在匯流之現象。 

中間出現顯著改變的可能理由是，MOD 在此期間也引進國內聯合報所建立 UDN 

TV 的即時新聞節目頻道，以及相同為即時新聞壹電視新聞頻道39，增強原本的環宇

                                                       
39 中華電信的 MOD 公司在 103 年 1 月引進 UDN TV 頻道，在 100 年 8 月引進壹電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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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頻道40對消費者的吸引力。 

虛擬變數的 D，其估計式符號與預期相同但仍無法通過統計檢定。這結果顯示

之意義是過去 Cable 與 MOD 的關係也許因為關鍵投入－即時新聞頻道的欠缺，因此

兩者的替代之關係不彰。所以可以發覺訂定 MOD 的收視戶為要看到即時新聞頻道，

不得不訂定 MOD 之後還要再訂定 Cable，換言之，過去很多收視戶一方面為要看較

佳的影視節目，所以成為 MOD 的收視戶，但為能了解世界或社會發生的變動，不得

不另外再訂有線電視，成為雙媒體的訂戶。現在 MOD 的新聞頻道加強了，已可滿足

其基本需求41，遂由 Cable 收視戶轉為 MOD 的收視戶，因此出現二者存在替代關係

的結果42。 

六、網路市場數位匯流的實證分析 

電信業提供的網路形式早期有兩種，一是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DSL），二是

專線（Leased Line）。前者為社會一般大眾所使用，後者則為企業使用較多。直到民

國 98 年，電信公司推出 FTTx 的服務之後，則逐漸取代 ADSL 的網路服務。 

（一）從長期從線的觀察 

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提供的使用客戶數有月資料，所以網路的分析採月

資料的分析。將電信網路用戶數與有線電視網路 Cable Modem 用戶統計資料，繪成

圖 2 電信的網路收視戶與 Cable Modem 收視戶的長期趨勢圖，圖中長虛線代表 Cable 

Modem 網路收視戶，點虛線代表電信業網路收視戶，從圖形觀測兩種類別網路收視

戶數，長期均呈現成長的趨勢，此現象尤其存在於電信產業網路收視戶，以及 Cable 

Modem 網路收視戶的後半段，電信產業網路收視戶數呈現大幅成長時，Cable Modem

網路收視戶有段時間曾經出現下滑的情形。相對的，在 Cable Modem 網路收視戶數

                                                       
40 環宇新聞頻道係利用中天新聞與東森新聞兩大新聞頻道的新聞內容重新組編組成的頻道，即時

性仍不敵其他即時新聞頻道。 
41 目前 Cable 頻道中新聞頻道雖多，但即時新聞頻道內容重複的比例很高，消費者只要擁有 1 個

或 2 個即時新聞頻道，即可掌握大部分社會與世界的變動。 
42 賴祥蔚利用問卷調查法，以交叉彈性為衡量標準，亦獲得 Cable 與 MOD 兩種平台具有替代之關

係。參賴祥蔚，「電視平台之市場界定－以 MOD 與有線電視為例」，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3
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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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上升時，電信產業網路收視戶一有一段時間存在下跌的情形，顯示兩者網路收

視戶存在替代效果之可能。兩種網路客戶總數以實線從線表示，長期呈現上升之趨

勢，代表網路的客戶世界仍有開發的空間。 

 

  圖 2 電信網路使用戶與 Cable Modem 使用戶的長期趨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統計資料。 

（二）從兩種網路客戶數長期占有總客戶數比例觀察 

Cable Modem 使用戶數在民國 92 年開始即占有相當之比例，92 年 9 月甚至高達

16.％，之後占有比例一直到 96 年呈現下滑現象，96 年 7 月甚至下滑至 6.7％。95 年

6 月到 96 年 9 月占有率一直呈現在 10％以下，在此期間電信業網路占有比例均高於

90％。之後，Cable Modem 網路使用戶數占有比例則呈現與日俱增的現象，到 104

年 6 月 Cable Modem 網路使用戶數占有比例已經高達 21.85％的水準。 

從有線電視與電信網路客戶長期變化的觀察，顯示二者似乎有密切的替代關係。

換言之，數位匯流效果可能發生於網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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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電信網路與 Cable Modem 敘述統計 

 電信網路 
Cable 

Modem 
 電信網路

Cable 
Modem 

平均數 4020494 773465 小值 2134433 298214 

標準差 597387.9 288582.3 大值 4513261 1239350 

峰度 1.63981 -1.50149 個數 145 145 

偏態 -1.60738 0.18034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結果。 

（三）迴歸分析結果 

1.迴歸模型 

為嚴謹瞭解電信業網路與有線電視網路，在網路市場是否存在顯著的替代效果，

本研究也延續上一小節的分析方法，設立迴歸模型如（4）式： 

Cinternet=F（Cable Modem, T）                                      （4） 

式中因變數 Cinternet 代表電信產業網路客戶數，函數內 Cable Modem 代表有線

電視網路客戶數。預期 Cinternet 電信產業網路客戶數與 Cable Modem 有線電視網路

客戶數成立負向之關係，表示兩者之間具有替代關係。括弧內 T 代表時間，它與電

信產業網路客戶數成立正向關係，表示隨著時間過去 Cinternet 的網路客戶數增加。 

2.迴歸結果 

Cinternet =3895727-2.48541Cable***+28043.12T***，R2=0.8472               （5） 

表 5 電信網路與 Cable Modem 替代的實證結果 

 係數 標準誤 t 統計 P-值 

截距 3895727 74166.97 52.52644 6.41E-95 

Cable -2.48541 0.210678 -11.7972 8.13E-23 

T 28043.12 1447.505 19.37343 1.07E-4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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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式為估計之迴歸結果，顯示迴歸式配適度相當不錯，R2=0.8472。表示 Cable 

Modem 有線電視網路客戶數與時間變數兩個變數，對 Cinternet 客戶數的變化可以提

供 84%的解釋度。Cable Modem有線電視網路客戶數的係數估計係數為負，表示 Cable 

Modem 有線電視網路客戶數與 Cinternet 客戶數呈現負向關係，亦能通過 1%顯著水

準的統計檢定，顯示 Cable Modem 的估計係數預期值相同，且其 T 值-11.7972 能夠

通過嚴格的 1％顯著統計門檻，表示 Cinternet 收視戶變化能夠由 Cable Moden 收視戶

的變化加以解釋，亦即Cable Modem收視戶的減少一定形成Cinternet收視戶的增加；

同樣的說法，Cable Modem 收視戶的增加一定來自於 Cinternet 收視戶的減少。此結

果代表此二網路平台彼此之間存在匯流之現象。 

同樣的，代表時間變數的 T，亦如預期係數估計係數為正，表示 Cinternet 客戶

數與時間呈現正向關係，係數估計係數亦能通過 1%顯著水準的統計檢定。以上結果

表示在電信產業與有線電視產業間的網路市場間，存在數位匯流的關係。 

七、固網通訊市場匯流的實證分析 

如同前面的分析，數位化之後，同一條光纖建設完成即可進行視訊服務、通訊

服務、網路服務等三種服務。前面兩節的實證分析，首先討論通訊產業業者進入視

訊產業的情形，其次討論視訊產業進入通訊產業網路服務的情形。接下來，因為光

纖網路的建立完成，視訊產業的有線電視是否會像通訊產業業者一樣進入視訊產業

參與競爭呢？ 

（一）固網通訊產業的經營需要規模經濟的條件 

眾所周知，有線電視的地理經營區剛開始劃分為 51 區，而且有些經營區上同時

存在 2 家業者經營的局面，每位經營者所能分配的消費家戶數有限，即使現在經營

區已經縮小為 22 區，既有有線電視業者所服務的對象，亦屬家戶數不多情況，以臺

中地區的獨家有線電視經營者－群健有線電視公司，雖為全國 大，其所擁有的客

戶數亦僅有 29 萬戶。如欲經營固網通訊服務的業務，可能因為客戶數不能達成規模

經濟的條件，成本無法降低至可以與中華電信匹敵，在固定通訊市場上參與競爭，

因此實務上很難看到有線電視進入通訊產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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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機關曾經在臺中縣地區發過小固網執照 

第二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曾經為推動固網通訊市場的競爭，在臺中縣地區發

給威達有線電視公司固網通訊服務的執照，威達有線電視公司亦曾努力推動固網服

務， 終因規模經濟因素的緣故，提出的服務可能無法讓中華電信固網通訊服務的

客戶，願意棄中華電信而就有線電視公司提供的通訊服務。因此市場客觀條件若無

法滿足時，特別是規模經濟的條件，這種理想性的數位匯流的情形只能說說而已。 

（三）有線電視的電路出租大多是租給本身的網路服務部門 

有線電視公司的網路設備因為普及的關係，幾乎可以到達經營區的所有客戶，

理應可以發展為第二個通訊服務的網路設備。就實務了解，有線電視公司光纖網路

設備大都租給同一公司的網路部門經營網路服務。除非法律改變或市場客觀條件有

重大的變化，通訊服務要由有線電視公司匯流至原有通訊產業，可能還有一段路要

走。 

八、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簡單來說，所謂數位匯流是指因為技術的進步，使原本互不隸屬產業的廠商所

提供的服務，可以藉由新技術而跨足到對方市場進行服務，從而形成緊密的競爭關

係。從產業經濟的觀點而言，通訊與視訊兩種產業的數位匯流結果，使原本僅存在

「市場競爭」狀態，進一步出現「產業競爭」的現象，使各自原本服務市場的競爭

更為激烈，這種情形讓消費者一方面可以增加選擇服務對象的機會，二方面則因為

競爭之關係，讓消費者消費服務的價格產生降低的效果。因此數位匯流是整體社會

共同追尋的目標。 

數位匯流的效果，以產業經濟學的觀點，它代表市場進入障礙的排除，有利於

市場產生「產業競爭」的效果。就國內通訊市場與視訊市場間數位匯流的研究而言，

從實證彼此客戶數資料變化的驗證發現：視訊市場截至民國 103 年第 1 季可能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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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之效果，無法將二者之服務視為同一市場之服務，但民國 103 年之後可能因

為 MOD 取得即時新聞頻道的播出，造成消費者願意以 MOD 取代 Cable；相對的，

網路服務的自始即存在替代效果，其匯流現象 為明顯。至於固網服務的匯流結果

幾乎尚未發生。 

整體社會 為關心的視訊市場匯流早期或現在未能產生效果的可能原因有三：

1.MOD 進入視訊市場的障礙在於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限制，使得中華電信公司的

MOD 必須技術變身為傳輸平台，頻道的取得或組合，均需借助其他公司的協助，造

成生產成本或交易成本的上升43。2.有線電視業者阻止關鍵頻道－即時新聞頻道在

MOD 的上架，使消費者認為有線電視所提供的視訊服務，與 MOD 所提供的視訊服

務，變成具有差異化的視訊產品。3.政府對有線電視收視戶上限的限制，以及地理經

營區的畫分，限縮有線電視進入通訊市場的能量。 

（二）建議 

視訊市場與通訊市場數位匯流的障礙來源，大都來自黨政軍退出媒體的限制與

視訊收視戶上限的限制等法律障礙，主管機關應優先修法將其鬆綁44。並在鬆綁有線

電視收視戶持有上限制的同時，要求有線電視業者應同時放棄控制關鍵頻道－即時

新聞頻道到 MOD 上架的管制，讓 MOD 的視訊服務與有線電視的視訊內容更接近，

避免消費者為同時取得即時新聞訊息（Cable）與較佳的影視視訊（MOD），被迫需

要花費成本購買兩種媒體。兩種媒體的內容趨於一致時，相信視訊與通訊市場間的

數位匯流效果才會顯現，市場競爭的效果才能轉化為消費者福利的提升，避免消費

者為兩種目的而必須訂兩種媒體，增加成本支出。 

                                                       
43 這也是中華電信 MOD 自民國 92 年進入視訊市場以來，長期一直無法獲利的主要原因。 
44 目前送交立法院修法的廣電三法僅允許黨政軍持有股份 5%，這種小幅修正仍然使得中華電信與

台哥大兩家公司目前黨政軍持有股份無法獲得鬆綁，持續處於違法狀態，尤其是後者所處的情境。

因為前者因為技術變身之後，暫且沒有違法之問題，但因為存在這種緊箍咒，使得中華電信公司

的 MOD 一直無法成為正常的媒體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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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Barriers and Solutions for Promoting Digital Convergence Policies 

Chuang, Chuen-F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digital convergenc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outcomes reveal that for three markets with 

evidence of the digital convergence effect: i)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test effe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Q4 2004 to Q1 2014 for CABLE and MOD in the video market, 

with the significant test effect only being demonstrated in the substitutionary relationship 

and digital convergence effect in Q2 2015; ii) there was a close substit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able Modem and ADSL in the network market during the period examined, 

demonstrating a strong digital convergence effect; and iii) there was no digital 

convergence effect in the fixed line communication service market because there wer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cable television operators enter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The issue of there being no significant digital convergenc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video market was related to the commercial strategy barrier whereby the main cable 

television news channels could not be shown on MOD. Then, the legal barriers imposed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interference needed to be excluded as 

well so as to remove the barrier for MOD operators to enter the video market. In relation 

to thi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cable television operators should consider amending 

Article 21 of the current Cable Television Law, which regulates the limitations facing 

one-third of television households resulting in unfair competition following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by excluding the legal barriers to enable cable television operators 

to compete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s from the same standpoint. 

Keywords: Digital Convergence, Video Market, Network Market,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Legal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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